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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第 1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議程

主辦單位：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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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北平東路30號2樓（台北捷運善導寺站6號出口；紹興北街、北平東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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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25

11:25~11:35

　　論文3： 智慧財產權之行使與不公平競爭—由〈 .tw〉網域名稱註
冊爭議，論商標權行使與不公平競爭

　　報告人： 周　天（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兼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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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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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4：各國競爭法對能源產業之研究
　　報告人：陳汝吟（玄奘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劉連煜（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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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14:20
14:20~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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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拍賣市場為例

　　報告人：劉楚俊（中山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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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 I

開幕式　吳主任委員秀明開幕致詞

在場的各位貴賓、各位報告人、各位評論人、公平會的同仁、各位女士、各位先

生：大家早安！

很高興公平交易委員會第 1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的學術研討會能在今天舉
辦，這個研討會由來已久，猶記得我個人在第1屆的時候，很榮幸的也曾應邀來參與
報告，今天看到這個研討會能夠延續辦理 18 屆，並提供國內研究競爭法、經濟學、
企管、行銷等專家、精英一個非常好的交流平台，至感欣慰，也非常感謝各位多年來

的支持與熱誠的參與。

大家都知道公平會的角色是負責競爭政策的推動還有競爭法的執行，公平會成

立 18 年多以來，在各界的支持及本會同仁兢兢業業的努力之下，可以說在建立公
平交易的制度、執行公平交易法的力度、宣導公平交易的理念、還有進行國際競爭

法的交流上，都展現了相當的成果。公平會截至 99 年 10 月底總共收辦案件 34,684 
件、申報結合案件總共 6,493 件、請示案件解釋的案件總共 2,540 件、辦結的案件總
共 34,526 件，結案率是 99.54﹪，這些案件中經公平會認定違法而加以處分的總共是 
3,303 件，罰鍰金額高達新台幣 27.2 億元，在歷屆的先進、同仁努力之下，對於維護
我們台灣的競爭秩序發揮了相當的功能。

可是一個市場競爭機制的維護，除了政府的執法之外，還有賴深植競爭的意識

跟競爭的文化，如果一個社會從政府、到企業、到大眾，對競爭的哲學也好、觀念也

好、做法也好，沒有高度認同的話，那執法機關在執行競爭法時會面臨很大的阻礙，

這個阻礙不只是來自於具有市場力的事業，甚至會來自於政府內部，所以公平會必須

要採取多元的管道去宣導公平交易法，倡議競爭的對象不只是企業而已，同時也要對

政府、也要直接對消費的大眾來倡議競爭。舉個例子，譬如說當政府推出某個草案，

草案中有個條款規定某種費用要由政府來訂定統一的價格，或是由公會來訂定價目

表，這樣可能是政府某個單位希望透過法令來排除市場的價格競爭，此時公平會就會

在整個立法的過程當中，或在部會協商的過程中倡議競爭，希望市場的競爭機制不要

被排除，如果真的基於政策的考量或經濟的考量，市場的功能沒有辦法完全的發揮，

而必須採取管制途徑的時候，公平會也會倡議政府儘量用限制競爭最小的手段從事管

制，因為雖然是管制，但管制的手段還是很多元的，對競爭的影響還是有大小的不

同，所以我們對政府會倡議。對事業更是我們倡議宣導的主要對象，每一年我們的業

務處都會針對所負責的產業，進行公平交易法的產業座談會、規範宣導說明會等等，

對於消費大眾甚至是學生，我們也會辦理很多的活動，譬如說公平交易法訓練營、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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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演講等等，這些倡議競爭的活動，公平會責無旁貸。但是競爭文化的培養及競爭意

識的深植落實單靠公平會恐怕也是不夠的，而是要所有有志於推廣競爭機制的各界精

英、先進、人士，讓我們一起來共同倡議競爭，讓競爭的文化、競爭的思想、競爭的

制度、競爭的執行能在我們社會上更加的落實。而今天的研討會，事實上也是競爭倡

議重要的一環。

今天的研討會依三大主題分為三個場次進行，第 1 場是「不公平競爭與智慧財
產權」、第 2 場是「產業競爭與公平交易法」、第 3 場是「消費者保障與公平交易
法」，透過這三場深入的學術性探討，我相信對競爭法制度各方面的瞭解會有非常

深化的效果，今天的 3 場中總共要發表的是 8 篇的論文，這 8 篇中其中有 2 篇是本
會 99 年度的委託研究計畫報告，其他 6 篇則是來自於國內學者專家所提出之相關研
究論文，不管是委託研究計畫報告人或是另外投稿的 6 篇論文，本會都非常感謝報告
人的辛勞，這對於公平交易法治的深化將有重大的貢獻，我個人也希望在今天一天的

研討會當中，不只是報告人、還有評論人、還有在座的各位先進、各位女士、各位先

生，能踴躍的發言並提出寶貴的意見，以作為未來本會施政重要的參考。另外今天的

論文、評論也都會集結成冊，永久的保留，相信累積 18 屆的論文已經變成豐富的寶
藏，對於很多學者或學生在撰寫論文或參考各種跟公平交易法有關的資料方面，這一

套論文集會是很重要的一個參考知識庫。最後，謹再次感謝各位的光臨，也預祝今天

整天的研討會圓滿成功，並敬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一切平安，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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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觀點論競爭法對於加盟

關係之規範

顏廷棟
＊

中文摘要

本文探討之加盟關係議題，可從二層面加以觀察。在締約前之加盟招募過

程，由於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處於資訊不對稱之關係，是以加盟業主易於隱

匿重要交易資訊，以致引起交易相對人對於締約風險之錯誤評估。另一方面，

在締約後之加盟經營關係上，加盟業主若有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將迫使

加盟店接受不合理且不利益之交易條件。然而，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

目　次
壹、前言

貳、日本獨占禁止法禁止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

　　一、沿革

　　二、違法構成要件之分析

　　三、經濟觀點之分析

參、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對於加盟體系之處理準則

　　一、背景概述

　　二、加盟招募過程之規範

　　三、加盟經營關係之規範

　　四、小結

肆、我國公平法對於加盟關係之規範與檢討

　　一、規範定位與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處理原則

　　二、實務案例及評析

　　三、現行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處理原則之檢討

　　四、公平法應否介入締約後加盟經營關係規範之檢討

伍、結論

* 銘傳大學財金法律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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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之處理原則，僅止於締約前課以加盟業主資訊揭露之義務，似有規範不足

之缺失。有鑑於此，本文從比較法之觀點，並藉由對實務案例之評析，釐清現

行案件處理原則規範定位之疑義，進而檢討公平交易法應否介入規範締約後加

盟業主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期待本文提出之若干建言，有助於公平交易

委員會維護連鎖加盟之交易秩序並確保加盟市場之公平競爭。

壹、前言

依據經濟部商業司主辦，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所作「2009年提升連鎖
加盟總部競爭力計畫—連鎖加盟產業商業情報資料庫建置」（國內報告）之

統計資料顯示
1
︰西元（下同）2008年台灣連鎖加盟行業之產值約新台幣1.7兆

元，全國已有1,624家連鎖加盟企業總部（加盟業主），加盟店鋪數為7萬9,422
店，橫跨超過180種業態，以國土面積與人口比例而言，密度高居世界之冠。
然而，該報告同時指出，隨著加盟產業之蓬勃發展，卻也衍生出多樣類型的加

盟糾紛案件
2
。

一般而言，相對於擁有多年加盟業務經驗之加盟業主而言，有意經營加盟

店者多為欠缺專業知識之初次創業或中途轉業者，是以二者間顯然處於交易資

訊不對稱之關係。針對此現象，為防止加盟業主有濫用資訊相對優勢地位之行

為，致使交易相對人蒙受締約錯誤之風險，各國法制大都要求加盟業主於招募

過程負有充分揭露交易資訊之義務
3
。另一方面，不容忽視者，乃係加盟契約

通常具有定型化契約之性質，有關加盟經營事項之權利義務條款皆由加盟業主

單方擬定，是以在此締約地位不對等之情況下，加盟業主若有濫用交易上相對

1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2009年提升連鎖加盟總部競爭力計畫—連鎖加盟產業商
業情報資料庫建置（國內報告），10-11，經濟部商業司﹙2009﹚。

2 依據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之調查報告，國內常見之加盟糾紛案例，計有加盟金
糾紛、廣告不實、契約糾紛、未充分揭露重要交易資訊.、加盟店標示糾紛等類型，
參見前揭註1，38-43。

3 公平交易委員會在1999年9月公布對於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之處理原則，其中第4
點規範說明即表示：各國對加盟事業規範之立法例中，美國、日本、法國、加拿大
及墨西哥等國皆已立法要求加盟業主應定期揭露相關資訊，藉此有助於加盟體系重
要交易資訊之透明化。此外，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學者專家，針對美國、歐盟及德國
等國競爭法制對於加盟關係規範，作出研究報告，請參陳志民、趙義隆、吳瑾瑜，
公平交易法對於加盟契約適用之研究，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九十年度合作研究報
告二﹙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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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地位之行為，即有可能強迫加盟店接受不合理且不利益之交易條件。惟當

前各國競爭法制，對於如此濫用行為設有管制規定者，除日本獨占禁止法外，

其他國家似未見到有類似立法例
4
。

至於我國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對於加盟關係之規範
5
，在公平

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將加盟業主隱匿重要交易資訊之行為，定位為

同法第24條所稱「顯失公平行為」之概念下6
，同會訂頒之案件處理原則，即

明確規定加盟業主於締約前應當揭露重要交易資訊事項。不過，最近公平會對

此相關案件所作處分，高等行政法院認定其在適用公平法第24條規定有裁量權
濫用之瑕疵，引起本文對此加盟關係之研究動機。再者，公平會現行案件處理

原則對於加盟業主之規範，僅止於締約前課予資訊揭露之義務，並未介入規範

締約後之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如此有無規範不足之缺失？實值探討。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以下本文首先從比較法制之觀點出發，介紹日本獨占

禁止法有關禁止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之規範、日本執法機關對於加盟體系之

處理準則及運作狀況
7
。其次，針對我國公平會個案處分及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之爭議點，提出若干評析。基此評析意見，檢討公平會現行案件處理原則之規

範定位是否妥適、資訊揭露制度有無缺失、應否介入締約後加盟業主濫用相對

優勢地位行為之規範。最末，歸納本文研究心得，提供公平會增修規範及執法

4 德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第20條第2項，雖明文禁止事業或事業團體濫用其對中小
企業之相對優勢地位，惟該規定係屬同條第1項禁止差別待遇規定之擴大適用，並
非介入交易條件是否合理之規範，參見吳秀明，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435-452，
元照出版公司﹙2004﹚。另法國1986年12月1日「86–1243號價格與競爭之自由命
令」第8條第2項禁止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係指不當的拒賣、搭售、差別待遇
或斷絕交易關係等行為，亦非本文所謂不當交易條件之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參
見何之邁，公平交易法專論，546-554，自版﹙1993﹚。

5 依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處理原則第2點之定義規定，本處
理原則所稱加盟經營關係，係指一事業透過契約之方式，將商標或經營技術等授權
他事業使用，並協助或指導他事業之經營，而他事業對此支付一定對價之繼續性關
係。另該點規範說明表示，實務上將加盟型態區分為自願加盟、特許加盟及委託加
盟等類型，惟許多型式上類似加盟之經營型態，實際情形並未附隨後續之協助或指
導者，尚非本處理原則所稱加盟經營關係。

6 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4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7點
﹙三﹚2。

7 依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之處理原則」第2點、第4
點規範說明，公平會制定本處理原則，有關加盟關係之定義及加盟業主應揭露資訊
項目，乃係參考日本獨占禁止法相關處理原則及日本中小零售商業振興法第11條規
定。因此，從繼受法考察之觀點，本文即以日本法制為比較檢討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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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之建言。

貳、日本獨占禁止法禁止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

一、沿革

日本在1950年代初期，由於韓戰結束引起之經濟蕭條，促使大型企業為轉
嫁其事業經營風險，遂強迫有業務往來關係之中小企業接受各項不合理的交易

條件，導致中小企業界普遍發生經營之危機。有鑑於此，基於保護中小企業政

策之要求，日本政府爰於1953年修改獨占禁止法，在同法第19條明定：「事業
不得實施不公平的交易方法」，並增列第2條第9項第5款「不當的利用自己交
易地位」之禁止規定

8
。此外，依據同條項規定之授權，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

訂頒不公平的交易方法之一般指定第14項，揭示有5款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違
法行為類型

9
。

立法之初，執法實務對於該濫用禁止規定，僅係將其定位為補充規範之性

質，認為涉案行為在不成立其他不公平的交易方法違法類型之際，始有適用本

規定之餘地。然而，由於日本市場普遍存在著大企業與中小企業支配從屬關係

之產業結構問題，是以該濫用禁止規定之適用範圍，即由當初主要規範大企業

與委外承攬事業、大規模零售事業與供貨廠商之交易關係，逐漸擴及至金融機

關與貸款客戶、寡占廠商與一般零售商、專利技術授權及連鎖加盟體系等交易

關係，迄今已形成相關產業維護交易秩序之主要規範依據
10
。

在上述產業背景下，為進一步強化對此濫用行為之規範效果，日本政府在

2009年修正獨占禁止法，重新調整一般指定第14項之違法構成要件，並將其分

8 有關獨占禁止法對於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規範之立法沿革，參見公正取引委員会事務
局編，独占禁止政策50年史（上巻），69﹙1997﹚。

9 該一般指定第14項規定之5款濫用行為類型為：1.對於繼續性交易之相對人，令其購
買與該交易無關之商品或服務；2.對於繼續性交易之相對人，以利己之計算，令其
提供金錢、服務或其他經濟上之利益；3.訂定或變更不利益於相對人之交易條件；
4.除前三款所列行為外，課予相對人不利益之交易條件或其他情事；5.對於事業組
織為公司之交易相對人，要求該公司一定職務人員之選任，應事前依其指示，或事
後經其認可。

10 歷來有關獨占禁止法對於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規範之運作及問題點，參見高橋岩和，
「優越的地位の濫用と独禁法」，日本経済法学会年報，第27号・通巻49号，1-20
﹙2006﹚；根岸哲，「優越的地位の濫用規制に係る諸論点」，同刊，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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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改列於同法第2條第9項第5款、第6款第5目，以提升其法律規範位階11
。依據

此新修正之第2條第9項第5款規定，所謂濫用優勢地位之行為，係指：「利用
自己在交易上之優勢地位，違反正常的商業習慣，不當實施下列行為之一者：

1. 對於繼續性交易之相對人（包含新建立繼續性交易關係之相對人，以下
同），令其購買與該交易無關之商品或服務。

2. 對於繼續性交易之相對人，以利己之計算，令其提供金錢、服務或其他
經濟上之利益。

3. 拒絕受領相對人提出與交易相關商品之給付，或令相對人取回已經受領
給付之交易相關商品，或對相對人減少、遲延支付價金，或實施、設

定、變更不利益於相對人之交易條件。」

除上揭列舉之濫用行為類型外，同條項第6款第5目，另設有如是濫用行為
之概括定義規定：「不當利用自己在交易上之優勢地位與相對人為交易，而有

阻礙公平競爭之虞，且符合公正取引委員會指定之行為類型者。」
12

二、違法構成要件之分析

上揭濫用行為之定義規定，存在諸多不確定法律概念，是以適用本規定之

違法判斷標準何在﹖歷來即為學界與實務討論之焦點。相關論點，以下分別就

形式與實質構成要件說明之。

﹙一﹚形式構成要件

1. 優勢地位
依據通說見解，本規定所稱之優勢地位，僅需交易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

具有相對優勢性即已足，並不以該當事人擁有壓倒性之市場占有率或類似獨

占、寡占之絕對市場力為必要
13
。至於實務認定標準，則係從經濟依賴性之觀

點，認為當事人之一方倘未能與他方維持繼續性交易關係，將招致事業經營之

11 2009年獨占禁止法修法後，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為強化對於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
之規範，當前正草擬相關濫用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參見「優越的地位の濫用に関
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考え方」，http://www.jftc.go.jp/pressrelease/10.june/10062302.
pdf，最後瀏覽日期：2010/6/24。

12 目前公正取引委員會針對特定產業訂頒有關濫用行為之特殊指定者，計有「報紙業
特定之不公平的交易方法」、「特定運送人對於運送或受託保管物品特定之不公
平的交易方法」、「大規模零售業對於供貨廠商實施特定不公平的交易方法」，
http://www.jftc.go.jp/sosiki/hourei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0/6/24。

13 田中寿，不公正な取引方法─新一般指定の解説，89，商事法務研究会﹙1982﹚；
池田幸司，独占禁止法の理論と実務，240，青林書院﹙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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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因此對於他方當事人提出顯然不利益之交易條件，即陷於不得不接受之

情況下，此當事人間即存在有相對優勢地位關係
14
。

2. 正常的商業習慣
交易行為是否符合「正常的」商業習慣，一般認為應從維護或促進公平

競爭秩序之立場加以判斷；凡不符合此概念之交易行為，縱然該行為普遍存

在於商業界，亦未能獲得正當性之評價
15
。如此正常商業習慣之概念，學者有

從「經濟的公序良俗」觀點加以理解，認為競爭法禁止濫用優勢地位行為之規

定，可謂與民事法上禁止暴利行為、維護當事人雙方給付均衡、確保定型化契

約條款之公平合理等法理相通
16
。

3. 濫用
有無「濫用」優勢地位之評價要素，學界主要從經濟合理性之觀點，衡量

當事人對待給付之交易條件，是否存在利益與負擔過度不均衡之現象、有無

令相對人負擔無法預測之經營風險，或課予相對人「顯然」不利益之交易條

件
17
。至於實務相關處理準則，通常例示有各項不合理交易條件之濫用行為類

型，以供執法認定之標準
18
。

﹙二﹚實質構成要件

獨占禁止法修法前，依據舊法第2條第9項本文規定，濫用優勢地位行為構
成不公平的交易方法，以該行為具有阻礙公平競爭之虞（即學理所稱「公平競

爭阻礙性」），始足當之。所謂阻礙公平競爭之「虞」，不以該濫用行為已經

發生限制競爭之效果為必要，僅相當程度具備限制競爭之抽象危險性即已足。

如此抽象危險之概念，顯然欠缺客觀判斷標準。針對此問題，日本公正取引委

員會於2009年修法，爰刪除同項本文規定之「公平競爭阻礙性」要件，另於同
項第5款列舉具備實質違法性之濫用行為類型，凡符合該等類型之行為，即同

14 山田昭雄、大熊まさよ、楢崎憲安，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ガイドラ
イン，207，商事法務研究会﹙1991﹚。

15 田中寿，前揭註13，60。
16 渡部晃，「独占禁止法違反と公序良俗」，自由と正義，第147巻第5号，65
﹙1996﹚。

17 白石忠志，独占禁止法，208-209，有斐閣﹙2006﹚。
18 例如「大規模零售業對於供貨廠商實施特定不公平的交易方法」之特殊指定，即列
舉有不當要求退貨、不當要求貨款折扣、不當要求以低廉價格提供特賣商品、強迫
購買無關的商品、不當拒絕受領特別訂購之商品、不當使用供貨廠商派遣之員工、
不當收受經濟利益、對於不配合或向公正取引委員會提出檢舉之供貨廠商施以報復
措施等濫用行為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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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充足公平競爭阻礙性要件
19
。至於同項第6款第5目之濫用行為概括規定，則

仍然保留該「公平競爭阻礙性」要件，待有新生濫用行為類型，嗣由公正取引

委員會實質認定其違法性。

事實上，如何理解此公平競爭阻礙性之內涵，歷來即為適用本規定最大爭

議之所在
20
。就此問題，今村成和教授認為

21
：濫用優勢地位之行為，僅係當事

人在個別交易關係發生對待給付不均衡之問題，並未直接影響市場競爭秩序，

是以其公平競爭阻礙性，應從間接侵害自由競爭的觀點，著眼於該濫用行為同

時具有減損弱勢相對人、強化優勢地位當事人於市場競爭地位之效果。相對此

說，正田彬教授認為
22
：維護公平競爭之重要因素，在於確保事業擁有參與市

場競爭之營業自主權，是以濫用優勢地位行為與限制轉售價格、附排他或拘束

條件等不公平的交易方法，其公平競爭阻礙性同樣在於侵害事業活動之自由競

爭機能。

在上述主要學說見解之對立下，公正取引委員會於1982年公告「有關不公
平的交易方法之處理準則」

23
，則係採取折衷說之立場。該處理準則首先揭示

確保公平競爭之必備三條件
24
：(1)事業相互得為自由競爭，未妨礙他事業參與

市場競爭（自由競爭狀態的條件）；(2)事業依照價格、品質及服務之效能競爭
手段，建立市場競爭秩序（公平競爭手段的條件）；(3)交易主體對於是否交易
及交易條件，擁有自主的決定權（自由競爭基礎的條件）。

該處理準則進而強調，凡侵害此公平競爭三條件之一者，該行為即具備公

平競爭阻礙性。例如，限制商品轉售價格、限制銷售對象或區域，其公平競爭

阻礙性在於侵害自由競爭狀態的條件。又如，以欺瞞或強迫方式奪取顧客之

行為，其公平競爭阻礙性則在侵害公平競爭手段的條件。至於濫用相對優勢地

位，限制相對人交易自由之行為，其公平競爭阻礙性即為侵害自由競爭基礎的

條件。如此見解，普遍受到學界支持，迄今仍然居於通說之地位
25
。

19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優越的地位の濫用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考え方」（原
案），第4「優越的地位の濫用となる行為類型」，前揭註11。

20 有關日本學界對於公平競爭阻礙性之論說，參見山部俊文，「公正競争阻害性‧再
論」，日本経済法学会年報，第30号‧通巻50号，19-36﹙2009﹚。

21 今村成和，独占禁止法（新版），146，有斐閣（1978）。
22 正田彬，全訂独占禁止法，409，日本評論社（1980）。
23 公正取引委員会事務局，「不公正な取引方法に関する基本的考え方」，経済力の
濫用と独占禁止政策─独占禁止懇話会資料集Ⅸ─，329（1984）。

24 同處理準則，第1部二の（2），前揭註23。
25 山部俊文，前揭註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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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應予說明者，依據上揭處理準則有關違法行為之分類，實務上對於各類

型違法行為公平競爭阻礙性之認定方式，即呈現出相異的操作手法。具體言

之，對於限制銷售對象、區域等附排他或拘束條件之行為，應審酌涉案商品之

市場狀況（市場集中度、商品特性、商品差別化程度、行銷通路、參進市場難

易）、行為人之市場地位（市場占有率、規模順位、品牌信譽）、交易對象之

事業家數及市場地位、對於交易對象事業活動之影響（限制之程度、態樣）等

因素，始得論斷其違法性26。另對於以欺瞞方式奪取顧客、濫用相對優勢地位

等行為，立法上已經內定該等行為屬於不公平的競爭手段或侵害自由競爭基礎

的條件，是以涉案行為符合法條規定之形式要件者，毋庸實質判斷其對相關市

場競爭之影響，即當然推論其具備公平競爭阻礙性
27
。

三、經濟觀點之分析

從產業經濟學之觀點，廠商相互間若能建立長期的繼續性交易關係，對於

雙方當事人應可獲得穩定供需、節省產銷成本及達成外部規模經濟﹙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等共同利益。但另一方面，如此繼續性交易關係，若存在
有契約不完全性﹙Incompleteness of Contract﹚或特殊投資關係（Relationship-
specific Investment），因此可能衍生的負面經濟效益，得由以下三方面觀察
之。

（一）箝制問題

通常，廠商之間為建立諸如委外承攬、大型流通業商品供應、連鎖加盟

等繼續性交易關係，當事人一方之廠商必須進行特定生產設備、零件製造、

原料取得或專門技術﹙Know-How﹚開發等特殊投資。由於該等生產設備、
零件原料或專門技術屬於沉沒成本﹙Sunk Cost﹚，一旦進行投資即未能移為
他用，最終將促使該投資廠商形成經濟學上所謂「人質」（Hostage）或「陷
入」（Lock-In）效果。在此情況下，為該投資廠商所擔憂的箝制問題（Hold-
up Problem），即是締約之他方廠商事後若有設定或變更對其不利益的交易條
件，其將被迫處於不得不接受之狀態28。

26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第2部
二の3，http://www.jftc.go.jp/dk/ryutsutorihiki.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0/6/24。

27 金井貴嗣，「不公正な取引方法をめぐる諸課題」，日本経済法学会年報，第30
号‧通巻50号，10﹙2009﹚；根岸哲，前揭註10，26。

28 有關箝制問題之經濟分析，英文文獻，See Rogerson, W. P., “Contract Solutions 
To The Hold-up Problem,”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9(4), 777- 793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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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減少投資誘因

理論上而言，投資廠商得事前要求締結明確的契約條款，以避免事後

箝制問題的發生。然而，實際狀況，卻令當事人頗難建立如此的完全契約

（Complete Contract）。蓋締約之際，通常存在著雙方當事人無法預見的突發
事故（Unforeseen Contingencies），或記載該突發事故之契約成本、執行成本
過高；加之交易者具有投機行為（Opportunism）的傾向，往往意圖謀利而隱
匿資訊，以致不完全契約（Incomplete Contract）成為此類繼續性交易之常態。
考慮此契約不完全性的問題，對於原本有意從事特殊投資關係之廠商，即可

能望而止步或減低投資規模，導致投資效益遠低於廠商相互合作下的最適水

準
29
。

（三）排他效果

依據經濟學者的分析，特殊投資關係形成之箝制問題，不僅直接影響

投資廠商之利益，且間接對於其他廠商（潛在交易相對人）具有排他效果

（Exclusionary Effect）30
。蓋受到此投資關係箝制之廠商，由於未能轉換交易

對象，以致喪失與其他廠商建立交易關係之機會。尤其是，繼續性交易契約通

常附有違約金條款，更是助長此類交易行為之排他效果。舉例言之，甲廠商

（供給者）與乙廠商（需求者）締結長期的繼續性交易契約，並且約定乙廠商

若向其他廠商進貨，必須支付甲廠商違約金。因此，在乙廠商長期依賴甲廠商

供應關係（Hold-up），且考慮違約金因素之情況下，乙廠商即未敢貿然向其
他廠商購買商品，以致其他廠商勢必採行低價策略（其他廠商價格 < 甲廠商價
格－違約金），始有可能爭取到出售商品給乙廠商之機會；但其他廠商往往基

於利潤考量，終將放棄與乙廠商建立交易關係，如此乃對其他廠商形成參進市

場障礙（Barriers to Entry）31
。

Smirnov, V. & Wait, A. “Hold-up and sequential specific investments,”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5, 386-400 (2004). Smirnov, V. & Wait, A. “Timing of Investment, Holdup 
and Total Welfa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2, 413- 425 (2006).
日文文獻，參見大録英一，「ホールドアップ問題と優越的地位の濫用（4‧
終）」，公正取引，第492号，39-45（1991）；松村敏弘「優越的地位の濫用の経

済分析」，日本経済法学会年報，第27号‧通巻49号，21-33﹙2006﹚。
29 Williamson, O. E.,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ree Press (1985).
30 Aghion, P. & Bolton, P., “Contract as a Barrier to Ent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7, 

388- 401 (1987).
31 岡室博之、林秀弥，独占禁止法の経済学，276，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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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對於加盟體系之處理準則

一、背景概述

日本早於1950年代，藥品市場即已出現連鎖加盟體系，且發生有大正製藥
公司加盟業主違反獨占禁止法之案例。嗣後零售業、外食業，陸續出現加盟體

系之銷售組織型態，致使加盟糾紛問題呈現多樣化趨勢。有鑑於此，公正取引

委員會即於1983年9月20日訂頒「有關加盟體系之獨占禁止法處理準則」（下
稱「加盟體系處理準則」），俾防範加盟業主發生違法行為。至1990年代，日
本社會雖然歷經泡沫經濟之衝擊，但連鎖加盟產業卻是呈現逆向成長趨勢，加

盟體系從最初開始發展之零售業、外食業，逐漸擴及至幼教業、才藝補教業及

資源回收業等產業。在此同時，隨著各產業連鎖加盟體系的推廣，如何強化對

於加盟關係之規範，此議題普遍受到日本社會各界高度之關注
32
。

基上所述，公正取引委員會爰於2001年選定便利超商加盟產業為代表，
針對14大便利超商加盟體系（年度營業額合計約6.2兆日圓，合計加盟店約3.5
萬家、市場占有率共達90%以上），隨機抽取所屬3,000家加盟店實施問卷調
查，並於同年10月31日公布「有關便利超商加盟業主與加盟店交易情況調查報
告書」

33
。依據該調查報告書，顯示出在加盟契約之締約前及締約後，分別存

在諸多問題點。在締約前之加盟業主招募加盟過程中，有關加盟權利金計算方

式、有無提供加盟店經營輔導、有無限制營業區域或開店數目、預估營業金額

或營收利潤之事實根據及合理計算方式等事項，頗多仍未記載於契約書或未有

充分說明。至於締約後之加盟經營關係，加盟業主對於加盟店之採購對象、進

貨數量、商品售價、更改契約內容、契約終止後之競業禁止等事項，可否加以

限制？欠缺明確規範標準。

公正取引委員會在實施上述產業調查後，隨即進行相關問題之改善檢討作

業，嗣於2002年4月24日公布新修訂之加盟體系處理準則34
，藉以強化獨占禁止

32 有關日本加盟產業之發展過程及相關經濟、法律議題，參見川越憲治，「フランチ
ャイジンクの経済政策と法政策」，白鴎法学，第20号，159-204﹙2002﹚。

33 本公正取引委員會，「コンビニエンスストアにおける本部と加盟者との取引の実

態調査」，http://www.meti.go.jp/report/downloadfiles/g30529b04j.pdf，最後瀏覽日
期：2010/6/24。

34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フランチャイズ‧システム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考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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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對於加盟產業之規範效果。以下，依據該處理準則，分別從締約前之加盟招

募過程、締約後之加盟經營關係等二階段層面，並配合相關實務案例，說明相

關規範事宜。

二、加盟招募過程之規範

（一）規範理念

加盟業主為擴展其事業規模，莫不藉由廣告、說明會等招募活動，積極勸

誘他人與其締結加盟契約。在此加盟招募過程中，加盟業主基於事前的投機行

為傾向，可能實施不當的勸誘手段為
35
：(1)提供不實或欠缺根據之資訊，例如

過度強調加盟店的低廉營業成本或高額營收利益；(2)隱匿影響締結契約之負面
資訊，例如隱匿前加盟店在該營業據點發生嚴重虧損、加盟業主與加盟店之訴

訟案件或倒店解約等資訊；(3)未充分說明契約內容，例如未給予相對人合理的
契約審閱期間，卻片面記載「完全同意約定事項」之契約條款。

為防範加盟業主實施上述不當的勸誘手段，即有強化其交易資訊揭露義務

之必要性。如此規範理念，得由以下幾點說明之
36
：

1. 契約內容明確化
加盟契約涉及當事人之權利義務事項頗為繁複，是以藉由加盟資訊揭露制

度，應可避免交易相對人陷於締約錯誤之情事發生。另對加盟業主而言，資訊

揭露之效果，得以減少交易糾紛，亦有助於其加盟事業之順利推展。

2. 防止交易相對人權益遭受侵害
資訊揭露制度，提供交易相對人有效的被害救濟措施。蓋加盟業主締約

後，若有違反資訊揭露之規定事項，交易相對人得以依據債務不履行、締約過

失或違反保護義務等民事規定，請求解除契約或損害賠償。

3. 確保加盟產業市場之公平競爭
加盟業主實施不當的勸誘行為，不僅干擾相對人作出是否締結加盟契約之

正確判斷，且剝奪競爭者爭取與該相對人交易之機會，是以獨占禁止法從維護

公平競爭手段之觀點，設有禁止事業實施欺瞞的引誘顧客行為之規定。所謂欺

方について」，http://www.jftc.go.jp/dk/franchise.htm，最後瀏覽日期：2010/6/24。
35 有馬奈菜，「フランチャイズ契約締結過程における情報提供義務一経験‧情報量
格差の考慮一（上）」，一橋法学第2巻，第2号，683-709﹙2003﹚。

36 川越憲治，「フランチャズ‧システムにおける開示制度」，白鴎法学，第14号，
60-6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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瞞的引誘顧客行為，依據公正取引委員會公告之一般指定第8項定義，係指事
業對其提供之商品、服務或其他交易條件為虛偽或誇大之表示，致使顧客產生

較實際內容為顯著優良或有利之誤認，藉此奪取競爭者之顧客。

基於上述規範理念，公正取引委員會訂頒之加盟體系處理準則，即課予加

盟業主負有下列一般揭露事項、特定揭露事項之義務。

（二）一般揭露事項

下列事項，屬於一般加盟契約之權利義務事項，加盟業主應當將其記載於

書面，並給予相對人合理的審閱期間，否則將構成欺瞞的引誘顧客之違法行

為
37
：

1. 商品等供應條件（採購對象之推薦制度等）。
2. 提供加盟店經營輔導之內容、方法、次數、費用負擔。
3. 收費項目之性質、金額、有無退還或退還條件。
4. 使用商標、商號或接受經營輔導等定期支付之金額（即所謂「加盟權利
金」），及其計算方式、收取時期、收取方法。

5. 加盟業主提供融資之清償方法、條件、利率等。
6. 有無提供營業損失補償或援助、提供補償或援助之內容。
7. 契約期間、契約更新及解除之條件與程序。
8. 週遭地區得否設置同一加盟體系之其他加盟店、有無預定計畫及其內
容。

此外，實務運作上，亦會參考中小零售商業振興法之相關規定，據以判斷

加盟業主是否充分揭露相關重要事項
38
。例如：收費項目性質，係屬加盟金、

保證金或材料費；提供加盟店經營輔導事項，有無舉辦研習會或訓練課程及其

內容、次數；使用商標、商號或其他表徵之條件；解除契約之損害賠償金額，

及其金額計算方法；加盟業主最近三年所屬加盟店增減之數目等事項（同法施

行細則第11條）。
另值注意者，社團法人日本連鎖加盟協會﹙Japan Franchise Association﹚

實施產業自律公約，推行加盟業主登記制度，對於落實加盟資訊揭露制度，頗

多助益。依據該協會訂定之倫理綱領第2條規定﹕「加盟業主在加盟招募活動
過程中，應提供正確的加盟資訊，不得為誇大廣告或其他不當表示。加盟業主

提供之加盟資訊，宜應包含契約內容、加盟店歷年業績紀錄、必要投資金額、

37 本處理準則2‧(2)ア。
38 本處理準則2‧(2)イ﹙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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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營收利益等事項，以利相對人充分判斷是否締結加盟契約。」據此規定，

為進一步將加盟揭露事項予以具體化，該協會訂定自律準則，除上揭一般揭露

事項外，並要求申請登記之加盟業主應公開其加盟經營理念、事業概要、訴訟

糾紛件數、加盟體系會計制度、加盟店營業時間等30項資訊事項。凡有意願締
結加盟契約者，均可向該加盟協會提出閱覽及複印資料之請求

39
。

（三）特定揭露事項

加盟業主在加盟招募過程中，若有預估營收利益或強調優於其他加盟體系

之表示者，應當提出客觀數據。此外，涉及加盟權利金計算方式、解約條件等

重要事項，除記載於書面外，並應充分說明。加盟業主倘未充分揭露該等特定

資訊，致交易相對人產生誤認之效果，即構成欺瞞的引誘顧客之違法行為
40
。

其中，預估營收利益及加盟權利金計算方式，更係攸關當事人權利義務之重要

事項，爰有進一步說明之必要。

1. 預估營收利益
加盟業主為預估營收利益之表示，對於相對人可謂是決定締結加盟契約與

否的關鍵因素；尤其是，預估得以獲得高額的營收利益，更是吸引相對人加入

加盟體系之最大誘因。因此，為避免發生欺瞞的引誘行為，加盟業主對於預估

營收利益之表示，即應提出客觀數據，例如已開業加盟店在類似經營環境之營

收業績、合理的營收利益計算方式等資訊
41
。

事實上，加盟業主預估之營收利益，難免與締約後之實際營運狀況有所落

差，是以歷來日本發生多起加盟店對加盟業主提起損害賠償訴訟之案例，主要

原因即在於加盟店營業績效未能達到當初加盟業主預估之利潤或營業金額
42
。

例如﹕1991年之乳品皇后（Dairy Queen）冰淇淋加盟案43
，實際營業額僅達

預估金額之20%～25%；同年之進々堂咖啡簡餐加盟案44
，預估每日營業額為

10萬日圓，實際每日營業額未達6萬日圓；1993年之ファンタスティックサム
（Fantastic Sams）髮廊加盟案45

，預估每月營業額為380萬日圓、利潤可達80萬

39 有關日本連鎖加盟協會之登錄制度，參見川越憲治，前揭註36，53-56。
40 本處理準則2‧(3)。
41 本處理準則2‧(3)①。
42 相關案例介紹，參見川越憲治，「フランチャズ‧システムにおける売上と利益の
予測」，白鴎法学，第13号，74-84﹙1999﹚。

43 東京地判平成3年4月23日，判例タイムズ，769号，195﹙1991﹚。
44 京都地判平成3年10月1日，判例時報，1413号，102﹙1991﹚。
45 東京地判平成5年11月30日，判例時報，1521号，91﹙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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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日圓，但加盟店開業後每月虧損，最後被迫結束營業；1998年之飯蔵便

當加盟案
46
，預估每日營業額為13萬9,461日圓，但實際每日營業額未達3萬日

圓。

如上所述，由於加盟事業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類別之差異，以及加盟店個

人資質、經營努力程度有別，加之各加盟產業規模大小不一，因此難以訂出預

估金額與實際狀況之合理誤差範圍。此外，有關預估營收利益金額，牽涉頗為

複雜之因變數（Dependent Variable）、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及多樣
的統計分析方法，是以實務上尚無一套得以適用於所有加盟產業之計算方式。

換言之，當前日本法院對於此類加盟訴訟案件，皆係個案審查其預估營收利益

計算方式是否具備合理性。

以上揭案件為例，在乳品皇后冰淇淋加盟案，預估營業金額之計算方式

為：先預估每日交易之顧客人數＝店前通行人數×各商圈平均市場占有率×商

品發展商數（DQ：Developmental Quotient）×類似營業據點吸引顧客指數，
然後推定營業金額＝每日交易之顧客人數×商品單價×營業日數。至於ファン

タスティックサム髮廊加盟案，則係以美容業界平均損益等數據為基礎，並考

察加盟店營業規模計畫及周圍商圈環境後，增減調整推算營收利益。該等案件

之預估營業金額，東京地方法院認為，加盟業主皆已善盡積極調查義務並採用

科學的計算方式，因此駁回加盟店損害賠償之請求。

另於進々堂咖啡簡餐加盟案，推算每月營業利潤＝附近住戶及商圈流動人

口×顧客上門交易機率×預估每位顧客消費金額×獲利率×營業日數。此外，

在飯蔵便當加盟案，則係以四項指數作為預估每日營業額之計算基礎︰a.人口
營業額指數（半徑500公尺至1公里範圍內之居住人口×人口指數1.1%×商品
單價700日圓）、b.戶口營業額指數（同一範圍內之戶口數×戶口指數2.6%×
商品單價）、c.辦公處所營業額指數（預估所在商圈之上班人口×辦公處所指
數1.9%×商品單價）、d.通行車輛營業額指數（店前通行車輛總數×通行車輛
指數0.5%×商品單價）；依據以上指數計算每日營業額=經驗指數（依據實際
狀況差異，指數範圍介於0.5～0.8）×｛﹙a＋b﹚÷2＋c＋d｝。然而，對於該
等案件預估營業額之計算方式，京都、名古屋等地方法院認為，加盟業主使用

之顧客上門交易機率或營業額指數欠缺統計學根據，爰質疑其計算方式之合理

性。

46 名古屋地判平成10年3月18日，判例タイムズ，976号，182﹙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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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盟權利金計算方式
概念上，加盟權利金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加盟權利金，包含中小零售

商業振興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所稱「加盟金」；狹義加盟權利金，則專指上
揭加盟體系處理準則規定之「使用商標、商號或接受經營輔導等定期支付之

金額」
47
。一般而言，加盟金﹙Franchise Fee﹚在締結加盟契約時即一次支付

﹙又稱「加盟簽約金」﹚，是以不生金額計算之問題。因此，所謂加盟權利金

計算方式，應僅限於狹義概念之定期支付金額﹙通常採年繳、季繳或月繳等方

式﹚。加盟店定期支付之加盟權利金，乃係取得加盟業主授權其使用商標、商

號或技術移轉﹙Know-How﹚之對價，因此具有智慧財產權授權金﹙Royalty﹚
之性質

48
。

依據公正取引委員會於2001年針對便利超商加盟產業調查之結果，顯示絕
大多數加盟業主採行之權利金計算方式為：加盟權利金＝銷售總利潤﹙總銷售

金額－銷售商品成本﹚×一定收取比率。此外，該加盟權利金之計算範圍，有

無包含報廢商品成本部分，加盟業主應有充分說明之必要。蓋諸如便當、生鮮

食品等保存期限極短之商品，倘未於保存期限內售出，加盟店往往必須大量報

廢該等商品，此時加盟業主若將該等報廢商品之成本列入銷售總利潤項目，則

權利金計算方式即變為：加盟權利金＝銷售總利潤｛總銷售金額－﹙銷售商品

成本－報廢商品成本﹚｝×一定收取比率。在此情況下，加盟業主若未事前提

出說明，將使交易相對人產生權利金計算方式之誤認，以致在締約後必須支付

較為高昂的權利金金額，影響其對事業經營風險之評估
49
。

三、加盟經營關係之規範

交易相對人在締約成為加盟店後，使用特定之商標或商號，並接受加盟業

主經營事業之輔導或管理，因而與整體加盟體系建立起密切營業關係。在如此

經營一體的關係下，從上述特殊投資關係經濟分析之觀點，公正取引委員會所

關注者，即為加盟業主有無藉機濫用相對優勢地位或實施其他限制競爭行為。

當然，加盟業主為確保營業秘密安全及維護整體加盟體系之信譽，因此對於經

盟店課加必要的限制約款，應無違法性可言。然而，加盟業主實施相關限制行

為，倘若逾越管理加盟事業必要之程度，致使加盟店蒙受不當的不利益或有侵

47 本處理準則2‧(2)ア④。
48 有關加盟授權金法律性質之探討，參見川越憲治，前揭註36，41-42。
49 參見上揭註33調查報告書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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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市場競爭之效果者，即應受到獨占禁止法之規範。有鑑於此，公正取引委員

會訂頒之加盟體系處理準則，即針對締約後之加盟經營關係，揭示如下之違法

行為判斷標準。

（一）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

加盟業主對於加盟店是否擁有相對優勢地位？依據加盟體系處理準則第3
點(1)所示：「加盟店倘未能與加盟業主維持繼續性交易關係，將招致事業經營
之困難，因此對於加盟業主提出顯然不利益之交易條件，即陷於不得不接受之

情況下，應足認當事人間存在有相對優勢地位關係。」至於個案判斷上，尚應

綜合審酌加盟店對於加盟業主之依賴程度（有關接受經營輔導、商品或原料供

應、接受推薦廠商供貨之比重等）、加盟業主之市場地位、加盟店變更交易對

象之可能性（衡量初期投資金額、有無解約權及其條件、應否支付違約金及其

金額、契約期間等）、加盟業主與加盟店事業規模大小差異等多項因素
50
。

其次，加盟業主在取得相對優勢地位後，若有實施下列行為，且得以評價

其違反正常商業習慣，不當的使加盟店蒙受不利益者，即得認定其構成濫用相

對優勢地位之違法行為
51
。

1. 限制交易對象
無正當理由的限制加盟店銷售之商品、所需原料或店面清潔及裝潢等事

務，必須由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廠商供應或承攬施工，致使加盟店未能接受其

他廠商提供較為物美價廉之給付；但僅係推薦提供廠商，並無強制拘束力者，

應無違法之虞。

2. 強制採購數量
加盟業主強制加盟店必須採購一定數量之商品或所需原料，而該採購數量

超過加盟店實際銷售量。如此強制約款，通常係搭配要求加盟店必須達到一定

銷售業績之義務；惟加盟業主倘無視於市場實際狀況，設定之銷售業績遠超過

加盟店之銷售能力，以致強制其採購過多商品或原料之情況下，將使加盟店承

擔龐大庫存或大量報廢過期商品之成本損失。

3. 禁止折價促銷商品
對於諸如便利超商等加盟店，加盟業主禁止其折價促銷即將超過保存期限

之商品，因而在加盟店有大量報廢過期商品之情況下，由於加盟業主通常將該

報廢商品成本亦列入計算權利金之項目，導致加盟店必須承擔報廢商品成本及

50 本處理準則3‧(1)﹙註3﹚。
51 本處理準則3‧(1)アイ。



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觀點論競爭法對於加盟關係之規範 17

支付較高額權利金之雙重損失。

實務上，2009年之日本Seven Eleven便利超商加盟案52
，即屬於此類違法行

為之案例。本案被處分人日本Seven Eleven公司，旗下擁有800家直營店、1萬
2,000家加盟店，乃係全日本最大規模之便利超商加盟體系。日本Seven Eleven
公司對其加盟店販售之商品，幾乎全部訂有建議售價，加盟店則普遍自願遵守

該建議售價販售商品。其中，針對不易長期保存之生鮮商品，加盟契約訂有超

過一定期限即應報廢，並嚴禁折價促銷該等商品；否則對於違反規定者，將解

除其加盟契約。此外，有關加盟權利金之計算方式，加盟契約規定報廢商品成

本亦列入銷售總利潤，一併計算權利金。

首先，公正取引委員會依據本案加盟體系之規模、加盟契約期間長達15
年、加盟店大多依賴加盟業主推薦之廠商供貨、加盟店普遍接受加盟業主之

經營輔導等要素，據以認定日本Seven Eleven公司對其加盟店擁有相對優勢地
位。其次，對於本案行為，同會認為日本Seven Eleven公司限制加盟店之營業
自主權，妨礙其得以減輕負擔報廢商品成本損失之機會（平均每家加盟店一年

報廢商品成本之損失約為530萬日圓），不當的使其加盟店蒙受不利益，爰構
成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違法行為。

對於本案處分，日本Seven Eleven公司曾經提出如是辯解53
︰「折價促銷

商品，短期內或有利益於加盟店；但如此將會導致顧客對於商品價格之不信任

感，並損及整體加盟體系之信譽，甚至可能引發其他零售業者相互銷價競爭，

中長期發展結果將不利於加盟店。因此，本公司禁止加盟店折價促銷商品，應

屬合理的經營管理措施。」如此理由，未為公正取引委員會採納。學者則普

遍支持本案處分，認為加盟店折價促銷商品之目的，顯然不在於以低價奪取顧

客，而係為減輕報廢商品成本之損失；況且從珍惜資源、環境保護等觀點，亦

應承認其折價促銷即將過期商品之合理性
54
。據此說法，公正取引委員會認定

本案禁止折價促銷商品之違法性，應非在於限制加盟店商品價格的自由競爭，

而係著眼於侵害加盟店決定事業活動之營業自主權。

52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平成21年﹙措﹚第8号排除措置命令書。
53 株式会社セブン-イレブン‧ジャパン，「公正取引委員会からの排除措置命令に
関する弊社見解について」，http://www.sej.co.jp/corp/news/2009/pdf，最後瀏覽日
期：2010/6/24。

54 平林英勝，「コンビニ‧フランチャイズ本部による見切り販売の制限が優越的
地位の濫用に該当するとされた事例──公取委命令平成21‧6‧22」，ジュリス
ト，No.1384，10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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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任意變更契約內容
加盟業主於締結加盟契約之際，並未言明其是否將在附近商圈另外成立直

營店或其他加盟店；惟於締約後，強迫加盟店同意加盟業主得在其鄰近成立新

店舖，甚至於要求加盟店負擔成立新店舖之部分費用，否則日後經營事項將給

予其不利益之對待。如此情況下，加盟店由於其他新店舖之成立，可能遭受營

業額銳減之損失。

5. 每日營業額送金制
加盟契約規定，加盟店必須將每日營業額，當日匯入加盟業主指定之銀行

帳戶，此於業界稱為「每日營業額送金制」。加盟業主收受匯款達到相當數額

後，扣除代替加盟店支付給供貨廠商之貨款、加盟權利金或加盟店向其融資應

償還之借款等款項，若有結餘款，經過一定期間，再返還給加盟店。如此送金

制，不僅剝奪加盟店對其營業金額之自由處分權，且令其損失該筆金額所生利

息之可得利益
55
。

此外，加盟業主藉此送金制，利用集體採購取得購買力之機會，亦有可能

發生對供貨廠商不利益之濫用行為。例如，1998年之Lawson便利超商案56
，當

時擁有全日本第二大規模便利超商加盟體系之Lawson公司（旗下6,649家加盟
店，年營業額合計約1兆1,000億日圓），利用其對供貨廠商購買力之相對優勢
地位，要求供貨廠商分擔13億日圓之庫存品處理費用，並強迫日用品供貨商以
1日圓之進貨價提供統一上架商品等行為，公正取引委員會認定其構成濫用相
對優勢地位之違法行為。

6. 高額解約金
一般而言，加盟契約附帶解約條款，計有開業前解約、中途解約、合意解

約、催告解約、即時解約等多種型式。其中最常發生爭議者，即屬中途解約條

款。中途解約條款，允許當事人在契約期間屆滿前解除契約之情形，得大別為

特別解約（例如約定有經營績效不佳、未能改善之特別事由）及任意解約等事

由；惟不論何種解約事由，加盟店皆應向加盟業主支付解約金。至於解約金金

額高低，依據加盟產業類別、開業期間長短等不同因素而有差異。以便利超商

加盟契約為例，在開業未滿三年而解約者，通常特別解約之解約金額約在500

55 山本晃正，「フランチャイズ取引と法規制─コンビニ契約を素材として」，日本
経済法学会年報，第23号‧通巻45号，178﹙2002﹚。

56 平成10年7月30日勧告審決，審決集，第45巻，136﹙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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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600萬、任意解約之解約金額約在900萬～1,300萬日圓之間57
。對於加盟店

而言，倘若加盟業主要求高額違約金，將相對加深加盟店之「陷入」（Lock-
In）經濟效果，如此在無心經營卻未能解除契約之情況下，勢必造成加盟店營
業績效的每下愈況。

7. 競業禁止條款
加盟業主基於維護加盟體系商標、防止營業秘密遭受洩漏、避免顧客發生

混淆誤認等目的，一般都會在加盟契約訂定加盟店不得經營相同或類似業務之

競業禁止約款。如此條款，存在於加盟契約期間內，得以確保整體加盟體系之

正常運作，固然有其必要性。然而，在契約期間屆滿或解除契約後，倘加盟業

主仍然要求相對人遵守競業禁止規定，是否具備合理性？本加盟體系處理準則

認為，應視其競業禁止之區域、期間及內容，有無逾越保護加盟體系營業秘密

等權利之必要範圍而定
58
。

觀察歷來日本法院有關競業禁止約款效力之判決，其在審酌保護加盟業主

權利範圍之際，同時會從憲法保障營業自由的觀點，兼顧相關約款對於加盟店

是否具有合理性
59
。例如，2002年之京章魚燒加盟案60

，本案加盟契約規定：

「加盟店在契約期間屆滿或解約後一年內，不得在其店鋪半徑5公里範圍內，
經營章魚燒店或類似業務。」對於如此約款之效力，名古屋地方法院判決，

認為本案並非一律禁止加盟店從事競業行為，其禁止之範圍僅限於特定「期

間」、「地區」及「業種」，尚未完全剝奪加盟店之營業自由權，爰應承認該

約款限制手段及內容之合理性。

另於2009年之JTEC技術人員派遣業務加盟案61
，原告（加盟業主）基於

「加盟店在契約期間屆滿或解約後二年內，不得從事與加盟業主相同或類似業

務」之競業禁止條款，請求被告（原加盟店）停止現在經營之技術人員派遣業

務。對於本案請求，東京地方法院判決，認為系爭約款並未訂定競業禁止之區

域範圍，如此等於限制被告於一定期間內，均不得在任何地區從事相關業務；

惟本案被告之營業範圍僅在九州地區，原告並未於該地區設有營業據點，況且

57 山本晃正，前揭註55，180。
58 本處理準則3‧(1)ア。
59 相關案例介紹，參見長谷河亜希子，「フランチャイズ契約終了後の競業避止義務
について:再論」，人文社会論叢‧社会科学篇，22号，91-103﹙2009﹚。

60 名古屋地判平成14年3月1日﹙判例集未登載﹚，參見長谷河亜希子，前揭註59，
94。

61 東京地判平成21年3月9日﹙判例集未登載﹚，參見長谷河亜希子，前揭註5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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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原告之加盟體系尚未具備品牌知名度、相關業務於終止加盟關係即喪失專

門技術之秘密性及實用性等因素，比較衡量本案競業禁止約款對於原告權利之

保護及被告蒙受之不利益，應當得以認定該約款違背公序良俗而無效。

（二）限制競爭條款

上揭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倘同時具有阻礙其他廠商參與競爭之排他

效果者，亦可能構成其他不公平的交易方法之違法行為。例如，在1955年之第
二次大正製藥加盟案

62
，大正製藥公司（加盟業主，旗下擁有4,215家加盟店）

訂有加盟體系管理規則，禁止加盟店藥局銷售其他藥廠之藥品，否則沒收其預

繳之保證金。如此行為，公正取引委員會認為，大正製藥公司任意訂定沒收保

證金條款，係屬不當課以加盟店藥局不利益之交易條件，應構成濫用相對優勢

地位之違法行為；另外禁止加盟店販售其他藥廠藥品之約款，致有妨礙其他藥

廠公平參與藥品市場競爭之虞，應構成不當的附排他條件交易之違法行為。

公正取引委員會之加盟體系處理準則，對於加盟業主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

行為，是否另構成其他限制競爭行為之情形，揭示有下列違法判斷標準。

1. 搭售或附拘束條件交易之行為
依據加盟契約，加盟店得以使用被授權之專門技術經營業務；但同時負有

接受加盟業主或其指定廠商供應商品、生產原料之義務。如此約款，倘逾越必

要合理之程度者，即有可能構成不當的搭售或附拘束條件交易之違法行為（一

般指定第10項、第12項）。
至於判斷相關行為是否構成違法？在實施搭售行為之情形，應考量加盟業

主之市場地位、搭售商品範圍、實施對象之加盟店家數及規模、強制力程度等

要素；另於附拘束條件交易之情形，則應審酌加盟業主之市場地位、影響加盟

店及加盟業主所處市場競爭之效果等要素
63
。

2. 限制商品銷售價格
加盟業主為維護加盟體系之整體營業形象，並提供消費者明確的商品價格

資訊，因此非強制性的提示加盟店商品建議售價，應無違法之虞。但超出此建

議程度之價格限制行為，例如加盟業主對於自己供應之商品，要求加盟店必須

遵守各地市場行情訂定商品售價，或禁止對於滯銷商品折價促銷者，可能構成

無正當理由的限制轉售價格之違法行為（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9項第4款）。另
加盟業主若係針對其他廠商供應之商品，限制加盟店商品轉售價格者，衡量其

62 昭和30年12月10日勧告審決，審決集，第7巻，99﹙1955﹚。
63 本處理準則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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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相關市場競爭、介入價格限制之程度等因素，可能構成不當的附拘束條件

交易之違法行為（一般指定第12項）64
。

四、小結

從經濟分析之觀點而言，由於交易當事人的投機行為傾向、契約不完全性

及特殊關係投資等因素，致使加盟業主在締約過程易於隱匿加盟契約之重要交

易資訊，締約後則可能發生對於加盟店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是以在法規

範層面上，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對於加盟體系之處理準則，區分締約之前、後

階段，分別訂定加盟業主在加盟招募過程、加盟經營關係之相關規範事項。

在締約前之加盟招募過程，本加盟體系處理準則，依據禁止欺瞞的引誘顧

客規定，課以加盟業主對於一般事項及特定事項之資訊揭露義務；此外，實務

運作上，藉助於中小零售商業振興法、日本連鎖加盟協會之加盟業主登記制度

等輔助規定及措施，俾充分確保資訊揭露事項之真實性及完整性。如此資訊揭

露義務之規範功能，不僅在於保障相對人避免締約之錯誤，並且得以維護加盟

市場競爭手段的公平性。另於締約後之加盟經營關係，本加盟體系處理準則，

分別揭示有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行為及可能構成其他限制競爭行為之違法認定

標準。如此對於加盟經營關係之規範功能，主要在於防範加盟業主濫用相對優

勢地位，藉以確保加盟店之營業自主權，並得以維護其他廠商得以自由參與市

場競爭。

歸納言之，公正取引委員會基於競爭法主管機關之立場，對於加盟關係之

執法重心，端在保障加盟店之營業自主權及加盟市場之公平自由競爭；相對於

此，日本法院介入預估營收利益、競業禁止條款等加盟糾紛之判決，則係從公

序良俗或締約過失等民事法之觀點，個案調整交易當事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二

者規範理念及保護法益，顯然有別。

肆、我國公平法對於加盟關係之規範與檢討

一、規範定位與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處理原則

公平法第24條屬於概括性、補充性條款，其不僅得以補充同法對於限制競
爭或不正競爭行為規範之不足，尚且在系爭行為具備「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要

64 本處理準則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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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前提下，公平會亦得依據本條介入處理民事或消費者權益爭議之案件
65
。

因此，在公平會最初決定受理有關加盟糾紛之案件，發現涉案行為似乎未能適

用其他限制競爭競爭或不正競爭行為之禁止規定時，自然地將其納入公平法第

24條之適用範圍內。在此規範定位下，公平會藉由歷來實務案例之累積，訂頒
本條案件處理原則，揭示各種構成「欺罔」或「顯失公平」之違法行為類型，

其中所謂「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行為」之類型，即包含加

盟契約資訊未透明化所造成之顯失公平行為
66
。

抑有進者，公平會為確保加盟事業之公平競爭，避免加盟業主於招募加

盟過程中，隱匿重要交易資訊，影響連鎖加盟之交易秩序，爰訂頒「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之處理原則」﹙下稱「本處理原

則」﹚，明確課以加盟業主揭露重要交易資訊及契約審閱期間等義務
67
。

二、實務案例及評析

依據上揭處理原則，歷來公平會對於加盟業主違反資訊揭露義務之處分

案，大多獲得行政院訴願委員會及行政法院之支持。然而，最近有關丹堤咖啡

食品公司處分案，卻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引起產

官學各界高度之關注，頗值研究。以下，分別介紹本案處分及行政法院判決，

並對此實務見解提出若干評析。

（一）公平會處分
68

本案檢舉人於2007年2月間與丹堤咖啡食品公司（下稱「被處分人」）簽
訂加盟連鎖店合約書，惟檢舉人懷疑被處分人未充分揭露加盟資訊，涉嫌違反

公平法規定，爰向公平會提出檢舉。公平會受理本案並展開調查後，認定被處

分人涉有下列違法事實︰

1. 被處分人加盟簡章揭載「一般店面40坪左右，投資金額約450萬元，內
含加盟金30萬元、保證金30萬元、人力支援費15萬元、機器設備、裝潢
與硬體設施等。不含房屋租金、押金、5%營業稅。」等資訊。然被處分
人簽約後另行交付新開幕自行購買項目清單，卻與其揭示內容以「等」

65 參見公平法第24條案件處理原則第3點﹙一﹚。
66 公平法第24條之案件類型，參見吳秀明，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行政
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九十三年度委託研究報告二，443-489（2003）。

67 本處理原則第4點、第5點。
68 公平會（98）公處字第080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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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結束之義涵有所差異，顯見被處分人以列舉方式載明投資之其他費用

項目，卻未盡完整揭露前開重要交易資訊之義務。

2. 被處分人簽約前提供之相關資料，並未顯示商標權等智慧財產權內容。
雖被處分人辯稱商標權取得時點、權利內容及有效期限，均屬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公開查詢可得資訊。然因商標權等智慧財產權，一般大眾倘無

關鍵字或申請字號尚難查悉相關資料；縱以加盟業主事業名稱查得商標

名稱，亦難瞭解相關商標權之差異，致交易相對人無從知悉智慧財產權

取得之真實狀況，或權利取得之合法性。

3. 被處分人就上一會計年度全國、該加盟店營業區域所在市、縣（市）加
盟店資料，僅提供至2005年底之統計圖表，然檢舉人係於2007年加入加
盟體系，顯見被處分人就此項加盟店資訊並未予以更新，致交易相對人

無從知悉最新資料；此外，被處分人提供之資料，亦未顯示終止加盟契

約數目之統計資料。

依據上述調查結果，公平會認為︰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間存有高度訊息

不對稱性，是以本案被處分人未於締結加盟契約前充分揭露重要交易資訊，致

使檢舉人難以查核相關資訊之正確性及進行風險評估，即有陷於締約錯誤之風

險。據此，本案被處分人，顯係利用交易相對人資訊不對等之弱勢地位，為足

以影響連鎖加盟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法第24條規定。
（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69

被處分人不服上揭公平會處分，爰向行政院訴願委員會提出訴願，嗣經該

會審議決定，認為本件訴願無理由，遂駁回其訴願
70
。惟被處分人仍不服訴願

決定，因此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本案經同法院審理後，於2010
年3月24日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其判決理由要旨如下：

1. 公平法第24條屬於概括補漏條款，故國家以本條介入管制時，宜嚴格遵
守實體要件門檻，亦即行為須「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此為具體危險構

成要件，抽象危險尚有不足。而判斷影響交易秩序之一般考量因素有：

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公平法第24條案件處理原
則第5 點第2項），行為所採取之手段方法……市場結構因素，如市場集
中度、行為人之市場占有率與市場力大小、交易習慣與產業特色等，以

決定行為之「交易秩序衝擊度」。

69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度訴字第2637號判決。
70 行政院訴願委員會院台訴字第0980094082號訴願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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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被告（即公平會）制定之加盟業主資訊揭露處理原則第6點第1項規
定，顯然被告對於加盟業主未充分揭露加盟重要交易資訊之行為，將其

定性為破壞加盟業主所屬市場之競爭關係……不為重要資訊揭露，所破

壞者為制度保護，所強調者為「市場不法」，而非「行為不法」，於

適用公平法第24條之案例分類上，偏屬於以顯失公平之方法為限制競爭
者。

3. 被告就上開案例類型之定性，既著眼於加盟業主市場資訊揭露制度之保
護，則於涉案行為適用公平法第24條之際，如何判斷加盟業主所隱匿之
資訊為重要，對交易相對人何以顯失公平，對於加盟業主所屬市場競爭

關係如何產生何種程度之衝擊，除必須充分斟酌相關之事項外，更有

必要透過經濟分析的細密操作、實際數據的支持或經濟學方法的適度引

用，以評價行為人「市場不法」情狀是否已達到可予管制之程度。

4. 依據本案原告（即被處分人）加盟簡章所載，加盟店之投資金額：一般
店面40坪左右約450 萬元……不含房屋租金、押金、5%營業稅。而本
案有所爭議之「新開幕自行購買項目清單」金額則僅約10萬元。衡諸常
情，擬投資約450 萬元之交易相對人通常不會僅因約10萬元之價差，影
響其加盟之決定。再者，原告授權加盟店使用之商標權，其申請審查或

取得時點、權利內容及有效期限，均可於智慧財產局之網站上查詢。是

以2007年間擬參與原告連鎖加盟者，其實尚無因原告未臚列商標權利內
容等資訊而遭誤導錯判之虞。此外，原告提出之歷年展店一覽表，雖未

明白記載上一會計年度「加盟店數」及「終止加盟契約數目之統計資

料」，但原告並無於前一年度（2006年度）有大量加盟店終止契約之情
事；縱未提供前一年度相關資料，亦難認此部分未揭露之資訊為「重

要」。綜上而言，原告所未揭露者，尚非足以影響一般正常人對於加盟

市場風險評估之判斷，而另為加盟、不加盟選擇之重要資訊。

5. 被告認定原告上開行為足以影響市場秩序之憑據，則無非原告於咖啡連
鎖加盟市場中市占率「頗高」，高市占率而以不公平競爭之手段爭取交

易，傷害以效能為競爭導向之市場秩序，當然影響咖啡連鎖加盟市場之

交易秩序。惟僅以原告市場占有率此單一市場結構因素，想當然爾地

斷定其行為足以影響市場交易秩序，對於被害人之多寡（依卷內資料所

示，僅訴外人堤香坊檢舉因原告行為而受害，並無其他交易相對人或加

盟業主表示受害）……市場集中度、交易習慣與產業特色等之調查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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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分析，則均付之闕如。其對本案情節是否該當「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如此不確定概念之判斷，顯未充分斟酌相關事項，而有判斷濫用之情

事。

（三）案例評析

在現行公平法第24條之規範架構下，本判決認為公平會介入管制加盟業主
未充分揭露重要交易資訊之案件，應從具體危險性、「交易秩序衝擊度」等觀

點，判斷系爭行為是否符合「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實體要件門檻，據以決定

介入管制之正當性。如此概念，適與同法第26條所謂「危害公共利益」之調查
程序發動要件門檻相互呼應，二者皆有防止公平會過度介入干預民事爭議案件

之功能，俾得以在一定程度內維護「契約自由」、「私法自治」之基本法治原

則，是以本判決對此管制原則定調之見解，可資贊同
71
。至於公平會及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對於本案違法性之認定原則為何？另有關交易資訊重要性之判斷是

否妥適？以下分別探討之。

1. 違法性認定原則
(1)公平法第24條之違法性認定
從上揭公平會處分理由得知，同會對於本案違法性之判斷基準，顯然係採

形式違法性認定原則。詳言之，在公平會處理原則已經預設加盟市場存在交易

資訊不對稱之產業情況下，如同本案行為，凡加盟業主未依處理原則充分揭

露重要交易資訊者，即直接推論其濫用資訊之相對優勢地位，為足以影響連鎖

加盟市場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法第24條規定。至於被處分人是
否擁有市場力量？涉案行為如何影響加盟市場之交易秩序？公平會對此通常未

予以實質審查。事實上，觀察歷來公平會對於此類案件之處分，有關加盟業

主市場力量之大小，並非決定違法性之關鍵要素。例如，在第一名膜公司處

分案
72
，對於加盟業主未充分揭露重要交易資訊，公平會考量「本案已加盟者

為數不少」﹙處分當時約有37家，最多時期有60家加盟店﹚，且有影響未來
參與加盟之不特定多數人之可能性；另於威柔行處分案

73
，對於被處分人相同

之行為，處分理由卻認為「縱然其加盟者為數甚少」﹙處分當時僅有2家加盟

71 關於此點，公平法第24條案件處理原則第3點﹙一﹚後段規定﹕「⋯⋯契約內容顯
失公平部分，倘未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則應循民事途徑救濟解決；
僅於合致前開要件，考量公共利益時，始由本條介入規範之。」

72 公平會（97）公處字第093號處分書。
73 公平會（97）公處字第150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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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但仍有影響未來參與加盟之不特定多數人之可能性，是以儘管二案加盟

業主之市場力量大小有別，均無礙公平會對其涉案行為違法性之認定。

相對於上述公平會處分，本判決理由顯示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本案應

採實質違法性認定原則之基本立場。蓋本判決認為在公平法第24案件處理原則
案例分類之基礎上，加盟業主不為重要資訊揭露之行為，所破壞者為制度保

護，因此界定該行為屬性為「市場不法」，而非「行為不法」。基此規範理

念，本判決進而強調，公平會不得僅因交易相對人間「資訊不對稱」，即認為

未揭露某類資訊與交易相對人，皆係以「顯失公平」方式為商業交易。換言

之，對於本案行為，本判決認為公平會尚應衡量市場集中度、行為人之市場力

量等市場結構因素，據以實質審查其「市場不法」是否已達可予管制之程度，

而非以「高市占率者之任何不正競爭行為當然會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之泛泛因

果關係從事判斷
74
。

分析本判決界定本案行為屬性為「市場不法」之立論基礎，乃係植基於涉

案行為破壞加盟業主資訊揭露制度保護之觀點上。然而，如此推論過程似有未

盡嚴謹之處。蓋如上所述，公平法第24條之規範範圍相當廣泛，依據本條實
務案例發展出各種規範制度，其保護之法益即具多樣化。例如，同樣依據本條

違法案例發展而出對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

則，其破壞該保護制度之違法行為即可能涉及「市場不法」﹙同法第19條第1
款﹚或「行為不法」﹙同法第19條第3款、第21條、第22條﹚等類型75

；又如，

以本條為規範基礎之對於金融業者收取房屋貸款提前清償違約金案件處理原

則，更含有消費者權益保護制度之性質
76
。如此而言，本判決即未能僅以破壞

制度保護為由，逕行推論本案行為應屬「市場不法」之規範領域。

(2)公平法第19條第3款之違法性認定
本判決為強調本案行為屬於「市場不法」而非「行為不法」之類型，特別

於判決理由指出：「加盟業主此類行為之構成要件，與公平法第19條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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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構成要件不無相類處，只是加盟業主所採用手段之對象，是『所有

74 參見判決書第34頁。
75 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
之處理原則」第5點第2項。

76 依據該處理原則第2條規定﹕「本原則所稱房屋貸款，係指自然人向金融業者辦理
之購置住宅貸款」，顯示其具有濃厚的消費者保護規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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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潛在的、不限競爭對手現實的交易相對人』，而非競爭對手『既有的』或

至少『處於議約中狀態』的對象；且加盟業主隱匿資訊行為不法內涵或商業倫

理之非難性未達類似『脅迫、利誘』之程度，當不能以公平法第19條第3款規
範之。」

77
惟本判決如此法律適用之解釋，不無商榷之餘地。

誠然，有關公平法第19條第3 款所稱「交易相對人」是否限於與競爭者有
一定「關係」（包含「預期建立之交易關係」、「既存之交易關係」及「內

部雇傭關係」），抑或尚及於不特定之潛在交易相對人，學說固有爭議
78
。然

而，本文以為，本條款屬於典型不正競爭行為之違法類型，其違法性存在於行

為本身競爭手段的不當性，凡與競爭者間存在鬆散之潛在交易可能性者，均應

受到本條款之規範。再者，從實務操作之觀點而言，公平會依據本條款訂頒之

對於贈品贈獎促銷額度案件處理原則，顯然其適用對象多係一般不特定之消費

顧客群
79
。另從比較法之角度觀察，與本條款立法體例近似之日本獨占禁止法

第2條第9項6款第3目禁止「不當的引誘或強制競爭者之顧客與自己為交易」之
規定，該國學說及執法實務，均將本規定適用對象涵蓋及於不特定之一般消費

者
80
。準此，公平法第19條第3款之規範範圍，似無將不特定的潛在交易關係予

以排除適用之必要。

其次，有關加盟業主隱匿資訊行為之非難性，尚未達到類似「脅迫、利

誘」之程度，是否即無公平法第19條第3款規定適用之餘地？就此問題，本文
以為，本判決似乎忽略尚應審酌其有無可能構成同款所謂「其他不正當方法」

類型之違法評價。蓋一般以為，本款所謂「其他不正當方法」之概念頗為廣

泛，僅需涉案行為具有高度不法內涵或商業倫理非難性即為已足，無庸要求

相對人意思決定「完全」遭受扭曲或壓抑
81
。至於實務案例，構成本款「其他

不正當方法」之違法類型，則以涉及欺罔方式奪取競爭者顧客之行為最為常

見
82
。若此，誠如本判決所言，既然加盟業主隱匿資訊之行為與本款構成要件

77 參見判決書第33頁。
78 學說爭議，參見范建得、陳丁章，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九十三年度委託研究報告二，137-141（2003）。

79 相關處分案例，參見公平會（95）公處字第129號、（91）公處字第074號、（88）
公處字第002號、（84）公處字第166號等處分書。

80 加藤良三，注解経済法〔上巻〕，206，青林書院（1985）。
81 參見范建得、陳丁章，前揭註78，146-147。
82 惠普科技公司處分案，公平會（89）公處字第056號處分書；鴻瞬公司處分案，公
平會（89）公處字第141號處分書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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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類處，是以縱認該行為未達類似「脅迫、利誘」之程度，惟得否從欺罔交

易相對人之觀點，研析其有無構成本款「其他不正當方法」違法類型之可能，

似有進一步探討之空間。

2. 交易資訊重要性之判斷
本判決認為，依據公平會對於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處理原則第6點規

定，必須涉案行為未揭露之資訊係屬「重要」，始有該當公平法第24條規定之
可能。基此觀點，本案被處分人雖有未予充分揭露之資訊，惟本判決質疑該等

資訊之重要性，此亦為本案處分遭判決撤銷之主要原因。

首先，有關未揭露之「新開幕自行購買項目清單」，本判決否定該資訊重

要性之理由，乃係衡諸常情，認為其因此產生僅約10萬元之價差，對於擬投資
約450 萬元之交易相對人，通常不會影響其加盟決定83

。惟如此「衡諸常情」

之判決理由，似與同判決另稱「如何判斷加盟業主所隱匿之資訊為重要……

更有必要透過經濟分析的細密操作、實際數據的支持或經濟學方法的適度引

用」
84
之觀點，相互齟齬。就此問題，本文以為，由於加盟產業別、經濟景

氣、加盟店經營環境及規模大小等因素之差異，實際上很難算出合理的投資價

差範圍。因此，比較可行之實務操作方式，應可參酌上揭日本法制處理預估加

盟店營收利益誤差問題之規範原理，即以加盟業主事前有無提供客觀的投資金

額計算方式為判斷原則
85
。以本案而言，本案被處分人（即本判決原告）曾經

抗辯：「原告提供予加盟者之『新開幕自行購買項目清單』應屬原告咖啡加盟

簡章所列機器設備（可歸類於設備）項目……亦屬依一般商業習慣應由自願加

盟之加盟店自行負擔」
86
云云，是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本應針對此抗辯事由，

調查同類咖啡食品加盟產業之經營狀況，判斷系爭購買項目清單歸類於設備投

資項目有無客觀依據，藉此認定其是否屬於加盟業主應予單獨列出並特別說明

之重要交易資訊。

再者，本判決否定原告未予揭露之商標權內容、上一會計年度「加盟店

數」及「終止加盟契約數目」等交易資訊重要性之理由，乃係認為該商標權資

訊可於智慧財產局之網站上查詢，另原告並無於前一年度有大量加盟店終止契

約之情事，爰該等資訊縱未揭露，亦不致促使交易相對人有誤導錯判之虞。如

83 參見判決書第36頁。
84 參見判決書第31頁。
85 參見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加盟體系處理準則」2‧(3)①。
86 參見判決書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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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判決理由，顯然誤解該資訊揭露制度係以整體加盟市場之競爭機制、交易秩

序為保護對象；至於個別競爭者及交易相對人，僅係享受制度保護之反射性利

益。換言之，公平法上制度保護之概念，可謂係將反覆出現之商業活動，提升

為「一種行為模式或準則」之法規範制度，對於破壞此制度之妨礙競爭或影響

交易秩序之行為，予以禁止、取締與制裁
87
。準此，在公平會訂頒處理原則，

業將加盟資訊揭露行為設定成「一種行為模式或準則」之法規範制度下，判斷

加盟業主未充分揭露交易資訊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除審視有無促使

現有交易相對人誤導錯判之虞外，尚應考量其可能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

效果，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
88
。況且，依據上揭判決理

由，加盟業主之事業名稱、開始經營加盟業務日期及負責人等資料，亦得於經

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網站查詢，是以未提供該等資料，是否同樣不具可罰

性？如此是否會導致此資訊揭露制度之空洞化？此外，本判決認為，倘加盟業

主未於前一年度有大量加盟店終止契約之情事者，即無庸揭露該資訊，惟所謂

「大量」終止加盟店契約之判斷標準何在？該等問題恐將引起實務運作更大之

爭議。

三、現行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處理原則之檢討

以上判決之評析，同時反映出公平會現行對於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處理

原則，存在諸多法律適用之疑義。該等疑義，已經涉及如何理解此制度保護內

涵之規範核心問題，是以公平會因應之道，恐非僅係改變歷來對於違法構成

要件之解釋即為已足，而係應審慎檢討有無重新調整對於相關行為規範定位之

必要性。此外，現行處理原則有關揭露事項及揭露方式規定，有無應予改善之

處，以下一併探討之。

（一）規範定位之檢討

依據公平會現行加盟案件處理原則第6點規定，加盟業主未充分揭露重要
交易資訊之行為，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足以影響連鎖加盟之交易秩序者，

即有可能違反公平法第24條規定。然而，「顯失公平」之內涵為何？同條案件
處理原則第7點僅謂「係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並列舉
三種主要違法類型說明之；其中「資訊未透明化所造成之顯失公平行為」違法

87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一冊：立法目的、事業、罰則，5，自版
（1994）。

88 參見公平法第24條案件處理原則第5點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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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即包含加盟業主未充分揭露重要交易資訊之行為。如此以違法類型解釋

該違法行為本身之構成要件，等於未就「顯失公平」之具體內涵提出說明，難

怪上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認為公平會處分對於涉案行為「顯失公平」之判斷基

礎何在？實乏所據。

究其實，從行為屬性之觀點而言，如此將加盟業主未揭露交易資訊之行

為，歸類為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之違法類型，是否妥適？實值商榷。值得注

意的是，在有線電視頻道業者與系統業者締結頻道節目銷售契約，隱匿實際意

願成交價格、剝奪系統業者依其意願單獨購買頻道節目機會之相關處分案
89
，

公平會係認定涉案行為構成公平法第24條所稱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
則何以對於同屬事業間締結繼續性交易契約之隱匿資訊行為，在加盟業主處分

案例係屬「顯失公平」行為類型，另於有線電視頻道業者處分案例卻屬「欺

罔」行為類型，二者違法性認定之分際何在？頗為令人費解。

綜上所述，依據現行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處理原則之規範定位，公平會

所作相關處分之妥當性，難免遭受質疑；尤其是，在本案判決宣告後，可以預

見日後相關處分將接受外界更為嚴格之檢驗。因此，從下列觀點，本文以為，

公平會應正本清源的重新調整對於此類案件之規範定位。

1. 行為屬性
依據公平法第24條案件處理原則第6點規定，所謂「欺罔」係指對於交易

相對人，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

行為。如此欺罔行為之概念，毫無疑問的，當可完全包攝加盟業主未充分揭露

交易資訊之違法性。再者，參考日本法制對於加盟招募過程之規範，即係將加

盟業主提供不實或消極隱匿交易資訊之行為，定位為欺瞞的引誘顧客行為之違

法類型
90
；反觀現行公平會對於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之處理原則，將此類違

法案件定位為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之行為，不僅未能吻合其行為本質的屬

性，且與競爭法之規範本旨顯有扞格。蓋加盟業主未充分揭露交易資訊，致使

交易相對人陷於締約錯誤，同時亦有不當奪取競爭者顧客之效果，此時競爭法

主管機關關注之焦點，應係在於維護其他同類加盟事業競爭手段之公平性。至

於對交易相對人而言，其因此陷於締約錯誤，以致蒙受投資失利之損失，當依

89 木喬傳播公司處分案，公平會（89）公處字第109號處分書；和威傳播公司處分
案，公平會（89）公處字第110號處分書參照。

90 參見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加盟體系處理準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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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約過失、違反保護義務等民事法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91
，較有實益。若此，則

公平會對於加盟業主未充分揭露交易資訊之行為，宜應著眼於加盟市場競爭手

段之公平性，重新定位其違法性在於實施「欺罔」的交易行為。

2. 法律適用
對於加盟業主未充分揭露交易資訊之行為，公平會倘將其定位為欺罔的交

易行為，繼之則應審慎思考如何妥適適用法律之問題。首先，令人直覺聯想到

的是，似可將其改依公平法第24條之欺罔行為類型規範之。惟如此法律適用之
結果，在同條現行規範架構下，公平會仍須認定涉案行為是否具備「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之構成要件，則該會同樣將面臨對此要件究應進行形式審查或實質

審查之難題。是以本文認為，就此法律適用問題，公平會若能跳脫公平法第24
條規範之框架，將此類案件適用公平法第19條第3款規定處理，應係較為合宜
可行之管制模式。其理由說明如下：

(1) 依據先前本案判決評析所述，公平法第19條第3款所謂「其他不正當
方法」之違法類型，應可涵蓋以欺罔方式奪取競爭者顧客之行為態

樣，是以本條款既然得以窮盡規範此類案件不法行為之內涵，自無適

用同法第24條補充規範之餘地92
。

(2) 次從規範體系之觀點而言，加盟業主未充分揭露交易資訊行為之非難
性，主要在於剝奪競爭者公平爭取顧客之交易機會，如此行為適用公

平法第19條第3款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管制規定，顯然較能貼近競爭
法維護市場競爭手段公平性之規範本旨。

(3) 另考量實務運作的問題，公平法第19條第3款係屬不正競爭行為之管
制規定，其適用對象行為之違法性在於競爭手段本身顯已失公平性，

故而僅須該行為實施後「有妨礙公平競爭的可能性」或達到「抽象危

險性」的程度即可，並不以該行為的實施會對市場競爭產生實質限制

為必要
93
。準此，加盟業主未充分揭露交易資訊之行為，倘得以將其

91 我國民法第245條之1有關締約過失責任規定之適用，是否以「契約終局未成立」為
要件，學說有不同見解。倘採否定說，加盟店自得依據本條規定，對加盟業主請求
損害賠償；若採肯定說，加盟店則須主張附隨義務﹙保護義務﹚之違反，依據同法
第227條不為完全給付之規定，對加盟業主請求損害賠償。有關締約過失法律問題
之探討，參見蘇永欽，「締約過失責任的經濟分析—從現代交易的階段化談起」，
臺大法學論叢，第33卷第1期，183-218﹙2004﹚。

92 參見公平法第24條案件處理原則第2點第2項。
93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226，增訂第12版﹙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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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為引人誤認之欺罔行為類型，則在個案適用本規定之際，公平會

即得認定該行為本身存在不法性，滿足「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構成

要件。如此，不僅較能確保揭露資訊完整性及真實性之規範效果，且

得以避免應否進行實質違法審查之爭議。

（二）揭露事項及揭露方式規定之檢討

1. 揭露事項規定
誠如本文先前經濟分析所述，由於契約不完全性、事前投機行為傾向等因

素，經濟學者疑慮加盟業主於締約時，容易隱匿或提供不實的交易資訊，藉以

獲取不當的經濟利益。基此觀點，在法律規範層面上，凡與加盟權利義務相關

之重要事項，即應課以加盟業主提出完整且真實交易資訊之義務。其中，觀察

日本相關實務案例，得以發現在加盟招募過程中，加盟業主預估加盟店高額的

營收利益，最有吸引相對人加入加盟體系之效果，但其同時亦存在著引起高度

締約錯誤之風險。有鑑於此，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訂頒之加盟體系處理準則，

對於有預估營收利益之加盟業主，規定其負有提出客觀數據之義務
94
。

至於我國加盟產業市場狀況，亦有若干案例出現加盟業主宣稱其加盟店得

以獲取高額營收利益之情節。例如，在南灣企管顧問有限公司處分案
95
，被處

分人於加盟招募廣告刊載「美國加州第一名中醫大學在台辦事處開放加盟」、

「每月收入可賺約70萬元以上」、「大陸簽證成功率90％以上」等訊息。又
如，宅急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處分案

96
，被處分人於加盟招募廣告宣稱：「其

加盟店數高達200家、全省擁有200個連鎖營業據點、加盟店每月平均獲利在10
萬元以上」。對於該等涉案行為，由於被處分人無法提出獲利業績之客觀佐證

資料，公平會認定其對服務之品質與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

公平第21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上揭案列被處分人在刊登廣告之加盟招募過程中，

均有相對人與其洽談並簽訂加盟契約，當中亦有相對人檢舉被處分人未提供相

關加盟資訊及給予契約審閱期間，則何以公平會僅就涉案行為論以不實廣告之

違法責任，對於違反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處理原則部分，卻未同時作出違反

公平法第24條規定之處分？或許，公平會主要係針對被處分人宣稱加盟店高額
營收利益之行為，認為現行案件處理原則並未將其列為資訊揭露事項，是以僅

94 參見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加盟體系處理準則」2‧(3)①。
95 公平會（98）公處字第083號處分書。
96 公平會（99）公處字第047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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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適用公平第21條之不實廣告規定處分之。如此而言，則顯現出本案件處理原
則尚有規範疏漏之處。

對於上揭問題，本文以為，為降低相對人遭受締約錯誤之風險，並事先防

範加盟糾紛之發生，公平會宜應增列交易資訊揭露事項規定，凡加盟業主有預

估加盟店營收利益之表示者，即負有提出客觀數據之義務。

2. 揭露方式規定
在制度設計上，有關加盟業主揭露交易資訊之方式，主要有狹義及廣義等

二種揭露方式制度。前者係指加盟業主必須當面交付書面資料，並負有相關說

明義務；後者係由加盟業主向有關機關團體註冊登記，並由該機關團體公布該

登記事項之交易資訊。以日本法制而言，對於一定重要交易資訊，其加盟體系

處理準則，係採狹義揭露制度；另對其他交易資訊，則允許由業界團體實施之

加盟業主登記制度補充揭露
97
。至於我國公平會之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處理

原則，對於該原則第4點第1項各款所列事項，係採狹義揭露制度；但就其中第
7款有關加盟店營業區域內之其他加盟店資料，則允許以電子文件提供之（同
點第2項）。
值得注意的是，上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認為加盟業主雖未交付有關

授權加盟店使用之商標權書面資料，惟相關資訊均可於智慧財產局之網站上查

詢，爰不影響相對人對於締約風險之評估。如此判決理由，衍生出現行公平會

資訊揭露案件處理原則，有無引進如同日本加盟業主登記公示制度必要性之議

題。關於此點，本文以為，應先分析該登記公示制度之正負面效果，始能做出

正確判斷
98
。

(1)正面效果﹕
a. 藉由登記公示效果，得以提昇揭露資訊之真實性，降低加盟糾紛
發生之機率。

b. 登記公示之交易條件，一體適用於同類加盟契約，避免加盟業主
任意實施差別待遇之締約行為。

c. 相對人得以充分比較各加盟業主提供之交易條件，促使該加盟市
場競爭機制之發揮。

(2) 負面效果：
a. 交易資訊雖經登記公示，惟相對人在未經加盟業主當面說明之情

97 參見川越憲治，前揭註36，36-56。
98 參見川越憲治，前揭註36，6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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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仍有可能誤解相關資訊之內容。

b. 加盟交易條件經由登記公示之結果，有關加盟權利金、保證金、
契約期間等事項，可能引起其他加盟業主有意識的追隨行為，導

致該加盟產業出現協調化之現象。

c. 執行登記公示業務之機關團體，倘若欠缺有效的內部審查機制，
難免有不良的加盟業主利用此制度，虛張其交易信用度。

基上分析，如此制度之利弊得失為何？仍須取決於客觀實施環境及一定配

套措施，是以在確認我國加盟產業發展及相關業界團體組織自律功能已達一定

成熟度之前，對於是否引進此登記公示制度之議題，尚有待產官學各界充分討

論並審慎評估。

四、公平法應否介入締約後加盟經營關係規範之檢討

交易相對人與加盟業主締約成為加盟店後，由於「特殊投資關係」、「陷

入」等經濟效果之作用，致使其對加盟業主形成經濟依賴關係之情況下，往往

被迫接受不利益且不合理的交易條件。有鑑於此，日本獨占禁止法制對於加

盟業主之規範，即從招募過程之資訊揭露義務，延伸至締約後禁止其濫用相對

優勢地位之行為。對照之下，我國公平會現行處理原則對於加盟業主之規範程

度，僅止於締約前資訊揭露義務之階段，尚未及於締約後加盟經營關係之層

面。當然，並非日本獨占禁止法有此規範機制，即謂我國公平法規範即應一昧

的跟從仿效；惟若我國加盟產業同樣存在有締約後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

且公平會已有介入規範其他產業類似濫用行為之前提下，此時即有研議應否介

入規範加盟產業濫用行為之必要性。以下，本文即從「實存」與「當為」之觀

點，分別探討之。

（一）實存觀點

我國相關市場是否存在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之現象？就此問題，只要查

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案件之處理原則」之相

關規定
99
，即可獲得肯定之答案。抑有進者，將該處理原則第7點列舉「就促進

商品販售無直接關係之費用，要求供貨廠商負擔該項費用」等七款不當收取附

加費用之濫用行為類型，對照於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訂頒「大規模零售業對於

供貨廠商實施特定不公平的交易方法之運用基準」告示第8項所列各款「收受

99 該處理原則第1點規定：「為避免流通事業濫用市場優勢地位，向供貨廠商不當收
取附加費用，以維護市場交易秩序，確保公平競爭，特訂定本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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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經濟利益」之違法行為類型
100
，即可發現二者幾乎如出一轍，由此足見公

平會對此濫用行為之規範，深受日本獨占禁止法法制之影響
101
。

此外，為本文所關切者，乃係觀察公平會若干對於加盟業主所作處分案

例，得以發現我國加盟市場亦有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之跡象。例如，福客多

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處分案
102
，被處分人涉及以提昇門市業績為由，多次強迫加

盟店訂購超過其門市銷實績之進貨量，致使大量報廢商品之成本損失須由加盟

店吸收。再如，鮮果多事業有限公司處分案
103
，系爭加盟合約書約定加盟總費

用為89萬元；惟於締約後，被處分人竟開立「開店追加減表」，據以追加超過
店面設計標準之燈組、牆面噴畫坪數等費用。又如，休閒國聯股份有限公司處

分案
104
，被處分人於系爭加盟契約書附件二「訂貨單」，僅列載各項原物料之

名稱及規格，並無價格資訊，且大多數原物料限制必須向被處分人採購；另開

店前首批進貨商品費用共35萬1,474元，禁止加盟店退換。
上揭涉案行為，公平會胥皆認定加盟業主未充分揭露重要交易資訊，為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法第24條規定。惟本文以為，該等
行為之非難性，應已超過有無引起交易相對人締約錯誤之違法性程度，而係進

入締約後加盟業主有無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之違法評價範圍。準此，該等強

制採購數量、強迫加盟店吸收大量報廢商品之成本損失、任意追加店面設計費

用金額等涉案行為，顯然屬於不合理且不利益之交易條件，足認加盟業主有濫

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之情事。另涉及限制原物料之採購對象、禁止退換首批進

貨商品等行為，則應審酌該等交易條件有無具備維護加盟體系商譽、確保商品

規格等商業經營之合理性，始得認定其是否存在濫用行為之違法性
105
。

（二）當為觀點

承上所述，在我國現行公平法之規範架構下，對於流通事業濫用相對優勢

地位之行為，公平會業已訂頒案件處理原則；相較於此，就同樣藉由繼續性交

100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大規模小売業者による納入業者との取引における特定の
不公正な取引方法」の運用基準，http://www.jftc.go.jp/dk/daikibokouri.htm，最後瀏
覽日期：2010/6/24。

101 有關我國公平法與日本獨占禁止法對於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規範之比較，參見江口公
典、顔廷棟，「独占禁止法制における優越的地位濫用禁止の日台比較」，慶應法
学，第14号，155-170﹙2009﹚。

102 公平會（94）公處字第101號處分書。
103 公平會（96）公處字第090號處分書。
104 公平會（99）公處字第031號處分書。
105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加盟體系處理準則」處理準則3‧(1)ア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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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關係所生之加盟事業濫用行為，公平會相關案件處理原則僅課以其揭露交易

資訊之義務，顯有規範不足之缺失。若此，則公平會應有必要在現行加盟案件

處理原則之規範基礎上，重新訂頒「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事業之規

範說明」，增訂締約後禁止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之規定事項。具體言之，新

增規範重點，分別說明如下︰

1. 規範定位
所謂「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公平法第24條案件處理原則第7點

﹙三﹚規定：「具相對市場力之事業，利用相對人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

不公平交易之行為。」據此定義，公平會對於締約後加盟業主濫用相對優勢地

位之行為，應可將其納入同條之規範體系內。

在此規範定位下，如何認定加盟業主是否具有「相對優勢地位」，無疑的

將是公平會實務運作之首要問題。有關此點，參考同會對於流通事業收取附加

費用案件之處理原則第4點規定之意旨，即應審酌加盟業主相對於加盟店之營
業規模及市場占有率、加盟店對加盟業主於交易上之依賴程度、加盟店變更加

盟體系之可能性、以及加盟商品之供需關係等因素，予以綜合判斷。至於在個

案具體認定之際，公平會亦可參酌上揭日本加盟體系處理準則揭示之標準，即

加盟店倘未能與加盟業主維持繼續性交易關係，將招致事業經營之困難，因此

對於加盟業主提出顯然不利益之交易條件，即陷於不得不接受之情況下，應足

認當事人間存在有相對優勢地位關係
106
。

2. 濫用行為類型
上揭公平法第24條案件處理原則，係將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行為，歸類

為「顯失公平」之違法行為類型，惟同處理原則並未針對「顯失公平」之內涵

作出具體解釋，是以公平會在重新訂頒加盟業主規範說明之際，應有必要揭

示對於加盟業主濫用行為構成「顯失公平」要件之認定標準，避免執法實務發

生爭議。關於此點，較為可行之作法，公平會宜應歸納整理歷來之違法行為案

例，並選定幾類代表性加盟產業，針對其加盟店展開問卷調查或舉辦座談會、

公聽會等活動，藉以具體列舉加盟業主實際或可能實施之濫用行為類型，俾發

揮規範明確性及防範違法之效果。

以前揭公平會所作處分案為例，涉案加盟業主實施強制採購數量、強迫加

盟店吸收大量報廢商品之成本損失、任意追加營業費用金額、無正當理由的限

106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加盟體系處理準則」3‧(1)﹙註3﹚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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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原物料之採購對象或禁止退換進貨商品等行為，應可將其列為濫用行為類

型。另參酌日本實務之經驗，有關高額解約金、不當的競業禁止等約款，有鑑

於其同樣可能發生於我國加盟產業市場，故亦得考慮將其列為濫用行為類型，

一併禁止之。此外，觀察公平會對於康兒喜、臺鹽實業、得利影視等公司所作

處分案
107
，顯示各該加盟契約書分別附加有維持轉售價格、搭售等限制競爭約

款，是以同會在重新訂頒之規範說明中，亦應揭示加盟契約若有附加限制競爭

之約款者，可能違反公平法第18條或第19條各款相關規定。
3.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判斷
在現行公平法第24條之規範架構下，將加盟業主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

為，定位為同條所稱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則對於涉案行為是否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判斷，即為違法認定關鍵之所在。就此問題，本文以

為，首先應理解競爭法制對此濫用行為之規範核心何在，始得期待實務作出違

法與否之適切判斷。詳言之，依據本文先前之分析，事業濫用交易上相對優勢

地位之行為，其公平競爭阻礙性主要在於限制交易相對人之營業自主權，以致

侵害其參與市場競爭的基礎條件。反面觀之，競爭法介入規範此類濫用行為之

本旨，除確保相對人擁有交易自由之決定權，同時亦係維護其公平參與市場競

爭之地位。若此，則公平法第24條禁止此類濫用行為，期以建構一符合社會倫
理及自由、公平競爭精神之交易秩序內涵，即係防範相對人交易自由之意思決

定遭受壓抑，並一體兩面的維護其保有得以從事效能競爭之營業自主權
108
。

基上所述，凡加盟業主濫用交易上相對優勢地位，強迫加盟店接受不合理

且不利益之交易條件，從其行為本身即存在公平競爭阻礙性之觀點而言，應可

認定其足以影響連鎖加盟之交易秩序。當然，如此說法乃係建立在涉案濫用行

為廣泛的實施於各加盟店（包含將來可能締結加盟契約之潛在交易相對人）經

營關係之前提上；否則，若係單一個別有關加盟契約對待給付不均衡糾紛之案

件，由於欠缺公共利益之要件，該受害之加盟店則應尋求民事救濟，自無適用

107 公平會（94）公處字第021號處分書、（96）公處字第010號處分書、（96）公處字
第117號處分書參照。

108 學者認為，將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適用於公平法第24條之規範架構下，依據同條
案件處理原則之解釋，所謂「不當壓抑」，即構成「顯失公平」的行為，則「顯失
公平」與「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不過是一事之兩面，是以公平會執法之重心應鎖定
在相對優勢事業「強迫交易相對人接受不公平交易條款」一事上。以上，參見黃銘
傑，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實際，222-223，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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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第24條規定之餘地109
。

伍、結論

本文藉由比較法制、實務案例評析等研究方法，指出公平會現行對於加盟

業主資訊揭露案件之處理原則，存在著規範定位不清之疑義，導致相關處分案

件之妥適性，遭受高等行政法院質疑。再者，本處理原則僅止於招募過程課予

加盟業主資訊揭露之義務，對於締約後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顯有規範不

足之缺失。針對以上問題，公平會解決之道，宜應重新訂頒對於加盟業主之規

範說明，並區分締約前、締約後之階段，增修相關規定事項。

在締約前之招募活動過程中，加盟業主未充分揭露交易資訊，致有促使相

對人引起締約錯誤之虞者，規範說明應從行為不法之觀點，明確定位其屬於不

當的欺罔行為，違反公平法第19條第3款規定。另有關交易資訊揭露事項，除
現行處理原則規定之事項外，對於加盟業主有預估加盟店營收利益之表示者，

應當增列其負有提出客觀數據義務之規定。

至於締約後加盟業主有強迫加盟店接受不合理且不利益之交易條件者，規

範說明宜應將其定位為公平法第24條所稱顯失公平之違法行為，並揭示有關
「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行為類型」及「足以影響連鎖加盟之交易秩序」等

判斷標準。此外，對於有附加維持轉售價格、限制商品採購對象或搭售等約款

之加盟契約，規範說明亦應一併揭示其可能違反公平法第18條或第19條各款相
關規定。

總之，公平會若能正視現行加盟案件處理原則之缺失，並參考以上建議事

項，全面訂頒對於加盟業主之規範說明，相信應可徹底發揮維護連鎖加盟之交

易秩序、確保加盟市場公平競爭之規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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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ubject of franchise relationships, may be observed 
from two perspectives. The one, as the asymmetry of information made the trading 
counterparts to be in an inferior position, the franchisors are likely to omit material 
trading information during the recruitment of franchising activities. As a result, 
the trading counterparts are under the risk of mistakenly entering into a franchise 
agreement. Another one, business transactions between the franchisor and the 
franchisee after the franchise agreement has been signed, the franchisor may 
force the franchisee to accept unreasonable disadvantages by making abuse of his 
dominant bargaining position. However, “the FTC Guidelines on the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by Franchisers” had no more than stipulated the obligation that 
franchisor should provide written information prior to entry into agreement with 
trading counterpart, and thus guidelines are obviously inadequate for the regulations 
of franchise relationships. Therefore, from a comparative law viewpoint and using 
the case analysis method,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normative orientation on 
current guidelines and to discuss the issue that should the Fair Trade Act intervene 
in the regulations against abuse conducts of dominant bargaining position by the 
franchisor after the franchise agreement has been signed. This article hopes to 
provide suggestions that can help the TFTC to maintain trading order and to ensure 
fair competition in franch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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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評論人：黃銘傑（台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謝謝主席、吳主委、報告人顏教授及與會的先進大家好，很感謝顏教授能

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很精要的講述這篇研究的精髓及對我國加盟業的規範應該

有的內容及架構，我今天提出一個看法，我們對加盟事業的規範，如果從空間

及時間來看，過去我們在有關加盟事業的問題上，空間的話是對上、對於供貨

業者不當的上架費等問題，我們處理原則訂的蠻多的，但是過去的處理原則比

較少的可能是對下的、對於加盟店、加盟事業來看的，針對加盟事業其實也不

是完全沒有處理原則，就像顏教授所報告的，比如說資訊公開，似乎是過去的

著力點，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過去公平會的處分重點在空間上似乎是對上，

對供貨業者的不當濫用優勢地位，過去的濫用優勢地位似乎比較少在對下的加

盟店這方面，從時間來看，對加盟店的濫用的可能性包含兩種，一個是在締約

前（加盟前），一個是加盟後，在加盟前就是公平會傳統上處理原則所要規範

的有關資訊公開的問題，在加盟後就是今天顏教授一再強調的所謂濫用優勢地

位的問題，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到顏教授今天整個報告內容的重點其實一直在強

調的就是，我們公平會過去不是沒有在處理加盟事業，但是它的重心或處理的

經驗，在空間上面他偏重於對上的供貨事業，在時間上面他偏重於締約前、加

盟前的資訊公開的問題點，如果要去探討這樣優勢地位的濫用，它在公平法上

面整個定位又是如何？如果我們不把優勢地位的濫用要實踐公平法的規範功能

釐清的話，可能沒有辦法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有共通的對話，因為台北高等行

政法院一直強調的是，到底這樣的行為是市場不法還是所謂的行為不法？難道

優勢地位的濫用不能同時包含市場不法及行為不法？這是我在這裡遇到一個很

困難的問題，我個人一直認為優勢地位濫用它的規範功能主要有三，第一個是

保護像德國UWG第3條它是一個商業上善良風俗的一個概念，就像剛剛顏教授
所說的，到底這10萬元算不算是重要的項目？這時在判斷是否有濫用市場優勢
地位，應該對照該當產業一般的正常的商業習慣來判斷；第二個這個濫用優勢

地位的規範功能就是像顏教授所研究的日本法上傳統所強調的，似乎是在保護

競爭的機能，看起來可能是要保護競爭的機能，其實它所實現的可能是一種社

會政策，保護的可能是中小企業或是消費者；第三點我們進一步來看，如果只

是社會政策的保護，那我有沒有辦法把它引進公平法，甚至我們在公平法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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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利用相對優勢地位的濫用條款，或者說第24條顯失公平的條款來規範相關
的的行為？這時我們就需要把這樣的相對優勢地位的規範納入整體的競爭政策

之中，而這樣納入的概念，顏教授的理論基礎很顯然是借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

主威廉森（Oliver Williamson）所提出來很有名的hold-up概念、hostage概念、
事後的opportunism投機主義的概念，這些概念是告訴我們，如果今天我們所
直接關懷的是某個被欺負的交易相對人，可是間接的如果對於這些被欺負的交

易相對人你不再好好加以保護的話，每個人要進入一個加盟事業所擔心的就是

以後我會不會被欺負，如果我們認為加盟事業對台灣未來的整個經濟生活是不

可或缺的，我們應該鼓勵他的加入、鼓勵它的健全發展，可是現在我們要鼓勵

他加入的時候卻發生有人擔心我加入是不是會被坑、加入是不是就要被予取予

求，如果是這樣的話，這樣的加入本身會有劣幣驅逐良幣的問題，要擺濫的就

會加入、珍惜羽毛的就不會加入，其實從Williamson的角度來看這樣，對於交
易相對人的hold-up、hostage的這些問題本身並不是單純的社會政策問題，它
已經慢慢從社會政策保護弱者、弱勢的交易相對人提升到我們要怎麼看待健全

產業發展的問題，從這裡面也許未來我們在溝通上，我們必須要跟法院進一步

來探討說，你所講的所謂的形式審查或實質審查，其實在我來講都一樣，我們

所直接看到的，跟我們所要保護的競爭功能，其實你看到的可能是它要保護的

是一個弱勢的交易相對人，但它的結果可能是整個市場功能的保護，這可能才

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從這邊來看的話，到最後，當我們特別有像hostage所產
生的lock-in功能的時候，我們未來甚至在這樣一個想法的判斷上，我們要問市
場怎麼界定的問題，市場還是留在當你被hostage、lock-in的時候，你所謂的市
場還是全家、7-11、萊爾富等構成的一個市場？還是當你加入7-11之後，因為
你被予取予求，你的市場就只有7-11而已，所以7-11對你來講就是一個獨占事
業，它根本就不是所謂的相對優勢地位，它可能構成的就是絕對的優勢地位的

濫用，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所謂的市場不法很容易我們就在這方面給克

服掉了，而不是在它是屬於行為不法還是市場不法或是欺瞞或不欺瞞這邊來作

文章，如果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這邊要求行為不法，我們也許可以從另外一個角

度來討論，傳統在界定市場的時候，是把全國的加盟名冊打開，今年的加盟事

業做了多少錢，就以這個為基礎說7-11有多少市占率，但這忽略了諾貝爾經濟
學獎得主Williamson給我們非常重要的啟示——hostage，它的市場力量從何而
來？這可能是我們必須要去好好探討的一個問題。

在加盟事業裡面，我一直在困擾的就是加盟店、加盟業者到底是消費者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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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業？因為我們在第23條有關多層次傳銷的時候，多層次傳銷的參加人到底
是一般消費者還是事業？我們都認為多層次傳銷的參加人因為要勸誘人家加

入所以是事業，可是在其他國家對於多層次傳銷的參加人都是以消費者加以保

護，同樣的在這邊針對所謂的加盟事業，我們未來如果要加以保護的話，我們

是不是要重新思考我們為什麼要保護他？是因為他是一個非常精明幹練的事

業？還是他在加入的時候就跟多層次傳銷的參加人一樣其實是一般的消費者？

他對於這行業是完全無知的，如果這樣的話未來像顏教授所建議的，我們在有

關這個加盟店的處理原則也許要慢慢納入消保法對於消費者的保障，尤其是消

保法規定企業經營者對消費者所負義務不得低於廣告的內容，未來不論是法院

或是公平會也許慢慢要從這邊去重新思考，我一直覺得加盟業可能是菜鳥、中

途要轉業的人，而不是像我們一般所說的精明幹練的事業，所以我們對於他被

欺瞞，尤其發生在事前的階段時，可以把他當作一般的消費者來處理，而不是

一個well-informed、非常有資訊的事業來處理，這可能是我們未來思考這問題
可以切入的第二個點。

最後一個我想跟顏教授共同分享的，顏教授一直說未來第19條第3款應該
可以加以優先適用，我個人是認為第19條第3款跟第24條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老實說我沒有辦法很明確區分，因為第19條第3款如果你不去看脅迫、利誘或
其他不正當方法，只看他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這就是競爭！

第19條第3款就是一個競爭條款！它不同的地方只是在它有一個形容詞叫做脅
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我們如果過度使用第19條第3款的話可能會不小
心破壞公平法說的競爭秩序，我覺得脅迫是強制罪屬於刑法，根本不應該放在

公平法裡，利誘的話除非構成詐欺，否則也不該放公平法裡，適當的利誘本來

就是競爭的一個利器，利誘這裡指的就是構成欺瞞，欺瞞的話就是詐欺，那就

是民法去讓它變成無效，至於不正當方法，何謂不正當方法？很簡單，它必須

配合第19條的本文有關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這幾個字，你要判斷什麼
叫不正當方法必須是要相當於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如果是這樣，限

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不就是公平法所要保護的競爭秩序或第24條所謂的交易
秩序，可是現在不論在公平會或是學說主流上認為所謂的交易秩序，配合公平

法第1條所謂的交易秩序，其實它所講的就是競爭秩序，如果競爭秩序在公平
法的內涵是自由競爭、公平競爭，不就是第19條本文裡的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
競爭之虞嗎？所以到底這個交易秩序跟19條本文真的不一樣嗎？我個人覺得其
實是一樣的，所以用的不論是第24條或是第19條第3款，它們要達到的目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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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一樣的，就是要確保公平法所說的自由且公平的競爭秩序，以上是我簡單

的評論，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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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市場開放的多元化與地方化效果之研究

莊春發
＊

中文摘要

本文參酌Napoli（2009）多元化的定義，將抽象的多元化與地方化概念轉
化為可衡量的具體指標，並以我國廣播產業十梯次執照開放，對多元化與地方

化的影響效果為分析對象。研究所獲得的結果為：

(1) 政府十梯次的廣播執照釋出，若以廠商數觀察，多元化指標會因為廠商數的
大量增加而大幅增加。但若依據本文提出的多元化衡量計算方法，剔除聯播

聯營以及電台大小功率發射面積的影響，則十梯次執照開放政策對廣播來源

的多元化助益，其實僅增加區區的27％。
(2) 最重要的內容多元化，因為既有法律廣播電視法第十六條，已經將它限定為
新聞及政令宣導節目、教育文化節目、公共服務節目、大眾娛樂節目等四種

類型，且對播出時間分配亦進行嚴格管制，很難有調整的空間。

(3) 當前廣播電台的經營型態，許多廣播電台的播出形式是與聽眾以電話連線的
方式進行，不是聽眾Call-In 進入廣播電台參與節目的進行，就是由廣播電台
節目的主持人Call-Out訪問特定的閱聽人，請該特定閱聽人對特定之議題發
表意見。有系統的提供廣播節目時間，讓社會人士或閱聽人從事廣播之節目

之情形並不多見，

(4) 地方化指標的衡量，則以各地人口佔全國人口的比例為基準，再與各地電台

目　次
壹、緒論

貳、多元化與地方化的意涵與衡量

參、國內廣播電台釋照前後的市場結構

肆、廣播電台多元化與地方化的衡量

伍、結論與建議

* 景文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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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比例或各地電台涵蓋面積比例加以比較，發覺其與人口數比例並不相

符，顯示地方化仍有改進的空間。

壹、緒論

台灣政府部門早期因為政治控制的目的，對各種媒體公司的設立均採行嚴

密的控制，不輕易開放新的媒體業者進入市場，因此大部分媒體市場長期都處

於只有少數廠商存在的寡占結構。以無線電視市場為例，政府50-60年間開放
台視、中視、華視等三家電視台進入市場，之後即將無線電視市場的進入之門

予以關閉，直到民國86年才打開市場，允許民視進入市場1
。同樣的，報紙市

場的情形亦出現相似的情境。民國45年起政府即關閉報社的設立，台灣報業市
場長期維持只有31種報紙2

，直至民國77年因為民主開放潮流的壓力之下，才
將報禁加以解除。

廣播電台在台灣早期的社會，與前面兩種媒體同屬於社會的重要媒體之

一，亦與無線電視和報紙的命運一樣，同樣遭受政府政策嚴格的管制。政府自

民國47年以調頻頻譜（AM）用盡為理由，而發出新電台禁止設立的命令。直
到民國82年，新聞局才為因應社會各界對廣播的殷殷需求，做成持續10梯次的
開放。截至目前為止，廣播電台市場上共有172家擁有合法執照的廣播電台，
而未向主管機關申請獲取執照的電台，即所謂地下電台數目則曾高達190家之
多。

一般而言，廣播電台的開放政策，基本的目的係為媒體的多元化目標，以

及地方化的目的而設。但是審視過去廣播電台的開放政策，卻發現開放政策常

未考量廣播市場的胃納，與新廠商進入市場後的存活問題，而常逕以小功率或

中功率的規格，開放新廣播業者進入各縣市地方市場。最後的結果是這些中小

型功率之新電台，因為無法獲得足夠的廣告營收，支付必要的營運成本支出，

最終演變成不得不依附於全國性或大功率電台之下，成為全國性或大功率電台

的地方台，或淪為特定電台以聯播或聯營經營，形成為全國聯播網的工具
3
。

1 見莊春發（2005），〈台灣媒體在廣告市場競爭關係之研究〉，《台灣銀行季
刊》，56（4）：181-214

2 同注1
3 民國96年的統計資料為例，載有詳細資料的樣本裏，全國性電台一家、大功率、中
功率、小功率電台的樣本家數分別為14家、59家，41家，全國性電台利潤水準為
正，大、中、小功率電台利潤水準為負的家數則分別為2家、19家、14家，佔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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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十梯次的開放當中，總計開放76張小功率執照，截至民國97年底，
已有32家成為其他電台的地方台，占開放電台的42％；同時間在中功率的部
份，開放66張執照當中，亦有27家成為特定電台的地方台，占開放電台比例的
41％4

。初步觀察政府過去在廣播電台的開放過程裡，企圖藉由增加全國各地

電台數，而達成廣播市場媒體的地方化與多元化的目標，似乎並不成功。

是故，對上述廣播電台產業發展的特殊性，政府部門的開放政策實有加以

檢討的必要。希望藉由本文的研究，能夠明確界定廣播開放政策，所要達成的

兩項目標－多元化與地方化的內涵為何？以及上述兩項的政策指標實務上應如

何衡量？然後以政府過去十梯次的釋照政策為對象，進行實際的驗證。俾將結

果提供為政府實際執行政策時的參考，從而找出較佳的廣播管理政策，使國家

稀少性頻譜資源獲得更有效率的利用，以發揮其應有的社會功能。

貳、多元化與地方化的意涵與衡量

一、多元化與地方化的意涵

傳播政策所欲達到兩個非經濟的目標是「多元」（Diversity）和「地方
化」（Localism）（Napoli, 2009）。「多元」的概念不只應用在傳播領域，
其他領域如生態、地理、都市計劃、心理、語言和社會學當中，多元亦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McDonald & Dimmick, 2003）。多元一字最早源自於拉丁文
Divertere一字，原意為朝向不同方向，隱含著差異或歧異的概念（陳一香，
1999）。集中（Concentration）是多元的反義字，而多種類（Variety）則為多
元之同義字。

學者對於媒體「多元」的內涵，亦提出許多不同的解釋層次。Hoffmann-
Riem（1987）以「形式和議題多元」、「內容多元」、「人和團體多元」、
「地理環境多元」四個層次界定「多元」這個概念。（轉引自McQuail , 
1992）。Napoli（1999）則將多元進一步限縮為三大類型。第一是「消息來
源的多元」（Source Diversity），它包括所有權（ownership）多元與人力
（workforce）的多元兩個面向；第二是「內容多元」（Content Diversity），它

率的比例分別為14.3％、32.2％與34.1％。全部樣本115家電台中利潤水準為負者共
35家，比例為30.43％

4 中華民國廣播年鑑2003-2004（行政院新聞局，民94），第十梯次開放時間為民國89
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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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節目型態（format/program type）的多元、觀點（idea/viewpoint）多元和人
口性別（Demographic）的多元等面向；第三是「閱聽人暴露多元」（Exposure 
Diversity），它包括水平（horizontal）多元、垂直（vertical）多元兩個面向。
近期學者更常將多元簡單的粗分為「所有權多元」和「媒體內容多元」兩

種重要的不同涵義。在所有權多元方面，主要的觀點認為，資方可以透過直

接、非直接聯結、財務、契約關係或非正式共識等方式去影響公司的決策，所

以，所有權是控制企業最有效的方法，企業可以透過擁有媒體之後以任何方法

影響媒體的行動、社論內容和策略方向（Iosifides, 1997）。當所有權分屬不同
人所有，也才能促成媒體內容意見之多元。

至於該如何促進媒體多元，目前主要存有自由市場和社會學派兩種不同的

看法。一般來說，自由市場觀點多半將產品多樣性與意見多樣性畫上等號，當

市場有更多不同的媒體系統，就能獲得更多的多元。篤信市場機能的人士認

為，只有透過自由市場供需，即能促進效率（McQuail, 1992)。
相對的，社會學派的觀點則認為，透過政府之干預才能讓人們暴露於最多

的意見之中。過去歐美基於頻道之稀有為由，透過政府管制限制單一經營團隊

所能擁有的執照數，以控制所有權的方式，做為降低廣電市場過度集中，做為

保持市場多元的手段（Iosifides, 1997）。
除多元化外，「地方化」（localism）也是傳播政策中所追求的重要目標

之一。地方化在政治發展中常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有些學者認為媒體是一個

很重要的政治組織，當媒體地方化、展現在地的觀點和聲音之後，才可以加強

地方公民的政治參與，以及讓民眾在資訊充分的狀況底下，做出比較好的政治

決定（Napoli, 2009）。
隨著政策解禁、社會開放的呼聲之下，政治力逐漸鬆綁過去對於媒體之掌

控，無庸置疑地，一般民眾接近媒體的機會大增，選擇也比以往更多，可以滿

足外在的多元。但是，媒體企業為求規模經濟，創造利潤，媒介內容便會迎合

大部分人的喜好，犧牲少數和弱勢之權益。意見市場中是否展現多元化、地方

化的聲音，滿足內在的多元，仍舊值得懷疑與進一步的檢討。

二、多元化與地方化指標的衡量

（一）多元化指標的衡量

如前所述廣播執照開放的目的，是為廣播市場的多元化與地方化，讓社會

各層人士有更多親近廣播和意見表達的機會，能夠收聽到自己喜歡的廣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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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但是，在實務上，到底多元化與地方化所代表的意涵為何？它適當的衡量

指標為何？文獻上卻一直沒有給予明確的答案。

誠如Napoli（1999）所言，多元化的層次分為來源的多元、內容的多元、
近用的多元等三種不同的層次。所謂的來源的多元，應當是指廣播節目的來源

必須越多越好，而來源的多寡則與廣播電台設立的多寡有著密切的關係，衍生

結果則顯示廣播來源的多元化，可以以市場上廣播電台家數的多寡加以衡量。

其次，國內的電台規模有大中小功率之分，其閱聽人所能收聽的範圍存有相當

的差異，若單純的以廣播電台的總家數衡量多元化的程度，可能會產生若干的

偏頗，為調整此差異，可以改以所有電台所覆蓋的面積總量，做為衡量電台多

元化高低的指標。

至於內容的多元，則可以以各廣播電台的節目內容多寡與節目播送的時間

分配加以觀察，電台提供節目越多，且播送的時間越分散時，則代表電台越能

考量社會各階層人士的需求，表示內容的多元性較高；反之，若電台所提供

的節目種類較少或只偏重於少數族群的需要，而未能考量大多數閱聽人的需求

時，則代表該電台的內容未能符合多元化的要求。是故，廣播電台內容多元化

的衡量，可以以電台播出的節目內容種類的多寡，以及節目內容的分散程度做

為計算的基礎。節目種類越多、節目的分散程度越高，表示廣播電台的內容越

多元；反之，節目種類越少、或節目的集中度較高時，則表示廣播電台的內容

多元化有所不足。

最後，所謂的近用的多元化，它所代表的是閱聽人能擁有更多的機會接近

使用廣播媒體。過去廣播經營的型態指示單向的由廣播電台發聲，而閱聽人只

能純粹的收聽，不能反向發聲參與方式進行。廣播近用的多元應是指閱聽人在

若干時間之內，也能參與各種廣播節目的製作、播出等工作，充分讓自己的意

見可以在廣播媒體裏展現。

（二）地方化指標的衡量

討論完多元化的指標的衡量之後，進一步所要探討的議題是，廣播媒體產

業的發展如何能夠兼顧地方化的需求？問題是文獻上的確有許多學者提出地方

化的論述，但是對於應該採用那些指標，做為衡量實務上廣播電台地方化程度

的高低，一樣的闕如。幾乎所有地方化的研究都停留於抽象化的論述，而未探

討實際上的衡量方法。甚至有些地區或國家因為幅員太大，才需要探討地方化

的問題，而有些地方或國家則因為幅員不大，地方化的討論並不具意義，也未

予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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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地方化的目標，初步看來與多元化的目標是有相輔相成的效果，具體

而言，廣播地方化的實踐也是為達成多元化的目標，只不過是將多元化的層次

元素改為區域性，亦即廣播地方化目標的追求，基本上是要讓一國之內不同地

區屬性的閱聽人，都能擁有相同的機會與權力接近廣播媒體、近用廣播媒體。

是故，廣播地方化目標的實踐，首先所須具備的要件是每個地方或區域所設立

的電台數目必須相當，或者起碼要能滿足當地閱聽人的需求。

基於以上的認知，廣播地方化目標是否達成，可以以每個地方所設立的電

台家數做為衡量的指標，若實務上所觀察到的廣播電台家數越平均時，則代表

該國廣播電台的地方化程度越高；反之，則代表地方化的程度有所不足。如前

所述，以電台家數為衡量指標常會因為電台功率的大小而產生偏頗，所以實際

的衡量時，可以進一步的改以該地區電台功率所涵蓋的面積總數，做為衡量的

指標，以排除單純以電台家數做為衡量指標的偏頗問題。

其次，每個地區的居住人口數不同，上述的指標數仍然會有偏頗的缺失，

適當的修正是進一步以人口數為權數進行調整，以每人平均電台涵蓋面積的數

據，做為衡量的修正指標。之後，再進行不同區域指標數據的比較。如此則可

觀察政府廣播電台釋照前後的多元化的指標，是否有所改進。

三、多元化與地方化衡量指標的理論基礎

討論完廣播多元化與地方化的內涵與指標之後，分析可以回到最根本的討

論，研究多元化與地方化指標衡量的理論基礎。如前所述地方化亦為多元化的

一種，所不同者只是將多元化的元素改為區域而已，所以如欲建立多元化的理

論基礎時，只要集中於多元化的討論即能了解其真正的內涵。

多元化的反面意義就是集中化，所以如欲討論多元化的理論基礎，亦可以

從反面的集中化理論著手。根據產業經濟學的基本分析，市場集中度的高低，

基本上受到兩項因素的影響：第一，是市場上存在廠商數的多寡。市場上廠商

數較多時，代表供應不同產品的機會較多，消費者有較多產品或服務的選擇機

會，廠商間的競爭也將較為激烈。換言之，市場上廠商數的多寡，對市場集中

度的影響是相反方向。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廠商數越多時，市場集中度

將較低；反之，廠商數較少時，市場集中度將較高。

第二，影響市場集中度的因素是廠商在市場銷售比例的分配情形。如果銷

售分配集中於少數廠商時，市場的集中度將較高，多元化的程度將因而降低；

反之，如果廠商銷售的分配越平均時，代表市場並非由少數廠商所控制，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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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集中度將較低，呈現多元化較高的結果。

上述所討論的情形，可以以(1)式數學式加以表示： 

HHI = F（n  σ2
） ………………………………………………………………… (1)

HHI代表市場集中程度，右手邊F代表函數符號，括弧內n代表市場廣播廠
商數，σ2

代表廠商銷售數量分配的變異數。n對HHI的影響為反方向，廠商人數
越多集中度越低，反之，廠商人數越少集中成將越高。σ2

對HHI的影響則為同
方向，變異數越大時集中度越高，反之，變異數越小集中度越小。

應用相同的原理，以n代表廣播節目的多寡，σ2
代表節目分配平均的程

度，則應用(1)式的基本原則，分析多元化或地方化時，即可藉用此關係獲得多
元化或地方化的程度總合指標。

參、國內廣播電台釋照前後的市場結構

一、目前我國廣播電台家數統計

表一是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對現行廣播事業的分類，共區分為五種類別，

區分的基礎是電台屬於調頻（FM）或屬於調幅（AM），其次則按電台發射範
圍的大小，而區分為大功率、中功率、以及小功率等三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係以全國為廣播範圍的全區電台，共有中廣、教育、警廣等8
家廣播電台，見表一第一列資料。第二類電台則為調幅電台，目前國內共有20
家調幅電台，中間基隆、成功、電聲、天南、金禧等5家電台為中功率，其他
電台如台廣、鳳鳴、建國、益世等15家電台，則為取得大功率執照的電台，見
表一第二列

表一、我國廣播事業家數統計表

類　別 類比電台名稱 家數

全區

電台

1教育（AM&FM）、2警廣（AM&FM）、3復興（AM&FM）、4漢
聲（AM&FM）、5中廣（AM&FM）、6正聲（AM&FM）、7 ICRT
（FM）、8央廣（AM海外）

8



第 1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54

AM
電台

台廣（大功率）、鳳鳴（大功率）、建國（大功率）、益世（大功

率）、天聲（大功率）、基隆（中功率）、勝利之聲（大功率）、

燕聲（大功率）、國聲（大功率）、成功（中功率）、中聲（大功

率）、電聲（中功率）、民立（大功率）、華聲（大功率）、天

南（中功率）、民本（大功率）、漁廣（大功率）、中華（大功

率）、金禧（中功率）、先聲（大功率）

20

大功率

AM&FM
台北、高雄 2

中功率

FM

港都、台北愛樂、快樂、金聲、嘉樂、台南知音、靉友之聲、環

宇、宜蘭中山、高屏溪、寶島新聲、非凡音樂、天天、全國、台灣

全民、大眾、人人、古都、東台灣、台中、飛碟、亞洲、神農、南

台灣之聲、雲嘉、綠色和平、蘭陽、新聲、每日、大千、寶島客

家、好家庭、省都、澎湖、大苗栗、新客家、凱旋、蘭嶼、南投、

陽光、鴻聲、噶瑪蘭、東方、紫色姊妹、青山、正港、嘉義環球、

太武之春、連花、大地之聲、台灣聲音、冬山河、台北之音、桃

廣、寶島、歡樂、城市、歡喜、竹科、大漢之音、主人、領袖、指

南、青春、東民

65

小功率

FM

美聲、人生、台東之聲、佳音、愛鄉之聲、望春風、全景、澎湖風

聲、嘉南、台東知本、鄉親、中台灣、山海屯青少年之聲、屏東之

聲、民生展望、真善美、宜蘭鄉親熱線、後山、大寶桑、苗栗客家

文化、潮洲之聲、宜蘭之聲、南方之音、貓貍、西瀛之聲、台北流

行音樂、健康、新營之聲、南都、關懷、嘉雲工商、下港之聲、中

部調頻、金台灣、大新竹、山城、高屏、太魯閣之音、北宜產業、

曾文溪、澎湖社區、新農、新雲林之聲、竹塹、台北勞工、草嶺之

聲、中原、濁水溪、蘭潭之聲、飛揚、嘉義之音、鄉土之聲、金馬

之聲、全球之聲、奇峰、台南之聲、花蓮希望之聲、民生之聲、

府城之聲、淡水河、新竹勞工之聲、中港溪、自由之聲、北回、北

部調頻、太平洋之聲、苗栗正義、亞太、大溪、大武山、太陽、羅

東、豐蓮、大樹下、花蓮之聲、蓮友、蘭友

77

總計 172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09）

資料。第三類的電台，是同時取得調頻與調幅執照的電台，這種電台的家數較

少，只有台北與高雄兩家電台，見表一第三列資料。

以上三類電台，大都是屬於早期發照的老電台。第四類的電台為釋照政策

施行後發照的電台，中間中功率的調頻電台，共有港都、台北等65家。最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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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則為家數最多的區域性電台，屬性為小功率的調頻電台，共有美聲、人生、

台東之聲等77家。

二、釋照前國內廣播電台設立時間的統計

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目前的統計資料，台灣最早成立的電台為中國廣

播公司（以下簡稱中廣），時間為民國17年。第二家成立的廣播電台為民國31
年成立的漢聲廣播電台，見表二。民國35年成立的電台則有益世廣播電台與
民本廣播電台。民國39年設立的為鳳鳴廣播電台、台灣廣播公司、正聲廣播公
司。民國42年則同時設立國聲、勝利之聲、中聲、中華等4家電台，民國47年
亦同時設立燕聲、電聲、天南、建國、基隆等5家電台之外，其餘各年所核准
設立的電台數皆為1家或2家，因此到民國73年，國內所累積的電台家數只有29
家，見表二。

從表二的統計表的資料裡，可以發覺民國50年以後到民國68年之間，未見
新廣播電台的設立。民國73至79年之間，也未曾有新電台之出現，可見當時政
府對廣播電台設立的嚴格管制。

三、廣播電台釋照政策後廣播電台家數的統計

表三是主管機關採行廣播電台釋照政策之後，國內廣播電台家數的統計

表，很明顯的可以看出民國84至89年之間廣播電台家數是以每年兩位數的速度
的增加，即使到了90年代，每年廣播電台的家數亦仍存在個位數的增加，直到
民國98年才停止。

表二、民國80年以前設立的電台家數與名稱

年度
新設

家數

累積

家數
電台名稱 年度

新設

家數

累積

家數
電台名稱

17 2 2 中廣、中央 46 1 16 復興

31 1 3 漢聲 47 5 21
燕聲、電聲、天南、

建國、基隆

35 2 5 益世、民本 48 2 23 成功、民立

39 3 8 鳳鳴、台廣、正聲 49 2 25 國立教育電台、天聲

42 4 12
國聲、勝利之聲、中

聲、中華
50 1 26 台北廣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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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1 13 警廣 68 1 27 台北國際社區

44 1 14 華聲 71 1 28 高雄廣播電台

45 1 15 先聲 73 1 29 漁業廣播電台

說明：舊電台的電台屬性大都為調幅電台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民國80年市場上總共只有29家廣播電台，五年之後民國85年市場上存在49
家廣播電台，廣播電台的數量上約增加69％。同樣的經過5年的時間，到了民
國90年廣播市場的家數更暴增為139家，為民國80年廣播電台家數的4.79倍。民
國95年國內廣播電台的家數繼續擴充為169家，約為民國80年電台家數的6倍。
以2009年的資料172家的數量計算，它約為民國80年廣播電台家數的5.93倍。
對照表二民國80年以前廣播市場電台的設立情形，與表三民國80年以後廣

播電台設立的情形，二者有著天壤之別。這種極為不同的發展情形，均拜賜於

政府對廣播電台開放政策造成的結果。

如表四所示，基於民主社會的需求，在民國80年代主管機關終於改變幾十
年對廣播電台的嚴格管制政策，而採行開放的政策，允許新廣播電台的設立，

在民國82年第一梯次一口氣開放13家廣電台的設立。民國83年的第二、第三、
第四梯次則分別開放11家、2家、

表三、80年以來台灣廣播電台家數變化統計

單位：家

年度
原有電

台家數

電台

增加數
總家數 年度

原有電

台家數

電台

增加數
總家數

80 29 0 29 90 137 2 139

81 29 0 29 91 139 7 146

82 29 0 29 92 146 7 153

83 29 0 29 93 153 7 160

84 29 7 36 94 160 8 168

85 36 13 49 95 168 1 169

86 49 19 68 96 169 1 170

87 68 22 90 97 170 2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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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90 28 118 98 172 0 172

89 118 19 137 － － －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傳播委員會

56家廣播電台的設立。民國85年的第五梯次、第六梯次、第七梯次則由分
別開放20家、1家、9家廣播電台的設立。民國85年繼續此開放策略，進行第八
梯次、第九梯次、第十梯次的作業，分別核准1家、29家、3家廣播電台的設
立。

在民國82年至民國89年七年之間，政府主管機關核准151家新電台，之後
有6家放棄設立，因此共有145家新廣播電台的設立，新核准電台的家數約為舊
有電台家數的5倍。

四、聯播聯營的制度

為達成廣播電台多元化與地方化的目標，政府部門在民國82年到89年持續
開放145家（中間有6家放棄籌設）廣播電台的設立，這些電台當中，除第四梯
次允許一家大功率廣播電台設立之外，其餘的電台屬性都是中功率或小功率的

調頻電台，前者所涵蓋的面積為20公里，後者發射所涵蓋的面積為10公里，在
其經營的範圍之內，實務上所能爭取的廣告量實屬有限，因此這些廣播電台如

欲生存並不容易。

表四、廣播電台十梯次開放資料統計

開放梯次 頻率類別
開放公

告日期

申請

件數

公告核配

頻率數

實際成

立家數
特色

第一梯次 調頻中功率 82.2.1 62 28 13 以一縣、市為範圍。

第二梯次 調頻中功率 83.1.29 29 29 11

第三梯次 調幅 83.6.29 4 6 2
調幅服務範圍較大，可涵蓋

較廣大的收聽群。

第四梯次

調頻中功率

83.8.31

45 28 10 小功率電台以服務一社區為

原則，設臺宗旨均與社區特

性相結合，期能符合為全區

廣播網，僅核配一家。

調頻大功率 14 1 0

調頻小功率 174 99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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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梯次
調頻小功率

84.2.15
136 53 20

調頻 6 4 0

第六梯次

金馬調頻

84.5.16

1 10 1
金馬地區調頻小功率電台設

立，使外島地區亦能依其需

要設立一個專屬的區域性電

台。另為配合金馬地區的地

理環境，金馬調頻小功率電

台之工程標準與本島電台不

同。

調幅 2 1 0

第七梯次 調頻中功率 84.11.2 54 17 9

第八梯次

臺北地區客

語調頻中功

率

85.1.15 2 1

此次開放係針對服務族群為

目的的申設案，使得不同的

族群與團體、或特殊文化均

得有申設電台之機會，使之

建立一個以服務特定對象的

專屬電台。而其節目應有百

分之六十播音時數符合其電

台設立宗旨。

第九梯次

客語、

原住民語

88.5.17

33 9 3
力求普遍均衡，不但符合社

會開放潮流，照顧弱勢族

群，且留容一般電台申設空

間。此波開放也被認為是一

般電台最後一波的開放，因

而備受關注。

調頻中功率 399 30 19

調頻小功率 96 26 7

第十梯次
客語、

原住民語
89.9.30 9 5 3

此梯次是第九梯次中未完成

的核配頻率，並且考量花東

原住民人口為全省之冠，期

能藉此平衡都會及偏遠地區

廣播水準。

合計 1033 239 145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廣播年鑑2003-2004（行政院新聞局，民9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最後的結果則是委身於大型電台之下，成為大電台的的地方台。

表五是2008年新設廣播電台參與聯播聯營的名單，以及佔當年新設立廣播
電台的比例。中間以第二梯次開放11家電台有6家電台參與聯播聯營系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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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4％為最高。其次為第四梯與第五梯次兩次的開放電台，前者開放10家中功
率電台，有四家參與聯播聯營；後者開放20家調頻小功率的電台，最後有8家
參與聯播聯營體系，參與比例為40％。再其次者為第七梯次與第十梯次開放的
電台，第七梯在開放9家電台中，最後有3家電台參與聯播聯營系統，第十梯次
則開放3家電台中有1家參與聯播聯營，比例均為33％。參與聯播聯營系統最多
家數的為第四梯次，當期開放56家廣播電臺設立，最終有17家參加聯營聯播系
統，中間中功率有4家參與聯營聯播系統，小功率46家中，有13家最後則淪為
大電台的地方台。

十梯次中只有第三、第六、第八三個梯次，沒有電台參與聯播聯營系統，

其原因為第三梯次開放的為調幅電台，第六梯次的為金馬地區電台，第八梯次

為客語電台。在十梯次政府開放145家大中小功率的電台中，共有45家電台最
後以參與聯播聯營為最終下場，中間中功率22家，小功率23家。

五、廣播電台在台灣各縣市的分佈

為達成媒體的地方化，主管機關在廣播電台釋照的過程中，會因為地方平

衡的考量，而要求電台必須在各不同的縣市設立，以滿足各地方的需求。表六

是當前廣播電台在全國19個區域的分佈情形。以絕對電台家數觀察，可以發覺
仍以都會區的電台數較多，台北縣市為首要地區擁有23家廣播電台最多，其次
為台南縣市地區的17家，它的電台數則比高雄地區多一家，高雄地區地電台數
排名第三有16家，台中地區又次之，共有13家電台。宜蘭縣市人口數不多，但
分

表五、新電台參與聯播聯營名單與比例

頻率類別
開放公

告日期

開放

梯次

實際成

立家數

聯播

電臺數
聯播電臺名稱

所佔

比例

調頻中功率 82.2.1
第一

梯次
13 3

台灣全民、桃園廣播、

大眾廣播
23%

調頻中功率 83.1.29
第二

梯次
11 6

臺北愛樂、蘭陽廣播、

大苗栗廣播、南投廣

播、快樂廣播、南台灣

之聲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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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幅 83.6.29
第三

梯次
2 0 ---- 0

調頻中功率

83.8.31

第四

梯次
10 4

飛碟廣播、好家庭廣

播、台南知音廣播、財

團法人蘭嶼廣播

40%

調頻大功率 0 0 ---- 0

調頻小功率 46 13

全景社區廣播、臺北流

行音樂廣播、佳音廣

播、大新竹廣播、望春

風廣播、中台灣廣播、

南都廣播、府城之聲廣

播、下港之聲廣播、高

屏廣播、屏東之聲、潮

洲之聲、大武山廣播

28%

調頻小功率
84.2.15

第五

梯次
20 8

北宜產業廣播、中港溪

廣播、真善美廣播、嘉

義之音、民生展望廣

播、澎湖社區、澎湖風

聲、台東知本廣播

40%

調幅 0

金馬調頻
84.5.16

第六

梯次
1 0 —— 0

調幅 0 0 —— 0

調頻中功率 84.11.2
第七

梯次
9 3

嘉樂廣播、凱旋廣播、

歡樂廣播
33.3%

臺北地區客語

調頻中功率
85.1.15

第八

梯次
1 0 —— 0

客語、原住民語

88.5.17

第九

梯次
3 0 —— 0

調頻中功率 19 5
竹科廣播、青山廣播、

嘉義環球、高屏溪廣

播、領袖廣播

26%

調頻小功率 7 2 紫色姊妹、蘭友廣播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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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原住民語 89.9.30
第十

梯次
3 1 東民廣播 33%

合計 145 45 31.03%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廣播年鑑2003-2004（行政院新聞局，民94）
說明： 參與聯播之中功率電臺共計22家、小功率電臺共計23家，佔145家新設電臺的31.03%。易言之，有

三成的新設廣播電臺均透過聯播的方式，藉以擴大電臺的發聲範圍，藉以降低成本、增加影響力

以及廣告營收。

別設立了12家電台，花蓮縣市與桃園縣市亦設立10家廣播電台。另外，苗
栗縣市地區、嘉義縣市地區與屏東縣市電台數不少，分別有9家、8家與8家。
另外，雲林縣市地區、彰化縣市與新竹縣市設立的廣播電台數亦不少，均為6
家。其它縣市設立地電台數分別為台東縣市與澎湖縣5家，南投縣市4家，基隆
縣市與金門縣設立的電台較少只有3家，電台數最少的縣市地區則為連江縣只
有1家。

表六、全國各縣市電台家數統計表

縣市別
電台家數

（家(％)）
人口

（萬人）

電台涵蓋面積

（平方公里）

人口／

台

涵蓋面積／

人口（每萬

人平方公

里）

比例1
比較

平均2
值比較

1基隆 3（1.82） 38（1.65） 80（1.98） 12.66 2.10 ＋ ＋

2台北縣市 23（14.02） 645（28.0） 830（20.62） 28.04 1.28 － －

3桃園縣市 10（6.09） 195（8.4） 220（5.46） 24.38 1.12 － －

4新竹縣市 6（3.65） 90（3.90） 80（1.98） 11.25 0.88 － －

5苗栗縣市 9（5.48） 56（2.43） 200（4.96） 6.22 3.57 ＋ ＋

6台中縣市 13（7.92） 262（11.3） 280（6.95） 15.41 1.06 － －

7南投縣市 4（2.43） 53（2.3） 70（1.73） 26.5 1.32 ＋ －

8彰化縣市 6（3.65） 131（5.6） 180（4.47） 32.75 1.37 － －

9雲林縣市 6（3.65） 72（3.12） 80（1.98） 12.0 1.11 ＋ －

10嘉義縣市 8（4.87） 82（3.56） 120（2.98） 9.11 1.46 ＋ －

11台南縣市 17（10.36） 187（8.11） 490（12.17） 10.38 2.6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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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高雄縣市 16（9.75） 276（11.98） 560（13.91） 14.52 2.02 － ＋

13屏東縣市 8（4.87） 88（3.82） 190（4.72） 22.0 2.15 ＋ ＋

14宜蘭縣市 12（7.31） 46（1.99） 170（4.22） 4.18 3.69 ＋ ＋

15花蓮縣市 10（6.09） 34（1.47） 280（6.98） 3.40 8.23 ＋ ＋

16台東縣市 5（3.04） 23（0.98） 75（1.86） 4.60 3.26 ＋ ＋

17澎湖縣 5（3.04） 9（0.39） 70（1.73） 1.80 7.77 ＋ ＋

18金門縣 3（1.21） 8（0.34） 50（1.24） 4.00 6.25 ＋ ＋

合計 164 2303 4025 14.04 1.74 －－ －－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說明： 中間不包括全國聯播網的電台中廣、教育、警廣、復興、漁業電台、漢聲、正聲、中央廣播電
台。上述資料系以2008年資料為基礎。

註1：比例比較係指電台數比例與人口比例的比較。
註2：平均值比較係指涵蓋面積／人口與平均值比較

肆、廣播電台多元化與地方化的衡量

討論完台灣廣播電台釋照政策前後廣播市場電台家數的變化之後，接著所

要進行的工作是衡量釋照前與釋照後，廣播電台市場的多元化與地方化指標變

化。

一、多元化的衡量

（一）廣播來源多元化的衡量

如前所述，廣播來源多元化的衡量，可以以廣播電台的家數做為代理變

數，民國82年以前國內共有29家廣播電台，釋照十梯次之後，國內廣播電台的
家數累積為172家，釋照後比釋照前多出143家電台，釋照後的家數是釋照前的
5.93倍，乍看之下國內廣播電台數增加五倍。易言之，國內廣播電台的多元化
提升了五倍。

然而，進一步考量廣播電台聯播聯營的事實，多元化提升的程度將降低很

多。參加聯播聯營的電台只能遵循主電台的意見，是無法提供另類的看法或聲

音，因此在討論多元化時應當將此因素納入考量。表五的資料顯示廣播市場參

與聯播聯營的電台共有45台，因此廣播市場能夠提供完全獨立聲音的電台將減
為127台，根據新資料所算出來釋照之後所增加的比例不再是5.93倍，而是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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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如果再考量釋照所核准的電台，大都為中功率或小功率的屬性，其電波所

涵蓋的面積較小。相對的，釋照前既有電台為全國性的電台，或為大功率的電

台，其所涵蓋的面積較廣。根據上述之因素，計算出來的釋照前所有電台所涵

蓋的面積為5380平方公里5
，依據表六各縣市電台的涵蓋間4025平方公里，減

去原有電台16家大功率與3家中功率，涵蓋面積1780平方公里，則十次釋照所
增加的涵蓋面積僅增2245平方公里，依據此數據可算出釋照後，涵蓋面積僅僅
增加41.7％。
再考慮聯播聯營所損失的涵蓋面積750平方公里，則十梯次釋照所增加的

廣播電台涵蓋面積，只增加1475平方公里，它只比原有涵蓋面積增加27.4％。
換言之，若以廣播電台涵蓋面積為衡量指標，與考量聯播聯營的影響，目的主

管機關十梯次的開放的結果，在國內廣播電台市場來源的多元化，事實上只增

加了區區的27.4％。
（二）廣播內容的多元化

電台執照的開放增加廣播電台的家數，固然是廣播電台多元化的必要手

段，但是廣播市場多元化的實踐，內容的多元化扮演的角色可能更為重要，因

為廣播電台一味的複製既有電台的廣播內容，或者只讓若干特定族群發聲，則

市場上廣播電台數的增加對廣播的多元化事實上助益不大。易言之，內容的多

元化，有時可能比來源的多元化更關鍵。

很不幸的，實際瞭解目的主管機關對廣播內容的規範，在法律上已經做成

僵硬的管制，廣播電台很難有所作為。我國廣播電視法第十六條即規定，廣播

節目區分為：一、新聞及政令宣導節目，二，教育文化節目，三、公共服務節

目，四、大眾娛樂節目等四種類型。同法第十七條規定第十六條四項節目分類

中，前三類的節目在每週的播放總時間中不得少於百分之四十五。亦即大眾娛

樂節目在每週的播放總時間裡，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五。

對於廣播電視法第十六條所規定的四項節目類型內涵，則分別在「廣播電

視法施行細則」的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詳細規

範其範圍。例如第二十二條的新聞節目內容均應客觀、公正、完整，並不得具

有廣告性質。第二十三條教育文化節目的目的，在於「發揚中華文化，推廣社

會教育，輔助學校較學，啟發兒童致能為目的」其標準列有六項。公共服務節

5 全性電台以台灣最長長度400公里為計算基礎，其餘大中小功率則依據「無線廣播
電視電台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第26條的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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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則在施行細則第二十四條定義為：「係指氣象報告、時刻報告、緊急通告、

公共安全及其他有關社會服務等事項」界定的標準則有三項。大眾娛樂節目係

指第一款至第三款以外之節目，包括歌唱、音樂、戲劇、小說、故事、笑話、

猜謎、舞蹈、技藝、綜藝及其他以娛樂為內容之表演。

從我國廣播電視法第十六條的規定觀察，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廣播電台節

目在我國廣播政策上的意義與目的，其內容與範圍幾乎已為政府所決定，欲藉

由來源的多元化而達成內容的多元化，似乎相當的不容易。所幸由廣播電視法

第四十二條的罰則，並未見對違反十六條業者的處罰，可見該規定只是主管機

關對廣播節目的宣示性行為。

（三）廣播近用的多元化

多元化的第三個層次為近用的多元化，它係指消費者或閱聽人是否有機會

接近廣播電台，進而使用廣播電台表達個人意見的機會。環視當前廣播電台的

經營型態，許多廣播電台的播出形式是與聽眾以電話連線的方式進行，不是聽

眾Call-In 進入廣播電台參與節目的進行，就是由廣播電台節目的主持人Call-
Out訪問特定的閱聽人，請該特定閱聽人對特定之議題發表意見。
有系統的提供廣播節目時間，讓社會人士或閱聽人從事廣播之節目之情形

並不多見，偶而一些音樂性的節目邀請專業人士參與主持，但私底下瞭解，在

這種場合電台仍需支付若干的費用，就近用的定義並不符合。至於將廣播電台

的時段，出租予特定業者在節目中進行某些商品的促銷，又更等而下之不屬於

廣播近用的真意。

因此就當前廣播業的生態，若欲達成廣播近用多元化的目標，讓社會的閱

聽人有近用廣播頻譜資源，發出自己意見的機會，主管機關在立法上仍有極大

的改善空間，實務的執行上亦有待加強。

二、地方化的衡量

（一）電台家數

地方化的衡量，首先可以觀察廣播電台家數的數據，見表六，19個縣市中
電台數最多是台北縣市，秉除全國聯播電台之外，台北縣市共有23家廣播電
台。其次，電台家數超過10家的縣市有：台中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宜
蘭縣市、花蓮縣市等六個縣市，其他縣市的電台數均為個位數。

（二）要多少人口數才能擁有一家電台

為排除人口多寡所造成的影響，表六第五欄以各縣市的人口數除以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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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求出多少人口數可擁有一家廣播電台，做為分析比較的基礎。計算出來的

結果，台北縣市每28.04萬人才能擁有一廣播電台最差，20萬人才能擁有一家
廣播電台的縣市還有彰化縣市。相對的，苗栗縣、宜蘭縣、花蓮縣、台東、澎

湖、金門等六個偏遠地區縣市，不用十萬人即能擁有一家廣播電台，其他縣市

則需要十萬人口以上能擁有一家廣播電台。

若以台灣全區平均需14.04萬人，才能擁有一家廣播電台的數據加以比較，
十八個縣市區域裡有6個縣市每家電台所需人口數高於平均值，這些縣市為台
北縣市、桃園、新竹、台中縣市、彰化、高雄縣市，其餘縣市一家廣播電台所

需人口數均低於平均值。

（三）每萬人所獲得廣播電台涵蓋面積

為消除電台大中小功率，以及人口數多寡相分析的結果，在表六首先計算

各縣市所有電台的涵蓋面積，然後再除以各縣市的人口數，獲得表六的第六欄

每萬人廣播電台涵蓋面積數據。平均而言，全國的面積數為每萬人1.74坪方公
里。與各縣市比較則可以發現基隆、苗栗、台南、高雄、屏東、宜蘭、花蓮、

台東、澎湖、金門等十個縣市高於平均值。其他縣市則低於平均值。

（四）卡方檢定

以各縣市人口數佔全國人口數比例，做為電台平均分配的基礎，然後再檢

定各縣市電台數佔全國電台數比例，是否與人口比例相符，做為電台多元化檢

定的比較基礎。經過計算之後，獲得的觀察值為76.2273，明顯的大於卡方檢定
在α = 0.01水準下的λ = 33.4087，顯然台灣廣播電台在各縣市的分配與其人口的
分配不相當，表示廣播電台的地方多元化，仍有改進的空間。

進一步以各縣市廣播電台所獲得的涵蓋面積為分析，則所獲得的觀察值為

40.6081，仍然大於卡方檢定在α = 0.01水準下的λ = 33.4087，表示以電台涵蓋
面積為指標，各縣市廣播電台的分配與人口的分配，仍有顯著的不一致現象，

易言之，主管機關廣播電台的釋照政策上，並未考量人口數量的多寡。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隨著媒體管制的解禁，廣播電台也與其他媒體一樣，容許新電台進入市

場，主管機關自民國82年起到民國89年止，總計十梯次的開放新廣播電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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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很可惜的，政策上除給予一家大功率電台的設立外，其他電台大都是以10
公里為範圍的調頻小功率，以及以20公里為發射範圍的中功率電台，以至於在
競爭激烈的廣播市場上無法生存，最後的結果則演變為依附在既有大功率電

台，或組成策略聯盟，形成實質上為聯播聯營的狀態，完全不符原有政策開放

的目的。

廣播電台釋照政策基本上係為達成廣播市場的多元化與地方化，問題是文

獻上對此兩項目標定義的說明，不是含糊不清，就是依然處於抽象概念的描

述，以至於在政策上無法具體的加以施行。

本文依據上述之概念遵從Nopoli（2009）的分類，先將多元化細分為來源
的多元化、內容的多元化以及近用的多元化三類，然後利用台灣的實際資料進

行實證分析。研究的結果發現，政策上十梯次的廣播釋照政策，表面上比釋照

前增加5.93倍，似乎相當程度的提高了台灣廣播市場的多元化程度。
但是將聯營聯播的因素考慮進去，則多元化的程度降為45.3%，若將廣播

電台功率大小因素納入考量，以廣播電台的涵蓋面積為衡量標準，則所能提升

的多元化程度立即下降為41.7％；進一步再將聯播聯營的影響納入，則十次廣
播電台的釋照多元化的增加幅度，只有區區的27.4％。

內容多元化的問題，參酌廣播電視發第十六條的規定，可發現政府部門早

就將廣播節目定調為：新聞及政令宣導節目、教育文化節目、公共服務節目、

大眾娛樂節目等四類，而且也對前三項節目的播送總時間限制不得少於45％，
換言之，大眾娛樂節目的播出總時間不得超過55％。在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的
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五條，則對四類節目的製播也訂定製作原則，因此廣播節

目的多元化，在現階段的環境下似乎不易有太大的提升空間。

至於廣播近用的多元化，當前廣播電台的經營型態，許多廣播電台的播出

形式是與聽眾以電話連線的方式進行，不是聽眾Call-In 進入廣播電台參與節目
的進行，就是由廣播電台節目的主持人Call-Out訪問特定的閱聽人，請該特定
閱聽人對特定之議題發表意見。有系統的提供廣播節目時間，讓社會人士或閱

聽人從事廣播之節目之情形並不多見，偶而一些音樂性的節目邀請專業人士參

與主持，但私底下瞭解，在這種場合電台仍需支付若干的費用，就近用的定義

並不符合。因此就當前廣播業的生態，若欲達成廣播近用多元化的目標，讓社

會的閱聽人有近用廣播頻譜資源，發出自己意見的機會，主管機關在立法上仍

有極大的改善空間，實務的執行上亦有待加強。

廣播地方化的分析，本文以各縣市人口數做為分配評譜與否的標準，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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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電台佔有比例比較，或與各縣市電台涵蓋面積比例比較，均發覺與人口

分配比例存在顯著之差別，亦即釋照政策對廣播多元化政策的落實仍有相當的

改善空間。

二、建議

（一） 政府對於廣播釋照政策所欲達成的目標為多元化與地方化。但多元化與
地方化的內涵真意，以及衡量多元化與地方化的指標的工作，政府過去

一直未能落實，相關單位應該及早確實建立。

（二） 未來的廣播釋照政策，主管機關實應按此內涵與指標執行政策，唯有如
此政府相關單位才能建立政策執行的專業基礎，杜絕社會對廣播政策決

定適當與否的疑惑。

（三） 回顧過去政府執行廣播電台的釋照政策，以廣播多元化與地方化兩項目
標為衡量基礎，獲得的結果顯示上述目標的達成似乎不盡理想，特別是

以中功率與小功率為基礎的釋照政策，相反的，它常常反而常造成治絲

益棼的結果。意謂著NCC的廣播執照開放政策似乎有改弦更張的必要，
改採以全國性電台，或起碼以大功率電台為發照標準似乎較為適當。

（四） 經由本文對廣播電台執照開放政策的研究，所獲得的啟示為政府任何的
市場開放政策，基本上應當審慎的思慮其開放目的，並探究其目標是否

達成，以免造成政策變成為開放而開放，形成社會稀少性資源無效率使

用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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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ransforms the concepts involving diversific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to a concretely measurable indicator in line with the Napoli’s (2009) definition 
of diversification. The impacts of the 10th tier permission to broadcasting licenses 
on diversification and localization are concurrently analyzed.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While observing by number of firms, the conventional diversified indicator 
would be substantially enhanced as firm number increases. Nevertheless, once 
using the calculation method of this paper, the measure of license permission 
merely increase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broadcasting sources by 27%, under 
ruling out the latent influences of radio hookup and the differences in coverage 
areas of high- and low- transmission powers.

2. For the diversification of broadcasting content, which is the most vital, 
the room to further adjustment seems quite restrained. It is due to that the 
Broadcasting Acts 16 had already prescribed the programs into ‘news and 
policy proclaim’,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public service’ and ‘mass 
population entertainment’, while the schedule allocation of the four types of 
programs is also controlled strictly.

3. To the topic of consumers utilizing broadcast resource proximally, referring to 
Chuang’s (2009) survey, radio is the mainstream. Meanwhile, the locations of 
receiving broadcast seem unrestricted and are mainly in car or at home.

4. A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localization, which is measured as the ratio of ‘local 
population over national population’ to ‘local number of broadcasters over 
national number of broadcasters’, it is implied that there is still quite a few 
room for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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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評論人：林東泰（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兼院長）

謝謝主持人林委員，發表人莊教授、各位評論人、各位同仁大家好，今天

莊教授所提的問題是非常嚴肅的，也是新聞局後來NCC接棒後，對於無線的
廣播電台怎麼釋照的問題一直爭議不休，到底是要市場化還是有另外思考，如

同莊教授今天所指出的社會學的觀點，這兩股力量一直來來回回僵持不下，但

今天我們很感謝也很佩服莊教授把這個問題講得這麼清楚，就是說從民國83年
新聞局開始釋照之後到目前，釋照出去的台數總共172台，其間如何兼顧所謂
的多元化和地方化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因為有市場才有機能，聯播、聯營

的機能NCC擋不住的，莊教授也講到了在法令上沒有限制聯播、聯營怎麼去
經營，所以把這樣的因素考量進去的話，那對台數而言並不是增加5.93倍而是
4.73倍，這是一個事實，第2個事實，從它的涵蓋面積，釋照出來之後似乎增
加了41.7％，但再把聯播、聯營的扣除掉，事實上只有27.4％，也就是說釋照
之後的效應並不是原初所想像的恢弘偉大，這真的是當局必須要去檢討的，所

以剛剛莊教授建議一個明確指標，這是非常需要的，明確指標之下到底你的

mission是什麼？所為何來？這樣的爭議永遠爭執不休，但我需要指陳一點就是
假使延續剛剛莊教授論述的情況之下，綜觀莊教授的論點是站在市場面！可是

莊教授提到除了市場派也有所謂的社會學派，那社會學派怎麼辦？假使我今天

完全讓市場決定，講白話就是不需要政府！尤其無線廣播是稀有的全民共享資

源，政府要不要干預涉入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政府干預涉入愈多常常是適得

其反，比如說莊教授提到的報禁問題，我也是曾經參與民國75年到77年的報禁
開放小組的成員，當時還要去跟元老們去解說何謂衛星傳輸不應限制印刷廠數

量！很多就回歸市場機制，但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報紙它是可以由市

場不斷擴張的，但是無線廣播它是稀有資源，這兩個產業是不能等同並論的，

所以今天政府怎麼針對稀有資源來顧及地方需求，譬如像淡水因為滬尾文史工

作室成立了小功率的電台專門在淡水傳輸好不好？當然好阿！誰聽？淡水人聽

嘛！每天都聽這個會不會膩？這些東西我從小就知道了，你講到我7、80歲還
在講，所以這個問題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面向，尤其剛剛莊教授提到了一個什麼

指標，也提到了niche概念，引用了Dimmick的niche概念，但是在reference有好
幾個Dimmick的著作在文章本文卻都沒有提到，包括Dr. Dimmick的nich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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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發展、對於廣播電台在台灣的發展如何去引用這是蠻值得思考的。另外一

點，剛剛莊教授提到說整個論文基本上是根據印度的學者Napoli所提的，我稱
它結構多元化，他叫做來源多元化，第一個叫做內容多元化這個我們瞭解，

第三個叫做近用（Access）多元化，我必須要跟莊教授說，Napoli這個觀點是
錯的，因為Access這個概念是近用權，不是我們收聽廣播，是我們可以使用廣
播、使用電視，這才是所謂的Access Right，也就是像報禁開放後各報所有的民
意論壇版，就是民眾可以發聲的園地的Access Right，在廣播電視就是call-in節
目，所以台灣報禁之後有一個現象莊教授沒有說到就是地下電台，因為要發聲

嘛！那時候報禁解除之後因為廣電還沒開放，所以這些地下電台蓬勃發展，如

果是站在公家立場應該說是猖獗，蓬勃發展之後下地下電台主持人非常好做，

因為只要讓人call in進來不論講什麼都會有人聽，就是為了要抒壓要解放，所
以你在威權時代報紙都解禁了廣電怎麼能不解禁呢？所以這個Access Right不是
我們可以收聽、看電視，而是在廣播上、在電視上發聲，這才是正確的意思，

所以這樣延伸進去才能彰顯人民公民權的意義，我對於莊教授今天這篇論文，

事實上NCC那邊很有必要來聆聽莊教授的高見，事實上他過去也提出過許多寶
貴的意見，像這麼重大的產業發展政策，我們必須要說NCC很需要像莊教授這
樣有產業背景的人，NCC所負責的產業金額規模多麼龐大，怎麼為產業及消費
者著想是多麼重大的責任，所以說莊教授這樣的論點及見解事實上是NCC非常
需要的，應該要廣納建言，以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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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之行使與不公平競爭

——由〈.tw〉網域名稱註冊爭議，論商標權行
使與不公平競爭

周　天
＊

目　次
壹、前言

貳、網域名稱註冊之意義

　　一、全球網域名稱的管理架構與註冊申請

　　二、〈.tw〉網域名稱的管理架構與註冊申請
參、網域名稱註冊之爭議與爭議處理機制

　　一、網域名稱註冊爭議之發生

　　二、〈.tw〉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
肆､商標權人處理〈.tw〉網域名稱爭議之公平交易法依據
　　一､公平交易法第20條與相關案例探討
　　二､公平交易法第24條與相關案例探討
伍､結論

中文摘要

商標權人為了網路行銷的目的，希望將其文字或數字的商標，註冊成為其

網站的網域名稱，以便將多年苦心經營所得的商譽，延續到網路世界中；新興

企業則希望使用民眾熟悉且易記的文字或數字，以便快速打響網站名號，吸引

他人上網瀏覽。

由於網域名稱的註冊制度與相關技術的限制，引發全球域名註冊的爭議不

斷，特定網域名稱的歸屬爭議，應該如何處理解決？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

其目的在於對於當事人的域名爭議，由中立的民間機構，提供一種類似專家仲

*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法學博士，現任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專任副教
授，兼智慧財產權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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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有別於行政救濟或司法訴訟的替代性爭議處理機制，以便迅速處理系爭註

冊域名使用權的歸屬。

2001-2010年遭〈.tw〉域名爭議處理機構申訴駁回的案件中，不乏知名的
國內外商標或標章，因與申訴要件不符，商標權人因而無法將自己的商標或標

章，註冊為自己的網域名稱，這對於商標權人其商標或標章的使用，影響甚

鉅。反之，商標權人的競爭者，搶先註冊他人的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

名稱，攀附他人既有的商譽，在市場上進行不公平競爭。

惟對於註冊人註冊他人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是否構成不公

平競爭行為？本文將就網域名稱註冊之意義、網域名稱註冊之爭議與爭議處理

機制、商標權人處理域名爭議之公平交易法依據、與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的

異同比較，並以2001-2010年〈.tw〉網域名稱爭議案例為研究素材，以各案例
中專家小組所認定之事實，探討商標權人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或第24條，請
求法院對於系爭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法律責任的可行性分析，文末並提出研究

結論。

關鍵詞：網域名稱、網域名稱爭議處理制度、商標權、不公平競爭

壹、前言

商品或服務的提供者，為表彰自己的商品或服務，得以文字、圖形、記

號、顏色、聲音、立體形狀或其聯合式，做為自己的商標，使相關消費者認識

其為表彰自己商品或服務的標識，並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商品或

服務的提供者，並得依據我國商標法之規定，申請註冊商標，於指定之商品或

服務，取得商標權。

商標權人為行銷之目的，得將商標用於商品、服務或其有關之物件或平面

圖像；隨著網路資訊時代的來臨，商標權人亦得將商標用於數位影音、電子媒

體或其他媒介物，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表彰自己商品或服務的商標。商標權

人為了網路行銷的目的，更希望將其文字或數字的商標，註冊成為其網站的網

域名稱（domain name），以便將多年苦心經營所得的商譽，延續到網路世界
中；新興企業則希望使用民眾熟悉且易記的文字或數字，以便快速打響網站名

號，吸引他人上網瀏覽。上述二者的目的，皆是希望網路使用者，可以在茫茫

網海、多如星辰的網站中，便利且迅速地找到自己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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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網域名稱的註冊制度與相關技術的限制，加上不肖「域名蟑螂
1
」的

搶註行為，引發全球域名註冊的爭議不斷，特定網域名稱的歸屬爭議，應該

如何處理解決？不但苦煞了全球網域名稱與號碼分配的國際組織（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以下簡稱「ICANN2

」），此一新

興法律議題，也讓各國政府相關主管機關頭痛不已，我國亦無法倖免。

針對國家代碼頂級網域（country code top level domains，以下簡稱
「ccTLDs」）為〈.tw〉、〈.台灣〉或〈.台湾〉之域名註冊所生的爭議，法律

性質上屬私權爭議，原本得由當事人透過現存既有之爭議處理途徑，例如：協

商、調解、仲裁或訴訟等方式解決。惟當前的處理機制，主要係依據財團法人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以下簡稱「TWNIC3
」），於2001年3月8日所制訂公布的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
4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實施要點

5
」、「網域名稱

爭議處理實施要點補充說明
6
」，由其所認可之國內二家域名爭議處理機構：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以下簡稱「科技法律中心
7
」）、台

1 「域名蟑螂」（cybersquatter），係指註冊人搶先註冊他人著名商標或公司名稱，
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其主要目的並非架設網站提供商品或服務，而是藉由出售、
出租網域名稱或其他方式，自商標權人、原公司或其競爭者，獲取超過該網域名稱
註冊所需費用之利益。

2 參閱http://www.icann.org，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3 TWNIC為一非營利性之財團法人，而非行政機關。交通部電信總局於1999年以電信
公八八字第505188-0號函，正式函請TWNIC辦理財團法人籌備及登記事宜。在交通
部電信總局及中華民國電腦學會的共同捐助下，TWNIC於1999年12月29日，完成
財團法人設立登記相關事宜，「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因此正式成立。其主
管機關為交通部，而有關網際網路位址及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之監督及輔導，則
隸屬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其捐助章程規定，TWNIC為我國國家級網路資訊中心
（National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其服務宗旨如下：非以營利為目的，以超
然中立及互助共享網路資源之精神，提供註冊資訊、目錄與資料庫、推廣等服務，
促進、協調全國與國際網際網路組織之間交流與合作，並爭取國際網路資源及國際
合作之機會，協助推展全國各界網際網路應用之普及，以及協調資訊服務之整合、
交換。參閱http://www.twnic.net.tw/about/about_01.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
日。

4 TWNIC「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全文，參閱http://www.twnic.net.tw/DN/All_01.
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5 TWNIC「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實施要點」全文，參閱http://www.twnic.net.tw/DN/
All_01.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6 TWNIC「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實施要點補充說明」全文，參閱http://www.twnic.
net.tw/DN/All_01.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7 參閱http://stlc.iii.org.tw，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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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律師公會
8
，組成專家小組，決定系爭註冊域名的取消或移轉。

上述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其目的在於對於當事人的域名爭議，由中立

的民間機構，提供一種類似專家仲裁，有別於行政救濟或司法訴訟的替代性爭

議處理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以便迅速處理系爭註冊域名使
用權的歸屬。該機制自2001年起運作迄今，已進入第十年，截至本文完稿為
止，二家域名爭議處理機構，總共處理了122件〈.tw〉域名註冊爭議案件。此
機制實施以來，不但有效節省了政府機關為人民處理私權爭議的公共資源，

當事人對於專家小組決定的滿意度也相當高
9
，此種替代性爭議處理機制，對

於系爭域名歸屬的爭議處理功不可沒，是我國近年來相當成功的範例之一，

TWNIC特別於2009年11月出版《台灣網域名稱爭議案例精選10
》一書，以資紀

念我國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實施十週年。

惟上述機制仍有其制度功能上的限制：一、其僅能暫時性處理系爭註冊域

名使用權的歸屬，決定系爭註冊域名的取消或移轉；二、域名爭議處理機構所

做成的專家小組決定，僅對TWNIC發生拘束力，我國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並
不受該決定之拘束，法院判決結果如與專家小組決定不符，TWNIC必須依據
法院的判決結果，執行系爭域名的註冊，亦即系爭註冊域名使用權的歸屬，司

法機關仍有終局性的決定權；三、對於權利人因系爭域名註冊所生之損害，域

名爭議處理機構並非法院，無權對於系爭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法律責任，例如

對於商標權所受侵害，申訴人不得請求域名爭議處理機構，對於系爭域名註冊

人課以損害賠償的民事法律責任。

因此，網域名稱註冊爭議的終局解決及相關法律責任的判定，仍有待法院

的司法判決。對於註冊人註冊他人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商標權

人可以捨棄上述替代性爭議處理機制，而向相關主管機關請求行政救濟，例

如依據公平交易法，向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檢舉，或向法院請求司法救

濟，例如依據商標法或公平交易法，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對於系爭

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法律責任。對於專家小組決定結果不滿意的申訴人或註冊

人，亦得向法院起訴，尋求司法救濟。

8 參閱http://www.tba.org.tw，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9 該機制自2001年起運作迄今，截至本文完稿為止，二家域名爭議處理機構，總共處
理了122件〈.tw〉域名註冊爭議案件，僅有4件因當事人不服專家小組之決定，向法
院提出民事訴訟請求司法救濟。

10 參閱http://www.govbooks.com.tw/viewitem.aspx?prodno=36572，最後瀏覽日2010年11
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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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人註冊他人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商標權人請求司法救

濟的法律依據，其主要者為商標法或公平交易法。註冊人註冊他人商標或標

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是否構成侵害商標權？商標權人可否依據商標法，

請求法院對於系爭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法律責任？此一法律疑義，於2002年5
月28日商標法修正時獲得解決，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
侵害商標權：一、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做為

自己的網域名稱，致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者。二、明知為他人之註冊

商標，而以該商標中之文字做為自己網域名稱，致商品或服務相關消費者混淆

誤認者
11
。

2001-2010年遭〈.tw〉域名爭議處理機構申訴駁回的案件中，不乏知名的
國內外商標或標章，因與申訴要件不符，以致無法取消註冊人系爭域名的註

冊，或將系爭域名的註冊移轉於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因而無法將自己的商標或

標章，註冊為自己的網域名稱，以便將實體世界中，多年苦心經營所得的商

譽，延續到網路世界，這對於商標權人其商標或標章的使用，影響甚鉅。反

之，商標權人的競爭者，得以利用網域名稱註冊制度設計上的弱點，搶先註冊

他人的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攀附他人既有的商譽，在市場上進

行不公平競爭，將危害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對於經濟之安定與繁榮，將造

成不利的影響。

惟對於註冊人註冊他人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是否構成不公

平競爭行為？商標權人可否依據公平交易法，請求法院對於系爭域名註冊人課

以相關法律責任，公平交易法並無明文規定，主管機關相關案例有限，學說並

無定見，司法解釋或法院判決亦不多見。本文將就網域名稱註冊之意義、網域

名稱註冊之爭議與爭議處理機制、商標權人處理域名爭議之公平交易法依據、

與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的異同比較，並以2001-2010年〈.tw〉網域名稱爭議
案例為研究素材，以各案例中專家小組所認定之事實，探討商標權人依據公平

交易法第20條或第24條，請求法院對於系爭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法律責任的可
行性分析，文末並提出研究結論。

11 參見商標法第6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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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網域名稱註冊之意義

一、全球網域名稱的管理架構與註冊申請

電腦的使用方式，最初多為單機作業，但隨著科技不斷進步，電腦的使用

方式也呈現多元發展，網際網路的利用，已經成為當今電腦最普遍的使用方式

之一，因為網際網路的使用者眾多，為使網路上之電腦得以相互辨識，所以每

一個連上網路的電腦，都有一個網際網路位址（Internet Protercol Address，以
下簡稱「IP位址」），而每一個IP位址，即代表每一個連上網路的電腦。

隨著網際網路商業應用的發展，網路使用者大幅增加，連上網路的電腦數

量激增的結果，IP位址之數量亦直線上升。IP位址係以四個位元組的阿拉伯數
字所組成，例如：〈192.83.162.11〉為TWNIC的IP位址，但對於一般網路使用
者而言，大量出現的IP位址，產生使用上的實際困難。為了方便網路使用者辨
識與記憶，便出現了以「文字」代替「數字」的構想，因而產生網域名稱系統

（Domain Name System），也就是網路使用者只要輸入某網站的網域名稱，網
域名稱系統便會自動提供解析服務，將輸入的網域名稱，自動連接到對應的IP
位址，例如：網路使用者只要輸入TWNIC的網域名稱〈twnic.net.tw〉，網域名
稱系統便會自動提供解析服務，連接對應TWNIC的IP位址〈192.83.162.11〉，
有效解決網路使用者辨識與記憶的困難。

全球網域名稱系統，係依據國際協定，採取「層級式」的管理架構，最高

級為頂級網域（Top Level Domain），可分為屬性型頂級網域（generic top level 
domains，以下簡稱「gTLDs」），例如：〈.com〉、〈.net〉、〈.org〉、
〈.gov〉等；以及ccTLDs，亦即國家或地區別的頂級網域，例如：〈.tw〉、
〈.jp〉、〈.cn〉等。ccTLDs下之第二層網域（Second Level Domain），為屬
性型第二層網域，例如：〈.com.tw〉、〈.net.tw〉、〈.org.tw〉、〈.gov.tw〉
等，或泛用型第二層網域，亦即不加以區分屬性的第二層網域。

ccTLDs下的第三層網域（Third Level Domain）以及gTLDs下的第二層
（Second Level Domain），則為個人使用者、公司企業、團體組織或政府機關
之網域名稱，例如：TWNIC之網域名稱為〈twnic.net.tw〉。既有企業多希望延
用實體世界中，原有的公司或商號名稱，或商品的註冊商標、或服務的服務標

章，註冊成為其網站的網域名稱，以便延續多年苦心經營所獲得的商譽。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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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則希望使用民眾熟悉且易記的文字或數字，以便快速打響網站名號，吸引

他人上網瀏覽。上述二者的目的，皆是希望網路使用者可以在茫茫網海多如星

辰的網站中，便利且迅速地找到自己的網站，產生與他人之企業名稱、商品商

標或服務標章相同或近似的網域名稱爭議，便是發生在ccTLDs下泛用型域名的
第二層網域，屬性型域名的第三層網域，以及gTLDs下的第二層網域。

ICANN係當前管理全球IP位址及網域名稱的國際組織，該組織同時也
是gTLDs網域名稱的註冊管理機構（Registry），包括〈.aero〉、〈.biz〉、
〈 .ca t〉、〈 .com〉、〈 .coop〉、〈 . info〉、〈 . jobs〉、〈 .mobi〉、
〈.museum〉、〈.name〉、〈.net〉、〈.org〉、〈.pro〉、〈.travel〉等，
ICANN並授權全球各地的網域名稱受理註冊機構（Registrar），代理ICANN提
供上述網域名稱註冊服務，受理申請人申請註冊上述網域名稱。

二、〈.tw〉網域名稱的管理架構與註冊申請

ccTLDs的IP位址及網域名稱註冊管理相關事務，則由ICANN認可之各國
家或地區的註冊管理機構(Registry)負責，例如：TWNIC係ICANN認可之註冊
管理機構，負責〈.tw〉、〈.台灣〉或〈.台湾〉的IP位址及網域名稱之註冊管
理。我國電信法於2002年7月10日增定第20條之一第七項規定：「從事電信網
際網路位址及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之監督及輔導事項，由電信總局辦理之；

其監督及輔導辦法，由電信總局訂定之。」同法增定第20條之一第八項：「從
事前項業務者，應為非營利法人組織。」此次修法，確立了TWNIC成立的法
源依據。

依據電信法上述規範之內容可知，交通部電信總局對於IP位址與網域名稱
註冊管理所扮演的角色，係進行監督與輔導的行政指導單位，並非行使公權力

的機關
12
。該局依據上述法律授權，訂定發布「網際網路位址及網域名稱註冊

管理業務監督及輔導辦法」，並於2003年2月11日實施，上述辦法中明定網域
名稱註冊管理業務，係指TWNIC取得交通部電信總局備查及國際組織認可，
負責管理〈.tw〉、〈.台灣〉或〈.台湾〉之ccTLDs，並供網域名稱系統正常運
作及相關註冊管理之服務事項。

TWNIC雖然遲至2002年7月10日才取得域名註冊管理的法源依據，卻早
在2000年5月1日起，便開始對外提供實驗性質的域名註冊服務。依據TWNIC

12 http://www.twnic.net.tw/about/about_01.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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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3年4月4日所制訂公布的「註冊業務管理規章」，TWNIC受理申請人申
請註冊ccTLDs為〈.tw〉的域名註冊，目前受理註冊的域名種類包括：。一、
屬性型英文網域名稱，例如：〈.com.tw〉、〈.net.tw〉、〈.org.tw〉、〈.idv.
tw〉、〈game.tw〉、〈ebiz.tw〉、〈club.tw〉等網域名稱；二、屬性型中文
網域名稱，例如：〈.商業.tw〉、〈.網路.tw〉、〈.組織.tw〉等網域名稱；
三、泛用型英文網域名稱，例如：〈abc.tw〉等網域名稱；四、泛用型中文網
域名稱，例如：〈甲乙丙.tw〉等網域名稱；五、並自2010年10月14日起，開放
受理〈.台灣〉及〈.台湾〉頂級中文網域名稱的註冊

13
。TWNIC目前並授權多

家網域名稱受理註冊機構（Registrar）14
，代理TWNIC提供上述英文及中文網

域名稱的註冊服務，受理申請人申請註冊網域名稱。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2006年2月22日成立，上述原由交通部電信總局所
主管之「網際網路位址及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監督及輔導辦法」相關業務，

依據行政院會議決議移交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管，而TWNIC之法人業務主
管機關，仍維持交通部。

依據TWNIC「註冊業務管理規章」，現行〈.tw〉網域名稱的註冊，必須
由申請人向TWNIC所授權的任何一家網域名稱受理註冊機構，提出英文或中
文各類型域名的註冊申請，除若干保留字外，採取「先申請、先發給」（First 
come, first served）原則15

，所申請的網域名稱，只要未經他人註冊在先，便可

以利用網路於線上填具網域名稱申請同意書
16
，依據TWNIC公告之申請條件提

出申請
17
。受理註冊機構確認申請人已完成相關註冊、繳交管理費，並以電子

郵件（E-mail）通知申請人啟用之時間點，完成特定網域名稱的註冊，域名註
冊人與TWNIC發生私法上的契約關係，取得特定網域名稱的專屬使用權18

。

13 參閱TWNIC註冊業務管理規章第5條規定。
14 目前TWNIC授權辦理域名註冊之國內機構共有七家，分別是：協志聯合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http://reg.tisnet.net.tw、亞太線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http://rs.apol.com.tw、中
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http://nweb.hinet.net、網路中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
net-chinese.com.tw、網路家庭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http://myname.pchome.com.tw、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http://rs.seed.net.tw、台灣大電訊網路服務股份有限公司http://
www.ttn.net.tw，參閱http://www.twnic.net.tw/about/about_01.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
11月10日。

15 參閱TWNIC註冊業務管理規章第10條規定。
16 參閱http://www.twnic.net.tw/dn/dn_01.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17 參閱TWNIC註冊業務管理規章第6條規定。
18 參閱TWNIC註冊業務管理規章第16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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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網域名稱註冊之爭議與爭議處理機制

一、網域名稱註冊爭議之發生

網域名稱註冊爭議之發生，主要有其註冊制度上的原因，技術限制上的原

因、以及註冊目的上的原因。就其註冊制度上的原因而言，網域名稱申請人於

申請域名註冊時，應填具真實、完整且正確之資料，惟不論ICANN、TWNIC
或各國家、地區的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機構（Registry），皆係民間組織，欠缺
域名申請人相關資格的查證管道，因此除於必要時，得要求申請人提出書面文

件進行審查外，原則上不負責查證申請人所填具資料的真偽，如因域名申請人

提供不實資料，致生任何糾紛或法律責任者，將由域名申請人自行負責
19
。

上述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機構（Registry），基於域名註冊的時效性要求，
對於域名申請條件原則上不採取「實質審查」，也就是不負責查證申請人所填

具資料的真偽？也不負責審查其所申請註冊的網域名稱，是否與他人之企業名

稱、商品商標或服務標章相同或近似？也不負責查證申請人是否以任何不正當

的目的，申請註冊特定網域名稱？只要沒有相同的網域名稱註冊在先，申請

人即可單純因為申請時間在先，優先註冊取得特定網域名稱之專屬使用權，此

「先申請、先發給」（First come, first served）的原則，便是網域名稱註冊與他
人權益間產生爭議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其技術限制上的原因而言，目前除了國際多語化網域名稱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簡稱「IDN」）之架構外20
，網域名稱註冊仍

以英文為主，但有其可使用字元之技術限制，即必須以26個英文字母、阿拉伯
數字0-9及標點符號“－＂（hyphen）或“_＂（underscore）組合而成，此外尚
有網域名稱保留字規定

21
或其他網域名稱註冊之限制

22
，因此好記、簡單、有意

19 參閱TWNIC註冊業務管理規章第6條、第8條規定。
20 所謂IDN，係指ICANN網路工程任務組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依據

RFC-349所制定公告，以便適用英文以外的其他文字，做為網域名稱的註冊。請參
閱http://xn--fiq228c.tw/definition/definition_01.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21 TWNIC網域名稱服務組，泛用型中、英文網域名稱保留字之概況，Newsletter 
No.2000-4，第20頁。

22 有關中文網域名稱保留字之原則，請參照http://www.twnic.net.tw/file/20010104data/
ind.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並參閱TWNIC註冊業務管理規章第10條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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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且具商業價值之組合有限，僧多粥少的情形下，也是網域名稱註冊與他人權

益間產生爭議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其註冊目的上的原因而言，包括註冊人以「正當目的」註冊網域名稱之

情形，以及註冊人以各種「不正當目的」註冊網域名稱之情形，都可能造成網

域名稱註冊與他人權益間產生爭議。就註冊人以「正當目的」註冊網域名稱之

情形而言，例如：大同電器公司與大同瓷器公司，其業務種類雖然不同，但是

二家公司名稱之英文字母組合卻相同，二家公司均欲註冊〈tatung.com.tw〉為
其網域名稱；又例如：A公司在台灣擁有註冊商標「abc」，B公司在美國擁有
註冊商標「abc」，二家公司均欲註冊〈abc.com.tw〉為其網域名稱。上述二案
例中，註冊人均係以「正當目的」註冊網域名稱，卻因此發生網域名稱註冊與

他人權益間之爭議。

就註冊人以各種「不正當目的」註冊網域名稱之情形而言，例如：刻意搶

先註冊他人的著名商標或標章做為域名，以便待價而沽的「網路蟑螂」行徑；

亦有註冊人註冊域名之目的，係為妨礙競爭者的商業活動，或以妨礙他人使用

其商標、標章、姓名、事業名稱註冊成為其網域名稱為目的。此外，亦有註冊

人為了營利之目的，註冊與他人之商標、標章、姓名、事業名稱相同或近似的

網域名稱，以便引誘、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註冊人的網站。

二、〈.tw〉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

ICANN為處理註冊人以「正當目的」或「不正當目的」，註冊各種gTLDs
網域名稱所生之爭議，依據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WIPO」）23

之研究報告建議，採用替代性爭議處理

機制，於1999年8月26日制訂公布「統一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政策」（Uniform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以下簡稱「UDRP」）24

及其實施辦法

（Rules of UDRP），並認可四家中立的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UDRP Service 
Provider）25

，依據上述規定，以符合公平、專業及迅速之方式，處理他人註冊

商標遭註冊人註冊為網域名稱之爭議案件
26
。

23 參閱http://wipo.int，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24 ICANN UDRP全文，參閱http://www.icann.org/udrp/udrp-policy-24oct99.htm，最後瀏
覽日2010年11月10日。

25 ICANN所認可的四個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包括：1. WIPO仲裁與調解中心、2. 
美國國家仲裁協會、3. 亞洲網域名稱爭議處理中心、4. 捷克仲裁法院。

26 周天等著，網路法律高手，頁22-23，書泉出版社，200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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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個域名爭議處理機構中，WIPO仲裁與調解中心（WIPO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Center）27

，擁有許多處理跨國爭議事件的專家，其對於智慧財

產權的替代性爭議處理機制，受到世界各國廣泛的認可。s該中心自1999年12
月1日起，被ICANN認可成為gTLDs的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之一，其歷史最
為攸久，該中心迄今受理的域名爭議案件數量最多，是全球最重要的網域名稱

爭議處理機構，其專家小組決定的意見內容，也往往成為各國網域名稱爭議處

理機構重要的參考文獻。

TWNIC為因應〈 .tw〉域名註冊所引發之爭議，參酌ICANN所公佈之
UDRP及Rules of UDRP，以及〈.jp〉、〈.cn〉等ccTLDs頂級網域的域名爭議
處理機制，亦採用替代性爭議處理機制，於2001年3月8日制定公布「網域名稱
爭議處理辦法」、「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實施要點」、「網域名稱爭議處理

辦法實施要點補充說明」，並於2001年3月29日認可二家中立的民間機構，成
為〈.tw〉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以便針對域名註冊申訴案件，組成專家小
組，依據上述處理辦法、實施要點、補充說明及其各自的處理附則，決定系爭

註冊域名的取消或移轉。

其中，科技法律中心，係以研究高科技產業相關的法制環境為其主要任

務，並長期擔任政府相關單位的法制幕僚，擁有國內電子商務與智慧財產權法

律領域的專家、學者所組成的專家團體，該中心擔任〈.tw〉網域名稱爭議處理
機構

28
，制訂公布「資訊工業策進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附則

29
」，自2001年起迄

今已有10年的歷史，截至本文完稿為止，處理〈.tw〉網域名稱爭議案件已達百
件，佔爭議案件總額的九成以上

30
，為國內最主要的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

該中心透過專家小組決定所累積的實務見解，代表國內網域名稱爭議處理專家

們，對於處理〈.tw〉網域名稱爭議案件的寶貴意見。
此外，台北律師公會，則是目前我國律師會員最多的律師公會，凡是在台

北地方法院、板橋地方法院、士林地方法院登錄的律師，都可以申請加入成為

27 WIPO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Center，參閱http://arbiter.wipo.int/domains/decisions/
html/2000/d2000-1415.html，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28 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2/bulletin-005.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
10日。

29 資訊工業策進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附則，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law/law-01.
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30 該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bulletin-010.
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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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會員。台北律師公會，向來積極投入公益活動與社會改革運動，對於憲政、

司法、人權、環保、消費者保護等社會公共事務，均熱心參與。該公會為處理

〈.tw〉域名爭議案件，制訂公布「社團法人台北律師公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附
則

31
」，自2001年起，截至本文完稿為止，處理〈.tw〉網域名稱爭議案件共22

件
32
。

上述二家域名爭議處理機構，為民間法律專業組織，其與域名爭議當事人

之關係，為中立的第三者；其與TWNIC之間，亦互無隸屬關係，TWNIC在爭
議處理程序中，除了應爭議處理機構的要求，提供與網域名稱註冊及使用有關

的資料外，TWNIC並不以任何方式參與爭議處理程序，且TWNIC除了執行爭
議處理機構專家小組的決定外，並不對爭議處理結果負任何責任。

域名爭議處理機構專家小組所做成之決定，一、僅能暫時性處理系爭網域

名稱使用權的歸屬，依據申訴人的請求，決定系爭域名的取消或移轉，亦即

取消註冊人系爭域名的註冊，或將系爭域名之註冊移轉於申訴人，二者擇一

為限；二、域名爭議處理機構所做成的專家小組決定，僅對TWNIC發生拘束
力，我國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並不受該決定之拘束，法院判決結果如與專家小

組決定不符，TWNIC必須依據法院的判決結果，執行註冊域名的歸屬，亦即
系爭網域名稱使用權的歸屬，司法機關仍有終局性的決定權；三、對於權利人

因域名註冊所生之損害，域名爭議處理機構並非法院，無法要求註冊人負擔相

關法律責任，例如對於商標權人因此所受的損害，申訴人無法請求域名爭議處

理機構，對於域名註冊人課以損害賠償的民事法律責任。

〈.tw〉網域名稱爭議案件的處理，除了必須符合TWNIC上述處理辦法、
實施要點、補充說明及域名爭議處理機構各自的處理附則，所規定的程序要件

外，亦必須符合網域名稱爭議處理的實體要件。依據「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

法」第5條第一項之規定，申訴人得以註冊人註冊之系爭域名具有下列情事為
由，依據該辦法向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申訴

33
：

31 社團法人台北律師公會網域名稱爭議處理附則，參閱http: / /www.tba.org. tw/
domainname.asp?id=52&class=51&classname=相關法規，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
日。

32 該公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www.tba.org.tw/domainname8.asp，最後瀏覽日
2010年11月10日。

33 所列三款要件均應全部成立，始得將系爭域名取消或移轉於申訴人。〈.tw〉域名爭
議處理機制實施後，第一件申訴案件STLC2001-001號〈m-ms.com.tw〉案專家小組
決定，即確立上述見解，其後所有申訴案件之專家小組決定，亦加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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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商標、標章、姓名、事業名稱或其他標識相同或近
似而產生混淆者。

2.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無權利34
或正當利益

35
。

3.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
網域名稱爭議，其法律性質屬私權爭議，故域名爭議處理程序，原則上係

採辯論主義，亦即專家小組僅以當事人提出之事實證據，做為決定之基礎，當

事人未主張之事實或未聲明之證據，專家小組除依其職權進行調查者外，無須

加以斟酌，而專家小組做成決定之證據資料，以當事人所提供之申訴書或答辯

書及其補充說明或文件為原則，並輔以由TWNIC所提供與網域名稱註冊及使
用之相關資訊。申訴人應依據上述處理辦法第5條第一項，就所規定申訴要件
存在之事實，負擔主張責任與舉證責任。

申訴人對註冊人就系爭域名「無權利或正當利益」之主張，僅須釋明便完

成舉證責任，其後將由註冊人就系爭域名「有權利或正當利益」，負擔舉證責

任。依據上述處理辦法第5條第二項之規定，專家小組在認定時，得考慮以下
幾點因素，但不以其為限：

1.註冊人在收到第三人或爭議處理機構通知有關該網域名稱之爭議前，已
經以善意使用或可證明已準備使用該網域名稱或與其相當之名稱，銷售

商品或提供服務者。

2.註冊人使用該網域名稱，已為一般大眾所熟知。
3.註冊人為合法、非商業或正當之使用，而未以混淆、誤導消費者或減損
商標、標章、姓名、事業名稱或其他標識之方式，獲取商業利益者。

針對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申訴人應負擔主張責任與舉證責

任，依據上述處理辦法第5條第三項之規定，專家小組在認定時，得考慮以下
幾點因素，但不以其為限：

1.註冊人註冊或取得該網域名稱之主要目的是藉由出售、出租網域名稱或
其他方式，自申訴人或其競爭者獲取超過該網域名稱註冊所需相關費用

之利益。

2.註冊人註冊該網域名稱，係以妨礙申訴人使用該商標、標章、姓名、事
業名稱或其他標識註冊網域名稱為目的。

34 「權利」是指法律上所承認的權利，如商標權、姓名權、商號名稱專用權或公司名
稱專用權等。

35 「正當利益」的存在與否，須就個案事實加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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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註冊人註冊該網域名稱之主要目的，係為妨礙競爭者之商業活動。
4. 註冊人為營利之目的，意圖與申訴人之商標、標章、姓名、事業名稱或
其他標識產生混淆，引誘、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註冊人之網站或其他線

上位址。

肆、商標權人處理〈.tw〉網域名稱爭議之公平交易法依據

對於註冊人註冊他人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是否構成不公平

競爭行為？商標權人可否依據公平交易法，請求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或法

院，對於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法律責任，公平交易法並無明文規定，主管機關

相關案例有限，學說並無定見，司法解釋或法院判決亦不多見。

〈.tw〉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自2001年起運作迄今，已進入第十年，截
至本文完稿為止，二家域名爭議處理機構，總共處理了122件〈.tw〉域名註冊
爭議案件，其中專家小組決定取消或移轉域名的案件共有102件，決定申訴駁
回的案件共有20件，包括科技法律中心16件36

，台北律師公會4件37
。上述遭域

名爭議處理機構申訴駁回的案件中，不乏知名的國內外商標或標章，因與申訴

要件不符，以致無法取消註冊人系爭域名的註冊，或將系爭域名的註冊移轉於

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因而無法將自己的商標或標章，註冊為自己的網域名稱，

以便將實體世界中，多年苦心經營所獲得的商譽，延續到網路世界，這對於商

標權人其商標或標章的使用，影響甚鉅。

針對註冊人註冊他人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是否構成不公平

競爭行為？商標權人可否依據公平交易法，請求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或法

院，對於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法律責任，以下乃以2001-2010年〈.tw〉網域名

36 包括：STLC2001-002號〈boss.com.tw〉、STLC2001-003號〈decathlon.com.tw〉、
STLC2001-004號〈cesar.com.tw〉、STLC2005-001號〈foto.com.tw〉、STLC2001-
009號〈autento.com.tw〉、STLC2003-001號〈taipei101.com.tw〉、STLC2003-
006號〈snoopyshop.idv.tw〉、STLC2004-001號〈hertzcar.com.tw〉、STLC2004-
002號〈wintel.com.tw〉、STLC2004-004號〈littelfuse.com.tw〉、STLC2005-005
號〈conqueror.com.tw〉、STLC2006-003號〈eversun.com.tw〉、STLC2008-001
號〈amazon.tw〉、STLC2008-003號〈www.jcbrake.com.tw〉、STLC2008-011號
〈aerosat.com.tw〉、STLC2008-013號〈tbc.com.tw〉。

37 包括：97年網爭字第006號〈vacuum.com.tw〉、97年網爭字第011號〈cambridge.
org.tw〉、97年網爭字第012號〈cambridge.com.tw〉、99年網爭字第001號
〈vornad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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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爭議案例中，遭申訴駁回的20件案例為研究素材，就各案例中專家小組所認
定之事實，探討商標權人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38

或第24條39
，請求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或法院，對於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法律責任的可行性分析，文末並

提出研究結論。

一、公平交易法第20條與相關案例探討

公平交易法第20條與TWNIC「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第5條第一項相
較，除了前者具有法規範的效力為後者所無外，兩者規範目的與構成要件有

所異同，2001-2010年〈.tw〉網域名稱爭議案例中，遭申訴駁回的20件案例，
就各案例中專家小組所認定之事實，適用公平交易法第20條之情形，茲分析如
下：

（一）域名爭議處理機制與法律救濟制度的競合

域名註冊人註冊他人表徵，例如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商標

權人可以直接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向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檢舉40
，

或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對於系爭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法律責任；或利

用TWNIC域名爭議處理機制，請求爭議處理機構取消或移轉系爭域名，對於

38 公平交易法第20條：「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得有左列行為︰一、
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
包裝、外觀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
淆，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項表徵之商品者。二、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
所普遍認知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標章或其他表示他人營業、服務之表
徵，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者。三、於同一
商品或同類商品，使用相同或近似於未經註冊之外國著名商標，或販賣、運送、輸
出或輸入使用該項商標之商品者。前項規定，於左列各款行為不適用之︰一、以普
通使用方法，使用商品本身習慣上所通用之名稱，或交易上同類商品慣用之表徵，
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名稱或表徵之商品者。二、以普通使用方法，使
用交易上同種營業或服務慣用名稱或其他表徵者。三、善意使用自己姓名之行為，
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姓名之商品者。四、對於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所
列之表徵，在未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前，善意為相同或類似使用，或其
表徵之使用係自該善意使用人連同其營業一併繼受而使用，或販賣、運送、輸出或
輸入使用該表徵之商品者。事業因他事業為前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行為，致其營
業、商品、設施或活動有受損害或混淆之虞者，得請求他事業附加適當表徵。但對
僅為運送商品者，不適用之。

39 公平交易法第24條：「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40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九〉公處字第○三六號奕昕電腦有限公司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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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小組決定結果不滿意的申訴人或註冊人，尚可再向法院起訴，尋求司法救

濟，2001-2010年〈.tw〉域名爭議案例中，對於專家小組決定結果不滿意的申
訴人或註冊人，再向法院起訴尋求司法救濟的案例共有4件41

。

遭申訴駁回的20件案例中，商標權人因而無法將自己的商標或標章，註冊
為自己的網域名稱，以便將實體世界中，多年苦心經營所獲得的商譽，延續到

網路世界，這對於商標權人其商標或標章的使用，影響甚鉅。對於專家小組

決定結果不滿意的商標權人，尚可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向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提出檢舉，或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對於系爭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

法律責任，但是必須符合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行為的立法目的與構成要
件，STLC2001-003號〈decathlon.com.tw〉42

一案，即為著例。

STLC2001-003號〈deca th lon .com. tw〉一案中，申訴人主張擁有
「DECATHLON」之商標專用權，系爭域名中之〈decathlon〉與申訴人之註冊
商標「DECATHLON」近似造成混淆。本案專家小組認定註冊人於1997年10月
28日已經完成系爭域名註冊，並連續兩年參加台北國際電子商務應用展，由此
可見，註冊人在收到爭議處理機構通知有關系爭域名爭議前，已使用該網域名

稱。且註冊人所有之「迪卡龍網路商務中心」主要是提供企業網站、電子商

務、虛擬主機等網路服務，其並於1999年9月16日註冊取得「迪卡龍」服務標
章，指定營業項目為提供資料庫連線服務，以英文「Decathlon」，做為註冊標
章「迪卡龍」之音譯，尚屬合理。註冊人營業項目之內容與實際之經營方式，

與申訴人經營運動器材之製造、銷售等無涉，更無混淆、誤導消費者之情事，

認定註冊人係善意使用系爭域名，不符合「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第五條第

一項之要件，因而決定申訴駁回。

該案申訴人，亦即「DECATHLON」註冊商標之商標專用權人，對於專家
小組決定結果不滿意，因而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向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提起
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對於系爭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法律責任。該院認為商標

權人之「DECATHLON」註冊商標，早已為我國相關事業所普遍認知，且具有
識別力足以表彰服務、商品之來源，故屬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
「相關事業所普遍認知之表徵」，被告就其營業提供商品或服務，使用類似之

41 分別是STLC2001-003號〈decathlon.com.tw〉、STLC2001-005號〈skii.com.tw〉、
STLC2002-005號〈bosch.com.tw〉、STLC2007-016號〈youtube.tw〉。

42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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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域名稱〈decathlon.com.tw〉，足與商標權人之商品或服務產生混淆，商標權
人依公平交易法第20條及第30條43

規定請求排除其侵害，即無不合，因而判命

系爭域名註冊人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DECATHLON」之字樣，做為其英文
網域名稱之特取部分，並應向TWNIC辦理註銷〈decathlon.com.tw〉網域名稱
之註冊

44
。系爭域名註冊人不服該院判決提起上訴，該案經台灣高等法院駁回

上訴確定
45
。

惟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的仿冒行為，仿冒結果必須造成「致與他人商品
混淆」，或「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的結果。該條所稱「混

淆」，係指對商品或服務之來源有誤認誤信而言
46
。亦即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因

為上述仿冒行為，產生認知錯誤，無法正確辨識商品或服務的真正提供者，而

誤將仿冒者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錯認為是表徵所有人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

是否構成「混淆」的結果？必須根據個案事實加以認定，應審酌下列事項︰

（一）具普通知識經驗之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其注意力之高低。（二）商品或

服務之特性、差異化、價格等對注意力之影響。（三）表徵之知名度、企業規

模及企業形象等。（四）表徵是否具有獨特之創意
47
。

以商標為例，仿冒行為人與商標權人在市場上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特性

愈相近、差異化愈小，甚至兩者間具有「競爭」關係
48
，亦即兩者在相同的市

場上，提供相同或類似的商品或服務，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容易產生認知錯誤，

無法正確辨識商品或服務的真正提供者，而誤將仿冒者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

錯認為是商標權人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

〈decathlon.com.tw〉一案，上述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判決，容有未恰之
處。系爭域名註冊人所有之「迪卡龍網路商務中心」主要是提供企業網站、電

子商務、虛擬主機等網路服務，營業項目為提供資料庫連線服務，其內容與實

際之經營方式，與商標權人經營運動器材之製造、銷售等無涉，更無混淆、誤

43 公平交易法第30條：「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被害人得請求除
去之；有侵害之虞者，並得請求防止之。」

44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九十二年度訴字第四三七○號民事判決。
45 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三年度上易字第四五三號民事判決。
46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0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六、（名詞釋義五）。
47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0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十一、判斷混淆之考量因素。
48 所謂「競爭」，係指二以上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質、服務或其
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參閱公平交易法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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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消費者之情事，與公平交易法第20條之立法目的與構成要件應有不合。
（二）檢舉人或原告須為表徵權利人

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的客體，必須是他人的「表徵」。所謂「表
徵」，係指某項具識別力或次要意義之特徵，其得以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使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用以區別不同之商品或服務。所稱「識別力」，指某項特徵

特別顯著，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見諸該特徵，即得認知其表彰該商品或服務為

某特定事業所產製或提供。所稱「次要意義」，指某項原本不具識別力之特

徵，因長期繼續使用，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認知，並將之與商品或服務來源產

生聯想，該特徵因而產生具區別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另一意義
49
。也就是表現於

外在的特徵，能夠產生與某個特定主體或特定來源相聯繫的功能，並與其他主

體或其他來源，產生區別的作用。

公平交易法第20條所稱之表徵，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而言︰（一）文字、
圖形、記號、商品容器、包裝、形狀、或其聯合式特別顯著，足以使相關事業

或消費者據以認識其為表彰商品或服務之標誌，並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

辨別。（二）文字、圖形、記號、商品容器、包裝、形狀、或其聯合式本身未

特別顯著，然因相當時間之使用，足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認知並將之與商品或

服務來源產生聯想
50
。下列各款為本法第20條所稱之表徵，例示如下︰（一）

姓名。（二）商號或公司名稱。（三）商標。（四）標章。（五）經特殊設

計，具識別力之商品容器、包裝、外觀。（六）原不具識別力之商品容器、包

裝、外觀，因長期間繼續使用，取得次要意義者
51
。下列各款，不具表彰商品

或來源之功能，非公平交易法第20條所稱之表徵︰（一）商品慣用之形狀、容
器、包裝。（二）商品普通之說明文字、內容或顏色。（三）具實用或技術機

能之功能性形狀。（四）商品之內部構造。（五）營業或服務之慣用名稱
52
。

由此可知，表徵包括「主體的表徵」及「商品或服務的表徵」。主體的表徵，

包括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等；商品或服務的表徵，包括商品的商標、服

49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0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四、（名詞釋義三）。

50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0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七、判斷表徵之考量因素。

51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0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八、表徵之例示。

52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0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九、不得為表徵之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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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標章、商品特有的容器、包裝、外觀而具有識別力或次要意義者。

域名爭議處理機制禁止搶註的客體，必須是申訴人的「標識」

（Identifier）。所謂「標識」，包括申訴人的商標、標章、姓名、事業名稱或
其他標識

53
。網域名稱係以文字為表現方式，與商品的容器、包裝、外觀等性

質不同，故除上述性質不同的表徵外，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的客體，與
域名爭議處理機制禁止搶註的客體，兩者原則上一致。

97年網爭字第006號〈vacuum.com.tw〉54
一案中，申訴人所主張的「Hot-

Vac」註冊商標，經查並非申訴人之註冊商標，申訴人當然不得據以主張商標
專用權。該案申訴人既無商標權，即非表徵權利人，與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
仿冒行為之立法目的與構成要件不符，無法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請求救濟。

STLC2005-001號〈foto.com.tw〉55
一案中，申訴人主張系爭域名中之

〈foto〉，與申訴人之註冊商標「FOTO FAST」相同。申訴人所提供之商標註
冊證，明確載明「圖樣中之『彩色FOTO FAST』不在專用之內」，故申訴人顯
然並未留意其商標權之範圍，並不及於「FOTO FAST」之部分，且「FOTO」
具有一般常用字之性質，申訴人並未舉證說明其就「FOTO」的部分，因具有
次要意義，或有其他足資證明「FOTO」在台灣地區消費者印象中，即指申訴
人，故申訴人的註冊商標，專用權利範圍不及於系爭域名中之〈foto〉。該案
「FOTO」之文字，並未特別顯著，亦未因相當時間之使用，足使相關事業或
消費者認知，將之與商品或服務來源產生聯想，並非申訴人之表徵，與公平交

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行為之立法目的與構成要件不符，將無法依據公平交易法
第20條請求救濟。

STLC2008-003號〈jcbrake.com.tw〉56
一案中，申訴人主張系爭域名中之

〈jcbrake〉，與申訴人之註冊商標「J.C. BRAKE嘉晟及圖」之特取部分相
同。惟申訴人「J.C. BRAKE嘉晟及圖」之商標註冊證，明確記載商標圖樣中

53 TWNIC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第5條第一項：「申訴人得以註冊人註冊之系爭域名
具有下列情事為由，依據該辦法向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申訴：1.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
商標、標章、姓名、事業名稱或其他標識相同或近似而產生混淆者。2.註冊人就其
網域名稱無權利或正當利益。3.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

54 台北律師公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www.tba.org.tw/domainname8.asp，最後
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55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56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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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KE」不在專用之內。「BRAKE」一般通用字義即為煞車，不得就所
指定之商品取得商標專用權，否則將限制其他同業使用「BRAKE」字樣。
「J.C.」應為「嘉」、「晟」之英文縮寫，故申訴人的註冊商標，專用權利範
圍不及於系爭域名中之〈jcbrake〉。該案申訴人針對「jcbrake」，並非表徵權
利人，與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行為之立法目的與構成要件不符，將無法
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請求救濟。

99年網爭字第001號〈vornado.com.tw〉57
一案中，「VORNADO」註冊商

標，為美商佛那多空氣循環系統公司所有，申訴人提出授權書證明，係商標權

人在台灣地區之獨家代理經銷商，惟該案專家小組依據「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

法」第5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因申訴人並非「VORNADO」註冊商標之商
標權人，而決定申訴駁回。

惟該案專家小組所採的嚴格解釋，並非定見。該案申訴人雖非商標權「所

有人」，但其為台灣地區之獨家代理經銷商，如果具有該註冊商標在台使用的

專屬授權，並已依據商標法第33條第二項規定，向商標專責機關完成登記，即
發生對抗第三人之效力

58
，應屬申訴人適格。該案申訴人針對「VORNADO」

之文字，雖非商標權人，卻係該商標的被授權人，有權使用且實際使用為其商

品的表徵，確屬表徵權利人，與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行為之立法目的相
符，如果該當其他構成要件，應可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請求救濟。
（三）表徵須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

域名爭議處理機制禁止搶註的客體，為申訴人的標識，以申訴人的商標為

例，並未要求必須達到「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或「著名商標」的程

度，與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的客體，必須是「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
遍認知」的他人表徵，或「外國著名商標」，始成為保護的客體，兩者有所不

同。該條所稱「相關事業或消費者」，係指與該商品或服務有可能發生銷售、

57 台北律師公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www.tba.org.tw/domainname8.asp，最後
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58 商標法第33條：「商標權人得就其註冊商標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之全部或一部，授
權他人使用其商標。前項授權，應向商標專責機關登記；未經登記者，不得對抗第
三人。被授權人經商標權人同意，再授權他人使用者，亦同。授權登記後，商標權
移轉者，其授權契約對受讓人仍繼續存在。被授權人應於其商品、包裝、容器上或
營業上之物品、文書，為明顯易於辨識之商標授權標示；如標示顯有困難者，得於
營業場所或其他相關物品上為授權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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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等交易關係者而言
59
。該條所稱「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指具

有相當知名度，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多數所周知
60
。亦即事業的表徵，必須在

特定消費族群或某個社會階層的認知中，具有高度的知名度，始符合普遍認知

的程度。

事業的表徵，是否達到「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的程度？必須由

表徵所有人加以舉證，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或法院根據個案事實加以認

定，實務上認定的考量因素，應綜合審酌下列事項︰（一）以該表徵為訴求之

廣告量是否足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對該表徵產生印象。（二）具有該表徵之商

品或服務於市場之行銷時間是否足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對該表徵產生印象。

（三）具有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於市場之銷售量是否足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對

該表徵產生印象。（四）具有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於市場之占有率是否足使相

關事業或消費者對該表徵產生印象。（五）具有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是否經媒

體廣泛報導足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對該表徵產生印象。（六）具有該表徵之商

品或服務之品質及口碑。（七）當事人就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提供具有科學

性、公正性及客觀性之市場調查資料。（八）相關主管機關之見解。前述之考

量事項，應參照其他相關事項綜合審酌之
61
。

STLC2001-002號〈boss.com.tw〉62
一案中，申訴人擁有註冊商標「ＢＯＳ

Ｓ」之專用權。「ＢＯＳＳ」商標於全世界之行銷證明、廣告資料數量極為可

觀，於世界各國及台灣區已具有相當之著名性，並業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等機

關認定為「著名商標」，應符合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表徵。

9 7年網爭字第 0 1 1號〈 c a m b r i d g e . o r g . t w〉 6 3
、 9 7年網爭字第

0 1 2號〈 c a m b r i d g e . c o m . t w〉 6 4
二案中，申訴人於台灣擁有註冊商標

59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0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二、（名詞釋義一）。

60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0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三、（名詞釋義二）。

61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0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十、判斷相關業者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考量因素。

62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63 台北律師公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www.tba.org.tw/domainname8.asp，最後
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64 台北律師公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www.tba.org.tw/domainname8.asp，最後
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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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並於英國、美國、加拿大、日本等世界各國陸續註冊相
關商標，依據申訴人所提營運狀態及商標使用情形等相關證據，以及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商標異議審定書之內容，認定該註冊商標所表彰之信譽「業已廣為相

關業者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而達著名之程度」，認定申訴人之註冊商標已臻著

名。

上述三案中的系爭商標，曾經商標專責機關認定為「著名商標」，將構成

公平交易法第20條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表徵。
STLC2003-001〈taipei101.com.tw〉65

一案中，申訴人為「TAIPEI 101」系
列註冊商標專用權人，雖主張其註冊之「TAIPEI 101」為著名標章，但並未提
出經濟部認定該標章為「著名標章」之文件，且其所提出之剪報資料，尚不足

認定該標章已符合經濟部公布之「著名商標或標章認定要點」所稱之「著名標

章」。惟查一般網路使用者於不知特定網域名稱之情形下，常以公司名稱之特

取部分或商標之文字部分，猜測可能之網域名稱，以便進入該公司網站。故本

案申訴人縱未能證明「Taipei 101」為著名標章，然其既有以「Taipei 101」對
外宣傳該公司之事實，並經媒體報導，即可能造成一般網路使用者，以為系爭

網域名稱，即為申訴人之網域名稱，進而有產生與註冊人網站混淆之虞，符合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表徵。上述案中的系爭商標，雖然未曾經

商標專責機關認定為「著名商標」，但如在一般網路使用者的認知中，具有高

度的知名度，亦可能成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表徵。

STLC2008-011號〈aerosat.com.tw〉66
一案中，為了解申訴人之註冊商標是

否著名？專家小組以「aerosat」為關鍵字，於google搜尋引擎中進行搜尋後，
發現於各著名拍賣網站，例如：PC home網路家庭、露天拍賣，及論壇討論
區，例如：mobile01中，消費者所搜尋與討論之對象，均為系爭域名使用人岳
璉公司所銷售之產品，而非申訴人所生產與銷售之產品，顯見申訴人之註冊商

標，在消費者之主觀認知上並非著名。網路上的消費族群，已成為當前電子商

務時代特定的消費族群，本案系爭商標在網路消費族群的認知中，是否具有高

度的知名度，已經成為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四）系爭域名須相同或類似於他人表徵

65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66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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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的仿冒行為，必須是未經表徵權利人同意，而有
「相同或類似」於他人表徵的使用行為。該條所稱相同或類似之使用，「相

同」係指文字、圖形、記號、商品容器、包裝、形狀、或其聯合式之外觀、排

列、設色完全相同而言；「類似」則指因襲主要部分，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於

購買時施以普通注意猶有混同誤認之虞者而言
67
。審酌表徵是否相同或類似之

使用，應本客觀事實，依下列原則判斷之︰（一）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相關

事業或消費者施以普通注意之原則。（二）通體觀察及比較主要部分原則。

（三）異時異地隔離觀察原則
68
。是否構成「相同或類似」？以商標為例，依

據通體觀察及比較主要部份原則，兩者異時異地加以隔離觀察，雖與系爭商標

不完全相同，但如與系爭商標之主要文字部分，讀音與外觀皆極為近似，縱有

些許差異，對一般具有普通知識經驗的消費者而言，如施以普通之注意有造成

混同誤認之虞，即構成「類似」；域名爭議處理機制禁止的搶註行為，必須是

未經標識所有人同意，而有「相同或近似」於他人標識的域名註冊行為。是否

構成「相同或近似」？必須由申訴人加以舉證，由專家小組根據個案事實加以

認定，在目前實務上所採取的判斷原則，以申訴人的商標為例，與公平交易法

第20條禁止仿冒行為的判斷標準，兩者原則上相同。
9 7年網爭字第 0 1 1號〈 c a m b r i d g e . o r g . t w〉 6 9

、 9 7年網爭字第
0 1 2號〈 c a m b r i d g e . c o m . t w〉 7 0

二案中，申訴人於我國擁有註冊商標

「C A M B R I D G E」，系爭域名之〈 c a m b r i d g e〉與申訴人之註冊商標
「CAMBRIDGE」，依整體觀察與隔離觀察之結果，在外觀、觀念或讀音上皆
可認為相同，其字體大小寫之不同，並不影響兩文字近似程度之判斷。

S T L C 2 0 0 3 - 0 0 6號〈 s n o o p y s h o p . i d v. t w〉 7 1
一案中，系爭域名之

〈snoopyshop〉，是否相同或近似於申訴人之註冊商標「SNOOPY」？按商標
法認定是否「相同或近似」，只要在外觀、觀念或讀音有一近似者，即為近

67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0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五、（名詞釋義四）。

68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0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十二、判斷原則。

69 台北律師公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www.tba.org.tw/domainname8.asp，最後
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70 台北律師公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www.tba.org.tw/domainname8.asp，最後
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71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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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就主要部分隔離觀察，辨別是否足以引起混同或誤認之虞，即使附屬部分

有異別之外觀，只要就主要部分隔離觀察，足以引起混同或誤認之虞，仍得構

成外觀近似，且字數是否相同，亦非唯一或主要之考量因素。職是，本案系爭

域名之〈snoopyshop〉，與申訴人之註冊商標「SNOOPY」字數相較，一為10
個英文字母，另一為6個英文字母，二者字數雖然不相同，但比較二者之主要
部份，皆為「SNOOPY」，就外觀上而言，異時異地隔離觀察，確有足使一般
消費者大眾，及具有普通知識經驗的網路使用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

STLC2004-001號〈hertzcar.com.tw〉72
一案中，系爭域名之〈hertzcar〉，

是否相同或近似於申訴人之註冊商標？本案專家小組認為，若比較系爭域名之

〈hertzcar〉與申訴人之註冊商標「HERTZ」，依據通體觀察原則、主要部分
比較原則，並於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於外觀、讀音、觀念等均屬高度近似，不

同者僅在於系爭域名附加通用名稱「car」。鑑於系爭域名之網站所提供的服
務，與申訴人註冊商標指定使用之服務，均屬「車輛租用及出租服務」範疇，

因此應可認為構成混淆性近似（confusingly similar）。
STLC2004-002號〈wintel.com.tw〉73

一案中，系爭域名之〈wintel〉，是
否相同或近似於申訴人之註冊商標「INTEL」，二者在讀音上確有差異；然而
在外觀比較上，依據通體觀察原則、主要部分比較原則，並於異時異地隔離觀

察，二者僅於首字之「W」產生不同，在誤打之情形下確有造成混淆之虞；再
查申訴人主張「WINTEL」乙詞，係指使用申訴人生產之微處理器，及第三人
微軟公司作業軟體之電腦，即「WINDOWS + INTEL」，自1996年起，各媒體
即以「WINTEL」代表申訴人與微軟公司軟硬體之組合，故註冊人之系爭域名
更易造成混淆；雖然系爭域名註冊人所提供之服務，為財經新聞與交友，與申

訴人所營事業無關，然而系爭域名既與申訴人之註冊商標近似，易造成混淆，

故仍應認為符合混淆性近似（confusingly similar）。
（五）必須造成商品或服務混淆的結果

域名爭議處理機制禁止的搶註行為，必須是「系爭域名與申訴人之標

識」，因相同或近似而產生混淆，至於系爭域名註冊人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

與申訴人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是否會因此產生混淆？則非所問。STLC2004-

72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73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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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號〈wintel.com.tw〉74
一案中，雖然系爭域名註冊人所提供之服務，為財經

新聞與交友，與申訴人所營事業無關，然而系爭域名之〈wintel〉，既與申訴
人之註冊商標「INTEL」近似，易造成混淆，故專家小組仍認為符合混淆性近
似（confusingly similar）。

惟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的仿冒行為，仿冒結果必須造成「致與他人商品
混淆」，或「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的結果。該條所稱「混

淆」，係指對商品或服務之來源有誤認誤信而言
75
。亦即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因

為上述仿冒行為，產生認知錯誤，無法正確辨識商品或服務的真正提供者，而

誤將仿冒者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錯認為是表徵所有人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

是否構成「混淆」的結果？必須根據個案事實加以認定，應審酌下列事項︰

（一）具普通知識經驗之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其注意力之高低。（二）商品或

服務之特性、差異化、價格等對注意力之影響。（三）表徵之知名度、企業規

模及企業形象等。（四）表徵是否具有獨特之創意
76
。

以商標為例，仿冒行為人與商標權人在市場上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特

性愈相近、差異化愈小，甚至兩者間具有「競爭」關係
77
，亦即兩者在相同的

市場上，提供相同或類似的商品或服務，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容易產生認知錯

誤，無法正確辨識商品或服務的真正提供者，而誤將仿冒者所提供的商品或服

務，錯認為是商標權人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STLC2004-001號〈hertzcar.com.
tw〉78

一案中，專家小組認為系爭域名註冊人網站所提供的服務，與申訴人註

冊商標指定使用之服務，均屬「車輛租用及出租服務」範疇，因此認為構成混

淆性近似（confusingly similar）。
STLC2001-002號〈boss.com.tw〉79

一案中，系爭域名註冊人之博仕網，為

74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75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0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六、（名詞釋義五）。

76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0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十一、判斷混淆之考量因素。

77 所謂「競爭」，係指二以上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質、服務或其
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參閱公平交易法第4條。

78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79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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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一般公司開辦網路商店，提供企業建構電子商務環境，所需資訊系統之網

站，其營業項目與申訴人所經營之眼鏡、衣服、靴鞋等時尚商品無涉，註冊

人亦從未以申訴人之名義，或其他類似或易造成他人混淆之商標或文字，對

外公開從事商業行為，在網站上之相關內容，亦無公開或隱含任何與申訴人

營業項目相同或相近之處，專家小組認為系爭域名之〈boss〉與申訴人之商標
「BOSS」，雖然近似，但彼此營業項目不同，對網路使用者不會產生「商品
混淆誤認」的結果。

STLC2008-011號〈aerosat.com.tw〉80
一案中，專家小組認為申訴人之註冊

商標與系爭域名之〈aerosat〉，在外觀、讀音與意義上完全相同，然而是否造
成消費者判斷上之混淆，尚須考慮申訴人之註冊商標是否著名？蓋註冊商標是

否著名，雖然非屬申訴成立之要件，然而知名度之高低，對於是否造成混淆之

判斷，則有所影響。通常具有愈高知名度之商標，當他人使用相同或近似之註

冊域名，愈容易產生混淆。專家小組以「aerosat」為關鍵字上網搜尋，發現於
各著名拍賣網站中，消費者所搜尋與討論之對象，均為系爭域名使用人岳璉公

司所銷售之產品，而非申訴人所生產或銷售之產品。顯見申訴人之註冊商標，

在消費者之主觀認知上並非「著名」，因此系爭域名與申訴人之註冊商標縱然

相同，亦未能引起消費者判斷上之混淆。

97年網爭字第011號〈cambr idge .org . tw〉 81
、97年網爭字第012號

〈cambridge.com.tw〉82
二案中，專家小組亦持相同見解。該案系爭域名之

〈cambridge〉與申訴人之註冊商標「CAMBRIDGE」，兩者文字近似，且申訴
人之註冊商標具有高度知名度，如使用相同或近似之網域名稱，相較於不具知

名度之商標或事業名稱，更易使人產生混淆；此外，系爭域名網站所提供的服

務，與申訴人註冊商標指定使用之服務，均屬「英語檢測服務」的範疇，「致

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的結果。

惟以普遍使用方法，使用依公司法登記之公司名稱，若無積極行為與相關

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營業混淆者，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之規

80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81 台北律師公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www.tba.org.tw/domainname8.asp，最後
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82 台北律師公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www.tba.org.tw/domainname8.asp，最後
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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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83
。STLC2008-013號〈tbc.com.tw〉84

一案中，申訴人公司於1999年9月4日設
立時，註冊人公司早已於1996年7月26日以「Taiwan Best Company」英文公司
名稱，從事國際貿易，有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出進口廠商登記卡可稽，「TBC」
為「Taiwan Best Company」之簡稱，註冊人公司於2003年4月5日申請以公司簡
稱「TBC」註冊系爭域名；且申訴人為電信服務事業，註冊人則從事進出口貿
易業，兩者商業領域不同，無積極行為與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

營業混淆者，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之規定。
STLC2001-004號〈cesar.com.tw〉85

一案中，系爭域名使用人林嘉賢之護

照，多年來一直使用CESAR LIN為其英文別名，經查CESAR為常見之英文男
子名字，而以自己英文名字之全部或一部，申請註冊網域名稱，在實務上應屬

正常之事；況且註冊人上和電訊公司申請註冊系爭域名，主要係為協助域名使

用人林嘉賢經營「希瑟國際旅遊聯誼會」網站，與申訴人商標權之營業範圍為

狗食，相去甚遠，所訴求之造訪者，亦與申訴人之客戶欠缺實質關連性，應無

造成商品或服務混淆的結果，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之規定。
（六）表徵權利人與系爭域名的使用人須均屬事業

公平交易法第20條的規範目的，在於禁止「事業」間使用仿冒的手段，從
事不公平競爭行為，以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

之安定與繁榮；域名爭議處理機制的規範目的，在於禁止「申請人」間域名的

搶註行為，以處理系爭域名使用權的歸屬，依據申訴人的請求，決定取消註冊

人系爭域名的註冊，或將系爭域名之註冊移轉於申訴人。

表徵權利人，例如商標權人，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主張系爭域名的使
用人使用系爭域名，係以仿冒商標的手段，從事不公平競爭行為。首先，商標

權人與系爭域名的使用人，必須皆屬於公平交易法所規範的對象。公平交易法

規範的對象為「事業」，包括下列四種：一、公司、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

號、三、同業公會、四、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
86
。

83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0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十四。

84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85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86 公平交易法第2條：「本法所稱事業如左：一、公司。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
號。三、同業公會。四、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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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權人如依據域名爭議處理機制，提出申訴的對象，應為系爭域名的註

冊人；商標權人如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提起法律救濟的對象，應為以仿冒
商標從事不公平競爭的事業。惟系爭域名的註冊人與以仿冒商標從事不公平競

爭的事業，二者並非全然一致，遭專家小組決定申訴駁回的案例中，不乏系爭

域名的註冊人與使用人，為二個不同法律主體的情形。商標權人如依據公平交

易法第20條，提起法律救濟的對象，應為架設網站實際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
交易之系爭域名的使用人；系爭域名的註冊人，如果並未真正使用系爭域名架

設網站，實際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便不屬於依據公平交易法20條，得提
起法律救濟的對象。STLC2008-001號〈amazon.tw〉87

一案中，系爭域名註冊人

並無真正使用系爭域名之事實，單純以註冊人註冊系爭域名，並非實際提供商

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事業，不屬於依據公平交易法20條，得提起法律救濟的對
象。

STLC2003-001號〈taipei101.com.tw〉88
一案中，系爭域名之網站，係以提

供上網者關於台北及國內外都會、城市之旅遊及觀光等資訊報導，以及站主個

人心得等資訊之交流，未見有收取費用或其他獲得商業利益之情形，並非實際

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事業，便不屬於依據公平交易法20條，得提起法律
救濟的對象。

STLC2003-006號〈snoopyshop.idv.tw〉89
一案中，申訴人主張擁有

「SNOOPY」之商標專用權，系爭域名中之〈snoopyshop〉與申訴人之註冊商
標「SNOOPY」混淆近似。本件系爭域名註冊人雖為李巾帵個人，但真正使

用人卻為祐安精品股份有限公司，其公司英文名稱為SNP KING BOUTIQUE 
CO. LTD.，兩者就系爭域名均無權利或正當利益，然其網頁上販售有關
「SNOOPY」漫畫之平行輸入商品，藉以獲取商業利益，係為營利之目的，意
圖與申訴人之商標產生混淆，致使一般消費者欲購買「SNOOPY」商品，會因
此連結該網站，達到使網路使用者瀏覽該網站之目的。本案專家小組認定申訴

人之申訴，符合「網域名稱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要件。惟因本案申訴

人為公司，而系爭域名屬〈idv.tw〉個人網域，申訴人請求救濟方法為「請求

87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88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89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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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註冊之網域名稱」，依〈idv.tw〉屬性型域名之申請條件為個人，TWNIC
無法執行移轉〈idv.tw〉屬性型域名註冊於公司，因而決定申訴駁回。
系爭域名的註冊人與以仿冒商標從事不公平競爭的事業，二者並非全然一

致，本案系爭域名的註冊人與使用人，為二個不同的法律主體，且註冊人李巾

帵個人並非實際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的事業。本案商標權人如依據公平

交易法第20條，提起法律救濟的對象，應為架設網站實際提供商品或服務，從
事交易的系爭域名使用人祐安公司，而非系爭域名註冊人李巾帵個人。

S T L C 2 0 0 8 - 0 11號〈 a e r o s a t . c o m . t w〉 9 0
一案中，申訴人主張擁有

「AEROSAT」之商標專用權，系爭域名中之〈aerosat〉與申訴人之註冊商標
「AEROSAT」混淆近似。系爭域名註冊人伸昌電腦有限公司，以代客註冊網
域名稱為營業項目，該公司註冊系爭域名後，並未使用以銷售商品或提供服

務，而係提供第三人岳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岳璉公司英文名稱為Aerosat 
Technology Limited，用以銷售車用衛星導航等產品。代客註冊網域名稱既非法
律所禁止，則註冊人受第三人委託，註冊系爭域名，並收取相關費用之行為，

即不得認為係非法註冊域名，而取得商業上之不正利益。本案專家小組認定本

案註冊人對於系爭域名，具有權利或正當利益，因此決定申訴駁回。

系爭域名的註冊人與以仿冒商標從事不公平競爭的事業，二者並非全然一

致，本案系爭域名之註冊人與使用人，為二個不同的法律主體，註冊人伸昌公

司註冊系爭域名後，並未實際使用系爭域名，以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從事交

易，並非公平交易法第20條適用之對象。本案商標權人如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
條，提起法律救濟的對象，應為實際使用系爭域名，以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從

事交易的事業，亦即系爭域名的使用人岳璉公司，而非系爭域名的註冊人伸昌

公司。

（七）小結

綜上所述，遭申訴駁回的20件案例，就其專家小組所認定之個案事實，依
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之構成要件，加以分析如下：

1. STLC2005-001號〈foto.com.tw〉、STLC2008-003號〈jcbrake.com.
tw〉、97年網爭字第006號〈vacuum.com.tw〉，檢舉人或原告均非表徵權利
人，不得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提起法律救濟。

2. STLC2001-009號〈autento.com.tw〉、STLC2004-004號〈littelfuse.com.

90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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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STLC2005-005號〈conqueror.com.tw〉、STLC2006-003號〈eversun.com.
tw〉、STLC2008-011號〈aerosat.com.tw〉、STLC2008-013號〈tbc.com.tw〉、
99年網爭字第001號〈vornado.com.tw〉，系爭表徵均未達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
普遍認知，不得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提起法律救濟。

3. STLC2001-002號〈boss.com.tw〉、STLC2001-003號〈decathlon.com.
tw〉、STLC2001-004號〈cesar.com.tw〉、STLC2004-002號〈wintel.com.
tw〉，並未造成商品或服務混淆的結果，不得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提起法
律救濟。

4. STLC2003-001號〈taipei101.com.tw〉、STLC2008-001號〈amazon.
tw〉，系爭域名註冊人並非實際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事業，不得依據
公平交易法第20條，對之提起法律救濟。

5. STLC2004-001號〈hertzcar.com.tw〉、97年網爭字第011號〈cambridge.
org.tw〉、97年網爭字第012號〈cambridge.com.tw〉，符合公平交易法第20條
之規範目的與構成要件，得以向系爭域名註冊人，提起法律救濟；STLC2003-
006號〈snoopyshop.idv.tw〉一案，如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提起法律救濟的
對象，應為架設網站實際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的系爭域名使用人，而非

系爭域名註冊人。

二、公平交易法第24條與相關案例探討

針對註冊人註冊他人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依據個案事實如

果不構成公平交易法第20條之仿冒行為，商標權人可否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4條
禁止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之規定，請求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或法院，對於域

名註冊人課以相關法律責任，以下乃以遭申訴駁回的20件案例中，不符合公平
交易法第20條構成要件之案例，做為為研究素材，探討公平交易法第24條就相
關案例之適用。

（一）公平交易法第20條與第24條規定之適用原則
公平交易法第24條：「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鑒於本條為一概括性規定，為使其適用

具體化與明確化，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訂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

平交易法第24條案件之處理原則91
」。為確定本條之適用範圍，應以「足以影

91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4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民國94年02月
24日修正）之一、（目的）。



智慧財產權之行使與不公平競爭行使與不公平競爭 103

響交易秩序」之要件為前提，先檢視「限制競爭」之規範（獨占、結合、聯合

行為及垂直限制競爭），再行檢視「不公平競爭」規範（如商業仿冒、不實廣

告、營業誹謗）是否未窮盡系爭行為之不法內涵，而容有適用本條之餘地
92
。

適用本條之規定，應符合「補充原則」，即本條僅能適用於公平交易法其

他條文規定所未涵蓋之行為，若公平交易法之其他條文規定，對於某違法行為

已涵蓋殆盡，即該個別條文規定已充分評價該行為之不法性，或該個別條文規

定已窮盡規範該行為之不法內涵，則該行為僅有構成或不構成該個別條文規定

的問題，而無由再依本條加以補充規範之餘地。反之，如該個別條文規定，不

能為該違法行為之評價規範者，始有以本條加以補充規範之餘地
93
。

本條所稱「交易秩序」，係指符合善良風俗之社會倫理及效能競爭之商業

競爭倫理之交易行為，其具體內涵則為符合社會倫理及自由、公平競爭精神賴

以維繫之交易秩序，包括交易相對人間，不為欺罔及不當壓抑之交易秩序，

以及不阻礙競爭者為公平競爭的交易秩序。判斷「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應

考量是否足以影響整體交易秩序（諸如：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

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及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

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等事項）或有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效果之案件，且不

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始有本條之適用。至單一個別非經常

性之交易糾紛，則應尋求民事救濟，而不適用本條之規定
94
。故事業若有襲用

他人著名之商品或服務表徵，雖尚未致混淆程度，但有積極攀附他人商譽之情

事，即有違反效能競爭而違反本條規定。

本條所稱「顯失公平」：係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

易」。其常見之具體內涵，例如：榨取他人努力成果，原則上應考量下列因

素：

1. 遭攀附或高度抄襲之標的，應係該事業已投入相當程度之努力，於市場
上擁有一定之經濟利益，而被系爭行為所榨取；

2. 其攀附或抄襲之結果，應有使交易相對人誤以為兩者屬同一來源、同系
列產品或關係企業之效果等。

92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4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民國94年02月
24日修正）之二、（公平交易法第24條適用之基本精神）。

93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4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民國94年02月
24日修正）之四、（與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款規定之區隔適用）。

94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4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民國94年02月
24日修正）之五、（判斷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應考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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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倘其所採行手段，可非難性甚高（如完全一致之抄襲）者，縱非屬前述

二因素之情形，仍有違法之虞，應依個案實際情形，綜合判斷之。其常見行為

態樣有：(1)攀附他人商譽：判斷是否為本條所保護之商譽，應考量該品牌是否
於市場上具有相當之知名度，且市場上之相關業者或消費者會產生一定品質之

聯想。(2)高度抄襲：判斷高度抄襲，應綜合考量①該項抄襲是否達「完全一
致」或「高度近似」之程度；②抄襲人所付出之努力成本，與因而取得之競爭

優勢或利益之關聯性及相當性；及③遭抄襲之標的於市場競爭上之獨特性及占

有狀態。(3)利用他人努力，推展自己商品或服務之行為95
。

襲用他人著名之商品或服務表徵，雖尚未致混淆，但有積極攀附他人商譽

之情事，於未符合公平交易法第20條規定之構成要件時，得以違反本法第24條
規定處理之

96
。2001-2010年〈.tw〉網域名稱爭議案例中，遭申訴駁回的20件案

例中，不乏知名的國內外註冊商標或標章，系爭域名的註冊於未符合公平交易

法第20條規定之構成要件時，如果構成襲用他人著名之商品或服務表徵，雖尚
未致混淆，但有積極攀附他人商譽之情事，得以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定處
理之。

（二）系爭註冊域名須構成襲用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

公平交易法第24條禁止攀附他人商譽之客體，必須構成「著名之商品或服
務表徵」，始成為保護的客體；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的客體，必須構成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的他人表徵，或「外國著名商標」，始成

為保護的客體，兩者在實務上的判斷，原則上相同。公平交易法第24條禁止攀
附他人商譽之客體，必須是具有相當知名度的商標或標章，為相關事業或消費

者多數所周知
97
，在特定消費族群或某個社會階層的認知中，具有一定的知名

度，始符合普遍認知的程度。

商標或標章，是否達到「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的程度？必須由

權利人加以舉證，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或法院根據個案事實加以認定，實

務上認定的考量因素，應綜合審酌下列事項︰（一）商品或服務之廣告量、

（二）商品或服務於市場上之行銷時間、（三）商品或服務於市場之銷售量、

95 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4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民國94年02月24
日修正）之七、（判斷顯失公平應考量事項）。

96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0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十六、（本法第20條與第24條規定之適用原則）。

97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0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三、（名詞釋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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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品或服務於市場之占有率、（五）商品或服務是否經媒體廣泛報導、

（六）商品或服務之品質及口碑、（七）商品或服務具有科學性、公正性及客

觀性之市場調查資料、（八）相關主管機關之見解。前述之考量事項，應參照

其他相關事項綜合審酌之
98
。

襲用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註冊網域名稱，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規定，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民國89年奕昕電腦有限公司處分一案99

，即其適例。

該案檢舉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所使用之服務標章「家樂福」及「carrefour
及圖」為法商家樂福公司授權使用，自民國76年以來，即以「家樂福」及
「carrefour」之名稱，在全國各地陸續成立大型量販店與倉儲中心，經營各類
百貨商品之銷售，並投入鉅額廣告費用，在電視、報紙等媒體促銷，民國86年
度之營業收入，即高達新台幣三百億元，所使用之「家樂福」及「carrefour及
圖」標章，已為相關事業及消費者普遍所普遍認知之營業表徵，應無疑義，被

處分人代表江君到會說明時，辯稱其並不知道「carrefour」為檢舉人所使用之
服務標章，核不可採。

遭申訴駁回的20件案例中，其中STLC2001-002號〈boss.com.tw〉、
STLC2001-003號〈decathlon.com.tw〉、STLC2001-004號〈cesar.com.tw〉、
STLC2003-001號〈taipei101.com.tw〉、STLC2003-006號〈snoopyshop.idv.
tw〉、STLC2004-001號〈hertzcar.com.tw〉、STLC2004-002號〈wintel.com.
tw〉、STLC2008-001號〈amazon.tw〉、97年網爭字第011號〈cambridge.org.
tw〉、97年網爭字第012號〈cambridge.com.tw〉，應構成襲用他人著名商標或
標章，註冊系爭網域名稱之要件。

（三）必須並未造成商品或服務混淆的結果

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的仿冒行為，仿冒結果必須造成「致與他人商品混
淆」，或「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的結果。適用公平交易法

第24條之規定，應符合「補充原則」，即本條僅能適用於公平交易法其他條
文規定所未涵蓋之行為，若公平交易法之其他條文規定，對於某違法行為已涵

蓋殆盡，即該個別條文規定已充分評價該行為之不法性，或該個別條文規定已

窮盡規範該行為之不法內涵，則該行為僅有構成或不構成該個別條文規定的問

題，而無由再依本條加以補充規範之餘地。

98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0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民國99年02月
25日修正）之十、判斷相關業者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考量因素。

99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九〉公處字第○三六號奕昕電腦有限公司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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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申訴駁回的20件案例，構成襲用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的案例中，其中
STLC2003-001號〈taipei101.com.tw〉、STLC2008-001號〈amazon.tw〉二案，
系爭域名註冊人並非實際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事業，因為不適用公平

交易法，故不得依據公平交易法之規定，對之提起法律救濟。

此外，其中STLC2003-006號〈snoopyshop.idv.tw〉、STLC2004-001號
〈hertzcar.com.tw〉、97年網爭字第011號〈cambridge.org.tw〉、97年網爭字第
012號〈cambridge.com.tw〉四案，因為構成商品或服務混淆的結果，必須優先
適用公平交易法第20條之規定，因而排除公平交易法第24條適用之餘地。
（四）有積極攀附他人商譽或其他顯失公平之行為

公平交易法第24條的規範目的，在於禁止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
顯失公平之行為；域名爭議處理機制的規範目的，在於禁止各種惡意的域名註

冊行為。上述惡意的域名註冊行為，包括積極攀附他人商譽或其他各種不正當

目的的域名註冊行為，如果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便適用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規定。
積極攀附他人商譽的行為，例如：系爭域名註冊人為營利之目的，意圖與

申訴人之商標、標章產生混淆，進而引誘、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系爭域名註

冊人之網站或其他線上位址。其他顯失公平之行為，係指系爭域名註冊人「惡

意」註冊或使用系爭域名，以各種「不正當之目的」註冊或使用系爭域名，包

括1. 註冊人註冊或取得系爭域名之主要目的是藉由出售、出租系爭域名，或以
其他方式，自申訴人或其競爭者獲取超過系爭域名註冊所需相關費用之利益。

2. 註冊人註冊系爭域名，係以妨礙申訴人使用其商標或標章，註冊網域名稱為
目的。3. 註冊人註冊系爭域名之主要目的，係為妨礙競爭者之商業活動。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民國89年奕昕電腦有限公司處分一案100

中，被處

分人奕昕公司為一專業電腦公司，其公司名稱為「奕昕」，公司英文名稱

為「CREAT SUN」，皆與「carrefour」無關。被處分人註冊〈carrefour.com.
tw〉系爭域名，雖辯稱其並未使用，然檢舉人因而無法使用其原已擁有之
「carrefour」著名服務標章，註冊為自己的網域名稱，進而喪失以消費者原熟
悉之名稱，進入網路市場爭取交易之機會，被處分人所為已違反競爭效能原

則，阻礙競爭，影響交易秩序，而屬顯失公平行為，故以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
條之規定，遭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

100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九〉公處字第○三六號奕昕電腦有限公司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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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處分案單驥委員在其不同意見書中，認為本案本質上不屬於「積極攀

附」他人商譽之情事，本案被檢舉人雖以〈carrefour〉註冊系爭域名，然其尚
未提供網頁供一般人查詢，亦尚未以「carrefour」之名稱，販賣其相關之電腦
軟硬體商品，故就商品或服務提供而言，並未造成檢舉人任何可資證明之具體

損害。蓋因被檢舉人尚無任何商品或服務，係以「carrefour」之名義販售，並
無任何不當「積極攀附」他人商譽之行為，故認為被檢舉人所為系爭域名之註

冊，並未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遭申訴駁回的20件案例，構成襲用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的案例中，其中
STLC2001-002號〈boss.com.tw〉101

一案中，申訴人並未舉證證明，註冊人註

冊系爭域名，主觀上具有阻止申訴人使用其註冊商標，做為網域名稱的意圖；

本案客觀上有妨礙申訴人註冊系爭域名之事實，乃因註冊人已先行以合法正當

之方式，註冊系爭域名的結果，此乃網域名稱註冊具有排他性的制度使然，並

不足以據此認定註冊人從事「惡意」或「不正當目的」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

為，故專家小組認定註冊人註冊系爭域名，非以妨礙申訴人使用其商標註冊網

域名稱為目的。申訴人雖主張其註冊商標為著名商標，然而註冊人以英文之

「boss」為「老闆」之義，建構其輔導一般公司開辦網路商店，提供企業建構
電子商務環境所需資訊系統之網站，並先於申訴人註冊系爭域名，其正當性為

專家小組所肯認。依註冊人所提供之證據及各項資料，專家小組認定註冊人之

主觀意識，並無意圖混淆申訴人之商標，藉以引誘、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註冊

人之網站，以達其營利之目的。

STLC2001-003號〈decathlon.com.tw〉102
一案中，系爭域名註冊人所有之

「迪卡龍網路商務中心」，乃提供企業網站、電子商務、虛擬主機等網路服

務，並於1999年註冊取得「迪卡龍」服務標章，指定營業項目為提供資料庫連
線服務，以「Decathlon」做為服務標章「迪卡龍」之英文音譯，尚屬合理。
申訴人主張系爭域名註冊人「彰紀公司」與「彰榮公司」為關係企業，前者之

負責人XXX與後者之負責人YYY間，疑具有夫妻或親戚等關係，後者刻意安
排前者以「彰紀公司」之名義，申請註冊系爭域名，藉以避免因「彰榮公司」

之前與申訴人間之代工關係，削弱其取得系爭域名之正當性等。然依申訴人所

101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102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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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證據，未能證明上述二公司在公司資本、股東或人事上，有何重疊交錯之事

實，遂認定二者為關係企業，似未免過遽。註冊人之營業項目內容與實際經營

方式，確實與申訴人經營之運動用品器材之製造、銷售等無涉，更無混淆、誤

導、或攀附申訴人註冊商標，以獲取商業利益之情事。因此專家小組認定，依

申訴人所提出之證據，無法論斷註冊人惡意註冊及使用系爭域名，是為了攀附

申訴人之商譽。

STLC2001-004號〈cesar.com.tw〉103
一案中，專家小組認為著名商標之認

定，與系爭域名註冊人是否攀附申訴人之商譽有關，蓋申訴人之商標如非著名

商標，註冊人就可能欠缺惡意註冊系爭域名之動機。專家小組參考智慧財產局

公告之「著名商標或標章認定要點」所列各項認定標準，足以認定「CESAR」
為一著名商標。然著名商標依其實際情形，在實質效力上仍可能有強弱之別。

依據本案申訴人所提出之各國商標權證明文件，僅能證明「CESAR」在與動
物飼料相關之產品上為著名商標，完全不飼養寵物犬之民眾，即可能對申訴人

之「CESAR」商標感到陌生，此與Microsoft及McDonald’s等著名商標，實際
影響層面容有不同。專家小組依職權進行商標檢索，發現除申訴人外，尚有第

三人在其他商品或服務類別，獲有「CESAR」之註冊商標，只要沒有商標法
第37條第7款所稱「有致公眾混淆誤認之虞者」之情形，他人仍可能就相同或
近似於著名商標之圖樣，申請註冊商標於其他類別之商品。申訴人如何證明

「CESAR」之註冊商標，必然屬於申訴人，進而認為註冊人註冊及使用系爭域
名，有攀附申訴人商譽之意圖或惡意？況且註冊人網頁所示內容，與申訴人商

標權範圍相去甚遠，所訴求之造訪者，亦與申訴人之客戶欠缺實質關連性。

STLC2004-002號〈wintel.com.tw〉104
一案中，系爭域名註冊人贏代爾公

司，成立於民國85年，於民國86年即已註冊系爭域名，經營「贏代爾財經
網」，其服務對象係針對一般投資人及公司法人，提供免費股市投資之產經新

聞及產業投資動態之新聞資訊服務，與申訴人之商品或服務，不致產生公眾混

淆誤認。註冊人係以「使用網路的投資贏家（winner’s interlan）」之英文複合
名詞〈wintel〉註冊系爭域名，註冊人並於民國89年取得註冊之「贏代爾」服
務標章，專家小組認為爭議處理機構，於民國93年通知系爭域名之爭議前，

103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104 科技法律中心網域名稱爭議公告，參閱http://stlc.iii.org.tw/twnic/bulletin/2001/
bulletin-01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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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人早已善意使用該網域名稱，而對外提供服務。向各大搜尋網站進行查

詢，除均可獲得註冊人相關資料外，其中YAHOO奇摩網站更搜尋達到7,056筆
資料，只要係財經相關網站或連結，均會列入「贏代爾財經網」，由此可知，

註冊人使用系爭域名，已為一般大眾所熟知之情形，並無積極攀附著名商標商

譽，或其他顯失公平之行為。

（五）小結

遭申訴駁回的20件案例，不適用公平交易法第20條規定的案例中，就其專
家小組所認定之個案事實，亦不符合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立法目的與構成要
件，而無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定之適用。

伍、結論

2001-2010年遭〈.tw〉域名爭議處理機構申訴駁回的案件中，不乏知名的
國內外商標或標章，因與申訴要件不符，以致無法取消註冊人系爭域名的註

冊，或將系爭域名的註冊移轉於商標權人，商標權人因而無法將自己的商標或

標章，註冊為自己的網域名稱，以便將實體世界中，多年苦心經營所得的商

譽，延續到網路世界，這對於商標權人其商標或標章的使用，影響甚鉅。反

之，商標權人的競爭者，得以利用網域名稱註冊制度設計上的弱點，搶先註冊

他人的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攀附他人既有的商譽，在市場上進

行不公平競爭，將危害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對於經濟之安定與繁榮，將造

成不利的影響。

註冊人註冊他人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商標權人除了可以

依據TWNIC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提出申訴外，商標權人請求法律救濟的依
據，其主要者為商標法或公平交易法。註冊人註冊他人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

的網域名稱，是否構成侵害商標權？商標權人可否依據商標法，請求法院對於

系爭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法律責任？此一法律疑義，於2002年5月28日商標法
修正時獲得解決。

註冊人註冊他人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商標權人亦可以依據

公平交易法第20條，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對於系爭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
法律責任，尋求司法救濟，但是必須符合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行為的立
法目的與構成要件。

一、原告須為商標權利人。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的客體，必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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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表徵」。域名爭議處理機制禁止搶註的客體，必須是申訴人的「標

識」。網域名稱係以文字或數字做為表現方式，除性質不同的表徵外，公平交

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的客體，與域名爭議處理機制禁止搶註的客體，兩者原則
上一致。原告須為商標權人，雖非商標權人，如係該商標的專屬被授權人，有

權使用且實際使用為其商品的表徵，亦屬商標權利人；商標權之專用範圍，始

構成商品或服務的表徵，商標專用範圍如果不及於系爭註冊域名，則系爭域名

的註冊不構成仿冒表徵行為，與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行為之立法目的與
構成要件不符，不得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0條請求救濟。
二、商標須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域名爭議處理機制禁止搶註

的客體，為申訴人的標識，以申訴人的商標為例，並未要求必須達到「相關事

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或「著名商標」的程度，與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仿
冒的客體，必須是「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的他人表徵，或「外國著

名商標」，始成為保護的客體，兩者有所不同。網路上的消費族群，已成為當

前電子商務時代特定的消費族群，系爭商標在網路消費族群的認知中，是否具

有高度的知名度，已經成為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縱然未曾經商標專責機關或

法院認定為「著名商標」，但如在一般網路使用者的認知中，具有高度的知名

度，亦可能成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表徵。

三、系爭註冊域名須與商標相同或類似。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的仿冒行
為，必須是未經表徵權利人同意，而有「相同或類似」於他人表徵的使用行

為；域名爭議處理機制禁止的搶註行為，必須是未經標識所有人同意，而有

「相同或近似」於他人標識的域名註冊行為。是否構成「相同或近似」？在目

前實務上所採取的判斷原則，與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行為的判斷標準，
兩者原則上相同。

四、必須造成商品或服務混淆的結果。域名爭議處理機制禁止的搶註行

為，必須是「系爭域名與申訴人之標識」，因相同或近似而產生混淆，具有愈

高知名度之商標，相同或近似的註冊域名，愈容易產生混淆。至於系爭域名註

冊人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與申訴人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是否會因此產生混

淆？則非所問。惟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的仿冒行為，仿冒結果必須造成「致
與他人商品混淆」，或「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的結果。系

爭域名註冊人或使用人，其與商標權人在市場上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特性愈

相近、差異化愈小，甚至兩者間具有競爭關係，造成商品或服務混淆的可能性

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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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商標權人與系爭域名的使用人須均屬事業。公平交易法第20條的規範
目的，在於禁止「事業」間使用仿冒的手段，從事不公平競爭行為，系爭域名

的使用人，必須是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如未實際提供商品或

服務從事交易，則不適用公平交易法；域名爭議處理機制的規範目的，在於禁

止「申請人」間域名的搶註行為，則無上述的限制。其次，商標權人如依據域

名爭議處理機制，提出申訴的對象，應為系爭域名的註冊人；商標權人如依據

公平交易法第20條，提起法律救濟的對象，應為以仿冒商標從事不公平競爭的
事業。當系爭域名的註冊人與使用人，為二個不同的法律主體，商標權人依據

公平交易法第20條，提起法律救濟的對象，應為架設網站實際提供商品或服
務，從事交易之系爭域名的使用人；系爭域名的註冊人，如果並未真正使用系

爭域名架設網站，實際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便不屬於公平交易法第20條
適用的對象。

註冊人註冊他人商標或標章，做為自己的網域名稱，商標權人亦可以依據

公平交易法第24條，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對於系爭域名註冊人課以相關
法律責任，尋求司法救濟，但是必須符合公平交易法第24條禁止欺罔或顯失公
平行為的立法目的與構成要件。

一、公平交易法第20條與第24條規定之適用原則。適用公平交易法第24條
之規定，應符合「補充原則」，即本條僅能適用於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文規定所

未涵蓋之行為，若公平交易法之其他條文規定，對於某違法行為已涵蓋殆盡，

即該個別條文規定已充分評價該行為之不法性，或該個別條文規定已窮盡規範

該行為之不法內涵，則該行為僅有構成或不構成該個別條文規定的問題，而無

由再依本條加以補充規範之餘地。反之，如該個別條文規定，不能為該違法行

為之評價規範者，始有以本條加以補充規範之餘地。系爭域名的註冊，於未該

當公平交易法第20條規定之構成要件時，如果構成襲用他人著名商品或服務之
表徵，雖尚未致混淆，但有積極攀附他人商譽之情事，得以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規定處理之。
二、系爭註冊域名須構成襲用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公平交易法第24條禁

止攀附他人商譽之客體，必須構成「著名商品或服務之表徵」，始成為保護的

客體；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仿冒的客體，必須構成「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
遍認知」的他人表徵，或「外國著名商標」，始成為保護的客體，兩者在實務

上的判斷，原則上相同。

三、必須並未造成商品或服務混淆的結果。公平交易法第20條禁止的仿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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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仿冒結果必須造成「致與他人商品混淆」，或「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

設施或活動混淆」的結果。適用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規定，應符合「補充原
則」，即本條僅能適用於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文規定所未涵蓋之行為，如因仿冒

行為已構成商品或服務混淆的結果，則必須優先適用公平交易法第20條之規
定，因而排除公平交易法第24條適用之餘地，必須並未造成商品或服務混淆的
結果，始得適用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規定。
四、有積極攀附他人商譽或其他顯失公平之行為。積極攀附他人商譽的行

為，例如：系爭域名註冊人為營利之目的，意圖與申訴人之商標、標章產生混

淆，進而引誘、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系爭域名註冊人之網站或其他線上位

址。其他顯失公平之行為，係指系爭域名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系爭域

名，以各種「不正當之目的」註冊或使用系爭域名，包括1. 註冊人註冊或取得
系爭域名之主要目的是藉由出售、出租系爭域名，或以其他方式，自申訴人或

其競爭者獲取超過系爭域名註冊所需相關費用之利益。2. 註冊人註冊系爭域
名，係以妨礙申訴人使用其商標或標章，註冊網域名稱為目的。3. 註冊人註冊
系爭域名之主要目的，係為妨礙競爭者之商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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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ir goods or services on the internet, trademark holders in 
the real world would like to register their trademarks or service marks as the domain 
names for their websites, so that the goodwill of their marks can be extended to the 
cyberspace. Start-up companies would like to use simple and meaningful numbers 
or letters for their domain names to make their websites user-friendly and easily 
accessibe to internet users.

Due to restraints of registration policies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 legal disputes 
arise globally as to who should own a particular domain name when claimed by 
different parties. The purpose of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is to provide, other 
than administrative or judicial remedies, an alternative solution like arbitration to 
settle efficiently the issue of domain name registration by using a neutral resolution 
service provider. 

Among the parties who have filed domain name complaints but lost their cases 
from 2001 to 2010 in Taiwan, many of them are well-known trademark holders. As 
a result, these trademark owners have suffered significantly by not being able to 
prevent their competitors to use their famous marks in registration of domain names. 
Consequently, their competitors have since engaged in unfair competition with them 
in the cyberspace by taking adventage of the goodwill of their famous marks. 

A legal issue arises as to whether registration of a domain name which is 
identical or confusingly similar to a competitor’s famous mark constitute unfair 
competition under the Fair Trade Law in Taiwan. Using the cases mentioned above,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meaning of domain name registration, the issues of 
domain name registration and their solutions,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alternative resolutions and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solutions, and how  
Articles 20 and 24 of the Taiwanese Fair Trade Law should be applied properly in 
resolution of the issue of domain name registration.

Keywords： domain name,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trademark, service mark,  
unfair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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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評論人：李憲佐（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兼任副教授）

本文報告人周所長雖然以二十五分鐘極短暫有限的時間簡要而且精采的講

解網域名稱註冊與商標權人行使權利產生爭議的情形，但已使我們更加瞭解到

下列情形：

一、網域名稱註冊之意義與全球網域名稱的管理架構及註冊申請情形。

二、其次是對網域名稱註冊爭議處理之機制，並舉出許多案例，讓我們得

以更加瞭解其內容。

三、商標權利人對網域名稱爭議與公平法第二○條規定及公平會補充規定

處理原則，就目前國內二家處理機構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與台北律師

公會，在最近十年來所發生及處理案例，針對前開規定提出許多案例說明，非

常難得。

四、本文不但對公平法第二○條與第二十四條及公平會補充規定之處理原

則，提供許多精闢的見解及執法的方向，也可讓一般人更瞭解公平法第二○條

規定的意義及目的。

五、其中也對迪卡龍（decathlon.com.tw）註冊商標仿冒案有關專案小組處
理及台北地方法院與台灣高等法院之判決駁回上訴案見解，作很詳細分析，其

見解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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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競爭法對能源產業規範之研究

陳汝吟
＊

中文摘要

台灣在2001年新訂石油管理法，2009年訂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同時亦準
備訂定天然氣事業法以及修正電業法等相關規定，顯示台灣在能源產業已透過

法令逐步邁向自由化。本文以落實國家能源政策為前提，針對能源產業之競爭

政策與規範，從歐盟、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近年發展之大方向著手，並以液

化石油氣、天然氣、電力三個能源產業為範疇，比較台灣與先進國家在能源競

爭法令上之差異，尤其是能源事業參進市場資格與條件，以及對市場結構與市

場力量運用的影響；最後提出建議，以供我國實務與相關研究參考，冀望對未

來國內能源產業競爭政策之執行能有所助益。

關鍵詞：能源產業、競爭政策、自由化

目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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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先進國家之能源產業競爭政策

能源，在世界各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一向與國家安全有密切關係。

在能源危機加快各國對能源之立法後，國家對於能源領域商業活動的控制在

20世紀70年代達到頂峰1
。為促進國內能源市場的競爭，各國紛紛將能源產業

私有化，修改相關法律賦予特定事業獨占之權利。私有化浪潮最先自電力部門

開始，而英國和西班牙是較早將電力部門進行重組和私有化改革的國家
2
。至

此，歐盟以統一的歐洲市場為前提，各會員國內關於國家獨占，亦或是私人獨

占的規定，均被認為是不適當的
3
。能源產業之私有化，奠定了世界各國和地

區的能源市場在投資、貿易和競爭等方面的基礎，並創造了相關法律制度的條

件，卻也使其成為特殊的法學分支，打破傳統法學部門的界限，而涵蓋包括國

家安全、產業經濟、競爭與消費者保護，甚至是環境保護等廣泛的客觀事實。

台灣在2001年新訂石油管理法，2009年訂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同時亦準
備訂定天然氣事業法以及修正電業法等相關規定，顯示台灣在能源產業已透過

法令逐步邁向自由化。然而，自由化的政策，而因為社會諸多因素，致立法的

腳步也未能盡如預期
4
，其間例如歐盟、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在近年卻是

有計畫的加快進程。因此，本文以落實台灣國家能源政策為前提，針對能源產

1 Dennis C. Stickley, New Forces in International Energy Law : A Discussion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Forces With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Energy Market, 
Tuls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Law, Vol. 1, 1993-1994, p.96 .

2 NERA, Privatiza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Public Utilities，Washington 1992, p. 8.
3 例如電信服務業，歐洲經濟執委會於1989 年6 月根據《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第90 
條通過一項指令規定，要求各成員國必須開放競爭。

4 民國80年，經濟部著手規劃「電業自由化政策」，擬定「電業法修正草案」，於民
國84年9月6日函送立法院審議，其間經立法院經濟、司法委員會聯席會共審查八次
仍無法完成立法程序，而於88年初由立法院退回重擬。其後經濟部於88年9月6日重
擬完成新版「電業法（修正草案）」，經行政院院會於同年12月16日審查通過，12
月27日函送立法院再次審議。然而，在該屆的立法院會期之內，仍未能順利完成一
讀。行政院於91年5月6日再次提案送請立法院審議，在經過立法院經濟及能源會的
幾次審議後，終於在該年12月26日完成一讀，惟迄今仍無法開展自由化之進程，而
僅於94年1月19日及96年3月21日修正第75、75-1、112條並增訂第34-1條條文等非關
自由化條文之工程及技術人員規定。公用天然氣事業依「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
及「煤氣事業管理規則」相關規範管理，事實上，國內約有290萬天然氣用戶，迄
今尚無專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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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競爭政策與規範，從歐盟、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之能源產業競爭政策大

方向著手，並以液化石油氣、天然氣、電力三個能源產業為範疇，比較台灣與

先進國家，在能源產業結構與競爭法令上之差異，尤其是能源事業參進市場資

格與條件，以及對競爭市場結構與市場力量運用的影響；最後提出建議，以供

我國實務與相關研究參考，冀望對未來國內能源產業競爭政策之執行能有所助

益。

一、歐盟－第三能源方案（The 3rd Energy Package）

歐盟目前能源政策分別根據莫斯科會議、京都會議及里斯本會議
5
，而架

構在三項重點之上：供應安全（security of supply）、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與競爭力（competitiveness）。據此，2006年3月8日，歐盟公布
「可持續、具競爭力及安全的能源策略」，即「綠皮書」，呼籲積極推動建立

歐盟共同能源政策，強調於確保能源供應安全、競爭力和推動可持續發展三大

目標間的平衡，並從六大層面優先進行，包括：

1、建立內部統一的天然氣和電力市場，以提高競爭力；
2、確保內部市場供應安全以及成員國間的團結；
3、 針對整個歐盟內部不同能源進行討論，包括成本以及對氣候變化的影響，
以使歐盟的能源結構符合安全、競爭力和持續發展的目標；

4、 制訂能源技術策略計畫，並以歐洲技術平台為基礎，對歐洲技術資源進行
最佳配置；

5、 因應氣候暖化，提出至2020年實現節約能源20％以及採取長程之再生能源
規劃，以積極推動潔淨和再生能源市場化；

6、統一對外之能源政策。
目前，歐盟對能源產業－包括石化燃料（fossil fuels）、核能（nuclear 

energy）及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等之競爭政策，係以確保每一個歐盟
境內的公民與事業，得以反映環境永續標準的合理價格獲得所需之能源；同

時，儘量減少石油、煤及天然氣等石化燃料對環境所造成之負面影響。為此，

歐盟近年來致力於建立一個有效競爭的內部能源市場，使之得以合理的價格提

供具有品質的能源，並積極開創再生能源種類，減少對進口能源之依賴，當

然，也包括減少對能源之消費。

5 2009年12月7-18日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之會議，則確定了先進國家在2012-2020減排
目標。參閱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2009/cop15/eng/l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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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一個真正的能源內部市場，是歐盟的優先目標。不論是就消費者得以

合理價格選擇不同的天然氣及電力公司而言，亦或對於所有能源提供事業，尤

其是小規模以及投資再生能源開發的事業，形成易於參進的市場門檻而言，目

前具有競爭性的內部能源市場的建立，是一種具有策略性的機制。近年來，如

何於碳排放交易（CO2 emission trading）制度下，確立競爭架構，亦是一大議
題。要落實歐盟內部能源市場，將倚賴歐盟境內所有可靠且合諧的能源網絡，

以及因此所形成的基礎建設投資。一個真正整合的市場，將可促成能源供應之

多樣化（diversification）及安全性。
在具體的競爭規範上，根據歐盟聯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101條6
、102條7

，除特別規定外，反托拉斯（antitrust）
行為、結合（mergers）與卡特爾（cartels）係禁止的。因此，限制競爭行為，
例如競爭者相互約定價格或劃分營業區域，濫用優勢地位（dominant position）
的行為，例如掠奪性訂價（predatory pricing）及合併等，原則上均屬於受規範
之行為。

1990年代，歐盟境內多數會員國的電力與天然氣市場仍屬獨占狀態，歐盟
及該等國家決定逐漸開放市場，特別是下列與競爭攸關的重要行為：

1、 明確區別產業競爭部門（例如提供能源給予顧客）以及非競爭部門（例如
輸送網絡的營運）；

2、 促使產業非競爭部門營運者（例如網絡及其他架構）應同意第三人接近使
用其架構；

3、使市場供應自由化（例如排除業者進口或自產能源的障礙）；
4、逐漸移除顧客選擇能源供應者的限制；
5、引進獨立的管制者以監督此項領域。
事實上，在競爭政策上，自1990年代開始，歐盟及其會員國即決定採取漸

進式的方式，開放當時多由國家獨占之電力及天然氣市場，使之得自由競爭。

第一階段，歐盟分別於1996年與1998年通過電力及天然氣市場自由化之指令，
各會員國則接下來於1998年及2000年，將該等指令轉為國內法。第二階段指令
則於2003年通過，2004年轉化為會員國國內法，並保留部分規定於2007年始為
生效。根據歐盟執委會2007年1月提出的能源計畫，2007年9月亦有更多的立法

6 TFEU Article 101 (ex Article 81 TEC)- any concerted practice or category of concerted 
practices,

7 TFEU Article 102 (ex Article 82 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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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促使歐盟境內電力與天然氣市場更為自由。2008年1月，執委會致力於
將能源使用與減少對環境影響的目標結合，並公布相關新的指引。整體而言，

近程自2006年公布「綠皮書」以來，歐盟年年持續檢討並加速能源政策。
其中，最重要的是2007年9月19日，歐盟執委會向歐洲部長理事會提案之

第三能源方案，於2009年6月25日獲得理事會無異議通過，同年7月13日議會通
過，並於2009年9月3日使該相關之五項指令與規則生效，並要求各會員國必須
於2011年3月3日將有一連串關於天然氣及電力之規範轉換為國內法8

，以呼應

歐盟尊重消費者選擇、合理價格、潔淨能源與穩定供應的能源競爭政策。

歐盟第三能源方案目標，有下列重要內容：

1.  促使各國建立一獨立而具有權力之能源管制機構，以協調並增進更有效率之
市場規範；

2.  建立一個歐洲能源規範合作機構（European Agency for the cooperation of 
energy regulators, ACER），特別針對跨境議題；

3.  為促進輸送系統營運者間之合作，分別設置電力ENTSO-E以及天然氣
ENTSO-G二系統營運者網9

，並由該等網絡負責建立一般性的網絡規範、安

全標準，以及協調、增進歐盟全面性之必要投資。

4.  確實區分生產、供應與輸配行為，創造同種的（homogeneous）競爭條件，
避免輸配網絡營運之利益衝突與歧視行為，以促進投資與基礎建設；

5.  改善輸配網絡與供應市場之透明度，以增進資訊使用之公平、價格透明與消
費者信心，並防止市場操作（manipulation）；

6.  藉由課予會員國必須保護弱勢消費者（vulnerable consumers）之義務，以強
化消費者權利；

7. 減少會員國間可能之能源供應障礙，增進其團結。
整體而言，關於天然氣及電力市場，自2004年7月開始，歐盟境內所有國

家的小規模營業使用者（small-business costumers），即擁有變更供應業者之自
由。2007年7月，擴大適用到所有的消費者均擁有此等變更權，並且有要求透
明化其契約條件，且法律應保護其不受供應業者引人錯誤與不實資訊之損害。

8 With the exception of Article 11 of Directives 2009/72/EC and 2009/73/EC on certification 
with regard to third countries, to be applied by 3 March 2013 at the latest.

9 歐洲電力輸送系統營運網ENTSO-E（European Network of 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s for Electricity）及歐洲天然氣輸送系統營運網ENTSO-G（European 
Network of 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s for Gas），已分別於2008年12月19日及
2009年12月1日成立。



第 1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22

二、美國－能源政策法

在美國，廣義能源政策即包括能源之生產、輸配送與消費之所有問題，並

且須同時考量國家安全、經濟與環境三項根本性的國家目標。19世紀後期以
來，美國基本上係依賴石化能源解決生產與消費問題，而20世紀80年代後則開
始重視再生能源與節能，產業與競爭法令逐步開放，以支持私人企業透過市場

提供能源產品，並且由政府實施管制以預防或糾正市場失靈。

依時間順序，美國能源市場政策分為自由市場政策主導時期（1933年以
前）、能源政策混亂時期（1933至1973年）以及能源政策統一時期（1973年迄
今）。二次戰後至1973年，能源市場發生了變化。重要發展如下：
1.  天然氣產業受到輸送管道之關鍵設施影響，若不對生產者價格進行管制，則
生產者對管線事業之天然氣價格將完全轉嫁給消費者。然而，依據1938年
「天然氣法」，聯邦政府僅有對州際天然氣輸送管道事業有管制權，對於天

然氣生產事業，包括其訂價行為，則無權介入。

2.  由於管制價格對消費者應是有利的，在1947年「州際天然氣公司控告聯邦電
力委員會」案

10
，聯邦政府開始對天然氣管線公司有關的生產者價格進行管

制；甚至到1954年，「菲利普斯公司控告威斯康辛州」案11
，最高法院之判

決已認為聯邦政府對與管線事業無關之州際天然氣公司訂價合法化有權管

制。

3.  70年代，尼克森總統政府對石油進行全新的價格控制管制，以因應國際石油
禁運之油價大漲問題。至1981年，雷根總統則開始解除管制。

1973年起始的能源政策統一時期，則係指卡特總統任內期間，開始對能
源進行國家級、全面的政策規劃。1978年通過了「國家能源法」（National 
Energy Act）、「天然氣政策法」（Natural Gas Policy Act）與「公用設施管制
政策法」（Public Utilities Regulatory Policies Act）等重要法令，1979年則逐步
解除石油價格管制，1980年通過「能源安全法」（Energy Security Act）及其
他相關法令，嘗試推動石化能源轉變到再生能源。然而，因為此時期聯邦政府

管制權力過於分散，相關法律未能即時整合，致使在美國長期依賴價格之私有

事業競爭與市場的資源轉移，並無法與政府由上至下的規劃主導同步。雖然隨

10 Interstate Natural Gas Co. v. FPC（S. Ct. 1947）. 
11 Philips Petroleum Co. v. State of Wisconsin（S. Ct. 1954）. 1978年「天然氣政策法」
（Natural Gas Policy Act）始對管制進行放寬與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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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雷根政府主張私有事業主導，供應為主，弱化政府的自由能源政策，惟成效

仍屬不彰。須注意的是，基於1991年國家能源政策而制定之1992年「能源政策
法」（Energy Policy Act）內容中包括修訂「公用設施控股公司法」、鼓勵新
投資者進入電力市場、對非公用設施發電事業開放輸電網絡、開放進口天然氣

及液化天然氣市場等。整體而言，此一時期僅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倡導對天然

氣和電力產業進行自由化改革，而引起各州對內電力零售的相關立法與管制。

關於能源與環境保護，2005年「能源政策法」（Energy Policy Act）是重要
的一步，續此，2007年更制定了「能源獨立和安全法」（Energy Independence 
and Security Act, EISA）。2009年，歐巴馬政府則明顯以改變石化燃料為基礎
的傳統能源政策

12
；換言之，在如此趨勢之下，美國能源產業以對於集中、大

型能源公司為主導的市場，將因政策引導，發生更為多元的、分散的能源間競

爭，抑或同一能源內部之競爭，而影響市場秩序與消費者利益。

另外，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係能源產業競爭管制之主管機關，並以保
護消費者利益為目標。目前，FTC針對能源產業限制競爭行為、不公平與欺
騙行為等，FTC區分為三大方向進行規範，即針對事業的合併（merger）、非
合併（non-merger）行為，運用不同之規範手段，並輔以適時之調查。關於價
格，2002年FTC亦公布石油價格監視計畫（gasoline and diesel prices monitoring 
project），該等計畫設置之機制具有警示作用，使FTC得以於適當時期徵詢
其他事業主管機關並啟動調查。最新關於美國能源產業之競爭規範，即係根

據EISA，FTC針對石油產業發佈的「市場操作規則」（market manipulation 
rule），該規則已於2009年11月4日正式生效。

三、日本－能源白皮書2010

日本自2002年公布「能源—政策基本法」（2002年6月14日法律第71號）
以降，近年來，在能源政策上不斷持續檢討，並擴大推動能源市場之自由化。

2007年3月公布的「能源—基本計畫」，將確保能源之穩定供給、降低對環境
影響及活用市場原理，定為三大基本方針。在經濟產業省資源能源廳最新公布

的2009年度能源年度報告（能源白皮書2010）中，從原油價格漲跌之重要因素
探討，至油價漲跌對經濟、事業及其他能源使用之影響，深入分析；以及在因

應地球溫暖化問題上，應採取之各種策略。

12 See http:// www.whitehouse.gov (15-09-2009).（最後瀏覽日201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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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本電氣事業制度為例，其事業者有六大類，而其電力市場依據「電氣

事業法」有相關參進市場及價格之規定。事實上，「電氣事業法」自1964年制
定以來，迄今已有四次的電氣事業制度改革，分別是1995年、1999年、2003
年以及2008年。分別自擴大發電部門參入資格、創設特定電氣事業制度、改革
價格制度、實施電力零售一部自由化，到近年的維持輸電一貫體制、確保配電

網絡之公平性與透明性、取消一般電氣事業供給區域、促進分散型電源、創設

卸電力交易所以及再次擴大電力零售自由化範圍等，積極促進電力市場的自由

化。2008年第四次改革則更著重在安定供給、環境適合以及競爭暨效率性。
同樣地，日本對於天然氣事業制度亦分別於1994年、1999年、2003年與

2006年進行改革。開放天然氣之零售市場自年使用量200萬m3 逐年降到現在的
10萬m3，約占整個市場的62%。天然氣事業改革的結果，自由化範疇的天然氣
市場，新參進的事業增加，競爭活絡。在2009年的資源能源廳施政政策上，未
來對天然氣價格、以及自由化範圍能否再擴大到家庭，均持續檢討中。

其他電力與天然氣法令，特別是競爭規範，則有「適正瓦斯交易指針」

「電氣•瓦斯交易紛爭處理指針」（2006年10月11日制定）、能源使用合理化
之法律一部改正（2008年法律第47號）、「電氣事業者新能源利用特別措置
法」（RPS法）等。
日本能源法規眾多，例如省能源法、「石油代替能源開發及導入促進法」

（代能源法）、及新能源獨立行政法人•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NEDO）
制度，均有其特殊性，並與開放能源市場、降低參與資格、能源定價暨獎勵

有關。在對競爭法規方面，2009年6月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修正「獨占禁止
法」，2009年最新修正之「適正電力交易指針」（2009年3月31日制定），亦
值得台灣在未來電力產業競爭法制之參考。另外，為回應能源與環保議題之密

切議題，公正取引委員會地球環境問題對策推進委員會亦訂立有「公正取引委

員會環境考量方針」，值得注意。

貳、先進國家競爭法制對能源產業之規範

競爭規範的立法例上，關於保護有效競爭之方法，或有自結構面向，亦有

重在行為面向，形成規範的重點。而此不同的偏向，事實上影響著國家的立

法、主管機關的權限，以至執法等實踐成果。從歐盟、美國及日本等先進國家

之近年能源競爭政策之發展可以瞭解，由於能源的有限性及增進消費者福祉的

目標，使得許多國家紛紛藉由競爭法令，從調整產業市場結構著手，並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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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市場行為。雖然相較於結構方法，行為管制在各國競爭法令及實務上，有

著更為重要的作用，並且通常將之類型化，訂定於規範中，亦或透過實務案

例，逐漸將違法行為類型化。然而，由於台灣在液化石油氣、天然氣及電力等

三項產業與歐盟、美國能源結構較為不同
13
，與日本較為相近，同時三項產業

自由化程度彼此間也不一致；但整體而言，台灣能源產業相較於歐盟、美國與

日本之開放腳步，自結構面向已落後甚多。因此，以下僅就各該國家近年之競

爭規範發展擇要介紹，以供國內研究參考。

一、歐盟－2009/73/EC、2009/72/EC

（一）2009/73/EC指令－天然氣市場競爭
考量到歐盟內部的天然氣市場因資訊欠缺透明，致市場運作上未能

十分良善，歐盟執委會重新修訂相關法規以確保該市場之公平競爭（fair 
competition），並適當保護消費者權益。2009年7月13日，歐洲議會通過
2009/73/EC指令，以對於內部市場的天然氣作成一般性的規範，並廢止
2003/55/EC指令。該指令於2009年9月3日生效，同時，要求會員國最遲於2011
年3月3日轉換為內國法。該指令目的在介紹有關天然氣輸送（transmission）、
配送（distribution）、供應（supply）與儲存（storage）一般性規範，包括天然
氣（natural gas）、液化天然氣（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沼氣（biogas）
及自生物物質（biomass）產生的氣體（gas）。

介紹其要點如下：

1. 關於組織之規則
本規則之目的在開創一個競爭、安全且兼顧永續環境的天然氣市場。會員

國應考量天然氣事業之公共服務義務，其內涵包括安全、供應、服務品質與

穩定、價格、環境保護與能源效率等議題。會員國應確保所有的消費者有選

擇天然氣供應者之權利，並於其營運者（operator）的協助下，三星期內便可
簡易地更換天然氣供應者。會員國同時應確保消費者能收到相關消費的資料

（consumption data），並負責監督天然氣供應安全之議題，特別是境內供需之
平衡、可得的供應、網絡的維持以及供應問題之處理方法。區域或國際適當的

合作亦可確保天然氣供應之安全。會員國應確保國內市場一個或數個區域層級

之整合，且第一步即為完全地自由化內部市場。即便是較為偏遠的區域，單一

13 特別是由液化石油氣消費結構觀察，歐盟LPG僅占約2%，而且主要用在農業、工
業、交通與石化業，家庭使用不到其比例之一半，與台灣產業現況實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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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然氣事業亦應加以整合。為此，各國的主管機關應與歐洲能源規範合作機

構（the European Agency for the Cooperation of Energy Regulators, ACER）合作。
2. 輸送、儲存與天然氣
2012年3月3日開始，會員國應解除所有天然氣輸送系統與輸送系統營運者

之管制。在正式接受指定為天然氣輸送系統營運者之前，事業應具備一定資

格。會員國應該將其指定之天然氣輸送系統營運者名單，公布在歐盟官方期

刊。

其次，會員國應指定一個以上天然氣儲存及系統營運者，負責下列事項：

(1) 營運、維持、發展輸送系統及/或液化天然氣之儲存設備，並適當考
量環境因素；

(2) 確保對系統使用者無歧視（non-discrimination）；
(3) 提供資訊予其他輸送系統營運者、儲存系統營運者、液化天然氣系統
營運者及/或配送系統營運者，以確保天然氣之輸送與儲存之相互連
接（interconnection）；

(4) 提供系統使用者相關利用此系統所需之資料。
輸送系統營運者應該具備充分跨境之能力，以整合歐洲輸送架構。營運者

應按年繳交網絡建設計畫，指出往後十年內需要建設與現代化的主要架構，以

及應予執行的投資。

3. 配送與供應
會員國應指定配送系統營運者，或要求擁有或負責該等配送系統之事業為

下列事項：

(1) 確保具有長期配送、營運、維持並建立天然氣系統之能力，並兼顧環
境保護；

(2) 確保與系統使用者相關資訊之透明；
(3) 提供系統使用者相關資訊；
(4) 免於能源損失並維持儲備能力（reserve capacity）。
配送系統營運者在法律上必須獨立於其他配送以外的活動。天然氣配送系

統若負責一定地理範圍內之產業、商業或部分服務，仍有可能由主管機關將之

歸類為封閉的配送系統（closed distribution systems）。據此，該配送系統即可
不適用收費表（tariff）及計算方式之規定，亦毋須事先申請批准。

4. 解除管制與會計透明
會員國及主管機關有權查閱天然氣事業會計資料，惟須對於某些資料應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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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天然氣事業應使供應及相關輸送與配送活動之會計相互分離（separate 
accounts）。

5. 其他機構利用系統
會員國及主管機關應訂出其他機構利用儲存與管道末段儲氣（linepack）

設備的條件，並採取一些措施以確保一定之顧客可利用上游之管線網絡。同

時，亦應形成一個第三人得以接近利用之輸送與配送的系統。天然氣事業可因

己身欠缺能力，亦或他事業之利用將危及自身對公眾服務之義務，而拒絕他事

業利用系統。該等拒絕之事由必須真確。個別的會員國得因市場的突發狀況或

人員安全的威脅，而採取必要的安全措施。該等措施必須通知其他會員國以及

執委會。

另外，關於事業之於使用者的天然氣與電力供應價格與交易條件，在1990
年6月即公布有90/377/EEC指令，對於歐盟內部市場能源價格之透明化及運
作，確保公平的競爭與消費者對於不同能源之選擇上，具有極大的貢獻。

（二）2009/72/EC指令－電力市場競爭
本指引旨在建立發電、輸電、配電與供應電力的一般性規則，並確立普遍

一致的服務義務與消費者權利，釐清競爭規範。以下扼要介紹其要點：

1. 組織規則
此規則旨在建立一競爭、安全與環境永續之電力市場。會員國應課予電力

營運業者公眾服務之義務，包括安全、供應安全、穩定、服務品質、價格、環

境保護與能源效率。會員國應確保所有的消費者有選擇電力供應者之權利，並

於其營運者的協助下，三星期內便可簡易地更換電力供應者。會員國同時應確

保消費者能收到相關消費的資料。

電力供應業者有義務通知終端顧客（final customers）下列事項：
(1) 各種能源所占之配比（contribution）；
(2) 可能的環境影響；
(3) 爭議發生時之權利。
會員國應設置適當的獨立機制（能源監察員或消費者團體）以有效率地處

理抱怨與爭議。並有義務確保供應安全的監督工作，建立技術安全標準，以整

合數區域層級於單一國家市場。各個國家規範主體應密切與ACER合作以確保
各區域間規範架構的協調。

2. 發電
會員國應考慮下列事項，以建立境內發電能力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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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家及電力網絡的安全;
(2) 健康保護及公眾安全; 
(3) 努力達成執委會“20-20-20＂的目標。 

3. 輸送系統之營運
2012年3月3日開始，會員國必須解除電力輸送系統及輸送系統營運者之管

制。在正式接受指定為電力輸送系統營運者之前，事業應具備一定資格。會員

國應該將其指定之電力輸送系統營運者名單，公布在歐盟官方期刊。

電力輸送系統營運者，主要負責下列事項：

(1) 確保具備長期供應符合需求電力之能力； 
(2) 確保以適當方式符合服務義務； 
(3) 確保供應之安全； 
(4) 安排電流系統（electricity flows）； 
(5) 提供其他系統營運者與營運、建設及系統相互連結上之資訊； 
(6) 確保系統使用者間無歧視； 
(7) 提供系統使用者接近使用系統之資訊；
(8) 在相互輸送系統營運者補償機制（the inter-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 

compensation mechanism）中，收取擁塞費用（congestion rents and 
payments）

4. 配送網絡營運 
會員國應指定配送系統營運者，或要求擁有或負責該等配送系統之事業為

下列事項：

(1) 確保具有長期配送、營運、維持並建立電力系統之能力，並兼顧環境
保護；

(2) 確保與系統使用者相關資訊之透明；
(3) 提供系統使用者相關資訊；
(4) 免於能源損失並維持儲備電力的能力。
會員國對於因地理因素所限制之產業、商業及服務，有使其電力配送成為

封閉配送系統之可能。

5. 解除管制與會計透明
會員國及主管機關有權查閱電力事業的會計資料，惟須對於某些資料應予

保密。電力事業應使供應及相關輸送與配送活動之會計相互分離。

6. 其他機構利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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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國及主管機關應訂出一個第三人得以接近利用之輸送與配送的系統。

利用該等系統之收費表應公告之。會員國應訂定授權於各國境內建構直接管線

（direct lines）之客觀且無歧視之標準。
7. 國家管制主管機關 
各會員國應指定一個國家層級之獨立主管機關，主要負責下列事項：

(1) 固定的輸送與配送收費表； 
(2) 跨境議題的合作； 
(3) 監督輸送系統營運者的投資計畫； 
(4) 確保顧客消費資料的接近利用。 

8. 零售市場 
會員國應確保契約之安排、提供電力給顧客、資料交換、結算法則

（settlement rules）、資料權利與計量供給責任。非家庭（Non-household）顧
客可同時與許多供應者訂定契約。

9. 損害評估 
個別的會員國得因市場的突發狀況或人員安全的威脅，而採取必要的安全

措施。該等措施必須通知其他會員國以及執委會。在個別的系統中，因運作問

題而發生耗損，是可以被接受的。

二、美國－公用設施管制政策法

（一）天然氣 
天然氣產業的參與者主要有生產事業、管線（輸送）事業、區域分銷事業

（或稱為區域公用設施事業）及終端用戶。一般而言，天然氣事業並非垂直一

體化的產業
14
。美國天然氣產業之競爭管制，分為幾個階段。在19世紀後半煤

氣受到市場歡迎後，煤氣事業發現劃分服務區域可以提高利潤，並且彼此同意

不進行價格競爭。此種價格聯盟便在廣大的區域形成煤氣托拉斯。20世紀初，
各地及州政府開始注意到這種情況

15
。1938年以前，天然氣管制的判例主要有

「密蘇里控告堪薩斯天然氣公司」案
16
，州政府不能管制天然氣的州際運輸，

14 在美國，天然氣管制之成敗，見仁見智。同意者認為，政府應關切管線公司的市場
支配力量，以及其所造成的管線輸送獨占問題；反對者則認為管制將造成市場扭
曲。See Joseph P. Tomain, Richard D. Cudahy, Energy Law, West, 2004, p. 189.

15 Werner　Troesken, Why　Regulate Utilities?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Chicago Gas　Industry, 1849-1924,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16 Missouri v. Kansas Natural Gas Co. (S. Ct.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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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用設施聯盟控告Attleboro蒸汽與電力公司」案17
，州及聯邦政府均不

能管制電力的州際銷售。當時，聯邦政府與州政府之管制分工是：州政府管制

州境內的天然氣業務，聯邦政府管制州際天然氣貿易，惟不可干預天然氣之生

產與輸送。

前述二個裁判加強了幾個主要州際管線公司之市場獨占地位。由於該等事

業占有全國輸送天然氣的絕大多數管線，同時具有買方與賣方雙重身分，甚至

在許多地區均是唯一的買方或賣方，因此具有極強的市場獨占力量。易言之，

若管線公司作為唯一賣方，該事業可以對天然氣分銷事業及用戶制定銷售價

格，不受州政府管制；作為唯一買方，天然氣生產事業因無法將產品賣給其他

事業或個人，因此即須接受管線公司甚至低於競爭性的批發價格，然其同時銷

售予用戶之價格卻超過競爭性的零售價格。

據此，聯邦貿易委員會於1935年提出一份報告，認為州際管線公司具有買
方和賣方的獨占地位，並濫用該地位致損害用戶消費者之利益。受該報告影

響，隨後便促成1938年的「天然氣法」，該法對管轄權、許可與訂價有相關之
規定

18
。依據天然氣法第一條(b)款，聯邦政府對於州際貿易的天然氣輸送、採

購天然氣的州際轉售，及從事此類輸送或銷售之天然氣事業有管轄權。只是，

這個規定並不涉及對當地的天然氣生產者（雖然州政府對零售有管轄權）。其

次，同法第7條(a)款規定：「除聯邦貿易委員會因公眾便利及必須而給予許可
外，從事天然氣業務之公司或個人均不得為準備任何建設或者擴建，亦不得為

有關設施之建設、擴建、兼併及營運此類業務之公司。」
19
。

1978年卡特總統政府公布了「天然氣政策法」，旨在通過對在州際和州內
市場“首次銷售＂（first sales）的天然氣進行訂價，實現消除雙重市場，它構
成了國家能源法律與政策的核心。該法對原有制度作出了四方面的重大改革： 

(1) 聯邦政府控制州內市場天然氣的價格；
(2) 對1978 年之後開始生產的新天然氣，制訂用於計算每月價格上漲的
公式；

(3) 新天然氣的最高價格與石油製成品的價格相關聯；
(4) 從1985 年1 月1 日起取消價格管制。
儘管該法複雜，惟其積極作用是統一市場和解除管制並剌激生產，美國國

17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 of R. I. v. Attleboro Steam & Electric Co. (S. Ct.1927).
18 其後亦有相關判決。See FPC v. Hope Natural Gas Co. (S Ct. 1944).
19 FPC v. Transcontinental Gas Pipe Line Corp. (S. Ct. 1961).



各國競爭法對能源產業規範之研究 131

內天然氣的產量遂此提高，只是天然氣市場的運行仍未達到預期。

另外，同年公布的「公用設施管制政策法」，亦是美國國家能源法律體系

的組成部分，其第三部分適用於天然氣訂價。為了節約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和促進對使用者的公平，該法要求各州監管機構和不受管制的公用設施公司

參與為該法所擬議訂價標準舉行聽證。結論是，標準應在「適當以及與各州法

律不相抵觸的範圍內」施行。惟此一標準在FERC v. Mississippi20
一案中受到根

據憲法第十修正案而提出的挑戰。公用設施管制政策法要求能源部部長和聯邦

能源管制委員會共同進行天然氣訂價調查。

（二）電力

略過發展的歷程，1978年的「公用設施管制政策法」對電力產業亦發生了
促進競爭的作用，並形成一個新型的發電市場。輸電在此行業背景下變得愈發

重要。監管機構，特別是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開始重新考慮如何改革監管機

制。輸電線路被認為是電力行業的瓶頸
21
，即發電廠生產的電力必須通過幾條

私有的高壓輸電線路才能被輸送到用戶。正因其為私有，並不是任何人只要付

費便可獲得輸電服務。是此，為使新型市場能夠運營，必須開放對輸電線路的

使用。

1992年通過的「能源政策法」部分地解決了上述問題。該法將單獨進行電
力批發銷售的公司稱為「豁免的電力批發發電商」(exempt wholesale generators 
, EWGs)，以免除「公用設施控股公司法」對之的限制；同時，「能源政策
法」亦以公眾利益為標準，授權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要求具有輸電系統的公用

設施公司在電力批發業務事業的請求下，為其提供遠距離輸電服務，惟該法禁

止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為電力零售提出提供輸電服務的要求。然是此「能源政

策法」已透過此等規範，持續推動電力產業的結構重整。
22

三、日本－液化石油氣法、適正瓦斯交易指針、適正電力交易指針

日本競爭規範，主要有獨占禁止法，其中第3條禁止事業獨占以及不當交
易限制等行為。第3條至第7-2條規定獨占及不當交易限制，第8-4條規定獨占之

20 FERC v. Mississippi(S. Ct. 1982).
21 Peter Z. Grossman & Daniel H. Cole , The End 0f Natural Monopoly:Deregul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the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2003).
22 聯邦能源管制局透過第888號及第889號法令來實施能源政策法。參閱18 C. F. R. pts. 

35 ,385 and 18 C. F. R. pt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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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第19條至第20-7條規定不公正交易之方法。關於液化石油氣、天然氣與
電力之具體競爭規定扼要介紹如下。

（一）液化石油氣法

日本液化石油氣全部仰賴企業自由進口或進口原油進入煉油廠煉製。從國

外進口原油至送達消費者使用，大致經過下列層次
23
：

1. 進口商（大盤商）
國外進口原油、精煉輸運分配至大用戶或中間商，前者屬大消費戶，後者

則再經處理（法律上稱謂「製造」）後分配至販賣商。

2. 中間商（中盤商）
除大消費戶之外，中間商必須將分配所得液化石油氣加以處理，灌裝於液

化石油氣鋼瓶或簡易儲槽，經販賣商之通知，負責直接送達消費用戶（一般為

家庭用燃料或業務用戶）。

3. 販賣商（小盤商）
販賣商之銷售層級。在日本，稱販賣業者，係指直接與用戶接觸之零售

商，但不負輸送鋼瓶至用戶之責，惟必須對消費者施以安全教育與宣導之責。

日本經濟產業省原子力安全、保安院的液化石油氣保安課負責一般消費者

之液化石油氣安全政策之擬定與修正及確保液化石油氣安全及交易合理化之相

關法律（有關液化石油氣之銷售事業及設備等規範），與特定瓦斯消費機器之

設置工程之監督相關法律（有關液化石油氣之消費設備規範）之制定與修正，

而保安課負責確保高壓瓦斯安全之基本政策的規劃與方案之推動及高壓瓦斯保

安法之制定與修正，以及產業保安監督部之營運相關綜合監督。
24

1967年日本政府為管制對一般消費者銷售液化石油氣、製造及銷售液化石
油氣器具等

25
，以及防止液化石油氣災害及促進合理的交易，並增進公共福祉

為目的，而制訂「確保液化石油氣安全及交易合理化之相關法律」（簡稱「液

化石油氣法」，又稱為「LP Gas法」）。液化石油氣法的內容包括(1)銷售事業

23 內政部消防署出國報告，赴日本研究液化石油氣管理體制案，93年07月，頁9。
24 民間團體方面，社團法人日本液化石油氣連合會為確保液化石油氣安全與液化石油
氣銷售業之綜合發展，且對國民生活提升有助益為目的，於1980年獲得通商產業省
（現為經濟產業省）許可，於日本各都道府縣皆設有液化石油氣協會，進行液化石
油氣之供應、流通、銷售及安全之推動與研究。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綜合研究院。

25 日本液化石油氣法之管理對象為液化石油氣批發、灌裝（分裝）、零售等業者。另
外，針對所有高壓容器業者，包括製造業者、貯藏分裝設備、LPG加氣站、高壓容
器設備等，尚有高壓瓦斯保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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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登記(2)繳申請書類(3)銷售方法之準則(4)供應設備與消費設備之檢核與調查
(5)對消費者之告知事項(6)設備與器具之標準(7)保安之項目等規定，其意在於
提供液化石油氣業者的安全與營運的正常化。條文內容包括第一章總則、第二

章液化石油氣銷售事業、第三章安全業務、第三章之二液化石油氣銷售業者之

認定、第四章儲存設施及充填設備、第四章之二液化石油氣設備施工、第五章

液化石油氣之器具等、第六章雜則、第七章罰則及附則，共計九章149條。
1996年3月31日（1997年4月1日開始實施）有大幅度的修訂，主要內容為

(1)放寬對銷售業者之規範，(2)推進合理之交易，(3)創設安全管理機關制度，
(4)創設銷售業者認定制度，(5)整頓散裝供給系統等。與競爭規範相關之重要
內容，有下列三點：

1.  為引進競爭的原理，對於新進業者進行銷售事業，從過去的「許可制」（須
經資格審查）改為「登記制」（申請報備即可）。過去銷售事業為許可制，

但依新規定將銷售事業與安全事業分離，銷售事業改為登記制，而銷售業者

須經主管機關認定才可執行，安全業務則須經過安全機關之認定才可執行。

2.  營業部門與保安業務原則上應予分開，未具備液化石油氣的儲存設備及保安
設備之業者，也可委託有此設備的業者代為儲存而從事營業。

3. 放寬民生使用儲槽（bulk）的規定。
須注意的是，日本「液化石油氣法」除了許多關於器具安全與販售的規範

外，針對液化石油氣販賣事業與消費者的法律關係，包括在其施行規則中，亦

有許多重要的規定。整理如下：

1. 液化石油氣法第14條（交付書面）
液化石油氣販賣事業與消費者訂約時，應該將配管等其他設備的所有權、

價格計算方法等重要事項，對消費者充分說明，將交易內容明確記載於書面並

交付之，變更時亦同。

2. 液化石油氣法施行規則第16條（販賣方法之基準）
消費者若欲變更液化石油氣之供給事業者，原事業者應尊重消費者的意

願，並採取適當的交易措施。相關規定分別在該條第11項、第15項之2、第16
項及第17項，規定液化石油氣消費設備所有權、解約及更換販賣事業之設備處
置方式。

（二）適正瓦斯
26
交易指針

26 日本資料上所謂之「瓦斯」，主要謂天然氣瓦斯。本文延用其法令慣用名詞，在此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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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為處理天然氣導管供給所造成之地域性獨占，對於一般瓦斯事業，主

管機關經濟產業省已於瓦斯事業法上，以收費標準、供給義務、會計規定等業

務性規定，來防止弊害。根據1994年及1999年的瓦斯事業法修正，該法開放
年供給/需求量達100萬立方公尺以上的大量供應商自由競爭，惟當時新加入事
業僅得委託法律指定的一般瓦斯事業，即東京瓦斯股份公司、大阪瓦斯股份公

司、東邦瓦斯股份公司以及西部瓦斯股份公司代為輸送，以充分運用既設導

管、促進大量供給市場之競爭。

同樣地，在簡易瓦斯事業（以導管供給液化石油氣70戶以上區域）、為了
避免獨占供給所造成的弊害，以往雖然有與一般瓦斯事業同樣的業務規定，但

1999年的瓦斯事業法修正，已廢止了對於簡易瓦斯事業特定瓦斯大量供給（年
供給／需求數量1000立方公尺）、收費及供給條件等相關規定，開放其零售市
場之自由締約選擇條約制度，目的亦在促進整體天然氣市場的競爭力。

2004年4月瓦斯事業法修正後，開放輸配氣業務，因此原本僅得由一般瓦
斯事業代為輸送，則擴大至瓦斯導管業者。總結來說，為了確保代輸送供給的

中立性及透明性，除另有特別規定外，原則上係禁止代輸送部門與其他部門會

計交叉補貼、濫用相關資料，以及差別收費標準等行為。同時，此次修正亦將

自由化的零售市場之大量供給標準自年供給/需求量100萬立方公尺以上降低到
50萬立方公尺，以促進其競爭。
在交易行為的管制上，2000年3月23日，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公布「適正

瓦斯交易指針」，並於2004年8月6日修正。該指針將瓦斯交易分為零售自由化
項目（大量供給，特定大量供給）、代輸送供給項目、批發項目、零售限制項

目、及LNG基地的第三者利用等。指針以總論明示基本理念，並在各論明示希
望事業體自主性的行為、瓦斯事業法及獨占禁止法上有可能發生問題的行為，

同時例示於一定條件下將不會違反瓦斯事業法及獨占禁止法之行為。
27

（三）適正電力交易指針

從公正且有效的競爭觀點，一般電力事業者對於與自身有競爭關係的新加

入事業者，開放電力網路是不可欠缺的。具體而論，對於託送費用及供電指令

等網路運用兩方面，應要求其公平性。依電氣事業法規定，關於託送費用，一

般電氣事業者，因託送行為而產生之費用，及附隨產生為消除不平衡之費用，

以及其他供給條件，供給契約等，應向對主管機關申報之。一般電氣事業對於

27 http://www.jftc.go.jp/dk/gas.html（最後瀏覽日201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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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事業加入者，對於託送供給之利用有困難時等，就供給約款的內容不適切之

部分，經濟部長有權發動行政命令的變更。

又關於網路利用，就一般電氣事業者無正當理由拒絕託送時，主管機關，

可依職權強制託送契約執行。再者，於執行託送業務所得之情報，除符合目的

使用外，禁止為業務上的差別待遇（電氣事業法第24條之6）否則，主管機關
可依職權認定上述行為為違法行為，並命其停止或發動行政命令變更之（關於

代理電氣事業者輸送業務，準用有關於上述規範）
28
。而且，關於網路運用相

關公平、透明規則的制定等，對於進行配送電等業務支援機關導入相關制度。

以網路使用者的一般電力事業者，參照配送電業務支援機關制定之運用規則，

制定內部規章進行配送電業務。關於配送電業務支援機關的營運，主管機關就

其公平性、透明性認為無法確保時，得發動依監督上必要之命令進行對應之。

日本於1999年即公布有適正電力交易指針，並歷經多次修正，其規範重點包括
有：有關零售部分、託送部分、量販部分之應有的合理電力交易，以及其他能

源競爭部分之相關行為。

參、我國能源產業結構與競爭法規分析 

一、液化石油氣

過去我國液化石油氣市場
29
自民國82年液化石油氣市場逐步開放，民國88

年起全面自由競爭以來，以銷售鏈末端之零售業者而言，其競爭問題現況關鍵

在於市場經營模式未能現代化，老舊、逾期鋼瓶充斥，影響社會與消費者安

全。惡性循環之下，儘管市場已開放朝向自由化方向發展，但整體液化石油氣

產業並未導向良性競爭之環境，且經常發生以不公平競爭或限制競爭之方式，

而遭受公平會之處分。案例類型包括有：

28 新加入事業者與一般事業者間，就網路運用產生紛爭之時，必然首先企求解決當事
人間的紛爭，無法解決之時，最終由經濟部，以電氣事業法相關之規定，進行紛爭
的處理。此時，關於構成紛爭原因之事實、判斷，一般電力事業者對於網路相關之
情報一元化之管理之情事思量，一般電力事業者，須進行充分之說明。

29 有關液化石油氣中、下游之分裝業、零售業則分由內政部消防署、行政院勞工安全
委員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經濟部商業司、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等就主管權責管理，如安全管理部分由「消防法」、「勞工安全衛生
法」等管理，對消費市場之經濟行為方面有「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
「商品標示法」等予以規範。



第 1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36

(1) 違反公平法第10條第4款者：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濫用液化石油氣供應市
場之獨占地位案（公處字第○九一○五○號）

(2)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2、3款者：北誼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結合行為
案（八九公處字第一○五號）

(3) 違反公平法第14條者：例如台南縣液化氣體燃料商業同業公會（八十六公處
字第一○四號）、北誼興業案（八十八公處字第○四一號）、北誼興業等

（九十公處字第○二三號）。從批發價格、零售價格、到運裝費用（公處字

第○九二○七三號）、互不搶客戶及限制桶裝瓦斯分銷商選擇提氣自由、鋼

瓶檢驗費用互為意思聯絡（八八公處字第一二四號）、參照液供處時代之成

本公式試算桶裝瓦斯價格（公處字第○九一○七二號）、於召開臨時會員代

表大會時提出「液化石油氣桶裝瓦斯零售（分銷）商成本分析及市場價格估

算參考表」（公處字第○九六一八一號），達成調漲桶裝瓦斯零售價格之共

識等行為。

(4) 違反公平法第19條第4款者：聯宏液化煤氣灌裝有限公司以不正當之方法，
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案（公處字第○九三一三四號）。

事實上，89年公平會即公布有「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桶裝瓦斯勞務
配送中心營業行為之規範說明」，並肯定液化石油氣「勞務配送中心」制度之

實施，在做法上係將運送工人集中或統籌調派使用，可因此使勞力做更有效率

及充分之運用，不僅可使業者節省勞動成本，而消費者更可獲得迅速、便利之

服務；採行此項制度後一般業者均會集中經營或減少營業地點，業者不但可因

此降低店面成本支出，亦可增進社會及民眾安全之保障，確有其正面之功能。

惟我國公平法關於聯合行為，因第14條規定採原則禁止例外須申請許可之規範
方式，則不論各桶裝瓦斯分銷商係全部保留或部分保留牌照，一旦其將購氣或

配送瓦斯業務，集中於勞務配送中心營運者，而未依公平交易法第14條規定申
請並取得例外許可，則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法之合意，共同約定桶裝瓦斯價

格，或為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

業活動之行為，幾乎即被認為係違法之行為
30
。

30 桶裝瓦斯分銷商間，係採僅保留一桶裝瓦斯分銷商之牌照，其他桶裝瓦斯分銷商均
撤銷牌照方式，而於保留牌照之桶裝瓦斯分銷商設立勞務配送中心瓦斯行，將各桶
裝瓦斯分銷商之購氣、配送瓦斯業務，集中於中心瓦斯行進行，倘符合公平交易法
第6條第1項所定之結合行為定義，並且合致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所定之結合申
請要件者，應於其為結合行為前，向本會提出申報。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於桶裝瓦斯勞務配送中心營業行為之規範說明」第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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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聯合行為能否有類似獨占事業第5條之1或是結合行為第11條之1的
規範思考；亦或自第7條「聯合行為」之定義出發，解釋「足以影響生產、商
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之概念，或許可再考量，並作為未來關於液化

石油氣產業，朝向產業水平亦或垂直之整合、促進差異化商品與服務之提供、

零售業者之資格審核機制等法令調整之調整空間。另外，由於消防法草案（修

正條文第29條）中規定，為提升液化石油氣用戶之消費權益及使用安全，增訂
經營家用液化石油氣零售事業者之法定要件，另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零售業

者許可管理辦法；相較於日本液化石油氣法1996年3月大幅度的修訂，其中即
為引進競爭的原理，對於新進業者進行銷售事業，從過去的「許可制」(須經
資格審查)改為「登記制」（申請報備即可）。過去銷售事業為許可制，但依
新規定將銷售事業與安全事業分離，銷售事業改為登記制，而銷售業者須經主

管機關認定才可執行，安全業務則須經過安全機關之認定才可執行。則我國液

化石油氣零售業許可制與競爭問題，亦值得我們關注。

二、天然氣

目前國內天然氣之生產、進口，皆由國營之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為之，

其相關管理規範，分別為國營事業之管理或公司之內部規範；至公用天然氣事

業，則有23家民營及2家公營之導管瓦斯公司，由經濟部依據「民營公用事業
監督條例」及「煤氣事業管理規則」管理之。由於該條例係屬針對公用事業之

一般性規範，目前對於天然氣進口事業及天然氣生產事業依國營事業相關規

範，而國內約有290萬天然氣用戶，迄今尚無專法規範。考量台灣中油公司終
將民營化，未來亦可能有其他業者加入天然氣進口市場，並為健全公用天然

氣事業之管理並將天然氣之生產或進口納入規範，經濟部已擬具「天然氣事業

法」草案多時，終於在2010年4月22日立法院又重起審議，冀望立法院將得順
利完成天然氣事業法草案立法程序。

該法草案規定公用天然氣事業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設立、供氣

營業（參閱草案第6條至第12條）。由於草案規劃在直轄市以區，在縣（市）
以鄉（鎮、市、區）為基本單位，為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氣區域，而同一供氣

區域，以許可一家公用天然氣事業設立及供氣營業為限
31
。是此，因其區域獨

31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於2010年5月6日審查天然氣事業法草案，會中立委達成共識，未
來天然氣事業不限一區一家。中央社新聞http://tw.stock.yahoo.com/news_content/url/
d/a/100506/1/20f78.html（最後瀏覽日201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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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事業之性質
32
，該法特別規定公用天然氣事業對於政府核定供氣區域內之用

戶，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供氣（草案第30條）。供氣區域外之供氣，須經
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然而，在各國天然氣競爭政策與規範上，生產/進口產業一直是自由化的
首要對象，並且透過強制代輸儲之規定，增進市場之效率與活絡。我國草案中

亦將天然氣事業依現況分為天然氣生產事業、天然氣進口事業與公用天然氣事

業（草案說明謂：俗稱導管瓦斯公司），在主管機關經濟部之規劃中，事業只

要依法以股份有限公司之型態設立，並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登記，即可生產及

進口天然氣。惟關於代輸儲部份
33
，卻非強制地僅於天然氣生產或進口事業於

雙方合意
34
（協商模式）為前提，得進行天然氣之代輸儲。除非，中央主管機

關基於公共利益之考量，於必要時令其代輸儲（草案第32條）。
前述該等非強制性的代輸儲規定，本難以於現有的天然氣上游產業產生市

場參進的效果；現在，甫於2010年4月22日立法院重起之審議，於6月2日立法
院經濟委員會審議時更又將代輸相關條文刪除

35
。是於可期之未來，雖形式上

放寬參進天然氣生產與進口市場之主體資格限制，惟在屬於該產業之公用關鍵

32 因此卻也經常有濫用其具有之市場優勢地位之案例出現。例如欣南石油氣股份有限
公司不當決定天然瓦斯用戶申請裝置費用，核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
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規定。(87)公貳字第八六一四四六七—○一二號。另
參閱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不服公平交易委員會（八九）公訴決字第○八三號
訴願決定，提起再訴願之台八十九字第三四一九七號行政院決定書。

33 所謂輸儲設備，指的是天然氣事業為供應天然氣所設置之輸配及儲存設備，包括儲
氣設備、輸氣設備、摻配設備、氣化設備及卸收設備（草案第3條第1項第7款）。

34 我國草案既以代輸儲係在雙方合意之情況下為之，其代輸儲數量及費率亦宜由雙方
協議。為避免聯合壟斷，同條第2項規定代輸儲設備數量及費率需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俾利監督管理；若協議不成時，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決定之。

35 中油反對開放代輸之理由：「第一、中油為穩定國內供氣正常，有高達七成二的比
例是以簽二十年長約的方式進口，也就是買方每年必須購買一定的量，如果台電不
向中油購買，中油仍必須購買一定合約量，付出一樣的價錢，這將造成國家資源
浪費；第二、中油的儲氣槽已達飽和，幾無多餘空間代輸儲；第三、進口天然氣的
熱值若不同，會有安全之虞。」。搶天然氣採購權 台電、中油鬥法，自由時報，
2010/10/18。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018/78/2f57c.html（最後瀏覽
日2010/11/10）。另參考：台電搶要進口天然氣 國營會:審慎衡酌評估，中廣新聞
網，2010/10/18。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018/1/2f6mp.html（最後瀏覽日
201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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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與設備上，未能形成配套的代輸制度，欲增進競爭
36
，恐亦有產業門檻的

障礙。雖然，草案中仍有各國在天然氣產業自由化之相關規定，例如「天然氣

生產或進口事業兼營其他事業者，應建立分別計算資產、收入、成本及盈虧之

會計制度。」（草案第33條）；「公用天然氣事業兼營其他事業，應報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轉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並不得影響供氣業務。公用天

然氣事業兼營其他事業者，應建立分別計算資產、收入、成本及盈虧之會計制

度。」（草案第40條），惟事實上該等規定僅能避免天然氣生產或進口事業兼
營其他事業產生之交叉補貼現象，是對於既有產業現況事業訂價的監督，正如

日本對於普通瓦斯事業，由主管機關經濟產業省透過瓦斯事業法上業務性的規

定，例如收費標準、供給義務等會計規定，來防止導管供給所造成之伴隨地域

性獨占的弊害一樣，該規定本身並非產業自由化或開放的措施。

因應天然氣相關法令之立法可期，雖然制度內容亦同時變化，但本文建議

主要競爭規範思考方向有三：

1.若「同一供氣區域，不以許可一家公用天然氣事業設立及供氣營業為
限」，則應注意該等公用天然氣事業下列行為將有違法之虞：

(1)不當的低價設定
由於目前各供氣營業區均由一家獨占，未來若開放參進事業數量，則氣價

是否應維持一致性（參閱草案第35條）即是前提；若否定，則若原事業以顯著
低價，使新加入之競爭者事業活動難以開展，則可能有違反公平法第19條第3
款、第22條、第24條規定之虞37

。

36 論者亦曾建議：「考量到國內天然氣95%以上仰賴國外進口、整體總需求量規模較
小、輸氣管線設備等各項因素，開放初期應以委託台灣中油公司方式為主，且中油
公司必須在無歧視原則下，台電公司公平使用輸氣管線。另評估國內接收站處理能
力於2010年後提升至1200萬噸，以及獲得新LNG長期合約，最早也需於2014年後供
氣，所以我國第一階段開放建議於2014年以後較為可行。⋯並建議第一階段開放應
針對大用戶，而我國發電業占天然氣消費量近8成，所以對於推動代輸制度先開放
台電公司躉售輸氣較為可行。」參閱王尚博、彭筱晴主持，96年度經濟部能源局委
託台灣綜合研究院「天然氣供需規劃及代輸制度之研究」計畫。  

37 參閱(86)公處字第○七六號文山有線播送系統股份有限公司案。須注意的是，企業
在爭取顧客活動時，與競爭者降價競爭是正面的，以通常事業活動廣泛地來看，降
價本身不會產生問題。然而，若是像普通瓦斯業者在其供給區域已具有獨占地位，
則為了對抗擁有較高效率之費用結構的新加入企業，對於新加入市場者的交涉或可
預料相當數量的顧客與新加入者交涉，既存事業為了維持原有的交易關係與機會，
而對顧客提出明顯低於所需費用的價格，使新加入者的事業活動無法開展的行為，
才有違法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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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於「接續供給」不當收取高價
所謂「接續供給」，是指公用天然氣事業對於即將轉換契約至新加入事業

之交易相對人，因該新加入者之準備尚未完成，以致契約終止時新加入事業尚

無法立即供給，則在該新加入事業供給前由原事業繼續供給之情形。若原事

業對於接續供給的申請，不當拒絕，並設定比通常該等使用形態更高的費用，

或是設定不當之不利條件，讓交易相對人不得不繼續接受該事業之供給，而使

新加入事業事業活動開展有困難，則可能有拒絕交易、差別對待等違法行為之

虞。

(3)不當收取過高之解約金
事業與交易相對人之訂約期間，亦或解約費用，原則上應由事業自主的經

營判斷決定。然而，公用天然氣事業若在交易相對人接受新加入事業供給而解

除現有之契約時，有不當收取高額解約補償金之情形，使相對人與新加入事業

的交易無法順利進行，則可能有附限制條件交易、附排他條件交易等違法之疑

慮。

(4)物品購入、職務交易停止
公用天然氣事業若對於在物品或職務上有持續性交易關係之交易相對人，

例如：天然氣導管等事業不可欠缺之基礎設備生產、製造以及販賣之廠商，若

是接受從新加入事業的供給，暗示將停止該物品之購入或職務上的交易、抑或

減少購入數量等，使該相對人與新加入事業的交易無法順利進行時，有附排他

條件交易等違法之疑慮。

(5)提供與事實相反的消息給交易相對人
公用天然氣事業在營業活動中，提供相對人與事實相反的消息，例如指稱

新加入者完全沒有保安管理能力等，將有妨害相對人與新加入事業交易之違法

疑慮。

2. 「天然氣生產或進口事業於雙方合意時，得進行天然氣之代輸儲」，則
應注意，正因未採強制代輸，則若擁有天然氣輸儲設備與管線之生產或

進口事業，以不正當理由拒絕提供代輸服務，亦或停止代輸服務，均將

有拒絕交易違法之虞。

3. 利用LNG基地應有的合理交易
以台灣天然氣大多依賴海外進口言，LNG基地便成為天然氣輸送管線網絡

的起點。從活絡天然氣市場和促進公正競爭條件觀點來看，使第三者得以利用

LNG基地，具有促進新事業參進市場、支援多樣化天然氣調度的功能。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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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體而言，LNG基地之建設容易度以及其他替代方法的困難性，確實係與
天然氣管線性質大異其趣。因此，於第三者利用時，同時保有LNG基地持有營
運事業（下稱LNG基地事業者）和利用者當事人間之交涉透明且公正38

，有其

必要性。因此，若LNG基地業者對於和自己或關係企業有競爭關係的天然氣生
產/進口事業之申請利用，在其他人仍可能使用之情況下，不當地拒絕抑或不
當地拖延其申請的時間等，使該天然氣事業的事業活動發生困難者，則將有拒

絕交易或是濫用獨占地位之違法可能。

三、電力

我國電業法自36年制定迄今，雖歷經六次修正，惟所規定之市場架構及電
業管理制度已逾40年未予修正，其間由於國內社會經濟情勢變遷、科技進步及
人民生活水準提升，該法內容已無法符合國內社會實際需要；加以電力市場

之民營化與自由化乃當前全球性趨勢，近年來世界各國紛紛進行電力市場自由

化，其中有關電業競爭機制及電力市場運作模式，依各國國情有不同之自由化

模式，均有值得我國借鏡之處。為因應時代脈動、配合國家經濟發展需要及考

量我國現有電力市場結構，電業法之修正方向將朝全面開放綜合電業、發電

業、輸電業及配電業之設立，並成立電力調度中心統籌執行電力調度，公平使

用電力網，俾建立一個具公平性、多元性、前瞻性之電力市場，以符合我國社

會環境需要，並利政府推動電力市場自由化之政策。

經濟部經參酌相關法規及各國立法例，針對當前與未來電力市場發展情

況，擬具之「電業法」草案，雖迄今已提出於立法院待審查多年，惟依據其現

有之規範架構，未來在競爭規範上，本文認為應注意下列限制競爭之行為類

型：

（一）發電部分

考量促進電力市場自由競爭及減少發電業之經營限制，草案明定發電業為

非公用事業，得以自設線路或透過電力網轉供以銷售電能。然而，草案認為

「因各電業之特性及公共利益程度較高之故」，故規定綜合電業、輸電業及配

38 日本適正瓦斯交易指針第5點(1)規定，從公正且有效的競爭觀點來看所應為的合法
行為，包括有：LNG基地業者應制定明確之LNG基地利用辦法；LNG基地業者應公
開基地設備容量、現行運用狀況、將來運用構想等充分的資訊；拒絕利用申請時，
應以文書方式通知對方拒絕之事由；締結有關利用契約時，考慮競爭地位等相關資
訊，在一定期間內公開主要之契約內容，包括交易數量、交易期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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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為公用事業（草案第4條）。雖然電業法草案已顧慮到防止公用電業影響
本業之經營或濫用公用事業地位取得利益，而明定公用電業與發電業間不得互

相兼營，並應經核准方得兼營公用電業以外之其他事業。然該法如上述本已將

「設置發電廠及電力網，以轉供及銷售電能之事業」列為「綜合電業」，而無

如許多國外立法例「分家」之規定，僅係「綜合電業應依發、輸、配電業務，

建立分別計算盈虧之會計制度，不得交叉補貼」，以及為避免相互補貼，同時

經營二個以上營業區域或二種以上電業者或綜合電業之發、輸、配電業務間，

均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建立獨立會計。（修正條文第4條、第6條、第52條至
第55條、第63條及第64條） 
然而，由於草案規定發電業除應設置發電廠生產電能外，並得向其他電業

或自用發電設備購買電能。而且，發電業除得透過電力網轉供電能予用戶外，

並得自設線路直接供電予用戶（其供電電壓及用電容量規模將由中央主管機關

另定之）（第55條）。既然該等規定係考量用戶選擇權而採逐步開放之方式進
行，則未來針對發電業，應加以留意其零售之行為，有無下列可能實質限制競

爭之情形
39
：

1.  以明顯低價或折扣，使阻礙其他新進事業參與競爭，或使競爭事業活動難以
推展。

2. 對於特定關係事業，甚至是綜合電業的不同部門間，給予特別優惠之行為。
3.  對於非由該發電事業全量供給，而係從複數電氣事業者分別取得部分供給的
交易相對人，無正當理由設定高價或拒絕部份供給，使相對人不得不接受該

發電業者的全量供給，使新加入之競爭對手事業活動開展發生困難。

4.  對於轉換至與新加入發電業者購電，又再次變更向原發電業者購電之交易相
對人，不當訂定高價費用或是類似方案，限制使用者之交易選擇自由。 

5.  不當終止擁有自家發電設備之交易相對人之發電補給契約，亦或設定過高售
價。

6.  對於交易相對人中途解約而轉換與新進發電事業購電者，不當收取過高之違
約金。

7. 對於物品、業務上有持續交易關係之相對人，例如發電設備、送電設備等電
氣事業上不可欠缺的基礎設備之販賣業者，若有接受新加入者之電力供給或是

對於新加入者提供剩餘電力情事時，停止、減少或表示將停止、減少購買數量

39 參閱日本適正電力交易指針第一部份關於零售之電力交易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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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二）代輸配電力

草案第52條至第54條規定，綜合電業之電力網、輸電業之輸電線路（應與
綜合電業所屬之電力網相互聯結）、配電業之配電線路均係定位為公用通路，

應依公平、公開原則提供所有電業使用，以轉供電能並收取費用，不得對特定

對象有不當之差別待遇；非有正當理由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不得拒絕提供

電業使用。代輸配電力之行為重點，除費用外，即是電網的利用。前者在草案

中授權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因此以下僅分列可能影響競爭之輸配電網轉供電力

之行為
40
：

1.  因不當利用代輸配電力而獲得之使用者資訊，包括其他的電力供給事業者的
電源、其調度、電源開發狀況、電源運用計畫、電力分布、作業條件、電力

使用者的需求動向及需求實績等，於供該當業務用之目的外使用及提供之行

為。

2.  在代輸配業務上，針對特定電力供給事業者，不當的優惠待遇或是分配利
益，亦或不當給予不利待遇或是使其不利益等差別待遇之行為，包括輸配電

網路利用之行為，例如系統運用、送電條件、線路設備修繕工程資訊等；以

及輸配電服務提供之行為，例如對向自己購電的消費者提供可選擇之供電方

案、使用量通知、停電對應之消費者客服、復電順序等，卻對其他電力供給

事業不提供相同服務（這種情形最容易發生在綜合電業）。

肆、結語

從能源的結構到能源競爭的政策，產業活動與相應的規範均會有所不

同。以高能源自給率之美國（近71%）與缺乏天然資源之日本（2007年已降至
17%）為例，前者競爭主管機關FTC的競爭政策上，係較著重於能源事業的合
併管制，事實上這點在發展較早、開放的市場，均有此相似的監督管理模式；

而後者之規範環境，則屬於一個尚未自由化，或甫開放不久的市場，其間對於

事業藉由市場地位而濫用之阻礙競爭對手參進市場行為的關注，則為重點。未

來關於產業競爭的背景、競爭程度與相關聯的管制方法上，自應留意此種相異

的市場現象。再從世界能源結構整體來說，能源供給源已逐漸降低對石油之依

40 參閱日本適正電力交易指針第二部分有關電力託送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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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並在替代能源上擴大對天然氣之使用，這點自歐盟能源及其競爭政策係以

加速促進其效能利用，整合並連結會員國的輸電與輸氣管線，亦可明顯觀察。

台灣2009年所有自產能源合計僅占能源供給的0.63%，較2008年更減少2.26%。
其中，占能源供給比重達99.37％的進口能源，較2008年減少2.25％，自產能源
則減少3.99％。至此，從比較觀點可知，我國從能源結構來看，與日本除同屬
海島型國家，地狹人稠，天然資源均較大陸型國家缺乏外，二國的能源供需結

構也極為相似。惟應注意得是，台灣在目前的能源消費結構上，天然氣僅佔

約2%，主要用在家庭燃料，與歐美，特別是日本，均極力擴大使用天然氣在
交通運輸、發電等部門，比例約佔至總能源消費結構的30%，有一段差距。未
來，台灣在開放天然氣產業，促進競爭，並改善能源結構上，應有很大的空間

尚待努力。

再就能源競爭政策觀察，歐盟對於能源產業與市場，要開創的一個真正的

能源內部市場。基於這樣的統一市場的優先目標，歐盟所推展的能源競爭法

令，不論是就消費者得以合理價格選擇不同的天然氣及電力公司，亦或對於所

有提供事業，尤其是小規模以及投資再生能源開發的事業，形成易於參進的市

場而論，具有競爭性的內部能源市場是一種策略性的機制。雖然美國與歐盟相

同，幅員廣大，天然資源也極為豐富，惟政治體制上係聯邦制，雖各州基於憲

法上賦予的權限亦各有其政策規劃與立法權（也因此法令各為相異），但聯邦

政府許多政策法令乃係針對跨州之行為，管制對象事業之規模通常也較為龐

大。相較之下，日本在政府體制、成文法令體系，以及能源產業發展背景，特

別是過去由（單一）國家規劃或輔導、自上而下的公用事業、民生事業之結

構，到近年的產業自由化進程，未來在台灣能源競爭規範上，似乎具有較高的

參考研究需要。

總結來說，能源產業競爭政策根源並反應資源的稀少性的大前提，為求穩

定與有效之利用，以確保供應安全及消費者利益，因此近年來各國紛紛以促

進能源產業之競爭為方法，包括歐盟的第三能源方案、2009/73/EC及2009/72/
EC指令，美國的能源政策法與公用設施管制政策法，日本的液化石油氣法、
適正瓦斯交易指針與適正電力交易指針等政策及規範，冀望得以達成安全、持

續及競爭力的能源發展目標的努力過程，值得我們學習與研究。台灣在液化石

油氣、天然氣與電力方面，相關草案雖早已規劃，惟立法時程卻延宕許久。所

幸2010年中，立法院重啟天然氣事業法之審查，是此因應天然氣相關法令之可
期，雖然制度內容亦同時變化，惟仍可自「同一供氣區域許可之公用天然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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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數量」及「協議代輸儲」與「LNG基地利用」三個方向思考競爭規範之適
用；電力部分，雖「電業法」草案迄今已提出於立法院待審查多年，惟依據其

現有之規範架構，未來亦可注意「發電」、「代輸配電力」可能產生之限制競

爭行為類型。另外，就液化石油氣部分，因產業整併為過度競爭之必然，結合

與聯合行為規範之適用，以及消防法草案對之零售業許可制的規劃，亦需要主

管機關持續予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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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mendments of several acts, including The Electricity Act, the energy 
Administration Act, the petroleum Administration Act, and the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Act during 2007-2009, demonstrated that the legislations of energy 
industries in Taiwan have advanced to the liberalization gradually. Carrying out the 
national energy policy as a p remise, this project focuses on the competition policy 
and the regulations of energy industries, not only to compare current legal system 
of Taiwan, to the ones of European Union, US and Japan, but also to direct to the 
competition law, guideline and illegal cases of three industries, that is liquified 
petroleum gas (LPG), natural gas (LNG) as well as electricity. Finally, we emphasize 
on the framework of the energy policies in Taiwan, especially the entry barrier of 
energy markets in order to secure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market 
structure. We hope that this project can provide some assistances and suggestions to 
governmental authority to manage the energy fields.

Keyword: energy industry, competition policy、libe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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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評論人：劉連煜（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孫委員主持人、陳教授、各位在場的先進，很高興又回到娘家了，非常高

興能再次聽到一些競爭法的議題，首先我要對陳教授她做這個研究計畫蒐集的

資料非常多且完整，她從歐盟、美國、日本談起，也兼顧到本國能源產業的情

形，是一個很好的研究。

作為評論人我有幾點想法，我們知道競爭法是希望透過競爭可以讓消費者

收到更好的價格及服務，相信在能源政策的的規範裡面目的還是一樣的，我看

到歐盟的一些指令它也希望透過比如說the 3rd energy package裡面有提到一些
目標，當然它未必會講明它競爭政策的目標在哪裡，但我看到比如像提供更乾

淨的能源這資料裡都有提到，我們台灣要引進能源產業的競爭規範，規範重點

會是什麼？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因為在我們任內的時候一直跟交通部的電

信總局在談這方面的問題，尤其是電信業、固網，我們常常說中華電信跟民間

的固網業，我們一直在promote competition在促進競爭，到現在有什麼效果？
當然沒錯，我們要考量到後來在無線通訊、手機普及後，固網似乎顯現出沒那

麼重要，比方說大陸也沒有固網這種產品，可能也要把這部分的因素考量進

去，我認為，所謂last mile最後一哩這些設施的問題，就是中華電信這些能不
能開放讓民間的3個固網業者來做，我總覺得事情好像沒有克盡其功，以致於
中華電信還是獨大，尤其是在市話方面，這方面是不是只有在手機、無線通訊

的開放就解決問題呢？還是市話衍生的一些商品因為中華電信的獨占，使得相

關產品也沒有辦法因應、開展過來，我認為在能源產業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

我個人看法是，公平會做為一個競爭法主管機關要怎麼做？將來會不會又重蹈

覆轍？我個人是認為在電信業產業導引自由化、競爭是沒有成功的，尤其是市

話跟固網產業，市話都還是中華電信在掌控，其它的亞太固網、速博有些都被

併購了，從這個來看能源產業的規範，剛剛陳教授講的非常好，她有提到代輸

儲這些問題，我相信會跟中華電信的問題產生一樣的結果，這會是一個很重要

的問題。當然過去對於電信產業會與主管機關交通部有爭議，那能源產業會不

會面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又不同調的問題？那代輸儲這些管

線、配電、配送這些問題，會不會又跟中華電信一樣，這個是我很擔心的。

當然如果光以電力來看，就是我們現在的民營事業生產以後都要賣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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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這是一個最好的方法嗎？還是應該它開放？我如果沒有誤解陳教授的看法

的話，是不是也要讓它代輸配，甚至是儲藏，這當然牽涉到許多技術的問題，

只是說如果我們以中華電信的案例來看，我們要促進能源產業的競爭，是不是

會面臨同樣問題？它如果有差別定價或是限制競爭的行為，公平會是不是會重

蹈以往的情形，所以我非常贊同陳教授的結論，我看出來她是比較希望能有一

個code of conduct的規範出現，我覺得把相關一些限制競爭、不公平競爭業者
應遵守的行為做為一個規範的重點，然後頒布這樣的一個規範，我覺得會比

較適切，所以我也贊同陳教授的這些看法，認為是不是要跟其他國家一樣要有

一個code of conduct會是一個比較適當的規範方式？也比較能促進能源產業來
競爭，而消費者會受到better service，還有價格會更便宜，我十分贊同她的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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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產業之垂直整合對公平交易規範的啟

示—以廣告字拍賣市場為例

劉楚俊、陳姿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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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以網路關鍵字拍賣市場為例，探討網際網路廠商之間進行垂直整合對

效率、公平市場環境，以及政府管制網際網路廠商產權整合的意涵。文中指出

網際網路廠商之間的垂直整合雖隱含多重外部性，可能產生限制競爭的作用，

但無礙於經濟效率。此外，基於網際網路產業的特性，一個具開放性與高度潛

在競爭的網際網路市場環境本身就是防止阻礙競爭的保證。

壹、前言

隨著科技進步與網際網路的發展，電子商務儼然成為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
行銷通路最重要的業務項目之一。從經濟理論的角度觀察，網際網路的普及與

演進，對傳統行銷業務以及廠商組織結構的演變產生極大影響，追究箇中緣

由，主要是與網際網路的興起對各類型態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產生
影響，進而造成其間關係的相對變化有關。

首先，技術不斷創新與應用的結果，透過網際網路傳遞資訊，無論在速度

與成本上，均較傳統方式更具效率優勢，此有益於網路商務通路的拓展。演變

至今，許多嶄新的行銷模式以及網路廣告業務得以應運而生
1
。其次，廠商組

織結構一方面隨所屬產業之特性與相對交易成本關係之快速變化趨勢而演進；

另一方面隨網路產業的快速發展使得廠商內部的組織與分工模式必須做出相應

調整，因此其最適組織結構並非固定。第三，網際網路產業本身具有網路外部

性（network externalities）的特徵，該特徵的存在突顯公部門在管制網際網路
產業時所可能面臨的效率與公平之間的兩難抉擇問題（trade-offs）。當網際網
路產業廠商之間，或基於分工需要、或基於實現規模經濟的利得，甚或基於

策略互動協調，而進行產業內之垂直或水平整合，勢將衍生出不同型態的外部

性，進而使效率與公平之間的兩難抉擇問題變得益加尖銳。

凡此將使公部門在規範網際網路廠商之間的整合問題上，面對雖然於法有

據，卻因為技術及經濟變遷可能使一些產權議題無形中成為外部性的決斷問

題，反而突出一些現行法律的適應問題。舉例而言，公平交易法第十二條第一

1 例如：吳勉（2010）指出：「現今社群網站的經營手法裡，早已跳脫傳統的行銷模
式，不斷延伸出許多新型的行銷手法，以各式不同的數位形態操作，網際網路世界
中的社群儼然是後現代消費市場上所不容小覷的一群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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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對於事業結合之申報，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

利益者，中央主管機關不得禁止其結合」。雖然公平交易法對事業結合之規

範，係採「原則自由，例外申報」的執法立場，並於91年2月6日起，對於事業
結合的管制，由「事前申請許可制」改為「事前申報異議制」。惟前述條文中

所指陳之關鍵條件直接涉及外部性的決斷問題，但觀其內容卻缺乏針對該關鍵

條件的具體陳述，特別是外部性之測度不易；而有關競爭性定義之界定，雖然

目前國內外大多以獨占力除以交叉彈性的公式來估計，但是遇到“免費＂使用

服務時，這些公式難以適用，對於新興的網際網路產業而言，更是如此
2
。

本文以公平交易委員會（簡稱公平會）針對美商Microsoft Corporation及美
商Yahoo！Inc.申報事業結合案件之裁決為例，試圖闡明網際網路產業之垂直
整合對公平交易規範的啟示。文中討論的焦點將針對一下兩個問題：第一、面

對具有多重外部性的網際網路產業，政府是否適宜介入廠商之間的產權決策問

題？第二，網際網路廠商之間的垂直整合是否會導致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

本文試圖以一般化寇斯定理（the generalized Coase theorem）3
為理論依據，主

張對於具有多重外部性的網際網路產業而言，即使市場競爭的結果造成獨占局

面，只要在該獨占之下，競爭者有可能出現，只是競爭者無法藉由競爭獲得超

額利潤，亦即所謂非強迫性壟斷，則政府並無需干預網際網路廠商之間的整合

問題。文中將以此案為例，說明以廣告獲利為盈收主體之資訊平台，其垂直整

合可能呈現的外部性類型對於應用一般化寇斯定理的具體意涵。

貳、網路產業生產鏈框架及網路廣告業務概要

一、網路產業生產鏈

對網際網路產業的劃分，文獻上並無一致標準。約二十年前，網路伺服

器、路由器製造商Cisco提出所謂的Cisco’s Three-layer model，主要在偏重網

2 基於產業本身的特性，若欲完備網際網路事業結合之管制法規，實有待立法機關對
「網路中立性」等議題取得共識並行諸法律條文後，方得進一步對管制條件做具體
之規範。此處所謂網路中立性是一原則，簡單地說，其目的是要確保不同網路資料
的傳輸，不會有彼此限制流速、頻寬等情事發生。

3 該定理係指：面對外部性問題，在財產權明確界定、無交易成本，以及所有內部契
約以及外部契約均產生約束作用的條件下，資源的有效配置將獨立於事前財產權的
指派方式。請詳Bernholz（1997）以及Bernholz（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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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硬體架構，分為core layer、distribution layer和access layer。其中，網路骨幹
（internet backbone）被分類在core layer，而提供“最後一哩＂（last mile）連
接終端用戶的網路服務供應商ISP4

，被分類在access layer。
若以三種新興產業ISP、ICP5

、ASP6
為劃分標準，則自底層開始，依序為

ISP（如中華電信）、ICP（如商業週刊電子版），以及ASP（如趨勢科技線上
防毒軟體）。這種分類方式，比較接近Barua et al.（1999）的分類標準。Barua 
et al.是以網路產業的技術功能進行劃分，將網路產業分為四個層級，第一層是
網路基礎設施（the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layer），它包括一些廠商，提供有助
於建構以網際協定（Internet Protocol，簡稱IP）為依據的基礎設施所需的產品
或勞務，該設施是電子商務得以運作的基本前提。基礎設施的類別包括：骨幹

網路提供者、ISP、電腦網絡軟硬體設計或製造企業、個人電腦與伺服器製造
商、安全維護、光纖製造商，以及在線加速硬體製造商等。

第二層是網路應用（the internet applications），是指建築在網路基礎設
施之上且技術上可行的線上商務活動，含括ISP與ASP。其類別包括：網路諮
詢、網路商務應用、多媒體應用、網頁開發軟體、搜尋引擎軟體、線上培訓，

以及網路資料庫等。

第三層是網路中介（the internet intermediary），其作用在於媒合網路上
的買賣雙方，以增進電子市場運行效率，目前大部分的ICP7

屬於這一層。基本

上，對第一層級與第二層級所進行的投資是透過網路中介才得以轉化為商業交

易，因此第三層的角色實為催化劑。其類別包括：拍賣網站、線上廣告業者、

垂直產業的市場製造商（如美國的VerticalNet以及PCOrder）、網路旅遊業者、
線上經紀業務、內容整合業者、入口網站，以及網路廣告經紀商等。

第四層是網路商務（the internet commerce），舉凡所有透過網路而將產品
或服務銷售給消費者或企業之任何型態的網路商務均屬之。其類別包括：電子

4 ISP是指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美國IDC公司曾將ISP分成三類，層級一的網路服
務供應商（Network Service Provider, NSP）擁有全國性的骨幹網路硬體設施，提供
ISP及企業的專線連線。層級二的ISP和層級三的區域性網路服務供應商（Regional 
ISP）則向層級一的NSP租用網路，前者收入單純來自租用者的月費或年費，後者則
進一步提供系統諮詢、網站設計等加值服務。因此ISP可能同時提供網路基礎設施
及網路應用的軟硬體服務。

5 ICP是指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亦即網路內容供應商。
6 ASP是指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亦即網際軟體應用服務供應商。
7 目前大部分的ICP多採行以免費提供內容吸引注意，賺取廣告費用的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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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務（如網路書店、線上訂房、線上軟體交易等）、製造業者線上門市、

網路訂票業務，以及網路娛樂與專業服務等。

在美國，許多企業同時在兩個以上的層級領域營運，而且在個別的領域裡

都扮演重要的市場參與者角色，其中最顯著的例子莫過於Microsoft以及IBM之
同時經營第一、第二，以及第四層級的網際網路業務。Microsoft的例子非常有
趣，一方面美國法院祭起反托拉斯法強行要求Microsoft的作業系統Windows與
文書軟體Office不得搭售，並進行產權分離，另一方面並未對Microsoft進行網
際網路不同層級業務之整合進行干預，顯見針對前者，網際網路業務之垂直整

合並非美國政府強行介入Microsoft與Office進行產權分離的理由，而是由於不
願釋放程式碼而可能導致實質上之限制進入障礙。

二、網路廣告類型

目前網路廣告主要分為網站廣告（display Ads）、關鍵字廣告（search 
Ads），以及網路社群口碑行銷（social/buzz marketing）三大類。根據台北市
網際網路廣告暨媒體協會（IAMA）之定義，所謂「網站廣告」泛指所有在網
站媒體上以曝光CPM計價或點擊CPC計價之各種形式的圖像式網路廣告，包含
影音、多媒體廣告、以文字鏈結（text-link）廣告、電郵廣告，或是專區贊助
等頻道廣告均包括在內。

8

「關鍵字廣告」包含付費搜尋的行銷廣告（paid search）及內容相關廣告
（content match）等以PPC9

為計費基礎的廣告形式。以台灣而言，運用關鍵字

廣告的優點在於使廠商的網站優先曝光在Yahoo!奇摩、MSN、UDN聯合新聞
網、Seednet數位聯合電信、Openfind網擎資訊，以及China Times中時電子報等
策略聯盟網站的搜尋結果清單，有助於發現潛在客戶群，提高網路宣傳及電子

8 CPM（cost per mille）係指廣告條每顯示1000次的費用。在網路廣告，CPM取決於
「印象」尺度，通常理解為人的眼睛在一段固定時間內注視一個廣告的次數。至
於CPM的收費究竟是多少，則要根據以首頁的熱門程度（即瀏覽人數）劃分價格
等級，一般採取固定費率。國際慣例是每CPM收費從5美元至200美元不等。CPC
（cost per click）則是指每次點擊的費用。這樣的方法加上點擊率限制可以加強舞弊
的難度，而且是宣傳網站的最優方式，目前Google AdSense即是採取此種方式。但
是，此類方法仍有不少經營廣告的網站覺得不公平。例如，雖然瀏覽者沒有點擊，
但是已經看到廣告，對於這些看到廣告卻沒有點擊的流量來說，網站無異徒勞一
場。有許多網站不願經營這類廣告，據說，是因為傳統媒體從來都沒有這樣做過。

9 PPC（pay per click）是指根據點擊廣告或者電子郵件訊息的用戶數量來付費的一種
網路廣告定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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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投資報酬率。一般而言，關鍵字廣告的價格，是透過競價方式決定，在自

由競爭的市場環境下，付費排序的相對位置並不固定。

至於「網路社群口碑行銷」則包含官方部落格經營、部落格行銷、論壇行

銷、社群網站行銷及Facebook粉絲頁經營之各種模式。由於使用者的意見與想
法透過網路社群，得以在興趣相投的網友之間傳遞，因此廠商得以利用此特

性，發展出新的商業模式與應用服務。

三、關鍵字廣告出現之網站型態

關鍵字廣告同時出現於入口網站以及垂直網站，前者如搜尋引擎之

Google、拍賣網站之露天拍賣，以及社群網站之Facebook等；後者則如微軟購
併後的雅虎等。若針對兩種網站近兩年廣告業務的相對表現而言，根據IAMA
「2009台灣網路廣告量調查報告」10

指出，在入口網站與垂直網站的佔比部

分，垂直網站營收佔全體網站廣告總量比例由2008年之19.77%擴增為2009年之
29.83%。由於2009年調查範圍增加10家網站，且多為內容網站以及聯播網，因
此在佔比上增加了垂直網站的比重；另外，數據結果顯示垂直網站營收成長幅

度較入口網站為大。如果2009年調查多增加的10家網站，並非選擇性偏誤所造
成，則似乎意味著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上下游網站之間某些形式的垂直整合

可能存在正的外部性。

 四、我國網路廣告市場現況概要

根據台北市網際網路廣告暨媒體協會公布之「2009年台灣網路調查報
告」，台灣地區整體網路廣告市值幾達新台幣70億元；預估2010年將逼近80億
元。由表一可見，即使在金融海嘯期間，整體仍維持二位數成長。2008至2010
年期間，關鍵字廣告規模約占網路廣告市場總規模之三分之一，近三年之年成

長率均達到15%以上，屬於高成長的階段。

表一　我國網路廣告市場概況

網路廣告類型／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網路廣告市場總規模（億） 49.50 59.76 69.89 78.81

10 IAMA（2010），「2009台灣網路廣告量調查報告」，網址：
 http://ad-marketing.blogspot.com/2010/03/2009-iam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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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廣告 33.56 38.94 41.07 44.89

　　關鍵字廣告 15.94 20.82 23.99 27.64

　　社群口碑行銷 4.82 6.28

年成長率（％）

市場總規模 20.72 16.95 12.76

　　網站廣告 16.0 5.46 9.3

　　關鍵字廣告 30.6 15.22 15.21

　　社群口碑行銷 30.29

資料來源： 根據台北市網際網路廣告暨媒體協會（2010），「網路廣告成長分析」製作，網址：http://
www.iama.org.tw/03events_01news_content.asp?nno=31.

參、微軟與雅虎結合案之關鍵問題

根據公平會公布之「美商Microsoft Corporation及美商Yahoo！Inc.結合申報
決定書」中所述：「本案參與結合事業按雙方簽立之『正式合作協議』（包含

『搜尋合約』及『授權合約』），雅虎公司於合約期間內將部分核心搜尋技術

專屬授權予微軟公司，由微軟公司整合雙方之搜尋引擎及關鍵字廣告平台，並

成為雅虎公司之網頁搜尋及關鍵字廣告平台之獨家專屬提供者，雅虎公司於整

合後則退出前述業務之經營，爰雅虎公司係委託微軟公司經營網頁搜尋及關鍵

字廣告平台業務；另就『頂級直接廣告主』（下稱PDAs）業務而言，雙方約
定結合後由雅虎公司獨家推展及經營PDAs客戶，故就PDAs業務而言，係由微
軟公司委託雅虎公司負責推廣及服務」

11
。

按照Barua et al.對網際網路產業生產鏈之劃分，美商Microsoft Corporation
及美商Yahoo！Inc.結合屬於第二層（網路應用）與第三層（網路中介）業務之
間的垂直整合。該項結合必然是基於合作將會為雙方帶來正的預期合作利得之

根本理由，亦即該結合本身存在正的外部性，可使雙方互蒙其利。當雙方之合

11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結合案件決定書，公結字第099001號，第二頁，民國99年3
月10日。至於微軟公司與雅虎公司之境外結合必須向我國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報之
主要法律依據則為：（一）符合公平交易法第六條第一項第4款「與他事業經常共
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之結合型態；（二）該事業結合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十一條第一項有關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報之具體條件。其中後者主要與市場占
有率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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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協議一旦簽屬完成，該協議即成為雙方之內部契約（an internal contract）。
在該契約簽訂之後，雙方的協議是否會因為市場結構的變化造成相關市場之限

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乃成為公平會關注焦點之一，一如公平會決定書所指陳

「本結合對整體經濟之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尚無依公平交易法第12條
第1項規定禁止其結合之必要。惟為避免申報人利用本結合取得之市場力量，
造成搜尋服務及關鍵字廣告服務市場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虞，並確保整體

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爰依公平交易法第12條第2項規定附加負擔
如決定內容」。由是作成附加負擔但不禁止其結合之決議。

該決議關鍵條件之一隱含如果事後造成限制競爭之情況，則不排除另行做

出決定之可能。其所衍生出之一般性問題將是：網際網路廠商之間的垂直整合

是否會導致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

該決議關鍵條件之二，亦即「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則隱含一般性的審查標準實則部分取決於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

利益兩者之相對大小。惟決定書中並未見文中指陳之利益與不利益之比較分

析，似乎「本結合對整體經濟之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結論已然確

定。誠然，進行該項分析所需取得之相關資訊並非僅限於本案當事人之經濟數

據，還包括市場需求以及其他競爭性廠商的相關數據資料（包括成本分析）。

此外，網際網路產業的經濟活動具有多重外部性，因此這項評估分析在作業上

有其實際困難，以致容易產生於法有據，卻難以依法落實評估作業之情事。由

此而衍生的另一個一般性問題則是：面對具有多重外部性的網際網路產業，政

府是否適宜介入廠商之間的產權決策問題？

肆、關鍵字廣告市場

一、資訊平台的兩種服務

資訊平台的提供者提供兩種服務，一方面免費開放網路資訊平台服務以聚

集使用者目光，這些使用者同時也是商品市場中的消費者；另一方面出售關鍵

字廣告予廣告主，這些廣告主通常是商品市場中的廠商。就建置成本而言，搜

尋引擎或拍賣網站、社群網站經營之費用皆較關鍵字廣告平台昂貴。無償提供

使用者使用，使資訊價值的網路正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達到極大12
，

12 目前網路上有許多資訊平台為無償提供特定或非特定對象使用。由於資訊平台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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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獲利來源則為網路廣告。

從資訊平台使用者的角度出發，免費使用資訊平台，可使消費者剩餘

（consumers’ surplus）達到最大13
；另一方面，當資訊平台的使用者是雙邊市

場中的消費者時，關鍵字廣告的出現可降低消費者的搜尋成本。而當資訊平台

的使用者是雙邊市場中的廠商時，是否加入關鍵字廣告拍賣的競標行列除取決

於廠商對預期成本效益之判斷外，尚取決於關鍵字廣告的拍賣機制，當拍賣機

制本身無法排除競標廠商可能進行策略性出價時，多重廣告條（multiple-slot）
的關鍵字廣告拍賣市場之均衡有可能是inefficiency的情況，而會導致這種情況
的主要原因是訊息不完全。一般而言，廠商會衡量廣告所帶來的預期效益，付

出廣告費用給平台提供者。廣告能夠增加需求，廣告費用轉嫁給消費者的比例

則依商品市場價格需求彈性之不同而有差異。

二、關鍵字廣告的商業模式與傳統廣告模式的異同

傳統無線媒體製作節目與廣告，免費提供潛在消費者收看或收聽，並向廠

商收取廣告費用。製作節目的費用，通常比製作廣告昂貴；但是廣告費用為媒

體主要營收來源。在聚集的潛在消費者達到臨界規模之前，“免費提供節目＂

是吸引消費者進行消費的優勢策略。同樣地，拍賣網站的經營也是如此，以免

費使用開始，建立足夠黏性之後開始收取手續費。

儘管如此，資訊平台的出現所衍生出的商業模式並非僅侷限於傳統無線媒

體的商業模式。在網際網路的世界裡，並無類似頻道限制的特殊管制，資訊平

台競爭者眾，市場結構類型傾向屬於獨占性競爭，與需取得特定頻道經營執照

的無線媒體業者所形成的寡占市場有別。其次，資訊平台產品的特徵之一是，

會因使用者人數增加帶來明顯的網路外部性，而使資訊平台產品的價值與使用

者人數之間呈現非線性關係。最後，關鍵字廣告的特性以及訂價方式，與廣電

媒體「由頻道商訂價、以秒計價」的方式迥異。

三、關鍵字廣告特性

作為雙邊市場媒介的資訊平台提供潛在買方與賣方，針對商品或勞務在價

正的網路外部性，也就是越多人使用的網路會吸引更多人使用。
13 社會福利分析常以消費者剩餘衡量消費者的淨利得。一般定義為消費者最大願支付
的總金額減去實際支付的總支出之剩餘部分。針對無償使用資訊平台之消費者而
言，由於實際支付價格為零，因此消費者剩餘可臻於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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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數量與品質方面的資訊得以進行直接互動的服務。當搜尋引擎的使用者鍵

入特定關鍵字，網頁將同時顯示搜尋結果以及關鍵字廣告。關鍵字廣告使得

廠商能更精確地掌握目標消費者，同時潛在消費者能更有效率地發掘所需之商

品，因此關鍵字廣告的存在是基於其能降低買賣雙方的搜尋成本。

關鍵字廣告分為付費搜尋行銷廣告（paid  search）和內容相關廣告
（content match）；前者主要出現在拍賣網站、社群網站等輸入關鍵字搜尋
的網路平台，後者則更廣泛地出現在瀏覽人次較高的部落格。如果使用者點

擊關鍵字廣告，將連結到廠商的商品網頁或者網路商店。每點擊一次，廠商

付給搜尋引擎公司一單位廣告費用，亦即是以點擊次數為計價基礎（pay per 
click）14

。由於單一網頁能夠顯示的廣告位置有限，且位置有差異，因此針對

網頁上所顯示之不同廣告位置，各家廠商的需求價格不盡相同
15
。給定關鍵字

廣告出現在網頁的特定位置是唯一的，則廠商對於不同廣告位置有差異性偏好

的假設便意味著，針對每個特定位置之關鍵字廣告市場實際上是一個賣方市

場
16
。這種情形下，關鍵字廣告訂價機制之均衡是否造成社會效益損失或不公

平交易自然成為關注的焦點之一。

四、關鍵字廣告訂價機制理論回顧

在真實世界裡，面對各種不同的關鍵字，搜尋引擎業者是如何訂價呢？目

前兩大資訊平台提供者Microsoft和Google皆採「一般化次級價格拍賣」（the 
generalized second price auction，簡稱GSP拍賣）的訂價機制，這是一種多重
標的拍賣機制。文獻上，當拍賣標的為多重時，一般而言GSP拍賣機制下的
競標者並不會誠實出價（non-truthfulness）。儘管如此，Edelman, Ostrovsky 
and Schwarz（2007）證明，在完全訊息之下，GSP均衡總是一個合於效率的
均衡，亦即可使定義在得標者淨效益之上的社會福利達到最大。晚近的理論

研究，如Gomes and Sweeney（2009）和Paes Leme and Tardos（2010），以及
Athey and Nikipelov（2010）的實證研究則將競標者對彼此估價的不確定性納
入分析。當不確定性引進模型之後，Gomes and Sweeney證明合於效率的均衡
可能並不存在。

14 一般而言，關鍵字廣告費用＝閱覽人次×點擊率×每次點擊須付之單位廣告費用。
15 針對每個特定位置，最高願付價格＝閱覽人次×點擊率×平均每次點擊之預期利
潤。

16 亦即，針對每個個別的廣告位置，存在多個潛在買方競逐同一廣告位置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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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鍵字廣告拍賣的實際操作程序

在Yahoo!奇摩和Google的關鍵字廣告拍賣規則中，廣告品質都會影響競標
的排名。品質分數越高，廣告購買者為每一次點擊所支付的費用就越低，可以

較低的競標金額得到較前面的廣告位置。品質過低者則可能自動被降低廣告顯

示時間，甚至無法達到顯示資格。簡而言之，品質分數衡量的是關鍵字、廣告

關鍵字與使用者搜尋之間的關聯性，以此決定廣告顯示的時間及位置。

兩家公司的不同點在於對廣告品質的衡量方式及分類不同。由於學術文獻

和公開網站上並沒有兩者衡量品質的公式，只能針對兩者的網站公布資料做比

較。Google認為廣告品質與關鍵字、歷來點閱率、該帳戶所有廣告的點閱率、
廣告文案的關連性，以及廣告連結的網站頁面等因素有關。而Yahoo!奇摩的品
質指數是由廣告點選率，及廣告與關鍵字間的關連性所決定的。Google分數為
十級分，Yahoo!奇摩為五級分。

Google和Yahoo!奇摩都會在每小時產生的報表中，提供品質分數，並同時
建議廣告購買者如何修正，以優化廣告。但由於廣告購買者無法在競標前得知

其品質分數，Yahoo!奇摩進一步提供的改善方案是，建議廣告購買者準備不同
版本的廣告，系統會測試不同版本的廣告，並自動播放點選率最高的廣告。這

個措施有助提高廣告的成本效益。

當然並非所有的廣告購買者都善於編輯文案、設定關鍵字群組、訂定每單

次點擊的廣告競標金額、甚至閱讀各式摘要報表，除了線上客服可以詢問，還

可以選擇由關鍵字廣告代理商代為輔導。目前兩家公司各自對廣告代理商進行

“認證＂，讓更多廣告購買者不必擔心系統操作的複雜性，只需要掌握預算，

便可極大化廣告效益。

在費用的計算方面，以Google為例，AdWords Auction的實際操作程序簡
述如下：

17
競標者設定一些關鍵字並對每個關鍵字出價，且得設定廣告預算總

額以及每個關鍵字廣告預算的上限。Google得對每個關鍵字設定保留價格。
Google針對每位競標者如果被排在廣告之首位將達到的點擊率（click-through 
rate）進行估計；排除點擊率過低的廣告；按照出價與點擊率乘積的大小決定
廣告位置之排序；成功點擊時方始收費，收費金額則以能夠取得所獲廣告位置

之最低價格為準。例如，假設某關鍵字只有兩個競標者，甲與乙；兩個廣告

17 目前Microsoft和Google對出價的限制規定主要包括以下兩項：一是固定期間內競標
者得以更改出價的總次數；另一則是一次一標。



第 1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62

條位置；保留價格為0.1元。甲出價1元而Google對其點擊率的估計為0.01；乙
出價0.5元，而Google對其點擊率的估計為0.03，則甲與乙的分數分別是0.01與
0.015。由於甲與乙的出價皆高於保留價格，所以兩者的廣告都會被顯示出來，
但乙排在首位。又由於乙只要達到0.011分即可獲得首位，因此每次成功點擊的
費用為0.37元。至於甲，則收取保留價格。
根據Milgrom（2005），相較於每顯示支付（pay per impression）而言，以

實際點擊收費的方式，不論對平台業者或競標者而言，均具優勢。例如，站在

Google的立場，可改善支付的審計作業；站在競標者的立場，則可降低廣告被
瀏覽者瞥見卻未實際點擊的風險。如果Google對於點擊率的估計準確，則競標
者彷彿是為取得網頁上的醒目位置這項稀有資源而進行出價。至於缺點則是，

存在某些駭客攻擊手法可使競標對手的點擊率大幅下降，進而使其遭到Google
排除。

為了防止惡意點選，Yahoo!奇摩提出了「點閱警戒系統」每天24小時持續
進行監控，在確認點閱費用前先針對搜尋紀錄和點閱資料進行過濾，透過模式

辨識和規化的判定，確保廣告主不需要為無效的點閱付費，保障廣告主權益。

Google亦提出類似的機制以去除無效點擊。

六、GSP拍賣機制理論探索

站在競標者的立場，在多重標的GSP拍賣機制下，競標者之間存在一個複
雜的策略互動賽局。Varian（2007）對該賽局進行深入剖析，他假定一個多重
標的GSP拍賣一共有S個廣告位置（slots）準備出售，且所有競標者均為風險中
立。取得第s個廣告位置之競標者的淨效用函數為：

us = ，如果
vs•xs − ps

0
s ≤ S
s > S.

其中vs代表關鍵字廣告出現在第s個廣告位置之競標者的期望利潤，亦即每
一點擊廣告的期望利潤；xs代表取得第s個廣告位置的競標者在該位置之點擊
率；ps則代表其實際支付價格。

令排名第s + 1的競標者其出價為bs + 1，則

ps = bs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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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效用函數，可得參與競標所獲得的期望效用：

us = ，如果
(vs − bs + 1)•xs

0
s ≤ S
s > S.

定義αs為取得第s個廣告位置的競標者在該位置之點擊率相對於取得第s − 1
個廣告位置的競標者在其位置之點擊率的相對比率，亦即

αs = xs / xs − 1 < 1.

在對稱的Nash均衡（a symmetric Nash equilibrium，簡稱SNE）18
之下，可

證得

vs − 1(1 − αs) + bs + 1αs ≥ bs ≥ vs (1 − αs) + bs + 1αs.19

上式說明廣告順位排第s的競標者之出價（bs）的上下疆界共同取決於競標

者的保留價格（vs），排行在自己前一位之競標者的保留價格（vs − 1）、相對

點擊率（αs），以及排行在自己後一位之競標者的出價（bs + 1）。該條件式實

則隱含，即使在完全訊息之下，競標者的出價行為將不可避免地帶有策略性色

彩。此外，該文同時證明在SNE之下，參與競標者的淨剩餘必然不為負。
Varian並以Google關鍵字廣告的實證資料做為佐證。設想一個首次參與關

鍵字廣告拍賣的競標者，最初雖然並不清楚關鍵字之潛在價值，但可利用關鍵

字流量預估工具獲得相關資訊，如圖一所示
20
。因此，不需要花費太多成本，

在幾次嘗試之後，競標者就可以找到其最適出價。至於Yahoo!奇摩關鍵字流量
預估工具之釋例則請參考圖二。

18 根據Varian（page 1165）之定義，所謂對稱的Nash均衡是指滿足下列不等式的出價
組合所形成的集合：(vs − ps)xs ≥ (vs − pt)xt, t and s.

19 Varian, page 1167, inequality (7).
20 這是以過去的歷史資料計算出的預估值。例如，加入拍賣後，Google提供每小時點
擊次數與瀏覽人數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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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Google關鍵字流量預估工具釋例21

圖二 Yahoo!奇摩關鍵字流量預估工具釋例22

21 ttps://adwords.google.com/o/Targeting/Explorer?__c=1000000000&__u=1000000000&id
eaRequestType=KEYWORD_STATS#search.none.

22 詳http://tw.emarketing.yahoo.com/ysm/class4-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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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網際網路關鍵字拍賣對傳統經濟分析的意涵

經濟理論指出市場失靈造成無效率的三種場合分別為外部性、規模報酬遞

增，以及公共財。其中前兩者與本文之主題關係較為密切
23
，此處先就網際網

路關鍵字拍賣對傳統經濟分析的可能挑戰提出說明。

一、使用者外部性衍生的問題

上節之模型與釋例說明，以GSP拍賣作為訂價機制，和傳統賣方市場單純
由賣方訂價的方式大不相同。Varian進一步指出，每個競標者就像面對一條正
斜率的供給曲線，基於市場行情資訊和自己的保留價格，用以判斷提出更高的

標價爭取更高的位置是否能為自己增加利潤。這隱含這條供給曲線是由所有競

標者的保留價格和廣告位置的點擊率所組成。當競爭人數多於廣告位置的數目

時，每個廣告位置成為獨特的稀有財，每增加一個競標者或網路使用者，所有

廣告位置的價格可能就會被墊高一些。

廣告的價格，部分受到網路使用者增加所帶來之外部性的影響；而保留價

格主要取決於競標者自身的商品市場結構；點擊率的高低，則與提供廣告位置

的網路資訊平台提供者的服務對使用者的吸引力有關。使用者正外部性的存

在，同時影響到構成需求與供給曲線背後的移動參數。如此，若視使用者外部

性為給定參數，不僅可能會對在某一特定時點計算而得的經濟指標（如商品價

格彈性或替代彈性等）的可應用性產生限制作用，也可能造成針對不同時點所

估計而得之上述指標之間的可比較性問題。

二、均衡時之市場結構可能衍生的問題

假定競標者事前已然明瞭競標規則，亦可得到預估價格（假設搜尋引擎業

者提供確實之資訊），同時參與競標後均定時得到平台業者提供之即時資訊回

報，則關鍵字廣告拍賣業務將有助於大幅降低傳統商品市場中買賣雙方資訊不

對稱的狀況。再加上關鍵字廣告的運用，能使競標者更加精準地掌握潛在消費

族群，以及只有在廣告被實際點擊時才需付費等特色。凡此都將有助於增進商

品市場的交易效率。站在公平交易法的立法精神來看，一個潛在的問題是：如

23 在市場機制之下，後者之所以會造成無效率的主要原因在於，規模報酬遞增產業的
成本特性只容許一家獨占廠商存活，而獨占廠商為追求利益極大會造成社會無謂損
失（dead weight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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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透過市場競爭與競標者自我選擇的結果，均衡的市場結構是獨占或不對稱的

寡占，政府是否有必要加以規範？特別是當網際網路產業的垂直整合大幅改變

市場力(market power)的結構而使該傾向越發明顯時，政策思考的著眼點應當為
何？

陸、網路資訊平台產品特性

網路廣告是網路資訊平台的商品，其商業模式建築在資訊平台之上，因為

資訊平台在開放網路下所匯集的使用者人潮是網路廣告利基之所在。資訊平台

聚集的使用者越多，瀏覽廣告的人數也會隨之增加。從這點觀察，網路廣告商

品的生產過程本身就是一個迂迴的過程，過程中資訊平台服務所扮演的角色其

實就是中間財。網路廣告商品如同網路商品一樣，因具有以下四大特性，經常

必須面對高度競爭的市場環境。

一、轉換成本低（low switching costs）導致消費群不易鎖定
（lock-in）：

使用者從原來使用的產品或服務，轉而選擇使用新的產品或服務所需要花

費的成本，統稱為轉換成本，包括放棄舊產品的成本、搜尋、購買，以及學習

使用新產品的成本。轉換成本的高低連帶影響到對消費群的鎖定程度。例如，

微軟提供搜尋引擎的服務而雅虎奇摩另提供拍賣服務。對使用者而言，轉換搜

尋引擎的成本較低，消費者較難被鎖定。但拍賣服務因設有評價制度，使用者

轉換到其他拍賣服務需要重新建立評價，因此相對上轉換成本較高，消費者較

易被鎖定。微軟與雅虎的結合，若有利於鎖定消費群，單就此點而言，就具有

第二層網路應用（搜尋引擎）與第三層網路中介業務（拍賣網站）之間的垂直

整合的正外部性。

二、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

根據Katz and Shapiro（1985）對網路外部性所做的分類，網路外部性大致
可分成兩類：一是因消費數量增加而導致商品服務品質提升的直接外部性，例

如：傳真機必須普及才能夠發揮更大價值。其二則是來自於商品之互補品所帶

來的間接外部性，例如：當某遊戲軟體熱賣時，遊戲主機也跟著受惠。顯然搜

尋引擎和拍賣服務都具有直接外部性，這樣的市場有可能大者恆大，而兩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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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可能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垂直整合外部性。

三、相容性：

當市場上出現新的競爭者時，原先已進入市場的廠商必須決定是否要提供

與競爭者的產品能夠相容的服務，也就是讓使用者可以在現存的產品中使用新

產品。當然市場的潛在競爭者也必須做同樣的考慮。若產品具有強大的網路正

外部性，相容將是優勢策略。也就是說，能夠迅速提供相容性的產品，較易存

活。

四、產品生命週期相對短暫：

與一般性產品相同，網路產品的生命週期同樣需經歷四個階段。主要的差

異在於階段的時間分配型態較為極端。針對新的網路產品而言，推出之前通常

先經過漫長的研發期，然後進入上市之後的急速成長期，緊接著而來的是短暫

的成熟期，然後往往就進入被新產品取而代之的末期階段。當然，新產品可能

是自己研發的，也可能是來自已知或未知的競爭者。網際網路產品更是如此，

其競爭環境格外激烈。

舉例而言，MySpace在2003年7月開始營運，提供社交網路服務，包括人
際互動、使用者自訂的朋友網路、個人檔案頁面、部落格、群組、照片、音樂

和視訊影片的分享與存放等服務項目。2006年8月8日，MySpace與Google簽訂
一份合約，內容主要包括讓Google搜尋功能和廣告置入MySpace網站，以及如
果三年內造訪MySpace人次達到規定門檻，則Google將對其支付9億美元的附
帶限制條件。當時正值YouTube24, Flickr與Photobucket等網路應用服務的成長期
之初。隨著Youtube高速成長的同時，My Space則是禁止其使用者在網站中放
置與Youtube的連結，其結果是失敗的。新聞集團普遍認為由於MySpace流量過
低，其與Google簽訂的9億美元合約，估計實際只能取得1億美元左右。25其市

場地位已逐漸被Youtube與Facebook所取代，至2009年Facebook的廣告收益，已
經超過MySpace。26

24 2005年成立之初Youtube僅提供影片分享與存放的服務，和MySpace的功能部分重
疊。

25 請詳http://zh.wikipedia.org/zh-tw/MySpace.
26 聯合晚報，「廣告寵兒Facebook吸金408億」，2010年8月13日，網站：http://

mag.udn.com/mag/digital/storypage.jsp?f_MAIN_ID=314&f_SUB_ID=2922&f_ART_
ID=26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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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一般化寇斯定理對微軟與雅虎結合個案的省思

一、寇斯定理與一般化寇斯定理

Coase（1937）在“The Nature of the Firm＂一文中，提出一個重要的論
證：廠商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27
。廠商的疆界會擴充到廠商

內部多安排一項交易的成本等於透過公開市場進行該筆交易的成本為止。
28
之

後，交易成本的概念被廣泛應用到契約理論以及經濟組織結構的研究上。廠商

組織被認為將隨著各種型態的交易成本的相對變化而演進。從這個角度來看，

網際網路廠商之間的垂直整合可被看成是廠商組織自然演進的一個環節，似無

政府介入的必要，除非存在不得不介入的理由。

 如之前所述，外部性、規模報酬遞增，以及公共財是導致市場失靈的主要
根源，其中外部性與規模報酬遞增兩項當是公平會對美商Microsoft Corporation
及美商Yahoo！Inc.結合申報進行裁決最關鍵的考慮。嚴格來講，規模報酬遞增
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特殊形式的生產外部性。因此，接下來分析的焦點將先集中

在外部性的議題上。 
如眾所周知，著名的寇斯定理（the Coase theorem）是指：面對外部性，

若無交易成本與議價成本，外部性的兩造勢將對資源的有效配置取得一致見

解，並且獨立於事前財產權的指派方式。
29
寇斯定理受到Hoffman and Spilzer

（1986）之實驗研究的支持。文獻上，對寇斯定理的解讀有側重資源效率配置
的討論，而將財產權的指派視為給定；也有側重從不同的財產權結構出發，審

視資源效率配置是否能在市場的指引之下自動達成。

但是Aivazian and Callen（1981）則提出一個雙重外部性卻似乎直接衝擊到
寇斯定理的例子。這個例子對本文的論述將非常重要，因為微軟與雅虎結合案

如之前所討論，至少隱含兩種不同類型的外部性（垂直整合外部性與網路外部

性）。

27 Coase將搜尋成本、契約成本與協調成本統稱為交易成本。
28 Coase在參觀美國龐大的汽車工業之後，對於福特和通用汽車等企業深度的垂直整
合感到不解。經濟理論中，市場的價格機制應是媒合供給與需求最有效率的資源配
置方式，然而為什麼不是所有人都自己當買家和賣家，而要成為龐大企業中的一
員？換言之，公司的存在難道可以比市場競爭帶來更多的利益嗎？

29 請詳Coase（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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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vazian and Callen假設一開始有三家獨立運作的廠商（A, B, C），實現的
利潤組合分別為V(A), V(B)與V(C)。任何兩家結合30

都會產生正外部性，三種可

能的結合方式下的總利潤組合分別以V(A, B), V(B, C)與V(C, A)表示。假設社會
最適的產權結構是讓A, B, C整合成一家廠商31

，並以V(A, B, C)代表其所能實現
的總利潤。令G為滿足社會最適的限制條件之集合，亦即G實際包括以下兩組
限制條件：

V(A, B, C) ≥ V(A) + V(B) + V(C),
 V(A, B, C) ≥ V(A) + V(B, C), V(A, B, C) ≥ V(B) + V(A, B), V(A, B, C) ≥ V(C) + 
V(A, C).

在產權充分整合之前，A, B, C必須針對總利潤的分配事宜進行協商。令各
自提出的要求分別是xA, xB與xC。三者能夠確實完成整合的要求是各自得到的利

益不少於在任何其他形式的產權結構之下所能得到的利益。令F為使利益協商
順利進行的限制條件之集合，亦即F必須同時滿足以下三組限制條件：

xA＋xB＋xC＝V(A, B, C)
xA ≥ V(A), xB ≥ V(B), xC ≥ V(C)
xA + xB ≥ V(A, B), xA + xC ≥ V(A, C), xB + xC ≥ V(B, C).

Aivazian and Callen舉出實際數據說明，符合G集合當中的限制條件並不必
然隱含F集合當中的限制條件會自動成立，因為兩者之間並沒有必然關係。關
鍵的條件在於F限制集合中的第三組實則隱含如下之要求：

V(A, B, C) ≥ 12[V(A, B) + V(A, C) + V(B, C)].

該項條件未必成立。既然未必成立，則市場機制的牽引並不必然引領產權

結構會朝社會最適方向演進。
32

30 不論是垂直整合或水平整合。
31 意味著該結合至少包含兩種不同的外部性。
32 Aivazian and Callen所舉的例子如下：假設V(A) = 3000, V(B) = 8000, V(C) = 24000, 

V(A, B) = 15000, V(A, C) = 31000, V(B, C) = 36000, V(A, B, C) = 40000，則符合效率
的組織結構將是A, B, C三家進行產權整合，但由於V(A, B, C) < [V(A, B) + V(A,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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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vazian and Callen對寇斯定理所提出之質疑，一直到Bernholz（1997, 
1999）才獲得根本性的解決。Bernholz認為如果所有內部契約與外部契約都發
生約束作用，則寇斯定理依然成立。

33
換言之，不論起始的產權關係為何，只

要任何內部契約關係的終止都必須獲得所有當事人的一致同意方為有效，則市

場的機制依舊會引領產權結構會朝社會最適方向演進。修正過後的版本，被稱

為一般化的寇斯定理。

由於微軟與雅虎結合的個案，涉及多重外部性的場合，基本上適用一般化

的寇斯定理。因此，從效率的觀點出發，政府並無必要介入微軟與雅虎的產權

整合問題。

二、微軟與雅虎的結合是否會阻礙競爭？

（一）決定是否會阻礙競爭是行政執行上的難題

接下來的問題則是微軟與雅虎的結合是否會阻礙競爭？針對微軟與雅虎結

合一案，公平會決定書中明文指出：「惟為避免申報人利用本結合取得之市場

力量，造成搜尋服務及關鍵字廣告服務市場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虞，並確

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爰依公平交易法第12條第2項規定附
加負擔如決定內容」。這表示一般化寇斯定理的應用雖然得以解除限制競爭之

不利益大於整體經濟利益之疑慮，但卻不能排除存在阻礙競爭之可能性，公平

會之決定容或基於尚未有阻礙競爭之事實，因此要求附加負擔。

這的確是一個行政執行上的難題，既然無法事前就對未來是否發生阻礙競

爭之情事進行確切判斷。對此，不妨從另一角度進行思考，此處將以過去與網

際網路產業相關之案例的後續發展加以觀察。

（二）利潤的存在是潛在競爭得以持續的保證

以「Yahoo!奇摩拍賣網站賣家收取手續費」一案為例。2004年以前，雅
虎與eBay各自為爭取使用者，皆免費提供拍賣網站平台服務。直到eBay撤離

V(B, C)]/2，所以效率的組合並不會是一個均衡，亦即核（core）並不存在。
33 以Aivazian and Callen的例子說明如下，假設最初之資源配置方式為A與B進行整合，

C獨立生產。由於C若與A整合存在正的外部性，因此C將有誘因說服A終止與B的協
議，此時A將同意與C達成外部協議的前提條件為A的償付（payoffs）不得減少。如
果A與B的內部契約具有拘束作用，則C與A的整合必須獲得B的同意，此時B必須獲
得足夠的補償才可能同意。由於C與A整合的淨利得與A與B整合的淨利得相等（亦
即4000），因此C無法同時取得A與B的同意。但是因為C若加入A與B的整合會帶來
淨利得1000，因此A, B, C三家進行產權整合的空間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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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雅虎在我國市場上取得近獨占地位，並開始向網站賣家收取3%的手續
費，一時輿論嘩然。公平會決定書宣告不處分，主要理由為「當Yahoo!奇摩拍
賣網站宣布將對賣家收費後，其商品總刊登數、每日成交數與成交金額皆呈現

大幅減少…賣家可快速轉換至其他拍賣網站，且轉換成本亦低…並導致其他拍

賣網站刊登總件數呈現快速成長，甚至於二個月內成長近20倍」。
簡言之，在eBay決定退出台灣市場並將技術移轉給與PChome有合作關係

的露天拍賣的同時，Yahoo!奇摩拍賣雖然在市場上宣布收取手續費，但並未達
到公平交易法所認定之獨占事業的條件。劉俊宏（2006）質疑，公平會認定成
交金額損失期間僅三個月，但三個月是否足以斷定Yahoo!奇摩公司不具控制價
格與排除競爭之能力，亦即在獨占力的認定上尚待商榷。

從事後觀察，最初兩家主要網路拍賣廠商以免費使用服務藉以吸引雙邊市

場的買家與賣家參與，使用者自然是主要受益者。但此時免費進入使用實則構

成最大的進入障礙以及阻礙網路拍賣進一步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或許這是何

以在eBay與PChome相繼退出，共同成立露天拍賣以前，並未見新廠商進入市
場。若非Yahoo!奇摩拍賣決定收費，露天拍賣恐難以在短期內迅速吸引眾多使
用者，產生正的網路外部效應？從反向的角度提問，若Yahoo!奇摩拍賣決定繼
續提供免費服務，露天拍賣是否能夠輕而易舉地進入網路拍賣市場呢？

時至今日，Yahoo!奇摩拍賣收取手續費已提高至5%，露天拍賣亦收取
3%，連帶的拍賣的服務也增加許多，包括整合型的完整作業流程，舉如線上
轉帳乃至結合其他金融商品的各種服務如分期付款、信用卡或PayPal服務等均
紛紛出籠，難道這些新增業務不屬於網際網路廠商之間的垂直整合或合作嗎？

是否也需要公平會一一介入調查呢？另一方面，雙邊市場兩頭的消費者似乎已

經習以為常地將手續費視為正常費用，不再認為網路世界裡的午餐應是免費

的。

這個例子或許隱含一般大眾對於免費商品的有趣概念：因為商品免費，所

以獨占也無所謂；但如果把價格往上調整，增加獲利，則將被認定是具有價格

操縱能力。那麼因為「免費」產生的阻礙競爭應該如何看待呢？「免費」與

「故意以低於成本進行削價競爭」此時彷彿變成同義字。不論如何定義，恐怕

免費相較於掠奪性定價，擁有更大的價格操縱能力。

以上討論說明在具開放性、高度潛在競爭或者產品生命週期急促的網際網

路市場環境下，獨占利益的存在反而成為吸引新競爭者創新的重要誘因，並不

需要去消除它。今日獨占者所擁有之利益，將成為明日創新者挑戰市場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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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除却了這樣的誘因，反而無法讓創新的商品服務快些進入市場，這不也是

一種「無影的」社會損失嗎？

捌、結論

本文之主要發現彙整如下：

一、美商Microsoft Corporation及美商Yahoo！Inc.結合，從網際網路產業生
產鏈層級劃分的角度來看，屬於第二層網路應用（搜尋引擎）與第三層網路中

介業務（拍賣網站）之間的垂直整合。由於網際網路產業本身就具有網路外部

性的特性，兩者的結合至少存在兩種不同的正外部性-網路外部性與垂直整合
外部性，對其網路關鍵字拍賣市場之市場力的影響無疑將是正面的。

二、從效率的觀點來看，既然兩者結合對其市場力的影響為正，進而可能

因此產生限制競爭的作用，連帶衍生是否可能造成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大於整體

經濟利益之疑慮呢？文中引用一般化的寇斯定理，主張即使在多重外部性的場

合，這層顧慮並不必要。

三、從公平的觀點來看，兩者的結合是否易導致阻礙競爭之情事呢？文中

針對網際網路產業之特性，主張在具開放性、高度潛在競爭或者產品生命週期

急促的網際網路市場環境下，利潤的存在本身便是吸引新競爭者創新的重要誘

因，除却了這樣的誘因，反而無法讓創新的商品服務快些進入市場，造成「無

形的」社會損失。

四、目前關鍵字廣告拍賣市場所普遍採用的GSP拍賣機制，雖然無法避免
競標者間的策略性行為，但在對稱的Nash均衡之下，並不會減損競標者的福
利。在完全訊息的假設之下，將是合於效率的拍賣機制；如果訊息不完全，則

效率均衡可能並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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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lications upon efficiency, equity, and ownership 
regulation policy that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well-established firms in the internet 
economy may have brought with.  It is argued that there exist multiple externalities 
along with such integration which may increase the market power of the integrated 
firms, and in turn could limit competition in the short term, although efficiency 
is improved.  However, the best way to improve competition within the internet 
economy is to keep the market open since a major force shaping competition comes 
from the threat of new ent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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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評論人：劉孔中（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

孫委員、蔣委員、各位先進及論文發表人，我拜讀了楚俊兄的大作，既然

我們在說跨領域的整合研究，大概都要相互瞭解一下對方在做什麼，其實就這

個案子來講，看起來公平會對於它的附條件不禁止結合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

light-handed非常輕微的管制，算一算公平會大概沒有真的不准結合，只不過
結合的過程是讓人家痛快一點還是不痛快一點，或加了哪一些條件，所以我們

看公平會對Yahoo跟Microsoft的結合案事實上它所要求的行為面的管制其實是
非常輕微的，其他的只是照本宣科把公平法稍微的宣導一下，所以說我們的管

制是依法它達到管制的門檻，公平會就要來看一下，倒不是它沒事要作市場

的警察去強烈的介入市場的管制，事實上我們管制的作為是有很明顯鬆綁的改

制，以往結合是申請許可制現在是申報異議制或是不異議制，所以嚴格講起來

幾乎都是准，另一個就是我們講一些結合管制成效的檢討或將來法制調整的時

候，我們都比較少作實證的研究，就是說公平會以往結合管制的措施到底有沒

有錯殺哪些企業，或是妨礙了哪些產業發展以致於事後來看扼腕不已，我記得

前幾年Pchome的老闆詹宏志還跟我講Yahoo把奇摩併了下來這個事情很嚴重，
他老闆還特別寫了一篇文章在中國時報上發表，說這個產業就要亡了、沒有明

天了，我就好奇過了沒幾年，我們詹宏志號稱前瞻大師，他那時候擔心的問題

有沒有發生，公平會到底是不是低估了這件事的風險，還是說詹宏志高估了產

業的風險，還是就像剛剛楚俊兄所說的，這是一個快速發展的產業，你根本不

用管太多或去想很多法律上的問題，事實上Google一出來把所有人通通都打敗
了，也許下一個Google很快就會出來，或許Google很快就會被打敗，所以總的
加起來我第一個建議就是說，如果是要做跨領域的研究，實證的研究有必要、

對法律的瞭解也有必要，那我特別會很期待就是這篇大作中對於公平會所附加

的不禁止的條件，你可不可以用理論來把它加以檢視，這樣討論會比較實際一

點，否則公平會它必須依法執法所以沒有選擇的空間，但是他如果只是light-
handed很輕微的管制的話大概也不會是太嚴重的問題，這管制就當作是主管機
關蒐集產業資訊的一個過程而已，這個也可以說就是它的正面外部性，再來

講我會建議從產業鏈的角度來看，就是這篇大作中所引用的著作是1999年的
著作，我建議是不是可以看一些比較新一點的著作，因為我們知道這個發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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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的，而這個四層的分類，現在比較多人講的是所謂的三層，但是其實都沒

有所謂絕對的對錯，但我的意思是說，看起來所謂網際網路產業的架構有一些

變化啦，無論如何以我們的理解大概不會把ISP放在所謂的第一層，第一層都
是我們傳統所說的backbone骨幹、基磐infrastructure那些產業，而不是單純的
用別人的網路去生錢發財的ISP業者，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其實總的結論
我非常同意楚教授的結論，就是其實這個產業發展很快，你管的太多不如引進

新的技術，其實真正potentially我覺得需要去管的其實是那個backbone骨幹網
路需要去管制那才是真的，只是這些骨幹網路業者比較笨，他之前就是做黑手

出身建網路，那可以在上面跳芭蕾舞的、比較輕盈一點的，有很多附加價值他

不知道而已，那哪天他知道了想要危害是可以危害很多的人的，至於文章後面

有些提到有點斷裂的地方，國字肆的地方，你突然講到資訊平台，我就很好奇

所謂的資訊平台是這邊所說的哪一層，我也很好奇你講到Google、Microsoft，
Microsoft它實際在做GSP的操作過程為何？如果去跟Google比對的話有何不
同？這是產業面我很好奇的地方，那麼就經濟理論的部分我是最不會的，特別

是你後面講的Aivazian and Callen這兩位學者的多重外部性、雙重外部性的解決
方法，這對楚俊兄來說可能都是耳熟能詳，但是對我們外行人來講我不知道為

什麼要加了這個條件，就是說只要是對內外部有拘束力這個定理依然成立，它

又說任何契約內部的終止都必須獲得所有當事人的一致同意方為有效，這對於

我們不懂經濟學的來講可能太過於抽象，最後就文章的格式來講，這個很像我

們法律的outline，一開始看了見獵心喜，但是在整個structure方面可能需要重
新去談，國字叁的部分我其實會把它放在壹引言裡面的一個議題，這應該都有

更optimize的地方，章節上有些部分是只有兩三行是不是值得做outline、裡面
的sub-title還需要再檢視一下，總的來講楚俊兄的結論我是同意，也認為把經
濟學的理論應用進來是一個很正確的研究方法，也許可有一些更好的、更有說

服力的、更瞭解法律的、更基於事實的、更實證的一些研究的話，會有更好的

產出，以上幾點不成熟的意見供楚俊兄參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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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就競爭主管機關於審查結合案時，若擬以附加矯正措施作為許可結合

案之負擔時，從法律與經濟的觀點，探討其類型選擇與法制設計與實施之相關

問題。從比較法角度，本文首先介紹美國及歐盟之法制，重點置於二國所制

定關於矯正措施之「政策指引」及「通知」的具體內容，另配合代表性案例，

以例示規定於個案中適用之情況。另外，也將就國際競爭法組織OECD競爭委
員會以及ICN在此一問題上的努力成果，較具代表性的組織會員國國內法規定
等，一併於文中歸納分析。本文第二部分，則從整理歸納我國過去之案例開

始，探討其中所涉及之實務及理論議題，再從經濟學理的角度，檢討現行所普

遍為各國採行的「結構面」與「行為面」二分法矯正措施類型，各有何利弊，

並據初步研究心得，於文末，就本文研究發現對公平會未來執法可資參考之

處，提出初步之建議。

壹、前言

對於台灣及其他訂有競爭法的國家而言，結合規範均是一項重要且深具挑

戰性的任務。結合管制之所以重要，乃在於過於集中的市場結構，往往是市場

諸多反競爭行為的溫床，除了提供擬進行價格或非價格聯合行為的競爭者間，

或是具市場地位廠商濫用該經濟地位，以進行價格或非價格市場掠奪者，一項

穩定與便利的市場環境外，更可能因市場的更趨集中，事業間訊息互通及合作

關係更加頻繁和緊密，不當提高了市場的參進門檻，削弱潛在競爭本可發揮的

制衡功能。由於結合乃事業常用以改變市場結構的商業策略，因此，競爭主管

機關若能於結合完成前，有效防免或引導結合不致走向不利競爭之途，將可降

低後續市場出現聯合或獨占力濫用等行為出現的機率，大幅節省執法的成本。

不過，上述關於結合規範重要性的說明，也突顯了該項規範任務的艱鉅。

以被多數國家所採行之規範手段，即結合事前申報（pre-merger notification）
為例，競爭主管機關除須掌握結合行為所可能影響的相關市場現況外，對結合

案最終的許可、不異議，或禁止等法律判斷，本質上更涉及了對相關市場未來

可能變化的預測。結合當事人申報內容之真實程度，以及主管機關本身在搜尋

相關市場資訊時之主客觀條件限制，都可能讓判斷的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連

帶的也讓審查的結果更具主觀色彩。而隨著知識經濟的來臨，市場愈強調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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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與動態競爭的價值，這一執法上的難題，將更為明顯；其對全球競爭主管

機關的挑戰，也將更形嚴峻。 反應在結合審查實務上者，乃可以被明顯判斷對
市場競爭必然有利或不利的案件類型將愈來愈少，相反的，結合正反面競爭效

果出現機率接近的案件，很有可能會是未來案件的大宗。此時，單純的「許可

/不異議」或是「禁止」決定，其出現「錯殺」及「錯放」的機率也將隨之增
高。相對的，「結合矯正措施」（merger remedies），提供了位於結合審查光
譜二個極端決定間之一項緩衝選項。簡言之，主管機關透過設定條件或負擔，

在許可結合的同時，亦要求結合當事人遵守或履行一定之結構面或行為面義

務，除可確保結合所可創造之經濟效益，不致因「錯殺」而喪失外，亦可透過

與當事人協商相關矯正措施的過程中，獲取更多的產業與市場資訊，設計出最

能反應市場現實的條件或負擔，創造政府與業者雙贏的規範結果。

上述說明或可用以解釋何以具成熟執法經驗的國家，如美國、歐盟、英

國、加拿大，以及ICN或OECD等國際組織，均相當關注結合矯正措施之類型
設計與實施實效性等問題

1
，甚至制定相關之策政策指引說明來加以因應

2
。身

為國際競爭法社群一員的我國，將無法自外於這股潮流之外。事實上，從公平

會近來所處理的「好樂迪與錢櫃結合案」、「Yahoo及無名小站結合案」、以
及「統一及維力結合案」看來，是否於個案中運用矯正措施，以及該如何運

用，都將會是公平會於未來審查結合案時，所會經常面對的議題。而公平會自

創會以來，雖已累積不少審查經驗，並且於相關個案中，也已使用過矯正措施

作為許可結合之條件或負擔，但多屬個案式（ad hoc）的考量決定，欠缺較為
整體性的判斷原則。故實有必要從學理及各國實踐經驗中，嚐試建立一套適合

我國產業結構與市場需求的實施標準，以因應未來之挑戰。

本文擬從介紹與分析執法先進國家之法規與執法經驗著手，輔以經濟理

論，從執法成本與制度設計等角度，評估具體矯正措施之利弊得失，並檢驗我

國現行矯正措施之問題，最後依據研究所得結論，提出可資我國參考之矯正

措施設計原則。第二節至第四節，將首先介紹美國、歐盟、及主要國際競爭

法組織，如OECD競爭委員會及ICN等對此議題之相關研究成果及政策建議；

1 參考Merger Remedies (OECD Policy Roundtable, 2003)
2 參考Antitrust Division Policy Guideline to Merger Remedies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titrust Division, October 2004); Commission Notice on Remedies Acceptabl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EEC) No. 4069/89 and under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447/98, [2001] O.J. 2001 c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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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整理介紹我國目前之執法現況，及相關問題。第六節從經濟分析的角

度，探討「結構面」矯正措施（structural remedies）及「行為面矯正」措施
（behavioral remedies）之成本效益為何。第七節綜合研究初步結論，從政策與
法規層面，提出對我國未來深化實施結合矯正措施所可參考採行之基本原則與

配套作法。第八節總結本文。

貳、美國法關於結合矯正措施之執法經驗

一、法規依據

美國聯邦法規對結合行為之主要規範依據，包括休曼法（Sherman Act）
第一條與克雷頓法（Clayton Act）第七條。休曼法第一條適用於具實際降低競
爭者之競爭能力之結合案例；克雷頓法第七條則擴及某限制行為於實質上足以

減損競爭（substantially lessen competition）者，亦即該限制行為具有「潛在」
反競爭之風險時，即有適用之餘地。依克雷頓法第七條

3
之規定：「從事商業

者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取得他一從事業者之股票，或其他股份資金之全部或一

部，或任何屬於聯邦交易委員會管轄之公司，取得他一從事商業者資產之全

部或一部，如取得之結果，對國內某一他地區之商業活動，造成實質上減損競

爭，或有形成獨占之虞者，不得為之。」本條之規定之規範對象為從事商務

者，涵蓋各類商業組織。
4

對於具有「實質減損競爭」疑慮的結合行為，依克雷頓法第十五條
5
以及

休曼法第四條
6
之規定，主管機關所得使用之規範手段頗為多元：例如以禁制

令，全面禁止該結合，或是選擇以協議裁決（consent decree7
）或在「修正優

3 15 U.S.C. §18 (1996).
4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第一條至第十七條，

202，2003年12月。
5 15 U.S.C. § 25 (1988) ( “[I]t shall be the duty of the several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in their respective district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to institute 
proceedings in equity to prevent and restrain such violations. Such proceedings may be by 
way of petition setting forth the case and praying that such violation shall be enjoined or 
otherwise prohibited.” ).

6 15 U.S.C. § 4 (1994).
7 協議裁決（Consent decree）係拘束反托拉斯署及被告之協定，其申請乃係於聯邦地
區法院公開為之，並成為具拘束力的法院命令。相對而言，修正優先矯正措施係於
結合反競爭疑慮出現之前，當事人修改或「修正（fix）」交易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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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fix-it-first）的原則下，接受矯正措施而允許結合當事人進行結合。在此
一廣泛的授權規定下，為讓反托拉斯署能掌握實施矯正措施的目的、原則、以

及可使用之具體手段，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乃於2004年制頒了「結合矯正措
施政策指引」（Antitrust Division Policy Guide to Merger Remedies；「政策指
引」）。

二、2004年「政策指引」之說明與介紹

「政策指引」之目的係在提供反托拉斯署官員及經濟學家於結合個案中的

一項實施架構，其著重於反托拉斯署所使用之矯正措施類型，以及確認該矯正

措施符合法律及經濟原則，並與認定競爭損害有實質的關聯。不過，「政策指

引」僅是原則性規定，並非在排除反托拉斯署得依判斷，採行不同類型措施之

裁量權。

（一）基本實施原則

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於適用「政策指引」時，應遵守以下幾項基本原

則：

1.  除非反托拉斯署基於合理之基礎得以確信結合案將違反反托拉斯法，否
則不得接受矯正措施之要求。

2.  矯正措施之建立，應基於嚴謹法律與經濟理論，謹慎運用於審議案件之
個案事實評估。

3. 矯正措施之目的在於回復競爭，而非進一步促進競爭。
4. 矯正措施在於保護競爭，而非競爭者。
5. 矯正措施應有被執行之可能性。
6. 反托拉斯署應投入必要的時間及資源，監督矯正措施被充分履行。

（二）矯正措施之類型

結合矯正措施有兩種基本形式：一為從結合市場結構著手之措施，另一

種則是針對被結合廠商（merged firm）之行為進行法律上的調整。前者「結構
面」（structural）的矯正方法通常涉及對結合事業出售資產之要求，例如被結
合廠商（merged firm）透過出售公司資產或智慧財產權的授權等方式，來創造
出新的競爭者。後者通常涉及以禁制令的方式管理或規制結合後事業之商業行

為。於某些案例中，二者可併存實施。在決定實施何種類型矯正手段時，反托

拉斯署會依以下順序原則進行判斷。

1. 優先考量結構面的矯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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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行為面矯正，結構面矯正較簡潔及確定，而行為面的矯正措施，典

型地較難操作、複雜且管理成本高，且較結構面的矯正措施更容易被規避。

 行為面的矯正措施至少須承擔四項潛在的大量成本，第一，關於監測被結
合廠商（merged firm）的行為及確認遵循法令與否的直接成本。第二，關於被
結合廠商（merged firm）規避矯正措施的所投入之間接成本。第三，行為面的
矯正措施可能限制潛在競爭行為。第四，行為面措施即縱使有效，但對未來行

為的規範，將同時限制了廠商因應市場變動的能力。

2. 解體必須包含使購買者成為有效率長期競爭者所需之所有資產
以出售資產達成解體的目標，係在確保結合當事人擁有維持結合前競爭規

模之手段及誘因。即解體資產必須數量夠大，方有可能讓購買者成為有效及

有效率的競爭者。另外，購買者也應確保於相關市場中利用所購得的資產，

不會清算或重新為不同的資產配置安排。若結合使資產成為極有價值的品牌

或其他無形資產，那麼解體應包含品牌出售或授權，使其購買者得以與他人

快速且有效地競爭。意即在有基礎客源的市場，為了以有效規模運作，被解

體（divested）的資產應一併將客戶轉移給購買者，或快速使購買者取得客戶
群。

一旦反托拉斯署提出協議裁決，裁決須涵蓋解體資產的精確說明，以及其

可如何用以維持結合競爭而解決反托拉斯署所關注問題。於提出法令後，若反

托拉斯署及被告同意出售未於協議裁決（consent decree）中說明的整組資產，
以解決交易所增加的競爭性問題，此時必須修正協議裁決（consent decree）並
說明新的解體資產及理由。

3. 優先考量既存商業實體的解體
反托拉斯署協助既存企業的解體，已顯示其於相關市場中競爭的能力。既

存商業實體應不僅僅處理所有有形資產，人事、顧客名單、資訊系統、無形資

產及管理基礎結構等皆為充分生產及相關產品之經銷所需者所應包含在內。若

欠缺前述某些特性時，結合廠商額外的資產需要被包含於解體組合內。

既存商業實體提供目前及潛在的顧客，乃相關產品可信賴的提供者，得建

立一項其為可生存的且為市場中有效的競爭者之有力假說。相反地，若一組資

產僅由部分既存商業實體組成，未能顯示其具備有效競爭的能力。

反托拉斯署應小心仔細審查結合廠商以低於既存商業實體之價格出售之提

議，因為結合廠商有充足的誘因出售較購買者未來有效地競爭的需求為數較少

的資產。進一步言，購買者可能願意以適當的價格購買這些資產，即使他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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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於結合前的規模下充分產生競爭，只要被解體的（divested）資產對購買
者有一定程度的價值

8
，其或許仍願意以低價購買之，不論他們是否矯正了競

爭的影響。

然而，若欠缺既存實體，或當某些實體資產已被潛在購買者所擁有，少於

既存商業實體的解體應加以考量。當有必要回復競爭，超過既存商業實體的解

體亦應予以考量。

4. 重要資產為無形者，被結合廠商必須將權利予以解體
重要資產為無形者－例如，有生產相同最終產品專利權的多數廠商進行結

合，則結構性救濟必須提供資產上之權利給一名或更多購買者。當矯正措施需

要將無形資產解體時，將產生被結合（merged）廠商能否享有資產上的權利的
問題。因為某些無形資產有特殊的經濟上權利，一方當事人利用資產並不阻礙

其他人使用之，出售人保有如同購買者的權利，並不會造成額外之成本。

然而，允許被結合（merged）廠商維持重要無形資產的使用權，可能會有
顯著的競爭風險。例如，無形資產的購買者若無權排除他人（特別是被結合的

廠商）使用權利，其於市場中的競爭力將降低。再者，分享無形資產的權利

（如專利或品牌），將降低結合後廠商間從事競爭行為（包含投資及行銷）的

意願，即購買者無積極競爭誘因。最後，當廠商間共享相同的商標或著作權

時，無人有適當的誘因去促進及維持品質及品牌的聲譽，而有阻礙購買人回復

有效的競爭的風險存在。

然而，當被結合廠商需要保有於無形資產上的權利以達明顯的效率時，例

如其無法透過與購買者訂定有效率的授權契約時，非排他性的授權，在回復競

爭的同時，也能確保購買者未來的競爭力。

5. 行為面措施僅於特定情形下適用
雖然行為面矯正措施易產生大量的監督成本，然而在某些情形下，行為面

的規範，有可能是較結構面更妥當的矯正措施。例如行為面救濟可能可以輔助

結構面措施的實行，或是當禁止結合將不利於效率的提升，而結構面救濟不可

行時。

(1)行為面矯正作為結構面矯正之輔助措施
於某些情形下，利用行為面矯正可有效協助結構面矯正的施行。例如短期

的供應協定搭配結構面矯正措施。若資產購買者因需重新配置工廠或改變產品

8 例如，協助事業於市場中獲利，或使其得以於相關市場中產生競爭的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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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而無法於期限內製造產品時，短期供應義務有助於確保競爭者存在的

功能。另外，像暫時限制被結合廠商取得解體中部分人事資產的能力，有時是

適當的而得以確保購買者有獨立於市場中競爭的能力。任何事業單位部分的解

體，通常會涉及將結合廠商人事移轉給資產購買者的問題。因現有的員工通常

就解體資產的運作是必要的，且該等員工擁有關於特定製造設備技術的知識、

或是必要軟體的研發者。為確保解體後市場能確實出現有效競爭，反托拉斯署

可能禁止被結合廠商於限制的期間內重新雇用這些員工。

(2)獨立的行為面矯正措施
單獨利用行為面矯正措施於美國反托拉斯實務上較為罕見。 通常是在禁止

結合和結構面矯正措施同樣會出現降低效率或為無法實現時，才會被考慮。反

托拉斯署要求行為面矯正措施必須是具體而明確。

於決定行為面的矯正措施是否恰當，反托拉斯署亦將考量監控及執行矯正

措施的成本。常見的獨立行為救濟形式為防火牆、公平交易及透明化規範：

2.1.1防火牆規範
防火牆是設計用於避免廠商內資訊的散佈。但此一措施有其本身內部的成

本。第一，反托拉斯署及法院必須耗費相當多監控時間及資源；第二，須設計

出一項得確認相關資訊、且無論如何資訊不會被散佈的規範。第三，防火牆經

常會破壞結合所生之效率。基於這些理由，於反托拉斯法令中防火牆的使用僅

屬例外。

2.1.2公平交易規範
公平交易規範包含平等使用及非歧視的概念。假設一上游獨佔者提出與下

游廠商三家之一者結合，且三家下游廠商皆於相同的相關市場中競爭。此結合

所生之問題為上游廠商有誘因提供被結合下游廠商較優惠的交易條件，而以提

供較不具吸引力的條件給另兩家下游競爭者。此時，必須考量公平交易條款，

即上游廠商必須提供相同條件給三家下游競爭者。然而當上游廠商結合下游廠

商後，由於其已成為上游廠商之內部事業單位，若能強求上游廠商僅得以統一

且非歧視性的較高價格出售產品予下游廠商，此實有違利用結合實現效率目標

的初衷，故使用該類型措施應相當謹慎，使裁量者得以實現反托拉斯矯正措施

之重要目標而不傷及市場績效。

2.1.3透明化規範
反托拉斯署有時會於垂直結合案例中適用所謂透明化規範，作為其唯一或

主要的救濟手段。此規範通常要求被結合廠商提供確定資訊給主管機關，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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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主管機關限制廠商於結合後從事反競爭行為。但此一手段的問題在於，第

一，有設計不會被規避規範之實際困難。第二，反托拉斯署監管機關須有能力

判斷資訊的重要性、及確認資訊確實已被審查。第三，反托拉斯署及法院必須

擴增大量資源於監控與執行規範。

2.1.4其他類型的行為矯正措施
包含像長期供應契約及限制重新取得稀少（scarce）的人事資產等。

（三）矯正措施之實施

1. 預先修正（fix-it-first）矯正措施應能消除競爭傷害
預先修正矯正措施是一項於結合前由當事人實施、反托拉斯署接受之結構

面矯正措施。於確定情形下，該修正矯正措施能比法令更快且有效地保有市場

競爭。例如，快速的解體能避免資產浪費等問題。

當預先修正矯正措施得被實施時，反托拉斯署將行使其行政裁量權，放棄

立案、並終結其調查權，不施加任何義務於結合當事人，而能保有結合前競

爭、有效率地使用資源、並節省社會成本。此制度提供塑造適當解體時更大的

彈性，因應不同購買者而量身訂做不同資產組合以使其具備競爭力。

當預先修正矯正措施得消除因結合所生之競爭傷害時，反托拉斯署將接受

之。其於審查預先修正矯正措施時，應謹慎檢視解體中出售者與購買者的關

係，且調查可接受的預先修正，是否包含比立案所能尋求更大量的救濟管道。

2. 多數協議裁決均應包括獨立性條款（A Hold Separate Provision）
協議裁決要求於交易結束後需要解體，被告應採取必要步驟以確認被解體

的資產得以維持如同獨立的、確切的及有銷路的狀態，而不會減損市場競爭之

獨立性與競爭強度。

3. 解體應盡速完成
反托拉斯署要求當事人盡速完成解體，主要乃基於以下考量。第一，盡速

回復市場競爭至結合前之狀態。第二，減緩於解體過程中資產價值潛在的浪

費。

根據解體資產的規模及複雜度，解體廠商通常獲得60至90天安排購買者。
協議裁決亦允許反托拉斯署得於解體廠商已盡善意努力（efforts），而延展期
間較可能成功解體時，行使裁量權以同意與否短期之延展。反托拉斯署將要求

於解體過程中定期的報告以確認有善意的努力，一旦提出最終和解即應促進快

速審查。

4. 反托拉斯署批准購買者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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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托拉斯署以三項基礎檢測決定是否批准提議之購買者。第一，解體不會

因該購買者而有礙市場競爭傷害。第二，購買者有誘因使用解體資產於相關市

場中競爭。購買者需提出證據，包含商業計畫、進入市場前的努力、或互補

產品的生產者地位，於相關市場中廠商的顧客及供應者之觀點亦予以考量。第

三，購買者有充足的企業才能、經驗及於長期市場中有效競爭的財務能力。

於決定是否提議的購買者「適合」，反托拉斯署不會比較於多數潛在購買

者的相對適合程度，並且直接出售給最適合的購買者。適當的矯正措施目標係

確認挑選的購買者將是有效率的、市場中可生存的競爭者，不必要為最佳的可

能競爭者。

5. 成功的解體與解體資產之出價高低無直接關係
解體措施，乃著眼於競爭的維持，而非解體廠商或建議的購買者是否為較

佳的交易協商對象。因此，反托拉斯署並不直接關注資產的交易價格是否「過

低」或「過高」的問題。因潛在購買者知悉解體廠商係被迫於有限時間內拋棄

資產，價格有可能因此而被策略性的壓低或哄抬。無論如何，反托拉斯署不會

考量解體資產的價格，反而更加關注於購買者的效能及於市場中存續的能力。

當購買價格「過低」，而被指為是購買者無意於市場中保有資產或競爭的

事證時，反托拉斯署將檢視資產清算價值
9
。然而，在大部分情形下，清算價

值很難確實被決定，且低於清算價值之出售價，不必然意指資產將於相關市場

外重新被配置，其可能只是表示購買者正在進行價格協商。因此，若反托拉斯

署充分確信購買者於相關市場中競爭之意圖，反托拉斯署並不要求價格超過清

算價值。而過高的資產出售價格將增加二項有害市場競爭維持的風險。第一，

提議之購買者支付高昂的價格以取得更大的市場力量。第二，支付過高價格的

購買者，因此而缺乏適當營運資金及增加破產的機率。

6. 不得限制解體資產之轉售
於潛在購買者因缺乏足夠資訊，導致出價過高而購得解體資產的情形，反

托拉斯署固然無法持續地預見並修正錯誤的市場結果，但若購買者得自行轉售

解體資產給有效運作的廠商，市場將自行修正錯誤。因此，反托拉斯署並無意

圖限制購買者轉售解體資產的能力，也不允許出售者限制之。然而，於例外情

形下，反托拉斯署若確信購買者於協議裁決期間將解體資產轉售給特定交易對

象時將產生反競爭效果時，此時即有必要限制購買者出售資產給之能力。

9 清算價值於此被定義為，於相關市場外重新配置資產使用時之最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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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出售者對解體資產之融資為反托拉斯署所強烈不建議採行者
出售者以債務或股東權益的形式將解體資產予以融資，將增生大量的潛在

問題。第一，出售者保有某部分資產的控制權，將削弱購買者的競爭力。第

二，由於出售者認為激烈競爭可能危害購買者償還融資資金的能力，出售者與

購買者競爭的誘因可能受阻礙。第三，若購買者破產，出售者於解體資產有相

同法定求償權。第四，出售者可能使用持續的關係作為交換競爭敏感資訊之管

道（conduit）。最後，購買者無力自銀行或其他借貸機構取得融資資金，增加
了購買者生存力的問題。基於這些理由，反托拉斯署不允許出售者將解體資產

的出售予以融資。

8. 強烈不建議採行「皇冠珠寶」條款（crown jewel provisions）
「皇冠珠寶」指若當事人不能於確定期間內出售最初達成共識的解體資

產，可將更有價值的資產附加於最初解體組合，作為備位的解體資產。反托拉

斯署不贊成使用這種解體資產安排。因回復競爭並非為了處罰結合廠商，而是

結合矯正措施的目標，協議裁決不應要求皇冠珠寶資產的解體超過矯正競爭問

題所需的資產。另外，皇冠珠寶規範亦給予購買者控制或運用的機會，若僅有

少數潛在購買者，且知悉於有皇冠珠寶條款，其可能有意地延遲解體資產之議

價，以使其得以具吸引力之價格取得之。

9. 協議裁決必須包含出售受託人（trustee）之條款
若被告未能於法令所述期間內完成要求的出售，反托拉斯署應立即指派、

並使法院委任一名有責完成解體且反托拉斯署可接受的購買者之受託人。出售

受託人應確保法令以即時且有效的方式實行。故，若被告於合理時間內未完成

解體
10
，應立即委任一名出售受託人；而被告於解體期間無法管理解體資產而

未損傷其價值時，營運的（operating）受託人11
是必需的；或受託人的專業技

能對有效解體是相當重要時，監控的受託人
12
亦為必需的。

10 反托拉斯署初期已合理認定被告將不會於合理時間內完成要求的解體。例如，若資
產快速惡化，使出售者有誘因延遲解體，或當被告花費異常長的時間始得完成要求
的解體，反托拉斯署可能要求立即委任出售受託人。

11 依據法令的條件，營運的受託人有責逐日管理所有或部分被要求解體的商業。惟營
運受託人極度不可能有適當的知識及短期內有效營運商業之誘因。因此，僅於反托
拉斯署認定被告在解體期間可能誤管資產，並因此損傷解體得回復有效競爭的可能
性時，始委任營運受託人。

12 監控的受託人有責審查被告遵循法令之義務，以出售資產與可接受之購買者，或遵
循禁制令規範，以保有被告於其他商業營運中獨立資產。惟，監控受託人的工作可
能潛在地與反托拉斯署法令執行之努力成果起衝突，故其僅適用於反托拉斯署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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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協議裁決之遵循及執行

不論是預先修正矯正措施，或包含結構面或行為面規範的協議裁決，當事

人皆須維持結合前的競爭規模，反托拉斯署始得同意該矯正措施。反托拉斯署

有責依據公共利益及先例，確認同意的矯正措施之嚴格實施及遵從，首先必須

確定當事人將正確無誤地遵循法令，充分公告予法令執行對象知悉，並規範其

得以收集監控遵循法令之所需資訊的方法。反托拉斯署亦透過民事或刑事藐視

程序，強制執行協議裁決。

參、歐盟關於結合矯正措施之執法經驗

一、法規依據

有關歐盟結合矯正措施之法規依據，主要可追溯至歐盟競爭法規對結

合行為之規範。首先，在原《歐洲共同體條約》（The European Community 
Treaty）第81條與第82條，即現行《歐盟運行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的第101條與102條中關於私人企業間之競爭實體規範，
而這兩個條文的立法要旨主要為「禁止企業間任何限制競爭之協議」與「禁止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然而，在《歐盟運行條約》第101條與102條中並未提及任何企業合併控制
之規範辦法，爾後在歐盟經濟快速發展下，各企業紛紛欲擴充壯大、互相結合

以求生存，如此一來，企業合併所造成之公平競爭問題漸漸浮上檯面，於是歐

盟在1989年又通過了《結合規則》（Merger Regulation）13
，作為事業結合的管

理依據。

在2001年11月12日，執委會於其公布的綠皮書（Green Paper on the Review 
of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中認為，為了因應歐盟的經濟發展
現況，應該重新檢視結合管制的相關規範，因此各界開始進行結合規範的相

關討論，終於在2004年，歐盟執委會通過了針對企業間經濟力集中度控制之
新《結合規則》

14
來取代前述之《結合規則》，並同時頒布《水平結合準則》

使用的方式、且具有技術專業的監控受託人能扮演一個有價值的角色時。
13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4064/89 of 21 December 1989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14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f 20 January 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Official Journal 2004 No. L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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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15
。

此外，在2001年頒布《結合規則》與2004年修正《結合規則》之後，歐盟
皆隨之頒布了《結合矯正措施通知》（Remedies Notice）16

及其相應之修正版

本
17
，來規範有關企業合併後的救濟措施，本通知的相關內容乃為本章主要分

析之重點。

二、「結合矯正措施通知」之說明與介紹

《結合矯正措施通知》在2001年發布，乃衍自1989年通過之《結合規則》
及1998年通過之《有關結合規則之通知、時間限制與聽證條例》18

；由於《結

合規則》及其執行條例（Implementing Regulation）19
在2004年有所修正，因此

同年歐盟執委會即頒布新的《結合矯正措施通知》。以下說明與介紹的乃是現

行之2004年《結合矯正措施通知》。
（一）立法目的

《結合矯正措施通知》的立法目的，是要提供一個有關市場集中度之修正

指導原則，此種修正欲透過歐盟執委會的矯正來消除市場競爭之集中程度，因

此普遍被視為一種救濟措施。此外，《結合矯正措施通知》中的指導原則更反

映了在《結合規則》從1990年開始執行以來，執委會對於矯正措施之評估、採
納與執行之發展經驗。

（二）一般原則

1. 責任分配
在《結合規則》的架構下，歐盟執委會有責任去證明結合後之集中程度會

明顯阻礙競爭。歐盟執委會對當事人表達其對競爭情形之關注，希望能由當事

15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horizontal mergers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Official Journal 2004 No. C 31/5

16 Commission notice on remedies acceptabl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and under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447/98, Official Journal 2001 No. C 68/3

17 Commission notice on remedies acceptabl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and under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802/2004, Official Journal 2004 No. C 
267/1

18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447/98 of 1 March 1998 on the notifications, time limits 
and hearings provided for in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19 Commission Regulation(EC) No 802/2004 of 7 April 2004 implementing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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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出制訂適當與相應之矯正措施的建議。欲合併的當事人會對執委會提出承

諾，而執委會除以當事人承諾為基礎外，不得對授權決定單方面地強加任何條

件。即便當事人提出超出維持競爭環境之必要條件的承諾，執委會也沒有任何

權限去拒絕或對授權決定單方面加入其他條件。倘若當事人未有效提出足以消

除競爭集中度之矯正措施，則執委會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禁止該結合。

執委會必須要去評估當事人所提出之矯正措施執行後是否得以消除競爭的

集中程度。此一判斷涉及當事人是否擁有評估的必要相關資訊，尤其是該措施

的可行性與解體（divesture）後的存活率與競爭力等。因此，當事人有責任提
供執委會對評估當事人所提出之矯正措施的必要、有效資訊。

2. 接受結合矯正措施的基本條件
在《結合規則》下，僅僅在當事人之承諾足以提供符合共同市場之集中程

度，並得預防對有效競爭之明顯阻礙時，執委會才有權力接受該結合矯正措

施。因此，執委會必須由消除競爭集中度，以及廣泛、有效地由各方角度去考

量。

當事人所提出之結構上的承諾，尤其是「解體」，只有在執委會認定此承

諾有執行的可能性，且新的商業結構乃具可行性與可持續性之「確定性的必要

程度」（the requisite degree of certainty），才符合採納本矯正措施之條件。如
此是為了確保有效競爭之明顯阻礙不會出現。為了要使當事人之承諾都遵守這

些原則，必須要有有效的監控機制。「解體」的矯正措施一旦執行，就不需要

任何進一步的監控措施；而其他類型的矯正措施則是需要有效的監督機制，如

此係為了確保其效率並未減少或甚至被消除。

3. 不同類型結合矯正措施的適當性
在一個結合案例中，是否有矯正措施？哪一種類型的矯正措施是適當的？

則需要依個案來檢視。不過一般而言，普遍可區分為「解體」措施與其他結構

性矯正措施。依本通知之文義，歐盟執委會認為，「解體」係解決水平合併引

發之競爭問題的最好方式，也可能係解決垂直或多角化結合的最佳手段。但倘

若其他結構性的矯正措施與「解體」有相當之效果，那麼這個承諾可能亦適合

解決所有類型之問題。另外，與未來合併後企業行為有關的承諾，只有在非常

特殊的例外情況才能被接受，尤其是水平合併所引發之競爭問題，這種承諾諸

如合併後不會提高價格、縮小產品範圍、消除品牌等等，一般來說都無法消除

競爭的集中問題。在任何案例中，這種矯正措施的類型只有在其可行性得透過

有效實施與監督完全被確保，並且沒有扭曲競爭之風險時，始可例外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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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程序
執委會在任何程序階段中都可以接受當事人的承諾。然而，有鑑於深入

的市場調查都僅於第二階段程序中進行，因此在第一階段對執委會提出之承

諾，必須要足以排除《結合規則》第六條第一項第(c)款「嚴重懷疑」（serious 
doubts）之意義範圍。根據《結合規則》第十條第二項，執委會必須在《結合
規則》第六條第一項第(c)款之「嚴重懷疑」因為當事人之承諾而被排除時，
就馬上採取批准決定。這個規則尤其適用於第二階段訴訟程序的早期所提出

之承諾。經過深入的調查，且執委會在其所提出之反對聲明（Statement of 
Objections）中已達成此合併乃造成有效競爭的嚴重阻礙之初步看法後，當事
人所提出之承諾就必須要能夠消除這個有效競爭的嚴重阻礙始得被接受。

凡當事人違反承諾中所提出之義務，執委會得分別依《結合規則》第六條

第三項與第八條第六項之規定，來撤銷其依《結合規則》第六條第二項或第八

條第二項之決定。在違反義務的情形下，當事人也可能分別依《結合規則》第

十四條第二項第(d)款，與第十五條第一項第(c)款被處以罰鍰。倘若一個條件
被違反，例如一個企業沒有依承諾在期限中解體，或是解體後又再恢復原狀，

則執委會相應之決定就不再適用。在這種情形之下，執委會可能採取兩個措

施：第一、根據《結合規則》第八條第五項第(b)款採取適於維持有效競爭之臨
時措施。第二、如果其合致於《結合規則》第八條第四項第(b)款的條件，執委
會得提出任何適當措施之命令以確保企業解消其集中度，或是依據第八條第七

項，採取第八條第一至三項之決定。此外，依據《結合規則》第十四條第二項

第(d)款，當事人也有可能被處以罰鍰。
5. 解體承諾（divestiture commitments）的範例文本
歐盟執委會已經在2003年發布了一份《解體承諾的最適實踐準則》（Best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Divestiture Commitments）20
，其中包括「解體承諾」之

範例文本（Standard Model for Divestiture Commitments）與「受託人託管」之
範例文本（Standard Model for Trustee Mandate）。這些範例文本並非要提供與
所有案件相關之詳盡事務，在合併程序中也沒有法律拘束力；相反地，這些文

本僅僅是要對《結合矯正措施通知》做補充，設定一個提供當事人使用之解體

承諾標準格式，同時在特定案件中此文本也預留了可調整之彈性。這些文本可

能會不斷地更新，且倘若有需要的話，執委會也會發出更深入之結合矯正措施

20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legislation/divestiture.html，查訪日期：
201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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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文本。

(1)矯正措施類型
若企業合併後的集中度會明顯阻礙有效競爭，那麼維持有效競爭最有效率

的方式除了禁止以外，就是創造出一個新的競爭實體，或是透過合併當事人之

「解體」來加強既存競爭者的競爭力。解體必須包括一個可長久、持續獨立

運作的事業。為了讓事業獨立運作，必須是執委會認可不存在反競爭疑慮的市

場。另外，也應考慮到事業移轉給新所有人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這些風險可能

會使市場條件變得更加反競爭。

在被解體事業的範疇部分，該通知規定，事業必須包括確保持續經營、維

持競爭力，且係最近營運所需之資產，以及僱用之人員。若該人員或資產能夠

確保事業持續獨立營運以及競爭力，除去該人員或資產營運將陷入困境者，便

皆須包括在內，即使是和該方其他事業所共有之人員和資產亦同。因此必須包

括Ｒ＆Ｄ團隊、ＩＴ人員等，即使該人員近期係受僱於事業其他單位部門；係

分派至他單位部門之資產，或他單位部門擁有資產所有權亦同。

此外，事業必須能夠獨立運行。因此，未來可能甚至是被假定之承購者的

資源，在執委會評估矯正措施時，都不能被列入考量。但如果該事業已和特定

承購者達成買賣協議結論者，則執委會可將其列入評估考量中。

1.1. 獨立企業與替代方案接受之條件
正常來說，一個獨立運作的事業在過渡期中，就要素供應或其他情事可以

獨立於合併事業單獨作業。執委會偏好一個已經存在的公司、集團，或是法律

上尚未存在的事業部門。但是執委會基於比例原則的考量，有時也會將與事業

有強烈連結的部門「割讓」出去。為了減低永續獨立運作與競爭力的風險，他

們可能會建議割讓一些不必要割讓的部分，但該事業也可能採取「反割讓」的

方法來應付。

另外，如果競爭問題是起源於科技或智財權，則科技或智財權的解體是較

為可行的矯正措施。在例外情形下，執委會允許一個獨家的、有時間限制的品

牌，使其在可預見時間內能夠品牌再造。在第一個品牌再造的階段後，接下

來是第二個叫做「停電期」（blackout phase）的階段，戒斷所有品牌的使用。
目的是使被授權人能夠將顧客自授權品牌移至自有品牌，以創造一個獨立運作

的競爭者，而不須將授權品牌解體。不過，用品牌再造矯正措施來恢復有效競

爭，風險遠大於解體事業。因為品牌再造在「是否新品牌能夠建立成為一個活

躍的競爭者」上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所以品牌再造必須先確認授權可持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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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維持競爭，被授權人在品牌再造後亦得成為有效競爭者。

1.2 不得再收購條款（Non-reacquisition Clause）
為了維持矯正措施的結構性成效，除非執委會知道市場條件已改變，承諾

必須確保合併主體不能持續對被解體之事業具有影響力。另外，承諾必須可確

保事業十年內不能重新獲得影響力，否則即使未明定事業有此權利也將違反承

諾。

1.3 替代解體承諾：皇冠珠寶21

執委會無法接受不能有效競爭的風險。因此執委會只有在下列情況下，才

會接受解體承諾：第一，沒有不確定性，承諾中提到的解體由可獨立運行之事

業組成；第二，若該方無法達成最初承諾，必須提出替代方案，而替代方案須

為「皇冠珠寶」。為了去除過渡期的風險，過渡期的保護措施以及對於所有資

產採用不同措施是必要的。此外，承諾必須建立一個明確的原則以及時間表，

以明示如何及何時使解體義務有效，執委會執行可以更迅速。

1.4 轉移至適合的承購者
為了確保事業解體賣予合適的承購者，該承諾必須包括界定其合適性的原

則，使執委會得以作出解體得以移除競爭疑慮的結論。至於承購者適格性要求

如下：第一，獨立於目標公司，與其毫無關連。第二，擁有足夠財力、動機

和能力維持並發展事業與他事業競爭。第三，對於競爭不得可能增加新的危險

性，不得拖延執行。惟承購者資格之要求係依個案認定。

在各類資產轉移類型中，預先修正矯正措施（Fix-it-first remedies）是執委
會頗為鼓勵的一項方法。即被要求出售資產之一方，在執委會的認定合適承購

者過程中，已和特定承購者就購買有大致之合意，而執委會認定該解體事業轉

移予被認定之承購者已可消除執委會對競爭之疑慮時，則不再需要發出任何決

定，被解體事業可以在短時間內被移轉。不過這種案例通常是在只有少數潛在

承購者時會被認為適格，尤其是被解體事業不是一個可獨立運行的事業，但只

要有承購者的特定資產，或者承購者之特定特質，就能完成此種矯正措施解決

競爭疑慮時。

(2)移除其與競爭對手之連結性
解體承諾可能出現在當事人與競爭者間的連結性將提高競爭集中度的案例

中，並用於移除此連結性。在合資企業（joint venture）中，為了要切斷與主要

21 「皇冠珠寶」是指被併購公司的資產中最有收益或是最值得投資的部份，即購併案
中最有價值的精華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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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的結構性連結，該企業之少數股權或是主要競爭企業之少數股權的解體

似乎是有必要的。若競爭企業中之少數股東在財務方面會提高該公司之競爭集

中度，則執委會得例外接受與競爭企業少數股權有關之權利的犧牲。在這種情

況下，當事人必須要放棄股東與競爭行為相關之所有權利，例如董事會上的代

表權、否決權以及資訊權。

(3)其他矯正措施
雖然解體或移除與競爭者間之連結性是歐盟執委會首選之結構面矯正措

施，但這並非是消除競爭集中度之唯一可能的矯正措施。執委會在其他矯正措

施之效果等同於解體之情況下，得接受該類型之承諾。

3.1 開放使用矯正措施（access remedies）
有些案件中，執委會得接受企業開放其重要基礎設施、網絡、關鍵技術

（包括專利、專有技術或其他智慧財產權等）或必要投入的矯正措施，而通常

市場中的各方都可以在不歧視與透明的情形下准予取得並使用該技術。

3.2 長期獨家契約之改變
因集中度造成的市場結構轉變會導致現有契約之約定不利於有效競爭。在

排除上游（其競爭者的投入）或是下游（其對顧客的通路）的長期獨家供貨協

議中，這種不利競爭之情形會更加容易存在。倘若合併後的企業體將有能力及

誘因去以這種方式排除其競爭者，則這種排除效果即可能阻礙有效競爭。在這

種情況下，既存獨家契約的終止或改變，得被認為是消除競爭集中度的適當方

式。

3.3 其他非解體之矯正措施
執委會認為，非結構類型之矯正措施（例如當事人放棄某些諸如組合銷售

等之商業行為的承諾）一般而言不會消除水平合併所造成的競爭集中度。在任

何案例中，因為缺乏實施上的有效監督，因此這樣的措施都難以達成其有效性

之必要程度。

事實上，執委會不太可能有能力去檢驗當事人是否有遵守承諾；甚至連其

他市場參與者都未必可以確定當事人在實踐中是否有達成其承諾。此外，即便

其競爭對手得以確定當事人是否有實現承諾，其也沒有誘因去提醒執委會，因

為他們並不會因為當事人所提出之承諾而直接受益。因此，執委會只有在特定

的例外情況下，會考慮接受非結構性的矯正措施，例如在企業集團結構中產生

的競爭集中度問題。

(4)審查條款（Review Clause）



結合矯正措施之研究 197

無論是哪個類型的矯正措施，企業所提出之承諾都會有一個審查條款，這

個條款允許執委會在當事人提出正當理由時，在例外情形下准予延長承諾之期

限，或是免除承諾、修改承諾、接受替代承諾之方案。

肆、我國關於結合矯正措施之現況

一、法規依據

我國相關結合矯正措施之規定，於公平交易法第12條。其中第1項：「對
於事業結合之申報，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者，中

央主管機關不得禁止其結合。」乃是現行結合申報案件之審查標準。中央主管

機關應就申報事業之結合所可能造成之「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兩者作一衡量，因兩者均為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因此主管機關存在相當大

之裁量空間，從而據此所審查結果倘為前者大於後者，依法明文不得予以禁

止，以免過當之干預。此明確揭示事業結合具有利弊共生之本質，而主管機關

斟酌是否干預，則應對於利、弊進行衡量。觀之各國結合審查標準，多以美國

採取之「實質減少競爭」（substantial lessening of competition）為衡量準則，
過去尚有歐盟所採之「控制地位標準」（dominance test）、英國採行「公共利
益」（public interest），惟渠等近年均已趨向以「實質減少競爭」為結合審查
之標準

22
。反觀我國公平法之結合審查標準，蓋「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

爭之不利益」之內涵似未臻明確，實務上公平會亦未如其他國家之競爭法主管

機關制定詳盡之結合指導原則闡明其內涵
23
。惟各國皆有以採實質減競爭為審

查標準之趨勢，我國於衡量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時，公平會除就

過去處理過之案例，儘可能就個案所可能創造或產生之整體經濟利益進行分析

外，亦會參酌國際競爭法組織與其他主要經濟體，如OECD、美國、歐盟等之

22 Mike Walker, “The New Merger Regulation and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Will They 
Make a Difference?”, Charles River Associates Ltd. (2004)；早期1973年之公平交易法
係以「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此廣泛之概念，為判斷依據，競爭政策改革
後，2002年之事業法則改以實質減少競爭原則（substantial lessening of competition）
為結合審查之判斷標準。劉孔中、劉崇堅、周韻采等，電信產業跨平臺結合之競爭
規範，九十七年委託研究報告一，127-128，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008）。

23 如美國、歐盟、澳洲均有其相關之結合指導原則。何之邁，註釋公平交易法第十二
條，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第一條至第十七條，九十二年度委託研究
報告七，440-441，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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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而為公平會審酌之參考。

而針對我國結合矯正措施，其主要之法源依據，乃規定於公平交易法第12
條第2項：「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十一條第四項申報案件所為之決定，得附加
條件或負擔，以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此外，倘若事業

未履行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依同法第13條之規定，主管機
關得禁止其結合、限期命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

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又，事業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前述所為之

處分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命解散、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

二、案例類型介紹

對於事業結合，於確保結合整體經濟利益大於其限制競爭的不利益，而

無禁止其結合之必要時，可對結合當事人課以相關的矯正措施，包括結構面

（structural remedies）與行為面（behavioral remedies）兩大類。結構面通常是
指為求恢復相關市場競爭結構的一次性救濟

24
，是直接對市場的競爭結構進行

干預，通常要求對結合的當事人為結構上的改變，最典型的方式如「解體」

（divesture）。結構面的矯正措施旨在為潛在新競爭者的出現創造條件，抑或
增強市場上現存的他競爭者

25
；行為面的矯正措施，則旨在規範或者限制結合

當事人競爭行為的普遍性具持續性的方式
26
，是為了彌補市場競爭的擔憂，迫

使事業結合後採取或不採取某些行動，以限制結合後之市場力量，進行結合後

之反競爭行為
27
，故通常是針對結合當事人的將來行為，要求渠等遵守特定的

義務，以防止反競爭效果的出現。

公平會於處理事業結合之案例，亦不乏有依公平法第12條第2項規定而附
加負擔不禁止事業結合者

28
。以下即就公平會近年處理之代表性案例為一簡要

24 ICN Merger Working Group: Analytical Framework Subgroup, MERGER REMEDIES 
REVIEW PROJECT, Report for the fourth ICN annual conference, 7(2005).

25 Competition Bureau (Canada), Information Bulletin on Merger Remedies in Canada, 
2(2006).

26 Competition Commission (UK), Merger Remedies: Competition Commission Guidelines, 
9(2008).

27 ACCC, “Managing merger remedy risks : approaches utilized by the ACCC”, OECD/KPC 
Seminar for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2010).

28 2002年2 月修正前公平法第12 條規定，事業結合經審酌結果，如認其對整體經濟
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予許可。至於該許可是否得附加
附款，並無明文規定。惟公平會早期在為結合許可時，即曾對少數結合許可案附



結合矯正措施之研究 199

之介紹。

（一）結構面矯正

1.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與盛庭、凱擘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之12家有
線電視系統之結合申報案

29

(1)結合內容：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擬透過百分之百直接持股之子公司大富媒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現金為對價之方式購併荷蘭商PX Capital Partners B.V.所持有之
盛庭股份有限公司100%普通股股權30

。

(2)結合案對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評估：
該結合案有益於數位匯流下之產業發展與公平競爭及提供消費者多元選擇

之整體經濟利益，至於涉有部分限制競爭不利益疑慮之有線電視系統服務市場

及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市場，該二市場之市場集中度相較於固定通信服務及

數據通信接取服務市場，市場集中度較低且市場規模亦較小，而面臨未來數位

匯流之趨勢，擁有固定通信網路之固定通信市場主導者，其市場力量將逐漸跨

入鄰接的視訊媒體相關產業，而成為匯流後通訊傳播產業之市場主導者，基於

現有產業結構及未來產業發展趨勢，唯有從基於執照別所形塑的既定業務範疇

內的競爭，轉變成基礎通訊傳播網路的平台競爭，始能確保未來數位匯流後市

場的可競爭性，是有促成第二條寬頻網路與固定通信網路之市場主導者從事競

爭之必要性與及時性。而本結合在現有法令管制架構及市場結構下的限制競爭

疑慮，隨著未來技術進步及數位匯流之發展，均可逐漸獲得減緩。是故，本結

合案對整體經濟之利益應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3)不禁止其結合之附款
為避免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利用其在有線電視系統服務市場及衛星廣

播電視節目供應市場之優勢力量，造成有線電視系統服務市場、衛星廣播電視

節目供應等市場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虞，並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

加實質的負擔。如：（83）公結字第038 號百佳公司吸收合併台灣屈臣氏大藥房公
司案、（83）公結字第039號百慕達商Swire Industries Limited 受讓台灣可口可樂股
份有限公司80%股權案，以及（83）公結字第042 號安麗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受讓
美商安麗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之資產與營業案。何之邁，公平交易法實論，2
版，82，三民書局（2002）。

29 公平會（98）公結字第098004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30 加計特別股後，共持有盛庭公司總股權77%，為公平交易法第6條第1項第2款及第5
款規定之事業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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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之不利益，故不禁止其結合，而公平會在結構管制上附加負擔如下：

結構面矯正措施：

(a)  申報人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1年內，處分申報人直接或間接控
制之其中一家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之全部股份。 

(b)  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3年內，不得
指派代表擔任紅樹林有線電視股份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等職

務。 
(c)  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3年內，自製代
理銷售之類比衛星廣播電視節目合計不得超過（含）21個。

2. Avenger International Limited擬透過國內外關係企業與大新店民主有線電
視股份有限公司之申報結合案

31

(1)結合內容：
Avenger International Limited擬透過國內外關係企業持有或取得大新店民

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至多達100%之股份，並得以直接或間接控制該公司
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為公平交易法第6條第1項第2款及第5款規定之事業結
合。

(2)結合案對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評估：
法令上並無限制一般投資公司與有線電視系統業之跨業經營，故Avenger 

International Limited擬透過國內外關係企業與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公司之結
合，不論法令管制解除與否，對「臺北縣新店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

之競爭尚不產生任何影響。此外，該產業相關技術之發展經年且已臻成熟，是

相關技術的發展並不會對其他事業跨業經營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之服務產生困

難。又，該案結合後並未對「臺北縣新店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之競

爭產生實質減損效果。且引進國外之資金及技術，提昇產業之整體競爭力，為

消費者提供更高品質及多元化之有線寬頻互動網路服務，有助於整體經濟利益

之提升。 
(3)不禁止其結合之附款： 
為避免結合後，凱雷（凱擘）公司相關事業直接或間接獲得大新站民主有

線電視公司相關業務經營之資訊，或有其他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行

為，並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故不予禁止結合，而附加負

31 公平會（97）公結字第097003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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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如下：

結構面矯正措施：

A.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席次，不得由凱
雷（凱擘）集團相關事業

32
擔任。

綜觀上述，公平會僅對於有線電視業者之結合案，始有作出結構面矯正

措施之決定，而該措施除出於避免結合事業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行

為
33
，亦有考量有線廣播電視法規之因素於其中

34
。此外，公平會所作出結構面

矯正措施的決定，均是要求結合事業處分其股份，亦或對於董事、監察人等職

務之限制，此種措施在歐、美等國，並非屬於結構面之矯正措施，反觀歐、美

各國所承認典型的結構面矯正措施，亦即解體、處分事業的資產等類型，截至

目前，公平會則尚未曾對結合事業附加此種負擔。是故，實難謂我國公平會有

作出真正的結構面矯正措施之決定。

二、行為面矯正

32 包含但不限於Carlyle Asia Partners II,L.P.、Hamlet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Carlyle Unicorn Holdings Limited、Unicorn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Unicorn 
Investors S.a r.l、PX Capital Partners B.V.、盛庭股份有限公司、盛浩股份有限公司、
凱擘股份有限公司、新唐城有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3 公平會有線電視規範說明中，規定：「⋯參與垂直結合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若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則其結合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亦已明顯大於整體經濟之利益。
(1)與該垂直結合事業具有控制或從屬關係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其訂戶數合計超
過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一：若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訂戶數達到此一標準，一旦決
定停播某頻道，不僅將對全國三分之一以上之收視戶權益產生影響，對有線電視頻
道供應者更會造成極大之傷害。(2)與該垂直結合事業具有控制或從屬關係之有線電
視系統經營者，超過全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總家數三分之一：若事業控制或從屬
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數目超過總家數三分之一，顯已掌握極大之市場力。⋯」

34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1條第1項規定：「系統經營者與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
之系統經營者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一、訂戶數合計超過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一。
二、超過同一行政區域系統經營者總家數二分之一。但同一行政區域只有一系統經
營者，不在此限。三、超過全國系統經營者總家數三分之一。」以台灣大哥大股份
有限公司之結合案為例，申報人其控制從屬公司所控制之有線電視系統，結合後總
收視戶數占全國總收視戶數比例為32.27%，家數16家占全國總家數（63家）比例為
25.39%，尚未逾越前開規定，惟倘擴大認定加計申報人持股29.53%且未擔任董事資
之紅樹林有線電視公司，結合後與申報人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有線電視系統之收視
戶數，即占全國總收視戶數比例為33.40%，則將稍超過前開規定。因此該結合案之
結構面措施，乃是為確保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所擁有的有線電視系統收視戶數
不逾越有線廣播電視法所定之最大經營規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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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結合申報案
35

1. 結合內容：
愛貝克思股份有限公司等9公司36

擬以合資方式在我國新設數位線上音樂

服務公司（名稱暫定為「尖端音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新公司），遠傳電

信股份有限公司同時取得新公司50%股份，並與其他參與結合事業共同經營新
公司，亦將控制新公司之業務經營與人事任免，為公平交易法第6條第1項第2
款、第4款及第5款規定之事業結合。

2. 結合案對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評估：
本案有助促進行動通信服務及數位線上音樂服務市場競爭，增加行動通信

上下游產業的生產效率及配置效率；提供涵蓋範圍更廣、更多樣化及高品質之

服務，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並提昇唱片發行及數位線上音樂產業之國際競爭

力及促進研發與創新；並具有消費面的網路外部性等整體經濟利益， 故本結合
案對整體經濟之利益應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3. 不禁止其結合之附款：
惟為避免本案或有可能造成的唱片發行公司聯合行為以及造成市場封鎖效

果等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虞，並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故不禁止其結合而附加負擔如下：

行為面矯正措施：

(1)為避免本案或有可能造成的唱片發行公司聯合行為以及造成市場封鎖
效果等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虞，並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

爭之不利益，故附加負擔如下：

(2)申報人對音樂相關著作權，不得無正當理由拒絕授權予其他數位線上
音樂（包括網際網路音樂及行動音樂）服務提供者，或僅對新公司獨

家授權與交易。

(3)申報人在唱片發行時間或其他交易條件上，對其他數位線上音樂（包
括網際網路音樂及行動音樂）服務提供者，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

待遇行為。

(4)申報人不得透過共同經營數位線上音樂服務業務之機會，針對唱片發

35 公平會（99）公結字第099002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36 愛貝克思股份有限公司、 豐華唱片股份有限公司、金牌大風音樂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華研國際音樂股份有限公司、福茂唱片音樂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索尼音樂娛樂
股份有限公司、環球國際唱片股份有限公司、眾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9位。



結合矯正措施之研究 203

行相關業務交換影響市場競爭之重要敏感性資訊，或從事聯合行為。

（二） 美商Microsoft Corporation及美商Yahoo！Inc.域外結合之事業結合申報
案

37

1. 結合內容：
微軟公司及雅虎公司簽訂「正式合作協議」，內容為雅虎公司於合約期間

10年內將部分核心搜尋技術專屬授權予微軟公司，由微軟公司整合雙方之搜尋
引擎及關鍵字廣告平台，並成為雅虎公司之網頁搜尋及關鍵字廣告平台之獨家

專屬提供者，雅虎公司於整合後則退出前述業務之經營
38
。

2. 結合案對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評估：
結合前微軟公司於我國並未經營關鍵字廣告平台服務雙方未處於競爭狀

態，結合後，微軟公司整合雙方技術並成為雙方關鍵字廣台平之提供者，雅虎

公司則退出平台經營；而關鍵字廣告業部分，依據雙方之營收分配機制，基於

自身利益考量，雙方將各自努力爭取關鍵字廣告營收；而前端入口網站部分亦

各自經營，後端之搜尋技術雖由微軟司負責提供，惟雅虎公司仍具更動網頁內

容權利，故難認有顯著限制競爭之慮， 故本結合案對整體經濟之利益應大於限
制競爭之不利益。

3. 不禁止其結合之附款
因台灣雅虎公司於我國之搜尋及關鍵字廣告服務均居市場之領導地位，為

避免參與結合事業雙方於搜尋及關鍵字廣告平台技術之結合，強化結合事業之

市場力量，甚或提高交易相對人對渠等之倚賴程度，形成封鎖效果，或對於交

易相對人有濫用市場力量等行為，故為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對該結合案不禁止其結合而附加負擔如下：

行為面矯正措施：

(1) 申報人不得利用因本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不當限制關鍵字廣告之
交易相對人不得與特定事業交易之行為。 

(2) 申報人不得利用因本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與交易相對人從事其他不
公平之交易行為或約定具限制競爭效果之交易條件。 

(3) 申報人不得利用因本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不當價格決定、維持或
變更；或有妨礙他事業公平競爭；或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37 公平會(99)公結字第099001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38 雙方於搜尋及關鍵字廣告業務之合作協議，合致公平法第6條第1項第4款「與他事
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之結合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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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監督措施：申報人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3年內，於每年12月底
前提供本會下列相關資訊：關鍵字廣告之營運規模、在台就業與研發人

數，及市場占有率等產業結構之變化。

（三）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與盛庭、凱擘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之12家有
線電視系統之結合申報案

39

1. 結合內容：
如前所述。

2. 結合案對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評估：
如前所述

3. 不禁止其結合之附款
公平會在行為管制上附加負擔如下：

行為面矯正措施：

(1) 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自製代理之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不得無正當理
由拒絕授權予其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

者、多媒體內容傳輸服務經營者，或其他具競爭關係之有線或無線網路

傳輸訊號之頻道服務提供者，或為其他差別待遇之行為。 
(2) 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自製代理之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不得無正當理
由以不同價格或價格以外之條件授權予其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直播

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多媒體內容傳輸服務經營者，或其他具競爭

關係之有線或無線網路傳輸訊號之頻道服務提供者。 
(3) 監督措施40

：申報人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3年內，於每年7月1
日前，將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自製代理銷售之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之

名稱及代理契約書送交本會備查。 
(4) 監督措施：申報人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3年內，於每年7月1日
前，將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自製代理銷售之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之報

價、授權價格、優惠方式、銷售對象等交易資訊送交本會備查。 
(5) 監督措施：申報人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3年內，於每年7月1日
前，將申報人或其控制從屬公司網際網路各項服務之零售及批發價格、

39 公平會（98）公結字第098004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40 為確保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於結合後，在有線電視系統服務市場及衛星廣播電
視節目供應市場未有從事濫用市場力量之可能性，及進數據通信接取服務市場之競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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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主要數據通信接取業者之網際網路互連頻寬費用等交易資訊送交

本會備查。 
(6) 確保整體經濟利益41

：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

次日起6個月內，應將所屬有線電視網路系統之網際網路互連頻寬費用
之報價，採用依訊務流量為計價基礎或適當免費互連之機制。 

(7) 確保整體經濟利益：申報人及其控制從屬公司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
日起3年內，就其所屬有線電視網路系統，履行下列有益於整體經濟利
益之事項： 

(A)積極完成有線電視數位化及有線電視系統網路之雙向化建設，以
增進消費者收視節目選擇之自由。 

(B)落實建構電信、有線電視網路與服務之「標準開放網路平台」、
「用戶終端匯流介面」及「客戶服務匯流平台」等有利於數位匯

流之開放式共通平台作為。 
(C)於寬頻上網服務市場，提供相對於現有主要數據通信接取服務經
營者（ISP），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質、服務或其他交易條件
參與競爭。

（四）好樂迪股份有限公司與錢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申報結合案
42

1. 結合內容
好樂迪公司擬收購合併錢櫃公司，合併後以好樂迪公司為存續公司， 為公

平交易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事業結合。
2. 結合案對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評估
結合前相互為最主要的競爭對手，結合後將取得獨占地位，除消滅申報人

彼此間的競爭壓力外，且所餘之市場以低於1%之占有率分散於其餘數千家業
者，是市場內其他競爭者實無法對申報人形成有效之競爭壓力，是申報人具有

單方提高服務報酬之能力。且因其餘業者市場占有率又極低而無法形成有效之

競爭壓力，故申報人結合後缺乏有效市場競爭機制監督其繼續從事創新、提升

服務品質，及不調漲服務報酬等行為。再者，本結合所形成之獨占，不但除去

了視聽歌唱服務市場上既存之有效競爭狀態，並可能消滅原先上下游間對抗議

價所帶來之競爭效率。此外，在缺乏市場有效競爭之下，實無有效機制確保其

41 其於申報人之承諾事項，並確保該結合所增進之整體經濟利益得以實現，形塑未來
數位匯流相關產業之公平競爭結構。

42 公平會（98）公結字第098002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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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能達有效改善至一定程度之經濟利益。據上可知，本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

明顯小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3. 當事人自行提出預防矯正措施及公平會禁止結合之理由
申報人所提出之承諾：

(1)五年內不漲價，並就原物料漲價部份自行吸收，以回饋消費者。
公平會禁止之理由：不漲價僅可使消費者利益與現狀相較不會蒙受損失，

惟未必能使消費者獲得更多之利益。一方面，倘結合後市場狀況有變，造成申

報人之成本降低，並無法要求申報人降價回饋消費者；另一方面，結合將導致

缺乏有效市場競爭機制監督申報人繼續從事創新或提升服務品質，倘不允許結

合，則於市場上存在競爭之情形下，消費者即有可能享受到更低廉之價格或更

好之服務。

(2)結合後仍以錢櫃、好樂迪之雙品牌模式經營，就現有之營運點將維持
營運

43
。

公平會禁止之理由：此種雙品牌模式僅為同一事業內部之經營策略，並不

能增加外部競爭，無法實際提升整體視聽歌唱服務市場之競爭程度。惟本項承

諾雖或可能確保消費者之選擇不減少，但並不能提升申報人提供服務之量、質

或消費便利性，且申報人尚有天災地變、物價劇烈波動、整體經濟不佳、房地

出租人不願續租等保留條件，可見此項承諾事實上仍可能因申報人無法控制之

因素而無法履行。另一方面，本項承諾亦可能有礙於淘汰無效率之營運據點，

而與本結合所欲達成之整合資源及節省人力成本之目的有悖。

此外，公平會亦提出「結合矯正措施」必須能夠有效「恢復競爭」，而非

對於結合後之價格或數量予以管制，因此等管制基本上與競爭法所鼓勵之自由

市場分散式的決定機制相違背。而上述申報人所提出之承諾，縱確實履行，

亦無法將競爭程度恢復至結合前之水準，故於缺乏有效市場競爭下，反而使競

爭法主管機關介入結合後之價格或數量管制，尚難認足以化解結合之反競爭疑

慮。

43 申報人之本項承諾保留「除天災地變等情形外，如有不可預期之物價劇烈波動導致
通貨緊縮（膨脹）、金融風暴、整濟不佳致該據點無以維生或因原營運據點房地出
租人不願續租、終止租約、或不合理調高租金、建物第三人以法律手段排除本公司
使人、建物安全健康等結構因素不適合供營業使用」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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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維力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之事業結合申報
案

44

1. 結合內容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擬間接持有維力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超過三分之

一股份，為公平交易法第6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事業結合。
2. 結合案對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評估
結合當事人於速食麵市場占有率分屬第1、第2大廠商，相互為主要之競爭

對手，結合實施後，參與結合事業彼此間的競爭壓力將有所消減，故渠等單方

調整商品價格時之原有顧慮將有所減低。且國內速食麵市場已有飽和甚至規模

減縮趨勢，因此對於潛在競爭者而言，不具有足夠的市場胃納量以達成經濟規

模，難有足夠競爭壓力能使申報人繼續從事創新、提升服務品質，將使市場之

效能競爭造成減損，並可能消滅原先長期競爭所帶來之效益。此外，結合後，

參與結合事業於速食麵市場之實質上議價能力將有所提高，通路商議價空間受

有影響，反應至末端消費售價亦將受影響，而消費者難有足夠之力量與參與結

合事業抗衡。又該結合案對整體市場或消費者造成之經濟利益並不明顯，且無

法確保實現。

3. 當事人自行提出預防矯正措施及公平會禁止結合之理由
申報人所提出之承諾

(1) 5年內不會把自維力公司取得之乾麵之炸醬配方用於申報人生產並於
國內銷售之速食麵產品中；未發生行使優先承購權之事由時，不會指

派人員擔任維力公司之總經理或人事、業務及行銷之最高主管，介入

維力食品之人事及業務經營

公平會禁止之理由：僅係短期內維持現有狀態，長期而言，尚難認足以提

升整體經濟利益。且即使確實履行承諾，亦無法將競爭程度恢復至結合前之水

準，故難認該承諾足以化解結合反競爭效果之疑慮。

(2)3年內不帶頭漲價45

公平會禁止之理由：按不漲價僅可使消費者利益與現狀相較不會蒙受損

失，但未必能使消費者獲得更多之利益。一方面，倘允許結合後市場狀況有

44 公平會（97）公結字第097005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45 自本結合案生效日起3年內，於該時位居我國速食麵市場占有率5大廠商之（申報人
及維力公司除外）未調漲其任一速食麵產品價格前，申報人不會領先調漲申報人速
食麵產品之價格，但有正當合理之事時，不在此限。



第 1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8

變，造成申報人之成本降低，但卻無法要求申報人降價回饋消費者

(3)不會利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限制經銷商或通路事業與其獨
家交易、或不得與特定之速食麵製造商交易之行為；不會利用因結合

而取得之市場地位妨礙他事業公平競爭或為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公平會禁止之理由：倘能確實遵行，雖有助市場交易秩序之維護，惟查本

案參與結合事業係速食麵市場第1大及第2大業者，結合後將有限制市場競爭，
降低市場效能之虞，且市場上類似獨寡占事業一旦出現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其對市場交易秩序之損害將難以彌補，且無法回復，故該等承諾，於本案速食

麵產業之市場結構下，尚難認對提升整體經濟利益有明顯助益。

此外，公平會亦援用前述「結合矯正措施」須能夠有效的「恢復競爭」之

理論，認為上述之承諾，難以競爭程度恢復至結合前之水準，而無法化解結合

反競爭之虞。

伍、OECD競爭委員會及ICN之建議

一、OECD競爭委員會

OECD於2003年針對矯正措施之會議報告中指出，於制定矯正措施時，競
爭主管機關應遵循以下原則：

（一）競爭主管機關應僅有在競爭威脅已被確定始考慮矯正措施；

（二）矯正措施應該是最少限制的手段，以便有效消除競爭關切之問題；

（三） 矯正措施只能解決競爭問題，而不應被用於產業規劃或其他非競爭
的目的。

（四）競爭主管機關應靈活且具創造性地制定矯正措施。 
矯正措施應著重於維持結合前的競爭秩序程度，而非將矯正措施，用於改

善市場上非因結合所產生的反競爭，欲使市場的競爭環境比結合前的狀態更

佳。由於主管機關採取過度嚴格或不必要的矯正措施，反而可能會降低效率以

致損害消費者福利。因此，主管機關不應僅是為了避免調查工作的繁複，則輕

易採取過於嚴格或不必要的矯正措施，而是應認真審查結合可能導致的反競爭

效果，及評估結合當事人的提議，擬定一個適當的矯正措施，以避免過度嚴格

或不必要矯正措施所可能造成之風險。舉例而言，設立研擬矯正措施的專屬部

門；審查過程，徵詢第三人的建議；對於矯正措施的協商或作成，予以更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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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間限制
46
。在矯正措施的運用上，競爭主管機關一般傾向於結構面的矯正

措施。然而，他們認為，在某些情況下，行為面矯正措施，亦有其可用之處，

特別在作為補充結構面矯正措施的作法。多數競爭主管機關強烈偏好結構面矯

正措施。鑑於結合所可能造成之反競爭效果，是在市場上之結構產生永久性的

變化，因此結構面措施亦經常為最合適的解決方案。此外，結構面矯正措施通

常亦更易管理，因為其較不需主管機關進行監督。然而，並非所有情況均以結

構面為最佳方案，如解體方式不可行時。舉例而言，特別在垂直結合的案件

上，市場迅速發展，且未來發展難以預料，因此在小型經濟結構的國家，結構

面措施可能較行為面更難以實施
47
。抑或在高科技產業的市場，市場其具迅速

變化之特性，因此行為面措施可能較適合，或針對不同個案情況，行為面結合

結構面之矯正措施，提供更靈活之解決方案
48
。然而，行為面措施不應無限期

地實施，且應定期檢討，以確保矯正措施仍然適用，而非對市場競爭成為不必

要的限制。除此之外，在某些情形下，結構面與行為面矯正措施的區分，並非

如此明確。舉例而言，某些行為面的矯正措施，如不可撤銷（irrevocable）的
智慧財產權的授權行為，則具有相當類似於結構面措施的影響結果

49
。

而在矯正措施之設計上，有效性是極為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在執行上

亦應考量主管機關的資源，而以最小成本落實措施的進行，而結構面最明顯優

於行為面措施之部分，即是前者可降低結合後的監督與執法成本。此外，行為

面措施尚有幾點容易產生缺失之處，如行為矯正措施的設計與執行，均仰賴一

段時間的花費；結合後需受託人輔助；難以監督事業是否有違背之行為產生；

執行過程中可能需要主管機關所欠缺的專門知識等。因此，在主管機關有限的

資源下，選擇結構面矯正措施，應較優於行為面措施
50
。倘為使結構面的矯正

措施，例如解體之方式，具有效性或能確實且及時的完成，主管機關亦可採取

某些方案，如優先修正（fix-it-first）、前置買方的要求（upfront buyer）或皇
冠珠寶條款（crown jewel provisions），以降低矯正措施無效之風險。前置買
方的要求與皇冠珠寶條款，均是使被解體的資產，得以順利找到合適買方的方

式。前置買方可讓主管機關准許結合決定作成前，可審查推薦的矯正措施及推

46 OECD, Merger Remedies (OECD Policy Roundtable), 6-7(2003).
47 OECD, Merger Remedies (OECD Policy Roundtable), 7-8(2003). 
48 OECD, Merger Remedies (OECD Policy Roundtable), 10-11(2003).
49 在加拿大，涉及智財權的授權，是列為準結構面的矯正措施；在英國，在分類上，
將其列於結構面與行為面之間。

50 OECD, Essentials of merger control (OECD Workshop on Merger analysis), 3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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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的買家；皇冠珠寶，倘存在買家有意收購被解體之資產，而在必要時，主管

機關准許被解體資產再列入額外的資產。而後者通常是在前者不可行時所使

用
51
。

二、ICN之建議

ICN在2005年第四屆年度會議報告結合矯正措施審查方案中，認為
考量矯正措施之重要原則，包括合比例性（Propor t iona l i ty）、效率性
（Effectiveness）、矯正措施的潛在負擔與成本（Potential remedy burdens and 
costs）、透明度與一致性（Transparency and consistency）52

。

（一） 合比例性（Proportionality）：即係應以最小損害的有效手段，達到
矯正措施目的。亦即應符合比例原則。

（二） 效率性（Effectiveness）：評估矯正措施之效率性，應於幾個方面
著手。第一，綜合影響（Comprehensive Impact），矯正措施應設法
處理所有結合可能產生之利弊；第二，可接受的風險（Acceptable 
Risk），矯正措施有可能具其不確定性，惟主管機關應採取最小風
險的有效措施，更重要的是，主管機關應可在該措施難以達其預期

效果時，進行補救；第三，可行性（Practicality），有效的矯正措
施應具實際上之可行性及可執行性，且得以監督之；第四，適當的

時間與時機（Appropriate Duration and Timing），矯正措施應在預
期時間內得以化解結合之反競爭疑慮。

（三） 矯正措施的潛在負擔與成本（Potential remedy burdens and costs）：
成本可能產生於以下幾個部分。第一，矯正之衝擊成本（Remedy 
impact costs），矯正措施可能造成市場無效率，特別長期下在以行
為面之措施干預市場，所可能產生之結果。例如，限制事業結合

後不得調漲價格，可能造成對該市場可投資性與利潤回收度之懷

疑；第二，矯正之營運成本（Remedy operating costs），主管機關
為執行矯正措施所產生之直接成本，如監督收集訊息、僱用受託人

等；第三，結合之效率或效益之損失（Merger efficiencies or other 
benefits foregone），為化解結合可能產生之反競爭疑慮，主管機關

51 OECD, Merger Remedies (OECD Policy Roundtable), 7-9(2003).
52 ICN Merger Working Group: Analytical Framework Subgroup, MERGER REMEDIES 

REVIEW PROJECT, Report for the fourth ICN annual conference, 3-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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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事業所為之矯正措施，即可能減少事業原可能以結合所獲得之

效率或效益。

（四） 透明度與一致性（Transparency and consistency）：透明度乃是代
表，決定矯正措施之原則及重要問題，應是結合事業所可見且可理

解的，但並非意味洩露機密信息；矯正措施之一致性，則特別在跨

國性結合案件時，主管機關應避免產生不一致或不同之矯正措施。

ICN認為矯正措施之設計，重點應在於其可快速且有效實施，因複雜性的
概念可能會導致多重的例外與無法預見之後果，因此有時需要大量細節性的文

字，以精確達到矯正措施之目的
53
。而在矯正措施之選擇方面，ICN主張結構

面矯正措施，是一次性地恢復市場的競爭結構，是相對於行為面措施較佳之方

式，特別例如解體，可能更為有效，因其直接化解反競爭之疑慮，且招致較低

的監督成本與可能造成的市場失靈。

然而，雖國際上多贊成採用結構面之矯正措施，惟在某些情形下，行為面

之矯正措施可能較為適當。例如，在結構面措施（解體）是不可行的或有難以

承受之風險時，如缺乏合適的買家。抑或在某些垂直結合案件，所可能產生

之整體經濟利益極為重要時，則行為面措施則比結構面措施，得以維護該些利

益。

但是，在上述情況下，仍須確保監督及執行上之可行性，且同時衡量可

能的矯正衝擊成本與營運成本。而行為面矯正措施可分為「控制結果措施」

（Controlling outcomes）與「促進水平競爭行為措施」，以下就此二方面為介
紹

54
：

控制結果措施：此為控制市場結合以化解反競爭之疑慮。惟通常可能造成

較高之監督成本與市場失靈，因此應僅運用於短期或缺乏其他替代方案時。

控制結果使用之措施，包括控制價格（Price controls）、承諾供應（Supply 
commitments）、服務水準協議（Service level agreements）等。
促進水平競爭行為措施：包括三種類型之措施。第一，防止事業利用其水

平市場的地位，排除或減少競爭。例如禁止搭售或限制掠奪性定價等；第二，

防止事業利用其垂直關係，或整合其水平之競爭者。例如，要求事業授權其掌

53 ICN Merger Working Group: Analytical Framework Subgroup, MERGER REMEDIES 
REVIEW PROJECT, Report for the fourth ICN annual conference, 6(2005)

54 ICN Merger Working Group: Analytical Framework Subgroup, MERGER REMEDIES 
REVIEW PROJECT, Report for the fourth ICN annual conference, 11-1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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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市場上之關鍵技術等；第三，改變買方行為，以鼓勵競爭。例如，向買主提

供訊息，使其可轉換供應之來源，如要求事業公開招標程序。

陸、結合矯正措施之學理評析

公平法上結合矯正議題，其目的雖在於回復結合前的競爭水準。然而，政

府與公司之間的誘因與目標不同，因而衍生問題。就資產解體而言，從公司的

角度來看，必定是儘量減少解體資產與未來可能競爭，以攫取更大利潤；而政

府對公司的強制解體行為，則是基於壓抑公司市場力量、以增加消費者剩餘。

兩者誘因不同，難免爾虞我詐。二者，政府對市場資訊永遠不若公司來得充

分，政府對於公司成本之掌握也永遠不如公司自身，這構成了不對稱訊息。因

此，解體之要否、大小、與種類，掌握拿捏實為不易。其實，政府廠商訊息的

不對稱，正是管制經濟學中最常碰見的問題。

另外，資產解體後之不可回復性，更增添政府在行使解體要求時，所可能

隱涵的風險代價。如果買方市場不夠競爭，錯誤出售解體資產給相對不佳的買

者可能性變大。

然而這也並非反證非結構面矯正（或行為面矯正）比較有利。事實上，非

結構面矯正因為是廠商行為自我設限的承諾，容易出現管制經濟學中「陽奉陰

違」的暗地規避，如同利潤報酬率之管制，往往會造成廠商投資與成本暴增現

象一般，表面上符合了承諾設限，實質上，卻巧妙的予以規避。當然這些問題

之產生，皆仍主因於訊息的不對稱。另外一方面，非結構面矯正往往需要政府

持續甚或長期的監督，將耗費大量成本。

實務面上，一般大多主張「行為面矯正法」不如「結構面矯正法」。因

為行為面矯正法通常會牽涉一些既有的管制政策
55
，而結構面矯正法則被認為

「相對的乾淨俐落（clean and certain）」56
。

一、「結構面」矯正措施之類型及其成效分析

資產解體（divestiture）是結構面矯正法，最常使用的手段之一。資產解

55 Parker, R.G. and D.A. Balto, 2000, “The Evolving Approach to Merger Remedies,” 
Antirust Report (Lexis Publishing), May, 2-28.

56 MacDavid, J. and L. Breed, 2005, “Merger Remedies,” The National Law Journal (January 
17,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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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在公司重組的議題上，是一家公司追求更大好處的策略選項。論其動機，林

林總總。但不論是那一種動機，傳統上，公司自發的解體重組行為，不外乎是

Linn and Rozeff（1984）所認為的兩個原因：（一）該資產做為買方資源比做
為賣方資源更具價值；（二）資產明顯干擾賣方其它業務組合之運行。也就是

說，解體仍舊是公司基於最大利潤考量之下，所採取的重組決策；而買方公司

之所以會買，也是基於其最大利潤之計較。資產解體交易，若評估正確的話，

是一種比較優勢的交易，是雙方互惠的一種資產重新配置
57
。John and Ofek

（1995）的研究顯示，公司於資產解體後會價值增加，是因為解體後公司對剩
餘資產的管理有所改善。其次則是，集中度的增加及既存廠商與產品數的減

少。於實證中他們發現，75%的解體部門與買方公司核心業務，並無關係58
。

然而公平法上的解體矯正，在行為者的誘因上，是大異其趣的。基本上，

合併者為取得合併許可，因為自行提出（或政府要求）將其擁有的某部分資

產，解體出售予相關市場上的其它競爭者。這一解體行動，做得愈為圓滿，意

味著市場上將出現一個愈為強勢的競爭者，這是競爭機關所最希望達成的目

標，卻是合併者所最不想達成的結果。在誘因上，與公司重組議題上的「解

體」徒具同名，卻是完全不同的追求目標。

在符合競爭主管機關目標下解體矯正（Divestiture remedies）措施，其成功
會受到兩個面向的影響。其一，解體資產的範圍；其二，解體資產在真正轉移

之前必需被成功的維護。更重要的，解體資產必需成為一個確實可行的事業體

（viable business），而且必需為適當的買者（suitable buyer）所經營。另外，
一如Farrell（2003）所言，結構性矯正可能承受的困難來自於，買者不足或過
度的切割，減弱了合併體之效率

59
。Motta et al.（2003）原則上雖然偏好結構性

矯正，但是他們也提出結構性矯正所可能面臨的問題，例如，訊息不對稱、誘

因目標不同、勾結效應增加等。因此他們認為，針對合併評估所使用的「單方

效果（unilateral effets）」與「雙方效果（bilateral effects）」檢視，也應該被

57 Linn, Scott C., and Michael S. Rozeff, “The Corporate Sell-off,” Midland Corporate 
Finance Journal, 2, 1984, pp. 17-26.

58 John, Kose, and Eli Ofek, “Asset Sales and Increase in Focu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7(1), 1995, pp. 105-126.

59 Farell, J., 2003, “Negotiation and Merger Remedies: Some Problems,” in F. Leveque and H. 
Shelanske, Merger Remedies in American and European Union Competition Law,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MA: Northamp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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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資產解體的檢視過程
60
。

（一）解體資產的範圍

歐美競爭機關都很強調解體資產的範圍，對成功補救競爭的重要性。解體

資產的範圍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了買者於購買解體資產後，是否能夠順利脫

離合併體，而完整的獨立營運以形成市場上有效而持久的競爭廠商。顯然的，

解體資產若相對的自足完備與獨立經營，會比拼湊而成的包裹資產容易成功，

因為包裹資產，範圍較大，重疊較大，切割不易。而一些無形資產的移轉，會

比有形資產更難以掌控，例如智財權，這些無形資產往往決定了買者購買解體

資產後，市場因合併所損失的競爭能否被有效彌補回來的重要因素。因此，

FTC有時會要求合併者，提供其所擁有的智財權給予買者進接、或者強迫其授
予買者（或第三者）智財權，以確保買者可具確實有用的競爭力。

在2005年歐盟的合併矯正研究中顯示，在所有個案中，因為解體資產所
牽扯出的廠商依賴而無法順利解決者，佔有66件中的12件之多，比例屬於中
等

61,62
。

2007年，Universal併購BMG音樂出版業，歐盟競爭主管所擔心的是，該
合併行為將使Universal具有調高線上聽閱英裔美人歌曲的價格與能力。為了解
除歐盟競爭主管機關的擔心，Universal承諾將解體一些其所擁有的重要品目，
包含英裔美人作者的智慧財產權與相關契約。雖然歐盟競爭機關所擔心的只是

線上使用權，但是Universal的承諾範圍則廣泛包含了維護工程、功能、同步技
術、列印的各項權利的解體，其目的在於向主管機關展現確保買者可為一個實

質有用的競爭者
63
。

（二）追加「皇冠珠寶（Crown jewels）」
在無法賣出欲剝離資產的一段時間後，併購者進一步的把更誘人的資產併

60 Motta, M., M. Polo, and H. Vasconcelos, 2003, “Merger Remed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 Overview,” in F. Leveque and H. Shelanski, Merger Remedies in American and 
European Union Competition Law,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MA: Northampton.

61 DG COMP, European Commission, Merger Remedies Study, October 2005.
62 個案中未能提出有效解決方法的問題類目共包含：剝離資產範圍（Scope, 12/66）、
第三者介入（Third party involvement, 2/18）、股權分離出售（Carve-out, 9/35）、
保留分立（Interim preservation, 5/22）、移轉（Transfer, 10/25）、不適買者
（Unsuitable buyer, 12/18）。同時參見Francois Leveque, Are merger remedies effective 
in the EU? Working paper, February 2007.

63 Universal/BMG Music Publishing, Case No COMP/M.4404,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2 
Ma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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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被剝離的包裏資產之中，擴大其承諾出售範圍，以確保可以賣出。這類皇冠

珠寶（Crown jewels）之解體資產升級的設計，將釋放出兩個負面的信號：
(1)一開始的解體包裹是不夠大的；
(2) 然而一旦加入更誘人資產而賣出後，卻又可能意涵著整個包裹是過大
的。

因此，這樣的條款，先天上具有非最適設計的訊息傳遞。而這一條款的存

在，也使得買者可以拖延成交時間，坐等更優渥的包裹內容或價格，增加買者

操控市場的機會，也使合併案拖延時日。一般而言，不論是在歐盟或美加，皇

冠珠寶條款很少使用，大多數是採用期前買者的措施。

（三）尋妥期前買者（up-front buyer）
如前所述，競爭主管機關可以要求購併者先找妥買主、並且開始執行解體

契約，它才會考慮予以核准該合併案。一個成功的解體矯正，最基礎的要件是

得找到一個恰當的買者（acceptable buyer）。這一個恰當的買者，基本上可以
寄予擔起回復市場競爭的角色。也就是，這一個恰當買者，其基本條件與能

力，被認為足以成為市場上有力的競爭者。競爭主管機關並非時常要求購併者

找好期前買家，它會允許先行找好解體資產的期前買家，大多是基於該資產必

需售予已經具有財務資源或專家技術的既存廠商，才能夠確保該解體資產成為

一個有用的事業體，或是該解體資產之特性不易尋得適當買家，且有價值變低

的高度風險，而必須加速進行轉移。事實上，買者的品質往往決定了政府矯正

措施能否有效的關鍵。根據歐盟(2005)的合併矯正研究發現，當碰上不適買家
（unsuitable buyer）時，矯正方法無效的機率將高達68%。
不過，從負面的角度來看，先找好買家，事實上，也提供了買賣雙方建立

默契的機會，使得未來增加合作甚至進行勾結以降低市場競爭的可能性。另

外，資產解體售出的買賣中，買家往往無法取得充分的資訊，以做出正確的購

買決策。當這些資訊散佈受到限制時，購買者可能會在購買後面臨經營困境，

而無法扮演回復市場競爭的角色。根據歐盟（2005）的研究，其案例中曾有因
為這一問題無法解決，導致解體事業產品一年後的銷售量下降了40%。64

（四）獨立性規範及指定受託人（Hold separates and trustees）
競爭機關可以要求購併者，把被解體的資產與人員獨立並託付管理，直到

轉移給買者，這樣的設計，可以監督管理這一事業體，確保其獨立運作於合併

64 DG COMP, European Commission, Merger Remedies Study, pp. 69, Octob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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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外；同時在託管時期，合併者、競爭機構、與購買者之間折衝協調，直到

取得一致，交易完成，託管期才結束。究其實，這樣的做法，費財費力，並不

是一個有效的方法，除非該資產價值具有高度風險性，否則一般並不用它。而

且託付管理機關的時期若過長，解體事業將面臨營運的不確定性。託付管理機

構有可能與合併者間存在著若有似無關係，容易產生諸多不公的做法。在歐盟

2005研究中發現，某家投資銀行的一個事業部門，擔任了合併公司的全球併購
計劃顧問，而另一個事業部門則又擔任了該合併公司解體事業的託付管理，後

者對於解體事業所需訊息則完全由前者所提供，因此有了利益衝突。

一般而言，託付管理機關是由政府競爭機構委派，用以監督合併者承諾的

兌現，但它卻是由合併者給付薪酬。為了節省支出與簡化給付，合併者通常採

用固定額給付，這制度無法給予託付管理機關充分去認真工作的誘因。在某

些情況下，政府競爭機關為提高託付管理機構的工作誘因，會給付解體資產售

出價格之某一固定比例給予託付管理機關，如此一來，託付管理機關有誘因把

解體資產賣給出價最高的買者，但這樣的買者卻未必是未來最強的競爭者
65
。

其實，這一個最高價的買者，來源有兩個可能。第一，可能是贏者咀咒現象

（winner’s curse）。在訊息不對稱的狀況下，付出高價取得相對較低品質資產
現象，就是贏者咀咒，在許多的實務中已經證實這現象的存在。第二，可能是

勾結之信號。基於未來勾結以降低競爭的誘因考慮，合併者有可能找出合作夥

伴，讓它以高價標購解體事業，有利於未來彼此合作，而降低市場競爭。如此

一來，託付管理機關剛好變成促成未來勾結的平台組織。

2006年，美國反托拉署命令Arcelor解體Dofasco公司（其北美鋼業公司中
的一個），並命令Mittal指派經反托拉署認同的營運監督者，以確保Dofasco公
司價值在解體行為停滯時不致變差，給予Mittal完全經理Dofasco責任，監督其
合於維持獨立運作的要求

66
。

（五）買賣雙方的策略行為

結構性矯正措施不成功的主要因素，就是來自於買賣雙方的資訊不對稱所

致。基本上兩者角色的差異，在於合併公司對於解體資產的品質訊息，永遠多

於買者與競爭機構，合併公司的誘因與競爭機構相反，前者希望未來的市場競

65 M. Moltta, Competitio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4, pp. 265-270.

66 United States v. Mittal Steel Co NV, Hold Separate Stipulation and Order, 11 May 2006. 
www.usdoj.gov/atr/cases/f217400/2174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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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降低，而後者目標則是盡可能提高未來市場競爭。由於賣方擁有比買方較多

的訊息，而且買者一定是賣方同一市場中的競爭者，紿予買方更為優良品質的

資產、或者相對配合買方的營運需求，都會加強買方的競爭形勢，反之，即是

削弱賣方（合併者）的競爭優勢。當然，這會增進總體市場競爭，卻不利於結

合事業體。因此，合併者有誘因要削弱買者的未來競爭強勢，暗中轉移相對劣

勢資源或者消極配合營運進接，都能延緩競爭者正式穩健步上營運軌道的時

間，也可降低其競爭力量，這是所謂的「道德危險（moral hazard）」。67

（六）資產分離（Separation of assets）
任何業務資產之解體，大多會涉及資產或資源切割（carve-out），僅管是

已經獨立運作（stand-alone）的業務部門，在解體時，也都會有一些資源必須
與母公司之間做出明確的劃分切割。牽址最多的，例如，資訊技術、薪水帳

冊系統、研發、買賣交易資料…等等與殘餘事業（retained business）共用的資
產。

尤其是共享資產（shared assets）的分割，相對更難。例如，網路進接的
路線、生產系統、運送系統、倉儲系統，或者來自於中央部門在管理、行銷或

採購上的支持。這些系統應當劃分屬於保留資產或解體資產，都涉及需於另一

方複製一套系統。決定如何切割很難，而複製另一套也耗費成本，更重要，移

轉涉及道德危險，先天一定有不效率或混水摸魚的現象。原先共享的資源，例

如，基礎軟體系統、功能系統、服務系統，這些原先都可能是整個集團共用共

享以獲取綜效的設計，在解體時，則相對面臨難以切割的困難、以及難以確認

轉移到位的問題。此一問題在無形資產的分離過程中更為明顯。

二、「行為面」矯正措施之類型及成效分析

在經濟本質而言，行為矯正措施是一組承諾（commitments），合併者承
諾將其擁有的技術、生產要素、關鍵資產予競爭者充分使用。當合併者同時擁

有上游下游公司時（即垂直整合），它可能藉此市場地位封鎖在生產鏈上的既

存（或潛在）競爭者。為解除競爭主管機關對此一問題的疑慮，合併者可以提

出承諾，以保證既存（或潛在）競爭者之競爭地位不變。有時解體資產的矯

正方法，可能無法實施，例如找不到適當的買主，或是基於獨家協議、網路效

應、專利權交纏等問題而無法解決，或是措施反而導致無效率現象的出現。例

67 DG COMP, European Commission, Merger Remedies Study, pp. 71, October 2005.



第 1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18

如一個正在執行的高科技研發案，它可能跨越不同的幾個產業的數個研發案同

時合作進行等。

在這些狀況下，完全的行為面矯正措施、或者是補充結構面措施的行為面

矯正措施，是可行的。不過，這些方法，基本上都需要持續的管制或監督。不

濫用所有資產的限制約款，例如，不封鎖競爭者使用管道、不差別待遇競爭

者，就很容易不被遵守。在形式上，廠商可以是很粗魯的拒絕供應要素、或者

是偷偷的調高價格、降低品質、推諉延遲供貨責任、減少附加服務等，因此，

單純要求合併者遵守承諾，而沒有持續且嚴格的監督，承諾只是空談。就是單

論價格變數，在一個垂直整合的多元化生產企業中，轉移價格、共同成本配

置、其它付費，都可能在上下游部門中同時出現，因此，在實務上給予公司足

以隱藏其對競爭者不同待遇的可能，或操作價格的機會。

承諾進接使用關鍵技術，也可能受到推辭。第三者（或市場其它競爭者）

在被授予進接使用關鍵技術後，總是必需有一段時間由合併者與競爭者合作教

學。由於第三者是合併者的市場競爭者，待其學會所有技術後，將成為合併者

在市場上的強勢競爭者，因此，合併者有誘因不認真去轉移這等承諾的技術，

造成矯正措施成效不佳。顯然的，持續管制與監督是確保行為面矯正措施能夠

成功的因素，但這種介入所需的技能與知識，又遠非競爭機關之職權與能力所

及，因此很需要管制機關的專業人員介入。如此一來，又增添了這類矯正措施

的複雜。

三、矯正措施成效研究

Baer（1999）檢視了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在1990-1994期間的資產
解體案件發現：(1)約75%的比例成功的創造了市場的有效可行競爭者（viable 
competitors），加果解體售出的事業是一個正在進行經營的事業體，則約有
86%的案例會成功。(2)合併者傾向於尋找邊際合格的可接受買主（marginally 
acceptable buyers）68

，同時也時常傾向於採行防礙他們成功的策略措施。比

如，延遲供應或供應劣質的需求要素。(3)大多數的買主並不具有管道以進接充
分訊息、避免錯誤

69
。

行為面矯正一般需要持續性的監督和執行，而結構面矯正則是一次性的行

為，委員會無需在該方面投入過多的行政資源。然而，結構性矯正措施的目標

68 這些買主比較不會在未來成為強勢的競爭者。
69 Baer, W.J., 1999, A Study of the Commission’s Divestiture Process, F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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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是通過解體出售合併企業之資產，阻止合併後企業體獲得市場支配地位

（single dominance）。然而另一個目標卻往往容易被忽略，即在於防止解體資
產後共同市場支配（collective dominance）的產生。不幸的，目前的結構面矯
正通常只關注第一個目標而忽視第二項目標

70
。

2005年歐盟競爭機構進行「合併矯正研究（Merger remedies study）」，時
間涵蓋1996-2000年，樣本中包含40件案子被核准、96個矯正措施。顯示：(1)
在解體資產給市場競爭者或新進者的矯正措施中，約有94%的這些廠商於解體
後的3-5年中，仍然健在於競爭市場中。意味著，購買解體資產的廠商，其存
在的持續性顯然很高。這數據在美國，也達到了75%71

。(2)總合而言，約81%
的矯正措施是有效的。同時，該研究也顯示出了幾個問題：(1)每一個矯正方
案平均包含了解決兩個問題的設計；(2)涉及智慧財產權的矯正措施幾乎完全
失敗；(3)合併事業市佔率上升、而買者市佔率下降；(4)約10%強的措施沒有意
義。

其研究結果，簡單彙整如下。

（一）最成功與最不成功的矯正方法

退出合資公司（exit from joint ventures）的矯正措施最具效果。其原因
是，合資公司一般而言已多是高度獨立穩建運作的事業體，因此當購併公司由

此退出，其運作依舊能夠持續不墜；另外，購買解體資產者也通常是來自於另

一個合資公司，擁有相當的經驗與管理能力。因此，這等矯正措施成功率也就

相對的很高。相反的，最不具成效的矯正措施，則是要求合併公司提供進接

（access to）基礎建設或智財權。根據其研究，大多數案例中的獲權者，依舊
是一直無法與合併體產生有效競爭。

（二）矯正方法的失敗率

結構面矯正措施能否成功，取決於有效解決方法能否被提出。歐盟

（2005）的研究中顯示，約有70%的案件，其矯正方法是有效的72
。針對不同

的矯正方法，其有效率分別如下：

●針對「解體資產範圍」所生問題，而提出的方案中，失敗者佔總數66件

70 Motta et al. (2003).
71 A study of the Commission’s divestiture process prepared by the staff of the Bureau of 

Competition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ttp://www.ftc.gov/os/1999/08/divesture.
pdf. 

72 根據Francois Leveque（2007）的說法，該研究樣本若未排除「效力難定」與「無認
為無意義」的案例，則有效性將下降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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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21件（記作21/66），
●關於提出「引入第三者（Third party involvement）」以解決問題的，失

敗者佔總數18件的2件（2/18）；
●在「股權分離出售（Carve-out）」的相關問題解決方案中，失敗者佔總

數35件中的9件（9/35），
●至於移轉期間確實「保留分立（Interim preservation）」獨立運作的解決

方法中，失敗的佔總數32件中的5件（5/32）；
●而「人力資源移轉（Transfer）」的失敗比率為10/25；
●最嚴重的，是針對「不適買者（unsuitable buyer）」而所提出的方案

中，失敗比例高達12/1873
。

最沒有效率的解決方法，是碰上了不適買者，其次是人力資源移轉的隱

匿。因此，找一個可被接受的適當買者，是資產解體成功的主要步驟，歐盟美

加各國競爭機關，也都再三強調適當買者的重要性。

（三）市佔率指標不利於購買解體資產者

關於解體後，購買公司及解體公司之市占率消長，研究則發現，購買解體

資產者，市佔率下降的比例約44%，而上升的比例約只有18%。留下殘餘資產
的原公司，市佔率上升的比例約47%，而下降的比例只約33%。購買解體資者
相對於合併而言，市佔率相對變差的佔57%，變好的約只佔23%。其中，因資
訊不對稱及因此而引發的道德風險問題，應是結構性矯正措施無如預期般成功

的主要原因。例如，研究中具體指出，賣方在資產的解體轉移中，為降低買方

未來的競爭力，曾有底下這些不正當手法出現：

●賣方偷偷保留精進的技術廠而賣給買者較舊的廠，導致買者無法與賣者

競逐客戶。歐盟發現，購買技術性事業（technology business）的買者，很可能
因為沒有與時俱進的新科技廠做為示範宣傳，因而無法吸收新客戶。

●由於訊息不充分，檢視帳戶與技術很難，買者往往是在買後才發現關鍵

僱員、客戶資料、及其它關鍵資產（essential assets）不見。在歐盟，買者只給
予兩天時間來檢視帳戶與技術，這問題更易浮現。

●買者事業往往仍需依賴賣方網絡，而賣方在操作上又往往會不經心於買

者事業的客戶服務，導致在歐盟案例中，買者客戶往往流失大半。

●賣方可能不認真轉移支持生產的基礎設施給買方。

73 同時參見Francois Leveque, Are merger remedies effective in the EU? Working paper, 
Februar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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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體的時間內，賣方可能停止解體包裹內的產品品牌促銷。歐盟的研

究顯示，在這段期間，解體包裹內的產品產量平均降為70%以下。
●許多案例顯示，賣方利用解體行動，將劣質人力轉移於買方。

●也可能出現關鍵資產並沒有被轉移。關鍵資產可能包含關鍵人力或支援

功能（如市場行銷）。銷售行為繼續為賣方人力所主導，而且生產資源仍舊被

保留於賣方內。

柒、對我國執行結合矯正措施之參考

綜合本文以上各節之說明與分析，美國、歐盟、及國際組織之具體規定與

作法，相信在法規制定的技術層面上，定能提供我國立法者與公平會據相當參

考價值之比較法資源。對此，本文以下不再贅述，而僅從經濟面與法律面評

估，就公平會若擬於未來更強化其在結合矯正措施上之執法品質時，可資採行

的幾項原則與配套制度設計，提出初步的建議。

一、運用「結構面」矯正措施之可行性分析

（一）經濟面之評估

結構面矯正措施，雖具有「乾淨俐落」的手法，但卻容易出錯，而且出錯

的代價相對的大。原因是，第一，訊息不對稱，競爭機構所知訊息不充分，出

手切割公司，容易犯錯。第二，此一矯正措施具有不可回復性，一旦錯誤，對

整個市場競爭將造成很大的傷害。

以資產解體出售做為合併矯正措施，要能成功，從經濟面來看，必需兼顧

幾個面向。競爭主管機關，所需關注的，也在於這幾個面向；而能否確實可以

執行，也在於這幾個面向。第一，劃定適當的資產解體出售部位。第二，解

體出售的部位與殘留部位，其勾纏關聯必需要妥適安排，而能讓解體出售部位

仍然保有原水準的獨立運作功能。第三，解體出售部位，在售出之前，必需予

以保值，免得過程中資產變壞。第四，解體出售的資產，必需售予「對」的廠

商，而有能力回復合併前之市場競爭水準。第五，防止買賣雙方的勾結策略與

集體優勢。針對這五個面向，逐一說明競爭機構的困難與所可能採行的因應措

施如下。

1. 確實切割有助於回復市場競爭水準的資產範圍
競爭機關進行此一議題之審議時，除了對解體部位於分合之後，市場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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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的掌握與分析外，更重要的是，對該合併企業內部營運資料報表熟稔與深

入了解，才能夠精準審議切割範圍是否恰當。尤其，涉及「剪不斷理還亂」

的解體部位與殘留部位關係，更需深入了解合併企業的內部營運與實質作業，

否則不易釐清。例如，兩部位之間高度相依，可能是上下游垂直依賴、地域互

補、產品互補、智財權糾葛，又或是基礎設施、關鍵技術、使用管道之know-
how權利等等，都會使得切割出來的部位，獨立運作的可能性相對減弱，矯正
措施之成功機率相對減少。

然而，公平交易委員會善於市場競爭分析，對於合併與解體售出前後之競

爭狀態分析的專業能力，無庸置疑。不過以該會專業職權之設計與規模，能否

勝任企業內部營運資料的掌握與分析，不無疑問。況且，這當中還涉及訊息不

對稱問題，若非是產業主管機關長期的收集、關注、管制、與分析，似乎不易

於短期間內做出精確的判斷。

2. 妥適安排解體部位與殘留部位之勾纏關聯
解體售出部位與殘留部位，可能共用營運所需的基礎設施、網路系統平

台、技術專利、人力資源、know-how知識、智財權，必需明確的規範轉移範
圍與深度，確保出售部位能夠順利完整的售出，且能夠獨立營運作業。這一些

涉及的「軟資產」，不僅在切割協議上不易精確載明，在移轉上是否到位，也

不易查察。僅管合併者提議方案表明願意割售某資產部位，但在實際移轉上，

仍可諸多怠職與玩忽，難以確實到位。

這一部分，就公平會而言，雖可審核合併企業所提出的「軟資產」轉移方

案，但實務上，卻很難以確認其轉移是否到位。因此，當兩部位勾纏關聯相對

複雜時，解體資產出售的矯正方案，不易確實執行。

3. 保護解體部位之價值以避免過程中資產變壞
競爭機關可以要求購併者，把被解體資產部位與其人員，獨立託付管理，

直到轉移給買者。然而這樣的設計，雖有利於事業體的監督管理，確保其獨立

運作，但所付出的成本代價可能不低。託管的困難與問題，包含：(1)費時耗
財。公平會並無相對人力足以應付相對長期的涉入。(2)託付管理只是過渡期，
管理者對於事業內部業務與市場競爭可能不具積極任事的誘因，會降低該事業

之競爭能力與市場價值。(3)受託付管理的機構，若未能具備充分而必要的相關
產業知識，更容易在託管期間產生市場價值流失。(4)授託付機構的薪酬機制，
若採用定額給付，無法提供認真工作的誘因；若採用售價成數給付，則託管者

有誘因把解體資產賣給出價最高的買者，卻未必是未來最強的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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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相對高價格賣出解體部位，公平會必須小心以對。在美國的併購實例

分析中，友善合併（friendly takeover）往往比敵意購併（hostile takeover）付出
更高的價格，原因是，友善購併主是自己熟識之人，兩者容易商談對策合作。

在解體出售中，賣者若找來能夠合作的對象，出個好價格賣出，不無可能。因

此，高價格可能是合作勾結的信號。理論上如此，實務上就值得多加留意。

4. 審慎出售解體部位予「對」的廠商
買方若由合併企業所提出時，公平會除了須其所導致的市場結構變化與競

爭水平異動外，另須留意以下三項問題：1，購買者的財務能力，須予以詳加
分析；2，購買者是否獨立於合併體之外；3，購買者與合併者之間，是否存在
可能的策略合作。

雖然，買賣雙方是純商業行為，但是，此處的買賣則是因為公平會企求市

場回歸原競爭水平所做的核准，若因買方訊息不足、決策錯誤，導致未來該買

者無法成為競爭水平的救贖力量，則合併案最終將造成市場競爭的重大傷害。

因此，公平會有無責任介入賣者訊息之強制揭露與挖掘，值得探討。若有此責

任，則以目前職權而言，實難執行；若無此責任，雖執行相對容易可行，卻也

容易不足以達成回復原競爭水平的期望。

5. 防止買賣雙方的策略合作
在解體事業事先找好買家的情形，事實上，也提供了買賣雙方建立默契的

機會，使得未來增加合作甚至進行勾結以降低市場競爭的可能性。防範競爭者

合作，本即屬公平會的職權之中，歷年來執行也具有相當成效。惟這裏所產生

的互為競爭的買賣雙方合作可能，是由於公平會核可合併案所引起，不同於一

般市場競爭所直接產生的案例，因此，公平會必須特別留意此一勾結是否可能

發生。

（二）法律面之評估

競爭主管機關透過附負擔之方式，有條件的允許結合，該行政處分行為，

應符合行政法中之合目的性與必要性等比例原則，以及禁止咨意原則等之拘

束。依行政程序法第7條之規定，解體處分應符合下列原則：1，所採行之方法
有助於目的之達成；2，當同時存有多項手段可實現相同目的時，應選擇對事
業權益損害最少者為之；3，所採行之解體措施所造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
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行政程序法第93條第１項規定：「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
有裁量權時，得為附款。無裁量權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或為確保行政處分法

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為限，始得為之。」該項係依行政處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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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處分」或「羈束處分」之不同而為規定。惟附款之設置，其作用在於增

加行政處分之彈性，因此通常係就授益行政處分添加附款。公平交易法第12條
第2項：「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十一條第四項申報案件所為之決定，得附加條
件或負擔，以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該規定法律明文規

定得設置附款
74
，乃羈束之授益處分，人民對特定行政處分之作成有請求權，

添加附款即限制其請求權。基於律保留原則，行政須有法律授權始得限制人民

之自由權利
75
。

行政機關雖得以添加附款之方式，以達成行政目的之要求，然於附款添加

之過程中，為避免行政機關利用其優勢地位，對於人民要求不正當之作為、不

作為義務，甚至附款之內容牴觸行政處分之目的，不合乎一定之比例，故行政

程序法第94條規定：「前條之附款不得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並應與該處分之
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以茲限制，其意義內涵包括一般之行政法原理原

則，如「入例原則」、「禁止不當聯結」等原則等。
76 換言之，行政行為對人

民造成不利益所使用之手段，必須與行政行為所欲追求之目的間有合理之聯結

關係存在。目的在防止行政機關利用其優勢地位而濫用公權利，造成人民不合

理的負擔。公平會該如何在這些原則下，依個案事實，設計出最妥適之解體措

施，是一項不小的挑戰。

除行政法學理原則之要求外，公平會倘擬以公平法第13條第1項所規定之
手段，對於結合事業附以「分設事業」或「轉讓部分營業」等負擔時，可能會

同時產生公平法和其他企業法規間之執法配合問題。由於事業「解體」在多數

情況下，均會涉及公司「分割」的問題，公司法（第317條、第317條之1、第
317條之2），企業併購法（第32條，第33條）以及金融控股公司法（第33條、
34條、35條）等關於公司分割的具體規定，均可能會涉及在內。另外，公司的
分割不僅關係到處分的相對人，也會連動到相對人所屬員工、股東、及債權人

的利益，法律對這些關係人之保護規定，也會影響公平法解體措施之運作實

74 創設行政處分附款之制度目的，於使行政決定便「有效率、更彈性」，並能「顧及
人民之利益，以符合比例原則及個案正義之要求。其理由乃為，倘無附款機制可資
運用，主管機關對於申請授益處分之當事人，其要件是否齊備尚存疑慮時，則唯有
駁回或禁止一途；反之，藉由附款的妥善運用，以附帶若干保留而允許當事人之申
請，亦符合「程序經濟」之要求。

75 陳敏，行政法總論，頁521-522，自版，第四版（2004）。
76 趙義德，析論不當聯結禁止原則，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則，頁233，三民書局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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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引發以下二點問題。

（一）解體措施之提出及措施回復競爭程度的認定標準

管制者與被管制者之間就管制事項，原本即存在有資訊上不對稱問題，使

得管制者往往面臨該如何提出管制方案的困境。在企業解體措施部分，由於公

司法及相關法規，多立基於企業係出於自願及追求利潤極大考量進行合併或

分割，而為相關之規範，此與公平法之解體係出於維持市場競爭考量所為者，

管制目的上即有所出入。此一管制目的的不同，可能加大了競爭主管機關與結

合事業間，就如何設計出一項妥適解體方案之看法歧異。
77
此一規範目的的不

同，也將連帶使公平會在判斷措施是否足以「回復競爭」程度時，產生判斷上

疑義。

（二）最適解體措施之選擇

由於公司法或企業購併法等關於分割之規定，重點往往著眼於企業組織變

動，對企業內部員工、股東、及債權人等之影響及保護，故這類型法規通常有

具體詳細之分割程序要求規定，而可能影響到解體措施後續實施的可行性與進

度。例如依公司法第316條第1項，以及企業併購法第32條第2項之規定，企業
於進行分割時，原則上應有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以出席股

東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另外，公司法316條之1第2項及企業併購法第32條第10
項均規定，股份有限公司分割後，其存續或新設公司均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前類規定對解體措施的實施增添了不少變數；後類規定則限縮了解體措施實施

的彈性。因此，這類法規應否適用於公平會對結合案所附加之解體負擔? 即是
一項值得探討的問題。

二、運用「行為面」矯正措施之可行性分析

行為面的矯正措施，是針對合併者之資產、權利、或市場力進行設限。例

如對其優勢資源的開放或設限、技術或專利權的授權、股權力量行使之設限、

智財權或基礎設施進接安排等等。簡單說，行為面矯正措施，不外乎兩個面

向：資源的設限與開放。

（一）資源的設限

在資源的設限方面，設限要具體可行、或可具體查察，否則易流於空泛。

放棄持股、投票權，可以確實執行，這些措施就可相對有效。公平會於九十七

77 羅宗賢，公司分割與競爭法理關係之探討，頁161（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2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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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否決好樂迪併購錢櫃一案中，好樂迪所提出之自我設限，相對的，就屬於難

以具體有效查核的設限，執行相對不易
78
。好樂迪為換得通過併購錢櫃，提出

的「結合矯正措施」包含「不調漲價格」、「維持雙品牌策略」、「五年內原

則上不減少營業據點」等。關於這些承諾，需要思考幾個問題：1、是否確實
可以查核？2、是否必需長期予以查核？3、是否確實可以回復合併前競爭水
準？

由於好樂迪與錢櫃合併後，已經達到壟斷的水準，消費者替代性很小，此

時維持品質而調高價格與維持價格而調降品質，是相同的達到剝削消費者的目

的。因此，承諾價格不調漲，意義不大。而在價格鎖死後，品質供應的下降，

即等於破壞承諾。公平會之查察，當不只在於名目上是否價格上漲，而且必需

查察實質上的品質是否下降。對於服務品質的查察，在執行上，變得相對困

難。同時，公平會也必需長期予以關注並查察與分析，才能確保品質不會被變

相下降，相對的耗材費力。更重要的，合併後，維持價格不上漲，並不等於競

爭水平不變。市場競爭，可以有效提升品質、壓低價格、促進多元選擇，不是

只是「不調漲價格」而已，因此，此一承諾並無助於回復合併前的競爭水平。

至於「維持雙品牌策略」則屬空泛之詞。產業理論裏，同一公司創設兩個

品牌，其目的當然不在於自我競爭，而在於瞄準不同消費族群、區隔市場，藉

以榨取更大的消費者剩餘。此處之「雙品牌」，雖不一定具有經濟理論中的市

場定位與區隔功能，但必定沒有自我競爭的可能。這一承諾，易查核、不必投

入太多財力即可查核，但它對回復競爭無一點功效，雙品牌只是徒具虛名。

「不減少營業據點」雖然可以確保消費的可及性與方便性，但在壟斷狀態

下，並不構成競爭層次的衝擊。自家分公司再多，也不會是自我削價競爭。況

且，不減少營業據點，在經濟學的分析中，它還具有嚇阻新廠參進的功能。因

此，此一承諾，雖然容易查核，事實上，也不具太大的回復競爭意涵。

（二）資源的開放

上述觀點，同樣適用於「資源的開放面」的分析。資源的開放，例如承諾

第三者進接其重要基礎設施或資源，或者授予第三者智財權，以形成市場上的

另一有效競爭力量。一般而言，對於「軟資產」的技術授權或進接承諾，比較

不容易被確認完全兌現，因此比較容易引起糾紛。競爭機關要求合併者開放技

術授權或承諾進接，通常是因為顧慮於合併後，產生高度市場集中，造成（潛

78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結合案件決定書公結字第09700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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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競爭者被封鎖，因此要求合併者開放。這些被開放或承諾的進接管道極為

廣泛，包含了研發、生產、行銷、販售、服務、或其它價值鏈上重要功能等

等。

這些資源之進接，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不易被查察確認完全兌現。

例如，不封鎖競爭者使用管道、不差別待遇競爭者的承諾，廠商可以很簡單的

透過拒絕供應要素、偷偷調高價格、降低品質、推諉延遲供貨責任、減少附加

服務等，即可輕易不予認真履行。

因此，不論是資源的安排或權利的設限，是否始終如一確實的為合併者所

遵守，有賴持續的管制或監督機制。承諾要能容易被兌現而且可以幫助完成目

標，則如上所述，必須思考三個問題：是否確實可以查核？是否必需長期耗費

財力予以查核？是否確實可以協助回復合併前的競爭水準？

三、政策制定、執行、與立法之初步建議

隨著歐美競爭機關維護市場競爭的手段愈趨精緻，合併矯正措施開始多所

運用之際，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若也與時俱進的採用此一手段策略，則應先從

幾個方向著手或釐清：第一，釐清法源依據；第二，制定處理辦法與原則；第

三，「當事人提出、公平會可否」為原則；第四，建立與相關產業主管機關之

合作。茲分述於后。

（一）釐清法源依據

如前所述，公平法第12條第2項之「附加條件或負擔」，已經提供了基本
的「合併矯正措施」之法源。然而，矯正措施若涉及「解體公司資產」或「技

術權利之強制授權」等等措施，是否第12條第2項的「附加條件或負擔」規
定，即已足以提供充分的法源效力？對此，在解釋上似可採肯定之見解。首

先，文字本身並未排除使用解體手段之可能性。另外，公平法第13條第1項，
雖以結合事業「未履行前條第二項對於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作為公平

會得施以「分設事業」或「轉讓部分營業」等「解體」處分之前提，但若將其

解釋為第12條規定只限於非解體措施等較為輕度的負擔，則在實務操作上，亦
衍生第12條違反的程度，是否已嚴重到須以「解體」這麼強烈的處分手段，否
則無法回復競爭秩序的爭議。從另個角度來看，允許第12條「負擔」一語得以
包括「解體」，可提高第13條處分之可預見性與明確性，降低是否符合「比例
原則」的爭議。

在釐清法源依據部分，更難以處理的問題，應是公平法在結合附負擔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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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與公司法及相關法規所可能產生的競合問題。以之前所提及的二項問題為

例，面對公司法規與公平法對於結合行為不同的立法目的考量，公平會該如何

將公司法衡量解體措施是否足以「回復競爭」？有認為，解體措施只須能將結

合事業之市占率或營業額降至申報門檻以下，即可包含事業於公司法下，出於

主動自利考量的結合動機，和因公平法基於維持競爭考量，而有必要強制事業

釋出資產的必要性。
79
這樣的作法，雖有較為明確的標準可循，但顯然誤將結

合的申報門檻，作為結合行為促進競爭或反競爭效果之臨界點，公平會似仍應

在個案中，從競爭的角度，衡酌妥當之措施。

至於公司分割法規對公平法實施解體矯正措施之影響，則可能要從根本的

修法著手，限縮或排除相關經股東會表決通過之規定適用於公平法之解體措施

中。蓋公平法基於促進市場競爭公益之實現，在許多規範面相上，其本質即

是在限制相關個人或事業私法上之權利與自由，例如，公平法關於禁止聯合行

為與獨占力濫用之規定，即是對相關當事人締約及財產權使用及處分權限之限

制。另外，從國外的立法例來看，類似可資參考之規定，見於歐盟公司法第6
號指令第23條第2項，80

其允許受有司法監督之公司分割，得以不經過股東會

同意行之。另外，我國雖無簡易分割之規定，但參酌日本法簡易分割程序之

規定，亦不須經過股東會之決議（日本商法第374條之6、第374條之23），故
分割是否須經股東會同意，與分割之原因可以併同考量，而非必屬強制性規

定。
81

（二）制定處理辦法與原則

我國此時欲行合併矯正措施，首要之務，即是制頒類似「結合矯正措施政

策指引」與「結合矯正措施通知」之辦法，以提供公平會官員及經濟學家，在

結合個案的矯正措施中，引以為據的一項實施架構。確認公平會所能夠運用的

矯正措施類型，都是根據法律及經濟原則所設計。就設計的基本原則而言，公

平會可參考本文所論及之學理研究，依下列標準來判斷適合之手段類型：

1，水平結合部分，由於將直接影響市場結構與市場力量之配置，故較適
宜使用結構面措施；垂直與多角化結合的競爭問題，主要來自於結合後之相關

79 羅宗賢，前揭註202，頁161，164。
80 Sixth Council Directive 82/891/EEC of 17 December 1982 based on Article 54 (3) (g) of 

the Treaty, concerning the division of public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ies, Official Journal L 
378 , 31/12/1982. 

81 羅宗賢，前揭註202，頁176。在此，本文僅提出初步原則性的看法。若果真在立法
修正，則仍應儘可能將股東權益保護列入考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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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潛在排除競爭效果之交易安排，行為面措施可扮演較為直接與立即之矯正手

段。不過，從競爭法學理來看，垂直結合後之相關反競爭行為安排能否有效實

施，仍取決於結合後事業之水平力量。因此，若垂直結合事業結合後之市場力

量顯著提高，且行為面措施所需之實施與後續監督成本過高時，結構面措施仍

可能應優先考量。

2，結合事業若同時是受管制產業，則由於監督資訊取得較容易，行為面
措施較有可能被有效實施。另外，具有高度動態競爭特色之產業市場類型，由

於競爭效果的變動快速，使得結構面的判斷不易，故也較適宜採行行為面措

施。另外，在行為面矯正措施方面，措施手段若過度介入事業經營，而非「回

復競爭」所必要者，將讓人產生是市場規範者的錯誤印象。故類似要求結合事

業應於未來將「內部利益外部化」之措施，應不宜列入作為措施手段，否則，

極易將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二者之界線混淆。

3，另一項考量因素則是法規限制的問題。矯正措施應儘可能不與其他法
規產生競合衝突的問題。例如，從公平法與公司法規二者關係的角度來看，行

為面矯正措施也許是較穩當的手段，蓋其較不涉及公司大規模的股權或組織改

變，而須踐行公司法保護股東或投資人之規定。當結構面手段是必須採行之措

施時，於選擇同屬結構面矯正的不同手段類型時，法規限制仍是公平會應加以

注意的問題。例如，在分設事業與營業讓與中，單純的事業營業資產出售，應

較分設事業所涉及之法規衝突問題較少；而透過「新設分割」方式達到「分設

事業」目的的手段，也可能較「吸收分割」，就法律程序上而言要來得單純。

除了公司法規外，分設事業或營業讓與措施，也應同時注意到會不會創造

出另外的公平法問題。例如，於採行營業讓與措施時，公平會須注意受讓營業

之他事業，與被要求分割資產或事業部門之結合事業間，二者在經營事業項

目、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以及競爭地理範圍的同質性與重疊性程度，以避免

解體措施，變成強化市場另一競爭者市場力量之工具。至於在「分設事業」措

施部分，若係透過將事業部分營業或財產由既存之他事業承受創設新事業之

「吸收分割」方式為之時，則應注意讓與之營業資產或部門，不應是事業之

「主要資產」。除了可避免上述市場力不當增強的問題外，也可避免受讓事業

構成公平法第六條第三款之結合行為，而衍生出有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之額

外法律義務。再者，也須注意結合事業是否會因分割營業，而自受讓事業取得

足以實質支配受讓事業之股份，否則，將難以實現以削弱結合事業市場力之方

式回復競爭之法律期待。相較而言，以分割營業資產創設另一新事業之「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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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較有可能避免類似的疑慮發生。
82 

（三）以「當事人提出，公平會可否」為原則

合併矯正措施，當以「當事人主動提出，公平會行可否決議」為原則，這

在誘因機制設計（mechanism design）中，相對可以誘發出較為誠實的提案措
施。因為公平會在相關案件上處於訊息劣勢，而當事人是擁有完全訊息者，由

其提出矯正措施，不會不當的扭曲，惟其會有推出付出相對較少的矯正措施。

不過，基於當事人不知道公平會可能掌握了那一部分訊息，為求順利通過矯正

措施提議當事人必定會儘可能詳細說明、提供數據、理論分析，企圖說服競爭

主管機關。在這過程，當事人，一者害怕提案所述內容不實，萬一其中某一重

點被抓包，就可能害得全盤被否決；二者，害怕說明與資料陳述不詳盡，導致

公平會因資料不足以判斷而行否決；三者，害怕推出明顯偏低付出的矯正措

施，會被否決。因此，當事人會提出相對較為完整的資料、陳述也會相對較為

誠實、所提矯正措施也會相對較確實。這樣的實益，在採類似像歐盟制度，執

委會只有可駁決定，無與當事人協商權力的制度下，將更為明顯。這樣的機制

設計，在管制經濟中，應用頗多，於某種程度上，它解決了公平會訊息不足之

困境，也迫使當事者會不太敢推出偏差的矯正措施提案。

就我國實務作法而言，雖然公平會在處理重要結合案時，多會透過座談會

的方式，廣納相關產業及消費者的意見來衡酌是否該對結合附加條件或負擔，

但最終關於附負擔的類型及具體內容，仍多是由公平會單方來擬定。未來似

可朝歐盟或美國制度的方向，思索調整矯正措施實施的具體作法與法規調整。

如上所述，歐盟制度固可提高結合當事人詳實提供相關管制資訊的誘因，但執

委會全然不具與申請人協商調整措施內容的規定，則略嫌僵化。相較之下，美

國透過協議裁決來達成彼此均能接受的矯正措施方案，實較有彈性，特別是在

「解體」措施中，更有其實益。蓋一項事先透過雙方同意之解體方案，未來在

公司股東會就公司分割的表決中，較不易受到反對；也可降低不服公平會附加

解體措施處分之相關股東及債權人等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的機率。
83
不過採行

美國制度，需有對產業、競爭法等有相當知識與執法經驗的人員加以配合，始

能充分實現其制度上之優勢。

（四）建立與相關產業主管機關之合作

公平會旨在維護市場競爭水平，而不是中央規劃者角色，其職權專業在於

82 羅宗賢，同前註，頁171。
83 同前註，頁1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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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競爭，而非在於產業管制與規劃。如上所述，當矯正措施廣泛的包含了

「解體公司資產」或「軟資產之移轉交接授權」等措施時，其所涉及的將會有

更深入的產業企業內部營運細節，以目前公平會之職權專業，似將難以負荷。

然而，競爭水平愈高的市場，提供產業愈為發達的動力、社會福利愈為增進，

已是一般共識，採用結合矯正措施更具增進市場效率，是一個必走的途徑。

準此而言，公平會應該積極培育產業與企業營運分析之能力，以為因應。另

外，也可以與其它相關產業主管機關，依個案進行合作。這種跨部會合作協商

模式，在我國現行法規下，除了公平法第9條外，在其他相關法規中也不乏其
例。例如在金融控股公司法第9條規定：「設立金額控股公司之審查辦法由主
管機關與公平交易委員會訂定之。」；企業併購法第6條之規定，公司於涉及
分割案件時，應委請獨立專家，就受讓營業或財產價值及發行新股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故公平會若能充分與產業主管機關合作溝通，必然讓所實施之矯正措

施更加周延。

當然，公平會自行培育相關能力、抑或跨部會依個案合作，各有優劣。前

者，權力指揮一貫，較具效率，但是將涉及競爭法主管機管是否能夠或恰當跨

足「規劃角色」之疑義；後者，可以確保公平會為一「準司法機關」而非「規

劃或管制機關」，但跨部會往往於審查案件上，無效率、費時費力。這也將是

未來公平會在定位與職權上，必須嚴守與釐清的地方。

捌、結論

本文就競爭主管機關於審查結合案，擬以附加矯正措施作為許可結合案之

負擔時，從法律與經濟的觀點，探討其類型選擇與法制設計與實施之相關問

題。從比較法角度，本計劃細介紹美國及歐盟之法制，重點置於二國所制定關

於矯正措施之「政策指引」及「通知」的具體內容。另外，也就國際競爭法組

織OECD競爭委員會以及ICN在此一問題上的努力成果等，一併於本文中歸納
分析。本文第二部分，則從整理歸納我國過去之案例開始，再從經濟學理的角

度，檢討現行所普遍為各國採行的「結構面」與「行為面」二分法矯正措施類

型，各有何利弊，據初步研究心得，於第七節中思索可資公平會未來執法參考

之處。綜合而論，本文之研究結果，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1、透過結合矯正措施，在允許結合事業利用結合實現降低成本與規模經

濟等商業效益的同時，也能同時顧及結合後市場力不當被擴大而產生排除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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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的疑慮，已成為多數國家支持採行之競爭法制度。

2、就矯正手段的選擇上，「結構面」的手段也為多數國家認為是較正本
清源與有效的手段。雖然類似像「解體」等措施，可能會讓結合當事人有操縱

解體措施的負面誘因，以及高度不可回復性等問題存在，但相較於「行為面」

措施，競爭主管機關，須在高度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對所附加的禁止或強制

性之行為面要求，於結合後進行長期與持續性的監督，「結構面」仍可能是較

為可採之手段。

3、當然，也有學者與部分國家，不採上述如此絕對的見解，認為「解
體」等結構面措施是否必然優於行為面措施，仍應考量國家整體經濟規模（大

型或小型經濟體）、適用事業產業類型、以及結合類型等因素後，始能作出正

確的判斷。

4、綜觀我國公平會過去的案例，幾乎全數以附加「行為面」的負擔為
主，相當缺少執行「結構面」措施之經驗，再加上事業解體或資產出售等過程

涉及高度的產業市場資訊的取得、主管機關處理類似案件之經驗、及與其他相

關法規間之競爭與衝突問題的解決等問題，故短期內，不可能要求公平會改弦

更張地大規模的實施「結構面」矯正措施。但從國際間的執法趨勢來看，公平

會應把其列為長期實踐之重點目標，嚐試於具體個案中，將「結構面」措施逐

步引入於我國競爭法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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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ssues relating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rger 
remedies system into the Fair Trade Law of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w 
and economics, we offe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the choice of the proper types of 
remedies in merger review process. In addition to the costs and benefits associated 
with “structural” and “behavioral” remedies individually, we will also introduce the 
enforcement experi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policy suggestions made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OECD Competition 
Committee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ICN). We highlight the practical 
problems facing the TFTC if it decides to follow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remedial 
models and provide our thoughts on how those problems could be improved by the 
amendments of related laws and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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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評論人：梁國源（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院長）

主委、主持人、陳教授還有各位與會的先進，我對「結合」議題的興趣出

自HHI（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那個公式，因為該公式有非常有趣且值
得深究的統計性質，所以為了要研究HHI，如果有一些和結合領域相關的知識
我都儘量想辦法研讀並加以吸收。兩位陳教授在本文對競爭主管機關事業結

合矯正措施之面向有深入的探討，除了從比較法探討歐盟及美國之立法例及案

例、台灣公平交易法相關規範及案例、OECD及ICN之建議等外，並從法律面
及經濟理論評析結合矯正措施及成效，最後也提出建議供公平會參考，不但內

容豐富、論析精僻，在當今事業結合風起雲湧的時代，更顯得可貴。個人在閱

讀本文之後感覺受益甚多，也更感到競爭主管機關任重而道遠。本文幾乎已窮

盡結合矯正措施之內涵，個人僅提出一些淺見請大家指教。

一、有關綜論公平會對一般投資公司與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之結合矯正措施

案例，認為「難謂我國公平會有做出真正的結構面矯正措施之決定」，建議可

以進一步探究原因，例如，公平會是否考慮台灣市場太小，致擔心事業拆解後

新事業的存活率太低？

二、作者既認為公平會結合矯正措施著重在「行為面」之矯正，故本文若

能就公平會對於行為面之矯正措施加以分類比較，甚至探討公平會見解之演

進，則內容將更具可讀性。此外，由於結合矯正措施事後追蹤（monitor）成本
高但甚為重要，尤其行為面矯正措施附加條件或負擔多訂有期限，公平會執行

情形如何？又矯正措施及後續追蹤有否依各該時期市場狀況做必要的檢討？

三、有關論述O E C D於 2 0 0 3年針對「矯正措施之會議報告」提出
四點遵循原則，O E C D針對競爭法及調和曾提出許許多多的「建議
（recommendation）」，不知道這一報告是否為OECD提出的「建議」之一？
其次，對開發中國家而言，遵循原則（四）指出：競爭主管機關應靈活且具創

造性地制定矯正措施。這樣的見解正符合台灣經濟特性需要，值得深入評估公

平會相關立法及執法，並就此提出建議。

四、公平法對於事業結合申報是否提出異議、附加條件限制或負擔，主要

取決於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是否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就經濟理論觀之，整

體經濟利益不外生產效率及分配效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不外其造成對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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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剩餘、生產者剩餘的減損，以及社會無謂損失（social deadweight loss）的多
寡。既然如此，拆解之前結合的事業學理上是否要等同考慮相關的問題，而非

僅著眼於以產業集中度（concentration ratio）彰顯的競爭程度？另，拆解後的
新事業除了遂行文中所述不公平競爭行為外，對於潛在的聯合等限制競爭行為

又要如何防止？國外案例又如何？

五、關於結構面矯正措施之類型及其成效分析乙節，談及「結構面之矯

正措施」類型論及資產的拆解，但競爭主管機關應更關切「市場拆解」，國

外立法及執法案例有否相關的例子？此外，事業拆解時無形資產（intangible 
assets）處理更為困難，智財權（IPR）固然可經由授權處理，但事業拆解後存
續品牌可能因「忠誠（royalty）」取得忠實客戶而占有優勢地位，這一問題也
應該加以處理。

六、有關矯正措施成效研究乙節，美歐案例顯示解體矯正措施成功率分

別達到75%及94%，原因為何？是在設定結合負擔時考量周全？還是市場夠
大使得拆解後新事業具有發展空間？最為大家所津津樂道的拆解成功案例為

1934年9月美國FTC要求聯合飛機及運輸公司（United Aircraft and Transportation 
Corp.，為1929年波音飛機合併其他數家公司所成立）拆解為聯合飛機公司
（United Aircraft Co.）、波音飛機公司（Boeing Airplane Co.）、以及聯合航空
公司（United Air Lines.），三家公司後來都發展成為知名的大公司，我想市場
規模是很重要的因素。如果以台灣的市場規模，能否得到類似的成功率數據？

或確保拆解後事業能得到良好的發展？

七、有關運用「結構面」矯正措施之可行性分析乙節，經濟面之評估中，

建議增加一項：充分確保最小效率規模（minimum efficient scale, MES）。這一
建議同樣是著眼於台灣經濟特性。事實上，以台灣小型經濟特性，結合矯正措

施似可盡可能避免「結構面」之矯正措施，代之以「行為面」之矯正措施，再

對其售價或收費等採取上限（ceiling）限制措施。這類似台灣有線電視發展過
程中，對系統業者設立分51區，採「一區一家」原則、訂定收費上限之權宜措
施，以避免業者重複投資及利於業者追求MES。當然，最近NCC準備檢討這一
個做法，但這樣的案例指明，對M&As矯正措施的討論及設計應該可以更為細
緻。

八、經濟全球化下跨國M&As案例漸增，競爭法的合作及一致性漸受重
視，M&As矯正措施評估變得更為困難、複雜。台灣可能缺乏相關立法及案
例，但歐盟、美國、日本的案例應不在少數，若能一併論析，當更為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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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本文與這個領域的多數研究一樣，論析多以比較

歐盟、美國、台灣立法及案例為核心，但歐美是競爭法先進國家，經濟規模亦

大，台灣能否與其等量齊觀？個人認為相關論述亦應參酌與台灣經濟條件及

發展類似國家之情形。另外，作為開發中國家，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調和

（harmonization）甚為重要，這樣的議題要如何嵌入結合矯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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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的履約保證在公平交易法的適用——

以不動產買賣、仲介及殯葬業為例

謝杞森
＊

中文摘要

我國傳統觀念下的人生兩件大事：生前購屋與往生後事。這兩件大事所涉

及的觀念與法律問題相當複雜，其通常無法立即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主要原因

在於不僅有有體物的交付還包含無體的服務，因此要讓消費者滿意，並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尤其在生前契約，其簽約的相對人（父母）與是否感受滿意的消

費者（子女），常常不是同一個人。至於購屋，常涉及價金分期給付與所有權

移轉登記無法同時進行，加上無法信任不認識的契約相對人，甚至遇到有些不

目　次
壹、前言

貳、履約保證的意義與相關法規

　　一、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

　　二、私立學校法、私立學校投保履約保證保險實施辦法

　　三、發展觀光條例、旅行業管理規則

　　四、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對於「預售屋」買賣預付款保障制度的
措施

叁、現行法規中有關履約保證的核心制度—信託

　　一、不動產預付價金的履約保證或信託

　　二、生前契約預付金額的強制信託

　　三、其他行業消費者預付價金之相關保障

肆、以公平交易法補遺專業法規的不足以及資訊揭露的完整性

　　一、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資訊揭露不足的處理

　　二、美、日處理資訊揭露不足的相關案例

伍、結論

* 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專任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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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了解法律又不夠盡責的房屋仲介時，消費者常徒呼奈何。

本文以購屋與生前契約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在於兩者的事業時有使用自己

所稱的「履約保證」措施來提升自己的競爭力並吸引消費者與其交易，但消費

者卻不知業者所稱「履約保證」的範圍，以致易產生糾紛。此外，對於交易金

額龐大的不動產買賣與看不到自己身後事的殯葬所可能出現無法履約的情形，

主管機關在相關法律中祭出「信託」的手段，以期確保消費者的權益，但是否

果真能發揮其功效，仍值得探討。

對於生前契約，內政部在殯葬業法中規定，對於預收款項的百分之七十五

必須強制信託，以防業者預收此等款項作轉投資而不慎被套牢或業者一旦破產

結束營業時可將信託的金額返還消費者或其繼承人，讓消費者不致全部落空。

但此一措施，果能滿足簽訂生前契約預付現金的消費者所需嗎？

本文首從信託的本旨逐一闡述相關主管機關在其主管的相關行政法規中所

採取的措施，究竟能保障消費者的權益到何種程度作逐一說明。其次再從公平

交易法對於不實廣告與欺罔或顯失公平的概括規定所可能介入規範的可行性作

探討。

關鍵詞： 公平交易法、履約保證、不動產仲介、預售屋、殯葬業、生前契約、
信託、資訊揭露、欺罔、顯失公平

壹、前言

購屋與生前契約——我國傳統觀念下的人生兩件大事，對於其相關的法律

爭議如何讓它圓滿落幕？法律人都未必能盡如己意，更何況一般民眾。

    透過不動產仲介購買成屋，明明是有體物的買賣交付，卻是與服務業難
以脫鉤。而屬於服務業的生前契約，卻又包含許多有體物（例如棺木、壽衣、

骨灰甕、靈骨塔位……等等）的交付。其性質與先給付金錢後再作單純消費

（商品的替代性大）的電子票證有很大的差異。

不動產交易的金額對於一般民眾而言，負擔可謂相當沉重，多數人一輩子

只買得起一件不動產。有不動產仲介公司為了吸引顧客（包括買方、賣方）的

信任，打出「履約保證」的廣告。問題是不動產仲介公司所稱「履約保證」的

概念與我國民法債篇「保證」所規範的內容是否一致，尚有待檢驗。

至於生前契約，據財政部在98年的調查數字顯示，全臺殯葬業市場營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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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超過新臺幣500億元。每位往生者平均殯葬費用則為新臺幣35萬4,145元，
若加上撿骨進塔、再葬、後續超渡法會、追思禮拜等，讓殯葬業成為「非一次

買斷」、後利無窮的產業，殯葬過程不管是臨終諮詢、悲傷輔導、葬禮流程，

都代表一個商機。但是，「生死關懷」不只是數字、價格或商機那麼膚淺。禮

儀師的「送行」，不只是送亡者走向彼岸，也要送家屬走出悲傷，更要與所有

參與喪禮的人一起成長。人的生與死是奧妙而難以參透的，所有從事生死服務

的人，都在進行一種直接的靈性生命修練
1
！往者已矣，送行的悲傷家屬，豈

有心情與能力去比較業者殯葬服務內容與品質的良窳，尤其住在都市的年輕後

輩更不知殯葬的內容與流程，因此生前契約的推出，有其正向功能的一面。

殯葬業的多層次傳銷業者在十幾年前推出「生前契約」，遊說民眾加入傳

銷體系成為參加人，不但喪葬後事可使用在自己身上，而且在介紹他人加入時

又有佣金與業績獎金的收入。當時許多隻身在台的老兵榮民莫不為之心動，

不再擔心自己的後事無人料理，孰知有少數不肖業者在預收款項後轉投資失利

而結束營業，主管機關只得立法以「預付現金強制信託」方式來保障民眾的權

益，但此一制度仍過於消極，難以符合民眾的真正需求。

我國一般民眾對於高檔食物的吃喝，常常毫不吝惜，一桌酒菜動則數萬元

也豪不心疼。但對於購買交易金額龐大的不動產或生前契約時，卻不願花費數

萬元聘請律師或法律專家事先過目業者所事先擬定好的定型化契約書，以了解

並確保自己應有的權益，等出現糾紛，才要求主管機關強力介入，著實在令人

遺憾。

本文即在此等感慨中，擬探討買賣雙方的權益關係以及主管機關在現有的

有限法規中，尋求妥善的處理機制，並期待對於業者與消費者能發揮法律常識

再教育的功能。本文不擬對艱深的法理作鑽研，而希望能從實務面作務實的說

明與可行的設計，並期待業者也能提出更完善的制度不但確保自己的權益並能

進一步嘉惠消費者，以達到雙贏的境界。

貳、履約保證的意義與相關法規

保證在我國民法739條（保證之定義）規定：「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
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但無

1 訓練出更多「台灣送行者」  真理大學宗管系推出殯葬學位學程，中央社訊息
服務，2010年8月12日。http://news.pchome.com.tw/living/cna/20100812/index-
12815964476700418009.html 查閱日期201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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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保證」一詞。公平交易委員會曾於第三百次委員會議決議，有關履約保

證制度之用語，由於國內現行法規尚無明確之規範，基於不同立場，對該制度

所應提供之保證範圍自會有不同之解釋，故是否應以不實廣告加以規範，應以

其廣告用語所表現之涵義是否與實際情況相符予以認定。

在民國88年（88）公處字第099號一案中對於被處分人於房屋仲介廣告上
就履約保證服務之提供與功能為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3
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命其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該項引人錯誤
之表示。本案係檢舉人透過被處分人媒介購買房地，依約交付價金及契稅費用

後，屢次要求賣方辦理過戶手續，賣方均無回應，詢問被處分人亦不獲置理，

後經查詢始發現系爭房地已遭法院查封拍賣，而被處分人竟又表示其並無提供

履約保證之服務。被處分人辯稱若需該項服務則必須另外提出申請，但檢舉人

並未提出申請，然而檢舉人認為自廣告文義來看，並未說明買方須踐行申請手

續，始得享有該項服務；又系爭廣告標題雖為「交易價金履約保證」，但說明

中卻有「買方怕的是付了價金卻拿不到產權」之文字，一般消費者已不能辨別

價金履約保證與產權履約保證係二事，更容易被廣告說明文字誤導，致以為有

包括此項服務。從廣告文義，該等字句使一般人對系爭履約保證制度產生之期

待，係為被保證人（買方或賣方）毋須負擔買賣交易過程中可能產生之所有風

險，因此自須以該制度在交易產生糾紛時所發揮之功能，來判斷是否真正達到

「○風險」之程度。該制度雖可減少當事人求償之困難性，惟並不具備「○風

險」程度之高度保障功能，因而有引人錯誤情事。

另於民國96年公處字第096075號2
一案中對於被處分人在房屋仲介廣告宣

稱「成屋履約保證」、「風險歸零」就其服務之品質、內容有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而處新臺幣120
萬元罰鍰。公平交易委員會在本案中認為：有關「履約保證」一詞，於現行法

令固無明文規定之定義，惟既採用「保證」一詞，自須合乎法令規定或一般社

會共通之概念，而非自行發明、詮釋之說法。「保證」之定義，依民法第739
條規定：「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

2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
 http://www.ftc.gov.tw/cgi-bin/search/query.cgi?q=%e6%88%90%e5%b1%8b%e5%b1%a

5%e7%b4%84%e4%bf%9d%e8%ad%89&submit=search&dbs=decisionfilesearch&descp
s=DecisionFileScirp&fdate=&fsize=&sortby=score&direction=down&n=10&enc=utf8&n
ewquery=1&uilang=cht  查閱日期99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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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而依一般社會通念，保證係「指對他人行為、資產

或信用負責擔保」，擔保則為「承當保證的責任。若出問題，擔保者須負起責

任」之意。是以，不論民法規定或一般社會通念，「保證」均係指保證人代他

人負起債務或責任履行之義。本案系爭廣告既宣稱「履約保證」，並佐以「保

證銀行」、「風險歸零」等文字說明，足令一般交易相對人對之產生「買賣交

易過程中可能產生之所有或主要之風險，均由服務提供者或保證銀行所承擔，

而買方或賣方則毋須負擔該等風險與責任」之認知與期待。

從上述兩案案例可知，既用「保證」一詞，就應回歸我國民法第739條規
定對於保證的意涵，而不可任意逸脫其範圍，且其保證事項的範圍有多廣也需

明示清楚，否則將違反公平交易法。

公平交易委員會上述的見解應值得肯任，以免因企業界任意憑自己主觀觀

念來解讀並使用既有的法律名詞，反而造成此一法律名詞的不同解讀，進而影

響當事人的認知與應有的權益。

其他行政主管機關在其主管的特別法修法時，若欲採用民間之一般用語而

逸脫現行法律原始意義時，就應在該特別法中再作進一步的定義說明、應具備

之要件與法律效果，否則容易造成解釋上的分歧，以至產生法律糾紛。

在我國現行法中已將「履約保證」作為正式的法律名詞者如下：

一、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民國98年1月23日公布）

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18條規定：「非銀行發行機構發行電子票證所收
取之款項，達一定金額以上者，應繳存足額之準備金；其準備金繳存之比率、

繳存方式、調整、查核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銀行會商主管機關定
之。 前項收取之款項，扣除應提列之準備金後，應全部交付信託或取得銀行
十足之履約保證。」同法第20條規定：「第十八條所稱取得銀行十足之履約保
證，係指發行機構應就持卡人儲存於電子票證之金錢餘額，與銀行簽訂足額之

履約保證契約，由銀行承擔履約保證責任。」

此處規定係由銀行承擔履約保證責任，其責任範圍僅限於持卡人儲存於電

子票證之金錢餘額，這只不過是單純的將消費者預先給付的金錢返還，並無

涉及是否應確實依債之本旨履行契約原本應給付的內容。若從民法第740條規
定：「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

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來觀察，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18條規定法
律用語應改為「由銀行負給付儲存於電子票證之金錢餘額及其應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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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應使用「由銀行承擔履約保證責任」一詞，否則不但與民法債篇有關保證

所規定的意義與內涵不符，銀行也有不當得利之嫌。

二、私立學校法、私立學校投保履約保證保險實施辦法（民國98年
3月13日公布）

私立學校法第39條規定：「私立學校得依前項核定之招生總額，為學生之
利益，投保履約保證保險；其履約保證保險之保險契約、保險範圍、保險金

額、保險費率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本條規定因係「得」投保

履約保證保險，並非應投保，並無強制力，因此對學生的保障仍相當有限。

此外，私立學校投保履約保證保險實施辦法第3條規定：「私立學校以其
本身為要保人，為學生之利益投保履約保證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應依本

辦法規定，與保險人訂定保險契約，以已繳交就學費用之學生為被保險人。」

又同辦法第4條規定：「私立學校於保險期間內，向學生收取就學費用後，有
本法第七十條所定學校停辦、第七十二條所定學校法人解散、第七十八條所定

學籍不予承認或其他無法繼續辦學之情事，致學生全部或部分就學費用遭受損

失者，保險人應依保險給付基準表（如附件）負賠償責任。」因此保險人所為

之保險金給付，是基於投保契約而來，並非立於保證人地位來負保證的責任。    
我國民法第739條規定：「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

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若依該條規定保證的意涵應是

必須由保證人來「代負履行責任」，但從私立學校投保履約保證保險實施辦法

第4條規定可知，當學校停辦而無法提供學生學習環境時，保險人所負責任也
只是按基準表所訂的金錢賠償責任而已，並無法提供學生有學校的學習環境的

債務內容。由於私立學校投保履約保證保險實施辦法只是行政命令位階，恐難

以排除民法的適用，因此該辦法實不宜在文中使用「履約保證」一詞，以免混

淆保證責任的範圍。

三、發展觀光條例、旅行業管理規則（民國99年9月2日修正公布）

發展觀光條例第31條第2項規定：「旅行業辦理旅客出國及國內旅遊業務
時，應依規定投保履約保證保險。」據此，旅行業管理規則第53條第2項規
定：「旅行業辦理旅客出國及國內旅遊業務時，應投保履約保證保險，其投保

最低金額如下：一、綜合旅行業新臺幣六千萬元。二、甲種旅行業新臺幣二千

萬元。三、乙種旅行業新臺幣八百萬元。四、綜合旅行業、甲種旅行業每增設



服務業的履約保證在公平交易法的適用——以不動產買賣、仲介及殯葬業為例 245

分公司一家，應增加新臺幣四百萬元，乙種旅行業每增設分公司一家，應增加

新臺幣二百萬元。」同規則同條第3項規定：「旅行業已取得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足以保障旅客權益之觀光公益法人會員資格者，其履約保證保險應投保最

低金額如下，不適用前項之規定：一、綜合旅行業新臺幣四千萬元。二、甲種

旅行業新臺幣五百萬元。三、乙種旅行業新臺幣二百萬元。四、綜合旅行業、

甲種旅行業每增設分公司一家，應增加新臺幣一百萬元，乙種旅行業每增設分

公司一家，應增加新臺幣五十萬元。」同規則同條第4項則規定：「履約保證
保險之投保範圍，為旅行業因財務困難，未能繼續經營，而無力支付辦理旅遊

所需一部或全部費用，致其安排之旅遊活動一部或全部無法完成時，在保險

金額範圍內，所應給付旅客之費用。」同條第5項規定：「第二項履約保證保
險，得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以同金額之銀行保證代之。」

依發展觀光條例第57條規定，旅行業未依同法第31條規定辦理履約保證保
險或責任保險，主管機關得立即停止其辦理旅客之出國及國內旅遊業務，並限

於三個月內辦妥投保，逾期未辦妥者，得廢止其旅行業執照。倘若業者已為消

費者辦理出國旅遊業務中而且出國在即，卻因未依規定辦理履約保證保險，而

遭主管機關命立即停止其辦理旅客之出國業務，甚或廢止其旅行業執照時，消

費者的權益是否仍不受影響而仍可出國旅遊？不無疑義。

又從旅行業管理規則第4項規定觀察可知，只有在旅行業因財務困難，未
能繼續經營的情況下，而且無力支付辦理旅遊所需一部或全部費用，而導致其

安排之旅遊活動一部或全部無法完成時才需給付，而且僅限於在保險金額範圍

內給付費用，這根本不足以賠償消費者實際上所受之損失（甚至包含有無法再

度向公司請特別休假或年假的假期損失），這與一般消費者通常所認知應全額

賠償的情形尚有差距。因此，業者在契約中除應明載上述相關條款外，還應向

消費者作進一步的闡明。

四、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對於「預售屋」買賣預付款保障制度
的措施（民國99年6月11日新聞稿：第176次委員會議通過，

由內政部公告後 8個月後實施。）3

為健全國內預售屋買賣交易機制，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下稱行政院

消保會）邀集相關機關、專家學者、業界及消保團體共同審議內政部「預售屋

3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新聞稿：標題：「預售屋強制履約保證機制有譜了！」
http://www.cpc.gov.tw/detail.asp?id=1527 查閱日期：99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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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契約書範本暨其應記載事項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業經該會第176次
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將由內政部公告後8個月後實施。
本次修訂的「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暨其應記載事項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重點包括：

強制履約保證機制。預售屋屬於預付型商品，在消費者未取得所有權前，

業者須依規定辦理履約保證，履約保證依下列方式擇一處理：

（一）內政部同意之履約保證方式。

（二）其他經雙方同意之任一替代方式，包括：

1. 價金返還之保證
本預售屋由　　　（金融機構）負責承作價金返還保證。

價金返還之保證費用由賣方負擔。

賣方應提供第一項之保證契約影本予買方。

2. 價金信託
本預售屋將價金交付信託，由　　　（金融機構）負責承作，設立專款專

用帳戶，並由受託機構於信託存續期間，按信託契約約定辦理工程款交付、繳

納各項稅費等資金控管事宜。

前項信託之受益人為賣方（即建方或合建雙方）而非買方，受託人係受託

為賣方而非買方管理信託財產，但賣方無法依約定完工或交屋者，受益權歸屬

於買方。

賣方應提供第一項之信託契約影本予買方。

3. 同業連帶擔保
本預售屋已與○○公司（同業同級之公司，市占率由內政部另定之）等相

互連帶擔保，持本買賣契約可向上列公司請求完成本建案後交屋。上列公司不

得為任何異議，亦不得要求任何費用或補償。

賣方應提供連帶擔保之書面影本予買方。

4. 公會連帶保證
本預售屋已加入由全國或各縣市建築開發商同業公會辦理之連帶保證協

定，持本買賣契約可向加入本協定之○○公司請求共同完成本建案後交屋。加

入本協定之○○公司不得為任何異議，亦不得要求任何費用或補償。

賣方應提供加入前項同業聯合連帶保證協定之書面影本予買方
4
。

4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新聞稿：有關「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暨其應記載事
項」中關於履約保證機制之內容，本會再予補充說明。http://www.cpc.gov.tw/detail.



服務業的履約保證在公平交易法的適用——以不動產買賣、仲介及殯葬業為例 247

在上述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所擬預售屋買賣契約中所謂的「強制履約

保證機制」包含了數種不同制度，顯然與前述的「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

「私立學校法、私立學校投保履約保證保險實施辦法」、「發展觀光條例、旅

行業管理規則」等，對於「履約保證」或「履約保證保險」的內涵不太一致，

尤其給付金額或賠償金額、內容不一致，這都不是一般消費者有能力詳細區別

的。

同樣的法律用語但在不同的法律當中其意義卻有所差異，果若運用在實務

的廣告或契約中，將容易出現游移的空間。尤其在資訊不對等的業者與消費者

間很容易出現一面倒的情形，而在業者間也會產生不公平競爭的現象。

叁、現行法規中有關履約保證的核心制度—信託

一、不動產預付價金的履約保證或信託

由於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於民國99年6月11日新聞稿中所提「強制履
約保證機制」只針對「預售屋」的部分，成屋並不包括在內。但針對仲介業在

仲介成屋買賣時所提出之「履約保證」，依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在民國96年
公處字第096075號對仲介業的處分一案來看，若業者有不實廣告、欺罔或顯失
公平的情形時仍有公平交易法的適用，因此日後對於仲介業在仲介成屋買賣若

有打出「履約保證」的廣告而有不實時，仍有公平交易法的適用。

在該成屋履約保證一案中，被處分人在廣告中宣稱的主要內容有：「成屋

履約保證制度簡單的說，就是○○房屋在買賣雙方同意保證責任範圍內的前提

下，由銀行出面保證，讓買方得到清楚的產權，屋主也得到應有的價款，並由

○○建築經理公司，以公正的第三人角色處理所有事項，做好資金保管、監控

與流程控管，如果交易過程中任何一方有違約的事情發生致無法履約，經查證

屬實，則銀行將出面，依保證書約定，負應有的責任，將買賣交易風險降到最

低。」「只要買賣雙方均簽妥代辦成屋履約保證委任契約書，執行成屋履約保

證的相關費用和手續費全部由○○房屋支付，客戶不需負擔。」至於對買方的

權益保障內容有「1.保障產權清楚；2.風險發生時，依約定保障已支付款項的
安全；3.履約保證專戶控管購屋款，若賣方違約，經買方完成法律程序解除買
賣契約確定後，履約保證專戶將歸還買方已支付之買賣價款。」而對賣方的權

asp?id=1528  查閱日期：99年8月17日。



第 1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48

益保障內容有「1.不動產過戶前，買方如果違約不買，賣方經過法律程序解除
買賣契約確定後，賣方可取得專戶中買方已繳存的款項；2.風險發生時，依約
定保障尾款給付的安全。」

本案成屋買賣的買方違約，因此賣方檢舉被處分人未依廣告內容做到履約

保證責任，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該案理由第三點後半段稱：「不論民法規定或一

般社會通念，『保證』均係指保證人代他人負起債務或責任履行之義。本案

系爭廣告既宣稱『履約保證』，並佐以『保證銀行』、『風險歸零』等文字說

明，足令一般交易相對人對之產生『買賣交易過程中可能產生之所有或主要之

風險，均由服務提供者或保證銀行所承擔，而買方或賣方則毋須負擔該等風險

與責任』之認知與期待。」

從該句「交易過程中可能產生之所有或主要之風險，均由服務提供者或保

證銀行行所承擔」可知，其顯然不只是侷限在買方將部分金額預付而交付信託

後，當賣方違約而不願移轉不動產登記給買方時仲介業只將交付信託的金額返

還買方而已，還包含其他違約的責任。

業者喜好將收自於客戶預付的金錢轉交給信託公司管理該預收金錢一事稱

為信託，但實質上是否符合信託意旨仍有待商榷。從我國信託法第1條規定：
「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

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觀察可知，將

金錢交給信託公司的信託人應是該筆金錢的所有權人，亦即成屋的買方，而不

應是房屋的仲介業者，仲介業者對於該筆預收的金錢從來都沒有權利取得所有

權，因此信託契約的當事人一方是信託公司，而另一方的當事人應該是成屋的

買方而不應該是仲介業者。甚者更有那種保管預付價金的並不是信託業者，而

是建築經理公司，而且與該不動產仲介業者是關係企業，這如何能取信於消費

者。因此，在未建立完整制度之前，業者各顯神通，消費者只能自求多福。

實務上成屋買賣最主要的風險在於買方今天先付第一筆價款、第二筆價價

款、第三筆款後，除了剩下的尾款，都已經給賣方，賣方收到大部分金額後要

去辦理不動產移轉登記給買方，買方才能順利去銀行辦理房屋貸款，因為必須

拿房子抵押，所以賣方一定要先移轉登記給買方，當然賣方也會擔心不動產移

轉登記後，買方尾款不給付時該怎麼辦？除非買賣雙方共同配合，當賣方移轉

不動產登記給買方時，在同一時間所完成的房屋貸款的金額直接撥入賣方的帳

戶。否則現行法律真的也沒有辦法解決此一問題。現行一般實務的做法，針對

最後一筆尚未給付的尾款，會請買方開同金額的本票，並將該本票放在代書或



服務業的履約保證在公平交易法的適用——以不動產買賣、仲介及殯葬業為例 249

建築經理公司，等到向銀行貸款撥款給買方後，再將該筆金額交付給賣方，賣

方同時將本票還給買方。主要是因本票的執行有其便利性，只要聲請裁定後即

可強制執行，不像支票、匯票還要另外起訴，比較費時麻煩。成屋通常有辦理

產權登記，一般而言是買方會比較擔心金錢給付之後，賣方卻將房屋移轉登記

給別人或被第三人查封拍賣而無法順利登記給買方，因此會出現所謂「履約保

證」的作法。

事實上我國土地法中有「預告登記」制度，預告登記的運用其實就可確保

買方的權益，以避免賣方收了買方的部份價金後仍將產權移轉登記給第三人。

土地法第79條之1規定：「聲請保全下列請求權之預告登記，應由請求權人檢
附登記名義人之同意書為之：一、關於土地權利移轉或使其消滅之請求權。」

即買方給第一筆錢的同時，就要求登記名義人（即不動產所有人賣方），出具

同意書給買方到地政事務所辦理預告登記，登記表示買方已與賣方簽約，買方

已給付賣方部分價金，而賣方同意讓買方去辦預告登記。預告登記的法律效果

是：「前項預告登記未塗銷前，登記名義人就其土地所為之處分，對於所登記

之請求權有妨礙者無效。」亦即買方去辦理預告登記，賣方也同意讓買方辦理

預告登記，表示雙方買賣契約成立生效，倘若賣方再將該不動產賣給其他第三

者，此時該第三者就不能夠對抗買方，買方只要把後面的尾款付清即可辦理不

動產移轉登記而取得不動產所有權，該第三者則無法取得不動產所有權，該條

的增訂即是為了要解決此一問題。倘若能善用此一預告登記的制度，也就不需

要法律意義不夠明確的「履約保證」了。但預告登記，對於因徵收、法院判決

或強制執行而為新登記，無排除之效力（同條第三項），因此，買方仍需儘速

完成整個交易。

同樣的理念，在生前契約中買方要的是在幫消費者辦理後事的殯葬業者結

束營業時，希望信託業者來幫我辦理後事，而不是單純的只把75%信託的金錢
還給買方本人或其繼承人，因我可能不信任不肖的繼承人會確實幫我妥善完成

後事，而是希望信託業者能另尋其他殯葬業者為我完成後事，這才是信託的真

正本旨。所以信託的目的是在背後真正的履行買方所真正想要或需要的東西。

同樣的在成屋買賣，買方真正要的是房子，而不是屆時賣方不移轉登記時，卻

只是把已給付的金錢退還給買方。

至於仲介的成屋履約保證是否包含房屋會不會漏水、輻射屋、海砂屋或有

沒有其他瑕疵等，就須視仲介所打出的廣告與契約內容而定。仲介若願意連

「物之瑕疵擔保」也保證的話當然更有利於買方，但風險變大、交易成本會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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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會把成本轉嫁到買方，也是當事人所必須慎重考慮。

由於土地通常不會有物的瑕疵擔保的問題，但房屋會有物的瑕疵擔保的問

題，而這是另外一個問題，變成在締約的過程當中應該要先跟消費者講清楚，

預告登記只有針對房屋產權的部分，至於房屋是不是輻射屋、海砂屋、會不會

漏水都是另外一個問題，若要由仲介業保證的話，收費即有不同，當然還是有

一個很大的空間。這樣一個不同的理念加進來後對成本會提高多少，這可能需

要進一步做精算的統計，不過相信透過市場的競爭機制，也許這個地方的風險

就由業者自己吸收也說不定，此與保險雷同，需要透過大數法則，可能發生的

機率多高、利潤多高，要不要把成本吸收下來，其實個人認為應可透過精算。

另外蠻可惜的是金融業、信託業還蠻保守的，如果說金融業者、信託業者也願

意承擔這樣的風險時，可以收一些管理費、手續費，這也會是利潤之一。

二、生前契約預付金額的強制信託

我國殯葬管理條例第44條規定：「與消費者簽訂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之殯葬
服務業，須具一定之規模；其有預先收取費用者，應將該費用百分之七十五依

信託本旨交付信託業管理。前項之一定規模，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中央主

管機關對於第一項書面契約，應訂定定型化契約範本及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

該條的規定為何不是百分之百強制信託？其他百分之二十五的部份看似先

留給公司因經營或處理相關事務所需之費用，但哪種事業在營運時沒有經常性

的支出？這本是應以公司成立時募集的資本去支應，怎可將生前契約的消費者

所預付的部份金額作為經常門的開銷。因此該未交付信託的百分之二十五的金

額實為多層次傳銷業者在招募會員時，會員欲取得參加人資格（得介紹他人加

入並取得介紹佣金與獎金的資格）時的對價
5
。若非為此緣故，為何不需將參

加人所給付往生契約所有應付全部的金額百分之百強制信託，以確保將來殯葬

業者無法履約時仍能全身而退。

信託人是殯葬業者，受益人也是殯葬業者，只有在例外因殯葬業者因經營

不善結束營業時，其受益人才變為買方或其繼承人。這並沒有考慮到買方當初

5 公平交易法第8條規定：「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謂就推廣或銷售之計畫或組織，
參加人給付一定代價，以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及介紹他人參加之權利，並因
而獲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者而言。前項所稱給付一定代價，謂給付金錢、
購買商品、提供勞務或負擔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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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預先簽定「生前契約」並先給付價金給殯葬業者，有時是因沒有子女

或子女不孝、也有可能繼承人有紛爭，不想把錢留下來讓他們幫我辦後事，甚

至於他們可能把那些錢隨便花掉，草率幫我處理，也沒有其他值得信賴的人，

只好信賴信託業者。因此今天找殯葬業者簽訂生前契約所要的是甚麼？就是幫

我完成整個往生的儀式，這是我在乎的。

像「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比如說悠遊卡現在可以儲值，或是百貨公

司預收金錢，這些金錢是先給付給公司，公司拿去使用或交付信託，若結束營

業，大不了就把金錢還給消費者，而消費者要的還是那個金錢，但消費者今天

跟葬儀社簽訂的生前契約，消費者所要的不是說如果今天有問題而把金錢還給

消費者就了事，若果如此，殯葬業者把錢給我，我人都已往生，由子女來繼承

幫我辦後事，就算是已履行契約內容，那又何必先把該筆金錢預先給付殯葬業

者，消費者大可把錢留下等子女長大或直接交付信託，嗣後再把金錢給子女辦

後事即可，所以「殯葬管理條例」事實上對消費者的保障不是考慮的很詳盡。

個人以為比較好的作法應該是：殯葬業者不管是找銀行或信託業者信託，

信託後如果殯葬業者結束營業，信託業者就應拿這筆信託的金錢去找另一個殯

葬業者，來幫消費者履行契約內容，而不是很簡單的把金錢還給消費者。當然

我們的業者能不能進步到這種程度，就要看怎麼樣去商談。當然這可能會發生

一個問題，亦即把價金75%部分信託給信託業者，而業者收了錢後，消費者往
生且殯葬業者倒閉後，信託業者要再找一家殯葬業者商談，這些相關費用及保

管費這筆錢要不要給付利息，可不可以利用信託的資金再去做進一步的投資，

在「殯葬管理條例」條文未規定，只能由雙方當事人在契約中明定。

此外，在該條規定有預先收取費用者應將百分之七十五交給信託業者管

理，條文中只規定「管理」，未提及「運用」，曾有業者在有關生命事業金錢

的契約書第一條內容明定，會將向消費者收來的錢百分之百交付給受託人，由

受託人依本信託的意旨及約定條款為信託財產之管理、處分及運用，也就是跟

信託業者簽訂的契約內容是管理、處分及運用，但「殯葬管理條例」只講管

理，就是由信託業者幫殯葬業者管理這筆錢，這家業者是百分之百而不是百分

之七十五信託，當然有利於消費者，應該是可被允許的，但在契約書裡卻明定

「管理、處分跟運用」，是否跟「殯葬管理條例」的規定有所出入？當然有所

出入，因為加上了處分跟運用，如何去處分、運用？當信託業者進一步將這筆

錢去轉投資購買一些金融商品時，如果出了問題該怎麼辦？而去運用產生更多

的收益歸誰的？內政部所負責的「殯葬管理條例」裡，只講管理未講運用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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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法律上的效果會是怎樣？恐怕就有待以後法院來做認定，此因牽扯三者

的問題，消費者跟殯葬業者簽約，殯葬業者的信託給信託業者，假如消費者先

把30萬給殯葬業者，殯葬業者對這30萬就有所有權，消費者對業者只有取得一
個所謂債務履行的請求權而已，如果沒有辦法履行也只是請求把30萬返還，而
不能主張對那30萬有所有權，就算把鈔票號碼都記下來，也並不代表錢就是消
費者的，所以當殯葬業者拿了去運用，而此一問題個人認為內政部並沒有針對

核心問題去處理，實在有點遺憾，法律上75%信託，如此一句話很簡單，但衍
生的相關問題該如何解決，當初立法時是否有邀請消保會、公平會、金管會、

法務部、民間業者等相關單位詳細討論此等問題，這實在有必要再進一步思

考。

美國FTC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非常重視，對於殯葬契約亦訂有指導原則
（Funerals: A Consumer Guide）6

。我國的殯葬業的主管機關雖是內政部，亦訂

有殯葬管理條例來規範業者，但對於與消費者交易時相關的廣告或訂約時的資

訊透明化並非內政部的專長。因此，為確保競爭秩序，在其他相關法規尚無法

周延保障正當經營之業者的經營環境與消費者權益的情況下，仍宜以公平交易

法介入加以規範事業提供履約保證的確實履行。

三、其他行業消費者預付價金之相關保障

早期有殯葬業者透過多層次傳銷的方式銷售生前契約，在台灣與中國大陸

兩岸尚未開放三通時，有業者利用多層次傳銷的方式推銷產品，主打的對象之

一就在一些老兵身上，這些老兵有些來台時沒有結婚只孤家寡人一個，但我國

傳統觀念很在乎往生後若沒有人祭拜時將成為餓死鬼，而且後事要葬在何處等

等，都是一般民眾所關切的問題。由於有殯葬業者對其宣稱公司會派人為其處

理後事，不致於成為孤魂餓死鬼，因此許多老榮民就加入這些傳銷事業成為會

員與參加人。然後又一併介紹軍中同袍加入會員。之後陸續一些老榮民開始往

生，雖然在往生前就透過同袍幫他留意殯葬業者是否有在其往生後盡到履行契

約的內容，但後來發現部分業者就算有履約但也是草率了事，更有甚者，連往

生儀式都未辦理，當其軍中同袍向業者質問時，業者就以其軍中同袍的身分在

法律上並無任何可以主張的權利而斷然拒絕。

以多層次傳銷方式的健康檢查也有預付價金的情形。健康檢查需安排健檢

6 http://www.ftc.gov/bcp/edu/pubs/consumer/products/pro19.shtm 最後查閱日期
20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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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若業者倒閉而無法履約作健檢，或債信不良、資金周轉不靈導致健康檢

查特約醫院均與其終止契約，倘消費者因等待而遲延健檢，未能即時檢查出疾

病之所在，其責任由誰來負？這已不是把金錢返還就能安然無事的問題，現今

社會既已出現如此消費方式，政府即有責任加以規範。

在旅遊契約中因涉及機位、旅館、車輛等等之預訂問題，先向消費者預收

價金顯然有其必要性。一旦結束營業而無法履約時，即便有品保協會出面善後

協調其他旅遊業者代為出團，其將與當初所預計軟體硬體的旅遊品質有所出

入，消費者也只能勉強接受。最糟的是不但無法出團也拿不回價金，即便能要

回價金，假期也無法回復，即便臨時規劃行程，也可能因住宿、交通等因素而

無法成行。這已不是單純的將信託金額返還的問題，因此當只返還價金的情況

下就不應當使用履約保證一詞，以免誤導消費者的認知。

雖然前面所述的學生保險和電子票證的問題已有相關法律觀範，但法律都

還是停留在金錢返還的問題。

私立學校於保險期間內，向學生收取就學費用後，學校停辦、學校法人解

散、學籍不予承認或其他無法繼續辦學之情事時，致學生全部或部分就學費用

遭受損失者，保險人應依保險給付基準表負賠償責任。此處法規非常明確僅

言只是一個保險，學生與家長看這個條文就知道權利僅只於此。當然學校若停

辦，教育部可能也會把學生轉到其它同等級的學校就讀，若其他私立學校願意

接收。相同原理，為何信託業者不另尋其他殯葬業者把它承接過來，而新承接

的殯葬業者的利潤就也會存在，當然成本或許多少會提高，因此業者有責任將

這些相關問題讓消費者有所認知與理解。

在瘦身美容業的問題比較單純，若業者結束營業而消費者只不過是外觀沒

有得到美容而已，但因加入會員時會費也是預收。因此預收的金錢是否也應交

付信託？若此一行業也將預收金額交付信託，而當結束營業時將剩餘金額返還

消費者時，是否也可稱履約保證？其保不保證瘦身、美容更美？顯然不可能。

因此這不僅需透過立法去解決此一問題，而且有必要在整個締約過程中清楚揭

露相關資訊。

肆、以公平交易法補遺專業法規的不足以及資訊揭露的完整性

資訊不對稱乃當交易雙方的一方擁有另一方所不知道的資訊，即產生資

訊不對稱問題。資訊不對稱可分為下列兩類：第一類為「藏匿的特性（hi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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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即交易之一方知道其本身的某些特質，而另一方想要知道
但卻無法獲知。第二類為「藏匿的行為（hidden actions）」，即一方的某種影
響交易成果的行為，另一方無法直接觀察到。由上述兩種資訊不對稱衍生出來

的經濟問題，可歸納為「惡性選擇（adverse selection）」及「道德危機（moral 
hazard）」。惡性選擇由於有「藏匿的特性」問題，進行交易時往往會導致資
訊較少的一方在選擇擁有資訊的一方的交易對象時，做出惡性選擇，亦即選擇

較差的交易對象。在資訊經濟學領域中最有名的例子，可稱之為「檸檬市場

lemon market」問題，即留在樹上沒有採的都是酸梨子，甜的早就被採光。在
美國，買賣舊車非常普遍，真正知道舊車優點的是那長期擁有的車主，買者雖

可以四處打聽並進一步實地測試，但舊車仍不能很快暴露出它的毛病。因此推

測便知道，保養得很好的車子，比較不會出現在舊車市場；低品質車子，其車

主才會急於出售之。因此，消費者自然也預期二手車的品質不高，故不願支付

高價購買。這種現象會有進一步惡性循環的效果，既然舊車市場價格不高，就

只有低品質、低價位的爛車市場
7
。

如何解決惡性選擇問題呢？最常見的方法，擁有資訊較少的人，會利用

一些可觀察的指標，來推測藏匿的特性。這種可觀察的指標稱之為「信號

（signal）」。
消費者是屬於資訊較少一方，而最後常會因為加入前沒有充分了解事業之

特性或產品之相關資訊，於交易時容易產生糾紛，使社會大眾對業者產生負面

印象，因此，如何透過各種方式所提供之信號（signal）以降低消費者於交易
進行前獲得充分資訊，以避免因「藏匿的特性」而產生交易糾紛之問題。由於

「藏匿的行為」容易產生交易糾紛，惡性選擇肇因於藏匿的特性之資訊不對

稱，此問題產生於經濟交易發生之前。而道德危機問題則肇因於藏匿的行為的

資訊不對稱，此問題發生於交易或契約訂定之後。在解決問題方面，性選擇問

題因關鍵在於資訊的傳遞，故可以尋找適當的「信號」作為惡參考。而道德

危機的解決，則強調必須給予擁有資訊一方正確的行為誘因。Coase（1937）
提出交易成本的觀念，其認為從現實環境觀察中，經濟學家同意價格機能是

一種較佳的協調機制，但也承認企業家的協調功能。直到1975年Williamson 綜
合了Coase的理論及其他相關交易及交易成本相關文獻，發展出「交易成本經

7 多層次傳銷事業「專業評鑑制度」、「專業評鑑指標」之研究與建立，執行期間：
95年3月至95年10月；主辦單位：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執行單位：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中華民國95年10月25日，頁90-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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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學」，其中提出當買賣雙方於資源交換過程中存在高交易成本時，則可透

過「仲介機構」提供資訊、協助談判及監督交易，以降低交易成本之三邊局

勢
8
。

未來環境如果充滿著變化與不可預期，則交易雙方的理性行為必會受到許

多限制，在協商與定契約的過程中，常需付出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同時，由於

環境的變化很大，交易雙方常希望有較大的彈性來調整彼此的供需關係，但這

往往造成另一項很大的交易成本。在交易過程中，由於環境變化及人性的投機

心理，使得交易雙方握有的資訊完整性，在程度上往往不同。交易雙方若是處

於對立的立場，整個交易常充滿著懷疑與不信任的氣氛，交易過程將重視形式

而不重視實質，徒增交易成本
9
。

如前面各章節所述，現有各主管機關所訂定的專業法規仍不足以完整規範

「履約保證」在實務運作上所產生的疑義與糾紛，因此為確保事業的公平競爭

與消費者權益的保護，除公平交易法第21條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外，公平交
易法第24條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與顯失公平的規定，應可考慮作為階段性
的補遺措施。尤其在與消費者簽訂的契約中未載明應明載前述相關法規規定的

條款外，還應向消費者作進一步的闡明依法應付履約保證責任時的給付金額或

範圍。

一、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資訊揭露不足的處理

實務上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各種行業者在資訊揭露不足的問題上曾作

成相關決議或處分：

（一）工業住宅

「工業住宅」一詞亦為業者所創之名詞，並非法律正式用語。在公平交易

委員會的處分案中，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業者雖在海報上已註明使用分區／工

業區（用地）字樣，並無意欺瞞消費者，然其在室內裝潢傢具配置參考圖廣告

中載有臥室、餐廳、客廳、廚房、浴室等 一般住宅室內規劃設計平面圖及客餐
廳、臥室、廚房、浴室等室內設備建材說明文字，並以客廳、臥室等照片為圖

示，並未明確表示該建物之用途為供工業使用之廠房，且合併觀察其廣告整體

效果亦使消費者誤認該建築物為供一般居住之住宅，其在廣告上對於商品之內

8 同前註。
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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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用途等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洵堪認定。
10

由於工業住宅會讓消費者誤以為其隔間裝潢與一般住宅相同，殊不知會被

認定為違建而遭拆除，而且其得向銀行貸款之成數亦與一般住宅不同，更無優

惠房貸利率的適用，對消費者權益影響甚大。在「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案件原則」第二十一點有關不動產工業住宅之表示或表

徵的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構成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所稱虛偽不實或引人錯

誤：1.廣告未對建築基地使用限制為「工業區」或「丁種建築用地」之表示。
2.廣告雖已載明基地使用限制為「工業區」或「丁種建築用地」，但標註較廣
告中其他說明顯然有所不足。3.廣告未對建築物係供與工業有關之使用明確加
以表示。4.廣告使用一般住宅配備為圖示，或文字說明暗示其建築物適合供住
宅使用。5.廣告中有關「建築物用途」之宣傳，與建築或使用執照不同11

。

（二）預售屋

預售屋與工業住宅及成屋的買賣，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的消費者交付部份

價金時仍不見任何房屋的蹤影，這對消費者的壓力非常大。在交易過程中所透

露出來的資訊能讓消費者完全信賴的實在非常有限。為保護消費者的權益，行

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於是在91年10月17日第571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預售屋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詳附件一）並於91年11月
6日公壹字第0910010858號令發布，迄今修正過三次。該規範說明一背景說明
稱：「緣目前房屋預售制度之交易特性，消費者於簽訂買賣契約書時，就所購

房屋事先可取得之資訊相當有限，消費者完全依憑廣告或買賣契約書以認識所

購建物之環境、外觀、隔局、配置及建材設備等，並據為是否交易之參考，復

以預售屋較其他消費性商品，有『價值較高』、『不易流通』等特性，致消費

者與建築開發業者間，常因雙方就給付內容之認知與期待不同而產生爭執，而

其所衍生之交易糾紛，將影響買賣雙方權益至鉅，故若能於合理範圍內促進房

屋買賣交易資訊之透明化，當可有效減少此類糾紛。鑒於公平交易法的立法目

的係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的安定與繁榮，

同時冀期建築開發業者均能瞭解公平交易法相關規範，本會爰訂定本規範說

明，俾使相關業者知所行止，同時作為本會今後處理相關案件之參考。」並祭

10 公平交易委員會82年1月14日（82）公處字第○○四號處分書；行政法院83年度判
字第994號判決。

11 公平交易委員會 h t t p : / / w w w. f t c . g o v. t w / i n t e r n e t / m a i n / d o c / d o c D e t a i l .
aspx?uid=165&docid=253查閱日期99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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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公平交易法第24條的帝王條款來規範，顯見對於預售屋銷售的資訊透明化非
常關切與重視。

（三）銀行定期儲蓄存單逾期處理相關資訊揭露問題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在民國84年1月9日（84）公壹字第00108號解釋：
「關於銀行未預先通知定期儲蓄存單屆期及明示存單逾期處理辦法，致存款戶

遭受損失之行為，經邀請集相關單位到會研商，並提本會83年12月28日第168
次委員會議決議，為期交易資訊充分透明，銀行應事先在契約或類似書面資

料中，明白記載有關定期儲蓄存款逾期處理辦法等規定，以告知存款人有關資

訊，俾利其作最適切之選擇。各銀行應於84年3月1日前完成調整作業，否則，
即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嫌。」又在金融機構要求支票存款戶須留存

定額餘款之資訊揭露問題案中，中華民國84年3月22日（84）公壹字第01933號
函認為：「一、有關金融機構對支票存款戶要求留存一定金額乙事，本會第

163次委員會議決議，銀行未預先告知存款戶有要求存款實績，亦未告知存款
實績標準及存款往來情形不佳時，得停止發給空白支票之作法，使存款戶不知

情而申請支票帳戶，在往來時日後，銀行再以須達存款餘額，否則拒發支票使

用為由，迫使存款戶存入定額存款，應屬公平交易法第24條所定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二、鑑於系爭行為為銀行業共通問題，經邀集相關單位

到會研商，並提本會第178次委員會議決議，金融機構如要求支票存款戶留存
一定金額，應於84年5月31日前完成調整作業，於契約中明定左列事項，否則
即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嫌：存款餘額，調整之通知及生效時間。未達存
款數額之效果，如扣繳定額費用、或停止使用支票等規定

12
。」此外，於民國

91年11月6日公壹字第0910010855號函訂定「公平交易法對金融業經營行為之
規範說明」，並進一步歸類「金融業者經營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案

例類型」（詳附件二），顯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的行業對於消費者有資訊揭露不完整而可能造成對消費者權益侵害的情形時，

仍不排除有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

12 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tw/cgi-bin/search/getfile.cgi?act=download&d
b=decisionfilesearch&id=1944&t=DOC&uilang=&title=%e6%a1%88%e7%94%b1%20
%ef%bc%9a%e6%9c%89%e9%97%9c%e9%8a%80%e8%a1%8c%e5%ae%9a%e6%9c
%9f%e5%84%b2%e8%93%84%e5%ad%98%e5%96%ae%e9%80%be%e6%9c%9f%e8
%99%95%e7%90%86%e7%9b%b8%e9%97%9c%e8%b3%87%e8%a8%8a%e6%8f%a
d%e9%9c%b2%e5%95%8f%e9%a1%8c%e6%a1%88%0a&url=E:\ftc2\uploadDecision\
upload\84100108_INT.txt  查閱日期99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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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日處理資訊揭露不足的相關案例

日本在平成12年（2000年）日本的公平交易委員會對葬儀社所提供服務的
不當價格比較廣告作成警告。葬儀社於夾報廣告傳單上記載「其他葬儀社葬儀

總費用約60万圓～70万圓；本葬儀社葬儀總費用約40万圓」，實際上有關從60
万圓～70万圓價位的競爭業者的價格及葬儀服務的內容，並未基於正確的調查
來比較表示

13
。因此在服務業中所提供的服務，即便只是作單純的價格比較廣

告，但因涉及的服務內容品質不同，其價格的比較即不易有客觀的標準
14
。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對資訊揭露的一些看法，除了不實或誤導之外，資訊

揭露的不足或無意義的資訊也可能被認定構成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的欺罔

（deception）。例如某菸商聲稱其香菸所含焦油與尼古丁比其他廠牌的香菸還
低，這是無意義的，因為就算真的比較低，其對人體的健康依然有害。又如某

廠商宣稱其狗食品中含有奶蛋白（milk protein）而其他廠牌沒有，即便真實，
這也是無意義的，因為狗只需很少量甚至不需要這種奶蛋白。又如一種阿司匹

靈的替代品，其廣告忠實的說明不含阿司匹靈，這不適當地暗示該產品沒有阿

司匹靈副作用的影響。另外，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也要求更完整的資訊或正確

的說明，例如產品對於「疲勞的感覺」有幫助，不能說是有效的治療；又如對

於禿頭的治療被要求必須指出這通常是遺傳與無法治療的（untreatable）；又
如玩具通常被假設是安全的，因此玩具廠商有特別的責任去指出他們的玩具有

哪些可能不安全的情形。觀察上面的說明可知，在廣泛種類的廣告商品品牌的

完整資訊的揭露，對FTC來說，有一條漫長又很大壓力的路要走，只因為消費
者欠缺能力、知識去獨立判斷商品的有效性，FTC就能要求廣告主確實的說明
商品的性能、功效、安全性、品質、或比較價格

15
。聯邦交易委員會法本身在

條文上雖以unfair或deceptive呈現，而於不公平競爭之領域上被廣泛運用，但
絕非單一的或排他的「不公平競爭」管制法令，負有補充功能之相關規範實分

散的數種法規與制度中，甚至如從立法背景觀察，通說認為是補充休曼法實體

13 山岡誠朗，最近の景品表示法事件 處理狀況，公正取引第608號，2001年6月，頁
63。

14 「比較廣告資訊揭露完整程度與不正競爭相關問題研究」，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委託研究計畫，趙義隆（主持人）祝鳳岡（共同主持人）謝杞森（共同主持人），
民國91年3月至91年10月，頁77。

15 同前註，頁92-93。David A. Aaker, Rajeev Batra, John G.Myers, ADVERTISING 
MANAGEMENT, 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 Inc. 1992, 4th edition, pp534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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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程序之不足，意即在於使若干未達休曼法或其他反托拉斯法違法標準之行為

能透過對該條之廣範構成要件，即「不公平之競爭方法」加以解釋而包含在

內
16
，因此我國在判斷是否運用第24條予以補充時，可以用此一標準作考量，

意即以「商業競爭行為違反社會倫理，或侵害以品質、價格、服務等效能競爭

本質為中心之公平競爭」作為要件，應是正確的看法
17
。 

又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有關欺罔、不公平資訊行為的案例在2005年之前的
12個案例中有10件以「欺罔」來處理；而從2005年起，聯邦交易委員會多次
用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禁止不公平（unfair）行為的規定進一步擴張管制範
圍，在13件案例中有7件則認定「不公平」18

。因此，凡「業者未充分告知其資

料蒐集、處理的原則」或「業者未採行合理適當的資訊安全措施」都會被認為

是不公平（unfair）行為19
。

在競爭法上強化資訊義務的保護，一方面可提早將妨害自主決定的危險因

素及早加以排除，另一方面也可促成契約在事實上決定自由的情形下締結，避

免契約因意思表示瑕疵而處於效力不確定的狀態，是故，競爭法對於契約法，

實具有補充功能。基本上，競爭法上的資訊義務係屬一般性的保護方式，以市

場透明化目標的客觀因素作為考量，與契約法的個別保護觀點，並不相同，但

同屬對於契約實質自由的維護，具有功能上的互補關係
20
。因此，若資訊不能

清楚的揭露以及不實或有誤導性的資訊不但對於相競爭的事業產生不公平的

競爭，對於市場資訊處於弱勢地位的消費者也可能因此被欺罔而作成錯誤的決

定。為降低業者與消費者間因資訊不對稱所產生的交易成本，我國公平交易法

第24條的規定，正可以補充其他行政法規規範上的不足。

16 廖義男、謝銘洋、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吳秀明合著，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
系列（二）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民國93
年11月，吳秀明撰寫之第二十四條部分，頁416-417。

17 廖元豪，「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與其他反托拉斯法之關係——兼論我國公
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範圍」，公平交易季刊第8卷第4期，民國89年10月，頁
27。

18 從1999年到2008年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有關欺罔、不公平資訊行為案例分析表請參
考：劉定基，「欺罔與不公平資訊行為之規範——以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的管制案
例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17卷第4期，民國98年10月，頁86。

19 同前註，頁58。
20 楊宏暉，「契約準備階段的資訊揭露與廣告規制——以我國法及德國法為中心」，
公平交易季刊第18卷第3期，民國99年7月，頁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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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前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陳榮傳教授與學者李智仁教授認為：「透過法律明

確規定並進行審查，可避免劣幣驅逐良幣，保障業者的經營環境，透過行政檢

查機制監督與查核，使業者落實交付信託，確保消費者權益
21
。」

成屋仲介業者推出自己所謂的「履約保證」制度，一方面對於買方違約不

給付價金時卻無法為其履行義務或追究買方責任並使買方賠償金額；抑或只是

將消費者預繳的價金信託給第三者，一旦賣方違約未能移轉登記不動產給買方

時，只有將該筆信託金額返還買方。此與我國民法第739條所規定保證的意義
不同，在不了解法律的一般消費者無從理解二者的差異何在，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於有關「履約保證」的引人錯誤廣告做出行政處分，以確保消費者應有的權

益。實務上，對於後者的情形，我國土地法第79條之1規定的「不動產預告登
記」制度即可保障買方的權益且已增訂多年，仲介業者與消費者卻鮮少使用該

制度殊為可惜，顯見我國的法治教育與宣傳仍待加強。

殯葬業者在預收金額的情況下，我國殯葬管理條例第44條規定：「與消費
者簽訂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之殯葬服務業，須具一定之規模；其有預先收取費用

者，應將該費用百分之七十五依信託本旨交付信託業管理。」此一信託制度的

運用乍看之下似乎可保障消費者的權益，但實際上仍有所不足。一則條文只規

定「交付信託業管理」，若殯葬業者交付信託管理的同時，若與信託業者也同

時簽定可「運用」該筆金額時，其法律效果如何？又是否會發生何種不良後遺

症？恐也是消費者所難以消受。二則在殯葬業者倒閉而無法為消費者辦理後事

的情況下，頂多將信託的金額返還給消費者或其繼承人，倘若繼承人不孝，也

是不可能為其辦理後事，仍無法達成當初消費者之所以願意預先給付價金給殯

葬業者讓業者在其往生後確實為其料理後事，以免因子孫不孝或只有孤家寡人

一個時，仍有人為其辦理喪事而很有尊嚴的離開人世。因此，比較好的作法應

該是，由信託業者與其他殯葬業者策略聯盟，一旦殯葬業者倒閉時，信託業者

有義務尋找別家為其履約給與同等級品質的後事，這才是踐行信託真正的本

旨。

至於實務上陸續出現許多預付金額的商品類型，雖然政府也陸續制定相關

法規來保障消費者權益，例如（一）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18條規定：「非

21 陳榮傳、李智仁，「論預收款信託之法律架構與適用問題」，月旦法學雜誌 
No.178，2010年3月，頁4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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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發行機構發行電子票證所收取之款項，達一定金額以上者，應繳存足額之

準備金；其準備金繳存之比率、繳存方式、調整、查核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銀行會商主管機關定之。前項收取之款項，扣除應提列之準備金

後，應全部交付信託或取得銀行十足之履約保證。」同法第20條規定：「第十
八條所稱取得銀行十足之履約保證，係指發行機構應就持卡人儲存於電子票證

之金錢餘額，與銀行簽訂足額之履約保證契約，由銀行承擔履約保證責任。」

（二）私立學校法第39條規定：「私立學校得依前項核定之招生總額，為學生
之利益，投保履約保證保險；其履約保證保險之保險契約、保險範圍、保險金

額、保險費率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三）發展觀光條例第

31條第2項規定：「旅行業辦理旅客出國及國內旅遊業務時，應依規定投保履
約保證保險。」(四)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對於「預售屋」買賣預付款強制
履約保證機制，履約保證依下列方式擇一處理：1.價金返還之保證、2.價金信
託、3.同業連帶擔保、4.公會連帶保證等的保障措施。前述制度的建立雖立意
良善，但未來可能出現更多的爭議。

由於政府在上述相關法規中都使用「履約保證」一詞，使原本是業者自創

但意義含混的名詞正式成為法律用語，而在各該法令中其所保障的內容與範圍

卻又有不同，一般民眾根本難以理解其差異何在，實在不該。如今已把不夠嚴

謹而且又未對其下定義的用詞成為法律用語，若要重新修法，恐也難以統一其

定義與法律效果，因此唯有透過公平交易法第21條的不實廣告與資訊揭露不足
時以第24條欺罔或顯失公平的帝王條款來補遺現行法規的紛歧與不足，才能真
正確保業者的公平競爭與消費者的真正權益所在。

最後，持續對一般民眾的法學教育與法治宣導以增強消費者蒐集與理解相

關法律資訊的能力，是大學法律系、政府相關主管機關以及所有媒體責無旁貸

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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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預售屋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

91.10.17第571次委員會議通過
91.11.6. 公壹字第0910010858號令發布
94.1.13.第688次委員會議修正名稱
94.2.24.公法字第0940001278號令發布
94.8.26.公法字第0940006955號令發布修正第3點
96.12.27.第842次委員會議修正
97.1.10.公壹字第0970000186號令發布
一、背景說明：

緣目前房屋預售制度之交易特性，消費者於簽訂買賣契約書時，就所購房屋事先可

取得之資訊相當有限，消費者完全依憑廣告或買賣契約書以認識所購建物之環境、

外觀、隔局、配置及建材設備等，並據為是否交易之參考，復以預售屋較其他消費

性商品，有「價值較高」、「不易流通」等特性，致消費者與建築開發業者間，常

因雙方就給付內容之認知與期待不同而產生爭執，而其所衍生之交易糾紛，將影響

買賣雙方權益至鉅，故若能於合理範圍內促進房屋買賣交易資訊之透明化，當可有

效減少此類糾紛。鑒於公平交易法的立法目的係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

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的安定與繁榮，同時冀期建築開發業者均能瞭解公平交易法

相關規範，本會爰訂定本規範說明，俾使相關業者知所行止，同時作為本會今後處

理相關案件之參考。

二、名詞定義：

（一） 建築開發業者：指經營投資興建住宅、大樓及其他建築物開發租售業務
之事業。

（二） 預售屋：本規範說明所謂「預售屋」，係指領有建造執照尚未建造完成
而以將來完成之建築物為交易標的之物。

三、 建築開發業者銷售預售屋過程中可能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
為：

（一）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之規範：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其係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概括規定，凡具有

不公平競爭本質之行為，如無法依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文規定加以規範

者，則可檢視有無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四條之適用。而公平交易法 第二
十四條所規範者即為建立「市場競爭之秩序」，而對「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欺罔行為」或「顯失公平行為」加以管制，因此強調個案交易

中，交易之一方是否使用了「欺騙」或「隱瞞重要事實」等引人錯誤之

方法，致使交易相對人與其交易，或使競爭者喪失交易機會之「欺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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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抑或對交易相對人為不當壓抑，妨礙交易相對人自由決定是否交

易及利用交易相對人之資訊不對等或其他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之

「顯失公平行為」。

（二）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態樣：

　１、不當限制購屋人審閱契約

在預售屋交易過程中，由於買賣契約書多半為建築開發業者事先單方擬

定，而買賣標的之建物又尚未具體成形，就相關之契約資訊內容而言，

建築開發業者無疑為具優勢地位之一方。倘建築開發業者先收取定金再

揭露契約內容，及至購屋人對契約內容有所異議，建築開發業者未能接

受或甚至堅持依既定內容簽約，否則沒收定金，則該定金之收取不無陷

購屋人於弱勢之不利地位，此等行為已有顯失公平之情形；又因房屋買

賣契約書內容涉及專業用語，需時查證瞭解，故如建築開發業者給予之

審閱期間未盡合理，仍無法提升購屋人之簽約交涉能力。是建築開發業

者於銷售預售屋時，如有要求購屋人須給付定金始提供契約書，或收受

定金或簽約前，未提供購屋人至少 五天契約審閱期間等行為，將有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 條規定之虞。

　２、隱瞞重要交易資訊

建築開發業者倘未告知購屋人有關依法重劃土地所有人須受土地重劃用

地限制及負擔重劃費用等重要交易資訊等行為，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３、未於買賣契約書中載明土地移轉年度或日期

按一般房地預售契約書中，如未明訂土地移轉時間，在約定增值稅由購

屋人負擔之情況下，將不利於購屋人對土地增值稅負擔之估計，易造成

其錯誤認知，進而影響其權益，是以建築開發業者未於契約中明定土地

移轉年度或日期，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４、未於買賣契約書中載明 共用部分所含項目及分攤之計算方式

按預售屋 共用部分之分配涉及房地交易標的面積之計算，為購屋人決定
交易與否之重大交易資訊，且由於預售屋尚未辦理產權登記，購屋人無

從藉由地政機關查得相關資料，倘建築開發業者未於契約中將資訊完整

揭露，顯有對交易相對人欺罔之情事，是建築開發業者應於房地產買賣

契約書中，列舉各共有人所分配之 共用部分之項目，並載明 共用部分面
積或比例分攤之計算方式、各戶持分總表應足以顯示全區 共用部分分攤
之計算結果，至少應列出各戶各項目之持分佔總 共用部分之比例，並自
行決定採行提供公眾閱覽、分送或自由取閱等方式。又依「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 五十三條規定，多數各自獨立使用之建築物、公寓大廈組成
集居地區相關設施之使用與管理，如具有整體不可分性者，即屬「 共用
部分」。至若於簽定買賣契約書當時買賣標的之不動產已經完成產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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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並有所有權狀可資瞭解 共用部分分配狀態者，則不在此限。建築開發
業者未為本款資訊揭露，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５、建築開發業者指定貸款銀行

購屋人如欲自行選定貸款銀行，應於與建築開發業者簽訂房屋買賣契約

書時予以明示，否則於交屋辦理貸款時，因其個別事由擬自行辦理貸

款，而請求建築開發業者提供權狀遭拒，該建築開發業者是否違反公平

交易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尚須視具體情況而定。其應斟酌之因素包括：
購屋人自選之銀行貸款之利息是否確實較低（例如勞工住宅貸款、公教

住宅貸款）、建築開發業者是否協助分攤利息之差額、購屋人是否配合

建築開發業者之債權確保、 二銀行間之配合狀況等等。
　６、預售屋未售出部分逕自變更設計，增加戶數銷售

建築開發業者倘未知會原買受人，並給予表示同意、解除契約、減少價

金或其他和解措施之選擇，即逕自變更廣告上所載之設計，使原買受人

無從選擇，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７、建築開發業者要求購屋人繳回契約書

依民法債編買賣之規定，出賣人對於出賣物本負有權利及物的瑕疵擔保

責任，而買賣之書面契約係買受人行使請求權之最主要依據，購屋人如

繳回契約書將使上開請求權之行使發生困難，須承受不可預期之危險損

失，不但顯失公平，且已嚴重影響消費者之權益及交易秩序，是建築開

發業者倘要求購屋人繳回契約書，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
之虞。

四、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之罰則與法律責任

（一）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之事業，依據同法第 四十一條
規定，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

幣五 萬元以上二 千五 百萬元以下罰鍰；逾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

正措施，並按次連續處新臺幣十 萬元以上五 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
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二） 事業倘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定，除依法須負刑事或行政責任外，尚須負
同法第 五章之損害賠償責任。

五、 本規範說明，僅係例示若干預售屋銷售常見之可能牴觸公平交易法之行為
態樣加以說明，容或有未盡周延之處，本會將隨時補充修正，個案之處理

當仍須就具體事實加以認定。另針對 不動產廣告案件，本會訂有「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建築開發業者應注意

並遵守規定。

六、 不屬於公平交易法規範範疇之交易糾紛案件類型：對於不涉及事業競爭行
為之交易糾紛或純屬消費爭議案件，仍應依民法、消費者保護法或其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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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規定處理詳附錄。

附錄：不適用公平交易法類型

類型 處理依據

定金返還 依民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開工遲延 依民法或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交屋遲延 依民法或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施工瑕疵 依民法或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坪數不足 依民法或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契約書載明建商對海砂屋、輻射屋

之責任
依民法或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未依內政部公告「預售屋買賣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規定記

載相關契約條款

依消費者保護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工程結構及公共工程安全問題
依營建法規向內政部或地方建管單位反映，抑

或依民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建材消防設備不符
依營建法規向內政部或地方建管單位反映，抑

或依民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建物不符容積率規定
依營建法規向內政部或地方建管單位反映，抑

或依民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停車位分配 依民法或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未交屋即向貸款銀行請款 依民法或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地下室、防空避難室等共用部分產

權與使用權爭議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或土地登記規則向內政部

反映，抑或依民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房屋傾斜度爭議
依營建法規向內政部或地方建管單位反映，抑

或依民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巷弄或公共路使用權、產權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向內政部反映，抑或依民

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大樓或社區共用部分管理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向內政部反映，抑或依民

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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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費收取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向內政部反映，抑或依民

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建照未核發即行銷售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向內政部反映，抑或依民

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一屋二賣 依民法或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產權不清問題 依民法或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建商倒閉 依民法或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銷售人員捲款潛逃 依民法或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房屋續建（建商債權或債務移轉） 依民法或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逃漏稅捐 依所得稅法或營業稅法向財政部反映。

代辦費（水電費、規費契稅、印花

稅、公證費、保險費等）
依民法或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土地鑑界糾紛 依土地法向內政部反映。

公有土地租售
依國有財產法或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

法等法規向財政部反映。

〈附件二〉金融業者經營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案例類型

類型 說明

未揭露借款利率

或拒絕提供契約

書 

金融業者簽立借據或借貸契約於借款人簽章時，應寫明利率；另

借據或借貸契約原則上應簽立正本二份，由雙方各執一份，惟金

融業者如因作業考量，得以註明「與正本完全相符」之影本交借

款人收執。金融業者倘拒絕揭露借款利率或提供契約書，且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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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借貸契約明

定行使加速條款

事由 

金融業者於借款人發生債信不足情形，而有加速債務期限到期等

確保債權之必要者，應事先與借款人議定債信不足之事由。如：

1、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時；2、依破產法聲請和解、聲
請宣告破產、聲請公司重整、經票據交換所通知拒絕往來、停止

營業，清理債務時；3、依約定原負有提供擔保之義務而不提供
時；4、因死亡而其繼承人聲明為限定繼承或拋棄繼承時；5、因
刑事而受沒收主要財產之宣告時；6、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付息
時；7、擔保物被查封或擔保物滅失、價值減少或不敷擔保債權
時；8、立約人對金融業者所負債務，其實際資金用途與該業者
核定用途不符時；9、受強制執行或假扣押、假處分或其他保全
處分，致金融業者有不能受償之虞者。依第6至第9目事由行使加
速條款，並應事先以合理期間通知或催告立約人。另，除前九目

行使加速條款之事由外，業者倘確有保全債權之必要，得個別議

定加列他種事由，並應於契約中以粗體字或不同顏色之醒目方式

記載之，同時明示發生加速期限到期（經通知或無須通知）之效

果。金融業者未依本款規定為資訊揭露，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要求借款人遵守

不確定概括條款 

金融業者及借款人間除借貸契約本約及附約各項約定外，如有未

盡事宜，應由雙方另行議定，金融業者不應要求借款人遵守不確

定之概括條款（如要求借款人遵守該銀行或銀行公會現在及將來

之一切規章等約定），否則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之虞。 

未揭露抵押權擔

保範圍 

金融業者抵押權擔保條款中，有關最高限額抵押權其擔保債權範

圍之「保證」部分，應由金融業者授信人員向抵押人詳為解說，

且以紅色或大型粗黑字體（或線條）印載，以喚起抵押人之注

意，俾便其與金融業者商議是否將本部分納入擔保範圍之內。金

融業者未依本款規定為資訊揭露，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將有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協力辦理塗銷抵

押權登記之義務

不對等 

金融業者宜自競爭服務觀點斟酌訂定衡平之權利義務條款。如金

融業者於借款人清償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後，即應協力辦理塗銷

抵押權登記。金融業者倘憑恃其優勢地位，要求借款人接受顯失

公平之契約條款，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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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揭露設定抵押

權登記規費轉嫁

之資訊 

金融業者如以特約轉嫁土地法第七十六條所定之登記費負擔，應

於簽訂契約時，以個別商議之方式為之，並載明於特別條款之

中。金融業者未依本款規定為資訊揭露，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未揭露存款業務

相關計息、計費

資訊 

金融業者應事先在契約或類似書面資料中，向存款人揭示利息之

計算方式、起息點或停息點等資訊。業者計收任何名目之手續費

用，如「帳戶管理費」、「匯款手續費」、「請領支票手續費」

或其他手續費用，應於計收前充分揭露，不得以逕行扣抵之方式

計收。金融業者未依本款規定為資訊揭露，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未揭露定期儲蓄

存單逾期處理相

關資訊 

金融業者應事先在契約或類似書面資料中，明白記載有關定期儲

蓄存款逾期處理辦法等規定，以告知存款人有關資訊，俾利其作

最適切之選擇。金融業者未依本款規定為資訊揭露，且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未揭露支票存款

留存金額相關資

訊 

金融業者如要求支票存款戶留存一定金額，應於契約中明定：1、
存款餘額，調整之通知及生效時間；2、未達存款數額之效果，如
扣繳定額費用，或停止使用支票等資訊。金融業者未依本款規定

為資訊揭露，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

十四條規定之虞。 

未揭露信用卡循

環信用利息計算

方式 

金融業者應於契約中，以淺顯文字輔以案例具體說明計息方式與

利率水準，另為利息計算之透明化，循環信用起息日不應早於實

際撥款日。金融業者未依本款規定為資訊揭露，且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未揭露現金卡業

務相關重要交易

資訊 

金融業者於現金卡申請書及契約中，應揭露現金卡之貸款本質及

違約影響、借款利率、還款方式、各項相關費用之計算、終止

契約程序等資訊，並以淺顯文字輔以案例具體說明利息、延滯利

息、違約金之計算方式、起訖期間及利率。金融業者未依本款規

定為資訊揭露，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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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明確限定連帶

保證人之責任範

圍 

金融業者於辦理個人授信業務徵取連帶保證人時，應於締約時明

確限定連帶保證責任範圍係基於主債務人與金融業者間具體特定

法律關係所生債務或明定保證責任之最高限額；就連續發生之債

務訂定未定期限之保證契約，應載明保證人得依民法第七百五十

四條規定隨時終止保證責任之意旨。金融業者於訂定定型化借貸

契約連帶保證約款或連帶保證契約時，應以粗體字或不同顏色之

醒目方式記載重要交易資訊（例如：保證債務範圍、最高限額保

證之意義等），經連帶保證人逐項閱讀後簽名，並提供借貸契約

及連帶保證契約正本或註明『與正本完全相符』之影本交連帶保

證人收執，否則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行銷與商品（或

服務）結合之消

費性貸款業務時

未充分揭露貸款

本質 

金融機構自行行銷或委外行銷與商品（或服務）結合之消費性貸

款業務時，所提供之貸款契約或貸款申請書，應充分揭露貸款本

質，並應與其他文件如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書、商品（服務）認購

書等分列，避免消費者誤認為係申請商品價款之分期付款；另於

貸款契約或貸款申請書之正面，應以較大或粗體字等顯著方式揭

露金融機構名稱及違約效果等重要交易資訊。金融業者未依本款

規定為資訊揭露，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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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wo important things in the life: estate buying and pre-need. There are complex 
in law and in our traditional concept. If you need to loan you couldn’t pay part of 
cash and ask the opposite party transfer registration of estate at the same time in 
estate buying. 

In pre-need you give in cash to funeral industry but they service after you 
dead. In pre-need parents sign contract with the firm but satisfied or not is offspring. 
Sometimes the parents haven’t children. How do they know the funeral is good or 
not.

Advertisements are the main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consumers in modern 
transaction. As a result, the content of advertisements constitutes a major incentive 
for customers to make transaction-related decisions. Customers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advertisements and information disclose. If important information is distorted or 
concealed, the fairness of the contract will be negatively affected.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relation between Fair Trade Law and the rule of other 
administrative law about ensure responsibility of contract.  

However, a misleading advertisement or deceptive conduct might result in unfair 
competition, harms to consumers’ rights.

Keywords:  Fair Trade Law、Unfair Competition、False Advertising、Security 
Responsibility、Estate Buying、Pre-need、information dis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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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評論人：陳榮傳（台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主持人汪委員、報告人謝主任、報告人林教授、評論人楊教授、施副主

委、各位同仁先進、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午安。有機會能夠先拜讀謝主

任的大作，我個人覺得非常榮幸。從謝教授的大作，各位可以看出他從我們本

土的公平交易法的案例出發，針對目前交易上非常重要的一個類型－履約保證

的問題，提出他的研究心得和看法，我個人讀後受到很多的啟發，也有一些感

想。

我個人發現，履約保證除了謝主任所提到的這些法律裡面的規定，以及他

所舉的幾個行業或交易，例如預售屋、生前契約或者是電子交易這些契約之

外，在我國的實務中，特別是公共工程領域也運用得很廣。我覺得謝教授很精

準的從一個角度切入：他認為履約保證的用語可能會有讓人誤解之虞。但這個

角度我認為有一部分它是對的，也有一部分可以再商榷。我個人發現，當履約

保證的用語使用愈來愈廣以後，「保證」可能開始出現「一個保證，兩個定

義」的情況。從謝教授所特別談的履約保證來看，購買人甲向出賣人乙購買服

務或商品時，都是由出賣人乙，通常是向金融業者丙，去取得履約的保證。那

麼，這個履約保證從傳統契約的角度來看，它當然不是「保證」，因為傳統的

保證契約應該是由債權人甲跟保證人丙之間訂契約（民法第739條），可是這
裡的債務人乙是跟「保證人」丙之間去訂定契約。從這個角度來看，履約保證

本來就不是保證契約，因此，依照民法第739條關於保證契約的定義，去說履
約保證不是保證契約，有一部分是對的，但另外一部分則不一定合適。

由於我們必須要接受履約保證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功能，我很佩服謝主任發

現這個履約保證具有保險的功能，但是它仍然不是保險。所以，這裡的履約保

證人並不是以保險人的身分來做履約保證。履約保證基本上是一個擔保，此種

擔保作用的發生，在一般的情況下，都是在對於債權人有保障不周的時候，希

望使債務人能夠提供一個擔保，藉由這個物上擔保或人的擔保，增加其保障。

例如修正前的民法第513條即規定此種擔保，即在承攬人和定作人對於不
動產的建築或重大修繕，雙方依承攬契約去進行他們的交易時，由於承攬人他

不斷的去付出他的勞務甚至材料，但是最後才能請求報酬，此時雙方當事人的

付出跟他們所獲得的保障並不對稱，因為定作人不斷地獲得承攬人所提供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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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但承攬人面對的卻是未來的、虛無縹緲的報酬請求權。此時，我們認為雙

方當事人所獲得的利益是不相稱的，乃用法定的擔保物權，即法定抵押權增加

對承攬人的保障，88年修正後的規定關於法定抵押權已有一些改變，就性質言
可認為它不再是法定抵押權，但是其基本的功能相同，也是在創設履約的保

障。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看到謝教授的大作涉及到兩個部分，一個是當

事人交易的對等原則的實踐，我們透過履約保證，當購買人付出的是現金，而

面對的是未來生前契約的履行的不確定性時，我們為了讓生前契約的一方當事

人，也就是服務的購買者，讓他不要已經失去了金錢，卻換得非常不確定的請

求權，於是我們就用這裡的履約保證來讓他可以比較安心。也就是說，他如果

付出了那麼多錢，至少透過法律的設計，我們讓相對人不要取得那麼多。從這

個角度，我們就會發現履約保證就像謝主任發現的一樣，可以適當地運用。殯

葬業管理條例規定要把生前契約的給付中的75％強制信託，而不是用履約保證
的方式，平衡雙方當事人的利益，而是用強制信託的手段，它是希望購買人的

錢不要就此不見了。我們希望生前契約的購買者所付出的給付，在對方沒有提

出對待的給付之前，其價金不要就整個被拿走了，所以才在殯葬業管理條例設

計這個規定。從這個角度來看，我不同意謝教授所提出來的一個見解：他認為

應該價金的100％可以去做強制信託，但這樣的話，殯葬業者將一無所得，這
樣的契約一定沒有市場，因為這樣的話，購買者所支付的價金或者給付，全部

都不能由相對人來取得，在市場上不會有這種商品被推出來。因此我覺得就謝

教授在大作裡所提出來的這個觀點，還可以再考慮。

另外，預告登記在一定程度上是讓出錢的購買人甲，在支付了部分價金以

後，透過預告登記去擔保他將來去獲得物權的請求權。如果能夠為預告登記，

基本上已經是沒有交易不對等的情況，也因此在這種情形下，也沒有必要再用

我們的強制信託或履約保證的設計。因此，從民法的角度來看，履約保證其實

是在雙方當事人的支出及獲得不對等的情形下，和強制信託或其他擔保的方式

一樣，藉以讓雙方所獲得的保障可以趨於平等的方法。這也是履約保證目前在

我們的交易上廣泛的被採用的原因。

履約保證在公平交易法上的問題，就如謝教授所特別提出來的，如果有，

它應該是會不會有引人錯誤之虞？關於這一點，我個人認為如果我們瞭解履約

保證它不是一般的保證，因而不應適用民法第739條的規定的話，把它的法律
關係很忠實地讓我們的消費者跟一般事業的交易對象充分瞭解，應該就已經足



第 1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74

夠。也就是說，這裡的履約保證不是在保證一定會履行契約，而是在保證現在

所支付的價金在將來債務人無法履行時，還可以去取回，而不是在確保契約一

定會履行。

謝教授文章裡面，有一個看法我不是很同意。他認為應該在履約保證的情

形之下，把履行契約的義務當然移轉給第三人，例如讓銀行去找另外一個殯葬

業者來繼續生前契約的履行。我個人認為這中間會有當事人之間信賴的問題，

如何能去重視原來生前契約的購買者的信賴關係。也是蠻重要的問題點。為了

移轉此種履約的義務，從殯葬業者的角度來看，我也會擔心我們殯葬業者間的

策略聯盟。謝教授認為這是解決公平交易法疑慮的辦法，但我有點擔心策略聯

盟會不會讓我們的殯葬業者，會產生以聯合行為的方式違反公平交易法的新問

題出現？我個人認為這是值得探討的。

閱讀了謝教授的大作，我個人深受啟發，當然也產生了一些疑慮，就把我

個人的這些淺見提供給謝教授和在座的先進參考，謝謝大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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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隱藏式廣告於競爭法下之適法性：

歐體指令、德國不正競爭防制法與我國公平交

易法規範之比較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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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商業競爭行為如無法識別出其廣告性格，將足以不客觀地影響消費者之決

定，並而扭曲競爭。歐體與德國之競爭法及媒體法規上，即對於此等偽裝及隱

藏廣告性格之競爭行為或商業行為進行規範。本文以下自歐體與德國規範及實

務出發，來檢視此等偽裝及隱藏廣告性格之隱藏式廣告於競爭法下之適法性。

壹、導論：事業採取隱藏式廣告為競爭行為之動機

對於來自企業經營者的商業接觸，交易相對人或消費者通常會持保留或懷

　　　　（三）規範要件

　　　　　　1. 交易行為
　　　　　　2. 廣告性格或交易性格之隱藏
　　　　　　3. 隱藏之情事
　　　　　　4. 足以明顯地妨害市場參與者利益
　　　　（四）案例類型

　　　　　　1. 廣告接觸之隱藏
　　　　　　　(1)銷售活動的隱藏
　　　　　　　(2)進行接觸時廣告性格之隱藏
　　　　　　　(3)進行問卷時廣告性格之隱藏
　　　　　　　(4)贈獎時廣告性格之隱藏
　　　　　　2. 偽裝性廣告
　　　　　　　(1)廣告偽裝為學術、專業或私人之表達
　　　　　　　(2)廣告品之偽裝
　　　　　　　(3)於平面媒體或廣電媒體中之偽裝性廣告
　　　　　　　(4)產品置入
參、我國公平法下隱藏式廣告之適法性（代結論）

　　一、隱藏式廣告適用公平法第二十一條引人錯誤規範之可能性

　　二、隱藏式廣告適用公平法第二十四條顯失公平規範之可能性

　　三、廣告與編輯內容未分離時之公平法適用可能

　　四、產品置入適法性之寬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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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的態度。為了跨越這一層障礙，事業會嘗試將其廣告加以掩飾，即對於顧客

隱瞞其所接觸者實際上即為廣告，此即「隱藏式廣告」（verdeckte Werbung; 
Schleichwerbung），又稱為「偽裝性廣告」（getarnete Werbung）。

一、第三者所提供的訊息被賦予較重要之意義及注意

如德國聯邦最高法院於1995年Feuer, Eis & Dinamit I案之見解所述，與面
對可立即被加以辨識出來屬於廣告主自己之廣告表示的情形相比較，交易大眾

會對於來自未參與競爭之第三者所提供的相關訊息，賦予較重要之意義及注

意
1
。蓋顧客通常會以較不批判的態度，來評斷客觀上來自第三者之表示，且

傾向相信此等表示
2
。

二、卸下顧客對於廣告之防備

故而，倘若廣告係以欺瞞公眾，使其無法被認出是廣告之方式來行之時，

其將特別具有效果。因此，廣告主將有動機對此來加以利用，即透過將廣告加

以偽裝（Tarnung）及隱藏（Verschleierung）之行為，來卸下顧客對於廣告措
施之商業性格所進行之防備，即因此剝奪了顧客以諸如透過拒絕、進一步詢問

或批判性的評斷，來適當地加以反應的可能性。顧客並將因此陷入一個難以擺

脫受到廣告影響的窘境
3
。

故而，商業競爭行為如無法識別出其廣告性格，將足以不客觀地影響消費

者之決定，並而扭曲競爭
4
。歐體與德國之競爭法及媒體法規、商事交易法規

上，即對於此等偽裝及隱藏廣告性格之競爭行為或商業行為進行規範。本文以

下自歐體與德國規範及實務出發，來檢視此等偽裝及隱藏廣告性格之隱藏式廣

告於競爭法下之適法性。

1 BGH, Urteil vom 6. 7. 1995, BGHZ 130, S. 205, 214 f. Feuer, Eis & Dinamit I. 
2 Bernhard Jestaedt, Wettbewerbsrecht, Köln: Heymanns, 2008, Rdnr. 285; Helmut Köhler 

in: Helmut Köhler/ Joachim Bornkam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28. 
Aufl., München: Beck, 2010, §4 UWG Rdnr. 3.2; Olaf Sosnitza in: Hennig Piper/ Ansgar 
Ohly/ Olaf Sosnitza, UWG, 5. Aufl., München: Beck, 2010, § 4 UWG Rdnr. 3/2. 

3 Bernhard Jestaedt, Wettbewerbsrecht, Köln: Heymanns, 2008, Rdnr. 285; Helmut Köhler 
in: Helmut Köhler/ Joachim Bornkam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28. 
Aufl., München: Beck, 2010, § 4 UWG Rdnr. 3.2. 

4 Bernhard Jestaedt, Wettbewerbsrecht, Köln: Heymanns, 2008, Rdnr.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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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歐體法及德國法下對於隱藏式廣告之評價

一、歐體法下對於隱藏式廣告之評價

（一）歐體2005/29不正當交易行為指令
1. 不正當交易行為之禁止
歐體之歐洲議會與歐洲共同體理事會2005年5月11日之2005/29不正當交

易行為指令（Richtlinie über unlautere Geschäftspraktiken;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5

，其第五條第一項禁止不正當之交易行為，而第五條第四

項a款並規定，特別是構成第六條及第七條中所規定之「引人錯誤」，將構成
前揭「不正當之交易行為」。第五條第五項之附件一則列出當然會被視為「不

正當」之情形，其所列出三十一種行為態樣，前二十三種之標題為引人錯誤之

交易行為。此外，第七條係關於引人錯誤的不作為規範，其與第六條引人錯誤

行為規範相輔相成。於前揭規範中，對於採取隱藏式廣告之行為之適法性均有

規定。

2. 在媒體中偽裝為資訊之廣告
2005/29不正當交易行為指令，第五條第五項之附件一其所列出會當然被

視為「不正當」之引人錯誤之交易行為態樣中，第十一點即就在媒體中偽裝

為資訊之廣告行為進行規範，其規定：「在媒體中運用出於促進銷售目的之

編輯內容（redaktionelle Inhalte; editorial content），而事業經營者曾就此一促
進銷售來加以付款，然此並未於內容中或於消費者清楚可識別出的圖片或聲

音中，明確地表明出來（偽裝為資訊之廣告（als Information getarnte Werbung; 
advertorial））」。

此外，2005/29不正當交易行為指令附件一第二十二點並就隱藏企業經營
者身分或交易目的之行為進行規範，其規定：「為虛假之主張，或引起印象，

商業經營者並非為其貿易、交易、營業或職業之目的來進行活動，或係虛假的

以消費者身分出現。」
6
申言之，如隱藏廣告性格之行為，係以隱藏企業經營

者身分或將其廣告偽裝為編輯內容此兩種型態出現，均當然會被視為「不正

當」之交易行為而被禁止。

5 EUABl. 2005 L 149/22. 
6 此二點均已於2008年底轉換至德國不正競爭防制法第三條第三項附件之第十一點與
第二十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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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人錯誤之不作為 
此外，2005/29不正當交易行為指令第七條關於引人錯誤的不作為規範

中，其第二項並規定，如事業經營者「未明示交易行為之商業目的，而此無法

直接自情事中加以得知者」，且此促使平均的消費者會做出或足以促使做出交

易決定，而其本來不會做出該交易決定之時，此亦將構成引人錯誤之不作為

（irreführende Unterlassungen; misleading omissions）。7

故而，在2005/29不正當交易行為指令下，企業經營者隱匿訊息之廣告性
格或未表明出其交易目的時，無論其以積極的作為或消極的不作為行之，無論

其是否在媒體中運用，均被認為構成引人錯誤之情事，而此依指令第五條第一

項被加以禁止。此乃歐體法下對於廣告主運用隱藏式廣告之基本規範。此外，

相關行為即便於下述之歐體2010/13視聽媒體服務指令中亦有規範，依該指令
之立法說明，其仍有2005/29不正當交易行為指令之適用。8

（二）歐體2000/31電子商務交易指令
歐體2000年7月17日之2000/31電子商務交易指令（Richtlinie über den 

elektronischen Geschäftsverkehr; Directive on electronic commerce）9
，其第六條

規定，對於作為資訊社會中服務的要素或作為此等服務之商業通訊，會員國其

所須確保應具備之最低要件中，其a款即規定，商業的通訊其本身須可清楚的
被識別出

10
。申言之，如商業的通訊無法被識別出其本身即為商業的通訊，將

不符合歐體對於商業通訊之要求。故而，此為歐體法下於廣告主於電子商務交

易時運用隱藏式廣告時之規範。 
（三）歐體2010/13視聽媒體服務指令
現行歐盟2010年3月10日之2010/13視聽媒體服務指令（Audiovisual Media 

7 德國於2008年底將歐體2005/29不正當交易行為指令轉換至德國不正競爭防制法時，
德國不正競爭防制法第五條之一第二項並未轉換指令2005/29指令第七條第二項這一
部分的文字。 

8 Erwägungsgrund (82) der Richtlinie 2010/13/EU über audiovisuelle Mediendienste, 
EUABl. 2010 L 95/1.  

9 EGABl. 2000 L 178/1.
10 德國並已將此規定轉換於2007年之電子媒體法（Telemediengesetz; TMG）第六條第
一項第一款，其規定服務提供者於進行電子媒體或其要素之商業通訊時，其所應注
意之條件為：「商業通訊本身須可清楚的加以識別出。」此外，電子媒體法第六條
第二項並規定，以電子郵件寄送之廣告，於信件開頭與主旨處，不得隱藏或隱匿寄
件人或訊息之商業性格。



第 1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80

Services Directive; Richtlinie über audiovisuelle Mediendienste）11
，其前身為

歐體1989年10月3日之89/552電視廣播指令（Richtlinie über die Ausübung der 
Fernsehtätigkeit; Directive on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activities）。12

1. 廣告與節目分離原則 
歐體在1989年制定89/552電視廣播指令時，其第十條第一項本即規定：

「電視廣告本身須可清楚的（klar; readily）加以識別出，並以視覺及／或以聲
音之工具，明確地與其他節目部分加以區隔」。此即廣告與節目「分離原則」

（Trennungsgrundsatz; principle of seperation），以避免廣告隱藏在節目中。
此一廣告與節目分離原則，並維持在現行歐盟2010年之2010/13視聽媒體

服務指令中。於2010/13指令第三章適用於所有視聽媒體服務之規定中，就會
員國對於其境內之媒體服務提供者所提供之視聽商業通訊，所應確保應遵循

的要件中，第九條第一項a款第一句即規定：「視聽商業通訊本身須輕易的
（leicht; readily）加以識別出」。第十九條第一項則另外就電視廣告與電子購
物加以規定：「電視廣告與電子購物（teleshopping）本身須輕易的可加以識
別出，並與編輯之內容相區別。電視廣告與電子購物須以視覺及/或以聲音及/
或以空間之工具，明確地（eindeutig）與其他播送部分加以區隔，而此須無礙
於新的廣告技術之使用。」此等規定均在強調視聽商業通訊或電視廣告，其商

業或廣告性格須被識別出來，而媒體服務業不得受廣告主之影響而對此進行隱

藏。

2. 隱藏式廣告之禁止規範 
歐體在1989年制定89/552電視廣播指令時，而就隱藏式廣告，第十條第四

項並明確規定：「隱藏式廣告（surreptitious advertising; Schleichwerbung）係
被禁止」

13
。此一禁止隱藏式廣告之規範，並維持在現行歐盟2010年之2010/13

視聽媒體服務指令中。執委會在立法說明中強調，視聽商業通訊中之隱藏式廣

告，係因為其對於消費者負面之效果而被禁止。
14

11 EUABl. 2010 L 95/1. 
12 EGABl. 1989 L 298/23. 歐體89/552指令於2007年１經歐體2007/65指令（EUABl. 2007 

L 332/17）修正時，被更名為「視聽媒體服務指令」。
13 歐體89/552電視廣播指令第十條第四項禁止隱藏性廣告之規定，於1997年經97/36指
令（EGABl. 1997 L 202/60）修正時，增訂了隱藏式的電子購物亦被禁止之規定；於
2007年再經歐體2007/65指令修正時，前揭規定則移列至第3e條第一項a款第二句，
並修改為：「於視聽商業通訊中之隱藏式廣告係被禁止。」 

14 Erwägungsgrund (90) der Richtlinie 2010/13/EU über audiovisuelle Mediendien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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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2010年之2010/13視聽媒體服務指令第一條第一項j款規定，其對於
「視聽商業通訊中之隱藏式廣告」定義為：「商品之製造人或服務之提供者

於節目中，就商品、服務、名稱、商標或活動之表達或描繪，而此等表達或

描繪係由媒體服務提供者出於廣告目的之意圖行之，且其會對於公眾誤導

（irreführen; mislead）其根本之目的者。如表達或描繪係基於對價或類似之對
待給付而生，其特別將被視為具有此等意圖。」申言之，公眾會對於媒體服務

提供者所提供之廣告的廣告目的產生錯誤時，該廣告為視聽商業通訊中之隱藏

式廣告。於2010/13指令第三章適用於所有視聽媒體服務之規定中，就會員國
對於其境內之媒體服務提供者所提供之視聽商業通訊，所應確保應遵循的要件

中，第九條第一項a款第二句仍規定：「於視聽商業通訊中之隱藏式廣告係被
禁止」。 

3. 產品置入具適法性空間
歐體在1989年制定89/552電視廣播指令時，本未對於「產品置入」

（Produktplatzierung; product placement）即「置入性行銷」進行規範。89/552
指令直到2007年12月經歐體2007/65指令修正時15

，始建立了對於「產品置入」

（Produktplatzierung; product placement）即「置入性行銷」原則禁止例外允許
之規範態度，並將此規範於89/552指令第3g條。 

此一原則禁止、例外允許「產品置入」之規範態度，並維持在現行歐盟

2010年之2010/13視聽媒體服務指令第十一條第二項以下中。依照2010年之
2010/13視聽媒體服務指令第一條第一項m款規定，「產品置入」之定義為：
「係基於對價或類似之對待給付，而將產品、服務或相關商標納入或與其產生

牽連，以致其於節目中出現之各種視聽商業通訊。」。第十一條第二項則規

定：「產品置入係禁止之。」

惟依第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第二項以下關於「產品置入」相關規定僅適

用於2009年12月19日以後所製作之播送節目。指令在立法說明中強調，為使
電視節目能夠有充足的彈性，視聽媒體服務指令僅將前揭廣告與節目分離之

原則，限於電視廣告與電子購物上，而使「產品置入」能於一定要件下可被

允許，僅於產品置入具有隱藏廣告性格時，始加以禁止
16
。指令之立法說明強

EUABl. 2010 L 95/1.  
15 EUABl. 2007 L 332/17.  
16 Erwägungsgrund (81) der Richtlinie 2010/13/EU über audiovisuelle Mediendienste, 

EUABl. 2010 L 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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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在於觀眾被適當告知存在著「產品置入」之情事時，「產品置入」仍應具

適法性。
17

故而，歐體2010/13指令第十一條第二項雖原則禁止一切「產品置入」
（Produktplatzierung; product placement）之行為，然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了例
外，而不適用第二項之禁止規定，使得產品置入仍有適法之空間。其第十一條

第三項第一句規定，如會員國未另為決定時，依第一句a款之情形，即於視聽
媒體服務之戲院電影、影片、連戲劇、或運動節目或輕娛樂節目中，或依第一

句b款之情形，即於未支付價額而免費提供製作協助或獎品，以將其納入節目
中之情形者，此時「產品置入」將被視為適法。惟兒童節目之情形，依第二句

之規定，其仍無第一句a款之適用，即不因其係置入前揭a款中所揭示之電影等
而具適法性。

惟2010/13指令第十一條第三項第三句中仍對於含有「產品置入」之節目
設下多重之要件，須同時具備時方具適法性，如節目之內容及電視節目之播送

順序不得受到影響，以致於損害媒體服務提供者之編輯上責任及獨立性（第

三句a款）、不得有直接要求購買或承租商品或服務，此特別是不得進行特別
的促銷暗示（第三句b款）、不得過分強調該商品（第三句c款）、收視者必需
被明確（eindeutig; clearly）告知「產品置入」之存在，即須於節目開始及結束
時，及於廣告中斷後而節目續播時，適當加以指出，以避免收視者產生混淆

（第三句d款）。而如節目並非由媒體服務提供者自己或其關係企業所製作或
代理時，依第四句規定，會員國於例外之情形得放棄前揭第三句d款明確告知
之要求。此外，2010/13指令第十一條第四項，主要是在製造或銷售香煙及菸
草產品的事業，其有助於香煙及菸草產品之「產品置入」，及於有助於須有醫

師處方始能取得之特定藥品或療法之「產品置入」，其絕對被加以禁止。

申言之，於2010/13指令下，固然其完全禁止「隱藏式廣告」，然在「產
品置入」此種實際上屬於特殊型態之「隱藏式廣告」，指令則採取了迥然不同

之規範態度，於符合明確告知存在著「產品置入」之情事等要求，而除去其隱

藏性格時，指令實際上給了「產品置入」行為相當大的適法性空間。

二、德國法對於隱藏式廣告之評價

（一）不正競爭防制法修正前之實務態度

17 Erwägungsgrund (90) der Richtlinie 2010/13/EU über audiovisuelle Mediendienste, 
EUABl. 2007 L 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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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來自媒體法規之影響
在德國相關媒體法規中，1991年廣播及電子媒體邦際條約（Staatvertrag für 

Rundfunk und Telemedien），其第七條第三項第一句與第二句現行規定：「廣
告與電子購物本身須可清楚的加以識別出。於電視中其必須以視覺之工具，於

廣播中其必須以聽覺之工具，明確地與其他節目部分加以區隔。」就電子媒

體，則規定於第五十八條第一項第一句：「廣告須可清楚的加以識別出，並與

要約之其他內容明確加以區隔。」。此即對於廣告廣告「分離及標示之要求」

（Trennung- und Kennzeichnungsgebot）原則18。關於隱藏式廣告，廣播及電子

媒體邦際條約規定第七條第六項第一句並規定：「隱藏式廣告與相關行為係屬

不適法。」

制訂於1909年之德國不正競爭防制法（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UWG），於2004年大幅修正前，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即於1995年之
Feuer, Eis & Dinamit I案中，參照國際商會（ICC）對於廣告行為之國際規則以
及德國學說之見解認為，前揭德國廣播與媒體法規中有關「廣告與編輯加以

分離」之要求 (Gebot der Trennung von Werbung und redaktionellem Teil)，應超
越廣播與媒體法規之狹隘領域，而一般化地（Generalisierung）適用於其他領
域，此諸如虛偽的以客觀第三者來加以表達而進行廣告的偽裝行為之所有案例

情形。
19

2. 真實性要求
聯邦最高法院於1995年之Feuer, Eis & Dinamit I案強調，經偽裝的廣告

措施，既不符合競爭法中所要求之「真實性原則」（Wahrheitsgrundsatz），
亦不符合對於人格領域加以尊重之要求（G e b o t  d e r  A c h t u n g  d e r 
Persönlichkeitssphäre）。如欲對於廣告接收者進行影響時，只有當其明白知悉
此所涉及者係一廣告措施，且其係在此一認知之基礎上做出決定時，方不會對

18 Reinhard Hartstein/ Wolf-Dieter Ring/ Johannes Kreile/ Dieter Dörr/ Rupert Stettner, 
Rundfunkstaatsvertrag Kommentar, München: Rehm, 14. AL 2003, §7 RStV Rdnr. 
26; Karl Heinz Ladeur in: Werner Hahn/Thomas Vesting (Hrsg.), Kommentar zum 
Rundfunkrecht, 2. Aufl., München: Beck, 2008,§7 RStV Rdnr. 28; Nino Goldbeck 
in: Marian Paschke/ Wolfgang Berlit/ Claus Meyer (Hrsg.), Hamburger Kommentar, 
Gesamtes Medienrecht, Baden-Baden: Nomos, 2008, Rdnr. 28/82; Oliver Castendyk in: 
Artur-Alex Wandtke (Hrsg.), Medienrecht, Praxishandbuch, Berlin: de Gruyter, 2008, Teil 
3 Kap. 3 §1 Rdnr. 31.

19 BGH, Urteil vom 6. 7. 1995, BGHZ 130, S. 205, 214 f. Feuer, Eis & Dinami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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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格領域產生不被允許之侵犯。故而，虛偽的以第三人方式或較客觀方式來

呈現廣告措施者，過去持續為聯邦最高法院加以指摘，認為屬於違反善良風俗

而不具適法性，其構成舊法第一條所禁止之違背善良風俗行為。
20

申言之，聯邦最高法院過去係自真實性原則導出對於「偽裝性廣告」禁止

之態度，並將此適用於各種廣告之形式。廣告主將廣告之性格加以隱藏，而違

反真實性之要求，其構成「引人錯誤」（Irreführung）的下位類型之一。21

（二）不正競爭防制法2004年之修正
1. 實務肯認的原則之法典化
不正競爭防制法於2004年大幅修正時，即將過去法院實務對於隱藏式廣告

評價不具適法性之評價，於第四條第三款加以例示出，其明文規定隱藏競爭

行為之廣告性格構成第三條所禁止之不正當競爭行為之不正當態樣之一。相

關規定並於2008年底為轉換歐體之歐洲議會與歐洲共同體理事會2005年5月11
日之2005/29不正當交易行為指令（Richtlinie über unlautere Geschäftspraktiken;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時22

，再經微幅修正為現行法之面貌，現

行版本為2010年3月3日重新公布之版本23
。不正競爭防制法現行法第三條第一

項規定：「不正當之交易行為，其足以明顯地妨害競爭者、消費者或其他市場

參與者之利益者，不得為之。」第四條則例示出不正當之交易行為之態樣，其

規定：「特別是指下列情形，其行為構成不正當：…3.隱藏交易行為之廣告性
格；…。」

廣告主隱藏交易行為之廣告性格時，除構成不正競爭防制法第四條第三款

所例示之情形外，其同時亦能該當於第四條第一款對於他人施加不適當之不

客觀影響來妨礙決定自由之情形，惟第四條第三款構成第一款之特別規定。

此外，廣告主隱藏交易行為之廣告性格，亦與第五條引人錯誤之情形有所重

疊
24
。此別是第五條之一第二項隱匿重要資訊來影響消費者之決定能力之情

形。
25

20 BGH, Urteil vom 6. 7. 1995, BGHZ 130, S. 205, 213 f. Feuer, Eis & Dinamit I; BGH, 
Urteil vom 30. 4. 1997, GRUR 1997, S. 912, 913 Die Besten I. 

21 Olaf Sosnitza in: Hennig Piper/ Ansgar Ohly/ Olaf Sosnitza, UWG, 5. Aufl., München: 
Beck, 2010, § 4 UWG Rdnr. 3/1. 

22 EUABl. 2005 L 149/22. 
23 BGBl. I. S. 254. 
24 Bernhard Jestaedt, Wettbewerbsrecht, Köln: Heymanns, 2008, Rdnr. 286.  
25 Helmut Köhler in: Helmut Köhler/ Joachim Bornkam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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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禁止隱藏式交易行為規範目的
經此修正，隱藏式廣告之不正競爭性格，遂確立在德國不正競爭防制法之

規範中。如前所述，事業在與競爭者競爭而贏得交易機會的過程中，如果所採

取之商業競爭行為之廣告性格無法被加以識別出時，其將足以不客觀地影響消

費者之決定，並而扭曲競爭。故而，學說上強調，不正競爭防制法第四條第三

款此一規定，其首先即在保護消費者免於受有具商業意圖行為人之欺罔者，其

並保障競爭者及公眾享有未受扭曲的競爭之利益
26
。由於條文之構成要件中，

並未要求採取隱藏式廣告之行為人，其已因其隱藏之措施而達成交易為必要，

故而學說上強調，僅僅對於交易相對人之需求決定會構成不客觀影響之危險

時，即已足。
27

（三）規範要件

1. 交易行為 
構成不正競爭防制法第四條第三款「隱藏交易行為之廣告性格」之情事，

而被認為屬於不正當之交易行為而被禁止者，首先須為被隱藏者為「交易行

為」（geschäftliche Handlung），依照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句之定義：
「交易行為，係指於交易締結前、締結時與締結後，有利於自己或其他事業的

一切行為，其與促進商品或服務之銷售或購買、或與商品或服務契約之締結或

履行，客觀上具有關連者；土地亦被視為商品，權利及義務亦被視為服務。」

2. 廣告性格或交易性格之隱藏
其此，所隱藏者須為交易行為之「廣告性格」。學說上強調，其不僅是

於表示所涉及之目標為促進銷售或促進購買之情形，方可認為交易行為具有

「廣告性格」，條文隱藏交易行為之「廣告性格」用語實過於狹隘。依照歐

體2005/29不正當交易行為指令第七條關於構成引人錯誤的不作為規範中，其
第二項係規定，如事業經營者「未明示交易行為之商業目的（kommerzieller 
Zweck; commercial intent）」者屬之。故而，在採取「符合指令之解釋」
（richtlinienkonforme Auslegung），來闡釋第四條第三款之要件時，凡隱藏交

Wettbewerb, 28. Aufl., München: Beck, 2010, § 4 UWG Rdnr. 3.6a.  
26 Bernhard Jestaedt, Wettbewerbsrecht, Köln: Heymanns, 2008, Rdnr. 285; Helmut Köhler 

in: Helmut Köhler/ Joachim Bornkam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28. 
Aufl., München: Beck, 2010, § 4 UWG Rdnr. 3.2; Olaf Sosnitza in: Hennig Piper/ Ansgar 
Ohly/ Olaf Sosnitza, UWG, 5. Aufl., München: Beck, 2010, § 4 UWG Rdnr. 3/1. 

27 Bernhard Jestaedt, Wettbewerbsrecht, 2008, Köln: Heymanns, Rdnr. 285; Köhler in: 
Köhler/ Bornkamm, § 4 UWG Rdnr.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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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行為之「交易性格」（geschäftlicher Charakter），亦應能為條文「廣告性
格」要件所涵蓋

28
。此外，本款於2004年制訂時，聯邦政府之提案理由中指

出，凡其他競爭行為之偽裝均能該當。此諸如在不告知商業意圖之情形下，來

取得地址之行為
29
。故而，此一擴張解釋亦符合2004年本款制訂時立法者有意

廣納一切經偽裝之競爭行為之立法目的。
30

3. 隱藏之情事
隱藏式廣告之不正當性格，係在於其隱藏了廣告性格或交易性格之行為

上。學說上強調，如交易行為之外在顯示，會使得消費者無法清楚及明確識別

出其廣告性格或交易性格時，即構成「隱藏」（Verschleierung）之情事。是否
構成「隱藏」之情事其標準為，以受有平均之訊息、於該情境相符合的平均注

意與理解之消費者，以其眼光來判斷之，或是以其攀談之族群之平均成員其眼

光來判斷之
31
。學說上認為，如果並未與此等未來潛在交易相對人進行接觸，

只是秘密蒐集消費之資料及採買行為，以便之後能針對其進行廣告時，其仍然

不構成「隱藏」之情事。
32

4. 足以明顯地妨害市場參與者利益
即便隱藏式廣告構成「不正當」之交易行為，惟其仍須符合不正競爭防制

法第三條第一項禁止規範中之其他要件，方被不正競爭防制法所禁止。不正競

爭防制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不正當之交易行為，其足以明顯地妨害競爭

者、消費者或其他市場參與者之利益者，不得為之。」在「明顯地造成妨害」

之要求上，學說上強調，如因行為人之隱藏式廣告會促使消費者締結契約時，

其將被認為不具適法性，蓋契約上之拘束性會對於市場參與者之利益明顯地造

成妨害。
33

28 Helmut Köhler in: Helmut Köhler/ Joachim Bornkam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28. Aufl., München: Beck, 2010, § 4 UWG Rdnr. 3.1, 3.10. 

29 BT-Drucks. 15/1487, S. 17.  
30 Helmut Köhler in: Helmut Köhler/ Joachim Bornkam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28. Aufl., München: Beck, 2010, § 4 UWG Rdnr. 3.1, 3.10. 
31 Helmut Köhler in: Helmut Köhler/ Joachim Bornkam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28. Aufl., München: Beck, 2010, § 4 UWG Rdnr. 3.11; Bernhard Jestaedt, 
Wettbewerbsrecht, 2008, Köln: Heymanns, Rdnr. 289.  

32 Helmut Köhler in: Helmut Köhler/ Joachim Bornkam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28. Aufl., München: Beck, 2010, § 4 UWG Rdnr. 3.11. 

33 Helmut Köhler in: Helmut Köhler/ Joachim Bornkam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28. Aufl., München: Beck, 2010, § 4 UWG Rdnr.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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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正競爭防制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足以」明顯地造成妨害時已

足，學說上強調，如隱藏式廣告會促使消費者締結契約時，即可肯定其符合

「足以妨害」此一要求，且此一解釋，並符合2005/29不正當交易行為指令第
七條第二項中所規定，如事業經營者未明示交易行為之商業目的，「此促使平

均的消費者會做出或足以促使做出交易決定，而其本來不會做出該交易決定之

時」，將構成引人錯誤的不作為之要求。
34

（四）案例類型

在德國實務上，可構成不正競爭防制法第四條第三款之對於隱藏廣告性格

或交易性格行為之情事，學說上整理之主要案例類型如下。

1. 廣告接觸之隱藏
此種類型為，廣告主在非商業交易的藉口下，來與消費者進行接觸，使其

須面對交易上之要約，並促使其進行交易上之決定，如下訂單。此一類型之行

為足以在市場參與者面對未經邀請而來的廣告時，排除其批判性之態度
35
。其

型態如：

(1)銷售活動的隱藏
於銷售活動的隱藏（Verschleierung einer Verkaufsveranstaltung）此一型

態，如所預告者為旅遊行程，其實際上的目的為拜訪一銷售活動，然對此並未

充分加以強調。此即所謂的銷售旅遊或咖啡旅遊Verkaufs- oder Kaffeefahrt。其
不正當性在於，其促使消費者參加銷售活動，卻未明確說其廣告性格

36
。對於

此一態樣，德國實務係相對嚴格來檢驗其正當性，一方面參與此種旅遊者，無

法立即從銷售活動中脫身，另一方面由於行程費時，參與此種行程者，多半屬

於老年人，而其本具有特別的保護需求。此外，參與此種行程中之銷售活動，

往往欠缺思考時間及比較可能。活動之舉行者，須明確、無誤會及無遺漏地指

出此一行程中所涉及者為銷售旅遊，且可自由決定就是否參與其銷售活動，其

34 Helmut Köhler in: Helmut Köhler/ Joachim Bornkam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28. Aufl., München: Beck, 2010, §4 UWG Rdnr. 3.12. 

35 Helmut Köhler in: Helmut Köhler/ Joachim Bornkam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28. Aufl., München: Beck, 2010, §4 UWG Rdnr. 3.13; Bernhard Jestaedt, 
Wettbewerbsrecht, 2008, Köln: Heymanns, Rdnr. 290.  

36 Helmut Köhler in: Helmut Köhler/ Joachim Bornkam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28. Aufl., München: Beck, 2010, § 4 UWG Rdnr. 3.14; Bernhard Jestaedt, 
Wettbewerbsrecht, 2008, Köln: Heymanns, Rdnr.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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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具適法性。
37

(2)進行接觸時廣告性格之隱藏
於採取人身接觸時，對於廣告目的加以隱瞞時，其亦具不正當性。如在公

開場所與行人攀談，而並無法識別出其正在進行廣告之情形。同樣，於直接進

行家庭拜訪，隱瞞其廣告之目的，而可能利用個人的、鄰居的、朋友的關係而

能進入住宅內進行推銷，亦被認為具不正當性。
38

(3)進行問卷時廣告性格之隱藏
在問卷調查時，並未明確說明其交易之目的，而促使消費者留下地址或其

他資訊，亦被認為具不正當性。此外，此亦被認為濫用了受訪者對於匿名性保

障之信賴。
39
此諸如寄送依統計準則所進行之市場調查之回函時，卻未揭示其

目的亦在於銷售出版品。
40

(4)贈獎時廣告性格之隱藏
在透過報紙夾送或郵寄之方式，向消費者許諾高度的獲得贈獎可能性，而

其目的在於以促使消費者購買商品或服務之情形，此亦被認為隱藏廣告之性格

而具不正當性。
41

2. 偽裝性廣告
(1)廣告偽裝為學術、專業或私人之表達
相較於廣告主於廣告中之陳述，公眾往往會對於學術或專業之表達，如意

見書或文章，給予較多之注意，蓋公眾會視此等學術或專業之表達為獨立、客

觀及對於負有真實義務之研究或測試之結果。故而，如假裝係由學術或專業之

人士來進行陳述，然其實際上係為特定之事業進行廣告時，其將會被視為隱藏

37 Helmut Köhler in: Helmut Köhler/ Joachim Bornkam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28. Aufl., München: Beck, 2010, § 4 UWG Rdnr. 3.14.  

38 Helmut Köhler in: Helmut Köhler/ Joachim ，亦被認為具不正當性。Bornkam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28. Aufl., München: Beck, 2010, § 4 UWG Rdnr. 3.15; 
Bernhard Jestaedt, Wettbewerbsrecht, 2008, Köln: Heymanns, Rdnr. 292.   

39 BT-Drucks. 15/1487, S. 17; Helmut Köhler in: Helmut Köhler/ Joachim Bornkam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28. Aufl., München: Beck, 2010, § 4 UWG 
Rdnr. 3.16.  

40 Helmut Köhler in: Helmut Köhler/ Joachim Bornkam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28. Aufl., München: Beck, 2010, § 4 UWG Rdnr. 3.16; Bernhard Jestaedt, 
Wettbewerbsrecht, 2008, Köln: Heymanns, Rdnr. 293.   

41 Helmut Köhler in: Helmut Köhler/ Joachim Bornkam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28. Aufl., München: Beck, 2010, § 4 UWG Rdnr. 3.17; Bernhard Jestaedt, 
Wettbewerbsrecht, 2008, Köln: Heymanns, Rdnr.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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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之性格而具不正當性。同樣地，偽裝成私人的表達，如以讀者投書、在評

價區捏造的稱讚行之，亦屬之。
42

(2)廣告品之偽裝
如廣告品之廣告性格被隱藏，或使廣告信具官方文件之性格或私人通知的

性格，以提高其被注意之程度，或例如將訂單以贈獎兌換券之請求函來加以偽

裝之情形，其將被認為具不正當性。
43

(3)於平面媒體或廣電媒體中之偽裝性廣告
對於編輯性廣告（redaktionelle Werbung）之禁止，係源前揭於媒體法與

媒體業自律規範中所發展出來的「廣告與編輯文字分離之要求」，以保護閱讀

平面媒體及收視或收聽廣電媒體之消費者。蓋消費者會期待媒體之編輯報導部

分，係具客觀批判性，且係不受營業利益引導之獨立中立之編輯所提供之資

訊，以助其意見之形成及獲取知識，而不是主要是由廣告主自我利益所形成的

宣傳。此外，消費者往往亦會對於編輯部門對於商品和企業的報導，相較於事

業自己所進行之廣告表示，施以較多的注意及給與較多的意義。故而，如以編

輯報導文字之外觀，來包裝廣告，往往因其隱藏廣告性格之效果，會對於讀者

造成引人錯誤之效果。此外，採取編輯性廣告之出版業者，將被認為在廣告業

中取得不公平之優勢，蓋如將廣告偽裝成客觀資訊，其對於顧客而言此特別具

有廣告效果。故而，編輯性廣告將被認為具不正當性
44
。其型態諸如：須支付

對價之廣告以編輯性文章來刊登、編輯部門直接採納由第三者撰寫的報導、假

裝為獨立中立客觀之報導
45
。而在進行違反競爭法之編輯性廣告的責任上，主

要為媒體業者
46
。在轉換自歐體2005/29不正當交易行為指令後，對於偽裝為編

42 Helmut Köhler in: Helmut Köhler/ Joachim Bornkam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28. Aufl., München: Beck, 2010, §4 UWG Rdnr. 3.18; Bernhard Jestaedt, 
Wettbewerbsrecht, 2008, Köln: Heymanns, Rdnr. 296.

43 Helmut Köhler in: Helmut Köhler/ Joachim Bornkam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28. Aufl., München: Beck, 2010, §4 UWG Rdnr. 3.19; Bernhard Jestaedt, 
Wettbewerbsrecht, 2008, Köln: Heymanns, Rdnr. 297.

44 Helmut Köhler in: Helmut Köhler/ Joachim Bornkam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28. Aufl., München: Beck, 2010, §4 UWG Rdnr. 3.20; Bernhard Jestaedt, 
Wettbewerbsrecht, 2008, Köln: Heymanns, Rdnr. 298.

45 Helmut Köhler in: Helmut Köhler/ Joachim Bornkam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28. Aufl., München: Beck, 2010, §4 UWG Rdnr. 3.21 ff.; Bernhard Jestaedt, 
Wettbewerbsrecht, 2008, Köln: Heymanns, Rdnr. 301 ff.

46 Helmut Köhler in: Helmut Köhler/ Joachim Bornkam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28. Aufl., München: Beck, 2010, §4 UWG Rdnr.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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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內容之行為，已規範德國不正競爭防制法第三條第三項附件之第十一點，被

認為當然構成不正當之行為。

(4)產品置入
對於產品置入，如果只是媒體在報導中提及或展現出來，如於轉播足球賽

時畫面播出廣告布條，或於採訪運動員時播出運動員衣服上之廣告，在德國不

正競爭防制法上，並不非難此等行為，蓋此時尚欠缺「交易行為」之要件。惟

於收受價金而進行產品置入行為時，可被認為其目的在於促進特定事業之競爭

時，過去學說上認為此時開啟了以不正競爭防制法第四條第三款來進行控制的

可能。
47

惟在歐盟2010/13視聽媒體服務指令第十一條已對於產品置入行為進行規
範，而適用於2009年12月19日以後所製作之播送節目後，本文以為，在符合指
令解釋之要求下，即便媒體業者收受廣告主之價金，於視聽媒體服務之戲院電

影、影片、連戲劇、或運動節目或輕娛樂節目之情形，產品置入於德國不正競

爭防制法下仍將有適法之空間。

參、我國公平法下隱藏式廣告之適法性（代結論）

一、隱藏式廣告適用公平法第二十一條引人錯誤規範之可能性

隱藏式廣告，由於事業對於訊息接收者隱藏了其表示之廣告之性格，於我

國公平法下，即便事業於個案中並未於商品或廣告上對於商品之價格數量等有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本文以為，無論其積極的偽裝或消極的隱藏，其

仍根本地隱藏了其提供給消費者之訊息屬於廣告之本質，使消費者在此錯誤基

礎上形成採買之決定，仍屬於引人錯誤之行為，而有公平法第二十一條規範的

適用。

如在「偽裝性廣告」類型中，將廣告之訊息偽裝成由第三人之表達，而不

揭露其實屬事業所提供之訊息之情形，即便其中所提供之訊息內容並無虛偽不

實之處，然其積極偽裝成第三人之表達之行為，其隱匿了本質上屬於事業所欲

提供之廣告，仍構成虛偽不實之情事，本應有公平法第二十一條禁止虛偽不實

47 Helmut Köhler in: Helmut Köhler/ Joachim Bornkam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28. Aufl., München: Beck, 2010, §4 UWG Rdnr. 3.44; Bernhard Jestaedt, 
Wettbewerbsrecht, 2008, Köln: Heymanns, Rdnr.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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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引人錯誤規定之適用。又例如，廣告品之偽裝態樣，如使廣告信具官方文件

之性格，而其本質上並非官方文件，其本質上亦屬虛偽不實，本有公平法第二

十一條之適用。

二、隱藏式廣告適用公平法第二十四條顯失公平規範之可能性

而在「廣告接觸之隱藏」類型上，以銷售活動的隱藏為例，其未告知旅遊

活動實為銷售活動，吸引消費者參與旅遊活動而取得締結銷售契約之機會，即

便商品或其廣告上並無不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然其係以隱藏銷售活動之性

格來吸引消費者締約，仍係就銷售活動之本身欺罔交易相對人，並以顯失公平

之行為來贏得市場占有率。此外，消費者自由決定是否締結銷售契約之意思，

亦可能在隱藏銷售活動的行為中被剝奪或削弱。本文以為，於廣告接觸之隱藏

的類型，由於其就廣告、銷售或交易目的隱瞞交易相對人，而取得接近交易相

對人之機會，在我國有公平法亦有第二十四條禁止欺罔與顯失公平行為規範之

適用。

三、廣告與編輯內容未分離時之公平法適用可能

媒體業者如未就廣告與編輯內容（節目內容）明確分離，將造成聽閱人誤

以為其所接受者為客觀中立之媒體業者提供之訊息，而據此做出採買決定，此

將使聽閱人對於本質上來自廣告主之訊息本應具有之防備因之瓦解。於此型態

下，不僅媒體業者有引人錯誤之表示，本文以為，廣告主利用此種不分離出廣

告與編輯內容（節目內容）方式來進行廣告，同樣也造成聽閱人陷於錯誤。廣

告主與媒體業者二者均應構成公平法第二十一條禁止引人錯誤規範之違反。

四、產品置入適法性之寬認

依歐盟2010/13視聽媒體服務指令第十一條之規範，其對於產品置入之適
法性已經放寬，即便媒體業者收受廣告主對價，於戲院電影、影片、連戲劇、

或運動節目或輕娛樂節目中，仍寬認其適法性，惟仍以不得於損害媒體服務提

供者之編輯上責任及獨立性、不得進行特別的促銷暗示、不得過分強調該商

品、收視者必需被明確告知「產品置入」之存在等要件來控制。歐盟視聽媒體

服務指令其致力調和聽閱人、廣告主與媒體業者間之利益，對於產品置入所劃

出之適法性界線，實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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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f the advertising character of a commercial practice can not be identified, it 
may influence the decision of consumers non-objectively and therefore distort the 
competition. Therefore in the competition law and media law of EU and Germany 
this kind of surreptitious advertising is regulated. This article exams the legality of 
surreptitious advertising which hide its advertising character under the competitio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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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評論人：楊宏暉（中正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主持人汪委員、報告人林教授、謝教授、與談人陳教授及在場的公平會的

各位先進，還有與會的各位來賓，大家好，今天我很榮幸也很高興能夠有機會

拜讀林教授的這篇大作，我想在現在生活中廣告其實是無所不在，不論是電視

節目、報紙或是報章雜誌等等，所以有時候大家對於廣告的內容可能已經有點

麻木掉了，很多人可能會把它當作生活中娛樂的一部份，不可諱言的廣告對於

企業經營者而言其實是很重要的行銷手法跟銷售工具，因此怎麼透過廣告去影

響現在消費者的心理及購買決定其實是很重要的，因此在大家對廣告比較麻木

的情形下可能會利用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方式來吸引大家的注意，像我個人有時

候會發現怎麼有一個節目一直在重複，比如說豪宅旗艦王有一陣子一直在介紹

林口的建案，這到底是單純的介紹還是它是在推銷林口的建案？林教授的這篇

文章從歐盟的指令及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的規範的一些相關規範來看，似乎在

歐盟及德國的不正競爭防止法的規範對於隱藏式廣告的規範密度應該是很嚴

格，也就是它把隱藏式廣告幾乎都當成是當然違法的類型，比如在歐體不正

競爭競爭防止指令它有一個黑名單，這個黑名單基本上也被德國法把它加以轉

換，裡面就列了兩款，比如說編輯媒體裡面隱藏廣告的內容或者隱藏接觸者的

身分這種當然違法的行為，似乎外國的立法例把這種隱藏式廣告看成是，如果

以違法程度來看，是很惡劣的一種行為，所以才幾乎用嚴格禁止的方式來處

理，目前在我國實務上，依林教授所說的，他曾經試圖去搜尋相關案例但是並

沒有很多，但實際上生活中是常常可以發生的，比如像我自己要買東西的時候

常常會先到網路上去搜尋一下開箱文或是使用者評價，網路上有很多論壇會定

期的把不同的產品拿出來介紹一下，有照片、功能、規格係數等，甚至給一個

評價，他到底是基於個人身分所做出來的呢？還是背後其實是有廠商、有某種

程度的對價關係隱藏在其中，其實我們單從編寫的內容其實是不太容易看的出

來，可是他編寫的內容又十分詳細讓消費者產生共鳴的心蠻強的，在現代的生

活中這種間接的推銷方式好像愈來愈普遍，未來會不會成為實務上新興的問

題，也許從林教授這篇文章可以得到一些啟發，林教授把德國法裡常見的隱藏

式廣告的規範類型、常見的案例類型，用很簡單清楚的方式一一的說明出來，

比如說置入性行銷、媒體的隱藏式廣告或是隱藏銷售目的，我想這部分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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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應該可以做為公平會以後是不是考慮要對這類行為加以規範的參考，

林教授也提到，將來如果真的要處理這個問題，第21條好像可以用、第24條好
像也可以用，比如在偽裝廣告的時候，林教授說似乎可以擴張公平交易法第21
條的適用範圍，因為公平交易法第21條是說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
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為虛偽不實的說明，可是就是不是廣告本身沒

有規範，所以是不是當然就可以落入第21條的構成要件，我是比較存疑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一類的隱藏式廣告可能用第24條的欺罔行為去處理會比較簡單一
點，或許至少解釋構成要件適用的時候也不必那麼的迂迴或需要解釋，另外關

於置入性行銷也提到很多是在電視節目或電影，電視節目像有線廣播電視法、

衛星廣播電視法、廣播電視法的規範，這些基本上都有一個條文在規範說廣告

與節目必須要明顯的分離，那如果公平會將來要處理這一塊的話，兩者間會不

會產生法律競合或法律規範孰先孰後的問題發生？基本上從林教授的觀點，是

讓廣告歸廣告，如果不是廣告則利用資訊揭露的方式讓它回歸廣告本質，再進

入廣告內容是否不實的階段去處理，而外國立法例似乎也是要採取這樣的趨

勢，我的評論就簡短到這裡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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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式　施副主任委員惠芬閉幕致詞

今天研討會進行的時間已經一整天了，對於在現場的，包括外場的幾位，堅持到

底一直參加到最後一場次的貴賓表示敬意和謝意，今天很難得能夠邀請到多位本會前

任委員，並感謝擔任這場次的主持人汪委員、林易典老師與原來在本會服務現已回到

學術界的楊宏暉老師來參加這場學術研討會。

整個研討會進行到這裡，很感謝從早上到現在8場次的主持人、報告人及評論人
的鼎力相助，大家的貢獻都非常大，尤其特別感謝競爭中心主任蔣委員，競爭中心全

體同仁的規劃及執行，由研討會8篇論文可以看得出來，整個競爭的環境及競爭的趨
勢都是走上一個國際化、自由化的趨勢，在整個趨勢的引領下，我們要怎麼和國際接

軌，然後能夠在地落實執行，事實上是需要大家的努力，我們知道這個領域非常值得

大家深耕與經營，也很感謝各位願意在這個領域內繼續貢獻，引領大家朝整個競爭政

策和公平交易法落實執行的方向邁進。

相信本會同仁來參加這場研討會後收獲一定非常的豐碩，今天整個的報告內容

對於我們以後業務的規劃執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考指標，最後在此祝福各位工作順

利、事事如意，謝謝大家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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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裝瓦斯勞務配送中心與公平交易法相關分析

　莊春發

公平交易法不實廣告與詐欺罪之界限

　王銘勇

不實廣告保護法益之研究-「廣告詐欺罪」之省思
　陳櫻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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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就競爭法觀點論供油業者之關鍵設施共享

　張玉山、李淳

加油站區域市場劃分暨垂直性限制條款與公平交易法之相關性分析

　梁啟源

我國家用液化石油氣市場開放後之結合競爭問題與公平交易法之關係

　莊春發

數位網路產業之競爭政策與競爭規範

　劉孔中

競爭法對流通業經營行為規範之研究─以附加費用收取行為為中心

　黃營杉、黃銘傑、吳師豪

教科書及參考書市場交易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之適用性研究

　吳秀明、趙義隆

跨國事業結合競爭相關問題及其經濟影響之分析

　陳坤銘、吳秀明

仿冒未受專利保護之新式樣與不公平競爭規範

　張懿云、林廷機

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修正後適用問題之研究
　蘇永欽、范建得

寡占市場「一致性行為」之證據認定方法及其濫用市場地位行為規範

─由 Container Corp.案探討交換資訊行為
　張明宗

醫療市場競爭規範之建立初探

　陳志民

基礎設備理論於醫療事業之適用與檢討

　紀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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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產業自由化、國際化與競爭政策：兼以台灣石油及石化業為例

　許志義

從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職掌探討公平會的組織調整

　胡祖舜

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替代與互補

　莊春發

競爭政策與管制政策之取捨與協調：以公用事業為例

　張玉山、李淳

公平交易法對贈品贈獎促銷行為之規範

　鄭家麟

網路傳銷組織之研究-案例觀察與評析
　陳櫻琴

上游廠商標示建議價格行為與公平交易法第18條之關係
　王銘勇

我國 IC 產業與其相關市場廠商競爭行為之研究-以事業結合行為為例
　施錦村

我國及先進國家對瘦身美容案件之處理實務及法規依據

　朱蔚菁、李文秀、殷世熙、杜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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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公平交易法在知識經濟發展中的角色

　吳榮義、劉孔中、林欽明

WTO 新回合談判我國關於競爭政策應有之立場
　羅昌發、楊光華

公平交易法對金融機構結合行為之規範及審查原則之研究

　薛琦、劉紹樑、李存修、張明宗

電腦印表機、電梯等事務機器之主產品與其耗材、零組件及維修服務等附屬產品間市

場交易行為與公平交易法適法性之研究

　方文昌、謝立功、蘇聖珠、陳芳萍

網路產業發展與策略聯盟競爭環境

　承立平、陳菁瑤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4 條適用於仿冒商品（服務）外觀案件之研究
　劉孔中、謝杞森

公平交易法對於加盟契約適用之研究

　趙義隆、陳志民、吳瑾瑜

參加人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退貨之權利保障對多層次傳銷管理之必要性研究

　陳得發、楊芳玲、王昭雄

事業以聯合行為或濫用市場地位調漲價格經處分後，要求回復原價之探討─美國反托

拉斯法之分析

　陳志民

從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觀點，檢討現行行政爭訟制度

　蔡秀卿、陳榮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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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知識型新興產業之公平競爭規範

　范建得

網路不公平競爭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以Hyperlinks、Frames、Meta-Tag、Keyword- 
Advertising為例
　林克敬

公平交易法對網域名稱規範之檢討

　王銘勇

聯合行為之採證與例外許可項目之研究

　劉孔中、黃茂榮

信用卡業務聯合行為之研究─聯合信用卡中心運作現制之檢討

　王文宇

人造纖維製造業市場行為與公平交易法適用性研究

　陳榮隆、林燾

油品市場自由化與限制競爭因素的探討

　張玉山

著作權法與公平交易法關係之研究

　謝銘洋、張懿云

經濟理論的競爭觀在執行反托拉斯管制上的定位與應用

　莊春發、李顯峰

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管制革新中應有的角色

　曾明煙、胡祖舜、許俊雄

我國自來水市場解除管制可行性之研究

　虞國興、康世芳、胡名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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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廣告資訊揭露完整程度與不正競爭相關問題研究

　趙義隆、祝鳳岡、謝杞森

公平交易法對多層次傳銷定義相關問題之研究

　徐火明、張芳嘉、鄭啟揚

加入 WTO 後，我國汽、機車產業競爭行為與公平交易法適用之探討
　李培齊、張紘炬、張力、李家悅、黃凱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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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小麥聯合進口制度及其管理方式之探討

　劉孔中、馬泰成

寡占市場廠商價格跟隨行為規範之研究

　陳坤銘、溫偉任

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

　王銘勇

事業共同研發聯合行為例外許可申請審查原則及其基準之擬議

　范建得、莊春發

我國民生氣體燃料市場競爭機制之引進與公平交易法之關係

　莊春發、陳志民

公平交易法對流通事業垂直交易限制行為之規範

　許英傑、黃銘傑、黃慧玲

公平交易法對公司名稱規範與保護及範圍

　林國全、馮震宇

公平交易法對廣告隱藏條件、負擔、限制等行為之規範研究

　何之邁、劉美琪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應用於競爭政策之可行性研究

　李秉正、徐世勳、林國榮、楊浩彥

公平交易法對金融控股公司之規範

　王泰銓、王志誠



附　　錄 313

第十二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海運同盟國際卡特爾與競爭政策之關係

　林克敬

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參考書相關市場管理及公平交易法對其市場銷售行為規範之研究

　黃銘傑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有關廣告行為主體認定之研究
　劉姿汝

公平交易法、銀行法及刑法詐欺罪對吸金行為規範競合之研究

　王銘勇

台灣媒體在廣告市場競爭關係之研究

　莊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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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日本獨占禁止法對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之規範

　顏廷棟

事業結合規範之再檢討

　劉姿汝

維持轉售價格的研究

　莊春發

禁止營業誹謗之研究

　張麗卿

不法比較廣告之研析─ 2004 年台灣案例
　余朝權、林金郎

不動產不實廣告建商與代銷商法律責任之研究

　李憲佐

因應行政罰法施行，公平交易法與其他行政法規競合問題之研究─以不實廣告為中心

　張其祿

交通運輸產業之競爭規範

　張懿云、賈凱傑、陳麗娟

　
保險仲介人之居間行為與公平交易責任研究

　冉弘毅、謝紹芬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之司法審查範圍─以認定事實為核心

　王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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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我國獨立機關建制之商榷

　蔡茂寅

建立多層次傳銷事業專業評鑑制度及評鑑指標之研究

　洪鉛財、羅彥棻、池曉娟

著作權仲介團體與卡特爾規範之研究─以德國及歐盟卡特爾法為中心

　張懿云

論水平結合管制的準則─總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不利益

　莊春發

全球100大銀行及100小銀行之績效─台灣的銀行與它們的相同與相異及台灣的銀行競
爭程度

　沈中華

台灣有線電視產業成本特性與市場力量之探討

　王國樑、張美玲

國內油品產業結構、廠商行為與競爭法規範

　許松根、馬泰成、顏廷棟

健保十年，醫療服務產業的演化

　蔡偉德、劉育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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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台灣金融業結合案例之經濟效益評估-金控公司範疇經濟衡量
　黃美瑛

金融產業與公平競爭 
　謝易宏

銀行業虛偽不實廣告之研究 
　莊春發、林宗鈞

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 
　顏廷棟

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之建立與執行研究 
　陳得發、王昭雄

專利權與公平交易法之交錯—論標準制定涉及之專利權行使與限制

　李素華

「著作權警示」對不公平交易的影響 
　林利芝

論台灣有線電視產業的競爭政策 
　莊春發、柯舜智

無線電頻譜市場管制模式之探討—以頻譜財產權制度為核心

　林俊宏

連鎖便利商店收取附加費用行為之探討 
　余朝權、吳成物、陳韻珊

公司治理與競爭法之交錯—以公開收購下競爭收購者間停止競爭協議之法律規制為核

心

　朱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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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統一定價」與「競爭機制」—液化石油氣產業之研究

　莊春發

不動產經紀業之管理法制與不公平競爭

　陳明燦

電信產業跨平臺結合之競爭規範—在利益與不利益之間

　劉孔中、周韻采、簡維克

日本獨占禁止法對於技術授權行為之規範—兼論對我國公平法規範之啟示

　顏廷棟

論智慧財產權與不正競爭防止法上補充成果保護間之關係—由德國法、歐體法與日本

法看我國商標法與公平交易法之修正

　許忠信

消費者福利、消費者保護、及競爭政策

　陳志民

消費爭議與公平交易法

　劉姿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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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薦證廣告與薦證者之責任

　謝杞森

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行為適用之可行性研究

　顏廷棟、馬泰成、王泰昌、黃郁雯

公平交易法與其他法規競合競爭評估標準之研究—管制政策影響競爭之評估

　陳和全、劉姿汝

電信網路接取服務批發價格之管制與實務—兼論防止垂直價格擠壓之檢驗方法

　王碧蓮、黃郁雯、陳人傑、羅山珊

公平交易法對銀行業結合之評估—檢查表之設計與討論

　沈中華、張大成、朱德芳、謝智源

金融海嘯下能源價格波動之競爭政策意涵

　梁國源、曾明煙、顏承暉

我國油價設定影響因素之研究

　李秉正、陳家榮、張雅涵

國際競爭法在競爭倡議上之發展及其引入國內之可行性

　李淳、陳櫻琴、顏慧欣

從「飛利浦光碟案」看競爭法對技術標準相關專利聯盟之規範

　李素華、林育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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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觀點論競爭法對於加盟經營關係之規範

　顏廷棟

廣播市場開放的多元化與地方化效果之研究

　莊春發

智慧財產權之行使與不公平競爭—由（.tw）網域名稱註冊爭議，論商標權行使與不
公平競爭

　周天

各國競爭法對能源產業之研究

　陳汝吟

網際網路產業之垂直整合對公平交易規範的啟示—以廣告字拍賣市場為例

　劉楚俊、陳姿縈

結合矯正措施之研究

　陳志民、陳和全

服務業的履約保證在公平交易法的適用—以不動產買賣、仲介及殯葬業為例

　謝杞森

論隱藏式廣告於競爭法下之適法性—歐體指令、德國不正競爭防制法與我國公平交易

法規範之比較觀察

　林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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