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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廣告或媒體責任探討虛偽不實或引
人錯誤之公平交易法第21條法律問題 

講座：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蔡教授明誠 
日期：104年 1月 27日 
場次：10401-279 

 

現代商業活動往往依賴廣告或媒

體作為傳播媒介，以促進其交易活動之

進行或活絡。在活動進行，如未能遵循

規範，事業可能在商品或廣告上，或其

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等行為或

活動，往往導致同業競爭者、市場參與者或消費者之權益受損害，或

發生影響公平之競爭秩序。此擬先從我國實務及相關規定加以討論從

廣告到表示或表徵之法律問題，最後則從比較法觀點探討相關規定之

問題，並展望未來，以期公平交易法之解釋及適用更加妥當。 

壹、前言 

一、問題及規範類型 

廣告之類型頗具多樣性，內容呈現亦甚多元。公平交易法自難一

一例示其類型或明定其內容。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處理原則第 17點有

關表示或表徵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案件類型例示，共有 29 種之

違法類型，其中以不動產廣告及美容瘦身廣告較為常見。本文將此 29

種違法類型，依據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的內容屬性區分成以下幾大

類： 

（一） 主體或資格之誤認 

（二） 品牌、獎項或智慧權之誤認 

（三） 商品或服務來源或條件之誤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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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價格之誤認 

（五） 數字之誤認 

（六） 品質或功能之誤認 

（七） 誇大言詞而無實證者 

二、其他問題及規範類型 

（一）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 

當涉及到廣告虛偽不實的案件時，在實務上不單只會運用公平交

易法來處理，也可能會用民法上的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不過公平交

易法在民事責任上並未有太多著墨，主要是因為公平會雖然是獨立機

關，但對於廣告虛偽不實的案件多以行政責任追究，而民事責任則是

由法院來處理。 

例如最高法院 86年度台上字第 3760號民事判決，本案件被告向

告訴人展示之夾層樣品屋，刊載「挑高三米六，買一層送一層」之報

紙及銷售廣告海報、夾層屋設計彩色圖片及夾層屋設計平面配置圖

等，使告訴人認為交屋時，應會取得合法夾層之興建使用空間，遂與

被告訂立買賣契約，並依約交付訂金。不過在民國 85 年 2 月間取得

建物使用執照後，方知被告未預留可供興建夾層之樓地板面積予興建

合法夾層屋，致告訴人購買房屋作為住家、辦公兩用之目的無法實

現，造成嚴重之侵害。最高法院判決認為被告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廣告，已經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 項與第 2 項的規定，自然

屬於無效，而所受領之買賣價金也就屬於不當得利。又被告故意以背

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告訴人，告訴人得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

及公平交易法第 31條、第 32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返還已給

付之價金。 

而在最高法院 88年度台上字第 1892號民事判決中，被告明知受

到建築法令之限制，建物所申請之建造執照及平面圖並無夾層設計，

卻仍於房屋銷售廣告中，以醒目之文字標示、樣品屋，強烈顯示以銷

售樓地板與天花板之間可加蓋樓層一層來吸引消費者購買，卻在廣告

上隱瞞將遭到建築法規之不利處分等，嚴重影響消費者權益之重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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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致使消費者誤認室內夾層是獲得合法申請之使用空間，進而誤認

可以用較低之價格做較大坪數之空間規劃。最高法院判決認為被告有

違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之規定，並依據公平會 86年度公處字第

145號處分，認為告訴人得主張撤銷買受房屋之意思表示。 

（二） 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 

有些侵害發生時，如果不立刻主張，則以後可能無法恢復，所以

在法律上有一種「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如果虛偽不實廣告的推出

可能會造成損害時，可以引用「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讓廣告不能

推出。 

（三） 因公平交易法所保護智慧財產權益所生民事訴訟事件之專屬

管轄權 

智慧財產法院在民國 97 年成立之後，如果有虛偽不實廣告，違

反公平交易法而侵害他人權益的案件，是否能由智慧財產法院來做裁

判？以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9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 25號

為例，甲對居住於臺中地區之乙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主張乙所販售之商品為平行輸入商品，乙並在某拍賣之網站刊登不實

廣告，盜用甲獨家獲得原廠授權之商品照片刊登於網路上，造成甲之

損害，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2 項規定，並依同法第 31 條

規定請求乙賠償其損害。本案的爭點不在於有沒有構成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21條適用的問題，而是在於是否可以跟智慧財產法院提起訴訟。 

例示中的甲以乙販售平行輸入之商品，並於拍賣網站上盜用甲獲

有獨家授權之商品照片，致甲受有損害等情事，依公平交易法之規定

起訴請求乙賠償損害，顯係前開規定所示之智財法院管轄案件。由上

述規定之反面解釋，普通法院即屬無管轄權，惟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

細則第 9條規定，智慧財產民事、行政訴訟事件非專屬智慧財產法院

管轄，故仍有民事訴訟法第 24條、第 25條合意管轄、擬制合意管轄

規定之適用。從而，本件某甲向臺中地方法院起訴，除有民事訴訟法

第 24條、第 25條之情形外，該院自應以無管轄權為由移送智財法院。

移由智財法院管轄，較符我國成立智財法院之妥適處理智慧財產案件

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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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於公平交易法體系上之定位及法

源 

公平交易法在民國 81年時施行，當時臺灣的經濟正剛開始起飛，

消費者保護觀念也正剛開始萌芽，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的立法目的為

確保事業公平競爭，保障消費者權益，有效執行公平交易法。公平交

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範的主體為事業，使用的基本手段為商品、廣

告與其他使公眾得知的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

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這在過去引起究竟是列舉規定還是例示規定的爭議，而在最新的一次

修法中，將條文修改為「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

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而將原本的條文移到第

2項去做為定義。 

不過「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的這部分才是重

點，因為事業對外去做表示的行為，只要有不實或引人錯誤，就違反

第 21 條規定。因為虛偽不實與引人錯誤，加上表示與表徵，會出現

包括虛偽不實的表示、虛偽不實的表徵、引人錯誤的表示、引人錯誤

的表徵、虛偽不實且引人錯誤的表示與虛偽不實且引人錯誤的表徵等

幾種類型。這樣會出現究竟虛偽不實與引人錯誤需不需要同時存在，

或者是說引人錯誤是上位概念，而虛偽不實只是下位的其中一個類

型。另外，從人類的行為來看，虛偽不實與引人錯誤不完全只有表示

或表徵，其他像是不作為、肢體上的干擾等，是不是也是公平交易法

該處理的？ 

至於在廣告代理業者與廣告媒體業者的部分，在民國 81 年施行

時，在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4項規定：「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知

情況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告，應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

償責任。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知其所傳播或刊載之廣告有引人錯

誤之虞，仍予傳播或刊載，亦應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而

廣告代理業或廣告媒體業均規定在明知或可得知情況為要件，惟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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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僅提到明知，似不甚完整。在民國 81 年公平交易法第 1 次修法

時，酌作文字修正，將「應」字刪除，增加行政裁量的空間，不一定

要立即開罰。 

到了民國 99年 6月，公平交易法第 4次修正時，進行第 21條第

4項修正及第 5項增訂，修正內容則為增訂不實廣告薦證者須負民事

損害賠償連帶責任之規定：「廣告薦證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從事之

薦證有引人錯誤之虞，而仍為薦證者，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

任。」並明定廣告薦證者之定義：「前項所稱廣告薦證者，指廣告主

以外，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

結果之人或機構。」 

民國 100 年 11 月公平交易法第 5 次修正時，立委提案修正內容

主要包括寬恕條款、限定非知名廣告薦證者之民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及修正罰則提高特定行為之罰鍰上限。經審查後修正第 4項句首、句

中文字及句末增列但書：「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情形下，仍

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告，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

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傳播或刊載之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仍

予傳播或刊載，亦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薦證者明知或

可得而知其所從事之薦證有引人錯誤之虞，而仍為薦證者，與廣告主

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但廣告薦證者非屬知名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或

機構，僅於受廣告主報酬 10 倍之範圍內，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

責任。」，其餘照現行條文通過。 

從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衍生許多的處理原則，包括對於薦證廣告、

瘦身美容、命為刊登更正廣告、銀行業廣告、比較廣告、電器商品廣

告、網路廣告，以及促銷廣告之處理原則。這反映了在實務上，虛偽

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發生的態樣與類型遍佈各行各業，其重

要性也可見一斑。 

而公平會在裁罰，以及在法院進行判決時，除有不當得利與侵權

行為外，有時還會有公平交易法第 22條營業誹謗之禁止，與第 24條

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的問題出現。尤其是第 24 條的部分，究竟

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1條後，是否還同時適用第 22條？依據目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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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解釋是當適用了公平交易法第 21條後，就不能再同時適用第 24

條，也就是除非違法內涵沒有被涵蓋在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才能適

用第 24條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的規定。 

參、構成要件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主要規範的對象為事業、廣告媒體業者及廣

告代理業者，其中事業對於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的責任

比較重，而廣告媒體業者及廣告代理業者的責任則是有所減輕，但是

在明知或可得而知的部分又要負連帶責任。至於在方法上是以廣告、

標示、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所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

徵，對於商品或服務均適用，比較抽象的權利義務關係也包括在內。 

所謂「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依公平會的解釋，包括設置市

招、散發名片、舉辦產品（服務）說明會、事業將資料提供媒體以報

導方式刊登、以發函之方式使事業得以共見共聞、於公開銷售之書籍

上登載訊息、以推銷介紹方式將宣傳資料交付於消費者、散發產品使

用手冊於專業人士進而將訊息散布於眾等。不過個人認為除廣告外，

引人錯誤的行為宜均包含在內。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所稱表示或表徵包含更廣，像是以文字、語

言、聲響、圖形、記號、數字、影像、顏色、形狀、動作、物體或其

他方式足以表達或傳播具商業價值之訊息或觀念之行為。 

至於在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定義部分，虛偽不實是指表示或表

徵與事實不符，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有引起錯誤之

認知或決定之虞者。而引人錯誤則是指表示或表徵不論是否與事實相

符，而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這邊要點出

的是一般消費者與相關消費者有沒有差別？這在過去是沒有去做區

別的，但是商品是否有混淆誤認或近似，究竟是要以誰的眼光來看？

應該是要以相關消費者的角度來看，但有的法規會認為是一般消費者

與相關消費者，這就會被挑戰是要就所有的消費者的角度，還是相關

可能購買的消費者的角度來看問題。會提到這個問題是因為是否有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應該要採用客觀主義，而不是由當事人的角度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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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但是虛偽不實指的是發送訊息的人有虛偽，而引人錯誤則是指接

受訊息的人產生誤解，所以將這兩件事當成同樣的行為態樣可能會出

現爭議。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的判斷在處理原則第 7點有規

定，其中提到「……相關交易相對人普通注意力之認知，……」，從

公平交易法、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來看，「相關交易相對人」的用語

並沒有太可以挑戰的地方，而且相對於前面所提到的「一般或相關大

眾」更加精準。此外，表徵與表示的判定要隔離觀察，對於特別顯著

之主要部分也要單獨加以觀察，這都是有受到商標法的影響。但實際

上，在判斷商標是否仿冒時，常無法做到異時異地觀察，因此很難進

行隔離觀察，或是針對特別顯著之主要部分單獨加以觀察。 

至於在處理原則的第 9點針對廣告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應

以廣告主使用廣告時之客觀狀況予以判斷。換句話說，要從相關交易

相對人的角度來作合理判斷，而不是從個別消費者、公平會的專家或

委員、或是法官來看。另外，如果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後，是否

還得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的規定，以行政處分來停止系爭行為？

就最高行政法院與公平會判決的文義來看，都是可以同時適用。 

而所謂引人錯誤之程度，有沒有辦法將市場交易參與者對於廣告

錯誤認知的程度量化？對此，歐洲法院發展出對於消費者之交易行為

不正當性之判斷標準，稱為消費者模式（Verbraucherleitbild）。這裡消

費者指的是通常係以經告知、情況相當且認知之平均消費者，此係情

況相當之注意程度，以理性範圍內所能注意且具有知識能力所認知之

平均消費者為準。在 2004 年以消費者模式為原則，修正不正當競爭

防制法。過去德國法院實務上受到引人錯誤之顧客數量要求甚低，通

常上限 10%，但最高法院部分判決認為 12-18%尚有不足，現在則是

認為應在 1/4至 1/3之間。 

在我國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中，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也表達

了意見。對於不實廣告的影響範圍採取了更廣義的看法，例如最高行

政法院 93年度判字第 384號判決中提到，「公平交易法禁止不實廣告

之目的，在保護以下四種法益：競爭公益、消費者公益、受不利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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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同業、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至於在虛偽不實的看法上則是

與公平會相近，根據最高行政法院 86 年度判字第 2599 號判決：「所

稱虛偽不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不符，其差異難為相當數量之一

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 

肆、公平會之解釋 

一、僅供參考廣告等表示或表徵之免責主張問題 

公平會在民國 83 年作出公參字第 02266 號解釋，說明免責之廣

告及公平交易法之適用時點，認為事業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或表徵，即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規定，仍不得以已於廣

告或契約上載明該表示或表徵「僅供參考」而主張免責。不過因為公

平交易法係於 80年 2月 4日公布，並在公布後 1年施行。故事業於

81年 2月 4日前所做之廣告上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尚

難依公平交易法予以規範。 

二、真品平行輸入 

根據公平會公研釋 003號函，針對真品平行輸入是否違反公平交

易法之規定做出解釋。首先，因為平行輸入是真品，與仿冒之構成要

件不符，所以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之規定。其次，認為真品平

行輸入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規定，須視平行輸入者之行為

事實是否故意造成消費大眾誤認其商品來源為判斷。最後，若貿易商

自國外輸入已經由原廠授權代理商進口或製造商生產者，因國內代理

商投入大量行銷成本或費用致商品為消費者所共知，故倘貿易商對於

商品之內容、來源、進口廠商名稱及地址等事項，以積極行為使消費

者誤認係代理商所進口銷售之商品，即所謂故意「搭便車行為」則涉

及公平交易法第 24條所定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三、電話號碼簿用戶名條 

根據公平會公研釋字 065號函，針對電話簿中刊登家電類用戶名

條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之疑義作出解釋，認為電話號碼簿上刊登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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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條，對刊登營業用電話之用戶而言，其用戶名條雖不能具體表達其

欲宣導之事項，惟仍能使消費者較易電詢該事業，進而與之達成交

易，且事業亦可透過營利事業名稱之安排，使其用戶名條具有吸引消

費者之可能。故營業用電話號碼簿之用戶名條即應受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所規範。 

四、表示與廣告物 

公平會公研釋 017號函針對名片上學經歷記載不實是否違反公平

交易法作出解釋，認為名片為一種廣告物，其上記載之內容，如屬交

易上重要之事項，足以使可能之交易相對人誤信名片分發者、或其任

職之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之內容或品質者，該名片上不實之記載

即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 項、第 3 項關於事業不得在廣告上對

於商品或服務之內容或品質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的禁止規

定。因此，如果名片上關於學歷之記載不實，且該學經歷與分發名片

者所要推廣或銷售之商品或服務的內容或品質有關時，即已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第 3項之規定，公平會得依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之規定限期命其停止並改正。 

五、新竹米粉 

針對非新竹地區之米粉業者使用「新竹米粉」標示其產品，是否

違反公平交易法，亦即「新竹米粉」究竟是口味之表徵或地理標示。

公平會公研釋 083號作出解釋，認為主要關鍵在「新竹米粉」究屬口

味之表徵，抑屬地區性產品之表徵？若為口味之表徵，則無關製造地

之標示，任何地區之業者均得使用，應無違公平交易法之規定。若屬

所謂「地區性產品之表徵」，則非新竹地區所產而標示「新竹米粉」

者，即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產地不實標示。公平會根據新竹市政

府之復函，認為「新竹米粉」雖與新竹季風有關，似屬地區性產品之

表徵，惟以現今科學技術言，製成與過去新竹米粉相同口味並無困

難，加以新竹米粉起源已難考據，其以新竹米粉名稱之使用已久，在

消費者的生活經驗實已將之視為口味之表徵，故新竹米粉應屬口味之

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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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法律效果 

前面討論過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的構成要件，當這些構成要件成

立之後，就會有所謂的民事責任，可以有排除侵害（妨害）及防止侵

害（不作為）的請求權，有損害則可以請求賠償。在時效方面，自得

知損害之後不要超過 2 年。至於能否引用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規定

限期命其停止並改正？根據目前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以及公平會相

關的文獻，應該可以進行行政救濟。 

如果遭受侵害時，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排除侵害及防止侵害，但是

是否有可能將其所得利益除去？這在德國法裡是比較新的發展方

向。依德國不正當競爭防制法第 10 條規定，故意為依第 3 條（按：

不正當行為之禁止）或第 7條（按：不可預期之干擾）規定不准許之

交易行為者，如其以因此而致生多數之買受人負擔之方式，取得利益

時，得由第 8條第 3項第 2款至第 4款規定，得請求不作為之權利人，

請求返還該利益給與聯邦財務國庫。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請求權人為

團體，包括為促進產業或獨立職業上之利益且具權利能力之團體、登

記於合格機構名單中之合格機構，以及工商業公會或手工業公會，並

不包含一般消費者。 

當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2 項時，究竟是效力規定或取締規

定（與違反法律之強制或禁止規定之法律行為原則上無效，此可與民

法第 71 條比較）？實務上認為取締規定，違反者非當然無效。例如

委託銷售房屋及停車位之代理與訂購戶訂立之買賣契約，縱有廣告不

實，非當然無效，得本於廣告合約，請求給付報酬。此外，事業除了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以外，尚可能構成第 22條、第 24 條等規定

之違反。觀察過去案例，公平會似乎將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的規定作

為一個補充規定，當違法內涵溢出公平交易法第 21條時引用。 

陸、事業、廣告代理業者或媒體業者等之法律責任 

根據公平會對於命為刊登更正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2點，當所

刊登之廣告有錯誤時，需刊登更正廣告。此外，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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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而知情形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告，與廣告主負連帶

損害賠償責任，此為民事責任，而非行政責任。如果廣告主與廣告代

理業或媒體業間，有免責之約定者，因該約定乃當事人間之內部約

定，屬債權契約之性質，故對權益受侵害之第三人應無效力。 

而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廣告媒體業適用範圍上，根據公平

會公研釋 002 號解釋，認為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規定課以廣告

媒體業負連帶民事責任，係以明知或可得知情況下始有適用。其目的

在使廣告媒體業能對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作相當程度之篩選，因此

該條所謂之媒體業限於對廣告主或廣告代理業所提出之廣告有支配

能力之可能足以篩選時始有適用。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規

定時，廣告媒體業僅負民事連帶責任，並無刑事及行政責任，而民事

連帶責任乃普通法院審理之權責，故廣告媒體業之適用範圍仍由法院

認定。 

柒、其他問題 

一、與消費者保護法之關係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 23 條規定，刊登或報導廣告之媒體經營者

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內容與事實不符者，就消費者因信賴該廣告所受

之損害與企業經營者負連帶責任。前項損害賠償責任，不得預先約定

限制或拋棄。而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規定，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

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 3倍以下之懲罰

性賠償金；但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 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

償金。所以有學者認為廣告媒體業如於可得而知之過失情況，仍刊登

引人錯誤之廣告時，消費者依消保法前開規定較為有利。至於廣告代

理業者之責任於消保法中並未規定，則消費者僅能依公平交易法之規

定主張權利。 

二、與商品標示法之關係 

有關商品本身之事項，固然受商品標示法規範，但有關商品以外

之銷售動機或目的、商品來源或存量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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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徵，則另有規範之必要。 

三、檢舉與舉證或釋明 

當對不實廣告進行檢舉時，應該要提出具體事證，而舉證的程度

究竟是要到足以產生合理懷疑，還是需要提出優勢證據，或是採用釋

明即可？目前公平會的做法是只需釋明。根據處理原理第 10點規定，

公平會收受檢舉他事業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時，基於

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必須提供相關商品、包裝、廣告等必要事證，

並釋明他事業所為表示或表徵有使相關交易相對人就有無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之情事，依一般經驗法則判斷，足以產生之懷疑，及所受

之損害。 

四、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予以分工 

公平會與其他主管機關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予以分工。依前

項分工結果，屬各主管機關處理之案件類型移請各主管機關處理：例

如商品或服務之廣告內容宣稱、暗示或影射具醫療效能者，移送衛生

福利部；食品、健康食品、市售乳品、化粧品、藥物等之標示及廣告，

移送衛生福利部；一般商品之標示，移送經濟部；農藥、肥料、飼料、

種畜禽或種源、動物用藥品、寵物食品等之標示及廣告，移送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 

五、簡易作業程序 

違法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各被處分人之罰鍰金額均為新臺幣

四十萬元以下者，得以簡易作業程序處分。但適用本法第 41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者，不在此限：（一）表示或表徵與事實明顯不符之案情

單純案件。（二）已有處分前例，且違反本會訂定之規範說明或處理

原則或屬本處理原則第 17 點所訂之違法行為類型。涉法案件依調查

結果足認不違法，或雖涉有違法惟影響交易秩序、公共利益輕微者，

得以簡易作業程序不處分（處理原則第 18點）。 

該原則所定影響交易秩序、公共利益之判斷原則如下：（一）受

害人數多寡；（二）是否為該行業普遍現象；（三）商業倫理之非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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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戕害效能競爭之程度（處理原則第 16點）。 

捌、結語：從比較法觀察而展望未來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的適用案例已經相當多，適合我們來思考究

竟虛偽不實與引人錯誤兩者，何者適合做為上位概念？建議公平會能

夠針對何謂不公平競爭行為與不正當交易行為，建構一個上位概念，

再與引人錯誤、欺罔與顯失公平作一整體性思考。至於在例示及列舉

規定方面，則應該適合採用開放性的構成要件，而不要用列舉，因為

未包含在列舉之內的行為，將無法擴充適用。 

表徵與表示方面，從文義上來看比較狹隘，但公平會解釋的比較

廣，包括具象或形式的動作。若從文字上來看，要注意表徵與表示是

否完全由外面感知的具體作為，還是包括不作為，還是說沒有虛偽不

實的具體作為但是有干擾的動作？此外，不作為或沈默、不可預期之

干擾或稱不合理之煩擾是否應該規範？ 

而相關議題在德國不正當競爭防制法也有規定。首先，將虛偽不

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引人錯誤之廣告修正為引人錯誤之交易

行為。而為引人錯誤之交易行為，其行為不正當（Unlauter）。該交易

行為，包含不實之陳述（unwahreAngaben），或其他該法法定之 6 款

規定，足以欺罔之陳述，其行為引人錯誤。如與商品或服務之行銷，

包括比較廣告，有關之交易行為，有引起與其他商品或服務，或與同

業競爭者之商標或其他標章之混淆誤認危險者，該交易行為亦引人錯

誤。該陳述，亦包含比較廣告中之陳述，及圖片方式之表達，及其他

以此為目的且足以取代該陳述之活動。 

至於在不作為而引人錯誤，也就是沉默，判斷其是否引人錯誤

時，應特別斟酌該事實依交易通念（Verkehrsauffassung），其對於交

易決定之意義，及沉默足以決定之影響力，加以考量消費者之決定影

響力，如透過隱匿資訊之方式加以影響，而該資訊於具體個案，斟酌

所有情事，包括傳播工具限制之重要性，其行為可能構成不正當。 

最後，在不可預期之干擾（UnzumutbareBelästigungen）的部分，

德國不正當競爭防制法規定不得為不可預期之干擾（或譯不合理之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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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市場參與者之交易行為。特別是足以認為其所欲交談之市場參與

者雖不欲為該廣告，而仍為廣告者，亦適用之。其中，對於如何證明

競 爭 法 判 斷 是 否 不 正 當 交 易 行 為 與 否 之 消 費 者 模 式

（Verbraucherleitbild）－情況相當之注意、平均經告知且平均認知之

對競爭法判斷所依據之交易圈代表人，此平均消費者在我國法制是否

可能適用？我國問卷之市場調查可行性/平均消費者需要多少百分

比？ 

雖然此次公平交易法有進行修改，但還是停留在過去的用語，隨

著科技的進步，廣告也出現新型的態樣，對於公平交易法之體系及引

人錯誤之交易行為或活動之法律問題，像是不合理性的干擾、不作

為，單純的沉默等行為，應該有再思考的空間。 

 

（中正大學國經所陳世憲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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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財策略及智財權的策略使用－ 
建構一項一致的競爭法分析架構 

講座： 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陳副教授兼
系主任志民 

日期：104年 2月 10日 
場次：10402-280 

 

智財權具鼓勵創新研發，帶動經濟

發展及繁榮的效果，已是普遍周知的事

實。不過，不論從近年來學理或實務上的觀察，智財權保護與市場競

爭之潛在衝突關係，也浮上檯面。舉例言之，智財權人基於追求利潤

極大考量之授權契約安排，可能引發排除市場競爭對手的疑慮。其等

基於維護智財權價值所採行之相關訴訟或保全程序，也有不少學者認

為，有可能是「市場掠奪」之策略手段。智財權類此正、反市場效果

的緊張關係，主要源自於對「智財策略」（IP strategy）以及「智財權

的策略使用」（strategic uses of IPRs）二者界線何在，論者的看法並不

一致。國內雖有不少的相關論述，但多數均是針對個別類型的智財權

實施行為，以及行為與特定公平交易法規定間之關聯所為之分析，少

有從更宏觀的角度思索如何建構一項更具全面性與一致性的分析架

構，而能衡平妥適地處理鼓勵創新與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看似互補卻

又衝突的關係。本文從牛津大學 Pitkethly 教授對智財權「外部」

（external）與「內部」（internal）策略的區分出發，首先將實務常見

之智財策略行為，依此區分歸納出其等在經濟與商業上之理由與必要

性，再從競爭法的觀點檢視相關策略對市場競爭的可能影響，第三部

分以實際個案為例，介紹與分析競爭法學理上如何處理相關問題，最

後以對我國競爭政策的啟示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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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智財權的目的在於鼓勵創新、發明與創作，藉由保護創作人、發

明人一定的權利，這個權力往往有一定期間的排他效果，使任何人不

能在未經授權許可下去實施相關的智財權。但是，也正因為會給予權

利人在某段時間內的市場地位，所以可能引發限制市場競爭的疑慮。

此一潛在衝突的產生，在於當智財權人取得智財權後，會希望維持智

財權的價值，所以採行一些布局與策略，讓智財權的價值達到最大，

也就是所謂的「智財策略」（IP strategy）的考量；但是在各國的實證

經驗裡面，智財權也可能被策略性的使用，亦即「智財權的策略使用」

（strategic uses of IPRs），近來常見的例子，如智財權侵權訴訟與「市

場掠奪訴訟」或 patent troll的爭議。以在科技業常見的專利侵權訴訟

為例，論者有認為專利權訴訟有提高競爭者應訴成本，提高進入市場

門檻的效果，此間接地排除了市場競爭。至於在 patent troll的部分，

透過建構廣泛的專利地圖，雖然是合法的專利權行使方式，但卻可能

會因此提供競爭者侵權之機率，增加競爭者進入市場的成本。 

擬定智財策略背後有多元的商業考量，讓競爭法的適用經常引發

妨礙研發及缺乏法明確性的爭議。因此，若能建構一項得以整合各類

智財策略設計考量的分析架構，將有利提高競爭法分析之一致性。 

貳、智財策略之意義與分類 

一、智財策略之意義 

當廠商取得智財權之後，會去思考如何運用智財權的策略，也就

是所謂的智財策略（IP Strategy）。那智財策略要如何定義？簡言之，

它是一項在市場上實施智財權的計畫，非單指對不同類型智財的一項

組合管理，而是能與智財權人整體商業模式設計及公司策略相互整合

的智財管理方案，目的在極大化智財權所能為事業帶來的商業利益。 

二、智財策略之分類 

一間公司對於其智財的使用與布局，有其內部的考慮，所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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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的動機與誘因也很多元，會受到公司所在的產業、市場結構、所

生產產品的類型，以及競爭者人數的多寡等很多因素的影響。而與競

爭法分析較為相關之分類大概有兩類，一個是牛津大學 Pitkethly教授

的分類，將智財策略大致分為「外部」（external）與「內部」（internal）

智財策略；另一個則是加州柏克萊大學 Fisher與 Oberholzer-Gee兩位

教授所提出的「攻擊」（offensive）與「防禦」（defensive）智財策略。

以下將以 Pitkethly的架構為主，融合 Fisher與 Oberholzer-Gee的見解

來進行說明。 

（一）外部智財策略 

「外部智財策略」的意義是指智財權人「對外」實施智財權時考

量實施利益及成本之策略。在各國競爭法所處理的智財法案件中，絕

大部分都與外部策略有關。而對外的智財策略又可分成三大類型：授

權策略（licensing strategy）、非授權策略（non-licensing strategy），與

智財訴訟（IP litigation）。 

1. 授權策略（licensing strategy） 

授權之利益主要是能夠協助智財權人進入市場及技術領域，特別

是當智財權人本身缺乏智財實施的能力，而被授權人較智財權人更能

有效率的實施智財時。此外，透過授權給被授權人的方式來使得智財

權能夠有效的加速技術散布（technical diffusion），這對整個社會來說

是有好處的，除了可以為我們帶來更好、更方便的生活外，對廠商來

說，當智財、專利越散布，將會創造出直接與間接網路效應。 

所謂「直接網路效應」指的是當越多人使用該智財權時，將會進

一步提高該智財的價值，甚至當智財成為市場中不可或缺的標準必要

專利時，其他專利必須依附在該項智財之上，方能有效地被實施。此

外，當智財成為市場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專利，許多後續互補式的專利

與研發也都必須依附其上，這種被授權人對後續研發技術的依賴，稱

之為「間接網路效應」，可以維持或擴大智財權的利益。 

上述所談的利益對於智財權有兩個啟示。首先是市占率可能比權

利金的高低來的更重要，透過以低價授權擴大「顧客基礎」（customer 

base），隨之而來的網路效應的利益可能更大。其次，以授權與技術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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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擴大使用者或形成標準規格，可以弱化競爭對手參與創新競爭的

誘因，減輕競爭的壓力。 

智財授權策略也有其缺點。首先，智財授權（特別是專利權）是

讓別人使用你的技術，提供了被授權人技術學習機會，也提升了被授

權人未來與權利人競爭的能力，權利人因而有喪失競爭優勢的風險。

其次，智財授權會涉及到授權契約、權利金、授權條件的協商，需要

聘請律師來處理相關的事宜，耗費金錢與時間。最後是監督成本，被

授權人實施是否符合當初授權契約所約定之範圍及對象？是否有未

經授權的使用？使用的區域、客戶是否符合當初授權的限制？這是必

須要進行後續監督的。 

2. 非授權策略（non-licensing strategy） 

(1) 智財出售（IP sales） 

當智財價值無法被權利人充分實現時，出售予更具實施能力者，

具有提昇社會整體福利效果的功能。不過透過智財權的出售來實現智

財權的價值，取決於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智財權的價值能夠被精準的

決定，出售的價格除了要能夠精準的反映所投入的研發成本，還必須

包含如果透過授權，在智財保護的期間內所能夠收到的權利金收益。

另一方面，買方也必須要能夠知道該項智財值不值得購買。一般來

說，商品的賣方會透過廣告來告知買方產品的優點，盡可能會揭露產

品的價值資訊給未來的買方做交易估算。但智財的出售面臨到一個兩

難的問題：在智財出售之前，權利人如果揭露過多關於智財內容的資

訊，或許智財某些機密資訊就在交易協商的過程中一點一滴的洩漏給

買方，最後可能買方就不買了。所以智財權人於決定是否出售智財

時，必須要考慮到 2個因素。首先，他要有足夠的資訊來決定智財的

價值；其次，要決定最適的訊息揭露程度，讓買方知道智財的價值，

但又不會洩漏過多而造成技術模仿（technical imitation）。 

要解決上述兩難的問題，有以下幾種方法。首先，是採取部分智

財訊息揭露，加上入股對方的買方股票選擇權，如此既可以不用完全

揭露智財資訊，同時也可利用入股賣方的權利，向潛在買方彰顯對於

自己所出售的智財有於未來獲利的信心，這樣就能讓潛在的買方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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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財有值得購買的價值。其次就是使用 IP broker的制度，透過具有鑑

價能力的第三人來搓合買賣雙方達成交易，可能就能免去資訊揭露的

兩難問題。 

(2) 智財合作（IP Cooperation） 

由同業或具有競爭替代關係的智財權人，共同設立一個組織，或

採行共同的智財策略，以互蒙其利。其中與競爭法比較相關的方式包

括：以加入「標準制定組織」（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 SSO）的

方式進行合作；以類似 Patent Pool的方式進行合作，採取共同授權，

其好處是降低授權的成本；以「開放創新」（open innovation）方式進

行合作，如開放技術予獨立研發商或競爭者，但對後續研發成主張「回

饋」授權（grant-back licensing）；最後是Collaborative customer co-design

的開放創新模式，開放技術予顧客使用，並歡迎顧客改善使用過程中

所產生之問題。 

(3) 智財捐贈（IP donation） 

智財捐贈也就是將辛苦研發的智財權免費開放給大眾使用，在一

般的印象中不太可能會發生，因為企業不是在做慈善事業。但是在網

路時代卻是愈來愈常見之策略，例如根據 2014 年 4 月的資料顯示，

接近 60%的 Android Apps，30%的 iPhone Apps均是免費。 

這類的行為與傳統經濟學中廠商基於自利追求利潤極大的基本

假設相衝突。但其實免費的智財捐贈還是基於廠商自利的行為，因為

廠商可能想要取得先行者的優勢，想要早點進入市場，取得足夠的使

用者人數，權利金的高低反倒不是考慮的重點。 

從正面的角度來看，智財捐贈有利於技術散布與進步；而技術的

免費公開有利於 IP 鑑價，更方便智財權人取得融資；最後，創造基

礎 IP的 install base，以提高互補或升級 IP的價值與收益，如免費Adobe 

Reader加上付費 Adobe就是很好的例子。 

但是免費的授權有沒有可能是變相的市場封鎖與掠奪，目的在防

止競爭對手找到切入的利基？會不會有競爭法的問題？學理上目前

沒有定論，但是一個有趣且值得討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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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財訴訟（IP litigation） 

智財訴訟是最強烈、最具有法的拘束感的智財權行使策略，也是

最普遍也最能彰顯權利的策略。到底要不要採行訴訟的策略，對廠商

來講可能有成本與效益的考量。當智財權人的權益被侵犯時，可能不

會第一時間提出訴訟，而是先跟侵權人談授權的問題，因為智財的訴

訟耗費時間與金錢甚鉅，提出訴訟並非最佳的選擇。所以是否採行訴

訟，須考量「訴訟」與「授權」之成效比較，以及應於何地，以及何

種訴訟主張起訴較可能勝訴等因素。 

實施智財訴訟策略也有非法律面的成本存在。首先，從企業之商

業利益的角度來看，授權具有降低競爭誘因的好處，可是如果不肯授

權而執意提起訴訟，將可能激起被告獨立研發的競爭誘因，反倒樹立

起未來的競爭對手。從公平法或競爭法的角度我們樂見這樣的結果，

但是就企業的角度來看，智財訴訟顯然不是一個好的策略。其次，提

起智財訴訟雖然可能得到被告給付的授權金，但卻也會降低被告研發

互補技術及產品的意願，以及實現「網路效應」利益的機會。 

（二）內部智財策略 

所謂的內部智財策略是指智財權人因維護及提高智財價值有關

資源所為之「內部管理」策略。根據 Pitkethly教授的歸納，常見的內

部智財策略類型包括：智財鑑價（IP valuation）、訊息散布（Information 

diffusion）、智財管理之協調（IP management coordination）與智財知

識之內部訓練與教育等。其中，以「智財鑑價」及「訊息散布」策略

與競爭法較為相關。 

1. 智財鑑價（IP valuation） 

如果要對外實施智財權，該用怎樣的方式來收取權利金，以及要

收取多高的權利金？如果是要出售智財權，則應該要出多高的價格，

才能夠符合研發投入成本？這些都必須對智財權的價值有所評估與

鑑價。所以從公司內部資源運用的觀點來看，如果智財的價值越高，

才值得投入較多的資源來維護與保護。 

評估智財價值的方法有很多，也有很多的文獻來進行探討，大致

上能夠歸納成量化與質化兩種方法。在量化（quantitative）之鑑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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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主要是考慮包括成本（cost）、市場（market）及收入（income）

3項參數數據來估算 IP價值。如果上述 3項量化的數據難以取得，則

會選擇質化的方式來進行評估。質化（qualitative）之鑑價方法不依賴

數據來進行分析，而是就足以影響 IP 價值之法規、技術、市場、財

務及策略等因素進行排序與評比。 

2. 訊息散布（Information diffusion） 

簡單來說，訊息散布指的是企業必須決定對外散布 IP 訊息的最

適（optimal）訊息量及時間點之策略。如果沒有找到最佳的訊息散布

時間點，過度的散布了智財的相關訊息，對於企業未來的競爭優勢是

有傷害的；而訊息散布的程度不足又會使得外界不知道智財的價值所

在，該如何取得平衡點就是內部智財訊息散布策略所要決定的。 

從這樣的觀點來看，有 3個與競爭法相關的問題，值得討論。首

先，企業辛苦研發出來的技術該用怎樣的方式來進行保護？究竟要用

專利或營業秘密？如果採用專利，在專利法中有規定要進行早期揭

露，這就表示技術的機密可能就會被公開，這時企業就必須要選擇是

否願意採行專利保護。相對的，採用營業秘密方式來保護智財，或可

避開重要的資訊外露，不過在防範內部員工資訊外洩上，可能要付出

比較高的後續監督成本。 

其次，當研發過程有了初步的成果，究竟是要立即去申請專利，

還是要策略性的延緩申請時程？因為如果立即的申請專利，則研發相

同技術的競爭對手知道後，就會將資源移轉去做其他的技術研發；如

果策略性的延緩申請時程，讓競爭對手持續投入資源研發，增加競爭

對手的研發成本，藉此降低競爭對手未來的競爭能力，理論上，這就

可能就會出現競爭法上值得討論的議題。 

最後，企業也要決定是否加入標準制定組織（SSO）並接受其分

享 IP 訊息之義務，因為如果加入標準制定組織，通常會被要求將相

關的技術資訊揭露給其他競爭對手，讓競爭對手知道企業手中握有怎

樣的王牌。所以，企業的內部智財訊息散布策略也要決定是否要承擔

這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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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外部智財策略與智財權之策略性使用 

當企業取得智財權之後，對外實施是法律上賦予他的權力，當然

也可以基於策略考慮來做授權或非授權安排，但是從競爭的觀點來

看，在落實智財策略的過程當中，可能會出現策略性的使用，而引發

競爭法上的問題。 

一、授權策略 

因授權策略而產生競爭法問題是實務上最為常見的爭議類型，主

要的競爭法議題為「策略性封鎖」（strategic foreclosure）既有及潛在

競爭者。有些授權行為是策略行為，不會創造更多利潤，但為何企業

會去做這樣的行為？雖然這些行為在短期看起來對競爭無害，甚至對

企業是有害的，但是長期而言，有可能會改變市場中相關智財權人競

爭的誘因，或是市場結構，有利企業在未來進行聯合行為，或是提高

權利金。所以企業在乎的不是短期、靜態的利潤，而是長期藉由動態

的改變市場結構來取得市場力量。相關的授權策略可以分成與「權利

金」相關之授權策略，以及與「權利金」無關之授權策略。 

（一）與「權利金」相關之授權策略 

1. 「標準必要專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SEP）與「公平、合

理及非歧視」（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FRAND）原

則。也就是說，如果取得的專利是屬於「標準必要專利」（SEP），

則權利金收取必須符「公平、合理及非歧視」的 FRAND原則。 

2. 低價授權金、免費授權與「市場掠奪」（market predation）議題。

亦即企業透過很低的授權金，甚至是免費授權的方式，獲取市場

規模的策略，雖然是合理的商業策略，但從競爭的觀點來看，一

旦建立了「顧客基礎」，競爭者就可能很難進入市場，這就有可

能出現「市場掠奪」的問題。 

3. 「總額權利金」（Lump-sum royalty）約定會產生對具高動態與創

新競爭產業之延緩或妨礙市場潛在競爭的效果。也就是授權金一

次付清，在經濟學上視為是被授權人的固定成本，理論上不影響

被授權人之產出決定，但是對強調快速與高度動態競爭的產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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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透過收取一次性的巨額授權金，將使得競爭對手的成本大幅

增加，成為進入市場的一項不可忽略門檻。 

4. 「單位權利金」（Per-unit royalty）約定降低監督授權實施成本功

能與增加競爭者競爭成本之衝突。透過以被授權人所銷售的每一

單位產品作為計算與收取權利金之基礎，固然可以降低權利人監

督被授權人有無依授權範圍實施專利之成本，但其同時也降低被

授權人使用其他替代專利的誘因，也間接提高了其他智財權人進

入市場之成本。 

（二）與「權利金」無關之授權策略 

1. 拒絕授權或排他授權的問題 

當智財權人在相關市場具有支配地位或掌握「標準必要專利」

（SEP）時，拒絕授權有可能使競爭對手因無法取得競爭所必要之智

財權，而無法參與相關市場中之競爭。部分國家的競爭法中，有採行

所謂的「關鍵設施理論」，其目的即在於解決此類拒絕授權的問題，

也就是「標準必要專利」（SEP）的企業，沒有拒絕授權的權力，而有

授權的義務。 

2. 「搭售」與「捆綁授權」問題 

在近年來科技業的反托拉斯訴訟中，「搭售」與「捆綁授權」是

最常見之訴訟爭議之一。雖然競爭法處理傳統的非專利搭售與綑綁授

權之原則亦能適用，但不同的是，法院在處理科技業專利搭售行為

時，會對於智財策略的正當性，如促進研發與提高產品使用效率等，

有較多的考慮。 

3. 劃分授權區域與對象問題 

專利授權在某區域內可能只授權給一家廠商，或只授權給某特定

對象。類似的獨家授權，有可能出現濫用市場力量、排除競爭等競爭

法的問題。同樣的，競爭法在這部分的處理原則亦能適用，但對於智

財策略的正當性會有較多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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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授權策略 

（一）智財出售 

智財出售在競爭法上與結合行為有較密切的的關係。例如 Google

收購Motorola Mobile案，因為Motorola掌握很多的 SEPs，Google收

購後引發業者關切可能會有濫用其所取得 SEPs 之競爭優勢來調高授

權金的疑慮。最後 Google允諾以「公平、合理及非歧視」的 FRAND

原則來授權才解決爭議。 

另外，像是 Nokia 出售行動裝置與服務部門予 Microsoft 案，在

歐盟與美國競爭相關的主管機關，最後都通過這樣的結合案，因為這

樣的結合有助市場競爭，可以創造出除了 Apple與 Android以外的第

3種作業平臺。但是在我國，公平會則是擔心結合後會有反競爭的效

果，所以對微軟附加了「公平、合理及非歧視」的 FRAND原則之要

求，也對 Nokia附加了同樣的要求。公平會的理由是，結合前行動裝

置產業交叉授權的情況很常見，讓廠商間有潛在的箝制力量，形成動

態的恐怖平衡，不敢大幅提高授權金，一旦 Nokia出售了行動裝置部

門，有可能會成為專靠專利授權獲利的「專利主張實體」（patent 

assertion entity），因 Nokia沒有被交叉授權人以相同較高的交叉授權

權利金進行報復的後顧之憂，故可大幅提高權利金，造成影響市場競

爭的問題。 

（二）智財合作 

「智財合作」的策略性使用問題主要是牽涉到標準制定組織

（SSO）與專利聯盟（Patent Pool）的問題，因為所有的成員共同參

與研發，有可能出現聯合行為的問題，特別是封閉型的標準制定組織

可能會對競爭產生嚴重的影響。而專利聯盟也可能因為要求被授權人

接受不需要的專利而引發影響競爭的疑慮。 

三、智財訴訟 

這邊提到的智財訴訟是指「策略性智財訴訟」（ strategic IP 

litigations），包括訴訟前之預防措施（禁制令、假扣押）、訴訟本身，

乃至於訴訟後雙方的和解，而這三個階段都有可能出現競爭法上的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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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智財權人取得專利權後，相關法律規定原本就可以對於侵害其權

利者提出訴訟與預防措施，怎會引發競爭的問題？ 

因為訴訟本身的特色是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即便證據再充分，

也未必有必勝的把握，所以會產生壓力，使得訴訟的一造可以策略性

的使用，讓他基於訴訟成本的考量而知難而退。這種情況在智財訴訟

中更為明顯，因為智財權是最帶有機率色彩的權利，即便是智財權

人，一旦進入智財侵權訴訟都無必勝之把握，其因此所產生之懸疑感

與不確定性高，所以也就更可能被策略性的運用來影響市場競爭。 

訴訟後的和解也可能被用來延緩新產品進入市場時程。例如專利

藥廠與學名藥廠「逆向支付」（reverse payment）和解約定。專利藥廠

知道在專利到期之後，學名藥廠將會進入市場生產成分相同、價格較

低的學名藥，這對專利藥廠產生降價的競爭壓力。因此，專利藥廠透

過對學名藥廠提起訴訟，然後進入和解，有專利的專利藥廠逆向支付

學名藥廠一筆錢，延緩學名藥的上市時程，有不當延長專利保護期限

之實質效果，論者有認為不能單純的以和解契約視之。這在美國各巡

迴法院產生是否適用反托拉斯法的見解歧異，最後美國最高法院統一

見解，認為 pay-to-delay有適用反托拉斯法分析的必要性。 

肆、內部智財策略與智財權之策略性使用 

從競爭的觀點來看，通常內部智財策略對於影響競爭的疑慮低於

外部策略，會產生競爭疑慮經常是因為內部策略與外部策略產生連動

的關係。 

一、智財鑑價 

基於「智財鑑價」策略，後續所為之維持或提升專利價值之手段，

有可能會產生競爭的疑慮。例如 Microsoft 停止提供對 Windows XP

支援服務案。因為軟體屬於耐久財，消費者可能會做長期的使用，微

軟停止對Windows XP支援服務對於消費者權利產生衝擊，因而有消

費者提出檢舉。因為微軟已經推出新的作業系統版本，基於利益評估

之後，做出停止智財維護的決定，這原本是屬於企業內部評估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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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所以公平會最後並未認定微軟有違法。 

此外，智財鑑價結果也可能促使專利權人採行更積極與侵略性的

專利申請策略，以更多的專利來浸潤（saturate）專利授權市場，增加

專利授權之整體收益，引發以「專利叢林」（patent thicket）來濫用市

場獨占力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比較好的作法應該是從專利法著手，

在審查的過程中，針對新穎性與進步性作嚴格審查，不要隨便就給專

利，讓申請人得因此可以在後續的授權市場中濫用市場力量。 

智財鑑價需要有充分的智財價值資訊，其中一種取得相關資訊的

方式，乃要求被授權人提供因實施智財權所取得之資料，以利智財權

人能更正確的進行智財鑑價。例如 Philips Co.要求被授權人定期提供

「銷售報告書」案，飛利浦是專利智財權人，被授權人是國內的光碟

廠商，但是飛利浦同時也是國內光碟廠商的潛在競爭者，所以國內光

碟廠商認為飛利浦要求提供的銷售報告書內容，將讓飛利浦有機會取

得競爭對手之重要競爭資訊，而出現不公平競爭之問題。 

二、訊息散布 

訊息散布策略與控管智財訊息流通可能被用來策略性的排除競

爭。例如在美國的 Rambus案中，Rambus在加入標準制定組織（SSO）

時，刻意隱匿對制定 DRAM 技術規格之必要專利資訊，等到該專利

被採納成為標準規格後，要求組織內的其他成員支付權利金。其他成

員認為 Rambus故意隱匿資訊而提起訴訟，美國 FTC認定其違反 FTC 

Act第 5條（不公平競爭）及修曼法（Sherman Act）第 2條（獨占力

濫用）之規定。 

另外，Sony、Philips及 Taiyo Yuden 3家公司以 Patent Pool的方

式對臺灣廠商進行授權，但拒絕提供關於授權專利「專利範圍」及「專

利權期間」之資訊予被授權人。公平會認定此一行為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規定。 

伍、建構更具一致性的競爭法分析架構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們從廠商的觀點看如何設計智財策略，從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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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法的觀點來看可能引發的問題，這對建構更具一致性的競爭法分析

架構有何啟示？ 

首先，因為智財策略有很多的商業動機考量在內，很難說看到某

一策略就說「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因此較妥適的方式應以「合

理原則」來作為相關案件之檢視基準，也即必須同時考慮行為之正面

與反面競爭效果。其次，要以智財權人之「市場力量」作為發動調查

的前提，如果智財權人不具市場力量則不用介入。其他還有智財策略

之反競爭效果評估、智財策略之正當性評估，以及被授權人是否有可

能採行「反策略」（counter strategies）之可能性，主管機關都該納入

考量。 

一、市場力量 

市場力量在反托拉斯法內是重要的問題，市場力量是一個區別公

平交易法與其他法規的重要特色。但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是「智財權」

不等同於「市場力量」，須考慮市場是否存有具替代可能性的競爭技

術。與傳統以市占率來判別市場力量因素不同的是，在討論智財市場

中還要考慮要兩個重要的因素，一是「網路效應」之強化市場力量效

果，即便市占率不高，但若網路效應很強，則市場力量應該要高於以

市占率所認定的市場力量；其次，智財作為一項「耐久財」，其同時

也可能產生弱化市場力量效果，像是微軟作業系統的舊版本仍有很多

使用者，與微軟自己的新產品彼此競爭，弱化微軟新版本之市場力量。 

二、反競爭效果 

傳統的反托拉斯競爭法理論是以某一個行為是否可以創造廠商

長期與短期的利益，來判斷廠商是否進行該行為的準則。如果一個商

業行為不會增加廠商的市場力量，也無法帶來利益，廠商是不會去做

這樣的反競爭行為。但策略性排除競爭行為所依附的上位經濟理論則

是「提高競爭對手成本」（raising rivals’ cost; RRC）理論（Salop et al.）。 

Shapiro教授將 RRC理論運用於探討智財權領域中的競爭議題，

RRC理論之核心內容是：策略行為對實施者的利益不一定會在行為當

期實現，故政策上不宜以行為短期內並不會增加其經濟利潤，而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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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行為必然對市場競爭無害。策略行為甚至可能是「損己不利人」，

其目的在提高競爭對手參與競爭之成本。如不斷收購專利，再以拒絕

授權方式提高對手侵權的機率與參與競爭的風險成本，縱使拒絕授權

本身對智財權人而言，也是額外的機會成本。策略行為往往以改變市

場結構或散布限制競爭訊息等方式，排除智財權人實施相關行為之牽

制，實現取得未來獨占力量與利潤之目標。 

RRC 理論擴大及深化了廠商評估其商業競爭策略的面相與考量

因素，但在轉化為競爭法規範理論依據時，則面臨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與挑戰。特別是「誘因」往往有正、反二面的競爭效果意涵。智財權

人是否出於反競爭「動機」而實施相關之策略行為，可能要比判斷「故

意」或「過失」等法律「主觀構成要件」要來得更困難，最終仍需依

相關「客觀」事證「推論」「反競爭」的可能性大於「促進競爭」。這

種分析模式對於具高度動態競爭及競爭結果不可預測色彩的智財授

權市場而言，挑戰更大。實務上，RRC理論似有誤導主管機關單以「理

論上的可能性」，直接得出智財權人必有進行反競爭行為誘因的趨

勢，引發保護「競爭者」而非「競爭」的批評。 

陸、補充分析 

一、外部智財策略 

（一） 就與「權利金」相關之授權策略而言，反托拉斯法主管機關及

法院傾向於不介入 FRAND的判斷。 

（二） 於「拒絕授權」案件，「合理原則」應考量強制智財權人授權

對其合法行使智財權及規畫智財策略所造成之負擔。 

（三） 技術「搭售」或「捆綁授權」策略之正當性，如降低授權與監

督成本、控制品質及確保商譽等，有愈來愈受重視的趨勢。 

（四） 「智財訴訟」之所以產生策略排除效果，乃根源於訴訟結果的

不確定性及懸疑效果（suspense effect），故有效的競爭法規範，

應著眼於如何降低訴訟策略之不確定性。這部分有 2項可能的

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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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假象訴訟」（sham litigation）理論及更嚴格的禁制令要件控

管濫訴。 

2. 以智財權人對訴訟是否有前期投資（pre-commitment investment）

來推論是否重視這個訴訟，有無策略排除競爭意圖。 

二、內部智財策略 

（一）Microsoft XP 案 

當時有消費者團體主張，如果微軟繼續提供 XP，可以產生

Microsoft品牌內的「版本競爭」（version competition）。但是問題在於

促進了「同種品牌競爭」卻限制了「不同品牌競爭」。因為品牌內的

競爭越激烈，表示微軟產品的使用率越高，網路效應也越強，其他品

牌產品也就越難替代微軟的產品，品牌間的競爭將會弱化。 

（二）Rambus 案 

這邊有兩個問題可以去思考。首先，專利資訊的揭露與否會不會

影響 Rambus專利被納入技術標準中？再者，SSO成員避免被 Rambus

策略性收取不當權利金的成本為何？ 

（三）「訊息散布」策略 

與 Philips Co.要求被授權人定期提供「銷售報告書」案相較，

Sony、Philips 及 Taiyo Yuden 案的成本提升效果似乎較為明顯，因

Sony、Philips及 Taiyo Yuden是成本較低之資訊提供者，且被授權人

採行「反策略」之成本較高。所以 Sony-Philips-Taiyo Yuden CD-R一

案的反競爭可能性較高。 

 

（中正大學國經所陳世憲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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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與競爭法 

講座：高雄大學法律學系紀副教授振清 
日期：104年 4月 21日 
場次：10403-281 

 

壹、前言 

臺灣的農產品，尤其是養殖漁業，

在世界堪稱是數一數二的。近年來中國

大陸鼓勵當地漁民養殖石斑魚，由於養殖技術不如臺灣業者，在產品

品質上與臺灣養殖產品仍有相當差距，但在年節卻依舊供不應求。所

以臺灣養殖業的產品，如果沒有真正做到 MIT 的認證，就會被中國

大陸業者冒名混充，或是以不同的標準養殖，都將對臺灣石斑魚養殖

造成嚴重的衝擊，更何況還有其他魚類的養殖。所以在標準的制訂上

有其急迫性，而標準的設定往往會影響到競爭，因此特別就標準化與

競爭法的關係來進行探討。 

既然要檢視在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協議方面，競爭法該如何著

力，有幾項值得關注的課題。 

一、兩岸協議與行政程序法 

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95條之 3規定：「依本條例處理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之事務，不適用行政程序法之規定。」成

為行政程序法之「化外之法」。其立法理由為：「有關中國大陸事務之

行為，因具有高度機密性或必須急速因應，而直接以維護國家之生

存、發展或免於威脅為目的，致不宜適用行政程序法。」 

但行政程序法具有行政程序之基準法地位，根據該法第 3條第 3

項第 1款規定：「除外交行為、軍事行為或國家安全保障事項之行為，

不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程序規定。」行政程序法只是規定不適用行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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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法之程序規定，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95 條之 3 卻規定不適用行

政程序法，使之成為行政程序法之「法外之法」。 

根據臺北行政法院 91 年訴字第 1686 號判決：「行政程序法作為

現行法制下各行政程序之基本大法，上開條文（行政程序法第 3條第

1項）所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自係指其他法律另有較該法更嚴謹之

程序規定者始足當之。」換言之，固然不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程序規定，

但卻仍適用比例原則、信賴保護等實體規定。 

不過，目前所有的兩岸協議均由行政院核定，再函送立法院備

查，通通都不適用行政程序法的任何程序或實體規定。 

二、臺灣養殖產業受到嚴重威脅 

石斑魚為目前在兩岸間最受歡迎的輸出農產品，但不可小覷的是

中國大陸龐大的潛在產能，以及不透明的政經環境也常常使臺商吃暗

虧，這些風險都是在協議中無法清楚反映出來的。以石斑魚養殖為

例，涉及食品安全、檢疫標準，甚至就業人力之大量需求問題等，是

否以「海峽兩岸農業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係與國家安全有關而

不必受到競爭法之把關？ 

三、競爭法應有把關的地位 

中國大陸 2007年制定，2008年施行的反壟斷法第 56條，有關農

產品之適用除外規定，包括地表與海裡，還有農民、農業與農村，都

包含在除外規定內。這是因為中國大陸對於農民、工人等無產階級是

採取絕對保護的政策。 

另外，在 2014年 10月 20日召開中共第 18大第 4次會議有關「中

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一、堅持走中

國大陸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建設中國大陸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

系。…汲取中華法律文化精華，借鑑國外法治有益經驗，但決不照搬

外國法治理念和模式。」；「…七、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的領導、(六)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和推進祖國統一。」 

由於中國大陸充滿人治色彩，加上雖然中央有統一的政策方向，

但卻是由地方來執行，各地的標準都不相同，恐怕也將對我業者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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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擾。這些變化對於未來競爭法的適用上都一定會有影響，必須要先

了解中國大陸的思考邏輯。 

貳、標準與標準化活動 

一、標準、共同標準與標準化活動 

目前在各方面使用「標準」場合非常多，以下舉出 6個例子： 

（一） 兩岸有關農產品檢疫協議之「標準」訊息交換。 

（二） 勞動部有關勞務委託案之評分「標準」（基準）增列社會企業

責任（CSR）計有 5分。 

（三） 政府採購必須符合環保「標準」之電器設備（或替代品，如路

燈）。 

（四） 各級學制有關各科課程之教學與評量「標準」。 

（五） 內政部營建署表示，對於北市對大巨蛋之審查功能問題，採較

嚴格之「標準」，予以尊重。 

（六） 勞動檢查有關勞動條件及職業安全衛生法之各項設備「標準」

（如臺中捷運工安事件之未盡作業標準而釀災）。 

在第 2 個例子中，勞動部有關勞務委託案之評分「標準」，主要

包括像是過往的實績、對本案的執行計畫、回饋計畫與財務分析等。

後來經勞動部內部開會決議加強增列社會企業責任（CSR）之要求，

像是要求承接廠商每年對於員工都要加薪，才有所謂的社會企業責任

分數。此舉不但會增加廠商經營成本，也可能違反廠商經營的自由，

但卻僅是會議決議，而非以法規命令為之，使得投標之標準未必一

致，是否會有造成廠商進入障礙之疑慮，有值得商榷之處。 

又例如第 3個例子的政府採購符合環保「標準」之電器設備，在

加入了環保標準之後，亦或將對於某些廠商形成門檻。而在第 4個例

子有關各級學制各科課程之教學與評量「標準」方面，如果有教師以

非評量「標準」之方式進行教學，也能達到相同之教學目標，是否就

表示該教師不適任呢？另外如第 6個例子，在勞動檢查方面，隨著產

業快速發展，出現很多新興的產業，有關的勞動條件及職業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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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各項設備「標準」在更新時，會不會也形成對新進廠商的進入障

礙呢？ 

二、ISO及其他標準化活動 

（一） ISO是民間組織亦不作認證工作 

大家耳熟能詳的國際標準組織（ISO），其實是民間組織，主要是

在會員國需要進行標準制定時，提供一個討論的園地。更重要的是，

ISO本身是不作認證工作的。 

（二） 共同標準與標準化活動（standardization） 

有關標準所引起的競爭法爭議，不一定是因為標準排除了競爭對

手，常常是因為新加入的廠商無法達到標準，而去控告標準太過嚴

苛，且認為標準的設立也違反聯合行為規定。以美國為例，當產業由

西部向東部發展時，業者們為了安全問題，制定了共同標準，許多新

進廠商認為這些檢驗、公證的標準剝奪了他們的商業利基，就會去提

告。 

（三） 基礎標準專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SEP） 

基礎標準專利正方興未艾。所謂的基礎標準專利是指專利與國際

標準結合，在專利保護期間內是獨占的，而是否會有獨占力濫用的問

題則成為最新研究的議題。 

三、兩岸有關農產品檢疫協議缺少設定共同標準之具體行動 

目前有關養殖業的檢驗方面，在農委會或地方管理單位都會進行

抽檢，若不合格可以再送到全國 13 家複檢單位申請複驗，這些單位

分散在各地而非集中在一地。對於養殖漁業來說，有關新鮮漁穫的冷

凍，以及運輸的時間掌握都相當重要，因為南部地區的地理條件優

異，堪稱為天然少見的良好漁場，也是養殖漁業集中之地，所以業者

提議在臺南設置一個設備較佳的示範性檢驗、檢疫中心，以統一檢驗

與認證的標準。 

不過目前中國大陸仍未同意，而是要由中國大陸各省各自進行相

關檢驗。但是如果不設置一個集中的檢驗檢疫中心，任憑中國大陸各

地方進行檢驗，將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此外，假設臺灣各地區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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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大陸各省訂定檢驗檢疫標準協議，也可能會出現排除其他地區

業者進入某一市場的情況，就可能出現聯合行為、意思聯絡等等競爭

法上的問題。因此，兩岸雙方同意集中設置一處檢驗、檢疫中心，並

減少各中國大陸地區各別與臺灣設定檢驗檢疫之標準，就成為重要的

議題。 

本文認為無需公權力介入，主張應該由業者自主標準，因為向來

歐美日本先進國家也都是用會員制的協會來設立標準。公平會應該站

在協助業者釐清在怎樣的情況下會在國內引起聯合行為或獨占的疑

慮，或者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限制競爭、不公平競爭的問題，鼓

勵業者在不違法的情況下進行自主標準的設定。 

參、標準化與競爭法之關連性分析 

一、美國司法實務之見解—以 Sherman Act第 1條與第 2條為中心 

在美國司法實務之見解方面，以 Sherman Act的第 1條與第 2條

為重點，其中第 1條是針對聯合行為進行規範；第 2條則是針對獨占

行為的規範。例如 2008年的 DM Research Case，主要是共同開發研

究究竟是否屬於共謀或聯合行為；另外在 1999 年的新型二輪輕量馬

車（Sulky）比賽，對於馬鞍、車輪與駕馭等訂出標準。這兩個案件

都不算是共謀的聯合行為，沒有明顯的違法事實。 

未來如果要理解標準化活動時，所適用的原則應該是「合理原則」

（rule of reason），而非「當然違法」（per se rule）。所謂合理原則，是

要先定義市場範圍，再來觀察市占率、行為與經濟利益等，所以合理

原則比較費時。美國司法見解認為標準化活動並非可以一眼看穿是否

違法，所謂的當然違法必須要累積相當多合理原則的案件後，才可以

確認當然違法的行為本質。 

例如有一家新的大型冷蔵、冷凍庫公司向 NSFTL（National 

Sanitation Foundation Testing Laboratory）協會申請認證，但該協會認

為零件不符合認證標準而未給予認證，該公司因而向法院提起訴訟。

美國法院審理後認為 NSFTL 協會依據 NSF（National San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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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標準，對於申請並適合標準之大型冷蔵、冷凍庫，給予

認證（seal of approval），並不違反共謀，沒有違反聯合行為。法院並

且強調不是使用當然違法原則，而是以合理原則，從價格、數量、正

當目的、手續或達到標準之妥當性等等，抽絲剝繭的去探究。 

如果未來當公平會面臨到標準化的爭議時，適用合理原則的機會

比較大，不能貿然的使用當然違法源則，因為我國在這方面的發展程

度不夠，必須透過案件來累積經驗。另外，在考量合理原則時，也必

須從行政法的正當程序（due process）的概念來看，究竟協會在制定

標準時是否公開透明，標準的資訊是否公開，申請程序是否清楚、不

刁難，是否給予申請人說明的機會等。這些在未來都應該加諸到競爭

法中，因為公平交易法是不折不扣的行政法規，所以行政法該有的行

政正當程序是不能免的。為了因應未來會出現的標準化與業者自主標

準問題，公平交易法應該先以合理原則與正當行政程序，來看待這些

未來可能會出現的爭議，才能累積經驗。 

二、日本司法實務之見解—「獨占禁止法」之指導原則為例 

在日本的「獨占禁止法」中，特別將不公平交易獨立出來，包括

第 3條前段的獨占、第 3條後段的不當交易限制之禁止、第 8條的事

業者團體規制，以及第 19 條的不公平交易方法之禁止等。相關的事

例如教科書協會事件—教科書之編輯、製件上之規格係迴避競爭；以

及日本遊戲槍協同組合事件—「自主基準」之設定目的，違反獨占禁

止法。 

此外，在事業者團體之標準化與 patents pool 準則方面，事業者

團體就像是我國的同業公會，也會制定一些標準化，以及會員間交互

授權的規定。日本主管機關的見解是認為：如果為確保安全衛生與環

保要求，對於會員之設備維持、管理等或技術內容，設定自主基準或

規約，經過公告周知、普及推行，或者利用與遵守之申請，係無公的

拘束力而為的私法性認證或認定，原則上並不違反獨占禁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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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競爭法之預防措施（或可行性）—我國公平交易法所涉及法適用

上之問題 

在我國，有關聯合行為規定在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原則上是禁

止，但有例外許可的情況，則該聯合行為即成為合法。以公平交易法

第 15條中的第 1至 3款規定為例，適可說與本文所探究之問題有關： 

（一） 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者。 

（二） 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共同研究開

發商品或市場者。 

（三） 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者。 

其中，第 1款是有關規格的設定，就會牽涉到標準的設定；第 2

款牽涉到共同開發，在生技產業中使用到的機會比較大；第 3款的部

分，對於所謂的合理經營判斷則是要提出舉證，可以借鏡公司法對合

理商業判斷的看法。 

肆、兩岸農產品檢疫協議與標準化所涉及之競爭法議題 

一、兩岸檢驗檢疫之現況 

（一）臺灣的檢驗採自主管理與不定期抽檢，並設定嚴格的驗證制度 

政府管理尚稱嚴格，但仍有不肖的業者違法養殖。在相關的法律

依據方面，漁業署於 2006 年 1 月 2日起，依「養殖水產品上市前用

藥抽驗行動計畫」，採定期或不定期至養殖魚塭區抽驗上市前養殖水

產品，並且訂有檢驗之標準與程序，也提供輔導超標受檢戶，能夠在

最短時間內改正。 

上述行動計畫係由農委會主其事，並配合法律依據，來自漁業法

第 49 條、動物用藥品管理法第 32 條 3 第 5 項、消費者保護法第 38

條等等而設定。平時農委會即公布各地合格的大學及獨立單位之公正

養殖水產品檢測中心，由業者自行檢驗，亦即採取自主管理原則，再

輔以農委會及各縣市政府不定期檢驗方式為之。如果公平會要介入，

應該要再審視這些法規所推動的標準，以及廠商自主標準，是否違反

不公平競爭或聯合行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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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農委會的資料顯示，有關石斑魚的養殖產業方面，在兩岸

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後，透過分段養殖，對於促

進石斑魚產業發展有所幫助。從兩岸洽簽 ECFA前一年（98年），臺

灣對中國大陸農產品貿易逆差為 1.9億美元，到民國 102年時，臺灣

對中國大陸農產品貿易由逆差轉為順差 0.2億美元。雖然臺灣養殖漁

業走精緻的路線，不過因為臺灣的漁場較小，規模相對於全球的養殖

漁業產值相對偏小。如果要擴大臺灣的養殖漁業規模，最好的做法應

該是設定合理性的檢驗，透過中國大陸出口到日本與東南亞市場。 

（二）海峽兩岸的養殖檢驗標準應相互承認，驗證制度應相互尊重 

2011 年 1月 31日至 2月 4日國際糧農組織（FAO）漁業委員會

在義大利羅馬第 29屆會議中，核准通過了「水產養殖驗證技術準則」

（Technical Guidelines on Aquaculture Certification），提倡水產養殖是

一個高度多樣化的產業，其生產系統、場地、設施、作法、流程和產

品繁多且各異，其運營的政治、社會、經濟和環境條件也有所不同。

現在臺灣對於養殖業者的檢驗與驗證制度，要做到「現地輔導」、「稽

核驗證」、「出貨檢驗」、「品牌建置」、「電子商務」與「形象行銷」等，

全面提升養殖水產品品質安全，透過整體系統運作期望能建立良好的

品牌形象。 

然而，以海峽兩岸的檢驗為例，從石斑魚的檢疫現況可知，其主

管機關與法律依據亦有不同。雖然，兩岸簽訂 ECFA之後，開立 ECFA

產地證明的單位，尚未明朗化。臺灣經濟部國貿局原本協商提供 62

家認證單位，但中國大陸則認為其內地為 80 家，臺灣似乎不必存在

62家，故仍在磋商中。而全國漁會雖有開立一般出口所需的水產品產

地證明，亦仍未取得開立 ECFA產地證明。與養殖業有關的臺灣良好

產銷履歷（GTAP）則尚未向中國大陸提出申請。 

（三） 致力如同國際標準之 ASC 驗證（認證），建立兩岸水產養殖之

永續發展 

目前，應用水產養殖驗證被視為一個以市場為依託的可行手段，

對於水產養殖生產和銷售環節的潛在負面影響最小，並且可以增加社

會和消費者的收益和信心。而水產養殖能否可以永續發展取決於 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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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包括社會、經濟和環境永續性，所有這些因素都必須得到適當

處理。漁業署從 2006年 1 月 2 日起，實施「養殖水產品上市前用藥

抽驗行動計畫」，期望建立水產品驗證制度之標準，以提供消費者更

安全優質之水產品。目前臺灣各縣市政府均極力配合，以臺南市為

例，積極推動輔導該市的養殖業者取得水產養殖產銷履歷及國際認

證，包括臺灣良好農業規範（TGAP）、澳洲 ISO22000、全球良好農

業規範（Global GAP）及負責任鯛魚養殖國際標準（ASC-ISRTA）認

證等。 

比較兩岸對於漁產養殖的認證規範，在中國大陸方面的認證仍以

加工品的 QS認證為主，其中在養殖水產品的認證部分包括無公害養

殖（只限內地），以及 Global GAP全球良好農業標準兩者。至於在臺

灣的認證部分則有 3項，包括養殖水產品的產銷履歷（GTAP），由農

委會負責；加工水產品的 CAS，由中央畜產會負責；以及 HACCP（危

害分析關鍵控制點，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由標檢局

負責。故兩岸有共通的認證為 Global GAP全球良好農業規範，已具

有可以遵循的國際標準。 

近年來由於臺灣食安風暴不斷，HACCP（危害分析關鍵控制點，

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取代 GMP成為重要的食品安全

認證標準，是否可以再進一步地以 HACCP為基礎，吸收並融合其他

管理體系標準中的有益內容，並以符合 ISO22000 標準，形成兩岸的

食品安全管理體系？如此即有相互承認驗證的機制，且於事前雙方互

有觀摩及討論的空間，一旦達成共識，再協商解決快速通關的行政程

序問題。 

再者，兩岸亦可於協商過程之先，依需求提出魚種，來參考國際

規範，選擇幾種標準作為討論的範本。例如除了石斑魚以外，鯛魚也

是在兩岸很受歡迎的魚種，有關鯛魚的認證，可以參考海洋管理委員

會（MSC）的生態驗證標章—ASC，來做為標準的範本。透過國際標

準的建立，才能創造兩岸良好漁業合作的契機，進而達成永續性發展

的目標。 

有關 ASC 水產品驗證標章，是由水產養殖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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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aculture Stewardship Council; ASC）所推動及發展出特定養殖水

產品之負責任標準，是專門針對養殖水產品的驗證制度，其宗旨是提

高養殖水產品的可持續性及水產養殖業的社會責任。水產養殖管理委

員會（ASC）是由世界自然基金會（The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及荷蘭永續貿易倡議組織 Dutch Sustainable Trade Initiative; 

IDH）於 2010 年所成立之非營利組織，目的是希望藉由負責任的管

理，將水產養殖業對野生魚類、海洋環境及水質的影響減至最低。 

水產養殖管理委員會（ASC）是僅負責推動及發展出特定養殖水

產品之負責任標準，對水產養殖業者進行驗證的工作是透過第三方機

構。通過第三方驗證符合 ASC標準之養殖水產品將可掛上 ASC驗證

標章，消費者可選擇購買具驗證標章之養殖水產品支持負責任水產養

殖。而水產養殖業者和銷售商則藉由供應和販賣符合驗證標準之養殖

水產品支持負責水產品並供應消費者需求，ASC則由驗證標章收取費

用以支應推動負責任養殖水產品之費用。 

二、再檢討兩岸協議之法位階，與公平交易法之法適用問題 

以 2003 年公平會處理國內教科書出版事業針對國民中小學教科

書參考書之銷售行為為例，國內教科書出版事業之康軒、南一與翰林

等 3家事業在九年一貫課程部分、國小學科部分之特定市場占有率達

75％以上，其銷售行為涉及獨占事業之禁止行為、聯合行為，而有違

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範之虞。所以公平會訂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

審查合格之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參考書之銷售行為適法性行業警示」，

俾供相關業者注意，知所遵循。但從這些處理原則來看，只是將構成

要件說明得更清楚，希望各業者能夠好好遵守相關規定，並未具體的

說明何處違反相關規定。 

至於在兩岸協議之競爭法適用問題方面，因為公平交易法是屬於

行政法規，所以行政法該有的行政正當程序是不能免的。但在目前兩

岸協議全然不適用行政程序法的規定下，有關兩岸協議之競爭法適用

問題，應有持續協調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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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共同標準或標準化既然已經是世界產業活動，具有關鍵性地位，

我們不能夠輕忽，而標準化能走得多遠，競爭法扮演相當重要的角

色。因為標準化是完全的民間活動，我們應該先完全尊重它，如果公

權力介入太深可能使不上力，競爭法可以先從是否會構成獨占與聯合

行為來切入。 

 

（中正大學國經所陳世憲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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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專利授權濫用之案例與規範前瞻 

講座： 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陳
春山教授 

日期：104年 5月 12日 
場次：10404-282 

 

FRAND 議題對臺灣高科技產業非

常重要，因為國內技術貿易呈現嚴重逆

差現象，如果能夠透過國際專利法趨勢

擬定一個有利的戰略，則臺灣高科技產業將能夠被灌注一股向上改變

的動能，甚至避免授權談判上承受不公平的待遇條件。FRAND 議題

在美國及日本法院近幾年的趨勢皆認為標準專利的專利權人因為承

諾遵守 FRAND義務，如果申請排除令或禁制令可能被視作係一種違

反承諾或權利濫用的行為，故臺灣應該掌握國際案例的發展趨勢，積

極利用 FRAND原則去維護屬於國內公司的經濟利益。再者，臺灣法

規環境健全，如果能夠再透過資源的有效建立及政策宣導，相信對於

改善臺灣技術貿易逆差現象都會有所助益。 

本次演講的內容包含：壹、前言；貳、從 FRAND原則省思國內

法規環境；參、專利權利益極大化；肆、借鏡英美法的突破方式；伍、

美國、日本及中國大陸法院發展趨勢；陸、Google 併購案當中的

FRAND義務；柒、結論及建議。 

壹、前言 

高科技是最近 250年來改變人類文明歷史極其關鍵的因素，臺灣

自 1970 年代開始就奠定以高科技作為臺灣經濟成長的主要驅動力，

而現在看來是最正確的選擇，因為這些年來它持續帶領著臺灣往前邁

進，它不只帶動了整個經濟的改變，同時也帶動著法規環境及商業秩

序的改變。然而，如何利用高科技這股驅動力再次幫助臺灣邁向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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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特別係 GDP的成長及擺脫 OEM等經營模式邁入全球頂尖品牌

行列，臺灣現在仍然不停地研究摸索當中。唯一能夠肯定的事情係邁

向更高價值的途徑不可以廢弛掉商業交易行為應該具有的誠信及倫

理，而 FRAND議題就是有關在高科技的技術發展下，當取得專利權

保護後，以背離誠信及倫理的方式在交易上濫用其權益的現象。

FRAND全名係 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其係指具有

強勢地位的一方憑仗持著其專利技術，故意以不公平、不合理且極具

歧視的授權條件對待弱勢地位的另一方。 

專利法的 FRAND議題對臺灣高科技產業非常重要，因為國內大

量 ODM 及 OEM 的經營模式漸漸促使高科技產業技術貿易的進口及

出口比例幾近 10:1，換言之係約 9成的逆差結果。如果能夠透過目前

世界各國對專利訴訟及 FRAND議題的個案，即早掌握國際間專利法

變化趨勢，並擬定一個對臺灣高科技產業最有利的經濟發展戰略，則

這種嚴重貿易赤字現象一方面能夠獲得改善，另一方面也能夠降低國

內公司被施予不公平或不合理對待的機率。再者，國內目前有 60%的

證交所市值係來自高科技產業的貢獻，這種現象在亞洲其它國家是相

當罕見的，臺灣甚至可以被視作亞洲的那斯達克。所以，臺灣更應該

重視 FRAND議題並將它視作一種牽制工具或策略，否則在技術及專

利的大量逆差影響下，國內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恐怕難以被貫注向上改

變的動能，甚至可能會承受不公平的待遇。 

至於應該如何幫助國內高科技產業向上改變，方向上除了強化企

業研發實力來改善國際間技術貿易的逆差結果外，其實尚不能忽略去

尋找一些可能存在各國法院、公平會及業者之間的資源。如果能夠懂

得尋找資源並妥善發揮，則它的效果不會亞於透過強化研發實力所增

加的籌碼。尋找資源能夠增加籌碼的理由係它同樣具有能夠改善商業

交易上不平衡地位的功能，例如當國外公司試圖對國內公司進行專利

技術的差別取價時，如果國內公司了解公平會規定並懂得利用過往相

關裁罰的行政命令，則商業交易上的不平衡現象自然有機會逐漸趨於

對等。另外，國外公司對於掌管交易秩序的公平會等行政機關通常會

比法院更加敏感，如果公平會曾經對於某些交易事項發布過解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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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則這些解釋命令就具有嚇阻國外公司仗恃強勢地位濫用其權益的

功能。所以，我國欲改善嚴重技術貿易的逆差結果，除了強化研發實

力外，尚不能缺乏持續提供國內企業資源及籌碼，這些資源及籌碼之

最佳比喻應該係對我國高科技產業有利的產業政策及交易秩序，換言

之，維持交易秩序的公平會係引導臺灣經濟發展邁向更高價值的關鍵

角色之一。公平會的使命雖然不是負責我國證交所市值變化的行政機

關，卻可以透過建構出有利於我國高科技產業的整體產業政策及資源

條件，繼而緩和目前高科技產業在技術貿易上的嚴重逆差結果，特別

是防止任何涉及 FRAND議題這種違背誠信及倫理的交易行為。 

貳、從 FRAND 原則省思國內法規 

專利權的形成目的是為了保護私有利益，然而，目前卻逐漸被濫

用作為一種沒有誠信及倫理的暴力。以中國大陸反壟斷局為例，今年

初曾以濫用專利權為由對國際通訊晶片大廠高通公司Qualcomm裁罰

約 60 億人民幣，或許這件事情能夠圓滿的結果係基於中國大陸對高

通公司而言具有不容小覷的市場力量，但臺灣沒有像中國大陸那樣的

市場力量，所以更應該站在一個有利於自己的制高點來思考，如何以

誠信及倫理來去維護國內公平的交易秩序。因此，臺灣不能夠視

FRAND 議題只是一個來自西方社會的簡單名詞而已，而係應該透過

這項議題去積極提升國內整體法規環境，藉以避免高科技的力量被濫

用成另一種不公平的暴力。 

FRAND 議題原本係探討專利權人們故意參與標準專利的制定過

程，他們偷偷地將專利權混入產業標準這一道界線當中，然後等待別

人準備要通過這道界線前，再利用專利權去擋住別人的前進，最後意

圖索取高額權利金，這是非常不公平的作法。漸漸地，西方社會從

FRAND 議題開始發展出一套能夠約束專利權人及授權人的 FRAND

原則，但是 FRAND原則現在還似乎是一個相當鬆散模糊的規則，因

為它只是某種程度上的承諾。臺灣現在開始應該思考如何將這種鬆散

模糊的承諾變成一套可以被強力支持的法規，或許這會有一段路要

走，而臺灣就是得走上這段路並想辦法使它通順，換言之，想辦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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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能夠變成一種具體的規定，使它變成競爭法上的一種強而有力的

法令結構，然後克服交易秩序上這些不公平的事情，包括透過專利權

所施行的不當箝制及權利金的不當堆疊。 

如果現階段法院及公平會能夠先理解 FRAND原則並充分宣導，

則 FRAND原則在臺灣就不會只是幾個英文字母排列，它會慢慢變成

一種目標並能夠於未來幫助國內公司。從上述的高通案件已經透露出

中國大陸正在進行，這種能夠適用於未來商業秩序的規則，以臺灣目

前的技術逆差情況看來實在沒有落後中國大陸的理由，所以公平會應

當積極調整及規劃。 

參、專利權利益極大化 

所有商人都有一種隱含的企圖心並總是想方法為股東們達成利

益極大化的目標，但手段不應該背離誠信及倫理。例如專利權人或授

權人為了擴大權利金的收益，利用被授權人急於仰賴標準專利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簡稱 SEP）的需求，故意強迫被授權人一

定得接受含有其它專利權的授權，使本來僅是一件單純的專利權授權

契約轉眼間變成含有許多件專利權共同糾結而成的包裹授權契約，致

使被授權人不得不接受這樣的授權條件，否則根本無法順利取得所需

要的標準專利。 

商業發展上會設立技術標準的目的係為了使公眾能夠享受到最

好的方便性，繼而統一實施一種產品規格，所以當一個專利技術變成

技術標準時，它就變成生產製造產品不可或缺的標準專利或關鍵專

利。如果國外高科技公司仗恃著擁有關鍵專利的優勢地位，故意採取

一種類似專利池（Patent Pool）的專利組合模式，試圖將其它非關鍵

專利或過期專利也一併加入作包裹授權，則這種作法應該要被關切。

例如：本來即將失效的專利，或許因為某些替代技術的陸續出現導致

難以向外做授權，但藉由標準專利或關鍵專利的幫助卻能夠一起共同

推出；或者，原本已經失效的專利技術根本不能再繼續向外授權，但

藉由標準專利或關鍵專利的幫助卻繼續存在於授權契約當中收取權

利金。這種專利池或專利組合的作法，無論動機係為了延長期限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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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來增加計算基礎，其唯一目的都係意圖使整體權利金的收益能夠

乘以 5 倍或甚至 10 倍以上。過去國內某些公司曾在與國外公司的專

利授權交易上經歷過這樣的經驗，但它們通常不敢大聲地對抗，所以

國內廠商就因此被國外廠商賺走了更多本來應該屬於臺灣的利益。另

外，透過包裹授權契約夾雜著一些可能需要被修正或無效的瑕疵專

利，然後全部包在一起告訴被授權人所有專利權都係有效專利並使授

權期限得以延長，這種為了擴大自身利益且無所不用其極地誇大收益

範圍或收益期限的作法根本不合理。 

目前世界各國開始立法規範這種極不合理的授權方式，其中，美

國反壟斷法對於這種授權交易持續累積不少案例可供依循，尤其最近

10年較過去出現更多新案，理由或許係美國高科技的競爭趨於激烈所

導致。同樣地，歐盟過去也設立有類似法規規範這種不合理的授權。

臺灣方面其實也有類似的基礎架構，例如公平交易法第 10條及第 19

條等，某種程度上規範了獨占、濫用及不公平競爭等行為，可是我國

怎樣透過政令宣導及案例來達成幫助國內公司對抗這種不合理的專

利授權交易才是最重要的目標。 

肆、借鏡英美法的突破方式 

研究 FRAND議題的要旨係在研究如何突破不合理的專利授權交

易及突破專利權的濫用，而目前看來或許這得從競爭法或民法角度去

適當地突破或衝撞專利法賦予專利權人的專屬權益，但前提條件是先

得從法規上找到依據，例如日本曾透過民法去突破專利權人的權利濫

用行為。 

標準組織與專利權人彼此關係的邏輯順序係專利權人透過標準

組織所提供的契約，使專利權成為標準專利以後，專利權人必須遵守

契約中有關 FRAND條款的義務，並承諾願意提供公平、合理及無歧

視的授權條件予需要使用該項專利技術的人，此係英美法上所謂的第

三人利益契約。基本上，任何權利的主張都係以相對當事人的權利為

原則，但只有在例外情況才會給予第三人權利，而第三人利益契約即

是例外情況。承諾遵守 FRAND條款係一種第三人利益契約，理由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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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明白表示如果未來有任何人需要，專利權人都會願意以公平及合理

條件去提供授權。進一步地，英美法尚有一個存在已久的法律詞彙稱

作禁反言原則（Estoppel），係指既然專利權人曾經承諾過遵守 FRAND

條款，未來自然不能違背當初承諾或作出任何違反承諾的行為。如果

不將 FRAND條款視作係英美法上一種禁反言原則，另外改以默示授

權（implied license）去解釋 FRAND條款，結果也能夠得到相同法律

效果，所以英美法相當清楚地認為 FRAND條款係一種第三人利益契

約。反觀我國情況，未來應該思考如何去解釋及適用這種英美法上所

謂的第三人利益契約並約束專利權的濫用行為。 

伍、美國、日本及中國大陸法院發展趨勢 

美國由於各種案例的發生及累積會自然發展成一套不成文法，而

FRAND 議題在美國發展成兩個主要議題，分別係涉及權利行使的排

除令（exclusion）或禁制令（injunction），以及權利金計算，其中，

以申請排除令或禁制令的情況較多，它對專利權人而言甚至比權利金

或損害的計算更重要。這種情況類似國內 hTC 公司曾經受到美國

Apple 公司所申請的禁制令影響，致使產品被阻擋於美國海關。申請

排除令及禁制令可以被比喻成我國的假處分，它所帶來效益優於提出

訴訟，因為比起未來冗長的法律訴訟，它能迅速將產品阻擋在海關並

迫使對方立刻主動進行協商。以下依序舉出幾件有關 FRAND議題的

各國案例作探討，嘗試去了解目前各國究竟如何看待這項議題。 

美國的 Samsung v. Apple案，如果從這件案例的始末觀察，似乎

不難發現 Apple公司的前執行長賈伯斯（Steve Jobs）對智慧財產權的

行使相較於現任執行長庫克（Tim Cook）強烈許多。在 Apple 及

Samsung兩間公司相互角力過程中，Samsung公司曾經向美國國際貿

易委員會（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簡稱 ITC）申請排除令及

禁制令，意圖去禁止當時 iPhone4在美國境內的營運，理由係產品侵

害到 Samsung 公司某些 SEP 專利。ITC 審酌後允許 Samsung 公司的

請求並準備發出排除令及禁制令，但當行政程序最後進行至歐巴馬總

統簽署階段時卻未被同意。歐巴馬總統認為 Samsung 公司的 SEP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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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附有遵守 FRAND義務的承諾，一旦擴大專利權的行使，則市場競

爭及消費者利益會受到妨礙，故最終駁回 ITC的決定。歐巴馬總統的

意見透露出美國除了顧及智慧財產權保護外，同時應該再考慮經濟發

展及創新，從消費者利益及創新的角度，適當地限制 SEP專利的權利

行使。換言之，無論原告是美國公司或其它外國公司，SEP專利的不

當行使都會損及公平競爭及消費者利益，而 ITC應盡可能不要核准所

有涉及 SEP專利的排除令及禁制令。所以，從這起案件開始，歐巴馬

總統的駁回意見無疑影響了整個美國經濟市場，任何涉及 SEP 專利

者，未來在美國 ITC欲申請排除令及禁制令恐怕都會越趨困難，而專

利組合內如果含有 SEP專利，其價格也恐怕將有所影響。 

然而，Samsung v. Apple案不只出現在美國，它是一場全球性的

戰爭，所以雙方在日本也相互指控。Samsung公司同樣指控 Apple公

司侵害專利繼而提出假處分請求，目的係禁止 Apple公司產品繼續在

日本銷售，但日本法院經過二次審理的結果都傾向於不同意 Samsung

公司的請求。首先，日本地方法院的理由係 Samsung 公司沒有根據

FRAND原則與 Apple公司共同進行權利金的協商，而且 Samsung公

司不同意協商事宜卻急於申請假處分係一種權利濫用的行為。當

Samsung公司上訴至高等法院時，高等法院仍然維持地方法院判決並

再次強調違反 FRAND原則的 Samsung公司涉及權利濫用。高等法院

的理由係 Samsung公司係標準組織會員並同意遵守 FRAND原則，所

以 Apple公司應該受到信賴利益的保護。日本高等法院所謂的信賴利

益其實就是英美法中第三人利益契約的內含意義，而法院所強調的權

利濫用係指專利權人以踰越 FRAND原則方式去行使專利權所賦予的

合法排它權益將被視作一種專利濫用行為。 

美國的 Realtek v. LSI 案，該案的原告係臺灣的瑞昱半導體公司

（Realtek），它係所有全世界有關 FRAND 議題的訴訟案中，利用

FRAND 原則打贏官司的唯一臺灣公司，因此應該被稱作臺灣之光。

瑞昱半導體公司勝訴的原因為縱使美國艾薩公司（LSI）係透過併購

傑爾公司（Agere）才取得該項有關 IEEE-SA通訊技術標準的 SEP專

利，艾薩公司仍然得繼續遵守當初標準組織設立的 FRAND義務。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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昱半導體公司其實從 2002 年開始便不斷地與艾薩公司協商授權事

宜，但始終都沒有結果，原因係艾薩公司所要求的權利金太高，致使

瑞昱半導體公司實在無法同意這種違反 FRAND 原則的不合理權利

金。所以，為了使產品不被禁制令阻擋在海關且能夠順利在美國銷

售，瑞昱半導體公司率先向法院提出禁止艾薩公司在美國申請排除令

及禁制令，使艾薩公司無法向 ITC提出行使專利權的權益。法院同意

瑞昱半導體公司請求阻卻艾薩公司申請排除令及禁制令的意見可以

歸納如下：(1)瑞昱半導體公司願意向艾薩公司取得 SEP專利的授權；

(2)雖然瑞昱半導體公司不是標準組織會員，但艾薩公司卻負有

FRAND義務，使瑞昱半導體公司作為第三人利益契約的受益人；(3)

如果同意艾薩公司申請排除令及禁制令，則違背當初承諾的 FRAND

義務及第三人利益契約；(4)同意艾薩公司申請排除令及禁制令，將使

瑞昱半導體公司永久失去客戶並承受無法彌補的損害，故法院最終同

意禁止艾薩公司向 ITC申請排除令及禁制令的權益。此處法院意見與

過去美國巡迴法院所秉持的意見一致，以第三人利益契約的觀點認為

當專利權人的 SEP專利負有 FRAND義務時，如果同意申請排除令及

禁制令係違反當初遵守 FRAND義務的承諾，除非專利權人已經先履

行過 FRAND 義務，且透過法院判決確定當事人不願意遵守根據

FRAND 原則所訂立的權利金條款，專利權人才能夠申請排除令及禁

制令。另外，此處法院其實也注意到瑞昱半導體公司持續表示願意取

得 SEP專利的授權，惟對於權利金數額究竟是否符合 FRAND原則存

在爭議。 

瑞昱半導體公司的勝訴顯示最近幾年臺灣的公司不再像過去任

由國外專利權人漫天索價那般弱勢，當遇到專利訴訟也不再像過去那

般膽小怕事，這是臺灣越來越熟悉智慧財產權制度的好現象，包括：

授權談判的協商及專利訴訟制度的認識都有相當優異的進步，特別是

更加懂得如何使智慧財產權法律成為穩定社會的重要力量。相較於過

去 10 年，臺灣早期的科技產業對智慧財產權法律的不重視，現在似

乎開始漸漸邁入一個新的紀元，例如：曾經遭受中芯半導體侵害的台

積電公司，法務長杜東佑先生為了使智慧財產權保護更加完善，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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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台積電公司建立起涵蓋全世界的專利組合。除了台積電公司外，臺

灣還有許多高科技公司都陸續建立起世界級的專利組合，而這些勇於

為臺灣向全世界邁進的企業家們相當值得欽佩。 

進一步地，中國大陸法院近幾年累積專利訴訟的經驗也成長許

多，其中，華為公司 v.美國交互數字公司的案件即是一件涉及 FRAND

議題的訴訟案。華為公司（Huawei）是一家網通資訊公司，但相關產

品的智慧財產保護不夠強健，當交互數字公司向華為公司要求支付實

施專利技術的高額對價時，華為公司卻主張產品所實施專利技術係涉

及 3G 通訊技術標準，可是權利金經過多次磋商都沒有根據 FRAND

條款調整至合理數額。廣東高級人民法院經過審理以後判決華為公司

勝訴，理由係美國交互數字公司不能違背 FRAND原則的承諾，而權

利金的計算基礎應以涉及該項專利技術的最小零組件價格為基礎而

非終端產品價格。 

另一件中國大陸案例係中國大陸反壟斷局裁罰高通公司

（Qualcomm）的案例，中國大陸反壟斷局認為高通公司有濫用其獨

占地位，理由分述如下：(1)高通公司涉嫌強迫被授權人得同時接受

SEP 專利及其它非 SEP 專利；(2)以行動電話產品的終端價格作為權

利金計算基礎屬不合理；(3)強迫被授權人將後續新衍生專利權回饋授

權予高通公司。最後，中國大陸反壟斷局裁罰高通公司當年度在中國

大陸銷售額的 8%，大約 60億人民幣，此數字對歐美法院或高通公司

而言或許金額不高，但在中國大陸已經算是一筆金額相當高的裁罰。

這件案例顯示出中國大陸已經具備審理這種複雜反托拉斯案件的能

力，而它的影響層面係其他國家目前也開始對高通公司進行反托拉斯

的調查。 

上述有關 FRAND議題的訴訟案，所有專利權不是只要變成 SEP

專利就無法向法院提出排除令或禁制令。如果專利權人能夠舉證係當

事人不願意根據 FRAND原則進行協商授權，則專利權人仍然可以成

功申請排除令或禁制令，惟前提條件係專利權人得先負擔舉證責任。

另外，根據 FRAND 原則究竟如何計算權利金也是上述有關 FRAND

議題的各訴訟案重點，從目前發展看來，權利金的計算不應該以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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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 SEP 專利的終端產品價格為基礎，而係以該項 SEP 專利對於整

個技術的貢獻比例來計算，例如日本高等法院在 Samsung v. Apple案

中判決權利金總額僅僅係 995萬日圓，大約相當於新臺幣 200多萬元

左右。因此，從提出排除令或禁制令的難度增加及權利金計算基礎受

到壓縮的情況下，預期 SEP專利未來在世界各國的價值恐怕會受到不

小衝擊。 

陸、Google 併購後的 FRAND 義務 

關於 FRAND議題，現在不只美國及日本的法院持相同看法，歐

洲地區的法院也是如此，例如荷蘭法院及德國法院，這些看法都顯示

出遵守 FRAND義務的專利權人不應該任意請求排除令或禁制令，使

它漸漸變成是全球趨於一致的準則。然而，FRAND 議題在歐洲地區

比較值得留意的案例係 Google公司併購 Motorola公司。這件併購案

由於涉及數萬件專利技術的取得，故有兩個主要思考方向：

(1)Motorola公司的 SEP專利附有遵守 FRAND原則的義務，而 Google

公司同意繼續遵守 FRAND原則；(2)Google公司承諾未來 Android系

統的授權不會因為併購案而受到任何限制。其中，以 Google 公司必

須承諾Android系統的授權部份比較特殊，因為Android系統不是 SEP

專利，但歐洲地區的公平會基於許多智慧型手機及軟件都係透過

Android系統為平臺，遂要求 Google公司承諾併購後不得濫用自身在

軟體產業的獨占地位去獨厚Motorola公司。 

Google 公司的併購案在歐洲進展順利，但在中國大陸卻受到阻

攔。時過境遷下，現在看來中國大陸的決定似乎係正確的，因為歐洲

地區法院後來漸漸懷疑 Google 公司有濫用權利的嫌疑。回顧中國大

陸當初的決定基本上係准許這件併購案，但明白表示有附加限制條

件，因為 Google公司被認為一旦併購 Motorola公司後，會有誘因去

增加排除競爭對手的可能性，故被要求必須對其它公司提出公平待

遇，例如華碩（ASUS）或宏碁（ACER）等。再者，Google 公司併

購Motorola公司後，智慧型手機市場將明顯形成一個寡占市場，而任

何人想另外發展出不同於 Android系統及 Apple公司 iOS系統的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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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恐怕會更加困難。基於上述這些考量，中國大陸遂作出以下要求：

(1)Google 公司併購後 5 年內應維持 Android 系統的免費授權；

(2)Google 公司應繼續遵守 FRAND 原則並提供各項專利技術予製造

商；(3)Google公司應尋求一位獨立監督者協助；(4)Google公司於併

購案 5年後應重新再進行評估。整體觀之，中國大陸的決定係對高科

技產業保持高度監督狀態。 

另一方面，美國對於Google公司的併購案評估係基於只要Google

公司願意遵守 FRAND原則，進行 SEP專利的授權活動及不會排除競

爭對手繼續使用 Android系統，則同意併購案的順利進行。所以，美

國及歐洲地區當時皆相信 Google 公司會秉持善良管理人的誠信原則

（in good faith），且不會濫用其自身權利。臺灣當時其實也是同意併

購案的進行，而全世界唯有中國大陸採取限制條件。然而，近幾年這

起併購案的後續發展卻在 Apple v. Motorola案中再次因為濫用權利爭

議，引起美國法院及歐洲地區公平會的高度重視。 

除了濫用權利部份受到調查外，Google公司還有另外一件最新消

息係有關Google Shopping的案件也遭到歐洲地區公平會調查。Google

公司被指控濫用其在網路搜尋的優勢地位，控制搜尋結果的排名次序

並導致消費者受有損害。當消費者使用 Google 搜尋引擎搜尋產品或

網站時，最優先顯示者是 Google公司自己的 Google Shopping網站，

而其它競爭者的網站卻被排序至可能不會被消費者注意到的末端區

域。雖然 Google 公司提出反駁理由，歐洲地區的公平會卻未因此停

止任何有關反壟斷的調查作業，倘若裁決確定將被處以 Google 公司

在歐洲地區營業額的 10%作為罰款，大約新臺幣 1,800億元。 

柒、結論及建議 

總體而言，從上述各項國際判決結果的趨勢看來，如果涉及具有

FRAND義務的 SEP專利，當被授權人向法院表示有接受授權的意願

時，則專利權人要申請排除令或禁制令都會相當困難，例如美國 ITC

從上述案例可以知悉大概不會再輕易允許禁制令的發布。至於權利金

的部份，雖然無法每件案例細究討論，但根據 FRAND原則的權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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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方式大概也會縮減至一個比較合理的範圍，尤其係刪減一些不屬

於 SEP專利或搭售情況。當被刪減以後，權利金計算的基礎就會因此

作出調整，此在上述日本及美國判決都能夠發現到權利金被壓縮得相

當低，所以 SEP專利未來若要索取高額的權利金將會越來越困難。或

許，此時臺灣應該去思考如何創造一個平臺或資源來協助臺灣的高科

技產業，透過這個平臺或資源幫助國內公司去重新檢視目前授權清單

上是否有包含 SEP專利，繼而根據 FRAND原則去調整權利金比率，

因為從目前案例發展看來權利金比率有修正調整的可能性，而這個平

臺或資源的成立目的就是要幫助國內公司去評估是否重新啟動協商

談判。縱使重新啟動協商談判是破壞授權人與被授權人之間原本約定

的契約關係，它的困難度甚高，但某種程度上應該是能夠嘗試。 

最後，臺灣的法院雖然目前沒有涉及 FRAND議題的案件發生，

但觀察美國、日本及歐洲地區的法院案例，相信臺灣法官們彼此是能

夠作理念的溝通及互動。對於公平會的建議係國內公平交易法其實有

規則及架構，但應該去研究如何說得更清楚明白，藉由判決確定的國

際案件作例示說明或政策指導。例示說明的用意係在使國內廠商清楚

了解規定並避免法院認為係抽象原則，預期業者及法院會比較能夠遵

從規定，而公開場合的政策指導可以加強例示說明的效果，將目前累

積的國際案例解釋得更加清楚，甚至藉此收集目前國內公司狀況，尤

其要積極了解國內公司究竟是不是在授權協商上屬於弱勢者並適時

以公平會身分支持國內公司。 

 

（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高振洋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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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TPP） 
與競爭政策 

講座：中央大學經濟學系邱教授俊榮 
日期：104年 5月 26日 
場次：10405-283 

 

壹、前言 

本次演講內容將包含：一、前言；

二、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的成形與思

維；三、新世代自由貿易協定中的競爭政策；四、跨太平洋經濟夥伴

協定中的競爭政策規範；五、我國加入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與競爭

政策的調處。 

貿易協定中與公平會較為相關的議題為競爭政策，所以此次討論

主題為 TPP 與競爭政策。近幾年來，全球簽訂的 FTA 中，越來越多

將競爭政策納入。我國政府現今積極推動加入 TPP，故許多前置工作

應事先完成。TPP全貌仍尚不明確，大致有 29或 30個章節，但確定

的是其中一章專為討論競爭政策，此外，因 TPP為美國主導，美國一

向注重智慧財產權的問題，因此智慧財產權必定是討論的章節之一。

另外，也會包含傳統 FTA 的市場准入、關稅和通關便捷化等議題，

而現今大家較為關心的議題：檢疫、食品安全、投資保障協定、服務

貿易等問題也會納入。 

過去大多數自由貿易協定面臨各國受衝擊團體（例：弱勢產業或

勞工）之抗議，個人認為 TPP與以往貿易協定最大不同處在於此，例

如 TPP內有勞動專章，要求會員國的勞動條件至少要符合國際勞工組

織（ILO）規範，環境專章要求會員國的環境標準不可過於寬鬆，這

些議題包含今日討論的主題—競爭政策，皆有一個共同特色，即「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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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中立」原則，亦是 TPP最重要的原則。 

所謂競爭中立原則，意即所有市場上的交易、買賣，皆須建立在

公平的基礎上，不可受到其他可能造成不公平競爭的干預。由於 TPP

為先進的貿易協定，所以最終目標為零關稅，且通常調整至零關稅時

程不會太長。當關稅降至零，美國只能藉競爭中立原則來保護其國內

產業，例如要求成員國勞動條件不可太差，使勞動成本較為一致，才

不致造成不公平競爭；環境標準若較低，則生產成本較低廉，對美國

而言，亦不公平。甚至 TPP中的競爭政策，其最重要的規範，與一般

熟知的公平交易法可能並無直接關係，TPP競爭政策中有更多規範國

營事業的問題，因國營事業有政府力量做後盾，在市場上的交易對民

營廠商較為不公平，因此競爭政策的考量，是為了維護競爭中立原則。 

必須符合 TPP競爭政策規定才具有成為會員國資格，因此擁有許

多國營事業的中國大陸自行評估，15 年內尚無法加入 TPP。另外，

TPP亦配合美國製造業回流政策，美國總統歐巴馬為了提升就業率，

讓製造業回到美國，並將製造業之產品銷售至世界市場，尤其是想輸

出至高價位的市場，其中，包含美歐的 TTIP 及亞太的 TPP，皆是為

美國的製造業回流廠商找出口市場。以上為討論 TPP 競爭政策之背

景。 

在 TPP的 12個會員國中，競爭政策談判過程受影響最大的國家

應為越南，因為越南為共產國家，所以其國營事業相對較多，其他國

家相對而言，此類國營事業相關問題較不嚴重。TPP第一回合談判，

約只剩美國和日本的問題較為棘手，日本和美國主要面臨的問題除了

日本農業保護，另外和競爭政策相關的問題為日本郵政體系。當年在

美韓 FTA 亦曾面臨相同問題。臺灣及韓國郵政體系最初皆為日本人

所設立，因此問題十分類似。美國未來與臺灣談判時，可預見此一郵

政問題亦為日後必須面臨的課題。現今 TPP 真正規範內容尚未被揭

露，若臺灣表示想要加入 TPP，我們可參考美國在過去時點內和其他

國家所簽自由貿易協定（例如美韓 FTA）之規範，作為參考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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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TPP 秘密？美國財團綁架美國政府？http://blog.udn.com/hsr123/ 
25194757 

貳、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的成形與思維 

TPP之歷史沿革，係在 2005年由新加坡、紐西蘭、汶萊及智利 4

國共同發表簽署「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TPSEP），簡稱 Pacific 4或 P4，由於一開始參與

國皆小國，因此當時並未受到太多關注。2008年，美國邀集 P4國家

改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為

名進行談判，可謂美國「借殼上市」，美國加入後便主導 TPP，並希

望納入亞太國家成為巨型 FTA，此後澳洲、秘魯、越南、馬來西亞、

墨西哥、加拿大及日本等陸續加入談判，目前總計有 12 個成員國，

成為第一個連結亞太的區域貿易協定。全世界的高價市場包含歐洲、

加拿大、紐西蘭、澳洲、新加坡、日本等，因為美國想出口高價產品

至高價市場，因此洽談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TPP等貿易協定。在高價

市場中，先前唯有日本尚未加入 TPP，而美國在日中釣魚台的歸屬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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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爭議中幫日本撐腰，因此日本被要求加入 TPP。儘管如此，日本國

內反對 TPP聲浪甚巨，甚至出現「TPP亡國論」的說法。相對而言，

臺灣不同政黨間共識相對日本較高。日本產品不需擔心出口市場，日

本擁有關鍵性零組件或高價產品，並不需要擔心關稅，但不論如何，

日本已加入談判。韓國亦宣稱欲加入 TPP，但是迫切性較臺灣低，因

為韓國和美國已簽署美韓 FTA，因此對臺灣而言，是較為重要之議

題。TPP經濟規模大，占全世界經濟規模約接近 4成，且 TPP中會員

國大多為臺灣重要貿易夥伴。 

TPP具有以下幾點特色，首先，成員資格具開放性，不同於多數

「自由貿易協定」或「區域貿易協定」（FTAs/RTAs）具排他性，TPP

明文規定開放給 APEC成員或看法相近的其他經濟體，在締約方同意

下可以加入。對美國而言，TPP為純粹經濟因素，例如臺灣即僅考量

美豬與美牛開放，不會有政治考量。當第一輪談判結束，由 12 國談

判完產生共同規範，若想要加入 TPP，則加入與否需視能否接受該共

同規範而定。相較之下，臺灣加入 TPP比加入 RCEP的可能性高，因

為 RCEP實為東協國家主導，東協國家要求高，例如必須先與東協國

家簽訂 FTA才有可能加入 RCEP，在當前的兩岸關係下，幾乎完全沒

有可能性。 

TPP的第二個特性為內容具廣泛性與高品質：包括商品貿易、原

產地規則、關務、便捷化、政府採購、智慧財產權、教育、科技合作、

爭端解決、環境等，農業議題亦在討論中。與其他 FTA 相較，該協

定具相對高的品質，規定 2015 年前將關稅降為零，協定生效後 2 年

內，要著手談判投資、金融業自由化等，會員間亦簽署和勞工關係相

關具有約束力之諒解備忘錄。 

第三個特性為談判進程具彈性。此特性極為重要：雖然美國的理

想貿易對象為已開發的高價位國家，但原存在較不屬於高價位國家，

例如智利、越南…等，不同成員國的國情不同，因此每個成員國對每

個章節的接受度不同，現階段某些專章的要求具有彈性，即達成相同

目標的時程可依國家不同而有不同的適應期，又或者在眾多章節中，

選擇優先符合某些章節要求，選擇另一些章節達成目標時程較緩。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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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彈性次序、多軌多速」的關稅減讓過程，「彈性次序」是指減

讓項目無固定順序，「多軌多速」是指減讓時間表及速度不定，可分

階段完成減讓，其優點是可提升可行性，加上每次檢驗及開放期程較

接近，有提示締約國具體落實之作用。 

第四個特性是與其他「緊密經濟夥伴關係」（CEP）或 FTA 之間

的包容性較大，不妨礙原先 CEP或 FTA條款實施，例如 TPP與《紐

西蘭與新加坡更緊密經濟夥伴協定》（ANZSCEP）之原產地規則不一

致，然新加坡、紐西蘭兩國讓廠商擁有選擇空間。 

最後，第五個重要的特性為條約修改程序簡便。P4 條文已成範

本，欲加入之經濟體無需就內容與締約國再度進行談判。這對臺灣而

言十分重要，已成形之規範接受即可，不需要再經由雙邊談判，然已

加入之締約方可循內部程序修改條文。 

就一般認知，TPP協定章節內容具備以下特點：首先是廣泛性進

入市場，包含降低關稅和減少其他貿易、投資設限；還有區域貿易的

便利化，有助於 TPP成員間供應鏈更緊密的結合；TPP的另一項特點

為跨領域的議題，最重要的是確保 TPP 成員的企業具有管制的一致

性，並且擁有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以促使公平貿易；另一項 TPP

特點為新的貿易挑戰，包含數位經濟、綠色成長、技術發展…等，在

貿易障礙去除後，皆可能有新的經濟領域成長，可視為商機，值得臺

灣重視；最後，是當新的問題出現時，TPP成員可針對新的問題更新

協議以進行處理。 

參、新世代自由貿易協定中的競爭政策 

競爭政策大致可分為廣義和狹義。TPP中採取的政策屬於較廣義

的定義，政府為促進及保護競爭所採取之方法，包含為達相同目的可

適用之競爭法。而公平交易法所採取的競爭政策，則為一般理解的定

義，屬於較狹義定義的競爭政策，指針對私人部門之反競爭行為，規

範企業之聯合、獨占企業市場地位之濫用行為，以及其他不公平之競

爭行為等，防止企業不當保護或擴張企業在市場中的占有率，以確保

價格制定和生產資源配置不至於受限制行為或其他反競爭措施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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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廣義的競爭政策涵蓋範圍足以影響一國國內或國與國間之競爭

條件或環境。在此定義下，貿易政策、環保政策，以及一切相關財經

法規與政策均將納入競爭政策範圍。TPP的競爭政策是較為廣義的定

義，與公平交易法所提及較狹義的競爭政策可能不盡相同，但 TPP

的競爭政策亦包含公平交易法、反托拉斯法…等。 

接著探討 FTAs與 RTAs的競爭政策議題，目前全球已簽署的 300

多個 FTAs與 RTAs中，其中約有 100個協定納入競爭政策，約占 33%。

3 成看似不多，但目前將競爭政策納入 FTAs 之協定中，約有 80%是

於過去十年間簽署。意即近幾年洽談 FTAs 時，有將廣義的競爭政策

納入考量的趨勢。競爭政策可謂新世代 FTAs的問題。 

納入競爭政策之原因，首先是貿易政策和競爭政策的關係，貿易

政策是為外國供應商建立競爭規範，競爭政策則是在國內市場為國內

外供應商建立競爭規範；兩者具有密切關聯性。第二個納入競爭政策

章節的原因，是可以確保貿易自由化之利益不被限制性商業行為所抵

銷。洽談 FTAs或 RTAs，主要原因是想擴大商業利益，此利益包含廠

商利益和消費者利益，若存在不良的商業行為，則可能抵銷這些商業

利益，因此為了確保在自由市場所達成之貿易利益的維持，將競爭政

策納入章節。1第三個納入競爭政策章節的原因為國內競爭政策的規

範可能會對其他國家造成負外部性。例：出口 cartel或是進口 cartel。

現今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中，有幾項是原則禁止，例外許可。2例外

                                                      
1 所謂的限制性商業行為可分 3 類：(1)實行壟斷支配地位：企業之間通過正式

或非正式、書面或非書面的協議或安排，謀取在整個產品製造、銷售過程中的壟斷

支配地位，或同類企業之間通過協議來控制價格、劃分市場，以消除其內部的競爭，

排除外來的競爭。(2)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企業單獨或與其他企業聯合利用某項技
術、某項服務及某一類商品的優勢地位，濫用或謀取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3)實行
不公平及歧視性的做法：提供者利用其各方面的優勢，將一些不合理、不公平甚至

是帶有政治、種族性歧視的條款強迫另一方接受。 
2 原則禁止，例外許可包含：(1)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

品規格或型式者。(2)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共同研究開
發商品或市場者。(3)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別作專業發展者。(4)為確保或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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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必須向公平會申請許可，包含不景氣條款、研發、中小企業…等。

例外許可的 7項中即包含一個輸入 cartel及一個輸出 cartel，在國際間

這些規範是為了保護自身廠商，猜測如此的公平交易法設置，一旦需

要和國外洽談 FTA 之競爭政策調和時，恐怕引起其他國家質疑，但

此範疇尚需藉由檢視外國之競爭政策或外國反托拉斯法，是否有類似

可以被許可之聯合行為，因此若為了 TPP可能要做一些法規的調和，

輸入或輸出 cartel此兩種將來可能會成為被規範的部分。 

第四個納入競爭政策章節的原因，是跨國公司透過購併等進行全

球布局日益增加，壟斷的可能性變大，促使競爭政策與國際貿易之關

係愈趨密切；第五個納入競爭政策章節可能的原因為個別企業之反競

爭行為可能造成市場進入機會之限制效果，個別企業最重要的可能是

國營企業；最後一個納入競爭政策章節可能的原因是對於具有全球市

場力量之企業，需透過競爭政策之調和化方能有效執行競爭法。 

一般處理反競爭行為之 FTA，在處理協調及合作議題方面之條文

較少，因此競爭政策章節納入較詳細之規範。競爭政策協調整合之程

度亦多和區域經濟整合之目標相關聯，意即雖然 FTAs 皆納入競爭政

策，但其實不同 FTA 處理競爭政策的方向可能不盡相同。以歐盟及

NAFTA 為例，歐盟在競爭政策首重各成員國競爭政策之調和，尋求

一致性，其相關條文多在處理反競爭行為之規範。NAFTA 則以促進

企業合作為主，相關條文亦多屬協調合作之內容。不同 FTAs 的性質

會有些差異，因此其中之競爭政策或多或少亦不相同。 

接著探討 FTAs 與 RTAs 的競爭政策規範方式，大致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處理反競爭行為，包含明文限制特定行為、限制反競爭協

議、限制濫用市場力量或獨占力量、限制影響競爭行為之政府補助與

                                                                                                                      
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者。(5)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商品之輸
入採取共同行為者。(6)經濟不景氣期間，商品市場價格低於平均生產成本，致該行
業之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畫適應需求而限制產銷數量、設備或

價格之共同行為者。(7)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率，或加強其競爭能力所為之共同
行為者。中央主管機關收受前項之申請，應於 3個月內為核駁之決定；必要時得延
長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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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貼（在國際貿易中很重要，在WTO中亦有此規範）以及省或州政

府獨占企業之競爭行為規範等；第二種是彈性與漸進式規範：在規範

上給予若干彈性（例如允許特定部門可排除適用）、給予調適期甚至

提供技術援助與能力建構。 

肆、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中的競爭政策規範 

接著探討 TPP 的競爭政策。如前所述，至今尚未看到 TPP 有關

競爭政策之詳細規範，僅能按圖索驥，依據既有之美韓 FTA 及美新

FTA為基礎來預測。此章節可能處理的問題，包含：設置和維持禁止

反競爭行為的法規；接著是 TPP成員建立執行競爭法規之專屬機構，

所以將來會有專屬機構處理 TPP的競爭法規，也是未來我國需要注意

的；另一項是 TPP成員遵守反壟斷程序之執法；另外可能對於國有企

業、被選定的獨占（designated monopolies）維持競爭中立原則；此外，

還有透明度的問題、跨境消費者之保護以及其他（例如合併、勾結和

技術合作等）。 

TPP實際章節大綱如下列 7項： 

一、 目標。（一）創造並維持開放競爭市場以促進經濟效率及消費者

福祉，一般反托拉斯或公平交易法也是如此聲明。（二）TPP 各

會員承諾降低和移除貿易及投資障礙，包含：1.競爭政策法規，

應用於各種商業活動。2.競爭政策法規不歧視不同的經濟體。過

去小國國內的公平競爭法規可能僅重視國內的公平競爭，但可能

不見得重視國際的公平競爭。此項目在美新 FTA 中，即有明確

的規範。3.確保貿易自由化之利得，不被反競爭商業行為所抵銷。 

二、 競爭法之施行。（一）採取或維持競爭法。TPP 成員應禁止反競

爭商業行為，促進經濟效率和消費者福利。（二）法規一致性。

TPP 成員為了預防對競爭的扭曲或限制，會特別注重反競爭協

定，因此法規在不同競爭者之間必須具有一致性，意即不論企業

的擁有者為國營或民營，其商品與服務皆受競爭法規範。（三）

在透明化情況下，特定部門擁有豁免權。此項目是在現實與理論

上取得妥協，競爭法應用於所有商業行為，然而，各 TPP成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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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且為公共政策或公共利益之前提下，可在特定部門擁有豁免

權，且這些豁免權不應對其他 TPP成員有負面影響。會員國可能

基於國內公共利益，在特定部門的商業行為是競爭政策適用的例

外，但不可因此影響其他會員國。（四）建立或維持競爭執法機

構。競爭執法機構應禁止反競爭商業行為，且施行政策不應偏袒

經濟體內的企業行為，意即不可偏袒國內廠商。也就是美國所不

斷強調的競爭中立原則。（五）確保受制裁者得以申訴。確保違

反競爭法而受制裁或補救的人，有機會在國家法院或獨立的法庭

提供證據或為自身辯駁。 

三、 合作。（一）交換訊息以協商或協調競爭政策。競爭法為強制執

行之法規，各經濟體可以藉由交換訊息以協商或協調競爭政策。

（二）藉由競爭執法機關尋求合作協議。在法規上有合作的相關

設計，因此在 TPP協議強制執行後，可藉由競爭執法機關尋求合

作協議。 

四、 告知。（一）發生以下反競爭商業行為時，應告知其他經濟體：

1.對其他經濟體的重大利益造成影響。2.對其他經濟體在競爭相

關限制有直接影響。3.涉及在其他經濟體境內的反競爭行為。

（二）在不違反雙方競爭法下，於初期協商程序即應告知。 

五、 諮詢和訊息間交流。（一）任一 TPP成員提出要求，即須在此章

節對其競爭利益不利的貿易和投資展開協商，保障成員國之權

益。（二）任一 TPP成員應保密協商內容。除非該經濟體境內法

律規定可以向任何人揭露該訊息，否則訊息公開前應先知會被揭

露資訊之經濟體。經濟體間亦可協商公開不須保密之資訊。 

六、 國營、民營企業委託具有特殊或排他性權利。 

七、 爭端處理。（一）當一經濟體實行適當的條例時，另一經濟體無

權干涉。（二）由 TPP協議或本章所引發的問題，任一經濟體不

得訴諸任何爭端處理程序。此章節較為強勢，所有競爭相關規範

都要在此章節中進行處理。 

關於競爭政策，會員國間存在一些爭議，可觀察其談判進展，得

知目前協商結果。第 15 回合談判中，美國草案要求針對國營事業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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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部門建立「競爭中立」的管制環境，馬來西亞、新加坡與越南反對，

馬來西亞、新加坡兩國主要關切對於其主權基金的影響，澳洲、紐西

蘭立場則未定，因此整體未達成共識。爭議點並不是競爭政策本身，

而是針對美國所強調之競爭中立原則，不一定有利於其他會員國。第

17回合談判，相關條文在談判前一年即已確定。討論之新議題為國營

事業與民營企業之競爭，主要可能針對國營事業比重較高的會員國越

南。美國提案國營、民營事業應在同一條件下競爭，但未獲討論，相

關成員國將聯合研擬一新提案供下一回合討論。秘魯目前存在之國營

事業為數甚少，故對此議題較不感興趣。 

第 18回合談判主要依據彙整立場草案（consolidated text）來進行

檢視。主要反應澳洲與美國立場。其中澳洲主張政府若認定某國營事

業因其身分而獲得特殊利益時，必須向國庫繳交抵銷款，以維持與其

他業者之公平競爭，這是澳洲提出可能的處理方式，意即政府對國營

事業給予補貼，導致國營事業與其他國之民營企業處在不公平競爭環

境，故國營事業將部分所得交至政府以抵銷此一不公平之情況，但依

照經濟角度分析，若政府進行從量補貼，會降低國營事業之生產成

本，進而影響其生產決策，而國營事業繳回給政府的稅為定額數，並

不會影響其生產決策，看似將政府補貼的部分完全繳回，但過程中已

實際影響其生產行為甚至是定價行為。美國認為該制度形式上維持競

爭中立原則，但實質上卻是國營企業比民間競爭者享有特殊競爭優

勢，因而強烈反對。第 19 回合談判亦有類似情況，美國及澳洲要求

私人與國營企業具公平的競爭條件，提案給予國營企業之改革（包括

取消對國營企業之補助）3至 5年的緩衝期間。其中，馬來西亞提供

國營企業特別優惠措施，越南則擁有 7,000家國營企業，因此在國營

企業改革領域要求較長之緩衝期。就美國而言，此次協議較能接受，

因為最終達到競爭中立原則，而此協議存在彈性，因此要求緩衝期可

予以接受。 

伍、我國加入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與競爭政策的調處 

接著探討 TPP 對臺灣之影響，影響最深者為 TPP 成員國關稅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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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幅度。臺灣重要出口產品項目區分為中間財及消費財。由於各國的

關稅結構多以消費財的關稅稅率較高，故消費財出口多將面臨較嚴峻

的價格競爭壓力。另一方面，縱然中間財關稅稅率通常相對較低，但

在現今的區域協定多包括原產地規定等其他影響貨品貿易之章節議

題下，中間財則不僅將面臨其成員國之間削減關稅之貿易移轉影響，

更可能面臨被其他非關稅因素導致產品由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之成員

國產品取代，或者我國企業外移生產之現象，從而對我國產業發展造

成進一步的不利影響。其他對貨品貿易可能產生影響之因素，則包含

紡織品與成衣及相關原產地規定，由於目前越南出口大量紡織成衣到

美國、歐盟及日本等國，而臺灣對越南紡織出口集中在上中游的纖

維、紗線和布料，不僅貿易成長快速，且有大批臺灣紡織業者在越南

投資設廠，形成緊密的垂直供應鏈。然由於 TPP倡議採取「從紗開始」

（Yarn Forward）的嚴格原產地規定，即便各成員國已提列原料短缺

清單，但該清單中產品仍可能僅有短時間的適用期限。若臺灣無法加

入 TPP，可能影響已在海外布局臺商對臺灣紡品的採購，亦可能導致

紡織上游布廠和加工絲廠出現新一波外移潮。此外，醫藥品與醫療器

材相關議題、環境議題和投資議題皆可能對臺灣造成影響。 

接著，探討加入 TPP對臺灣之益處，主要有貿易擴張、免於被其

他國家孤立以及避免過度依賴中國大陸…等。加入 TPP有利於臺灣的

經濟發展，2011年的 APEC會議中，主要是以「邁向更緊密的區域經

濟」為焦點，其所聚焦的三大主要議題分別是：加強區域經濟整合及

拓展貿易、促進綠色成長，以及推動法規磨合與合作。在加強區域經

濟整合方面，主要是以美國主導包括日本等在內的 TPP，由於其 GDP

規模將超越原來 APEC會員國的二分之一，未來將具有舉足輕重的地

位。臺灣為經濟開放型國家，加入 TPP對國家長期的發展相對有利。 

若臺灣加入 TPP，可以避免國際地位邊緣化。長久以來，臺灣與

南韓具有經濟競爭性的關係，但 2011 年，南韓與美、歐簽署自由貿

易協定，臺灣若欲在亞太新的貿易架構下尋求發展，並避免被邊緣

化，則臺灣除了要在兩岸經貿關係努力之外，同時也需要在中國大陸

以外的亞太區域有更好的貿易關係，特別是在貿易議題方面，應該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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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更寬廣、自由化的立場；因此，臺灣若希望儘早加入 TPP，則宜在

農業政策、製藥產業、金融部門等更加自由化，即早做好加入 TPP

的準備工作，才能達成加入 TPP的目的。在國際經濟社會中，由於兩

岸關係的特殊性，臺灣長期面臨外交與外貿的困境，若能夠爭取加入

TPP的機會，則可藉以突破國際間外交上的孤立；特別是 TPP對中國

大陸的排擠效應，使得臺灣能夠加入 TPP的可能性，應比其他國際組

織的可能性更大。 

加入 TPP尚可以避免過度依賴中國大陸。因為貿易方向更多元化

是較為均衡的發展，若只針對單一或少數國家簽訂 FTA，許多生產資

源便會迎合該國之市場，若該國家並非先進國家，對於我國整體資源

的應用或是產業升級的幫助可能就不顯著，所以對我國而言，若能跟

更多國家聯結，或是跟更先進的國家聯結，對產業升級或資源運用較

佳，至少不會過度依賴單一國家。TPP成員國涵蓋日本、美國、新加

坡、馬來西亞、澳洲及越南等我國在亞太地區的主要貿易夥伴，根據

聯合國國際貿易中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TC）資料庫資料，

2013年臺灣與 TPP 12國成員貿易總額約為 1,987.11億美元，占臺灣

對外貿易比重的 34.51%，其中我國出口 TPP 12國金額占我國出口總

額比重為 31.99%，自 TPP 12 國進口金額占我國進口總額比重為 

37.35%，顯示我國與 TPP 國家間經貿關係緊密。2010 年，海峽兩岸

簽訂 ECFA協議，兩岸進出口貿易大幅度成長，也造成臺灣經濟貿易

過度依賴中國大陸的疑慮，若加入 TPP 後臺灣可與 TPP 成員進行經

貿往來，依賴中國大陸程度將降低。 

近期臺灣對外貿易情況不佳，有諸多原因，其中一項是面對中國

大陸激烈的競爭，紅色供應鏈的問題，另一項重要的原因是美國的再

工業化。臺灣正努力加入 TPP，因為 TPP是巨型 FTA，有許多重要貿

易夥伴在其中，但美國推動 TPP背後原因是開拓其出口市場。臺灣也

想藉由 TPP開拓市場，但加入是否僅有益處而無損失，是有待商榷的。 

依個人的觀察，臺灣目前經濟較大的問題並非貿易，現今貿易反

而被過度強調。很多人認為臺灣出口很重要，因為出口占 GDP 比重

大，所以出口增加會帶動 GDP，經濟成長就會跟著亮眼，但是貿易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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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是否有好處，在學理上並不一定。貿易有益處，最基本的前提是

依照比較利益原則進行生產、貿易。個人認為目前貿易已經有些違反

比較利益原則，例如：臺灣龐大製造業出口，需要許多的水、電、土

地及勞動，但這些生產要素缺乏，所以在生產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要

進行規模量產，將價格壓低的出口模式，會過度耗用資源，只成就了

外國人的效用。我們並非不要進行貿易或不重視貿易，而是臺灣沒有

如此多生產條件下，應設法符合我國的生產利益，不應量產、規模化

生產，亦不應刻意壓低價格，以成本降低的方式生產，而是需要改變

產業結構，提高附加價值。因為對出口的重視，故長期臺灣在很多事

情必須容忍或妥協，例：因為要出口，所以因為成本問題不太敢加薪；

又或者不敢對環境要求嚴格，但這些犧牲是否值得？短期或許可以容

忍，像早年為了促進出口。可以容忍全臺的河川都不乾淨，成就石化

業的出口。但是當國民所得高至某一程度，對環境、薪資、勞動條件

的要求應該提高，就個人觀點而言，靠臺灣內部力量較難達成，例如

實際改善勞動條件，縮短工時就已經引起如此大的爭議，所以有其困

難性。TPP對臺灣最重要的意義，應在於引進外部力量來促使內部改

革，例如要求勞動條件、環保條件高一點。因此，若臺灣要加入 TPP，

其中的規範，就必須全盤接受，是一個從外部引進來的改革力量，這

些改革力量可以平息一些內部爭議，這是 TPP 對臺灣一個重要的好

處。3 

最後，我們可以借鏡日本和韓國與歐美貿易協定之競爭政策問題

的處理。就我國公平交易法內容而言，條文是否會受到挑戰，現階段

尚未看到類似的討論。因為現在 TPP所討論的競爭政策主要針對國營

事業。被規範的國營事業，主要便是日本和韓國的郵政系統，美韓

FTA協定生效後，韓國郵政受到幾項協定條款的規範，金融服務監督

委員會（Financial Service Commission, FSC）將成為其主管當局。而

臺灣現今郵局是隸屬交通部所管轄，許多規範與金管會沒有必然的關

                                                      
3 內部爭議包含：執法方面是否過於寬鬆，政策是否過度傾向財團，是否對勞工

保護不足，是否太過輕忽環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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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韓國郵政目前還是政府機構，經營範圍除了郵政業務外還包括郵

政銀行和郵政保險。韓國郵政的郵政保險營收在韓國市場排名第 4，

僅次於三星、大韓保險及教保生命保險株式會社 3大保險公司。韓國

市場的潛在獲利商機對跨國保險業者極具吸引力。自由貿易協定開放

韓國保險市場，業界競爭更為激烈。在此同時，韓國郵政卻依相關條

款不得開發新保險產品，如利變型壽險、產險及退休養老保險商品。

不過，韓國郵政仍可微幅調整現有保險商品。韓國郵政也繼續和金融

監理單位商議調高存款保險門檻金額，以反應通貨膨脹。其他的挑戰

還包括競爭加劇的情況下市場規模反而變小，因此，韓國郵政計畫調

整二十幾項保險商品，以因應市場競爭和超越其他保險業者。KPWU

認為韓國郵政短期不會受到太多影響，但長期而言，必須調整升級現

有保險商品才能避免自由貿易協定所產生的影響，也才有在市場上生

存的希望。另外，有關郵件服務方面，民營物流公司於簽訂自由貿易

協定前同聲批判韓國郵政壟斷郵政市場。2011年 11月 22日所頒布的

新郵政法（第 22985號執行命令）終結了韓國郵政於郵件市場的壟斷

地位，開放讓民間業者進入市場。韓國郵政預計開放後每年民間業者

所搶占的市場規模約 300億韓圓。 

日本方面，在 TPP架構下預計美國會向日方提出通關及郵政壟斷

服務的交叉補貼等問題。例：美國和歐盟多年來特別關注的就是日本

郵政集團公司（Japan Post, JP）的金融事業部門。根據 Top Bank in the 

World 2012的資料，日本郵政銀行是全球第七大銀行體系，總資產達

2.51兆美元。Top Insurance Companies則指出日本郵政保險是全世界

最大的保險事業，2012 年為止總資產達 1.26 兆美元。日本保險市場

商機龐大，對歐美業者深具吸引力。日前日本郵政集團公司規劃進入

癌症壽險市場，遭到美國抗議，美國業者認為如果 JP 進入癌症壽險

市場，消費者會較為青睞 JP的產品，因為日本政府為 JP的保單提供

保證，美國認為是某種程度的壟斷。因此，在日本啟動 TPP談判後，

JP已決定暫停進入癌症險市場的計畫。另外，快遞業者要求禁止交叉

補貼，開放市場競爭。快遞業者是否將交叉補貼視為違反市場進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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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的確是頗令人憂心的問題。到 2012 年 3 月為止，日本郵政約持

有三分之一日本公債，以支持國家建設。TPP的談判目的希望釋放這

些現金流量給民間金融機構。但是，這些資金應該做為國家建設之用。 

臺灣與日、韓有非常類似的郵局體系，臺灣郵局也賣保險及基

金，所以若我國與美國談 TPP，郵局可能是繼美豬、美牛後，必須處

理的問題，所以我國交通部或郵局，對於賣保險或基金應該做一些相

關的處理。 

陸、結論 

競爭政策近年在國際貿易協定中備受重視，其影響不容小覷。我

們應做的是臺灣在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前，完成配套措施之規劃以因應

競爭政策。特別是針對國營企業，應推動改革使經濟效率提升，增加

其競爭力。如果針對公平會，個人會特別建議對輸入及輸出 cartel進

行研議，其他國家並無先例，可能是因為其他國的反托拉斯法根本不

存在所謂的聯合行為例外許可，因此不會受到美國的挑戰。但我國公

平交易法裡確實有這些條文，且若美國如此重視，是否需要做事先的

處理，需要再進一步搜集資料及討論。以上是自身看了一些資料後與

大家分享，謝謝大家。 

 

（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林旅安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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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對於聯合行為合意舉證問題之 
執法經驗 

講座：銘傳大學法律學院汪院長渡村 
日期：104年 7月 7日 
場次：10407-285 

 

壹、前言 

民國 104年 2月修正前公平法（以

下稱舊法）第 7 條第 3 項規定：「第一

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

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可知聯合行為以事業間「意

思聯絡」為基礎之構成要件。 

然而，「舉證為訴訟勝敗之關鍵，實務上主管機關欲取得成立聯

合行為之直接證據，非常困難，為有效規範聯合行為，應適度賦予主

管機關得以相當依據推定聯合行為之合意要件。」依上述立法理由遂

增訂現行公平法第 14條第 3項：「聯合行為之合意，得依市場狀況、

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當依

據之因素推定之。」惟本人認為此次修法過於保守，其條文中以「得」

字呈現，可能使部分法官不受其拘束，不採強制推定，而如不採強制

推定，其規範意義何在？ 

除了上述適度賦予主管機關得以相當依據推定聯合行為之合意

要件外，尚有論者認為應賦予主管機關「強制搜索」的權力，惟此二

者為兩相互對立之概念，若再進一步賦予主管機關「強制搜索」的權

力，恐造成公平會怠惰，且對事業產生不利的影響，故不宜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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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舊法之實務見解 

由於聯合行為合意證明不易，故實務上逐步發展成「推定合意」

之操作模式，列舉以下近期案例，加以觀察： 

一、工業用紙價格同步上漲 

本案高等行政法院不同意公平會之處分（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更一字第 23號、第 24號、第 25號判決），但最高行政法院則

支持公平會的處分，廢棄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發回更審（最高行政

法院判決 104年度判字第 181號）。 

（一）高等行政法院見解 

聯合行為之相關事證有偏於處分相對人之特性，公平會得依間接

證據（如誘因、經濟利益、類似之漲價時間或數量、不同行為的替代

可能性、發生次數、持續時間、行為集中度及其一致性等）認定之。 

公平會援引之美國法院 American Tobacco Co.v. U.S.案

（328U.S.781）（1946）、歐盟法院於 ICI and Others v. Commission 

Cases，48-57/69［1972］ECR619: CML R557、The Sugar Cartel Case,

［1975］ECR 1916:［1976］1C MLR405等案例，亦持相同論點。惟

上述間接證據必須足以判斷事業間具有意思聯絡，且為其外部行為一

致性之唯一合理解釋者，方可據以認定該等事業間存有聯合行為，否

則難認公平會舉證已達「沒有合理可疑」蓋然性程度之確信，如經法

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仍有待證事實真偽不明之情狀，公平會即應負擔

敗訴之不利益。 

由此可知，法院對公平會採取較嚴格的立場，認為公平會負有舉

證責任，且待證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未達「沒有合理可疑」蓋然性程

度之確信。 

（二）最高行政法院見解 

公平交易法對於聯合行為之「合意」，係採實質認定之方式，除

契約、協議外，凡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

拘束力，均屬之，故上述意思聯絡之存在，除依據直接證據判斷外，

亦得利用間接證據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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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經由各項間接證據所認定之間接事實，並由各種間接事實

適時的累積，參酌涉案商品之種類、涉案事業所占之比例、相關市場

之範圍及其特性，如有異於正常市場下之競爭條件狀況者，即得據以

推定其間有一致性行為之意思聯絡存在。 

本案由於發票價為「實收價」之計價標準，認定被處分人等乃藉

由「發票」之開立，資訊交換，造成按月同步、同一形式之一致性調

價結果，顯見渠等於系爭期間，作為原紙計價基礎之發票價格漲勢具

有一致性，且均於當月發生。 

又經公平會調查廢紙成本所占一級紙廠生產原紙成本，對應工業

用紙應上漲之幅度，被處分人等有關發票價調價幅度均已超過反映廢

紙價格成本上升之幅度等情況，依此推論被處分人等有聯合行為之合

意，涉有勾結聯合漲價違反公平交易法之違章情事，尚非無據。 

本案公平會認定之上開事實關係，係查認被處分人等有同時間、

同一形式之一致性調漲工業用紙之外觀，並輔以與歷史調價經驗相

違、與國際行情背離及寡占市場結構等附加因素，藉此推定認被處分

人等有聯合行為之合意，其間接證據之舉證已達唯一合理解釋之程

度。 

再者，原判決引用「有意識平行行為」（價格跟隨行為）之理論。

縱如被處分人等所稱此為追價行為云云，但並未提出究竟何次調價行

為屬何方被處分人所發動之價格領導、何次調價行為屬跟隨，又各次

調價自身成本與售價之關係、如何決策進行跟隨、時間差為何等相關

事證，被處分人等主張價格領導與跟隨，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又就此

有利被處分人等之上開主張，亦應依法調查相關事證，予以釐清。 

二、鮮乳價格聯合調漲 

（一） 依據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3年度判字第 294號，對於聯合行為

之規範，係採實質之認定方式，亦即兩個或兩個以上之事業，

明知且有意識透過彼此間意思聯絡，就其未來的市場行為達成

不具法律拘束力的共識或瞭解，形成具有外在市場上一致性行

為，倘經調查確實有意思聯絡之事實，或得以其他間接證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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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因、經濟利益、類似之漲價時間或數量、發生次數、持續時

間、行為集中度及其一致性等）判斷事業間有意思聯絡，且為

其外部行為一致性之唯一合理解釋，即可認定該等事業間有聯

合行為。 

（二） 聯合行為之合意存於當事人之內心，若未顯示於外並留下契

約、協議之書面紀錄等直接證據，主管機關於執法上就事實之

認定與證據資料的掌握並不容易，因此在聯合行為的認定上，

縱無直接證據可資證明事業間存有聯合行為之合意，然若透過

間接證據之採證與分析，可合理推論若非事業間採取聯合行

為，則無法合理解釋市場上一致行為現象時，即可推論有聯合

行為合意之存在，亦即在聯合行為乃事業間外部行為一致性之

唯一合理解釋之情形下，可認定該等事業間有聯合行為。易言

之，如市場上多數業者同時且以相同幅度調整價格，但市場上

並無客觀之供需變化等因素可資合理說明，應可合理推定業者

就該次價格調整存有聯合行為之合意。 

三、便利商店現煮咖啡聯合漲價 

（一）案件事實 

公平會於 2011年 11月 2日認定 4家便利商店，統一超商、全家

便利商店、萊爾富、來來超商，現煮咖啡之聯合漲價行為違反公平交

易法聯合行為之規定。 

（二）公平會之見解 

參酌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就「一致性行為」之執法經驗，考量相

關「附加因素」而排除調價係屬業者出於經濟理性之獨立行動，亦即

除非業者採取聯合行為，否則無法合理解釋一致性之市場現象，則可

論證屬聯合行為態樣之一。 

故有關一致性行為之違法證明，倘未具有行為人間意思聯絡之直

接證據，而據間接證據可解釋行為人間若無事前之意思聯絡，即無法

合理解釋其市場行為，則可推論其間存有意思聯絡，亦即採納間接合

理推論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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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平會認為一旦其間接證據已足，舉證責任即轉由被處分

人負擔，故法院之舉證責任配置顯然有誤。 

（三）行政法院之見解 

公平會所提出聯合行為意思聯絡之相關事證（從鮮奶成本、生產

現煮咖啡所需使用咖啡豆、耗材、人工、咖啡機等成本、調漲作業期

間、新聞稿之發布、促銷活動準備期間等多項間接證據觀察），尚不

足以合理推定 4家便利商店調漲現煮咖啡售價之外觀上一致性行為，

係出於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並非將舉證責任轉換由公平會負擔。 

本案被上訴人全家率先調漲現煮咖啡價格，其他被上訴人透過公

開透明之價格可觀察到全家調價行動，即可迅速應對、追隨、漲價，

全家調漲之行為即無客戶流失之疑慮，且被上訴人等成本結構不同，

卻能於相近之時間調整相近價格，本為寡占市場廠商出於平行行為之

正常現象。 

故 4家便利超商之價格調漲行為具有高度的經濟合理性，其平行

行為結果的發生，並不需要依賴彼此間存在有事前合意或意思聯絡，

可認系爭調漲行為係4家便利商店各自根據市場狀態及競爭對手行銷

策略，基於其經濟合理性及利益最大化之追求，在獨立的意思決定下

所為的經濟行為，屬有意識之平行行為，應排除聯合行為之適用等

語，並無違聯合行為意思聯絡之舉證原則，「公平會上訴意旨主張原

判決對於舉證責任之分配顯有錯誤云云，核無足採」。 

所謂「有意識之平行行為」，係指事業間並沒有主觀意思聯絡，

而源於客觀之市場結構，於市場上一事業採取行動後，其他事業亦隨

之跟進，造成外觀上同一形式之行為。而此等行為多存於寡占市場

中，若經評估結果，認為不採取同一形式之行為，將導致同業競爭者

或市場交易相對人實施對抗措施，經濟上係屬不理性，遂隨之跟進。 

依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度判字第 195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最終

贊同高等行政法院的見解，駁回公平會的上訴，其見解主要認為，公

平會所提出聯合行為意思聯絡之相關事證，尚不足以合理推定被上訴

人等調漲現煮咖啡售價之外觀上一致性行為，係出於聯合行為之意思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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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舊法之實務見解 

（一） 根據上述法院見解，可得出以下 3點結論： 

1. 法院僅就個案進行調查、判斷，尚無一致、穩定的見解。 

2. 法院對公平會所負擔的舉證責任及證據力之程度，並無一致標

準。 

3. 法院對移轉舉證負擔、說服負擔尚無一致標準。 

（二） 公平會基於實務上難以取得一致性行為具有聯合行為之意思

聯絡的直接證據，因此一貫主張，「有關一致性行為之違法證

明，倘未具行為人間意思聯絡之直接證據，而據間接證據可解

釋行為人間若無事前之意思聯絡，即無法合理解釋其市場行

為，則可推論其間存有意思聯絡」。 

上開見解亦得到最高行政法院的多次支持，可以最高行政法院 92

年度判字第 1798 號判決為代表，該判決見解也多次獲得同院判決的

引用。 

（三） 除間接證據外，公平會尚可藉由「附加因素」推論當事人間有

合意，包含： 

1. 系爭市場結構有利聯合勾結的誘因。 

2. 被處分人考量調價因素附議及未提出一致性調漲行為之合理說

明及佐證。 

3. 建議售價表吻合度極高，若非合意無以致之。 

4. 超額調漲決策印證具有聯合合意。 

5. 系爭產品相關公開資訊對聯合行為有穩固作用（促進行為）。 

以上推論大多獲得行政法院的支持。然而，聯合行為合意之案件

經常須透過法律經濟分析，以經濟因素解釋法律要件，但我國公平會

及法院於經濟分析、推論過程並未有太多著墨而過於直接，故有說服

力不足之問題。 

參、外國法關於間接證據之利用 

一、OECD及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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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間接證據包含(1)溝通證據(2)行為證據(3)市場結構證據(4)促

進措施。又聯合合意無需具備契約的一切要素，通常具有兩大特徵：

(1)合作當事人避免競爭風險；(2)可透過參與合作的行為表現出來（如

相同的價格行為等）。 

企業間於同一時間做出相同或類似的「平行行為」及「輔助行

為」，若聯合合意係所涉行為唯一合理的解釋，且企業未能提出有力

的證據推翻此一判斷，即可推定企業間的平行行為構成聯合合意。 

二、日本 

日本主管機關與法院相關實務見解認為，雖無直接證據，亦可藉

由間接證據，推論聯合行為合意的存在，但必須證明 3 件事項：（以

東芝化學事件為例，東京高等法院判決平成 7年 9 月 25日，審決集

42卷 393頁） 

（一） 當事人間於事前曾有交換資訊或意見：如於價格調漲前的經常

聚會行為；相關聚會之記錄如通話記錄或電子郵件等。 

（二） 當事人間交涉之內容：如該產業的現狀；交換現行價格等相關

資訊的行為；宣布價格調漲的意圖；討論對處罰調降價格者的

措施等。 

（三） 有一致性行為的結果：事業調漲價格之事實；事業決定價格之

過程等。 

由此可知，日本主管機關與法院對於推定聯合行為合意存在的標

準較為嚴格。 

三、美國 

美國學者 Donald Turner 與法官 Richard Posner 對於運用間接證

據，推定聯合行為當事人是否具有合意之相關論戰，對美國實務見解

影響深遠。雙方針對在寡占市場中，企業能否避免一致性定價及應否

受反競爭法規範等問題，提出不同見解。 

（一） Turner的見解 

在高度集中或寡占的市場中，企業間一致定價行為「並非源自可

察覺的溝通或協議」，而是源自企業獨立的「理性的考慮」，即考慮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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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對手對其價格決策的反應以及該反應對各自利潤的影響，因此類似

於非法固定價格聯合合意的一致性定價結果是無法避免的。然而，司

法的介入恐影響企業的理性行為及自由運作的空間。 

（二） Posner的見解 

Posner認為寡占的市場結構只是讓聯合合意的實現更加容易，反

競爭行為並非寡占市場不可避免的結果。而 Turner對平行行為的解釋

並無法反映真實的市場條件，其「價格領導」理論，反而過度簡化寡

占市場中企業可能的行為方式。 

再者，聯合行為案件的態樣多元且複雜，調查聯合行為的途徑，

如採一般、傳統的採證（如警察抓小偷）將徒勞無功，應結合嚴謹的

「法律經濟分析」，藉由對市場條件及行為的分析，以推定聯合合意

是否存在。例如：(1)分析該市場的市場條件是否有利於產生聯合合

意；(2)藉由檢驗市場行為是否有默示聯合合意的因素，以判斷聯合合

意是否真實存在。於此，即便在沒有發現明顯共謀行為的情況下，亦

能透過經濟證據推論聯合行為的存在。 

（三） 美國實務見解 

自 1939年起，美國最高法院有幾個重要判例，包括 1939年州際

巡迴放映公司案、1946 年美國煙草公司案、1948 年派拉蒙電影公司

案，此三案例對間接證據採取較寬鬆的立場。而自 1950年代起，1954

年劇院企業訴派拉蒙電影發行公司案、1984年杜邦公司案，則開始限

縮對於間接證據的採信，轉為較嚴格的立場。 

美國實務上區分「不違法的有意識平行行為」與「違法的共謀行

為」，除了外觀有一致性行為外，法院首先提出「附加因素」的概念，

以補強推定被告平行定價的證據，而美國第十一巡迴法院在 City of 

Tuscaloosa v. Harcros Chemicaling（1998）一案中也認為論證「附加因

素」是必要的。惟附加因素的證據力要達到何種程度，其推論方才具

有合理性，一直存有爭議。 

肆、我國現行規定之討論 

一、立法理由 



各國對於聯合行為合意舉證問題之執法經驗 

•76• 

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3 項之立法理由同前言所述。以往實務上

推定之方法，所建立之促進行為理論及當前之附加因素理論，在無法

律明文規定下，恐與我國行政罰法定主義、正當法律程序相違背，而

本人認為此次重要的修法意義在於，主關機關得有相當依據推定聯合

行為之合意。 

二、聯合行為合意推定程序之要求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 

關於聯合行為合意推定程序之要求，有以下多種看法： 

（一） 有學者認為應適用行政訴訟法第 136條：「除本法有規定者外，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之規定於本節準用之。」而準用民

事訴訟法第 277 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

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

者，不在此限。」 

（二） 亦有學者（特別是稅法學者）認為，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

因從法律秩序的內部體系觀念來看，行政法處罰的價值理念類

似於刑事制裁，而與一般行政處分案件有別，故有關行政處分

程序的相關證據法則及法規解釋，依其事件性質、基於客觀目

的解釋及合憲性解釋，亦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規定，以填補

法律漏洞之必要。又自德國立法例觀之，行政法部分應排除民

事訴訟法之適用。 

（三） 本人則就公平法聯合行為的角度觀之，依公平法第 40條規定，

行政罰不可謂不重，且如被處分人有再犯之情形，即有刑法之

適用，故以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為宜。 

三、事實上之推定 vs.法律上之推定 

（一） 事實上之推定：指非基於法規範所生之推定，並無任何強制

力，會根據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所生之邏輯推演，由基礎事實

之存在，推論出推定事實。 

（二） 法律上之推定：指基於法規範而生之推定，該推定具有一定之

強制力，即基於法律之強制，認為必須由基礎事實之建立，至

少暫時地認定推定事實亦被證明。因此，法院僅認定該推定之



 

•77• 

證據力是否充足，無其他審酌的空間。 

（三） 依據公平法第 14 條第 3 項，條文中以「得」字呈現，故形式

上似採事實上之推定，法院得不受其拘束，有審酌的餘地。惟

就公平會之立法理由觀之，應認定係採法律上之推定，始能滿

足其規範目的。 

四、可舉證推翻之推定 

因推定屬於證據手段，以認定事實為目標，無論推定是基於何等

理由所設，均是由法律推定事實之暫時效力，被處分人於舉證責任轉

換之下，得舉證推翻該推定。然而被處分人應如何舉證？應達何種程

度？除舉證負擔外，是否負有說服負擔等問題值得深思。 

五、創設推定制度之理由 

（一） 促進訴訟。 

（二） 舉證公平性。 

（三） 避免無法舉證之窘境。 

（四） 公共政策。 

從公平會之立法理由觀之，僅提到促進訴訟及舉證公平性之考

量，故公平會仍負有說服負擔，而被處分人負有舉證負擔。然而，若

其立法理由尚包含公共政策之考量，則可同時將說服負擔移由被處分

人。 

六、推定之基礎理論 

（一）Thayer 理論 

推定之效果僅在於轉換推定事實之提出「證據負擔」。大多數的

推定是本於促進訴訟之目的所創設，而推定事實之認定，乃法律為求

程序上便利所先行賦予之暫時效果，其並未實際受到證明，因此僅有

初步確認之效力，無終局之確認效果，故有將推定稱之為「初步論據

成立之證據」。 

由於僅有初步成立之暫時效果，故「說服責任」由始至終均未發

生變化，不因推定而有所變更，而他造當事人，只要證明該推定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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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不成立，僅須負擔提出「證據負擔」，造成與該推定效果相反之

初步論據成立，即可推翻推定之效果，則該推定不再影響訴訟。 

（二）Morgan 理論 

推定的效力除了會造成提出「證據負擔」的轉換外，亦會發生轉

換「說服負擔」之結果。 

該理論強調諸多創設推定的理由，例如舉證公平性之要求、避免

證明窘境之發生和機率等等，乃與舉證責任分配之依據相一致，因此

推定事實是否真的被相信或被證明，與推定之效果完全無關，其重點

應置於各種公共政策的考量，完全屬於舉證責任分配之範疇。即推定

亦為舉證責任分配之一種，從而亦應賦予其與舉證責任分配相同之結

論，即他造當事人不僅負擔提出「證據負擔」，其亦應負擔該「說服

負擔」。 

七、有無合理關聯性法則之適用 

美國最高法院認為於刑事訴訟上，推定之規範仍須符合憲法正當

程序之要求，並創設了「合理關聯性法則」，要求立法者或法院基礎

事實與推定事實間必須存有合理關聯性，否則不得由基礎事實推導出

推定事實，不然將違反憲法正當程序之要求，為憲法所不許。 

關於「合理關聯性」的概念，依據 Leary v. United States、Tumer v. 

United States等案，法院認為，除非能夠確保推定事實可以由被證明

之事實推導出來之可能性，即「可能多於不可能」，否則該法律上之

推定乃屬違憲。所謂的「可能多於不可能」係指該推定的正確率，高

於百分之五十。 

至於刑事法上之推定，如果涉及犯罪要件，則應達到「無庸置疑」

標準之要求。所謂的「無庸置疑」標準，乃是指依據一般常識與經驗

判斷，該基礎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關聯性，足以使審判者認定其已達到

無庸置疑的程度。 

八、自由推定 vs.強制推定 

（一） 自由推定 

指事實的審判者「得」由檢察官或原告證明之基礎事實推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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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事實，且不會使被告承受任何負擔之一種推定。而基礎事

實與推定事實之關聯性，僅須滿足「可能多於不可能」標準即

可。 

（二） 強制推定 

指除非被告能夠提出反證，推翻基礎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關聯

性，否則事實審判者必須自基礎事實的證明，確認要件事實。

故在強制推定制度下，可能單憑「強制推定」的存在，即足以

證明被告有罪，且在被告提出一定程度之證據推翻該推定以

前，法院必須肯定該推定事實之存在。而基礎事實與推定事實

之間應有「無庸置疑」之關聯性，始不違反憲法對於檢察官應

負擔所有犯罪要件之舉證責任的要求。 

（三） 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3 項，條文中以「得」字呈現，故

形式上似採自由推定，法院得不受其拘束，有審酌的餘地。惟

就公平會之立法理由觀之，應認定係採強制推定，否則此修法

並無太大意義。 

九、採轉讓「說服負擔」之推定之例 

（一） 最高行政法院 92 年度判字第 1798 號判決：「要推翻此項『推

定』，需行為人『合理說明』或證明，其價格之調整乃市場上

客觀之供需變化因素所致。申言之，當事者之企業，為共同一

致之行為，自該各個企業之個別利益觀點而言，無從解釋之，

僅能基於有共同之目標及計畫加以了解時，即可認為有該等合

意存在。」 

（二）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2 年度判字第 251 號：「……當執法機關

對於取得聯合行為合意之直接證據（例如書面會議紀錄）有困

難時，應採『合理推定』之方式，要推翻此項『合理推定』，

須行為人『合理說明』或証明其價格之調整乃市場上客觀之供

需變化因素所致，否則即可推定有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存在。

此為本院多數判決所採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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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採轉讓舉證負擔之推定之例 

依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年度訴更一字第 23號、第 24號、第

25 號判決，「……惟上述間接證據必須足以判斷事業間具有意思聯

絡，且為其外部行為一致性之唯一合理解釋者，方可據以認定該等事

業間存有聯合行為，否則難認公平會舉證已達『沒有合理可疑』蓋然

性程度之確信，如經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仍有待證事實真偽不明之

情狀，公平會即應負擔敗訴之不利益……」。可知此法院見解對公平

會採取較嚴格的立場，對公平會未來的執法將是一項挑戰。 

伍、結論 

現行公平法第 14 條第 3 項明訂「得推定」聯合行為合意要件，

對於公平會的執法過程格外重要，同時也將影響企業自由運作的空

間，因此我國應發展出一套更細膩、更具公信力的判斷準則，使推論

過程得以被企業所信服。 

誠如美國於推論過程中，加入經濟因素及理論，發展「法律經濟

分析」，本人亦期待我國於間接證據推論過程中，有經濟學上的創見，

建立真正的方法論，否則若僅就個案進行判斷，對我國競爭法制環境

幫助有限。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楊宗霖同學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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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日競爭法對垂直限制競爭行為 
之規範 

 
講座：公平交易委員會顏委員廷棟 
日期：104年 8月 18日 
場次：10408-286 

 

壹、垂直限制競爭行為之規範體

系 

一、 我國公平交易法 104年修法規範體

系之變革 

水平限制競爭行為，指有競爭關係的同業，互相共謀、合意限制

市場競爭的行為，亦即所謂的聯合行為。而垂直限制競爭行為，則是

上游廠商與下游廠商之間，依各自的市場力量，對他方所為的交易價

格、交易條件（地區、對象)之限制。據此又可細分為垂直價格限制

競爭行為（限制轉售價格）及垂直非價格限制競爭行為。 

首先，針對垂直價格限制競爭行為，104年修正前公平交易法（以

下稱舊法）第 18 條規定於第三章不公平競爭；而 104 年修正後公平

交易法（以下稱新法）第 19條則規定於第二章限制競爭。 

其次，對於垂直非價格限制競爭行為，舊法第 19 條（第三章不

公平競爭）規定：「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

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一、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

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二、無正當理由，

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三、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

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四、以脅迫、利誘或其他

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或聯合之行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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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取他事業之產銷機密、交易相對

人資料或其他有關技術秘密之行為。六、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

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 

依據公平會第 71 次、第 481 次委員會決議，上開第 3、4、5 款

屬於競爭手段、行為的不法，無須判斷行為對市場造成的影響，行為

本身形式要件該當，即具非難性，可認定違法，原則上應納入不公平

競爭該章。而第 1、2、6款則屬於競爭結果、市場的不法，應進一步

分析限制競爭行為對市場造成何種效果，原則上應納入限制競爭該

章。由此可知舊法第 19 條規範體系紊亂，同一法條涵蓋限制競爭、

不公平競爭之各款異質違法類型，實有修法之必要。 

舊法第 19 條第 5 款關於不當獲取產銷機密之規定，由於營業秘

密法已有明文規定，故在新法予以刪除。而第 3款關於不當利誘之規

定則在新法一分為二：新法第 20 條第 3 款關於低價利誘之規定屬於

限制競爭、市場不法的範疇，位在第二章限制競爭；而新法第 23 條

不當贈品贈獎則屬於不公平競爭、行為不法的範疇，位在第三章不公

平競爭。 

至於舊法第 19 條（第三章不公平競爭）其餘各款則移往新法第

20條（第二章限制競爭）。由此可知，在反托拉斯法中，區別違法行

為屬於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類型，有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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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獨占禁止法 

日本獨占禁止法舊法第五章為「不公平競爭方法」，而不公平競

爭之結果乃源自於不公平交易方法，應追根溯源針對其手段加以規

範，較符合立法目的，故於 1953 年修法將章名改為「不公平交易方

法」。 

（一）法定不公平交易方法 

依據獨占禁止法第 2條第 9項第 1至 5款，行為人一旦有所列各

款之行為，即推定違法，無須經公正取引（交易）委員會指定，故稱

「法定」不公平交易方法，包含： 

1. 無正當理由的與競爭者共同直接拒絕交易、杯葛。（類似新法第

20條第 1款） 

2. 不當差別對價。（類似新法第 20條第 2款） 

3. 無正當理由低價銷售。（類似新法第 20條第 3款） 

4. 無正當理由限制轉售價格。（類似新法第 19條） 

5. 濫用交易優勢地位（強迫購買、要求提供經濟利益、遲延付款、

任意減價、其他設定或變更或實施不利益交易條件）。 

上開第 5 款於我國公平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之案件處理原

則中亦有提到，而本款之規範意義在於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間的交

易地位不對等，導致大型企業濫用交易相對優勢地位，對中、小企業

課予交易條件的限制，例如：給予小型企業遠期支票；對小供貨商要

求上架費、贊助金；要求小廠商派員前來服務，並由小廠商支薪等。

此種情形無論在臺灣或日本皆相當常見，小廠商礙於生存依賴，敢怒

不敢言，嚴重影響其交易內容選擇的自由。 

（二）指定不公平交易方法 

依據獨占禁止法第 2條第 9項第 6款，除前列各款規定之行為外，

符合以下任一規定，有阻礙公平競爭之虞，並經公正取引（交易）委

員會「指定」之行為，始構成違法，稱作「指定」不公平交易方法： 

1. 不當對其他事業為差別待遇。 

2. 以不當之對價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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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當利誘或強迫競爭者事業之顧客與自己交易。 

4. 以不當限制對方事業活動之條件進行交易。（類似新法第 20條第

5款） 

5. 不當利用自己交易上地位與相對人交易。 

6. 不當妨礙國內競爭者事業與他人交易，或不當的引誘、唆使、強

迫他公司股東或職員為不利其公司之行為。（例如：商業間碟，

我國無此規定） 

（三）不公平交易方法告示 

有鑑於垂直限制競爭行為的態樣相當多元、複雜，特別公布公正

取引（交易）委員會第 18 號告示，以明確歸納出各類型的違法行為

態樣： 

￭共同拒絕交易 ￭其他的拒絕交易 

￭差別對價 ￭ 交易條件（非價格）之

差別待遇 

￭事業團體差別待遇 ￭不當廉賣 

￭不當高價購入 ￭欺瞞的引誘顧客 

￭不當利益的引誘顧客 ￭搭售 

￭不當附排他條件交易 ￭不當附限制條件交易 

￭不當干涉交易相對人公司人事之選任 ￭妨礙競爭者交易 

￭對競爭者公司之內部干涉 

綜合上述，日本獨占禁止法之垂直限制競爭行為規範架構與我國

非常相近，甚至比我國細膩。 

（四）公平競爭阻礙性 

指定不公平交易方法除須符合所列情形外，尚須經公正取引（交

易）委員會指定，惟在規範內容中，存在諸多不確定法律概念，例如

何謂「有阻礙公平競爭之虞」？而增加了實際違法判斷上的困難度，

因此於 1982 年邀請學者專家組成獨占禁止法研究會，研究到底何種

行為始構成阻礙公平競爭？ 

對此，獨占禁止法研究會提出確保公平競爭的 3項條件：自由競

爭的狀態、競爭手段的公平、自由競爭的基礎。如果行為人侵害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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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條件之一，即應認定其行為具有公平競爭的阻礙性。此外，將不公

平交易方法告示之違法行為類型分別歸納進其所侵害的公平競爭條

件。 

1. 侵害自由競爭狀態：杯葛、差別對價、不當廉賣、附排他條件交

易（剝奪競爭者交易機會、侵害競爭機能）、限制轉售價格、附

限制條件交易（侵害交易相對人對價格、顧客之競爭）。 

2. 侵害競爭手段公平：欺瞞交易、不當利誘顧客、強制交易（搭售）、

妨礙競爭者交易或干涉其內部事務。 

3. 侵害自由競爭基礎：交易優勢地位之濫用（侵害相對人交易自由

的決定）。 

針對第 3點，日本認為一事業欲從事競爭，最起碼應保障其交易

決定的自由，包含交易內容、交易對象選擇、交易與否的自由，大型

企業與對其高度依賴的中小企業之間，處於交易地位的不對等，大型

企業不得濫用交易優勢地位，侵害中小企業交易決定的自由。 

貳、垂直限制競爭行為之違法判斷標準 

一、垂直價格限制競爭行為（限制轉售價格） 

（一）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事業須不須要有「市場力量」 

限制轉售價格的基本違法判斷標準在於，事業對於交易相對人有

沒有產生實質的拘束力，影響交易相對人的銷售決策，即所謂拘束力

實效性。 

依據舊法第 18條：「事業對於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

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應容許其自由決定價格；有相反之約定

者，其約定無效。」可知事業一旦對交易相對人限制其轉售價格，即

屬當然違法，雙方約定無效，無須再考慮該事業的市場力量。 

然而，依據新法第 19條：「事業不得限制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

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但有正當理由者，不

在此限。前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可知原則上，事業不得

限制交易相對人之轉售價格，但有正當理由者，得例外許可。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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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判斷上，卻進一步產生到底要不要考慮事業市場力量的問題。 

依據獨占禁止法第 2條第 9項第 4款及流通交易慣行指針，基本

上仍以拘束力實效性為違法判斷的標準，並未限定行為主體必須有市

場力量。再者，依據最高裁昭和 50.7.10判決，「日本和光堂事件」或

許能夠給我們一些啟示。 

日本有三大嬰兒奶粉製造商，分別為明治、雪印、森永，各有約

30％的市占率，而和光堂僅有約 10％的市占率，4家廠商因提高並限

制轉售價格而遭公正取引（交易）委員會處分，其中和光堂以其「低

市占率」作為抗辯理由。最高法院認為，根據嬰兒奶粉的商品特性，

嬰兒一旦喝慣特定品牌的奶粉，即難以適應其他品牌的奶粉，故消費

者通常指定品牌，不易轉換購買其他品牌。由此可知，本案市場力量

的重點不在於市占率，而是商品力、品牌力的問題。 

（二）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事業負舉證責任） 

依據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5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但書所

稱正當理由，主管機關得就事業所提事證，應審酌下列因素認定之：

一、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二、防免搭便車之效

果。三、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進之效果。四、促進品牌間之競爭。五、

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 

然而，依據日本流通交易慣行指針，事業必須證明「同時」符合

下列正當理由，始可認定其為合法的限制轉售價格行為： 

1. 促進品牌間競爭效果。 

2. 增加商品需求。 

3. 增進消費者利益。 

4. 除限制轉售價格外，並無其他不生阻礙競爭效果之方法。 

5. 必要範圍及必要期間。 

由此可知，我國事業只要符合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所列

其中一項因素，即可認定其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具有正當理由。相反

地，日本則須同時符合所有因素，始認定其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具有正

當理由，認定標準較我國嚴格。 

關於統一圖書定價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書商為因應數位化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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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存危機，確保傳統實體出版物的利潤及保護文化創意的目的，鼓

吹應提高單價並對下游廠商實施統一定價。此行為將有違反公平交易

法的疑慮，而我國文化部草擬「單一圖書統一定價法」期待作為特別

法，依公平交易法第 46條優先適用。而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23條則早

已有著作物限制轉售價格的除外適用，但此項立法卻使得書價高漲、

影響銷路，導致許多日本學者相當後悔，是否達到保護文創的目的，

值得探究。 

日本明治商事事件，4 家嬰兒奶粉廠商因提高並限制轉售價格而

遭公正取引（交易）委員會處分。依據最高裁昭和 50.7.11 判決，其

抗辯理由為維持嬰兒奶粉價格穩定，確保成分、配方之品質，為嬰兒

養育重要事項。最終法院於判決理由中不予採納，認為除非有除外適

用制度特別規定，否則限制轉售價格有無正當理由，限於從維護公平

競爭秩序觀點判斷，僅考量經濟上的合理事由。 

其次，「限制最高轉售價格」是對消費者有利的行為，實務上並

不常見。新法第 19 條修法理由指出其屬正當理由，不構成違法。而

日本流通交易慣行指針有相關例示規定，如：建議價格折扣％以內、

一定範圍內之價格、不得低於鄰近店價格，且日本公正取引（交易）

委員會至今亦無處罰限制最高轉售價格行為之案例。 

二、垂直非價格限制競爭行為 

（一）我國新法第 20 條 

依據新法第 20條：「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

事業不得為之：一、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

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二、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

予差別待遇之行為。三、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

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四、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

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聯合或為垂直限制競爭之行為。五、

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 

依據公平會第 481 次委員會決議，針對舊法第 19 條所謂「有無

限制競爭之虞」之認定標準，首先須確認事業的競爭手段未達「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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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進一步探討競爭結果是否減損市場競爭機能，最終依合理原

則，還是要認定事業有無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由此可知，限制競爭之虞和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事實上並沒有差

別，舊法第 19條將兩者並列，基本上是畫蛇添足，實無必要。此外，

垂直非價格限制競爭行為之違法判斷上，事業是否要具備市場力量？

依照公平會過去的潛規則，事業的市占率超過 10％，才有處罰的可能

性。 

（二）日本流通交易慣行指針 

依據日本流通交易慣行指針，阻礙公平競爭之虞的違法判斷要素

如下： 

1. 品牌間競爭狀況（市場集中度、商品特性、產品差別化程度、銷

售通路、市場參進難易度）。 

2. 品牌內競爭（價格差異狀況、經銷商業態）。 

3. 廠商市場地位（市占率、排名、品牌力）。 

4. 對經銷商事業活動之影響（限制程度、態樣）。 

5. 限制之經銷商家數及其市場地位。 

然而，日本認為市占率超過 10％或業界規模排名第 3位以內，為

具有市場力量的事業，始有處罰的可能性。 

（三）杯葛 

我國新法第 20 條第 1 款構成要件，首先主觀違法要素係指以損

害特定事業為目的，而杯葛行為包含杯葛發起人、杯葛受話人及被杯

葛人。而依據日本流通交易慣行指針，杯葛的類型包含：與競爭者共

同杯葛（水平競爭廠商共同杯葛上、下游廠商，可能構成卡特爾行

為）、與交易相對人共同杯葛、事業團體共同杯葛。 

針對杯葛行為，我國公平會有相關處分案例：南投縣液化氣同業

公會案、高雄市建築師公會案。同業公會基於特定廠商不遵守行規，

不供應其液化氣、評定其為不友善技師，不提供資源並處處刁難，最

終同業公會均遭到公平會處分。 

然而日本卻也曾出現獨占禁止法不處分案：日本玩具槍公會事

件。特定廠商未在玩具槍管前加裝紅色套子作為與真槍之識別且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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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相關安全測試標準，日本玩具槍公會因而不發給安全標章，嚴重影

響其銷貨。依據東京地裁平成 9.4.9 判決，本案的爭點在於設定安全

標準有無公平競爭阻礙性？法院最終認為，設定安全標準符合競爭政

策立法目的－保護消費者利益，屬於經濟上合理事由，且安全標準之

內容及實施方法具備達成設定目的之合理性。 

（四）差別待遇 

依據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6條第 1項：「本法第二十條第二款

所稱正當理由，應審酌下列情形認定之：一、市場供需情況。二、成

本差異。三、交易數額。四、信用風險。五、其他合理之事由。」而

公平交易法的處分案例，如：中油公司銷售航空用油差別待遇案、國

立編譯館對他事業差別待遇案（未開放印行條件）。 

依據獨占禁止法第 2條第 9項第 2款及不公平交易方法告示，日

本差別待遇的違法類型包含：不當對價、交易條件（非價格）之差別

待遇、事業團體之差別待遇。日本相關案例為第二次北國報社事件，

依據東京高裁昭和 32.3.18判決，北國報社在石川縣發行「北國新聞」

（報費 330 円/月）、在富山縣發行「富山新聞」（報費 280 円/月），兩

者報紙內容（題材、張數）相似但價格不同，最終認定北國報社阻礙

富山縣其他報社公平競爭。 

（五）不當利誘 

依據新法第 20 條第 3 款所規定之不當利誘，原則上價格低廉有

利於消費者，惟價格究竟要多低，始構成違法？成為違法判斷上的關

鍵。依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修正理由說明，判斷是否低價利誘，

原則以平均變動成本為標準，例外於個案參酌市場結構、產業特性等

因素，亦可採用平均避免成本、平均增支成本或進貨成本等標準認定

之。 

我國公平交易法相關案例，瑞聯航空 1元機票不處分案，公平會

依舊法第 19條第 3款，認定其為新進業者的促銷行為，且市占率低，

對市場競爭影響有限而不予處分。反之，熊貓有線電視 1元看 1年處

分案，公平會同樣依舊法第 19 條第 3 款，卻不考慮市場力量，而直

接認定行為本身當然違法，可見在不當利誘的違法判斷上，是否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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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力量成為關鍵。 

依據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2條第 9項第 3款及不當廉賣處理原則，

價格不得顯然低於供給之必要費用（製造成本、總銷售成本）、變動

成本，且提出一項經濟學上的概念，當廠商降價，其供給會增加，此

時虧損可能會增加，但如果廠商行為係基於經濟合理考量，能舉反證

證明其利潤增加，而非有力事業人排除競爭的手段，則應認定其合法。 

中部讀賣報社處分案例，依據東京高裁昭和 50.4.30 判決，中部

讀賣新聞日報 500 円/月，而當地其他家報紙日晚報合訂 1,700 円/月

或 1,300 円/月，法院最終認定中部讀賣新聞日報售價低於變動成本，

命其售價不得低於 812 円/月。此外其認為，若要進行不當廉賣，廠商

通常要有一定的市場力量，才有辦法承受相當的風險。 

（六）新法第 20 條第 4 款 

本款於公平交易法規範體系內的意義、作用，實有討論的餘地，

如行為人有本款情形，直接依照結合、聯合或其他垂直限制競爭相關

規定處理即可，且結合、聯合或其他垂直限制競爭行為本身就有脅

迫、利誘的成分。再者，自本款文義觀之，似有「行為不法」的意味，

應歸類在第三章不公平競爭為宜。又日本獨占禁止法並無類似規定，

因此本人認為應該予以刪除，使規範體系更為完善。 

（七）新法第 20 條第 5 款 

依據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8條第 1項：「本法第二十條第五款

所稱限制，指搭售、獨家交易、地域、顧客或使用之限制及其他限制

事業活動之情形。」 

依據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8條第 2項：「前項限制是否不正當

而有限制競爭之虞，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

場結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 

依據公平會公研釋 057號，廠商限制經銷售後服務須使用原廠零

件，是否構成違法搭售？公平會認為應視是否確保公眾安全之必要。 

依據獨占禁止法第 2條第 9項第 6款第 4目及不公平交易方法告

示，日本的違法類型包含：搭售、不當附排他條件交易、不當附限制

條件交易（銷售區域、交易對象、銷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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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流通交易慣行指針則針對上述違法類型，作出具有正當理由

的例示。首先，廠商基於保護營業秘密，限制其零件代工製造商，不

得供應該零件予其他廠商，屬於附排他條件交易之正當理由；其次，

廠商為確保商品安全性、維護商品品質或商標信用，限制銷售方法具

有正當理由，例如資生堂東京販賣事件，資生堂為確保消費者安全使

用適合肌膚的化妝品，要求商品不得網拍，而必須在實體店內販售，

由專業人員解說、測試膚質（最高裁平成 10.12.18判決）。 

公共安全得否成為搭售行為之正當理由？日本東芝電梯事件或

許能夠給我們一些啟示，東芝電梯認為基於公共安全，一旦購買其電

梯，之後的維修服務亦只能由東芝電梯提供，故拒絕供應零件予國內

其他維修廠商。依據大阪高裁 5.7.30判決，法院提出兩項論點，首先，

其他維修廠商亦有甲級維修證照，東芝電梯未能證明若由其他廠商取

得零件維修，將危及公安；其次，東芝電梯銷售海外，並出售零件予

外國廠商進行維修，可見由東芝電梯親自維修並非達到公共安全之必

要條件，因此該搭售行為無正當理由。 

參、結語 

一、 一般而言，歸納於第二章限制競爭的垂直限制競爭行為，在違法

判斷上均要考慮市場力量，其中未必是市占率，也可能是商品之

品牌力。而新法第 19 條限制轉售價格則應從限制之拘束力、商

品之品牌力認定之。 

二、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於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認定

上是否過於寬鬆？本人認為並不一定，未來可視實施效果、商品

特性、市場結構，適時適度進行調整。 

三、 關於垂直非價格限制規範體系之檢討，本人認為應刪除新法第

20條第 4款，使整個規範體系更為完善。 

四、 新法第 20條是否應將市場力量（市占率 10％）加以明文化，使

違法判斷標準更加明確化？我個人認為並無不可，但為避免位在

臨界邊緣的疑慮，應該採取推定。例如，若市占率大於 10％，

應讓業者得提出反證；反之，若市占率小於 10％，則改由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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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負舉證責任。其次，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6、27、28 條第

2項，重複規定限制競爭之虞的判斷標準，應該予以調整。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楊宗霖同學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93• 

外資併購中國大陸企業之反壟斷審查
－兼評中國大陸反壟斷法第31條之國

家安全審查 

講座：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王教授文杰 
日期：104年 9月 1日 
場次：10409-287 

 

壹、兩岸經貿往來現況 

我國的主要法律制度大量繼受自外

國法，使得在基礎法的法學院教育中，

亦時常引用德國、日本、美國等國的立

法例、判例、學說等。但是法律之所以

成為一門有生命力的學科，並不在於繼受，而是在於「使用」。隨著

近年來兩岸經貿往來愈來愈密切、頻繁，我國已成為高度使用中國大

陸法制的國家之一。 

過去 20年以來，我國對外投資總額中，有高達 80％以上流向中

國大陸，為資金投注最大的流向地，也造就我國對中國大陸貿易呈現

高度順差。但以中國大陸為受資的角度言，僅排名中國大陸外來投資

金額的第 4位，且投資金額逐漸有被韓國、新加坡等國超越的態勢。

反之，自 2008 年以後，兩岸的互動愈來愈深，中國大陸資金投入我

國的比例也逐漸增加，也逐步占我國外來投資的一定比例。 

然普遍而言，我國對中國大陸的法律制度體系與運作模式尚不夠

了解，年輕人對於中國大陸的認知仍有所落差，事實上，中國大陸早

已脫離計畫經濟體制，對於新興事務的發展有時甚至更為開放。從經

濟的角度看，對我國而言，中國大陸是威脅也是機會更是一個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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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的經貿往來應以「平常心」來看待。 

近年來，中國大陸在經貿發展數據的表現上非常亮麗，但貧富差

距問題也日益加劇，世界銀行在 2009 年的報告中指出：中國大陸 1

％的人口掌握 41.1％的財富，以就業市場而言，電力、電信、金融、

菸草、石油、石化等高度壟斷性產業占全體就業人口的 8％，但這些

員工的工資、福利總收入卻占中國大陸所有職工收入的 55％，可見在

職業上亦存在高度貧富差距的型態。 

中國大陸作為世界工廠，黑心商品的問題也為世人所詬病，但是

made in china並不一定代表此企業主是來自中國大陸，依照中國大陸

商務部的統計，中國大陸對外經貿有 52％是由外資所創造的，故這些

黑心商品也有 52％的機率是由外資所製造的。 

貳、中國大陸外資併購法制環境 

一、背景 

1994年以後，中國大陸成為僅次於美國，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

2001年加入WTO後，因應更多領域的市場開放，外資的進入也更為

踴躍，帶動了淨出口貿易的增長，也造就亮麗的經濟成長率。相反地，

依據商務部的統計，2003年以後，中國大陸對外投資也呈現巨幅的成

長，各地的金額、數據皆相當可觀。 

在商事活動中，併購是事業擴充版圖最快的方式之一，儘管外資

進入中國大陸的數量相當龐大，但於 2002 年以後，併購才逐漸成為

外資進入最頻繁採用的的投資方式之一，其資金比重也愈來愈高，已

高達 32％。這與中國大陸在相關法令上的鬆綁，以及市場的開放成正

相關。 

外資跨境併購中國大陸企業大致有以下幾點原因： 

（一） 全球產業整合的巨大需求。 

（二） 中國大陸市場龐大。 

（三） 中國大陸產權制度逐步完善，併購成本降低。 

（四） 人民幣升值預期下的逐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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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全球資本過剩（資本流動性過剩）。 

（六） 歐美銀行利率低，收購基金向銀行融資容易。 

二、過去外資併購中國大陸境內企業之障礙與鬆綁 

在市場開放之前，外資對中國大陸企業的併購也是存在的，只是

數量非常少，在法律制度尚未建構出一體適用的程序、標準前，大多

僅能以個案論，而非通案，因此，這些個案也難以成為外國研究中國

大陸併購的主題。 

為維護國家經濟安全與避免國有資產流失，1995年，國務院證券

委員會發布關於暫停將上市公司國家股和法人股轉讓給外商的請示

性通知，任何單位不得允許向外商轉讓國有股、法人股，使得外資難

以採行併購的商業模式進入中國大陸。 

2001年以前，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大陸難以運作，主要的障礙為併

購法規的不健全與制約。而 2001年加入WTO以後，中國大陸無論在

證券、金融市場皆對國際社會有所承諾，歐美的資金為減少交易成

本，紛紛選擇以併購的方式進入。然而，併購之所以能成為投資中國

大陸的新興商業模式，還是在於法令限制的鬆綁與相關金融配套措施

的逐步完善。 

對中國大陸而言，市場秩序與疆界是在國家由上而下推動下形成

的，法律僅是外加於市場的，任何經濟活動的本身都是在政府的允許

下方能進行與發展。2002年至 2003年間，中國大陸因應入世，公布

一系列外資併購的相關規定，使外資併購得以通案化，包含：上市公

司收購管理辦法、關於向外商轉讓上市公司國有股和法人股有關問題

的通知、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理暫行辦法、利用外資

改組國有企業暫行規定、上市公司國有股向外國投資者及外商投資企

業轉讓申報程序有關問題的通知、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暫行規定

等等法源。 

三、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規定 

（一）背景 

中國大陸吸引外資主要以直接投資為主，1990年代以後併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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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興盛，但併購法規尚未完善，為促進和完善外國投資者到中國大

陸投資，以期有相應法規之依循，2003年 3月 7日，商務部、國稅局、

工商行政管理局、外匯管理局聯合發布《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暫

行規定》，並於 2003年 4月 12日起實施。 

該規定又於 2006年 8月 8日修正、2006年 9月 8日施行，更名

為《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規定》，為目前外資併購中國大

陸企業主要適用的法規依據之所在。從法令名稱上看，中國大陸許多

的經貿法規一開始皆會採用暫行、試行、試點的方式，對於一個制度

變遷與轉軌中的中國大陸而言，這是一個經常性的發展。當法令上將

這些暫行或試行文字刪除時，則意味著此項制度的運作已達到穩定的

狀態。 

（二）外資併購的定義及態樣 

1. 外資 

「外資」通常具有下列幾種意義：(1)國外資本、國外貨幣或國外

資金；(2)由國外投入的資本；(3)外國投資者；(4)外國的資金、人才、

技術、管理經驗等綜合體。 

依據中國大陸相關涉外的法律、法規中，外資指外國投資者為取

得中國大陸企業之股權或其他類似權益，而獲得控制權所投入之資

本，其中亦包含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的投資

者。 

以上這些都是一個不精確的界定，依照中國大陸商務部在 2015

年初發布的外國投資法草案公開徵求意見稿第 11 條。本法所稱的外

國投資者，是指在中國境內投資的以下主體：(1)不具有中國國籍的自

然人；(2)依據其他國家或者地區法律設立的企業；(3)其他國家或者

地區政府及其所屬部門或機構；(4)國際組織。受前款規定的主體控制

的境內企業，視同外國投資者。 

2. 股權併購 

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暫行規定中，所稱股權併購是指外國投

資者直接購買境內公司（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股東的股權或認購境

內公司增資股票，使該境內公司變更設立為外商投資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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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產併購 

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暫行規定中，所稱資產併購是指外國投

資者於中國境內設立外商投資企業，並透過該企業，協議購買境內企

業資產，並運營之；或外國投資者直接協定購買境內企業資產，並以

該資產投資設立外商投資企業，而營運該資產。 

（三）被併購境內企業之當事人 

併購之目標企業包含所有在中國境內依法註冊登記的企業，如：

全民所有制企業（國有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獨資企業、合夥企

業、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包括上市公司）。 

外資在進行併購時，除了依照《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

規定》外，根據目標公司屬性的不同，所適用的相關法規、程序也截

然不同。例如，併購的目標公司為國有企業，則還須適用《全民所有

制企業法》，並經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進行行政上的審查，反之，目

標公司若為一般私人企業，即無須適用上述規定及程序。由此可知，

在併購中國大陸企業時，被併購企業的法律屬性為一重要事項，而企

業當事人之確認也是中國大陸併購與合同實務中，最難以釐清且複雜

的一環。因為目標公司法律屬性不同，其適用程序與併購所面臨的思

考模式亦有不同。 

（四）外商投資企業 

當外資併購中國大陸境內企業時，當其併購的程序完成之際，被

併購之公司其屬性即轉變為「外商投資企業」，必須依照外商投資企

業的設立程序進行。此時將進入商務部所管轄的範疇，該外商投資企

業必須符合外商投資產業政策，最直接的法規適用為《外商投資產業

指導目錄》，將外資投入的產業分為以下 3類： 

1. 鼓勵投資：得作為併購的對象，例如：積體電路設計與線寬 0.35

微米及以下大型積體電路生產。 

2. 限制投資：須由中方控股或雙方合資，例如：證券公司，外資比

例不得超過 1/3；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外資比例不得超過 33

％。 

3. 禁止投資：不允許外國投資者獨資經營的產品，外資無法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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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期貨公司、圖書、報紙、期刊的出版、總發行和進口業務。 

因此外資在進行併購時，必須確認所要併購的目標公司非屬於禁

止類的清單。此外，若在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沒有查找到，這些

一般就是開放類。例如有些產業早年被列為鼓勵投資，但後來變為「開

放類」，意味著此項產業在中國大陸市場已經飽和，其進入高度競爭

與高度可替代性的狀態。外國投資者有意進入並不反對，只是已過了

最佳的時機點。 

外資在中國大陸進行併購活動時，選擇目標企業大致的標準為：

一、必須絕對控股；二、必須是行業龍頭企業；三、預期收益必須超

過 15％。而鎖定的行業包含：資源類行業（鋼鐵、金屬、非金屬、採

礦）、資產類行業（房地產）、限制少壁壘低的行業（零售業）、金融

服務業等。 

如前所述，當境內中資企業被併購之後，即會進入重新設立的程

序，轉變為「外商投資企業」，其中可分為三類：首先，當外資 100

％持有公司時，為外商獨資企業，適用《外資企業法》；其次，若由

中方與外資共同持有公司股份時，則要適用《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或《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再者，這二類企業型態中，外資出資比

例必須不少於 25％。 

2008年以前，外資在中國享有超國民待遇，包含：兩免三減，前

兩年免稅收，後三年稅收減半；直接取得進、出口權；相關租稅優惠

等。但是 2008 年以後，隨著勞動合同法、企業所得稅法的頒布，勞

工最低工資的提高、企業所得稅率內外資企業持平，使得外資企業的

優惠待遇已不復明顯，因此外商投資企業待遇已不是外資進入所考量

的主要因素。 

關於外資併購融資的部分，2008年 12月 9日銀監會發布《商業

銀行併購貸款風險管理指引》，允許符合條件的商業銀行開辦併購貸

款業務，以滿足外資企業併購融資的需求，而改變過去《貸款通則》，

不得用貸款從事股本權益性投資的限制性規定。 

（五）外資併購的程序 

1. 審批與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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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規定》第 10條：「本規定

所稱的審批機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或省級商務主管部門(以下

稱“省級審批機關＂)，登記管理機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

政管理總局或其授權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外匯管理機關為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家外匯管理局或其分支機搆。」 

2. 申報 

依據《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規定》第 12條：「外國投

資者併購境內企業並取得實際控制權，涉及重點行業、存在影響或可

能影響國家經濟安全因素或者導致擁有馳名商標或中華老字型大小

的境內企業實際控制權轉移的，當事人應就此向商務部進行申報。當

事人未予申報，但其併購行為對國家經濟安全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影

響的，商務部可以會同相關部門要求當事人終止交易或採取轉讓相關

股權、資產或其他有效措施，以消除併購行為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影

響。」 

由此可知，「存在影響或可能影響國家經濟安全因素」此一不確

定法律概念，在實務上，增加了外資在進行併購時的不確定性，以及

交易和行政交涉成本。 

四、反壟斷審查 

依據《反壟斷法》第 31條：「對外資併購境內企業或者以其他方

式參與經營者集中，涉及國家安全的，除依照本法規定進行經營者集

中審查外，還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進行國家安全審查。」 

針對「國家安全審查」此一不確定法律概念，中國大陸在《反壟

斷法》中未做進一步明確的規範，反而賦予相關配套法規作較明確的

定義，包含：國務院辦公廳於 2011年 2月 12日所頒布的《關於建立

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通知》、商務部於 2011年 8月

25日所發布的《實施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的規定》

等。 

依據商務部《實施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的規

定》第 9 條：「對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應從交易的實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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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實際影響來判斷併購交易是否屬於併購安全審查的範圍；外國投資

者不得以任何方式實質規避併購安全審查，包括但不限於代持、信

託、多層次再投資、租賃、貸款、協議控制、境外交易等方式。」 

關於外國投資進行國家安全審查考慮的因素如下，包括： 

1. 對國防安全，包括對國防需要的國內產品生產能力、國內服務提

供能力和有關設備設施的影響，對重點、敏感國防設施安全的影

響； 

2. 對涉及國家安全關鍵技術研發能力的影響； 

3. 對涉及國家安全領域的我國技術領先地位的影響； 

4. 對受進出口管制的兩用物項和技術擴散的影響； 

5. 對中國關鍵基礎設施和關鍵技術的影響； 

6. 對資訊和網路安全的影響； 

7. 對在能源、糧食和其他關鍵資源方面長期需求的影響； 

8. 外國投資事項是否受外國政府控制等。 

反壟斷法舊法第 51 條儘管已刪除，但行政機關內部仍保有此項

操作模式。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投資者應向商務部和國家工商

行政管理總局報告的情形如下： 

1. 併購一方當事人當年在中國市場營業額超過 15億元人民幣； 

2. 1年內併購國內關聯行業的企業累計超過 10個； 

3. 併購一方當事人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已經達到 20%； 

4. 併購導致併購一方當事人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達到 25%； 

5. 雖未達上述條件，其他商務部或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認為外國

投資者併購涉及市場份額巨大、或者存在其他嚴重影響市場競爭

等重要因素的。 

同理，反壟斷法舊法第 53 條儘管已刪除，但行政機關內部仍保

有此項操作模式。併購方如有下列情形，應在對外公布併購方案之前

或者在報送所在國主管機構的同時，向商務部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

局報送併購方案： 

1. 境外併購一方當事人在中國境內擁有資產 30億元人民幣以上； 

2. 境外併購一方當事人當年在中國市場上的營業額 15 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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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3. 境外併購一方當事人及與其有關聯關係的企業在中國市場占有

率已經達到 20%； 

4. 由於境外併購，境外併購一方當事人及與其有關聯關係的企業在

中國的市場占有率達到 25%； 

5. 由於境外併購，境外併購一方當事人直接或間接參股境內相關行

業的外商投資企業將超過 15家。 

參、外國投資法草案國家安全審查制度 

一、立法背景 

改革開放早期制定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和

《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奠定了中國大陸利用外資的法律基礎。多

年來，中國大陸吸收外資穩居世界第二位，從最初帶來資金、技術、

管理經驗和出口管道，發展到今天帶來現代服務業型態、新型經營理

念、高端人才，外商投資企業已經成為推動中國大陸經濟社會發展的

重要力量。 

然而，現行外資三法已經難以適應全面深化改革和進一步擴大開

放的需要。主要的理由為：首先、外資三法確立的逐案審批制管理模

式已不能適應建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需要，不利於激發市場活力和

轉變政府職能；其次、外資三法中關於企業組織形式、經營活動等規

定和《公司法》等有關法律存在重複甚至衝突；第三、外資併購、國

家安全審查等重要制度需要納入外國投資的基礎性法律並進一步完

善。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統一內外

資法律法規，保持外資政策穩定、透明、可預期」、「改革涉外投資審

批體制」、「探索對外商投資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

式」等政策導向。而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要求應該「適應對外開放不

斷深化，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促進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因

此開展出外資三法的修法方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亦列為立法規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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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2015年 1月 19日，中國大陸商務部公布《外國投資法(草案徵求

意見稿)》，改革現行外商投資管理體制，大幅減少了外資限制性措

施，放寬外資准入。而在實施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下，絕大部分的外資

進入將不再進行審批。 

二、外國投資法的側重點 

《外國投資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全文共 170條，分為 11章，分

別是總則、外國投資者和外國投資、准入管理、國家安全審查、資訊

報告、投資促進、投資保護、投訴協調處理、監督檢查、法律責任和

附則等。其立法上主要的訴求如下： 

（一）明確法律基本定位 

《外國投資法》定位於統一的管理和促進外國投資的基礎性法

律，不再將企業的組織形式作為規範基礎。有關外國投資企業的組織

形式、出資、組織機構、財務、合併和分立、清算和解散等均適用《公

司法》等法律的統一規定。其次，也不再就借款、納稅、外匯、勞工、

採購和銷售等事項作出規定，原則上與內資企業一體適用有關法律法

規即可。 

《外國投資法》立法通過，將完全取代現行的「外資三法」。不

僅如此，新法生效前後，中國大陸必將全面展開涉及外資的法規清

理，修改或廢止與新法不一致的下位法或規範性文件等，其範圍之

廣、工程量大，對於已經在中國大陸的台商企業亦將必要做因應以及

釐清後續法律適用之影響。 

（二）變更外資管理模式 

取消現行對外商投資的逐案審批體制，採取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

面清單的外資管理方式，大幅減少外資限制性措施，放寬外資准入。 

負面清單模式的出發點是將國民待遇確立為原則，所有不符合國

民待遇的措施均須在特別管理措施目錄中列明，該目錄將成為外資准

入管理的統一依據。特別管理措施目錄中列明的不符措施必須來源於

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務院的決定，而不能由該目錄自身逕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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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投資法》的核心就是「准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這意

味著未來的行政審批將逐步取消，只剩下小範圍內的許可，將其列在

負面清單裡，而負面清單之外的領域將充分開放。企業要登記備案，

所有企業都要履行全面報告的義務。 

未來外資管理的基本體制將朝向最大限度地減少規範審批，構建

「有限許可+全面報告」的准入管理制度，實施企業全面報告制度，

資訊共用和公示制度，完善國家安全審查。 

（三）國家安全審查制度 

將外資併購、國家安全審查等重要制度納入《外國投資法》並進

一步完善。明確為消除國家安全隱憂可採取的措施等內容，並規定國

家安全審查決定不得提起行政覆議和行政訴訟。外資所擔心者，中國

大陸的國家安全審查制度尚缺乏制衡機制，既沒有美國制度下的總統

決定制和國會報告制，也沒有歐盟大陸德國和法國的司法審查制。在

這樣的情況下，是否就國家安全審查決定，不得提起行政覆議和行政

訴訟，值得思考。 

（四）切實轉變政府職能 

從過去重視事前審批模式，轉變為提供公共服務和加強事中事後

監管，大幅取消行政審批，加強投資促進與保護、監督檢查等制度。 

依據《外國投資法(草案徵求意見稿)》第 15條，外國投資者進入

中國大陸的投資方式，除了直接投資與併購之外，也更為擴大到不同

類型，包括：中長期融資；取得自然資源勘探開發或基礎設施建設營

運特許權；取得不動產權利以及通過合同；以信託等方式控制境內企

業或者持有境內企業權益。 

三、國家安全審查 

2011年以後，國務院辦公廳於發布的《關於建立外國投資者併購

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通知》以及商務所發布的《商務部實施外國投

資者併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的規定》對於國家安全審查有一初步

的相關規定。但這僅及於有關外資併購之場合。此次獨立一章作為第

四章納入《外國投資法(草案徵求意見稿)》，適用上將擴及所有投資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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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與方式，同時，其效力層級將從之前的規範性文件、部門規章等提

升為法律位階之適用。 

依據《國家安全法》第二條：「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權、

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

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

的能力。」 

國家安全是國家的基本利益，是一個國家處於沒有外部威脅和侵

害，也沒有內部混亂和疾患的客觀狀態。當代國家安全包括 10 個方

面的基本內容，即國民安全、領土安全、主權安全、政治安全、軍事

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態安全、資訊安全。然而，

事實上國家安全是一個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內容相當的抽象與空泛，

定義也是浮動的。這次針對外國投資者的界定將更為具體。 

四、現行的國家安全審查制度 

中國大陸現行國家安全審查制度的法制基礎，包含：《反壟斷法》

第 31條、《關於建立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通知》以

及《商務部實施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的規定》。 

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的「範圍」，依據《關於建立

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的通知》，以下併購行爲都必

須接受相關部門的審查： 

（一） 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内軍工及軍工配套企業，重點、敏感軍事設

施周邊企業，以及關係國防安全的其他單位。 

（二） 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内關係國家安全的重要農産品、重要能源和

資源、重要基礎設施、重要運輸服務、關鍵技術、重大裝備製

造等企業，且實際控制權可能被外國投資者取得。 

然而，中國大陸從未公布國家安全審查的重點行業目錄，可見國

家安全審查的範圍，仍存在於行政機關自由裁量的範圍之內。 

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的「內容」，同樣依據《關於

建立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的通知》，對併購行爲實

質影響的評估主要從以下 4個方面考察： 



 

•105• 

（一） 對國防需要的國内産品生産能力、國内服務提供能力和有關設

備設施的影響。 

（二） 對國家經濟穩定運行的影響。 

（三） 對社會基本生活秩序的影響。 

（四） 對涉及國家安全關鍵技術研發能力的影響。 

但是，在實務上，這些標準仍缺乏可操作性，且行政機關運作的

透明度不高，因此，將造成外資進入非常高的經營成本。 

五、外國投資法的國家安全審查制度 

《外國投資法（草案徵求意見稿）》第四章為國家安全審查，自

第 48條至第 74條共 27條。依據《外國投資法（草案徵求意見稿）》

第 48條：「為確保國家安全，規範和促進外國投資，國家建立統一的

外國投資國家安全審查制度，對任何危害或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外國

投資進行審查。」 

可見，國家安全審查的「範圍」將可能適用於「任何危害或可能

危害國家安全的外國投資」，而並未將其局限於外國投資者將可能取

得境內企業實際控制權的情形，亦未限制其可能適用的重點行業。儘

管中國大陸一直未能公布國家安全審查的重點行業目錄，此一部分在

立法過程中，其所將涉及之行業範圍與領域，將受到更大的關注。 

又依據《外國投資法（草案徵求意見稿）》第 32條「外國投資主

管部門應從以下方面對外國投資進行准入審查： 

（一） 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二） 是否符合特別管理措施目錄規定的條件； 

（三） 對能源資源、技術創新、就業、環境保護、安全生產、區域發

展、資本專案管理、競爭、社會公共利益等的影響； 

（四） 對於行業發展的實際影響與控制力； 

（五） 國際條約義務； 

（六） 外國投資者及其實際控制人的情況； 

（七） 國務院規定的其他因素。 

由此可知，國家安全審查的「因素」或「標準」，重點多是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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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投資對國家安全、能源資源、技術創新、環境保護、就業等社會公

共利益，以及外國投資者和實際控制人情況，對項目進行考量，而不

再將審查重點放在外國投資企業內部的治理結構和決策程序。 

但是，每一項審查因素的表述均相當空泛，未能提出具體的審查

標準和方法，例如：審查因素的就業、資本項目管理、外國投資者及

其實際控制人情況等，故有學者認為應增訂國家安全指南，使審查的

標準更為明確。 

因此，在國家安全審查範圍擴大且適用標準又不明確的情況下，

任何一個外國投資項目都有可能進入國家安全審查程序，從而導致行

政機關監管的不透明和不確定性。 

外國投資法（草案徵求意見稿）目前仍在討論、審議的階段，立

法程序尚未完成，而外資時至今日仍持續觀望、使力，我認為國家安

全審查制度規範的確會引發外資的擔憂，而外國投資法最終的立法結

果將值得我們做深度的關切。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楊宗霖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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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蟑螂與市場競爭 

講座：臺北大學經濟學系邱助理教授敬淵 
日期：104年 9月 22日 
場次：10410-288 

 

壹、專利蟑螂 

一、專利戰場：智慧型手機 

專利在當前市場競爭的重要性，以

及專利戰場的慘烈，可以由 2009 年以來的全球智慧型手機專利訴訟

戰得知一二。這場持續數年的戰爭波及世界各大、小廠商－擁有專利

的廠商可以提起告訴，而製造產品的廠商則有可能成為侵權被告。在

市場上擁有專利而沒有產品的這一類廠商，因為可以告人而不會被

告，通常會連結到所謂的「專利蟑螂」。 

二、專利 

（一）專利的用途 

一般而言，專利制度的目的在於獎勵創新、保護發明。當專利權

人的權利受侵害時，可以對他方提起侵權告訴。一旦告成之後，又依

照專利權人本身的商業模式，可以選擇發揮禁制令的效果，排除他人

使用該項發明；或者不排除他人使用，但是藉由禁制令增加談判授權

金時的議價能力，以獲得更高額的授權金。 

（二）專利權人 

1. Practicing/operating companies 

此類廠商包括 Apple、Samsung、Microsoft 等，基於生產、銷售

產品或提供服務的商業模式。這一類廠商在贏得侵權訴訟後，可能選

擇以禁制令排除其他競爭者。然而有時也會考量到專利訴訟為公司帶

來的負面形象，因此並不會輕易地提起告訴。此外，在被其他同類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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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控告侵權時，他們則會藉由所謂的防禦性專利策略（defensive 

patenting）來進行防衛。 

2. 獨立發明人、大學、研究機構、專利授權公司 (patent licensing 

firms) 

此類專利所有權人沒有產品，不會被告，也無法在商品市場產品

及服務獲利，因此他們控告侵權的目的在於收取權利金，而非以禁制

令排除競爭者。 

3. 新創企業（startups） 

創投公司通常會以專利衡量新創企業的創新績效(milestones)，以

決定是否對於新創企業挹注資金。 

貳、專利蟑螂在美國 

一、商業模式與爭議 

（一）基本型商業模式 

專利蟑螂基本的商業模式為購買專利、控告侵權、尋求和解。科

技大廠如Microsoft、RIM、Google、Intel等往往成為只擁有專利、沒

有產品的小廠商的侵權訴訟對象。加上無法以防禦專利策略反控這些

小廠商，高額賠償金時有所聞。對於這種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局面，

學界與業界衍生出兩種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小廠商根本是專利蟑

螂，沒有生產商品，對社會沒有貢獻；反之有人認為，小廠商的作為

是在捍衛專利發明者的權利，此二看法至今依然適用。 

（二）爭議 

專利蟑螂的問題在近年越發受到注意。根據 Bessen、Meurer、Ford

三位學者在 2011 年的估計，以侵權訴訟被告敗訴後股票價值下降的

程度衡量，專利蟑螂在美國每年所創造的社會成本約 800億美元。同

時，專利蟑螂的商業模式也出現一些變化。 

1. 商業模式變型 I：薄利多銷 

首先，專利蟑螂的侵權訴訟目標不再限於大廠商，同時擴大打擊

面，攻擊更多小廠商及下游使用者。例如咖啡店業者裝設無線網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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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使用，即有侵犯專利權的可能。這些初次遇到專利訴訟的小廠商

根本不預期成為被告，且本身不具備相關法律背景，甚至無法支應訴

訟上的成本。但專利蟑螂實際上請求的金額並不高，而是抓準被告大

多不願上法庭而希望以和解了事的弱點，讓雙方迅速達成和解，形成

「薄利多銷」的手法。 

此商業模式所引發的爭議除了影響面大之外，專利蟑螂所獲得的

和解金往往反映的是被告不願上法庭所願意忍受的最高金額，與本案

最終是否構成侵權行為並沒有關係，因此無法彰顯專利在技術進步上

帶來的價值，有違專利制度保護發明、促進社會進步之意旨。 

2. 商業模式變型 II：與 practicing companies 合作/勾結（混和種蟑螂） 

舉例而言，根據報導，Apple將專利權移轉給一間小廠商 Digitude 

Innovations，再由 Digitude Innovations向 Apple的競爭對手，例如：

Nokia、Samsung、LG、HTC、Sony、Motorola、RIM 等提起侵權訴

訟。從市場競爭的角度觀察，Apple 藉此提高競爭對手的成本，增強

自己在市場上的優勢地位。 

此外，如果混和種專利蟑螂經由 practicing companies取得標準基

礎專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後，可能違反取得標準基礎專利所

應遵守的規範，例如不以合理、公平的價格提供專利權給予產業界內

所有的需求者，形成市場競爭上不公平的現象。 

（三）專利蟑螂的成功之道：美國專利制度的缺陷 

專利蟑螂在美國的成功，以及其他地方的經驗，往往與當地的制

度特點有關。 

1. 訴訟成本高 

除了美國律師費昂貴之外，美國在訴訟上有所謂的「事證開示」

(discovery)，兩造律師於訴訟開始時必須蒐集證據。侵權訴訟的被告

必須負擔高額的成本證明自己沒有侵權行為，例如提出大量文件說明

產品的發明與設計。反之，專利蟑螂大多透過買賣取得專利權而非專

利的發明者，也無須證明產品如何發明，事證開示的成本相對較低。 

2. 專利審查品質低 

相對於歐洲，美國專利審查的案件量大、品質低，因此專利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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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較為容易，造成專利取得有時無法反映發明者對於社會的貢獻，同

時給予專利蟑螂更多生存的空間。 

3. 專利範圍界定模糊 

此為技術面的問題，特別是在軟體界，許多專利書上的名詞在業

界尚未達成共識，導致被告在閱讀專利書之後，無法明確得知自己是

否有侵權行為，考量上法庭風險的不確定性後，傾向與專利蟑螂和解。 

4. 專利權移轉未強制登記 

專利權的移轉並未強制登記，使得專利蟑螂較易隱藏其專利組合 

（patent portfolio），並讓混種蟑螂與 practicing companies 之間的勾結

合作較不易被發現。這些都增加了可能被控侵權廠商在事前清查侵權

風險、做好授權談判的難度，對專利制度促進技術移轉的目的並無貢

獻。 

二、 FTC-DOJ 2012 Workshop：Patent Assertion Entities Activities 

有鑑於專利蟑螂對美國創新與一般商業活動的影響擴大，美國聯

邦交易委員會與司法部於 2012 年聯合舉辦專利蟑螂研討會，參與者

遍及產、官、學界。 

（一）學術界 

法律學者Coleen Chen教授提到 2010年專利蟑螂的訴訟占全體訴

訟的 29％，2012年提升至 61％。而有趣的是，專利蟑螂其實早在 19

世紀美國的農業、鐵路業就已經出現，當時鐵路業聯合組成聯盟共同

對付專利蟑螂，達成不與專利蟑螂和解的共識。 

經濟學家 Carl Shapiro教授認為，我們不應該專注於專利蟑螂的

身分角色，而是他們的行為與金錢流向。如果專利蟑螂所得到的收入

最後回饋給當初的專利發明者，則符合專利制度保護發明的目的。反

之，若大部分的收入最後進到專利蟑螂或律師的口袋，就沒有達到專

利制度的目的。事實究竟是前者或後者，我們並不知道，還需要更多

資料以及實證研究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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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界 

產業界包括專利授權公司與 practicing companies，所持的觀點基

本上也分為兩種。反對專利蟑螂認為專利蟑螂故意隱藏專利權，增加

事前授權難度；而 practicing companies藉由混種蟑螂提高競爭對手成

本、削弱市場競爭；或者藉由轉移標準基礎專利來規避原專利權人的

承諾等等，這些行為都危害創新。支持專利蟑螂者的論點則包括專利

蟑螂增加專利次級市場的流動性、提供專利變現（monetization）服務，

藉由較高流動性提升專利的價值，進而達到鼓勵創新的目的。 

（三）專利蟑螂到底是好是壞？ 

專利蟑螂的整體影響，最後必須藉由實證資料來判斷。根據美國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在 2013年所提出的報告，從 2007年

到 2011 年，專利蟑螂訴訟大約占全體訴訟的 20％，與 Coleen Chen

教授所提出的 61％到底哪個正確，還有待釐清。值得提醒的是這些資

料皆是指在法院有登記案號的訴訟資料，如果進到訴訟前就已經和解

的案件，根本不會有案號。再者，我們在引用訴訟資料時，時常會遇

到非隨機樣本的問題，某些案件本身容易進到法院，有些則易於和

解，於是我們無法用訴訟資料代表全體，但要校正訴訟資料又有其難

度，因此現實仍是一團迷霧。我們需要有更進一步、更細緻的研究方

法來了解專利蟑螂的現象。 

三、美國專利法翻修進行式 

（一）近年美國專利法修法重點 

2011年，美國國會已大幅修改專利法 America Invents Act (AIA)，

其後因為專利蟑螂與其他問題，又再次討論修法。到了 2013 年，許

多與專利相關的法案被提出，其中 Innovation Act看起來是最容易通

過的，經由眾議院通過，但在參議院被擋下。 

2015年，同一批人捲土重來，提出與先前類似的法案，針對專利

蟑螂進行專利法改革，修法重點如下： 

1. 強制揭露資訊 

原告必須提出自己有哪些專利、以及被告的產品為何侵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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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 

2. 限縮事證開示 

由於事證開示的成本高，因此不須在訴訟開始時立刻進入事證開

示的程序，而是訴訟進行到某個階段時，才進行事證開示，以減輕被

告的負擔。 

3. 輸家付費 

由輸家負擔對造的律師費。事實上美國現行專利法已允許在某些

特殊的情況下，授權法官要求輸家負擔對造的律師費。 

4. 下游使用者保護 

由於下游使用者缺乏資源且廠商分散，使得專利蟑螂「薄利多銷」

的手法容易成功。因此法案提到，在下游使用者成為被告時，由提供

下游使用者產品的製造商介入，與專利蟑螂進行訴訟，將訴訟集中在

提供產品的製造商與專利蟑螂之間，藉此避免專利蟑螂亂槍打鳥。 

上述修法提案影響將擴及所有專利權人，而非僅限於專利蟑螂，

因此大學、生技製藥業、創投業、小型企業等紛紛公開表示反對，故

今年美國專利法的修正通過有其難度。 

根據 2015 年 9 月 3 日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在聯邦立法迄今窒礙

難行的情況下，共有 27州轉向「自力救濟」，通過州法案，藉由「消

費者保護法」對付專利蟑螂：「如果被告相信專利蟑螂提起訴訟有明

顯的錯誤，且專利蟑螂的行為有嚴重侵害專利權的狀況時，被告可以

向州法院反告專利蟑螂。」相反地，亦有主張認為專利法是聯邦的權

限，州立法將侵犯到聯邦的權限。 

（二）專利法的提案內容是否對症下藥 

1. 修法方向與預期效果 

前述修法內容大致包括揭露資訊與鼓勵被告反擊等兩個方向。對

於前者，一般而言，經濟學家認為資訊愈多、愈清楚愈好，故此方向

就對付專利蟑螂的效果並無太大爭議。對於後者，透過限縮事證開

示、輸家付費、使用者保護等方法，有效降低被告的訴訟成本，削弱

被告和解的誘因，勇於向專利蟑螂反擊。 

真正釜底抽薪的方法是使專利蟑螂的專利無效和防止專利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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蟑螂的手中，例如防禦專利聚集者 (defensive patent aggregators)專門

購買專利但是不會告人。但是這個方法的問題在於當他們花費成本

時，會使所有人被專利蟑螂告的機會降低，所有人都得利。此時會衍

生出打蟑螂是公共財的問題，沒有人願意花成本打蟑螂，所有人都想

要搭便車。 

2. 防禦型專利的兩難 

事實上，輸家付費是否能達到立法目的也有待考慮。在專利蟑螂

勝訴機率不高的狀況下(有資料顯示，專利蟑螂案件進到法院後，僅

有約 8％成立侵權)，輸家付費代表有極大可能專利蟑螂必須負擔對造

律師費，使得專利蟑螂的訴訟成本增加。反之，被告的訴訟成本下降，

將使得被告的和解意願下降。此時雙方最終的和解金額將減少，專利

蟑螂的利潤下降。利潤下降促使廠商攫取專利、成為專利蟑螂的誘因

下降，可進一步減少專利蟑螂的數量。這是輸家付費的改革理論基礎。 

但是，隨著專利蟑螂利潤下降、專利蟑螂數量減少，可能被控侵

權廠商所受威脅降低，這些廠商進入市場投資的誘因接著回升。這表

示專利蟑螂可以攻擊的對象變多，進而使得專利蟑螂的利潤回升。後

者將削弱輸家付費一開始的效果，因此輸家付費對專利蟑螂的整體影

響並不確定。 

3. 反競爭行為 

在反競爭行為之中，未來值得注意的是混種型專利蟑螂與

practicing companies合作、勾結的部分。專利蟑螂本身沒有產品，在

產品市場上並無獨占力量，而專利是一種技術，因此理論上我們應建

立「技術市場」，衡量專利蟑螂在技術市場的獨占力量。但是在專利

範圍界定模糊的狀況下，如何衡量獨占力量？又如何應用過去各種反

競爭行為的理論？目前尚無一個明確的方法，有待經濟學界繼續努

力。 

參、專利蟑螂在臺灣：臺灣有專利蟑螂嗎？ 

在上述美國 FTC-DOJ 的聯合專利蟑螂研討會中，許多人認為基

本上專利蟑螂是病徵而非病因，是由於專利生態系統中發生某些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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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問題，進而出現專利蟑螂，例如訴訟制度的問題、專利審查品質

的問題等。 

專利蟑螂被大家所詬病的原因之一，在於他是一種競租行為（rent 

seeking），沒有創造任何社會福利，逐利所生的成本對社會有負面影

響，然而其前提要件為，專利系統、產業環境能夠產生租，使得專利

蟑螂「有租可競」。 

根據相關資料顯示，在臺灣目前的環境下，似乎不存在專利蟑

螂。檢討臺灣專利制度運行現狀，相對於美國，臺灣訴訟成本不高，

專利權人被判決專利有效且侵權成立的勝訴率不高，侵權賠償金額也

不高。因此，在臺灣的專利制度之下，專利蟑螂的專利並無法有效嚇

唬被告、逼迫和解。養不出蟑螂本身或許是一件好事，但是這樣的生

態系統是否同時能促進創新，卻是我們下一步必須思考的問題。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楊宗霖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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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專利、專利聯盟與市場競爭：國際
專利市場演變及我國專利布局策略 

講座：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劉院長尚志 
日期：104年 11月 3日 
場次：10412-290 

 

壹、前言 

我國科技公司在美國進行專利訴訟

的比例非常高，依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

會（USITC）近 30 年統計，臺灣廠商涉案專利訴訟高達所有案件之

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某些產業（如平面顯示器）在美國聯邦法院的

訴訟則更高達八成。知識經濟的發展與專利市場的興起是一項無法避

免的國際趨勢。許多科技公司針對智慧財產、專利業務另外成立新的

公司，進行專利交易、授權與專利訴訟的行為，專利事業體（NPEs: 

Non-Practicing Entities）大量出現。 

專利事業體的商業模式非常多樣，加上專利訴訟的行徑猖獗，引

起美國政府與許多大企業的高度關注，展開立法的動作，但這幾年來

十幾個相關法案在參議院與眾議院迄今皆無法通過。在高度資本主義

的社會之中，將大量資產集中並且加以經營，現階段是無可避免的行

為，政府很難加以干預。因此到目前為止，無論立法或訴訟案件的發

展，對專利事業體的影響都不是很大。 

專利事業體的問題也並非是全然負面的，許多擁有專利的國內外

大學、學術單位無法單獨面對專利侵權的問題，往往都是委託這類單

位或事務所來捍衛自己的權利，例如我國的國立成功大學、美國的麻

省理工學院、波士頓大學等。除此之外，我國科技產業一直以來所展

現出的科技能量非常強大，如果能夠培養我國的專業機構，捍衛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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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我國科技與專利的價值，這對我國的科技與產業發展而言，有相當

大的貢獻。 

臺灣相對於其他國家較小，但根據工研院指出，我國的通訊專利

能夠占國際標準專利聯盟的百分之四，如果臺灣能夠帶領國內廠商加

入國際標準專利聯盟，將使得臺灣全部廠商所負擔的總權利金下降，

因此在全球專利市場化及產業化的影響下，臺灣應該加入國際標準專

利組織，特別是在國際趨勢之下，我們不太能獨立於國際舞臺之外。 

貳、智慧財產法制與利用之演變：專利市場的興起 

專利制度的創設，有其根源，然而制度發展的進程，產生了無形

資產利用的變革，更造就了專利市場與產業的興起。我們觀察制度的

演變，可以分為幾個階段： 

一、創新侵害的防止（Infringement Gatekeeper） 

專利制度設計之出發點在於保護創新，並透過發明的揭露，讓產

業更為進步，因此防止創新技術遭受他人非法的侵害，使人保有創新

的誘因，是制度設計的關鍵。以傳統觀點來探討專利制度，相當著重

於專利申請、權利歸屬、侵害的防止等。 

二、產業供應鏈的控制（Supply Chain Control） 

專利在產業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專利權利的態樣，包含製

造、使用、販賣、販賣邀約及進口等，本來就授予權利人多樣的利用

方式，可影響企業研發、製造、行銷及維護諸多行為。近 20 年來專

利授權的規範，在美國法的主導下，對於權利人可彈性運用的空間擴

張了許多，使得授權關係變成相當不對等，如此一來將使得專利權人

進一步取得對整個產業供應鏈的控制力。 

三、專利市場興起（Patent Market） 

除了專利事業體（NPEs）外，各種專利集結（Aggregator）、專利

聯盟（Alliance）、專利集管（Patent Pooling）等新的類型也大量出現，

造就專利市場與產業的興起，也將逐漸構成競爭法關切的行為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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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參、專利事業體（NPE/PAE）之經營模式 

一、專利事業體（NPEs）或專利爭訟體（PAEs） 

專利事業體專職於智慧財產權的經營，其專利的持有並不以製

造、生產為目的，所呈現的組織有各種型態，可能是企業組織內部之

附屬事業單位、獨立公司、法人、私人個體及學術單位等，例如：

Intellectual Venture（IV）、Tessera、InterDigital、WARF等。 

專利事業體也常被稱為 Patent Trolls與Mass Aggregators，Patent 

Trolls 目前有若干翻譯稱為專利蟑螂、專利流氓、專利怪獸等，係指

專門負責收購專利，並藉由專利交易、授權或訴訟獲取利益的事業

體，由於本身並不從事製造、生產，因此不會成為專利侵害的被告。

由於近 10年來 NPEs在美國快速增加，不但對大企業追索權利金，近

來因為透過訴訟為手段，也對中小企業干擾不斷，因此也被稱為專利

爭訟體（PAEs: Patent Assertion Entities）。至於Mass Aggregators顧名

思義則是大量累積專利的事業體，有些企業為了降低專利蟑螂攻擊的

風險或增加專利利用的群體效應，組成聯盟或委由某一單位經營。不

過這些操作型的定義並不嚴謹，NPEs、Patent Trolls 與 Mass 

Aggregators名稱往往交錯使用，典型如 IV，既是 NPE，也是一個Mass 

Aggregator。 

專利市場的失靈主要是基於資訊不對稱與不確定性，許多的專利

發明者或是事業並不知道利用專利的對象及產品，無法進行利用價值

與效益的評估；於是專利事業體有了生存發展的空間，採取法律與營

運途徑，獲得過往傳統專利管理無法取得的利益。 

美國依據研發創新及智慧財產權的發展，將市場分為 3類，分別

是：研發或創新市場（R&D or Innovation Market）、技術或專利市場

（Technology or Patent Market）以及產品市場（Product Market）。專

利事業體依其商業模式，也大致可分為 3類，第一類的專利事業體專

注於專利市場，例如 Acacia Research Corporation，第二類專利事業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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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涉及專利市場外，本身還進行研究發展的業務，例如 InterDigital，

第三類專利事業體除了跨足專利、研究發展的市場外，同時進入產品

市場，從事製造生產，許多大企業也都有類似的狀況，其中高通

（Qualcomm）是常被提及的。 

二、美國立法及訴訟案例發展 

近年來，專利蟑螂快速增加，尤其在美國市場上追索大公司的利

益外，許多中小企業也成為攻擊的對象，在眾多的反彈聲浪下，美國

總統 Obama 轉而積極嘗試透過立法處理，也呼籲司法單位透過審判

降低其負面作用。 

美國立法及司法的方向，大致為提高訴訟成本及揭露資訊，例如

專利訴訟費用應由敗訴的一方（專利蟑螂）負擔；在專利訴訟的過程

中，盡可能揭露權利人的真正身分，讓法院及陪審團得悉影武者及其

爭訟目的等。這些立法與司法或許有些能夠遏止專利蟑螂的猖獗，但

也同時影響到需要專利事業體協助的單位，例如許多大學、學術機構

或新創中小事業等，無法負荷處理專利侵權的費用，必須仰賴專利事

業體的協助維護自身權益，因此各類相關法案在參議院與眾議院都面

臨相當多的反對聲浪，截至目前國會皆未通過任一法案。 

肆、標準專利聯盟（SSO、SEP、FRAND）：規範與訴訟 

一、標準專利聯盟 

目前不同型態與規範的標準制定組織（SSOs: 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s）非常多，其共通之規範大致為某一技術被選為標準時，

該組織必須揭露相關之標準必要專利（SEPs: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有授權的義務，以及成員間必須公平、合理與無差別待遇

的授權（FRAND: 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Licensing 

Term）。至於各有標準專利的企業或單位，組成標準專利聯盟，處理

授權事項也是常見的。依據交大科技法律學院的實證研究，在標準尚

未制定之前，各企業為推動本身技術成為市場標準，較容易形成聯

盟；一旦標準制定完成後，擁有大量專利的企業不見得有意願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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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組成聯盟，如此聯盟能夠發生的影響相對不高。 

二、標準專利聯盟與競爭法 

在標準專利聯盟中，競爭法是一項相當重要的爭點，到底如何才

能夠符合公平、合理與無差別待遇的授權？除此之外，美國主管機關

認為不應該管制權利金的多寡，如有價格過高的情形，則會有新進者

加入競爭，市場自然會有所調整；歐盟則採取相對積極管制的立場，

例如權利金高於平均利潤的兩成時，可能被認定過高；而日本則有一

套產業標準規格來規範各項產業專利授權的權利金，針對不同的產業

進行授權權利金的調整。一般而言，標準專利聯盟權利金計算所考量

的因子，正向因子包含：專利技術的價值（對該標準的重要性、對相

關產品的重要性）、類似專利或標準之授權等，負向考量因子則包含：

替代技術、專利箝制、權利金堆疊等。 

過去專利被認為能夠賦予事業獨占力量，與競爭法促進市場競爭

的立法意旨有根本上之衝突。然而 2000 年以後，美國競爭法主管機

關（FTC及 DOJ）的態度有所轉變，認為專利法與競爭法並非相互衝

突而是相輔相成，兼具保護發明人與促進市場競爭的目的，如果專利

的價格不合理，自然會有新進者進入市場予以競爭。 

2000年以後，專利集管（Patent Pooling）的競爭管制問題也浮出

檯面。早年 SSO 雖然制定技術標準，卻不負責認定會員提出之專利

是否就是標準專利，與其相關之權利金也不予介入。如此制定技術標

準後，隨後的爭執多數就只能透過司法處理，常造成會員的困擾。歷

經演變，有些標準專利聯盟已經設立判斷是否為標準專利的單位，協

助判斷標準技術與專利的合致性；此外有些聯盟更進一步頒布政策，

約定擁有標準專利的成員，在權利金協商無法合致時，不得在法院提

起初步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我國為定暫時狀態處分）等。

此外，一旦加入標準專利聯盟，成員的標準專利就必須同意授權，因

此原則上成員之間沒有專利侵權的問題，只有授權金多寡的問題，換

言之，以我國民法觀點而言，這是債權契約的問題，並非物權侵害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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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過去的幾項重要事件與判決，可以觀察到美國競爭主管機

關態度的改變： 

․ FTC v. Rambus案：積極介入標準制定組織及其成員的行為。 

․ 2003 年「促進創新：競爭和專利間法律與政策的衡平」報告司

法部對 VITA、IEEE等標準制定組織的商業審查函。 

․ 2007 年「反托拉斯執行與智慧財產權報告：促進創新與競爭」

報告。 

․ 2011 年 FTC 智財巿場發展報告（Injunction & ITC Exclusion 

Order）。 

․ 2013 年聯邦貿易委員會與 Google 公司及 Motorola 公司達成和

解。 

․ 2013 年司法部與專利商標局「自願性 FRAND 承諾標準專利救

濟政策聲明」。 

美國司法部對於標準專利聯盟組成之申請，有幾個面向的審查態

度，首先，標準專利聯盟的專利集中授權管理，透過減少專利權人與

專利被授權人交易時間與費用，可以有效節省相當多的交易成本。 

其次，設計良好的標準專利聯盟之授權機制，有助於促進市場競

爭及降低反競爭風險，例如： 

（一） 專利組合僅限於技術上的關鍵專利。 

（二） 標準專利聯盟僱用獨立專家進行專利審查。 

（三） 專利組合清單有助於潛在的被授權人了解授權內容。 

（四） 被授權人可自由選擇向標準專利聯盟或單獨向標準專利權人

取得授權。 

基於前述理由，美國司法部對於申請案件所提議之商業行為或合

作，不會提起訴訟，但如果於合作或行為實行後有限制競爭之影響，

美國司法部仍保留起訴之權利。 

近年來，有些新的聯盟模式正在測試法律可以容忍的程度。例如

IPXI（Intellectual Property Exchange International），其提出的專利授權

模式有以下幾點特色： 

（一） IPXI提供專利權授權與貿易的交易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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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PXI會對於有問題的專利進行審查。 

（三） 依標準契約提供單位許可權（Unit License Rights，簡稱 ULR）。 

（四） 一個 ULR生產一個產品。 

（五） 購買 ULR超過生產者的需求，可在 IPXI平臺上銷售。 

美國司法部認為其專利授權模式的優點在於，藉由透明的授權及

減少雙方協商議價的成本，增加授權效率、使價格透明化與集中

ULR，有助於專利被授權人減少取得授權的時間與費用、減少權利金

的堆疊、除去授權阻礙及技術整合等，有促進競爭之利益。 

然而美國司法部對於本案亦有幾點疑慮： 

（一） IPXI 的專利授權模式包含替代性專利，有類似聯合行為的疑

慮，可能使得權利金增加，且降低技術競爭。 

（二） 具競爭性之 ULR制定一致性條款，允許 IPXI成為其共同代理

人，而鼓勵降低 ULR競爭，以共同獲取利益。 

（三） 具競爭性敏感資訊的分享可能促進價格協調，降低下游巿場的

競爭。 

（四） 營運模式涉及數個產業，其間存在不確定性，尤其一個 ULR

及每一個技術授權範圍存在許多變化。因此，上述情形均可能

有害於市場競爭。 

基於前述理由，對於廣泛性集體專利授權活動，美國司法部拒絶

給予事前許可。 

伍、臺灣專利制度發展及參與國際 SEP 聯盟 

一、專利制度與知識產業的演進（Evolution of Patent System and 

Knowledge Industry） 

專利制度與知識產業的演進大致上可分為幾個階段： 

（一） 專利法制結構變革（Structural Changes of Patent Law and 

System） 

（二） 以專利為競爭工具（Legal Instrument） 

（三） 智財法院統一法制標準（Uniform Standards: IP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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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智財交易市場（Spot IP Markets） 

（五 ）知識產業（Knowledge Industry） 

我國在 2008 年 7 月成立智慧財產法院，由前 6 年的實證研究可

以發現，專利民事一審案件勝訴率約 12~20％，至於專利權利人敗訴

的統計中，因專利無效而敗訴的機率有六至七成，而在無效的專利

中，有八成的專利被認定不具有進步性。由此可知，我國專利權人勝

訴率低、專利被判定無效的數量相當大，其中專利的進步性因素扮演

舉足輕重的角色。這些訊息多少透露出我國國內專利發展的情況，然

而臺灣的科技產業，過去 30 年來在美國進行的專利訴訟，與國內企

業的訴訟有相當不同的形貌與經驗，打國際盃與臺灣市場競爭有不同

的能量與做法。大抵而言，我國目前大致處於智財法院統一法制標

準，並逐步形成交易市場的階段，而美國則位於智財交易市場及知識

產業的階段。 

二、專利布局 

常見的專利行使方式可分為以下 3種： 

（一） 訴訟：專利權人投入費用相對較高，回收金額通常不見得足以

彌補其投入，但可以做為策略性應用之手段，也有效維護公司

商譽，有殺一儆百的作用。 

（二） 自行授權：專利權人投入費用相對較低，但所獲得的回收金額

應視專利的優缺點、專利權人的談判能力而定。 

（三） 專利聯盟：是否加入聯盟，專利權人依據各自的實力與產生的

效益而有其判斷。雖然加入聯盟有成本，回收的金額由聯盟議

定，但是對於不具絕對優勢的事業體而言，能夠集結整體力

量，有效降低權利金談判的交易成本，是活化利用專利的重要

管道。 

在產業生態變局下，專利布局格外重要，我國科技產業的技術發

展與製造的量能相當龐大，在專利市場中仍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如

果能夠透過技術與專利的有效利用，進一步參與國際專利標準專利聯

盟，透過國際空間發展知識產業，對臺灣的產業與經濟有其特殊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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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與意義。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楊宗霖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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