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105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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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  君 

 

被處分人：○○○  君 

 

被處分人：○○○  君 

 

被處分人：○○○  君 

 

被處分人：○○○  君 

 

被處分人等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等透過召開會議方式，共同決定荖葉、荖花收購

及銷售價格，足以影響臺東縣荖葉、荖花市場之供需功能，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

行為。 

三、 處○○○、○○○、○○○各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處○○○、○○○、○○○、○○○、○○○、○○○、

○○○、○○○、○○○、○○○、○○○、○○○、○

○○、○○○、○○○各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民眾來函檢舉略以：99 年 10 月以來，荖葉價格持續上漲，

荖葉從原來每台斤 50 元，上漲至 100 年 1 月 4 日每台斤

580 元，5日開價更高達每台斤 660 元，同一期間荖花價格

亦上漲 1 倍，下游業者已無法忍受，爰函請本會查處臺東

縣荖葉、荖花相關產銷團體操控荖葉、荖花價格行為。 

二、調查過程： 

（一）函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及臺東縣政府

提供荖葉、荖花產銷資料，並就相關案情提供說明彙整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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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荖葉、荖花主要係供檳榔佐料使用，屬嗜好性作物，

較無替代性產品，多食用有害健康，目前農委會在產

業上仍秉持不鼓勵、不輔導、不推廣的產銷之政策立

場。 

2、 荖葉、荖花產地主要為臺東縣、彰化縣及南投縣，97

至 99 年臺東縣荖葉產量分別為 11，536,599 公斤、

11,344,274公斤、12,367,233公斤，占全國產量86.45

％、85.83％，86.26％；同期間臺東縣荖花產量則為

1,272,659 公斤、1,325,831 公斤、1,085,856 公斤，

占全國產量 69.43％、73.31％，73.27％。另臺東縣

荖葉、荖花年產值 80 餘億元，從事該產業相關人口

約 4 至 5 萬人。 

3、 依農產品市場交易法第 3條第 1款有關用辭定義，「檳

榔」及其加工添加物「荖葉」、「荖花」非屬該法規範

之對象。因此，荖葉、荖花產業之價格機制並非透過

批發市場交易所形成，農委會並無其相關交易資料，

亦無進行產地價格查報，目前主要產地運銷流程及價

格形成機制如下： 

（1）臺東縣：由中盤商向荖葉、荖花產地農民收購，

收購價格及賣出價格均依據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

協會訂定之價格。 

（2）南投縣：可分為中盤商向荖葉、荖花產地農民收

購後再售予檳榔攤或由產地農民直接售予檳榔攤

2種方式，價格受市場供需及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

協會訂價之影響。 

（3）彰化縣：僅生產荖葉，係由收購商人向荖葉產農

收購，價格視品質及需求量而定。 

4、 99 年底至 100 年初荖葉、荖花價格大幅上漲係因 99

年風災受損嚴重，部分植株死亡補植後不及收穫，且

99 年入冬後氣候寒冷，生長緩慢，收穫量減少所致。 

5、 臺東縣政府表示，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成立 10

餘年，該協會以服務農民、增進農民產銷利益為宗

旨，在該協會全力推動及歷屆縣長、民意代表重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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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農委會自 97 年起將荖葉、荖花作物及生產設

施，列入農業天然災害救助項目範圍，對該產業之農

民助益甚高。臺東縣荖葉、荖花從業人員眾多，包括

種植、採收、分級、代工、運輸及銷售等工作人口近

5 萬人，該協會輔導之農民約 2,000 人，約占該產業

9 成左右人口，臺東縣大部分相關產業之產銷活動及

經濟收入等均有賴該協會正常運作。 

6、 臺東縣政府表示，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辦理該產

業供銷業務一週數市，並透過集會方式，讓公開議價

運作順遂，使該特殊性產業農產品得有通路及農民獲

利，若運作失調，恐造成黑箱作業，農民受害尤深，

如依目前該協會所提供之參考價格導入市場公平交

易穩定價格，讓農民直接受益及保障消費者權益，應

為生產者與消費者期望，亦為臺東縣政府關切之處。

基於行之有年該協會順暢運作，目前尚無適當替代方

式，又該協會具有輔導農民種植技術、安全用藥等功

能，臺東縣政府據此將就該產業協助研發其他附加價

值之技術，亦健全是項產業之發展。 

（二）函請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提出陳述書略以： 

1、 荖葉、荖花是臺東縣高經濟價值農作物之一，全縣種

植面積荖葉 1,200 公頃，荖花 300 公頃，年產量約

15,000 公噸，年產值在 40 億元至 80 億元間，種植農

民、採收工人、疊葉工人、中盤商、下游零售商合計

超過萬人依賴荖葉、荖花維生。 

2、 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係依據人民團體法於 86 年

10 月 4 日成立，經主管機關臺東縣政府核准，性質上

屬社會團體，並非商業團體法所稱之同業公會。依據

協會章程規定，凡從事荖葉、荖花業務者，不論是生

產者或銷售者，皆可申請加入成為會員。 

3、 依據該協會組織章程第 23 條規定，為開展業務得在

理事會下分設「組織發展暨聯誼委員會」、「研究發展

委員會」、「資源開發投資建設委員會」、「宣傳委員

會」、「財務委員會」、「紀律委員會」及「產品推展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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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委員會」等 7個委員會，其中「產品推展運銷委員

會」於每星期一、三、四荖葉、荖花交易日當日下午

5 時，假臺東縣政府出借予該協會使用之環保局舊址

進行會議，會議中由「產品推展運銷委員會」各委員

匯報臺東縣當日各區域荖葉、荖花之供需實況及產地

行情，作為協會會員當日交易之參考，目的係為讓會

員瞭解當日之產地行情，但會員在銷售荖葉、荖花予

下游中盤商時，仍由會員自行決定價格，此係協會提

供之服務之一，並無拘束力。 

4、 荖葉、荖花產量易受氣候及天然災害影響，夏季倘無

颱風影響，約 2週可採收 1次，冬季需 4週始能採收

1 次，且採收葉片數量相對較少，臺東縣太麻里鄉荖

葉於 98 年八八風災受創嚴重，荖葉園大量流失，99

年 8、9月氣候異常，時有暴雨，11 月後則寒流頻至，

臺東氣候異常寒冷，荖葉、荖花產量銳減，引發價格

上漲，至 100 年 3、4 月間氣溫回暖，荖葉、荖花價

格隨之下跌，故氣候因素導致市場供應量減少，為價

格上漲主因。 

5、 荖葉、荖花產業並無拍賣市場，協會所提供之服務可

以使荖葉、荖花產業交易穩定化，協助會員預見交易

價格，可減輕詢（議）價等交易成本，同時促進提供

商品或服務一方從事效能競爭，且透過協會提供之服

務，使產銷資訊透明化，提供該服務之目的與效果，

不在於影響市場供需，而是有助於交易資訊取得，減

輕交易成本，促進交易機會之實現，有利於公共利益

與整體經濟。  

（三）通知被處分人等（同時為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理

監事）18 人到會陳述： 

1、Ａ君○ 

（1）種植荖葉約 5 分地，並兼營荖葉、荖花運銷業務，

每次交易日（星期一、四）荖葉交易量 750 至 900

台斤，荖花交易量約 20 至 30 台斤。 

（2）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於 86 年成立，其擔任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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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理事長（任期 99年 6月 1日至 100 年 5月 31 日），

該協會內部設置各項委員會，其中「組織發展暨聯

誼委員會」及「產品推展運銷委員會」為經常運作

者，「組織發展暨聯誼委員會」係辦理日常會務及聯

誼活動，「產品推展運銷委員會」則辦理有關荖葉、

荖花之寄出價格、產地行情等參考價格。「產品推展

運銷委員會」係由該協會理、監事共 24 人兼任委員，

理事長為主任委員，另推選常務理事○○○、○○

○為副主任委員。 

（3）協會開會所決定之荖葉參考報價包含產地行情與寄

出價格，其中產地行情係由各理監、事提供各地區

大盤商向產農收購之價格後，經彼此討論後決定產

地行情，至於寄出價格則為產地行情每台斤加上 30

元左右。另荖花需求量較少，每次會議皆決定荖花

寄出價格，而產地行情通常是月初時決定上個月的

產地行情，惟缺貨期間，可能是一個星期決定 1 次

價格，且現金交易才能取得貨源。相關報價資訊於

會後由該協會總幹事以簡訊通知所有會員，該等報

價資訊在臺東縣非常透明流通，產農亦即時知悉該

等資訊。 

（4）有關臺東縣荖葉、荖花寄出價格與產地行情報價制

度已有 20 餘年，之前是由幾個較具規模的盤商報

價，當時報價不透明、不合理，也對農民不利，故

該協會成立後，除沿襲之前報價制度，並透過協會

內部之「產品推展運銷委員會」開會決定報價，推

動報價合理化與透明化。 

（5）另渠於任職協會理事長期間，Ｓ君○、Ｗ君○、Ｘ

君○、Ｔ君○、Ｕ君○（住臺東市○○街）等理、

監事未曾出席任何會議。另監事Ｖ君○（住臺東市

○○路）僅參加該協會會務宣導推廣作業，並未參

與荖葉、荖花報價會議。 

2、Ｂ君○ 

（1）從事荖葉、荖花生產及運銷業務 20 年，除自身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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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地種植荖葉，亦向其他農民或中間商收購荖葉，

每次交易日（星期一、四）荖葉交易量約 1,500 至

3,000 台斤，另星期三也有零星交易。荖花則是向農

民收購，每次交易量約 50 台斤。 

（2）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成立時即入會，並擔任第

1 屆理事， 98 年起擔任協會第 7、8 屆常務理事，

任期至 100 年 5 月底。協會設有「產品推展運銷委

員會」，成員為協會理、監事等 24 人，該委員會固

定於每星期一、三、四下午 5 時召開荖葉、荖花訂

價會議，因主任委員不常出席會議，授權其與另一

常務理事Ｃ君○為副主任委員共同主持會議，故每

次都出席會議，其他委員亦多會出席會議。 

（3）在訂價會議中各區域代表先就所蒐集當日之產量、

價格行情等資訊進行發言，經過彼此交換意見後形

成產地行情及寄出價格後，隨即將報價資訊以簡訊

通知會員（通常在當日下午 5 時 30 分至 6 時間），

作為收購或銷售荖葉、荖花之參考依據。會員及非

會員大盤商都會參考該報價進行交易，但屬建議性

質，不具約束力。 

3、Ｃ君○ 

（1）從事荖葉、荖花生產、運銷業務數年，除種植荖葉

4分多地，並向農民收購荖葉、荖花，每次交易日（星

期一、四）荖葉交易量約 1,000 台斤，荖花平均每

次交易量不足 10 台斤，星期三為補貨，交易量非常

少。 

（2）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成立時即入會，並擔任該

協會第 7、8屆常務理事，任期至 100 年 5 月底。該

協會於每星期一、三、四下午 5 時召開荖葉、荖花

訂價會議，參與人員為該協會理、監事等 24 人，會

議地點為臺東縣政府出借予該協會之辦公處所（之

前於理事長住處），理事長不常出席會議，會議通常

由其及另一常務理事○○○共同主持，除非另有要

務，其都會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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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該協會決定之報價包括荖葉產地行情與寄出價格，

另荖花因產量及交易量皆少，每次會議均只決定寄

出價格，並於月初決定上個月的產地行情，惟缺貨

期間，大盤商必須現金交易才能取得荖花貨源，會

後隨即由總幹事以簡訊將報價資訊通知會員，該報

價資訊在臺東縣非常透明流通，產農亦即時知悉該

等資訊。不論是否加入該協會，大盤商都會參考該

報價資訊進行交易。 

4、Ｄ君○ 

（1）從事荖葉、荖花運銷業務 10 餘年，每次（星期一、

四）交易荖葉數量約 10件（每件 40台斤至 50台斤），

荖花則僅約 20 台斤，另星期三則為補貨交易，出貨

數量非常少。 

（2）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成立時即入會，擔任理、

監事數年，另擔任第 8屆常務理事，任期至 100 年 5

月底。該協會固定於每星期一、三、四召開之荖葉、

荖花訂價會議，其 99 年 11 月以後較常出席。 

（3）該協會所決定報價包括產地行情與寄出價格，荖花

因產量及交易量皆少，每次會議皆決定寄出價格，

產地行情則不一定，通常是月初決定上個月的產地

行情，會後隨即將報價資訊通知會員。該等資訊在

臺東非常流通透明，不論是否加入該協會，大盤商

都會參考該報價資訊進行交易。 

5、Ｅ君○ 

（1）從事荖葉、荖花生產、運銷業務 10 餘年，自身種植

荖葉約 4 分地，不足部分則向農民收購，固定於星

期一、四出貨，每次交易荖葉約 500 台斤，荖花數

量僅 5 至 10 台斤。 

（2）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成立時即入會，99 年擔任

該協會常務理事。該協會固定於每星期一、三、四

下午 5 時召開之荖葉、荖花訂價會議，其每月約出

席 2 次。 

6、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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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於 70 年至 80 年間從事荖葉、荖花生產及運銷業

務，近期僅從事荖葉仲介，臺東縣與其同為荖葉仲

介業者人數約 10 餘人。 

（2）加入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數年，之前曾擔任該

協會監事，99 年則擔任理事。其常出席該協會於每

星期一、三、四召開之荖葉、荖花訂價會議。另於

100 年 6 月起擔任該協會第 9 屆理事長。 

7、Ｇ君○ 

（1）從事荖葉、荖花生產、運銷業務 20 餘年，自身種植

荖葉 3 分地，並向農民收購荖葉，每次交易日（星

期一、四）荖葉出貨量約 700 台斤至 900 台斤，荖

花則是向同業調貨，每次交易量僅 10 台斤左右。 

（2）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成立時即入會，95 年曾擔

任該協會理事，另 99 年再度擔任第 8屆理事，任期

至 100 年 5 月底，該協會設有「產品推展運銷委員

會」，固定於每星期一、三、四下午 5時召開之荖葉、

荖花訂價會議，其通常會出席。 

8、Ｈ君○ 

（1）從事荖葉仲介業務，每星期向農民收購 4 天（星期

日、一、三、四），每星期之收購數量約 800 至 1,000

台斤，另未經營荖花相關業務。 

（2）加入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數年，擔任過 1 屆常

務理事，1 屆常務監事及 3 屆理事，99 年 6 月擔任

第 8 屆理事，該協會固定於每星期一、三、四召開

之荖葉、荖花訂價會議，其通常會出席。 

9、Ｉ君○ 

（1）從事荖葉生產、運銷業務 10 餘年，除自身種植荖葉

約 1 甲地，另向農民收購荖葉，每個交易日（星期

一、四）荖葉交易量 200 台斤至 500 台斤，荖花交

易量僅 10 至 20 台斤。 

（2）加入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數年，曾擔任過該協

會 1 屆監事，另於 99 年擔任理事，任期至 100 年 5

月底。該協會設有「產品推展運銷委員會」，成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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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理、監事，固定於每星期一、三、四下午 5 時

召開之荖葉、荖花訂價會議，會議通常由呂妙法及

Ｃ君○共同主持，其每星期約出席會議 1 至 2 次。 

10、Ｊ君○ 

（1）從事荖葉、荖花生產及運銷業務 10 餘年，自身種植

荖葉 2 分多地，每週交易 2 至 3 次，每次交易荖葉

100 至 200 台斤，荖花數量甚少，平均每次交易量不

足 10 台斤。 

（2）97 年加入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98 年起擔任該

協會第 7、8屆理事，該協會固定於每星期一、三、

四下午 5 時召開之荖葉、荖花訂價會議，其有空即

出席。 

11、Ｋ君○ 

（1）從事荖葉、荖花運銷業務數年，之前承租 3 分地種

植荖葉，目前僅向農民收購荖葉，大部分是現金交

易，主要交易日（星期一、四）荖葉出貨量約 1,000

台斤，星期三僅有零星出貨。 

（2）加入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數年，擔任該協會數

屆理事，任期至 100 年 5 月。該協會固定於每星期

一、三、四下午 5 時召開之荖葉、荖花訂價會議，

其都會出席。 

12、Ｌ君○ 

（1）從事荖葉、荖花生產、運銷業務 10 餘年，與友人合

作承攬荖葉園約 1.2 公頃，另荖花 2,000 株（近 1

公頃，1 公頃平均約 2,200 株），主要是銷售承攬所

生產之荖葉、荖花，不足再向農民或同業調貨，每

次交易日（星期一、四）荖葉出貨數量約 10 件（每

件 45 台斤），荖花出貨量則僅約荖葉 1 成，另星期

三為補貨交易量很少。 

（2）加入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 10 餘年，99 年間擔

任該協會理事，任期至 100 年 5 月底。除非另有要

務，該協會固定於每星期一、三、四下午 5 時召開

之荖葉、荖花訂價會議，其都會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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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Ｍ君○ 

（1）從事荖葉、荖花運銷業務 20 餘年，之前所種植荖葉

園，已承租予友人，單純從事運銷業務，每次交易

日（星期一、四）荖葉交易量約 1,000 台斤，荖花

則約 100 台斤，星期三為補貨，數量不多。 

（2）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成立時即入會，99 年 6 月

開始擔任該協會理事，任期至 100 年 5 月底，該協

會固定於每星期一、三、四下午 5 時召開之荖葉、

荖花訂價會議，其有空即出席。 

14、Ｎ君○ 

（1）原在嘉義經營連鎖檳榔零售業務，數年前來臺東收

購荖葉自用（未經營荖花業務），另部分銷售予下游

中盤商，荖葉價格尚未高漲時，荖葉每次交易量約

10 餘件，100 年初荖葉價格高漲後，則以自用為主。 

（2）加入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數年， 99 年 6 月擔

任該協會理事，任期至 100 年 5 月底。因自身交易

量較少，協會固定於每星期一、三、四下午 5 時召

開之荖葉、荖花訂價會議，其出席次數不多。 

15、Ｏ君○ 

（1）從事荖葉、荖花生產、運銷業務 10 餘年，除種植荖

葉 5 分地，並向親友、產農收購荖葉，每週交易 2

至 3 次，每個交易日荖葉出貨量 400 台斤至 500 台

斤，荖花交易量非常少，每次 10 台斤至 20 台斤。 

（2）加入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多年，98 年起擔任該

協會理事。該協會固定於每星期一、三、四下午 5

時召開之荖葉、荖花訂價會議，其通常都會出席。 

16、Ｐ君○ 

（1）從事荖葉、荖花種植、運銷業務 10 餘年，種植荖葉

面積 2 分地，於自產數量不足時，另向農民收購。

每個交易日（星期一、四）荖葉出貨量約 400 台斤

至 500 台斤，星期三則僅有零星交易。至於荖花部

分，則是向其他盤商或產農調貨，供應下游中盤商。 

（2）加入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多年，99 年 5 月起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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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該協會監事，任期至 100 年 5 月。該協會固定於

每星期一、三、四下午 5 時召開之荖葉、荖花訂價

會議，其通常都會出席。 

17、Ｑ君○ 

（1）從事荖葉、荖花種植、運銷業務 10 餘年，除自身種

植荖葉 1.5 甲地，另向其他農民收購荖葉、荖花批

發予下游中盤商，每次交易日（星期一、四）荖葉

交易量約 2,500 台斤，荖花則約 20 台斤，星期三為

補貨，交易量僅約平時交易日 1/3。 

（2）加入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數年，擔任該協會第

7、8、9屆監事，任期至 100 年 5 月底。該協會固定

於星期一、三、四下午 5 時召開之荖葉、荖花訂價

會議，其通常都會出席。 

18、Ｒ君○ 

（1）經營荖葉、荖花生產、運銷業務數年，自身種植荖

葉約 2 甲地，每個交易日（星期一、四）荖葉交易

量約 300 台斤至 400 台斤，價格高時交易量較少，

荖花每次交易僅約 10 台斤。星期三交易屬補貨性

質，交易數量很少。 

（2）加入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數年，擔任該協會第

8屆監事，任期至 100 年 5 月底，除非另有要務，協

會固定於每星期一、三、四下午 5 時召開之荖葉、

荖花訂價會議，其都會出席。 

（四）通知關係人等（同時為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理監

事）6 人到會陳述或提供相關資料與說明： 

1、 Ｓ君○：擔任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理事，因故未

曾參加該協會召開之荖葉、荖花訂價會議。其依據該

協會報價進行交易，每星期交易荖葉數量約 1,000 台

斤，荖花交易量約 40 台斤。 

2、 Ｔ君○：自身為荖葉、荖花生產者及大盤商，擔任台

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理事，未曾參與該協會所召開

之荖葉、荖花訂價會議，其依據協會報價進行交易。 

3、 Ｕ君○（住臺東市開封街，為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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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理事，與協會另一監事姓名相同）：從事荖葉、荖

花生產與運銷業務，擔任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理

事，未曾參與該協會所召開荖葉、荖花之訂價會議，

其依據協會報價收購、銷售荖葉、荖花。 

4、 Ｖ君○（住臺東市○○路）：從事荖葉、荖花運銷業

務近 20 年，近年並從事水果種植，99 年 5 月台東縣

荖葉荖花產銷協會會員大會中被推選為監事，當時並

未出席，經理事長事後告知，始知悉當選協會監事，

由於自身業務繁忙，並未曾參與協會召開荖葉、荖花

訂價會議，印象中曾出席過協會 1次會議，當時因臺

東縣政府農業處人員至協會宣導農業政策，應理事長

要求出席會議，縣政府農業處人員離席後，其亦隨即

離席，並未參與之後的訂價會議。 

5、 Ｗ君○：99 年 6 月起即不在臺東經營荖葉、荖花批發

業務，故無法提供任何資料。 

6、 Ｘ君○：從事荖葉、荖花運銷業務，擔任台東縣荖葉

荖花產銷協會監事，未曾參與該協會所召開之荖葉、

荖花訂價會議。 

三、調查結果 

（一）臺東縣所產荖葉、荖花主要係由產地大盤商向農民收

購後，依下游中盤商需求重新分裝後，委由托運業者運

送至各消費地中盤商，再經中盤商供貨予各檳榔攤銷

售，在臺東縣收購荖葉、荖花之大盤商人數約 300 人（其

中有 10 餘人為仲介業者，即俗稱二手業者，單純從事

大盤商間調貨或向農民調貨予大盤商之業務），其中加

入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者約 190 人。另大盤商雖可

透過大榮貨運、新竹貨運快遞業者、火車等管道運送荖

葉、荖花檳榔，惟該等方式運送費用高出托運行很多，

因此只有少數大盤商在托運業者未提供運輸服務期

間，始透過該等方式運送檳榔。 

（二）臺東縣荖葉、荖花報價制度早於 20 餘年前開始，當時

是由幾個較具規模的大盤商進行報價。86 年台東縣荖

葉荖花產銷協會成立後，除沿襲之前報價制度，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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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設立「產品推展與運銷委員會」，透過委員會召開會

議討論方式決定報價。「產品推展與運銷委員會」之成

員由協會理、監事等 24 人擔任，其中理事長為主任委

員，另指定 2位常務理事擔任副主任委員，並固定於每

星期一、三、四下午 5時召開荖葉、荖花訂價會議，決

定當日報價，報價包含寄出價格與產地行情，其中寄出

價格為大盤商銷售荖葉、荖花予下游中盤商之價格，而

產地行情則為大盤商向農民收購荖葉、荖花之價格。另

荖花因交易量少，每次會議只決定寄出價格，並於月初

決定上月產地行情。會後隨即由總幹事以簡訊將價格資

訊通知會員，作為收購、銷售荖葉、荖花之依據。就該

協會所提供「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第八屆產品推展

運銷委員會會議簽到冊」與被處分人陳述紀錄等事證顯

示，Ａ君○、Ｂ君○、Ｃ君○、Ｄ君○、Ｅ君○、Ｆ君

○、Ｇ君○、Ｈ君○、Ｉ君○、Ｊ君○、Ｋ君○、Ｌ君

○、Ｍ君○、Ｎ君○、Ｏ君○、Ｐ君○、Ｑ君○、Ｒ君

○等 18 人參與訂定荖葉、荖花價格會議。 

（三）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之大盤商會員都會依據被處

分人決定之價格進行交易。雖然僅將開會決定之價格資

訊提供予協會會員，但該等價格資訊在臺東地區非常透

明流通，其他非會員之大盤商可輕易取得協會所訂價

格，因此，非協會會員大盤商也會依據該等價格資訊與

農民及下游中盤商交易。 

（四）Ｓ君○、Ｔ君○、Ｕ君○（住臺東市開封街）、Ｗ君○、

Ｘ君○等雖分別擔任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理、監事

職務，惟渠等皆表示未曾參與該協會訂定荖葉、荖花會

議，且「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第八屆產品推展運銷

委員會會議簽到冊」亦未見渠等簽名，另該協會理事長

Ａ君○亦表示，其任職理事長期間，Ｓ君○、Ｗ君○、

Ｘ君○、Ｕ君○（住臺東市開封街）等未曾出席任何會

議。另查該協會監事陳聰慧（住臺東市康樂路）雖曾於

「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第八屆產品推展運銷委員

會會議簽到冊」中簽名，Ｖ君○（住臺東市康樂路）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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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承簽到冊中簽名為其筆跡，惟其表示當時係臺東縣政

府農業處人員至該協會宣導，理事長希望所有理、監事

出席，故出席會議，且縣政府農業處人員離開後，即提

前離席，並未參與之後召開之訂價會議。而該協會理事

長許坤郎亦表示，Ｖ君○（住臺東市康樂路）僅參加協

會會務宣導推廣作業，並未參與產品報價會議。是Ｓ君

○、Ｔ君○、Ｕ君○（住臺東市開封街）、Ｖ君○（住

臺東市康樂路）、Ｗ君○、Ｘ君○等 6 人，並未參與共

同決定荖葉、荖花收購及銷售價格之情事。 

理   由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事業不得為聯合

行為。」同法第 7條規定：「本法所稱聯合行為，謂事業以

契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

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數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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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言。前項所稱聯合行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聯

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

限。第 1 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契約、協議以外之意

思聯絡，不問有無法律拘束力，事實上可導致共同行為

者…。」是以具競爭關係之事業透過協議方式共同決定商

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數量、交易條件等，相互約束事

業活動，且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

能，即屬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 

二、 市場界定： 

（一）產品市場：產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

條件上，具有高度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

成之範圍。據農委會復函表示，荖葉、荖花主要係供檳

榔佐料使用，屬嗜好性作物，較無替代性產品。另荖葉、

荖花主要係由大盤商向農民收購後，依據下游中盤商需

求整理分裝，委由托運行運送至各消費地中盤商，再經

中盤商供貨予各檳榔攤銷售，大盤商主要提供荖葉、荖

花之收購、集貨、分裝與批發等服務，是本案應以「荖

葉、荖花運銷服務」作為產品市場。 



 16

（二）地理市場：地理市場係指事業提供之某特定商品或服

務，交易相對人可以很容易地選擇或轉換其他交易對象

之區域範圍。本案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會員從事荖

葉、荖花收購、集貨、分裝與批發等運銷服務之範圍，

主要在臺東縣。且荖葉、荖花運銷服務具有高度的地緣

性，大盤商因經常性收購荖葉、荖花，而與臺東縣產地

農民形成長期交易關係，此外，受限於運輸成本，區域

外之大盤商難以對區域內之大盤商施加足夠的競爭壓

力，區域內之荖葉、荖花生產者亦無法輕易地轉換與其

他區域外之大盤商進行交易，是以，本案地理市場，應

界定為「臺東縣產區」。 

三、 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理、監事等 18 人違反公平交易法

第 14 條第 1 項本文聯合行為之禁制規定，分述如下： 

（一）行為主體： 

1、 按公平交易法第 2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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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法施行細則第 2 條規定：「本法第 2 條第 3 款所稱同

業公會如下：一、依工業團體法成立之工業同業公會

及工業會。二、依商業團體法成立之商業同業公會、

商業同業公會聯合會、輸出業同業公會及聯合會、商

業會。三、依其他法規規定所成立之職業團體。」查

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係依據人民團體法所成立

之社會團體，非屬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2條規定所

稱同業公會。 
2、 查被處分人Ａ君○、Ｂ君○、Ｃ君○、Ｄ君○、Ｅ君

○、Ｆ君○、Ｇ君○、Ｈ君○、Ｉ君○、Ｊ君○、Ｋ

君○、Ｌ君○、Ｍ君○、Ｎ君○、Ｏ君○、Ｐ君○、

Ｑ君○、Ｒ君○等 18 人皆為臺東地區之荖葉、荖花

大盤商，並長期從事荖葉、荖花收購與批發等運銷業

務，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2條第 4款規定「其他提供商

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之人」之事業定義，且係本案相關

市場之參與者，彼此具有水平競爭關係。渠等於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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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第 8屆理、監事期間，固定

於每週一、三、四下午 5時召開荖葉、荖花訂價會議，

共同決定荖葉、荖花之寄出價格與產地行情，再透過

簡訊通知其他會員，作為渠等交易之參考價格，為本

案聯合行為之主體。 
（二）聯合行為之合意方式與內容： 

1、 依照公平交易法第 7條規定，聯合行為合意之方式，

除以契約或協議之外，尚包含契約、協議以外之意思

聯絡，不問有無法律拘束力，事實上可導致共同行為

之情形。 

2、 被處分人於擔任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第 8屆理、

監事期間，同時亦擔任該協會「產品推展運銷委員會」

委員，渠等固定於每星期一、三、四下午 5時召開訂

定荖葉、荖花會議，透過各理、監事提供各地區當日

產量、價格行情等資訊，經彼此討論交換意見後，決

定當日荖葉、荖花價格，該價格包含產地行情與寄出

價格，會後隨即由該協會總幹事將所決定價格資訊透

過簡訊通知其他會員，作為收購、銷售荖葉、荖花交

易價格之依據。此有Ａ君○陳述稱：「…產品推展運

銷委員會係由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的理監事兼

任委員，於每週一、三、四等 3個交易日固定開會…

由於產品推展運銷委員會的委員為臺東縣各地區的

代表，蒐集當天當地荖葉現金收購價格，並且在產品

推展運銷委員會會議時提出，經由出席委員討論後制

定出當天的寄出價格及產地行情等報價。」、「當產品

推展運銷委員會在週一、三、四 3個交易日下午 5點

開會決定『供需參考寄出及產地行情』後，隨即將報

價資訊透過簡訊發送給本協會的會員。」Ｂ君○陳述

稱：「依照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的章程，該協會

內設有產品推展運銷委員會，產品推展運銷委員會是

由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的理監事擔任委員（共 24

人），並由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理事長Ａ君○擔

任主任委員，我及Ｃ君○擔任副主任委員。產品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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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銷委員會主要的任務是蒐集各區的產銷資訊及價

格行情，依據各委員事先蒐集到所代表區域之產銷資

訊及價格行情後提出報告進行討論，並形成寄出價、

產地行情等供需參考價格，並通知台東縣荖葉荖花產

銷協會的會員。產品推展運銷委員會固定每星期一、

三、四下午 5時開會…我與Ｃ君○共同擔任會議主席

（協會理事長Ａ君○雖擔任產品推展運銷委員會的

主任委員，但是因理事長須處理會務，因此授權我與

Ｃ君○共同主持…因此每次會議都出席，至於其他委

員亦多會出席，如果出席人數不足 12 人，則由協會

總幹事以電話催促委員出席）」、「當出席委員過半數

12 人後，我與Ｃ君○即宣佈開會，會議先由代表各區

域的委員就其所蒐集到當天當地的產量、價格行情等

資訊進行發言，（例如：哪個地方買多少？外面市場

的情況如何？參考價格水準的高低？）經過各委員交

換意見後形成產地行情之參考價格，再提出寄出價格

的參考價格（提議者並不固定），通常是經過充分討

論後採取的共識決，未曾採取表決，如果意見非常分

歧，再以電話徵詢其他未出席委員，或詢問二手業者

當天的價格行情，多方蒐集資訊後再討論合適的建議

價格水準。形成寄出價及產地行情之後，即以簡訊通

知會員（大約在星期一、三、四下午 5：30 至 6：00

間），提供渠等作為收購或銷售荖葉荖花的參考價

格。」等之證詞，及 99 年 9 月 20 日至 100 年 3 月 16

日「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第八屆產品推展運銷委

員會會議簽到冊」等書證可資證明。 3、 被處分人等固定於每週一、三、四下午 5時開會共同

決定荖葉、荖花價格，並於會後將所決定價格資訊透

過簡訊通知其他會員，另經檢視前開「台東縣荖葉荖

花產銷協會第八屆產品推展運銷委員會會議簽到冊」

內容，渠等共同決定之參考價格分為寄出與產地行

情，其中荖葉有「小枝」、「大枝」2 種品項，荖花亦

有「上花」、「丁花」2 種品項，該價格以台斤作為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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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計算，例如 100 年 3 月 14 日決定之供需參考，寄

出價格包含「荖葉（小枝）460」、「荖葉（大枝）460」、

「荖花（上花）1,000」、「荖花（丁花）850」，亦即

荖葉（小枝）、荖葉（大枝）、荖花（上花）與荖花（丁

花）寄出價格（大盤商與下游中盤商之交易價格）分

別為 460 元/台斤、460 元/台斤、1,000 元/台斤與 850

元/台斤；荖葉（小枝）、荖葉（大枝）之產地行情（大

盤商與農民之交易價格）分別為 380 元/台斤、380 元

/台斤，是以，本案合意內容係「共同決定商品或服

務之價格」。 

（三）聯合行為對市場供需功能之影響： 

1、 公平交易法第 7條第 2項規定，聯合行為以「足以影

響生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

但所謂足以影響市場功能，則不以市場功能實際受影

響為必要，僅須事業合意所為之限制競爭行為，達到

有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危險性，即已該當。在自由市

場之經濟體系下，價格機制係立於市場功能之核心地

位，經濟活動之參與者透過價格機制之指引，形成消

費、生產及交換之決策，並藉此過程達成資源有效率

的分配。而所有反競爭行為中，尤以共同定價行為對

市場功能之傷害最大，共同定價行為將使價格被人為

地提高或壓低，偏離正常競爭情況下的均衡價格，而

造成抑制產出的效果，對於市場競爭機能的威脅直接

且顯著，又該行為本身欠缺正面的社會價值，故共同

定價行為應以「當然違法」原則檢驗。 

2、 被處分人等固定於每週一、三、四下午 5時開會共同

決定荖葉、荖花價格，並於會後將所決定價格資訊透

過簡訊通知其他會員後，大盤商只需依據所訂之產地

行情及寄出價格與農民及下游中盤商交易，即可確保

獲取產地行情與寄出價格間之價差利潤，削弱彼此間

競價爭取交易機會之誘因。雖然臺東地區內從事荖

葉、荖花檳榔運銷之大盤商總數約 300 餘人，而加入

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之大盤商僅約 190 人，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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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之大盤商皆可輕易且即時取得該等價格資訊，並

依據或參考該等價格資訊與農民及中盤商交易，是前

開共同訂定荖葉、荖花價格行為，已直接限制大盤商

彼此間之價格競爭，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之供需功能。

此有Ｃ君○陳述稱：「本人等協會大盤商於交易荖葉

時會參考協會所訂產地價格與寄出價格收購或銷售

荖葉，大盤商大抵以該產地價格向農民收購荖葉…至

於未加入協會之大盤商也可獲得該報價資訊，渠等亦

與本人等有加入協會之大盤商大抵採相同方式交易

荖葉與荖花。」Ｌ君○陳述稱：「本人等協會大盤商

於交易荖葉時會參考協會所訂產地價格與寄出價格

收購或銷售荖葉，不過仍會因荖葉、荖花品質因素，

每台斤可能會有 10 元至 20 元之差異。至於未加入協

會之大盤商也可獲得該報價資訊，渠等亦與本人等有

加入協會之大盤商大抵採相同方式交易荖葉與荖

花。」Ｒ君○陳述稱：「本人等協會大盤商於交易荖

葉時會參考協會所訂產地價格與寄出價格收購或銷

售荖葉，惟品質仍會影響實際交易價格，每台斤有可

能差 30 至 40 元左右。至於未加入協會之大盤商也可

獲得該報價資訊，渠等亦與本人等有加入協會之大盤

商大抵採相同方式交易荖葉與荖花。」可資佐證。 

3、 雖然被處分人均強調渠等所訂價格係參考價格，不具

有拘束性，且大盤商實際交易價格亦未依照被處分人

所訂價格，但該透過簡訊之報價可影響實際交易價格

形成，或引導實際交易價格漲跌，此從Ｌ君○陳述

稱：「協會雖開會決定並提供參考價格，但無強制性，

惟倘有會員因收購量或自己產量過多，且其與中盤商

之交易價格低於協會所訂寄出價格太多，協會才會有

理、監事出面予以規勸，告知渠等不要因此損害農民

權益…」Ｑ君○陳述表示：「協會雖開會決定並提供

參考價格，但無強制性，惟倘有會員因收購量或自己

產量過多，且其與中盤商之交易價格低於協會所訂寄

出價格太多，協會才會有理、監事出面予以規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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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渠等不要因此損害農民權益…」Ｂ君○陳述稱：「我

認為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產品推展委員會的報

價有助於穩定荖葉荖花價格，特別是在供需失衡時，

協會的報價可以提供產農或大盤商決價的參考…」可

資佐證。 

4、 綜上，被處分人共同決定荖葉、荖花收購及銷售價

格，並以簡訊通知其他會員，合致公平交易法第 7條

第 1 項所稱聯合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第 1

項本文聯合行為禁止規定。 

四、綜上論結，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理、監事等 18 位大盤

商透過開會討論共同決定荖葉、荖花收購及銷售價格等相互

約束事業活動之行為，足以影響臺東縣荖葉、荖花市場之供

需功能，核屬公平交易法所稱聯合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第 1項本文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

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

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

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

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

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

依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1    年     5    月    9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