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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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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胡均立(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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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4:55
14:55~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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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

I

開幕式 吳主任委員秀明開幕致詞
各位貴賓、各位先進、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歡迎大家蒞臨本會第19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在此首先感謝
大家的參與。
我國公平交易法自民國81年2月4日施行以來，公平會即肩負擬訂競爭政策及執
行公平交易法的重任，成立20多年來，始終秉持著「切實依法行政、促進經濟發展、
維護公共利益、順應國際趨勢」的施政原則，積極推動各項業務。在社會各界的支持
及本會全體同仁的努力下，無論是在建立公平交易制度、執行公平交易法規、宣導公
平交易法與推動國際交流合作等方面，累積了豐碩的成果，也使我國競爭法制逐步邁
入成熟而穩定的階段。尤其在查處違法事業，排除市場參進障礙方面，成效更是有目
共睹。截至民國101年10月底止，本會各類收辦及立案件數計40,504件，其中檢舉案
28,744件、申請聯合案175件、申請或申報結合案6,597件、請釋案2,732件、主動調查
2,256件；辦結案件40,058件，結案率為98.90％，其中經本會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而
加以處分者，截至民國101年10月底止，計3,769件，裁處罰鍰金額高達33.2億元，確
已有效發揮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功能。
本會於今年2月正式改制為「公平交易委員會」，除名稱不再冠上「行政院」以
彰顯本會獨立機關的地位外，從明（102）年2月1日起，本會委員人數亦將由現行的9
人減為7人，委員任命方式亦改由行政院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任期4年，
並採交錯任期制。
公平交易法自民國80年2月4日制定通過，已歷經5次修正，更於去（100）年完成
了公平交易法部分條文之修正，正式導入實施「寬恕政策」條款，針對事業違反獨占
與聯合行為之規定且情節重大者，將原最高罰鍰新臺幣2,500萬元提高至事業上一會
計年度銷售金額的10%，以降低事業從事違法脫序行為之意願及可能性，並依據條款
授權規定，於民國101年1月6日發布寬恕政策實施之子法，即「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
除或減輕罰鍰實施辦法」，以有效遏止不法的聯合行為，公平會並於本年9月光碟機
跨國卡特爾案，首度引用上述辦法作成處分決議，對本會執法具有指標性之意義。
然而公平交易法的執法除有賴政府部門的確實執行外，尚須企業界的自律以及
消費大眾的監督。因此，為使社會各界對於公平交易法能有正確瞭解與認識，本會採
取了多元管道，經由對政府、企業及消費大眾宣導，至今相關宣導說明會已逾2,400
場次，將公平交易法的最新理念與內容傳揚到社會各界，以落實全民知法守法。除此
之外，為推動競爭政策的研究發展，本會也規劃各類活動，邀請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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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例如定期舉辦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的國際及國內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公
平交易法訓練營及產業座談會等。各位都是學術界、實務界的菁英，我們相信以諸位
的影響力，必定能使公平交易法的精神，根植於所接觸的每一個人及社會的每一個角
落，也能使我國公平交易法制更臻合理周延。
本次研討會分3場次進行，各場次議題分別為：
第1場：產業競爭與公平交易法；
第2場：行銷與營業秘密；
第3場：獨占與管制。
總共要發表8篇論文，其中5篇分別為本會100年度及101年度委託研究計畫報告，
另外3篇是來自國內學術界相關研究論文。非常感謝今天與會的報告人及評論人，也
希望大家在這一天的研討會中，踴躍提出寶貴意見與看法，以作為本會施政及執法的
參考。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的光臨，也預祝研討會圓滿成功。敬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
如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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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大宗穀物聯合進口對於相關市場商品價格之影響，並檢討公
平交易法對此聯合進口之管制模式。蓋臺灣不產小麥、黃豆、玉米等穀物，該
等穀物大都仰賴進口，是以廠商必須負擔高昂運費成本。一般而言，聯合採購
進口該等穀物大宗物資，較具規模經濟效益，是以公平會基於節省採購成本之
考量，皆例外許可其合船聯合採購。本文將從經濟效益及其他合理性之觀點，
研析歷來該等輸入聯合行為之例外許可事由。基此研究心得，進一步考察公平
會如何改善現行管制模式，甚或考慮解除管制之可行性，期待藉此研究有助於
公平交易法對此議題之規範效果。
關鍵詞：大宗物資、輸入卡特爾、例外許可、合船裝運、規模經濟

壹、前言
國內受限於穀物種植環境因素，是以歷來有關黃豆、玉米及小麥等大宗穀
物，大多仰賴進口。回顧歷史，政府當局於1970年代，即訂頒有「大宗物資進
口辦法」，允許穀物業者成立聯合採購機構，集中辦理採購，並責成公會負
責協調預計申報量事宜，致形成長達15年之久的穀物進口「協調申報，聯合採
購」制度。在此管制措施下，由於穀物產品具有極高之同質性，加以各廠加工
技術相同、成本一致，導致穀物相關公會分配之採購配額即決定了各廠產量、
市場占有率及加工利潤，進而衍生出業者競相擴廠，以爭取配額之奇特現象。
鑑於上述管制問題之弊端，政府當局爰於1987年開放穀物自由進口，逐步
取消進口人資格限制、總進口量限制及各廠進口配額限制等，改由穀物業者自
由向所屬公會登記進口。不過，個別廠商單獨採購進口，勢必負擔高額的運費
成本，以致實際進口仍需透過公會協調船運組合，藉以降低採購成本。如此聯
合進口事宜，在民國81年公平交易法開始實施後，形式上符合同法第7條、第
14條本文聯合行為﹙又稱卡特爾﹚之禁止規定，是以進口業者依據第14條但書
第5款規定，即須向公平會申請輸入聯合行為之例外許可。然而，現行公平交
易法對於大宗穀物聯合進口之管制模式，是否契合實際產業環境需求？合船採
購行為本質是否屬於限制事業活動之聯合行為？甚至於衍生出對於聯合進口大
宗穀物有無繼續管制之必要性等有待釐清之諸多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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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宗穀物之經濟分析
一、大宗穀物產業之供需分析
我國黃豆、小麥及玉米等穀物受限於自然環境無法量產。根據農委會統
1

計，目前國內穀物產出除玉米占總2%外，黃豆與小麥幾乎全依靠進口 。因
此，穀物加工業者之成本深受進口原料價格影響。以下，謹就各項穀物原料進
口與相關製成品之產銷概況說明如次：
﹙一﹚穀物貿易概況
黃豆、小麥及玉米等三項穀物占我國農產品國際貿易之比重甚為重要。目
前（民國100年01月至03月），黃豆進口占全部農產品進口總值8.15％，玉米
7.55％，小麥4.08%。其中，黃豆主要由美國進口，約占總進口量99％。玉米
主要由美國進口（佔76％），巴西其次（16％）。最後，小麥亦主要由美國進
口（81％），澳大利亞（19％）次之（參閱表1）。

表1

重要農產品

進口比率占

進口比率占

進口比率占

相關資料

第一位之供應國

第二位之供應國

第三位之供應國

貨
品

281,722

99

201,963

76

資料來自農委會2009年糧食平衡表。

243,062

7

2,029

1

42,078

16

南非

31

加拿大

8

1,080,739

巴西

264,481

比 國
比 國
率
進口值 率
(%) 家
(%) 家

烏克蘭

8

美國

285,413

進口值

泰國

3,501,421 100

美國

1

玉米

2

黃豆

1

比 國
率
(%) 家

日本

序

進口值

美國

總量

排

我國前10名進口重要農產品與國家排名（單位:千美金，%）

進口值

比
率
(%)

221,997

6

1,171

0

1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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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農產品

進口比率占

進口比率占

進口比率占

相關資料

第一位之供應國

第二位之供應國

第三位之供應國

貨
品

比 國
率
(%) 家

35

39,742

52

19

6,574

5

41,259

30

28,087

31

15,226

20

19,473

12

289

0

6,511

5

31,161

22

26,431

29

5,153

7

荷蘭

31,924

26,828

8

紐西蘭

33

21

13,313

越南

46,418

32,306

9

新加坡

85

25

比
率
(%)

加拿大

119,012

44,541

進口值

17,583

荷蘭

81

12

巴西

115,840

21,854

大陸

2

39

澳洲

76,439

61,211

美國

3

41

印尼

90,925

71,496

德國

4

30

澳洲

139,669

56,193

法國

4

比 國
比 國
率
進口值 率
(%) 家
(%) 家

印度

140,621

進口值

日本

4

紐西蘭

142,984

澳洲

4

泰國

157,090

日本

5

美國

176,290

英國

5

美國

187,101

美國

奶粉

10

牛肉

9

林產

8

菸製品

7

小麥

6

酒類

5

棉花

4

其他

3

進口值

資料來源：農委會整理財政部關稅總局之進出口資料而得。請參閱農委會網站http://agrapp.coa.gov.tw/
TS2/TS2Jsp/TS20103_R4.jsp。

﹙二﹚穀物加工情形
2

依據經濟部（2007）研究 ，我國絕大多數的進口玉米（約占97％）用於
加工製造飼料，僅有3％用於食品加工。至於黃豆的主要用途則為加工成黃豆
2

經濟部，物價上漲對台灣經濟之影響及因應對策，2007年度委託研究計畫（執行單
位：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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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與黃豆粉，因此，兩者互為聯合產品，而油粉比率分別為17.5％與79.5％。
最後，該研究指出：進口小麥原料95％用於製成麵粉，並連帶出若干副產品
（例如：麩皮）用於製造飼料（參閱圖1）。

麵粉

麥

廠

食品加工廠

油脂

澱粉類化工廠

餐飲業
食品工廠
代工業

廠
黃豆粉

豆

直接用戶

︵含沙拉油︶

黃

麵粉

小

水產養殖戶及飼料廠
化工用豆粉食品加工

飼料

米

廠

飼料

玉

豬、雞、鴨、牛
飼料

圖1

大宗物資產業關聯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2007）。

﹙三﹚黃豆油產銷與價格
目前台灣區植物油煉製同業公會會員廠有16家，其中10家是以生產黃豆油
為主要業務。在產能方面，以大統益（由統一、大成、金牌與泰華四家事業聯
合投資）每日黃豆加工量4,500公噸為最大，中聯油脂（泰山、福懋與福壽聯合
3

投資）每日黃豆加工量3,000公噸次之 ，各廠除了通順、大統長基、台糖仍有
生產運作外，其他基於經濟考量多放棄自行生產，委由大統益及中聯代工。因
此，國內黃豆油生產形成「二大、三小」的局勢，其中二大為大統益及中聯油
3

4,500公噸與3,000公噸之加工量資料取自經濟部（2007）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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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三小為通順、大統長基、台糖。此外，經濟部（2007）指出：全體植物油
廠年產能約達50萬公噸，國內黃豆油年需求約41.2萬公噸。因此，整體產業設
備利用率高於八成，尚符正常水準，沒有投資過度或開工率不足現象。
就市場供需而言，黃豆油市場供給主要來自國產製品。至於國際貿易方
面，自我國於2002年加入WTO後，各項油脂製品與其原料關稅即呈大幅下
降。其中，黃豆進口關稅降為零，黃豆油與黃豆粉麵粉關稅亦僅有5%與3%。
至於黃豆油的替代品（棕櫚油與菜仔油）關稅更均降為0。因此，市場自由化
導致各類食用植物性油脂進口大幅增加，使食用油市場更呈多元化，黃豆油替
代品之數量與種類自然隨之增加。
實務上，依據經濟部（2007）製作之圖2資料，顯示我國食用市場甚為多
元化，進口黃豆所製成之黃豆油僅占國內市場供應量的56％。而使黃豆油面臨
為數甚多之替代品（包括：葵花油、花生油、橄欖油、豬油、芥花油、芝麻
油、玉米油等）。表2顯示我國1982-2010年國產黃豆油與進口之替代油脂供需
情形。其中，黃豆油產量自我國加入WTO之後即因替代油脂之強勢競爭，自
2003年之46.9萬噸降至2010年之41.2萬噸，平均每年減少0.98%，至於各項替代
油脂銷售量則在同期間平均每年增加2.2%。此一事證顯示：進口自由化已使業
者面臨更大之市場競爭。

圖2

我國食用油脂市場占有率

資料來源：經濟部（2007）利用農委會資料製作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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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黃豆
項目 進口量

我國黃豆油與替代油脂市場供需情形

黃豆

黃豆油 黃豆油 黃豆油

價格

生產量 內銷量 外銷量

(公噸) (元/公斤) (公噸)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na
na
na
1,469,800
1,739,300
1,955,400
2,099,500
1,809,600
1,991,300
1,958,600
2,234,300
2,435,700
2,392,200
2,582,100
2,689,800
2,757,500
2,002,100
2,354,500
2,301,800
2,442,328
2,534,075
2,453,551
2,025,481
2,446,000
2,385,300
2,379,800
2,086,600
2,366,100
na

13
11
13
11
9
7
8
8
7
7
6
7
7
7
9
9
9
7
7
7
7
9
12
9
9
12
18
14
na

193,026
230,158
236,867
300,502
319,630
353,371
346,575
342,904
360,047
350,256
360,763
349,781
360,574
377,316
396,449
386,068
391,223
382,069
392,812
387,649
464,774
469,325
422,145
426,383
440,277
399,332
338,216
408,344
411,827

(公噸) (公噸)
191,705
na
226,481
na
243,306
na
296,062
na
302,549
na
346,456
na
342,370
na
340,282
na
373,830
648
364,146 3,236
387,712
249
359,403
336
358,740 2,466
362,830 1,712
405,730 12,400
410,814 2,088
435,935
570
427,519
837
431,603
790
331,963
502
348,529
425
337,492 1,142
329,612 2,290
318,328 2,695
347,348 3,094
325,304 5,342
273,803 6,209
328,631 6,515
330,860 9,734

黃豆 黃豆 其他食用 其他食
油價 粉價 油脂及其 用油脂
格(元/ 格(元/ 製品內銷

價格

公斤) 公斤) 量(公噸) (元/公斤)
39
36
38
38
36
22
21
20
19
22
17
19
22
24
21
22
27
24
19
19
21
25
28
25
23
33
46
35
36

13
13
14
11
9
9
9
9
8
8
7
7
7
7
9
9
8
7
7
8
8
9
11
9
9
11
15
14
14

73,621
87,858
94,896
115,996
129,835
136,543
135,500
123,245
165,729
196,697
218,605
274,453
321,808
274,695
265,552
224,082
193,710
188,178
180,571
188,962
189,573
189,429
189,754
190,759
197,711
194,324
167,334
193,730
218,880

資料來源：除黃豆進口價格來自農委會資料外，其餘資料均來自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年報。

24
24
24
24
24
24
24
27
24
23
24
23
22
24
24
28
36
35
30
29
30
33
34
31
30
38
51
4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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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豆油價格主要受進口成本影響，與國際黃豆價格變動趨勢相似（參閱圖
3）。至於在市場獨占力或是壟斷利潤之計算方面，由於黃豆為生產黃豆油主
要原料，加以黃豆油產品同質性高、生產技術簡單（碾壓加工）、沒有外部經
濟或不經濟等特點，按照當代新實證產業組織理論（New Empiric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l，以下簡稱NEIO）文獻，可將原料成本（黃豆進口價格）
4

假設為外生之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MC） ，其大小與產出無關。若黃
豆油售價以P表示，則黃豆油廠商的利潤加成公式（profit markup）即成為
5
π＝(P－MC) P ，依表2之數據平均計算，π約為65% 。但就長期趨勢而言，
由於市場自由化所導致之替代油脂進口增加，使黃豆油市場競爭逐年提高，廠

／

商利潤加成因而連帶呈現逐年減少走勢，在樣本期間（1982-2010年）π平均
每年減少0.3%，而參加WTO後平均每年減幅更達1.3%，廠商將進口黃豆成本
轉嫁至消費者的能力亦因而逐漸降低。所幸其聯合產品價格黃豆粉價格尚稱平
穩，在1982-2010年間平均每年上漲1.1%，尚能補貼部分利潤不足之處。

圖3

黃豆油的價格與成本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年報。
4
5

亦即該邊際成本（黃豆價格）不受國內黃豆油產出或售價影響，純粹決定於國際行
情。
該加成涵蓋所有的固定投資支出、人事支出、水電雜支與廠商會計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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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飼料產銷與價格
目前台灣區飼料同業公會會員廠商有44家，大廠包括：大成長城、統一、
6

泰山、福壽及卜蜂等 。玉米為飼料業之上游原料，製造飼料的成本約五成來
自於玉米原料，因此，國際玉米價格與運費波動對飼料價格的影響甚大。依據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中心資料：我國飼料工廠生產之配合飼料主要供應國內
7

豬、雞、鴨、牛、水產等畜殖業使用， 而飼料原料配方中約有60％～70％為
8

玉米，15％～20％為黃豆粉，其餘約3％為魚粉，4％為麩皮，5％為糖蜜 。
另就產銷趨勢而言，表3顯示：我國飼料產量達525.9萬公噸（2010年資
9

料），原料玉米進口量達459.2萬公噸（2009年資料） ，主要由美國及巴西
進口。就飼料業之向後關聯效果而言，飼料是畜牧業與水產養殖業的主要投
入，依據行政院主計處2006年產業關聯表計算，飼料成本約占養豬業總投入之
31％，非豬畜牧業之27%，因此，飼料需求是反映肉類之引伸性需求，二者市
況呈現密切相關。
國內飼料業之產銷自1997年以來即呈逐年衰退之勢。原因在於：(1)隨著飼
料關稅之降低（目前為零關稅），國外飼料進口增加；(2)1997年日本以口蹄疫
為由，禁止我國豬肉進口迄今，導致養豬頭數銳減，從而影響飼料需求銳減，
使得我國飼料業漸趨邊緣化；(3)我國加入WTO後，進口肉品關稅與關稅配額
10

限制逐漸降低與取消 ，使得國內畜牧業者減少飼養頭數，加速畜牧業對飼
料之引伸性需求衰退。表3顯示我國飼料銷售量自1997年以來平均每年即減少
3.5%，銷售量由1996年之680萬噸一路降至2010年之499萬噸，而飼料生產量亦
顯示相同之減少趨勢下降。但是，內銷佔國內生產量的比重則仍大致維持96％
左右，顯示飼料市場供需尚稱平衡，只是供給及需求均呈萎縮。
最後，就進口玉米成本與飼料價格間之關係而言，飼料業利潤加成
π＝(P－MC) P 亦相映引伸性需求之減少，而由1997年之56%逐年遞減至2009
年之51%，平均每年下降1.4%（參閱圖4）。此一減少趨勢顯示：雖然國際玉

／

米價格與國內飼料價格呈相同方向漲跌變化，但上游飼料廠商卻因市場需求不
6
7
8
9
10

台灣食品發展協會報導，http://www.gmp.org.tw/newsdetail.asp?id=6353，最後瀏覽日
期：2011/5/13。
中華經濟研究院網站，http://www.wtocenter.org.tw/SmartKMS/fileviewer?id=6898，最
後瀏覽日期：2011/5/13。
參閱經濟部（2007）。
農委會農產品進口資料。
我國加入WTO之後，豬肉與雞肉之關稅配額均已取消。

第 19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0

振，無法將進口成本之增加全數轉嫁至下游之畜牧業。
表3

項目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玉米進口
量(公噸)
na
na
2,959,900
3,016,800
3,070,800
3,706,700
4,457,500
4,355,400
5,070,900
5,470,500
5,355,200
5,466,000
5,600,800
6,521,300
5,987,400
5,786,300
4,757,900
4,823,100
4,941,800
5,198,409
5,055,204
5,075,113
4,860,242
4,980,200
5,077,900
4,380,600
4,272,400
4,592,500
na

我國飼料與肉類市場供需情形

玉米

飼料

飼料

價格

生產量

內銷量

外銷量 價格 肉-生產量 肉-內銷量

(公斤) (公噸)

(公噸)

(公噸) (公斤)

7
6
6
6
4
3
4
4
4
4
3
3
4
4
5
4
4
4
4
4
4
5
6
5
5
7
9
7
na

5,343,903
5,873,900
6,332,213
6,827,881
6,841,272
7,041,748
7,154,090
7,057,620
7,204,704
7,141,592
7,004,010
6,878,555
7,072,441
7,174,192
7,242,475
6,300,654
5,501,123
5,820,238
5,394,522
5,455,667
5,336,389
5,311,748
5,188,385
5,218,070
5,182,519
5,108,919
5,164,524
5,230,210
5,259,369

5,230,776
5,809,647
6,290,058
6,763,266
6,739,066
6,894,252
6,944,961
6,738,843
6,864,248
6,845,417
6,732,315
6,605,644
6,616,723
6,687,827
6,797,337
5,900,924
5,143,124
5,423,999
5,035,562
5,043,446
5,023,939
5,016,523
4,939,217
4,981,750
4,897,886
4,880,807
4,941,693
4,971,301
4,992,246

飼料

na
na
na
212
5,667
24,211
54,239
54,655
38,638
60,161
51,468
36,287
29,925
27,947
28,077
28,832
27,193
26,351
38,529
49,789
38,135
41,186
39,991
50,744
33,105
19,986
16,500
17,226
21,389

飼料 屠宰生豬 屠宰生豬

11
10
11
10
9
8
8
9
8
8
8
8
8
8
10
9
9
8
9
9
9
9
11
10
10
13
16
14
14

(公噸)

(公噸)

845,389
886,750
933,974
950,732
868,332
883,722
920,670
986,724
1,089,702
1,179,339
1,126,406
1,135,361
1,189,880
1,216,644
1,200,770
996,996
870,870
771,342
841,808
941,350
863,148
804,976
782,925
747,045
761,890
748,293
705,618
701,546
698,899

845,388
886,749
933,975
950,733
868,332
883,723
920,671
986,723
1,089,702
1,179,339
1,126,406
1,135,361
1,189,880
1,216,644
1,200,770
996,996
870,870
771,342
841,808
941,350
863,148
804,976
782,925
747,045
761,890
748,293
705,618
701,546
698,899

資料來源：除黃豆進口價格來自農委會資料外，其餘資料均來自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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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11

飼料價格與成本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年報

﹙五﹚麵粉產銷與價格
麵粉公會成立時原有會員廠14家，目前已增加至31家，其中三家處於停權
11

之中 。依據圖5顯示：麵粉以供應食品加工為主，其中麵條及中式麵食使用
量達39％，所占比例最高；其於依次為烘焙食品佔30％、速食麵10％、麵筋
8％、餅乾7％、其他食品加工品約1％。就副產品而言，以麩皮最多並用於配
合飼料之製造。

圖5

麵粉下游產品結構

資料來源：經濟部（2007）依據麵粉公會資料計算而得。
11

麵粉公會網站，http://www.tafongflour.com.tw/w2_flour_mill.htm，最後瀏覽日期：
201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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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麵粉市場產銷而言，我國不生產小麥，麵粉業所需之小麥，全部由國
外進口。目前小麥原料進口關稅6.5%，麵粉成品進口關稅13%。表4顯示國內
麵粉生產量呈穩定增加走勢，由1982年之49.5萬噸增加至2010年之79.7萬噸，
平均每年增加1.8%。而內銷量亦呈現穩定的狀態，由1982年之49.3萬噸增加至
2010年之80.3萬噸，平均每年增加1.9%。就內銷量佔生產量比例而言，我國麵
粉業呈現自給自足特色（內銷佔生產比重大多維持在100％左右）。此外，麵
粉產銷的穩定增加，也帶動小麥進口數量由1985年之75.5萬噸增加到2009年之
123.8萬噸，平均每年增加2.7%。至於米麵替代性方面，雖然同期間稻米銷售
量是由1982年之189萬公噸以每年1.9%之比例同步減少至100.7萬公噸，但以糧
食平衡的觀點而論，同期間肉類與海產等副食品銷售量更呈現遠較麵粉快速增
加之走勢，例如：水產銷售量由1982年之0.44萬噸增加至2010年之3.21萬噸，
平均每年增加23.7%；冷凍肉類亦由0.39萬噸增加到29.8萬噸，平均每年增加
21.1%。此時，米食消費減少究竟是因麵食消費增加所替代？還是因國人飲食
漸趨多樣化，以致增加肉類與蔬果消費所致？尚值進一步探討（請參閱後續之
計量分析）。
表4

我國麵粉、稻米與肉類市場供需情形

小麥 小麥 麵粉

麵粉

麵粉 麵粉 白米碾製 白米 冷凍水產 冷凍肉類

項目 進口量 價格 生產量 內銷量 外銷量 價格
(千公噸) (公斤) (公噸)

(公噸)

內銷量 價格 內銷量 內銷量

(公噸) (公斤) (千公噸) (公斤) (公噸)

(公噸)

1982

na

8

494,904 492,480

na

14

1,890

22

4,382

3,929

1983

na

8

498,576 499,664

na

14

1,853

22

3,170

5,763

1984

na

7

512,772 513,590

na

14

1,801

22

1,496

15,810

1985

755

7

519,991 518,584

na

14

1,870

21

3,008

19,687

1986

768

6

571,627 576,882

na

13

1,852

21

4,792

20,962

1987

850

5

619,392 618,320

na

12

1,629

22

1,759

24,189

1988

935

5

620,466 620,780

na

11

1,569

22

2,468

24,379

1989

865

5

619,343 614,527

na

12

1,829

23

1,598

46,370

1990

848

5

621,624 621,082

na

12

1,844

24

7,277

55,319

1991

860

4

629,286 630,810

na

12

1,845

22

9,137

78,993

1992

893

4

635,375 634,427

na

11

1,433

22

23,313 118,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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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麥 小麥 麵粉

麵粉

麵粉 麵粉 白米碾製 白米 冷凍水產 冷凍肉類

項目 進口量 價格 生產量 內銷量 外銷量 價格
(千公噸) (公斤) (公噸)

(公噸)

內銷量 價格 內銷量 內銷量

(公噸) (公斤) (千公噸) (公斤) (公噸)

(公噸)

1993

908

5

653,720 652,072

37

11

1,569

24

22,098 189,041

1994

982

6

682,307 676,214

na

11

1,575

22

34,801 275,661

1995 1,012

6

711,259 721,121

na

11

1,476

28

36,791 355,125

1996

948

7

707,930 700,098

na

13

1,372

28

42,779 327,177

1997

966

6

761,551 763,454

533

11

1,447

24

37,979 292,316

1998 1,018

6

745,886 745,665 1,892

12

1,296

25

32,494 285,250

1999

5

738,221 736,950 1,761

12

1,356

26

45,364 262,440

2000 1,158

5

785,492 770,225

640

10

1,305

24

85,580 234,286

2001 1,021

6

784,254 782,817

40

10

1,177

29

73,819 220,622

2002 1,153

6

781,230 780,373

322

11

1,249

26

53,563 219,286

2003 1,224

6

798,050 796,465

82

11

1,096

26

35,578 211,721

2004 1,091

7

796,735 795,150 3,143

12

993

28

40,061 192,412

2005 1,282

7

801,643 796,951 4,850

12

994

28

34,673 220,276

2006

7

784,320 783,708 5,470

12

1,065

28

30,744 230,242

2007 1,177

10

811,021 808,314 4,457

15

941

29

28,398 255,802

2008

16

708,516 705,214 1,626

22

995

30

20,127 269,646

2009 1,238

10

793,745 793,018 1,664

16

967

30

25,971 272,534

2010

na

796,902 803,112 2,908

16

1,007

30

32,141 297,463

991

986
986
na

資料來源：除黃豆進口價格來自農委會資料外，其餘資料均來自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年報。

圖6顯示國內麵粉價格與小麥進口成本趨勢，麵粉價格波動幅度與小麥進
口成本波動大致相同，但反映時間似稍有遞延的狀況。此外，碾製麵粉之利
潤加成π＝(P－MC) P 則大致維持在47.7%左右（P代表麵粉價格，MC代表小
麥成本），以時間趨勢而言，似乎呈現每年0.05%之微幅增加，以統計意義而

／

言，此一微幅增加雖不具顯著性，但其穩定成長趨勢則與黃豆/玉米之低迷不
振，顯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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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圖6

麵粉價格與成本

資料來源：依據麵粉公會資料計算而得。

二、穀物供需計量模型
為檢驗三項加工產業的市場競爭程度，本文以一個標準的新實證產業組織
學派（new empiric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簡稱NEIO）計量供需模型，利用
穀物原料與成品之市場資料，探討製成品價格（麵粉價格、黃豆油價格、飼料
價格）與原料價格（小麥價格、黃豆價格、玉米價格）間之關係。計量分析之
主要目的在於估計猜測變量 (conjectural variation，以下以θ表示)，而θ值的大
小，則用於判定三項穀物市場的競爭程度。
12

至於本文所選取的計量模型—Bresnahan(1982)模型 ，是一個學者公認甚
13

為週延的NEIO供需模型 。眾所周知，透過廠商供給與消費需求的聯立方程式
模型估計產業行為經常面臨一個問題：研究者無法區分供給與需求所造成的認
定（identification）問題。Bresnahan於是利用需求面的比較靜態模型，透過影
12
13

Bresnahan, T.,“The oligopoly solution concept is identified,” Economics Letters, 10(1982).
該模型是學者公認相當週延的產業組織模型，請參閱Reiss, P. and Wolak, F.,
“Structural Econometric Modeling: Rationale and Examples from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Heckman, J. and Leamer, E., Handbook of Econometrics, vol. 6A, Elsevier Publisher
Sciences, Amsterdam, Netherland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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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需求的外生變數變化，以區分廠商供給成本與消費者需求，因而解決了認定
問題。然後，他再透過非線性聯立方程式估計猜測變量（θ），以之做為判定
市場獨占或競爭程度的指標。此時，如果市場需求的外生變數變化，而廠商均
衡不變，則市場屬於完全競爭；反之，如果外生變數變化會影響廠商理解的邊
際收益（perceived marginal revenue），而使廠商均衡發生移動，則屬於獨寡
占。而以上變化均反映於θ值之大小，如此一來，θ之估計結果即可用以做為
判定市場獨占力量。此一方式非但有助於認定市場競爭的大小，亦解決了估計
聯立方程式所面臨之認定問題。
基於以上原因，本文選擇此標準化的模型，分別利用國內麵粉、沙拉油與
飼料的產銷資料，分析相關市場的競爭程度。此時，如果市場存在著相當的獨
占力量，政府即不宜貿然放寬對大宗物資進口之管制，以免廠商利用聯合採
購遂行壟斷市場，以致影響民生物價安定；反之，在市場競爭程度很高的情形
下，則聯合採購非但不會影響市場供需，政府過度管制亦恐延誤業者採購穀物
商機，墊高民生物資生產成本。
以下依照Bresnahan (1982) 模型，首先假設一個線性的需求函數

Qt =α0 +α1 Pt +α2 yt +α3 Ft +α4 Ft +εtα………………………………………… (1)
在此，Qt 與Pt 分別代表三個產業的產出與價格；yt 為實質每人GNP，屬於
需求面的外生變數；t 代表時間；εt 是一個符合古典假設的誤差項。在此一需
求函數下，Bresnahan係利用yt 之外另一個需求面外生變數之變化，來區分市場
需求與廠商成本。此時，Ft 就是另一個需求面的外生變數，又依據前述分析：
麵粉、沙拉油與飼料等三個市場各自有不同之產銷特性：
1. 黃豆油：市場自由化使食用油市場更為多元化，黃豆油面臨之替代 品
數量與種類隨之增加，使廠商面臨更大之市場競爭。為考量此一替代因
素，Ft 以黃豆油替代品價格—其他油脂價格代表。
2. 飼料：進口肉品關稅壁壘逐年降低，使國內畜牧業飼養頭數減少，造成
飼料引伸性需求衰退。為彰顯此一困境，F t 代表飼料市場之引伸性需
求，並以豬肉銷售量代入。
3. 麵粉：麵粉產銷量均呈穩定增加走勢，可能受惠於米麵替代性，使其逐
漸替代食米成為民眾主食。為考量此一替代因素，Ftt 以替代品價格—稻
米價格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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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P t F t 為一個交叉項，其作用係為使計量模型能滿足認定要件。此
時，在式(1)的模型之下，Ft 變化對麵粉、沙拉油與飼料需求量之影響如下：
∂Q t

／∂F =α +α P
t

4

3

t

考慮麵粉與米食間之替代性、黃豆油與其他食用油脂之替代性以及畜牧業
對飼料之引伸性需求。請注意，yt 與Ft 均為影響市場需求的外生變數。在供給
面，由於麵粉、沙拉油與飼料均具有同質品特性，因此，供給關係應該建立在
一個數量競爭下的猜測變量模型，並假設產業的邊際成本決定於產量（Qt ）與
14
原料價格（Wt ） ，因此，MC1 =C(Qt ,Wt )。此時，透過個別廠商利潤極大化的
一階條件可得出產業的供給關係如下：
dP
Pt =MC(Qt,Wt )－htθ+ηt。其中，Qt為產業產出，ht = Qt t

／dQ =α +α P ，
t

4

3

t

ηt 為誤差項，θ為三個產業以彈性（elasticity）型態表示的猜測變量，其值介
於1與0之間，為衡量產業獨占力量的指標。若θ=1代表市場存有獨占或聯合壟
斷，θ=0則代表完全競爭，θ值愈高代表獨占力量愈強。此時，產業的邊際收

益（marginal revenue）為Pt + ht，個別廠商的理解邊際收益（perceived marginal
revenue）為Pt +θht 。最後，假設θ為一常數，若邊際成本MCt 是Qt 與Wt 的線
15
性函數MCt = β0 + β1 Qt +β2 Wt，且ηt 為誤差項，則以上的供給關係可以寫為 ︰
Pt =

θ
Qt + β0 + β1 Qt +β2 Wt + ηt
α1 +α3 Ft

= β0 +( β1 －

θ
)Q +β W + ηt ………………………………………… (2)
α1 +α3 Ft t 2 t

三、計量實證結果
實證估計方面，本文利用年資料，以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估計(1)與(2)，工具變數則包括：yt，Ft（其他食用油脂價格、稻米價
格、肉類銷售量）與Wt （小麥價格、黃豆價格、玉米價格）。資料開始於1982
年結束於2009年，共28筆年資料。三個市場的估計結果分別列於表5。
14
15

Wt 分別代表小麥價格、黃豆價格、玉米價格。
(1)與(2)分別對應Bresnahan(1982)中的(7)與(8)，請參閱Bresnahan, T., “The oligopoly
solution concept is identified,” Economics Letters, 89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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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麵粉、沙拉油與飼料市場供需計量模型的估計結果（一）
（估計方式：GMM）
（A）

（B）

（C）
黃豆油

（D）

需求函數
供給關係

項目

麵粉

飼料

估計限制

Unrestricted

Unrestricted

Restricted

Unrestricted

α0

818,492.04***
(190,726.64)

458,595.12***
(32,127.88)

228,373.58***
(17,345.09)

4,048,405.62***
(1,149,228.34)

α1

－34,258.09**
(15,029.13)

－990.68*
(569.17)

4,390.21***
(368.53)

9,773.01
(65,134.99)

α2

0.54***
(0.03)

－0.02
(0.02)

0.00
(0.00)

－2.77***
(0.94)

α3

671.90
(498.66)

－2.02
(9.74)

－83.55***
(7.04)

0.00
(0.08)

α4

－4,068.48
(6,528.35)

－2,540.03*
(1,335.99)

2,001.26***
(196.78)

2.94***
(0.85)

β0

19.26***
(1.40)

－380.92***
(29.01)

－128.43***
(7.39)

－1.20
(1.16)

β1

0.00***
(0.00)

0.01
(0.02)

0.00***
(0.00)

0.00
(0.00)

β2

0.85***
(0.09)

6.32***
(1.81)

1.00***
(0.20)

1.20***
(0.05)

θ

0.09
(0.08).

－3.67
(16.96)

0.00***
(0.00)

0.04
(7.21)

註1：以上模型係以GMM估計，工具變數包括：小麥價格、黃豆價格、玉米價格、其他食用油脂價格、
稻米價格、肉類銷售量與每人GDP。
註2：為避免異質相關（heteroscedasticity）與序列相關（serial correlation），式(1)與(2)估計過程之
covariance matrix與殘差項均經White（1980）方法調整，以確保估計結果之robustness。
註3：***代表顯著水準為1%，**代表顯著水準為5%，*代表顯著水準為1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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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結果顯示：黃豆油與飼料市場均呈現高度競爭局面。其中，飼料市場
僅有0.04且不顯著（欄D，最後一列），顯示飼料市場受肉類引伸性需求減
=－3.67（欄B，
最後一列）估計值非但為負與理論相抵觸且不顯著，不理想的估計結果可能係

少，市況呈現低迷，廠商不可能獲取壟斷利潤。黃豆油市場
16

因其他食用油脂種類眾多，價格高低不同 ，而經濟部的價格統計資料卻是以
所有其他食用油脂價格作為平均，以致有相當的衡量誤差，影響估計結果。為
解決此一問題，欄(C)採用restricted GMM重新估計方程式(1)與(2)，結果顯示：
即使設限使 0 ≤

≤ 0.1，

值亦仍趨近為零，顯示黃豆油市場因替代品過多，

確實導致高度之市場競爭，不容許業者有獨占力量。至於麵粉市場方面，雖然
17

= 0.09較黃豆油與飼料市場呈現稍高的獨占力，且該值亦高於約30家 市場占
18
有率相同之廠商在市場上進行非合作古諾（Cournot）數量競爭結果 。但是，
麵粉之

值並不顯著，顯示麵粉市場與前述兩項相同，市場並不存在獨占力

量，麵粉廠也沒有壟斷利潤。
另有關其他變數之估計結果則視各類穀物市場之特性而定。例如：欄(A)

α1 估計值為負顯示：麵粉價格上漲會使銷售量減少，顯示麵粉替代品甚多。
但是， α4 估計結果不顯著卻表示米價漲跌不一定會影響麵粉產銷。此一結果
顯示：隨著我國國民生活水準提高、蔬菜與肉類等副食消費增加與外食傾向提
高後，米麵替代性之因果管道益形複雜，二者間之關係已不若以往之簡單明
確。例如：郭義忠、郭妙蓉（1989）利用Zellner 之近似無相關迴歸（SURE）
分析發現：雖然麵粉對白米的替代性是影響稻米消費量減少的主要因素，表示
米麵間確實存有某種程度替代性，但是，白米價格之變化對麵粉銷售量卻沒有
影響，且以上替代性更隨著城鎮及鄉村之不同而不同。至於在黃豆油方面，欄
(C)顯示：以替代品價格（其他油脂價格）表示之 Ft ，其係數α4 之估計值顯著
為正，與理論預期相同，顯示替代油脂的多元化確實對黃豆油廠商之營運造成
不利影響。玉米方面，Ft（引伸性需求）之估計係數α4 = 2.94為正且顯著，顯
示我國肉類生產的減少確實會減少飼料之引伸性需求，影響飼料市場之發展。
最後，所得增加雖會提高麵粉消費（參閱欄A），但是，卻不一定會增加黃豆
油（欄B與C）之消費。而欄D甚至顯示豬肉之所得彈性為負，顯示隨著國人注
16
17
18

例如：高價之橄欖油與低價之豬油存有甚高的價差。
國內麵粉廠家數。
如果30家麵粉廠在市場上進行非合作賽局之古諾式競爭（亦即市場上不存有任何聯
合行為），則 應為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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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養生的飲食習慣與購買力提高，使較健康之副食品（例如：生菜沙拉、雞肉
與魚類），或是較高價位的進口肉類（例如：美國牛排）逐漸取代了傳統之豬
肉消費。
在供給方面，影響大宗物資供給最重要的因素還是進口成本，表5顯示β2
的估計係數均顯著為正，顯示穀物進口成本上漲確實會影響民生物價的安定。
此外，穀物加工過程並未呈現顯著的規模經濟或是規模不經濟，因此，β1 的估
計值多數為零或是不顯著。
值得注意的是，麵粉市場之競爭程度並不穩定，其市場產銷可依照公平
交易法實施前後，分為二個階段：(1)公平交易法實施前（政府管制強度高，
1978-1993年），經濟部管制小麥進口，指定麵粉公會為唯一合法進口小麥之
機構，因此麵粉公會可以合法公開分配小麥配額，以決定各廠產量與市場占有
率，並達成聯合目標，使麵粉業在本階段之獨占力量較強。(2)公平交易法實
施後（政府管制取消，1994迄今）政府取消公會獨家進口權，開放小麥自由進
口，此時公會僅能化明為暗分配小麥進口配額，以致影響卡特爾效率，從而削
弱了市場的壟斷力量。
為進一步探究競爭法實施對麵粉市場競爭之影響，以下以公平會成立前後
（FTCt）做為虛擬變數，亦即公平交易法實施前FTCt = 0，公平交易法實施後
FTCt=1，使供給方程式成為：
Ft = β0 +( β1 －

θ
)Q + β2 Wt + β3 FTCt + ηt
α1 +α3 Ft t

………………………… (3)

然後再以GMM聯立估計方程式(1)與(3)，表6結果顯示：公平交易法實施
與否對黃豆油與飼料市場定價或獨占力幾乎不造成任何影響，此可由欄(B)至
(D)對 β3 估計值均不顯著之事證清楚得知。然而在小麥加工方面，欄(C)對 β3 估
計值非但為－1.61且呈現高度顯著，此一事證指出：公平交易法實施後，市場
自由化與公平會對麵粉業之監管，顯著地削弱了麵粉市場定價與獨占力，使目
前麵粉業之獲利回復至正常水準，獨占力亦由表5之0.09降至表6之0.04，幾乎
趨近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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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麵粉、沙拉油與飼料市場供需計量模型的估計結果（二）
（估計方式：GMM）
（A）

（B）

（C）

（D）

項目

麵粉

黃豆油

估計限制

Unrestricted

α0

686,419.08
(183,584.77)

457,270.68
(31,728.97)

α1

－20,708.61
(14,156.45)

－1,277.69
(642.99)

α2

0.57
(0.02)

0.02
(0.04)

0.002
(0.05)

－2.82
(0.91)

α3

274.32
(467.61)

－1.53
(16.65)

－0.01
(0.01)

－0.001
(0.02)

α4

－847.34
(6,219.09)

－2,657.83
(1,804.60)

－1232.87
(868.33)

2.95
(0.61)

13.72
(1.82)

***

β0

－0.65
(1.62)

β1

－0.00001
(0.00001)

β2

1.02
(0.06)

β3
θ

***

需求函數

***

***

供給關係

***

Unrestricted

Restricted

Unrestricted

***

379061.22
(18,638.81)

***

4,079,087.06
(1,112,956.58)

**

0.18
(0.52)

8,846.61
(42,451.92)

***

－453.77
(36.22)
*

飼料

0.01
(0.06)

***

0.0003
(0.00002)

***

***

0.00
(0.00)

8.32
(2.21)

2.94
(0.48)

***

1.20
(0.05)

－1.61
(0.51)

－13.56
(9.26)

－4.15
(3.12)

－0.01
(0.31)

0.04
(0.09)

－7.36
(77.71)

0.00
(0.00)

0.02
(0.53)

***

***

－83.30
(11.68)

***

***

註1：以上模型係以GMM估計，工具變數則包括小麥價格、黃豆價格、玉米價格、其他食用油脂價格、
稻米價格、肉類銷售量與每人GDP。觀察值資料開始於1982，結束於2009年，共計29筆資料。
註2：為避免異質相關（heteroscedasticity）與序列相關（serial correlation），式(1)與(2)估計過程之
covariance matrix與殘差項均經White（1980）方法調整，以確保估計結果之robustness。
註3：***代表顯著水準為1%，**代表顯著水準為5%，*代表顯著水準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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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量結果之競爭意義
前述計量結果之競爭意義可分兩點說明：
﹙一﹚我國穀物加工市場呈現相當程度之市場競爭
表6對於麵粉、黃豆油與飼料市場獨占力（θ）之估計值分別為0.04、0.00
與0.02，均不顯著。顯示三項穀物加工市場呈現相當程度之市場競爭。原因在
於：大宗物資加工技術簡單、不需大規模投資，再加上產品同質性高，市場進
入障礙低，促使穀物市場競爭程度甚高。更何況本文關切之聯合採購可能成為
壟斷市場之管道，必須以市場存有進入障礙為前提要件；然而進入障礙在我國
穀物市場並不存在（特別在植物油與飼料市場）。在長期的情形下，即使業者
藉聯合採購，壟斷市場形成超額利潤，也會引起新廠加入，導致市場供給增加
與價格下跌，從而使壟斷利潤消失。
﹙二﹚麵粉產業存在有壟斷因素之隱憂
表6同時顯示：公平交易法實施前後，黃豆油與飼料市場定價或獨占力幾
乎沒有差異；但是對於麵粉市場之定價與獨占力造成顯著影響。顯示麵粉業之
產業結構似存有若干微量之壟斷因素，只是由於公平會對麵粉業之監管，壓抑
麵粉定價與獨占力影響市場競爭之程度。蓋麵粉業長期在公會主導下進行聯合
19

採購，事業間熟悉彼此的產銷資訊，極易形成壟斷市場的默契 。因此，雖就
產業結構之基本因素（廠商家數、產業集中度或是市場進入障礙）而言，麵粉
市場與植物油/飼料市場並無不同，不可能產生限制競爭的壟斷力量；然而，
由於政府長期管制所遺留下之剩餘獨占力量（residual monopoly power，RMP）
仍頗值競爭主管機關留意

參、外國競爭法之卡特爾除外適用制度
一、美國反托拉斯法
美國反托斯法對於卡特爾之規範依據，主要為休曼法（Sherman Act）第1
條。該條規定：任何以契約、托拉斯或其他方式作成之結合或共謀，用以限制
各州間之貿易或商業，或限制州與外國間之貿易或商業者，均屬違法。
19

以麵粉生產為例，生產1公斤麵粉約需1.37公斤小麥，此一生產係數多年不變，再加
上小麥行情眾所周知，因此，廠商成本資訊高度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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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曼法第1條規範對象，並未區分水平卡特爾、垂直卡特爾，實務運作則
係藉由判例法發展出所謂「當然違法原則」（per se illegal）、「合理原則」
（rule of reason）的違法判斷標準。大體而言，執法機關對於有競爭關係當事
人締結商品價格、劃分市場、圍標、共同杯葛等協議的水平卡特爾案件，認定
其屬於嚴重影響市場競爭之當然違法行為；至於對上下游交易當事人締結維持
轉售價格或其他非價格限制的垂直卡特爾案件，則從合理性觀點分析其對市場
競爭影響之正負面效果，據以決定其是否違法。
（一）「競爭者間合作行為之反托拉斯準則」
回歸到本文研究主題，美國修曼法針對輸入卡特爾並未設有特別除外適用
規範；但是美國聯邦貿易部及司法部皆體認到︰在特定的市場環境條件下，
競爭者採取合作行為，得以降低生產成本、擴充市場，甚至有利於良性循環
及促進競爭等正面效果。有鑑於此，主管當局爰於2000年4月發布「競爭者
20

間合作行為之反托拉斯準則」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下稱合作行為準則），以資規範。
所謂「競爭者間合作行為」（competitor collaboration），係指除結合協議
外，競爭者間從事經濟活動之協議，以及依此協議所為之經濟活動。競爭者間
之合作行為，通常涉及研究發展、製造、行銷或採購等事業活動。此外，資訊
分享及各種公會組織活動，也可經由競爭者合作行為予以達成。
合作行為準則，基本上仍係以「當然違法原則」、「合理原則」作為判
斷準繩。具體言之，主管機關針對競爭者訂定之「合作協議」，採取下列審
查步驟：
1. 評估協議之本質
首先應評估之事項為：協議是否會限制參與者對於生產及重要資產之財務
利益、價格或產出等競爭要素為獨立決策，或減低參與者參與競爭之能力或誘
因。此外，應考量合作協議，有無可能促成共謀行為（collusion）。尤其是，
經由協議增加市場之集中度，促使共謀行為容易進行；再者，藉由資訊交換，
如涉及競爭者間價格、產出或其他競爭相關因素時，可能引發之共謀行為。
合作行為準則特別以「採購合作」為例，說明評估該等合作協議本質之重
點。根據該準則之說明，所謂「採購合作」係指競爭者經由協議聯合採購所需
之生產原料之意。評估此類合作行為之促進競爭效果，重點在於有利參與者集
20

http://www.ftc.gov/os/2000/04/ftcdojguidelines.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1/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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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訂單，或整合倉儲及分配更具效率，或提供其他營運效率。
另一方面，評估此類合作行為之限制競爭效果，主要著眼於此類協議可能
強化市場力（如買方獨占），或經由控制採購價格之能力節制產出；此外亦可
能經由統一成本，或利用知悉參與者原料採購量，而計劃或監督其產出，達成
共謀行為而不利於競爭。
至於交換資訊涉及競爭之考量因素，可分為三點說明：
(1)交換資訊涉及價格、產出、成本或策略規劃者，相較於其他不具敏感
性之資訊，比較容易引發競爭上之顧慮；
(2)交換資訊涉及目前業務運作及未來經營計畫者，相較於過去之資訊，
比較容易引發競爭之顧慮；
(3)交換資訊屬於個別事業之資訊，相較於提供整體性資訊，比較容易引
發競爭之顧慮。
2. 相關市場及市場力分析
競爭者合作行為可能影響之相關市場，包括經濟整合效果發生之市場、合
作行為實施或將實施之市場，以及參與者為實際或潛在競爭者之市場。
衡量合作行為有無強化市場力效果之指標，主要為市場占有率及集中度。
評估市場占有率之指標，上限設定為所有參與者市場占有率總和，下限則為個
別參與者市場占有率。市場力之指標，可能發生為增加利潤而調漲價格或限
制、減少產出等不利於競爭之情形。同時，市場之集中程度也會影響相關市場
發生共謀行為之困難度及所需成本多寡。實則，市場占有率及集中度，只是判
斷競爭效果之初始數據，主管機關仍應參照「水平結合準則」規定，進一步為
審查。但於考量參與者個別競爭之能力及誘因時，應格外重視下列6項要素：
(1)協議屬於非專屬性（non-exclusive）之範圍，參與者仍然可以在合作
行為之外，個別參與市場競爭；
(2)參與者取得競爭所需資產之個別控制程度；
(3)參與者由於該合作行為或相互間享有財務利益之本質及範圍；
(4)控制與該合作行為有關競爭事項之重要決策權；
(5)可能有妨礙競爭之資訊交換行為；
(6)合作行為之存續期間。
3. 衡量促進競爭與限制競爭效果之整體評估
合作行為準則，特別強調「效率」之概念。經由競爭者間合作行為所生
之效率，促使其參與者有能力及誘因去參與競爭，得以提升品質、降低價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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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增進服務及創新產品。原則上，認定合作協議達成「可認知之效率」
21

（cognizable efficiencies），必須具備下列要件 ：
(1)須經過主管機關之確認；
(2)具有潛在促進效率之特性；
(3)不是減少產出或服務等限制競爭行為所產生；
(4)無法經由其他可行且限制性顯然較低之方式達成。
主管機關若認合作協議具有可認知之效率，尚應衡量該可認知之效率是否
足以抵銷該協議所造成之限制競爭效果，俾確認此協議對於整體競爭之效果。
（二）反托拉斯安全區域
為降低違法風險、促進產業推動合作行為，美國主管當局爰訂頒「反托拉
斯安全區域」（Antitrust Safety Zone），以供違法判斷標準。然而，即使合作
行為未落在安全區域範圍內，並不表示其當然違法；實際上，仍應依循「當然
違法原則」、「合理原則」予以檢視。大體而言，下列安全區域所示之合作行
為，主管機關原則上不會質疑其合法性：
1. 適用於所有競爭者合作行為之一般安全區域︰若合作行為及其參與者於
每一受影響之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總計未達20%。
2. 適用於研發合作行為創新市場之安全區域︰原則上，如果除該參與合作
行為者外，尚有三家以上獨立研發團隊，擁有必須具備之專門資產或特
質，且有誘因去從事足以替代該合作行為之研發活動。
應特別說明的是，上揭二項安全區域規定，並不適用於當然違法之協議，
亦不適用於不需詳細分析市場即可質疑其合法性之協議，以及應適用結合管制
22

分析之競爭者間合作行為 。

二、歐盟競爭法
歐盟條約第101條（舊法第81條）第1項禁止卡特爾之型態，頗為廣泛：凡
有影響會員國間貿易之虞，並以妨礙、限制或扭曲共同體市場內的競爭為目
的，或有此效果之事業間協議（agreement between undertakings）、事業團體
的決議（decision by association of undertakings）或事業間協調行為（concerted
practice），均在禁止之列。
然而，若一律不允許例外豁免卡特爾禁止規定之適用，一方面可能對原本
21
22

Section 3.36 of the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2000).
Section 4 of the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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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保護之競爭自由形成不當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可能忽略某些限制競爭行為所
23

能帶來之經濟效益 。是以同條第3項規定：事業之卡特爾行為有助於改進商品
之製造或銷售、促進技術或經濟進步，且消費者得以分享其利益者，而其限制
系達成上述目標之必要手段、不致於使該商品之主要部份因而處於無競爭狀態
者，得被宣告例外不適用同條第1項之一般禁止規定。
﹙一﹚豁免要件
歐體條約第101條第3項例外豁免之要件有四：即以促進經濟進步、使用者
分享利益為積極要件；另以無非必要之限制競爭、不得排除競爭為消極要件。
24

以下分別說明之 ：
1. 促進經濟進步
例外豁免之卡特爾，必須對於商品的生產或分配之改善，或技術或經濟進
步之促進有貢獻。亦即，卡特爾應有助於經濟進步。惟究竟有無此促進之效
果，非係求之於當事人主觀之判斷，而係依客觀事項為衡量基準。歸納執委會
相關見解，卡特爾若有降低產銷成本、提高產品品質、增加商品種類以擴大消
費者選擇範圍等，均肯定其有促進經濟之效果。
2. 使用者分享利益
所謂「確保使用者能公平分享其所導致之利益」，與前述要件在效果上
互為補充關係。條文中所謂「使用者」，通常固指最終消費者，惟不限於
此；凡於商品流通過程中，具有商品交易關係之直接或間接交易相對人均屬
之。至於「利益」（profit），其概念則頗為廣泛，除價格低廉外，尚包含供
貨增加、提高商品品質、供應穩定、充實消費資訊、有效率的售後服務及縮
短送貨時間等。
實務上，執委會判斷卡特爾行為有創造使用者之利益，衡量因素包括：一
般經濟情況、產業特性、涉案卡特爾之類型及約定效力、參加成員性質及地位
等。
3. 限制競爭應有其必要性
卡特爾之限制競爭有無必要性？執委會通常會分析下列因素：特定產業之
性質、市場狀況及其變動預測、被妨害之標的，必要時考慮會員國政府之態
23
24

黃茂榮、劉孔中，聯合行為之採證與例外許可項目之研究，公平會合作研究報告，
23（2002）。
廖義男研究計畫主持，公平交易法註釋研究系列(一)，公平會委託研究報告499-500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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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生產條件及必要投資規模、商品性質及其使用狀況，參加成員掌握必要技
術之必要性，獲得尋求結果所需時間及採行其他行為之可能性。
例如，訂定獨家授權經銷契約，倘附加獨買、獨賣及限制經銷區域等約
款，須該等限制交易安排係屬滿足該商品專業性經銷要求所必要。又如聯合展
示商品，其限制參與之廠商不得同時參加其他商品展示會，如係基於達成共同
展示之合理目的者，即承認其限制之必要性。
4. 不得排除競爭
所謂不得排除競爭，係指卡特爾行為例外豁免之結果，實質上不得因而影
響市場上之競爭秩序；反面言之，設前三要件皆已充分，惟若予除外，市場之
競爭將被消滅者，則仍不得允許除外。要之，違反競爭之卡特爾行為雖印有正
面之經濟效益而受容忍，惟仍不可能因此造成該市場之競爭完全不存在。
執委會於若干水平聯合行為之案例中，原則上是以參與者之市場占有率
25

作為判斷有無排除市場競爭之標準 。亦即，參與者之市場占有率合計未逾百
分之三十者，原則上認定其有例外豁免之可能性。至於垂直的聯合行為態樣
中，則係以同一商品在不同階段的經銷市場上，是否皆能維持有效之經爭為
判斷標準；其間不僅須維持有效的價格競爭，亦包含維持相關的研究或開發
市場競爭。
（二）豁免規則及程序
依歐體條約第101條第3項規定，就一定類型之聯合行為宣告其集體的排除
同條第1項之適用，此即所謂「集體豁免」（block exemption）。蓋某特定類型
之卡特爾，未必有礙於共同市場競爭秩序或會員國之交易；反之，其亦可能有
促進實現共同目的之效果。因此，制定此類集體豁免規則以為規範之準據，將
26

有助於法規範明確性及安定性之建立 。
25

26

歐盟執委會適用盟條約第101條規定，認定涉案卡特爾行為是否符合「可感覺
的」（appreciable）影響共同市場之效果要件，從1970年即訂頒「微小不罰原
則」(de minimis rule）告示，揭示有市場占有率「量的」違法判斷標準。另依據
2001年修訂之告示（Commission Notice on agreements of minor importance which
do not appreciably restrict competition under Article 81(1) of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OJC 368, 22.12.2001, p.13-15），對於卡特爾成員事業之市場
占有率，水平卡特爾合計低於10%、垂直卡特爾合計低於15%者，原則上即認定其
無影響共同市場競爭效果之虞。
歐盟執委會迄今已頒布若干集體豁免規則，包括垂直交易限制豁免規則、專業化豁
免規則、技術移轉豁免規則、研發合作豁免規則，以及以產業別為考量之豁免規
則：包括汽車業之行銷及客戶服務豁免規則、保險業豁免規則、航海業豁免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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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歐盟在2003年12月26日通過理事會第1/2003號規則，並於2004年5
月1日開始施行，對於歐盟競爭法之運作發生重大影響。該規則第3條第2項確
立了歐盟競爭法規範限制競爭協議案件，法律適用之「優位性」(Vorrang)。依
該項規定，對於不違反歐盟條約第101條禁止規定之限制競爭合意，不得因會
員國競爭法的適用，導致在歐盟競爭法上合法之行為卻遭到會員國內國法的禁
止。惟相對於卡特爾，歐盟第1/2003號規則對於事業單方之限制競爭行為（如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或不當差別待遇等），則容許會員國制定較歐盟條約更嚴格
之規定。
應予特別說明的是，歐盟第1/2003號規則，將歷來禁止限制競爭協議之除
外制度，由「申報許可制」改為「法定例外制」，可說完全改變了限制競爭協
27

議合法化之管制尺度、標準與程序 。依此新制，當事人得以證明其限制競爭
協議符合集體豁免之要件者，毋庸事前申請執委會之例外許可，該卡特爾即自
動除外於歐盟條約第101條第1項禁止規定之適用。

三、日本獨占禁止法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政府為展現恆久維繫經濟民主化政策
之決心，爰於1947年頒布實施「有關禁止私的獨占及確保公平交易之法律」
（簡稱獨占禁止法）。其中，第3條後段即設有卡特爾行為之禁止規定﹙原文
稱為不當的交易限制﹚；惟立法當時，並未針對特定卡特爾行為設置除外適用
規定。
嗣於1951年至1960年期間，日本社會正處於戰後之經濟復興階段，當時獨
占禁止法對於卡特爾之嚴格立法規範，顯然有礙於政府當局推動扶植產業政策
之施政方針。有鑒於此，基於快速發展經濟、產業政策優先競爭政策之考量，
日本政府爰於1950年代，分別在獨占禁止法及產業法規，建置有多樣之除外適
用卡特爾類型。
（一）獨占禁止法之除外適用卡特爾
在上述產業環境背景下，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相當於我國之公平會）於

27

等。至於已經廢止的集體豁免規，則有航空業電腦訂位系統豁免規則、機場服務豁
免規則等。
法定例外制之依據為歐盟第1/2003號規則第1條第2項。參見吳秀明、梁哲瑋，「德
國限制競爭防止法--最新修正內容及全文翻譯(Ⅰ)」，台北大學法學論叢，第64卷，
179（200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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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修正獨占禁止法，增設第24條之3「不景氣卡特爾」、同條之4「合理化
28

卡特爾」等除外適用規定 。
公正取引委員會審理不景氣或合理化卡特爾之申請案，經徵詢產業主管
29

機關意見，倘認定其符合下列要件，即得予以許可 ︰1.無侵害需求者事業利
益之虞；2.無不當侵害一般消費者及相關事業利益之虞；3.無不當差別待遇之
行為；4.無不當限制事業加入或退出卡特爾之行為；5.限制生產不同商品之種
類，未有不當促使特定商品集中於特定事業生產之效果。
（二）產業法之除外適用卡特爾
上揭獨占禁止法規定之除外適用卡特爾要件頗為嚴格，仍然未能滿足當時
產業環境需求。因此，從1953年至1965年間，日本政府陸續增修多達40餘部之
產業法規，容許相關事業組成各類卡特爾，藉以豁免獨占禁止法之規範，導致
30

此時期之產業政策形同卡特爾保護政策 。在此期間，主要申請除外適用者，
多為輸出入卡特爾案件。
1952年制定之輸出交易法，係以防範不公平的出口貿易行為、促進出口貿
易之發展為立法目的。基此目的，出口業有下列情事之一，得申請許可共同決
定出口價格、品質、數量或其他交易條件事項之輸出卡特爾：1.出口商品價格
過低，致有損害出口目的地相關產業之虞；2.出口商品價格變動激烈，致影響
出口貿易契約之締結；3.對抗出口目的地之獨占進口商。
嗣於1953年修法，同法更名為「輸出入交易法」，並增設輸入卡特爾之除
外適用規定。據此新修法規定，在有下列事由之一時，進口業者得申請許可其
進口商相互間或與製造商共同實施輸入卡特爾行為：1.對抗裝船地之獨占出口
商；2.防範不當的過度競爭行為，避免侵害消費者利益；3.政府締結國際通商
協定，對進口貿易有不利之影響。
此外，1956年之修法，同法進一步擴大除外適用之輸出入卡特爾類型。在
輸入卡特爾方面，許可進口業者遭受顯然不利之國際貿易條件時，得以實施共
同開發外國市場之行為。在輸出卡特爾方面，當出口商品價格過度競爭，導致
製造商或出口商之營業困難，得許可出口商與製造商或經銷商共同成立收購機
28
29
30

有關該等卡特爾之除外適用規定說明，參見厚谷襄兒ほか編集，條解獨占禁止法，
弘文堂，447-461﹙1994﹚。
有關不景氣卡特爾、合理化卡特爾之例外許可狀況，參見公正取引委員會事務局
編，獨占禁止政策50年史（上卷），公正取引委員會出版，112-113﹙1997﹚。
長谷川古，日本の獨占禁止政策，國際商業出版社，113﹙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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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必要時，產業主管機關亦得指定該收購機構，或指定貨物出口地區。
（三）管制模式
在諸多產業法規設有卡特爾例外許可規定之市場環境下，如何求得產業政
策與競爭政策之調和運作，即為產業主管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應當共同面對
之重大課題。基此觀點，日本法制設計有下列數種管制模式，對於產業主管機
關決定是否許可卡特爾除外適用之審理作業程序上，賦與公正取引委員會不同
31

程度之介入管制權限 ：
1. 徵詢公正取引委員會意見
通常，基於尊重競爭法主管機關專業意見之觀點，倘公正取引委員會表
示反對意見，產業主管機關即會作出命令申請人更改卡特爾行為或不予許可
之決定。
2. 與公正取引委員會協議
在協議過程中，公正取引委員會之意見，並不當然有拘束產業主管機關之
效力；惟於實際運作上，產業主管機關均會取得協議共識之情況下，始作出是
否許可申請之決定。
3. 通知公正取引委員會
如此通知之意義，並非徵詢公正取引委員會對於本案應否許可之意見，而
係促請其注意申請人若有實施逾越許可範圍之卡特爾行為，仍應受到獨占禁止
法之規範。
4. 賦予公正取引委員會處分請求權
對於產業主管機關許可之除外適用卡特爾，公正取引委員會得請求其為廢
止許可、撤銷許可或變更許可內容之處分。產業主管機關受到請求後，若未於
一定期間內作出相關處分，公正取引委員會即得宣告該除外適用卡特爾行為仍
受獨占禁止法之規範。
（四）除外適用卡特爾制度之改革
日本於1955年加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在1961年至1970年之經
濟高度成長期階段，如何因應國際貿易自由化之目標，即為當時日本當局施
政之重要經濟議題。此外，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於1979年公布「有關
競爭政策及其除外適用或管制產業之理事會勸告」，建議會員國競爭主管機
關針對其政府管制及除外適用等制度，檢討當初創設之政策理由是否繼續存
31

有關除外適用卡特爾之管制模式，參見金澤良雄，獨占禁止法の構造と運用，有斐
閣129-132（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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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較制度實施所得利益與其耗費成本是否均衡、評估達成同一制度目的
有無其他較少限制競爭效果之方法。在此國際潮流趨勢之影響下，日本各產
業合計例外許可之卡特爾件數，從1966年達到最高峰之1,079件，逐年遞減至
32

1994年之20件 。
抑有進者，在1989年展開之美日結構性問題協議上，美方代表強烈指責日
本市場對於外國企業處於極度封閉性狀態，因此要求日本政府應從尊重競爭
33

原理、市場機制等觀點，徹底改善日本產業傳統的商品流通交易體制 。嗣於
1990年6月28日發表之協議結論，日方接受美方要求，承諾將強化獨占禁止法
34

之執法，並檢討其除外適用制度存在之必要性及適當性 。
因應上述美日結構性問題協議結論，日本政府從1996年至1998年底，廢除
33種除外適用卡特爾類型、限縮4種除外適用卡特爾類型之適用範圍。在此期
間，並修正輸出入交易法，廢除許可進口業者得為協定行為之輸入卡特爾除外
適用規定，並限縮除外適用之輸出卡特爾行為類型。嗣後，經由逐年檢討，迄
今僅剩保險業法、輸出入交易法、道路運送法、航空法等10部產業法規，合計
35

尚存22類型之除外適用卡特爾 。
另一方面，針對獨占禁止法規定之除外適用卡特爾制度，日本政府基於
1998年3月31日擬定之「解除管制推動計畫之再改定」方案，爰於1999年3月
31日公布廢除同法第24條之3「不景氣卡特爾」、同條之4「合理化卡特爾」
36

等除外適用規定 。如此修法後，日本政府當局因應經濟不景氣或產業合理化
等問題，即不得例外許可相關事業實施限制競爭之卡特爾行為，而係在施政
方針上應致力於產業升級、改善投資經營環境、適度調整市場結構等基礎經
濟建設工作。

32
33
34
35
36

公正取引委員會，平成13年度報告書，公正取引委員會出版，336-337（1994）。
實方謙二，「日米構造問題協議•日本市場の開放問題と流通問題」，經濟法學會
年報，11號，3（1990）。
外務省，日米構造問題協議最終報告Ⅳ，日米關係資料集，6（1990）。
公正取引委員會，平成20年度報告書，公正取引委員會出版，124-127（2009）。
渡邊惠理子，「獨占禁止法適用除外制度の見直し」， 公正取引 ，571號，7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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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大宗穀物聯合進口之管制及檢討
一、聯合行為之管制原則及執法概況
公平交易法於第7條訂有聯合行為定義規定，並於第14條第1項本文明文禁
止聯合行為；惟對於同項但書所列七款聯合行為類型，若符合有益於整體經濟
與公共利益之要件者，得以附加條件或負擔方式，例外予以許可。如此立法體
例，即為所謂「原則禁止，例外許可」之管制原則，學者稱此管制模式為「三
階段式之規範架構」37。亦即，第一階段，原則禁止聯合行為；第二階段，符
合例外許可要件的聯合行為，豁免管制；第三階段，附加條件或負擔，以防止
例外許可聯合行為之濫用。
從案件統計資料來看，截至民國100年12月底，在第一階段違反原則禁止
之聯合行為案件數總計161件，第二階段申請例外許可之案件數總計165件、核
准案件數（含部分核准）總計131件38。值得注意的是，如下表7所示，在全部
核准件數中，依據本法第14條第1款但書第5項許可之輸入聯合案件數總計74
件39，占全部核准件數的半數以上（55.46%），其中絕大多數屬於大宗穀物合
船進口申請案。
表7

公平會許可事業申請聯合行為案件統計表（民國81年至民國100年）

類型

第1項
標準化
聯合

第2項
合理化
聯合

第3項
專業化
聯合

第4項
輸出聯
合

第5項
輸入聯
合

第6項
不景氣
聯合

第7項
中小企
業聯合

件數

17

40

10

—

74

—

1

百分比

12.97%

30.53%

7.63%

—

56.48%

—

0.76%

資料來源︰公平交易統計年報，公平會2011年版，第77頁。

上揭統計資料顯示，歷來公平會對於聯合行為申請案件之核准比例高達
79%，如此有無與「例外」許可制度之規範理念相抵觸？其制度設計應有檢討
之必要。本文以為，制度檢討之重點應係在於公平會面對申請件數眾多之大宗
37
38
39

吳秀明，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公司，9（2004）。
公平會，公平交易統計年報，80-81（2011）。
公平會，公平交易統計年報，前揭註3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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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物聯合進口行為，是否仍有管制之必要？若認有繼續管制之必要，應如何管
制？該等疑義，容有進一步釐清之必要。

二、案例檢討
在原則禁止之管制原則下，公平會處分案例認定構成違法之聯合行為，
除本法第7條第1項明定之共同決定價格或限制數量……等，尚有限制交易時
40

41

42

43

間 、限制入會 、停止贈品活動 、縮短交易票期 、限制電視節目播放時
44

45

段 、區隔電影片發行期間 等諸多行為類型，足見其執法立場係將本項定位為
例示規定性質。不過，最近公平會在處分「大統益等公司聯合進口黃豆案」，
引發實務認定合船採購是否構成聯合行為之爭議。
（一）案情概要
本案為大統益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黃豆進口業者（下稱被處分人等），依
本法第14條第1項但書第5款規定，向公平會申請並獲准三年期限合船採購進口
黃豆之許可決定；嗣後未依第15條第2項規定申請延展許可期限，仍繼續合船
採購行為。案經公平會調查，認定被處分人等係經合意以合船進口黃豆之方
式，就國外商品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足以影響國內黃豆進口市場功能，違反本
46

法聯合行為禁止規定 。
惟最高行政法院審理本案上訴，認為單就合船採購行為本身，尚不足以
47

論斷其成立違法之聯合行為，爰廢棄原審判決。該判決意旨略謂 ：本件原處
分僅以上訴人等（即被處分人等）於民國96年6月、7月間連續2度合船進口黃
豆，即認定其構成「聯合行為」之內容，原審亦未查明上訴人等有何共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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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行為，遽認系爭合船進口黃豆行為即屬「聯合行為」
的內容，其適用法律及涵攝事實，容有未洽。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公平會（88）第088號處分。
公平會（84）第127號處分。
「康軒文教等公司聯合行為案」，公平會（95）公處字138號處分。
「約伯等公司聯合行為案」，公平會（92）公處字063號處分。
公平會（83）公壹字第65105號函。
公平會（83）公壹字第63572號函。
公平會（96）公處字第175號處分。該處分因裁處罰鍰有濫用裁量之嫌，致遭訴願
委員會決定撤銷原處分。公平會於調整罰鍰處分後，再作出公處字（97）第7132號
處分。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379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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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後本案發回更審，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基於如是判決意旨，撤銷原處
48

分 ：事業間合意事業活動之形式行為，若依其合意本質、市場狀況等因素觀
之，對於經濟活動效率之提昇具有關聯性，或為促成競爭力所必須，並無不當
限制競爭之效果者，自不具聯合行為該當性，縱使各該事業未依公平交易法第
14條第1項但書規定，申請許可，仍不能因此即謂其屬於同法第7條規定之聯合
行為，而違反同法第14條第1項本文規定。
（二）判決評析
上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顯然基於本法禁止聯合行為係屬列舉規定之觀
點，爰從文義上否定「合船採購」構成聯合行為之可能性。然而，國內學者認
49

為 ：本法第7條第1項法條並非僅以一「等」字，涵蓋其他可能成立聯合行為
合意內容之描述，而係尚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為一般性之說明，故將本項
解釋為例示規定，應不違反規範明確性原則。另觀察與本項立法定義極為相似
之日本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6項規定，其所謂「不當的交易限制」（即卡特爾）
係指：「共同決定、維持或調漲價格，或為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或
交易相對人『等』相互拘束事業活動……」日本學者及實務均認為，該項僅係
「惡性卡特爾」（hard core cartels）之例示規定，此外共同研究開發、交換商
50

業資訊、共同銷售、共同購買等行為，仍有可能成立本項違法之卡特爾 。如
此而言，從規範體系、論理及比較法等觀點，將本法第7條第1項解釋為例示規
51

定，要無疑義 。
至於本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之更審判決，在聯合行為例外許可之規範體系
上，創造出實質違法性評價的概念，承認合意事業活動的當事人得事後主張提
昇經濟活動效率、促成競爭力等正當事由，據以阻卻其形式該當聯合行為之違
法性。問題是，依此判決進行實務操作的結果，當事人將承擔其合意是否存在
正當事由的法律評估風險，倘其認知與事後執法機關違法性的判斷有誤差，難
免遭受未事前申請例外許可的處罰。
48
49
50
5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更一字第45號判決。
吳秀明，「罪刑法定主義與聯合行為之定義」，收錄於前揭註37書，158。
宮井雅明，「共同行為の諸類型の違法性判斷」，收錄於金井貴嗣ほか編，獨占禁
止法，弘文堂，78-89（2004）。
倘為杜絕爭議，明示本法第7條第1項為例示規定，可以考慮修法刪除現行法之
「等」字，即將本項條文修正為︰「本法所稱聯合行為，謂事業以契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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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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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違反附款行為處置方式之檢討—以廢止小麥合船進口許可案為例
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公平會為聯合行為之許可時，得附加條件
或負擔，目的在於監督、防止濫用，確保許可之聯合行為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
共利益得以實現。附負擔之形式，依許可聯合行為之內容，得課予申請人一定
作為、不作為義務。以小麥、黃豆、玉米等大宗穀物合船進口申請案為例，公
平會許可其合船進口，乃係承認業者在藉由合船裝運得以降低採購成本之基礎
上，為確保其聯合行為符合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之要件，通常在許可決
定書上附加如是之負擔事項：1.申請人應將本聯合行為之執行情形，包括每船
次各進口人之登記採購量等資料，按季函知本會；2.申請人不得利用本許可從
事如進口總量管制暨定數分配制等其他聯合行為，或無正當理由拒絕其他進口
事業加入本聯合採購；3.申請人不得利用因本許可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不當
之價格決定或其他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
公平會附加負擔事項，性質上屬於行政處分之附款，符合行政程序法第93
條第1項之形式合法性。另一方面，同法第94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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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規定，公平會附加申
請人上揭負擔事項，藉此得以監督進口成本降低程度、影響國內產業發展程
度、產業經營成本降低程度，並可防止國內一般消費者及其他相關事業利益遭
受不當的侵害，如此附加負擔與許可處分具有「合目的性」及「正當合理關聯
52

性」，應無疑義 。
抑有進者，公平交易法對於許可聯合行為之事後「濫用控制」規範，第16
條賦予公平會得以行使廢止許可、變更許可內容、命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等權限。茲有疑義者，申請人若有逾越聯合行為許可範圍之行
為者，公平會是否必然應為廢止許可之處分？此問題藉由下述案例探討之。
（一）案情概要
台灣區麥粉同業公會（現更名為麵粉工業同業公會），於民國86年代理國
內32家麵粉廠申請許可小麥聯合採購、合船進口事項，經公平會以（86）公聯
字第012號許可決定書附負擔予以許可。惟於許可期間，公平會調查該公會於
辦理小麥聯合採購、合船進口作業事宜時，有藉機協調及召集會員開會等方
式，不當實施總量管制暨定數分配、限制事業自由採購數量等違反附負擔之逾
越許可範圍行為，爰認定其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條聯合行為禁止規定，並依第
52

公平會，認識公平交易法，增訂第十三版，公平會出版，14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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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16條規定廢止前揭許可決定 。
公平會本案雖為廢止許可決定之處分，惟為避免影響國內麵粉產銷市況之
銜接，乃同時給予該等麵粉事業三個月緩衝期間；至緩衝期間屆滿後，即應停
止辦理小麥合船進口作業事宜。
（二）廢止許可決定之必要性？
國內學者大多以為，申請人若有逾越許可範圍之行為，則當初合法化事由
即不復存在，許可亦失其基礎，個案「濫用控制」之監督架構不免有所動搖，
54

此時自應透過廢止許可使其回復禁止原則之適用 。惟本文以為，依據行政程
序法第123條第3款、公平交易法第16條等規定，申請人有違反附負擔之行為，
公平會固得廢止許可決定；然在考慮比例原則之前提下，倘許可決定之基礎事
實並未改變，且該違反附負擔之行為得以其他更正措施予以有效矯正，此時公
55

平會是否仍有必要為廢止許可決定之處分？不無疑問 。
詳言之，當初公平會許可小麥合船進口乃係基於考量其可以降低進口成
本、減少倉容不足、減少資金積壓及利息負擔等事由，該等基礎事由並未因本
案違反附負擔之行為而受影響，此觀公平會於本案給予緩衝期間屆滿後仍許可
56

該等麵粉業者之重新申請案 ，即足明證。再者，公平交易法第16條授權公平
會得以行使「濫用控制」之權限，除廢止許可決定外，仍有命申請人停止、改
57

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等諸多選項 ，其規範內容應與第41條第1項前段
58

規定相通 。若此，公平會對於本案違反附負擔之行為（即逾越許可範圍之聯
合行為），依第41條予以行政處分即足以改正其行為，爰無庸再為廢止許可決
定之處分。否則，公平會於本案廢止許可決定，同時給予三個月緩衝期間，於
53

54
55

56
57

58

公平會（89）公處字第091號處分書。該處分書所謂撤銷許可決定，乃舊法期間法
條用語，即為現行法之廢止許可決定。又該處分有關聯合行為罰鍰金額認定部分，
嗣後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0年度訴字第1207號判決撤銷。
吳秀明，前揭註37，12；石世豪，「第十六條聯合行為許可之廢止或變更」，收錄
於廖義男研究計畫主持，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一），539（2003）。
行政法學者認為，相對人未履行負擔，行政機關為廢止之決定時，仍應考慮比例原
則；行政機關通常應先就負擔為強制執行，而非立即廢止受益處分。參見陳敏，行
政法總論，自版，三版，466（2003）。
公平會（89）公聯字第004號許可決定書、公平會（89）公聯字第005號許可決定
書。
從本條規定「『得』廢止許可、變更許可內容…『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之法條
用語觀之，本條應屬裁量性規定，當無疑義。是以公平會並不受到必須作出廢止許
可決定之拘束。
石世豪，前揭文，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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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間屆滿後隨即許可其重新申請，實無管制意義。

四、大宗穀物聯合進口管制模式之檢討
在國內對於小麥、黃豆、玉米等穀物之消費需求，幾近全數仰賴國外進口
之情況下，政府當局長期實施經濟管制，至1990年代始推行穀物自由貿易政
策。不過，在開放穀物自由進口後，穀物業者若是以合船採購之聯合進口方
式，仍須依據公平交易法規定，事先申請公平會之例外許可。如此在競爭法規
範體系下，賦予其主管機關准駁聯合進口申請權限之管制模式，從管制程序面
及績效面加以觀察，分別存在下列問題點。
（一）管制程序面
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2項有關許可應附期限、期限不得逾三年、期限屆滿
前得申請延展、延展期限不得逾三年等規定，目的在於控制聯合行為許可之效
力存續於一定期間，並使公平會得以定期檢驗許可事由及調整對聯合行為之管
制措施。然而，在如此例外許可制度之管制架構下，對於某些有持續實施聯合
行為必要之特定產業，即可發現其必須定期、反覆的申請延展許可期限，而公
平會也幾乎來者不拒的予以許可。
事實上，自從民國81年公平會首度許可小麥、黃豆及玉米等合船進口申請
59

案 以來，該等穀物商即須每三年定期向公平會申請延展許可期限，不僅增加
事業經營負擔，且耗費公平會審查作業之行政資源。
國外立法例，針對一定類型行為或特定產業，設計有特別的卡特爾除外管
制措施。例如上述歐盟條約第101條第3項之集體豁免制，凡符合該制度所列要
件之一定類型行為，即自動豁免卡特爾禁止規定之適用。又如，日本諸多產業
法規，分別創設有航空卡特爾、輸出入卡特爾、中小企業卡特爾、國內海運卡
特爾等除外適用類型，並由產業主管機關與公正取引委員會共同管制。
上述外國法制，何者較為可採？歐盟法制，採事後管制模式，倘事業自行
檢視其卡特爾符合法定豁免要件，即無庸向競爭法主管機關報備或提出申請，
如此主管機關與事業均得免除作業程序之負擔；惟在事業認知有誤的情況下，
事後難免遭受主管機關之處罰，其制度存在法律評估之風險。至於日本法制，
賦予產業主管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共同審核的權限，固然有利於產業政策及
競爭政策之調和；但同時也增加了行政管制成本，且於機關間協調性不佳之
59

公平會（81）公聯字第001號許可決定書、公平會（81）公聯字第003號許可決定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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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勢必影響制度運作的順暢。若此，既無盡善盡美的外國立法例可資仿效，
以下本文嘗試提出一套適於我國產業特性之例外許可管制措施。
首先，在第一階段原則禁止之管制，應否將大宗穀物合船採購行為納入管
制範圍內？答案顯然應為肯定。蓋如上所述，在將公平交易法第7條第1項定位
為例示規定之前提下，合船採購應屬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該等事業自得
為聯合行為之主體。其次，在第二階段例外許可，雖有學者鑑於合船採購潛藏
60

著事業實施限制競爭行為之危機，故而主張應刪除輸入聯合例外許可規定 ；
惟不可否認的，合船採購得以降低生產成本，禁止其申請例外許可，導致業者
將單獨採購所增加之成本轉嫁於消費者，必定損及社會福祉。如此而言，第
二階段例外許可之申請資格，即不宜將合船採購行為排除在外。問題是，現行
法第15條第2項並未區分行為類型，凡許可聯合行為皆「應」附期限，導致大
宗穀物進口業者必須反覆、定期申請延展期限。制度之改善方向，應可將本項
條文改為「得」附期限，對於合船採購等具有持續性必要之聯合行為，適用低
度管制原則，即公平會許可決定無庸附加期限；惟為監督其有無藉機實施限制
競爭行為，在第三階段濫用控制，仍應依本條第1項規定，附加申請人定期匯
報採購資料、不得逾越許可範圍之負擔及條件。嗣後，公平會若確認申請人有
藉機實施限制競爭行為者，即應改採高度管制原則，依第16條規定變更許可內
容，命其定期申請延展。
（二）管制績效面
從比較法考察之觀點，日韓等國對於小麥、黃豆、玉米等穀物之民生需
求，同樣必須仰賴國外進口，是以其政府對於大宗穀物進口，均採行一定程度
之管制措施，俾確保一般消費物價之安定。其中，日本政府主要採行事前的管
制措施，每年度由物資主管機關預估國內穀物需求總量，就不足額部分辦理招
標採購，委託得標廠商辦理大宗穀物進口作業，並由該主管機關嚴密監控穀物
銷售通路、價格走勢等市場狀況。倘若遭逢市場異常時期，發生穀物產品供需
失調之現象，政府產業主管部門得立即啟動緊急經濟管制措施，介入調整物資
供需、公告合理商品價位，藉以確保基本民生需求。
此外，韓國大宗穀物進口市場，主要掌握在少數大型穀物商手中，各該穀
物商皆具備規模經濟而得以單獨進口，是以不存在合船採購申請例外許可之問
題。亦即，韓國政府當局對於大宗穀物之進口，並未特別採行事前管制措施。
60

劉孔中，公平交易法，初版，元照出版公司，158﹙2005﹚。

第 19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38

另一方面，與日本法制相同的是，在因應穀物價格飆漲導致民生物價嚴重波動
之事後管制上，韓國產業主管機關得以依據法律授權，實施各項安定民生物價
之經濟管制措施。
至於我國公平會對於合船採購大宗穀物之管制模式，主要係鑑於其得以降
低採購成本，至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爰普遍許可其申請。就此許可理
由觀之，顯示公平會期待藉由聯合採購大宗穀物達成之規模經濟效益，得以反
映在滿足基本民生需求及安定消費物價之經濟效果上。不過，應予說明的是，
公平會對於聯合進口大宗穀物之許可範圍，僅限於合船採購作業，其他諸如採
購額度、產銷數量、加工穀物商品定價等事項，仍然受到聯合行為禁止規定之
適用。因此，上揭所謂確保民生消費安定之效果，原則上應係透過市場競爭機
制加以達成，並非藉由公平會直接介入管制穀物產銷數量或商品價格之決定。
事實上，每當國外主要穀物產地氣候異常，導致產量不足、國際價格行情
上揚，導致國內穀物加工產品價格飆漲之際，社會各界紛紛要求公平會應當介
入查處穀物商囤積物資及哄抬價格之不法情事。然而，公平會屬於競爭法主管
61

機關，不宜亦欠缺有如日韓等國法制賦予產業主管機關之經濟管制權限 ，是
以在未能有效摘發不當囤貨及哄抬價格案件之情況下，公平會往往承受輿論指
責執法不力之批判。

伍、結論與建議事項
目前我國黃豆、玉米與小麥等穀物進口之聯合採購行為，實肇因於1980年
代之政府管制。大宗物資業者與公會在經濟部要求成立聯合採購機構集中辦理
採購之命令下，形成長達15年之久的「協調申報，聯合採購」制度，其間穀物
進口人資格、進口總量及各廠原料配額，均由各公會協調各會員廠，統一與經
濟部辦理進口簽證作業。由於各項穀物生產技術與行銷管道簡單，產品高度同
質，合船採購自然形成公會幹部與事業負責人間之合作默契與相互信任，事業
之間非但瞭解彼此產銷資料與定價策略，更熟知對手之性格與誠實度，以致形
61

歷來公平會曾經多次介入有關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行為案件之查處，例如九二
一震災不銹鋼水塔哄抬價格案、SARS疫情期間哄抬口罩價格案、米酒囤積案、砂
石囤積及哄抬價格案等，胥皆認定該等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禁止規定。惟各
該案件之違法判斷，欠缺明確標準，至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嫌。以上，參見顏廷
棟、馬泰成、王泰昌、黃郁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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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季刊，第18卷第4期，43-4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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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種相互依存關係甚至是患難與共之革命情感。
市場開放後，即使聯合採購因聯繫協調不易，存有極高之交易成本，但此
一默契所形成之聯合效率仍高於交易成本，因而促成業者多次向公平會申請
聯合採購案件。再加上：1.穀物加工市場之競爭性產業結構爭與低度之進入障
礙，業者不可能透過聯合採購，形成壟斷市場之意圖與能力。2.全球穀物市場
獨占力量甚強，僅有少數幾家主要供應商（嘉吉、嘉穀與七合），穀物加工業
者個別與之議價，不易取得有利之供貨條件。因此，聯合採購確實具有相當程
度之效率因素，能使業者在貨價與運價上，居於有利之議價地位並有助於進口
調度，避免港口及倉儲壅塞與內陸運輸調度失當，因而有利於整體經濟利益，
從而促成公平會連續准許業者聯合採購申請長達近20年之久。
聯合採購雖有助於規模經濟與整體經濟效益；但因聯合採購機制常在公會
主導下進行，任何事後監督機制均無法保證聯合行為絕不發生，再加上業者透
過公會或是分組進行聯合採購，勢需交換彼此產銷及價格資訊，使參與者對
於其他事業之成本及定價有所瞭解，經營環境更加透明化，從而有助於事業間
聯合默契之培養，不利於市場競爭。因此，聯合採購之事前申請制度實不宜輕
言廢止。以下，謹針對公平會對聯合採購之許可作業與調整方向，提出建議如
次：
建議一：現行的穀物的聯合採購只是當年政府為因應糧食危機，要求業者
聯合進口管制下的遺留產物，為市場全面自由化前之過渡措施，並具有相當程
度之效率意義。在過渡時期，公平會為維護穀物市場之採購效率，除應繼續許
可業者聯合採購之申請外，亦應盡力簡化申請手續。例如，現行規定之聯合行
為許可申請須知應備文件第五項：評估報告書，由於該項資料在申請許可時早
已填報競爭主管機關，因此，建議在申請展延作業時予以取消。
建議二：公平會在許可大宗穀物之聯合進口後，若有發現穀物進口業者有
逾越許可範圍之行為者，公平交易法第16條規定有多項得以採行之處置措施。
此時，公平會應當遵照行政程序法第7條揭示之比例原則，優先選擇採行命停
止違法行為、改正其行為或其他更正措施，不宜逕行廢止許可決定，避免徒增
勞費及影響穀物商品之正常供需。
建議三：現行法對於許可聯合行為之管制，未區分行為類型，一律附加許
可期限，造成特定產業實務運作之困擾。日後修法，宜應授權公平會得以個案
審酌，針對有持續必要性之大宗穀物合船採購行為，採行不附加許可期限之
低度管制原則，但可同時附加命提供採購資料、禁止逾越許可範圍之負擔及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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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嗣後當事人若有違反許可附加之負擔或條件者，即改採高度管制原則，命
其定期申請延展許可期限。
建議四：為確保國內穀物供應來源穩定，降低業者採購成本，公平會宜應
透過政府當局進行多邊貿易體系和雙邊經貿談判，針對全球穀物市場可能存在
之國際卡特爾、區域性獨占等議題，加強與國際競爭組織或是特定國家競爭法
執法機關之合作，以調和各國多元化之競爭措施，有效防制國際市場上的反競
爭行為，促進全球穀物市場貿易的自由化。
建議五：因應國際穀物供需失調，導致國內穀物商品飆漲問題，政府各部
門應充分協調分工。具體言之，公平會應專責查處穀物業者有無藉機聯合調漲
商品定價或相互約束產銷數量等限制競爭行為；農糧署、國貿局等產業主管
機關，則應加強進出口穀物供需之調控。至於解決穀物商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
之有效對策，應由農糧署依據糧食法第12條規定，報請行政院核備啟動處理機
制，公告管理穀物糧食之買賣期限、數量及價格；儲藏、運輸及加工；緊急徵
購及配售等措施，並針對民生必需品建立價格異常之偵測機制。如此各主管機
關行使職權相輔相成，應可確實達成安定民生消費物價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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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roject proposes to discuss exemptions and exceptions granted to industries
and certain types of economic activities under the article 14 of the Fair Trade Law.
The focus here is the joint acts in regards to the importation of wheat, soybean and
corn. Since Taiwan does not produce these grains, the producers have to import
grain materials from abroad and must pay high transportation costs. In general,
the scale economy of grain import is far beyond the need of the single firm. Thus,
it is more efficient for the TFTC to allow grain purchaser to organize the import
cartels under the expemtion of article 14 to procure and ship grains jointly. This
project will investigate the types of exemptions that have been granted in different
grain producers, and their underlying economic or other rationales. The evidences
obgtained will be used to study if and how the TFTC could improve the permisson of
exemption, or even excuse grain importers from the obligation to obtain permission
form the TFTC so as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air Trade Law.

Keywords: grain materials, import cartels, exceptions granted, ship jointly, scal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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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評論人：劉姿汝（中興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主席、報告人、公平會的同仁，大家好，我是中興大學劉姿汝，今天很高
興可以參與這場與談，誠惶誠恐，畢竟是念法律，經濟分析方面的專業較為缺
乏，拜讀此篇大作後，有很多的收穫與學習。初見貴論文主題「聯合行為例外
許可對民生物價與市場競爭之評析」，個人想到聯合行為規範之所以另例外許
可的制度，起因於事業間該當第7條形式要件的聯合行為，亦有可能帶給社會
正面利益的情況，因此例外為許可。本文所提及的大宗穀物進口案例，即是可
根據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取得例外許可，因此事業間可以聯合採購、
合船進口。但從競爭主管機關的角度，縱使可以對被許可的事業附加條件或負
擔，卻也無法直接從價格的角度，要求必須將因聯合行為所獲得的利益反映給
下游業者及消費者。因此，大家所期待的價格反饋，從競爭法上來看還是有其
限度。簡言之，聯合行為的例外許可是否對民生物價能有直接正面的連結，恐
怕仍有距離。
剛剛顏教授在結論的部分，特別是事業有超過許可範圍之行為是否適合直
接全部廢止，我贊同顏教授所言不應當直接全部廢止，而是對超過部分進行處
理，否則將對社會民生物資的基本環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但個人對於顏教
授提到黃豆合船進口的案例，認為最高行政法院與後來發回更審的高等行政法
院，是否因為將公平交易法第7條第1項解釋為列舉，所以認為本案不該當其要
件，而否定了公平會的處分？個人認為，兩判決並不否定公平交易法第7條為
例示，只是認定被處分的事業間是各自進行採購後，僅是合船進口，並不該當
此聯合行為之定義，因此不接受公平會的見解。但個人贊同顏教授所言，最高
行政法院與高等行政法院是否對於第7條，尤其是第2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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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認知，已超越聯合行為應是原則違法、例外許可，而近似
乎以合理原則作判斷聯合行為違法性之基準，因而認定本案事業間的行為不足
構成聯合行為。尤其是發回更審的高等行政法院，贊同公平會認為聯合行為只
要具危險性即該當，但又強調不能只看市占率，要看參與的數目，參與及不參
與的數目各如何，以及對市場交易狀況的影響等事業間的行為，作了實質的判
斷。個人認為，最高行政法院及其後發回更審的高等行政法院，就是因此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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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從第7條的聯合行為構成要件的部分，認定本案不該當聯合行為之態樣，所
以當然就沒有若該當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之例外得以許可之態樣，應
事前申請許可而未申請的問題。因此，若公平會認為僅單純合船進口黃豆已該
當第7條聯合行為構成要件之，應予以更為明確有力的說明，才有機會進而主
張本案被處分的事業們，即使符合例外許可行為類型，卻並未事前申請許可，
而該當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本文。謝謝，因為時間有限，那就先評論到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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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數位匯流相關產業之發展
看公平交易法執法之挑戰
莊春發*、陳志成
中文摘要
近年來科技匯流發展日行千里，逐漸轉換為可涵蓋包括數據（data）、
語音（voice）及影音內容（video）等三種服務的匯流，是為「數位匯流」
（Digital Convergence）。這樣的匯流與整合，也造就了原本獨立產業間跨業經
營另一市場的可能性，將進一步引發通訊、傳播、與資訊科技等事業的跨業經
營及互相競爭。本研究藉由整理國內數位匯流相關產業之發展及未來在公平交
易法執法上可能遇到的問題，提供未來執法上之建議。我們發現台灣數位匯流
相關產業中，目前最為積極參與「服務平台」者為中華電信、富邦蔡家及遠東
與旺旺等集團，而匯流之後市場可能出現阻礙競爭的行為有：行動通訊業者間
的通訊服務價格的同方向變動、匯流「服務平台」的集體聯買聯賣問題、共同
抵制新競爭者之進入等；最後，因應數位匯流所產生的各項問題，我們對公平
交易法執法建議如下：除應先界定數位匯流服務市場，並考量上下游市場間的
關係，避免垂直結合後形成市場封鎖；而對於各種匯流過程中之跨業經營、聯
合行為與不當競爭之問題也應多加注意。
關鍵字：數位匯流、通訊傳播、服務平台競爭

壹、前言
近年來科技匯流發展日行千里，新興無線寬頻接取技術（Broadband
Wireless Access）的不斷升級，不僅為民眾的生活帶來更便利的創新應用，寬
頻接取服務的亦由以往一種技術提供一種服務的方式，逐漸轉換為可涵蓋包括
* 作者分別為景文科技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及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碩士學位學程
助理教授；本文修改自公平會2011年委託研究「數位匯流相關產業（電信、有線電
視、網際網路、電子商務）整合性競爭規範之研究」（FTC-100-G01）之結案報告
部分內容，文中若有任何錯誤，當由作者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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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傳輸（data）、語音（voice）及影音內容（video）等三種服務的匯流。
這股新興的科技匯流趨勢加速了電信、廣電與網路通訊產業升級的需求，也帶
來了新的市場動能與發展契機，在數位化的技術下進行各項整合，是為「數
位匯流」（Digital Convergence）。數位匯流其實包括數位（Digital）與匯流
（Convergence）兩概念。數位即對比於類比（Analog）之電子資料總稱，包
括內容（Content）的數位化、傳播模式與平台（Platform）的數位化與終端載
具的數位化；至於匯流部分，除了表示兩種以上的物件（Object）合併成一體
外，尚包括因為整合程度高，不易區別出其中差異。Nicholas Negroponte是全
球第一位提及「數位匯流」的人，他在1995年所撰寫的《邁向數位化（Being
Digital）》一書中將數位匯流定義成「在毫不費力下使各個位元間相互融合在
一起。它們可以融合起來用，亦可分開使用。其融合了聲音、影像和數據而
稱之為多媒體。這聽起來很複雜，一言以蔽之，就是『位元間相互融合（comingledbits）』而已。」。維基百科上的定義則指出，「數位匯流」通常被理
解為傳統上相對獨立的三種業務—電信、網絡和廣播電視的互相融合，而整個
通訊、傳播及資訊之數位匯流，基本上包含法令之匯流、營運平台之匯流、傳
輸平台之匯流、多元內容之匯流、數位終端之匯流以及應用服務之匯流。
從以上的定義可以看出，數位匯流（彙整與合流概念）是從電信、網際網
路和電視三個原本獨立的產業類別整合而來，包括產（營運模式）、官（政
策）、學術與研發各界均希望在此數位化浪潮中，將原本獨立或是分開的產業
整合成一較大產業類別，取得更大產業範疇與發展契機。這樣的匯流與整合，
也造就了原本獨立產業間跨業經營另一市場的可能性；隨著通信網路及數位技
術的高度發展，通訊、傳播及資訊科技的匯流發展成為未來趨勢，配合市場自
由化、法規鬆綁及解除管制理念的逐漸落實，將進一步引發通訊、傳播、與資
訊科技等事業的跨業經營及互相競爭。
數位匯流下，電信（語音服務）、網路（數據傳輸服務）和廣播電視（影
音內容）的三網融合，使用戶可透過單一平台，享受打電話、上網及看電視的
整合服務，也因此使得此三網原本的業者積極佈局進入相關產業；例如：2011
年2月5日中央社新聞即指出，數位化發展改變人類生活，數位匯流趨勢也為台
灣科技廠商帶來新機會；國內三大電信商看好數位匯流將科技、資訊帶入客廳
的發展趨勢，以及未來數位化對隨身行動、寬頻傳輸的需求，均將數位匯流
視為營運發展的重大方向；中華電信將針對網路、平台、內容、終端及服務5
大業務發展進行整合，進一步落實數位匯流「多螢一雲」的目標，並且決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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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free平台做旗艦服務，提供PC、MOD、手機服務；台灣大哥大則整合富邦
集團旗下台灣大（電信）、台灣固網（固網）及台固媒體、大富媒體（有線電
視系統營運商）等集團資源，推出「台灣大匯流」服務，結合雲端技術及聯網
電視服務，有意推出「四螢一雲」服務的數位匯流服務平台；遠傳電信雖缺有
線電視的客源基礎，但在合併新世紀資通後，轉型ICT綜合型電信集團，並發
展電子商務及數位家庭相關服務，未來也計劃朝有線電視領域發展，未來推出
「三螢一雲」（包括電視、平板電腦及手機等平台），積極發展內容應用服務
市場；這些現象皆可預見未來數位匯流對相關產業的整合與衝擊。
面對這樣的跨業發展（匯流），為維持市場有效之競爭，主管機關理當未
雨綢繆，以面對未來可能的產業變遷所帶來的挑戰。以競爭法主管機關來說，
公平會所公告而與匯流有關的法令中，最直接者，當屬2005年公告之「行政
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在此一說明中首
先提及：在這樣的通訊、傳播、與資訊科技等事業的跨業經營及互相競爭，
「將於」電信(Telecommunication)、有線電視(CableTV)、電腦網路(Computer
Network)、電子商務(E-Commerce)等事業等四種產業間最為明顯，因此稱之為
四C產業；而所包含的產品及所提供的服務，則包含利用電信、視訊、廣播及
資訊通信網路所構建具有多元載具性質的電子通信網路，以及利用前述電子通
信網路進行各種通信、視訊、廣播及電子交易及線上遊戲等服務提供之商業活
動。另外，「說明」中亦指出，四Ｃ事業的跨業經營主要型態可概分為「跨業
擁有」(cross-ownership)及「整合服務」(joint provision)兩類。「跨業擁有」係
指事業透過合併、購併或新設分支事業的方式，進入另一個關連的市場範疇，
例如電信業者透過與有線電視業者合併而進入有線電視市場。「整合服務」則
為事業透過既有的基礎網路、服務、技術或經營知識，提供原本是屬於另一個
市場範疇的服務，例如電信業者利用其電信網路提供隨選視訊服務(video-ondemand)，或者有線電視利用其有線電視網路所提供的纜線語音電話服務(cable
telephony)或纜線數據機(cable modem)寬頻接取服務；因此，在此「說明」中
所提及的4C產業間之「跨業擁有」或「整合服務」，已有匯流的概念，並認為
這樣的發展趨勢將使各個關聯市場間的界線逐漸模糊，有助於促進各市場的競
爭，提供消費者更多的選擇。
然而，四Ｃ事業的「跨業擁有」或「整合服務」亦可能使經濟力量過度集
中或市場力不當擴張、進而限制市場競爭或妨礙科技發展之虞，而這樣的趨勢
也將因電信、視訊、廣播及資訊通信的數位化而更加錯綜複雜，所產生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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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也難以預料，再加上此一「說明」於2005年時公告，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
的情形下，四C產業於技術上與市場上的發展已有大幅度的變化，使得2005年
「說明」當時所預設的情形已有相當距離。另外，近年來，通訊傳播產業面臨
重大轉型，事業往往謀求併購以強化其競爭力或確保其存續。此種通訊傳播事
業間的併購或結合行為，較諸其他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對於競爭法主
管機關及通訊傳播主管機關二者的雙頭管制模式，帶來諸多挑戰。例如競爭法
對於與市場有關之規範分為兩類，一為結構管制，一為行為管制，而與結合或
併購有關之規範屬於結構管制，於事業進行結合或併購前介入，以避免相關市
場淪為獨占或寡占性市場結構；而對於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所進行的規
範則為行為管制，競爭法主管機關僅於該當行為發生後，藉由競爭法相關規定
之介入，禁制各該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的實施；但不管是何種管制，對
於未來市場結構皆具深厚之影響；上述管制之運作在其他產業上並沒有太大問
題，但是在匯流相關產業上因另有通訊傳播主管機關之管制，而形成競爭法主
管機關之管制與其重疊的現象，形成雙頭管制模式，若兩機關間存在不同的見
解，則將造成業者經營上之困擾，阻礙匯流相關產業之發展。
因此，本研究主旨在於觀察數位匯流下國內四C產業(電信、有線電視、網
際網路、電子商務)整合下相關產業發展概況與市場結構，討論當前競爭法運
作機制及執法上在未來匯流產業中所面臨之限制，並依據研究成果，提出數位
匯流競爭政策及執法之探討與建議。

貳、電信業現況與市場結構
為了解數位匯流下我國電信產業發展是現況，本文利用表2-1呈現20062011年國內各類電信業務佔電信總營收之比例來做說明。就整體電信業務來
看，行動通訊為國內電信服務中最主要的市場，約接近六成，但出現微幅下
降的趨勢。固網部份則在2009-11年則出現上下波動的情形，雖然變化幅度不
大，整體市場規模低於整體電信市場的兩成。至於網際網路及加值服務與電
路出租市場部份，雖然2011年略微下降，但長期來說，市場比例都呈現些微提
昇，只是幅度並不明顯。最後，在其他市場部份，由於中華電信MOD服務的
推出，因此市場正逐漸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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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呈現2006-2010年國內各類電信業務佔電信總營收之比例（單位：%）
服務類型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固網

20.27

19.44

19.21

18.59

18.07

19.89

行動通信

58.99

59.26

59.2

59.43

58.63

57.15

網際網路及加值服務

12.71

13

13.16

14.04

13.64

電路出租

8.03

8.3

8.43

8.66

8.87

8.80

其他(包涵MOD)

0.01

0

0.32

0.38

0.53

0

1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統計資料

由表2-1也可以發現，中華電信所提供之隨選視訊MOD服務，就內容而言
為「視訊服務」，但是卻因為提供此一服務者為電信大廠中華電信，而將之歸
於「電信服務」市場中，也顯見未來數位匯流後市場定義與範圍的重要性。以
下依序進行固網市場、行動通訊、及數據傳輸等三方面來討論其市場結構。

一、固網市場
台灣電信市場的自由化可以分為各種不同的階段，固網服務的自由化相較
於行動通訊來說，自由化的期程較晚，雖然於近年來有業者相繼投入提供服
務，但市場上仍是以中華電信為最主要的服務供應者。固網的重要性，是因為
其具備「最後一哩」的市場競爭特性，其服務的層面可以深入每個家庭，在未
來的數位通訊、視訊、與數據等服務上的影響甚為廣泛。
表2-2顯示出國內2006-2011年固網市場各項服務的市場分佈狀況，由固網
各項服務的市場比力來看，市內電話所佔的比例約為整體固網市場的一半，
2011年接近整體固網市場的6成；國際電話服務約佔三分之一上下；相反地，
國內長途的比例到了2011年出現明顯的降幅，市場已經萎縮到整體固網市場的
1成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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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2006-2011年固網市場各項服務市場營收分佈（單位：％）

服務種類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國際電話

32.17

33.49

33.84

34.27

35.25

31.47

長途電話

16.03

14.87

14.21

13.23

12.45

9.70

市內電話

51.80

51.65

51.95

52.50

52.30

58.82

固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國家通訊委員會統計資料

圖2-1 2007-2011國內市內電話網路市場佔有率
我們進一步來看固網市場中各種服務市場的市場結構。首先來看國內市內
電話的產業結構，圖2-1為歷年市內電話網路的市場佔有率分佈圖；由此圖可
見，至2011年為止中華電信在固網服務中的市內電話服務的市場佔有率（以訂
戶數來看）仍超過95%，而其他業則於2011年增加到4.78％，中華電信獨占市
場的情形相當嚴重，而這樣的獨占地位歷年來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其次，在國內長途電話服務營收部份，根據圖2-2的內容顯示，固網業者
所提供的國內長途電話服務市場，雖然仍為中華電信所主宰，其市場佔有率除
了在2009年有顯著降低外，2011年突破8成，顯見中華電信在此一服務市場上
的市場獨佔地位。其他業者的市場佔有率則是在2009年以前持續上升，但是在
2010 年以後卻出現些微委縮的情形，因此未來此一市場是否能夠更加競爭仍需
後續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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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統計資料

圖2-2

2007-2011國內長途電話服務市場佔有率

最後，在國際電話服務部份，則出現中華電信的市場地位逐漸被其他業者
所侵蝕的現象。從圖2-3的內容可見，國際電話服務市場中，中華電信的市場
佔有率雖然仍高達50％以上，市場仍屬於一家獨大的市場結構，但是相對於前
面的市話與國內長途電話來說，其他業者的力量在2011年已經接近48.88%，顯
見此一市場的競爭程度相對來的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統計資料

圖2-3

2007-2011國際電話服務市場佔有率

綜合以上各項市場的結構分析，中華電信因為掌握最後一碼到府的優勢，
在固話市場上的位置上仍難以撼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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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通訊市場
台灣的電信市場主要以行動通訊為主，從表2-1中可以知，行動通訊營收
約佔整體電信產業的營收的六成，是為電信業者最大的收入來源。而根據圖
2-4可以發現，行動通訊市場的普及率，已經遠高過於一般市話，達到124.8%
的水準，顯見每人所有的行動通訊號碼已經超過一組，而且此一比例持續地上
升中。另外，圖2-5也顯示，從2007開始，行動電話業務的話務量開始超過固
網的話務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統計資料

圖2-4

2007-2011行動通信電話服務普及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國家通訊委員會統計資料

圖2-5

2006-2011年行動通訊與固話使用時間分佈圖（單位：十億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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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進一步將目前台灣的行動通訊服務細分，則可分為第二代行動通訊服務
（GSM系統）、低功率無線電話服務(PHS系統)、第三代行動通訊服務（3G;
WCDMA，CDMA2000系統)、及無線寬頻通訊服務(WiMax系統)等。表2-3列
出提供各類行動通訊服務的廠商。從表2-3中可以發現，2G與3G行動通訊服務
業者有高度重合，這是因為技術有其連續性，廠商在技術發展路徑相依的情形
下，延續過去提供服務的市場，繼續在新技術上服務市場上提供服務的現象，
但仍有亞太及威寶電信等兩家新廠商進入市場提供服務。但是與2G通訊服務技
術有較遠的低功率無線電話及無限寬頻通訊服務部份，則幾乎都是新進廠商在
提供服務，尤其是無限寬頻電信服務部份，因為是新技術，技術成熟度仍為社
會大眾所存疑外，加上政府刻意選擇新進廠商，一方面避免新電信服務市場仍
為舊廠商所掌握，另一方面也希望藉由更多新進業者的加入以促進電信服務市
場的競爭與技術的提昇，因此除遠傳電信取得中區的無線寬頻電信服務的執照
外，其他皆為新進業者。
表2-3
服務類型

通訊技術

2G

GSM

3G

WCDMA
DMA2000

低功率無線電話

PHS

無線寬頻

WiMax

各類電信服務業者
業者名單
中華電信，遠傳電信，台灣大哥大
中華電信，遠傳電信，台灣大哥大，亞太電信，
威寶電信
大眾電信
大同電信，遠傳電信，威邁思電信，全球一動，
威達雲端電訊，大眾電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國家通訊委員會統計資料

台灣從1996年電信自由化開放市場以來，基於市場需要，各家業者紛紛投
入經營電信事業，高峰時期，行動電話GSM（2G）業者（包含全區及分區業
者）曾經達到七家（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傳電信，和信電訊，東榮電
信，泛亞電信，東信電訊），後因市場逐漸飽和，而大型的全區業者也希望藉
由併購其他小型業者來達到營收的成長，其中，和信電訊併入遠傳電信，東信
與泛亞電訊則併入台灣大哥大，因此目前2G業者僅餘三家大型業者（中華電
信，遠傳電信，台灣大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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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於第三代行動通信服務3G的推廣，使得整體的2G 行動通信服務
總戶數逐年下滑；表2-4列出台灣2G行動通信市場的規模，從中顯示整體市場
逐年委縮的現象，從2006年後至2009年間，每年以約三百萬戶的速度流失，並
於2009年總使用戶數已經低於一千萬戶。此外，各家2G電信也者的使用客戶
數也出現逐年下滑的情形，中華電信已經從2006年的754.4萬戶，降為2011年的
402.5萬戶；台灣大哥大降幅更大，從2006年的434.8萬人，降為201年的157.2萬
人，降幅將近67％；而遠傳電信在併入和信電訊後，雖於2010年出現2G用戶數
上升的現象，但是2011年也難逃用數戶下降的趨勢。
表2-4

2G行動通信整體市場與廠商訂戶數

2006
NCC統計
總用戶數
中華電信
台灣大哥大
遠傳電信
和信電訊
(併入遠傳電信)
東信電訊
(併入台灣大哥大)
泛亞電信
(併入台灣大哥大)

2007

2008

18,464,412 15,907,168 12,661,117

2009

2010

2011

9,773,548

8,188,675

7,184,673

7,544,146

6,407,792

5,384,665

4,536,520

4,252,135

4,024,898

4,347,984

4,112,752

3,826,644

2,761,285

1,993,881

1,572,757

3,560,380

3,064,222

2,455,639

1,803,633

1,942,659

1,587,018

1,845,402

1,444,149

994,169

672,110

-

-

358,792

260,027

-

-

-

-

807,708

618,226

-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國家通訊委員會統計資料

另外，因應通訊技術的發展，政府在2002年開放第三代行動通訊（3G）
業務執照的招標，並有五家業者得標，在建置網路與通訊設備後，於2003年陸
續開台營運。第三代行動通訊的特色，與第二代行動通訊技術相比，3G 將有
更寬的頻寬，其傳輸速度最低為384K，最高為2M，頻寬可達5MHz 以上。不
僅能傳輸話音，還能傳輸數據，從而提供快捷、方便的無線應用，如無線接入
Internet；因此，3G通信技術能夠進行高速數據傳輸和寬頻多媒體服務，也就
是說，其可以提供的不僅是傳統的語音服務，還包括數據傳輸的網際網路與其
上的各種影音視訊等。而所謂的數位匯流，有一部分便是因為3G行動通訊技術
除了提供傳統的語音服務外，另外能夠提供傳統傳播媒體所提供的語音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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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無線網際網路連線等服務，可謂結合了語音、視訊、與網際網路連線（數
據傳輸）等服務於一身，是為數位匯流中的要角之一。
表2-5顯示出台灣3G行動通訊市場的發展狀況，根據國交通訊傳播委員會
的統計資料發現，台灣3G行動通訊總使用戶數，從2006的342.9萬戶，快速成
長到2011年的2086萬戶，短短5年成長了6倍之多，其市場擴散速度非常快速。
而就各家電信公司的用數戶而言，以中華電信的3G行動通訊的用戶數最多，在
2011年時約為604.7萬，其次為台灣大哥大，為509萬戶，再其次為遠傳電信，
為435.3萬戶，此「電信三強」有過去2G 行動通訊市場的客戶為基礎，因此
可以利用2G轉3G的方式，進行服務內容的移轉，因此市場地位依然穩固；其
次，此三雄在3G行動通訊用戶數相去不遠，在未來的數位匯流時代，用戶數的
平分秋色，將使得彼此間的競爭於未來吸引更多的關注。
不過3G行動通訊仍有另外兩家起步較晚的廠商，也是過去未曾在電信市場
上服務的廠商，其分別為威寶電信與亞太電信。根據威寶電信於2011年的用戶
數約為229.5萬戶，而亞太電信則達到292萬戶，規模也日益龐大，在未來的數
位匯流之下，具有相當的發展潛力。
表2-5

總用戶數
（NCC）
中華電信
台灣大哥大
遠傳電信
威寶電信
亞太電信

台灣3G行動通訊市場的發展現況(單位：萬)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343

691

1,129

1,581

1,873

2,086

94.3

229.1

356.2

473.3

542.7

604.7

-

-

-

364.8

440.5

509.0

-

-

-

348.9

391.6

435.3

-

約66

-

約150

約180

約229.5

約80

約100

-

-

約270

約292.0

資料來源：總用戶數整理自國家通訊及傳播委員會統計資料，電信三雄之資料部分來自媒體，2009-11年
的資料主要來自各加公司營運狀況報表；另兩家電信之統計資料則依據網路資料http://www.
htisec.com/data/taiwan/pdf/2012033057496_02_new.pdf第3頁之各家業者比例推估。

最後，台灣也在2007年開放無線寬頻接取業務（WBA，WiMax），帶動
新技術的執行，同時也鼓勵新進電信業者加入推動產業發展。目前WiMax取
得執照之六家電信公司皆已經陸續開台，但是所從事的服務皆以無線行動寬頻
的數據傳輸服務為主，並未在語音傳輸服務上與傳統電信服務有所競爭，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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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也只是提供網路電話，但仍相當少數。表2-6為目前各家提供無線行動寬
頻服務的「電信公司」之開台時間與服務範圍。
表2-6

提供WiMax服務之電信公司與服務區域

電信公司 開台時間

目前主要服務

服務區域

無 線 行 動 寬 頻 澎湖地區、高雄市、花蓮縣、屏東縣、
（數據）
高雄縣、台南市
無線行動寬頻
新竹地區
大眾電信 2010年9月
（數據）
無線行動寬頻
2009年12月
台中市
遠傳
（數據）
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新
無線行動寬頻
竹市、新竹縣、苗栗縣、宜蘭縣、連江
威邁思 2010年2月
（數據）
縣（馬祖）
無線行動寬頻
2010年4月
台中市、台中縣、金門縣
威達
（數據）
無線行動寬頻
台北市、新北市、新竹縣、新竹市
全球一動 2010年5月
（數據）

大同電信 2009年4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2-6則為我國自從有WiMax使用戶數統計以來的統計資料，從2010年7月
的1.68萬戶，於2010年10月突破三萬戶，並於2011年12月突破13.3萬戶，市場
逐漸打開中。不過因為市場以無線上網為主，電信市場不過是其所提供之服務
的一環，加上其為台灣民眾所使用的比例甚低，因此其要達到能與2G或3G行
動通訊相競爭的市場地位，仍有相當遠的路要走。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行動通信業務客戶統計」。

圖2-6

無線行動寬頻市場規模（用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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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NCC為評估我國行動通信市場的競爭程度，在2011年通訊傳播績效
報告中計算我國電信市場從2006-2011年的HHI市場集中度指數，評估我國行
動通信市場的結構變化。從圖2-7可以發現，我國電信市場集中度從2006年的
2231到2011年的2419，顯示我國行動通信市場集中程度有逐步升高的趨勢。

資料來源: http://www.ncc.gov.tw/chinese/files/12080/950_120803_1.pdf 通訊傳播績效報告

圖2.7

2006-2011年台灣電信市場集中程度

三、數據傳輸市場1
在網際網路發展之後，使得傳統上僅提供語音服務的電信公司同時也提供
數據傳輸服務，因此本研究將數據傳輸市場列在電信產業中，至於其他在數據
傳輸平台上提供各項服務者，則將於網際網路及電子商務一節中加以說明與分
析。表2-7說明台灣整體網際網路市場的發展狀況，首先，就整體網際網路經
常上網人口數部份，於2007年超過一千萬人，並持續上升中；而在經常上網普
及率方面，目前尚不足50%，而通傳會的統計資料中台灣上網人口普及率也是
持續上升中，而此一比率則於2010年超過70%。
至於寬頻上網部份，從表2-7中亦可以發現，台灣固網寬頻普及率於2006
以前仍高過於行動寬頻普及率，但2007年之後此一普及率就為行動寬頻普及率
所超越；而從表2-7亦可發現，固網寬頻的普及率一直維持在20%~23%之間，
並沒有多大的成長趨勢，反觀行動寬頻普及率，從2006年的14.3%，到2010年
的71.2%，成長速率相當快速。
1

此處我們引用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的資料進行分析，但是其調查結果與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的上網人口調查有很大的不同，請讀者自行參閱：
http://www.taifo.com.tw/DB/Research/201210160843331423470.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2/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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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項目
經常上網人口數(萬人)
經常上網普及率(%)*
上網人口數普及率(%)
固網寬頻普及率(%)
行動寬頻普及率(%)

台灣整體網際網路市場發展狀況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976

1,003 1,046 1,067 1,079 1,097

資料來源
FIND(2012/03)

43

44

45

46

47

48

FIND(2012/03)

63.8

64.4

65.8

69.8

71.5

72

NCC

19.7

20.9

21.8

21.6

22.9

23.8

NCC

14.3

28.4

46.8

61.5

71.2

76.9

NCC

說明：*指每季末於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處登錄帳號且有使用者。

其次，就民眾上網方式而言，從圖2-8可以看到歷年民眾上網方式的演
變。我們可以發現，目前台灣民眾上網的方式，比例最高的為光纖到府，約為
整體網際網路市場的41.08％左右，其次為ADSL，約為市場的39.63%，市場正
逐步萎縮中。至於行動上網市場則有逐步上升的趨勢，大約為3.88%。而在數
位匯流時代相當重要的Cable Modem上網比例在2010年1月達到最高的9.99%市
場佔有率外，之後就逐漸下降，一直沒有顯著的增加，因此於未來數位匯流時
代，有線電視業者要與傳統電信業者在網際網路連線服務這一區塊相競爭，難
度實在不小，除了要面臨網路效果中關鍵多數使用者數目是否能夠跨越的問題
外，也要面臨各類型新型態行動上網方式與其競爭的困境，對於有線電視業者
來說，所要面臨的挑戰實在不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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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資料來源：歷次個人及家庭上網行為調查趨勢分析，http://www.twnic.net.tw/download/200307/20120709f.pdf

圖2-8

2004-2012年民眾上網方式比例圖

最後，關於無線行動寬頻的技術部份，台灣因為政府的政策支持，所以
主要關注在WiMax服務的發展上，但是目前有另一種無線行動寬頻技術LTE正
在如荼如火地發展中。LTE（Long Term Evolution）是由第三代合作夥伴計畫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3GPP）組織所制定，是一種基於現有3G設
備所發展的無線寬頻技術，而WiMax則是由WiMax 論壇所發展而成的無線寬
頻技術；前者是由電信為基礎而發展出來的技術，後者則是電腦網際網路所發
展出來的無線傳輸技術。對電信公司而言，因其已經耗費大量經費以建置 3G
基地台，因此LTE無線行動寬頻對他們來說是較佳選擇，而對於那些想要在這
通訊市場分一杯羹的其他公司來說，WinMax則相對合適。透過LTE，電信業者
可用來提高無線網路的傳輸容量和資料速率，以支援更強大的服務和互動視訊
等新型多媒體應用，進而滿足未來的無線通訊需求。LTE與WiMAX常被人為
是廣域網路技術但若只根據資料速率或其他特性比較兩者的優劣，最基本的部
份，雖然LTE與WiMAX的原始資料速率相近，WiMAX卻和無線區域網路WiFi
一樣，都隸屬於固接廣域網路技術，因此在行動通訊部份相對較弱，相較之
下，LTE則是從GSM/UMTS的行動無線世界衍生而來，行動性是LTE標準的發
展起點，因此LTE的行動通信功能與該技術本身的整合性勝過WiMAX。
國內在LTE方面的部署方面，有提供WiMAX網路服務業者全球一動
（Global Mobile）；該公司不但在2011年Computex電腦展中首度發表WiMAX 2
與LTE雙軌基地台，強化達100Mbps以上的4G頻寬，亦取得台北市政府無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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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委託服務案，即將提供台北市公共區域的4G加Wi-Fi無線網路。而根據網路
2

資訊雜誌的報導 ，4G行動寬頻的拉鋸戰演變至今，似乎以LTE較具競爭性，
因為LTE乃奠基於現有的行動通信技術，相較於從Wi-Fi沿革而來的WiMAX系
統，LTE因為有GSM系統的3G行動電話設備衍生優勢，讓國內外電信業者得以
持續投入升級。此外，LTE的後台強硬，擁護者幾乎都是手機設備商與電信業
者的大廠，只要最終的規範確定後，勢必大部分電信業者都會隨行。國外的電
信業者，諸如中國移動、美國Verizon、AT&T、日本DoCoMo，以及國內電信
三大業者（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傳電信）都決定走向LTE。

三、有線電視產業現況與市場結構
我國有線電視的發展，於1979年，交通部公布了社區共同天線電視的設立
辦法後，有線電視產業業者紛紛進入市場，非法第四台由北至南遍佈全台灣，
迫使政府正視有線電視議題，並於1993年公布有線電視法，正式宣示有線電視
時代來臨，並於2012年6月正式將有線電視訊號全面數位化。
有線電視因為頻道多元，加上收訊品質穩定等因素，因而在台灣市場中快
速成長，其廣告營收於2000年的首度超無線電視台，並且自2004年之後一直
是無線電視的3倍以上（通傳會，2010）。也因為有線電視產業龐大的商業利
益，同時因應全球媒體產業集團化的發展，國內企業集團與國外私募基金，挾
著龐大的資金介入台灣的有線電視市場，透過合併、收購等手段，進行台灣有
線電視系統業者的水平整合（horizontal integration）。此外，系統業者為了保
障節目來源，也開始向上游發展，透過節目頻道的掌控，進行向上垂直整合
（vertical integration）；而台灣有線電視產業就在這樣的垂直與水平整合趨勢
下，逐步地形成有線電視產業集團化（通傳會，2010）。
有線電視產業一般分為上游與下游兩個市場（王國樑、張美玲，2005）。
上游市場指涉的是供應有線電視節目內容的頻道商，包含節目供應業者與頻
道代理商；下游則是指提供消費者收視平台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通傳會
2010）；以下將分別針對有線電視上下游市場結構及其在數位匯流下的布局進
行分析。
（一）上游頻道市場現況
就有線電視產業的上游結構而言，過去有線電視系統約可提供100個左右
2

網路資訊雜誌，235期，2011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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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類比節目頻道與數十個數位節目頻道，但因為通傳會的有線電視數位化政策
的推行，已經於2012年6月正式全面數位化。這些節目主要由衛星電視內容產
業者所提供，其主要的業者包含境內與境外的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所謂
「境內」業者，是指本國的節目供應者，自有或向衛星轉頻器經營者租賃轉頻
器或頻道，將節目或廣告經由衛星傳送給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境外」業者
則是指利用衛星播送節目或廣告至台灣境內的外國衛星廣播電視經營者。台灣
有線電視市場上游頻道廠商中，境內外節目供應者呈現持續成長的狀態，由
2006年12月的77家業者、161個頻道，增加至2011年12月份的104家業者、265
個頻道。詳如表3-1。
表3-1
時間

2006-2011年節目供應者許可家數與頻道數

境內(本國)業者

境外業者

公司數 頻道數 公司數

合計

頻道數

公司數

頻道數

2006.12

60

114

17

47

77

161

2007.12

63

132

20

48

83

180

2008.12

66

136

23

57

89

193

2009.12

79

152

29

80

99（境內外兼營者9家）

232

2010.12

80

156

29

88

101（境內外兼營者8家）

244

2011.12

84

159

28

106

104（境內外兼營者8家）

26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名單」。

根據表3-1可以發現，有線電視節目供應商公司數由2006年底的77家，成
長到2010年的104家，但同時間的節目頻道數量則由135個頻道增加至265個頻
道，意謂著節目供應者出現集團化現象，一家公司平均擁有的頻道數目增加
（通傳會，2010）。進一步分析集團化的公司與擁有頻道的狀況，如表2-9所
顯示；表2-9列出2011年同時擁有3個以上節目頻道的上游頻道業者及其所有
擁的頻道數；就頻道供應商而言，共有31家公司，握有181個頻道，即3成的
公司（31/104）控制約七成（68.3%，181/265）的節目頻道，集團化趨勢十
分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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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2011年擁有3個以上頻道之節目供應公司與頻道數

頻道數
頻道商
美商國家地理頻道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7
亞洲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隆華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台北影業股份有限公司
9
8
7
6

香港商亞太星空傳媒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靖洋傳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杰德創意影音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家庭票房股份有限公司、博斯數位股份有限
公司、新加坡商全球紀實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緯來電視網股份有限公
司、靖天傳播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商特納傳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朝禾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商全球廣播商業新聞電視台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鑫傳視訊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松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商全球體育衛星
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聯意製作股份有限公司、渥鈞股份有限公
4
司、英屬蓋曼群島商艾比斯傳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八大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年代網際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星穎國際傳播股份有限公司、優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愛爾達科技
3
股份有限公司、壹傳媒電視廣播股份有限公司、英商英廣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共擁有頻道數：181(總頻道數的68.30%)

5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2011）。

（二）上游頻道代理商
另外，由於上游的節目頻道業者眾多，下游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也為數不
少，為了減少交易作業所引發的各項成本，同時為了確實掌握市場資源及保障
節目來源，「頻道代理商」因應而生。
頻道代理商主要負責頻道的授權與代理業務，可能是頻道節目供應者自
營，也可能是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代理其他頻道的授權與上架業務，過去有名的
三大頻道代理商如「勝騏」（隸屬東森集團）、「和威」（屬和信集團）、
「木喬」（東森與和信集團各自擁有25%股份）等，各自擁有自家或代理頻道
高達21個、12個與18個之多，共經營了51個頻道，占當時有線電視有效頻道的
68%以上（王國樑、張美玲，2005），成為主宰有線電視市場結構的重要影響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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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代理商位居上游節目供應者與下游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之間，因上下游
垂直整合之故，頻道代理商以「聯賣」、「成批定價」等方式進行交易，具有
壟斷市場的重要影響力。2000年公平會曾因勝騏、木喬、和威、年代、八大等
頻道代理公司所擁有的頻道數高達52個，占當時有線電視系統可利用頻道數的
70%，同時透過聯合行為共同銷售，不願進行頻道單買的交易模式，認為這樣
的行為「已減損渠等事業間之競爭，影響市場正常供需功能」、「排擠其他競
爭頻道之生存空間」；此外「業者採取聯合銷售行為，將使非參與聯合行為之
其他頻道銷售業者所能爭取之購片預算下降，競爭者之合理利益將因而受損，
同時也削弱個別系統業者之議價能力」；基於上述各項論點，公平會認為頻道
代理商已經有妨礙市場競爭的情形，因此公平會在第449次委員會決議上述頻
道代理商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條規定，決定「各別處勝騏公司新臺幣900萬
元罰鍰、和威公司800萬元罰鍰、木喬公司800萬元罰鍰、年代公司450萬元罰
鍰、八大公司150萬元罰鍰。」（公平交易委員會，2000）。
歷經上述事件之後，各家頻道代理商雖然在每年的銷售辦法中均明列各頻
道的單價，而這些辦法中也明列各種依系統商購買頻道數的多寡而給予不同比
例的折扣，因此實際價格仍不得而知。表3-3列出2009及2011年佳訊與詠麒兩
家頻道代理商之授權費。
表3-3

2009年「佳訊」與「詠麒」所代理頻道之授權費

頻道代理商：佳訊（年代集團）
編

頻道代理商：詠麒（2011年為凱擘）＊
2011年 編
2009年 2011年
頻道名稱
報價
報價
報價
號

頻道名稱

2009年
報價

三立台灣台

11.25

15

1

東森電影台

7

11

三立都會台

11.25

15

2

東森綜合台

4

7

三立新聞台

7.5

10

3

7

11

4

國興日本台

3.5

4

4

3

5

5
6

JET日本台

5

6

5

東森新聞台
東森財經
新聞台
東森幼幼台

8

13

好萊塢電影台
Discovery
旅遊生活
年代電視台

2.25

3

6

東森洋片台

7

11

2

2

7

東森戲劇台

3

5

5

10

8

動物星球頻道

3

允誠代理

MUCH TV

6

9

9

LS TIME電影台

3

允誠代理

號
1
2
3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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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代理商：佳訊（年代集團）
編
號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頻道代理商：詠麒（2011年為凱擘）＊
2011年 編
2009年 2011年
頻道名稱
報價
報價
報價
號

頻道名稱

2009年
報價

東風衛視

2

3

10

人間衛視

0

0

彩虹頻道

1

1

11

緯來體育台

18

18

民視新聞台

2

5

12

緯來日本台

9

9

迪士尼

6

4

13

緯來電影台

7

7

非凡商業台

1

1.5

14

緯來綜合台

6

6

非凡新聞台

1

7

15

緯來戲劇台

5

5

NHK-World

3

1

16

緯來育樂台

6

6

高點電視

0

1

17

Discovery

9

-

高點育樂台

-

1.5

18

Z頻道

0

-

資料來源：2009年資料來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0)。2011資料蒐集自各家頻道代理商之銷售辦法。
說明：*2009年時，這些頻道為凱擘委託詠麒代理銷售，2011年凱擘收回代理權自行經營。

另外，頻道代理商與下游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關係變化，是另一值得關心
的焦點。根據通傳會(2010)的研究報告顯示，國內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積極地與
上游頻道代理商進行整合。根據其報告指出，台灣最大的五家頻道代理商，幾
乎都與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有所關連：「佳訊」公司隸屬年代集團、「詠麒」則
是凱擘轉投資、「允誠」屬於台固集團（台灣大寬頻）、「全球紀實」則是中
嘉集團所掌控。2009年時，此5家頻道代理商共代理64個頻道，2011年時則為
65個頻道，表3-3已經表示上游頻道代理商集團化趨勢已趨穩固，表3-4則同時
透漏了有線電視上、下游業者的集團整合趨勢，而這樣的整合，對於未來於數
位匯流時代下的競爭，到底是優勢還是劣勢，則仍有待後續觀察。
表3-4
頻道代理商
詠麒
（2011年為凱擘）
全球紀實
允誠
佳訊
永鑫
總計

有線電視頻道代理商與系統商集團化趨勢
有線電視集團

2009年代理頻道數 2011年代理頻道數

凱擘

18

14

中嘉

10

11

台灣固網

13

15

年代集團

17

18

無

6

7

-

64

65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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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游系統商產業現況
以2011年12月的資料來看，全國62家有線電視業者（含3家有線播送系
統），僅餘12個經營區在形式上是兩家系統業者競爭的雙佔的區域外3，其它
地區都已合併成一區一家的獨占經營，詳如表3-5。
表3-5

2011年有線電視經營區、系統業者、所屬集團與收視戶總表

縣市別

經營區

系統名稱

集團色彩

訂戶數

吉隆

中嘉

96710

長德

中嘉

74075

金頻道

凱擘

71424

大安文山

凱擘

71950

萬象

中嘉

60280

寶福

無

17284

聯維

無

49220

陽明山

凱擘

115182

新台北

凱擘

86374

麗冠

中嘉

58782

永佳樂

台固

158521

大豐

無

93841

台灣數位寬頻

無

117920

興雙和

無

50201

新視波

中嘉

143228

全聯

凱擘

83400

天外天

無

70653

紅樹林

台固

59223

大新店民主

無

49362

新唐城

凱擘

47369

瑞芳區

觀天下

台固

70495

樹林區

家和

中嘉

92001

基隆市1家
訂戶數：96710
中山區
大安區

臺北市9家
訂戶數：604571

萬華區
北投區
內湖區
新莊區
板橋區
中和區

新北市12家
訂戶數：1036214

三重區
淡水區
新店區

3

這12個形式上雙占的經營區分別是台北縣市的中山區、大安區、萬華區、內湖區、
板橋區、中和區、三重區、新店區、桃園縣北區、台中縣大里區、高雄市北區與南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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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經營區

桃園縣3家

北區

訂戶數：472679

南區

新竹市1家
訂戶數：107687
新竹縣1家

系統名稱

集團色彩

訂戶數

北桃園
北健
南桃園

凱擘
中嘉
台灣寬頻TBC

115081
121270
236328

新竹振道

凱擘

107687

北視

台灣寬頻TBC

113412

訂戶數：113412
苗栗縣2家

北區

信和

台灣寬頻TBC

45360

訂戶數：103386

南區

吉元

台灣寬頻TBC

58026

臺中市區
沙鹿區
豐原區

群健
西海岸
豐盟
大屯
威達超舜

台灣寬頻TBC
台灣科技
凱擘
台灣科技
無

295633
79062
109633
57730
43342

中投

台灣科技

80112

彰化區

新頻道

凱擘

107029

訂戶數：189682
雲林縣2家

員林區

三大

無

82653

斗六區

佳聯

台灣科技

77658

訂戶數：111847
嘉義市1家

元長區

北港

台灣科技

34189

世新

無

56384

臺中市5家
訂戶數：585400

大里區

南投縣1家
訂戶數：80112
彰化縣2家

訂戶數：56384
嘉義縣2家

大林區

國聲

無

34352

訂戶數：74287

朴子區

大揚

無

39935

臺南市南區
臺南市北區
永康區
下營區

三冠王
雙子星
新永安
南天
慶聯
大信
港都
大高雄
南國
鳳信

中嘉
無
無
凱擘
中嘉
無
中嘉
無
無
台固

105829
97027
137382
77962
198026
39707
139732
18708
88890
174980

臺南市4家
訂戶數：418200

高雄市北區

高雄市6家
訂戶數：660043

高雄市南區
岡山區
鳳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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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經營區

系統名稱

集團色彩

訂戶數

屏東縣2家

屏東區

觀昇

凱擘

93358

訂戶數：148474
宜蘭縣1家

新埤區

屏南

無

55116

聯禾

台固

81593

訂戶數：81593
花蓮縣2家

花蓮區

洄瀾

年代

49467

訂戶數：63260

玉里區

東亞

年代

13793

臺東縣2家

台東區
關山區/
成功區

東台
東台有線
播送系統

年代

23158

年代

9773

澎湖

無

17511

祥通有線
播送系統

無

885

名城事業

無

6469

訂戶數：32931
澎湖縣1家
訂戶數：17511
連江縣1家
訂戶數：885
金門縣1家

訂戶數：6469
總訂戶數：5061737戶，全國總戶數：8057761戶
普及率：62.82%（2011年第4季資料）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1年第4季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本研究整理。

另外，從表3-5中可以發現，目前現存的62家有線電視業者則分屬不同的
企業集團，我們將各集團所屬的有線電視公司整理於表3-6中。凱擘集團（前
身東森集團）包含的系統商最多，總收視戶超過108萬戶；中嘉集團旗下也有
10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以台北市與高雄市的經營區為主，收視戶數亦超過
108萬戶。台灣寬頻TBC擁有5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以桃園縣、新竹縣與台中
市為主要經營區，總收視戶約75萬戶。台固集團的前身為富洋集團（更之前為
太平洋集團），隸屬台灣大哥大集團，掌控5家系統業者，擁有54萬收視戶。
台灣數位光訊主控台中、南投與雲林縣的5家系統業者，總收視戶數約33萬
戶。此外，經營衛星電視節目供應的年代集團，也在花蓮與台東地區掌控4家
系統業者，擁有近9.7萬多戶的收視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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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集團名稱

有線電視下游系統業者集團化現況

集團系統業者數

系統名稱

收視戶數

凱擘集團

12家

金頻道、大安文山、陽明山、新台
北、全聯、新唐城、北桃園、振道、 1,086,449
豐盟、新頻道、南天、觀昇

中嘉集團

10家

吉隆、長德、萬象、麗冠、新視波、
1,089,933
家和、北健、三冠王、慶聯、港都

TBC台灣寬頻

5家

南桃園、北視、信和、吉元、群健

748,759

4家

永佳樂、紅樹林、鳳信、聯禾、
觀天下（未列入台灣大寬頻）

544,812

台灣數位光訊

5家

西海岸、大屯、中投、佳聯、北港

328,751

年代集團

4家

洄瀾、東亞、東台、東台（播送系
統）

21家

寶福、聯維、大豐…等20家有線電視
業者；以及祥通、名城2家播送系統 1,166,842
業者

台固集團
(台灣大寬頻)

無鮮明
集團色彩

96,191

資料來源：同表3-5；台灣數位光訊因為大股東為台灣科技，因此有時也被稱為「台灣科技集團」。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發現有線電視產業上下游業者的垂直整合與水平整合
正在持續進行中。根據通傳會（2010）的報告指出，上述集團除了水平整合有
線電視系統業者之外，亦進行有線電視產業的垂直整合，即同時經營或掌控有
線電視節目製作與供應，成為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節目供應者與節目代理商
的「三合一」角色。透過此種相互結合、互相持有的方式，有線電視產業不僅
出現高度水平整合現象，導致市場集中程度高（柯舜智、莊春發，2008），亦
出現緊密的產業垂直整合。
此外，前述集團中，目前與公平會有關之結合案，計有中嘉網路與凱擘。
中嘉網路為和信企業團所成立的MSO業者，擁有十家有線電視業者，目前主
要的股東為外商安博凱私募基金，但安博凱私募基金近期打算將中嘉網路的股
份賣出，由旺旺集團旗下的旺中寬頻買下，公平會對於此案件提出有條件的許
可。而凱擘的原名為東森媒體科技，在外商凱雷私募基金買下後，於2007年改
名，擁有12家有線電視系統。在2010年時，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以個人的公
司「大富媒體」名義買下凱雷擁有的凱擘股權，而富邦集團旗下已經擁有一家

從數位匯流相關產業之發展看公平交易法執法之挑戰

69

MSO：台固媒體，如兩家進行合併，總體用戶數可望倍增，而公平會在審核此
案時也設下諸多條款加以防範。
因此，在有線電視市場結構部份，由於有線電視系統商有其經營區域的劃
分，因此在所經營的地理市場內，除了12個地區外具有雙佔的市場結構外，其
餘的有線電視經營區域皆為獨占，未來除非主管機關通傳會對於有線電視經營
區域重新劃分，才有可能改變目前的產業結構。而這樣的期望，在2011年3月
4

24日行政院會通過廣電三法修正草案中表示 ，未來將開放有線電視可跨區經
營，打破「一區一家」的壟斷現象，並且將由中央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公告基本頻道與費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亦表示，配合數位匯流的發展，
有線電視訂戶未來可分組選購有線電視頻道，基本頻道將大幅減少，月租費也
將大幅下降；業者可推出具吸引力的節目，供訂戶額外選購。一旦此一修正法
案經立法院通過後實施，則過去台灣有線電視系統畫分為五十一個區域所產生
地理市場獨占或寡占的情形，將因為未來全台灣整合為一個區域，允許業者跨
區經營，一方面可增加業者競爭力，另一方面也可打破現在系統獨占的停滯狀
態。另外，有線電視系統商市場也出現集團化現象，一旦開放全區（台灣僅為
一區）經營許可時，則市場可能出現另一次的水平整合現象。而有線電視上下
游市場的整合問題，集中化趨勢十分顯著，通傳會（2010）也表示有線電視上
游的頻道市場有越來越集中在某些財團手中。
此外，為了減少頻道商與系統商之間交易作業所引發的各項成本而產生的
「頻道代理商」，曾因對下游系統商進行聯合定價行為因而被公平會加以處
罰；但即便如此，頻道集體議價的模式雖不存在於集團間，但是卻常存在於各
代理商之間，對於獨立的下游系統業者來說很容易產生不公平競爭的問題；若
下游的有線電視系統商更進一步整合成集團，而又與頻道代理商之間形成上下
游垂直整合的關係，則將來一旦台灣有線電視系統市場開放變成一區時，則獨
立系統業者的競爭力將更具競爭上的弱勢。
（四）有線電視業者提供語音與數據傳輸服務
由於數位匯流時代下，使得有線電視亦有能力提供傳統電信公司可能提供
的語音（電話）及數據傳輸（網際網路連線）服務，對於前一節電信業者所提
供的語音與數據傳輸服務帶來市場競爭效果；另外，由於有線電視深入每個家
庭，有機會提供一般家庭「最後一哩」的服務，因此未來在數位匯流下，若有
4

2011/03/25，聯合報，A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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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電視業者順利完成數位化後，將被視為匯流中不可忽視的市場力量。不過，
根據本研究的瞭解，台灣各有線電視公司並未積極於語音服務的提供，而主要
為提供數據傳輸。根據瞭解，有線電視業者提供語音服務，仍需要取得第一類
電信服務的執照，對於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來說，其利潤不高，因此不願意申
請，故較無語音服務的提供。
根據本研究所知，目前有提供語音服務的有線電視公司，為非屬於前述各
集團的獨立系統業者「寶福有線電視」，其提供之網路電話為纜線電話，也就
是透過有線電視網路，提供客戶高品質的語音服務，又稱為有線電視網路電
話（Cable Phone, CP）；細部內容包含提供客戶撥叫市內電話、長途電話、國
際電話、行動電話與低功率行動電話（phs）等語音服務，及多樣化的加值功
能；也就是說，一旦申裝該公司有線電視的寬頻網路，就可利用上網的數據機
來連接一般電話後，即可撥打及接聽電話；此外，該公司也與亞太固網合作共
同推出網路電話，任何一家與亞太合作之有線電視共同推出網路電話，即便不
是寶福的網路電話客戶，只要對方也有安裝網路電話，則皆可網內互打免費；
涵蓋之區域包括台北市全區、新北市之三重、蘆洲、新店、深坑、石碇、烏
來、桃園縣之桃園市、八德、龜山及南桃園、新竹市東、北區、新竹縣、彰化
縣之彰化市、和美、鹿港、台中市（舊制）全區、豐原、潭子、大雅、台南市
之新營市、佳里、麻豆、鹽水（下營、後壁部分）、屏東縣之屏東市、東港、
5

潮州及花蓮縣之花蓮市、吉安等地，服務範圍甚廣 。
至於其他的有線電視公司方面，我們並未有發現提供有線電視網路電話之
語音服務。根據我們對上述表3-6中各個有線電視系統集團來說，各自旗下的
有線電視系統商所提供的服務，除了一般的傳撥視訊之外，幾乎都是提供數據
傳輸（網際網路連線）等此一服務。表3-7則為本研究整理的各集團中有線電
視系統於2011年所提供的服務種類。
表3-7
集團名稱

有線電視各集團所屬系統商所提供的服務種類
系統名稱

服務種類

金頻道、大安文山、陽明山、新台北、
全聯、新唐城、北桃園、振道、豐盟、 有線電視、光纖寬頻
（凱擘大寬頻） 新頻道、南天、觀昇

凱擘集團

5

以上資訊，請參觀寶福有線電視網站：http://www.pfcatv.com.tw/qanda_list.
php?fiSn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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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名稱
中嘉集團

系統名稱

吉隆、長德、萬象、麗冠、新視波、家
有線電視、光纖寬頻
和、北健、三冠王、慶聯、港都

TBC台灣寬頻 南桃園、北視、信和、吉元、群健
台固集團

永佳樂、觀天下、鳳信、聯禾、觀天下

（台灣大寬頻）
台灣數位光訊 西海岸、大屯、中投、佳聯、北港
洄瀾、東亞、東台、東台（播送系統）
年代集團
無鮮明
集團色彩

服務種類

有線電視、光纖寬頻、
數據型網路電話
有線電視、光纖寬頻
有線電視、光纖寬頻
有線電視、光纖寬頻

除寶福外，其他皆僅提
寶福、聯維、大豐…等20家有線電視業
供有線電視、光纖寬頻
者；以及祥通、名城2家播送系統業者
等服務

資料來源：2011年各集團網頁。

由上述分析可知，有線電事業者在未來數位匯流之下的語音、視訊、數據
傳輸等三方面，大部分為提供視訊與數據傳輸為主，而在語音服務部份，除了
寶福有線電視系統是透過Cable來提供有線電視電話(Cable Phone)外，其他業者
雖亦有提供電話語音服務，但其所利用之系統，則仍為一般網際網路傳輸中的
VoIP語音服務（如TBC台灣寬頻），與寶福利用有線電視線路所提供者有相當
落差；而儘管我們發現各家有線電視公司皆有提供寬頻上網服務，但是有線電
視系統商所提供的寬頻上網服務，佔民眾所使用的網際網路連線方式的比例仍
低，在未來的競爭能力上仍有待觀察。

肆、網際網路與電子商務產業現況與產業結構
一、ISP服務市場結構
從第2節的分析內容可知，台灣一般民眾上網方式比例最高的為光纖上
網，約為整體上網市場的40％左右；其次為上網比例則為ADSL，2010年約佔
上網市場的10%上下，市場比例正逐步上升中。xDSL雖然是台灣民眾上網是
第二種利用最多的網路連線方式，而比例中則呈現逐年漸縮的情形。而利用
Cable Modem上網的比例，一直沒有顯著的增加，從2006-2010年間，因此於未
來數位匯流時代，有線電視業者要與傳統電信業者在上網服務這一區塊市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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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難度不小。
若我們把目標限縮到網際網路提供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市場
6

時 ，則根據財團法人二十一世紀基金會（2009）的報告顯示，台灣網際網路
的發展，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推展以來，發展十分迅速。不但總用戶數連年成
長，寬頻用戶數更屢創新高。隨著巿場的擴張，提供上網服務的業者數目卻不
增反減，如今已剩寥寥無幾，規模大小的差距更是懸殊。
該報告中亦指出，這些ISP業者中，以中華電信的數據分公司（HiNet)，挾
自電信總局時代繼受而來的的豐沛資源，包括覆蓋率無人能及的終端迴路網、
完整的網路骨幹、充足的技術能力、既有之客戶資料與關係、以及高知名度的
品牌，加上先進者優勢，一開始就迅速取得領先地位。儘管後來雖然新的挑戰
者不斷出現，其領先態勢不僅未曾稍減，更隨著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的
發酵而日益強化。近年ADSL及光纖連線日益普及，HiNet 更挾著與中華電信
ADSL 及光纖電路搭售的優勢，不斷拉大領先距離，占率已逾八成，在ISP市
場上具有絕對優勢的主導地位。
此外，除了HiNet之外，TANet和SEEDNet是另外兩個元老級的ISP。但
TANet乃教育、學術機構專用，不對民間提供服務，與市場上其他ISP顯然不具
有競爭關係。SEEDNet於1992年開始提供產業界網際網路連線服務，1998開始
對一般社會大眾提供服務後，便成為國內最主要的ISP 之一；不過其屬於第二
類電信業者，必須向第一類電信業者租用電路，在市場競爭上較為吃虧，2009
年則與遠東電信集團的新世紀資通合併後，改以新世紀資通之名義在市場上繼
續營業。
最後，儘管過去十年來曾有許多民營ISP 興起，但經過一番淘汰與整合，
如今只剩台灣固網、Sonet、yam 天空超網路（原Giga ADSL）等少數幾家。
財團法人二十一世紀基金會（2009）亦指出，除了HiNet之外，沒有一家市占
率超過10%，彼等之巿占率總和亦不到20%，很難撼動HiNet的優勢；且「網
路效應」或「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的影響，此種商品或服務
之效益，將出現使用者數量增加而增加的現象。照理說這種效果在網際網路
此種立基於開放的標準、網網相連的網路應該擴及整個網絡，任何一家ISP提
供服務，應該都可以因與其他ISP的網路相連而享受到更多的好處；不過，根
據經濟學亦指出，具有外部規模經濟的網路效應將會因為正向回饋（positive
6

ISP的英文是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翻譯為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即向廣大用戶
綜合提供網際網路接入業務、資訊業務、和增值業務的電信運營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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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back）而出現強者恆強的現象，最後使得市場僅有少數廠商得以存活（通
常只有一家獨大）（Author, 1995）；根據這樣的論點，對於HiNet在ISP市場獨
大的現象是可以理解的。

二、ICP服務市場結構7
另外，在網際網路連線的平台上，提供各項資訊、娛樂、教育、零售等內
容的公司，我們稱之為網際網路內容供應商（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ICP），
也是網際網路市場中重要的競爭之地。根據網際網路上的資料顯示 8，台灣目
前主要的ICP業者為「yahoo.com.tw & wretch.cc」、「hinet.net & xuite.net」、
「pchome.com.tw & ruten.com.tw」、「live.com & msn.com.tw」。而根據表4-1
的排名發現，排名第一的為「yahoo.com.tw & wretch.cc」，其次則為「hinet.
net & xuite.net」，排名第三高的入口網站則為「pchome.com.tw & ruten.com.
tw」。
表4-1

台灣主要入口網站及排名

排名 2009年 02月 2009年07月

2010年1月

2011年2月

2012年2月

yahoo.com.tw

yahoo.com.tw

1

yahoo.com.tw
& wretch.cc

yahoo.com.tw
& wretch.cc

yahoo.com.tw
& wretch.cc

2

hinet.net &
xuite.net

hinet.net &
xuite.net

hinet.net &
xuite.net

3

live.com &
msn.com.tw

4

pchome.com.tw
& ruten.com.tw

pchome.com.tw pchome.com.tw

pchome.com.tw pchome.com.tw
& ruten.com.tw & ruten.com.tw
live.com &
msn.com.tw

live.com &
msn.com.tw

yam.com

hinet.net

hinet.net

yam.com

資料來源：2010年以前的資料：http://blog.xuite.net/hinet_marketing/blog/13245564；
2011年資料：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10329/KDVPGK7V3639J.shtml；
2012年資料：http://www.indievox.com/onsaleking/post/78142

表4-2則顯示出台灣主要入口網站的到達率，其中「yahoo.com.tw & wretch.
cc」到達率平均維持在96%以上，遠高於入口網站排名第2-4名的60%~72%之
7

8

ICP是指透過網路提供資訊、娛樂、教育、零售等內容的公司等皆是；其經營業務
主要包含：入口網站、資訊搜尋服務、付費/免費資料庫檢索、內容社群網站、網站
交易/購物服務、廣告代理服務、資訊仲介服務、線上娛樂、以及其他加值服務等。
http://blog.xuite.net/hinet_marketing/blog/13245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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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而且三者之間的到達率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可見「yahoo.com.tw & wretch.
cc」為市場上的重要領導廠商。
表4-2

台灣主要入口網站到達率
2009年2月

2009年7月

2010年2月

yahoo.com.tw & wretch.cc

98.61%

97.30%

96.53%

hinet.net & xuite.net

69.45%

72.69%

63.76%

pchome.com.tw & ruten.com.tw

67.23%

65.91%

63.43%

live.com & msn.com.tw

65.55%

65.28%

60.55%

網站

資料來源：http://blog.xuite.net/hinet_marketing/blog/13245564。

表4-3顯示出台灣主要入口網站的不重複使用人數，與表4-2相同的是，
「yahoo.com.tw & wretch.cc」的不重複使用人數平均維持在120萬人以上，而
入口網站排名第2-4名的不重複使用人數平均則在75萬人到92萬之間，且與第
一名的「yahoo.com.tw & wretch.cc」之間維持在20萬～45萬人之間的差距，可
見「yahoo.com.tw & wretch.cc」在市場上的主導地位。
表4-3

台灣主要入口網站不重複使用人數（單位：千人）
2009年2月

2009年7月

2010年2月

12,131.45

12,337.24

12,073.33

hinet.net & xuite.net

8,543.66

9,217.24

7,975.54

pchome.com.tw & ruten.com.tw

8,270.47

8,357.33

7,933.94

live.com & msn.com.tw

8,064.07

8,276.92

7,573.54

網站
yahoo.com.tw & wretch.cc

資料來源：http://blog.xuite.net/hinet_marketing/blog/13245564。

最後，我們藉由表4-4來觀察各入口網站每位連線者的平均使用時間。從
表中可以發現，網友到「yahoo.com.tw & wretch.cc」的平均使用時間約為400分
鐘以上，遠高於第二～第四名網站的22分鐘～61分鐘甚多，因此「yahoo.com.
tw & wretch.cc」為國內網友最主要的入口網站是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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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台灣主要入口網站平均使用時間（單位：分鐘）
2009年2月 2009年7月 2009年11月 2010年2月

網站
yahoo.com.tw & wretch.cc

447.2

531.1

489.5

406.1

hinet.net & xuite.net

32.1

21.6

44.1

22.6

pchome.com.tw & ruten.com.tw

38.6

61.4

26.1

45.6

live.com & msn.com.tw

70.1

38.4

55.5

33

資料來源：http://blog.xuite.net/hinet_marketing/blog/13245564。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明確地表示，ICP業者中，市場主要集中在「yahoo.
com.tw & wretch.cc」之入口網站上，其次則為「hinet.net & xuite.net」、
「pchome.com.tw & ruten.com.tw」、「live.com & msn.com.tw」等三個入口網
站，不過此三個入口網站的重要性遠不及「yahoo.com.tw & wretch.cc」，在前
述的網路效應之下，其在ICP市場的地位將會越來越穩固。
此外，若ISP業者往下游進行ICP之經營，則有可能對於其他為自有ISP服
務的ICP業者造成競爭上的影響，這部份將來在公平交易法的規範中，要將兩
者視為同一個市場？還是視為不同的市場？則在不同的市場範圍定義下將會有
不同的市場結構，而所對應的公平交易法之適用就有所不同。

三、無實體商店商務發展現況
無店面零售業多樣化通路的建立，其所依賴的媒介常見的有電視、型錄、
電話、網路、人際關係、販賣機器等。依據政府部門的定義，無店面零售業
（Non-store Retailing）係指經銷商不透過店面銷售商品或服務，而是由商品的
所有者或服務的提供者，直接與購買者交易的行銷方式。完整的經濟部定義為
「經營從事以郵件及廣播、電視網際網路等電子媒介方式零售商品之業務。本
商業主要以網路或其他廣告工具提供廣告、型錄等商品資訊，經由郵件、電
話、網際網路下訂單之後，商品直接從網際網路下載或以運輸工具運送至客戶
處。經由電視、收音機及電話銷售商品及網際網路拍賣活動亦歸入本商業。但
不包括應經許可始得銷售之商品」

9

是故，無店面零售業的範圍，按使用媒介之不同，實務上可粗略的區分
9

中華民國99年7月16日經濟部經商字第09902412880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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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電視購物、網路購物、型錄購物、直銷購物、未分類的其他無店面購物。
前三者的銷售方式是藉由電視廣告、網路廣告，發行的型錄目錄將產品或服務
的訊行傳達予潛在的購買者，購買者在藉由電子郵件、電話或網際網路下訂
單，商品直接從網際網路下載、或藉由運輸工具將產品運送至客戶處的商業活
動。直銷購物則是藉由單層人脈或多層次人脈組織的建立，將產品責成由個人
交付個人的交易活動。至於其它無店面零售業是指前述四種交易型態以外的商
業交易形式。
台灣的無店面零售業類別，依據經濟部統計的分類包括網路購物、電視購
物、型錄購物、自動販賣機、直銷購物等五種類型，截至2009年11月五類購物
市場共有4446家公司。其營業額自2001年的774億元，如表4-5，上升至2011年
的1755億元，無店面零售業的營業金額佔整個零售業營業額的比例，則由2001
年的3.14％的比例，持續每年呈現上升之趨勢，至2010年已達4.74％，2011年
出現些微下降。
表4-5

2000-2010年零售業營業額及佔零售業比例統計

年度

無店面零售業(百萬元)

零售業(百萬元)

占有比率(%)

2001

77,483

2,459,850

3.14

2002

81,979

2,585,451

3.17

2003

87,530

2,701,398

3.24

2004

97,826

2,928,073

3.34

2005

112,358

3,093,919

3.63

2006

108,656

3,147,067

3.45

2007

121,645

3,262,902

3.72

2008

138,367

3,230,201

4.28

2009

152,267

3,281,537

4.64

2010

165,885

3,497,037

4.74

2011

175,590

3,721,259

4.71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2001-2012年各年度12月之「「批發、零售業及餐飲業」營運概況動態統計。

雖然台灣無店面營業額佔整體零售業消費金額比例不高，但是它也是我國
零售業重要通路之一。其出現的理由都在於節省消費者購物時間，以及企業的
人力支出成本，經營成功的關鍵則在於提升交易的便利性與資訊的完整性，
讓消費者能夠有充分的時間進行個別產品的價格比較，然後決定購賣決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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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將顯示五種通路所使用的通路媒介，以及該通路的特性、關鍵成功因素、
該類型的典範廠商。
表4-6
類型
名稱

通路媒介

定義

網路 網際網路 透過網際網路
購物
像網路購物平
台進行消費的
行為

電視
購物

電視

無店面的通路型態與特色

廠商或是代理
商透過電視直
接進行銷售

特性

關鍵成功因素 代表性廠商

1.減少消費者時間 1.物流配送的流程 p c h o m e 購
2.多元化產品資訊 2.購物資訊的完整 物中心
性
3.24小時全年無休
4.完善的服務系統 3.即時回應顧客的
問題
4.經常性的促銷活
動
5.網頁的使用方便
性
森森購物台
1.縮短企業與消費 1.購買方便性
2.販賣商品的獨特
者的距離
2.宣傳費用比電視 性
3.良好的促銷廣告
廣告來的低
媒體資源
3.消費者快速回應
4.實現人們在家購
物的行為
1.單一產品款式完 DHC美妝保
1.產品資訊完整
健
整性
2.人力成本低廉
3.產品分類清楚， 2.商品種類多樣性
3.租金成本較低
縮短購物時間

型錄 紙本或 透 過 展 示 目
郵購 電子目錄 錄，讓消費者
進行選擇及確
認購買商品並
完成購買手續
機器
特殊的交易媒 1.縮短購物時間
自動
介 （ 如 ： 硬 2.薪資成本降低
販賣
幣）進行交易 3.提升產品知名度
機
4.減少零售商的費
用
5.商品的體積較小
直銷 人員/電 由銷售人員直 1.縮定目標顧客
話
接與消費者接 2.雙向資訊交流
觸並販售商品 3.回購率很高
資料來源：2010年商業服務業年鑑，表7-2。

1.自動化降低成本 p a y e a s y 商
2.地點適切性
品自動販賣
3.全年無休24小時 機
服務

1.客制化的服務內 Nu skim直
銷商
容
2.購買便利性
3.產品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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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網路購物現況
根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2010年3月公佈，2010年「台灣寬頻
網路使用調查」報告，截至2010年2月12日為止，台灣地區上網人口約有1,622
萬，相較2009年1,582萬人，增加約40萬人，顯示我國網路市場市正持續擴大
中。由於網際網路市場不斷擴大，而且目前開發出來使用功能更多元，可看出
網際網路的未來前景無限，潛藏著無限的商機。
根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2010年3月公佈，2010年「台灣寬頻網
路使用調查」資料顯示，台灣近五成的民眾曾使用過網路空間、網路影音娛
樂、網路購物、線上遊戲或網路社群之網路服務。從上述之研究資料看出，台
灣民眾對於網際網路的使用已經呈現某些程度的依賴。網際網路的普及與方便
性有效改變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從過去僅到實體通路購物的消費習慣，衍生出
新興交易模式─網路購物。
10

根據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的估計 ，2010年台灣電子商務市場
規模達新台幣3,583億元，較2009年成長21.5%，其中B2C市場為新台幣2,053億
元，C2C市場為新台幣1,530億元；在B2C市場中又以旅遊市場的規模最大，佔
B2C整體市場的48.9%。2010年中華民國電子商務年鑑顯示，C2C市場的營業
規模已達新台幣2,022億元；相對的，B2C的市場規模則提高至新台幣2,597億
元，前者成長41.7％，後者成長53.8％。均呈現台灣社會網路購物快速發展的
現象。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則表示，我國2011年的B2C電子商務市
場達到新台幣2,500億元，較2010年成長25%，但相較於之前年成長率達到4成
11

的情形，已經出現市場漸趨飽和與成長率下降的現象 。
至於B2C市場的交易內容，該年鑑也指出，2006-2010年間，B2C交易第一
名的產品為服飾精品，其次為美容保健、書籍雜誌、資訊電子、票務等產品，
而C2C的交易，台灣網友最常使用的拍賣網站分別為奇摩拍賣、露天拍賣、樂
天拍賣、Hinet拍賣。
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各賣家如何建構自己的銷售網站，是一個重要的
觀察點。圖4-1為2009年台灣電子商務網站架站的方式分類，主要的網站架在
入口網站所經營的開店網站上，佔全部電子商店的58%，而自行架站的電子商
10
11

2011-02-2309:17時報資訊
2011-12-13，工商時報，「MIC：台灣電子商務成長趨緩」，http://news.chinatimes.
com/tech/171706/1220111213004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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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網站則僅有12％，另外的30%則是兩者都有。而利用的入口網站有67%的電
子商務網站建構在PChome的商店街（複選），但若我們將Yahoo!奇摩拍賣、
Yahoo!奇摩超級商城、Yahoo!奇摩購物中心等三個網站的架站比例加總後，則
發現總比例達67.9%，比PChome的商店街的架站比例還高；而排名第三名的
電子商務架站所在，則為露天拍賣，佔30.1%。至於其他的電子商務網站選擇
的架站處所佔的比例則皆在15%以下，因此我們可以歸納整體電子商務交易平
台網站的市場結構上，以兩大（PChome的商店街及Yahoo!奇摩）一小（露天
拍賣）的規模分佈著，並有其他許多佔有率並不高的網站架設平台。不過在這
些電子商務網站架設平台中，momo富邦購物網、EHS東森購物網等平台較為
特殊，因為這些網站有著另一種無實體商店的交易平台：電視購物。未來在數
位匯流之後，無商店商務交易中的電視購物若結合其在網際網路上的電子商務
網見架構平台，則將對於兩種市場造成新的火花。後續發展為何，值得令人期
待。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09年12月

圖4-1

電子商店網站架站方式

上述為針對建構電子商務供給面網站架設時所選擇的平台分析，以下則是
針對使用者所使用的電子商務平台進行需求面的分析。根據圖4-2可以發現，
台灣網友最常使用的網路購物網站為Yahoo!奇摩購物中心，達68.55%；其次則
為PC home購物中心、博客來網路書店、及Yahoo!奇摩購物購物通，皆達30％
以上的使用比例以上，其他的網站則比例在21.3%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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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此題為複選題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09年12月

圖4-2

2009年台灣網友網路購物所選擇之網站

圖4-3

2009年台灣網友網路拍賣所選擇之網站

其次，若我們僅專注在網路拍賣的市場中發現，圖4-3顯示，網友所使用
的網站以進行網路拍賣之時，則大部分的網友會選擇以Yahoo!奇摩拍賣為最主
要的拍賣平台，其次則為露天拍賣，再其次則為樂天拍賣與Hinet拍賣。因此在
網路拍賣平台上，Yahoo!奇摩拍賣為市場上主要的廠商。
綜合網友進行網路購物之網站平台與網路拍賣之網路平台來看，Yahoo!奇
摩的網站都有絕對的優勢，其在需求面的市場優勢地位，可說是非常明顯。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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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效果下帶動市場正向回饋的發酵，進而達成市場需求面的規模經濟，則
在鎖住效果下，市場地位將更為牢固。若進一步將電子商務商店建構平台、網
路購物之網站平台、與網路拍賣之網路平台的選擇綜合來看，則發現Yahoo!奇
摩與PC home為市場中兩大平台，因此台灣的電子商務市場原則上是由兩大主
要電子商務平台（綜合供給面與需求面）與一些小型平台所共同組成。

五、網路購物平台個案介紹
目前台灣網路購物平台甚多，每家提供的服務及收費方式也不儘相同，現
12

分別說明如下 ：
（一）PChome商店街
PChome商店街截至2010年5月28日為止，共有8137家店，店內銷售產品以
婦幼商品為主。目前市場上知名的網路名店有哈肯舖手感烘培（吳寶春冠軍麵
包）、紅豆食府、頂呱呱食尚管、鬍鬚張滷肉飯及高雄福華大飯店等約300家
店。加入的開店費用為新台幣3萬6千元，年費第二年起年費為新台幣1萬元。
交易費的收取方式是不分類別一律收取營業額的2％。目前PChome購物在2010
年的營業金額已高達新台幣115億元。
（二）樂天網路購物中心
樂天網路購物則以美食及銷售日本樂天商品為主，截至2010年4月底共有
1690家商店參與，網路名店則有香帥蛋糕、爭鮮、高記、李亭香餅店、金格唱
片、無印良品等約80家。參與樂天網路購物開店費為新台幣1萬五千元，年費
則為3萬6千元，交易費的收費標準為不分類別一律收取營業額的5％。
（三）Yahoo奇摩超級商城
Yahoo!奇摩超級商城以流行服飾及美妝產品為主，搶攻女性市場，截至
2010年5月28日共匯集1,069家店。網路上的知名店有松青、日本BEST電器、莎
莎、麗嬰房、美而美等超商50家。加入Yahoo!奇摩超級商城的開店費為新台幣
1萬五千元，年費和樂天網路購物一樣為新台幣3萬6千元。交易費的收取依不
同類別收取，最低的影音家電收取交易額的0.5％，最高的女裝則收取交易額的
5％。
（四）博客來
博客來數位股份有限公司於1995年成立，為兩岸三地最早成立之網路書
12

以下資料取自2010商業服務年鑑，表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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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到2010年底已擁有超過350萬會員加入博客來，其中有6成為女性會員，
20~39歲的會員佔比達71%，超過55%的會員是居住在北台灣地區。公司經營
項目有：文化領域商品與百貨領域商品。前者包括：中外文圖書、中、英、日
雜誌、專業考用書籍與報名簡章、CD、DVD影音商品、票務販售（包含電影
票、演唱會、藝文展演、展覽會、旅遊相關…等）。後者包括：美妝、保養及
保健商品、流行服飾及配件商品、美食飲品、創意生活商品、玩藝玩具商品、
3C商品、家電商品。其營業額於2009年營業額達30億；2010年營業額突破40
億元。2010年出貨件數：622萬件。到2010年底已擁有超過350萬會員加入博客
來，其中有6成為女性會員，20~39歲的會員佔比達71%，超過55%的會員是居
住在北台灣地區。
（五）愛合購
愛合購網站以團購為主訴求，美食店家占7成以上，截至2010年5月為止
參與廠商共15,632家，網路上的知名店家有相帥蛋糕、阿舍乾麵等美食店，
以及Costco的合購參與，愛合購不須開店費，也不需繳交年費，也不收取交
易費。
（六）SHOP2000
SHOP2000則以服飾為主，手工製商品最齊全，截至2010年9月底為止共有
29,863家店參與，SHOP2000店以批發商品品牌為主，並未以名店作為特色商
店，開店費用與交易費全免，但酌收年費，三年收新台幣6,500元。
（七）Yam天空商店街
Yam 天空商店街以名人店為主力店家，吸引消費者目光，預計2010年年底
開店家數到達2,000家，中間名人店家數達100-200家，網路名店有超級偶像2、
林吟蔚成立的Sweetie Pie假髮女王、蔡明亮導演的蔡李路咖啡、陳怡安的手工
肥皂店等。開店費新台幣3萬元，不用年費，交易費不分類別一律收取營業額
的2％。
（八）福利社百貨
福利社百貨則以精品為主打產品，於2010年6月正式開站，上線開店的已
有40-50家，未來將有60位以上的東森購物店家進駐。網路的知名店家有金石
盟、約克精品等，參與廠家的開店費與年費均免，交易費則不分類一律收取營
業額的2％。國內中小企業產品或服務的銷售，除可藉由國內購物平台進行販
售外，亦可以透過此平台將商品銷售到國外市場，例如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0
年6月舉行推動中小企業國際網路行銷新通路啟動儀式，透過阿里巴巴、賀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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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e-Bay、樂天市場4大電子商務平台，即協助300家以上台灣中小企業拓
展海外網路通路，創造新台幣900萬元以上海外網路商機，其中有75家將透過
樂天進軍日本，並免費提供店家開店課程。

六、電視購物平台個案介紹
（一）東森購物
台灣的電視購物最早可以回溯至1992年，但一直沒有發展得很好，直到
1999年東森購物成立後，才出現大規模的消費市場。東森購物台於1999年8月
成立，隸屬於東森媒體集團，其主要股東為「遠東倉儲公司」（「東森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前身）。東森購物資本額5億元，每年營收幾乎都以驚人的速度
成長，從2000年的5億元、2001年的22億元、2002年的72億元、2003年的153億
元、到2004年213億、2005年近300億元，2006年2007年、2008年的營業額都維
持在新台幣300億元以上的高速成長，從開始到2008年共成長60倍。這個數字
打破台灣所有電視台的營收紀錄，也開創台灣電視經營的新型獲利模式。
2008年東森購物的董事長王令麟因故將公司賣給新加坡匯亞資金管理創投
公司，公司仍維持東森得意購的名稱，2009年公司營運維持新台幣300億元左
右的營業額。2010年因為森森百貨（U-Life購物台）的再起，取得市場上電視
收視戶318萬戶的市場，至使東森得意購電視收視戶的市場，大幅萎縮到只剩
下190萬戶。未來可能會嚴重影響東森得意購的營運績效。
（二）U-Life購物台
U-Life購物台係由東森投資公司所投資，目前自市場上9條電視購物頻道中
佔有5個頻道，涵蓋的電視收視戶共計有318萬戶左右，其在電視購物市場約佔
有40％的比例，其銷售通路包括網站、型錄、電視等三種類型。目前的定位為
替供會員最完整與真實的商品資訊，以及「又好又便宜」的商品。2010年營業
額為新台幣50億元，預估2011年營業可上看新台幣100億元。
（三）富邦MOMO購物台
富邦MOMO購物台係由富邦集團所投資，在國內電視購物9個頻道當中佔
有3個頻道，公司成立的時間為2004年，公司經營的定位為以多元通路提供消
費者滿意的購物體驗，引進韓國商品，創造商品的差異性。
富邦MOMO購物台的銷售通路平台有：網站、型錄、電視、藥妝店、百貨
公司等五種類型。換言之，富邦MOMO購物台產品的銷售是採虛擬通路與實體
通路並行的方式。富邦MOMO購物台2010年整體的總營收為新台幣15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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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2011年整體總營收可達200億元。
（四）VIVA TV購物台
VIVA TV購物台為中國信託投資成立的中購媒體股份有限公司所設立，成
立的時間為2005年的8月，2009年日本三井集團投資入主為最大股東。公司的
定位為以女性為主要述求的對象，落實優質生活的購物環境。VIVA TV購物台
已精製產品的銷售為目標，所以在國內目前稀少的9個電視購物頻道中，指取
得59頻道一個頻道作為她與消費者購通的頻台。主要客原以25歲-49歲的女性
為主體，目前擁有會員述300萬人。
VIVA TV購物台於2007年8月達成損益兩平，2008年則出現獲利的好績
效。2010年推出Tokyo Life日本商品專案節目時段，同年10月推出「今日強強
滾」節目。2010年的營業額約為新台幣60億元。

伍、數位匯流下四C產業市場可能之競爭分析
針對本節將討論我國有線電視產業與電信產業目前業內所可能產生的公
平交易法問題，其中有線電視產業部份包括其上下游節目購買的不公平競爭
及電視購物頻道出租可能出現的差別待遇問題、電信市場部份包括固網互連
（peering）獨占力濫用或差別待遇、其他行動通訊廠商向中華電信租用專線時
的出租獨占力濫用、數據市場上ISP業者與中華電信互連獨占力濫用或差別待
遇、通訊業者欲進入視訊市場的進入障礙、中華電信xDSL與Cable Modem的競
爭、及視訊、數據、通訊等三種服務成批定價的問題，以下將分別針對這些議
題所產生的競爭問題進行分析討論。

一、台灣四C產業匯流現況
未來四C產業的匯流，在台灣主要為有線電視產業與電信產業兩者間的匯
流，而匯流能否成功端視兩者間提供彼此服務的難易程度而定。圖2-13則為匯
流下兩產業所面臨的競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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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匯流下電信產業與有線電視產業將提供的服務

至於台灣目前數位匯流的狀況，則可從表5-1的內容來加以了解。因此，
國內最積極推動者，便是同時擁有這三種服務之網路者，其中以傳統的「電信
13

三雄」最為積極 。不過，近來「旺中集團」積及佈局，併購有線電視的「中
14

嘉集團」，因此可能為整個數位匯流之後的市場結構帶來新的可能 。

表5-1
電信

台灣與4C產業皆有相關之企業集團

有線電視

網際網路

電子商務

其他優勢

中華 固網：中華電信 新 媒 體 平 ISP：HiNet
HiNet拍賣， 擁有通路商神
電信 行動：中華電信 台：MOD PWLAN：HiNet 經營政府委託 腦國際
政府採購網
ISP：
富邦 固網：台灣固網 MSO：
集團 行動：台灣大哥 凱 擘 ， 台 台灣大寬頻
固媒體
大
[註3]

13
14

MOMO購物網

富邦金控旗下
資源

http://tw.stock.yahoo.com/news_content/url/d/a/110205/1/2flb4.html，中央社，「數位
匯流來臨 電信三雄搶商機」，2011/02/05。
http://money.chinatimes.com/news/news-content.aspx?id=20110430000475&cid=1211，
中國時報，「旺中寬頻收購案 有條件過關」，2011/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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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

有線電視

遠東 固網：新世紀資 無
通
集團
[註2] 行動：遠傳電信

網際網路

電子商務

其他優勢

ISP：新世紀資通 Gohappy購物 擁 有 實 體 通 路
（併購Seednet） 網
百貨眾多（愛
買，遠東百貨，
PWLAN：安源通
SOGO百貨）
訊（Wifly）

I S P ： 中 嘉 寬 頻 森森百貨U-Mall 旺旺媒體集團資
旺中 無（未來可利用 MSO：
寬頻 中嘉之纜線資源 中嘉網路 （BB寬頻）
源（中視，中
[註3] 開發電信事業）
天，中時報系）
說明：註1：富邦集團下的4C產業已統一品牌名稱為：台灣大匯流（集合台灣大哥大，台灣大寬頻及其他
企業）。
註2：遠東集團旗下的遠傳電信，新世紀資通（Squard），原數位聯合電信（Seednet），安源通訊
（WiFly）整合為“遠東集團電信事業群”，由遠傳電信進行主導規劃。
註3：旺中寬頻媒體為旺旺集團整合國泰金控前副董事長蔡鎮宇，東森國際（王令麟），寶福有線
電視及聯維有線電視的業者，目前已由公平會有條件通過，在此先行列入未來的佈局狀況。

就中華電信而言，由於擁有81.5萬MOD用戶（視訊服務客戶）及950萬行
動電話用戶（語音服務客戶）的市場地位，積極針對網際網路、服務平台、內
容、終端及服務等部份進行整合，期望落實數位匯流後「多螢一雲」的目標；
其以Hifree平台做旗艦服務，提供PC、MOD、手機服務，今年並將電視螢幕延
伸至iPad等行動裝置，2012年MOD客戶數已突破116萬戶。
而在台灣大部份，由於併購凱擘之後，將同時擁有凱擘的113萬及台固媒
體55萬的有線電視用戶（視訊服務客戶），加上630萬至640萬行動電話用戶
（語音服務客戶），並於2010年11月推出國內第1個「四螢一雲」（四螢：電
15

視、電腦、手機、平板電腦，一雲：雲端技術）服務。 其整合富邦集團旗下
之台灣大（電信）、台灣固網（固網）及台固媒體、大富媒體（有線電視系統
營運商）等集團資源，推出「台灣大匯流」服務，結合雲端技術及聯網電視服
務，目前預定提供的服務包括聯網電視、MyPhoto大相簿及ezPeer K歌服務。
為了彌補本身內容上的不足，台灣大也打算與三立、民視合作自製內容，並於
2012年一月將宣布和三立、民視與中天合作成立台灣優視公司，將推出三個高
16

畫質（HD）頻道 。由此可見，台灣大所推出的「台灣大匯流」讓雲端技術正
15

16

四螢一雲，指的是要打造數位匯流迎向四大螢幕及雲端運算。這個新名詞最早是二
○○九年底微軟執行長鮑默爾（Steve Ballmer）來台提出的「三螢一雲」概念，指
未來消費者生活中最重要的三個螢幕：電視、電腦、手機，都可透過雲端技術上網
與瀏覽內容，而四螢則是加上平板電腦。
非凡新聞週刊，http://fund.pchome.com.tw/magazine/report/po/ubnweekly/3369/129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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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走入台灣家庭生活，橫跨電信、網路、媒體內容產業，結合付費機制，形成
17

完整的匯流服務 。
至於遠傳電信部份，雖然有630萬至640萬的行動電話用戶（語音服務客
戶），因缺乏有線電視的客源基礎，目前暫時由遠傳合併新世紀資通後，轉
型為ICT綜合型電信集團，並以發展電子商務及數位家庭相關服務為主。遠傳
的發展模式較不同，其以現有之基礎出發，積極發展內容應用，並認為後端
應用是數位匯流決戰重點，與中華電信與台灣大等從市場佔有率的角度來思
考有甚大的不同。遠傳電信認為，旗下所擁有的加值服務平台S市集，上架應
用服務超過30萬個，並有25個行動應用程式登上中國移動MobileMarket，並以
東南亞、Conexus行動通訊聯盟等華文市場為主要發展方向，朝內容開發、閱
18

讀及遊戲等方向進一步發展 。此外，遠傳電信於2010年12月推出的行動電視
（Mobile TV）部份，只要訂戶付一次錢，便可一般電腦、智慧型手機與平板
19

電腦等裝置上同時收看，為「三螢共看」，目前已累積超過10萬名用戶 。
最後是旺中寬頻集團進入數位匯流的競爭中。2011年4月，公平會以附加
11條款通過旺中寬頻收購中嘉網路，國家通訊暨傳播委員會已於2012年7月通
過旺中併購案（但附加三項停止條件，包括旺中必須與中天新聞台完全切割、
中視新聞台轉型為非新聞台、中視要設立獨立新聞編審制度等）。由於通傳會
同意旺中寬頻收購中嘉網路，旺中寬頻已成為全國第二大有線系統台，在數位
匯流、有線電視數位化的發展下，台灣有線電視與網際網路服務的提供等市場
已出現重大變化。旺中寬頻收購中嘉網路將有助於該媒體集團之整合，讓「旺
旺集團」將之前所持有的中時集團的報紙與雜誌，加上併購中嘉網路之後所增
加的有線電視台等，使得該集團在媒體的部份將更為完整，在數位匯流的發展
20

下，旺中寬頻的後續發展，可能對傳統的電信三雄帶來相當之威脅 。
根據表5-1的整理，我們亦可發現，未來單一集團同時提供多項服務的特

17

18
19
20

760095227005001.htm，最後瀏覽日期：2011/7/12。
http://mag.udn.com/mag/digital/storypage.jsp?f_ART_ID=291004#ixzz1Rrlq0MUC，聯
合報「四螢一雲共享 台灣大匯流年後啟動」，2010/12/28。
http://tw.stock.yahoo.com/news_content/url/d/a/110205/1/2flb4.html，中央社，「數位
匯流來臨 電信三雄搶商機」，2011/02/05。
http://udn.com/NEWS/ENTERTAINMENT/BREAKINGNEWS8/6442412.shtml#ixzz1RrmkAqSC聯合
報「遠傳影音用戶突破十萬戶」，2011/07/06。
http://money.chinatimes.com/news/news-content.aspx?id=20110430000475&cid=1211，
中國時報，「旺中寬頻收購案 有條件過關」，201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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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數位技術上的匯流所帶來的整合服務匯流，將使得各集團的服務出現整
合性服務平台，同時提供視訊、音訊、網際網路連線的服務；因此我們可以預
期的是：在台灣的數位匯流產業的發展，將越趨於集團化，而各集團也透過自
己所建構的平台，同時提供多重的整合性服務（服務平台匯流）。

二、有線電視上下游節目購買之不公平競爭問題
從第2節的討論中發現，台灣有線電視市場不但在上游的頻道供應商、頻
道代理商等部份產生集團化現象，而下游的系統商也同樣出現類似的集團化現
象；而我們如果再仔細地觀察，其實會發現，有線電視上下游的集團化情形，
其實是屬於變相的垂直整合；而這樣的現象，可能引發的不公平競爭問題，一
部分在於非集團內頻道廠商在對下游系統集團的販售問題，另一部份則是下游
非集團內系統廠商購買集團化之頻道時的問題。根據文獻的討論，在有線電視
21

頻道商與系統商間垂直整合之可能利益如下：

（一）降低交易成本。當頻道節目供應者與系統經營者垂直結合時，就上
游頻道商而言，因為已經上下游垂直整合，因此可確保有系統業者可以播出；
而就下游系統商而言，則可確保穩定的頻道來源，因此有線電視上下遊的整
合，對於雙方均可經營變動之風險，也降低彼此談判的交易成本。
（二）頻道供需關係穩定。在目前有線電視市場結構不是區域獨占就是雙
占的情形下，如下游系統商與上游頻道節目續約未能順利完成，則有可能因為
22

雙方的僵持不下而發生斷訊爭議。 若上游頻道商與下游系統商垂直結合，則
能使節目之供需關係相對穩定。
（三）提供多元化網路服務。未來在數位匯流下，使得提供影音娛樂、數
據、語音等服務的相關產業，利用同一載具而傳輸到每個家庭，甚且是每位消
費者身上。而有線電視上下游業者間之垂直結合，將可因為資金、人力與技術
的集中，而有更多的資源投入相關服務的提供，透過範疇經濟的實現，對消費
者提供更為多元之娛樂、資訊、電信等綜合性服務，讓消費者可以因為一次購
足所有服務而更為方便。
21
22

以下論點出自：http://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34385/9/26101109.pdf，
最後瀏覽日期：2011/07/07。
以1997年與1998年力霸東森與和信集團之間的斷訊現象來看，雙方因頻道續約未能
談成，以致於此兩大集團互不授權播，讓自己的頻道節目在對方系統商中播出，影
響消費者收視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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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高頻道商提供新節目之意願。由於上游頻道商因與下游系統業者
結合而取得節目獲得播出之保障，降低頻道商推出新節目之投資風險，進而提
高頻道商推出新頻道節目之意願，增加頻道節目之多樣性，也有利於其他與節
目製播相關行業之發展。
不過，有線電視上下游廠商垂直整合也有可能對競爭帶來負面的效果。首
先，垂直整合後之頻道業者可能對下游其他系統業者出現封鎖市場之效果，也
就是說垂直結合之頻道商拒絕對結合事業以外之系統業者授權其播出所屬之節
目，或者是給予差別待遇，提高其他系統業者之成本，降低其他系統經營者的
市場競爭力。其次，垂直整合後之下游系統業者可能向上游非集團內之頻道商
進行封鎖市場的情形；如垂直結合後之系統商拒絕播出，讓其他非與其垂直整
合之頻道商所屬之節目，無法進入該垂直整合之系統中播送，降低其頻道節目
的普及率，或是給予價格上的差別待遇，減少非垂直整合之頻道商的營收，從
而使其處於不利競爭之地位，甚至退出市場。以上兩者即為我們前述的垂直整
合集團化後對市場競爭的主要影響，使得未參與結合之事業不易競爭，或形成
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之障礙，造成有線電視市場結構更進一步集中化。
最後，由於有線電視的上下游垂直整合與頻道商、系統商集團化的發展，
未來在市場上的競爭將變成集團對集團的競爭，而不再是個別頻道之間或系統
商之間的競爭；因此，未來台灣有線電視市場開放為全區後，集團間的競爭可
能更為激烈，也可能因為市場人數減少而造成更為妥協。

三、電視購物頻道出租可能出現的差別待遇問題
台灣有線電視產業中，一般類型的頻道，大多由系統業者付費向內容產製
（頻道）者取得內容播送；唯有電視購物因為具備通路特性、系統業者又無法插
播廣告，是由電視購物業者付上架費給系統業者，就如同電視購物業者向系統業
23

者租用頻道 ，與前述由下游系統業者付費給頻道業者的方式有明顯的不同。
而台灣有線電視購物頻道未來會出現的問題，主要是因為上下游垂直整合
的集團，有可能讓非集團內的購物頻道無法上架，或是以較高之價格的方式向
其索取上架費，而造成非集團內之購物頻道面臨較高成本的不公平競爭問題。
舉例而言，若有一集團同時擁有購物台及系統台，則所屬的購物台將因為集團
下擁有收視戶眾多的有線電視系統，在垂直整合的情形下，相對於其他非集團
23

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王令麟衝電視購物 市場洗牌」（http://cbit.pixnet.net/blog/
post/30018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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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購物頻道而言，在成本上可能因為較低的上架費而具有相對的成本優勢；甚
且，由於該集團為了維護自身購物台的獲利，而在下游的有線電視系統中，避
免讓其他購物頻道上架而進行市場封鎖的行為。
就目前而言，上述的情形尚未有前例發生，而是發生如2010年1月的「優
購物」與「東森購物」之間的上架競爭問題。之所有會有此一事件發生，在於
法令上規定，電視購物頻僅可占所有頻道的10%，因此購物台可擁有之頻道相
對有限，而2009年底前的三大電視購物業者東森購物、富邦momo與ViVa TV
等三家業者已共持有九個頻道，已達到購物台數量上線，因此在2009年之前的
每年第四季，各電視購物業者便會積極與系統業者洽簽隔年新合約。而在2009
年第四季時，前「東森購物」頻道經營者王令麟透過「東森國際」，向中嘉、
雙和、大世界、遠富、大高雄、鼎豐、大信等七大系統業者簽約，成為頻道代
理商，其中「中嘉」便有五個頻道原本是由東森購物上架；王令麟為取得代理
權，以高於2009年購物頻道上架費的價格再加三成，並且承諾簽下三年的長
約，進而取得眾多有線電視系統商的購物頻道上架代理權；根據台灣有線寬
頻產業協會的說法，2009年以前「東森購物」每年支付約4億元上架費給中嘉
集團，而在2009年第四季與中嘉洽談2010年上架費時，便因代理權在王令麟
的「東森國際」手上，使得談判破局，最後出現2010年1月「東森購物」台被
「森森購物」所取代上架的情形。
上述的事件，除了表示電視購物商機之龐大外，亦表示當有線電視系統商
之購物頻道上架費委託同一家代理商進行談判時，則因為賣方力量的提昇，而
增加了買方的成本；而更重要的是，當此一代理商又有自己的購物頻道可以替
代其他購物頻道時，則可能形成對其他電視購物頻道商藉由上架費的談判破局
而阻礙其他購物頻道上架的可能，增加自己頻道上架的機會，因此可能有限制
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四、固網與ISP互連（peering）獨占力濫用或差別待遇的問題
固網屬於有線電話網路，為電信法中之第一類電信業務。固網業務包括市
內電話、長途電話、國際電話的經營及電路的出租， 經營方式包括語音及數據
（如網際網路）傳輸。固網的經營完全依賴綿密的有線網路，投資成本較大，
但可以進行到 戶服務，通訊不容易受到地形、天候影響，這是與無線通訊（如
行動電話）最大的不同點。
由於電信固定網路業務必須架設有線網路，所需時間及成本較大，因此當年

從數位匯流相關產業之發展看公平交易法執法之挑戰

91

台灣為了固網市場開放與新進業者競爭力的提昇，使獲准經營固網的業者能儘快
提供服務，當時的交通部電信總局建立網路互連協定，規定中華電信公司必須開
放連接每戶家庭的最後里程網路給新進固網者承租經營，擴展新進固網業者提供
服務及擴大服務網路的可能性；當時，電信總局也透過號碼可攜性的設計，讓一
般民眾不須更換原有號碼的情況下，自由選擇所欲使用的電信業者與固話服務。
另外，固網另一部份則是網際網路服務互連（ISP Peering）的問題；由於
網路產業的價值基礎在於上網用戶數，因此大型網路業者在互連時具備較大的
談判優勢，全球業界慣例是規模較小的ISP需付費給規模較大的ISP。
台灣在2009年4月，台灣固網為抗議中華電信單方面向其他業者收取高額
的網際網路互連費而暫緩支付此比費用給中華電信，進而向NCC申請裁決；另
一方面，中華電信則認為台灣固網租用中華電信網際網路頻寬服務，卻未依據
租用合約給付費用，自行限縮與台灣固網互連的部分頻寬，引起台固與新世紀
資通不滿，並向NCC申請仲裁並與中華電信協商調降互連費。
當時台灣固網表示，中華電信HiNet在台灣網路互連市佔率高達75%以
上，具有絕對主導的優勢地位，其他固網ISP業者都無法承受與中華電信斷線
的結果，而這也讓中華電信濫用市場力量，扼殺台灣固網ISP業者的生路，以
台灣固網ISP業者生態來看，將無獨立生存的空間，並且將會進一步影響到台
灣網路數位內容產業的發展。此外，台灣有高達75%的網路主機建置在中華電
信機房內，並且有八成寬頻用戶使用該公司上網服務，相對於其他ISP，中華
電信在互連費用上具有很大的談判優勢。然而，互連費用高只是產業寡佔的結
果，雖然最後NCC強勢要求中華電信降低該項費用，但在實際的市場結構方
面，一樣無法解決ISP市場因硬體所有權集中所演化的大者恆大的發展趨勢。
而根據王明禮等人（2009）的研究指出，互連之成本遠低於轉接服務，
國外ISP若提供付費互連服務者，其費率往往在轉接費率之一半以下，HiNet之
互連價格卻高於美國ISP之轉接價格；其次，HiNet 之地位相當於美國第二級
ISP，收費卻較美國第一級ISP更高；HiNet的互連費率，除了在2004、2006年
間曾在主管機關的壓力下略加調整外，始終難得調降。剛調整時也許尚稱合
理，後來就相差懸殊了。最後，HiNet之互連費率，前500Mb（或1GB）之費率
等於半價。HiNet表面上之理由為扶植小ISP，實際上很難不給人打擊主要對手
之連想。
24

24

王明禮等人（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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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年度

美國轉接費與台灣互連費率對照表

美國第一級ISP轉接費率
USD$/Mbps NTD$/Mbps

2000年中
2002年底
2003年底
2004年中
2005年中
2006年初
2007年中

N/A
N/A
N/A
N/A
25
20
15

12,500
2,800-3,600
1,000-2,100
680-1200
850
680
510

2008年底

10

340

2008年9月

(Level 3) 6-9

204 - 306

HiNet互連費率
NTD$/Mbps
10,000
10,000
10,000
7,500
7,500
1,500 (1st 500Mb or 1st GB)
3,000 (> 500Mb or 1GB)
另依是否符合所開立之「分級折扣優
惠條件表」，給予不同折扣。

資料來源：王明禮等人（2009）

最後，劉孔中（2011）表示，因為這樣的因素，使的台灣寬頻服務與日
本、韓國相比顯得又貴又慢，主流產品傳輸速率只有日、韓的二分之一至四分
之一，即使同樣100MB，月租費也較日、韓兩國高過153~395元；其認為，中
華電信在網際網路互連市場上近乎「獨賣」，其他電信業者無法掌握連到民眾
家中的最後一哩； 其指出，日韓寬頻雙向傳輸都在100MB以上，但中華電信
主流商品下載只有50MB，上傳更只有5MB，台灣與日韓的網路傳輸速度差距
25

甚大。

劉孔中（2011）亦指出，台灣寬頻建設與服務的進步，關鍵在從電信機房
到家戶的用戶迴路的最後一哩掌握在中華電信手上，而釋放給其他業者使用的
比例太低，目前僅不到0.01%，而嚴重影響到其他相關業者與產業（如內容產
26

業）的發展。 雖然王明禮等人（2009）與劉孔中（2011）等都認為，最後一
哩集中於中華電信而使得電信市場缺乏競爭，是為台灣電信建設速度緩慢的最
主要的關鍵；未來在數位匯流之下，頻寬的大小將可能對各國電子商務及網路
視訊等服務的提供具有關鍵性的影響，進而影響台灣在新型態網路市場服務的
發展上相對弱勢。
25

26

http://money.chinatimes.com/news/news-content.aspx?id=20110711000300&cid=1206，
2011/7/09，中國時報。
http://money.chinatimes.com/news/news-content.aspx?id=20110711000300&cid=1206，
2011/7/09，中國時報。

從數位匯流相關產業之發展看公平交易法執法之挑戰

93

五、行動通訊向中華專線出租獨占力濫用的問題.
由於行動通訊業者在固網還未開放完全互連以前，基地台接收到訊號後，
必須利用數據專線將這些訊息連接到後端話務機房，而這些傳輸訊號的數據專
線，卻是必須要向中華電信租用，才能將這些訊號連回自家話務機房，因此形
成了專線租用的費用，是為行動通訊業者在經營行動通訊業務時的一筆成本。
若固網開放互連，則各家業者可望藉由「固網互連」而減少專線租用費用的支
出，對於未來各代的行動通訊都有相當助益，且對於國內ADSL或是光纖服務
相信也有所幫助。
不過目前因為前述的接續費問題，我們可以理解，若固網互連的接續費問
題一直沒有辦法解決，而數據傳輸的網路有主要掌握在中華電信手中，則對於
行動通訊業者來說，這筆費用的訂定便不是由市場所決定，而是由掌握基礎設
施的中華電信來決定；而其他行動電信業者便會因為付出此筆費用，而比中華
電信的行動通信部門有較高的成本，形成不公平競爭的情形。

六、視訊服務：通訊業者進入視訊市場的障礙濫用問題27
由於科技的快速發展，網路科技已可用以傳輸語音及影像訊號，加以網路
傳輸所衍生之費用相對低廉，傳統的語音通信遂因各式新興的替代性服務（如
電子郵件、網路電話）而逐漸喪失其競爭能力，於是電信業者（特別是固定
通信業務經營者）開始利用其電信線路提供網際網路接取服務，以及利用其提
供寬頻網路接取服務之便，運用網際網路協定傳輸節目訊號跨入傳播市場。
黃琳君(2009)指出，資訊的IP化，使通訊以及傳播服務間的整合性越來越強，
如美國的電信業龍頭AT&T公司推出之U-Verse服務，乃一項結合了數位語音
（digital voice）、視訊（video）、寬頻接取，以及AT&T公司既有之固網、行
動通信服務所構成之「四合一服務」（quadruple play），其主要競爭者Verizon
公司亦因完成光纖到府（Fiber-to-the-Home, FTTH）線路之架設而提供類似的
四合一服務，這些服務中，以透過網際網路提供頻道節目內容之「IPTV服務」
最受到矚目。
黃琳君（2009）指出，IPTV服務為 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網路電
視）之簡稱，並定義IPTV服務為利用封閉或開放網路系統提供影音視訊內容或
資訊傳輸功能者，並可透過電視機或電腦收看之服務。根據黃琳君（2009）的
27

本節請參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0）「有線電視產業調查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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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IPTV服務之內容主要可分為線性服務內容（linear programming），以及
非線性服務內容（non-linear programming）之提供，前者即頻道內容，後者則
主要係指未經欲先排程，而供收視者隨選即看之各式內容，如節目、影片等，
通稱為隨選服務內容（Video on Demand, VOD）。我國IPTV服務之發展，初期
於我國推出IPTV服務者「中華電信」之「MOD大電視」服務（Multimedia on
Demand, 以下簡稱「MOD服務」）以及數位聯合電信所提供之「DFC數位家庭
服務」。中華電信之MOD服務係透過雙向寬頻網路將電視頻道以及隨選影片
等廣播電視內容透過機上盒呈現於用戶端之電視機上，MOD服務之內容包括
頻道之收視服務，同時亦提供如個別節目影片之選選廣播電視（VOD）、家庭
金融（插入銀行晶片金融卡即可於機上盒繳費轉帳）、卡啦OK、理財（看盤
及自動選取股價）、線上學習以及遊戲等其他具備互動性之功能。相較於傳統
有線電視服務，MOD服務之內容更加多元且更具互動性，其另一特點在於提
供了分組付費之功能，使客戶不必像訂閱有線電視服務支付每個月5、6百元之
收視費以收看上百台的基本頻道，而可依據自身的收視習慣以及喜好訂閱特定
的頻道或節目內容。
其他的網際網路提供視訊服務者，包括數位聯合電信（Seednet）與互動王
視訊科技公司於2004年年末推出「數位家庭中心服務」（Digital family Center,
DFC）服務，提供之服務主要為隨選視訊服務與網路通訊服務；DFC服務與
前述中華電信MOD服務最大之不同點在於DFC服務係以提供隨選視訊服務以
及其他加值性網路服務為限，而未提供即時頻道之收視服務。除此之外，如
hiChannel 即是HiNet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架設之網路多媒體平台，自2000
年6月推出以來提供超過200個頻道及數萬部節目供用戶不限時段上網觀賞，包
括「隨選影片」（video on demand）與「直播頻道」（live channels）兩大視
訊服務。年代數位媒體投資之我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於2004年3月推出之「im.
tv」服務，其服務內容包括線上直播頻道、隨選廣播電視、線上購物、線上學
習，並同時整合影音部落格以及VoIP（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網路電話等
服務。天空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之Yam天空寬頻電視，透過整合原webs-tv寬
頻電視、蕃薯藤入口網站（Yam.com）、Giga ADSL寬頻上網服務以及台灣百
視達（Blockbuster）影視連鎖店等之內容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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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TV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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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IPTV主要業者與提供之服務

主要經營者

服務內容特色
提供有線電視服務內容、可自行組合有
線電視頻道、隨選視訊、雙向互動功
能、彈性收費方式

中華電信MOD
（multimedia on
demand，多媒體隨
選視訊）

中華電信

「數位家庭中心」
（DFC, Digital
Family Center）

銀河互動網路集團、
互動王視訊科技等

「Seednet.TV」

數位聯合電信
（Seednet）等

「yam天空」

天空傳媒股份有限公
（註四十一）
司

「數位電視」

東森媒體集團

影音節目隨選視訊服務

「I’m TV」

年代電視公司

隨選視訊、新聞資料、個人影音部落格
等

「@TV互動電視」

澤峰科技公司

提供教育／購物／生活資訊／音樂／電
影等各種頻道、隨選視訊等

提供有線電視頻道、隨選視訊影音服
務、股市財經與生活資訊服務、家庭電
視相簿、數位通訊等
主要提供影音節目隨選視訊服務
影音節目隨選視訊服務、提供用戶個人
部落格、相簿與視訊空間等

資料來源：莊春發、柯舜智（2010）。

2010年12月28日開台的壹電視，用網路電視（Over the top TV,OTT-TV）
的模式，和發放百萬個電視機上盒（STB，set-top box）的野心，想要挑戰台
灣目前的有線電視收視習慣；觀眾可利用機上盒觀賞包括頻道自製內容，與電
影的「隨選視訊」（VOD）服務，還可以是電視遊樂器；這個市場其實已經有
中華電信的MOD（Multimedia on Demand）就已經搶占這個市場，2010年底時
28

目前已經累積了80萬以上的用戶。 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壹電視類似有線電
視的頻道業者，而中華電視MOD比較像是系統業者。從技術面來看，中華電
信MOD本身是網路服務提供者（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把所提供的
內容透過內部網路（intranet）送到特定家戶位址；但壹電視卻是透過開放式網
29

路（internet）來傳輸內容，但不提供網路服務。 兩者相似之處，在於兩家都
28
29

http://www.brain.com.tw/News/RealNewsContent.aspx?ID=15094（最後瀏覽日期
2011/7/11）。
http://www.brain.com.tw/News/RealNewsContent.aspx?ID=14980（最後瀏覽日期
201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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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視機上盒為基礎，且都有數位串流的VOD服務，整合媒體、硬體、內容之
間；另外，壹電視本身擁有頻道，並自製內容，而中華電信MOD的內容多是
透過購買或合作得到。
但是在中華電信MOD進入電視視訊服務市場時，於2009年上半年發生
MOD上面的無線電視台節目因授權問題而被迫以其他同類節目覆蓋原節目內
30

容（的事件稱為「蓋台」事件） 。由於相關法律規定，無線台於有線電視系
統上屬於必載頻道，也就是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必須完整播送無線台節目內容，
不過MOD部分則無相關規定。此亦形成MOD平台上播送無線台時，造成著
作權的爭議；業者認為MOD並未取得授權，所以無法播送相關節目內容，因
此當特定節目於無線頻道上播出時，業者針對MOD平台則予以遮蓋訊號，導
31

致使用者端無法順利收視，亦造成用戶退租等後續效應 。中華電信希望將無
線電視的四個頻道列為MOD的「必載頻道」，但是有線電視業者則是指出，
MOD節目供應商應該取得「公開傳輸權」，才能在MOD上播出，是單純的商
32

業問題 。

七、數據傳輸：中華電信xDSL與Cable Modem的競爭
另一種數位匯流之後會面臨的競爭，在於有線電視系統跨足網際網路上網
服務的數據傳輸市場，而這將會與過去由電信業者（主要是中華電信）所提
供的數據傳輸相競爭。有線電視業者提供的上網數據服務主要為Cable Modem
（光纖化之後，則可能為Fiber+同軸電纜線（有線電視用）+Cable Modem），
而電信業者所提供的上網服務為xDSL（光纖化後可能為Fiber+電話線 +VDSL
33

Modem或Fiber+電話線 +ADSL Modem） 。
從技術上而言，ADSL與Cable Modem的差異，可以從表5-4來比較。ADSL
是在獨立的一條電話線上提供專屬服務，Cable Modem則是在共享媒介（有線
電視纜線）上提供上網服務；雖然Cable Modem整體頻寬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比
30
31
32
33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9%9B%BB%E4
%BF%A1MOD，最後瀏覽日期：2011/7/11。
DIGITIMES, http://202.3.173.249/tw/dt/n/shwnws.asp?CnlID=10&Cat=&Cat1=&id=152
045，最後瀏覽日期：2011/7/11。
台灣通訊傳播產業促進會：http://blog.yam.com/tcia/article/21406380，最後瀏覽日
期：2011/7/11。
xDSL 的技術發展，請參閱：http://www.cht.com.tw/CompanyCat.php?CatID=347，最
後瀏覽日期：201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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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SL高，但是這個頻寬是由同一段纜線下且使用同一個頻帶的所有用戶所共同
分享，當同一時間上網的用戶越多時，每個人所分享到的頻寬就會有高低起伏的
不同。不過兩種技術目前仍持續發展中，未來在市場上何者會勝出仍不確定。
表5-4

ADSL與Cable Modem技術上之比較
ADSL

項目
使用線路

獨立電話線
下行：512k-8Mbps（頻寬獨
享）
頻寬
上行：64k-1.5Mbps（頻寬
獨享）
傳輸
雙向
另支付電話撥接費用 否
頻寬管理
頻寬獨享
固定制：固定IP位址
IP位址
非固定制：動態IP位址
資料安全性
保密性較佳
適合用戶
企業用戶，個人／家庭用戶

Cablemodem
多人共享有線電視同軸線纜
下行：27M-36Mbps（多人共享
頻寬）
上行：768k-10Mbps（多人共享
頻寬）
單向／雙向
是（單向）／否（雙向）
頻寬共享，無法保證用戶端頻寬
動態IP位址
保密性相對較差
個人／家庭用戶

資料來源：http://www.anet.net.tw/faq/adsl_basic/11_89.htm，最後瀏覽日期：2011/7/12。

而就台灣目前的網際網路上網的市場而言，台灣民眾上網的方式主要以光
纖上網；另外，Cable Modem所佔的比例部份則是仍相對有限，因此在台灣市
場中，電信業者所提供的有線寬頻上網仍相對於有線電視業者所提供的上網服
務來的受歡迎。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統計資料及中華電信股東年報

圖5-2

有線寬頻上網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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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流傳一種說法，認為Cable Modem的寬頻上網與國外連結時，
都是透過中華電信的路由來連線，因此選擇Cable Modem最後還是被中華
電信所控制，不如一開始就選擇中華電信的寬頻上網服務，因此影響了
Cable Modem的市場佔有率。實際上並非如此；中嘉集團連到外國的路由為
亞太、GIGA及台灣固網，光特快則是台灣固網，TBC台灣寬頻集團則是為
SEEDNET，台基網則是由亞太、GIGA、台灣固網、速博、SEEDNET等連
到外國，台固媒體因為是台灣固網子公司，因此由台灣固網連線到國外；
Cable Modem與xDSL的競爭，對國外連線的路由並非掌控在中華電信手中，
因此沒有不公平競爭的問題。
不過中華電信為台灣首先提供網際網路上網服務的業者，除了具有先進者
優勢外，其從撥接服務提供時所建構的龐大消費群，若是順利移轉至xDSL，
則因為轉換成本等問題，對於其他提供網際網路服務的新進業者來說，便是一
種大的進入障礙。雖然市場上Cable Modem的價格幾乎為中華電信xDSL的一
半，但是仍無法為Cable Modem拓展市場佔有率。
另外一個問題則是與前述電信業者間路網互連的部份類似，由於中華電信
掌握大部分的網際網路連線市場，對於有線電視業者而言，其上網服務畢竟需
要與中華電信相互連線，因此前述電信業者間的通話互連問題也出現在網際網
路互連市場中。其他固網業者及有線電視業者認為，中華電信挾其在寬頻的零
售市場及網路數據中心（Internet Data Center，IDC）市場之高市占率，長期片
面定價收取高額網際網路互連（IP Peering）費用，使得他們的成本墊高，市
場競爭上甚為不公，進而影響到其他ISP業者的發展。因此，在數據市場上，
有線電視業者與電信業者間不公平競爭問題，依然是存在網際網路互連（IP
Peering）費用的爭議。

八、成批定價（Bundle Pricing）：視訊、數據、通訊三種服務一起出售
由於數位匯流通常指的是電信產業（語音服務）、網際網路（數據傳輸服
務）和廣播電視產業（視訊服務，主要為有線電視）三者間在服務提供的技術
與服務內容的融合，使得用戶可透過單一平台，同時享受觀看有線電視、撥打
電話及與網際網路上網的整合服務；根據前面的討論，我們發現未來數位匯流
之後，有可能造成民眾資訊取得的集中化，而且集中在某些大財團的手上，對
於整體社會之影響是否有利，則需要進一步討論。其次，在第二節的討論中亦
發現，遠傳電信已經提出付費一次而同時可以在不同的設備上進行視訊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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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定價方式表示未來數位匯流整合後，廠商可以將各種不同的服務以一個
價格成批出售，滿足消費者一次購足的可能性。若真如此，則在匯流之前，消
費者可以在語音、視訊、及數據傳輸服務上分別購買不同廠商所提供的服務，
各種服務的廠商將可以有各自努力的誘因；但在匯流之後之後，若出現成批定
價的方式，則因為一次購足，則一筆交易將同時綁住三種以上的服務，將三種
市場變為一個市場，有可能對市場競爭程度造成傷害。

陸、結論與建議
數位化發展改變人類生活，數位匯流趨勢也為台灣科技廠商帶來新機會；
數位匯流的發展趨勢，使得電信事業與有線電視事業將網際網路、平台、內
容、終端及服務5大業務發展進行整合，進一步落實數位匯流「多螢一雲」的
目標，結合雲端技術及聯網電視服務，積極發展內容應用服務市場；這些現象
皆可預見數位匯流將對於國內有線電視、電信通訊、數據傳輸等產業帶來新型
態的整合與衝擊。
以本文之觀察，未來在數位匯流平台上主要的競爭，主要為視訊服務的提
供，才能夠同時跨足影音、數據傳輸、及視訊服務等市場，並且所提供的服務
平台必須能夠在各項設備上都能使用，才能夠與其他廠商一爭上下。而在台
灣部分，數位匯流後之「服務平台」最為積極參與者，則為中華電信、富邦蔡
家及遠東集團與旺旺集團等四大集團，這些集團憑藉著他們在其他產業的影響
力，透過對媒體、電信通訊產業、及數位服務平台等的建構與服務的提供，在
未來台灣的數位匯流下相互競爭。因此在數位匯流時，匯流相關產業在市場競
爭上主要的問題包括：電視上下游節目購買之不公平競爭問題、電視購物頻道
出租可能出現的差別待遇問題、固網與ISP互連（peering）獨占力濫用或差別
待遇的問題、行動通訊向中華專線出租獨占力濫用的問題、通訊業者欲進入視
訊市場的障礙濫用問題、中華電信xDSL與Cable Modem的競爭問題、對消費者
成批定價（Bundle Pricing）：視訊、數據、通訊三種服務一起出售的問題等。
最後，因應數位匯流所產生的各項問題，我們的公平交易法執法建議如
下：應先界定數位匯流服務市場時，而在考量上下游市場間的關係時，則應考
量分處於上下游市場的事業若欲為垂直結合，是否會形成市場封鎖，而產生將
上游或下游市場中非為結合的其他競爭者排除於市場外的限制競爭效果，以及
上游市場係獨占市場，且獨占事業擁有樞紐設施（essential facility）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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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樞紐設施理論（esential facility doctrine）之適用問題。至於地理市場部份，
競爭主管機關不宜屢屢逕以全國為單一地理市場，於個案中亦應就不同區域內
存在的事業者數、地理區域是否存有天然限制、實際提供服務的型態等因素一
併考量。
而在跨業經營部份，未來我國規劃新執照種類時，應從寬界定其業務內
容，以免錯失技術創新與市場變遷實況而有削足適履之憾，並在其持有執照且
經過多年營運之後，因為技術創新與市場變遷難免重塑其業務所屬市場生態，
執照持有者倘若新增、擴充或變更其所提供服務時，既有執照所明定業務內容
反而成為法規障礙，間接迫使其改以跨業擁有或整合服務等方式加以規避。就
此，對照美國1996年電信法以「有效競爭」為解除不必要管制的前提要件，我
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允宜活用通訊傳播基本法第16條規範，適度擴張既有執照
業務內容的解釋空間。至於各項聯合行為與不當競爭部份，則應作適度的修
改，以符合未來數位匯流可能出現之產業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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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saperated services,
such as data, voice, video, are possibly and gradually supplied by the same
supplier correspond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Such kind of
serverce integration is called “Digital Convergence”. Following such convergence
and integration, the originally independent industries are possible to extent their
services across to others, and the competition might be more tensional between
these converging industries. In this research, we firstly study the developments of
Taiwan’s digital converging industries, and point out some possible challeng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ir Trade Act, and, finally, to offer some precise and
practical measures for Taiwan;s Fair Trade Commission. We find that the groups
which progress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ompetition of converge service platforms
are the Chunghwa Telecom Co.,Ltd, Taiwan Mobile Co., Ltd, Far EasTone
Telecommunications Co., Ltd and Wantwant Group. In addition, the behaviors
that might result in the anti-competition phenomena in the market after the digital
convergence are: same direction of price change between different firms in
communication industries, the collective buying and selling of contents by converging
service platform owners and their boycott of new entrants. Our sugges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ir Trade Act are: firstly define the service market after the
convergence, and then consider the vertical market structures between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dustries to prevent the possibilities of market foreclosure. Besides, all
the firms’ unfare behaviors in the converging process should be investigated in detail.
Keywords：digital convergence, communication and broadcasting, competition of
servic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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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王文宇（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主持人、莊教授、各位來賓大家早安，我昨天上網找國外有沒有針對數位
匯流的資料，後來發現國外也沒有真正針對一個這麼大議題來探討對公平會的
影響，我昨天讀這篇論文時，學習很多。我對4C產業沒有那麼熟，首先莊教授
對於國內4C產業的現狀與對公平法的影響，有很好的剖析；再來，這個題目可
能牽涉到至少三個議題：產業政策、公平交易法的執法政策以及消保法議題，
像是吃到飽的議題，當然莊教授是從公平交易法來談這個議題，公平交易法又
分成兩塊，一塊是聯合與結合，而一塊則是不公平競爭的議題，所以看起來蠻
複雜的。首先從產業政策來看，沒有人會否認中華電信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台
大宿舍的鄰居會計系葉教授，目前借調到中華電信負責財務，顯示出來中華電
信的結構性很複雜，我們不談激烈的改革，但是中華電信內部的會計與成本、
以及它的4C究竟在哪個C裡頭扮演什麼角色，我認為將來大家在談中華電信對
4C產業的影響力時，這部分可多所著墨。
莊教授所談到有線電視市場結構，也算是一種產業政策，某種程度也超出
公平交易法的執法層次。我也贊成莊教授報告中所提到新執照的發放、或是跨
業擁有、或是新執照與新業務的界定是不是應該更有彈性，因為現在科技發展
超乎現有法規對於營業項目的界定，所以營業項目這種人為藩籬應該要打破。
但是莊教授提到市場界定問題，就我瞭解這不一定是4C的問題，市場界定在判
斷壟斷時十分重要，而市場應該如何界定，都是很重要的問題。市場界定其實
在4C裡頭也有其特殊性，譬如莊教授提到data，它的傳輸、營業項目、獲利模
式與營運模式都有特殊性，所以假如我們真的去作市場界定，恐怕要把4C當作
廣義的服務恐怕也不好。台灣目前市場結構，業者用到公平交易法的機會，除
了中華電信以外，恐怕不多。
還有一個特性，就是Platform，在4C產業中有一些是台灣獨有的狀況，像
是有線電視的市場結構、或中華電信；但有一些是全世界都會有的狀況，譬如
是Platform，如何去作市場界定等問題，那我們也值得考慮。
最後，對於莊教授所提Bundle Pricing，它的框架方式恐怕也不屬於公平交
易法中的獨占或聯合，而是回到不正競爭或消保。也凸顯出今天的議題牽涉到
產業政策、不正競爭與消保法的議題，每個產業都有其特殊狀況，我的淺見就
報告到這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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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調和之研究
—以能源產業為中心
莊春發*、陳汝吟
目

次

一、前言
二、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之關聯
三、國外競爭政策與能源產業政策調和之借鏡
四、我國能源產業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應有之調和
五、結論與建議

中文摘要
過去建立在能源產業屬自然獨占之思考，早期我國能源產業一直是受保護
且由政府特別管制的事業。其後，伴隨著自由化的國際潮流、以及國營且獨占
衍生經營效率不彰的弊端，政府持續開放解除管制以及民營化等能源政策，惟
在能源產業的開放與解除管制的經驗中卻又發現，由於相關配套措施的不足，
容易導致效能競爭的忽略，突顯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沒有互動與調和的惡果。
觀察國內能源市場發生的許多問題，例如近日台電公司與民營電廠之間的合約
糾紛引發效能競爭不足的問題；油品市場的開放，因未達充分廠商家數，卻導
致假性競爭以及另一種壟斷的結果；均有違當初政府解除管制市場開放競爭的
目的。此外，再生能源固定投入費率的作法與措施，仍舊重蹈覆轍，無法避免
與預防未來爭議的可能發生。睽諸其他國家經驗，包含歐盟、日本以及韓國，
在各項產業相關政策與法令的訂定過程，均需事前知會與諮詢競爭主管機關，
* 作者分別為景文科技大學財務金融學系教授及玄奘大學法律系助理教授；本文修改
自公平會2012年委託研究「各國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調和之研究—以能源產業為中
心」（FTC10122）之結案報告，文中若有任何錯誤，當由作者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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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競爭內涵影響效能的檢視與評估。在國際能源政策競爭政策為主、產業政
策為輔的世界潮流下，未來能源產業政策或法令擬訂與修訂時，涉及競爭法
事項時，應採事先倡議原則，將公平交易法第9條的地位，提升至「應當」、
「強制」事前諮詢競爭主管機關，同時透過競爭評估指引與政府補貼處理原則
的建立，推動政策評估，賦予競爭主管機管檢視各項涉及競爭法內涵的評估權
利，建立積極的調和機制。
關鍵字：能源產業、競爭評估、再生能源、補貼

壹、前言
能源是一個國家整體價值鏈的重要環節，能源產業更直接牽動國家經濟發
展的命脈。自從1968年我國政府首度頒布「台灣地區能源發展原則」之後，台
灣的能源政策大致上以1973年「台灣地區能源政策」的公布實施開始萌芽，
自1990年第三次修正「台灣地區能源政策」，首度宣示國內石油市場自由化開
始，歷經1998年以及2005年的「能源政策白皮書」、2007年「能源科技研究發
展白皮書」、及至2008年「永續能源政策綱領」、再到2010年以及2012年「能
源產業技術白皮書」的公布，明確揭示本國的能源政策與發展方向，其中持續
開放能源事業進入市場一直都是我國重要的能源政策之一。
因應國家經濟發展邁向國際化與自由化趨勢，政府重要的能源政策包括持
續進行能源事業的開放，積極推動能源事業自由化與民營化、開放民間經營發
電廠、石油煉製業，促進國內油電價格調整制度化、透明化、並重視能源環境
問題與對策，據以達成經濟成長、環境保護以及能源供需平衡的目標。除此之
外，面對低碳經濟時代的來臨，能源產業技術發展不但攸關人類未來共同的福
祉，更直接牽動國家經濟發展的命脈，各國政府無不大力推動節能減碳政策，
再生能源與綠能產業的發展也因應而生，成為現階段最受矚目的新興能源產
業。
1

能源政策對產業發展之影響 ，主要透過能源法規及相關措施發揮影響效
果。通常能源政策對能源產業之影響，可以說是直接且強烈的。能源產業因為
涉及規模經濟、高度能源安全、環境污染外部效果的市場失靈現象，故需以管
1

能源政策對產業發展的影響主要參考許志義(2006)，論台灣地區能源政策與市場自
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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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政策干預；或者，建構產業節能減碳能力、創造低碳能源經濟誘因、以及創
造綠能產業成長契機，需以適當的政策工具與行政管制推動。至於能源政策對
其他一般產業的影響效果則相對較為間接，而且除非該產業或廠商是由政府經
營或擁有，否則政府政策通常並無直接干預或影響其經營決策之工具。在此種
情況下，政策上可資運用的措施不外乎透過能源產品的訂價或租稅金融獎勵設
備投資，間接對產業或廠商予以誘導或影響。政府過去曾採行能源低價政策，
並透過加速折舊、租稅減免、及低利率貸款等措施，協助能源密集度高的產業
更新其陳舊設備。這些獎勵的措施，雖在短期內可達成立竿見影之功效，但在
此種獎勵措施下，耗能產業的廠商往往因此獎勵與改善而得以繼續生存，甚至
持續擴充，影響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不利於台灣整體能源密集度的降低及
環境污染的有效紓解。所以，政府未來在採行能源節約政策時，必須考量產業
政策的長期永續發展效果，俾在兩者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
近年，在自由化與國際化的潮流下，「競爭政策」的推動與實踐是世界大
多數國家主要的能源施政方針，市場經濟制度之下，原則上應該遵循「競爭原
則」，進行資源的有效生產與分配，並且配合環境保護的目標，促使傳統能源
產業轉型、綠能產業發展。然而，若干特殊的情況，如自然獨占、公共財、外
部性在能源產業又特別明顯，墨守競爭政策可能有不適之處，所以若由具有強
制力的政府以「產業政策」主導資源的分配工作，似可避免無效率的產生。只
是，當「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有所抵觸時，二者之間的取捨或互補就是
個難以拿捏的問題。釐清這二者在政府政策目標上的定位，一方面可以解決政
府部門權利義務的分工，另一方面可以解決競爭法主管機關公平會與其他目的
主管機關任務的爭議，即為本文研究的動機與目的。

貳、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之關聯
大別來說競爭政策或產業政策都是規範經濟行為的一種政策，均有廣義
2

與狹義之分，有關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定義，胡光宇（1994） 、朱雲鵬
2

我國的公平交易法是規範廠商在市場競爭活動中的遊戲規則。從理論基礎觀之，競
爭是核心，反托拉斯政策即是在競爭機能無法正常運作時，藉由法律規範及政府公
權力的執行，重拾競爭機能，活絡市場交易環境，促使企業發揮經營效率。產業政
策係政府為達成經濟發展、經濟現代化、產業結構高級化、加強國際競爭力，促使
衰退產業復甦、維持就業、平衡地區性經濟的發展等社會、經濟目的，進而干預某
一產業的活動、產品市場及生產要素市場政策之總稱。參閱胡光宇等，公平交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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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1995） 以及蔣黎明（1997） 等學者均針對上述兩種政策的定義與彼此之間
5

的調和關係進行研究。廖惠珠（2002）、許志義（2006） 亦曾進一步針對能
源產業的競爭與產業政策之間的關係進行討論。
為明瞭二者之關係，本文將以狹義的競爭政策內涵，從競爭法的執行面切
入，以和產業政策係針對能源市場供需及訂價管制的相關規範與政策，作為區
別，以進行討論。
本質上，一個理想的經濟運作，係透過出於私利的個人在自由市場經由競
爭而轉化為公共利益的產出。這其中，隱含著秩序的倫理學，包括公私部門
的行為與決策。過去，以狹義的角度言，在產業為自然獨占、生產具有外部
性、或產品屬公共財時，任由競爭制度運作，其結果可能無法達到理想境界，
由具有強制力的政府部門，事先予以規劃決定市場結構，係產業政策形成的
6

理由 ；易言之，產業政策是由國家透過規劃、引導、促進、調整、保護、扶
7

持、以及限制等，據以彌補市場機制固有的缺陷 。然而，本文認為，如此的
理解經常在執掌之公部門分屬二以上機關時，不免使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形成
對立的情勢。
自整體社會公共利益角度觀之，維持產業之可競爭環境，所要達成之目的

3

4

5

6
7

與產業政策關係之研究，1994。
競爭政策或是產業政策都是一種規範經濟行為的政策。競爭政策偏向自由競爭的理
念，強調企業公平合理的交易。廣義的競爭政策指所有可以維護和確保公平競爭行
為的策略。競爭政策除了可追求公平的經濟目標外，更重要的是透過自由競爭行為
下而得以生存下來的產業往往較具生產效率。
產業政策側重政府的行政干預，亦即政府在整體經濟利益的考量下，以一個或多個
政策來干預一些無法靠著市場自由運作而達到經濟成長目的經濟行為。參閱朱雲鵬
等，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互動關係之研究，1995。
競爭政策的施行可以分三個層面，狹義而言，施行競爭政策僅止於競爭法的立法及
施行；廣義的競爭政策實施範圍，則除執行競爭法外，尚包括解除政府管制、公營
事業民營化等促進市場競爭的作為；最廣義的競爭政策則將國際合作與協調含在
內。以政策的影響層面或效果看，給予特定產業的保護措施屬狹義的產業政策；廣
義的則定義將財政、貨幣、外匯以及所得政策等包括在內；最廣義的產業政策則可
以擴及維持市場秩序的相關措施，甚至產業基礎建設、研發措施或職業教育及訓練
等。參閱蔣黎明等，論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調和，1997。
能源政策是指政府公權力介入能源市場供需及訂價管制的產業政策；市場自由化
則強調解除政府管制的競爭政策。參閱許志義，論台灣能源政策與市場自由化，
2006。
參閱莊春發，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替代與互補，2001。
陳汝吟，各國競爭法對能源產業規範之研究，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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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外是活絡、公平的經濟，社會的進步、可能性、選擇性均由其所有成員雨露
均霑。然而正如亨利．赫茲利特（Henry Hazlitt）強調，對經濟的理解應重視
整體的長期效果。或者，我們可以說，建立在狹義的定義前提下，產業政策
較偏重短期，競爭政策在產業環境變化中亦然，而二者所欲達成的目標經濟體
制，則是長期的。更清楚地說，不論是產業政策，還是競爭政策，均應是經濟
政策不論何時空所應同時考量的面向。基本上，若我們從競爭政策來看，其競
爭內涵有市場競爭、產業競爭、以及潛在競爭等三層次，競爭的手段可以讓社
會生產與資源配置達到效能，此時政府的角色偏重作為一個裁判者。然而，在
某些經濟情況下，在前述的社會秩序外，因其他公共財之緣故，人們要求政府
進行經濟決策，例如市場進入、價格或生產方式的限制等，甚至直接參與生產
性的活動，則此時政府不僅僅是一個裁判者，同時亦是參與者。在這種情況之
下，政府最重要的是要進行自我控制，不但要遵守遊戲規則，更要嚴格自我檢
視是否因其參與反而破壞既有之經濟秩序。對此，競爭政策就是政府自我檢視
產業政策的最佳工具。
在能源政策部分，過去能源產業因國家安全、沉入成本與公用事業特性，
致多認為屬於自然獨占。因此，相較於其他產業，傳統上能源產業一直由政府
特別管制、保護、甚至自身參與。然而，伴隨著能源產業自由化的國際潮流，
以及國營且獨占所衍生經營效率不彰的弊端，持續開放解除管制以及民營化是
既定的能源政策。只是，在我國能源產業的開放與解除管制的經驗中卻發現，
由於相關配套措施的不足，容易導致效能競爭的忽略。以近日台電與民間電廠
購電契約的爭議為例，在開放民營電廠的美意背後，相較現行市場資本利率處
在1.37%的低點，台電卻要付出6.68%的高利率向民間電廠購電，事實上能否符
合效能競爭的精神與當初電力市場開放的目的，便令人質疑。自此觀察，現階
段我國能源產業商品，概分為油氣、電力以及再生能源等類別，各商品、行業
或產業的開放程度有所差異，競爭狀況也明顯有別，除了開放過程中的配套措
施之外，由於國內競爭性的能源市場尚未完全建立，市場機制較難以發揮資源
配置的作用，因此在整體的經濟政策選擇上需有所取捨，而取捨的過程即是本
文的重點與主軸。
當代的能源政策，以資源稀少與效能利用為背景，須兼顧實現穩定
能源供給（Energy）、促進經濟成長（Economic Growth）與環境保護
（Environmental）三項目標；諸此整合在再生能源的分散式供給的特性，可謂
能源產業前所未有，並且更加促進以政府管制為基礎經濟制度之退化，轉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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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權式的能源經濟制度：一種以自由並相襯以可責性的經濟體制，其基礎便是
前述私利的個人經由競爭而轉化為公共利益產出的立論。據此，我們所要捨的
是「未能考量競爭效益的能源產業政策」，而若未能有適當的轉化過程機制
下，經濟政策就會發生內部的相互衡突、或有彼此牴觸或者相互制約的情況，
產業政策所欲提供的諸多誘因，例如管制市場參進數量與價格等，反而無法達
成更具生產力的結果，最後市場在僅剩的部分自由中，因參與者（包括政府與
企業）不能負責地履行享受自由的義務，終將轉嫁所有代價給其他同一社會而
沒有自由的成員。
為解決此項難題，我國公平會雖然擁有以公平交易法第9條以及第46條與
各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互協商契機，然而如何拿捏，化解矛盾與衝突，進
而相互和諧職責分工，值得深入研究。基於上述問題的認知與國內學者的看
法，本文以近期歐盟、日本以及韓國等國有關能源產業的競爭法規與產業政策
的相關規範內容，分析國外能源產業的管制或補貼政策，對於相關市場競爭效
能的影響，針對各國能源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的互動與調和之經驗，探討其競
爭法主管機管與能源產業政策主管機關之間互動的模式，瞭解「競爭政策」與
「產業政策」之間的分工與合作關係，降低二者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提供實際
內容與具體作法作為我國解決現階段能源產業的監理建議，進而評估競爭政策
主管機管未來的執法的方向。

參、國外競爭政策與能源產業政策調和之借鏡
一、歐盟
（一）競爭原則的堅持
以合理價格為企業及消費者提供可靠的能源供給，同時對環境帶來最低衝
擊，對於歐洲經濟來說是現階段重要的，其中能源又屬最優先事項。歐盟為
了確保主要能源領域─電力（electricity）、天然氣（gas）與石油（oil）之競
8

爭，已做了許多努力 。
1990年代，多數國家的電力與天然氣市場尚處於獨占狀態，而歐盟與會員
8

於歐盟能源與運輸、環境，以及研究部門，均有歐盟與能源部門有關之政策的相關
資訊，詳請參考：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overview_en.html.（最
後瀏覽日：20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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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決定逐步開放該等市場之競爭。特別是，歐盟決定：
(1)明確區分產業競爭部分（如：提供給顧客）與非競爭部分（如：網絡
的營運）；
(2)強制該產業中非競爭部分（網絡與其他基礎設施）的業者允許第三人
近用（access）該等基礎設施；
(3)開放市場的供應端（如排除防止其他供應者進口或生產能源的障
礙）；
(4)逐步排除顧客變更供應者的任何限制；
9

(5)引進獨立管制者以監督該部門 。
歐盟的第一個自由化指令於1996年（電力）與1998年（天然氣）通過，要
10

求會員國分別在1998年（電力）與2000年（天然氣）前，轉換 該等指令至會
員國的法律體系。第二個自由化指令於2003年通過，並要求會員國須在2004年
11

前由會員國轉換為內國法，若干條文係在2007年方生效 。
雖然已有重大進展，但因市場仍然大部分維持國家化的情況，很少跨境交
易且高度集中化，競爭發生的速度很慢。嘗試進入市場的事業、企業領袖、國
會議員與消費者團體，非常關切天然氣與電力批發市場的緩慢發展、高價格與
12

消費者的有限選擇，執委會乃於2005年進行一項部門詢問（Sector inquiry） ，
13

以確認使此等市場無法有更多競爭的障礙。其結果在2007年1月10日發布。 基
於執委會2007年1月的能源方案（package），包括上開部門詢問的結果，執委
會於2007年9月提出於電力與天然氣市場加強競爭的立法提案，此即為第三次
14

自由化方案 。
9
10

11

12
13
14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overview_en.html.（最後瀏覽日：
2012.6.5）
歐盟法律體系中，一般性效力法律有規章（regulation）與指令（directive）等2種。
規章具直接的法效力，而不需經過轉換立法的程序；指令則僅具有指示目標的效
果，必須轉換成各國法律才能實際執行。
DIRECTIVE 2003/54/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6 June 2003 concerning common rules for the internal market in electricity
and repealing Directive 96/92/EC, OJ L 176, 15.7.2003, p.37.
有關部門詢問的簡要介紹，可參閱：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
inquiry/index.html.（最後瀏覽日：2012.6.16）
同上註。其內有關於2007年1月10日的最終報告。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overview_en.html.（最後瀏覽日：
20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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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強調規範應面對競爭而調整外，基於執委會對於能源市場集中化
導致競爭問題的關切，於法規執行上也有一樣表現：執委會於合併（merger）
15

案件的規制即特別謹慎 ；在反壟斷（antirust）部分，執委會於2006年對許多
能源公司進行檢查，因此在許多案件展開相關程序。同時，執委會也因長期天
然氣供應契約，通過一個對於比利時天然氣供應商Distrigas的不利決定，將比
16

利時的天然氣市場開放競爭 。
（二）競爭原則與產業補助政策
(1)能源與環境保護
歐洲能源政策的目標之一即為對抗氣候變遷。因此，有關能源與氣候變遷
或環境保護的關係，於歐盟倍受重視。如前所述，如由會員國提供支援，即可
能會發生扭曲競爭的結果，因為該支援將不公平地增強受益事業相對於其競爭
者的地位，此為歐盟法律原則禁止政府補助的原因所在。然而，環境保護係公
共利益的目標（objective of common interest），因而，在特定的情況下，可以
正當化政府補助的授予。政府補助可以提供誘因達成歐盟低碳與能源效率經濟
（low carbon and energy-efficient economy）的目標。有關環境之政府補助的相
關規定，允許廣泛的補助措施以達到環境保護，惟同時須確保因該等措施所帶
17

來的競爭扭曲不逾越必要性（necessary）與可接受度（acceptable） 。
由於歐盟執委會係執行歐盟競爭法規的主要機關，因此，對於各會員國應
於何種情形須將擬實施或已實施的政府補助計畫通知執委會，作成以下說明：
(A) 無須通知執委會的補助措施—若干政府補助措施無須通知執委會進
18

行評估與核准。該等措施被認為僅對競爭造成有限的扭曲 。
15

16
17
18

例如，2004年執委會禁止葡萄牙EDP與GDP的合併（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
elojade/isef/case_details.cfm?proc_code=2_M_3440）；2006年執委會則對GDF與Suez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elojade/isef/case_details.cfm?proc_code=2_M_4180）
的合併，課予重大的補救措施（remedies），也就是給予有條件的同意。（最後瀏
覽日：2012.6.16）
可參考：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IP/07/1487&guiLangu
age=en.（最後瀏覽日：2012.6.16）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environment_en.html.（最後瀏覽日：
2012.6.9）
其事由包括：A.有限的補助數額，即依最低補助規章（de minimis aid Regulation）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6:379:0005:0010:EN:P
DF.（最後瀏覽日：2012.6.15），每一受益人在任一以三個財政年度為一期（over
any period of 3 fiscal years）之補助數額不超過20萬歐元，或B.依一般禁止之除外
規則（General block exemptions Regulation）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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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須通知執委會的補助措施
超過上述門檻的補助措施，或是關於其他特定補助措施，應通知執委會，
19

並依照相關規範進行審查 。
關於規制政府對能源事業之補助部分，執委會須確保任何補助係必需且
適當。除了上述有關環境保護的補助之外，於電廠的部分尚有對於套牢成
本（stranded costs）的補助。2005年，執委會針對波蘭的長期電力購買契約
（PPAs），展開深入調查。根據此等契約，網絡的經營者有以保證價格購買
保證電量的義務。最後一份契約將在2027年到期。此等電力購買契約涵蓋約百
分之四十的波蘭電廠。執委會認為，此等契約屬於政府對電廠的補助。2006年
與2007年間，波蘭政府提出新的法律草案，該草案預想電力購買契約屆期以及
符合執委會有關套牢成本之政府補助分析方法（methodology for analysing State
20

aid linked to stranded costs） 的補償制度。該方法容許會減少自由化效果但不

19

20

LexUriServ.do?uri=OJ:L:2008:214:0003:0047:EN:PDF.（最後瀏覽日：2012.6.15），
第4條關於補助強度（aid intensity）之計算規定，認為屬於投資補助（investment
aid）之有限補助強度（limited aid intensity）者。該規則涵蓋的措施包括：超過共
同體環境標準的投資補助、取得較環保車輛（greener vehicles）的補助、中小企業
提早符合未來共同體環境標準的補助、對於節省能源措施，推廣再生能源與汽電共
生（cogeneration）投資補助、對環境研究之補助，與以稅捐減免形式提供之補助。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environment_en.html.（最後瀏覽日：
2012.6.9）
A.2008年環境保護政府補助綱領（2008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該綱領鼓勵會員國：
a.支援再生能源與具能源效率之汽電共生，故方式上允許會員國授予再生能源生產
廠商能夠涵蓋生產成本與市場價格所有差額的營運補助（operating aid）；
b.支援所有加強環境保護的措施，例如能源節省、區域供熱（district heating）、
超越共同體標準、廢棄物管理或其他措施。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
LexUriServ.do?uri=OJ:C:2008:082:0001:0033:EN:PDF. （最後瀏覽日：2012.6.15）
B.2012年有關歐盟排放交易方案之政府補助綱領（2012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in the
context of the EU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會員國得支援若干有排放二氧化碳風
險之高耗電力使用者，如鋼鐵業者。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
o?uri=OJ:C:2012:158:0004:0022:EN:PDF.（最後瀏覽日：2012.6.15）
C.假如補助的領域未為上述綱領所涵蓋，該補助仍可直接依歐盟條約的規定進行評
估並宣示係與條約規定相容。執委會會衡量補助的正面效果（例如達到環境保護
之目的、必要性與補助的比例原則）與負面效果（例如競爭與會員國間交易的扭
曲）。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environment_en.html.（最後瀏覽
日：2012.6.9）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tate_aid/legislation/stranded_costs_en.pdf.（最後瀏覽
日：201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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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電力繼續供應的套牢成本補償，然該補償必須是合乎比例原則，而且不阻
礙新公司參進生產市場。2007年，執委會作成附加特定條件的正面決定，並終
21

結調查 。
匈牙利政府於2004年通知執委會有關於國有、獨占網絡經營者與特定電
廠間存在長期電力購買契約一事。該契約保證對電廠提供投資回饋（a return
on investment）與固定的獲利差額（a fix profit margin）。該等契約於2010年與
2024年間屆期且涵蓋約百分之八十的匈牙利電廠市場。2005年9月，執委會認
為該等契約對因而獲利的電廠提供政府補助，故針對匈牙利的長期電力購買契
約展開深入調查。執委會於2008年5月認定該等契約構成對電廠之非法且不相
容（incompatible）的政府補助，並要求匈牙利於2008年底終止該等契約並回復
22

自其於2004年加入歐盟起給予電廠的補助 。
(2)再生能源補助之競爭評估
再生能源包括風力、太陽能、水力發電、潮汐、地熱能源與生質能源。歐
盟設定目標於2020年使所需能源的百分之二十由再生能源提供。當然，更多的
再生能源可使歐盟減少溫室排放，且較不依賴進口能源，而促進再生能源產業
23

亦將鼓勵歐洲的相關技術創新與就業，重要性不言可喻 。再生能源可以使能
源的供應更多樣化，而此有助於歐盟能源供應安全，更因為能增加出口的機會
24

而增強競爭力，因此，歐盟對於再生能源甚為重視，近來更頒布許多指令 與
25

聯繫文件 。
然而，再生能源的來源相較於傳統來源仍然較為昂貴。若干再生能源的高
額生產成本，意味著生產者無法在市場上以具競爭力的價格收費，而此對再生
26

能源而言即產生進入市場的障礙（market-access barrier） 。政府補助措施有
時係達成公共利益目標之有效工具。在若干條件下，政府補助可以矯正市場失
靈，促進市場運作與增加競爭力，也有助於促進永續發展。而環境保護則可提
21
22
23
24
25
26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IP/07/1408.（最後瀏覽日：
2012.6.16）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IP/08/850&format=HTML&age
d=0&language=EN&guiLanguage=en.（最後瀏覽日：2012.6.16）
http://ec.europa.eu/energy/renewables/index_en.htm.（最後瀏覽日：2012.6.9）
Directive 2009/28/EC.
Communication–Renewable energy: a major player in the European energy market,
6.6.2012.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measures_en.html.（最後瀏覽日：
20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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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創新的機會，創造新市場，與透過資源效率（resource efficiency）與新的投
27

資機會，增加競爭力 。於環境保護領域，政府補助控制的主要目標係確保政
府補助會達到較在沒有補助的情況下，更高水準的環境保護，並且確保補助的
正面效果，超過補助所造成歐洲共同體條約第174條污染者付費原則（PPP）之
28

扭曲競爭的負面效果 。
依照污染者付費原則，負面的外部性可以透過確保污染者為其污染付費而
解決，此意味著由污染者內部化所有的環境成本。完全地執行污染者付費原
則，可以矯正市場失靈。污染者付費原則的執行，或可以透過制訂強制的環境
標準，或可以透過以市場為本的工具；有些以市場為本的工具，可能即包含政
29

府授予事業全部或一部的補助 。雖然目前適用污染者付費原則有其限制，但
此管制失靈不應阻止會員國訂定超越共同體要求的環境保護要求，亦不應阻止
30

其以最大可能性減少負面的外部性 。
為了提升環境保護的水準，會員國可能擬透過政府補助，於個別的層級
（事業的層級）創造誘因，以達到超越共同體標準的更高環境保護水準，或是
31

在欠缺共同體標準時，以加強環境保護為補助目標 。
目前，執委會已認定一系列的政府補助措施在符合特定條件時，與歐洲共
同體條約第87條第3項(c)相容，其中包括為再生能源來源提供補助。此類型的
補助係透過創造個別誘因，增加再生能源占所有能源生產的比例，以因應負面
外部性帶來的市場失靈。增加使用再生能源的資源是共同體環境的優先事項，
也是與經濟、能源相關之優先事項，於達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也扮演重
要角色。在共同體層級，歐洲能源政策已設定目標於2020年前使歐盟整體能源
消費的百分之二十由再生能源提供。如生產再生能源的成本較以對環境不友善
的來源生產的成本為高，對個別事業而言又欠缺有關再生來源占所有能源比例
的強制性共同體標準，則政府補助即具正當化事由。生產特定類型再生能源的
27
28
29
30
31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5),
OJ C 82, 1.4.2008, p.4.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6),
OJ C 82, 1.4.2008, p.4.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8),
OJ C 82, 1.4.2008, p.4.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9),OJ C 82, 1.4.2008, p.5.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0), OJ C 82, 1.4.2008,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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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額成本，將使事業於市場上無法以具競爭力的價格收費，因此對再生能源而
言即形成接近市場（market-access）的障礙。然而，由於再生能源領域的技術
32

發展以及環境外部性的內部化逐漸增加 ，成本的差額在近幾年已有縮小的趨
勢，也因此，將會減低補助的需要。例如水力發電設施，則應注意到其對於環
境的雙重影響。因為就低溫室氣體排放而言，其確實具有潛力而扮演整體能源
組成（energy mix）的重要部分；但另方面而言，該等設施也可能有負面的影
33

響，比方說對於水系與生物多樣性等 。
目前，歐盟執委會對以環境保護為目標之涉政府補助的產業政策，進行下
列競爭效益評估程序，藉以提高法律確定性與決策透明度：
A.環境保護政府補助綱領的衡平檢驗（balancing test）
於評估補助措施是否可認為與共同市場相容時，執委會則衡量補助
措施為達成共同利益目標所生的正面效果，以及潛在的副作用，例如貿
易與競爭的扭曲。此過程被稱作衡平檢驗。該檢驗係以三項步驟操作：
前兩個步驟處理政府補助的正面效果，第三步驟則處理負面效果與衡量
34

正面與負面效果的結果，其架構如下：

a. 補助措施是否針對經適當界定（well-defined）之共同利益目標？（例
如：成長、就業、環境、能源安全）
b. 該補助是否經過良好設計以達成共同利益目標，換言之，提出的補助
是否能回應市場失靈或其他目的？
甲、政府補助是否係適當的政策工具？
乙、有無誘因效果，換言之，該補助是否改變事業的行為？
丙、補助措施是否合乎比例原則，換言之，相同的行為改變是否能透
過較少的補助達成？
c. 競爭的扭曲與對貿易的影響是否有限，故而整體的衡量係屬正面？
B. 政府補助再生能源的競爭評估
雖然基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7條第3項之c，會員國得針對再生能源
市場參進障礙，環境保護政府補助綱領允許會員國可以提供投資及/或營
32
33
34

比方說基於2008/1/EC有關整合污染防制指令，OL J 24, 29.1.2008, p.8。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48), OJ C 82, 1.4.2008, p.10.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6), OJ C 82, 1.4.2008, p.5.

117

各國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調和之研究－以能源產業為中心

運補助，以吸收生產成本與能源市場價格間的差價。然而，為此執委會
35

亦進行查核，主要是兩種評估（assessment） ：a.為包含低於一定門檻
之補助或將補助授予低於一定門檻之產能設施而設的標準評估（standard
assessment），以及b.為包含高於門檻之補助、將補助授予高於一定門
檻之產能設施，以及將補助授予生產再生能源且該補助數額係基於計算
所避免之外部成本而來等情形所設的詳細評估（detailed assessment）。
目的係用以確定相對於傳統能源，政府並未對再生能源進行超額補助
（overcompensation）。
a. 標準評估
為了推廣自再生資源而來的能源，有關環境投資與營運的補助，
於滿足下述條件時，將認為符合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7條第3項(c)，而
與內部市場相容。如果欠缺對於個別事業之有關再生來源占能源比例
的強制性共同體標準，則政府補助得以被正當化。對於生產生質燃料
36

的投資補助及/或營運補助，僅針對永續的生質燃料方被允許 。
甲. 投資補助
補助強度不可超過合格投資成本（eligible investment costs）
的百分之六十。如果投資補助是提供給中小企業，則給予中型企
業的補助，其強度可增加百分之十、給小型企業則可增加百分之
二十。如果授予投資補助係於公開、透明且不歧視的基礎上進行
真正競爭的招標程序，能有效確保該補助係為達成最大再生能源
的最低必要，則補助強度可增加到依下述定義之合格成本的百分
之百。須注意的是，該招標程序必須是非歧視性，且必須有足夠
數量的事業參與競標。此外，有關此招標程序的預算，必須係有
拘束力的約束（binding constraint），非所有的參與者均可得到補
助。最後，該補助必須基於投標人初始的投標而授予，並排除後
37

續協商 。
就再生能源而言，合格成本必須限於與具備相同有效能源生
35
36
37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2), (13), OJ C 82, 1.4.2008, p.5.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01), OJ C 82, 1.4.2008, p.19.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02)-(104), OJ C 82, 1.4.2008,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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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能力之傳統電廠或傳統暖房系統相比，受益人須承擔之額外投
資成本。有效成本的計算須扣除與投資再生能源之額外成本有關
38

且在該投資前五年產生的營運利潤與營運成本 。
乙. 營運補助
生產再生能源的營運補助可以正當化，以涵蓋再生資源生產
成本與該能源之市場價格的差額。此適用於之後市場上銷售以及
39

該事業自己消費而生產再生能源的情形。 會員國有三種為再生能
40

源而授予補助的選擇 。
政府的營運補助必須具備誘因效果，使得補助接受者改變其
行為而提高環境保護的水準。如果受益人在向國家機關提出補助
申請前，其與營運行為相關之計畫已經開始，則會被認為不具誘
因效果。為說明誘因效果存在，會員國必須證明如果沒有該補
41

助，則對環境較友善的選擇不會被保留 。
如果政府補助係為執行具環境優先性之歐洲共同利益的重要
42

計畫，則可能被認為與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7條第3項(b) 相容。由
於此等補助要求具有對共同體整體之利益，故困難度較高，但執
43

委會也會授權與其他綱領中所訂比率更高的補助 。
b. 詳細評估
為了使執委會得以針對經授權方案而給予的大額補助進行詳細的
評估，以決定是否與內部市場相容，會員國必須就經授權方案下給予
之個別大額投資或營運補助，或符合一定條件的補助（例如：投資補
38

39
40
41
42

43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05)-(106), OJ C 82, 1.4.2008, p.19.有關如何確定與環境保護直接相關的投資、營運
利潤與成本，可參考該綱領之(81)至(83)。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07), OJ C 82, 1.4.2008, p.19.
請參考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09)-(111).
詳細的說明請參考：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42)-(146).
The following may be considered to be compatible with the internal market: ... (b) aid to
promote the execution of an important project of common European interest or to remedy
a serious disturbance in the economy of a Member State...
詳細的說明請參考：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4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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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情形，授予一事業超過750萬歐元；生產再生能源電力之營運補
助的情形，當係授予生產再生能源電力設備補助時，再生電力產能超
44

過125萬瓦），事先通知執委會 。
會員國可基於計算避免的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s avoided），授
予營運補助予生產再生能源的新電廠。由於該方法是在決定補助的數
額，該措施必須通知執委會並進行詳細評估。避免的外部成本係將以
傳統能源型態營運的廠商生產相同數量電力時，社會將經歷的額外社
會環境損害，以貨幣價值量化。該計算係基於再生能源生產者所產生
但未負擔的外部成本，與非再生能源生產者所產生但未負擔的外部成
本間之差額。會員國必須提出比較成本分析與競爭之能源生產者的外
45

部成本，以說明該補助確實指補償避免的外部成本 。
詳細評估係根據扭曲可能性（distortion potential）所進行的比例
原則評估。該評估係在標準評估所設標準之外，再依下述正面與負面
要素進行：
甲. 補助的正面效果：
補助能促使事業追求原本不會追求之環境保護的事實，此係
評估其相容性主要考慮的正面要素。
i. 市場失靈的存在：執委會確認政府補助是否係針對市場失靈，
也會注意補助措施對於環境保護的貢獻。受益人之競爭者的本
質、類型與所在位置、如未給予補助該受益人執行國家標準的
成本，以及受益人主要競爭者執行該標準的比較成本，均會納
46

入考量 。
ii. 適當的措施：由於其他較不會造成扭曲的方法可能達成一樣的
結果，且政府補助可能違反污染者付費原則，故政府補助是否
是達成環境保護目標的適當方法，將被考慮。該措施的影響評
47

估，包括使用其他政策選擇，也會在相容性分析時被考慮 。
44
45
46
47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160), OJ C 82, 1.4.2008, p.26.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161), OJ C 82, 1.4.2008, p.26.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167), (168), OJ C 82, 1.4.2008, p.27.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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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誘因效果與補助必要性：為環境目的而提供的政府補助必須具
備誘因效果，換句話說，必須造成受益人行為的改變，以提高
環境保護的水準。單純環境保護水準的提高不能作為補助係必
要的理由。會員國必須提出特定行為如果沒有補助便不會被採
取的證據，此外，也必須說明與該行為改變有關的環境效果。
執委會也會考慮投資是否會有其他生產的利益，如果有的話，
則誘因效果會被認為較低。此外，市場的條件、未來可能的強
48

制標準、風險程度、獲利程度均是考慮誘因效果的因素 。
iv.補助之比例原則：會員國必須提供證據說明該補助是必須、最低
限度以及選擇過程符合比例原則。據此，將考慮下列因素：合格
成本的精確計算、選擇受益人的過程是否達到利用最少的補助或
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達到環境目標、是否係最低限度補助等49。
乙. 對競爭與貿易扭曲的分析：
如果補助符合比例原則且投資或營運的外成本的計算考慮到
所有該事業得到的好處，則負面影響應屬有限。首先，執委會會
評估受益人在補助後增加或維持銷售的可能性。特別是考慮到單
位生產成本的減少或補償（價格彈性越大，越容易扭曲競爭）、
更多環境友善的生產過程（消費者越偏愛環保產品，越容易扭曲
競爭），以及新產品（消費者越偏愛環保產品，越容易扭曲競
50

爭） 。
i. 動態誘因/排擠：政府補助可能被策略性地用來促進創新的環境
友善技術，給予本地生產者「先驅（first mover）」的好處。因
此，該補助可能扭曲動態的誘因，而且排擠在其他會員國於特
定技術的投資，造成該種技術集中在一個會員國的情況。在此
項分析中，執委會考慮補助數額、補助頻率、補助久暫、逐步
降低補助、已準備符合未來標準、關於環境目標之管制標準的
48
49
50

(169), (170), OJ C 82, 1.4.2008, p.27.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71), (172), OJ C 82, 1.4.2008, p.27-28.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74), OJ C 82, 1.4.2008, p.28.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77), OJ C 82, 1.4.2008, p.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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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水準、交叉補貼的風險、技術中立、創新的競爭等因素 。
ii.使無效率公司存在：環境保護的政府補助可作為推進環境負
面外部性之完全分配的過渡機制，不應被用在將不必要的支援
授予因低效率水準而無法向更為環境友善之標準與技術調整的
事業。在此項分析中，執委會考慮受益人的類型、補助對象之
部門產能過剩、補助對象之部門的正常行為、補助的相對重要
52

性、選擇程序、選擇性等因素 。
iii.市場力量/排除行為：授予受益人環境保護的政府補助可能被用
來增強或維持其在該產品市場的市場力量。執委會會評估受益
人在被授予補助前的市場力量以及補助後可預期之市場力量的
改變。在每一補助受益人的市場占有率低於百分之二十五的市
場以及赫芬達爾—赫希曼市場集中指數低於2,000的市場，執委
會不會提出有關市場力量的競爭顧慮。在此項分析，執委會會
考慮補助受益人之市場力量與市場結構、新加入者、產品區別
53

與價格歧視、以及購買者力量等因素 。
iv.影響貿易與定位：政府補助可能造成某些區域自更有利的生產
條件獲得好處，特別是因為補助而造成相對低的生產成本，或
是因為透過補助而達到更高的生產水準。此會造成事業重新設
址補助的區域。於此項分析，執委會會考慮受益人是否考慮其
54

他投資地點的證據 。
丙、衡平與決定：
在正面與負面因素之下，執委會會衡量措施的效果，並決定
所產生的扭曲是否影響貿易條件致違反共同利益的程度。執委會
可以對通知的補助措施不表示反對而不啟動正式的調查程序，也
可以在正式的調查程序後決定終止程序而作成決定。當作成附
51
52
53
54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178)-(179), OJ C 82, 1.4.2008, p.29.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180), OJ C 82, 1.4.2008, p.29-30.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181)-(182), OJ C 82, 1.4.2008, p.30.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183)-(185), OJ C 82, 1.4.2008, p.30.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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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的決定時，可以考慮附加下列的條件，以減少造成的扭曲
或對貿易的影響而符合比例原則：較低的補助強度、帳目分離
（separation of account）、改善環境影響的額外要求以及不歧視其
55

他潛在受益人 。

二、日本
日本在經歷1953年至1990年產業至上後，1990年代開始「獨占禁止法」
56

地位躍升 。當時，競爭法受到重視其理由有二：首先，是來自美國之外部壓
力，即因日本事業的反競爭行為形成貿易壁壘，故要求日本政府更加積極執
行AMA；其次，歷經90年代開始的經濟衰退，民眾對經濟改造之強烈主張，
更希望自解除國內產業管制與促進競爭開始做起，尤其是電信、能源、交通與
金融等產業。換句話說，人民對「國家利益」的理解發生了改變，AMA成為
日本面對變化環境所採取的新方法。另外，日本消費者團體以及消費者利益在
日本政黨中逐漸壯大力量，消費者團體與消費者利益集團傾向於支持競爭，以
降低商品消費價格。反應這個趨勢，日本政府於1995年提出「管制再造促進
方案」（Program for Promoting Regulatory Reform），並於1997年、1999年及
2000年修正AMA關於適用除外之規定。同時，JFTC明顯的動作是大幅限縮依
法對聯合行為的許可，相較於1966年通過的1079件，2000年4月僅剩15件。
另一晚進發展是，透過強化自由競爭機制，不再適用產業投資相關之行政
指引，以切斷日本的政商關係。在1995年「管制再造促進方案」中規定，該等
57

部會於發布指引前，均應事先諮詢（prior-consultation）JFTC 。為此，JFTC於
1994年公布「獨占禁止法對行政指引之指引」（Antimonopoly Act Guidelines on
58

Administrative Guidance），明列行政機關指引可能導致反競爭行為之情形 。
55
56

57
58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86)-(188), OJ C 82, 1.4.2008, p.30-31
這個現象自1990年6月JFTC宣布將對聯合行為、圍標、杯葛等嚴重影響消費權益之
行為課以刑責，顯示其重視程度。違法之獨占與聯合行為最高將被處以三年有期徒
刑或課500萬日圓罰金。
1993年日本公布行政程序法，目的即以增進政府決策程序之透明與公正，包括在授
予業者執照及頒布行政指引的情形。
Michiyo Hamada(commissioner of the JFTC), Controlling Anticompetitive Action by the
State: The Role of Competition Advocacy / Competition Assessment- Japan’s Experience -,
2011/03/18, Hong Kong, Global Competition Law Conference.
http://www.jftc.go.jp/en/policy_enforcement/speeches/110318.html（最後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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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背景之下，日本如何以「獨占禁止法」調和產業政策，在法令規範架構
上，主要即係透過「獨占禁止法」適用除外制度。該適用除外制度大略可包括
59

二種類型：第一，明示的適用除外規定，即「獨占禁止法」或其他特別法 規
定明文規定除外；第二，默示的適用除外規定，則是根據規制產業事業經營活
動的特別法之目的、體系以及對個別規定的解釋以為排除適用。事實上，「獨
占禁止法」第21條至第23條是該法適用除外之規定，第21條是關於行使無體財
產行為，第22條是關於特定合作社（即商會）之行為，第23條是關於維持轉售
價格之行為。原則上，妨礙公平與自由競爭之價格、數量或銷售管道之聯合行
為，AMA是禁止的。然而，若自達成其他政策目的之觀點，並在個別規定其
必要條件與程序下，應有例外合法的情形。例如保險業法的保險聯合行為、道
路運送法的運輸聯合行為等，前者係因事業具有特殊性，後者則係考量地區居
民生活確保的旅客運輸等事由。承此，這些類型之聯合行為，一般而言，應得
到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的同意，或由該委員會進行協議或通知，主務大臣進行
批准（昭和40年度數量達到巔峰共計1,079件，至平成22年度結束則大幅減少僅
剩28件）；除此之外，若該等行為具備目的上必要之積極要件，且未有不正當
差別待遇的消極要件，則各該法律之規定，將視為合法。
以下，僅扼要說明日本對於產業政策之競爭評估機制。
1、「獨占禁止法對行政指引之指引」
雖然行政機關之指引具有反應快速、彈性與目標達成等優點，惟避免

59

日:2012/07/09）
日本從1948年後，獨占禁止的推動漸次緩和，適用排除的條款除在1953年因修正公
平交易法而大幅增加之外，在1948年後，當時業已存在的各種法律或新成立的法
律，亦不乏增設排除適用之規定，例如：海上運送法（昭和24年，法律第87號，
1949年8月24日公佈、實施）第28條規定；保險業法（1950年，法215號、304號）
第72條之3；道路運送法（昭和25年，1950年，法183號）第21條；港灣運送事業法
（昭和26年，1951年，法162號）第19條；航空法（1952年，法231號）第110條；
輸出入交易法（1952年，法299號）第33條；中小企業團體組織法（1957年，法195
號）第89條；批發市場法（1971年，法35號）第29條；倉庫業法（1956年，法121
號）第15條；證券投資信託法（1951年，法189號）第25條等。而其類別大致出現
於中小企業特別法、國際貿易法、運輸事業法、保險或金融事業法，以及經濟調節
法等領域。平成9年(1997年) 7月20日施行「私的獨占の禁止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
關する法律の適用除外制度の整理等に關する法律」（平成9年法律第96號）後，
有20部法律35個制度因此而廢止。計該等適用除外之個別法律，自平成7年底30部
法律89個制度，迄平成22年底則僅剩15部法律21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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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且確保明確及公平，日本於1993年公布行政程序法 ，要求行政機關
運作應具公平性及透明性。同時，JFTC於1994年6月30日公布「獨占禁止
法對行政指引之指引」（Antimonopoly Act Guidelines on Administrative
61

Guidance），明列行政機關指引可能導致反競爭行為之情形 。對於違反
AMA之行政指引，即應加以鬆綁或廢止；行為符合前述違反AMA指引之事
業，仍應直接自負違法責任。
指引之重要內容如下：
(1)行政指引與「獨占禁止法」之關聯
A. 根據特別法律或規則作成之行政指引
無論行政指引係根據特別法律、勸告或指示等，只要指引之
目的、內容與方法符合前述法規規定，則事業根據該指引所作成
之行為即符合AMA之規定。然而，除非AMA直接明文為例外，
否則根據指引所作成之行為，仍應適用AMA而有可能被認定為違
法。另外，若法律或規則賦予行政機關命令、核准、建議或指示
等權限，以正當化事業的主張者，該等行政機關權限之行使亦屬
於本項類型。行政指引若僅有法律一般組織法上授權，則仍不屬
本項情形。
B. 未根據特別法律或規則作成之行政指引
雖然未有特別法律或規則授權，惟行政機關依據其所認為之
適當目的（purpose）、內容（content）與方法（method）等，所
作成之行政指引，若可能產生限制或禁止公平且自由之競爭，則
自應適用AMA而有可能被認定為違法。
(2)各種行政指引與「獨占禁止法」
A. 與參進（entry）或退出（withdrawal）有關的行政指引
為維持並增進公平與自由之競爭，市場參進或退出之自由應
予以確保。行政指引未有特別法律或規則為依據者，須留意不應
有限制或禁止公平且自由之競爭。下列情形將可能有違反AMA第
60
61

Law No. 88 of 1993。
Michiyo Hamada(commissioner of the JFTC), Controlling Anticompetitive Action by the
State: The Role of Competition Advocacy / Competition Assessment- Japan’s Experience -,
2011/03/18, Hong Kong, Global Competition Law Conference.
http://www.jftc.go.jp/en/policy_enforcement/speeches/110318.html（最後瀏覽日：
2012/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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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條、第8條(1) (i)、(iii) 及 (iv)規定之疑慮。
a. 要求新參進者須獲得相關行業既有企業或商業協會的同意，或
是為進入市場而須與前述企業或協會合作為條件。
b.要求新參進者須參與相關商業協會，以達與既有企業合作獲利
之目的。
c. 若因供需調整、或與其他事業合作獲利等，致相關行業協會有可
能介入新進事業自公共機關獲得必要貸款的程序或類似情況者。
B. 與價格有關的行政指引
行政指引未有特別法律或規則為依據者，而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將可能有違反AMA第3條、第8條(1) (i)、(iv) 、(v)及第19條規
定之疑慮。
a. 有關漲價、降價而表示與數量、比率等相關標準之特定金額。
b.當價格下跌或類似情形發生時，行政指引鼓勵企業自我約束不
以折扣或更低價格銷售。
c. 要求商業協會提供個別企業營業祕密相關資料，例如協會會員
特定交易之價格。
d.對生產者、經銷者或其協會發布指引，以穩定其與交易對象之
交易價格，包括零售價格。
e. 要求個別企業事前提供具體銷售價格，或透過商業協會蒐集或
提供會員該等資料。
C. 與數量及設備有關的行政指引
行政指引未有特別法律或規則為依據者，而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將可能有違反AMA第3條、第8條(1) (i)、(iii) 及(iv)規定之
疑慮。
a. 對於生產與銷售之數量、出口量、進口量、減量生產的比例及
原料採購數量等，依標準給予特定數額。
b.表示特定的標準，例如短期供應/需求規劃，並要求提交生產量、
銷售量、出口量、進口量、新設備採購或擴充等商業計畫。
c. 要求商業協會提供個別企業營業祕密相關資料，例如協會會員
特定交易之數量。
d.促使企業透過期商業協會對短期供需規劃交換意見。
e. 表示特定標準，例如輪作系統（rotation system）之時間表、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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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規模、淘汰技能或設備。
f. 要求個別企業或其商業協會事先提供生產量、銷售量、出口
量、進口量、新設備採購或擴充等商業計畫。
D. 與商業技術、品質、標準、廣告及陳述有關的行政指引
行政機關為了公共利益，可能會發布特定具限制或行動之行
政指引，而鼓勵企業或其商業協會自願性的約束其相關商業技
術、品質、標準、廣告及陳述之行為；或是為了生產或銷售商品
或是服務提供之效率化，發布某些指引，促使企業標準化其商品
或服務。此項類型之企業共同行為若是依循一既存的行政指引而
發生，並不違反AMA，惟若是因為企業間的約定或是商業協會促
成，便是可能違反AMA規定。
(3)涉及許可或同意之行政指引
行政機關依法律要件頒布各別涉及企業獲得許可或同意改變之行
政指引，原則上應無違反AMA疑慮。惟行政機關對於任何企業或商
業協會頒布該等指引，而其指引之內容或程序將可能引起該企業或協
會作成違反AMA行為者，仍將可能有違反AMA第3條、第8條(1) (i)、
(iii) 及(iv)規定之疑慮。
A. 要求新參進者須獲得相關行業既有企業或商業協會的同意，或是為
進入市場而須與前述企業或協會合作為條件，方給予許可或同意。
B. 要求新參進者須參與相關商業協會，以達與既有企業合作獲利之
目的，方給予許可或同意。
C. 申請許可或同意之企業有一家以上，指引要求該等申請者或是相
關商業協會等應合作為之。
D. 關於例如價格等事項之申請許可或同意，法律要求個別企業應依其
自身情形提出，而指引卻賦予商業協會得要求其會員以共同提出。
E. 關於例如價格等事項之申請許可或同意，法律要求個別企業應依
其自身情形提出，而指引卻容許企業間或透過其商業協會提出，
或是須經由市場既存事業或其商業協會同意後方得提出。
2、2007政府政策評估法（the Government Policy Evaluation Act）
(1)政策評估之時點

圖1

日本政策評估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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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評估之作法
—建立評估表以判斷是否具備對競爭影響之分析。
—管制機關應於發布新的法令規範前提交評估表。
(3)目的
—判別對競爭具負面影響之因素
A. 影響供給者數量
B. 影響供給者競爭之供給能力
C. 影響供給者競爭之動機
(4)法令規範與競爭評估清單

哪一個市場？

無

有

何種影響？
未有其他社會成本
直接或間接限制之事業數量？
限制事業競爭之方法與行為？
降低事業競爭之動機？
（或是增強不從事競爭的動機）

具備上述任一種情形

不具備上述所有情形

規範將影響市場競爭

該等規範如何影響事業？

影響事業所造成之社會成本？

圖2

未有其他社會成本

日本法令規範競爭評估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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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能源產業規範再造與競爭政策
（一）產業規範再造
整體而言，根據OECD在1999年公布的「日本規範再造－競爭政策於規範
再造之角色」（Regulatory Reform in the Japan－The Role of Competition Policy
in Regulatory Reform）開宗明義認為：競爭政策應與其他一般性政策加以整
合。過去直接以管制方式介入之特殊產業，例如公用事業，可能由其他部會
62

透過法律或以命令規範，成為「獨占禁止法」適用之例外 ；亦或是，直接由
產業法律規定，取代「獨占禁止法」。在經歷自1994年「獨占禁止法對行政
63

指引之指引」 以及1998年解除管制方案為主的進程中，我們可以發現，對於
電力、天然氣產業過去自肩負平衡供需必要之角色言，更以特許營業資格、
價格、合併許可等，加以嚴密管制；在現代，關於生產、銷售與供應部門，
AMA仍認為屬於固有的自然獨占事業，而得成為AMA之適用例外。較可惜
的是，對於可能影響產業競爭與市場之具有網絡（network）功能的部門，當
時並未明確說明如何適用AMA。電力、天然氣產業因其在「概念上」被理解
為自然獨占，故成了AMA適用的例外。若隨著政策或法令修改，事實上該等
「例外」，範圍即將受到限縮。只是，若產業政策與部門規範能考量競爭政策
而設計，在尊重JFTC的前提下，產業部門的規範通常仍是優先，而可以取代
AMA對網絡產業（network industries）的適用。此時，JFTC的可發揮的角色是
較間接的。雖然執行競爭法制仍是JFTC的職責，但針對特定事務，其產業主管
64

機關仍是主事者而具有決策權力 。更深入言，若主管機關單以平衡供需及保
護投資為名，實際上仍可能封閉創新服務的產生、扭曲市場的運作。據此，應
該思考的是，產業政策主管機關在達成相同目標上，能否有更開放、更客觀而
具選擇性的作法。
技術上言，在AMA外沒有正式的適用除外（畢竟AMA第21條至第23條正
62

63
64

1989年日本法院開始認定某些依法令辦理之行為，例如市立屠宰場、政府發行郵
政明信片以及彩券等案例，實際上確實與私人處於競爭與爭利的狀態，惟卻不受
AMA規範。OECD, Regulatory Reform in the Japan－The Role of Competition Policy in
Regulatory Reform, p. 32。
其實嗣後也僅有二個案例明確違反該指令。OECD, Regulatory Reform in the Japan－
The Role of Competition Policy in Regulatory Reform, p. 14。
以電信與郵政為例，雖然JFTC事前積極參與相關決策過程，惟其影響力如何尚難
客觀衡量。OECD, Regulatory Reform in the Japan－The Role of Competition Policy in
Regulatory Reform,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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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明文規定於AMA方有可能成為例外），JFTC與其他部會有其主管事務之權
限。但事實上，以合併為例，主管機關在原來的權限中就可以考慮事業合併後
對市場競爭的影響，而行使否決權。正如電力事業既由MITI決定，表面上雖是
因主管部門對該等產業深具瞭解及專業知識，並且可以準確依據其產業政策中
合法之要素，將競爭政策整合進來，二者達成協調；而這個模式確實也較符合
傳統垂直式的管制架構。
然而，若以水平式分工的政府體系言，JFTC作為一個獨立委員會，除固有
的職法權限外，較特別的一個觀察是，JFTC策動的整體法規範再造與管制解構
的作法。根據JFTC在1997年發布的報告，電力市場應朝向解除管制、促進競爭
並嚴格執行AMA。為增進發電與零售部門更多的競爭，JFTC將其執法體系延
伸至零售供應（retail supply）與民營發電範疇，認為這個部門應屬可與電力公
司競爭的部門。隨後亦針對零售供應自由化加以討論，並發布對發電、輸電與
配電垂直整合系統與效率的觀點，能源部門間如何建立競爭、以及針對特定產
業法規檢視是否符合其適當角色等。JFTC一連串的措施促使產業部門開始著手
對主管法規規範再造。另外，在天然氣市場，報告建議應以解除參進管制與增
進競爭為目標，以降低對城市瓦斯營運者大量供應的依賴，因此瓦斯輸送應合
法化，並核發以營運者之執照而在供應區域內形成小規模的網絡。隨後亦針對
城市瓦斯產業統一管制、營運者供應區域架構、垂直整併、電力與天然氣市場
交互參進（crossover entry）等議題提出討論。近年，JFTC的報告在日本政府
體系中發揮極為深刻的作用，而目前JFTC亦持續倚賴這項方法，帶領其他部門
邁向將競爭政策納入產業政策的目標，而JFTC作為一重要的政策來源。
綜上所述，能源部門的法令，若涉及參進限制、供需平衡之規範，均將受
到是否限制競爭之檢視，而加以減緩或廢止。雖然產業政策經常強調可以增進
特定部門的投資，並相信將使產業於未來獲得成長或是其他對經濟表現效益的
回饋等，仍須依同一標準加以檢驗。即便有許多競爭法適用除外的法令遭到廢
止，產業主管部門仍然具有權力協助產業整體地回應經濟衝擊，再加以重建。
若產業政策未能即時因應，回復經濟則可能需要更多年的時間才能完成。1998
年解除管制方案要求產業部門應事先諮詢競爭主管部門，以確認法令規範中未
有違反競爭的管制，但這並非意謂競爭政策對產業政策而取得代之。

三、韓國
韓國現行「獨占規制與公平交易法」（Monopoly Regulation and Fair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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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MRFTA）（以下簡稱獨占規制法）係於1981年實施，迄今歷經多次修
正，最近一次為2011年12月2日。現行條文共計71條，其中與產業政策有適用
上衝突與調和之規定者，即第58條。易言之，雖然韓國是以市場經濟為中心的
國家，「獨占規制法」原則上作為經濟秩序的基本法，本應適用於整體產業；
況且，該法並未將特定產業除外。然而，由於市場功能不可能完全在所有經濟
活動中完美運作，故「獨占規制法」第58條設有除外規定。根據該條文之規
定：「本法不適用於經營者或經營者團體根據其他法律或法令作出的正當行
65

為 。」，惟由於該法對於何謂「其他法律或法令」並未作出明確解釋，過去
1980年制定的「獨占規制法」尚規定「由特別法具體規定不適用本法的情形」
（舊法第47條第2項），但是之後政府均未制定此類關於適用除外的法律，至
1986年該法第一次修改時，遂刪除該條款。因此，韓國「獨占規制法」之適用
除外行為目前皆依解釋與實務形成其內涵。
（一）「獨占規制法」第58條
關於韓國「獨占規制法」第58條，學者認為以法律解釋論言，有廣義與狹
義解釋方法。亦即該法所謂「基於法令的正當行為」既包括所有基於其他法令
的行為，也可以認為在基於其他法令的行為中，具有合理根據的行為方為該法
所指的適用除外行為。然而，綜合考量「獨占規制法」作為經濟秩序基本法以
及立法背景，應以後者解釋為適當。因為，韓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直推
行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政策，直至此政策到達極限。80年代開始，為克服該等
政策的弊端，乃將經計營運方式從政府主導型轉變為民間主導型，且為維持民
間主導型經濟的正常功能，制定並實施「獨占規制法」。
因此，政府應對當初在推行民間主導型經濟發展政策時制定的法律進行重
新研究，對某些法律進行果斷修改，廢除不符合民間主導型市場經濟的法律。
雖然政府一直不懈地努力，但事實上不少產業中仍存在相當多的無合理根據或
不符合時代精神的政府管。在此情形下，若將凡有其他法令根據的行為均認定
為正當行為而不適用「獨占規制法」，則該法之實效性必將不斷減損。因此，
為能更有效揮發經濟秩序基本法的規範作用，自不應將所有根據其他法令之行
65

韓國「獨占規制法」第58條（Legitimate Actions Taken Pursuant to Acts and
Subordinate Statutes）規定為適用範圍之解釋故，曾有一次修訂。原條文英文
版：「This Act shall not apply to acts of an enterpriser or enterprisers organization as
committed in accordance with any Act or any of its decrees.」2010年修訂為：「This Act
shall not apply to lawful acts of an enterprise or an entrepreneurs’ organization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other acts and subordinate sta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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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均認屬適用除外之情形，而應將該法適用除外的範圍限定在具有合理根據的
行為之內。
綜上所述，既然韓國目前以市場經濟為經濟秩序，而「獨占規制法」為經
濟秩序的基本法，因此僅在限制競爭具有充分合理的理由時，方適用除外規
定。該法第58條規定，適用除外之依據是基於法令的「正當行為」，而非單純
66

基於法令的行為 。事實上，欲認定行為有無限制競爭的合理理由相當困難，
對此應有法定的認定標準。在對現行法中允許限制競爭的規定逐一加以分析研
究後，應果斷廢除無合理理由之限制競爭行為。
（二）產業之管制政策
管制產業是指因其本身的特殊性，全部或部分內容根據特別法的政府規制
替代競爭的產業，通常稱為「替代競爭的規制」。政府管制一般可分為經濟管
制和社會管制。社會管制在直接或間接影響該產業的競爭這一點上可以歸類為
廣義的經濟管制。而經濟管制，按其內容可分為准入規制、價格規制、質量產
量與供應對象、交易條件等經濟活動的規制。對此類管制產業，全部或部分排
除「獨占規制法」之適用。
前述管制產業中，最具代表性的為電氣、煤炭、石油、煤氣等能源產業，
鐵路、汽車、航空器、船舶等運輸產業，電信、電話等電子通信業，以及金
融、保險、證券等金融產業。限於本研究主題，以下僅就韓國能源產業說明。
韓國對電氣、煤炭、石油、煤氣等能源產業，有下列幾種管制類型：
(1)限制產業市場准入，例如電氣營業法第7條、煤炭產業法第17條、城
市煤氣營業法第3條。
(2)限制產業之價格、交易條件，例如電氣營業法第15條、第16條，城市
煤氣營業法第23條。
(3)限制產業之交易方法，例如電氣營業法第31條。
(4)產業資源部有權制定能源供需計畫以保障能源供需穩定，例如電氣營
業法第25條、煤炭產業法第3條、城市煤氣營業法第3條。
(5)產業資源部有權採取調整供需的措施以應對緊急情況，例如電氣營業
法第29條、煤炭產業法第24條、城市煤氣營業法第24條。
以上限制或措施均具有限制競爭之性質，以往認為其當然不應適用「獨占
規制法」；惟近來開始將其區分為有合理理由的限制或措施，以及無合理理由
66

韓國大法院，1997年5月16日，宣告96nu150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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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或措施。對於無合理理由的限制或措施從適用除外中予以排除，同時儘
量擴大雖有合理理由，但超過必要範圍或程度之限制或措施的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韓國於1999年1月制定有「產業發展法」（Industrial
Development Law），並廢除原有的「工業發展法」。「工業發展法」追求工
業合理化，而新法「產業發展法」則追求提高產業競爭力，通過均衡發展達到
產業結構合理化（參閱產業發展法第1條），即允許通過企業間之共同行為達
成零件的標準化或公用化，共同開發技術或商標，相互支持技術、人力等。然
而，當此類行為屬於「獨占規制法」中之不當共同行為時，則須與公平會協商
67

決定是否對其加以支持（參閱產業發展法第11條） 。
（三）韓國產業與競爭政策調和之特色機制－KFTC與其他政府機關的橫向聯繫
韓國競爭主管機關KFTC與其他政府機關的橫向聯繫，主要即透過競爭倡
議（Competition Advocacy）之體系機制。1960年代韓國政策重在保護本土產
業、管制介入，而非競爭，以致於最終形成壟斷的市場結構，經濟力量過於
集中。有鑑於此，韓國政府承認，過去這種以政府引導發展（government-led
development）對於建構一個有效運作的市場體系是失敗的，並且更惡化1997年
金融危機對韓國所造成的影響。為此，KFTC前主席曾表示，經濟發展與均衡
成長必須所有參與者均存有競爭思想的體認，包括政府、私部門與消費者。
(1)事前競爭倡議體系
1994年，KFTC成為一個獨立的機關直接對首相（Prime Minister）負責。
1996年開始，KFTC主席取得相當於部長的地位而參與內閣與經濟部長的相關
會議。這樣的接觸強化了在MRFTA明確授權KFTC所具備的倡議角色。該法律
要求，韓國政府機關部會應於提出可能涉及限制競爭之法律與規範前，事先通
知KFTC；而KFTC依法有權對之提出最小化反競爭效果的意見。
根 據 2 0 0 5 年 K F T C 年 報 顯 示 ， M R F TA 第 6 3 條 「 事 先 諮 詢 」 （ p r i o r
consultation）機制運作成效顯著。KFTC共計收到658件其他政府部會的諮詢，
較2004年（430件）件數成長了53%，2006年634件、2007年635件、2008年827
件、2009年1097件、2010年1178件。在2005年的658件中，對此KFTC針對49件
68

提出意見（7.4%），而有41件被接受（83.7%） 。相較之下，2010年的1178
67

68

The Industrial Complex Cluster Program of Korea http://www.clustercollaboration.eu/
documents/270945/0/THE_INDUSTRIAL_COMPLEX_CLUSTER_PROGRAM_OF_
KOREA.pdf（最後瀏覽日：2012/06/17）
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Developme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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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KFTC則針對56件提出意見（4.8%），其中43件（76.8%）確實依KFTC意
見加以修正。2006年迄2009年，則有共計63件（2006年20件、2007年25件、
2008年18件）違反競爭原則之法令，因諮詢而預先避免；以違反的類型觀察，
其中涉參進限制者有13件（20.6%）、涉限制事業活動者有10件（15.9%）、涉
價格控制者有5件（7.9%）、損害消費者利益者有15件（23.8%）、涉聯合行為
69

者有4件（6.4%）以及其他16件（25.4%） 。
表1

近年韓國對於KFTC的立法諮詢件數（單位：案件）

政府部門法案

年

立法部門法案

共計

提交評估 KFTC表示意見 提交評估 KFTC表示意見 提交評估 KFTC表示意見

2009

1,097

29

1,082

45

2,179

74

2010

1,178

56

918

75

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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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KFTC更針對過去屬於管制產業而現在已逐漸轉變為競爭產業者推
展競爭政策。2006年KFTC指定五個產業—廣播、通訊、能源、健康服務與交
通運輸，對之市場結構與政府規範進行調查。藉此，全面分析其在相關市場當
前存在的參進障礙、價格決定機制、交易實務與消費者需求情形。更進一步，
自2006年3月至6月，KFTC對15,000家公司以及900個消費者與公民團體瞭解產
業管制再造的需求。根據前述研究所得出的240提案，KFTC選擇其中52個與經
濟密切相關之管制再造方案加以實施，並諮詢相關部會以改善當前違反競爭原
理之制度及實務。
KFTC一向戮力於建立諮詢管道，而與不同產業之部門主管機關密切
合作，例如KFTC與韓國管制通訊的主管機關-資訊通訊部（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達成協議，每季將召開會議，針對與公共利益
70

有關之重要議題及管制諮詢，共同討論 。

69
70

Korea (January 1, 2005 – December 31, 2005) , p.17-18, September 2006.
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Development in
Korea (January 1, 2009 – December 31, 2009) , p.23.
Ohseung Kwon, Chairman 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 Recent Development in Korea’s
Competition Laws and Policies, The 4th East Asia Conference on Competition Law &
Policy, May 3,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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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後競爭倡議體系
2008年12月韓國導入法規競爭影響評估機制，並自2009年1月1日正式實
施。每一個政府機關部會於頒布或修正法令時，均需填寫一份評估分析報告給
71

規範再造委員會 （the Regulatory Reform Committee, RRC）及KFTC，而KFTC
對之表示意見後回覆予RRC及相關部會，RRC據此做為檢視該等法令的參考。
72

KFTC主席是RRC25個成員中非經選任的政府成員（政府成員共計6位） 。

圖3

73

韓國法令競爭評估機制

2009年7月KFTC根據OECD競爭評估工具書（the OECD Competition
Assessment Toolkit），為各部會的工作成員訂出了一份競爭評估手冊。2010
年，KFTC的反競爭規範再造小組（Anti-competitive Regulatory Reform Team）
公布『競爭評估手冊』（Competition Assessment Manual）。根據該手冊，競爭
評估程序如下：

71
72
73

http://www.rrc.go.kr/fzeng.page.AboutRRC.laf#3
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Development in
Korea (January 1, 2009 – December 31, 2009) , p.23.
Recent Activities in Competition Assessment in Korea, APEC, Competition Policy and
Law Group Meeting, 2011/SOM1/CPLG/014,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7-8 March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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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會

對競爭影響進行初步評估（
以作為法令影響評估之一部分

有影響

無影響

判斷是否需要進一步
深入評估（

否

）？

韓國
公平交易
委員會

）

評估
結束

是
與主管部會合作

進行深入評估

圖4

韓國競爭評估程序

在初步評估階段，主要應檢視下列四個問題：
A.該法令是否將限制事業之數量或使之限於一定範圍？
B. 該法令是否將限制事業競爭之能力？
C. 該法令是否降低事業活絡競爭的意願？
D.該法令是否限制消費者選擇或更換供應事業的能力，或者限制消費者可
得獲取的資訊？
進一步，若需要深入評估，則在此階段評估須根據以下二個目的，其一是
檢視規範是否影響競爭，其二則為尋求達成法規之政策目標，並且最小化限制
競爭的影響。為此，在深入評估階段，KFTC訂有五個子項階段的評估程序，
而各階段皆有更仔細的評估項目：A.了解規範本身；B.相關市場的界定；C.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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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相關市場的情況；D.分析對競爭之全面性影響；E.當前的決策判斷。
據此，KFTC亦曾以電力供應市場為例，認為縱然管制該市場之參進經常
被認為合理，原因是過度參進與重複投資將造成社會損失，尤其某些產業又是
特別具有規模經濟的考量。然而，前述這些情況應該僅存在於輸電部門，因此
若自發電與配電部門觀察，則開放競爭，確實具有必要且將更有效率。法令
上，僅有對輸電業給予獨占權方有依據，發電業與配電業並不包含其中。
在這樣重要的機制下，KFTC已前瞻地藉由檢視現行法規而促進法制再
造，2004年KFTC在徵詢相關部會後，廢止或修訂了56個限制競爭的規定，
以增進競爭。持續如此的工作，KFTC致力於改善反競爭規範並辨識子規
則（sub-rules），例如指引（guidelines）等是否存在過多對事業之限制。
不同於其他競爭主管機關，KFTC的工作並非集中在慣常之競爭法的執行
（“conventional” competition enforcement），而是放在大型事業集團與財閥所
形成社會經濟結構的問題。因此，KFTC也針對該等事業分屬不同市場部門的
內部交叉補貼（cross-subsidization），所致各市場競爭不公平的現象，採取法
律行動。
綜上，KFTC持續推展競爭的原則，並形成競爭的文化。KFTC一直努力
事先避免反競爭原則的法令規定與政策，藉由有權參與事前法規諮詢（prior
statute consultation）的優勢，並且出席內閣會議（Cabinet meetings）與副首
相會議（Vice Ministers› meetings）。對於已經訂立而違反競爭原則的法令，
KFTC積極推動其修訂。根據MRFTA第63條，各行政部門首長於立法提案、
修法涉及違反競爭行為時，應事先諮詢KFTC是否支持亦或可能對該等事業將
採取措施。MRFTA第63條本身既屬強制規定，而若新的法規被認為違反競爭
原則，則在與相關部會諮詢會議結束後，即係受到禁止。在這新體系之下，
KFTC主席出席內閣會議與經濟部長會議，在先期遏止反競爭法規上，確實具
有意義。尤其，KFTC在近年透過法令競爭評估機制，協助各政府部門調整產
業政策使之符合競爭原則可說不遺餘力，角色甚為積極，成效亦極為良好。
74

在過去，經常以政府法令引導私部門產業，結果致本 應為競爭者因法規
體制阻礙而欠缺競爭。自此韓國極力自政府部門本身矯正這樣的觀念與作法，
建立調和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之橫向溝通機制，一般認為在具有相似產業規
範背景的亞洲國家，亦可發揮效果。就韓國而言，產業的自由競爭、積極與創
74

http://www.nortonrose.com/knowledge/publications/32742/competition-lawdevelopments-in-east-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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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將可為整體經濟帶來莫大的利益；而其自1996年以來以公平交易法引導的
活絡市場機制的成效，更是世人有目共睹。這種作法與過去過度管制（heavy
regulation）、對特定產業或事業提供保護或優惠（protection and preferential
support），有絕大的不同。在今日，競爭政策不僅僅是經濟政策的一部分，而
75

是真正成為經濟政策核心的基石 ，其發展與相關配套機制值得台灣參酌。

肆、我國能源產業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應有之調和
一、我國的實踐經驗
有關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調和作法，無論國內外在競爭法成立之初，均
以法令規範列示排除適用的產業，給予產業發展特殊的考量，包括我國公平交
易法第45條對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的不適用規定。目前，在
公平交易法中現有的調和機制中，第9條第2項開立公平會與其他部會協調的窗
口，賦予公平會對「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釐清、劃分、分工，以及主
動出擊的機會。至於公平交易法與其他法律競合與適用的問題，則適用公平交
易法第46條的規定。本文認為，公平交易法第46條的旨意並非在於保護經濟效
率為唯一的目標，但不可否認經濟效率是競爭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再進一步
引申解釋，係對於「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互動關係，由過去「替代
競爭的管制」概念，演進為以「促進競爭的管制」的想法，原則上遵循競爭原
則，解決經濟資源的生產與分配，但在例外的情況下，才採用「產業政策」以
為替代，亦即在管制政策中，蘊含著競爭的本質。
除此之外，國內相關研究均提及，參考國外趨勢與發展經驗，確立競爭政
策為主、產業為輔的決策思惟。因此為了配合「競爭政策為主、產業為輔」以
及「公營事業民營化」等政策方針，我國政府亦積極進行解除管制工作，專
案與各部會協調溝通，就相關法規進行通盤檢討，「解除管制促進市場競爭專
案小組」，四六一專案的執行，促使政府各部會逐步修改相關法令，消除因政
府管制所造成的市場進入障礙；四六二專案的推動，協助公營公用事業調整營
運行為。「法規自由化促進專案小組」則繼續追蹤各相關法規調整的成果，但
未配合修正法規與新的不符合競爭規定仍然存在。特別是，由實務運作情況來
看，「競爭政策」主管機關，確實可依公平交易法第46條審查其他法律規定
75

http://www.scribd.com/doc/43965303/24/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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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牴觸競爭的意旨，並決定其適法性或回歸公平交易法的適用，為「競爭
政策」與「產業政策」的互動找到平衡的依據。而且依據公平交易法第9條規
定，在涉及他部會執掌事務，主動商同辦理。唯可惜的是，現行法令只給予公
平會「商同」其他部會的權利，若其他部會堅持「產業政策」的理由，而該規
定又有牴觸公平交易法立法精神時，公平會仍很難使市場的經濟活動回歸到以
競爭為原則的軌道上。
有關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之間的互動的觀念與準則，相關調和因素則有，
蔣黎明等（1997）綜合學者有關建議提出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調和因素應包
括:當前政經情勢變化；與相關主管機關進行協調與訂定產業政策目標、產業
政策執行時間表、以及評估產業政策對競爭政策的影響；產業與民意機關的意
見反映；以及衡酌適用競爭法的產業等因素。實際上針對能源產業競爭政策與
產業政策提出調和機制研究的則有廖惠珠（2002）指出目前國際能源政策，以
競爭為主、管制為輔的方向，建議我國公平會應以國際競爭角度處理能源事業
有關獨占、結合或聯合等行為。而且在價格的約定上，亦需考量能源產業龐大
投資難以反應於競爭價格的事實，而給予適度的調整空間。許志義（2006）則
從行政一體的角度，提出我國能源政策與競爭政策的事前與事後調和建議。學
者主張競爭與產業政策主管機關彼此密切配合，職權分工。有關能源市場一般
行為的事前規範，宜由能源事業管制機關加以「事前規範」，例如能源事業的
投資計畫、經營執照的核發、營業區域的許可、申設供應的程序、能源配比的
義務、能源價格管理、能源事業會計成本的稽核等業務。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在
能源管制政策主管機關規範的市場遊戲規則下，對於能源事業有限制競爭或不
公平競爭的行為，透過被動的個案檢舉或主動的調查，「事後」加以介入聯合
哄抬能源價格商品、掠奪性定價、濫用市場獨占力、樞紐設施的競用規則等有
關業務。學者莊春發（2001）對於競提出替代與互補的觀念。競爭政策的落實
在於市場競爭狀能的維持，但在自然獨占、外部性與公共財存在的場合，競爭
政策的執行，可能不能獲得配效率與生產效率的滿意結果，因此在此例外情況
下，政策方向上要以產業政策「取代」競爭政策，以獲得公共利益的實現。但
以犧牲產業競爭內涵的產業政策並不表示豁免於競爭規則的約束，仍一體適用
於競爭政策實踐所訂定的競爭法規範，因此競爭政策的執行要考量產業政策的
目的；產業政策的執行仍需考量競爭的功能，既定產業的發展管理，在政策上
是否需要採例外的「產業政策」，還是一體適用「競爭政策」，仍需政府各部
門的討論與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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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能源產業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之調和，首重政府機關間之橫向聯
繫。目前，涉執掌之必要聯繫，法令上依據即公平交易法第9條第2項規定：
「本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商同各該部
會辦理之。」；另外，同法第46條規定公平交易法與其他法律競合適用之情
形，涉及競爭主管機關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競爭之行為」、「不牴觸公
平交易法立法意旨」及「何者法律優先適用」亦可能可藉由機關間的事前聯繫
而避免衝突。
然而，根據2009年公平會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國際競爭法在競爭倡議上
之發展及其引入國內之可行性」研究顯示，公平會目前依法規而對四Ｃ事業、
能源事業、不動產經紀業、金融事業、流通事業、機車事業、航空運輸事業等
係以「規範說明」或「處理原則」方式進行。而公平交易法第9條與第46條，
前者涉及公平會與其他部會的協商關係，雖法律有此一條文規定，如何去運作
競爭協調或倡議，並達成政策效果，仍有待各行政機關之配合；而後者則更須
以釐清公平會與其他目的主管機關之適用關係，方可達到競爭倡議之目的。
過去公平會在依公平交易法第9條第2項規定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情形，主
要係透過與行政部門協調之方式進行，包括個案和通案之協調。前者指在調查
個案中，發現適用其他法規，而移請其他部會處理。舉例而言，在個案調查
中，除了對違反公平交易法部分處分外，與其他部會權責有關者，公平會亦移
請其他部會辦理。通案部分，最為顯著者為推動行政協調的窗口，主動、不定
期與其他部門展開對於競爭法的執行分工。對象包括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教育部、經濟部、農委會、法務部、衛生署、內政
部警政署、公共工程委員會、勞委會職訓局等主要中央機關部會及直轄市、縣
（市）政府。
另外，公平會除與其他產業主管機關針對競爭法之執行所進行之分工協調
經驗外，亦曾對於有線電視、電信與四C產業（電信、有線電視、電腦網路、
電子商務）等特定產業關於競爭政策之落實，提出規範立場說明，同時對主管
機關提出不具拘束力之競爭倡議。對此，有關能源事業者，計有「桶裝瓦斯勞
務配送中心營業行為之規範說明」、「瓦斯安全器材銷售案件之處理原則」、
「油品市場全面自由化前供油行為之規範說明」。
其中，與能源市場攸關競爭政策，主要是油品自由化之議題。汽油在國內
屬於必須要仰賴進口的民生必需品，油品也是其他物資的重要成分，進口成本
一有變動馬上反應在價格上，國內對油價的波動敏感，而且也一向對如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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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的公式機制產生疑問。 影響油價因素甚多，如國際原油價格、油品市場
結構、政府對油品市場管制等，在原有的油品計價公式廢除後，改採「浮動油
價機制」，據研究，反而得到的價格卻比之前價格還貴，有謂如此一來，應只
有石油公司獲利，對終端使用的消費者不利。尤其我國石油市屬寡占市場，若
政府未採取必要措施促進市場競爭，則很有可能市場所反映出來的價格並不十
分合理。在競爭倡議的各階段，有建議公平會應可介入油品價格訂定的決策過
程，並盡可能排除政府其他部門不當的介入，尤其拒絕讓政治目的影響價格，
利用政策宣示不會不當干預油品市場，一方面也可消除想進入市場的國外石油
77

公司的疑慮，引入更多競爭者，以活絡僵化的油品市場。

依據公平交易法第46條，公平會於1994年起成立「四六一專案」，推動公
平交易法第46條第1項之除外適用檢討協調實施計畫，總計檢討215種法規、
314條條文。另外，針對公平交易法第46條第2項規定「公營事業、公用事業及
交通運輸事業經行政院許可之行為，於本法公佈後五年內，不適用本法之規
定」，因將屆滿5年，公平會於1996年成立「四六二專案」，積極進行國營事
78

業行為之適法檢視與建議 。復於1996年12月成立「解除管制促進市場競爭專
案小組」，對於選定的市場開始積極推動市場自由化，並對於現有法規中涉有
不必要的管制，而有礙市場公平競爭的規定進行檢討。2001年7月為配合行政
院「綠色矽島願景與推動策略」方案，公平會成立「執行綠色矽島願景與推動
策略法規檢討專案計畫委員會」，擬訂策略與計畫，並與其它十個部會進行協
商，全面檢討妨礙競爭之法令規章，共計31種。相關法規之修訂，有助於法規
79

自由化、提升市場競爭能力 。
然而，以能源產業而言，由於傳統上屬高度管制產業，多有產業特別法之

76
77
78

79

相關討論，參見李秉正，我國油價設定影響因素之研究，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第
17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2009年12月1日。
公平會2009年「國際競爭法在競爭倡議上之發展及其引入國內之可行性」，李淳主
持，頁30。
「四六一專案」與「四六二專案」達成許多法規檢視與相關事業行為適法建議，請
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工作成果報告，1995）。隨後，前者被定名為「法規
自由化促進專案」、後者則稱為「解除公營事業不公平競爭專案」。轉引自公平會
2009年「公平交易法與其他法規競合競爭評估標準之研究」委託研究報告註釋13，
頁16。
公平會2009年「公平交易法與其他法規競合競爭評估標準之研究」委託研究報告，
陳和全主持，頁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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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且主管機關之法令政策與施政措施，往往出於非競爭因素之考量 ，而
未考量以促進競爭為其核心對整體經濟秩序之價值，故仍缺乏競爭機制。因
此，吾人亦可發現近年在能源產業法令上，由主管機關調整其主管法規數量仍
81

為少數，計有 ：
表1
主管機關

近年來能源產業法令的調整情形

協調方式

法規

主管機關同意檢討 石油及石油產品輸入輸出生產銷
修正
售業務經營許可管理辦法第15條
石油及石油產品輸入輸出生產銷
主管機關同意行政
售業務經營許可管理辦法第5條、
經濟部
程序上加強聯繫
第10條、第14條
礦業法第34條
經濟部 加強行政聯繫配合 工業輔導準則第6條、第12條、第
13條、第15條、第16條

經濟部

修正情形及說明
90.06.04廢止
91.03.06廢止
89.11.15修正
90.07.18廢止

依照第46條修正之後，將原本的規定意旨，從如有其他特別規定及排除公
平交易法的適用，到修正後的於不牴觸公平交易法的範圍內，優先適用其他法
律規定。將公平交易法的地位提升至相當於「經濟憲法」的地位，其他法規在
訂定時，因受限於此條之規定，必須參考公平交易法的立法意旨，若無牴觸本
法的立法意旨才有適用之空間。
事實上當時修法前後，公平會和其他部會達成協議，而該部會同意修改有
違反公平交易法立法意旨的法規或決定與公平會加強聯繫的法規並不多。在第
46條修正以後，各部會略有回應，但速度及幅度仍顯不足，而凸顯市場在競爭
倡議上成效不彰。

二、國外經驗借鏡
歐盟競爭規則係規定在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至109條，原則上乃禁止政
80

81

例如NCC在針對第一類電信事業主導業者進行零售價格管制時，便未考量要求主導
業者降價固然可回應社會對電信價格之期待，但卻未考量此管制措施對新進業者可
能造成之價格擠壓（price squeezing）效果與其潛在之反競爭問題。參見陳信宏、李
淳，2007。自由化政策下電信零售價格之管制，中華經濟研究院委託研究報告。
公平會2009年「國際競爭法在競爭倡議上之發展及其引入國內之可行性」，李淳主
持，頁39、41及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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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補助。然而，如果基於普遍經濟發展的理由而正當化，則政府介入對於運
作良好與衡平的經濟是必要的。因此，上開條約也為若干政策目標留下政府
補助可被認為係與內部市場相容的空間，主要基礎便是歐盟運作條約第107
條第2項、第3項的規定。而歐盟執委會也透過一系列的立法，提供許多適
用除外規定來補充上開基礎規定。其中，就與再生能源有關之政府補助的評
估，歐盟主要是透過「環境保護政府補助綱領」的適用，確定各會員國所通
知的政府補助措施是否與內部市場相容，而「環境保護政府補助綱領」的規
範依據則是歐盟運作條約第107條第3項之(c)。因為如此，歐盟執委會建立起
競爭規則清楚的規範體系。
在執行的部分，歐盟將會員國的補助措施區分為無須通知與必須通知兩
種，因此，只要是對於競爭會產生非屬「有限之扭曲」者，均會由歐盟執委會
審查。此外，歐盟的公司與消費者也可透過向執委會提出檢舉，發動政府補助
的調查程序，而執委會也歡迎利害關係人於懷疑建議的補助措施之相容性時，
提出評論，以啟動正式調查程序。就被認定為與內部市場不相容的政府補助措
施，執委會有權回復之，故執委會的權力甚達，就其執行而言，自應可產生相
當的成效。
相較之下，日本為調和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獨占禁止法」明文規定
之第21條至第23條是最直接的制度工具。然而，許多產業政策仍依賴行政部
門的專業，而據此行政機關倚賴的規範指引具有反應快速、彈性與目標達成
等優點，惟避免濫用且確保明確及公平，日本於1993年公布行政程序法，要
求行政機關運作應具公平性及透明性；因此，JFTC於1994年6月30日公布「獨
占禁止法對行政指引之指引」（Antimonopoly Act Guidelines on Administrative
Guidance），明文列舉行政機關指引可能導致反競爭行為之情形。對於違
反AMA之行政指引，即應加以鬆綁或廢止；行為符合前述違反AMA指引之
事業，仍應直接自負違法責任。2007日本再公布「政府政策評估法」（the
Government Policy Evaluation Act），其中要求之影響競爭之評估流程，相當具
有架構性，值得參考。
在再生能源部分，日本政府依循「技術開發•實證階段•引進階段」三階
段支援，對發展須較高成本的太陽光發電和風力發電、生質能利用等新能源的
引進與普及，進行了針對費用的部份補助，與剩餘購買制度等支援工作。對此
等回應能源與環保議題之密切議題，實現平成12年12月22日公布的「環境基本
文」，並使社會成員自覺對環境肩負責任，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地球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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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推進委員會於平成18年1月4日（西元2006年）訂立有「公正取引委員會環
境配慮方針」；惟內容僅涉會內事務，例如物品採購以效率環保優先、抑制使
用量、節約、宣傳等。2009年9月25日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政府規制等相關
競爭政策研究會」對於針對溫室效應對策的經濟措施，所可能形成的競爭政
策上課題，加以討論。會議主題雖僅限於碳排放量交易制度的競爭政策論點，
其間討論亦涉及「省エネ法」對減排碳效果高之各種補助金制度，包括：1.能
源使用合理化業者支援工作；2.地區新能源•節約用電理想策定等工作；3.新
能源等非營利活動促進工作；4.住宅•建築物高效率能源系統引進促進工作；
5.能源使用合理化業者支援補助金（民間團體平分），肯定補助金具競爭法上
82

公平性之討論意義 。
在韓國，能源產業屬相對行政高度介入規制的產業，從傳統的市場參進資
格，到近年獎勵補助，皆係由政府產業政策加以引導。然而執行產業政策之行
政措施等公部門行為，並不排除韓國「獨占規制法」之適用。易言之，許多產
83

業法律或是產業主管機關透過行政命令賦予業者獨占的市場地位 ，亦或引導
業者做成聯合行為的合意，均將有須認定是否屬「獨占規制法」第58條例外的
情形。即便在公用事業，法律明文規定訂價行為得以除外，但KFTC仍係密切
注意該等事業其他違反競爭之行為，例如不公平待遇或拒絕提供使用關鍵設施
等。
另外，韓國競爭法以保障中小企業（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具公平參與競爭之機會為立法目的之一，因此，對於政府與行政機關
給予財閥（chaebol）不當的協助、補助或較優惠的金融措施，KFTC均嚴正加
以檢視其合法性。對於1979年僅有的23個保護/管制產業在1989年成長高達至
237個產業，經KFTC介入後，僅餘88個，而至1994年共計有19,000家中小企業
得以參進原屬保護/管制的產業84。對於仍受保護/管制的產業，例如電信，在通
82
83

84

與會者法政大學法學部岸井大太郎教授從節能成效觀點言，主張應扣除國家補助部
分方符合公平性。
例如表面上好似the Urban Gas Business Act賦予Korea Gas Corporation市場獨占的地
位，但事實上並非法律明確規定得以獨占方式取得市場，而是知識經濟部部長（the
Minister of Knowledge Economy）批准，才導致天然氣的輸入及躉售市場只有獨占
的情形。當然，當時政府主要是考量避免剩餘投資以及規模經濟的問題。同樣地，
Korea Electric Power Corporation亦非因電力公用事業法（the Electric Utility Act）而
獲得獨占的地位，反倒也是因知識經濟部的授權。
Regulatory Reform in Korea－The Role of Competition Policy in Regulatory Reform,
OECD, 2000, 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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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外，KFTC積極就業者之價格
聯合、利潤等加以規範。
為調和產業與競爭政策過去潛在的矛盾，甚至是政策衝突明朗化後的法律
適用問題，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KFTC已經過一段長時間的努力，逐步透過競
爭法的發展，重構（reform）經濟規範體系。1980年KFTC認定有18個過度管
制的產業需要改善管制狀況以增進競爭，1981年至1990年間KFTC便處理約450
件政府法令本身反競爭的案子。雖然1993年這部門權限移轉到經濟規劃委員會
（the Economic Planning Board），然而1994年隨著KFTC成為獨立委員會後，
自1995年迄2000年，KFTC仍持續對約300部法律、命令加以檢視其是否違反競
爭法意旨。
除了前述立法規範的檢視與重構外，KFTC採取嚴格的執法態度，逐步解
構管制產業，同時促使產業政策透過立法方式賦予基礎，最終達成近階段有效
調和的成果。吾人可以發現，在能源產業政策亦同，整體而言韓國已可透過符
合競爭法期待的標準，依循法律而建立縝密的能源法律規範架構，將過去單一
85

的能源供給穩定的政策目標，調整為發展能源的多樣化 ，截至近年較少有嗣
後以個案處分依循產業政策之行政指導，而最終被宣告違反MRFTA的情形。
惟對立法上某程度仍屬管制的產業，KFTC持續監督該等事業內部競爭部門與
86

非競爭部門之交叉補貼情形 。
最後，韓國KFTC近年對產業競爭政策的成功調和，不可忽略的一重大因
素係其他政府部門所進行的跨部會諮詢（inter-agency consultation）工作。韓國
行政部門在制定法律、發布命令以及核准某些特定事業得以參進市場、或是採
取聯合行為前，均事前向KFTC提出諮詢。如此諮詢程序的成效，在KFTC1994
年成為獨立委員會後，更形顯著。簡言之，韓國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之調合，
早期以KFTC準司法權的事後介入，至後來迄今則以立法及行政事前的合作式
治理為典型。
整理上述歐盟、日本、韓國與台灣競爭規制與產業政策調和機制特色如下
表：

85
86

See p. 89-90。http://docs.meritas.org/Resources/RE_Asia/Korea.pdf（最後瀏覽
日:2012/06/20）
Regulatory Reform in Korea－The Role of Competition Policy in Regulatory Reform,
OECD, 2000, p.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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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歐盟、日本、韓國與台灣競爭規制與產業政策關係比較

歐盟

▲

關 互補關係、強度較 互補關係
係 高

獨占規制法第63
條

互補關係

台灣
▲

▲

獨占禁止法
行政程序法
獨占禁止法對行
政指引之指引
政府政策評估法

韓國
▲

▲

▲▲▲

▲
規
範
依
據

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條至109條
歐盟運作條約第
107條第2項、第
3項
環境保護政府補
助綱領

日本

公平交易法第
9、46條

調和關係

事 事前須通知執委會 產業部門應事先諮 事前應向KFTC提 公平會主動商同各
詢JFTC
出諮詢
部會
前
規
制
行政：執委會有回 行政：競爭回復措 行政：規範再造委 行政：行政協調
置命令、通知並諮 員會、跨部會諮詢
事 復權
詢主務大臣、召開
後
公聽會
調
和 司法：歐洲法院
司法：東京高等裁 司法：首爾高等法 無
判所
院
偏重法制化
偏重法制化
特
評估標準具體、明 建立評估機制
色
確

較倚賴跨部會協調 未有法制化
建立評估機制兼個 較倚重個案跨部會
協調
案審查

伍、結論與建議
當代的能源政策，以資源稀少與效能利用為背景，須兼顧實現穩定能源供
給、促進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三項目標；諸此整合在再生能源的分散式供給的
特性，可謂能源產業前所未有，並且更加促進以政府管制轉型為分權式的能
源經濟制度：一種以自由並相襯以可責性的經濟體制，奠基於私利的個人經由
競爭而轉化為公共利益之產出。國內在制定能源的產業政策時，似乎完全忽略
產業最終競爭機制的重要性。在油品市場的開放中，政策上似乎遺漏市場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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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多寡對市場競爭達成與維持的重要性。未來也許可以進一步引進多家國外油
品供應商進入國內市場，參與油品市場的競爭，以解決油品市場競爭不足的問
題。電力市場發電開放的競爭問題，可藉由獨立電廠能夠自行直接供應公司行
號、工廠、社區民眾等終端使用用戶著手，使其在發電市場能夠與台電公司面
對面的競爭，從而獲得市場引進新廠商產生的競爭效果。經由供電市場的競
爭，獨立電廠自然會對其發電成本進行嚴密的控制，不需要由政府部門管制監
督，為求取本身的最大利潤，獨立電廠必然會盡力壓低其生產成本，社會將因
此獲得更便宜的電力供應。.太陽能再生能源的生產，由於其規模不夠大，無
法讓其向終端用戶直接供電，只能藉由台電的電網蒐集之後，再供應于終端用
戶。因此對裝置設備長期成本的調整，必須給予審慎的考量，務必使其能夠隨
時空條件的改變而能夠調整，使太陽能生產出來的電能在市場上具有競爭性。
本文認為，有關能源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調和準則部份，首先以確立能
源產業競爭政策為主、產業政策為輔的決策思維原則。特別是，競爭政策與產
業政策互有替代與互補的關係，因此在促進競爭的管制原則下，在能源管制政
策中，蘊含著競爭的本質。從國外經驗，我們發現在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關
係中，以歐盟的互補關係強度較高。即便能源產業傳統上雖屬於管制產業而多
為獨占，然而既然產業競爭部分（如：提供給顧客）與非競爭部分（如：網絡
的營運）係可以明確區分，則針對可競爭部分，政府補助或其他扭曲競爭的政
府介入應係違反公平交易法的。當然，近年的能源產業政策不可能與氣候變遷
或環境保護的目的脫鉤；為此公共利益目的，特定情況下或可正當化政府補
助，惟仍須確保因該等措施所帶來的競爭扭曲不逾越必要性（necessary）與可
接受度（acceptable）。本文認為，公平會應可參考歐盟關於補助節能與推廣再
生能源的競爭確保作法，以公布指引或規範說明之方式，提出一定門檻補助之
競爭扭曲評估標準、補助項目（投資補助或是營運補助）、補助正面效果與競
爭扭曲等分析考量因素等，彰顯基於公平交易法可茲事先表明的競爭法精神，
不啻亦為重要的事前競爭倡議方法。
而產業主管機關亦應考量廣義補貼之概念，與其對競爭效果的影響。不
僅對用於私人企業，尚包括公用事業、公法組織、以私法方式組織的行政主體
及公私合營的事業，蓋此類型組織在受到優待時產生扭曲競爭結果，而公用事
業的公共任務並不能夠使這種競爭扭曲得以正當化，因為事實上這些事業也經
常以營利為目的而展開經營活動。是此，本文建議，產業主管機關在行政裁量
範圍內自我約束，應訂定符合法律保留原則、法律安定性與提高透明度及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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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補貼政策指導原則，建立一得經檢驗的產業政策架構。
另外，歐盟、日、韓均有事前規範機制，亦即產業政策在事前均會通知或
諮詢相關部會。然台灣現行公平交易法第9條第2項僅有：「本法規定事項，涉
及他部會之職掌者，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該條
文規定僅在公平會依據公平交易法辦理「本法規定事項」而「涉及他部會之職
掌者」，方由公平會主動向其他各該部會「商同辦理」。另一方面，各機關研
擬法案時，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第四點，
應踐行之程序包括：(一)應先整合所屬機關、單位及人員之意見。(二)所屬機
關、單位及人員意見整合後，應徵詢及蒐集與法案內容有利害關係或關注相關
議題之機構、團體或人員之意見。必要時，並應諮詢專家學者之意見或召開研
討會、公聽會。(三)草擬法案後，應與其他相關之機關或地方自治團體協商；
未能達成共識時，應將不同意見及未採納之理由附記於法案說明欄。至此，不
論自公平交易法亦或「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事
實上若公平會未能向其他各該部會「商同辦理」，或是其他部會未能回應，而
機關法案審查又未能徵詢公平會意見，則有關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之調和，即
難以落實調和。
因此，本文建議應建立事前強制諮詢機制，以透過修訂公平交易法第9條
第2項，或以能源產業為例，在其他能源法律增訂一諮詢條文，以具體、明確
之諮詢制度，取代事前消極不作為而事後互推皮球之制度缺漏。當然，若公平
會發現產業政策事涉競爭事務，而相關產業主管機關未為諮詢，則亦應主動表
示意見，落實競爭倡議的角色。更何況，即便依韓國MRFTA之規定，強制諮
詢並不代表其他部會機關有義務或必然接受公平會之意見，部會機關參酌公平
會意見後仍可依當時產業條件，依職權自行決定主管事務之政策方向與推動策
略。為此，強制諮詢制度，既不影響行政部會間之相互地位，亦可避免未能徵
詢或協調所致權責不清之弊端，不失為台灣現階段競爭政策倡議或調和產業政
策之良策。
在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的調和部份，歐盟與日本均有法制化的評估機制，
韓國則較倚賴實務個案的審查。產業主管機關在擬定相關產業法規時，即應評
估各種管制政策對市場競爭的利弊，企圖既能保障政策標的達成，又能維護
市場競爭機能、創造市場效率。台灣目前僅有「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
院審查應注意事項」而未具體法制化，更遑論競爭影響的評估。本文建議，
關於此或可參考日本政府為落實「政府政策評估法」（the Governmen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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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Evaluation Act）而於2007年「頒布事前評估施行指引」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for Ex-ante Evaluation of Regulations），將對競爭影響視為「其他
社會成本」（Other Social Costs）。2010年，日本總務省（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與JFTC合作，開始對主管法令進行競爭評估，基
此JFTC建立了「競爭評估清單」，同時知會其他部會，並很快地進一步開展相
關評估工作至各部會。事實上，後階段的工作，台灣公平會2009年「公平交易
法與其他法規競合競爭評估標準之研究」委託研究報告已針對法令之競爭影響
評估提出初步簡易檢視表，並說明深度進階量化評估分析之方向。本文建議，
為期競爭評估工作可以內化在每一產業法規的政策精神，訂定「政策評估法」
以作為評估的法律上依據，具有必要性，應持續推動。
綜上，為使政府部會在制定產業政策時，能避免因職權所發布之指引所可
能導致反競爭行為，JFTC於「獨占禁止法對行政指引之指引」（Antimonopoly
Act Guidelines on Administrative Guidance），明列行政機關指引可能導致反
競爭行為之類型。相似地，KFTC的反競爭規範再造小組（Anti-competitive
Regulatory Reform Team）公布『競爭評估手冊』，將評估過程分為初步評估
階段與深入評估階段。不同於日本的全部由主管部會自行檢視的做法，韓國
的競爭影響初步評估由主管部會先行作成，而進階的深入評估則直接由KFTC
根據二項目的加以檢視。如此的差異，主要是日本2001年即訂有「政府政策評
估法」，並於2007年將競爭評估納入，因此評估工作本來就是各部會份內的事
務，JFTC僅以「獨占禁止法對行政指引之指引」明列類型，發揮專業引導的作
用，若行政部會尚且違反AMA之指引，則將可能被認為違法，而相關事業仍
應自負違法責任。
相較之下，由於韓國未有以法律明訂各政府部門的評估義務，而以
MRFTA第63條直接課與所有部會「事先諮詢」義務，並在KFTC公布的『競爭
評估手冊』，於第二階段的深入評估直接由KFTC介入加以審查。是比較觀點
言，日本制度可能義務明確，但除非各部會在競爭評估上具有專業且能落實，
否則事後由JFTC認定違法，對整體社會成本影響將較為龐大。而韓國KFTC介
入較早，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橫向聯繫自初始即有眾多管道加以溝通，則表現
在KFTC依MRFTA審查案件鮮少法令係事後被宣告違法可知，韓國作法較為積
極，短時間內亦較有成效。
87

Approved at Inter-ministerial Committee for Policy Evaluation, August 24,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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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公平會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5條至第29條、行政院公平交易委會組織條
例、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本身為一獨立、委員會議組織的競爭法中央主管
機關，然而在執掌中並未明文有協調工作，故從目前實踐效果來看，獨立委
員會雖係一種比較理想化的模式，有利於確保競爭事務執法的獨立性、專業性
和權威性，提高執法效率，但這種模式卻難以與其他多個部門進行協調。為加
強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之事前協調與整體規劃，本文認為可在行政院層級建立
各部會間有關競爭事務之定期諮詢聯席會議，以協調行政院相關部會執法和監
管等的工作。從現實情況來看，經常可能涉及到的產業主管機關包括經濟部、
NCC、交通部等部門。會議主席由行政院副院長擔任，各部會首長為當然成
員。聯席會議主要可通過召開全體會議、專題會議等可共同商議制定競爭法的
配套規章、提出市場總體競爭狀況評估報告、研究草擬行業分類和評估標準、
建立反映各行業市場集中狀況的資料庫、進行各部會競爭法宣傳和人員培訓
等。當然，聯席會議原則上僅是以發揮「組織協調」的功能，並不行使行政權
力或作出行政決定。如此，既可維持我國公平會獨立委員會的現行制度，又可
兼顧競爭法之以市場經濟為基礎並輔以國家產業政策引導的重要角色，融合涉
及經濟、法律、社會等多個執法面向考量，達成政府施政作為之一致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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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rectly, the energy industry is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aiwan’s energy industry is particularly protected and managed by the government
for a long time. In early times, it adopted the monopoly and state-owned operation
method, so as to ensure the stable supply of various energy resources and government
liabilities. However, it also resulted in the corruption and inefficiency of the public
enterprises. Under the global trend of internalization, liberal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Taiwan’s energy industry is gradually stepping into the open status to some extent,
but some cases and experiences of market competition failure still occur. In the
future,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energy shortage and the urgent goal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hether it is for the petroleum, liquefied gas, natural gas or the power
industry, it requires management on the aspects of energy saving and decentralized
energy supply system, as well as the participative policy-making. The economy
does not result from a single person or a single government agency. During recent
years, EU, Japan and Korea are accelerating regulatory reform in the field of energy
industries. And through statutory requirements for inter-agency prior consultation
when they intend to issue an act, decree or order that would restrain competition
seems to function well. Competition advocacy not only the FTC’s business but also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obligate to self-assess anti-competitive effect as a part of
intrinsic Policy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thinking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status
of TFTA article 9 should be promoted and establishing a broader environment for
competition advocacy is urgent.

keywords：energy industries, competition assessment, renewable energy, subsi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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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評論人：黃美瑛（台北大學社會科學院學院院長）
主持人、林委員與報告的作者、在座各位先進大家好，今天很榮幸能參加
研討會且拜讀這篇文章，做為評論人積極進行討論可能是對作者最好的敬意。
這篇文章闡釋公平會成立以來的重要問題，即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調和。本
文以能源產業為中心，更是適合我們當金的發展，尤其原先的能源是油、電一
直在訂價與經營上倍受矚目，加上從再生能源條例從推動付諸實施，更是未來
很重要的議題。本文以能源產業為中心，希望切入探討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
調和，本文一個很大的貢獻在於蒐集歐盟、日本、韓國等國競爭法規與產業規
範的內容，希望能夠提供我國能源法規的參考與借鏡。
方才有許多具體建議，我是支持那樣的方向，尤其是提到未來能源產業政
策或法令擬定或修訂時，如果有涉及競爭法事項，建議應強制於事前徵詢競爭
主管機關、甚至公平會是否能在事後提出對於全球這些競爭法規的效果評估，
並支持進一步的競爭倡議，我想這是一個重要的實施方向。這裡有幾點站在學
術性的立場，對本文建議能加強論述的部分，第一個是政府加強補助，本文也
蒐集日本、歐盟與韓國對於能源產業的例子，整體全球能源政策已是低碳經濟
關注的目標，因為能源會造成汙染，在低碳經濟的倡導之下，能源產業要發展
且要兼顧環境保護，是當前非常重要的議題；在環境保護目標之下，就會要求
實施汙染者付費原則，以及降低最大的負的外部性效果；再者，再生能源的生
產成本較高，會形成參進障礙，所以政府提供相關補助是有需求的，才會讓這
個產業產生競爭效果，那麼政府補助與環境保護目標是否有衝突，文中可能有
提到可能有衝突，但是沒有進一步分析，我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尤其
是再生能源正要起飛，也制定相關法規，如何兼顧環境保護與政府應提供補助
方向，這一部分在國外一直有一些相關的經驗，前面既然已經分析國外的資
訊，那麼如何適當引用國外經驗來應用於我國的能源產業政策、法規，我這裡
期待有論述可以把它結合在一起，而本文學術價值也會相當的高。
第二個，剛剛陳教授也提到，這是一個公平會補助研究計畫，本人忝為審
查人，而報告當中有看見較大的篇幅說明能源產業本身，油、電、水力、風
力、太陽能，這些論述在期末報告是有的，我認為既然本文是以論述能源產業
為中心，是不是有一部分是應該對能源產業有較深入的說明，包括它的特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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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像是剛剛提到再生能源是有小型、分散性供給的模式，這是不是只是太
陽能，還是大部分能源產業都這樣，從文章當中看見這樣的用語會引發我們更
大的興趣，但似乎就沒有看見更多的說明，內文提到歐盟有進行要不要提供補
助的分類，有一些是競爭性的、有一些是非競爭性的，競爭性部分是說假使提
供給消費者，就不需要有任何的干預，而非競爭部分僅括號註明是網路營運，
我個人會很好奇為什麼這是非競爭部分，網路的非競爭性的特色到底在哪裡，
為什麼政府要補助而且不開放競爭？我對這部分很重視而且認為相當有意義，
因此可以加強論述。
另外本文圖1與圖2，希望可以註明它的出處與來源，第一個圖與第二個圖
的表達方式，有中英文並列，閱讀上有點混亂，是不是可以比照圖4，必要的
地方加註英文說明，這樣比較容易幫助瞭解，這是我對這部分的建議。另外，
很重要的結論之一，是希望可以強制事前徵詢，包括法規擬定時應先諮詢公平
會，我個人很支持這樣的建議，但是怎樣的作法，既然已經有國外經驗，那我
國光是相關單位釐清哪些是與競爭政策相關，恐怕就是一個問題，因此做法如
何？我不敢說應該怎麼做，只是在此呼籲，公平會已經有20多年的歷史，而相
關政策在擬定或修訂時，真的是應該有公平會的角色在裡面，以上是我對本文
粗淺的看法，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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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業買方力量之經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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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量販店、便利商店、與超級市場，是台灣的前三大流通業。近幾年來，此
三大通路之經營規模以迅速擴張之姿大舉進入台灣的各處鄉鎮市集，加上各路
通路商間頻繁的兼併與重組，使得我國通路產業的集中度不斷提高，通路商在
批售與中間商品市場的買方優勢力量日趨明顯。這些擁有市場主導力量的大型
通路商通常會要求上游供應商給予較優惠的進貨價格，或者向其施加各種的垂
*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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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交易限制。這些現象引起了學術理論界的高度關注，許多學者對大型通路商
的買方力量（buyer power）問題進行了研究，近期內也獲得了不少成果。本文
擬就通路商買方力量的界定、成因、及其經濟效果等方面對近期的研究成果進
行整理與評述，並在此基礎上對政府管制買方力量的政策作為提出建議。
關鍵字：買方力量、附加費、上架費、流通業者、垂直限制

壹、前言
量販店、便利商店、與超級市場，是台灣的前三大流通產業。在下面的表
1至表3裡，我們分別羅列了這三大流通業中前三大廠商的市場占有率。這些數
據的內容顯示，近幾年來此三大通路之經營規模以迅速擴張之姿大舉進入台灣
的各處鄉鎮市集,加上各路通路商間頻繁的兼併與重組，使得我國流通產業的集
中度不斷提高，通路商在批售與中間商品市場的買方優勢力量日趨明顯。
表1

前三大量販店市場占有率

店鋪數占有率
2009年
2008年

營業額占有率
2009年
2008年

家樂福

50.8%

52.7%

41.7%

43.3%

大潤發

19.7%

21.4%

27.6%

29.0%

Costco

4.9%

4.5%

16.5%

15.1%

總

78.6%

78.6%

75.8%

87.4%

計

資料來源：摘錄自李佳茹（2011）

表2

前三大便利商店市場占有率

店鋪數占有率
2009年
2008年

營業額占有率
2009年
2008年

統一超商

51.2%

52.1%

69.9%

68.8%

全家

25.9%

25.2%

18.5%

17.8%

萊爾富

13.4%

13.4%

7.1%

8.6%

總計

90.6%

90.8%

95.5%

95.3%

資料來源：摘錄自李佳茹（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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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前三大超級市場市場占有率

店鋪數占有率
2009年
2008年

營業額占有率
2009年
2008年

全聯

34.7%

33.3%

39.5%

34.7%

頂好

19.8%

17.9%

13.8%

13.2%

松青

5.3%

5.8%

4.1%

4.6%

總計

59.8%

56.9%

57.3%

52.5%

資料來源：摘錄自李佳茹（2011）

這些大型的通路商因其購買量巨大而擁有一定的購買勢力，從而能夠由上
游的供應商那裡獲得較為低廉的批發價格，然後利用其成本優勢在零售市場上
賺取高額的利潤。從公平交易秩序的維護而言，至少存在著下列三點疑慮，值
得我們特別去關注通路商買方勢力的操作所衍生出來的效率問題與政策意涵。
首先，通路商通常藉由水平或垂直的兼併來擴大其經營範圍與銷售規模，
進而由規模的創造逐步增強其與供應商談判時的買方力量，因此流通產業的合
併往往伴隨著買方力量的增加。有些學者認為下遊流通產業買方力量的增加可
以抗衡上游供應商在中間財或批發市場上對於價格操控的力量，因此通路商的
1

買方力量具有改善垂直相關產業在生產效率上不足的問題。 但是，社會大眾
或主管當局對於產業中（特別是下游部門）廠商的合併行為在習慣上都會有所
疑慮，從而買方力量的效率觀點是否可以作為消除流通產業合併疑慮的有效論
述，是一個值得我們深入討論的有趣問題。
其次，上游供應商在處理大型通路商的買方力量問題時，為了期望能夠彌
補給於後者較優惠的交易折扣而蒙受的經濟損失，有可能間接的同時調高對其
他中小型通路商的進貨價格，進而更加鞏固了大型通路商在下游最終商品市
場上的競爭優勢。這種因大型通路商買方力量的存在而導致其對手進貨成本增
加的現象，學者們慣稱為「水床效果」（waterbed effect）。很明顯地，「水
1

關於下游廠商買方力量的論述最早可以追溯到 Gralbrath（1954）的研究。
Galbraith 曾經指出，大型零售企業能夠對供應廠商形成很強的買方力量，這種
買方力量的存在可以降低批發價格，從而導致零售價格的下跌，因此零售商的
買方力量有利於抗衡上游廠商的壟斷勢力，並有助於改善社會福利。但是，因
為Galbraith的觀點缺乏理論依據和實證支持，隨即遭到了一些學者，如Stigler
（1954）與Hunter（1958）等的批評。我們在4.1節中將進一步說明近期學術界對
於買方或抗衡力量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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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效果」一旦存在必然會引發社會大眾對於流通產業是否產生不公平競爭的疑
慮，但是我們也不可忘記通路商或許也會將其所享有的優惠折扣傳遞給消費者
分享，那麼如何去衡量買方力量的「水床效果」與其價格傳遞功能，並比較其
輕重，將是主導行政當局是否對流通產業進行干涉或管制的一項不可忽略的因
素。
最後，隨著通路商規模化與連鎖化的發展，大型通路商已逐漸成為垂直
產業鍊裡的主導企業，有實力可對上游的供應商施加各種的垂直限制（vertical
constraints）手段。譬如，大型通路商會向供應商收取各種名稱的上架費，促
銷活動的贊助費，或者要求簽訂專門供應的排他性協議等。往昔學者們在研究
垂直相關產業的契約關係時，主要在討論供應商會如何運用其市場勢力對通路
2

商進行零售價格限制、獨家代理、或獨佔區域銷售等契約安排， 對於通路商
以其買方力量「反相」操作垂直限制的作法相對的在研究上薄弱許多，如果我
們只憑直覺的推理將供應商實施垂直限制的相關結論用在後者的情況，很有可
能會導致錯誤的判斷。因此，針對通路商的買方力量所產生的各種垂直限制行
為進行學理上的討論，以瞭解其背後的福利效應，將有助於我國在制訂與流通
3

產業相關的公平交易政策上提供一定的見解與幫助。

在傳統的經濟學教科書架構下，研究者經常有意或無意的忽略了商品配銷
與零售的活動，儘管後者在一般國家經濟體系的運作裡之重要性日趨顯著，活
動範圍日趨繁密。可是，就算早期的經濟理論對於產業的配銷與零售略而不
談，卻也無法漠視管銷通路關係在許多國家形成反托拉斯法的過程裡往往扮演
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例如，美國在1890年就是因為關注了大型肉商的市場操作
力量而起草了著名的Sherman法案，而1936年的Robinson-Patman法案則是設計
用來處理百貨零售業的競爭問題。
自上世紀八零年代開始，經濟學家們逐漸認識到產業中的資源配置效率不
可忽略零售商的角色，而在分析模型裡逐漸納入零售商地位的探討，但是大多
數的產業組織文獻仍然慣常引用簡化的「生產者—消費者」模型來處理製造商
2
3

坊間探討上下游產業垂直限制行為的書籍相當多，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Whinston
（2006）第四章對於這類研究的文獻整理。
現今我國對於流通事業垂直限制行為的規範首見於2000年11月公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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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為避免流通事業濫用市
場優勢地位向供應商不當收取各種附加費用。爾後，為了確保百貨公司與專櫃廠商
間重要交易資訊揭露之明確充分，公平會於於2004年10月又通過「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於百貨公司與專櫃廠商間交易行為之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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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發商與零售商的關係，因此學者門所構築的一整串垂直產銷關係就如同設
計一系列傳統市場買賣行為的理論架構。事實上，在處理產業垂直關係的經濟
文獻裡有大量的文章就是假設在這類的模型上面。在本文裡，我們將在下面清
楚交代，這樣的分析架構常常不適合用來分析供應商與通路商在雙方會談合約
下所衍發的市場競爭與效率的問題。特別是，我們會談及上述的傳統市場分析
架構通常會掩飾了通路商在操作買方力量時所產生的短期與長期的實質作用。
4

相對的，近來的學術研究已經顯示， 利用談判過程來處理供應商與零售
商之間的雙邊關係應是較佳的分析架構。因此，我們在本文中將引界一個簡
單的談判理論概念藉以適切的討論零售商買方力量的成因與結果，並進而發
展適當的評斷尺度來剖析買方力量對於公平競爭、市場效率、與社會福利的影
5

響。

本文的研究動機即是藉由近期相關文獻研究的成果，針對上述三項關於流
通產業買方力量的操作所帶來的公平競爭疑慮與社會福利效應進行統合性的文
獻回顧與評述，以期達到經濟學相關研究知識的傳播，並對政府在流通產業行
為規範上提供理論性的參考。
本文共分五節。第一節為前言；第二節介紹買方力量的界定，並引界一個
簡單的談判模型來比較文獻上對於買方力量見解的差異；第三節則繼續借用上
述談判模型，以說明數種可能產生通路商買方力量的來源；第四節闡述通路商
買方力量的行使，可能會產生的公平競爭問題、經濟效應、與對福利的影響；
第五節為結語。

貳、買方力量的界定
迄今為止，買方力量（buyer power）的定義還沒有獲致一個統一的見解。
不同的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對買方力量進行了解釋。綜觀目前國內外的研究文
獻，對於買方力量定義的闡釋主要有以下兩個觀點。
4

5

如Chae and Heldhues（2004）、Chen（2003）、Horn and Wolinsky（1988）、Inderst
and Shaffer（2007）、Inderst and Valletti（2011）、Inderst and Wey（2003, 2007）、
O’Brien and Shaffer（1992, 2005）、Raskovich（2003）與Snyder（1999）等。
我們在本文的討論裡，一概假設上下游廠商皆為風險中立。Chae and Heidhues
（2004）曾經指出銷售規模的大小可以增強一風險趨避零商廠商在與供應商談判時
的買方力量。DeGraba（2005）則指出，供應商的風險趨避態度可以解釋何以它會
給較大型的零售商一些優惠的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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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於市場介面的觀點
這類的觀點在看待買方力量時通常都假定上游供應商為一完全競爭產業，
而下游零售商為一家專買（monopsony）或數家寡買（oligopsony）的局面，因
此上下游廠商的買賣係透過一個市場交易平台，彼此保持匿名的身份，並且很
少有機會面對面的談判交易內容。由於買賣廠商的數量在批發或中間財市場上
是這麼的懸殊，下游零售商可輕易的透過策略性的合作或購併方式來抑制批發
價格低於一個買賣雙方均為完全競爭市場下的水準。
為了說明零售商如何經由合併來改變競爭結構以方便操作購買價格，我們
不妨假設市場上最初有A、B、C三家零售商，這些零售商在最終消費市場上
的銷售量總和構成了批發市場上的總需求，而此一總需求則與來自於無數供應
商所構築的一條總供給曲線共同決定了批發市場上的單一成交價格。在下游零
售商未進行合併前，每一零售商依其銷售的邊際利得與誘發邊際成本的上升，
包含批發價格的變動，決定了其利潤極大化下的最適中間財購買量，但單獨零
售商的決策過程並未慮及批發價格的上揚也會損及其他零售商的利潤。現在假
設A、B兩家零售商合併了，此一合併後的廠商就會藉由較少的購買量策略，
以內部化因過高的銷售需求導致批發價格上揚所產生的利潤損失，從而在A、
B兩家零售商合併後最終商品的總銷售量滑落了，而批發價格也必然較合併前
為低。這些結果雖然可惠及未參與合併的零售商C，但消費者的福祉勢必會降
低，因為其可享有的商品數量較合併前減少。
事實上，上述在市場介面下的買方力量觀點也正是傳統教科書的看法，藉
由引用賣方獨佔力量（monopoly power）的思維來對於買方力量的運用進行了
解。例如，Blair and Harrison（1993）曾對買方力量下了定義，指出市場中存
在著唯一買方，使其購入了中間財價格低於競爭價格，並且具備保持這種價格
的能力。他們也首次提出了用買方力量指標（Buyer Power Index）來衡量價格
水準偏離完全競爭市場價格的程度，以此來決定買方力量的大小。
根據市場結構的觀點來解釋買方力量，是直接套用經濟學中有關獨佔廠商
壟斷勢力的定義方式，此一構想雖然簡單，但存在著明顯的侷限：這種觀點下
的定義只能適用於標準化的商品，譬如農產品或紡織品，這類的商品市場經
常是少數的幾家買方廠商透過既定的交易規則與數量甚多的賣方供應者進行交
涉。對於哪些提供異質財貨並且僅存在少數供應廠商，或者買賣雙方必須一對
一談判交易條件的中間財或批發商品市場而言，這種市場介面觀點下的買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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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定義顯然的不能適用。除此之外，市場介面觀點下的買方力量定義只是關注
了零售商購入中間財價格的變化，並不能有效反映這種力量的行使對於競爭對
手購買價格的影響，同時它也忽略了零售商買方力量在其他垂直限制行為的表
現，如上架費，排他性交易協定等，從而影響了這一觀點在分析這些問題上的
解釋力。

二、基於談判介面的觀點
另外一種觀點，是把買方勢力看成為零售商擁有的與供應商交易談判時的
優勢力量。Galbraith（1954）首次提出，大型零售商能夠憑藉其購買能力對獨
佔供應商施加一種抗衡力量（countervailing power），透過這種抗衡力量的操
作能夠獲致較便宜的批發價格，從而產生一種成本節約效應，並且能夠把這種
成本節省的好處傳遞給最終消費者，進而增進社會福利。因此，Galbraith認為
大型零售商的抗衡力量對社會是有利的。
為了瞭解談判介面下的買方力量觀點，我們現在引介一個簡單的談判模
型架構。假設市場有一單獨的買家（零售商）和一單獨的賣家（供應商）。
這兩家廠商共同協商某一財貨的單位產量交易，其中賣家的供應成本為100
元，而買家可以價格200元轉賣給最終消費者，因此買賣雙方可以共同創造出
[200-100]=100元的好處。假設賣方也可將其產品直接賣給未受買家控制的其
他最終商品市場，售價為140元，因此賣家若未與該買家合作，其外部選項利
得 (outside-option value) 為 [140-100]=40元。相對的，假設買家也有管道以80元
買入較次級或劣等的商品，但只能以市價100元再轉售給消費者，則買家的外
部選項利得是[100-80]=20元。所以，扣除掉買賣雙方在未合作下的外部選項利
得，雙方在達到合作協議下的淨附加價值是[200-100-40-20]=40元。
很明顯地，買賣雙方任何一人若在交易過程中發現所獲得的好處小於其外
部選項利得，則雙方交易就無法進行。因此，若以 p 表示為雙方同意的成交價
格，則此一價格必然會讓他們覺得雙方的買賣交易划算；換句話說，成交價格
p 必須滿足 [200－p]≥20與[p－100]≥40，這兩個條件又進一步引伸出 p 的可能
範圍為140≤ p ≤180。至於成交價格 p 最後落腳於何處，則需視買賣雙方的談判
力量而定。例如，若雙方的談判力量旗鼓相當，則每人都可平分合作下的淨附
6

加價值，此時 p 即為[140＋180]/2＝160。
6

假設我們可以用買賣雙方分食淨附加價值的比率當成是各自的談判力量，則若
以 s 表示為買方的談判力時，那麼買方在交易後共可獲得20＋s•40的好處，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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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買賣雙方談判的例子雖然相當簡化，但是足以讓我們了解何以大型的
通路商在與供應商談判時會具有較大的買方力量。這些理由包括：(1)大型的通
路商可能有較大的外部選項價值；(2)大型的通路商也許有方法降低供應傷的外
部選項價值；(3)大型的通路商在分食特定的淨附加價值時，比較有能力得到較
多的分配比例。在第三節裡，我們將更具體的說明大型的通路商如何透過經營
規模、守門員角色、與自有品牌來影響這三種管道以增強其在談判介面下的買
方力量。

參、通路產業買方力量的來源
正如表1、表2、與表3所示台灣三大通路產業的現況，不管是在量販店、
便利商店、還是超級市場這三大通路產業中前三大廠商所佔有的市場份額已經
是高居不下，再加上近期通路業在配銷與倉儲管理技術上的進步，大型通路商
目前已經掌控了我們日常生活所需數以千計的商品通路。在這一節裡，我們將
依循第二節所提出的談判架構下之思考邏輯，探討通路業的營運特性如何賦予
他們在與上游供應商談判時更大的買方力量。

一、經營規模
7

我們首先考慮通路商「經營規模」的本質。 透過組織部門的成長，或是
經由國內或國外兼併與收購，近十幾年來台灣通路商的經營規模愈來愈龐大，
服務經銷類別也愈來愈複雜。事實上，經營規模這個項目可以經由好幾個管道
來增加通路商的外部選選項價值，從而強化其買方力量。例如，我們可以考慮
下列的情境：假設上游供應商是目前唯一的商品供應者，所有的下游通路商都
必須向這家供應商進貨。因此，一旦供應商決定對某一小型通路商停止供貨，
後者必然會面臨倒閉的危機。然而，如果下游的通路商規模很大，或者透過合
併變為一大型的通路商，則供應商停止供貨的威脅將大幅降低，因為大型通
路商會比較有能力藉由垂直整合來建立自己的供貨來源，而其大規模的經營也

7

可獲得40＋(1－s)40的好處，故成交價格可算出為p＝100＋40＋(1－s)40＝100＋
40•(2－s)。故若s＝0.5，成交價格即為160元。
這裡「規模」有兩重意涵，一是指大型通路商本身的營業面積、銷售數量、店面數
量等反映通路商競爭實力的競爭指標；二是指通路商向供應商採購商品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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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可替其變更供應商的威脅提供更有實力保證。 同樣的，面對合作對象（供應
商）之談判勢力，即使目前並沒有其他適當的替代供貨管道，通路商的經營規
9

模也可作為扶植新一代供應商進入市場之有效喊話威脅武器。 例如，大型通
路商可以贊助新供應商部分的建廠成本，或者允諾後者一定比例的優先進貨數
量。所以，不論是垂直整合的潛在威脅，還是扶植新進供應廠商的能力，都是
大型通路商藉由經營規模的巨大來彰顯其特有的買方力量，此一力量的展現就
如同通知與其存在合作關係的供應商一個有信用的訊號：不要太「拿喬」，否
10

則我隨時可以換掉你。

除此之外， 依照賽局理論研究的說法，訊息不對稱這一因素也會影響談判
11

力量的分配。 根據現有的研究，談判一方若知道對手愈多的談判底線（即外
部選項價值的內容），就能獲得較佳的交易條件。依此，一個大型的通路商通
常較中小型的通路商有更多的機會與誘因去蒐集供應商在生產與事業經營上的
資料，從而進一步增強自己的談判力量。
在實證資料上面，已有部分的研究確認了通路商的經營規模的確會影響
8

9

10

11

Katz（1987）、Sheffinan and Spiler（1992）曾指出一個大型的零售商能夠以足以
令人信服的（credible）垂直購併威脅向上游供應商傳達各種探判讓步的要求，以
獲取比中小型零售商更為優惠的交易條款。事實上，通路商通過垂直整合策略將交
易成本內部化，或與上游供應商形成利益聯盟獲得規模經濟效益，並逐步壯大自己
的規模和勢力，從而使得通路商獲得某種程度的壟斷力量。當與其他通路商進行交
易時，這種壟斷控制力就顯現出來了，同時這種壟斷對通路業也起了抑制競爭的作
用。大型通路商跨區域甚至跨國的重組與橫向購併活動，也導致通路商的規模越來
越大，使得買方市場集中化趨勢不斷加溫，這也增強了大型通路商的買方力量。
Fumagalli and Motta（2008）將此論點擴充至聯合採購的狀況，在那裡大型零售商
的存在可以有效的降低採購集團(buyer group）的協調成本，因此可以共同獲益於
新進供應商的出現。此外，Dana（2012）與Inderst and Shaffer（2007）研究指出大
型零售商或者中小型零售商形成採購聯盟，宣稱不再與特定供應商採購更多的貨物
量，這個決定必將導致供應商之間展開激烈的競爭，從而增加零售商的買方力量。
Baake and Schlippenbach（2008）認為零售商可以通過提前支付貨款和減少採購規模
來提升在中間產品市場上的談判地位。
另一方面，Steptoe（1993）也指出大型的通路商為了因應本身龐雜的通貨管理，經
常會利用網路的公開拍賣來進行其進貨程序，但這種處理方式無形中卻加強了新舊
供應商間的競爭。
買賣任一方在一特定交易裡所能分配到淨附加價值的比例，按照賽局理論文獻的
說法，如Osborne and Rubinstein（1990），我們稱其為該方的談判力量•在本文
裡，我們借用了賽局理論中所提供的一些見解，例如談判各方對於談判陷入僵局
（impasse）的忍受程度與訊息蒐集能力的差異，來解釋何以買方力量的形成可以影
響買賣雙方的談判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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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其從供應商那裡拿到的優惠折扣。例如，Lustgarten（1975）與Schumacher
（1991）曾得出通路產業的市場集中度與供應商的利潤率呈現負向的關係。近
期的研究，如Bhattacharyya and Nain（2011）與Fee and Thomas（2004）等，也
顯示了通路商間的合併對於供應商的利潤平均而言會產生負面的衝擊。

二、通路商的守門人角色與經濟依賴性
Dobson and Inderst（2007）的研究顯示通路商的經營規模除了強化通路商
的談判力量，增加其外部選項價值外，還可同時降低與之交易供應商的外部選
項價值。這是因為供應商的產品必須經過通路商的銷售管道方能進入消費者領
域，而大型通路商可以由數量眾多的銷售門店和各種促銷策略為供應商提供便
捷的銷售通路，所以如果一旦大型通路商拒絕了特定供應商的交易，或則選擇
將其貨物下架，那麼後者就必須儘快尋找其他銷售管道來解決存貨的問題，這
時削價求售就成了供應商不得不採行的策略，而其所面臨的預期利潤損失將會
與原先合作的通路商經營規模的大小呈現一定程度的影響。
學者們將通路商的這種通道作用角色稱之為「守門人」（gate keeper）。
守門人角色使得供應商與大型通路商之間的交易契約可替代性降低，大幅地減
少了供應商的外部選項價值，亦即供應商的外部選擇機會減少，使得供應商品
12

的銷售過度依賴大型通路商，從而造成後者更大的市場勢力。 通路產業的合
併，或是通路商間合組的聯合採購團（buyer group），都可增加大型零售商在
特定區域的銷售渠道，這種渠道的獨佔範圍越大，就會越加強大型通路商作為
「守門人」角色的功能，進而更加壓縮了供應商的外部選項價值。
最近，Ellison and Snyder（2010）與Sorensen（2003）等學者針對美國的醫
藥產業裡藥商與醫生之間的商業關係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他們的研究指出，美
國藥商通常會給一些醫生是普通藥局沒法享有的特別折扣，原因是這些醫師在
藥商與病患之間充當了用藥諮詢的守門人地位。此外，在上述針對零售商經營
規模效果的實證研究裡，那些文章也都顯示了地區性零售商的合併明顯地增加
了供應商的經濟依賴性。

12

了這樣的描述：當零售商A決定停止採購供應商B的產品時，若零售商的總利潤下
降了1%，而供應商B的總利潤卻降低了10%，則表明了零售商A擁有對供應商B的買
方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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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有品牌
通路商開發自我品牌（private labels）的風潮始於上世紀七〇年代，通常
消費者視此類商標為次等商品，略遜於著名品牌。然而，經過這幾十年來的發
展，許多國家與地區的通路商以其本身的信譽為後盾成功的重新定位其品牌形
象，此外藉由將自有品牌產品緊鄰擺設在著名品牌商品的行銷策略也證明效果
相當顯著，而一些著名品牌的供應商甚至願意為通路商提供生產這些次品牌產
品的機會，儘管後者在爭奪消費者的商場競爭裡會對其造成嚴重的傷害。
Bergers-Sennou et al.（2004）等人認為大型零售商較有實力開發自有品
牌，並且這些自有品牌還可達到增加外部選項價值的效果。想像一下，現在大
型的通路商經常把他們的自有品牌商品擺放在著名品牌的臨架，這除了使其他
品牌的上架空間更加吃緊外，也使得通路商的次品牌直接與供應商的貨品進行
面對面的競爭，所以如果後者的商品暫時缺貨，或者其與通路商的合作關係暫
時破裂了，那麼通路商原損失的銷售額將可由這些次品牌商品的銷售獲得部分
補償。換言之，自有品牌使得大型通路商的外部選項價值增加了。
另一方面，依照賽局理論研究的說法，在談判陷入僵局時誰最有耐心
（patient）堅持自己的立場，這個人就會由淨附加價值中獲得愈高的比例•從
這個角度來看，當通路商擁有自我品牌或是委由二線供應商生產，則當它與著
名的供應商談判時，即使是短暫的談判陷入僵局而導致雙方交易暫時終止，這
時也會造成後者相當大的財務調度問題；換言之，只要大型通路商擁有自我品
牌的武器，就很容易將供應商陷入忍受程度較差的一方，使得談判結果傾向於
通路商的利益（Mills, 1995）。
實證上，在一些行銷的文獻裡，如Kadiyali et al.（2000）與Sudhir（2001）
等，曾經對自有品牌如何影響通路商與供應商的銷售份額分配進行檢測。另
外，Morton and Zettelmeyer（2004）與Sayman et al.（2002）也發現在強而有利
的全國著名品牌的環伺下，自有品牌的商品在定位愈來愈逼近後者的品質與功
能，說明了自有品牌在縮短雙方談判力上具有一定的功效。

肆、買方力量的經濟效果
在一般教科書的傳統觀念裡，獨買的下游廠商通常會藉由減少對上游財貨
的需求，來誘使中間財市場的價格下跌，但價格下跌的趨勢卻不會傳導到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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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市場上，原因是上游供應商在中間財價格下滑的指引下會去減少財貨的提
供，所以最終商品價格在獨買力量的操作下不但不會下降，反而會上升。在這
種「市場介面」的過程裡，我們很難想像買方力量會帶來何種效率與福利上提
升的效應。在下面的討論裡，我們將利用近期的文獻研究，並依循第二節所引
界的「談判介面」，首先試圖回答流通產業的買方力量何時可將其所擁有的價
格折扣惠及至消費者身上；接著回答大型通路商若是藉由合併下游對手，擴大
經營規模，來增強其買方力量，則行政當局應有哪些準則來判斷是否應對流通
產業的合併進行干涉；最後，我們將討論是否可將傳統的垂直限制管制觀點應
用在通路產業買方力量所驅動的垂直限制行為上面。

一、零售價格與公平競爭
（一）抗衡力量
仔細研究大型通路商的買方力量對於產業利潤、消費者利益、與社會福利
的影響，對於公平交易法規的訂定具有重大的意義。早在1952年Galbraith就指
出：大型零售業者能夠對原生產廠商形成很強的買方力量，這種買方力量的存
在可以降低上游廠商的批發價格，從而導致零售價格的下降，因此零售商的買
方力量有利於改善社會福利。Galbraith（1952）將零售廠商的買方力量亦稱為
抗衡力量。但是，買方的抗衡力量將使消費者受益的這種效應，由於缺乏理
論根據與實證支持，一經提出就受到許多學者的批評，如 Stiglier（1954）與
Hunter（1954）就批評抗衡力量無法解釋為什麼零售商會有動機把成本的節省
傳遞給消費者。
抗衡力量缺乏理論根據的現象直至上世紀末才獲得改善。Ungern-Sternberg
（1996）建立了一個上游為壟斷廠商、下游為少數寡佔廠商組成的經濟模型，
並證明了當下游部門競爭非常激烈時，買方力量的確會降低市場的零售價格。
Dobson and Waterson（1997）擴充了Ungern- Sternberg（1996）的研究，考慮了
產品的不完全替代性，他們發現零售市場集中度的提高勢必會降低最終的零售
價格，但是社會福利並不一定增加。Chen（2003）假定下游市場由一個規模很
大的零售商和數目甚多、規模很小的零售商所構成，上游獨佔廠商則對於下游
零售商採用兩部定價（two- part tariff)，他的研究表明了隨著大型零售商買方力
量的增強，其獲得的批發價格並不會改變，但是其他零售商所獲得的批發價格
卻下降，進而導致零售價格的下降和消費者剩餘的增加。Erutku（2005）則對
Chen（2003）的研究做了擴充，考慮了在產品異質情况下兩個零售商進行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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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時的買方力量問題，他指出買方力量可惠及消費者乃至整個社會。
上述的研究奠定了下游部門的抗衡力量對於零售價格傳遞效果的理論基
礎；換言之，上述學者們證明了在一定的條件下，抗衡力量的確會讓消費者受
益。但是，另一方面，理論界與實務界對於大型通路商買方力量(或抗衡力量)
的存在，是否會對中小型通路商造成傷害，其看法卻莫衷一是。此一問題牽扯
到買方力量的行使是否會產生所謂的水床效果（waterbed effect)，對此效果我
們將說明如下。
（二）水床效果
根據 Dobson and Inderst（2007）的定義，水床效果係指在一個上下游市場
結構的產業中，如果其中一家下游廠商向上游廠商購買中間財的力量較大時，
那麼他就可以獲得一個較為優惠的中間財價格，此種行為將導致上游廠商對其
他下游廠商索取較高的中間財價格。因此，一旦有水床效果存在，擁有較大買
方力量的下游廠商相對於其他的下游競爭對手，不但可以享有較高的優惠折
扣，還可同時抬高對手的進貨成本，進一步擴大本身的競爭優勢。
在實務上，由於既有的相關文獻對水床效果並沒有進行全面與深入的嚴謹
分析與正式的規範建議，連帶使得行政當局經常對水床效果這個概念的本質持
有高度疑慮。例如，英國的公平貿易局就提出，如果可以觀察到水床效果所產
生的價格差異，在對此一現象做出廠商行為違反公平交易秩序的結論之前，理
論上需要針對中間財價格歧視現象發生的問題進行重新思考。基本上，水床效
果會讓下游廠商之間的生產成本產生差異，甚至可能是其他非成本上的差異，
進而影響到競爭程度以及消費者面對的產品價格。因此，一個有趣並值得討論
的議題就是：買方力量產生的水床效果是否可以提高消費者福利抑或降低消費
者福利呢？
關於水床效果的理論文獻可以分為兩派，一派為水床效果的靜態理論，另
一派為水床效果的動態理論。以下將依序介紹這兩種理論。
首先，我們要討論水床效果的靜態理論。我們在第三節中已經說明了下游
通路商的經營規模是其獲得買方力量的重要來源，我們現在可以想像在流通產
業裡若有一通路商透過收購而使其經營規模愈形狀大，則當其與上游供應商進
行談判時，不論就增加自己的外部選項價值而言，或是就降低供應商的外部選
項價值而言，或是就增加自己的談判力量來說，大型的經營規模就如同大軍壓
境般的威脅可讓其從供應商那裡獲得較中小型的通路商更為低廉的進貨價格，
亦即經營規模的優勢會連帶產生成本節省的優勢。然而，經營規模帶給大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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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商的好處並不會止於此。在具有成本優勢情況下，透過下游零售市場的競
賽，其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勢必受到嚴重蝕化，因而後者的經營規模跟著進一
步縮小，使得供應商愈傾向不重視這些不具影響力或者規模較小的通路商，甚
至在下回談判時進一步提高其進貨價格，如此現象即會產生前述的水床效應。
接著，我們討論水床效果的動態理論。假設一大型通路商在短期內透過合
併增強了其經營規模與買方力量，而從上游供應商那裡取得較好的交易條件，
倘若這種情況持續下去，有些供應商就有可能在長期下面臨無利可圖的窘境，
從而選擇退出上游市場或被其他供應商合併，那麼上游產業在長期下的市場集
中度就會高於短期。此時，有兩個管道可以讓長期存活下來的供應商其利潤增
加。第一，在沒有改變任何通路商的經營規模下，市場集中度較高的上游產業
結構並不會對下游買方的批發價格產生任何直接的影響。其次，在長期下由於
上游供應商數目減少，這使得上游廠商之間的競爭程度下降外，也會讓下游中
小型通路商的外部選擇機會變少，因為這些下游廠商已沒有比短期下更多的機
會來替換與其合作的供應商了。但是，相對的，對於大型的通路商而言，即使
上游市場的結構在長期下經過調整，其在短期內透過經營規模的擴大所增加的
13

談判力量仍可以充分確保享有較低的批發價格。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大型零售商藉由其買方力量的行使可以
從供應商取得較低的零售價格，並再透過水床效果的效應，提高了其競爭對手
的批發價格。買方力量再加掛水床效果的作用，將產生兩股相反的競爭效果。
其中之一是，這些面對較高批發價格的中小型通路商會將其成本負擔轉移到消
費者身上，因而消費者會面對一個比較高的產品價格，此乃損害消費者福利的
負面效果；另外一方面，享有較低批發價格的大型通路商會藉由成本優勢而增
加市場份額，並經由中間商品進貨量的增加而導致最終商品價格跟著下降，此
乃提高消費者福利的正面效果。基本上，這兩股效果相互衝擊，我們無法事先
判斷流通產業的買方力量的操作是否會損害或提高消費者福利。倘若損害消費
者福利的負面效果小於提高消費者福利的正面效果，則買方力量對於公平競爭
13

即使我們不考慮上游市場的退出行為，我們依然可以發覺上游產業的市場集中度在
有買方力量存在下仍會比沒有這股力量時來得高，這主要是因為如果上游市場存在
進入的機會，但需花費一筆成本，那麼在長期下無論下游買方力量的大小，所有供
應商在事前都會預期零利潤的報酬，但是他們一旦進入市場後其事後的利潤卻由上
游的競爭程度與下游的買方力量來決定。因此，在其他情況不變之下，由於買方力
量的增加會讓上游廠商分食到的利潤分額減少，這使得上游供應商的進入數目就會
比不存在買方力量時來的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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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妨害並不需要太過憂慮。
此外，就長期來看，大型通路商買方力量的執行不但會影響到其他競爭對
手的成本，也會對上游供應產業的市場結構產生作用。當上游市場結構變得較
為集中時，上游廠商數目的減少，不但使得產品種類的供給數目隨之降低，中
小型通路商對消費者所定的零售價格也會隨著提高，這些現象都有損消費者福
利。
值得一提的是，現存的文獻對於下游的買方力量是不是一定會伴隨著水床
效果仍是頗多質疑。例如，Chen（2004）就認為當下游廠商靠著買方力量向
上游廠商索取一個較為優惠的批發價格時，若其買方力量愈大，其所要求的優
惠折扣將愈多，此時上游供應商為了彌補利潤的損失就會對其他小型的、不具
買方力量的下游廠商給予更多的折扣，以使後者利用更低的批發價格與具買
方力量的廠商在市面上競爭，來降低其所面對買方力量的威脅。因此，Chen
（2004）的結果顯示，即使存在買方力量，也不會產生水床效果。再者，若供
應商與通路商的契約內容是屬於兩部定價法，即包括一個固定費用（lump-sum
fee）與每單位數量的進貨價格，那麼如果通路商買方力量的操作是反映在固
定費用上面，則兩者所談妥的進貨價格並不會受到買方力量影響，此時水床效
果也不會發生。因此，在兩部門定價的買賣契約下，雖然存在買方力量，但並
不會發生下游產業廠商之間的成本差異，故其違反公平競爭秩序的可能性也較
低。

二、通路商合併與效率爭議
一般而言，產業中部分廠商的水平合併動作通常是為了增加市場佔有率，
或是為了多角化經營和快速進入新事業，或是為了擴大生產以實現規模經濟。
從社會福祉的觀念，除非廠商間的合併可以帶來一些綜效（synergy)，如生產
成本或管理成本的下降，經濟學家通常對產業的購併行為抱持質疑的態度，因
為合併的直接影響就是減少了市場上競爭廠商的數目，而競爭不足的後果所造
成的商品價格上揚必會使消費者蒙受其害。
然而，上述論證不見得適用於流通產業中廠商間的合併行為，特別是當後
者因合併而帶來更巨大的買方力量的情況。此一論點的主要原因，乃是因為我
們觀察到當兩家或數家通路商進行合併而成為一大型通路商時，通常可以快速
累積後者的經營規模、強化其在合併後通路渠道守門人的功能、與養成更大的
實力來推行自有品牌，而這些因素恰好都是我們在前面（第三節）中所提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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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通路商買方力量的來源，因此當合併後的大型通路商行使其買方力量時就
可在談判桌上向上游的供應商拿到比其競爭對手更為優惠的交易條件。在較低
的進貨價格下，合併後的大型通路商就會購買更多的製造商品，從而也會為了
促銷採行降價來使消費者購買更多的最終財貨。除此之外，未參與合併的通路
商為了對付此一大型通路商的降價行動，就有可能跟進降價或進行其他促銷活
動，遂使消費者與總社會福利之利得更形擴大。所以，至少從福利與效率原則
的觀點，通路產業的合併所帶來的福利增益就有可能壓倒此一產業因合併導致
競爭降低所帶來的福利減損了，即使此一合併動作並沒有使整體垂直相關產業
產生綜效現象。
可是，我們也必須注意這種通路商合併動作會帶來福利與效率效應的觀
點，事實上立基於下列兩點重要的前提：
第一點，通路商必須是個別的與上游供應商進行交易；換言之，買賣雙方
是經由雙邊談判來決定交易條件。這是因為在「談判介面」下，大型通路商才
可操作其買方力量從供應商取得與中小型通路商不同的進貨價格，進而導致
消費者與總社會福利有增進的機會。相較之下，若通路商的進貨來源是由中間
財或批發市場而來，則買方力量會產生福利與效率效應的觀點是不會成立的，
這是因為在「市場介面」下買方力量的操作方向只會藉由降低對上游財貨的需
求，來誘使中間財市場的價格下跌，但是這種需求限制的作法不會有益於消費
者福利。
第二點，通路商與供應商的交易價格談判必須限定在單位價格上面。上述
通路商的合併會有促進生產效率機會的看法，主要是由於買方力量的行使會降
低單位價格。如果我們允許通路商與供應商的交易價格契約為兩部定價，即交
易價格包含單位價格與固定費用，則通路商就有可能將其買方力量的操作重點
集中在降低固定費用上面，那麼這時通路商間的合併而導致買方力量的改變就
只會對通路商與供應商在利潤分配上面發生影響，並不會對消費者與整體社會
福利造成實質變化。
因此，把流通產業的合併當作效率改善的論點似乎只適用於某些特定的市
場，如供應商的數目須很少，商品供應必須具有異質性，或者買賣雙方必須面
對面的互動。在這些環境之下，相當少數的上游與下游廠商彼此交互談判，才
有可能產生差異的交易條件，也唯有在這個情況下買方力量的行使方向才不會
被指引去策略性的降低中間財進貨需求。除此之外，買方力量的效率論點似乎
也比較適合用在簡單的單位價格談判上面，因為只有在這種談判環境下我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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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確保買方力量會被用來作為降低單位交易價格的威脅武器。當然，就行政當
局的立場來說，流通產業的合併雖然可以產生效率增進的好處，但這並不足以
保證其列入豁免監視的名冊內，因為我們仍不可忽視合併在本質上具有降低市
場競爭的特性，從而是否政府應對流通業的合併進行干涉宜依案例狀況差異而
定。

三、買方驅動型態的垂直限制
傳統上，在產業經濟學的教科書中所談及的垂直限制係強調賣方力量（上
14

游供應商）所加諸於下游零售商的交易限制。 例如：上游供應商要求下零售
業者簽訂一些限制契約作為交易的條件，包括非線性的訂價 （兩部訂價、數量
折扣）、轉售價格維持（resale price maintenance)、強制購買數量、獨家交易、
獨家通路、地域制、拒絕供貨、搭售等形式。然而，垂直限制在實務上不僅會
有來自上游廠商對下游廠商的交易限制，也會發生由下游廠商發動對上游廠商
施加的交易限制。我們不難想像較具談判力量的企業會藉由買方力量去協商或
要求特別的交易條件（價格以外），或者對於供應商所提供的財貨或勞務強加
限制內容與供貨條款。
常見的買方驅動型態之垂直限制（buyer-driven vertical restrains）包括有條
件式的採購（如獨家供應、獨家通路、最低採購量）、附加費用（如陳列費、
上架費、溯及既往的折扣、聯合行銷費用分攤）、最優惠顧客條款（mostfavored customer clauses)、杯葛或拒絕採購（拒絕新產品上架、終止長期交
易、將產品下架）、風險轉嫁（延遲付款、負擔產品損耗）、服務與供貨要求
15

（特定的運送條件、客制產品展示）。 目前有越來越多產業的下游部門運用
了買方驅動的垂直限制，例如醫療、職業運動、自然資源的開採、農業、大牧
16

場的經營以及林業。 不過，近年來引起大家對買方驅動垂直限制的關注則是
因為大型流通業者的廣泛運用。
大型流通業者對於上游供應商除了索取產品轉售差價或代銷利潤的優惠
外，通常會收取所謂的 「附加費用」（additional fees）。這費用係指除貨款價
17

金項目外，流通事業以任何其他方式要求供貨廠商負擔之各種費用。 附加費
14
15
16
17

參見Tirole（1998）and Martin（2002）進階的產業經濟學教科書。
詳參Dobson（2008)。
詳參Foer（2005)、Grimes（2005）以及Noll（2005)。
請參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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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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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收取方式不一，最常見的是某一固定金額（lump-sum payment），其名稱與
種類繁多；其中，最早與最普及的名稱為「上架費」（slotting allowance），

18

此為上游供應商支付給下游流通業者，以獲取其銷售支援或服務的費用。在台
灣有時也稱之為「新產品推廣費用」。此費用最大的特色在於其所支付的費
用，不會隨著日後實際銷售數量的多寡而變動（Shaffer, 1991）。
關於流通業者對於上游供應商收取上架費究竟會造成「促進競爭」
（procompetitive），還是「限制競爭」（anticompetitive），在學術上引起
很大的爭論。有一派學者認為上架費是促進有限貨架空間的分配效率，進
而提高社會福利，文獻上稱為「效率學派」（the efficiency school）。效率
學派的代表學者有Kelly（1991)、Chu（1992)、Lariviere and Padmanabhan
（1997）以及Sullivan（1997）等。這一派學者認為上架費可以充當新品
引進市場時，解決存在於流通業者與供應商之間資訊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工具。上架費不但有助於供應商 「宣示」（signal）其新品
品質，也有助於流通業者「篩選」（screen）具高需求產品生產能力的供應
商。若供應商對自己研發新品的獲利深具信心，那他們就願意付出最高的上
架費，這也意味著他們可提供給消費者較具價值的產品；而流通業者可以利
用上架費的收取來補償引進新品所增加的額外費用，進而增進貨架空間在新
品的供、需之間作更有效率的運用，並將產品創新的失敗風險在供應商和流
通業者間作一合適的重新分配。根據效率學派的觀點，如果小型供應商因為
他們無法支付高額的上架費因而被迫退出市場，那麼一定是因為他們所提供
的產品比較不佳而且不是社會所期待的。
另一派學者則認為上架費會增加流通業者的市場力量，有礙於市場競
爭，文獻上稱為「市場力量學派」（market-power school）。該學派認為收
取上架費用是大型流通商取得市場力量及助長價格上漲的工具（facilitating
devices）。例如，Shaffer（1991）指出由於上架費的收取會降低流通業者的競
爭，因而導致零售價格上升，將不利消費者之福利，並有可能造成反競爭的效
果。此外，上架費的收取還會墊高優勢供應廠商（dominant supply firm）對手

18

所稱「流通事業」，係指量販店、便利商店、超級市場、百貨公司、消費合作社及
其他從事綜合商品運銷業務之事業。
文獻上亦稱為「listing fees」、「up-front payments」、「pay-to-stay fees」以及
「street money」。我們在附錄1裡，明列了鄭優等人（2000）對於台灣地區大型流
通店面收取各項附加費用所做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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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因為既存的優勢供應商若願意出高價來爭取流通業者的貨價空間，則
其對手勢必得同步加價，因而增加其供貨的成本。19此外，Shaffer也指出供應
商寧願用產品上架費的支付來換取批發價格的折讓，因為上架費可直接對流通
業者的營收有所貢獻，但降低批發價格的效果有可能會激化流通業者的價格競
爭而被抵銷。換言之，藉由上架費的支付，既可以補償流通業者因貨架空間不
足所造成的損失，也可免於批發價格的下降而損及雙方的獲利。
在實證上，Bloom et al.（2000）針對 800 位供應商與流通業者的管理階層
所做的大量問卷顯示，供應商與流通業者皆同意大型通路商比中小型流通業
者更需要上架費用的收入；換言之，大型通路商從收取上架費的獲益遠高於
小型流通業者。這項調查顯示上架費與流通業者的市場力量呈正向相關。這
樣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因為大型通路商比較會向供應商收取上架費是因為
他們對上游的供應商的議價能力較強。Shaffer（2005）指出許多小型供應商
（或推出新產品的業者）抱怨支付上架費讓他們處於不利競爭的地位，因為大
型供應商（或產品已上架的業者）比較有能力去負擔較高的上架費。大型的
供應商可以對上架費的競價來提高小型供應商的進入成本，這將有效地封殺
（foreclose）或排除（exclude）市場競爭，導致減少其他競爭產品之多樣性。
Wang（2006）也曾對大小型不對稱流通業者的市場力量與收取上架費需求的
關聯性進行研究，其分析結果指出大型通路商運用上架費抬高小型流通業者的
批發價、降地其獲利與市占率，以增進其市場力量。

伍、結語
在目前的商業環境運作下，即使時下流行的網購活動相當的盛行，基本上
供應商直接把貨品賣給最終消費者的現象仍舊相當少見。相對的，在供應商與
最終消費者之間往往存在著一群通路商，既扮演著前兩者供需訊息傳遞的橋
樑，也扮演著商品運送與經銷把關的角色。我們可以這麼說，現今大部分的商
品在出廠後直到抵達最終消費者手上之前，必需得在中間財或批發市場上經歷
幾番的轉手，在那裡供應商與通路商相互角力，共同決定了成交價格以及提供
給最終消費者購買的產品種類與品質。
但是，近年來隨著大型流通業者在世界各地的快速發展，流通產業的買
19

上架費被運用來墊高對手成本的策略運用參見Salop and Scheffman（1983）以及
Krattenmaker and Salop（1986）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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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力量問題不僅引起了經意學家的研究興趣，而且引起了政府有關部門的極
大關注。為了提供社會大眾對於流通產業買方力量的基本知識，並希冀能對
政府有關當局對於流通產業買方力量的規範提出政策建議，本篇文章的寫作
目的主要是探討下面兩個主題：一是我們想要對買方力量近來的學術研究成
果進行綜合性的回顧，以釐清通路產業買方力量的界定、成因､與其經濟效
應；二是我們也試圖回答有關大型通路商買方力量的行使對於公平交易秩序
維護的疑慮，特別是我們在本文中針對三種問題進行分析：(1)通路商買方力
量的行使是否會對零售價格發生影響？是否會對其他中小型通路商造成不公
平的競爭？(2)通路商的合併造成買方力量的增加是否會產生福利與效率增進
的效應？(3)傳統概念上對於產業內垂直限制的管制觀念是否可適用在買方驅
動型態下的垂直限制行為？
對於第一個主題，我們首先提出傳統的「市場介面」分析架構不適合用來
分析流通產業的買方力量的問題，因而我們引用了一個簡單的談判模型架構，
據以說明買方力量的大小取決於買賣雙方各自的外部選項價值與溝通協商的
談判力量，此外我們還列舉了通路商的經營規模、通路渠道的守門人功能、與
自我品牌的推動都可以用來強化買方的外部選項價值、或者削弱賣方的選項價
值、或者增加買方的談判力量，因此這三項因素被普遍認為是導致通路商買方
力量強弱的根源。
對於第二個主題，我們首先提出只要通路商與供應商的談判標的只包含單
位進貨價格，則前者因具有買方力量而從後者獲得的優惠折扣將會傳導至消費
者市場，亦即讓消費者享有較低廉的價格。至於大型零售商買方力量的行使是
否會對中小型通路商在競爭優勢上造成的傷害，我們也指出這需要看是否存在
水床效果而定；若有，則此傷害必然存在。其次，我們也對通路商的合併活動
是否需要行政當局介入管制表示了看法，我們說明了通路商的合併如同一般產
業的合併行為必然會造成產品市場上競爭程度的不足，但另一方面由於合併後
的通路商其經營規模會更加巨大，因此其買方力量也跟著增加，此時如果產生
了 Galbraith（1984）所稱之的抗衡效應，則通路產業部分廠商的合併就有可
能會帶來對生產效率與社會福利增加有所助益的機會。最後，我們對時下流通
產業經常實施的買方驅動型態的垂直限制行為進行評估，我們發現近來的研究
成果並不否認一些買方驅動的垂直限制行為具有活化上游供應商競爭誘因的功
能，因此即使存在垂直限制契約會對零售市場產生反競爭效果，這些研究並不
完全支持買方驅動的垂直限制行為一定會造成社會福利減損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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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對於流通產業買方力量的認知，我們認為行政當局對於通路商買
方力量操作的管制規範，似乎不可直接套用傳統上對製造商或銷售商賣方力量
操作的管制思維。我們建議行政當局，當在判定流通產業的買方力量是否有違
公平交易秩序之前，宜先確立步驟去審酌買方力量的操作是否會有伴隨的抗衡
力量或水床效果，如此才不會忽略了買方力量對於社會福利的正面效應。

附錄1

台灣地區大型流通店面收取各項附加費之調查與研究

國內的流通業者收取附加費用始於1988年統一超商（7-Eleven），而頂好
20

惠康超市（Welcome）也於1990年開始收取。 近年來，由於流通業者的貨架
空間有限，形成了新產品的引進與既存貨架產品之間的搶架競爭局面，新品供
應商通常會支付「上架費用」來確保產品的上架與流通業者的進貨；而既存的
供應商則會支付「展示費」來取得較佳的上架位置。此外，供應商還會支付所
謂的「街道櫥窗費」以及「市場發展基金」，以用來補貼流通業者的廣告與促
銷費用。
根據鄭優等（2000）所做的問卷調查中發現，現今市面上所流通的附加費
用名目已高達43種以上，平均每一項產品進入一家零售業者所需支付之附加費
用金額約佔其銷售成本10%以上。各項附加費用項目則如下表所示：
附表1

附加費用名稱

編號

名稱

編號

名稱

編號

名稱

1

印花

16

共同商品費

30

商品促銷折扣

2

上架費

17

落地陳列費

31

促銷陳列折扣

3

物流費

18

退貨處理費

32

廣告贊助折扣

4

快訊費

19

促銷處理費

33

促銷廣告贊助

5

燈箱費

20

資料處理費

34

收銀台承租費

6

節慶贊助

21

DEMO費用

35

發票差異手續費

7

盤差補助

22

付款明細費用

36

手提袋贊助折扣

20

以美國的食品市場為例，根據食品行銷組織（Food Marketing Institute）指出通常一
家超市（面積至少40,000平方英尺）大約可陳列25,000產品，但每年約有10,000到
25,000向新產品問世，而在10,000個新品中能存活超過12個月的比例不超過10%。根
據估計，上架費的金額約占廠商新品推廣費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有些流通業者
對於供應商每年每產品收取的上架費高達10萬美元（Shaffer, 1991 and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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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編號

名稱

編號

名稱

8

獨賣贊助

23

新商品印刷費

37

月交易折扣獎勵

9

禮券推廣

24

新店開幕贊助

38

壞品不退貨補貼

10

端架承租

25

年度目標獎勵

39

資料變更手續費

11

新品推廣費

26

新商品登錄費

40

促銷處理手續費

12

補合約折扣

27

慶祝百店贊助

41

促銷活動委託處理

13

防盜設備費

28

訂單缺貨罰款

42

店舖改裝重新開幕

14

貨架清潔費

29

下架品處理費

43

損耗品不退貨折扣

15

週年慶贊助

資料來源：引述自李佳茹（2011)，頁40；原始資料整理自鄭優等（2000）。

國內學者多以實證問卷的方式來對流通業者收取附加費用的行為與公平交
21

易法之適用性進行探討。 例如，黃營杉、吳師豪（2002）以訪談及郵寄問卷
調查國內大型流通業者收取附加費用之行為對供應商所造成的影響。結果顯示
(1)供應商與流通業者產生激烈衝突與歧視；(2)通路成員的利潤重新分配，零
售價格上升影響消費權益；(3)大型零售業者常以附加費用作為採購上架的門
檻，擴大其市場力量。許英傑、黃慧玲、黃銘傑（2005）則指出大型流通事業
因掌握了通路優勢，故為了抬高對供應商的議價能力進而發展出對後者的垂直
交易限制行為。該作者的研究結果指出，買方驅動的限制行為有下列三點值得
關注：(1)附加費用及獨買要求是供應商最關心的議題：(2)不同型態的流通業
可能發生違反公平交易法的垂直交易限制類型不同，其中價格的交易限制最為
普遍；(3)分析垂直交易限制之合理性應考量企業的規模、類型、與行銷規劃等
因素。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1. 王立達（2000），「大型流通業對上游供應商收取附加費用之競爭法規
範：問題架構與管制方向」，公平交易季刊，第8卷，第3期，頁33-60。
2. 王麗楨（2008），公平法上對於事業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規範之研究—
以流通事業之購買力量為中心，國立成功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21

關於大型流通業對供應商收取附加費用在公平法立法規範之相關討論請參見王立達
（2000）、鄭優、羅昌發、黃營杉與黃銘傑（2000）、許英傑、黃慧玲與黃銘傑
（2005）、王麗楨（2008）以及李佳茹（2011）。

流通業買方力量之經濟分析

179

3. 李佳茹（2011），流通事業不瑝收取各種附加費用行為態樣之探討—以供
應商觀點出發，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4. 許英傑、黃慧玲與黃銘傑（2005），「公平交易法對流通事業垂直交易限
制行為之規範」，公平交易季刊，第13卷，第1期，頁11-54。
5. 黃營杉、吳師豪（2002），「大型連鎖零售業收取附加費用行為之研
究」，東吳經濟商學報，第38期，頁1-36。
6. 鄭優、羅昌發、黃營杉與黃銘傑（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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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89年度合作研究報
告五。
二、英文部分
1. Baake, P. and V. Schlippenbach (2008), “Upfront payment and listing decision,”
DIW Berlin Discussion Papers No.793.
2. Berges-Sennou, F., P. Bontems, and V. Requillart (2004), “Economics of private
labels: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 Foo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 1-23.
3. Bhattacharyya, S. and A. Nain (2011), “Horizontal acquisitions and buying
power: A product market analysi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99, 97-115.
4. Blair, R. D. and J. L. Harrison (1993), Monopsony-Antitrust Law and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 Bloom, P., G. Gundlach, and J. Cannon (2000), “Slotting allowances and fees:
schools of thought and the views of practicing managers,” Journal of Marketing,
64, 92-108.
6. Chae, S. and P. Heidhues (2004), “Buyers’ alliances for bargaining power,”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13, 731-754.
7. Chen, Z. (2003), “Dominant retailers and the countervailing-power hypothesis,”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4, 612-625.
8. Chu, W. (1992), “Demand signaling and screening in channels of distribution,”
Marketing Science, 11, 327-347.
9. Dana, J. (2012), “Buyer groups as strategic commitment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74, 470-485.
10. DeGraba, P. (2005), “Quantity discounts from risk averse sellers,” FTC Bureau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s No. 276.

180

第 19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1. Desiraju, R. (2001),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s, slotting allowances, and retailer
discretion,” Journal of Retailing, 77, 335-58.
12. Doyle, C. and R. Inderst (2007), “Some economics on the treatment of buyer
power in antitrust,”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Review, 28, 210-219.
13. Dobson, P. (2008), Buyer-Led Vertical Restraints, in Issues i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Wayne Dale Collins ed.,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14. Dobson, P. and R. Inderst (2007), “Differential buyer power and the waterbed
effect: Do strong buyers benefit or harm consumers?”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Review, 28, 393-400.
15. Dobson, P. and M. Waterson (1997), “Countervailing power and consumer
prices,” Economic Journal, 107, 418-430.
16. Ellison, S. F. and C. M. Snyder (2010), “Countervailing power in wholesale
pharmaceuticals,”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58, 32-53.
17. Erutku, C. (2005), “Buying power and strategic interaction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38, 1160- 1172.
18. Fee, C. E. and J. Thomas (2004), “Sources of gains in horizontal takeovers:
Evidence from customer, supplier, and rival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4, 423-460.
19. Foer, A. (2005), “Introduction to symposium on buyer power and antitrust,”
Antitrust Law Journal 72, 505-508.
20. Fumagalli, C. and M. Motta (2008), “Buyers’ miscoordination, entry, and
downstream competition,” Economic Journal, 118, 1196-1222.
21. Galbraith, J. K. (1954), “Countervailing pow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4,
1-6.
22. Grimes, W. (2005), “Buyer power and retail gatekeeper power: protecting
competition and the atomistic seller,” Antitrust Law Journal 72, 563-588.
23. Horn, H. and Wolinsky, A., 1988, Bilateral monopolies and incentives for
mergers,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9, 408-419.
24. Hunter, A. (1958), “Notes on countervailing power,” Economic Journal, 68, 89103.
25. Inderst, R. and G. Shaffer (2007), “Retail mergers, buyer power, and product
variety,” Economic Journal, 117, 45-67.

流通業買方力量之經濟分析

181

26. Inderst, R. and T. Valletti (2011), “Buyer power and the waterbed effect,”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59, 1-20.
27. Inderst, R. and C. Wey (2003), “Bargaining, mergers, and technology choice in
bilaterally oligopolistic industries,”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4, 1-19.
28. Inderst, R. and C. Wey (2007), “Buyer power and supplier incentiv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51, 647-667.
29. Inderst, R. and G. Shaffer (2008), Buyer power in merger control, Chapter XX in
W.D. Collins, ed., ABA Antitrust Section Handbook, Issues i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30. Katz, M. L. (1987), “The welfare effects of third degree price discrimination in
intermediate goods marke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7, 154-167.
31. Kadiyali, V., P. Chintagunta, and N. Vilcassim (2000), “Manufacturerretail channel interac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channel power: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pricing in a local market,” Marketing Science, 19, 127-148.
32. Kelly, K. (1991), “Antitrust analysis of grocery slotting allowances: the
procompetitive case,”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rketing, 10, 187-198.
33. Krattenmaker, T. and S. Salop (1986), “Anticompetitive exclusion: raising rivals’
costs to achieve power over price,” Yale Law Journal, 96, 215-291.
34. Lariviere, M. and V. Padmanabhan (1997), “Slotting allowances and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s,” Marketing Science, 16, 112-128.
35. Lustgarten, S. H. (1975), “The impact of buyer power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5, 125-132.
36. Martin, S. (2002), Advanced Industrial Economics, 2nd edi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37. Mills, J. F. (1995), “Why retailers sell private labels,”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4, 509-528.
38. Morton, F. S. and F. Zettelmeyer (2004),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store
brands in retailer-manufacturer negotiations,”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4, 161-194.
39. Noll, R. G. (2005), “Buyer power and economic policy,” Antitrust Law Journal
72, 589-624.
40. O’Brien, D. P. and G. Shaffer (1992), “Vertical control with bilateral contracts,”

182

第 19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3, 299-308.
41. O’Brien, D. P. and G. Shaffer (2005), “Bargaining, bundling, and clout: the
portfolio effects of horizontal mergers,”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6, 573-595.
42. OECD (1999), Buying power of multiproduct retailers, series roundtables on
competition policy DAFFE/CLP(99)2.
43. Osborne, M. J. and A. Rubinstein (1990), Bargaining and Markets, Academic
Press.
44. Raskovich, A. (2003), “Pivotal buyers and bargaining position,”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51, 405-426.
45. Sayman, S., S. J. Hoch, and J. S. Raju (2002), “Positioning of store brands,”
Marketing Science, 21, 378-397.
46. Salop, S. and D. Scheffman (1983), “Raising rivals cos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 267-271.
47. Shaffer, G. (1991), “Slotting allowances and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
comparison of facilitating practices,”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2, 120135.
48. Shaffer, G. (2005), “Slotting allowances and optimal product variety,” Advances
in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5, 1, Article 3.
49. Sheffman, D. T. and P. T Spiller (1992), “Buyers’ strategies, entry barriers, and
competition,” Economic Inquiry, 30, 418-436.
50. Schumacher, U. (1991), “Buyer structure and seller performance in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3, 277-284.
51. Sorensen, A. (2003), “Insurer-hospital bargaining: Negotiated discounts I postderegulation Connecticut,”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51, 471-492.
52. Stigler, G. J. (1954), “The economist plays with blo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4, 7-14.
53. Snyder, C. M. (1999), “Why do larger buyers pay lower prices? Intense supplier
competition,” Economic Letters, 58, 205-209.
54. Sudhir, K. (2001), “Structural analysis of manufacturer pricing in the presence of
a strategic retailer,” Market Science, 20, 244-264.
55. Sullivan, M. (1997), “Slotting allowances and the market for new produc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40, 461-493.

流通業買方力量之經濟分析

183

56. Steptoe, M. (1993), “The power-buyer defense in merger cases,” Antitrust Law
Journal, 61, 493-505.
57. Tirole, J. (1998),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IT Press.
58. Von Ungern-Sternberg, T. (1996), “Countervailing power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4, 507-519.
59. Wang, H., (2006), “Slotting allowances and retailer market power,”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33, 1, 68 - 77.
60. Whinston, M. D. (2006), Lectures on Antitrust Economics, The MIT Press.

184

第 19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Abstract
The hypermarket (or so called big-box store), convenience store, and
supermarket dominant Taiwan’s distribution industry. The domestic distribution
enterprises have grown rapidly through expanding market with a business model
of low costs and low sales prices. The distribution enterprises soon become the
dominant sale access in the retail market. The rise in retailer power, associated with
increasing concentration, the ability to extract discounts and obtain low prices from
suppliers, imposing restrictions beyond price (i.e. additional fees) on suppliers of
goods and services, ma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ffect the nature of competition in
supplier markets. The buyer-driven vertical restraints have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the economic literature. In this paper, we survey the recently emerging
literature on the importance of buyer power. We discuss various sources of buyer
power and their economic effects resulting from the exercise of buyer power. We
also address some policy treatment towards vertical restraints is under consideration.
Keywords: buyer power, additional fees, slotting allowances, distribution enterprises,
vertical re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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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邱俊榮（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
謝謝主席孫委員、吳教授，以及在座各位先進大家午安，很榮幸有機會
拜讀吳老師大作，這篇行文非常流暢，我在看這篇時，事實上是刀光劍影，
好像在念武俠小說一樣，為什麼這麼說呢？有時候買方很厲害可以把上面殺
掉，有時候也不行，來來去去非常精彩。這篇文章，基本上是一個分析完整
的文章，把目前買方力量的文獻做了各種整理，並且把各種可能性都找出
來，而且透過有系統的方式告訴大家，當我們看見流通業買方力量愈來愈壯
大時是否對於社會福祉是不好的，文章告訴我們說其實也不盡然，有時會有
好的效果也說不定。
以下我大概只能雞蛋裡挑骨頭，提供幾個淺見，讓作者參考。通篇看下
來，大概只少了一點點東西，一般我們在看超市、量販店或超商也好，當我們
擔心愈來愈集中、力量愈來愈大的時候，我們最關心的是在Buyer Power中限
制競爭的效果，文章對這個地方著墨較少，但如果從台灣的現實面來看，愈來
愈集中的現象，有可能是因、有可能是果，如果把它看成是果的話，那就是告
訴我們Buyer Power很強；但從另一方面看，它為什麼會很強，可能就是因為發
揮限制競爭的效果，使得其他超商、超市、量販店沒有辦法存活，導致集中的
情況愈來愈嚴重，這樣的情況會不會也是Buyer Power力量的展現，因此Buyer
Power造成下游的集中，那這也會是我們關心的重點，本篇文章對此探討較
少，也許可以再思考一下。
第二個，吳老師也提到這篇文章是要從經濟學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事情，
就是不同傳統市場介面來看，但我要強調，市場介面既然存在，那麼它也是
一種可能性，也就是當下游很強的時候會造成社會福利的傷害，這是我們傳
統知道的事情，它只不過是提供另外一個可能性，我要特別強調，這篇文章
補充我們過去認知的不足，但我覺得在結論的部分行文要非常小心，也就是
要提醒讀者說傳統那種對社會福利的影響，事實上還是存在的，這兩種可能
性同時存在是很重要的訊息；否則我讀了這篇文章因為太enjoy了，就好像覺
得Buyer Power是非常好的事情，完全不用擔心它會是什麼壞事，因此應該在
行文中，強調談判介面與市場介面的可能都是存在的，即使是談判介面也不
全然是好事情，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吳教授剛剛介紹的非常清楚，要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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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水床效果存不存在，這個效果會影響到我們用談判介面來看流通業Buyer
Power效果大不大，如果可能的話，把這些在結論中再作一個完整的整理，
我想對讀者來說會很有幫助。
第三點我要談的是，在這文章談所謂抗衡的力量，我覺得這很重要，這裡
整理很多很重要的文獻，這裡有很多文獻精彩的內容，因為各種不同的力量都
在這邊呈現，但我覺得有點可惜就是這邊的文獻整理有點太簡單了，如果可
以把各種正反意見整理出來，就會形成非常重要的貢獻。舉例而言，這裡說：
「他們發現零售市場集中度的提高，勢必會降低零售價格，但是社會福利不一
定增加」，這個結論很有趣，但我不知道中間的推導是什麼，這裡蘊藏很多有
趣的部分，也許可以再多著墨。
第四點，這個文章很關鍵的地方在於水床效果（Water bed effect），但這
水床效果在描述讓我覺得有點凌亂，因為一開始就有對它定義、後來又出現一
段、後來又有一段介紹它的正反面效果，因此在行文時，可以再寫的更清楚一
點。特別是我剛開始看到水床效果時，我的理解是某種程度，我跟你購買會造
成上游供應量增加，上游供應量增加會導致邊際成本增加，而邊際成本增加會
導致其他的供應商要買，價格會更高，這是我一開始接受的概念。但是後來談
水床效果時，他的邊際成本增加的效果又不見了，因此到底是怎樣較對，可能
要加以綜整。
第五點，如果我把文章當作武俠小說看，是非常精彩的，刀光劍影，但我
看完也有點失落感，整個文章非常複雜，文字部分很多，我建議可以用簡單的
圖表或是架構以清楚把一些重要傳達方向整理出來，這樣對讀者的理解上，會
很有幫助。
最後一點，我要提的是一個非常小的問題，就是一開始的數字，它的加總
是錯誤的，等一下吳教授可以自己再檢查一下；那當然這個數據是比較早之前
的，如果可能的話，應該更新一下較新的數據，就我所知，全聯現在的市佔率
蠻高的，那如果可能把數據更新一下，文章的貢獻會更大。以上是我簡單的評
論，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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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Multiple channels are prevalent phenomena in retail market nowadays,
particularly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Manufacturers Compaq and Dell
indirectly sell their computers through traditional dealing channels and directly sell
“online”. Briones (1999) found the ratio of volumes of Compaq computers sold via
online to via dealing channel between 1998 and 1999 sharply increased from 2:98
to 20:80. Meanwhile, many computer retailers offer consumers their private brand
of various DIY products, often called retailer-owned brand (or simply store-brand).
Cosmetic manufacturer AVON, besides dealing channels, operates its own direct
selling channels of shopping online, representatives and AVON Stores. Similarly, the
retailer like Watsons develops a variety of private brand of cosmetic products. The
overall market share based on sales value of private brand in Switzerland in 20042005 was 45% (ACNielsen, 2005). Such multiple sales channels of direct selling,
private brand and dealing channel coexist because consumers around the world
are demanding more channel options for gaining access to products and services
(Rangawamy and Van Bruggen, 2005; Rosenbloom, 2006).
Multiple channels allow firms to reach consumers in multiple ways and allow
consumers to reach businesses by using their preferred channels. However, when
different sales channels work in the same area, channel conflicts arise due to the fact
that multiple channel members have the same clients (Wiertz et al., 2004) and that
may dissuade some channels’ members like retailers from selling the manufacturers’
product. The drop of sales in the existing channel resulting from new channel makes
a firm hard to recover its costs. Therefore, manufacturer and retailer have to consider
the trade-offs of the benefits of multiple channel strategy with the potentially negative
consequences (Sharma and Mehrotra, 2007).
Comparing to the traditional dealing channels, the rise of the retailer as a private
brand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rends in retailing. Major retailers, like Sears,
President’s Choice and Wal-Mart in America and Marks and Spencer, Tesco and
Carrefour in Europe, have developed a large number of private brands in a wide
range of categories in their retail markets (Whileman and Jary 1997; Collins-Do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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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indley 2003; Gabrielsen and S ø rgard, 2007). Retailers have the incentive to
develop their private brands because of consumers’ low loyalty to the brand name,
high substitutability between products, and high purchasing frequency. Product
reputation and no advertising cost of a retailer’s private brand products benefit itself
in the market. Moreover, high substitutability between products hurts manufacturers
but benefits the retailer. Accordingly, the introduction of a private brand is likely
to increase a retailer’s profits in a product category if the cross-price sensitivity
between manufacturers’ brands and the private brand is high (Raju et al., 1995;
Sayman and Raju, 2004). More importantly, retailers view private brand products as
an opportunity to build the store image and differentiate their stores from those of
competitors. In the last couple of decades, private brand have seen enormous growth
in many countries and in many product categories (ACNielsen, 2005; Gabrielsen and
S ø rgard, 2007).
On the other hand, manufacturers like Levis, Sony and AVON, adopt a direct
selling channel besides a dealing channel to successfully compete against other
retailers’ private brands. Ross et al. (2005) derived the sales volume at which the
direct sales force’s costs equal the outsourced sales force’s cost, and concluded that
for sales volume above that quantity, firms should use a direct sales force. Crittenden
and Crittenden (2004) interviewed eight direct selling firms of product categories
which included arts & crafts, cosmetics, cutlery, kitchenware, jewelry, vitamins, and
healthcare. Results indicated direct sales are becoming common phenomena for firms
in order to keep sales strong. In addition, it is imperative that firms select the right
individuals, develop appropriate skills, and provide high perceived value.
Different channel leaderships of Manufacturer-Stackelberg (MS), RetailerStackelberg (RS) and Vertical Nash (VS) models have been compared and
extensively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manufacturers and a common
retailer (Moorthy 1988; Choi 1991; Trivedi 1998). In a subsequent paper, Choi
(1996) extended his analysis to include price competition between duopoly common
retailers. Not only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but also store differentiations between
retailers are captured in the model he used to examine the equilibria between different
channel structures. Moreover, Choi incorporated retail margin (instead of retail
price) into the retailer’s decision to guarantee a certain mark-up when acting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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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ling channel for manufacturers’ products. His study findings showed that while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increases a manufacturer’s profit, it hurts a retailer’s profit.
Store differenti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s beneficial to retailers while harmful to
manufacturers. Krisnan and Soni (1997) pointed out that retailers nowadays are often
much larger than many manufacturers, have more power to decide how products
are distributed and at what price. Therefore the issue of how retailer uses its power
to decide the retail margin and price to guarantee its profit becomes of increasing
research interest.
Multiple channels’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strategy for
both manufacturers’ and retailers’ distribution of products in a competitive market
(Wiertz et al., 2004; Rangawamy and Van Bruggen, 2005; Rosenbloom, 2006;
Sharma and Mehrotra, 2007). In the sales channel literature, most studies focus on
the manufacturer’s perspective since manufacturers can influence their retailers’
decisions through various pricing strategies and incentives, including whether to
integrate or decentralize retail activities (Moorthy, 1988; McGuire and Staelin,
1983; Raju et al., 1995; Choi, 1996; Ross et al., 2005), making a specific agreement,
such as quantity discounts (Jeuland and Shugan, 1988), achieving cooperation for
maximum joint profit, and analyzing channel efficiency and stability (Raju et al.,
1995; Choi, 1996; Trividi, 1998; Sayman and Raju 2004; Choi and Coughlan, 2006).
Yet, this literature focuses on 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s within a single channel.
Multiple channels environments matter so much in the retail marke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trade-offs of the benefits of multiple channel strategy with
the potentially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both manufacturer and retailer. Hence,
in this paper, the RS model is employed to examine the channel structure for two
manufacturers and a common retailer presented with a choice of dealing channel,
direct selling channel, and private brand channel. Products are assumed to have
linear demands with vertical strategic substitutability which considers the effects
of both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store differentiation. This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Next section presents the basic model and the structure of our analysis.
In sections 3 and 4, we derived the subgame perfect equilibrium solutions under
different subgames of multiple-channel structures. Section 5 reviewed our results and
compared with those reported in the extant literature. Finally, some areas fo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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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re suggested. All figures and tables are placed in Appendix A.

2. The Model
We consider a channel structure with two manufacturers M1 and M2 and one
common retailer R. Each manufacturer produces a differentiated product at marginal
cost c1 and c2, respectively. Besides selling through the retailer (dealing channel),
each manufacturer decides whether or not to sell directly (through a direct selling
channel). Besides selling manufacturers’ products, the common retailer decides
whether or not to sell its private brand product (through a private brand channel) at
marginal production cost cr. Introducing some notations, let i, j = 1,2, i≠j index the
r

r

r

two manufacturers and r indexes the retailer. Let qi, pi and mi, respectively, denote
the quantity demanded, retail price and retail margin of product i, i = 1,2, under the
dealing channel. Let qi , pi and mi , respectively, denote the quantity demanded, retail
price and retail margin of product i, i = 1,2, under the direct selling channel. Let qr
, pr and mr , respectively, denote the quantity demanded, retail price and margin of
retailer R’s product under its private brand. In this model, products are assumed to
have linear demands which consider the effects of both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store differentiation. Further, in order to capture the strategic effect of products in
multiple channels and to analyze the roles of direct selling and private brand, we
define, for simplification, the system of symmetric demand functions as follows:
r

r

r

r

r

r

r

qi = 1- pi +α( pj - pi ) + ( pr - pi ) +β( pi - pi ) +αβ( pj - pi ), i, j = 1,2, i≠j
r

r

qi = 1 - pi +β( p i - pi ) +αβ( pj - pi ) +αβ( pj - pi ) +αβ( pr - pi ), i, j = 1,2, i≠j
r

r

qr = 1 - pr +α( p i - pr ) +α( pj - pr ) +αβ( pi - pr ) +αβ( pj - pr ), i, j = 1,2, i≠j
The parameters αandβ respectively measure the degree of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store differentiation. We consider the case of substitute goods:
0<α<1 and 0<β<1. α=0 and α=1 set the maximum (independent goods) and the
minimum (homogeneous products) degree of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respectively.
Similarly, β=0 and β=1 set the maximum (independent stores) and the minimum
(homogeneous stores) degree of store differentiation, respectively. In other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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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only considers the horizontal differentiation. Horizontal product (store)
differentiation refers to no product (store) is absolutely preferred to the others by all
consumers, while vertical product (store) differentiation refers to one product (store)
always dominates the others. For example, coke cola and spring are substitutes of
soft drinks to consumers but not identical, and a Sony Ericsson K810i handset sold
in a 3C store and in Sony Style Center is valued differently by consumer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in after-sale service. A smaller value of α implies more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ric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ducts within a store has
less impact on the demands. Likewise, a smaller value of β implies more store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rice difference of the same product sold in the different
channels has less impact on the demands. A smaller value of αβ implies less cross
effect of products and channels, and the pric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ifferent
1

products sold in the different channels has less impact on the demands. When
there exist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products and stores, a new channel added in the
market will not only attract the consumers in the existing channels but also create
new consumers. This is because of the diversification with stores’ physical distances
from each other, different mix of services and product assortment. For example,
when the common retailer introduces a private brand product, this changes its
quantity demanded in private brand channel by qr and that in dealing channels by the
r

r

respective amounts of α( pr - pi ) and α( pr - pj ) With those new created consumers,
aggregate demand will increase as the number of channels increase, even at zero
2

market price.

The retail price of a product is determined by the sum of its production cost/
wholesale price (wi) and its retailer margin:

1

2

Traditional linear demand functions qi = a - bpi + θpj have a major disadvantage when
used in equilibrium problems: they imply that as products are more differentiated,
equilibrium prices and its profit decrease. Choi’s (1996) demand functions qi = a - bpi + θ(
pj - pi ) provide intuitively more appealing results with respect to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Some studies (e.g., Sayman et al., 2002) assume that adding products or channels into
the market does not necessarily cannibalize existing outlets. Or equivalently, aggregate
demand is invariant with entry or exit of a channel or a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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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p i = wi + m i

i = 1, 2

pi = ci + mi

i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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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 cr + mr
The product demands therefore depend not only on all manufacturers’ wholesale
prices and costs, but also on the retailer’s margins.
Each member in the channel structure maximizes its total profit by selecting an
optimal value of the decision variable. The optimal solution for a profit maximization
problem depends on the channel’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nd the channel power
between manufacturers and the retailer. In the current model, the channel power is
RS, namely, the retailer chooses its price margin before manufacturers choose their
wholesale prices.
We now design a three-stage three-person non-cooperative game as shown in
Figure 1. In the first stage, each member selects its sales channel structure; in other
words, each manufacturer besides selling through the retailer (the dealing channel)
has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to sell its product through a direct selling channel,
and the retailer, besides selling manufacturers’ products, has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to sell its private brand product through a private brand channel. Then, both
manufacturers and the retailer compete on retail margin. In the last stage, each
manufacturer competes on wholesale price for the dealing channel’s product. There
are eight subgames in our model and their channel structures are categorized into the
following six types: the dealing channel (SG1), dealing channel with the retailer’s
private brand channel (SG2), dealing channel with one direct selling channel (SG3),
dealing channel with one direct selling channel and the retailer’s private brand
channel (SG4), dealing channel with two direct selling channels (SG5), and dealing
channel with two direct selling channels and the retailer’s private brand channel
(SG6). We present subgame perfection equilibrium values derived by backward
induction in the next two s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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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quilibrium Analysis
We now discuss the competition within each subgame derived by backward
induction. Because the model involves the parameters of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α
and store differentiation β, the resulting formulas in some subgames are lengthy
and tedious. Thus, Mathematica software is adopted to compute the equilibria of
subgames. Its 3-dimensional figures are utilized to derive the optimal channel strategy
of manufacturers and the retailer, and to proceed the comparative-static analysis of
the equilibrium. In this section, we analyze the subgame of the dealing channel with
two direct selling channels and the retailer’s private brand channel (SG6).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length of the paper, the derivations of the equilibria of all other
subgames are omitted in the main text and posited in the Supplementary Results.
It is commonly believed that manufacturers have cost advantage in production
and retailers have cost advantage in managerial operation. However, as the retail
market rapidly develops, large retailers start to authorize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OEM) and produce private brand products without OEM’s brand
name (e.g., Kirkland of Costco Wholesale). These products produced by OEM need
no advertising and sold in their own retailing stores. With large amounts of products,
the retailers can obtain a bargaining price with the OEM and thus, may have cost
advantage in production against manufacturers. On the other hand, to expand the
scale of product sales, manufacturers start to set up their own operational locations
(e.g., Sony Style of Sony and online website of Compaq) and sell the products
directly to consumers. Such a direct selling expansion forces manufacturers train a
large amount of retailing personnel and adopt systematically managerial operation.
The economies of scale may make manufacturers have cost advantage in managerial
operation against the retailer. Therefore, we assume, without loss of generality, all
production costs and managerial costs are zero (also see McGuire and Staelin, 1986).
In this channel arrangement (SG6), manufacturers sell their products through
the retailer as well as sell directly, and the retailer sells manufacturers’ products as
well as sells its private brand product. Manufacturers’ and the retailer’s profits are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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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πi = mi qi + wi qi , i = 1,2
2

r

(1)

r

πi = Σ mi qi + mr qr

(2)

i =1

Note that wholesale price equals to the manufacturers’ margin at zero production
costs. Under the RS assumption, the retailer is the leader and two manufacturers are
the followers, and the leader takes the followers’ reaction functions of wholesale
prices into account for its own retail margin decisions. In the third stage, manufacturer
chooses its wholesale price conditional on the retail margin. Manufacturer’s reaction
function can be derived from the following first-order conditions:
дπi
r
r
дwi = 1 + 2βmi + αβmj - (1 + 2α +β+αβ) mi + αmj + αmr

(3)

- 2( 1 + 2α +β+αβ) wi +αwj = 0, i = 1,2
and the second-order conditions are easy to verify:
2

д πi
β<0, i = 1,2
2 = - 2 - 4α - 2β- 2α
д(wi)
Solving (3) for the conditional Nash equilibrium values i w s as a function of all retail
r

r

margins, w1 (m1, m2, m1, m2, mr).
r

r

The retailer incorporates w1 (m1, m2, m1, m2, mr) into its retail profit to determine
optimal margins in the second stage. Substituting it into (1) and (2), manufacturers’
and the retailer’s profits are
r

r

r

r

r

r

r

πi = mi × qi (m1, m2, m1, m2, mr) + wi (m1, m2, m1, m2, mr) × qi (m1, m2, m1, m2,
mr), i = 1,2
2

r

r

r

r

r

r

πi = Σ [ mi×qi (m1, m2, m1, m2, mr)] + mr×qr (m1, m2, m1, m2, mr)
i =1

Derive the first order conditions with retail margins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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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πi
дπr
дπr
= 0,
= 0, i = 1,2
r = 0,
д(mi )
д(mi)
д(mr)

(4)
3

Similarly, it can be verified that the second-order Hessian matrix is negative-definite.

This implies the solution to (4) is a Nash equilibrium between two manufacturers and
r

the retailer. The resulting margins as functions of α and β are mi (α,β), mi (α,β)
r

r

and mr (α,β). Substitute them back into wi (m1, m2, m1, m2, mr) to obtain wholesale
r

price wi (α,β). Retail prices pi (α,β), p i (α,β), pr (α,β), quantity demanded
r

qi (α,β), qi (α,β), qr (α,β), and manufacturers’ profits πi (α,β), and the retailer’s
profit πr (α,β) can be derived in turn. Their equilibrium values are plotted in
3-dimensional figures where horizontal axes are α and β(see Table 1).
Finally, we drive consumer surplus and social welfare in SG6. Social welfare
is the sum of consumer surplus and all the members’ profits. Apply Cramer’s rule
r

r

r

to transfer demand functions into inverse demand functions p i ( q i ; q j, qi, qj, qr ),
r

r

r

r

pi ( qi ; qi, qj, qj, qr ), and pr ( qr ; qi, qj, qi, qj ). Then we get the consumers surplus by
the following formula:
2

CS(α,β) = Σ

ſ

i =1
i ≠j

r*

qi

r

r*

*

*

*

r

r

r*

r*

*

*

*

r*

0

2

r*
i

q
+Σ ſ
i =1
i ≠j

+

r

pi (qi ; qj , q 1, q 2, q r ) dqi - pi (qi ; qj , q 1, q 2, q r) qi

ſ

r*

r*

*

*

*

r*

r*

*

*

*

pi (qi ; q1 , q2 , q j, q r ) dqi - pi (q i ; q1 , q2 , q j, q r) q i

0

r*

qi

r*

r*

*

*

*

r*

r*

*

*

*

pr (qr ; q1 , q2 , q 1, q 2 ) dqr - pr (q r ; q1 , q2 , q 1, q 2) q r

0

and
SW(α,β) = CS(α,β) +π1(α,β) +π2(α,β) +πr(α,β)

4. The Results
3

The verification of negative-definite Hessian matrix and the closed forms of all equilibrium
solutions in SG6 are presented in Appendi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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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ection, we derive the subgame perfect equilibrium of the game by
comparing Mathematica 3-dimensional figures of the resulting profits in each
subgame. Then, we examine the static comparisons in terms of αandβ in the
equilibrium, and discuss their implications from the viewpoints of consumer surplus
and social welfare.

Strategic Selection of Direct Selling and Private Brand under Retailer Stackelberg

199

4.1 Subgame Perfect Equilibrium
We examine the dominant strategy of manufacturers and the retailer in the
decision of channel selection by comparing manufacturers’ equilibrium profits. In
Table 2(a), it can be easily verified that the profit of M1 is higher with direct selling
no matter whether or not M2 sells its product directly when R sells its private brand.
Likewise, its profit is higher with direct selling no matter whether or not M2 sells its
product directly when R does not sell its private brand. Hence, no matter whether or
not M2 sells its product directly and no matter whether or not R sells its private brand,
selling its product directly besides through the dealing channel is a dominant strategy
for M1. Similarly, it is a dominant strategy for M2 to sell its product directly. In Table
2(b), by comparing the retailer’s equilibrium profits, it can be also verified that,
no matter whether or not M1 and M2 sell their products directly, selling its private
brand product as well as selling manufacturers’ products is a dominant strategy for
R. Accordingly, the subgame SG6, where both manufacturers sell their products
directly as well as through the retailer, and the retailer sells its private brand product
as well as manufacturers’ products, is the subgame perfect equilibrium of the game.
Moreover, it is beneficial to a manufacturer to sell its product directly, since its profit
increases with the number of sales channels. It is also beneficial to the retailer to sell
its private brand. Hence, channel members could gain more profits through additional
sales channels.
Next, we examine the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the different channel structures.
As can be seen from Table 3, consumer surplus and social welfare are highest
under SG6. Hence, a multiple channel structure contributes to product and store
diversification which, in turn, promotes consumer surplus and social welfare.
Therefore,
Proposition 1. In the subgame perfect equilibrium of the game, both
manufacturers sell their products directly as well as through the retailer, and the
retailer sells its private brand as well as manufacturers’ products. Consumer surplus
and social welfare are highest under this multiple channe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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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bstitutability between products and stores deprives old consumers from
the existing channels, but their diversification creates new consumers. For example,
the private brand “Kirkland Vitamin” sold by Costco may attract the clientele of
the existing brand “Centrum Vitamin” and attract new consumers simply because
Kirkland’s price is lower. Likewise, direct selling cosmetics stores set up by AVON
may attract the clientele from Watsons channel and attract new consumers because of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provided by its retailing personnel. Overall, an increase
in sales channels does promote its total demand. On the other hand, this evokes
fierce competition between products and stores, and incurs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operational and managerial costs (ignored in the current model).
In the equilibrium, the former force dominates the latter one. Thus,
manufacturers are beneficial to sell their products directly as well as through the
existing dealing channel, and the retailer is beneficial to sell its private brand product
as well as manufacturers’ products. In other words, channel members gain more
profits through additional channels, even though there exists fiercer price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with new added product and channel. Results obtained from this study
in relation to Proposition 1 are supported by Raju et al. (1995), Trivedi (1998), Ross
et al. (2005) and Sharma and Mehrotra (2007). Retailers in a competitive market
prefer to carry private brand products rather than simply play a leadership role in a
dealing channel. Sayman and Raju (2004) suggested that introducing store brands
to compete with different national brands may help the retailer to extend the base
demand for store brands and exert pressure on to the national brand manufacturers
to offer better trade terms. Global retail giants like Tesco, Carrefour, Sears and WalMart have developed a large number of categories with their private brands in their
retail stores (Whileman and Jary 1997; Collins-Dodd and Lindley 2003). ACNielsen
(2005) used data over the 12 months ending the first quarter of 2005 and found the
overall market share based on sales value of private brand in Europe in 2004-2005
was 23%, and it ranged from 4% in Greece to 45% in Switzerland.
Meanwhile, manufacturers expect to find a direct selling channel lucrative. Dell,
IBM, and Compaq computer sell their products by direct selling channels to promote
customer service and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Yao and Liu (2003) found even with
the presence of a direct channel, the key to gai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re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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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direct channel side, that is, to focus on retaining the loyal customers. Thus,
an operational strategy that can be devised is to increase the rate of internal switching
from indirect to direct.
Nowadays, products like make-up, computer, cell phone, pill, jewelry are sold
in multiple channels in the real world (e.g, acer, Nokia, Motorola, Sony, Amway
and AVON etc.) Crittenden and Crittenden (2004) interviewed executives from
eight direct selling firms and found product categories represented in the research
include arts & crafts, cosmetics, cutlery, kitchenware, jewelry, vitamins, and wellness
products had worldwide direct sales triple the number ten years ago. Wallace et al.
(2004) suggested that multiple channel retailing can be a useful strategy for building
customer retailer loyalty. With an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retail environment and
decreasing customer switching costs, customer retailer loyalty is a critical goal for
merchants of all types. Their results revealed that multiple channel retailing strategies
enhance the portfolio of service outputs provided to the customer, thus enhancing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ultimately customer retailer loyalty. These suggested that
multiple channel retailing can be a useful strategy for building customer retailer
loyalty. Similarly, Sharma and Mehrotra (2007) found multiple channels allow
customers to reach businesses by using their preferred channel. When a business
offers multiple sales channels, its customers can compare sales channels with
different sets of preferential factors including transaction cost, product, risk and
social experience (Muthitacharoen et al., 2006).
The diversification of products and stores increases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 and thus, promotes consumer surplus and welfare. These results fit those reported
in Trivedi (1998) that consumers benefit the most from a direct selling channel with
the greatest demand and the lowest prices. Likewise, Gabrielsen and S ø rgard (2007)
found that when the national brand producer offers an exclusive contract, private
label introduction may lead to lower retail prices on national brands, which can be
beneficial to consumer welfare as well as total welfare.

4.2 Comparisons of Equilibrium Margin, Retail Price and
Quantity Demanded
Let’s now compare the rankings of equilibrium margin, retail price, and qua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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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ed of products for the dealing channel, direct selling channel, and private
brand channel (see Table 4). Hence,
Proposition 2. The ranking of channel structure for product retail margins is
private brand, followed by direct selling and then dealing channel. The ranking of
channel structure for products retail prices is dealing channel, followed by private
brand and then direct selling channel.
The retailer has the incentives to find an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EM)
to produce private brand products and to get a discount by a large shipment at a lower
cost better than the one of manufacturer’s product. Hence, private brand products
have more room for per-unit profit than direct selling product, but products with
dealing channel have the smaller room for per-unit profit because of its high cost.
Therefore, the ranking of product retail margin is private brand, direct selling and
dealing channel. Further, Reshare (2006) suggested that firms have developed and
has patented software that can help channel managers deal with conflict by providing
their fair share of the margins when products are sold via multiple channels that
appear t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Next, ranking of products retail price is, accordingly, dealing channel, private
brand and direct selling. Because the channel power in the RS structure allows the
retailer to exploit a certain level of margin in the dealing channel and the price of
the dealing product is the sum of wholesale price and margin, the prices in one-level
channels is higher than the ones in zero-level channels. In other words, product sales
through a zero-level channel (direct selling channel and/or private brand channel)
avoid exploitation by middlemen of one-level channel (dealing channel). The result
is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previous literature (e.g., Kotler, 1991) that the lowest retail
prices are offered by the channel with the least number of intermediaries exploiting
their own profits. Whileman and Jary (1997) observed many retailers’ own private
brands are priced lower than their manufacturers’ cleaning, disposable, food, doit-yourself products, and health and beauty aids. ACNielsen (2005) also found the
price of private brand in Europe is on average 37% lower than their manufacturers’
counterparts and on average for 38 countries the private brand aggregate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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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s was 32% in refrigerated food and 2% in baby food.
The result that the retail price in direct channel is lower than the one in
dealing channel seems to contradict the fact that a manufacturer usually does not
sell its product directly at a price lower than in a dealing channel. This is because
a manufacturer does not want to discourage the incentive of the retailer to sell its
product and there exists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costs in setting up, operating and
managing a direct selling store.
However, we also observe that a business (e.g., Comp USA, Northwest Airlines,
and T-Mobile) sells its products to online customers less expensively to enhance the
popularity and acceptance of its businesses website. The group of online shoppers is
generally price sensitive. So, Muthitacharoen et al. (2006) suggested that a business
should segment its consumers into appropriat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consumer
behavior. For example, a business that attempts to entice its existing customers to
its online stores should acknowledge that its customer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personal risk (e.g., credit card information) and product price.
Finally, we examine the impact of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store
differentiation on the equilibrium outcome (see Table 1).
Proposition 3. When products are less differentiated, margins in direct selling
and private brand channels decrease and wholesale prices in the dealing channel
decrease. Retail prices (quantities demanded) in all channels decrease (increase).
This, in turn, decreases manufacturers’ profits. On the other hand, when stores are
less differentiated, margins and retail prices (quantities demanded) in all channels
decrease (increase). Thus, the retailer’s profit decreases.
When the substitutability of products increases, increase in product competition
forces manufacturers to decrease the margins in the direct selling channel and
the retailer to decrease the margin in its private brand channel in order to attract
consumers of substitute products. Manufacturers are forced to reduce the wholesales
prices in the dealing channel. Thus, retail prices in all channels decreas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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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uantity demand increase. In the end, manufacturers’ profits decrease. When the
substitutability between stores increases, increase in store competition forces all
manufacturers and the retailer to decrease their margins. Accordingly, all retail
prices decrease and the corresponding quantities demanded increase. Finally,
fierce competition makes the retailer worse off and its profit decreases. These
results 4 Trivedi (1998) found the opposite results in the single channel model that
manufacturer’s profit increases with the substitutability of products at most levels of
store substitutability. are well known and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s in the models
of a single channel (see Choi, 1996), but they are new findings in the literature of
multiple channels.

5. Discussion
Retailers nowadays have become more powerful than most manufacturers as a
result of larger retail chains. This increasing influence on the market arise a growing
interest in sales channel researches. Most of the literature discussed the optimal
channel strategy and equilibrium of channel structur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firm’s
profit only with one dimension of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Jeuland and Shugan
1983; Moorthy 1988). We have expanded the literature to a multiple channel model
considering the two dimensions of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store differentiation
and examining their consumer surplus and social welfare. 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is the exploration of manufacturers’ and a retailers’ selection of channel
structure from dealing, direct selling and private brand channel, and its resulting
pricing strategy. In an attempt to extend the literature in this area, we have developed
a three-stage three-person non-cooperative game that incorporated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wo manufacturers and one common retailer and the equilibrium solutions
are derived from the setup of a Retailer Stackelberg model.
For the sake of tractable analyses in our model, managerial and sales costs
are assumed to be zero and the other demand factors such as product qualities are
ignored. In sum, our theoretical framework can be extended in several directions.
4

Trivedi (1998) found the opposite results in the single channel model that manufacturer’s
profit increases with the substitutability of products at most levels of store substitu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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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the more reasonable (nonlinear) cost/demand functions can be considered in
future research (Choi and Coughlan 2006; Moorthy 1988; Choi, 1991). For instance,
the asymmetry in cost and demand can be relaxed to measure the impact of firm’s
productive efficiency on the margins and prices for the managerial purpose. Further,
retailers exist in the market because they can perform more efficient work than
manufacturers. The fixed and variable costs can added into the model to express the
differences in firm’s operational efficiencies. For instance, some variable costs of
managerial operation should be involved when firms add a new sales channel. More
than two retailers can also be relaxed to present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retailers
such as Carrefour and Wal-Mart (Raju et al., 1995). Second, we featured our demand
curve that the sales in different channel are equal when all prices are equa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ducts and channel should be applied with different sales
in different channel even when the prices are equal. Finally, some logical strategies,
such as advertising and slotting allowance, have not been examined in this study and
that always exist in the real world (Shaffer,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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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Equilibrium Values in Dealing Channel with Two Direct Selling
Channels and Retailer’s Private Brand Channel (SG6)

Wholesale price

Margin

Retail price

Quantity
demanded

Manufacturer’s
and retailer’s
profit

Consumer
surplus and
social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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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a) Comparisons of M1’s Profits with/without Direct Selling
R without private brand
M2 sells directly

M2 doesn't sell directly

R with private brand
M2 sells directly

M2 doesn't sell directly

Note: The upper colored figure is M1’s profit with direct selling and the black one is
M1’s profit without direct s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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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b) Comparisons of R’s Profits with/without Private Brand
No manufacturer direct
selling

One manufacturer direct
selling

Both manufacturers direct
selling

Note: The upper colored figure is the profit of R with private brand, the black one is
the profit of R without private brand

Table 3 Comparisons of Consumer Surplus and Social Welfare
CS

SW

Note: The top colored figures are CS and SW of SG6, and the five lower ones are
those of SG1-S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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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el 4 Comparisons of Equilibrium Margin, Retail Price and Quantity
Demanded
(1) mPB/DS≡mr- mi >0

(2) mDS/DC≡mr- mir >0

(3) mDC/PB≡pir - pr >0

(4) pPB/DS≡pr- pi >0

(5) qDS/PB≡qi - qr

(6) qPB/DC≡qr - qir >0

(7) qDS/DC≡qi - qir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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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ary Results
Part I: We present here the derivations of the equilibria of subgame (SG6). The
second-order Hessian matrix is semi-defin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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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quilibrium solutions in SG6 are:

213

214

第 19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Strategic Selection of Direct Selling and Private Brand under Retailer Stackelberg

215

216

第 19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Strategic Selection of Direct Selling and Private Brand under Retailer Stackelberg

217

218

第 19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Strategic Selection of Direct Selling and Private Brand under Retailer Stackelberg

219

Part II:SG1-SG5
We present here the derivations of the equilibria of all other subgames.
1. Dealing Channel (SG1)
In this channel arrangement, manufacturers’products are sold only through the
common retailer. The demand is as follows:
r

r
r
r
qi =1 - pi + α( pj - pi ), i = 1, 2, i ≠ j

Each manufacturer’s and the retailer’s profits are,
r

πi = wi qi , i = 1, 2
2

r

r

πi = Σ mi qi
i =1

The first-order conditions of manufacturers are
дπi
r
r
дwi =1- (1+α) mi + αmj - wi (1+α) - (1+α) wi + αwj = 0, i = 1, 2 , i ≠ j
and the second-order conditions is satisfied:
2

д πi
2 = -2(1+α) <0, i = 1, 2 , i ≠ j
д(wi)
Solving the first-order conditions for the conditional Nash equilibrium values i w s as
r

a function of mi s:
2

r

r

(2+3α) - (2+4α +α ) mi +α(1+α) mj
, i = 1, 2 , i ≠ j
wi =
2
4+8α +3α
Incorporates these reaction functions wis into the retailer’s profit and take the first
r

order conditions with respect to mi :
2

r

r

(1+α) [ -1(2+3α) +2(2+4α+α) mi -2α(1+α) mj
дπr
=0
r =(2+α)(2+3α)
д(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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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order Hessian matrix is negative-definite.
2

2
2(1+α)(2+4α+α )
д πr
<0
r 2 =(2+α)(2+3α)
д(mi)

2

2

2

д πr
д πr
r 2
r
r
д(m1) дm1дm2
2

2

д πr
д πr
r
r
r 2
дm2дm1 д(m2)

=

2

2(1+α)(2+4α+α )
2α(1+α)
(2+α)(2+3α)
(2+α)(2+3α)
2

2

2α(1+α)
(2+α)(2+3α)

2(1+α)(2+4α+α )
(2+α)(2+3α)

2

4(1+α) (1+2α)
=
>0
(2+α)(2+3α)
r

So, solving the first-order conditions for m1 s, and substituting these into demand and
1
1 r 3+α
(1+α)
(1+α)
r
, mi = , pi =
, πi =
profit functions: wi =
2 , πr =
4+2α
2
4+2α
(4+2α)
(4+2α)

2. Dealing Channel with Retailer’s Private Brand (SG2)
In this channel arrangement, manufacturers’products are sold through the
retailer and the retailer sells its private brand product. The demands are as follow:
r

r
r
r
r
qi =1 - pi + α( pj - pi ) + α( pr - pi ), i, j = 1, 2, i ≠ j
r
r
qr =1 - pr + α( pi - pr ) + α( pj - pr ), i, j = 1, 2, i ≠ j

Each manufacturer’s and the retailer’s profits are,
r

πi = wi qi , i = 1, 2
2

r

r

πr = Σ mi qi + mr qr
i =1

Similar as in SG1, the manufacturer’s profits and the retailer’s profit in terms of α
are:
πi =

1+2α
4+89α
2 , πr =
(4+6α)
8+12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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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ealing Channel with One Direct Selling Channel (SG3)
In this channel arrangement, manufacturers’ products are sold through the
retailer and one manufacturer also sells its product directly. The demands are as
follow:
r
r
r
r
r
q1 =1 - p1 + α( p2 - p1 ) + β( p1 - p1 )
r
r
r
r
r
q2 =1 - p2 + α( p1 - p2 ) + αβ( p1 - p2 )
r
r
r
q1 =1 - p1 + β( p1 - p1 ) + αβ( p2 - p1 )

Each manufacturer’s and the retailer’s profits are,
r

π1 = m1 q1 + w1 q1
r

π2 = w2 q2

r r
r r
πr = m1 q1 + m2 q2

Similar as in SG1, the manufacturer’s profits and the retailer’s profit in terms of α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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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ealing Channel with One Direct Selling Channels and Retailer’s Private Brand
(SG4)
In this channel arrangement, manufacturers’ products are sold through the retailer,
one manufacture also sells its product directly and the retailer sells its private brand
product. The demands are as fo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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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
r
r
r
r
q1 =1 - p1 + α( p2 - p1 ) + β( p1 - p1 ) + α( pr - p1 )
r
r
r
r
r
r
q2 =1 - p2 + α( p1 - p2 ) + αβ( p1 - p2 ) + α( pr - p2 )
r
r
q1 =1 - p1 + β( p1 - p1 ) + αβ( p2 - p1 ) + αβ( pr - p1 )
r
r
qr =1 - pr + α( p1 - pr ) + α( p2 - pr ) + αβ( p1 - pr )

Each manufacturer’s and the retailer’s profits are,
r

π1 = m1 q1 + ( w1 - c1 )q1
r

π2 = ( w2 - c2 ) q2

r r
r r
πr = m1 q1 + m2 q2 + mr qr

respectively. Similarly, the Nash equilibrium values of the margins, prices and SG4’s
resulting outcomes can be derived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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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ealing Channel with Two Direct Selling Channels (SG5)
In this channel arrangement, manufacturers’ products are sold through the
retailer and two manufactures also sell their products directly and the retailer sells its
private brand product. The demands are as follow:
r

r
r
r
r
r
qi =1 - pi + α( pj - pi ) + β( pi - pi ) + αβ( pj - pi ), i = 1, 2, i ≠ j
r
r
qi =1 - pi + β( pi - pi ) + αβ( pj - pi ) + αβ( pj - pi ), i = 1, 2, i ≠ j

Each manufacturer’s and the retailer’s profits are,
r

πi = mi qi + wi qi , i = 1, 2
2

r

r

πr = Σ m i q i
i =1

respectively. Similarly, the Nash equilibrium values of the margins, prices and SG4’s
resulting outcomes can be derived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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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hree-stage three-person non-cooperative game of retailer Stackelberg
is designed to model two manufacturers’ and one common retailer’s channel
arrangement for product distribution. In the first stage, each manufacturer, besides
selling its product to the retailer (the dealing channel), has to decide whether to
sell it through a direct selling channel. The retailer, besides selling manufacturers’
products, has to decide whether to also sell its private brand product through a
private brand channel. Each manufacturer and the retailer then have to determine
their retail margins of all channels’ products; finally, the two manufacturers compete
on wholesale price for the dealing channel’s product. Results show direct selling and
private brand are dominant strategies for manufacturers and the retailer, respectively.
Consumer surplus and social welfare are the highest in the equilibrium because
diversification of products and stores increases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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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評論人：胡均立（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所長）
孫委員、各位先進、發表人廖教授，今天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來評論這
篇文章，因為時間關係，我直接進入文章內容。我們一般文章會考慮到共同
零售商的問題，這邊又多了製造商的直銷策略，因此這是本文的貢獻。第二
個是過去的文獻，在產業經濟學裡面多數只考慮一種銷售管道，尤其是透過
共同零售商，這邊就說如果我們自己也可以開直營店來賣，增加銷售管道的
話，對於消費者剩餘、廠商利潤等影響，裡面就有兩種差異化，第一個是產
品差異化、第二個是通路差異化，譬如在LV旗艦店裡買的感覺與一般百貨
公司店的感覺不一樣，可能覺得更尊榮，其實創造通路，具有產品創造的效
果，福利也會增加。所以對上游製造商來說，我要對抗下游具有優勢地位、
議價能力很高的零售商，就自己來創造通路，所以直接銷售是對抗下游零售
商的工具。另外直銷會增加製造商對消費者的銷售通路，下游競爭程度也增
加，這都是使得競爭增加的好處。剛剛孫委員的確是行家，已經談到Rule of
Reason，其實我們來判斷一個行為應不應許可，或在公平交易法立法時應不
應該容許這種行為，都會講合理原則，公平交易法第12條雖然講結合，但其
精神還是合理原則，就是對整體經濟的利益是大於、等於、小於限制競爭的
不利益。如果對整體競爭的利益是大於限制競爭的不利益，這樣對社會才是
有好處的。
因為擔任評論人，所以就必須有一些吹毛求疵的行為，不好意思。第一
個，我不太明白Retailer Stackelberg，後面引的文獻也沒有這樣的標題，一
般我們是講Retailer as a Stackelberg leader，就是把決策順序倒過來，就是
Retailer先，上游製造商後，或是我們說是Leading Retailer。那麼在這個案例
中，上游製造商還是先動者，因為他們兩個與零售商同時決定要不要有直銷
的通路，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模型，或者說是賽局中，先動者還是製造商。另
外有些老師很挑剔，會說Stackelberg賽局本身是產量，但如果探討價格，是
不是叫做Leader Follower會比較恰當？這只是一個小問題。
第二個是說，孫委員說這是一個行銷的議題，後面很多行銷管理的文
章，除了探討價格之外，還會考慮到零售商的努力，與上下游各自作廣告。
那這裡面如果納入銷售努力，則增加銷售管道，會降低共同零售商努力的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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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因為會分掉市場，這一方面剩餘效果也許會使得消費者福利下降，因為
零售商不再努力做售後服務、促銷、廣告，因此把這一點納進來，是不是結
論就不會一面倒，好像增加銷售管道一定會增加社會福利，否則也不太需要
用到合理原則，也沒有一個抵換關係。
這篇文章寫的比較偏向經濟學理，第一個是說沒有考慮到上架費，如果
零售業者在這樣的架構下有一些上架限制，甚至是排他交易、限制交易對
象，會不會有一些問題或結果的改變。另外在公平交易法層面，廖教授很辛
苦，用了這個好的模型導出很多有趣結果，對於製造商直接銷售的結果，是
不是如所講的只有好處、沒有壞處，那我們基於公平交易法角度就是鼓勵就
好。以上這是我對這篇文章的小小意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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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考外國立法應掌握彼此法制上之差異性
(四)法律境外效果之難以落實必須務實以對
二、對立法委員李貴敏等所提草案之建議
陸、新法修正重點
(一)增訂刑事責任
(二)域外加重處罰
(三)兩罰規定
(四)告訴乃論罪之衡量
(五)告訴可分
(六)公務員之加重處罰
(七)未通過增訂舉證責任倒置之規定
柒、營業秘密法修正後之公平交易法
捌、結論

中文摘要
在國內大企業與跨國大企業聯手要求下，營業秘密法於民國102年修正增
訂侵害營業秘密之罰則，該項修正除行政院之版本外，亦有立法委員李貴敏等
提出之二件修正案。本文從我國營業秘密法之初擬背景與營業秘密之本質，探
討營業秘密法與公平交易法之關聯，認為我國法制屬於大陸法系，原應於公平
交易法中規範營業秘密之保護，卻因對外經貿諮商談判之承諾與對於營業秘密
本質之不了解，另行訂定營業秘密法，並於立法政策上強將其定位為「權利」
而非「利益」，卻又未於營業秘密法中明確區隔「營業秘密」與「營業秘密
權」之差異，導致營業秘密保護之法制整體之紊亂，又因已無從回復修正，只
能於既有架構修補。本文原撰寫並發表於新法修正公布前之民國101年11月30
日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舉辦第19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
後配合新法修正內容改寫，故除保留原本對修法前立法院審議之三個修正草案
版本之修正建議，以憑對應新法就原各該草案調整之處外，並進一步解析新法
內容，俾憑了解修正重點，掌握新法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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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2011年底以來，國內重要企業或跨國企業如台積電、友達、聯發科、康
寧等，因內部重要幹部不斷帶槍投效境外競爭對手，涉嫌侵害公司之營業秘
1

密 ，或是有感於來自境外之經濟間諜活動對跨國企業在台或全球產業發展產
2

生嚴重威脅 ，相關負責人分別親自大力向馬英九總統建言或提出相關文件，
呼籲應參考美國經濟間諜法案，修正營業秘密法，增訂刑事處罰，以遏阻台灣
產業重要資訊不法流向境外，危及產業競爭力。
經過國科會、經濟部及法務部等相關部會之努力，營業秘密法於民國102
年修正增訂侵害營業秘密之罰則，該項修正除行政院之版本外，亦有立法委員
李貴敏等提出「刑法增訂第316條之1條文草案」及「營業秘密法增訂第10條之
1條文草案」，於刑法針對境外使用營業秘密之侵害為規範，於營業秘密法針
對境內使用營業秘密之侵害為規範。然而，我國營業秘密保護法制之建立，初
始即有諸多考慮欠周之處，嗣後亦未精確調整，其與公平交易法間之關係如
何，牽涉基本理念之釐清與營業秘密保護之正確發展方向，政府部門始終未正
視，學界亦少有討論。此次修正，重點集中於增訂罰則，對於該等關建議題，
並無任何觸及。
本文擬自我國營業秘密法之初擬背景與營業秘密之本質，探討營業秘密法
與公平交易法之關聯，分析兩法之消長運用，釐清營業秘密保護之立法方向。
又由於本文原撰寫並發表於新法修正公布前之民國101年11月30日行政院公平
1

2

國內前後發生台積電研發處長梁孟松投效南韓三星，友達顯示器開發中心協理連水
池、OLED技術處經理王宜凡，離職4天轉任中國大陸華星光電。梁案後經台積電向
智慧財產法院要求核發定暫時狀態處分，禁止梁孟松前往三星任職，經法院以100
年度暫字第5號民事裁定，同意梁前往三星任職，惟必須保守台積電所列九大營業
秘密且不得協助三星挖角台積電員工。連案則因涉及違反刑法第317條及318條之2
「利用電腦設備洩漏工商秘密罪」及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33條第4
項等相關規定，經檢察官偵辦。
依據在台灣之美國商會2012年5月所提「2012年台灣白皮書」中，將「積極推動營
業秘密法修法，加強保護營業秘密」列為「三十項宜優先解決議題」之一項，並
於第9頁特別提到台灣應「立即採取行動，強化對洩漏、侵害營業秘密的調查和懲
處，防止營業秘密外洩，特別是外洩至中國。國科會和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已朝此方
向研商，並草擬營業秘密法修正案，修正電子通訊監察相關法令。美國商會期盼立
法院儘速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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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委員會舉辦第19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後配合新法修
正內容改寫，故除保留原本對修法前立法院審議之三個修正草案版本之修正建
議，以憑對應新法就原各該草案調整之處外，並進一步解析新法內容，俾憑了
解修正重點，掌握新法精要。

貳、營業秘密法之立法初擬背景
一、國際公約之規範
國際上最早之保護智慧財產權公約，屬1883年之保護工業財產權巴黎公約
（以下簡稱巴黎公約），其間歷經七次修正，最後一次為1967年斯德哥爾摩修
正案。巴黎公約第10條之2有關禁止不公平競爭之規定，係增訂於1900年布魯
塞爾修正案，1958年里斯本修正案始進一步修正成為目前之條文內容。該條文
3

規定 ：
1. 各同盟國應確保同盟國家之國民免受不公平之競爭。
2. 凡違反工商業務之誠信競爭行為，均構成不公平之競爭行為。
3. 各同盟國家應禁止下列行為：
(1)任何使公眾對競爭者之廠號、商品或工商活動等，產生混淆之行為。
(2)於交易過程中，以不實陳述損害競爭者之廠號、商品或工商活動之信
譽者。
(3)於交易過程中，以標示或陳述，致使公眾對商品之性質、製造過程、
特徵、合適性或產生誤認。
Article 10bis
1. The countries of the Union are bound to assure to nationals of such countries
effective protection against unfair competition.
2. Any act of competition contrary to honest practices in industrial or commercial
matters constitutes an act of unfair competition.
3. The following in particular shall be prohibited：
(1)all acts of such a nature as to create confusion by any means whatever with
3

此譯文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出版，「巴黎公約解讀」，由陳文吟教授所譯，89年
4月。

營業秘密之保護與公平交易法之關聯

239

the establishment, the goods, or the industrial or commercial activities, of a
competitor;
(2)false allegations in the course of trade of such a nature as to discredit the
establishment, the goods, or the industrial or commercial activities, of a
competitor;
(3)indications or allegations the use of which in the course of trade is liable
to mislead the public as to the nature,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the
characteristics, the suitability for their purpose, or the quantity, of the
goods.
由巴黎公約第10條之2有關禁止不公平競爭之規定觀之，其並無保護營
業秘密之概念，即使於歷次修正案之文本中，亦無相關明文，僅能於解釋及
適用上，將營業秘密之侵害歸類為該條所稱之「違反工商業務之誠信競爭行
為」。有鑑於此，1994年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簡稱WTO）附屬協定「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ade Related Asp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cluding Trade in Counterfeit Goods,以下簡稱
TRIPS）」第39條第2項乃正式將營業秘密納入保護客體，該條規定：「1.為依
（1967年）巴黎公約第十條之二有效保護智慧財產權及防止不公平競爭，會員
應就符合下列第二項所規定之未經公開之資料及第三項所規定之提交政府或政
府相關機構之資料，予以保護。2.自然人及法人對其合法持有之資料，應有防
止被洩漏或遭他人以有違商業誠信方法取得或使用之可能，但該資料須：(a)具
有秘密性質，且不論由就其整體或細節之配置及成分之組合視之，該項資料目
前仍不為一般處理同類資料之人所得知悉或取得者；(b)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商
業價值；且(c)業經資料合法持有人以合理步驟使其保持秘密性。3.會員為核准
新化學原料之醫藥品或農藥品上市，而要求提供業經相當努力完成且尚未公布
之測試或其他相關資料，應防止該項資料被不公平的使用於商業之上。此外，
除基於保護公眾之必要，或已採取措施以確實防止該項資料被不公平商業使用
外，會員應保護該項資料並防止洩漏。」依此規定，TRIPS乃成為第一個明文
保護營業秘密之國際性公約。

二、各國關於營業秘密保護之立法
德國1896年不正競爭制止法，係世界第一部規範營業秘密保護之法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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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營業秘密保護觀念普及之後，大陸法系國家如奧地利、瑞士、日本、南韓及
4

中國大陸，均先後修正競爭法規範營業秘密之保護 。例如，奧地利及瑞士的
不正競爭防止法、日本2004年修正的不正競爭防止法、南韓1991年修正不正競
爭防止法，中國大陸1993年反不正當競爭法等。在這些國家中，侵害營業秘密
之刑責，或直接規定於競爭法中，或另外於刑法中規範，完全係依其法制於整
體上究竟係於智慧財產法制中一併規範違反智慧財產權法律之刑責，或係獨立
於刑法中統一規範違反智慧財產權法律之刑責而定。
英美法系國家如英國與美國為習慣法（Common Law）國家，一開始
5

係藉由判例累積對營業秘密之保護法制 ，1979年美國統一州法全國委員會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issioners on Uniform State Law）發布統一營業
秘密法法典（Uniform Trade Secret Act，UTSA）之後，關於營業秘密之保護，
係由各州議會依據該法典調整修正成為各州州法，並以禁制令或損害賠償之民
事救濟為主，至於聯邦層級之營業秘密保護，則是要等到1996年之「經濟間諜
法案(The Economic Espionage Act of 1996, EEA)」，修正聯邦刑法法典，以聯
6

邦法律之刑法對抗營業秘密之侵害 。因此，在美國，營業秘密保護係商業活
動之法律保護，屬於各州權責範圍，由各州依UTSA制定各州之營業秘密法保
護，並以民事救濟為主，只有針對涉及國外政府之經濟間諜活動或是重大侵害
營業秘密案件，產業希望透過聯邦政府力量保障時，才啟動EEA之偵查起訴程
序，否則，仍以各州之營業秘密法或一般侵權行為進行民事救濟。

三、我國營業秘密法之立法
由於我國因政治因素，無法參與聯合國所屬任何組織，在智慧財產權方
面，聯合國所屬之「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所管理之相關智慧財產權公
約，均無法接納我國成為會員，使我國與各國建立智慧財產權會互惠關係，從
而，透過為加入WTO，藉由TRIPS與國際與各國建立智慧財產權互惠關係，乃
4
5

6

謝銘洋、古清華、丁中原、張凱娜，「營業秘密法解讀」，月旦出版公司（1996年
11月），第167頁。
英國於1822年Bryson v. Whitehead一案即係以習慣法保護營業秘密，該案後來被美國
最早見諸紀錄關於營業秘密保護案件之1837年麻塞諸塞州最高法院Vickey v. Welch,
36 Mass. 523一案所引用。參見湯明輝，「營業秘密保護制度之早期發展」，台北銀
行月刊第24卷第9期，頁43，82年9月。
Prosecu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imes, Office of Legal Education, US DOJ. 2001, P.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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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必要途徑。
我國公平交易法於民國80年2月4日經總統公布，民國81年2月4日開始施
行，其立法目的依該法第一條規定，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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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之法系係屬沿襲自大陸法系，關於
營業秘密法之保護，原本應依大陸法系之立法模式，於公平交易法中規範。然
而，捨此不由，卻又於民國85年1月17日另行制定營業秘密法，並不尋常，值
得探究。
營業秘密法之立法目的，依該法第一條規定，則在於「為保障營業秘密，
維護產業倫理與競爭秩序，調和社會公共利益」，其與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
的，並無二致，都是以「維護產業交易公平競爭秩序」為目標，在公平交易法
之外，仍制定營業秘密法，真正之原因竟是由於對於營業秘密本質之不了解，
導致一連串之錯誤。
依行政院民國84年將「營業秘密法」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之說明，營業秘
密法之立法主要原因如下：「經濟部函以智慧財產權之保護，在國際貿易及國
內產業發展環境上，均成為重要課題，而我國現行刑法、民法與公平交易法
中，有關營業秘密之保護，或因規範侵害之態樣不周延、或因適用之對象有
限，或因法律效果不直接，使得法院判決結果在社會上引起廣泛討論。鑑於國
際間對營業秘密要求保護的聲浪甚高，在『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烏拉圭回合談
判『與貿易相關之會財產權（Trips）』協定上，已明確要求會員國對於營業秘
密應予法律保護，且中美諮商談判時，我方已承諾制定本草案，爰參考外國立
法例，盱衡我國國情，擬具『營業秘密法草案』，報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7

除此之外，營業秘密法草案於民國84年3月27日於立法院經濟、司法兩委員會
聯合審查時，經濟部代表楊世緘次長特別指出，「我們認為採取特別立法，在
國際上會有較清楚的態度，表示重視營業秘密的保護。」

8

簡言之，行政院方面基於(1)公平交易法等規範侵害之態樣不周延、適用對
象有限及法律效果不直接；(2)WTO/TRIPS之要求；以及(3)對美承諾等原因，
乃制定營業秘密法。然而，仔細探究其中之真正原因，營業秘密法之專法制
9

定，其實應係由於當年台美智慧財產權諮商過程中之對美承諾 。蓋縱使公平
7
8
9

行政院84年1月21日台84經字第02627號函，參見立法院第二屆第五會期第一次會議
議案關係文書，報28頁。
參見立法院公報第84卷第20期，委員會紀錄，第170頁。
由於美國對於台灣保護智慧財產權狀況極度不滿，於1992年4月30日首次將台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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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法對於營業秘密保護規範不足，仍可透過修法方式彌補之，並無必須另
定專法保護營業秘密之理由，而如前所述，國際間大多數大陸法系國家，如德
國、奧地利、日、韓等，均以不公平競爭防止法，即類似我國的公平交易法
規範營業秘密之保護，只有美國、加拿大以獨立立法方式保護營業秘密；而
WTO/TRIPS第39條雖要求會員體必須對於「未經公開之資料」加以保護，惟
只要各會員國以國內法提供保護即可，至於如何保護，則仍由各國自行決定，
並未強制要求必須特別制定營業秘密法，此由WTO/TRIPS亦要求保護「工業
10

設計」，而我國則於專利法以「新式樣專利」保護 ，未另行制定「工業設計
法」之專法，國際間亦無人認為此將違反WTO/TRIPS規定一事可知。更由於
當時對於營業秘密本質與保護方式之不了解，直接以美國州法層級之營業秘密
法為依歸，乃以錯誤之決定，制定營業秘密法，而非以公平交易法解決營業秘
密保護之議題。

叁、公平交易法關於營業秘密之保護
於行政院將「營業秘密法」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之說明所指「我國現行刑
法、民法與公平交易法中，有關營業秘密之保護，或因規範侵害之態樣不周
延、或因適用之對象有限，或因法律效果不直接，使得法院判決結果在社會上
引起廣泛討論。」該等缺失其實可透過修正公平交易法，重新規範營業秘密之
保護，並調整刑事處罰與民事救濟相關規定，即可妥適解決，以下先就公平交
易法關於營業秘密之規範，進行適用上之分析。

10

入「特別301」貿易報復之「優先國家名單」中。在此壓力下，總統召集立法、
司法及行政院長召開會議，責成行政院儘速擬定「積體電路布局法」、「工業設
計法」及「營業秘密保護法」等草案。1992年6月15日台美智慧財產權經貿諮商
結束，雙方簽署「備忘錄（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the
North American Affairs and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其中，第2條第10項
明白承諾台灣將制定營業秘密法：“The authorities represented by CCNAA will ensure
that the industrial design, semiconductor chip protection and trade secret laws meet the
standard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TRIPS text. The authorities represented by CCNAA
commit to use best efforts to work with the Ly for the passage of the industrial design law,
the semiconductor chip protection law, and , if necessary, the trade secret law, as early as
possible , but not later than the LY session ending July 1994.”經過這項保證，台灣乃自
301優先觀察國家名單除名。
100年12月21日修正公布，102年1月1日施行之專利法，已將「新式樣專利」修正為
「設計專利」，更接近國際智慧財產權公約之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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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關於營業秘密之規範，主要集中於第19條第5款規定，依該款
規定，事業不得有「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取他事業之產銷機
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其他有關技術秘密」，以致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行為。
違反該款規定者，公平交易委員會得為一定之處分，並承擔相關民刑事責任。

一、適用主體與客體
公平交易法第19條係禁止「事業」不得「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
法，獲取『他事業』之產銷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其他有關技術秘密之行
為」，其適用之主體與客體限於具有競爭之「事業」，該等「事業」包括(1)公
司；(2)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3)同業公會；(4)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
11

易之人或團體 ，不包括受雇人侵害雇主營業秘密或其他個人侵害營業秘密之
情形，此乃行政院所稱「適用之對象有限」之處，也是嗣後營業秘密法對於侵
12

害者不再做任何限制而及於任何自然人之原因 。

二、禁止之行為
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5款規定，事業不得有「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
當方法，獲取他事業之產銷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其他有關技術秘密之行
為」，致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例如甲公司派遣商業間諜乙至丙公司竊取商業機
密，符合本款規定，但若丙公司之員工丁自行起意竊得商業機密後，向甲公司
兜售，甲公司之取得行為就未必能適用本款規定。此外，本款僅規範以不正當
方法「獲取」他人營業秘密，並不及於後續之進一步使用或洩漏，並無法有效
13

遏止營業秘密之流失 ，此乃行政院所稱「侵害之態樣不周延」之處。
11
12

13

公平交易法第2條。
參閱徐玉玲，「營業秘密之保護」，頁16，三民書局，82年11月；馮震宇，「了解
營業秘密法－營業秘密法的理論與實務」，頁211，永然文化公司，87年6月再版。
該二著作均認為自然人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取他事業或他自然人之營
業秘密時，並無從適用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5條款加以規範。
馮震宇認為，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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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該條規定者，仍有第41條行政處
分之適用。則營業秘密之侵害，於以不正當方法之洩漏或使用，均得適用第24條
認定屬於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再適用第41條對侵害事業處以行政處
分及行政罰。參閱馮震宇，「了解營業秘密法－營業秘密法的理論與實務」，頁
213，永然文化公司，87年6月再版。此一見解固為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解釋所支持，
於「常見問題」中，針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5款以獲取產銷機密與否為裁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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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5款規定之效果：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5款規定侵害營業秘密者，將須負擔以下責任：
(一)行政責任：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5款規定侵害營業秘密之事業，公平交易委員會
得依公平交易法第41條第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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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萬元以上2千5百萬元以下罰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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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萬元以上5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
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惟營業秘密被非法「獲取」之後，其補救之
道不在「歸還」，而在於不得進一步「使用」或「洩漏」。公平交易委員會曾
解釋其除可依第41條要求被處分之事業不得再為獲取行為外，亦可依事實情況
14

要求其不得再洩漏及使用該機密，以維護受損害事業之利益 ，但此一解釋未
引述其法律依據，是否將其視為係公平交易法第24條違反公平交易概括條款之
「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再依第41條要求不得再洩漏及
15

使用該機密，有無擴大該會之權限，非無疑問 ，因其將進一步涉及以下之刑
16

罰責任規定，是否有為最刑法定主義，亦應考量 ，而此恐怕也是行政院所稱
「法律效果不直接」之原因，又對於非法獲取營業秘密之人以外之人，公平交
易委員會對其又無法達其效力，此亦屬於行政院所稱「適用之對象有限」之
處。
(二)刑事責任：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5款規定侵害營業秘密之行為人，經公平交易委
員會依公平交易法第41條規定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而逾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或

14
15
16

考量依據，如被告依公平交易法第36條規定已停止獲取行為，但卻仍不斷洩密與使
用該機密，公平交易法有何對策？」，特別強調該會「可依事實情況要求其不得再
洩漏及使用該機密」，參見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service/KS_F.aspx?faq_
id=177，最後造訪日期，102年03月10日。但實務上始終未見具體個案之要求。
如前註公平交易委員會「常見問題」。
參閱賴源河編審、陳櫻琴、黃旭田執筆，「公平交易法新論」第3部第2章「妨礙公
平競爭行為之規範」，頁313-314，元照出版公司，89年9月。
參閱馮博生，營業秘密法與營業秘密侵害之救濟，智慧財產權季刊第九期，1996年
4月，第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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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違反行為者，法院得依第36條規定，處行為人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對該事業之法人依第38條，得科新臺幣5千
萬元以下罰金。此一「先行政、後刑罰」規定之設計，屬於「附從行政監督之
犯罪行為」，原本係先由負責執行「關於違反本法案件之調查、處分」之專責
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確認有違反第19條各款規定而構成妨害公平競爭行
為，並經命其停止其行為而不停止者，因行為人具非難可能性，法院乃予以刑
17

事制裁 。惟營業秘密之侵害行為一旦完成，損害即已完成且多難以補救，公
18

平交易法要求先以行政更正無效後再啟動刑罰處罰，實不恰當 ，也導致對侵
害行為難以直接科以刑罰處罰，自該法施行以來，從無此類刑事案件，此正是
行政院所稱「法律效果不直接」之原因。
(三)民事責任：
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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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31條規定，
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此所謂
「權益」，包括權利與利益，蓋「事業之產銷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其他有
關技術秘密」未必已形成「權利」，只是實際上之「利益」，故以「權益」稱
之。由於此為民事賠償責任，乃以故意或過失為要件，如為事業之故意行為，
第32條規定法院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
害額之三倍，此屬於「懲罰性賠償金」。侵害人如因侵害行為受有利益者，被
害人得請求專依該項利益計算損害額。各該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行為及賠
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為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而被害
人依本法之規定，向法院起訴時，得依第34條請求由侵害人負擔費用，將判決
書內容登載新聞紙。
雖然公平交易法第25條第4款及第26條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該
法而有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得依法進行調查或處分，惟事實上，公平會對於
侵害營業秘密之行為，在營業秘密法民國85年1月17日制定以前，從未發動調
19

查或處分之作為，營業秘密法制定之後，亦少有適用之餘地 ，故公平交易法
17
18

19

請參閱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頁60，83年2月。
參閱蔡明誠，「公平交易法對營業秘密之保護」，政大學法評論第44期，頁275，
80年12月；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修正之重點與理由」，公平交易季刊第1卷第4
期，頁42，82年10月。
較知名之案例為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96年3月30日公處字第096071號處分書以全
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1111人力銀行」以不當重製「104人力銀行」網站中求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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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條第5款關於營業秘密保護之規定，效益有限。

肆、營業秘密法制定後滋生之疑議
由於經貿談判對美承諾之結果，也由於對於營業秘密本質之不了解，我國
未依大陸法系之立法例，於公平交易法中處理營業秘密法之保護議題，反而參
採美國及加拿大之統一營業秘密法之立法模式，於民國85年另外制定營業秘密
法，法制體系上之混亂，造成嗣後不少爭議。

一、營業秘密是權利？還是利益？
營業秘密究竟是不是權利，還是僅是一般利益，自營業秘密法草案初擬階
段立法，即為爭議焦點。此項爭議縱使至營業秘密法完成立法程序，猶未有完
善之解決。由立法過程之資料顯示，行政部門於政策上已決定賦予「營業秘
密」持有人一項權利，惟法律條文中卻未明予規範，導致營業秘密法中，僅一
再出現「營業秘密」一詞，而未見「營業秘密權」，導致各條文所稱之「營業
秘密」，究竟係指「營業秘密」之「資訊」或「營業秘密」之「權利」，混雜
而無區隔，模糊而不易確定。
營業秘密法之立法目的，依該法第一條規定，在於「保障營業秘密，維護
產業倫理與競爭秩序，調和社會公共利益」。營業秘密保護之目的，既在「維
護產業倫理與競爭秩序」，則其與公平交易法立法目的之「維護產業交易公平
競爭秩序」之防止不正競爭，並無二致。
1967年簽訂之建立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公約（Convention Establishing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第2條第8款，對「智慧財產」之規
定，定義為「包括與下列事項有關的權利：1.文學、藝術及科學之著作﹔2.演
藝人員之演出、錄音物以及廣播（即指「鄰接權」）﹔3.人類任何領域內之發
明﹔4.科學上之發現﹔5.工業設計﹔6.商標、服務標章及商業名稱與營業標記﹔
7.對抗不公平競爭之保護﹔8.其他在產業、科學、文學及藝術領域中，所有藉
個人履歷資料之方式，從事不公平競爭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5款，處15
萬罰鍰。台北地方法院93年度易字第1431號判決員工4人各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
罰金，以罰金300元折算1日確定。台灣台北地方法院95年度重訴字第528號民事判
決以「1111人力銀行」取用「104人力銀行」2萬餘筆「營業秘密」，屬不當得利，
應賠償377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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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由智慧活動所產生之其他權利 。TRIPS第39條第2項正式將營業秘密納入保護
客體，該條也僅規定：「自然人及法人對其合法持有之資料，應有防止被洩
漏或遭他人以有違商業誠信方法取得或使用之可能（Natural and legal persons
shall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preventing information lawfully within their control from
being disclosed to, acquired by, or used by others without their consent in a manner
contrary to honest commercial practices）」，並沒有要求應賦予營業秘密持有人
一項「營業秘密權」。
公平交易法之規定下，事業不得為該法相關條文所禁止之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違者將須承擔行政、民事及刑事責任，他人權益
因此受損害者，得依第5章損害賠償之相關規定請求救濟，惟該他人並無所謂
「公平交易權」。亦即，公平交易法所規範者，在限制事業不得有任何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其保護對象除了事業之競爭者，也及於
消費者及公眾利益，從來未賦予事業競爭者、消費者或或一般公眾享有具專有
21

或排他性質之「公平交易權 」。營業秘密之保護既屬於「維護產業交易公平
競爭秩序」之一環，自然也僅是在限制任何人不得「以不正當方法取得、使用
或洩漏他人營業秘密」，而不在賦予營業秘密持有人一項「營業秘密權」。
「權利」與「利益」的區別實益，在於「權利」可以轉讓、授權、設定擔
保及繼承，侵害發生時，屬於侵權行為，適用侵權行為之請求權相關規定，以
計算其損害賠償額、請求時效等；反之，「利益」於法律上之主張，僅能於法
律有特別規定時為之，且無轉讓、授權、設定擔保及繼承之可能。
於民國85年營業秘密法施行前，「營業秘密」並非法律所保護之客體。民
20

21

Convention Establishing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Article 2 (viii)
“intellectual property” shall include the rights relating to:
– literary, artistic and scientific works,
– performances of performing artists, phonograms, and broadcasts,
– inventions in all fields of human endeavor,
– scientific discoveries,
– industrial designs,
– trademarks, service marks, and commercial names and designations,
– protection against unfair competition,
and all other rights resulting from intellectual activity in the industrial, scientific, literary
or artistic fields.
「公平交易法所保護之法益，嚴格言之，並非『權利』，而僅是ㄧ種受法律保護之
『利益』。」參見謝銘洋，「智慧財產權之基礎理論」，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995年，第1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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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77年間全友電腦與力捷電腦於有關光學閱讀機技術之民事爭訟中，法院認為
「技術（know-how）應屬一種『知識』，無論其如何高深精密，均存在於人
類之「思惟活動」，並非有體物，亦非自然力（如光、電、熱等），應不屬所
有權之標的。原告主張其就系爭技術得享有所有權，於法尚屬無據，而所謂無
體財產權，又稱智慧財產權，我國現行法所承認之智慧財產權僅有商標權、專
利權及著作權（作者按：我國於民國77年本案判決時，尚無營業秘密法及積體
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系爭技術並非上開法定無體財產權，亦非物權或債
權，應不生『行使其財產權之人，為準占有人』問題，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
767條之所有權人物上請求權或依民法第966條第2項，準用民法第962條之占有
22

人物上請求權，禁止被告使用系爭技術，於法尚難謂合 。」其當時明白認定
原告之技術並非法定無體財產權，亦不屬於物權或債權。
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5款規定，事業不得有「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
當方法，獲取他事業之產銷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其他有關技術秘密之行
為」，致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其亦不認為「事業之產銷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
或其他有關技術秘密」係屬一種「權利」。從營業秘密保護之比較立法例上觀
察，大多數國家以不公平競爭法保護營業秘密，而不管於我國或國際間，從來
不認為依公平交易法會產生某種智慧財產權，而僅認為是依法維護產業公平競
爭結果下，所衍生出來對於相關事業或人員的一種「利益」。從智慧財產權法
制體系考量，以及「營業秘密法」的立法理由、目的看來，似乎採取「利益」
說較為妥當。
從TRIPS第39條第2項要求WTO會員體應保護營業秘密之條文文字觀之，
該條僅要求「應有防止被洩漏或遭他人以有違商業誠信方法取得或使用之可
能」，故營業秘密保護之本質，並不在從法律上給予營業秘密持有人，就其所
擁有之營業秘密，享有一項專有或排他權利，或保護營業秘密本身，而僅係給
予營業秘密持有人一項較低度保護，使其可禁止他人以不正當之方法取得、使
用或洩漏其營業秘密，以維護公平的產業競爭秩序，從而營業秘密持有人並不
似專利權人享有禁止他人實施其專利之權利，其無從禁止他人以正當之方法，
如自行研發，取得相同之資訊。
營業秘密原本僅具「利益」之性質，於我國現行營業秘密法轉變成「權
利」，其主要原因在於立法時，行政部門之政策堅持。營業秘密法草案於學者
22

新竹地方法院77年度訴字第579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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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立法草案階段，對於「營業秘密」到底係「權利」或是「利益」，本即有
爭議，僵持不下，最後決議暫不處理，由立法院討論再行決定。然而，於立法
院討論營業秘密法草案時，行政部門於政策上卻採「權利」說。
民國84年3月27日立法院經濟、司法委員會第1次聯席審查營業秘密法時，
法務部代表游乾賜參事明白指出：「營業秘密是權利或利益仍未定，若能制定
本法即可確定為權利，若遭受侵害可請求賠償，有侵害之虞也可以加以排除。
另外，受到損害之後的補償，照民法第216條規定，可以請求所受損害與所失
23

利益 。」經濟部楊世緘次長並指出：「營業秘密係歸屬於智慧財產權下的一
24

種權，卻有別於專利權 。」同年5月22日第2次聯席審查會時，在立法委員的
質疑下，當時負責草案的行政主管機關經濟部商業司司長陳明邦則更明白地表
示：「有關營業秘密法的立法架構，當初行政部門討論時，與會學者看法有兩
派，一主利益說，一主權利說，兩派相持不下。一般說來，營業秘密仍被視為
『利益』而非『權利』，但是其所屬性質為何，涉及架構確立問題，所以經與
相關部門及學者專家一再研商討論，結論為：採取權利說。理由是，國際上的
共識與潮流，已將營業秘密視為智慧財產權的一環，尤其是烏拉圭回合中與貿
易相關之智慧財產權的TRIPS協定第三十九條中，視營業秘密為權利。而且，
美國及加拿大已專門立法；亞洲國家中的日、韓兩國，也修正所謂不正利益防
治法，以求明確保護權益。其次，過去學者專家之所以將營業秘密視為利益，
主因在於吾國（沒）有法律明文規定營業秘密是一種權利。依據法學原則：非
依法，權利不能創造，所以討論營業秘密法時，我們認為商場上運作之營業秘
密，須有法律加以保護，以維商業上的倫理與秩序。綜上所述，我們根據國際
上的見解，將營業秘密確定為權利之一種。所以本法草案第2條已有所定義，
而第6條、第7條、第11條乃至第12條，均以權利之觀念為前題來訂出條文的，
所以其可以讓與、處分、持有，這是在權利的基礎上架構出來的，也是根據法
25

律來創造權利 。」
由以上資料可知，行政部門對於「營業秘密仍被視為『利益』而非『權
利』」非無體認，惟於立法政策上仍強力要使其成為「權利」，而其依據則非
無討論餘地。
首先，雖然國際共識與潮流將營業秘密視為智慧財產權的一環，WTO/
23
24
25

參見立法院公報第84卷第20期，委員會紀錄，第170頁。
參見立法院公報第84卷第20期，委員會紀錄，第173頁。
參見立法院公報第84卷第33期，委員會紀錄，第2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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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S第39條亦要求各會員體要保護營業秘密，但其從未明示營業秘密必須是
一種「權利」。正如同維護產業公平競爭亦為WTO/TRIPS所要求之目標，惟
國際間亦未產生所謂的「公平競爭權」，事業從其中所獲得者，充其量不過係
遏止不公平競爭所產生之「利益」。
其次，各國不問係於不公平競爭法以專章保護營業秘密，或另立專法保護
營業秘密，亦未明文將營業秘密規定為「權利」或以「營業秘密權」稱之。從
而，原本應屬「利益」的營業秘密，在我國所以成為「權利」，純粹是行政
部門立法政策之結果，並依此政策，於營業秘密法的立法架構中衍生出可以讓
與、處分、持有等條文。依此說明，吾人應不能反果為因，以現行營業秘密法
第6條、第7條、第11條乃至第12條有可以讓與、處分、持有之規定，而得出營
業秘密原本即是屬「權利」的結論。
此外，賦予營業秘密一項權利，將導致智慧財產權體系上之紊亂。營業秘
密僅係產業經營上之重要資訊，依據營業秘密法第2條之定義，營業秘密包括
「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
訊，而符合左列要件者：一、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二、因其秘密
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三、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
亦即營業秘密包括「技術資訊」與「經營資訊」，後者純屬一般經營上之資
訊，包括客戶名單、成本結構、行銷計畫等，不具技術性，而前者則具高度技
術性，部分資訊若能跨過專利法關於專利保護之「新穎性」、「非顯著性」及
「實用性」門檻，經向專利法專責機關申請註冊獲准，將取得具強烈排他性之
專利權，得禁止他人實施其專利，而營業秘密之本質，僅在禁止以不正當方法
取得、使用或洩漏他人營業上之秘密資訊，並無法禁止他人獨立研發出相同內
容之資訊並進一步施行。若賦予營業秘密持有人就其所開發之營業秘密，享有
一項專有或排他權利，將使營業秘密權等同於專利權，導致其他人不得獨立研
發出相同內容之資訊並進一步施行。專利權制度之設計，係以專利研發者必須
公開其技術內容，以換取一定期間之壟斷權利，若使營業秘密持有人得不公開
其可專利性之「技術資訊」，卻可享有永久之專有壟斷權利之保護，必產生過
26

度保護，並沖垮專利制度之存續 。
最後，既然在立法政策上確認營業秘密係屬於「權利」，而非「利益」，
則在營業秘密法中就應直接以「營業秘密權」稱之，以免又引起諸多爭議。
26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之基礎理論」，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第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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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著作權法第37條第1項前段規定：「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
作」，而營業秘密法第7條第1項規定；「營業秘密所有人得授權他人使用其營
業秘密」，兩相對應，可以知悉，其文字應該調整為：「『營業秘密權利人』
得授權他人使用其『營業秘密』」，營業秘密法尚有多處文字需一併調整，並
應避免使用物權法下之「所有人」一詞，而代以「營業秘密權利人」或「營業
秘密持有人」，方屬妥適。

二、公平交易法與營業秘密法之關係
營業秘密之保護，本質上係為維持產業競爭秩序之公平合理，禁止以不正
當方法取得、使用或洩漏他人營業秘密，此應屬於公平交易法規範之範疇，惟
利法政策上決意在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5款等關於營業秘密保護規定之外，另
行制定營業秘密法以強化對於營業秘密之保護，以致產生公平交易法與營業秘
密法之關係究竟如何之疑義。
(一)營業秘密法係公平交易法之特別法
公平交易法係針對包括侵害營業秘密在內之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行為
予以規範，以「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而營業秘密法
則純係針對營業秘密之保護所為之特別立法。由營業秘密法第1條開宗明義之
立法目的亦是在「維護產業倫理與競爭秩序」可知，營業秘密法於我國法律體
系上仍可歸類於交易競爭秩序規範之一環。
從公平交易法第36條對於違反第19條第5款侵害營業秘密之刑事制裁規定
觀之，必須先由公平會依第41條規定認定構成違法，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
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逾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或停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者，始能由法院對行為人科以刑罰制裁，係
屬於「先行政、後刑罰」之立法模式。營業秘密法在保護效益上採取較直接之
立法，不待公平會以行政調查、處分或法院刑罰介入，營業秘密權利人得直接
27

採取民事救濟，並訴請司法機關依刑法規定追訴行為人之刑罰責任 。又違反
第19條第5款侵害營業秘密者，限於事業，其係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
27

侵害營業秘密之行為，現階段得依刑法洩漏工商秘密罪（刑法第317條、第318條、
第318條之1、第318條之2）、竊盜罪（刑法第320條）、侵占罪（刑法第335條）、
背信罪（刑法第342條）、無故取得刪除變更電磁紀錄罪（刑法第359條）等規定加
以處罰。參閱行政院101年10月30日函送立法院審議之營業秘密法修正草案第13條
之1說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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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獲取他事業之產銷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其他有關技術秘密之行為，且
須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始足當之，非屬於「事業」之一般行為人，並無公平
交易法之適用。從而，於涉及營業秘密之保護方面，營業秘密法應屬於公平交
28

易法之特別法。

(二)公平交易法仍具補充營業秘密法不足之餘地
部分意見認為，由於營業秘密法無行政責任規定，又因公平交易法第19條
第5款所適用之行為與對象範圍相當狹窄，應不發生與公平交易法之競合或衝
29

突問題 。也有意見認為，營業秘密法為一般規定，公平交易法針對事業之特
定行為所為之規定，違反者並民事刑事責任，較單純違反營業秘密法之責任為
30

重，故一行為同時違反營業秘密法及公平交易法，應優先適用公平交易法 。
然而，從我國立法歷史與目的，自比較法觀之，於公平交易法之外，特別再行
制定營業秘密法以保護營業秘密，顯然營業秘密法係公平交易法的特別法，有
優先適用之法律地位，至於一行為同時違反營業秘密法及公平交易法，則屬法
律競合問題，於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以公權力介入以前，權利人有選擇主張法
律依據之權利，在刑責方面，則可依刑法第55條前段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
重處斷。實務上，若營業秘密所有人可以依營業秘密法之法律體系主張權利，
公平會並不主動依公平交易法發動公權力，積極介入。從而，認定「公平交易
法為特別之規定，而優先被適用」之說法，似有待商榷。惟公平交易法於營業
秘密法乃一般性、補充性之規範，營業秘密法所未規範之範圍，公平交易法應
仍有其補充適用之餘地。
28

29
30

賴文智亦採相同見解，「在理解上不妨將營業秘密法視為公平交易法有觀不公平競
爭行為禁止規定的特別法」，參見賴文智、顏雅倫，營業秘密法二十講，翰蘆圖書
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45頁；文衍正亦認為，「就營業秘密之保護，營業秘密
法較公平交易法具有適用上之優先性」，參見文衍正，營業秘密法導讀，作者自行
發行，1996年，第6頁。
參見「營業秘密法整體法制之研究」，經緯大陸國際投資顧問有限公司執行，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2004年度研究委辦案，第476頁。
「由於營業秘密法是對於營業秘密之保護所為之一般規定，而公平交易法則是針對
事業之特定行為所為之規定（特別是第十九條第五款），違反者，除有民事責任
外，尚有刑事責任，較單純違反營業秘密法之責任為重，因此可以說公平交易法所
規範者，是事業之營業秘密受侵害類型中，情節較為重大者，一行為如果違反營業
秘密法，同時亦構成公平交易法之違反，應認為公平交易法為特別之規定，而優先
被適用。」參見謝銘洋、古清華、丁中原、張凱娜，「營業秘密法解讀」，月旦出
版公司，1996年，第1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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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營業秘密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仍應適用公平交易法
智慧財產權法制賦予智慧財產權人專屬或排他之權利，權利人依法對於其
權利之行使，本具有壟斷或獨占之性質，應予較大之自由空間，始不違反智慧
財產權制度之本旨。然而，此一權利行使結果與公平交易法「維護交易秩序與
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之立法意旨有所衝突，法制上須為均衡調整之規
範，公平交易法第45條乃規定：「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
正當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此一規定並不在使所有依照著作權法、商標
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行為，均排除於公平交易法之適用，而必須係「行使權
利之正當行為」，始不適用公平交易法。
所謂「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重點在於行為之「正當性」，例如，智慧
財產權人授權他人使用其智慧成果，對於使用之地域、時間、內容、使用方法
或其他事項之一般約定，均屬於「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反之，如以「專利
聯盟」方式將被授權者所不需要而無用之專利一起授權，以獲取高額權利金，
即構成濫用專利而涉及公平交易法中之「聯合行為」，或係無正當理由，對不
同授權對象訂定不同價格之「差別待遇」，則已構成「妨礙公平競爭」之行
為，非屬於「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仍應適用公平交易法予以禁止。
實務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曾認為，「事業係為競爭之目的，濫用專利法
所賦予之權利，任意對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散發侵害專利權
警告函，函中又未陳明專利權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造成相對
人收受警告函後，為避免因購買競爭者商品或服務而涉入無謂之訟累，心生疑
懼，或拒與交易，形成不公平競爭，則非專利法所保障之權利正當行使，乃屬
於公平交易法規範市場競爭行為之範疇」，故公平交易委員發布之「審理事業
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處理原則」，係該會為審理事業對
他人散發侵害智慧財產權警告函案件，是否符合公平交易法第45條行使權利之
正當行為所為之例示性函釋，未對人民權利之行使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於法
律保留原則無違，亦不生授權是否明確問題，與憲法尚無牴觸。

31

公平交易法之規範重點包含兩大部分，即對於「限制競爭」及「妨礙公平
競爭」行為之防制與禁止。公平交易法第45條規定所特別允許行使智慧財產權
之正當行為不適用公平交易法者，究係兼指二者，抑或其中一類，應予釐清。
智慧財產權既為法律所賦予專屬或排他之權利，權利人應有權決定是否授權利
31

91年7月12日大法官釋字第 548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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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智慧成果，故其必然造成「限制競爭」，至於「妨礙公平競爭」行為方
面，任何事業均不得為之，即使係「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亦無例外，仍應
32

適用公平交易法。

公平交易法第45條係屬於不適用公平交易法之例外規定，為貫徹該法「維
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之立法意旨，適用上應該從嚴解
釋，始不致浮濫。然而，該條文並未將依照營業秘密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
納入排除適用公平交易法之範圍，究竟可否類推解釋以營業秘密法亦屬於智慧
財產權保護之一環，亦有排除適用公平交易法之可能？
公平交易法第45條於該法民國80年2月4日制定公布時即已存在，營業秘
密法制定公布於公平交易法之後的民國85年1月17日。然而，公平交易法先後
分別於民國88年、89年、91年、99年100年及101年修正6次，始終未修正第45
條，將營業秘密法納入，以使依照營業秘密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得排除公
平交易法之適用，顯非立法之疏漏，而係有所考量，其雖無任何依據可考，本
文則認為有三項可能：
(1)營業秘密之本質既僅屬「利益」而非「權利」，不具有排他或專有特
性，自仍應有公平交易法之適用，不得排除。
(2)營業秘密必須保持其秘密性而不公開，且營業秘密充滿不穩定，今日
之營業秘密於昨日或明日均可能並非營業秘密，於外界無法確認營業
秘密之範圍之下，自不宜等同具體明確之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
33

使得依營業秘密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適用公平交易法規定。

(3)營業秘密之保護，原本即應於公平交易法中規範，並無理由再於公平
交易法中以明文排除適用，產生邏輯上之矛盾。
本文認為，立法政策上若認為營業秘密具有「權利」性質，固然應比照著
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使得依營業秘密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亦不適用
公平交易法之規定。然而，營業秘密之原始本質既是屬於「利益」而非「權
利」，就不應納入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五條規定，依營業秘密法行使權利之行
為，不問是否正當，都應適用公平交易法，不應因為立法政策之確認營業秘密
係「權利」而改變其本質。更何況，前述第(2)、(3)點之考量可能，並未有其
他更強而有力之理由加以排除，故仍應使依營業秘密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
32
33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之基礎理論」，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第199頁。
馮震宇亦採此見解，參見馮震宇，「了解營業秘密法－營業秘密法的理論與實
務」，頁215，永然文化公司，87年6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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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公平交易法之規定，始為妥適。
不過，民國101年12月13日行政院函送立法院審議之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
第54條，已修正現行第45條為：「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或其他智慧
財產權法規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並於修正理由明白表
示：「本條有關其他智慧財產權之範圍，參酌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三條第一
款規定，係指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光碟管理條例、營業秘密法、積體
34

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等法規所保護之智慧財產權 。」似
又接受營業秘密為營業秘密法所賦予之「權利」，從而使依照營業秘密法行
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亦不適用公平交易法之規定，如此，將使得民國85年1月
17日營業秘密法制定後，公平交易法先後分別於民國88年、89年、91年、99年
100年及101年6次修正未於第45條將營業秘密法納入，成為立法上之疏漏，直
到民國102年之修正草案始予補救。
(四)公平交易法第24條仍適用於營業秘密之行使與保護
公平交易法所禁止之「限制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行為，除於第18條
至第23條為具體規定外，另於第24條作概括式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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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營業秘
密之行使與保護，於公平交易法第18條至第23條所未規定之情形，仍得適用第
24條概括規定。

伍、營業秘密法增訂罰則之思考與修正
營業秘密法於85年制定時並無刑事處罰規定，當時之考量固然係因刑法已
35

有相關處罰規定 ，惟務實上之解讀，亦係因營業秘密保護制度新引進，如初
始即規範刑責，恐對國內產業衝擊過大。此外，基於國際談判承諾之急迫性，
為簡免刑罰規定必須會商司法院及法務部之行政程序，避免引發疑慮與爭議，
34
35

行政院101年12月13日院台經字第1010149963號函，參見立法院第8屆第2會期第1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1735號，政府提案第13476號，政35頁。
84年3月27日立法院經濟、司法委員會第1次聯席審查營業秘密法時，法務部代表
游乾賜參事報告稱：「關於侵害營業秘密之刑事處罰，係規定於刑法第317條至第
318條洩漏工商秘密罪及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5款、第36條、第38條之妨礙公平競
爭罪，因此本草案並無刑事罰之規定。」參見立法院公報第84卷第20期，委員會紀
錄，第169頁。其實，除前述法務部代表所指出之罪名，刑法之竊盜罪、侵占罪、
背信罪及後來增訂之無故取得刪除變更電磁紀錄罪等，均得作為追訴侵害營業秘密
之依據，惟該等罪責嚴格言之，均非直接針對營業秘密之保護，而係追究侵害者侵
害有體物之物權或違反他人之託付與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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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縮短立法時程，亦為因素之一。

一、營業秘密法增訂罰則之原則性思考
雖然營業秘密法增訂罰則之修正已於102年元月公布施行，然侵害營業秘
密之罰則立法，仍有幾項原則性議題，必須審慎思考。這些原則性議題於此次
修法前，已於多次會議及公開場合中呼籲，但因政府政策已定，於立法過程中
並未被認真思考。
(一)國家及產業整體利益是增訂罰則之重要核心。本次修正之提起，主要
36

係來自於國內重要大企業結合國際跨國廠商之要求 。營業秘密法是否增訂罰
則，並非簡單非黑即白之「是非題」，而是必須經過「申論題」之思考與解答
之後，始能正確作答之「選擇題」，而其思考純屬「國家及產業整體利益」之
政策考量。亦即，若認為我國係以智慧技術輸出為導向，則應以刑罰強化保護
國家及產業利益；若評估我國係以智慧技術輸入為重心，則刑罰處罰即可能限
制產業之技術取得與發展。
(二)中小企業之意見應被關注。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均有營業秘密需保護，
行政院版之營業秘密法修正草案增訂刑事處罰，以回應國內大企業及國際跨國
產業之呼籲，至於占我國產業比例超過90%以上之中小企業，雖其總產值未必
高於大企業，惟其仍為整體產業之穩定多數，其意見亦應被一併重視。
(三)參考外國立法應掌握彼此法制上之差異性。各方於要求營業秘密法應
增訂刑罰，大多引述美國1996年經濟間諜法案(The Economic Espionage Act of
1996, EEA)，惟EEA之立法係將產業營業秘密之保護與國家安全劃上等號，以
37

聯邦政府力量及刑罰，協助產業對抗外國政府牽涉在內之營業秘密竊取 ，而
36

37

在台灣之美國商會所提「2012年台灣白皮書」中，特別建議台灣參考美國經濟間
諜法案，修正營業秘密法：(1)增訂營業秘密侵害之刑責，刑度為至少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2)對於跨國界之營業秘密侵害行為，科處更重之刑罰，此外，並建議將
營業秘密法之刑事調查，列入「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適用範圍。白皮書全
文參見http://www.amcham.com.tw/component/option,com_docman/task,cat_view/
gid,306/dir,DESC/order,date/Itemid,377/limit,10/limitstart,0/，最後造訪日期，101
年11月08日。
參見參議院之EEA立法報告，Senate Report 104-359, ”Only by adopting a national
scheme to protect U.S. proprietary economic information can we hope to maintain our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edge and thus safeguard our national security. Foremost, we
believe that the greatest benefit of the Federal statute will be as a powerful deterrent.
In addition, a Federal criminal law is needed beca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and inter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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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法案之引用過度氾濫，對產業產生負面效應，EEA規定須由司法部長
38

或助理部長核可始得起訴 ，且有美國本身憑藉其政治外交實力可透過引渡或
偵查技術將域外侵害行為人繩之以法，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下之檢察一體，並無
法使法務部長或各地方法院檢察署之檢察長擁有起訴准駁權，法制環境與政治
實力是否亦有類似條件，應予考量。
(四)法律境外效果之難以落實必須務實以對。相關草案對於境外使用營業
秘密之侵害軍有所規定，惟其落實有效性亦應被務實地考量，否則境外侵害無
力落實，具有強力移動能力之國際性侵害者處罰不到，移動能力較弱之本土中
小企業將成主要處罰對象。

二、對立法委員李貴敏等所提草案之評析
立法委員李貴敏等所提草案分為兩案，一案係參考美國EEA規定，於刑法
第28章妨礙秘密罪章中增訂第316條之1，就未經合法授權於境外使用本國營業
秘密之行為課以刑責，條文內容為：「未經合法授權，於大陸地區、香港、澳
門或外國，使用我國營業秘密者，處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
元以下罰金。行為人之不法利益超過前項罰金上限者，以其不法利益之二至十
倍作為罰金上限，不受前項之限制。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一為於營業秘
密法增訂第10條之1，就侵害營業秘密之行為課以刑責，條文內容為：「意圖
為自己或第三人之不法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侵害營業秘密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行為人或第三人之不法利益
超過第一項罰金上限者，以其金額為罰金之上限，不受第一項之限制。本條之
罪，須告訴乃論。」。
前二案修正，有如下應討論之處：

38

nature of this activity, because of the sophisticated techniques used to steal proprietary
economic information, and because of the national implications of the theft. Moreover, a
Federal criminal statute will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this problem--with clear
extraterritoriality, criminal forfeiture, and import-export sanction provisions.”
參見參議院之EEA立法報告，Senate Report 104-359, “Sec. 1838. (Prior authorization
requirement)This section requires that the Attorney General, the Deputy Attorney General,
or the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for the Criminal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must personally approve in advance any charge under this bill. This duty is nondelegable.
This provision has been added as a safeguard against overzealous invocation of this new
law. It is intended to help ensure that businesses and individuals are not chilled from
making legitimate business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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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境外使用本國營業秘密之侵害處罰，宜集中合併於營業秘密法中規
範。美國EEA法案係修正其聯邦第18號法典，亦即刑法法典規定，以處罰侵害
營業秘密之行為。美國法制對於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處罰規定，其立法模式係集
中於刑法法典處罰所有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為，不同於我國係分別於各智慧財
產權法中處罰侵害行為，故就未經合法授權於境外使用本國營業秘密之行為課
以刑責，仍應於營業秘密法集中規範，不宜於刑法中另外增訂。此次營業秘密
法增訂罰則後，未配合將刑法第317條、第318條、第318條之1及第318條之2之
洩漏工商秘密罪並予刪除，並非妥適。
(二)不分侵害營業秘密行為之輕重科以相同之刑責，似非妥適。草案於第
10條之後直接增訂第10條之1，將所有侵害營業秘密之行為，不分輕重科以相
同之刑責，過於簡略，應細分處罰與否及其輕重。尤其境外僅處罰非法使用營
業秘密，不及於境外取得或洩漏，似有缺漏。
(三)不同於美國EEA法案第1831條係處罰外國政府牽涉在內之經濟間諜侵
害行為，草案處罰境外使用本國營業秘密之侵害行為，其實益與效益如何，應
進一步釐清。

陸、新法修正重點
營業秘密法此次增訂侵害行為之罰則，主要以行政院草案為藍本，並加上
立法委員之修正亦漸，其草案原條文及最後通過修正知內容，略述如下
(一)增訂刑事責任：
關於侵害營業秘密之行為，第10條第1項原本定有五種類型，包括1.以不正
當方法取得營業秘密者；2.知悉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為前款之營業秘密，而
取得、使用或洩漏者；3.取得營業秘密後，知悉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為第一
款之營業秘密，而使用或洩漏者；4.因法律行為取得營業秘密，而以不正當方
法使用或洩漏者；以及5.依法令有守營業秘密之義務，而使用或無故洩漏者。
所謂「不正當方法」，第2項規定「係指竊盜、詐欺、脅迫、賄賂、擅自重
製、違反保密義務、引誘他人違反其保密義務或其他類似方法。」該等侵害行
為僅有民事責任，除非另行構成刑法第317條至第318條之2洩漏工商秘密罪、
第320條竊盜罪、第335條侵占罪、第342條背信罪、第359條無故取得、刪除、
變更電磁紀錄罪及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5款、第36條、第38條之妨礙公平競爭
罪外，並無刑責。然而，刑法相關處罰規定並無從完全涵蓋侵害營業秘密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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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如，刑法第317條至第318條之2洩漏工商秘密罪僅處罰無故洩漏營業秘
密之行為，不及於不法取得及非法使用之「產業間諜」行為；第320條竊盜罪
僅處罰將他人之有體物竊為己有之情形，不及於竊取無體之營業秘密資訊，或
是對於附有營業秘密之有體物之使用竊盜情形；第335條侵占罪僅處罰對有形
39

之動產或不動產之侵占情形，不及於無形之營業秘密資訊或權利 ；第359條無
故取得、刪除、變更電磁紀錄罪不及於使用、洩漏營業秘密之情形。
此次修正係增訂第13條之1，將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
營業秘密所有人之利益，而有下列四種情形之一，處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
役，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罰金。原本行政院草案係處以5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5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罰金，經立法院
審議時予以提高罰金刑。
在犯罪之主觀上，行為人須有1.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或2.意圖為第三
人不法之利益，或3.意圖損害營業秘密所有人之利益，而在客觀行為上，包括
如下之一：
1. 以竊取、侵占、詐術、脅迫、擅自重製或其他不正方法而取得營業秘
密，或取得後進而使用、洩漏者。此乃處罰以不正方法取得營業秘密，
或是取得營業秘密後，進一步使用或洩漏之行為，其行為人包括內部員
工或外部人員，至於取得、使用或洩漏他人以不正方法取得之營業秘密
之行為，屬於第4款之範圍，無本款之適用。又該「不正方法」，除條
文所列舉之「竊取、侵占、詐術、脅迫、擅自重製」之外，尚包括概括
之「其他不正方法」，例如，竊聽、窺視、破解密碼進入資料庫瀏覽
等，由法院於個案中本於職權認定。
2. 知悉或持有營業秘密，未經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使用或洩漏該
營業秘密者。此係指行為人合法地知悉或持有他人營業秘密，惟竟未經
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使用或洩漏該營業秘密。例如，內部員工
因執行職務而知悉或持有公司之營業秘密，或上下游產業間因合作關係
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營業秘密，竟未經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使
用或洩漏該營業秘密之情形。
3. 持有營業秘密，經營業秘密所有人告知應刪除、銷毀後，不為刪除、銷
39

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2304號判例：「刑法上之侵占罪，係以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
物為要件，所謂他人之物，乃指有形之動產、不動產而言，並不包括無形之權利在
內，單純之權利不得為侵占之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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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或隱匿該營業秘密者。此係指行為人係合法地持有他人營業秘密，嗣
後經營業秘密所有人告知應刪除、銷毀後，不為刪除、銷毀或隱匿該營
業秘密。例如，內部員工因執行職務而持有公司之營業秘密，或上下游
產業間因合作關係而持有他人之營業秘密，經營業秘密所有人考量實際
情形，於員工離職或上下游結束合作關係時，要求持有人刪除、銷毀，
惟持有人竟基於前述主觀侵害之意圖，消極地不為刪除、銷毀之行為，
或積極地隱匿該營業秘密，包括假意刪除或銷毀，實則仍保留該營業秘
密之行為。
4. 明知他人知悉或持有之營業秘密有前三款所定情形，而取得、使用或洩
漏者。本款之目的在處罰間接侵害或接續侵害之惡意轉得人，以杜絕已
被侵害之營業秘密，繼續被非法取得、使用或洩漏。例如，產業經營者
明知係他人非法取得營業秘密，竟接受兜售或遊說，進而取得、使用或
洩漏。本款之行為人必須對於他人違法知悉或持有營業秘密並無參與之
行為，僅屬後續之惡意轉得人，若對於他人違法知悉或持有營業秘密之
行為原本就有參與，則屬於前三款之共犯，無待依本款論處。
由於本條第1項所定屬於刑法上之目的財產犯，乃於第2項對未遂犯處罰
之。
(二)域外加重處罰：
行為人違反第13條之1而侵害他人營業秘密，如其意圖係在臺灣領域外使
用，乃特別嚴重地影響臺灣產業之國際競爭力，其非難性較高，新增訂之第13
條之2爰參酌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17條第4項及韓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18條第
1項規定，加重處罰為1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上
5,000萬元以下之罰金。例如，臺灣廠商之員工非法取得或持有公司營業秘密，
並轉交知情之大陸競爭廠商，該大陸競爭廠商除已違反第13條之1第1項第4款
規定外，並得進一步依第13條之2規定加重處罰。當然，非法取得或持有公司
營業秘密之臺灣廠商員工，本身已構成違反第13條之1第1項各款之行為，如其
於構成違反第13條之1第1項各款行為當時，即有在臺灣領域外使用之意圖，亦
有第13條之2加重處罰規定之適用。此項修正之真意，不同於美國經濟間諜法
案在加重處罰外國政府介入之有利於台灣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政府之行為，而在
於有利台灣以外之產業之營業秘密侵害，然而，外資於台灣設廠並於本地侵害
海外台商及本地企業之營業秘密，並未列入加重處罰之目標，四又惟新修正條
文所不及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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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罰規定：
為避免受雇人侵害營業秘密而獲罪，雇主實際獲利卻可置身事外，增訂第
13條之4乃採「兩罰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
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13條之1及第13條之2之罪者，除依該條
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該條之罰金，以強化雇主督導受
雇人不得侵害他人營業秘密之責任，惟若雇主確實已對受雇人完成遵守營業秘
密法之教育與督導檢核工作，受雇人仍有侵害行為，即不可歸責於雇主，乃有
免除其責任之必要，同條文但書乃規定「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於犯罪之
發生，已盡力為防止行為者，不在此限。」
(四)告訴乃論罪之衡量
營業秘密屬智慧財產權之一環，本質上為私權，而認定有無侵害營業秘密
時，更須權利人協助及配合，行政院草案原本採告訴乃論之罪，惟營業秘密法
增訂刑事處罰若僅是要保護產業利益，就可採告訴乃論；若是以保護國家利
益為重心，而不僅是保護產業利益，就應採非告訴乃論，不宜由產業決定是否
告訴。單純侵害營業秘密行為，屬於產業權益之保護，罰則較低，可採告訴乃
論；至於有外國政府介入之經濟間諜行為，包括外國國營企業、外國國家研究
機構所涉及之侵害我國產業營業秘密行為，屬於我國國家利益與產業權益之保
護，罰則較高，應採非告訴乃論。新修正條文最後於第13條之3第1項乃規定一
般侵害行為屬告訴乃論之罪，至於第13條之2所定於臺灣領域外使用之加重處
罰，以其侵害對於台灣產業競爭力影響至鉅，乃維持為非告訴乃論之罪。
(五)告訴可分
「告訴不可分」乃刑罰告訴權行使之基本原則，不宜輕易做例外規定。行
政院草案採「告訴可分」之目的在於減免特定之侵害行為人之刑罰，使其配合
司法機關對其背後之黑手有效取締與懲處，惟「告訴可分」應僅限於對「實
際為侵害行為之人」以外之人為之，使其可為告訴效力所不及或對其單獨為撤
回告訴，非可漫無限制，導致實際為侵害行為之人可免責，而非實際為侵害行
為之人反須承擔刑責之不公平現象。新修正條文為鼓勵共犯配合犯罪偵查，以
「窩裡反」條款達「一網打盡」或「放小抓大」之目的，第13條之3第2項採
「告訴可分」之立法，「對於共犯之一人告訴或撤回告訴者，其效力不及於其
他共犯」。
(六)公務員之加重處罰
公務員或曾任公務員之人，因職務之便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營業秘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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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保密之義務，如其竟故意侵害他人營業秘密，惡性尤重，立法院乃於行政院
草案之外，新增訂第13條之3第3項特別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七)未通過增訂舉證責任倒置之規定
行政院草案原本增訂第14條之1引進舉證責任倒置規定方面，本文作者一
向質疑，強烈認宜再斟酌。蓋ㄧ般智慧財產權之保護，例如專利權、商標權或
著作權，均在賦予權利人就其發明、新型、設計、商標或著作等智慧成果，享
有排他或專屬之權利。營業秘密保護之本質則與一般智慧財產權之保護不同，
其不在賦予企業經營者就其營業秘密享有專屬或排他之權利，而在禁止他人以
不法行為取得、洩漏或行使其營業秘密，任何人均得自行研發相同內容之營業
秘密。關於營業秘密之爭訟，若減輕被害人舉證責任，等於加重被訴侵害人之
責任，要求其必須對外證明如何自行研發取得營業秘密，反不利於被訴侵害人
本身營業秘密之保護。草案第14條之1使原告只要就其主張營業秘密受侵害或
有受侵害之虞之事實進行「釋明」而無須「證明」，被告就有義務就其否認
「證明」無侵害之行為，否則將發生原告取得指控被告侵害營業秘密為真實之
「證據」效果，此一不合理規定將導致先爭取原告身分之人，得以競爭對手為
被告，透過訴訟合法探知他人營業秘密，既不公平，亦不恰當，不僅先前引發
質疑，立法委員也強烈反對，最後並未通過。

柒、營業秘密法修正後之公平交易法
民國102年營業秘密法修正以前，第2條關於營業秘密之定義，已較公平交
易法第19條第5款之「產銷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其他有關技術秘密」，涵
蓋面更為寬廣，第10條關於侵害營業秘密之類型，也比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5
款之「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取」營業秘密，較為廣泛周延。營業
秘密法修正後，對侵害營業秘密之行為明文直接科以罰則，相對於此，公平交
易法第30條、第31條、第32條、第34條、第36條、第38條及第41條第1項等關
於侵害營業秘密之相關民事救濟、行政處分及間接刑事罰則，就顯得毫無效
果，且更為疊床架屋。從而，民國101年12月13日行政院函送立法院審議之公
40

平交易法修正草案，乃刪除第19條第5款規定 ，使我國營業秘密之保護，完
全回歸營業秘密法規範，若立法院完成立法，則營業秘密法將正式與公平交易
40

行政院101年12月13日院台經字第1010149963號函，參見立法院第8屆第2會期第1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1735號，政府提案第13476號，政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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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分道揚鑣，徹底區隔。此一立法趨勢，雖與大陸法系國家多以反不正競爭
法制處理營業秘密之保護不同，惟既然立法政策上係於公平交易法之外，獨立
制定營業秘密法以保護營業秘密，則刪除公平交易法中與營業秘密保護有關之
條文，乃係必然之選擇。依此趨勢，刑法第317條、第318條、第318條之1及第
318條之2之洩漏工商秘密罪，於未來亦宜刪除，以資配合。

捌、結論
營業秘密之保護是國際趨勢，有助於產業公平競爭。我國法制屬於大陸法
系，原應於公平交易法中規範營業秘密之保護，卻因對外經貿諮商談判之承諾
與對於營業秘密本質之不了解，另行訂定營業秘密法，並於立法政策上強將其
定位為「權利」而非「利益」，卻又未於營業秘密法中明確區隔「營業秘密」
與「營業秘密權」之差異，導致營業秘密法整體之紊亂。這一連串錯誤，錯亂
了智慧財產權法制，如今已無從回復修正，只能於既有架構修補。
我國智慧財產法制之發展，始終擺脫不了貿易對手國之強烈干預，美國司
法部於2013年2月發布保護營業秘密政策說明，強調提高侵害營業秘密罰責之
41

必要性，並建議提高美國經濟間諜法案之既有罰則 ，其同時要求貿易對手國
配合修正營業秘密保護法規提高罰則，並不意外。國內大企業與跨國大企業聯
手要求政府修正營業秘密法，增訂刑罰處罰侵害營業秘密之行為，雖說中小企
業亦有營業秘密須保護，且強化營業秘密之保護確實有助於國外技術之引進，
然而，其修正效果是否全然有利於以中小企業為產業主力之台灣產業現狀，仍
有待觀察。
產業經營者必須認知，營業秘密法增訂刑責之目的，主要在遏止及處罰以
不正當方式取得、使用或洩漏他人營業秘密之不公、不義之違法行為，並非在
限制人才流動與擇業自由，或進行與產業政策或國家安全議題有關之技術管
制。營業秘密欲有效保護，防範未然重於事後補救，產業除以競業禁止條款或
保密條款保護營業秘密之外，更應加強員工智慧財產權教育，必要時應堅定採
取法律行動，才能有效落實營業秘密之保護。
41

美國司法部2013年2月發布「ADMINISTRATION STRATEGY ON MITIGATING THE
THEFT OF U.S. TRADE SECRETS」，建議國會將侵害營業秘密之最高刑責由15年
有期徒刑延長至20年，並要求貿易對手國比照辦理，我國此次修正亦係在該國行政
部門強力遊說下完成，參見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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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joint requirement from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big corporations,
Taiwan Trade Secret Law adds criminal penalty in January 2013. During the
discussion in Legislative Yuan, beside the amendment submit by the Executive
Yuan, Legislator Lee Qua-Minn and her 25 colleagues also raised two amendments
for the same purpose. This article mentions about the background of Taiwan Trade
Secret Law and the nature of trade secrets,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Secret Law and Competition Law. It also insists that, as a member of continental
legal system, Taiwan should deal with trade secret issues within Competition Law
other than Trade Secret Law. However, because of the permission to the US and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rade secrets, Taiwan passed its Trade Secret law in
1996 and defined trade secret as a “right”. Those mistakes cause several confuses and
arguments within the Law for years. This article originally released in the Conference
of Competition Policy and Competition Law host by the Competition Committee,
Executive Yuan, in November 30, 2012. After the passing of the Amendment of Trade
Secret Law in January 2013, it is rewritten and adds some analysis with the criminal
penalty provisions to clear some concerns from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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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評論人：汪渡村（銘傳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主席、各位先進、章教授，大家好。在還沒有發表意見之前，先說剛剛聽
到一句話蠻驚心膽跳的，就是公平交易法是不是配合營業秘密法的增訂，應該
刪掉一些條文？如果這樣的話，公平交易法可能只剩下聯合、獨佔與結合。公
平交易法與其他法規競合的部分其實很微妙，我想其他機關也不希望公平交易
法刪除，但是公平會可能很想刪，因為這樣可以少掉很多事情。
我想基本上對於這篇文章，我很佩服章教授，因為這是一篇具有時效性的
論文。其實蠻可惜的，因為立法院在一審時並沒有依據章教授的建議來做一些
修正，如果能早點發表的話，或許立法院會採納。
第一個部分，章教授就營業秘密法與公平交易法很有系統的加以論述，可
以讓讀者很容易理解兩者關連，我想這是這篇文章最大的貢獻之二。我覺得最
大的貢獻，在於章教授基於學理與經驗，提出對於營業秘密的形成以及建議，
他也特別提出個人的看法，這麼多的個人創見在法學界中是很少見的，這會對
於立法思維以及法條妥當性與否，有很大貢獻，相當難得。
站在評論者立場，我提出幾點就教於各位先進。第一點，章教授特別提出
營業秘密是權利或利益的區別，章教授也提到這在營業秘密法立法之初是相當
困擾的問題，但章教授大多從法學角度做分析，我個人認為假使站在法律哲學
立場來看的話，純粹是在區別從法價值來看是不是達到已經適合以權利來保護
的重要性。如果以法國民法典來看，權利與利益不分，全部會受到保護；依我
國民法第184條來看，兩者都是受到保護的，只是說如果要談利益保護，必須
是以違背善良風俗的手段來侵害才行。因此我認為營業秘密法的利益，不應該
從法學來看，應該從產業政策與經濟發展來看，基本上營業秘密的保護到底是
不是從法律價值或整體社會角度來看，已經提升到權利。權利就是有ㄧ個請求
權，基本上就可依據法律規定進行請求，所以立法者或主管機關、或社會的立
場，應該已經覺得說營業秘密賦予被害人可以直接請求的地位，章教授是這方
面的專家，其實可以從這方面或經濟分析來看，營業秘密在台灣的發展、與國
際交流的狀況下，是不是已經適合用權利來保護？我想談論這部分會是有價值
的。其實章教授在報告時，已經談到用產業政策或經濟分析的角度來看，因此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認為貢獻度會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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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問題，是公平交易法與營業秘密法的競合，章教授特別提到營業秘
密法是公平交易法的特別法沒有錯，ㄧ般學者也通常是這樣的看法。但是一講
到法律競合，按照公平會的立場，對於競合，如果其他法律有規定，則公平交
易法會自動退讓，這已經做得很徹底了。關於這個問題，假使NCC能管旺中的
案子那該有多好，我是藉此說競合在公平交易法是不太要緊的事，但誠如章教
授所言，如果其他法律沒有規定，就還是會回到公平交易法，因為公平交易法
就不正競爭這部分，對其他法律來說，已經有補充關係存在了。
再來的建議就是，依營業秘密法行使正當行為能適用公平交易法第45條規
定，可能要再思考，因為目前實務的看法或學者的看法，著作權或專利權上面
對於行使權利的正當行為，基本的解釋或範圍，其實任何一個權利正當行使與
公平交易法的關係也是值得再探討。換言之，如果是營業秘密法的行使權利正
當行為，與公平交易法的關係在哪裡？是不是不用適用公平交易法，這是有疑
問的。
再來，在有關營業秘密法其被害者依公平交易法行使民事賠償時，如果是
因為違反公平交易法上營業秘密的規定，而來請求損害賠償，被害者的要件與
他是權利或利益的議題，其實很困擾公平會。目前法院是不是接受個人或企
業因為公平交易法第19條而來請求損害賠償，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此我建
議，可以就民事賠償的難易、以及要件來進行分析，那麼營業秘密法的修正實
在太重要了，因為現在沒有辦法依據公平交易法第19條而來請求民事賠償，從
這邊切入，也會很有實務價值，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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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從介紹與分析執法先進國家對事業單方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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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相關具體規範原則之利弊
得失，並檢視我國目前的執法現況及相關問題。本文將以搭售及忠誠與捆綁折
扣二大交易類型為研究的重點。先從經濟分析觀點，檢視二大行為類型對市場
之正面效果（如實現規模經濟或降低交易成本），以及實質或潛在之負面效果
（如市場封鎖等排除競爭的效果）。再從比較法的觀點，搜集整理美國之法規
與案例，並嚐試歸納與分析其與經濟理論間之關聯性，進一步從中彙整出可資
我國執法參考的一般性理論原則。論文最後再依據上述初步研究結論，針對國
內獨、寡占型市場型態之經濟環境，評估執法尺度及對市場之限制競爭效果的
關鍵認定因素，並提出執法建議與參考。

壹、前言
事業透過效能競爭，於市場中取得相當市場地位及商業利潤，不僅是自由
市場經濟制度下所容許，更是激勵廠商持續進行有利於提升整體福利效果市場
競爭的一項重要機制。但不可諱言的，廠商於取得獨、寡占地位後，亦有濫用
其市場力量，以維持或擴張既有市場地位的反競爭誘因。獨、寡占廠商可能要
求交易相對人接受其單方所設定之價格或非價格交易條件，一方面獲取超額利
潤，另一方面限制競爭對手的交易機會，進而排除或阻礙其等參與市場競爭。
針對此一問題，競爭法的目標即在於如何在二項市場效果間取得最適的平衡
點。隨著科技高度發展所帶動新經濟時代的來臨，競爭主管機關於實現該目標
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也將更形嚴峻。若能從學理與實務的角度，分析整理競爭
法處理事業濫用市場地位之基本原則及具體作法，將有助於提升競爭主管機關
之執法效能與事業對法規之明確性與可預測性要求。
從20世紀末美國司法部著手調查並制裁Microsoft公司相關軟體授權行為
開始，一直到最近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及歐盟執委會對Intel授權行為表達關
1

切，並於發動調查後，分別與Intel達成和解或處以高額罰鍰為止， 「搭售」
1

FTC Settles Charges of Anticompetitive Conduct Against Intel, available at http://www.
ftc.gov/opa/2010/08/intel.shtm； Antitrust: Commission imposes fine of €1.06 bn on Intel
for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orders Intel to cease illegal practices, available at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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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ing）與「忠誠及捆綁折扣」（loyalty and bundled discounts）無疑是近十
餘年來最受矚目的單方行為案件類型。綜合而言，絕大多數之案例類型，均在
「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下進行檢視，一方面就行為對市場之負面效果
為詳細的市場分析，另一方面也兼顧搭售或忠誠折扣行為所具有的正面效果，
如確保產品品質、實現規模經濟、降低交易成本等。但科技高度發展在帶動新
經濟時代來臨的同時，對競爭主管機關調查此類型案件，也形成更嚴峻的挑
戰，並反映在以下二個面相。其一，評估市場力量所需考量的因素更為多元複
雜，除傳統市占率標準外，學界與實務界也開始討論因市場不完美性使市場力
擴大的可能性。其二、新經濟制度下，搭售與折扣行為對實現效率之必要性判
斷，其所需之資訊將更為專業，連帶地增加競爭機關之執法負擔。因此，如何
建立更客觀具體的競爭法評估標準，成為各國處理具市場地位廠商單方行為的
當務之急。
基於上述考量，本文試圖從介紹與分析執法先進國家對此議題之法規與執
法經驗著手，輔以經濟理論，從執法成本與制度設計等角度，評估相關具體規
範原則之利弊得失，並檢視我國目前的執法現況及相關問題。本文將以搭售及
忠誠與捆綁折扣二大交易類型為研究的重點。先從經濟分析觀點，檢視二大行
為類型對市場之正面效果（如實現規模經濟或降低交易成本），以及實質或潛
在之負面效果（如市場封鎖等排除競爭的效果）。再從比較法的觀點，搜集整
理美國之法規與案例，並嚐試歸納與分析其與經濟理論間之關聯性，進一步從
中彙整出可資我國執法參考的一般性理論原則。論文最後再依據上述初步研究
結論，針對國內獨、寡占型市場型態之經濟環境，評估執法尺度及對市場之限
制競爭效果的關鍵認定因素，並提出執法建議與參考。

貳、「單方」行為於競爭法下之法律定性與類型
「定性」（characterization）是法學研究中常見之一項前提基礎，其不僅
涉及了研究對象意義之確定，也同時框架了研究範圍與論證發展的方向。法律
定性雖有不同之方法可採行，但本文認為，定性無法與研究所擬解決的問題本
質脫勾處理。故在確定研究主題之實質內涵時，除以在現實環境中研究主題具
體可觀察之態樣類型外，更應輔以問題意識導向之功能性考量，作為開展「定
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IP/09/745&format=HTML&aged=1&
language=EN&guiLanguage=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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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析之「原動力」（impetus）。 就本文之問題本質而言，既在於探討單
方行為對市場競爭之影響，則行為之「競爭效果」，也應融入於定性過程，作
為檢視主題內容之參考標準之一。據此原則下，本文將先介紹競爭法與學理如
何定性「單方行為」，再歸納說明搭售、綑綁及忠誠折扣的可能類型。

一、「單方」行為之定性
法律上之所以區分不同行為類型，並給予不同之法評價，主要乃建立在不
同行為類型在違反保護法益程度上之不同。同理，競爭法中將違法行為區分為
「雙方」（bilateral）及單方（unilateral）行為，主要也著眼於二類行為對市場
競爭之影響程度不同的假說上。簡言之，「雙方」行為由於對競爭之限制效果
較立即與直接，故通常應適用較為嚴格之法律審查標準。這種分類思維，甚至
於反應到認定行為究屬「單方」或「雙方」的判斷過程中，特別是當涉案行為
同時出現單方與雙方行為屬性時。
1. 競爭法區分「單方」與「雙方」行為之理由
整體而言，反托拉斯法對於事業單方所為之市場行為，要較事業間彼此透
過協議合作所共同採行者，要來得寬鬆。單方行為通常適用「合理原則」，而
雙方行為有不少係屬於「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的類型。綜合學理上的探
討，法律上作此一區分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幾點。

3

1.1. 行為之常態性與違法發現成本
事業依本身之成本與收益考量，自我決定產出與價格水平、是否進行產
品研發、以及產品或服務之銷售手段，如直營或透過經銷商等，在大部分的
情況下，係屬市場中的常態行為，多數均不至於引發競爭法上的疑慮。再
者，也由於事業單獨進行相關商業決策行為的常態性，連帶提高了主管機關
或法院發現具反競爭效果單方行為的成本，並提高因誤判所導致對事業創新
等誘因之抑制效果。相較於單方行為，二個以上事業的合作與約束彼此行為
之協議，較屬於市場上的例外行為。雖然秘密卡特爾是近年來各國競爭主管
機關最主要的執法重點，但整體而言，事業間之合作行為計劃於市場中曝光
的機率仍高於單方行為。
2
3

Laura E. Little, Characterization and Legal Discourse, 6 J. of the Association of Legal
Writing Directors 121, 131 (2009).
See Herbert Hovenkkamp, The Antitrust Enterprise: Principle and Execution 108-111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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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擴大事業於相關市場中市場力的可能性
比較而言，事業想利用單方行為擴大市場力之困難度高於雙方行為。誠如
Hovenkamp教授所言：「當單一事業擬以摧毀（destroy）其對手的方式，來成
為獨占者時，必定會面臨抗拒（resistance）、報復（retaliation）、以及反托拉
4

斯主管機關的注意。」 相對的，事業以加入雙方或多方合作協議，而非以摧
毀對手的方式來獲取更大的市場力，其所面對的挑戰與阻力要小得許多。就擴
大市場力的時程而言，雙方行為也較單方行為來得更為快速。事業利用一已之
力試圖取得市場獨占地位，往往需投入相當事業內部資源，長期的進行諸如掠
奪性訂價或差別取價等行為，方有可能產生預期的效果。而在對手有較為強烈
對抗誘因的情況下，能否成功取得獨占地位所面臨的風險也較高。在雙方行為
的情況下，競爭者得以非常迅速的以價格或非價格的聯合協議，直接減少了市
場中之實質競爭者人數，並限制與消滅市場上的競爭。
1.3. 違法行為設計救濟手段之成本
區分單方與雙方行為之另一項判斷標準，即是在於當主管機關發現行為違
法時，設計與實施可行救濟手段之難易。從各國實務的經驗來看，設計單方行
為救濟手段之成本，顯然要高於雙方行為。為有效打破或控制事業之獨占地
位，主管機關或法院往往需對事業之價格、產出、或交易義務有相當具體與明
確之管制要求，而這些手段均會涉及到複雜的關於事業成本資訊之掌握與評
估，另外，主管機關也可能因此而變成實質上的產業管制機關，而要承擔相當
高的事後監督成本。對違法的雙方行為而言，法院或主管機關只需以禁制令要
求聯合行為成員不得再從事聯合即可相當程度達到矯正市場競爭的目的。

5

2. 「單方」行為之定性標準
由於單方與雙方行為在競爭法上之評價不同，如何區分二者乃一項重要的
執法前提要件。對此問題，學界與實務上的討論多數集中在如何界定雙方行
為，至於不屬於雙方行為者，即屬於單方行為。相關的討論，可更具體的將其
歸納為以下三大類型：一、水平競爭者間之行為定性；二、垂直交易關係中之
行為定性；三、具控制從屬關係當事人間之行為定性。
4
5

Id., at 109.
當然，主管機關仍有後續監督禁制令是否被遵守的成本； 不過，此一成本在實施單
方行為的救濟手段過程中也一樣會出現。另外，此處的討論建立在行為的違法性已
被確認的前提下，故對於類似在寡占市場中所出現的「自發性平行為」與聯合行為
之認定問題，也可能會增加主管機關之設計成本，就如同判斷獨占者之降價行為是
否已構成市場「掠奪」時所面臨的困難與成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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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水平競爭者間之行為定性
此部分主要在討論如何界定競爭者間是否有進行勾結之意思聯絡，而得以
認定有進行聯合行為之契約或協議存在。特別是在於寡占市場中常見之「自發
性平行行為」，該如何將競爭者間之互相跟隨行為與「合意」連結，而得以將
6

其認定為是卡特爾，更是許多反托拉斯法文獻中所已詳加討論之議題。 歸納
而言，此一部分之認定深受經濟理論之影響，而著重在是否存有相關之客觀條
件，有利於卡特爾監督成員遵守聯合協議，並協助其在發現有悖離協議之成員
時，得立即施以可信的制裁，以嚇阻成員間之悖離協議誘因。具體而言，主管
機關或法院可依行為所涉及之市場結構、產品、與交易型態來認定行為是否構
成「雙方行為」。例如，市場競爭者人數之多寡、產品同質性高低、市場參進
障礙、以及市場交易之頻率與規律性等。另外，若卡特爾成員同時採行具有促
7

進卡特爾穩定性之相關配套機制，如統一的計價公式或價格預告等， 則競爭
者間之平行一致行為較有可能會被認定為是聯合行為。

8

2.2. 垂直交易關係中之行為定性
競爭法對於上、下游廠商間之互動行為是否為雙方行為，而構成卡特爾之
認定，傳統上較著重於從經銷契約中之文字，找尋有無經銷商表示同意接受製
造商所要求之限制價格或非價格競爭之交易條件來判斷。以美國法為例，在著
9

名的Colgate 原則下，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即認為Colgate公司對下游經銷商所預
6

7

8

9

See Hovenkamp, supra note 3, at 128-140； George J. Stigler,ATheory of Oligopoly, 72
nd
J. Pol. Econ. 44 (1964)； Richard A. Posner, Antitrust Law 69-93 (2 ed. 2001)； James
A. Rahl, Conspiracy and Anti-trust Laws, 44 Illinois. L. Rev.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743 (1950)； Donald F. Turner, The Definition of Agreement under the Sherman Act:
Conscious Parallelism and Refusal to Deal, 75 Harv. L. Rev. 655 (1962) 。
See George A. Hay, Facilitating Practices: the Ethyl Case in The Antitrust Revolution:
Economics, Competition, and Policy 182 (John E. Kwoka Jr. & Lawrence J. White eds.,
rd
3 ed. 1999); SeverinBorenstein, Rapid Price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The
Airline Tariff Publishing Case in The Antitrust Revolution: Economics, Competition, and
th
Policy 233 (John E. Kwoka Jr. & Lawrence J. White eds., 4 ed. 2004).
從市場結構、廠商行為、或產品屬性等「間接」或「情況」證據，推論聯合「協
議」的存在，其正確性取決於證據得以被「勾結」行為解釋的機率高低。美國FTC
前主委William Kovacic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與其他學者運用統計學中的「貝氏
定理」（Bayes Theorem），就如何判斷此一機率高低，有精彩的說明。William E.
Kovacic, Robert C. Marshakk, Leslie M. Marx, and Halbert L. White, Plus Factors and
Agreement in Antitrust, 110 Michigan L. Rev. 393 (2011).
U.S. v. Colgate, 250 U.S. 300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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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轉售價格與不供貨政策，純屬公司對於產品價格與交易對象之個別商業決
10

定，無法從契約本身推論有契約或協議之存在。 此一原則，往往促使法院過
度著力於發現被告落實限制約定之具體手段，以及更細節與形式化的事實區
隔，以作為判斷行為是否違法的依據。
此一較形式化的「單方」行為認定標準，在1977年的Sylvania案後，有了
11

明顯的改變。 在Sylvania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垂直交易契約的相關經
濟理論為判決基礎，認為垂直經銷區域的劃分，可避免廠商間進行搭便車行
為，促進「不同品牌間之競爭」，故應在「合理原則」下檢視其違法性。此一
經濟分析方法也被引入到Sylvania案之後之行為定性案件中。例如在1984年的
12

Monsanto案中， 被告Monsanto公司，在收到下游經銷商檢舉另一家經銷商違
反Monsanto事先宣告的建議價格政策後，即終止其經銷權。該行為被指為是
Monsanto與檢舉經銷商間之價格勾結合意。在判決中，聯邦最高法院指出，
Sylvania案將市場經濟效果作為反托拉斯法主要關心議題的原則，已讓傳統區
分「單方」或「雙方」行為之形式界線逐漸模糊，因為若從經濟效果的角度
來看，「單方」或「雙方」行為對市場所造成之正、反面競爭效果，在許多情
況下是相似或相同的。以本案事實為例，上、下游業者間交換關於經銷商違反
建議價格的訊息，有助於上游廠商避免下游市場的搭便車行為。基於該項資訊
後續所為之終止經銷權的作法，更有可能是出自於上述考量所為之獨立商業判
斷，未必與價格勾結有關。

13

2.3 具控制從屬關係當事人間之行為定性
控制與從屬關係可能出現在水平競爭者間及垂直交易關係當事人間。當具
限制競爭疑慮之行為出現在這類型關係中時，其究應被定性為「單方」或「雙
方」之行為，有較為形式面及強調實質功能面的二項看法。從最形式的觀點而
言，控制公司與從屬子公司間仍各自具備有法律上獨立的人格，故成立於二者
間之協議，仍屬「雙方」行為。但若從實質功能面來看，二者乃「經濟上的單
一體」，從屬公司之相關商業決定，事實上掌握在控制公司手中，故是單一企
業所為之決策。目前，多數主管機關傾向於採實質功能理論的見解。
10
11
12
13
14

14

Id., at 306-307.
陳志民，「To Sylvania and Beyond: 一項分水嶺判決之理論建構與延伸觀點」，公平
交易季刊，第19卷第1期，頁20-21（2011年1月）。
Monsanto Co. v. Spray-rite Service Corp., 465 U.S. 752 （1984）.
Id., at 762-764.
美國法可參考Copperweld Corp. v. Independence Tube Corp., 467 U.S. 752 (1984)；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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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與此議題相關之問題，乃競爭者所共同設立之合作組織，其內部規則
約束競爭者會員對外交易行為過程中所引發之定性爭議。由於這類型組織通常
具有其正面之促進競爭效果，對於產品或服務的提供，有相當的必要性，故
當組織成員共同採行並遵守組織之規定時，究應將其行為視為是組織所單方行
為，或是競爭者間之聯合協議？在學理及實務上均出現疑義。最典型的案例，
15

即美國2010年的American Needle, Inc. v. NFL 一案。該案涉及美國職業足球聯
盟以獨家授權（exclusive licensing）的方式，要求旗下所有球隊均只能將其隊
徽商標授權給Reebok International公司生產週邊的球隊帽子和相關產品。被排
除於授權名單外的American Needle公司以NFL違反修曼法第1條禁止聯合行為
之規定，提起反托拉斯法訴訟。NFL在抗辯中主張，運動聯盟對職業運動有密
不可分之關係，球隊於加入聯盟後，應集體受聯盟關於規則之約束，放任成員
自由競爭長期而言不利於美式足球運動的推展與品質的提升。NFL主張球隊統
一遵守聯盟的獨家授權安排，即在於反應組織之此一功能，不能將其視為是球
隊間之聯合協議。然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本案表示，並非所有的聯盟規則
均可視為與聯盟運動的發展有不可分割的關聯。比賽規則、球員資格、或選秀
條件等，均與聯盟運動能否有效率的被提供於市場中，及運動品質能否被確保
有直接的關係，將相關對球隊之限制視為是聯盟所為之單方行為有其合理性。
反之，球隊基於個別不同隊徽商標，於市場中爭取最有利之授權條件與利潤，
與確保運動「產品」品質或推展並不必然的關聯。獨家授權安排，限制了商標
授權市場的競爭，本質上應視為是球隊間之一項共謀協議。

二、「搭售」之類型定性
承接上節所述之單方與雙方行為區分，從競爭法上之法效果來看，搭售行
為可進一步區分為單方搭售（unilateral tying）與協同搭售（concerted tying）
16

二個類型。 前者為本文之研究主題，理論上應在「合理原則」下進行檢視，
綜合評估行為之競爭效果，特別是搭售是否具有讓事業對得以進行封鎖排除競
爭的效果，而得以將市場力延伸至他市場，以及搭售所具有之降低交易成本及
確保產品品質等正當商業上考量等。至於協同搭售，性質上則較屬於雙方的聯

15
16

盟法可參考Case C-73/95 P, Viho Europe BV v. Commission, 1996 ECR I-5457.
560 U.S. ____ (2010).
Christopher R. Leslie, Unilaterally Imposed Tying Arrangements and Antitrust Concerted
Action Requirement, 60 Ohio St. L. J. 1773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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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行為，法律上也較傾向於以較嚴格之「當然違法」原則來檢驗其促進勾結的
效果為何。因此，如何定性搭售之類型，也同樣關係到後續該採行何種分析原
則，以及最終可能的法律結論為何。
若從較為形式的角度來判斷，單方搭售乃指單一賣方要求買方同時購買其
他被搭售產品（tied product），作為其出售主要產品（tying product）之條件。
相對的，協同搭售則指二個以上之賣方共同要買方為強制搭配購買的允諾。在
美國或歐盟法下，協同搭售也可包括買賣雙方彼此透過協商合意所形成之搭售
安排。反之，若依上述關於美國法定性單方或雙方行為之較為效果面導向的方
17

法來看，則搭售的類型可作進一步的細分。 單方搭售行為除了包括賣方強迫
買方需同時購買主要及被搭售產品外，賣方也可要求買方不得向競爭者購買所
需之被搭售產品，來實現排除或擴大市場力的目的。在協同搭售的情形，可更
具體細分為以下三項類型。其一、二家以上同時銷售主要與被搭售產品之競爭
廠商，共同合意要求交易買方接受搭售安排； 其二、主要產品廠商與被搭售產
品廠商雙方合意，由主要產品廠商要求買方需同時購買被搭售產品； 其三、主
要產品廠商與另一主要產品廠商達成協議，以拒絕交易的方式，來協助主要產
品廠商落實對買方之搭售安排。例如影印機品牌廠商要求其零件供貨商，不得
銷售零件予獨立維修商, 以利品牌廠商對影印機使用者實施零件與售後維修服
務之搭售安排。
我國公平交易法對聯合行為之定義限於水平競爭者間之協議，故上述協同
搭售類型中的第二類型，將不構成雙方聯合行為。至於第一類型的協同搭售，
由於其本質上形同競爭者間同意以搭售行為作為聯合分割市場或訂價之工具，
主要目的在創造分割市場與固定價格的目的，故應屬於是聯合行為。較有爭議
者，乃第三類型之搭售。若從當事人之目的在於協助主要產品廠商延伸市場力
量至其他市場的角度來看，則競爭對手的合意，本質上似可視為是一項促進該
目的實現的工具，故應將其視為是實施搭售行為廠商之單方行為。但若從實質
限制競爭的效果來看，此類型的搭售行為不論是從市場的排除效果或限縮消費
者選擇的角度來看，其程度可能均大於單一廠商單獨所為之搭售。再者，若從
上一節所提及之以設計救濟手段的難易作為競爭法區分單方與雙方行為之理
由，則解決此一類型競爭問題最有效的手段，應是從打破水平面之拒絕交易
聯合協議，透過市場的替代選擇，來抑制廠商利用搭售來實現擴大市場力之目
17

See id., at 17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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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的。

三、忠誠及捆綁折扣之類型定性
折扣（discounts, rebates）是市場中相當常見之促銷手段，即使是不具市場
力的廠商，也常以不同之產品價格優惠方式，來吸引消費者對其產品的青睞。
因此，折扣事實上可能只是在反映市場競爭的現實，對消費者而言，也可因
此享有競爭所帶來之低價利益。不過，誠如Elhauge及Geradin教授所言，「折
扣」一詞往往會誤導一般人相信，買方必然能以較低價格取得產品或服務； 事
實上，當具市場力廠商基於反競爭意圖而實施忠誠或捆綁折扣時，買方非但無
19

法享有低價利益，賣方更有可能利用此一交易安排來剝奪消費者福利。 由競
爭法的角度來看，忠誠或捆綁折扣僅代表選擇與不選擇折扣安排買方間之價格
差異，至於折扣方案本身對市場競爭之實質與潛在影響，則尚需透過對行為之
經濟分析，判斷消費者是否因折扣安排而實質上須付出較不接受折扣計畫時更
高的價格，以及折扣計畫是否具有排除具同等競爭效率潛在競爭者之效果。
雖然在實務與形式上，廠商的「折扣」安排可能會以不同的類型出現於
市場中，但若以折扣計畫內容所涉及之產品數量多寡為標準，則可將其歸納
為「單一產品折扣」（single-product discounts/rebates）與「多數產品折扣」
20

（multi-product discounts/rebates）二大類型。 所謂的「單一產品折扣」乃指
具市場力量之賣方，對購買「數量」或「比例」達到或超過一定門檻要求之買
方所給予之價格折扣。若以折扣的適用範圍來看，可進一步細分為「回溯性折
扣」（retroactive discounts），即折扣適用於「所有」買方所購買的產品單位
數量，以及折扣只適用於超過門檻之購買單位數的「增量折扣」（incremental
discounts）。「忠誠折扣」即屬常見之（loyalty rebates）「單一產品折扣」類
型。舉例言之，獨占廠商甲以1,000單位或買方所需產品數量之80%作為折扣門
檻，買方只要購買超過該門檻，則超過的部分（「增量折扣」）或所有的購買
產品（「回溯性折扣」）均得享有一定的價格折扣。不過就競爭效果而言，以
「量」為門檻之忠誠折扣，由於通常並未具體限制買方可以和競爭對手交易之
比例或數量，其排除及封鎖競爭的可能性相對較低。實務上，忠誠折扣與獨家
交易（exclusive dealing）在契約內容上或有不同，獨家交易契約通常是以接受
18
19
20

Id., at 1790.
Einer Elhauge& Damien Geradin, Global Competition Law and Economics 570 (2007).
OECD Policy Roundtables: Fidelity and Bundled Rebates and Discounts 19-20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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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購買義務作為契約成立之前提，買方只有選擇接受或不接受的可能。相對
的，在忠誠折扣下，買方形式上似有較多的選擇。但從實質的競爭效果而言，
二者似無太大的不同。例如，在反托拉斯法下，二者均是以受該約定影響而被
排除於競爭外之競爭廠商市占率多寡為主要的判斷依據。另外，廠商往往難以
精確估算交易相對人因違反獨家交易約定所受之具體損害，而獨家交易安排也
會因違法反托拉斯法，而在契約法下被認定為無效，而無法請求損害賠償。因
此，廠商用以制裁違約廠商的手段，主要仍是以令違約者喪失未來交易機會以
及原本可享有的折扣利益為主。相對的，廠商也可以將折扣訂得高於違約所需
負擔之損害賠償額，來達到獨家交易的目的。

21

至於在「多數產品折扣」部分，常見的類型乃賣方提供同時購買二個或多
項其他產品的買方價格折扣。在捆綁折扣的部分，買方仍同時享有購買捆綁產
品組合中個別產品的權利，不過捆綁價格通常會低於單獨購買組合產品之價格
總合，甚或是低於單獨購買主要產品的價格。舉例言之，若甲廠商是A產品的
獨占廠商，但於B產品市場並無市場支配力。假設對甲廠商而言，A產品的最
適價格為$100，B產品的競爭價格為$50。甲可以透過對二項產品個別價格與
組合價格的操縱，提高消費者願意購買其所生產的B產品的意願。最簡單直接
的方式，即是提供買方得以$140同時購買A和B的購買選項。另外，甲也可以
將A的價格調高至$200，同時以$150出售A和B的組合產品. 即使甲將A的價格
設在$140，A和B的組合價格設在$150，只要買方因單獨購買A所受之不利益
（$140-$100=$40），高於選擇甲所生產而非其競爭者所提供之B產品所需承擔
之成本時，買者仍會選擇同時購買A和B。22據此例示，雖然搭售與捆綁折扣有
類似於忠誠折扣與獨家交易之形式上差別，但就實質的競爭效果而言，二者並
無明顯的不同。

參、忠誠折扣與捆綁折扣的經濟分析
一般而言，折扣降低價格、促進市場競爭，為競爭主管機關所歡迎。但
「忠誠折扣（loyalty discounts）」或「捆綁折扣（bundled discounts）」則可能
產生一些限制競爭的結果，本節將對這兩類型折扣進行其「促進競爭」與「限
21
22

Elhauge&Geradin, supra note 19, at 571.
Id., at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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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競爭」之經濟分析。

「忠誠折扣」被廣泛的使用於企業行銷，意指只要在一段期間內，買者
24

所購買的某一產品，達到某一規定數量，就可獲得價格折扣。 此一「規定數
量」即為「折扣門檻（threshold）」，買者購買該一產品之數量若超過門檻，
25

折扣優惠就開始生效。 至於「捆綁折扣」，系指若買者同時買兩種（或多
種）產品時，則賣者就給予折扣，因此，包裹之價格會小於各成分產品拆開分
買時的價格總和。這在實務商業應用上，亦相當普遍。捆綁（bundling）與搭
售的差別是，前者包裹內的各類型產品之比例固定，而後者之數量可以由買者
自由決定。單純捆綁銷售（pure bundling）並不提供產品拆售的選項，而混合
捆綁銷售（mixed bundling），則同時提供各產品分售的選擇。
忠誠折扣與捆綁折扣，有其促進競爭的效果，但也有一些可能產生的限制
競爭效果，其中尤以忠誠折扣所產生的競爭關係變化，更值得仔細了解。

一、忠誠折扣之競爭者誘因26
忠誠折扣最直接涉及的問題，就是購買者「轉檯成本（switching cost）」
的增加。假設，乙零售商去年平均每月購買某產品100單位（故去年全年該產
品之購買總量為1,200單位）。甲製造商於是單方面提供承諾給乙零售商，只要
乙於今年度內，向其購買之產品總數達1,200單位，則全部數量的每一單位都將
折價50%。（亦即，返還先前已付的價金50%）。於是，當乙零售商之購買數
量愈來愈大（靠近優惠折扣門檻愈來愈近），則此時它若轉向其它供應商購買
產品，其損失（即向它廠購買的邊際成本）將隨之愈大，亦即其轉檯成本將隨
之愈高。因此，忠誠折扣的設計，將會使得乙零售商在某種程度上為甲製造商
所套牢，導致市場購買數量之流動性減少，如果其它競爭競爭廠難以推出類似
的折扣策略以為競逐，則此購買數量流動性的降低，即意味著市場競爭程度的
23
24

25
26

亦可參閱：陳和全，管理經濟學與策略，指南書局，第18與22章，2011年。
「忠誠折扣」之英文，於文獻與檔案上，除了慣用的royalty discounts外，尚有
fidelity discounts及target discounts等。折扣一詞，是discount，也交替使用rebate；後
者文意雖偏重於事後的回扣，但也都是事前的約定，與前者實質意義相同，故於此
一支文獻上的英文用語，兩者被交替使用，而於中文翻譯上，則一律使用「折扣」
一詞。
門檻的設計，有的是規定一個數量，有的是規定達到過去一段時期內銷售量的某一
比例。
本節之誘因分析，請參照：陳和全，同註23，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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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削弱。
假設廠商A提供了如下的承諾：「於某一定期間內，若買者向其所購買的
產品數量不大於 qT，則每一單位訂價 PA；若購買數量大於 qT，則全部所購的每
一單位都將回溯給予折扣，價格變為 PA-dA。」這裏的 qT 即為「折扣門檻」，
而 dA 則為折扣優惠。為了分析忠誠折扣所產生的強烈誘因，我們假設目前某
一買者之總需求量為 Q = qT + q’ 單位，其中 q’ 為不屬於門檻的數量；同時假
設，市場上存在（或潛在）一個具有相同生產效率的B廠商，其生產邊際成本
與廠商A相同（都是 m）。我們想要分析，它廠商B若要誘離此一買者原先打
算向A購買的部分數量，則在A採行「忠誠折扣」策略之下，B廠成功誘離買者
轉檯購買其產品的價格該如何訂定。
基本上，它廠商B想要吸引該買者轉而向其購買，它必須要能提供出更為
便宜的購買價格。我們可以進行如下的誘因分析：
● 當該買者全數需求量都跟A廠購買，則其所支付總額為：

C1 = (PA – dA )Q。
● 當B廠僅成功誘使買者少量（qB）轉購，設

qB ≤ q’。則該買者所支付之

購買總額為：C2 = (PA – dA )(Q – qB) + qBPB = C1 - (PA – dA – PB)。故要成
功誘使該買者轉向 B 廠購買小量，必須 C2 ≤ C1，亦即 PB ≤ PA – dA。
● 當B廠成功的誘使買者大量（qB）轉購，使得

qB ≤q’。則該買者所支付

之購買總額變成：C3 = PA( qT + q’ – qB) + qBPB = C1 + dA ( qT ≤ q’ ) – (PA –
PB )qB。 故要成功誘使該買者轉向B廠購買較大數量，必須 C3 ≤ C1，亦
即 PB ≤ – (dAQ/qB )≡P*。
上面的數學，可以完全從經濟意涵上解讀。當僅有小數量被誘離轉向B
廠時，因為並未使得該買者喪失在A廠所享有的折扣優惠，因此，B廠想要拉
攏這些小數量的轉枱，其所面對的A廠競爭價格是 PA – dA，亦即，B廠只要開
出的價格不大於A廠該折扣優惠價格，就可以有效吸引該買者向其轉購「少
量」。由於B廠與A廠假設是具有相同的生產效率，因此B廠具有開出此一價格
的能力，這時所形成的價格競爭，增進了市場效率。
但是，當B廠相想要誘使該買者向其轉購更大數量時，因為這會使得該
買者向A廠購買數量變得小於折扣門檻（qT），而無法再享有A廠所提供折扣
價格（此時必須支付A廠購買單價為 PA），B廠若想要拉攏該買者做出這樣的
決定，就得先行補貼該買者因為轉枱（switching）而所損失的從A廠處所得優
惠，其大小就是等於原先購買者所可享有的折扣優惠總額，亦即為 d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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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B廠能夠給付該買者 dAQ 作為補貼，則只要訂價不大於廠商A的價格
（PA），就可以有效拉攏該買者之轉購。假設，誘離轉購數量為 qB，則廠商B
在成功吸引買者轉購後的最大可能淨收益（net revenue）為 qBPA – dAQ，而每單
位的平均最大可能淨收益則為 PA – dAQ/qB，定義這個值為 P*。也就是說，廠
商B要能成功誘離原向A廠購買的數量 qB，則其每單位平均訂價 PB，不得大於
P*。這裏，P*即為所謂的有效價格（effective price），本文稱其為「最大可能
誘離價格（maximum inducing price）」。
事實上，這等「補貼」，如同兩段訂價（two-part tariff）中的定額給付，
也類似於廠商投資時所必須先行付出的固定成本（ex ante investment）。B 廠
要想有機會成功誘離A廠的原買者或數量，大到 qB > q’，則它就必須先行付出
固定成本 dAQ。由於平均固定成本，會隨著規模愈大而遞減，也就是，它會隨
著誘離轉購數量愈大而愈小，因此一旦B廠給付了固定成本，則它勢必要想辦
法達到最大可能的誘離數量，如此才可以提增淨收益，其所開出的實質價格
（PB）也就可以相對較高。
由於實質平均誘離價格（PB）一定不大於最大可能誘離價格（P*），依前
述之分析，我們知道，最大可能誘離價格（P*）會是一條非線性結構訂價。這
一條結構訂價曲線繪於圖一，同時，我們於表一呈列了兩組不同折扣門檻的數
值模擬。
圖一所示，當成功誘離的數量尚未使得願購者失去A廠折扣優惠時（即
q B < q’），其最大可能誘離價格為 PA – d A。但是，如果B廠所能誘離的只是
q’ + 1，此時要付出的代價最大，因為剛跨過門檻，固定成本之攤分最小，誘
使買者轉檯的最大可能誘離價格最小（PA – dAQ/(q’ + 1)），甚至有可能會小於
零。此後，隨著誘離數量漸增，最大可能誘離價格也隨之漸增。當成功誘離的
數量增加到該買者全部總需求量（Q）時，則廠商B所需開出的價格，也只要
是不大於 PA – dA 就可以。
因此，面對A廠的忠誠折扣，它廠若無法成功誘離夠大的數量，其誘離訂
27

價就得相對低許多 ，結果就很可能出現誘離訂價必須小於邊際成本 m 的現
27

這 一 論 點 亦 正 是 歐 盟 委 員 會 在 Vi rg i n 航 空 公 司 控 告 英 國 航 空 公 司 一 案 中 ， 顯
著明示的論點，也是其據以判斷英航違法的主要論據。歐盟委員會提到：
「ConverselyAcompetitor of BA who wishes to giveAtravel agent an incentive to
divert some sales from BA to the competing airline will have to payAmuch higher rate
of commission than BA on all of the tickets sold by it to overcome the effect」。請
參考European Commission (1999)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4 July 1999 rel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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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如圖一所顯示，除非B廠能夠誘離高達 qm 的數量，否則其誘離訂價就得
小於邊際成本 m。而於表一的案例模擬中，顯示廠商B必須挖取60%（即720單
位）的數量，其最大可能誘離價格才會等於其邊際成本，一旦小於720單位，
則其最大誘離價格只能小於邊際成本，亦即「賠本誘離」。由我們假設廠商A
與它廠B具有相同的生產效率，而B廠若無法從忠誠折扣廠（A）處誘離出夠大
的數量，則它的最大可能誘離價格就必須小於其邊際成本。顯然的，因為A廠
之採用「忠誠折扣」，競爭對手B廠之競爭空間因而受到了嚴重排擠，可能傷
害市場競爭。
另外，如果A廠的折扣太大，以致於折扣價格小於了邊際成本，加上忠誠
折扣所造成的轉檯高成本，將使對手廠商或者潛在廠商被排除於市場之外，這
也可能涉及了「掠奪訂價」違法行為。另外，搭配「搭售」策略，可以把其所
構築的高轉檯成本延伸至另一產品市場上，傷害另一市場之競爭程度。這些可
能引發的違反公平交易法行為，將逐一列述於後。

P
PA - dA

P*

m
P*
0

q′

qm

Q

qB

PA – dAQ/(q′+1)
圖一

競爭者之最大可能誘離價格

說明：(1)要成功誘離數量qB，誘離價格必須PB ≤ P*；(2) Q = qT + q’；(3) qm = dAQ/(pA - m)

28

toAproceeding under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IV/D-2/34.780 – Virgin/British
Airways) (2000/74/EC),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ities, L. 30/1 (Fegruary 4,
2000).
本文假設兩家廠商之邊際成本相等，亦即是具「等同效率」的兩家廠商。一般而
言，採用忠誠折扣的廠商都是市場中具較大規模的廠商，若此等廠商採行忠誠折扣
都已足以導致「等同效率」的競爭廠商無法繼續經營，則其它「較差效率」的競爭
廠商更是無法生存，故分析「等同效率」廠商受到衝擊的大小，是一個足以做為評
判忠誠折扣的比較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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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競爭者之最大可能誘離價格模擬

A廠原價 (PA) = 100，折扣 (dA) = 30，買者預期總需求 (Q) = 1,200，
兩廠邊際成本 (m) = 50, Q = qT + q’

折扣門檻(qT) = 960 (即90%Q)

折扣門檻(qT) = 1,200 (即100%Q)

誘離數量(qB) 最大可能誘離價格(p*)

誘離數量(qB) 最大可能誘離價格(p*)

1

70

1

-35900

100

70

100

-260

150

70

150

-140

200

70

200

-80

241

-49.38

241

-49.38

300

-20

300

-20

350

-2.86

350

-2.86

400

10

400

10

500

28

500

28

600

40

600

40

700

48.57

700

48.57

720

50

720

50

800

55

800

55

900

60

900

60

1,000

64

1,000

64

1,100

67.27

1,100

67.27

1,200

70

1,200

70

1. 忠誠折扣之「限制競爭」效果
在前述的誘因分析中，我們知道，如果它廠無法從實施忠誠折扣的廠商手
中挖走客戶的某一水準大量購買數，則其誘離訂價就可能要小於邊際成本才能
奏效，因此導致顧客被大廠壟斷套牢，市場數量流動性大減，市場競爭受到
壓抑、市場競爭效率不復存在。殊值一提者，忠誠折扣固然有限制競爭對手或
潛在競爭者的可能，但是否足以傷害市場競爭，猶需仔細探索。尤其必須留
意，使用忠誠折扣的廠商其原來市場力量是否夠大，市場中同時採用忠誠折
扣策略的廠商數目是否很多， 同時，是否存在顯著的規模效益（economies of
scale）、網路外部性、與買者轉檯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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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忠誠折扣廠商之市場力量
2.1. 顯著不對稱優勢問題
競爭廠商挖不走實施忠誠折扣廠商之某一水準數量，是可能實際存在於
市場的。一些廠商儘管身處多家競爭者的市場，但因可能具有顯著不對稱
29

（significant asymmetry）地位， 而使其忠誠客戶之購買量不易被挖走，因而
壓縮市場的購買量流動性，限制了市場可競爭性，廠商數目也可能因而減少。
這一顯著不對稱地位，可能來自於廠商品牌聲譽所建構的「品牌忠誠」，或由
於該品牌本身品質較好、或者由於它是市場慣用的先驅產品、消費者在過去就
比較長期偏好使用它。因此，零售商對此產品之進貨會設定一個比較大量的
「必須存貨（must stock； must have； must buy）」，這一部分的數量，基本
上是它廠商所誘離不走的部分，屬於市場上不可競爭（non-contestable）的需
求量。不可競爭的數量愈大，則在忠誠折扣下，可以被它廠挖走的數量就會愈
小，即市場中的可競爭（contestable）數量愈小。在這樣的狀況下，它廠商為
了誘離忠誠折扣下的客戶與數量，其所需開出的誘離價格相對就要更低，甚至
得低於其邊際成本。此時，它廠商儘管具有與實施忠誠折扣廠等同的生產效
率，也不足與該廠競爭，導致競爭廠商被擠壓，甚至導致競爭廠商退出市場、
具等同效率的新廠無法進場競爭、市場競爭程度減少。
2.2 網路外部性
不可競爭數量的部分，不僅是因為品牌忠誠的原因所致。在現代許多具有
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的產業中（如電腦軟體產業），由於廠商
之規模愈大，則其使用者之效用就會呈現convex遞增，因此，想要誘離這類型
產業中的大廠數量，所需開出的誘離價格自然要較低。若這類型大廠再行使用
30

「忠誠折扣」優惠策略，則其它廠商想要大量挖走數量，更是難上加難。 這
樣的產業中，一個僅僅領先小幅銷售量的廠商，利用忠誠折扣為手段，就可以
轉化為長期的優勢。市場中，若存在一些這樣的廠商，同時利用這樣的手段，
則一些原本銷售量僅小幅落後的廠商，就會失去市場競爭能力。
在具有網路外部性的產業中，一個產量領先的廠商，儘管面對市場中其它
同等效率廠商的競爭，在沒有採用「忠誠折扣」下，網路外部性的效果，可能
29
30

OECD (2002), Policy Roundtables: Loyalty and Fidelity Discounts and Rebates. DAFFE/
COMP (2002) 21.
DAFFE/COMP (2002)稱此類型市場為「tippy markets」，因市場數量會快速傾斜匯
聚於某一（些）大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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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足以促成其快速擴張市場占有。若這類產量領先的廠商，再同時採用「忠
誠折扣」，便能為加速擴張效果。因此，要判斷忠成折扣是否是造成「排除競
爭」之主要因素，而予以禁制，就必須審慎分離「網路外部性」與「忠誠折
扣」各自的作用大小。基本上，網路外部性的存在，增加廠商的壟斷力，促長
價格；但是，忠誠折扣的使用，會導致價格下跌。在判斷具網路外部性產業
時，事實上，忠誠折扣可以促進競爭、也可能壓制競爭，必須仔細分析研判。
3. 忠誠折扣之可能反競爭態樣
3.1. 勾結聯合
如果兩家廠商同時採用忠誠折扣，則因客戶或購買數量流動變低、轉檯
成本變高，因此各廠可以更為有效的綁住各自客戶與購買量，加強了勾結
（collusion）的穩定性。若某廠商欺騙，它就必須很大幅的降價，才足以誘離
對方的客戶與購買量，一者，此等大幅降價可能不符合成本，不易採行；二
者，挖走採用忠誠折扣廠商的客戶或購買量，必須誘離大量才能夠使得誘離價
格不致低於成本，此一誘離的大數量，很容易就被對方查覺，因此欺騙行為不
易遂行。此二者，都使得既有的勾結容易有效的持續。
3.2. 差別取價
在忠誠折扣策略下，對於同一買者，其給付價格是非線性的，未達
門檻數量以前，單價較高，達到門檻後，價格較低，這是對同一買者不
同購買數量但相同生產成本的產品，訂定不同價格，乃差別取價（price
discrimination）的類型。另外，廠商也可能對不同的買者訂定不同的門檻數
量水準，甚至是不同的折扣水準，這也都構成了差別訂價。尤其是後者，對
於市場不同零售商訂定不同的門檻數量水準或折扣水準，可能導致零售市場
競爭受到傷害。這一議題，可以回歸到單純的差別訂價，來分析零售市場的
競爭發展是否因此而受到了限制。
差別訂價的利弊，需依個案分析。一般而言，差別訂價之下的社會福利要
有所增加，其必要條是市場上的總產量得要增加，這是一個簡單的判斷準則。
因為，在不同訂價下，買者的需求面上會出現配置不效率（配銷不效率），為
了使得社會福利增加，則這一配置不效率必須有效的被總產量的增加所抵消。
忠誠折扣在這一方面的問題，也是雷同：一者，給不同買者不同忠誠折扣設
計，是有可能增加總體市場產銷量的；二者，給予個別不同忠誠折扣勢必仍然
無法達到配置效率，因為個別的需求無法精確估計。審視時，必須同時考慮這
兩個效應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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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排它性交易
當忠誠折扣的門檻數量等於買者一定期間內的預期總需求量時，此時即可
能構成排它性交易行為，亦即圖一中，qT = Q, q’ = 0。一般而言，買者是比較
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安排，因為獨賣一家品牌可能無法吸引充分的消費量，同時
面臨的經營風險也相對較大，因此，涉及排它性交易，賣者於忠誠折扣之安排
上，往往會在實質上或法律上明顯要求。
一如其它許多文獻的分析，排它性交易最主要傷害市場競爭的因素，在於
它限制了競爭對手或潛在競爭者的行銷管道。不過，如果不是市場優勢廠商
（dominant firm）或者大多數廠商採用排它性交易策略，僅管少數競爭對手或
潛在競爭者之行銷管道受限，仍不一定足以構成對整個市場競爭程度的限制。
如果競爭對手經營效率本來就很差，或者市場本來就存在著很高的參進障
礙（barriers to entry），則僅管排它性交易有限縮競爭對手競爭之可能，但仍
不足以斷定該策略對總體市場競爭程度有顯著的影響。這是因為市場之不具競
爭程度，在排它性交易策略採用前就已經存在，因此，在這一市場中，我們必
須審慎析離「排它性交易」本身對市場競爭的加乘效用，才可斷定這一策略是
否顯著影響市場競爭。
3.4. 掠奪性訂價
掠奪訂價策略（predatory pricing），透過很低的價格，逼使競爭廠商面臨
無利可圖，而退出市場或不敢進入市場。理論上，兩家完全一致的廠商，若一
廠商採行掠奪訂價而忍受負利潤，其虧本額度會遠比被掠奪者還大。因此，掠
奪要能成功，該廠必須在市場上具有「顯著不對稱」的優勢。
一般而言，掠奪訂價呈現出的實務現象有兩個。一方面，掠奪者現在呈
現價格小於成本，另一方面，掠奪者訂價未來有可能回升至高水準價格。若
判斷結果明顯的可能符合這兩項要件，則該廠商就很可能正在採行「掠奪價
31

格」。

然而企圖「掠奪訂價」的廠商，可以透過「忠誠折扣」的搭配，達到掠
奪訂價的結果，卻沒有掠奪訂價的外觀。因為「忠誠折扣」的採行，可以讓
該廠不必訂定低於成本的價格，就能擠壓競爭者的生存空間。只要優惠價格
31

這兩個基本準則也是美國法院於Virgin v. BA一案中所強調的。請參見Virgin Atlantic
Airways Limited, Plaintiff-Appellant, v. British Airways Plc, Defendant-Appellee., 257
F.3d 256 (2nd Cir. 2001), Docket Number: 99-9402. Linked as: http://federal-circuits.vlex.
com/vid/virgin-airways-british-plc-18528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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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低（但仍大於成本），競爭者的最大可能誘離價格就可能小於成本，使得
競爭者在面臨不足的殘餘需求下，可能無利可圖而退出市場，達到掠奪訂價
所要的目的。
事實上，以「忠誠折扣」進行掠奪，很少需要降價到小於成本的地步，因
此，在公平交易法審議上，很難判斷「掠奪」之成立。這正是執法單位必須更
為謹慎仔細分析之處。
4. 忠誠折扣之「促進競爭」
4.1. 配置效率與技術效率
競爭市場中，當有多家採用忠誠折扣時，市場價格會更趨近於邊際成本，
因此在「搶量」的競爭中，廠商會更為重視較具效率的零售商，而以更大量並
且更優惠的價格供給，結果，市場中效率零售商將獲得更多量與更低價的進
貨來源，促成市場更具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與技術效率（technical
32

efficiency） 。
忠誠折扣之於配置效率與技術效率之增進，可以展現在底下的一些效果
之上：
● 增進供應商（或製造商）之銷售穩定性，減少市場波動所導致的銷售量

波動，因而減少存貨成本。
● 由於供應商會因此策略而取得較大產量，因此會有規模經濟效益，而買

者也會有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的節省。
● 當一買者比較會把折扣優惠轉移至對最終消費者的降價，以圖取更大銷

售量時，這類零售買者的彈性較大，其需求購買量就會較大。透過忠誠
折扣，供應商可以較低價格供應給該買者，結果是，需求彈性大者獲得
較大供應量而且較低價格，市場交易變得更有效率，而且不會傷及其它
購買者。
4.2 提升銷售投入
由於一家經銷商只能販賣一個品牌，因此個別經銷商之內不會有多種品牌
的競爭，但是這樣的設計也同時排除了不同品牌間「搭便車（free-riding）」
的現象，使得製造商願意投入更多的促銷與服務，從而提增了市場內不同品牌
間的競爭。例如，當某製造商打起廣告全面促銷，因而吸引了更多的消費者走
32

「配置效率」意指，高效率的廠商生產多、而低效率的廠商生產少，因此市場中的
「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相對被減少。「技術效率」則指，在inputs轉化成
outputs的生產或配銷過程中，達到資源最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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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經銷商參觀詢問，如果該經銷商同時經銷其它（不花成本廣告促銷）的品
牌，該經銷商可能會因為它品牌利潤空間大，而誘使參觀詢問的顧客改買它品
牌。杜絕經銷商這等投機行為，就是採用排它性交易，如此製造商可以放心且
大量的投入促銷，進而帶動起製造商（品牌）間的高度競爭。
另外，零售場的「上架費（slotting allowance）」可視為一種「忠誠折扣」
的變化型態。零售場承諾替某一（些）供應商保留部分上架空間、或保留特別
區位上架，並向該供應商索取該特權的入場費（或上架費）。對於該供應商而
言，這等於是一個負向的忠誠折扣，因為想要零售場替其保留更大空間，則其
付費就要愈高。這個負向的忠誠折扣有兩個意義，第一，確保新品牌的推出，
可以有管道上市；第二，轉移部分新品牌的行銷風險至供應商本身，而供應商
本身對其所推出的新品牌本來就具有較高程度的市場分析與掌握，故更能承擔
風險。因此，當廠商有新品牌推出時，「上架費」變成提高新品牌市場競爭程
度的一個工具。

二、捆綁折扣之競爭者誘因
在單一產品的「忠誠折扣」中，廠商規定購買某產品「一定數量」方可得
到折扣優惠。事實上，捆綁折扣的本質，也極為類似於這樣的設計。廠商A把
其名下的多個財貨捆綁銷售，其中有一個（或一些）財貨是具有市場優勢的產
品，而一些財貨則是處於競爭市場的產品。假設廠商B生產銷售的產品，只有
廠商A捆綁財貨中的一部分，都是競爭市場產品。
捆綁銷售的特色，是買固定數量的壟斷財貨，一定要同時購買固定比例的
競爭財貨，不這樣做而想分開採買，就得付出相對較高的總和價格。也就是
說，廠商A事實上是規定，買者要同時採買某一固定水準數量的各項產品，才
能獲得較低價格（即折扣）。換句話說，買者要購買某固定數量的壟斷財貨，
就必須同時購買其競爭財貨達到「一定數量」，才能享有折扣優惠。這裏，包
裏中「壟斷財貨」的數量，因為是壟斷，因此成為買者必買（must buy； must
have； must stock）的數量，是屬於單一產品忠誠折扣中所謂的「不可競爭」
部分；而包裹中，競爭財貨必須達到規定的「一定數量」，即為單一產品忠誠
折扣中的「門檻」水準。
準此而言，事實上，捆綁折扣可以視為單一產品忠誠折扣的一種變化型
式，因此，忠誠折扣中的「誘因」分析，當可類推於此。也就是說，競爭廠
商B想要由廠商A（實施捆綁折扣者）手中成功誘離買者，其最大可能誘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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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仍然如圖一形式的非線性曲線，它仍然得用相對很低的價格，才足以成功
誘離廠A的原購買者，甚至得低於其邊際成本而不可行。所以，捆綁折扣，同
單一產品忠誠折扣一樣，大為增加買者轉檯成本、減少市場上買者流動性、排
擠競爭對手，甚至傷害市場競爭。
不過，競爭主管之適法分析上，會相形更為複雜。如單一產品忠誠折扣之
分析，競爭者的最大可能誘離價格，受到採用忠誠折扣廠的折扣大小所影響，
折扣愈大（小），則競爭者的最大可能誘離價格就愈小（大）。然而，大廠
的捆綁折扣是針對整個包裹而定，但競爭者只與大廠捆綁包裹中的某一項（部
分）產品競爭，該項競爭產品到底實質折扣多大，無法明確切割，因此無法明
確計算競爭者最大可能誘離價格，也就無法明確判斷競爭者受到的壓制大小。
實務適法上，如何把折扣優惠恰當的拆分（discount allocation）於包裹中各成
分產品，是判斷上的一個棘手問題。
上面的例子中，如果市場上的競爭對手，有能力可以推出與廠商A同成分
的捆綁品，不論是單一競爭廠所推出、或者是廠商於市場中策略聯盟而推出，
則意味著，捆綁包裹在市場中存在著相同產品的競爭者（bundle-to-bundle），
此時，競爭者的最大可能誘離價格，就可比照單一產品忠誠折扣下的方式計
算，判斷上不會有問題。
1. 捆綁折扣之「限制競爭」效果
1.1 排除競爭
捆綁折扣，在巧妙運用下，可以透過壟斷財貨之力量，提升甚至支配了競
爭財貨的市場力量，展現出「搭售」的相同的結果。若果真如此，則此時必須
以「搭售」予以看待。而評定「搭售」，最主要的當然就在於其「掠奪」的行
為分析。
透過多個產品的捆綁，以其中一個或數個具市場支配力量的產品，搭配其
它競爭財貨，廠商就可以護航其競爭產品，擠壓甚或掠奪市場上其它販售單品
（或僅部分競爭產品）的競爭品牌。同時，因捆綁中的成分產品，品牌間進行
交叉補貼，成本不易分析，若果真該廠之企圖在於「掠奪」，也很難判斷出訂
價低於成本的表徵準則。因此，大廠的捆綁折扣，可以成為一個有效排除競爭
者的利器。然而在公平交易法的判斷上，它最大的難處，是「訂價低於成本」
的表徵被掩蓋，因此判斷上仍需仔細析離「捆綁折扣」的單獨效應。
1.2. 差別取價
廠商可以依據不同購買者對各產品的不同願付價格，訂定一個單一的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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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可以剝削到相對較大的消費者剩餘。此時，市場之總銷售量可能是增加
的，而且平均的生產與配銷成本，可能是下降的。基本上，這很可能促成社會
福利增加。因此，只要捆綁折扣不涉及「排除他廠競爭」，則此等差別訂價就
不會產生違法性問題。
1.3. 掠奪訂價
當市場上存在有相同成分的包裹對包裹（bundle-to-bundle）競爭時，則回
歸到一般市場競爭的判斷法則，是否存在掠奪訂價，以包裹之總成本為比較基
準。但是，如果市場上的其它競爭者，僅擁有包裹中的一項（或部分）產品，
如同第三節所述，買者可能因為其中的壟斷財貨是必須購買的項目，因而不得
不向此一推出包裹的大廠購買，而使得競爭者無法生存。往往一家具多樣化產
品的大廠商，透過多種產品的包裝組合，推出捆綁折扣，可以有效的於多種產
品市場間進行交叉補貼，使其在所欲競奪的產品市場中，具有更高競爭能力，
甚或更高的驅逐或掠奪能力。
在這樣的狀況下，要判斷推行捆綁折扣策略的廠商，是否涉及掠奪訂價，
就必須先進行包裹中該競爭產品的折扣拆分（discount allocation； discount
attribution），據此計算出該競爭產品的設算價格（imputed price），以此拆分
後設算價格與其成本進行比較，以確認是否廠商有進行掠奪訂價。
判斷一廠商之捆綁折扣策略，是否涉及掠奪訂價，其基本必要準則如
下：

33

●該競爭產品是否拆分後設算價格小於生產該產品之成本增量

（incremental cost）。
● 該廠商是否可能回收因掠奪而承受的短期損失。
● 該捆綁折扣策略是否已經造成或可能造成市場競爭的負面影響。

依美國「反托拉斯現代化委員會」（Antitrust Modernization Commission；
AMC）所建議的「折扣拆分安全港（discount-allocation safe harbor）」這一概
念，即是以拆分後設算價格來與生產成本衡量之間做比較。設算價格大於生產
成本，則在安全港之內，則沒有掠奪之嫌。如果設算價格落於安全港之外，並
不能當然視此策略「限制競爭」，而必須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尤其是，採行
捆綁折扣具多種產品的大廠，若其設算價格落於安全港外，我們只能說，這代
表著一家僅僅生產包裹中的單一（或部分）產品之廠商，被逼得無能與這一大
33

Antitrust Modernization Commissio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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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競爭那些同時購買壟斷財與競爭財的買者，這並不代表，捆綁折扣一定傷害
了消費者、市場競爭、或社會福利。
2. 忠誠折扣與捆綁折扣之「促進競爭」效果
實務上，捆綁折扣策略使用亦相當之多，因為它提供了買者許多好處：
● 買者能以較低價格購買。
● 買者可以節省搜尋成本及訊息收集成本。
● 有利於新產品之引進推出，促進既存廠商間的競爭。
● 有利於買賣雙方廠商達到規模經濟效益與範疇經濟效率（economies

of

scope），降低生產成本、配銷成本、與存貨成本。
● 可以把具整合性質或高相容互補的產品包裹出售，更有利於買者。
● 製造商若要擴充其市場佔有，它亟需經銷商（零售商）積極投入促銷心

力、甚或配合其銷售時點情報系統（point of sale services；POS）之運
34

用 。製造商利用捆綁品忠誠折扣，讓零售商必須同時購買其所生產的
其它競爭品牌來銷售，減少零售商鼓勵勸誘參觀詢價的買者轉購它廠商
品牌，可以有效的沖淡零售商因顧慮「搭便車」行為，而降低促銷意願
的問題。
● 確保製造商於一定期間內各項產品的一定銷售數量，減少零售商突然轉

檯的風險，因此，製造商可以放心投入生產或研發的特殊性期前投資
（ex ante specific-investment）；同時，零售商也因貨源穩定，而可以放
心的投入銷售促賣軟硬體之期前投資或建設，雙方期前投資因買賣中斷
而浪費或「套牢（hold-up）」的恐懼與風險因而下降。因此，綑綁折扣
有助於解決雙方的套牢問題。

肆、美國競爭法規之規範分析
美國反托拉斯法規對於事業單方行為的主要規範法規乃修曼法（Sherman
Act）第1條關於以搭售來達到限制交易目的的手段，以及第2條禁止事業濫用
其市場地位以達維持或擴大其市場力量之目的。35另外，搭售、忠誠折扣、及
34

35

POS主要功能在於透過銷售端點的電腦連線系統，即時統計整個市場中商品的銷
售、庫存與顧客購買行為。業者可以透過此系統有效提升經營效率，是現代零售業
經營上不可或缺的必要工具。
15 U.S.C. §2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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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綁折扣安排若有排除競爭之疑慮，且符合克雷頓法（Clayton Act）第3條之
構成要件（如限於「商品」交易）時，該法亦有適用之可能。再者，從2009年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調查Intel相關授權行
36

為的趨勢看來， 規範「不公平競爭」（unfair competition）的美國聯邦交易委
員會法第5條（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FTC Act）也有可能在未來成為
美國競爭主管機關調查忠誠或捆綁折扣相關行為之條文依據。
整體而言，美國反托拉斯對單方行為的規範原則乃市場力量本身並不當然
構成違法，而只有在獨占事業採行特定類型之反競爭行為以維持其市場力量或
排除競爭對手的競爭時，才有違法的可能。但實務上對主管機關或法院最大的
挑戰在於，該如何區分對競爭有利與有妨礙競爭之行為。誠如美國反托拉斯法
法官學者Easterbrook所言，事業透過效能競爭取得市場地位與利潤，乃市場競
爭的本質，理應為法律所允許及鼓勵； 反之，侵略與具排他效果之行為對消費
者有害，法院應禁止之。問題是，競爭與排他行為二者往往相當類似，難以明
37

顯的區分。 本節以下整理與分析美國反托拉斯法對於搭售、忠誠折扣與捆綁
折扣之規範、案例說明與學理上對於相關問題之評析。

一、搭售行為之規範
雖然搭售安排仍被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是「當然違法」之行為，但綜
合相關之案例發展，法院於審理個案時，仍會就市場結構與競爭效果等，進
行實質上是「合理原則」的反托拉斯法分析。綜合法院相關之判決，檢驗搭
售之法律要件大致有以下幾點：1.涉案行為須包括二項個別產品（separate
products）；2.涉案事業須在主要產品市場中享有市場力量；3.有事證證明買方
確因被脅迫而接受搭售安排；4.搭售將影響被搭售產品市場中相當數量之州際
38

交易；5.搭售對被搭售產品市場產生了反競爭效果。 以下除了從法院判決理
由說明相關要件外，並將搭配學理說明搭售所可能具有之促進競爭功能。
1. 「個別產品」要件
搭售之所以產生競爭法上之疑義，乃在於賣方要求買方同時購買其原本可
36
37
38

See Complaint, In the Matter of Intel Corporation, FTC Docket No. 9341 (Dec. 16,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os/adjpro/d9341/091216intelcompt.pdf
Frank H. Easterbrook, When Is It Worthwhile to Use Courts to Search for Exclusionary
Conduct?, 2003 Colum. Bus. L. Rev. 345, 345 (2003).
Herbert 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ctice
351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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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並單獨購買之他產品，作為出售買方所需主要產品的條件，而剝奪了競爭
者交易機會與參與競爭的可能性。因此，涉案之產品或服務必須是性質上買方
可分別購買者，始有構成「搭」售之可能。換言之，若二項產品服務使用上無
法分離，或是被搭售產品實質上是主要產品的一部分，則二者應屬單一產品。
例如買方不得主張要分開購買汽車與方向盤。實務上，美國法院一向以「需求
特徵」（character of demand）理論，視組合產品於交易過程中，是否普遍存
在著個別獨立的需求來判斷，例如市場過去針對組合產品交易的型態，如買方
同時及接續購買二項產品的比例差異為何，或是交易計價是否是二項產品分別
39

計價等。 殊值一提者，乃組合產品即便從需求特徵來看屬於個別產品，但二
者合併使用若可提高使用效能，或是為有效率行銷產品所必須時，能否基於
「功能」的考量，而將二者視為是單一產品？部分論者持肯定的見解。例如
O’Connor大法官在Jefferson Parish案之協同意見書即指出，當產品組合銷售具
有實質經濟利益（economic advantages）時，將產品視為是個別產品即屬不恰
40

當。 另外，在部分垂直行銷安排類型，如加盟（franchise）契約，品牌商標
的授權搭配產品的購買義務，對於建立產品品牌形象與商譽有相當程度的必要
41

性與關聯性，故部分美國法院將二者視為是單一產品，而不構成搭售。
2.「市場力量」（market power）要件

事業必須於相關市場中具有一定的市場力量，始有可能成功地實施具反競
爭效果之單方行為。以搭售為例，事業若在主要產品市場不具市場力量，則不
願受制於搭售安排之買方，得以拒絕賣方之要求，另覓其他的替代交易對象，
使搭售計畫無法成功。然而，即便從經濟的觀點來看，上述論點不言可喻，但
綜觀美國判例，反托拉斯法院對於「市場力量」要件該不該成為搭售之要件之
一，以及該如何界定市場力量等相關問題，並非一開始即有明確的答案，而學
理上的辯論也未曾稍息。相關的討論大致可歸納為以下二點：其一、「市場力
量」的門檻應設在何處？其二、如何判斷市場力量是否存在及其程度如何？
2.1.「市場力量」門檻
42

在1953年的Times-Picayune Pub. Co. v. U.S. 案中，Clark大法官針對報社要
求廣告托播商需同時購買其早報及晚報廣告版面的要求，試圖建立修曼法及克
39
40
41
42

Jefferson Parish Hosp. Dist. v. Hyde, 466 U.S. 2, 22-24 (1984).
Id., at 40-41.
Hovenkamp, supra note 3, at 368.
345 U.S. 594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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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頓法在審理「市場力量」時的不同法律門檻。Clark認為，克雷頓法應較修曼
法關於「市場力量」要件之門檻規定要來得低，否則克雷頓法即沒有獨立存在
的價值。例如，修曼法第1條適用於會產生「限制交易」（in restraint of trade）
的行為，相對的，搭售行為只要會產生「實質影響市場競爭」之效果，克雷頓
法即有適用之可能。據此，Clark大法官作出進一步的區分標準： 原告若能證
明被告在主要產品市場具有相當市場力量，且搭售安排限制了被搭售產品市場
中相當數量的競爭時，則原告即可主張搭售已構成修曼法第1條「當然違法」
的行為。反之，若原告只能證明其中之一，則行為仍可依克雷頓法，依「合理
43

原則」進行檢視。 這樣的區分標準，讓部分在主要產品市場內不具市場力量
廠商之搭售安排，也有違反反托拉斯法的風險。相對的，具有市場力之廠商，
只要其搭售安排足以在被搭售產品市場產生實質之排除競爭效果時，即會被認
44

定為當然違法，不得提出相關的效率抗辯。 不過，此一二分法並未在後續案
件中為下級法院所採，總體而言，不論是修曼法或克雷頓法，已少有法院於搭
售案件中不審視被告於主要產品市場中是否有一定之市場力。
較值探討者，乃「市場力量」門檻高低的設定問題。對此，美國聯邦最高
法院從未表示違法搭售之具體市場力量門檻為何。美國早期較受矚目的搭售案
件有不少均涉及不當利用專利權強迫被授權人接受搭售條件的問題，聯邦最高
法院在審理這類型案件時，較傾向於將其視為是「專利濫用」之行為，「市場
力量」並非審理之重點； 即使部分法院注意到了「市場力量」的問題，但基
本上均認為，「專利權」等同於「獨占」，而並未進一步就專利所涉及之相關
市場範圍及市占率高低等加以分析。當然，將取得智財權與獨占力等同視之的
觀點，在1988年美國國會修改專利法（Patent Act）,以及聯邦最高法院2006年
45

Illinois Tool Works Inc.v. Independent Ink., Inc.案後， 已不再為法院所適用。但
46

聯邦最高法院在U.S. Steel Corp. v. Fortner Enterprises (Fortner II)案 之前，對於
值得發動反托拉斯法進行調查的「市場力量」門檻，仍多以抽象之概念來界
47

定，如賣方是否在主要產品市場中具有「支配」力量， 或是控制了相當數量
之主要產品，而讓賣方「享有足夠的經濟力量，而得以對被搭售產品市場的
43
44
45
46
47

Id., at 608-09.
Hovenkamp, supra note 3, at 354.
547 U.S. 28 (2006).
429 U.S. 610 (1977).
345 U.S. 611. (Time-Picay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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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自由競爭施加可觀的限制。」 甚至於在Fortner Enterprises v. U.S. Steel Corp.
（Fortner I）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更以被告以較優惠的房貸條件，吸引
買方必須同時購買其價格較同業為高之房屋，該房貸條件對買方所創造出之
「獨特」（unique）經濟利益，已足以推論出賣方在主要產品市場已具有市場
49

力量。 Fortner II推翻了FortnerI的見解，認為產品的「獨特性」本身，尚不
足以構成市場力量，除非另有事證證明獨特性的確可以創造市場力量。如果
優惠房貸僅在反映賣方比競爭對手更有意原願接受較低的利潤，或承擔較高
的風險，則法院常無法從所謂的「獨特性」，推論出賣方有較具優勢的經濟
50

力量。 這種不再只依賴抽象概念描述市場力量的界定方法，更具體的反映在
Jefferson Parish案中。對於該案所涉及醫院搭售醫療手術與麻醉服務，美國聯
邦最高法院認為，被告醫院在「手術服務」主要產品市場中約30% 的市占率，
非修曼法下之具市場支配地位的廠商，因為消費者尚有70%的替代手術醫療選
擇存在。

51

殊值一提者，乃原告於本案中提出「市占率」無法精確反應出被告市場地
位，因為醫療服務本身高度的專業性，使得消費者無從判斷醫療品質與價格間
之關係，而醫療保險給付，也會讓消費者不具有比價的誘因。對此，美國聯邦
最高法院認為，若「資訊不對等」與「第三人給付」真的會限制消費者進行替
代選擇，則有無搭售安排，對於消費者的選擇結果並無任何影響，也不會擴大
52

或減少被告醫院於相關市場中的市占率及市場力量。
2.2.「市場力量」之衡量

對於反托拉斯法如何衡量廠商市場力量，經濟理論已有相當的討論。例
如，著名的「拉納指數」（Lerner’s Index），以廠商訂價與邊際成本之差距，
以及該差距與訂價間之比率作為市場力之指標。另外，也有以事業是否有能
力長期獲取超額利潤，或是否有能力進行差別取價（price discrimination）等
事實，作為推論市場力量存在之依據。實務上，普遍為各國所採行之衡量方
法，乃首先透過所謂的SSNIP（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of price）法則，運用經濟學上產品或服務之需求價格交叉彈性（price cross48
49
50
51
52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v. United States, 356 U.S. 1, 6-8, 11 (1958).
394 U.S. 495, 505 (1969).
429 U.S. 622.
466 U.S. 26-27.
Id., at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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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sticity of demand）理論，觀察產品或競爭區域間之替代可能性，界定個案所
涉及之「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再判斷涉案被告於該相關市場內之實
際市場占有率為何。簡言之，「市占率」高低，乃反托拉斯法院及競爭主管機
關判斷事業是否有市場力的初步也可能是最主要的標準。
53

上述SSNIP 界定方法從出現之初即受到不少的批評。 哈佛大學法學院教
授Louis Kaplow更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對市場界定的缺失與必要性作全面性
54

的批評。 其認為該法則將導致執法者專注於「個別」與「特定」產品間之替
代關係，而漠視了「市場整體」之替代彈性，故此方法所得出之市場力量將隨
檢測者主觀所選定之比較產品市場，而缺乏一致性。故當有證據得以直接證明
55

廠商行為之反競爭效果時， 如行為導致市場整體產出減少，則不須界定「相
關市場」與「市占率」，仍可得出事業具市場力之事實。
另一項對SSNIP的批評，在於「市占率」往往無法真實反映賣方因「市場
的不完美性」（market imperfection）所得進一步取得對買方之交易優勢。就搭
售安排而言，最有名的案例，當屬1992年的Eastman Kodak v. Image Technical
56

Service 一案。Kodak公司遭Kodak影印機獨立維修商起訴，主張該公司自1985
年開，只將維修零件售予同時使用Kodak公司所提供之維修服務的使用者，並
同時嚴格管控零件之流向，使獨立維修商難以取得零件以進行維修服務。獨立
維修商主張，Kodak的搭售案安排，讓Kodak公司得以排除維修市場之競爭，
57

並取得獨占地位，違反修曼法第2條之規定。 Kodak則辯稱，美國影印機市場
是屬於競爭市場，因此，任何Kodak可以藉由搭售而在被搭售產品市場（維修
服務）所增加的利潤，均會被影印機市場所減少的需求損失所抵銷，也不可能
因此而得以擴大其在維修服務市場的市場力量。

58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判決中否決了Kodak關於市場力量的抗辯。法院指
出，Kodak的論述建立在完美市場假設之上；但對於像影印機這種複雜的耐久
53
54
55

56
57
58

相關批評的整理簡介，可參考 Louis Kaplow, Why (ever) Define Market, 124 Harv. L.
Rev. 437, 476-79 n. 78, 79, & 80 (2010).
See generally Kaplow, id.
See Eric L. Cramer & Daniel Berger, The Superiority of Direct Proof of MonopolyPower
and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in Antitrust Cases Involving Delayed Entry of GenericDrugs,
39 U.S.F. L. REV. 81, 100 (2004).
504 U.S. 451 (1992).
Id., at 458-59.
Id., at 4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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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使用者與廠商間對於產品有一定程度的資訊不對等。買方無法於決定購買
何種品牌影印機之初，正確估算購買後維修之頻率與成本，以判斷購買Kodak
影印機是否對其有利。而一旦買方因資訊上的落差而作出錯誤的消費決定，將
因此而被套牢（lock in）於與Kodak的售後維修服務關係，或需承擔一定的轉
換成本，始得脫離該關係。
不過該案判決仍有4位大法官持不同的意見，認為資訊不對等的問題，有
可能可以透過較為市場導向的方法來加解決，消費者並非如多數意見所想像的
那麼無助。反對意見認為，消費者在取得與運用資訊的能力上並非完全一致。
較專業的買方得提供關於影印機品質與相關維修資訊予較弱勢之買方，以協助
其改善資訊不對等的問題。另外，若資訊是消費者所需，則競爭對手也有提供
正確資訊，以爭取其等青睞的誘因。再者，誠如Jefferson Parish案所言，搭售
與否並無法解決法院所關切的資訊不對等，以及Kodak因此而得維持或擴大其
既有的市場力量等問題。
3.「脅迫」（coercion）要件
違法搭售安排必須要具有脅迫買方同時購買被搭售產品的效果，且該項脅
迫足以影響買方最終之消費選擇。美國法院對於搭售契約中之「脅迫」要件具
59

體內容為何，有不同的判斷標準，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四種主要見解： 一、買
方是否被強迫需購買被搭售產品才能取得主要產品，或是買方有無單獨購買主
要產品的可能；二、賣方被告是否在主要產品市場中有市場力量；三、買方是
否本來即會購買被搭售產品，故強迫其同時購買，並不會對造成損害；四、
若沒有搭售要求，是否買方替代選擇的機會就不會被剝奪。從Jefferson Parish
的判決理由來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似乎融合這四項見解。例如，最高法院
指出，當賣方享有足夠的市場力量，可以要求買方從事其在“一個競爭市場中
將不會採行的行為”時，搭售行為才有違法的可能； 同理，若賣方可以強迫買
方購買的方式，來限制市場中有價值的競爭，則制裁搭售安排，也具有正當
性。

60

於判斷搭售安排是否具「脅迫」效果時，被告於主要產品市場中是否具有
市場力量，仍應是上述四項標準所共通之前提要件，故應優先界定。再者，
「脅迫」要件不能單獨成為認定行為違法之要件，尚需與行為對相關市場所可
能產生之競爭效果，特別是搭售所具有的潛在促進競爭效果加以平衡。
59
60

Hovenkamp, supra note 3, at 364.
Id., at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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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影響被搭售產品市場中相當數量之州際間交易
此一要件的主要目的，在確認被告得利用搭售來排除被搭售市場競爭的程
度，及延伸市場力的可能，故所謂的「相當數量的交易」（substantial amount
of commerce），理論上應以競爭者因搭售而被排除於相關市場中競爭的「比
例」（percentage）為標準。不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傾向於以被告於被搭售產
61

品市場中之銷售金額作為標準。
5. 搭售之反競爭效果

綜合學理上的討論，搭售的反競爭效果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搭售與市場
力之延伸；二、搭售與市場參進障礙；三、搭售作為規避市場管制法規之手
段；四、搭售與差別取價。
5.1. 搭售與市場力之延伸
於主要產品市場中具市場力之廠商，可利用搭售來排除被搭售產品競爭者
之競爭，進而將其市場力量由主要產品市場擴大到被搭售產品市場，此乃學
62

理上所稱之搭售的「槓桿—排除」（leverage-foreclosure）效果。 「槓桿—排
除」理論最常受到的批評乃，具市場力量的廠商，並無法利用搭售來擴大自已
的「獨占利潤」，因為購買被搭售產品所額外付出之價格，實質上等同於購買
主要產品所需負擔的額外成本，而會減少買方對主要產品之需求，簡言之，獨
占廠商所得獲取的最大利潤是單一具固定的，受限於其所面對之市場需求與自
63

已之成本結構。

對於上述「單一利潤」（single profit）理論的質疑，也有部分支持市場力
延伸之學者提出反批評。其等認為，「單一利潤」理論建立在幾項關鍵的前提
假設，例如主要產品與被搭售產品二者有需求面的正向關聯，且二者的使用方
式是固定比例（fixed proportion）；另外，「單一利潤」理論假設主要產品與
被搭售產品市場的競爭態樣是競爭與獨占二個極端市場類型，但現實中實施搭
售的市場可能是界於二者之間的寡占或獨占式競爭。當上述相關前提改變後，
61
62

63

例如在United States v. Loew’s, Inc.一案中，認定被告之銷售金額超過$60,000，已足
以影響相當市場交易量。371 U.S. 38, 48 (1962).
See Ward S. Bowman, Tying Arrangements and the Leverage Problem, 67 Yale L. J. 19
(1957); Markovits, Tie-ins, Leverage, and American Antitrust Laws, 80 Yale L. J. 195
(1970).
RICHARD A.POSNER, ANTITRUST LAW 197–99 (2d ed. 2001); ROBERT A. BORK,
THE ANTITRUST PARADOX 372–75, 380–81 (19780; Aaron Director & Edward H.
Levi, Law andthe Future: Trade Regulation, 51 NW. U. L. REV. 281, 290–92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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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售可以被有效的運用作為廠商實施差別取價的工具，而擴大其利潤與市場
64

力。

5.2. 搭售與市場參進障礙
搭售安排限制了被搭售產品市場中潛在競爭者之交易機會，使競爭者對於
是否進入市場有所顧慮。特別是當被搭售產品市場有規模經濟的要求時，潛在
競爭者將因既存廠商的搭售安排，而無法有足夠數量的買方來降低其銷售成
本，而處於競爭上的劣勢。
5.3. 搭售作為規避市場管制法規之手段
對受管制產業而言，搭售亦有可能被運用於規避價格管制，實現最適訂價
目的工具。假設產業管制法規所設定之價格低於被管制者之最適價格時，受管
制者，得以搭售方式，要消費者以較高價格購買被搭售產品，使得搭售產品組
合的價格等同於未受管制時的最適價格。反之，若管制價格高於受管制者的最
適價格，如過去美國政府對民航市場費率之管制，則受管制航空公司得以多出
65

的利潤來補貼其所額外提供，但與管制目的未必相符的產品或服務。
5.4. 搭售與差別取價

差別取價是另一項常被論及之搭售反競爭效果。就理論而言，具市場力廠
商能否成功實施差別取價，取決於幾項因素。首先，法規上的限制。差別取價
在符合一定構成要件時，有違反美國Robinson-Patman法的風險。再者，廠商
要有能力區隔出收取高價與低價的消費群組，此又涉及到對不同屬性消費者賦
與搭售產品價值高低資訊的掌握。最後，廠商也要有能力避免低價購買產品廠
商，再將產品轉售與高價買方的套利（arbitrage）行為。搭售安排在一定程度
內可以解決這些差別取價之障礙。以影印機及碳粉的搭售為例。影印機廠商需
有能力區分不同消費者所願意支付的最高價格，才有可能成功地實施差別取
價，但對不同的消費者以不同的價格出售相同的產品，除非業者有正當理由，
否則很明顯地將違反差別取價的法規。另外，低價取得影印機的買方，也有誘
因將設備轉售與願意以高價購買影印機之買方。相對的，廠商也可以以統一的
價格出售影印機與碳粉，但要求買方須同時購買。因價格統一，故從法的形式
上來看，並無差別取價之情事，而由於價格統一，買方彼此間也無進行套利的
誘因。更重要的是，由於我們可以合理推論願意以高價購買影印機的買方，通
64
65

See Elhauge, Tying, Bundled Discounts, and the Death of the Single Monopoly Profit
Theory, 123 Harv. L. Rev. 397, 403-04 (2009).
Hovenkamp, supra no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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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也是使用頻率較高的買方，故其購買碳粉的頻率也高於低價買方。搭售的實
質效果是讓廠商可以從高價買方獲得高於低價買方的利潤。
殊值一提者，從經濟的福利效果來看，差別取價並非全然是降低整體福利
效果的行為。事實上，完全差別取價（perfect price discrimination）的福利效
果與完全競爭市場相同，只是福利的分配方向不同。此突顯了法律與經濟在看
待單方排除行為時，可能會有相當不同的角度與規範結論。其對搭售安排的啟
示，即在於全然依賴法形式構成要件來認定搭售在競爭法下之評價，恐有不足
之處，而應同時納入行為所可能具有之促進競爭功能的考量。
6. 搭售之促進競爭功能
除上述之反競爭效果外，部分反托拉斯法學者也提出了事業使用搭售安排
之正當理由 ，分述如下。

66

6.1. 搭售與生產效率的提昇
搭售與垂直整合在解決上、下游市場所可能出現之無效率生產要素組合問
題上，二者往往具有替代之關係。如Blair & Kaserman即指出，當下游市場之
生產技術屬於可變動比例（variable proportions）時，要素之獨占者可以搭售
其他非獨占生產要素，並以操控二要素價格比例的方式，避免下游廠商使用過
多之非獨占生產要素，與過少之獨占要素，而出現非最適之生產要素組合。另
外，搭售往往也是廠商提高生產效率考量下之產物，除可降低製造商之交易成
本外，也可節省消費者之搜尋成本。
6.2. 搭售與差別取價
主張「差別取價」是搭售之“促進競爭＂ 效果者，主要著眼於差別取價
之擴大市場產出功能。換言之，差別取價使原本在一獨占價格下，不願購買
產品之消費者，有機會以較低價格取得產品，進而降低獨占之無謂損失。固
然，搭售將使部分消費者必須支付較搭售實施前更高之價格，而產生不公平
之現象； 但從經濟的觀點來看，此部分純屬利益之移轉，對整體社會福利而
言，並無影響。
6.3. 搭售與控制產品品質
另一項常被論及關於搭售促進競爭效果者，乃搭售係廠商控制產品品質之
手段。特別是在加盟連鎖業中，常見授權廠商要求下游加盟店需同時向其或其
所指定之供應商購買生產加盟產品所需之原物料或設備，作為授權加盟之條
66

以下分析，乃參考陳志民，論美國反托拉斯法對搭售安排「個別產品」要件之認定
標準，第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77，489-494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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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其主要目的，在於控管加盟業者因未能遵守相關之品管要求，而導致產品
品質降低，而連帶影響了其他遵守品管要求加盟店之銷售利益，並傷害加盟事
業之整體企業形象。
6.4. 搭售與風險分擔理論
於垂直交易關係形成過程中，當所涉及之產品或銷售區域是新產品或新市
場時，下游市場之不確定性是廠商於締約前所需考量之重要因素之一。上游廠
商對於下游廠商是否具有成功促銷產品能力，可能所知有限。相對的，對下游
廠商而言，由於對於市場需求未能準確預估，也可能無從得知引入新產品是否
能獲利。學者認為，搭售安排可讓上、下游業者得以透過契約合理將市場不確
定性風險分配與締約雙方，增加交易關係形成之機率及擴大產品銷售量。

二、忠誠折扣行為之規範
1. 規範原則
於美國反托拉斯法下，忠誠折扣主要指的是「回溯性折扣」，且相較於搭
售或捆綁折扣，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尚未就忠誠折扣作出判決，而少數上訴至聯
邦上訴法院之案例，也都是民事訴訟。雖然2009年的Intel案相當程度反映出美
國競爭主管機關已開始重視此一議題，但整體而言，美國學界與法院仍較傾向
於接受忠誠折扣在多數的情況下對競爭與消費者是有利的，例如，製造商可
用此類型折扣來提供零售商支持其品牌的意願，或是作為競爭爭取顧客之手
67

段。 持較保留態度者則認為，當回溯性折扣使得產品每一單位價格低於廠商
之成本時，則忠誠折扣等同於獨占者之掠奪性訂價行為。近來，更有論者認
為，即便折扣後之價格仍高於成本，但理論上若實施折扣廠商為市場之獨占與
領導廠商，消費者對其產品在一定數量範圍內的需求彈性極低時，則獨占者可
利用忠誠折扣的方式，來誘使買方進一步購買超出該無彈性部分之全部或接近
68

全部之需求，達到封鎖與排除競爭者的目的。 故歸納來講，有競爭疑慮之忠
誠折扣，在美國法下可循獨占者的「掠奪性訂價」與類似獨家交易安排之「槓
桿-排除」理論等二項架構下進行研析。
67

68

OECD Policy Roundtables: Fidelity and Bundled Rebates and Discounts 137 (June 2008)
(U.S. submission). See also Joshua D. Wright, 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 to Exclusive
Dealing and Loyalty Discounts, Global Competition Policy 1, 6 (July 2009).
Will K. Tom, David A. Balto& Neil W. Averitt, Anticompetitive Aspects of Market-Share
Discounts and Other Incentives to Exclusive Dealing, 67 Antitrust L. J. 615, 627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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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相關判決，美國法院審理與「折扣」相關案件的具體架構大致可歸納
69

如下。 法院首先判斷涉案被告是否於相關市場中具有市場力量。對於依「排
除」理論審查的忠誠折扣案件，誠如本章以上關於搭售行為之分析，市場力
量是排除策略能否成功的前提條件。對於具「掠奪性訂價」效果的忠誠折扣，
市場力量的判斷，同樣關係到掠奪者能否在後掠奪時期回收掠奪損失，而得以
透過忠誠折扣來維持、擴大或取得獨占力量。一旦被告符合市場力量門檻後，
法院接下來需判斷涉案行為是否為單一產品折扣，或是涉及複數產品之捆綁折
扣，是屬於數量（volume）或是比例（或稱市場比例）類型的忠誠折扣，最後
再依判斷類型，進行競爭效果（掠奪訂價或排除競爭）的分析。
2. 相關案例介紹
如上所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尚未審理過忠誠折扣案件，故並無統一的法
律原則可資下級法院遵循。然而，歸納以下三件上訴至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的案
件，法院審理的重點均是在「掠奪性訂價」的架構下，分析被告折扣計劃下產
品價格與成本間的關係。
70

2.1. Barry Wright Corp. v. ITT Grinnell Corp.

Pacific Scientific公司是案發當時美國最大的「避震器」（snubbers）
供應商，市場率超過80%，該產品主要用於核能電廠。Grinnell公司則是
Pacific Scientific的主要買方，約占Pacific Scientific銷售量的一半。原告Barry
Wright則是Grinnell公司所特意協助的另一家「避震器」供應商，雙方締約由
Grinnell提供部分的資金予Barry Wright建立生產線，希望能藉此分散供貨的來
71

源。 Pacific Scientific知悉後，向Grinnell提出非常優惠的量購折扣，在該折扣
計劃下，幾乎Grinnell在未來二年內的「避震器」需求，均由Pacific Scientific來
72

供應。 Barry Wright最後退出市場，並依修曼法第2條對Pacific Scientific等公
司提起反托拉斯訴訟。Barry Wright認為雖然該折扣計劃並未讓Pacific Scientific
的最終價格低於其生產成本（不論用何種方法計算皆同），但其仍認為Pacific
Scientific的折扣後價格不合理的低，將排除市場競爭者的競爭。
當時擔任上訴法院法官的Breyer大法官，在判決中否決了原告所主張的成
69

70
71
72

Jarod M. Bona, Loyalty Discounts and the FTC’s Lawsuit Against Intel, 19 The Journal of
the Antitrust and Unfair Competition Law Section of the States Bar of California 6, 7-8
(2010).
st
724 F.2d 227 (1 Cir. 1983).
Id., at 22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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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之價格掠奪理論，認為既然被告之產品價格在成本之上，該項折扣即非屬
掠奪價格。即使在理論上成本上之訂價仍有可能潛藏著反競爭的效果，但經濟
學不同的地方在於，法律是一套管理系統（administrative system），它的效果
如何只取決於法規內容與判例為法院和陪審團於法庭中適用，或律師提供當事
人相關建議的過程中。故法規如果嚐試要將所有經濟上的複雜性和條件均內化
為其內容，即結果將適得其反。法院應關心特別針對某一類可能不利競爭的訂
73

價行為所制定的規定，會不會反而阻礙了合法價格競爭行為的出現。 Breyer
大法官除重申高於增支（incremental）及平均成本之售價不構成違法訂價行為
外，其也指出折扣計劃可使Pacific Scientific從事更有效率的生產，因為未來預
74

定的購買量，可預讓其使用過剩的產能。

75

2.2. Concord Boat Corp. v. Brunswick Corp.

被告Brunswick公司是美國最主要之休閒船舶引擎製造商，至1983年為
76

止，其市占率約75%。 在投資顧問的建議下，Brunswick從1984年起開始推出
購買比率折扣（market-share discounts），買方只要在一定期間內向Brunswick
公司購買引擎總需求之80%，即可享有所有購買單位3%的折扣，購買70%者，
77

則有2%折扣，購買60%者，折扣數為1%。 折扣方案不具強制力，且同一時期
Brunswick公司的競爭者，像 Volvo及OMC均有推出類似的折扣計劃，在計劃
實施期間，Brunswick的市占率曾一度因競爭者推出新產品而下滑至約50%。於
判決被告勝訴的判決中，法院首先強調Brunswick折扣價格仍高於其成本，而
78

價格與成本間之利差，將吸引競爭者以推出類似或更優惠價格加入競爭。 再
者，Brunswick公司的折扣並不具獨家交易之排除競爭效果，因為買方仍可向
79

其他競爭者以更優惠的折扣購買40%的需求。

80

2.3. Virgin Atlantic Airway Ltd. V. British Airway

至1997年止，British Airway是英國Heathrow機場最主要的航空公司，擁有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Id., at 234.
Id., at 236.
th
207 F.3d 1039 (8 Cir. 2000)
Id., at 1044.
Id.
Id., at 1059.
Id., at 1062-63.
nd
69 F. Supp.2d 571 (S.D.N.Y. 1999), aff’d257 F.3d 256 (2 Ci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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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該機場最多約39%的起降時間帶（slot）。 為因應包括Virgin Atlantic航空在內
競爭空公司的競爭，British Airway向公司客戶及旅行社推出折扣及佣金方案，
當British Airway機票購買量及銷售量超過一定數量時，則所有購買的單位均得
享有折扣。Virgin Atlantic起訴主張British Airway折扣已構成掠奪性訂價，意圖
要獨占由Heathrow到美國各城市的航線市場。

82

美國第8巡迴上訴法院在「掠奪性訂價」的架構下審理本案涉及修曼法第
2條之指控。首先關於價格是否低於成本的爭議，原告經濟專家證人指出，被
告之折扣計劃吸引了原本不會選擇British Airway的乘客和旅行社，就該增支需
求部分，其增支成本（incremental costs）包括適用折扣計劃所增加之支出，
以及被告因提供額外航班所增加之變動成本。專家證人發現二項成本之總和
與British Airway因折扣計劃所增加之營收（incremental revenue）間之比例大
於1，其認為顯然折扣計劃本身乃「非補償性」（non-compensatory）的價格。
競爭對手必須以更低於其本身成本及被告成本的價格，方有可能進入此一市
83

場。 但法院認為Virgin Atlantic公司所提出之數據與事證當不足說服法院，特
別是其無法說明，被告所增加的航班與旅客人數，確是導因於涉案之折扣計
84

劃。 另外，從市場發展來看，Virgin Atlantic非但沒有退出市場，反而在美國
幾個大城市航線中有大幅度的成長，足以與被告相抗衡，此也顯示折扣計劃並
不具有掠奪的效果。
2.4. Intel案
2009年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依限制市場競爭及意圖維持其獨占地位為由，
起訴Intel。 FTC認為Intel利用其在個人電腦「中央處理器」（CPU）市場的
市場力量，以一系列的相關行為阻礙其競爭對手與電腦製造商進行交易。其
中，忠誠折扣是起訴Intel的重要理由之一。FTC指出，為防止電腦OEM廠使
用其他競爭者，如AMD或Via公司的CPU，Intel一方面對於使用競爭者產品的
電腦商，終止對其的產品及技術合作，中斷供應，並減少對其的行銷協助。
另一方面，對於向Intel採購100%或接近100%公司所需的廠商，Intel則確保其
於缺貨時貨源不會中斷，免除其智財權訴訟的責任，或提供其財務支援用以

81
82
83
84

257 F.3d 261.
Id., at 265.
Id., at 267.
Id., at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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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和使用非Intel產品之OEM廠商競標等。 再者，Intel的市場比率及數量折扣對
OEM廠商而言有相當大的吸引力，所有追求經濟利益的廠商將很難拒絕Intel
86

的折扣條件，而對競爭者產生幾近全部的排除效果。 至於Intel折扣後的價格
與成本間之關係，FTC並未採「增支成本」的標準來衡量，而是以「平均變動
成本加上適當分配比例之沉沒成本」（average variable cost plus an appropriate
87

contribution to sunk costs）。 以Intel在CPU市場的獨占力，FTC認為Intel有能
力回收其任何因低於成本訂價所受之損失。
本案特別之處在於，FTC是依FTC Act第5條關於不公平競爭的規定來起
訴，其構成要件相較於修曼法要來得寬鬆許多。雖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表
示，違反修曼法的行為，FTC Act也具有管轄權，不過從上述法院的判決看
來，FTC處理本案的方式，實屬創舉。特別是在先前法院判決中所強調的折扣
本質上是一項競爭的手段，任意制裁忠誠折扣，恐會產生執法錯誤，而讓消
費者喪失享受低價的立論，FTC則認為忠誠折扣是對不接受折扣計劃者的「懲
罰」。競爭雖然本案最後以和解收場，但美國學界也開始質疑其是否與法院建
88

立之法律原則與美國反托拉斯法基本精神相悖。
3. 學理評析

相較於美國實務判決，部分反托拉斯法學者對於忠誠折扣的競爭效果，則
有較為保留的看法。總結相關經濟理論，其等所關切者，在於忠誠折扣剝奪
「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以及具市場地位廠商濫用忠誠折扣以排
89

除市場既存或潛在競爭等二項問題。

3.1. 忠誠折扣之剝奪「消費者剩餘」效果
主張忠誠折扣對消費者有利者，往往是建立在「當有折扣計劃」時，接受
與不接受折扣時單價的比較； 但正確的比較對象應是折扣計劃下之價格（接
85
86
87
88
89

Complaint, In the Matter of Intel Corporation, FTC Docket No. 9341 (Dec. 16, 2009),
paragraph 6,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os/adjpro/d9341/091216intelcompt.pdf
Id., at paragraph 7.
Id., at paragraph 53.
See Keith N. Hylton, Intel and the Death of U.S. Antitrust Law, 2 The CPI Antitrust
Journal 2 (February 2010).
See Nicholas Economides, Tying, Bundling, and Loyalty/Requirement Rebates 1, 18-27
(Draft revised February 2011), forthcoming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the Economics
of Antitrust Law (Einer Elhauge ed.), available at http://www.stern.nyu.edu/networks/
Economides_Tying_Bundling_and_Loyalty_Requirement_Rebates.pdf (last visited
October 19,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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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受與不接受計劃），與「當無折扣計劃」時之價格間之比較。 故忠誠折扣，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可將視為是不忠誠的「處罰」。事實上，當獨占者推出
忠誠折扣的同時，其也可以將不接受購買折扣要求之產品每單位的價格拉高，
而讓在忠誠折扣計劃下之產品單位價格高於若沒有忠誠折扣計劃時之價格。

91

假設在沒有忠誠折扣計劃下，產品之每單位成本為$150，而具支配力廠商將價
格訂在$250。獨占廠商在實施忠誠折扣計劃後，可以將不接受計劃者的產品單
位價格提高至$300，另外對於折扣買方仍以每單位$250出售該產品。此一價格
操縱，可讓獨占廠商提高或至少維持價格在獨占水平，而在落實忠誠折扣計劃
92

以擴大本身市占率的過程中，也可能不用承擔利潤損失。 更重要的是，縱使
買方知悉接受忠誠折扣計劃，將使賣方得以擴大其市占率及市場力，而讓賣方
更有能力於未來提高產品單價，故不選擇忠誠折扣計劃對買方長期而言是較有
利之交易策略，但這建立在買方彼此間有相同的共識，若買方之其他競爭對手
選擇忠誠折扣計劃，則不加入之買方將因此而處於競爭上的劣勢，若買方無法
於事業進行意見的整合，則對個別買方而言，其最適的策略將是選擇加入折扣
93

計劃，而出現類似「囚犯二難」（prisoner’s dilemma）的困境！ 此一困境，
在買方是產品的中間商，而得以將因高價所生之成本轉嫁下游消費者時更為明
94

顯。

3.2. 忠誠折扣之排除競爭效果
從對市場競爭之排除與封鎖效果來看，忠誠折扣與搭售或綑綁折扣是可
以在相同的分析架構下進行檢視。在忠誠折扣的情形，我們可以在概念上將
折扣計劃視為是獨占或具市場地位之賣方，以同時購買若無折扣計劃時買方
不會購買之產品的量或比例等「可檢視之需求部位」（contestable portion of
demand）， 作為賣方出售買方一定會購買的量或比例等「不可檢視之需求部
位」（incontestable portion of demand）之強制或選擇性條件。據此，學理上
可進一部探討，忠誠折扣是否可以讓獨占者將其在「可檢視」需求市場之市
場力，延伸至「不可檢視」市場。此與法院或主管機關運用「槓桿-封鎖」理
90
91
92
93
94

Id., at 19.
Id., at 20； Einer Elhauge, Tying, Bundled Discounts, and the Death of the Single
Monopoly Profit Theory, 123 Harv. L. Rev. 397, 450 (2009).
Economides, id.
Id., at 21.
Elhauge, supra note 91, at 456. Elhauge, How Loyalty Discounts Can Perversely
Discourage Discounting, 5 J. Comp. L. & Econ.189, 190-9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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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關心搭售或捆綁折扣是否會讓廠商將在特定市場中市場力，擴張至其他產
品市場的情形相同。
具體而言，學者有認為忠誠折扣將會使事業間之競爭由「單位」（unit）
95

競爭轉為「區塊」（chunks）的競爭。 由於買方基於符合忠誠折扣之購買量
或比例的要求，勢必得將部分原購自於其他競爭賣方之需求轉移至獨占賣方，
此對於賣方市場之競爭往往有負面的影響。舉例言之，假設在沒有折扣計劃
下，買方對獨占者及其競爭者之總需求為100個單位。若獨占的忠誠折扣計
劃，將折扣門檻訂在90個單位，則不僅原先向獨占者購買89單位的買方會多購
買一單位來符合折扣資格，原先購買80個單位的買方也很有可能會因此而被
吸引，而減少向其他競爭賣方所購買的10個單位產品，以期享受較低的產品
價格。在此情況下，賣方市場的競爭，不再是「最後一單位」（last unit，即
第81需求產品單位）的競爭，而是從第81單位到90單位的此一「需求區塊」
96

（chunks of the demand）的競爭。 這對獨占者的競爭對手而言，將創造出比
當市場中無忠誠折扣時更為實質的封鎖效果。另外，當事業已習慣於向單一特
定方取得絕大部分的需求時，基於新產品所需之人員訓練、相容性問題、互補
產品的必要投資等因素考量，也會降低其向其他競爭賣方購買剩餘需求的可能
性。據此，學者有認為忠誠折扣的實質封鎖效果可能要高於購買門檻所反映的
97

程度。

基於上述效果，我們不難看出，忠誠折扣將降低獨占者競爭對手的交易機
會，在具高固定成本市場中，這將連帶使競爭者之單位成本增加，無法實現規
模經濟的要求。而潛在的競爭者，在面對「需求區塊」的競爭時，其所必須降
低產品價格的幅度，也將較市場中無折扣計劃時要來得更大，始有可能吸引買
98

方放棄折扣優惠，而形成對潛在競爭者更高的參進成本。 另外，一旦獨占廠
商實施忠誠折扣後，其降價以爭取「不忠誠」買方的誘因也將大幅降低，原因
在於一旦對不接受折扣計劃的買方降價後，其也必須一體適用於遵守折扣計劃
的買方，連帶的，也降低了潛在競爭者降價競爭的必要性。忠誠折扣計劃實施
的結果，可能讓市場的整體價格上揚，甚至於出現水平競爭者彼此分割市場的
95
96
97
98

Economides, Loyalty/requirement Rebates and the Antitrust Modernization Commission:
What is the Appropriate Lliability Standard? 54 Antitrust Bull. 259, 265 (2009).
Id.
Economides, supra note 89, at 24.
Economides, supra note 95, at 2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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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三、捆綁折扣行為之規範
1. 捆綁折扣之競爭效果
如上所述，捆綁折扣為複數產品折扣的一種類型，泛指賣方針對同時購買
主要產品外其他一項或多項產品的買方，給予一定比例的價格折扣。捆綁折扣
於美國市場中相當普遍，而在多數的情形下，消費者也確實能享有低價的利
益。不過，從學理上來看，捆綁折扣在一定的市場條件下，仍有競爭上的疑
100

慮。

綜合學理上的探討，捆綁折扣和忠誠折扣類似，可能會被獨占者運用作為
掠奪性訂價的手段，唯一的不同在於捆綁折扣涉及多項產品，而傳統的掠奪性
訂價往往只涉及一項產品。在此一理論下，審查捆綁折扣的重點仍在於折扣後
的產品價格是否低於獨占者的成本，而會讓競爭者被迫退出市場，獨占者可以
在後掠奪時期以超額訂價，獲取更多的獨占利潤。
第二項關於捆綁搭售的反競爭效果，則是建立在該類折扣可能會排除具同
等或更有效率競爭者競爭的效果，而該反競爭效果並不以掠奪價格作為其前
101

提。舉例言之， 假設Ａ公司是潤髮乳的獨占廠商，A和B則是洗髮精市場中
的競爭者，而消費者必須同時使用二個產品。A生產潤髮乳的平均變動成本為
$2.50，生產洗髮精的平均變動成本為$1.50，而B生產洗髮精的來均變動成本為
$1.25。假設A將分別購買的價格設在$5.0 （潤髮乳）及3.0（洗髮精），但捆綁
價格則為$5.25。由於捆綁價格並未低於A之總平均變動成本（$4.0），所以並
未構成掠奪性訂價。但對B而言，若其擬持續於市場與A競爭，則必須讓消費
者有意願在購買其洗髮精後，還願意再花$5.0購買A公司是潤髮乳。換言之，B
99

See Elhauge & Abraham L. Wickelgren, Anti-Competitive Exclusion and Market Division
Through Loyalty Discounts, 1-2, Discussion Paper No. 707 (September, 2011), The
Harvard John M. Oli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available at http://www.law.harvard.edu/
faculty/elhauge/pdf/Elhauge-Wickelgren%20Anti-Competitive%20Exclusion.pdf (last
visited October 20, 2011).
100
See Patrick Greenlee, DS Reitman, & DS Sibley, An Antitrust Analysis of Bundled Loyalty
Discounts, 26 Int’l J. Indus. Org. 1132 (2008).
101
Competition and Monopoly: Single-Firm Conduct Under Section 2 of the Sherman Act 96
(issued by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September 2008)（該處理原則，在歐巴馬總統
就任並任命新的反托拉斯署署長後，已被廢止。但其內容涉及美國法實務案例的介
紹與分析說明部分，仍具相當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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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洗髮精的價格最高不得超過$0.25。此價格實質上已低於A和B生產洗髮精
的價格。
當然，如同搭售所具有的正面促進效果，捆綁折扣有利於廠商實現生產或
交易的規模或範疇經濟、讓買方有機會體驗新產品或服務、並讓下游經銷商有
102

意願進行產品或服務的促銷等。
2. 相關案例介紹

如同忠誠折扣，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目前尚未審理過捆綁折扣之反托拉斯案
件，而在少數幾個聯邦下級法院的判決中，法院所採納之分析架構與理由也
未見一致。大部分的法院仍以「價格-成本」關係作為分析的起點，差別在於
「價格」與「成本」的界定方式是否該與傳統只涉及單一產品的掠奪性訂價行
為相同。也有少數法院不採「價格-成本」檢視法，而以原告是否因捆綁折扣
而讓其面臨更高的市場參進障礙作為推論行為具反競爭效果的標準。
103

2.1. SmithKlein Corp. v. Eli Lily & Co.

在SmithKlein進入市場之前，Eli Lily藥廠商以量購折扣的方式銷售其四種
專利抗生素給非營利性醫院。面對SmithKlein的市場參進及其所推出的新藥，
104

Eli Lily也以推出新專利藥品Kefzol來因應。 另外，Eli Lily也重新調整其折
扣計劃，除將原先的折扣比例調降約3%外，再配合推出「獎金紅利」（bonus
dividend）方案，醫院只要同時購買Lily一定數量之三種專利抗生素，就可享有
105

3%折扣。 Lily公司預期，為了符合3%的折扣，醫院除會購買一定數量的二種
其具市場支配力的藥外，也會同時購買Kefzol。
法院於審理後發現，為因應Lily的折扣計劃，SmithKlein必須將其藥品價
106

格調降20%以上。 SmithKlein雖有能力可以將其成本降至與Lily相同，但如此
107

一來，其獲利將不足以讓其有誘因繼續參與市場中之競爭。 法院認為Lily公
司的折扣計劃將排除「具同等效率生產者」（equally efficient producer）之競爭
102

Id. See also Daniel A. Crane, Multiproduct Discounting:AMyth of Nonprice Predation, 72
U. Chi. L. Rev. 27, 40 (2005); David S. Evans & Michael Salinger, Why Do Firms Bundle
and Tie? Evidence from Competitive Market and Implications for Tying Law, 22 Yale J. on
Reg. 37, 41 (2005).
rd
103
427 F.Supp. 1089 (E.D. Pa. 1976), aff’d, 575 F.2d 1056 (3 Cir. 1978).
104
Id., at 1093-94.
105
Id., at 1105.
106
Id., at 1106.
107
Id., at 11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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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機會，也違反了修曼法第2條之規定。 法院並未論及本案 Lily各項產品的價
格是否高於其平均成本的問題。
109

2.2. Ortho Diagnostic Systems Inc. v. Abbott Labs

本案事實與SmithKlein案類似，承審法院也運用了類似的「具同等效率
競爭者」之標準來檢視本案，但卻得到不同的法律結論。本案涉及捐血中心
（blood donor center）檢測病毒的五種試劑（assays）採購。只有Abbott公司同
110

時生產這五種試劑，其中四種試劑的銷售量市占率更達70%到90%。 Abbott
在得標的採購合約中，對於同時購買五種試劑的捐血中心，每一種試劑均享有
111

相當的價格折扣。 原告Ortho指出，Abbott的折扣計劃，讓捐血中心至少必須
要買二種試劑，事實上，所有的中心均因此而有強烈的意願會全數購買Abbott
試劑。
法院於判決中指出，本案主要的爭議點乃一個對群組產品中部分產品享有
市場力，而在另外群組產品市場中面臨競爭的廠商，有無可能將每一項群組產
品的價格均訂在平均變動成本之上，而還有能力將具同等效率之競爭者逐出市
112

場之外。 據此，原告應證明(1)，獨占者的價格低於其平均變動成本；或(2)，
原告就競爭產品而言，至少是和被告具同等效率之生產者，但因為被告之折扣
價格，使原告無利可圖而無法繼續提供競爭產品，Ortho並無法證明其是因為
Abbott的折扣計劃，才無法於相關市場中提供產品。
2.3. LePage’s Inc. v. 3M

113

114

本案之所以廣受討論，乃在於第3巡迴上訴法院採取了不同於前述各案以
「價格-成本」為基礎的檢視法。LePage’s是一家生產自營品牌（private label）
透明膠帶的供應商。其起訴主張3M公司對同時購買3M透明膠帶及其他產品，
115

如家庭醫療用品或文具等大型零售店提供折扣。 為求競爭，LePage’不但要補
償其顧客所喪失之透明膠帶折扣，也要包括其等在3M其他產品市場中所無法

108

Id., at 1128-29.
920 F. Supp. 455 (S.D.N.Y. 1996)
110
Id., at 459.
111
Id., at 459-60.
112
Id., at 467.
113
Id., at 469-70.
rd
114
324 F.3d 141 (3 Cir. 2003)(en banc)
115
Id., at 157, 160-61.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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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折扣。 LePage’s認為該捆綁折扣讓其流失顧客，3M也藉由此一策略，維
117

持其在透明膠帶市場中的獨占力，違反修曼法第2條之規定。 承審法院於本
案中並未要求LePage’s證明具同等效率的競爭者若非將價格低於成本面，將很
難於市場中競爭；相反的，第3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只要折扣將“讓競爭者很難
118

或不可能從事公平競爭”，即有違法修曼法第2條之可能。 特別是本案原告並
不像3M有多樣的品牌產品可以來進行價格的搭配與競爭，故除非折扣廠商得
證明折扣計劃存有正當的商業理由，否則，當被捆綁的產品是競爭廠商所未提
供者，則行為應被初步推定為具有排除競爭的效果。
LePage’s案一出，即受到不少的批評。實務及學界普遍認為該案理由過於
模糊，並未提供具體關於適用修曼法第2條的標準，甚至於會限制合法對競爭
119

有利之價格折扣。

120

2.4. Cascade Health Solutions v. PeaceHealth

PeaceHealth及 McKenzie（Cascade Health Solutions的前身）是二家在一級
與二級重症照護醫院服務（primary and secondary acute-care hospital services）
市場的競爭者。PeaceHealth同時也提供第三級（tertiary）重症照護服務，並於
121

該市場享有極高的市占率；但McKenzie並未進入該市場。 McKenzie認為自
已有能力可以以低於PeachHealth的成本提供第一及第二級重症照護，但卻因
PeaceHealth對其客戶（保險公司）提供捆綁折扣計畫，若客戶只向PeachHealth
122

購買第一、二、及第三級照臨服務，則所有的購買服務均享有折扣優惠， 而
無法有效與PeaceHealth競爭，進而提出本訴訟。
第8巡迴上訴法院於本案不採LePage’s的非成本基礎的審理標準，並認為該
判決主要問題在於其將使獨占者的折扣方案，將因競爭者無法提供同等多樣的
產品線，而被認定為是濫用濫占力行為，也未考量到折扣之促進競爭效果。

123

法院歸納聯邦最高法院過去對掠奪性訂價行為所作之判決發現，最高法院強烈
116

Id., at 161.
Id., at 163.
Id., at 168.
118
119
Daniel L. Rubinfeld, 3M’s Bundled Rebates: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72 U. Chi. L. Rev.
243, 250-51 (2005)
th
120
515 F.3d 883 (9 Cir. 2008).
121
Id., at 891.
122
Id., at 892.
123
Id., at 899.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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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議法院不應制裁價格高於增支成本之訂價行為。法院在檢視不同的價格成本檢視法則後，於本案中採用「折扣分攤」（ discount attribution）法，以捆
綁折扣總金額分攤到競爭產品後，其價格是否高於被告生產競爭產品之增支成
本作為檢視基準。

124

3. 學理評析
如上所述，從經濟效果來看，忠誠與捆綁折扣是可以納入在相同的分析架
構下進行檢視。換言之，捆綁折扣讓折扣廠商得將其市場力延伸至他項產品市
場； 同理，而忠誠折扣剝奪消費者剩餘的可能性，亦可能出現在折扣廠商利用
捆綁產品間的價格操縱來進行。至於美國司法實務上所論及之「掠奪性訂價」
及「排除具同等效率競爭者」的問題，實質上即是捆綁折扣廣義「排除競爭」
效果的二種類型。再者，由於該折扣類型將迫使新進競爭者必須同時提供銷售
獨占廠商折扣計劃中的所有產品，才有可能進入市場競爭。若折扣計劃所設定
之量等於潛在競爭者的產品銷售總量，且潛在競爭者無法在有利可圖的前提下
推出足以和獨占者抗衡的捆綁計劃時，則捆綁折扣即可能創造實質的市場的參
進障礙，讓潛在競爭者難以進入相關市場。

125

從上述關於美國法案例的介紹可看出，競爭主管機關或法院對於捆綁折
扣似尚未有一致之法律審查標準。對此一問題，Lambert 教授綜合學理上之分
析，歸納出以下幾種可能採行之審查原則。

126

3.1. 折扣後之單位價格高於成本時，捆綁折扣應當然合法（per se legal）
採取此一見解者主張，當折扣後的價格高於捆綁產品之成本加總時，計
127

劃應被視為是合法的行為。 此一見解雖建立在折扣計劃「掠奪性訂價」的分
析架構下，但主張的學者並非全然漠視學理上「成本上訂價」排除競爭的可能
性，而是出於對Breyer大法官在Barry Wright案中所提出的執法錯誤成本問題的
考量。固然採此一原則，可能會讓競爭法出現「嚇阻不足」的問題，但由於在
絕大多數情況下，成本上的折扣對消費者有利，其出現排除競爭的可能性是少
數的例外，故適用此一原則應不致於出現高於買方所得享受之低價利益的「錯
放」成本。
124

128

Id., at 906-10.
Rubinfeld, supra note 119, at 257-58.
126
See Thomas A. Lambert, Viewpoint: Antitrust Analysis of Bundled Discounts, eSapience
Center for Competition Policy 5 (November, 2006).
127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3, at 172-73 (2005).
128
Id., at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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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不當提高競爭對手成本」的審理原則
此一原則即在反映本章先前所介紹關於忠誠或捆綁折扣，可能是獨占者用
於建構市場參進障礙，提高潛在競爭者參進成本，進而排除具同等或更佳效
率競爭者之競爭。故此一原則將不特別強調折扣後之主要產品價格是否高於
成本； 反之，誠如Elhauge教授所強調的，即便價格在成本上，只要折扣後的
價格，在「若沒有」（but for）折扣計劃時之主要產品價格之上，則所謂的折
扣，實質上是買方避免因不搭配購買時可能的懲罰，其具有減損消費者剩餘及
排除有效率競爭者在主要產品及被捆綁產品競爭的可能性，主管機關不應忽略
129

之。 在此一基礎上，Elhauge提出一項較為具體的法律判斷原則：當在折扣
計劃下，主要產品之單買價格高於若沒有捆綁折扣計劃之價格（but-for price）
時，則捆綁折扣應被視為是「搭售」，而在搭售的相關原則下進行檢視；主管
機關應審查實施折扣廠商是否於主要產品市場中有市場力量，以及捆綁折扣計
劃是否會影響被捆綁市場中相當實質的交易量。當價格未超過，而無法在搭售
架構進行檢視時，應以捆綁折扣對被捆綁市場之封鎖與排除程度來判斷行為的
合法性。

130

相較於上述之「當然合法」原則，「不當提高競爭對手成本」原則乃處於
管制光譜上的另一個極端。其優點乃在於可避免出現「嚇阻不足」的問題，但
其缺點則是「當然合法」所關切的實務操作的困難及因此所衍生的錯誤成本問
題。Lambert教授指出了此一原則的二項問題：
一、以折扣後與若無折扣計劃時之主要產品價格作為比較基準，忽略了捆
綁折扣對消費者的利益，這不是美國反托斯法所追求的執法原則。Lambert認
為廠商之所以實施捆綁折扣，在某些情況下是將其因共同銷售二種產品所生之
範疇經濟利益部分移轉給消費者。故只要「組合產品」折扣後之價格低於若沒
有折扣計劃時產品個別銷售價格的加總時，捆綁即可對消費者產生立即而直接
的利益。在Elhauge的判準下，法院或主管機關將無法篩選出此一消費者原可
享有之利益。

131

二、「不當提高競爭對手成本」原則將大幅增加實務的執法成本，與企業
129

Elhauge, supra note 91, at 468.
Id.
131
T h o m a s A . L a m b e r t , A p p ro p r i a t e L i a b i l i t y R u l e s f o r Ty i n g a n d B u n d l e d
Discounting:AResponse to Professor Elhauge 1, 63-64 (University of Missouri School of
Law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 2011-04, July 09, 2011), available at http://ssrn.
com/abstract=1781130 (last visited October 26,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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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訴成本，而出現過度嚇阻的情形。其中最明顯的是，法院該如何決定「若
沒有折扣計劃」時，主要產品會出現的價格？依Elhauge的看法，其所謂的butfor價格，並不是獨占賣方於實施捆綁折扣前之售價，因為該價格有可能高於捆
綁折扣實施後，分別購買之主要產品價格，因為獨占者之成本下降，或其獨占
力正逐漸式微中。另外，以計劃實施前售價為標準，讓獨占者可刻意的提高計
132

劃實施前的售價，來規避可能的法律責任。 Elhauge建議法院應從事業之內
133

部文件，或是利用經濟模型的迴歸分析，來尋求合理的but-for價格。 其進一
步認為，當被告無法證明捆綁有利於效率的提升時，法院可初步推定主要產品
的折扣價格高於but-for價格。Lambert認為，這樣的審理原則，除了給原告有不
斷要求法院進行證據發現的程序，期能找到足以證明原告擬提高單買價格以強
迫買方接受捆綁銷售條件外，也可能大幅提高另尋專家證人以因應原告利用統
計方法計算but-for價格之結論。另外，被告為推翻違法推定，法院因而須判斷
除捆綁折扣外，其他的折扣金額均不足以吸引足夠的捆綁的購買量，以實現範
疇經濟所創造之生產與行銷效率，此實質上將讓反托拉斯法院成為價格的管制
134

者，讓法院必須承擔其無能力負荷的司法負擔， 亦可能最後會迫使獨占者放
135

棄對消費者有利之捆綁折扣計劃。
3.3. LePage’s案之審理原則

第三種可能的原則，即是以上述的LePage案，不探究與成本的關係，只要
折扣計劃足以讓競爭對手面臨更高的參進門檻，如競爭者並無獨占者的多項品
牌產品，得以進行具抗衡效果的折扣計劃時，行為即有違法的可能。但此一原
則只著眼於折扣計劃對競爭者加入競爭難易程度的影響，很容易讓較無效率的
競爭者以此為由，來避免掉捆綁折扣所帶動的價格競爭，而形成對該類競爭者
136

的價格保護傘（price umbrella）。 再者，此一原則的運用，將讓諸多捆綁折
扣原可創造的效率無法出現。論者有認為，效率的部分應可納入在法院所建立
的「正當商業理由」的抗辯原則下進行審視；但就實務而言，此將大幅增加被
告的舉證成本，而可能不當的迫使其放棄有效率的折扣計劃。Lambert認為，
成本上的折扣在大部分情形下均具有將價格壓低接近成本的效果，對消費者而
132

Elhauge, supra note 91, at 468.
Id.
134
Lambert, supra note 126, at 9.
135
Lambert, supra note 126, at 64-66.
136
Lambert, supra note 126, 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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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至少在短期內也可享有立即的低價利益，故應由原告證明被告折扣計劃並
137

無所聲稱之效率存在。

3.4.「同等效率競爭者」（equally efficient rivals）審查原則
此一方法雖可避免LePage’s可能保護了無效率競爭者的問題，但其本身也
存在著操作不易的成本。在該原則下，原告需同時提出並比較自已及獨占被告
之單位成本，始能比較得知原告是否為具同等效率之競爭者。相較於掠奪性訂
價之成本與價格之比較，成本間的比較較難以確定，特別是在捆綁折扣計劃
下，所謂的「成本」有部分是包含主要與被捆綁產品間之「共同成本」（joint
138

costs），難以作明確的區分計算。

3.5. Areeda-Hovenkamp的假設性（hypothetical）「同等效率競爭者」審查
原則
相對於成本間的比較，Areeda及Hovenkamp則提出以一個「假設」具同等
效率競爭者，而非特定個案原告作為比較與審查的標準。其等將捆綁折扣視為
事實上的搭售行為，行為是否會排除效率競爭，則視其是否符合搭售中的「脅
迫」要件。法院應將捆綁組合產品之所有折扣，分攤（attribute）到原告所主
張排除之產品，若價格低於被告之成本，則一個假設具同等效率的競爭者即有
可能會因此而無法與被告競爭，「脅迫」之要件即有成立之可能性，但特別
要注意的是，若市場中存有提供相同折扣計劃且足以和獨占者抗衡的競爭廠商
時，則縱使價格低於被告成本，但因市場中仍存在著「捆綁計劃」間的替代競
139

爭，買方應無「脅迫」的可能，故行為應視為是合法的行為。

於認定「脅迫」的要件有可能成立後，Areeda與Hovenkamp認為，法院接
下來應從市場結構面進行類似「搭售」或「排他交易」之「合理原則」分析。
法院應進一步判斷，涉案市場之結構是否有利於被告實現獨占的目的。故當市
場參進障礙低時，非競爭價格不可能長期存在於這類型的市場中，故不應科以
被告反托拉斯法責任。另外，若市場結構有利於具被排除風險競爭者間之合作
推出競爭折扣計劃時，法院也應將此一制衡力量列入考量。當然，在「合理原
則」下，法院也應考慮折扣計劃是否具有實現範疇經濟、產品品質控制、以及

137

Id., at 13-14.
Id., at 15-16.
139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Antitrust Law 749, at 334-36 (2006
Supplement)；轉引自Lambert, id., at 19.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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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產出等正當商業理由。

140

3.6. Lambert之審理原則
綜合上述之學理審理原則，Lambert認為在「實務上操作可行」的前提
141

下，捆綁折扣的審理原則，應考量到以下三項競爭效果： 一、被排除的競爭
者已窮盡了其他競爭選項；二、被排除的競爭對手至少是和被告具同等競爭效
率者；三、被封鎖的市場，結構上是有利於被告遂行獨占目的者。綜言之，其
應能在允許將「成本上折扣」推定為合法的同時，也能讓原告有機會，得以在
實務上具體可操作的事實證據下，推翻上述推定。據此，Lambert提出了以下
二階段判斷原則：

142

一、當被告折扣後之價格高於折扣計劃之成本時，除非原告因產品類型
較少，無法因應獨占者之折扣競爭，且具有以下情形，否則應視為是合法的
行為：(一)在「被捆綁產品」及「原告尚未進入的產品」市場中，均存在有市
場的參進障礙。(二)原告無法與其他廠商合作推出競爭的捆綁折扣計劃；以及
(三)原告曾基於善意要求成為折扣商之供應商，但被拒絕。此一要求背後的理
由乃，若原告真的較被告更有效率，當其願以較低的價格成為被告的供貨商
時，被告理應會接受該項要約。被告的拒絕，可作為原告已「窮盡其他競爭選
143

項」的參考事證之一。

二、於原告初步證明了上述相關事實後，被告得以反證來證明原告並非是
「具同等效率」的競爭者。例如，原告可提出事證證明其所以拒絕原告作為其
供貨商，是因為原告之價格高於被告生產該產品的成本，或是原告之產品品質
不如被告等。
從上述的學理分析不難看出，美國反托拉斯學界對於捆綁折扣之可能審理
原則仍未有一致的看法，未來仍需視法院在具體個案中的採納與運用情形，方
能逐漸形成較清晰的管制架構。不過，不論採行何項理論，美國法院仍以市
場「競爭」是否受有限制，作為適用修曼法的標竿，而不考量選擇是否受到限
制，除非選擇受限確實造成市場競爭的受損。這可以在2011年6月美國第9巡迴
144

上訴法院在Brantley v. NBC Universal, Inc.案 的判決得到進一步的支持。該案
140

Areeda & Hovenkamp, id., at 336, 337-38, 339-42；轉引自Lambert, id., at 20.
Lambert, id., at 21-22.
142
Id., at 22-23.
143
Id., at 23 n.45.
144
Available at http://www.ca9.uscourts.gov/datastore/opinions/2011/06/03/09-56785.pdf
(last visited October 2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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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有線電視收視戶以集體訴訟的方式向頻道業者以及系統業者所提出之修曼
法第1條私人訴訟。其主要的目的，在要求被告需允許原告消費者得以分別購
買所需之頻道，而不應採行現行的捆綁銷售方式。原告主張捆綁銷售限制了系
統業者競爭的方式，降低消費者選擇，並導致市場價格上漲。但美國第9上訴
巡迴法院認為，這些理由尚不足以構成違反反托拉斯法之事證；雖然原告被要
求購買其所不需要的頻道，但反托拉斯法允許事業在未造成競爭損害之前提
下，從以自由安排其營業模式。故原告應進一步舉證證明捆綁折扣對競爭的傷
害程度，特別是捆綁銷售對其他競爭頻道商在成本與服務品質上的影響程度。

伍、我國公平交易法對單方行為之規範
於我國公平交易法之架構下，企業之單方行為除有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獨占力濫用之規定外，搭售、忠誠及捆綁折扣等行為亦有可能落入第19條
之規範，而當前兩條文皆無法規範之時，更有可能落入第24 條「顯失公平」之
規定。本節將針對企業單方行為之構成要件及實務上公平會個案判斷之標準，
作一討論，並整理我國過去代表性案例輔以說明。

一、搭售行為之規範原則
就搭售行為而論，應受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6款「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
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規定之約束，然而搭售行為本身具
有促進競爭與反競爭之雙面效果，雖其不當限制交易相對人選擇產品之自由、
藉主要產品之市場支配力延伸至被搭售之產品（即所謂之槓桿理論），以排除
被搭售產品之競爭者等之反競爭效果外，但對於市場競爭亦有助益之方面，如
穩定產品品質、維護商譽、降低交易成本、協助被搭售之產品迅速進入市場
145

等， 為顧及廠商有其經濟上正當理由採行此類銷售模式，在我國公平交易法
之立法目的上，是以確保競爭、維護交易秩序原則，故當搭售行為之正面效果
對於整體市場較有助益時，亦會例外許可廠商進行搭售行為，故公平交易法並
非全然禁止企業採行產品搭售之銷售策略，實務上於公平會處理搭售行為是否
145

參照黃營杉、范建得，「事業垂直限制行為之公平交易法適用問題研究-以非價格垂
直交易限制為核心」，第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00-401
（1999年11月）；楊宏輝，「搭售行為之法律分析」，公平交易季刊，12卷1期，
頁103-111（2004年1月）

319

單方行為之研究

違法之時，皆會對於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
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

146

針對搭售行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之判斷時，公平會曾以公研釋045號解
釋，可考慮下列因素：
判斷是否符合搭售之構成要件，應考慮以下因素
（一）至少存在二種可分的產品（服務）：
在分析任何搭售契約時，首先必須確立者為必須存在二種可分的產品（或
服務），至於如何判斷其是否可分，則可考慮下述因素︰
1. 同類產業之交易慣例；該二產品（或服務）分離是否仍有效用價值；該
二產品（或服務）合併包裝、販賣是否能節省成本；出賣人是否對該二
產品（或服務）分別指定價錢；出賣人是否曾分別販賣該二產品（或服
務）
2. 須存在明示或默示之約定買受人無法自由選擇是否向出賣人同時購買主
要與被搭售產品。
（二）判斷搭售是否違法，應考慮以下因素：
1. 出賣人在主要產品是否擁有一定程度的市場力；
2. 出賣人在主要產品是否擁有一定程度的市場力；
3. 是否具有正當理由。
當企業之搭售行為符合構成要件時，首先即應對搭售廠商之市場地位進行
調查，若主要產品本身不具足夠之市場支配力，即表示市場仍存在許多可供消
費者替代選擇之產品，故當其推動搭售策略時，消費者不至於受其搭售行為之
拘束，而得自由選擇其他競爭者之產品，對於市場競爭產生之不利影響十分有
限。故以邏輯上推論，實行搭售行為之企業應多居於獨占或寡占地位，始有足
夠之市場支配力行使搭售行為。當然，於主要產品之市場力量延伸至被搭售產
品之市場時，縱擁有極大之市場支配力，亦不代表搭售行為即會對於被搭售產
品市場產生相稱之不利影響，其於被搭售產品市場所產生之吸入效果必定僅小
於或等於其主要產品之市場支配力。但一定程度之市場力甚為抽象，是否僅有
獨占或寡占地位之廠商，才會受到違法搭售之關切，實則不然。於美華影視股
147

份有限公司案中， 被處分人之市占率僅占17.8%，甚至還曾出現更低市占率
146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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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罰案例， 顯見非居於獨占或寡占地位之企業，依然有可能被認定具有足
夠之市場力量，過去公平會針對相關案例之處理經驗上，曾以百分之十之市占
率為門檻，通過此門檻之企業，始進一步探討其有無違法之虞。接下來將以實
施搭售行為之企業主體市場力量作一區分標準，分為1.具獨占地位之廠商2.不
具獨占地位之廠商。
1. 搭售主體之類型
1.1 具獨占地位之廠商
搭售行為之態樣即為利用主要產品之市場支配力不當延伸至被搭售之產
品，進而導致市場競爭不利之影響，故當廠商居於獨占地位時，即為象徵其具
有市場力量。然獨占本身並非公平交易法所要處罰之對象，事業若能以其價
格、品質等優點，爭取消費者認同，並逐一淘汰競爭者，因而擁有獨占地位，
149

此即代表其為一有效率之企業，應肯定其存在之價值。 但倘若企業利用其獨
占地位，而遂行搭售行為，迫使競爭者退出或阻礙其進入市場，並妨礙交易相
對人之選擇自由，即屬濫用其市場力量之行為態樣，將受到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4款關於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規範。
1.2. 不具獨占地位之廠商
就不具獨占地位之企業而言，並非其所實行之搭售行為即必定不會產生反
競爭之效果，僅是若主要產品之市場無足夠支配力時，即難以成功實行其搭售
策略。故首先就出賣人是否具有一定程度之市場力量加以判斷，所謂之一定
程度之市場力乃相當於美國法概念所謂之「充分之經濟力」，故不以達到「獨
150

占性」或「控制性」為必要。 針對不具獨占地位之企業所遂行之搭售行為，
即落入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6款之規定：「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
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而我國過去對於第19條6款之違法判斷標
準，即設定行為主體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須具有10%之市占率為門檻，符合門
檻後始進一步探討後續違法認定之要件。
而針對未符合10%門檻之企業，公平會則於實務上處分過程中引入依賴性
148

公平會公處字第一六八號
黃銘傑，「公平交易執委會搭售規範之弔詭（上）」，月旦法學雜誌，109期，頁
175（2004年6月）
150
公平交易執委會第二處，「我國公平交易法垂直限制行為執法實務之檢討-兼論歐
盟、德、法、美、日垂直限制規範」，第四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頁626（1999年6月）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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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理論， 認定該實施搭售行為之企業亦具有相當程度之市場力量得以成功實行
搭售策略，而有反競爭之虞。但就第19條第6款中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
之文義觀之，似該條款僅限於交易相對人屬於事業時，始得以適用。故當搭售
行為主體非具獨占地位，而其交易對象亦非為事業之時，即無法適用第10 條第
152

4款或第19 條第6款之規定，而須以第24條顯失公平之規定予以論處。
2. 案例討論
153

154

2.1 台灣電視股份公司； 中華電視股份公司； 中國電視股份公司搭售
案

155

被處分人要求廣告主托播高收視率節目廣告時必須同時購買低收視率節目
廣告時間之情形，其雖辯稱僅有在托播高收視率節目廣告時贈送低收視率節目
廣告時間之事，然實際上係以先向被處分人購買高收視率節目廣告時間為條
件，而被處分人亦不單獨出售高收視率節目廣告時間，而皆有附帶贈送低收視
率節目廣告時間之情形，此種有條件贈送低收視率節目廣告時間之行為，雖名
為贈送，實為搭售。
被處分人之搭售行為尚非為確保其商譽及服務品質所必須，故其搭售顯無
正當理由，又被處分人為電視市場獨占事業，其對電視市場自有支配性之影
響，故其搭售不但使交易相對人（廣告主）失去選擇電視節目廣告時間之自由
時間之搭售行為，且使以電視節目之製作為事業者間之競爭關係受到扭曲，該
當違法之搭售行為。
156

2.2. 樺陽車業股份有限公司搭售案

被處分人係三陽機車台北市地區唯一之總經銷，而三陽機車於全國之市占
率為34.7%，而既被處分人為台北地區唯一之總經銷，故其市占率應與全國之
市占率相同，該案被處分人規定，台北市地區所銷售之三陽機車新機車一律必
須統一由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保二年機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並不允
151

所謂之依賴性理論，即指對於市場占有率不高之事業，倘其他事業之營運必須依
賴該事業維持競爭條件，而缺乏足夠且可期待之偏離可能性時，該事業具有相對
優勢地位。參閱吳秀明，「從依賴性理論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以公平交易法
立場之研析適用」，第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頁143-203
（1999年11月）
152
黃銘傑，同註149，頁176-177
153
公平會公處字第○五六號
154
公平會公處字第○五八號
155
公平會公處字第○五七號
156
公平會公處字第○三八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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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消費者自行決定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外之保險公司。
被處分人抗辯鑑於大部分機車買受人，對於保險公司及投保手續並不熟
悉，因此，對於經銷商主動提供之代辦服務並無特別意見，爰該公司基於服務
客戶，以及方便手續辦理之考量，方決定統一交由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承保。
然公平會認為縱令其目的在提供一貫性服務，爭取車主交易機會，甚或
賺取週邊利益（如保費佣金），卻係倚恃消費者對保險法之無知及對其之依
賴，甚而視消費者之交易選擇權為其交易籌碼，進而據以與華南產物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進行價金談判之基礎，其侵犯消費者權益甚劇，並對市場上其他
競爭之保險代理人及經紀人產生排除競爭之效果，扭曲機車強制汽車責任險
市場上之競爭秩序，核屬非具正當性之限制行為，違反我國公平交易法第19
條第6款之規定。
157

158

159

2.3. 學者有限公司； 元寶利影視有限公司； 富康興業有限公司； 協
160

161

和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搭售案

被處分人要求買受人業者不得單獨挑片、亦不能選擇數量，僅得接受其所
提供之配套銷售，而於配套銷售中參雜不賣座或老舊之影片，以此法進行搭售
之策略。
然按VCD、DVD、錄影帶等影音產品具有著作權物之不可替代之商品特
性，且在現行實務上，影音產品發行業者多係取得上游片商之獨家代理權，出
租業者除與發行業者或其代理商、經銷商交易外，尚難透過其他合法管道取得
完整充足之片源，因此發行業者相對於出租業者而言，係擁有排他之強勢經濟
能力，雙方市場力量並不對等。若發行業者挾其優勢之競爭能力及市場地位，
於出租業者欲購買某些影音產品時，要求必須同時購買其他產品、而禁止出租
業者選擇影片內容或數量，否則即拒絕交易，可能造成出租業者在顧及片源完
整性、迎合消費者需求之壓力下，被迫購買不需要之影片並增加營運成本負
擔，因而降低向其他錄影帶發行業進購錄影帶轉租之能力，此不但顯已影響出
租業者依影片上映情況之叫座與否為決定進購院線片錄影帶之衡量標準，並使
157

公平會公處字第○二一號
公平會公處字第○九二○三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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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公處字第○九二○三一號
160
公平會公處字第一三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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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公處字第○七八號
158

單方行為之研究

323

錄影帶發行業之競爭活動產生抑制與妨礙，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6款之
規定。
162

2.4. 松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搭售案

被處分人與顧客約定，由戰略公司向松崗公司購買所需電腦遊戲軟體之所
有權、公開播放權及使用權等事宜，惟當戰略公司依約向松崗公司洽購個別產
品時，竟遭松崗公司拒絕且以口頭方式告知，系爭合約書中附件所列之電腦休
閒遊戲軟體，乃戰略公司應全部購買之產品，不得自由任意選購。
松崗公司為國內網路咖啡（下稱網咖）遊戲軟體授權之龍頭，其於民國八
十九年之營業收入占我國遊戲軟體下游產業（即通路商）產值為14.35％左右，
且我國約有2,500至3,500家規模不等之網咖業者中，有1,500家網咖業者與之簽
約，即約有42％至60％網咖業者與被處分人簽約，但該公司卻利用遊戲軟體享
有著作權物之獨家排他性及消費者對遊戲軟體之偏好性等商品特性，將暢銷與
非暢銷遊戲軟體商品成套搭售且拒絕提供單一產品報價，並於合約中訂定各種
不平等之條款限制，迫使網咖業者在顧及遊戲軟體完整性之壓力下，必須成套
購買松崗公司所提供之十套遊戲軟體，而無法自由選購單項遊戲軟體，且其中
有半數以上遊戲軟體於簽約時並未上市，也無產品報價，其搭售意圖明顯，剝
奪網咖業者之交易選擇自由，將構成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搭售行為。
對於網咖業者而言，提供最受歡迎電腦遊戲軟體乃成為其吸引顧客上門的
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遊戲軟體發行商或通路商相對於其交易相對人（即網咖業
者）而言，多係擁有排他之強勢經濟能力，雙方市場力量並不對等。若發行商
或通路商挾其優勢之競爭能力及市場地位，於遊戲軟體業者欲購買某些受歡迎
軟體產品時，要求必須同時購買其他冷門（即消費者根本不會去消費的軟體）
產品、禁止單買，否則拒絕交易，可能造成網咖業者為迎合消費者對熱門遊戲
軟體需求之壓力下，被迫購買不需要之遊戲軟體，增加營運成本負擔並佔據硬
碟大量空間，不但剝奪網咖業者之交易選擇自由，也對其他發行商造成不公平
競爭之情事，將構成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搭售行為，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
第6款之規定。
2.5. 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搭售案163
被處分人實施客戶購買新菸品，始可優先獎勵購買長壽菸之措施，經查被
處分人為唯一之國產菸製造商，於民國91年至94年間其市占率，若依銷量計算
162
163

公平會公處字第○九一○二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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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0%-50%之間，若以銷售值計算則若在34.16%-41.67%之間，顯見被處分人
有一定程度之市場力量，而新、舊菸品間各具獨立經濟價值，乃獨立可分之商
品，無同時銷售或購買之正當理由。被處分人雖辯稱其無強制客戶購買新產
品、即使未購買亦不影響原先客戶之菸品配額。惟查菸酒公司之「長壽」菸品
系列，長期以來具有相當的品牌知名度及競爭優勢，在菸品市場上具有一定程
度之影響力，菸酒公司利用舊產品的暢銷優勢，以購買新菸品作為交易相對
人優先獎購舊菸品條件，藉搭售行為促銷新上市菸品，搭售行為並不具正當理
由，且有妨礙菸品市場公平競爭之虞，認定違反第19條第6款之規定。

二、忠誠折扣之規範
對於忠誠及捆綁折扣部份，我國實務上針對此類型態多以不公平競爭之規
定處理，案件類型多集中於電信事業與有線電視產業，與美國法之規範現狀有
明顯的不同。
1. 規範原則
於忠誠折扣部份，依公平會所頒布之「公平交易法對電信事業之規範說
明」中，說明忠誠折扣即給予用戶之折扣優惠，係附隨於禁止用戶轉換交易對
象之約定，或針對可能轉換交易對象之用戶給予大幅折扣優惠，藉以防止其轉
換交易對象之情形。由於該類折扣之實施，將造成用戶為特定事業「鎖定」，
妨礙競爭者爭取交易機會。故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第3款：「以利誘方式，
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規定之虞，而公平會於個案中，對
於忠誠折扣之合理性判斷，將會考量：(1)用戶在簽約前是否有足夠的選擇空
間。(2)契約期間的長短。(3)電信事業為提供服務而發生的成本。(4)在契約期
間內前述成本可以被回收的範圍。(5)退出償付的額度是否超過用戶退出前已獲
得折扣優惠的額度。(6)是否會造成市場封鎖的結果。(7)除前述考量外，仍須
視具體個案事實，綜合行為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
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依據「合理原則」判斷。
2. 案例討論
164

2.1. 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案

被處分人於相關市場中占有約91%之市占率，於92年1月推出「通關網路
服務優惠方案」，其中「B方案」為優惠期間內承諾100﹪使用被處分人通關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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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服務，即享有原費率打6折的優惠，使得原本已與汎宇電商公司之連線客
戶，因此拒絕再與汎宇電商公司連線。惟參加廠商若未能遵守承諾，被處分人
有權中止本項優惠方案，並收取已給付之優惠金額與原價之差額。被處分人要
求用戶須承諾100%使用被處分人之服務，即有明顯意圖限制用戶轉換交易對
象、鎖定既有用戶，並有封鎖競爭者之反競爭效果。
被處分人雖抗辯其乃提供「A方案」、「B方案」供顧客自由選擇，且對
於違反方案條件之顧客並無實質之處罰，但經查兩方案之收費有相當之差距，
顧客並無誘因選擇「A方案」或不參加優惠活動，且縱被處分人以折扣吸引顧
客消費，但並無必要限制100%使用被處分人服務，蓋要求100%使用即有「鎖
定」用戶並封鎖市場之意圖，依被處分人之高市場占有率即非屬恰當。再者，
被處分人縱未實質處罰違反方案約定之顧客，但仍對於欲違反之顧客產生嚇阻
作用，且當被處分人知悉顧客違反約定之情事，均要求顧客改採「A方案」，
本質上仍屬處罰手段之一種。
被處分人「通關網路服務優惠方案」之「B方案」，明顯係以限制或排除
其他競爭者作為目的，而確實亦造成超過該公司80%既有用戶無法轉換交易對
象之效果，形成通關網路市場人為因素之參進障礙，業已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10條第1款規定︰「以不公平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
165

2.2.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案

中華電信在行動電話市場的占有率超過50％，而其所提供之新資費中的經
濟型月費200元、區域型月費420元，以及老客戶、大客戶月租費打6到8折等三
項配套優惠方案，中華電信推出所謂之經濟型方案，比現有收費平均降幅更
達30％。再利用老客戶、大客戶最低折扣月租費六折，更是巧立名目變相再降
價。中華電信老客戶的定義從使用一年開始，佔70％以上，即給予月租費8折
優惠，一次申請三個門號的大客戶也給予8折的優惠，條件之寬鬆已完全超出
合理鼓勵忠誠的範圍，反觀所有的民營公司，由於開放只有1年左右，全部的
客戶幾乎都在1年以內，並沒有所謂老客戶的存在，故中華電信所提供之上開
老客戶、大客戶方案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3款之虞。

三、綑綁折扣行為之規範
1. 規範原則
165

工商時報，科技版，民國88年1月28日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cable/
change/880128d8.htm（最後瀏覽日201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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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公平交易法對有線電視相關事業規範說明」中指出，若有線電視
頻道供應商透過多數頻道節目整批交易，使其市場力得以不當延伸或擴張；使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喪失合理選擇單一頻道節目之機會，不當剝奪買方剩餘，
可能構成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6款「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
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
若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除提供「套裝價格」外，亦提供「個別單價」之購
買，此時則應就客觀上探討，套裝價格是否足以遏制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選擇
購買單一頻道節目之意願，迫使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購買套裝頻道節目，仍可
能構成強制搭售頻道節目行為，而有違反第19條第6款之虞。此行為原於搭售
規範下審視，即所謂之「分開訂價方式卻實質上導致強制搭售之效果」，但既
現已出現綑綁折扣之用語，即應將其與搭售作一區隔。而實務上公平會處理
時，即是先依快速審視（Quick Look）方式，先剔除完全無可能形成強制搭售
頻道節目之「套裝價格」情形；對於無法通過此一審視者，再審酌價格間之對
應關係、兩者間是否有可合理節省成本之事由、套裝頻道之數量及內容、對其
他競爭頻道之影響、對交易相對人選擇空間之影響、及是否有其他合理事由因
素，依據合理原則加以判斷。
2. 案例討論
166

2.1. 年代網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案

被處分人從事「ERA LIFE」、「TVBS-G」、「ERA SPORTS」、
「TVBS」、「TVBS-N」等頻道節目之銷售，並訂有頻道「簽購辦法」，五個
付費頻道單購為四十五元，購買二個為六十五元，購買三個為八十元，購買四
個為九十元，全數購買為九十五元；另系統業者倘符合全數購買、期限前完成
合約、預支期票、定頻、不插播廣告等條件，最多可再享六折之優惠，換算單
價應為五十七元。
被處分人全部五個頻道之實際銷售價格，係以每收視戶約四十五元左右之
條件與系統業者交易。而被處分人所訂定之單一頻道購買價格，既與購買全部
頻道之實際價格相同，任一理性之交易相對人自不可能依自身需要選擇購買頻
道，是該種訂價方式顯有限制系統業者選擇購買頻道之事業活動。
被處分人訂定之頻道購買單價與實際交易價格相較，在客觀上足以遏止系
統業者選擇購買頻道節目之事業活動，迫使系統業者購買全數頻道節目，乃屬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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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因已有妨礙
公平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6款之規定。
167

2.2. 家韻傳播製作有限公司案

被處分人為新歌單曲伴唱帶之發行商，其提供之單曲伴唱帶每卷訂價新
台幣3,600元整，為優待加盟客戶。凡一次訂購5套（全60首單曲為1套）以
上，且款項一次繳清者，每套優待為新台幣72,000元整。被處分人今年單支
訂價提高為3,600元，與目前單支平均售價1,100元之市場行情比較，顯然過
高。又其調整後之訂價，較一次訂購5套以上，款項一次付清之單曲伴唱帶
價格1,200元，顯不相當，被處分人以大幅調高單支訂價之手段，使交易相對
人無法自由合理選購單支單曲伴唱帶，被處分人欲以六十首單曲伴唱帶成套
搭售之意圖至為明顯。
據調查被處人之市占率約為5.3％，但因單曲伴唱帶係享有著作權獨家排他
性之商品，且該公司為主要發行代理商之一，對單曲伴唱帶擁有一定程度之市
場力。被處分人利用交易相對人顧及歌曲選擇完整性之經營壓力下，以大幅調
高單支訂價之手段，使交易相對人無法自由合理選購單支單曲伴唱帶，有妨礙
單曲伴唱帶市場公平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6款之規定。
3. 相關案例檢討與分析
綑綁折扣即為一廣義之搭售行為，透過整批交易之方式，要求買受人購買
其所綑綁之產品，其提供之方式與傳統搭售行為拒絕單獨購買之特性不同，如
上述曾提及之松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案、學者有限公司等影片發行業者案等，
綑綁折扣亦提供產品單獨購買之銷售方式，而與搭售行為作一區隔。而案中被
處分人雖提供產品單獨購買之機會，惟其所提供單獨購買之價格與套裝價格相
比，皆為不合理地高。被處分人藉提高產品單價，致使買受人於購買個別產品
與套裝產品間成本相當之情形下，僅能接受套裝產品之整批銷售模式，雖形式
上買受人仍有單獨購買之機會，但相信基於自利之心理，於個別與套裝購買之
付出成本相當之時，應無購買單獨產品之可能，故實質上買受人已喪失其單獨
選擇產品之自由，足以使任一理性之買受人無選擇購買單一頻道之意願，而此
一行為多受到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6款規定。
故於判斷上即就「套裝價格」與「單獨價格」作一比較，觀其是否構成強
制搭售之「套裝價格」，大體上與搭售之審查基準雷同。然狹義之搭售行為未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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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提供單獨購買產品之機會，故於審查階段未將價格作為探討重點，而綑綁
折扣主要是透過價格上之對比，遂行搭售之行為，藉由提供套裝價格與單獨購
買價格予交易相對人，表面上供其自由選擇購買，然套裝價格與單獨價格顯不
相當，客觀上使交易相對人根本無從選擇單獨購買時，即構成強制搭售之銷售
模式，甚至當綑綁折扣後之價格低於成本時亦有可能成為掠奪性訂價之手段，
故綑綁折扣亦採傳統對掠奪性訂價之檢視標準，而當折扣後之價格未低於成本
時，其審查基準大致與搭售行為相同，依合理原則判斷系爭企業之綑綁折扣行
為，而依第19條第6款處斷。

四、小結
本節主要就搭售、忠誠及綑綁折扣等單方行為之個別案例進行分析，於個
案中可發現，除搭售案件外，公平會由於處理忠誠及捆綁折扣的經驗不多，故
尚未形成較為一致且以維持市場競爭秩序為導向之審理原則。有鑑於近來外國
學界及實務界對於忠誠及綑綁折扣行為之討論愈趨重要，國內學界及公平會也
應開始正視此一問題。公平會過往的處分，往往過於強調折扣本身對競爭對手
所可造會競爭上的「不便」為其主要理由，未必與折扣行為是否具有市場掠奪
與排除競爭等效果有關； 特別是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3款「利誘」的規定及其
與忠誠或捆綁折扣之關係，實有必要從經濟學理及國外執法經驗，來重新詮釋
其意義與適用標準。

陸、研究發現對我國執法與政策制定之啟示-代結論
從本文之介紹與分析可知，搭售、忠誠與捆綁折扣，乃係與經濟理論息息
相關之廠商單方行為類型。雖然學理上的爭辯仍持續進行，而法理上的審查原
則也正處於探索階段，但從美國法的經驗，我們仍可歸納出幾項對公平交易法
之政策上啟示與建議。

一、市場力量作為規範單方行為的前提要件
從美國的相關案例可知，不論是搭售、忠誠、或捆綁折扣，均應以實施廠
商於相關市場中有一定市場力量為前提。除市占率外，美國法上也引入了因資
訊不對等所生之市場不完美性，而讓獨占廠商得以藉此提高消費者的轉換成
本，連帶提高競爭者競爭成本等非市占率的市場衡量因素。公平會在此一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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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採依案件屬性，也即就限制競爭和不公平競爭行為類型，而適用不同市場力
量標準。在公平交易法第10條的案件，由於法律已有明確的判斷標準，理應較
無適用上的疑慮。不過，這一部分案件較大的問題，仍在於相關市場的界定
上，公平會一向較少有深入的論述。也因此，縱使於個案中能得出一具體的市
占率與市場力量數據，但仍不免引發爭議。此一問題有賴公平會未來能強化對
市場產業資訊的蒐集與資料庫的建立。另外，未來會內之「經濟分析室」成立
後，應能讓個案中對市場力之衡量有較客觀與說明力之分析。
相關市場與市場力衡量較大的問題，乃在於不公平競爭行為部分。即便學
界與實務界普遍認為第19條第6款的規定，應包含市場力量的評估，但綜觀公
平會關於搭售在內的第6款相關案件，其對被處分事業是否有足夠的市場力以
影響市場效能競爭的論述，仍具相當的「個案」色彩，缺乏一致的架構，且
往往會不自覺的陷入專注在行為本身對競爭對手所將可能產生的競爭上「威
脅」，而忽略了市場結構與相關條件對「威脅」出現的機率的制衡效果。而誠
如本計畫之前所述，這樣的問題在適用第19條第3款關於「利誘」的規定規範
折扣案件時，更為明顯。雖然公平會內部認為第19條中關於行為是否具限制競
爭或妨礙市場競爭之虞的要件，須符合10%市占率的門檻，但對於第3款的規
定，向來均傾向於將其歸類為是屬於「行為不法」的類型，而不論述實施利誘
折扣的事業，是否有足夠的市場經濟實力來遂行利誘排除行為。至於在適用第
24條的案件類型，此一情形更加明顯。或許是有感於過度強調行為本身之可非
難性，將使公平交易法及其他具間接規範市場交易行為效果之法規，如民法或
消費者保護法，產生管制重疊與衝突的問題，公平交易法近年來在「不公平競
爭」案件中，廣泛的引入「相對優勢地位」或「依賴性」理論作為其立論研析
的主軸，嘗試維持公平交易法以「市場」及「競爭」為出發點的法規特色。但
從學理而言，除了傳統的市場界定與市場力衡量方法已能吸納「相對優勢地
位」理論所關切的議題外，若所謂的相對優勢地位指的是交易當事人之一方，
相對於他方交易當事人，因特定交易關係中所實質或潛存之產品特色、交易習
慣、依賴程度等因素之比較，則公平會的處分案件，將很難擺脫與「個案」色
168

彩之糾葛。

參酌外國經驗，公平會應可考量不論是在「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
的規定下審理搭售或折扣案件，行為實施廠商是否有能力藉由涉案行為，來達
168

可參考陳志民，「經濟分析適用於公平交易法之價值、例示與釋疑」，財產法暨經
濟法，第27期，頁47，67-69（2011年9月）；陳志民，同註11，頁1，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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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進一步擴大或維持其市場力量之目的。基於不同的立法政策考量，「不公平
競爭」可以有較低的市場力量門檻要件，但不應將「不公平競爭」解讀為只需
審酌行為本身在競爭倫理上的非難可能性即可。在法的適用上，當企業具有獨
占力量之時，應優先適用第10條各款之規定，若不符合時，再行適用第19條各
款之規定，探討是否有違法之可能，若皆未能適用之時，最後一步始探討有無
第24條顯失公平之可能，如此於法之適用上，才不會導致第10條獨占力濫用條
款之架空化或第19條各款所未能規範之疏漏之處。

二、搭售行為
相較於折扣案件，公平會處理搭售案件已有相當經驗，也有較明確可循的
審理原則，值得進一步改善之處，仍是如何於個案中落實相關審理原則，並提
高案件審理之品質及細緻度。就公平會過去的執法經驗來看，其主要的案例
類型多數與著作權之搭售有關。從個該案件的處分理由看來，公平會仍傾向於
從著作權法的角度，強調每一著作物本身與其他著作物間均具有一定程度的差
異，而有可能成為一獨立的相關市場。但這種看法與競爭法關於相關市場與市
場力的判斷原則有間。智財權雖是一項排他權利，但如果不同的著作物對利用
者所創造的使用效益相同，而具替代使用關係，或是相同的產品得透過不同的
技術專利來生產，則對競爭有意義的相關市場均不應侷限在單一的著作物。而
也因為公平會此一市場界定方法，使得在後續關於搭售反競爭效果評估時，少
見有深入針對搭售是否出現了學理上「槓桿-封鎖」效果，而有利於獨占者將
市場力延伸至其他市場的經濟分析。處分理由仍多強調著作物本身的不可取代
性，使得著作權人相對於被授權人有交易上的經濟優勢地位，而被授權人通常
也無法從其他管道取得著作物，故被處分人相對於被授權人而言，具有令後者
產生依賴與不可偏離的優勢。基於此一認定，公平會即認為，搭售必然會封鎖
被搭售產品市場的競爭，進而讓著作權人得以擴大其市場力。從計畫中對美國
法或歐盟法的介紹可知，這樣的論述過程略嫌倉促。

三、忠誠折扣
由上述各節之說明可知，忠誠折扣對各國競爭主管機關而言，乃一新興的
議題。本節以下嘗試歸納學理與實務見解，提出初步可供我國參考之執法與法
政策制定依據。
1. 檢視忠誠折扣適法性之基本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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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的觀點來看，忠誠折扣主要的問題在其可能是具市場支配地位者掠
奪市場，用以排除效率競爭之手段。歸納本文之初步研究發現，我們可初步歸
納出以下幾點競爭主管機關於檢視忠誠折扣計畫時的基本要件：
(一) 實施折扣策略者，是否具有市場的優勢支配地位？是否在某些產品
上，具有優勢支配地位？是否是下游買者不可或缺的交易對象？
(二) 競爭對手，是否能夠從市場它處取得足夠生存的貨源？是否必須訂
定低於成本的價格，方能足以吸引實施折扣策略廠的客戶，轉而向
其購買？
(三) 實施折扣策略者，是否在競爭產品上，價格低於成本？
(四) 競爭對手之效率，是否本身就是市場上相對不效率的廠商？
(五) 實施折扣策略者，其折扣優惠是否是基於效率的理由，所做的回饋
措施？
(六) 市場是否存在很高的參進障礙？
(七) 實施折扣策略者，給予不同購買量之下游買者相同折扣，或者給予相
同購買量之下游買者不同折扣，或者以過去一段時間之購買量為參考
標準而設定其折扣門檻機制，又或者是規定一段相對較長時間內達到
較高門檻，是否因此等機制所引起的差別待遇，已經導致買方市場不
公平競爭？
(八) 實施折扣策略者，其門檻數量計量，是否包含所有成分產品混合計算？
2.「價格-成本」關係檢視及其他可能違法類型
不論是「忠誠折扣」或「捆綁折扣」，基本上是市場折價競爭的一種模
式，大多數時候，可以促進市場競爭、增進消費者福利。惟一些要件符合時，
這些競爭模式可能轉而排抑競爭廠商、甚或傷害市場總體競爭水準。總合而
論，忠誠折扣或捆綁折扣，其最大特徵在於「套牢」客戶，當一策略造成客戶
購買數量被鎖住的部分過大時，就很容易造成排抑競爭廠商或傷害市場競爭。
而可以鎖住大量客戶購買量的折扣策略，主要是因為使用該策略者，具有較為
強勢的「不對稱地位」或者折扣成數過大。
學理上，最核心的判斷，當在於「不可競爭」或「不可檢視」的數量部
分，是否夠大。不可競爭的數量愈大，則忠誠折扣之排抑競爭效果就會愈
大，因為，它將使得競爭廠商必須更大幅降價，才有辦法誘離挖走對方的客
戶或數量，甚至很容易的就可以使得「具同等效率」的競爭廠商，必須使用
低於成本的價格，方能成功誘離。這樣的狀況，就顯然的造成市場競爭之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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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準此而言，7-11便利商慣用的「第二件五折」銷售手法，並未構成「忠
誠折扣」之要件，原因是，其約定的門檻數量中，既未有「不可競爭」部
分、也不占有購買者總購買量中的大部分，因此，此一銷售方法對購買者並
未產生限制轉購的功能。
上述之經濟原理，正是實務適法分析上，必須掌握的核心。而其中最具體
的問題，即是折扣後價格與成本間的關係，以及其在競爭法上的意涵為何。另
外，從學理上的討論可知，忠誠折扣也可能出現價格掠奪外之其他反競爭效
果，分述如下。
2.1.「價格-成本」檢視
A.平均價格低於成本時
一般在忠誠折扣的檢視上，最顯著的標準，就是其折扣後平均價格是否低
於一個適當衡量的成本（平均變動成本或其他類型之成本標準），這是因為
「折扣」的本質，就是一種降價行為。故如果平均價格小於成本，則基於廠商
追求利潤極大的前提假設下，主管機關有較強的理由，可以質疑折扣計畫已涉
及價格掠奪行為。不過，除了價格與成本間的判斷外，另一項更重要的違法性
判斷要件，即是廠商有無能力在折扣計畫成功掠奪市場後，回收（recoup）其
因掠奪所受之損失。此一部分的判斷，與市場結構面的因素，如市占率、市場
參進障礙、產品同質性高低等有密切的關係。依美國法目前的實務作法，廠商
若未能於後掠奪期間回收其損失，行為將被認定為不違法。
B.平均價格高於成本時
當平均價格高於成本時，雖然沒有直接涉及「掠奪」之可能性，但學理上
仍有文獻支持其潛在的排除競爭效果。例如在美國法的介紹部分所提及之利用
忠誠折扣，進一步剝奪消費者剩餘，並讓競爭轉換成產品的「區塊」競爭，並
增加競爭者參與市場競爭的成本。這過程中，折扣後的產品價格，可能均在成
本之上。簡言之，此一理論所強調的是折扣行為的「提高競爭對手成本」的效
果。雖然學理上對此仍有不少的爭議，但若競爭主管機關擬從此一理論，介入
忠誠折扣計畫之審查時，其首先應檢視之主要事證，乃獨占廠商，是否享有很
大的「不可競爭數量」部分。獨占廠商採用忠誠折扣後，雖然平均價格仍舊高
於成本，但因獨占地位所造成的「不可競爭」數量比例太大，競爭廠商很難以
高於成本的價格，從該廠中挖走足夠供其生存的數量。再者，忠誠折扣吸引買
者購買量是否已幾近於其需求總量，也是可列入考量之另一重要事證。
2.2. 勾結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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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兩家廠商同時採用忠誠折扣，其目的可能在於加強彼此互不搶挖客戶
默契，功能有如「最惠條款（most-favored clause）」與「比價競爭（meeting
competition）」，本質上為聯合行為的便利機制（facilitating mechanisms）。
如果這兩家廠商合計而達公平交易法所規範之獨占，則市場上之小廠必然無法
與其競爭。一者，市場大廠競爭消失，二者，小廠競爭被排抑，三者，新廠進
入成本大幅提高，總體而言，不利於市場競爭。這等行為可以公平交易法第14
條「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予以檢視之。
當這兩家廠商合計而未達公平交易法之獨占地位，且市場上並未存在任何
獨占地位之廠商時，折扣行為可被推定為對市場競爭之影響較小。惟仍應注意
其對市場參進的阻礙力量大小。因為，兩家廠商同時採用忠誠折扣，畢竟幾
乎等於這兩家廠商合併的購買量，是屬於非常低度流動的消費數量，對新廠而
言，一者存在進入成本、二者市場流動需求變小，其參進誘因自然會下降。檢
視此等阻礙參進的力量是否夠大，也是公平會需要留意之處。
2.3. 差別待遇
統一標準的忠誠折扣，可能導致下游市場上小廠不易獲得折扣優惠，等同
於給予下游大廠與小廠之平均價格不同，排除下游小廠，進而降低了下游市場
之競爭程度。依下游大小廠給予不同之折扣結構，大廠門檻高但給予高折扣，
小廠門檻低而給予低折扣，基本上也是差別訂價的模式，還是有利於下游大
廠，而不利於小廠。
忠誠折扣之有別於一般性折扣，在於其它競爭廠商得要用相對低很多的價
格，才足以誘離大廠客戶轉購，因此，忠誠折扣所導致的差別訂價，有其不易
變動的持久性，小廠因而容易處於長期的不利地位，對長期市場而言，勢必導
致大者愈大、而小者愈小，競爭程度因而減弱。具此效果之折扣，除有可能構
成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2、4款之違法行為類型外，另公平會也可檢視是否有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2款「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之
可能。具體的審查標準，可從一、採用忠誠折扣之廠商，其市場力量是否夠
大？以及二、銷售給大小廠之產品，是否不可能轉售二個角度著手。
2.4. 獨家交易
當忠誠折扣的門檻數量幾乎等於買者一定期間內的預期總需求量時，等於
是強迫買者不得採買銷售其它廠牌產品，除第10條第4款外，也可能涉及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6款「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
其交易之行為」。獨家交易對市場競爭之主要傷害，在於它限制了競爭對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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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競爭者的行銷管道。一般而言，當市場優勢廠商或者大多數廠商採用獨家
交易策略時，其它少數廠商或者新進入廠商，將很難覓得產品的銷售管道，致
使行銷困難，此時，不僅是既存的少數小廠受到排抑，市場參進亦受到閉鎖，
不利整體市場之發展與競爭。
殊值一提者，乃在分析忠誠折扣對市場衝擊程度時，必須先行了解在實施
之前的市場狀況，例如競爭對手經營效率本來就很差，或者市場本來就存在著
很高的入場阻礙，則後來出現的對手廠商競爭力被壓縮、新廠參進之困難，就
不能完全歸責於忠誠折扣策略。也因此，在判斷忠誠折扣是否涉及排它交易之
可能時，可具體從以下幾個角度來探討：一、忠誠折扣之門檻是否很高，甚至
幾乎達到買者之預期需求量；二、實施者是否具有很高的市場力量；三、市場
中是否尚有一些廠商同時採行此一策略；四、此一策略之前的市場競爭狀態與
參進阻礙如何。

四、捆綁折扣
如上所述，由於從經濟效果的角度來看，「忠誠」與「捆綁」折扣可在同
一競爭分析架構下來進行檢視，故該行為所可能引發之競爭疑慮，主要仍在於
其所潛藏的市場價格掠奪及排除同等效率競爭效果。而由於捆綁折扣在概念與
市場效果上與搭售行為類似，計畫中所討論之相關排除競爭理論，可視為是在
呼應美國法關於搭售規定之「脅迫」可能性，以及行為對市場交易量之影響程
度二項要件。
1. 檢視捆綁折扣之基本標準
就檢視捆綁折扣之基本標準而言，公平會應可依下列原則作為檢視個案的
主軸方向：
(一) 實施捆綁折扣者，其競爭對手，是否能夠獨立或合力推出相同的捆綁
包裹於市場中競爭？若可，則可考慮以包裹品為單一產品而以忠誠折
扣分析之。
(二) 實施捆綁折扣者，若是以具獨占力之產品綁競爭產品，其是否已導致
大多數的市場消費者皆選購了捆綁產品？
(三) 實施捆綁折扣者，包裹價格是否低於成本？若是以獨占產品綁競爭產
品，則其成分產品之拆分後，設算價格是否低於各產品成本？
(四) 實施捆綁折扣者，包裹價格若高於成本，是否競爭對手仍因誘轉價格
太低而無法吸引客戶轉移購買的對象，致競爭廠商仍然受到排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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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是因為包裹內獨占財貨的槓桿作用所致？
2. 可能之違法類型
就捆綁折扣之反競爭效果來看，其具體可能的違法類型如下。
2.1. 差別取價
於判斷捆綁中的各產品，是否對不同的買者取行不同的價格，因而導致下
游小廠面臨較高進貨價格，而不當提高其參與競爭的成本，必須先行進行包裹
中各產品的折扣拆分，計算出各產品的設算價格。
競爭主管機關於檢視廠商之捆綁折扣策略，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
2款或第19條第2款規定時，應特別注意以下二項因素：
一、折扣優惠措施，是否因為小廠購買量少，而進貨平均價格較高？
二、折扣優惠措施，是否因為過去一段時間之購買數量不同，而有不同？
2.2. 掠奪訂價
大廠商透過既有的獨占財貨與競爭財貨之包裝組合，推出捆綁折扣，可以
有效的於多種產品市場間進行交叉補貼，並藉助於獨占財貨之不可或缺性，吸
引更多買者採購，進而使其在所欲競奪的產品市場中，具有更高競爭能力，
甚或更高的驅逐或掠奪能力。在這樣的狀況下，要判斷推行捆綁折扣策略的廠
商，是否涉及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2、4款，或是第19條第3款之掠奪訂價，還
是得進行包裹中各產品的折扣拆分，並計算競爭產品的設算價格，以此拆分後
設算價格與其成本進行比較，以確認是否廠商有進行掠奪訂價。競爭主管機關
於判斷此一捆綁折扣策略時，應特別注意：
(一) 競爭產品之拆分後設算價格，是否小於生產該產品之增支成本？
(二) 實施捆綁折扣之廠商，是否能利用成分產品中的獨占產品之價格提
高，而回收掠奪損失？
(三) 該捆綁折扣策略，是否已經造成或可能造成市場競爭的負面影響。
2.3. 成本上之價格掠奪
僅管捆綁折扣推出之同時，仍然允許買者於市場中分開選購，但往往廠商
會把其具市場支配力量的產品，與其它競爭財貨互相捆綁，使得買者分開選購
的意願不大，藉此該策略實施的大廠，就可以利用其獨占財貨護航其競爭產
品，擠壓市場上其它販售單品（或僅部分競爭產品）的競爭品牌。最終的目的
在於將具同等競爭效率，但不具備像獨占者多樣品牌產品之競爭者排除於市場
之外。類此之捆綁折扣策略，不僅理論上可以成為一個有效排除競爭者的利
器，實務上由於折扣策略下的設算價格有可能均在成本之上，在傳統對於掠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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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訂價的檢視原則下，這類行為即可能會被認定為不違法。故競爭主管機關若
擬運用此一理論處理捆綁折扣案件時，則除了估算各成分產品的「設算價格」
及成本外，尚須面對僅管捆綁折扣之大廠，其平均價格仍然大於成本，但具同
等效率的競爭者，是否仍然無法以高於成本的價格，誘轉足夠維持生存的客戶
數量的問題。
3. 法律審理原則之建立
縱使經濟學理提供了諸多捆綁折扣的可能反競爭效果，但誠如本文於第
四節美國法的分析部分所論及，部分理論若欲於實務上落實，可能會出現難
以克服的執法與錯誤成本。例如像「成本上掠奪」理論，以及後續所衍生之
如何判斷被排除之競爭者，究否與折扣實施廠商具同等或更高效率的評估問
題等。從研究過程中，我們也發現國外法學者目前對此議題的研究重心，乃
在於建立一項在實務上較可行的法律審理原則，而得以讓法院或主管機關，
在面對專業與執法資源的有限性下，仍能儘可能的融入相關經濟理論。公平
會可以於未來，綜合評估實務上一般案件證據取得的難易程度，來決定採行
以何種原則作審查的基準。當然，在累積一定的案件量與執法經驗後，也可
考量「美國反托拉斯現代化委員會」所提之捆綁折扣「安全港」概念。依
AMC之建議，競爭主管機關得以拆分後設算價格來與生產成本衡量之間做比
較，若拆分後設算價格大於生產成本，則在安全港之內，沒有掠奪之嫌。反
之，拆分後設算價格落於安全港之外，並不能當然視此策略「限制競爭」，
而必須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至於多產品捆綁折扣的大廠，若其拆分後設算
價格落於安全港外，我們只能說，該策略逼使一家僅僅生產包裹中單一（或
部分）競爭產品之廠商，無法與其競爭，但並不代表，捆綁折扣一定傷害了
消費者、市場競爭、或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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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both legal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d
investigates how current competition law is applied to unilateral conduct, including
tying arrangements and loyalty and bundled discounts. We first review their
procompetitive and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from economic perspective. We then
conductAcomparative legal analysis, using the U.S. and EU experiences to examine
how economic theories could be harmonized into the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unilateral conducts under antitrust law. We conclude by proposing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initial research results from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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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評論人：林易典（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主席、林委員、各位貴賓大家好，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就這個報告與前輩陳
教授有互動，說評論不敢，只是交換一點意見。我大致上挑了幾點來討論，第
一個剛開始看見論文名稱時，也會想說單方行為大概是什麼呢？我看了論文
脈絡，主要是把水平的限制競爭區別出去，剩下的範疇還是很大，譬如差別待
遇與獨家交易，因此其實可以在前言部分作簡單界定，以利閱讀，或者加副標
題，來強調作者所要論述的主題。
再來是報告對於搭售與綑綁的概念，我覺得可以有多ㄧ些說明。如果我理
解沒有錯誤，綑綁折扣本身在綑綁的對象、標的中，另外還是有就單獨的產品
提供銷售，就像麥當勞除了套餐之外，也有單點。但如果是搭售的話，就是只
有套餐，而無各別銷售。在英文的教科書上，其實在大的搭售概念下，綑綁式
折扣是放在下面的，因此作者可以強化這邊的概念，譬如文中提到「前者包裹
內的各類型產品之比例固定，而後者之數量可以由買者自由決定」，還沒有凸
顯出兩者的差異。事實上，英文教科書在概念上都會有點混用。
對於搭售的經濟分析，誠如陳教授所言，芝加哥學派已經從Per se illegal
到rule of reason，美國到現在還是採取Per se illegal，芝加哥學派的邏輯其實就
是認為獨占事業取得超額利潤只能拿一次而已，就槓桿原理來說，被搭售產品
無法再次取得利益，所以他也認為說對於搭售本身，並不適合就認定是當然違
法。在歐體部分，就如同芝加哥學派，認為應該採取rule of reason，而不是Per
se illegal，這剛好凸顯兩個法系的對立。
在這篇報告中，我也看見兩位作者的用心，ㄧ般文獻就是直接翻譯英文的
被搭售產品與搭售產品措詞，我發現本文作者是將搭售產品用主要產品這樣的
措詞，很便利讀者的閱讀。搭售正如兩位作者所提到的，就是在主要產品市場
中利用槓桿原理，去影響被搭售產品的市場，然後在被搭售產品市場產生阻塞
的效果，論文中也花了相當多的篇幅。搭售最重要的是有沒有一個正當理由，
在美國法中的要件，我沒有看見作者有這方面的討論。我大膽臆測，學說中是
不是用rule of reason來處理，當然我知道美國法下是Per se illegal，或許是Per se
illegal下根本不需要處理正當事由。
最後，忠誠折扣也可以再進一步討論，作者有提我國忠誠折扣是適用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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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法第19條第3款來處理，但我覺得沒有，從前面關貿網路的例子，主要就
是從公平交易法第10條來處理，主要是從封鎖市場、排他性來處理，關貿網路
這個案子還是從限制競爭、獨家交易來處理，事實上我認為忠誠折扣在歐體法
上從1979年歐洲羅氏大藥廠的案例，都是以忠誠折扣強化獨家交易的面向來處
理，其實忠誠折扣是不是有掠奪性定價的性格，從歐洲的討論並不明顯。我個
人認為，如果有可能，是不是從排他性的強化、強化獨家交易的這個面向來討
論它的惡性，說不定會有更有趣的發現，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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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研究發現對我國執法與政策制定之啟示與建議-代結論
一、管制型產業排除公平法適用之基本判斷原則
二、通訊傳播市場管制措施與排除公平法適用之執法與政策建議
三、金融市場管制措施排除公平法適用之執法與政策建議
四、專門職業市場管制措施排除公平法適用之執法與政策建議

中文摘要
自由經濟體制下之市場產業類型固然複雜多樣，但大致而言，可粗分為主
要依自由市場競爭機制來決定交易結果，而相關法規僅在消極維持市場交易秩
序的不被扭曲，讓市場參與者可以在一個公平競爭環境下，透過效能競爭，為
社會整體創造更高經濟福祉的產業類型，暫且稱之為「非管制型產業」。相對
的，各國基於經濟與非經濟之考量因素，同時也將不少產業歸類為「管制型產
業」，並制定相關之產業管制法規，針對產業中之市場交易價格、數量、人數
限制、內容、事業之市場進入與退出義務、產品或服務之行銷手段等，為積極
與具明顯市場侵入性之管理規範，其目的往往非僅止於維持市場之公平競爭環
境而已，在更多的情況下，這些法規透過對公部門或準公部門的授權，允許其
得直接以專業判斷，取代市場機制之自我調整與篩選功能，並決定最終之交易
結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競爭法」與「產業管制法」必然存在著一定的衝突
關係。如何從學理上來加以調和此一潛在衝突，實有高度的重要性。特別是在
今日這一個科技創新日新月異，全球化浪潮席捲各國的時代，愈來愈複雜的產
品及市場交易模式，以及其伴隨而生之法律問題，往往讓各國之政策制定與執
行者相信，單以「競爭法」維持市場之競爭機制與自我矯正功能，是緩不濟急
與不切實際的，應以更多的特別管制法規來因應。不過，在此同時，我們卻也
同時觀察到市場參與者運用無窮的創意，搭配新興之科技與不同以往之商業思
維，解決了這些看似非管制法規介入，將無法有效維持與回復市場秩序之交易
問題。因此，若未能明確競爭與管制二者之界線，非但政府出於善意所為的市
場規整行為，反而成為效能競爭之絆腳石，管制法規諸多基於「產業特色」與
「產業發展」所制定之競爭例外規定，也往往會為受管制產業業者所利用，作
為合理化其反競爭行為之護身符，甚至於讓競爭主管機關成為協助相關產業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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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利益競租行為之工具而不自知！
基於此一議題之重要性與迫切性，本文擬從學理與實務的角度，就管制型
產業於面臨競爭法調查時，依管制法規之規定或精神所提出之抗辯理由為深入
的探討。本文將以「電信與有線電視產業」、「金融與保險業」、以及「專
門職業」等三大類型為研究之主要對象。從經濟分析觀點，檢視管制理由之必
要性，以及公平法對於管制法規所關切問題所可扮演之角色及可能的限制。另
外，也將從學理上分析，公平法在適用上之侷限性，是否即等同於管制法規在
解決競爭問題上，必然優於公平交易法。再從比較法的觀點，搜集整理美國及
歐盟之法規與案例，並嚐試歸納與分析其與經濟理論間之關聯性，進一步從中
匯整出可資我國執法參考的一般性理論原則。

壹、前言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Steven Breyer曾針對反托拉斯法與競爭法之關係
表示，反托拉斯法的主要目的在促進競爭，但「管制」（regulation）本質上卻
是在限制競爭。因此，雖然期待二者得以相輔相成，共同維持市場交易秩序之
公平性，是多數政策制定者與執法者的共同初衷，但於實際法規運作過程中，
常見涉嫌違反競爭法規之被管制事業，試圖以管制法規中所規定之競爭豁免條
款，或引申管制法規之立法精神，作為其行為不違反競爭法之理由，甚至於管
制型產業主管機關，也往往會以產業特殊性或扶植產業發展為由，質疑公平會
的執法「撈過界」，將有礙於國家競爭力或整體經濟發展。
從傳統關於經濟管制的文獻來看，此一潛在的衝突，事實上並不令人意
外。「管制經濟學」（economics on regulation）雖已提出諸多市場管制必要
性之具體原因，不過總合而論，這些理論大抵是建立在「市場失靈」（market
1

failure）的概念上。 簡言之，管制產業與管制法規存在的目的，乃在於解決因
2

市場失靈所生的不完美性。 在此理論思維下，電信及有線電視產業由於涉及
管線鋪設等高固定成本的投入，有規模經濟的要求，故自然獨占成為此類產
業必然會出現之市場結構，競爭反而讓市場出現無效率之結果。管制法規在
限制廠商人數的同時，也必須另以費率管制（rate regulation）來預防自然獨占
1
2

W. Kip Viscusi, John M. Vernon & Joseph E. Harrington, Jr, Economics of Regulation and
nd
Antitrust 2-3 (2 ed. 1996)
See Richard J. Pierce, Jr. Economic Regulation: Cases and Materials Chapter II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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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濫用其地位，任意的決定價格，影響消費者應有之權益。另外，金融與保
險市場中的各類系統性風險（systemic risk），以及因金融與保險機構與消費
者間因資訊不對等現象，所衍生之諸如「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問題，
使得在完全競爭市場下，市場參與者得在掌握「充分資訊」的環境中，進行足
以提升雙方福利效果之理想交易結果受到挑戰。再加上金融機構出現問題後，
後續所引發的連鎖效應，將嚴重影響國家金融體系與整體經濟發展的穩定，金
融機構「太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金融業應以「監理」為主，「競
爭」為輔的思維，不僅為多數人所接受，且也反映在為數眾多與複雜的金融管
3

制法規中。 同理，資訊不對等的問題，在專門職業中可能更加明顯。於經濟
學理上，類似律師、醫師、或會計師等服務，常被歸類為是所謂的「信賴財」
4

（credence goods）。 換言之，由於此類服務內容的高度專業性，服務的需求
者不但難以於交易前掌握服務品質的優劣，即便於消費後，亦可能無法判斷服
務對其之效用如何，而使得不肖之專業從業人員得以規避市場消費者之抵制制
裁。「管制」或授權「自律」同樣也取代了「競爭」，成為這類型產業所接受
之主流規範機制。競爭法或反托斯法的出現，當然也與「市場失靈」有關。不
過，其與「管制」主要的不同，在於解決的手段強度。就管制法規而言，雖然
其中也不乏較為「誘因」導向，以處罰或補助之手段，提供被管制事業自我約
束與遵守政策動機之規範方法，但在更多的情況下，管制法規是以直接要求被
管制事業相關市場行為作為其主要的規範工具，此與競爭法不介入競爭內容之
規劃，而應以排除市場機制之「路障」，讓理想市場中那一雙看不見的手，得
以再度發揮其功能的思維，有明顯的不同。我們甚至於可以很化約的說，「競
爭法」的目的在「回復」競爭，而「管制」的目的往往是取代市場競爭機制，
以達預定之管制目標。
就法規面而言，「競爭」與「管制」產業間之潛在規範衝突，最常以管制
產業業者及主管機關，以管制法規中之特別規定，對不符合市場競爭原理之行
為或約定，主張應排除於公平法之管轄範圍之外。
以電信及有線電視事業為例，依電信法第20條規定，交通部得依不同地區
及不同服務項目指定第一類電信事業提供電信普及服務，而普及服務所生虧損
3
4

參閱王文宇著，「金融法制與金融監理」，收錄於王文宇主編，「金融法」，元照
出版公司，六版 ，第一章，2011年9月。
Michael R. Darby & Edi Karni, Free Competition and the Optimal Amount of Fraud, 16 J.
L. & Econ. 67, 68-69 (April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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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必要之管理費用，由交通部公告指定之電信事業依規定分攤並繳交至電信事
業普及服務基金。此等普及服務義務之規定係基於保障國民基本通信權益之政
策，但對於個別電信業者之競爭並非有利，蓋電信業者一方面必須從事不符收
益成本考量之建設（例如鋪設線路至偏遠地區）、另一方面必須支付普及服務
基金之分攤額，從透過競爭以達社會資源最有效率配置的角度來看，此實與自
由競爭的機制相悖。再者，依「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37條之規定，經營
者或取得籌設同意書者從事其固定通信網路管線基礎設施之建設時，於通信網
路瓶頸所在設施，無法於合理期間自行建置或無其他可行技術替代者，得向瓶
頸所在設施之固定通信業務經營者，請求共用管線基礎設施。此等規定故可加
速新進業者參與競爭之步調，俾利帶動整體電信市場之競爭度；但其同時也剝
奪了既存業者對於本身設施運用之自由營業決定權，且可能造成新進業者怠於
自行建設，反不利於整體市場長遠之競爭發展及經濟利益。另外，像有線電視
業者對特定頻道的「必須承載」（must-carry）規則，以及頻道上下架應向主
管機關申請並經其同意後始得為之等規定，均與自由經濟體制下，廠商應有決
定交易對象、內容、以及市場進出等基本精神相左。

5

又如在金融保險業中，產險公會為配合主管機關之「產險市場費率自由化
時程計畫」第1階段實施，經主管機關要求，而於民國93年8月20日第3屆理事
會第1次會議通過商業火災保險自律規範（含「產險費率自由化監控小組組織
及作業準則」等6種自律規範），管控國內產險公司承保費率，涉有聯合訂價
之虞。於公平會調查過程中，公會除主張相關自律規定係主管機關授權所為
外，另也從產業特色，提出相關之抗辯：「保險係運用大數法則，聚合多數人
資金共同分擔少數人未來風險損失之制度，倘未能收足依理論與統計所精算出
之風險，重大保險事故發生時，業者容易喪失清償能力；再者，保費不足夠，
亦難獲得國際再保公司支持，風險無法分散轉嫁，一旦業者宣告破產倒閉，必
然損及被保險人權益。主管機關推動產險市場費率自由化，唯恐產險公司假費
率自由化之名而行惡性殺價之實，損及清償能力與被保險人權益，爰責成產險
公會站在第一線，訂出自律規範，主管機關並鼎力支持業者自律機制。而產險
公會之自律規範係經主管機關認可，由業者共識相互約制惡意殺價破壞市場行
為，應無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之虞。」主管機關金管會也認為：「保險販售商
5

這些管制例外規定，有部分是基於非經濟面之社會或文化多元政策考量下的產物。
對此之限析，可參考Sidney A. Shaprio& Joseph P. Tomain, Regulatory Law and Policy:
Cases and Materials Chapter 12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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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係屬對保戶未來之承諾，需於約定期間內維持其清償能力。保險費之計算涉
及統計、精算，大致可分為危險保費與附加費用，附加費用為營業成本，危險
保費則屬合理之危險對價，倘出單費率低於危險保費，則可能危及保險業之正
常經營，最終將導致消費者權益之受損。為避免價格影響被保險人權益，實無
法以一般市場自由競價之機制達成對消費者最有利之局面，而尚難以一般審理
自由經濟市場之機制衡量。金管會自成立以來，除以相關法令規範保險業者
6

外，並期透過業者自律功能約束不當競價之行為，以達市場安定。」

又如在公平會第966次委員會議中，針對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
聯合會研擬之「金融機構辦理金融服務收費原則（草案）」是否涉及公平交易
法聯合行為疑義案，主管機關金管會認為，該草案第4條對金融機構受理客戶
申辦金融服務所必須提供之物件，列舉不得收費之項目，內容並非針對商品或
服務訂定價格，爰無涉及價格因素，且該條但書針對客戶個人保存不當及有個
別需求須申請者另訂有得收費之規定，已尊重市場機能運作，應無影響市場競
爭疑慮。上開收費原則之擬訂，主要在於促進各金融機構合理收取各項金融服
務費用，除兼顧市場公平競爭外，並衡平金融機構及消費者權益，且因金融服
務費用項目、收費計價單位及收費金額等資訊如充分揭露，可利消費者比較決
定，進而促進金融機構與客戶間之信賴，並減少爭議。原則中明列業者計算成
本參酌之項目，係考量具體之經營成本方為合理收費之基礎，以促請業者對於
服務項目之收費標準應合理化，此應有規範之必要。
至於在專門職業部分，公平會近年來基於「競爭倡議」（competition
advocacy）的精神，積極與各專門職業公會及主管機關進行協商，並就可能涉
有限制競爭疑慮之相關法規提出修法的要求，也處分了部分違法之專門職業公
會，但成效似手不如預期。在公平會最近所處理的相關案件中，仍呈現了專門
職業人員，對於自由經濟體制下基本「競爭」的內涵為何，存有不少的誤解。
例如在民國100年的關於會計師公會涉及製發「本會會員與客戶討論案件須收
取諮詢費」等文字文件，並分送所屬會員，有約束事業活動，及影響市場供
7

需之虞一案， 公會所提之理由，乃相關文字係針對會計師法第39條法定業務
之稅務諮詢所為，至於會計師與客戶討論案件是否收取諮詢費及其費率，得由
會計師自行決定。另外，其等也主張，印製該文件已經公會理事會討論通過，
決議認為，依會計師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會計師受託辦理事件，得合理收
6
7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第700次委員會議。
公處字第100015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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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與委託人約定之酬金。」且執行業務者提供專業服務收取費用，乃理所當然
之事，爰決議比照辦理。類似以特別產業管制法規為由，主張限制競爭行為已
獲授權故不受公平法管轄之抗辯，也出現在稍早的「法易通」一案。針對公平
會認為律師公會以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為由，禁止所屬會員加入網路法律諮詢服
務，已違反公平法第14條聯合行為規定之處分，律師公會於抗辯中，除強調律
師具「公益」色彩，非公平法第2條所稱之「事業」外，也強調基於律師法之
授權，公會本即可制訂「倫理規範」要求所屬會員遵守，會員律師加入法易
通，本質上與支付第三人佣金，以招攬訴訟無異，已與「倫理規範」第12條之
禁止規定有違，公會有義務告知所屬會員，並要其等退出，以免因違法而受公
會懲戒。公平會應尊重門律師公會基於授權自律下之準立法與司法權之行使，
不應貿然以一般規範商業行為之公平法相繩。
從實證法規定的角度來看，上列問題的核心，乃環繞在公平法第46條之：
「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者，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
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涵蓋範圍有多廣，特別是其中「不牴觸本法
8

立法意旨」之解讀。對此，公平會已有初步的學理研究及看法。 只是相關的
研究，仍無法擺脫傳統重形式與法體系和諧的法學思維方式，過於著眼於公平
法與管制法規之法位階關係，藉由邏輯推演試圖找出法規間優先適用的順序；
或是探討管制法規及其制定機關之法律屬性，是否已該當是國家行為，不適用
公平法； 或是從文字釋義與比較法制度的觀點，探討公平法的「立法意旨」所
指為何，再推演涵攝相關管制規定與其產生扞格的可能性高低。這種「概念法
學」式的分析手段，看似提供了公平會及管制產業主管機關一項具體明確的法
適用界限依據，但如果就較為實質與問題導向的觀點來看，其往往無法讓執法
者與政策制定知悉，究竟是「競爭法」或是「產業管制法規」，才是解決特定
產業中，市場機制所無法處理之市場失靈問題的最適法律規範。簡言之，單以
法邏輯推演而出之選法標準，並無法讓我們從市場功能面的角度得知，公平會
是否在諸多理應堅持公平法優先之案件中，過於謙卑地將管轄權禮讓予管制機
關；或是在理應尊重管制機關權限的情形下，過於堅持機關對案件之管轄權。

8 參考洪禮卿、何之邁、單驥、蘇永欽、范建得、陳丁章主持，「公平交易法第四十六條修
正後之適用問題研究」，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89年合作研究報告十二，2000年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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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管制型產業行為競爭法抗辯之學理分析
本節首先運用法律經濟分析方法，從「市場失靈」此一上位概念，敘述何
以市場中會出現特定產業，需另有特別管制法規來規範產業中之競爭行為，並
嚐試從研究過程中，歸納與建構出一項較整合性的分析架構，並在該架構下，
9

探討「競爭法」與「管制法規」間之互動關係。

一、市場典範（market paradigm）作為整合經濟法規分析架構之依據
從法律經濟分析之觀點來看，若人類社會的運作，能如同經濟學之父
Adam Smith所假設的那麼美好，則經濟法規實無存在之必要。蓋於一完全充
分競爭的市場中，人類對於商品或服務之需求均可透過市場中之自願交易而獲
得滿足，社會稀少資源的配置也可透過市場達到最有效率之配置結果。國家制
定相關之管制經濟法規，企圖影響市場朝一定之方向運作往往會因缺乏足夠之
管制資訊而適得其反。因此，我們之所以會在現實生活中仍會觀察到綿密而複
雜的經濟管制法規，其立法目的及必要性或可從解決市場無效率現象之角度來
觀察。自法律及經濟觀點而言，建立於理想完全競爭市場假設之市場典範，也
可提供執法者與政策制定者衡量法與政策實效性之一項更客觀具體之判準。具
體而言，法律乃係用以調整偏離典範所期待之最適市場交易結果之市場失靈現
象。綜合法律經濟分析文獻，主要之市場失靈類型可歸納如下：外部性、資訊
10

不對等、少數問題與交易成本。
1. 外部性（externality）

外部性乃指市場經濟互動過程中所生之部分成本或效益，由第三人所負擔
9

10

本節以下論述乃摘要自陳志民所著“Understanding Economic Law Using the
Methodologies of Law and Economics: A Suggested Framework and Related Implications”
一文。See Andy C. M. Chen, Understanding Economic Law Using the Methodologies
of Law and Economics: A Suggested Framework and Related Implications, in Financial
Crisis, Globalization, and Regulatory Reform 197 (David A. Frenkel & Carsten GernerBeuerle ed. 2012)
rd
See Robert Cooter& Thomas Ulen, Law & Economics 40-43 (3 ed. 2000); Robert B.
Ekelund, Jr. & Robert D. Tollison, Economics: Private Markets and Public Choice 94-97
th
(6 ed.,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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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享受之現象，依其性質又可分為負的外部性及正的外部性。所謂負的外部性
即指市場交易之部分成本溢出，而由非從事交易之第三人所承擔，最常提及之
例子即是環境汙染。相較而言，正的外部性乃係指交易當事人無法完全享有交
易所生之外部利益，最典型之例子即為果農與鄰近養蜂戶之關係。11從經濟分
析之觀點而言，外部性之存在將出現私人之邊際成本或利益與社會之邊際成本
12

或利益不一致之情形， 進而誤導市場參與者過度為一定之經濟行為，或缺少
為一定經濟行為之誘因。而不論過與不及，均無法實現最適配置社會資源的目
的。金融市場中之系統性風險或專門職業市場等均有明顯的外部性問題。
2. 訊息不對等（information asymmetry）
完全競爭市場下所期待之互利交易，取決於交易雙方對於交易結果皆握有
完整之資訊，然而，現實生活中交易雙方資訊不對等之問題卻隨處可見，於取
得、驗證、處理契約上重要資訊時屢受限制，舉例而言，通常情形下，買方
對於二手車品質之好壞並不如賣方清楚、雇主所揭露工作場所安全性之資訊，
亦時常阻礙勞工正確評估該工作之潛在危險及足以補償該危險之薪資。由此觀
之，資訊之不完全及不對等將導致行為人判斷錯誤而進行非最適之交易行為。
資訊不對等問題一方面將誤導資訊弱勢當事人賦與交易結果過高之保留價格，
誘使其過度參與交易行為。另一方面，當資訊弱勢當事人在得知其有過度支付
（over payment）之可能時，爾等將以交易之期待利益（expectation value）為
基礎，設定其最終所願支付之最高價格。惟上述價格往往過低，不足以吸引優
質產品供給者進入市場，但卻可能高於劣質產品供給者所需之價格水準。如此
情形下，將逐漸導致市場充斥劣質產品，產生學理上所謂之逆選擇（adverse
13

selection）問題。 專門職業市場所涉及之高度專業與複雜之交易產品是資訊不
對等問題之代表性市場。
3. 少數問題（the small-number problem）
市場上存有足夠之經濟參與者可供替代乃經濟行為人自交易中獲利、確保
交易結果出於效能競爭之先決條件。然而，現實生活之中少數問題卻隨處可
見。例如，具規模經濟特性之事業，如電信業及公用事業等市場，即未必存有
11
12
13

See J. E. Mead, External Economies and Diseconomies in a Competitive Situation, 62
Econ. J. 54, 56-57 (1952).
rd
Robert Cooter& Thomas Ulen, Law & Economics 41 (3 ed. 2000).
See George Akerloff,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84 Q. J. Econ. 488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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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競爭者。於此類市場中，參進管制往往限制了消費者之選擇。此外，少數
問題亦可能因人為之非法手段而產生，透過競爭者間之勾結或支配事業濫用市
場力量排除潛在參進者之行為，乃競爭法所關切之重點議題。惟無論少數問題
之成因為何，由於替代選擇之減少，將導致消費者福利更趨減損，社會亦將招
致無謂之損失。
4.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
如同健全的婚姻一般，一項增進社會福利之交易，需要在最適的時間，尋
求最適當之交易人選，並建立彼此能相互理解之紛爭解決方法。過程中之每一
階段皆需要投入相當時間和努力。舉例而言，在資訊不對等之情形下，尋找足
以信賴之締約相對人可能相當困難，再加上人類有限預見未來之能力，也使得
約定明確之契約條件更富挑戰性。類此之契約前成本（pre-contractual costs）
即反映了締約及確保其履行之困難。而於涉及締約成員眾多之交易關係中，交
易成本問題也將因成員達成共識所需之時間與協商成本，而更趨明顯，勞動契
約之締結即屬一例。
縱使於契約簽訂後，履行過程中，亦可能出現無法被忽略之後契約成本
（post-contractual costs）。舉例而言，契約義務之履行通常需要投入相當之成
本，以滿足契約相對人之特定需要，該項履約投資將逐漸轉變為一項關係資產
（relational asset），隨著契約關係之延續而不斷累積其價值。關係資產之特性
在於，一旦契約期滿或終止後，其殘餘價值可能相當低，此一現象，將限制投
資方適應締約後出現情事變更之能力，而其交易相對人下可利用投資人調整彈
14

性降低，而鎖定並剝削投資方。 此外，於單方經濟行為下，法律權益之追求
將刺激交易成本之浮現。舉例而言，當財產權係以先後順序為認定基礎時，欲
取得權利之人將花費相當資源以競爭，甚至耗盡此些財產權之未來預期效益。
此一競賽問題（racing problem）提供部分智財權法規之所以出現之原因。不論
是在金融、電信或專門職業市場中，均可能觀察到明顯的契約前或契約後交易
成本，而影響了市場自由競爭之運作。

二、市場典範分析架構下之競爭法與產業管制法規
就法學研究之體系架構而言，包含競爭法與產業管制法規在內之「經濟
14

See Benjamin Klein, Robert G. Crawford, & Armen A. Alchain, Vertical Integration,
Appropriable Rents, and the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Process, 21 J. L. & Econ. 297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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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概念的出現，實已模糊了傳統私法與公法之界限。 然而，經濟法並非
僅是與經濟課題相關之法律之總合；相對的，其自治之價值在於其本身之分
析模式之上。對於經濟法起源之大陸法系國家而言，類似之觀點及分析模式
並不陌生，歐洲學者早已承認經濟法規與經濟體系間有其密不可分之關係，
舉例而言，Farjat教授認為於現今經濟結構下，經濟法乃是市場高度變動行為
之邏輯適用，乃為一模糊私法與公法界線之法律，而適用於所有落入此法定
16

義範圍內之行為。 儘管如此，縱使大多數法律學者嚐試建立經濟法自主之
法規範價值與分析方法，但其中絕大多數仍以大陸法系傳統之法釋義方法作
為論述之依據。

17

相對的，法律之經濟分析方法則從「效果」與「功能」的角度思考此一議
題。舉例而言，Behrens教授認為「經濟法」所欲解決，乃市場歸因於資訊不
對等、外部性與公共財現象所生之問題，其進一步將經濟法規區分為「授權法
規」（enabling law）與「糾正規則」（corrective regulations）兩大主要成分。
前者乃包含為市場功能先決條件之法律，諸如契約法或財產法。後者即為設計
18

去改善此三種市場失靈類型之法律。 雖然此一區分相當明確，惟基於下述理
由，其與本計劃所擬採行之分析途徑，仍有不同。首先，「授權法規」可能並
非先於市場而存在，反之，是市場機制之不足，讓人類有訂定各類相關具強制
19

性質之法規，用以矯正各類失靈問題。 此外，「糾正規則」一詞隱含，於現
實生活中，只要市場中出現妨礙市場機制之失靈現象時，政策上即有制定法規
予以糾正之必要，而忽略了在現實生活中，基於成本效益考量，有可能政策上
的最適選擇是選擇容忍或適應市場失靈現象。再者，Behrens教授對於不同經
濟法間之比較優勢之判斷亦未見明確。
在從市場典範出發所建立之分析架構下，法規之立法目的既然在於排除市
15
16
17

18
19

FrédéricColin, Droit Éconmique Publique 18 (2008).
Id.
Frédéric Colin, Droit Éconmique Publique 19 (2008). Thomas Cottier, The
Constitutionalism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in Economic law as an economic good:
its rule function and its tool function in the competition of system, 317, 318 (Karl M.
Meessen, Marc Bungenberg & AdelheidPuttler ed. 2009).
Peter Behrens, Economic Law Between Harmonization and Competition: the Law and
Economics ApproachinMessen, Bungenberg&Puttler, id.,45, 46-47.
See David H. Haddock, Force, Threat, Negotiation: the Private Enforcement of
RightsinProperty Rights: Cooperation, Conflict, and Law 168 (Terry L. Anderson & Fred S.
McChesney ed.,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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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障礙，讓利用市場之交易行為，其結果能儘可能貼近理想之充分競爭結果，
故其目標在於「回復」而非「取代」市場競爭。故在我們所主張之分析架構
下，將競爭法視為經濟法規中揭櫫自由經濟體制下全面與一般性之經濟活動原
則，而具有類似「憲法」地位應是合乎邏輯的。至於非屬競爭法之其他管制法
規，則可視為是替代或補充競爭法之規範機制。
1. 市場典範分析架構下競爭法之憲法化
競爭法不同於經濟法下之其他法規，其渴望擺脫國家意圖取代市場機制之
管制，而透過”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市場。於此觀點出發，競爭法之實行乃係為
維護市場經濟下三個主要之基礎原則：個別財產權之保護、充分資訊之交易、
自願行為之歸責原則（accountability）。在我們所主張之架構下，少數問題反
映了我們對於財產權保護之關切，有限之選擇導致強迫交易之發生，妨礙財產
權保護所欲追求資源配置效率實現之重要目的；在充分資訊之原則下，資訊之
不對等顯示出市場上資訊流動平衡之必要性；歸責原則即指出應將外部性予以
內部化，以避免無效率之經濟行為。
舉例言之，卡特爾規範禁止競爭者為一致之行為、事業結合之審查防止市
場結構更趨集中、處罰獨占事業之濫用行為係為保護及鼓勵效率之市場參進。
此些規範皆有助於避免人為之少數問題及彰顯競爭法應如何有助於控制外部
性之問題。獨占事業或卡特爾組織就其商品或服務所定之非競爭價格將造成無
謂之損失，而減少產出水平，亦將發生不適之選擇造成資源之浪費。此即為獨
占者、卡特爾或社會就具體經濟行為之邊際效果認知差異所導致負的外部性類
型之例子。相較之下，競爭法為確保正的外部性，而對於涉有反競爭疑慮之協
議，採取較為寬鬆之審查標準。其中，競爭主管機關接受轉售價格維持得以控
20

制下游市場潛在之搭便車行為之抗辯即為一例。

而就資訊不對等之管制而論，僅有於不對等之資訊對於經濟決策密切繫屬
相關時，競爭法始有介入之必要。而當資訊係作成合理商業決策之關鍵時，相
關資訊之供給將隨之提升。在競爭市場下，事業將勇於提供買方所需之所有資
訊，而當資訊之增加達到平衡時，交易成本將隨之降低。
2. 非競爭法規與市場失靈問題
雖然在傳統之經濟法分類下，非競爭法規可大致區分為私經濟法（private
economic law）與公經濟法（public economic law），但在本文所主張之整合性
20

Lester G. Telser, Why Should Manufacturers Want Fair Trade? 3 J. L. & Econ. 86, 91-92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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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架構下，二者的區分在於解決市場失靈之方式與途徑不同，而非在於法律
所管制之標的性質。依上述所言，由於契約法、財產法及商事法提供一項法律
範本（template），以利當事人據以協商或作為紛爭解決之一項基礎平台，其
途徑顯然是較趨向於以私的手段來解決市場失靈問題，而應歸於私經濟法。相
對的，銀行法、稅法或電信法等，由於主要係依賴較多公部門市場介入之手段
來達成同一之結果，故應屬公經濟法。
2.1. 外部性
21

於財產權未被適當界定或根本未被定義時，外部性即隨之發生。 因此，
私經濟法與公經濟法就財產權之界定顯現出不同之管制程度。首先，考量環境
汙染問題之控制。財產法提供一個法律之框架，用以界定相關財產權之基本形
式及內容，並透過受影響當事人間之協商，判斷最適之環境汙染管制者。相反
地，環境法規乃係對於與汙染有關之衝突利益預設一項強制之界線，汙染或不
被汙染之權利已於環境法規制定過程中預先被決定。
關於正的外部性，智財法及稅法即為兩個顯著之例子。無形產品之生產者
面臨嚴重之搭便車問題，而專利法與著作權法即有助於維護創造者持續開發上
22

述產品之誘因。 相反地，強制授權或合理使用規則之實行將改善後續創作之
保護範圍過廣之問題。總而言之，智財法有助於減輕正外部性之問題，亦產生
提高福利之管制結果。
而公共服務之供給，諸如國防或教育亦同樣面臨類似之搭便車問題。稅法
23

即是用以要求公共服務之使用者支付其使用之機會成本。 此類型之方法亦可
適用於以資源分配為目的之稅收上（資產稅），乃一種公共財，以便達到較穩
定及公正之社會利益。
2.2. 訊息不對等
於私經濟法下，契約法及商事法提供數個事前及事後之機制以解決資訊不
對等之現象。舉例而言，契約法下行為能力之要求，得以減輕決策者無能力收
集相關資訊而進行劣質商業決策之數量。而產品保證及禁止欺騙、不實之條款
即提供一致性與誤導性交易改善交易受阻之補救措施，除此之外，保險法之重
要部分即是以控制前述所曾提及之逆選擇問題為其目的，藉由保險利益之規定
及不承保事件之排除，得以減低保險人以保險契約活化風險，而非分散風險之
21
22
23

See Ronald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3 J. L. & Econ. 1 (1960).
th
Richard A. Posner,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43 (5 ed. 1998).
Id., at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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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
而於公經濟法下，消費者保護法乃與改善資訊不對等問題最為相關之法
規。舉例而言，消保法對於詐欺行為處以行政罰鍰。除此之外，消保法內亦有
24

相關規定要求產品資訊之揭露，尤其是涉及精密產品之情形。 由此觀之，消
保法採取嚴格責任之理由亦可有所理解。鑑於產品相關資訊受到產品供給者之
控制，故以此原則減輕消費者取得相關資訊證明產品供給者過失之繁重負擔，
將可能誘使供給者於交易前提供較多之產品資訊。
另資訊不對等問題之改善亦說明了銀行法中相關之重要規定。銀行之風險
傾向之不確定性，可能將導致消費者進行無效率之存款或投資決定。為了維持
銀行之穩定經營，銀行法通常設有授權許可進入市場之要求、報告之義務、資
25

本及流動資金之下限、貸款多樣性之要求等等。
2.3. 少數問題

在獨占或寡占市場結構下解決少數問題時，私經濟法規較公經濟法規不具
有管制之侵略性，舉例而言，契約法通常不處理市場結構問題，儘管如此，由
於少數問題時常導致不合理之契約，故於此情形下，契約法將免除當事人一方
之契約義務。
相較之下，公經濟法規是典型地較具市場侵入性之機制。舉例而言，台灣
之電信法規對於有線電視服務之收費即設有上限並定期審視調整。而具支配地
位之電信事業對於市場之潛在競爭者亦負有開放接取義務，且原則上亦負有普
及化之義務。而當獨占市場浮現少數問題時，例如政府採購，將難以透過其他
買方力量制衡腐敗或貿易保護之不公平競爭現象，故政府採購法為解決少數問
題，即藉由於出價過程中強化資訊之透明來加以因應。
2.4. 交易成本
契約法內訂有契約有效成立之構成要件，有利於促進契約之協商及履行。
而損害賠償之規則即提供違約之可預見成本，使契約當事人在契約之實現或違
約之間，得以權衡其行為之成本及利益。而此一損害賠償規則也提供契約雙方
和解之機會，省卻留待法院判斷，導致時間成本及訴訟費用之增加。
公司法之功能亦大同小異，舉例而言，公司可被視為是一系列之契約關係
26

之聯結點， 於單一組織下整合重要之生產要素，且減低單獨收購之成本。而
24
25
26

John W. Head, General Principles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Law 130 (2008).
Id., at 72.
Frank H. Easterbrook & Daniel R. Fischel,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orporate Law 8-11

357

管制型產業行為在競爭法抗辯之研究

上述節省成本之功能，即反映於公司法下數個規則之中，包含將公司視為獨立
之法人、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之原則，及經理人對於股東之信託責任。
交易成本之分析亦同樣適用於破產法之中。一般而言，破產法具有兩個目
27

的：提供債務人更生及平等對待同等權利之債權人。 遺憾的是，於債務人收
入不足以支付全部債務且被免除進一步債務責任之情形下，此些目的之協商即
非常費時，而破產法將透過其詳細之配置規則及單一代理人之協助（破產管理
人）調和協商。

三、市場典範分析架構下，競爭法與產業管制法規間之替代關係
在本文的架構下，第一個可資觀察議題，乃經濟法中競爭法與非競爭管制
法規間可產生如何之替代關係，而得以更有效率地解決市場失靈問題。總的來
說，經濟法下內部法規間之替代，即應視個別法規就同類型之市場失靈現象改
善之效率來加以判斷。
1. 競爭法與非競爭法規間之替代
於判斷是否應優先適用競爭法或非競爭法規時，衡量實施不同法規所可能
產生之錯誤成本是首應被考量之重要因素。競爭法過度強調以市場力量存在，
作為行為違法之條件，或許常被批評將導致威嚇不足，而有損法律之威信。但
這並不當然意味著非競爭法規必然優於競爭法而應優先適用。市場失靈固然存
28

在，惟並不代表所有之失靈現象皆關係重大或有解決之必要。 一般來說，當
內化外部性之成本過高時，相關當事人之理性決策有可能是容忍外部性之存
在；而當搜尋資訊所增加之利益低於其所增加之成本時，人們將理性地選擇
「無知」。故如擬以管制法規取代競爭法規時，管制者必須能充分掌握社會可
容忍之外部性數量或資訊不對等之程度等資訊，否則，管制法規往往即可能創
造出立法者所未能預見之過度嚇阻效果。
2. 非競爭法規間之替代
一旦市場失靈之現實與相關性間之差異是顯著的，經濟法下非競爭法規間
可能在於不同之情形下產生相互替代之關係。
2.1. 私經濟法v.公經濟法
契約法通常是公經濟法之替代，尤其於後者取得所需管制資訊成本過高之
27
28

(1991).
John W. Head, General Principles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Law 42 (2008).
See David D. Haddock, Irrelevant Externality Angst, 19 J. Interdisciplinary Econ.3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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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下更是如此。於環境汙染案例中，主管機關即需對於損害有完整之
認識，始得正確地就汙染行為課稅。另外，契約法相較於消費者保護法
而言，就資訊不對等現象之解決亦較可能較具有效率。於不同之資訊接
收者無法辨別資訊相關性之變動時，消保法內命令或禁止某種資訊之提
供，將可能導致過度之威嚇或威嚇不足。儘管如此，同前所述，相關資
訊之需求將導致資訊供給之產生。舉例而言，因為資訊取得之問題，故
長期以來，台灣之二手車市場主要係透過熟人間之口耳相傳以取得產品
之資訊。惟隨著二手車需求之增加，專門從事二手車買賣之經銷商數量
亦隨之增加，經銷商公司間為爭取顧客，遂透過電視廣告、提供較長之
保固期限、免費售後維修及保養，及國際組織作標準化之品質認證以進
行效能競爭。
2.2. 國內經濟法v.國際經濟法
回應特定市場失靈類型之成效將影響國際經濟法之適當形式。而國際條約
29

將提供成員國具體且不具拘束力之實體或程序規則，以解決國際爭端。 此些
規則類似契約法或商事法，且於其解決交易成本之問題上亦應受到重視。除此
之外，當市場失靈問題跨越國界時，解決外部性或資訊不對等資訊之限制將更
為嚴重。故於所需資訊內容受影響之國家間達成共識可能將付出極高之成本。
然而，由於國內法體系通常對於實施管制權衡、管制競爭具有較明確之實體或
30

程序機制，相較於國際條約或協定可能較為適切。

四、市場典範分析架構下，競爭法與產業管制法規間之互補關係
競爭法與非競爭法規之所以出現互補適用之需要，主要受到兩個因素之
影響，其一，單一經濟法規被不適當之適用，故後續仍需以其他之法規解決
管制失靈之問題。其二，內部法規間之互補適用，會較單一法規之適用更具
成效時。
1. 競爭法規與非競爭法規間之互補
作為一項類似經濟憲法之法規，競爭法補充了所有經濟法下之其他法規。
31

舉例而言，競爭法刺激技術之進步，使財產法就財產權之定義更為精準。 而
29
30
31

Karl M. Meessen, Economic Law in Globalizing Markets 40 (2004).
See id., at 44.
See Harold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57 Am. Econ.Rev. 347, 350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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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之妥善定義及保護亦將有利於市場之競爭。同樣地，一個沒有少數問題
疑慮之競爭市場將促進契約法所追求之配置效率之實現。另一方面，契約法亦
減低了保障交易機會不受競爭影響、強化事業競爭誘因之交易成本。
就公經濟法而言，競爭法將提升管制資訊之流通及促其適用。舉例而言，
雇主間於勞動力市場中，就關於工作場所安全性之最適標準及最低工資水準資
訊進行競爭，將有助於勞工法建立強制之安全規定及勞工之最低工資水準。儘
管如此，公經濟法有時亦會增加競爭法實行之強度，最顯著之例子即為於電信
市場下開放接取之規定將有助於參進障礙之排除。

32

2. 非競爭法規間之互補
非競爭法規間類似之資訊強化功能，將有助於解釋此些法規間之互補。競
33

爭法透過不可預知之”發現程序”促進管制資訊之提供， 而非競爭法規即透過
由上而下及預設之法律規定來決定市場中可得之流通訊息為何。再以環境汙染
問題為例，於環境法下建立明確之財產權規則，將促進外部性之察覺，且此亦
為汙染權買賣制度實行之前提要件。相較之下，環境法對於汙染定義之明確及
技術性之規則可能將減低私經濟法規實行之成本。舉例而言，分貝（decibel）
標準將省卻普通法法院判斷噪音是否可能被視為財產法或侵權法下之「侵害」
所需投入之執法時間及資源。於缺乏此一客觀標準之情形下，法院可能將專注
於主觀標準上之判斷，諸如個人忍受噪音之能力，而作成較不客觀之裁判。
另外，亦有論者主張商譽之負面影響或下跌之股價將迫使公司更具環保意
識。上述懲罰效果之可能性，即取決於消費者或投資者對於汙染知情之程度。
證券法上預先揭露重大資訊之義務，例如公司因環保問題遭團體訴訟之事實
等，對於環境法較有效率之實行，亦可能扮演著重要的補充角色。

五、小結
本節除提出一項整合性之分析架構外，對於若干涉及競爭與管制政策法適
用爭議，也有不同於傳統看法之政策啟示。舉例而言，於探討公平法第46條之
適用問題時，「特別法優於普通法」此一法律解釋上之原則，經常是討論的重
點之一。然而，如何判斷法規之「特別性」，則是該原則較具爭議之前提法律
要件。傳統上使用之判準包括相互競爭法規間之標題、內容、立法背景、立法
32
33

Karl M. Meessen, Economic Law in Globalizing Markets 118 (2004).
See F. A. Hayek, 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y Procedure, 5 Q. J. Austrian Econ. 9 (translated
by Marcellus S. Snow,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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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及立法目的等。相對的，本章之架構，乃係於搜尋法規間適用順序時，先
行定義系爭案件所涉及之市場失靈問題類型，再進一步思考與評估各相關法規
間所提供之解決措施的實效，並決定應優先適用何一法規。
惟本節之分析架構可能引起兩個主要之批評，第一，法律之制定通常係用
以解決數個市場失靈問題，並同時滿足不同之立法目的，故無法在不同立法目
的間決定其優先性。惟上述批評乃是建立於靜態之立法目的觀點上，實際上
立法目的優先性的判斷是一項動態的觀察過程，會隨法律運作環境之改變而變
動。舉例而言，智財法之制定乃係為解決搭便車及無效率權利競逐（racing）
問題。於早期之技術發展尚未成熟的階段，搭便車行為及其在創新上所造成之
衝擊，應係執法人員主要之關注重心。反之，隨著技術發展之進步，無效率權
利競賽問題將取而代之，成為智財法應優先關心之議題，於此階段，交易成本
問題應是首待解決之問題。第二，本分析架構並未考量經濟法規重分配之目
的。然此一複雜之爭議已遠超出本文討論之範圍。儘管如此，重分配效益可
視為是公共財，而於正的外部性之討論下分析。如同Tratchman教授所強調：
「重分配僅是另一項［無形］財貨……。有許多我們所知之利他之理由，皆可
34

能被廣義地視為開明之利己。」

參、電信與有線電視事業行為之競爭法抗辯
一、電信與有線電視之市場特性與管制概況
網路型產業（network industry）一般而言包括通訊、傳播、網際網路、
電力輸配電網、瓦斯管道以及鐵道之鐵軌與廠站等具備基礎傳輸設施之產
業，其產值、規模均非常可觀，亦是其他產業之平台、載具，具有策略性產
業之特質。

35

由於該類產業之本身特性，其所引發之「網路效益」（network effect），
因網路規模愈大、愈多人使用、愈難更改使用習慣（或言轉換成本較高），原
有網路之價值亦愈高，相對而言，其所形成抑制市場競爭的「市場失靈」之可
能性也愈高，造成新進業者愈難進入市場與既有業者競爭，而形成「大者恆
34
35

Joe P. Tratchma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Revolution, in Vol. 1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3, 19 (Asif H. Qureshi&XuanGao ed. 2011).
劉孔中，通訊傳播法：數位匯流、管制革新與法治國家（以下簡稱通訊傳播法），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頁3，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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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局面。此外，網路型產業尚有「瓶頸設施獨占」的特性，這些網路設備
需事前投注大量沉沒成本（sunk cost）、經營時亦必須投入相當的維運成本，
在此巨大的網路資本投資中，新進業者無法於合理期間自行建置或無其他可行
技術替代，故非向既有業者請求共用無法從事生產或提供服務，而形成事業競
爭之瓶頸。以電信產業為例，市內用戶迴路即屬網路瓶頸所在設施。倘若瓶頸
設施持有業者以此為工具，進行閉鎖市場或將競爭者排除在外，將使業者間事
業經營能力產生重大差異，進而產生市場支配力量，形成寡占或獨占市場。

36

過去對於電信事業與有線電視事業均認為具有經濟上之「自然獨占」
（natural monopoly）特質，意指在一產業中單一廠商較複數廠商可以更低的成
本，提供相同數量的產出，其主要繫於「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之
故，也因此政府對於這類產業給予特許獨占，不過這種方式遭受經濟學上的挑
戰，由於獨家經營或許有成本上的節省，但對於提供給終端消費者的價格卻偏
高，特許獨占不見得符合經濟效率。

37

有鑑於此，由於網路產業關乎人民日常生活與其他產業發展甚鉅，政府對
於事業違反市場競爭的情形亦認為有加以介入管制之必要，惟政府介入管制之
38

目的並非取代市場競爭，而是排除市場失靈之情形。 以下謹簡要說明我國電
信事業與有線電視產業之發展與管制現況。
1. 電信事業
過去世界各國認為電信事業具有自然獨占特性，多以國營事業方式經
營，並限制其他事業非經許可不得經營電信事業，然而這種獨占局面則因技
術發展、使用者需求以及自由貿易等原因，逐漸開始鬆動。1980年代電信自
由化風潮的吹襲，各國對於電信事業開始採取鬆綁管制、鼓勵競爭的態度，
39

我國陸續於1996與1999年修正電信法，廣納市場競爭的概念， 隨後，行動
通信業務、衛星通信業務、國內陸纜電路出租業務、數位低功率無線電話業
務、固定通信綜合網路業務、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
等服務逐漸開放。
根據電信法規定，電信事業區分為第一類與第二類電信事業（電信法第
36
37
38

39

劉崇堅、黃銘傑，電信事業不公平競爭行為規範—台灣與日本之比較分析，經社法
制論叢，第41期，頁181，2008年1月。
江耀國，有線電視市場與法律，元照出版公司，頁15-16，2003年10月。
rd
Ian Walden (ed.), Telecommunications Law and Regulation (3 . ed.) 56 (2009).
有關當年電信法修正之概念與說明，參見劉孔中，電信管制革新與數位網路產業規
範，太穎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二章，200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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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條參照），目前我國第一類電信事業，主要包括固定通信網路業務與行動
通信網路業務，前者計有：綜合網路業務（4家）、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
（4家）、國內陸纜電路出租業務（62家）、市內網路業務（4家）；後者計
有：行動電話業務（3家）、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5家）、數位式低功率無
線電話業務（1家）、無線電叫人業務（3家），以及無線寬頻接取業務（6
家）。此外，不隸屬上述兩類者為，衛星固定通信業務，目前僅6家經營，
40

主要係經營直播衛星與衛星電視訊號上下鏈之業務。 目前，在固定通信業
務中僅中華電信一家被公告在市內網路業務、長途網路業務及國際網路業務
41

為市場主導者， 而在行動通信業務（2G）中交通部曾於2000年公告中華電
42

信與台灣大哥大為市場主導者， 遠傳電信則於NCC成立後與2007年始被公
43

告為市場主導者。 近來，NCC已同意將三家第三代行動通信（3G）業者公
告為市場主導者。

44

我國電信事業規範，係根據電信法及其授權由主管機關制定之各項管理規
則為主，除無線電台與專用電信（第四章）等規範外，主要監管事項包括：電
信業者之經營執照（第12條第1、2、6、7項、第13、14、17、18條）、暫停
或終止經營或事業合併之事前核准（第15條）、網路互連與爭議裁決（第16
條）、會計分離（第19條）、普及服務（第20條）、電信號碼管理（第20條之
一）、費率審議（第26條）、不對稱管制（第26條之一）、電信建設與設備管
理（第三章），以及無線電頻率管理（第48條）等。
由於電信事業係網路型事業之典範，於同一網路架構下可分別提供不同類
型之服務，隨著使用人數越多而邊際成本遞減的網路效益情況下，「大者恆
大」是該類事業的主要特性。我國與其他主要國家相同，在自由化之前皆有國
營電信事業存在，而於電信市場開放後，由國營事業所轉型之民營事業，以及
其與其他新進業者間的競爭情形，乃電信管制規範的重心所在。因此，我國電
信法於市場開放後陸續修正之內容，均以打破網路效應抑制競爭效果為其管制
45

目的，主要採取三大具體措施：
A.實施不對稱管制
40
41
42
43
44
45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名單暨其業務項目一覽表（2012/4/5）。
交通部88年12月30日交郵88(一)字第067448號公告。
交通部89年10月31日交郵89字第061079-1號公告。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96年3月15日通傳營字第09605010500號公告。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490次委員會議紀錄，第五案，2012年6月20日。
劉孔中，同註35，頁129-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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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既有業者，特別是承繼過去國營事業階段擁有市內用戶迴路之中華
電信，以及市場開放後行動通信業務的三大主要業者，對於其與其他業者之
間之相互競爭，電信法特別針對此類「市場主導者」，採取「不對稱管制」
（asymmetric regulation），嚴禁市場主導者濫用其市場地位進行不公平競爭
行為。電信法第26條之1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不得有下列行
為：一、以專有技術直接或間接阻礙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提出網路互連之請
求。二、拒絕對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揭露其網路互連費用之計算方式及有關資
料。三、對所提供電信服務之價格或方式，為不當決定、維持或變更。四、無
正當理由，拒絕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租用網路元件之請求。五、無正當理由，
拒絕其他電信事業或用戶承租電路之請求。六、無正當理由，拒絕其他電信事
業或用戶協商或測試之請求。七、無正當理由，拒絕其他電信事業要求共置協
商之請求。八、無正當理由，對其他電信事業或用戶給予差別待遇。九、其他
濫用市場地位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不公平競爭行為。前項所稱市場主導者，由
主管機關認定之。」另根據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第10條第1項規定：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指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本會公告之第一類電
信事業：一、指控制關鍵基本電信設施者。二、對市場價格有主導力量者。
三、其所經營業務項目之用戶數或營業額達各項業務市場之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者。」不過，事業管制機關NCC大多僅援引第三項標準逕行認定，導致行動通
信三家業者均被認定為市場主導者之不合理現象。
B. 開放瓶頸設施
瓶頸設施（或稱關鍵設施、樞紐設施，essential facility）係競爭法判斷獨
占事業是否濫用其市場地位之理論依據，指事業若經過合理期間之談判，仍無
法使用獨占事業所擁有之重要設施，將因法律或事實上理由無法在上下游市場
與該獨占事業競爭，而該獨占事業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以合理條件允許或授
權其他事業使用該瓶頸設施，否則將導致相關上下游市場之競爭遭致排除。

46

該瓶頸設施理論已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所採納，
於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 GATS）底下所形成
之「參考文件」（Reference Paper），除明定瓶頸設施之定義外，亦規定主導
業者於網路互連時之諸項義務。
46

47

47

林淑娟，電信產業網路互連競爭議題之研究—美國與我國法制之比較，世新大學法
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劉孔中，同註35，頁1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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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37條之規定：「經營者或取得籌設同意書者從
事其固定通信網路管線基礎設施之建設時，於通信網路瓶頸所在設施，無法於
合理期間自行建置或無其他可行技術替代者，得向瓶頸所在設施之固定通信業
務經營者，請求共用管線基礎設施。前項共用管線基礎設施之請求，被請求之
經營者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之……第一項所稱之瓶頸所在設施，由主管機關
核定之。」目前主管機關所陸續核定之瓶頸設施，包括橋樑、隧道、用戶大樓
引進管、電信室（上述四項於2000.7.12由交通部公告）、建築物屋內垂直水平
管線（2002.2.6由交通部公告），以及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2006.12.14由NCC
48

公告）， 其中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出租費率，應採成本計價方式。
C. 管制電信資費
電信之資費管制，主要係針對零售價格，過去電信自由化之前係採取投
資報酬率管制法（rate-of-return regulation），自由化之後則採取價格調整上限
制（price cap regulation）。按電信法第26條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之資費管
制，採價格調整上限制。前項價格調整上限制，係指受管制電信事業之管制業
務資費調整百分比，不得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指數之
年增率減調整係數（即效率因子X值）……第一類電信事業之資費訂定，不得
有妨礙公平競爭之交叉補貼。」主管機關透過X值的調整，引導相關資費的調
降。有趣的是，此資費管制對象不區分是否為市場主導業者，一律適用，反造
成管制目的模糊。
2006年NCC成立之後遂委託學者研究合理零售價格之訂定，並再由NCC重
新核算，決議實施兩次三年制的逐年調降措施（分別自2007年4月1日2010年3
月31日以及自2010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惟此項費率調降頗受爭議，
特別是固網業務以及電路出租因零售價格調降所產生之短期利益，卻使得中華
電信因連續降價對於其他三家固網業者造成擠壓效應，反而造成中華電信固網
49

業務仍持續獨占該市場，危及消費者長期利益。 實則，價格調整上限制原意
係防範獨占業者獲取超額利潤，故大多適用於市場由獨占邁向自由化競爭的過
渡階段，市場倘若已產生競爭情形，則應停止適用，而應改以業者間之中間價
格（批發價格、互連接續費及其他非提供終端用戶服務之價格）且僅對市場主
50

導者進行管制， 實為正解。2012年由NCC所草擬之電信法修正草案（尚未送
48
49
50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128次委員會議紀錄，2006年12月14日。
劉孔中，同註35，頁319。
同上註，頁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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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行政院審議定案）第33條，已將上述零售價格管制修正為僅規範市場主導
者，且要求市場主導者應提供中間價格。

51

另外，電信自由化後新進業者不斷進入市場，初期因管溝、路權與消費
者反對等因素，使得新進業者必須仰賴既有業者之電路等基礎設施，因而有
電路出租與轉售等業務，然而該如何使用（租用）既有業者之電路，及其費
用計算方式，電信法提出兩種主要方式：網路元件細分化（unbundled network
element, UNE）以及批發價格管制（wholesale price regulation）。
由於電信事業多為上下游垂直整合之企業，通常係由單一業者自行經營提
供相關電信服務，倘若有其他業者本身因建設未達之區域（例如第一類電信事
業），或因無該網路基礎設施（例如第二類電信事業），但為提供特定電信
服務，得向該擁有網路基礎設施之業者要求租用部分網路元件。網路元件細分
化係指電信事業於計算租用電路之費用時，必須將其網路元件及其成本加以拆
分，而租用其電路之其他業者僅需就實際使用之網路元件支付費用，可避免搭
52

售之弊端。 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17條第1項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市
場主導者應將其網路元件細分化；至於費率之訂定，第18條第2項規定：第一
類電信事業對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出租細分化網路元件之費率，除法令另有規
定者外，由雙方協商定之。但屬網路瓶頸所在設施者，其費率應按成本計價。
由於過去採取投資報酬率管制，電信事業大多布建過剩之網路，因此自由
化之後主管機關均會設計各種措施引導市場主導者將其過剩能量提供其他業者
使用，一方面可增加市場競爭，另方面可提升市場主導者網路的使用率。以前
者而言，批發價格的設計係為使其他新進業者取得較低價格並將其轉售給終端
使用者賺取差價，但批發價格與零售價格的制定應有連動關係，倘若市場主導
者持續對零售價格降價，但對批發價格維持不變，則對租用電路之業者會因價
格擠壓效應（price squeezing）無法賺得足夠利潤而被迫退出市場。第一類電信
資費管理辦法第九條之二明定，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就其提供予其他電
信事業之電信服務，應訂定批發價格，其批發價格之首次訂定與調整應以零售
價格扣除可避免成本及費用，並不得高於其促銷方案。
2. 有線電視

51
52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電信法修正草案總說明及對照表—公聽會版，2012年5月
18日。
劉孔中，同註35，頁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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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4

有線電視在台灣的普及率達85%以上， 訂戶數約五百餘萬戶， 已是台灣
民眾不可或缺的資訊來源管道之一。早期由於法令未備，在無線三台壟斷寡占
電視市場的年代，被稱作「第四台」的有線電視已是民眾額外取得節目資源的
通路。1993年有線電視經營正式步入法制化階段，惟當時立法將有線電視定位
為具有「自然獨占」、「地方媒體」等特性，而將全國劃分為51個經營區，

55

56

而有線電視法則在各方角力下，劃定一區不得超過5家業者的限制。 由於各區
規模過於狹小，所謂「自然獨占」除經濟原因外，人為因素亦為其咎，並逐漸
57

演變為「一區一家」的經營現況。 有線電視管制機關為NCC，面臨產業發展
與數位化電視政策推動上的困境，已針對分區獨占現況進行檢討，擬打破目前
58

經營區之限制，以減低因分區獨占所產生之負面影響。 不過，由於目前法律
對於系統業者設有「雙層」水平集中限制，亦即：系統業者與其關係企業及直
接、間接控制之系統業者之總訂戶數不得超過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一，且全國
系統業者總家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1條參照），而該項規
定除於2012年行政院版函送立法院之修正草案（下稱有廣法修正草案）當中為
因應經營區限制解除而取消全國總家數之限制外，仍維持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
一的限制。

59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為發揮綜效並提升與頻道業者議價之能力，各地區之獨
占業者亦逐漸整合為多系統經營集團（Multiple System Operator, MSO），迄今
53
54

55
56

57

58
59

施俊吉、許志義、劉孔中、鍾俊文，有線廣播電視市場結構調查及競爭政策分析研
究，行政院新聞局委託研究計畫，頁15-16，2005年。
參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站，統計資料專區，101年第1季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
(101.5.8)，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1979&is_
history=0&pages=0&sn_f=24634（瀏覽日期：2012年7月13日）。
黃書禮，台灣地區有線電視分區之研究，行政院新聞局委託中興大學都市計畫研究
所研究計畫，1991年。
戴伯芬，無法執法與有法放任：臺灣有線電視產業的制度論分析（1983-2000），人
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19卷第2期，頁169-201，2007年6月。
兩家以上系統經營者，由於各自收視戶數會比一家獨占系統為少，若長期平均成本
隨收視戶增加而不降低，則收視戶數較多的業者經營效率高，具有較多的籌碼可與
頻道業者進行談判，並提供較低的價格與多元節目的服務予收視戶，因此系統之間
將不斷併購，最後僅剩下少數獨占業者。See Daniel L. Brenner, Was Cable Television
a Monopoly? 42 Fed. Comm. L.J. 365, 407-11 (July 1990).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告有線廣播電視經營地區劃分及調整以及受理申請經營有
線廣播電視業務（2012年6月18日通傳企字第10140018100號公告）。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行政院函請審議「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案，院總第
1562號，政府提案第13078號，草案第24條第1項，2012年3月21日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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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五大MSO，包括凱擘、中嘉、台固媒體、台灣寬頻、台灣數位光訊等，
相對MSO以外之業者稱之為「獨立系統業者」。在系統業者之供應鏈上游為頻
道供應者（頻道業者），目前有東森、緯來、衛視、聯意、八大、中天、年代
與三立等主要品牌，而MSO與頻道業者之間交叉持股與相互經營的情況很多且
複雜，各頻道為提升與系統業者議價能力，亦集結成為所謂「頻道代理商」，
而代理商變動幅度相當大。為避免系統與頻道業者之間過度集中化，有線廣播
電視法因而限制節目頻道由系統業者及其關係企業所經營者，不可超過可利用
頻道數量之四分之一（該法第42條第3項參照）。由於系統業者頻頻利用其上
下游市場垂直整合力量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情形，上述2012年有廣法
60

修正草案將四分之一限制下修至十分之一。

主管機關對於有線廣播電視產業的管制，目前係依據有線廣播電視法之規
定，對於系統經營者之營運管理、節目管理、廣告管理、費用、（訂戶）權利
保護等事項進行監理管制，其中有關營運管理與費用審核等監理，主要包括以
下項目：
1. 營業執照（許可）
2. 系統業者之組織結構：系統業者之組織型態，外人投資比例限制、最低
實收資本額、董監事資格，以及黨政投資限制，均有嚴格限制（有廣法
第19、20條）。
3. 系統業者之水平與垂直集中限制：針對全國總訂戶數、同一行政區域之
總家數、全國總家數、系統業者與關係企業之頻道總數量等，均有其限
制（有廣法第21條、第42條第3項）。
4. 營運計畫：業者於申請籌設或取得營運許可後其經營內容變更者，均應
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或變更（有廣法第22、26條）。對於業者所提出之
營運計畫，應每三年評鑑一次（有廣法第36條）。
5. 經營區之劃分、調整與重新開放申請：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地方主管機
關審酌一定條件後，辦理經營區之重劃，或針對競爭不足之經營區開放
其他新業者申請經營（有廣法第32、33條）。
6. 無線電視節目必載規定：明定系統業者應同時轉播無線電視台之節目與
廣告，並列為基本頻道（有廣法第37條）。
7. 費用審定：採取雙層審核方式。先由中央主管機關按所公告之收費標準
60

同上，草案第25條第1、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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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制定基本頻道收視費用上限（每
戶每月六百元），次由地方主管機關每年根據上述收費標準，核定系統
業者所申報之收視費用（有廣法第51條）。
8. 普及發展：系統業者每年須提撥營業額百分之一之金額，提繳至有線電
視特種基金，由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運用於普及發展或地方文化與公共
建設使用（有廣法第53條）。

二、競爭法與產業管制法規範之適用關係（競合）
對於產業管制規範，大致可分為產業特別管制法規（sector-specific
regulation）與一般競爭法規（general competition rule），前者係指為因應產業
本身之特殊性質而個別制定之管理法規，諸如本章所論及之電信法、有線廣播
電視法等均屬之，此類管制規範著重「事前規範」（ex-ante regulation），如透
過網路互連、會計分離、普及服務、資費管制等措施（電信法第16、19、20、
26條以及有線廣播電視法第51條參照），或對經營規模之限制（有線廣播電視
法第21條參照），防止或降低反競爭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後者則是透過查處事
業所進行限制競爭（獨占、結合與聯合行為）或不公平競爭行為，強調以「事
後規範」（ex-post regulation）以維持市場之競爭秩序。此二類規範各自有不同
的規範目的。
然而，倘若某管制產業行為若同時違反競爭法與產業管制法，該如何處
置？按公平交易法第9條第2項規定：「本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
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同法第46條規定：「事業關
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者，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
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後者係於1999年所修訂，其主要在確立公平交易法
為經濟基本法之地位，並調和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有鑒於管制產業市場動態
與事業行為的複雜性，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針對此類管制產業，例
如四Ｃ事業（電信、有線電視、電腦網路、電子商務），分別公告「公平交
61

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線電視相關
62

事業之規範說明」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
61
62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2012年3月9日
公服字第1011260206號令公告）。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線電視相關事業之規範說明（2012
年3月8日公服字第1011260197號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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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明」 等處理原則，俾利業者充分瞭解公平交易法規範，以降低違法行為發生
之風險，並使競爭主管機關和產業主管機關得以進行政策協調和配合。
針對特定產業管制規範與公平法若干規範意旨相符或不相符者，究應如何
適用？按公平法第46條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者，
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上述規定究
係以該產業管制法之規定不牴觸公平法之立法意旨為其停止條件而優先適用其
他法律，抑或僅論就特定事業行為是否違反公平法，至判斷結果若與其他法律
有所扞格後再進一步探討不同法律間之適用問題，此二解釋方法均有見地，且
與公平會實際收辦案件之程序判斷有關，值得討論。
1. 優先適用其他產業法規範
公平法第46條除確立公平法為經濟基本法外，亦要求公平會於執法時，應
一併檢視其他產業政策是否就事業競爭行為進行規範，以及該規範有無牴觸公
平法之規範精神，以求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相互調和。據此，公平會於收辦案
件時，如可知所涉行為有其他法律加以規範者，即應先探究該等規範是否有悖
於公平法之立法意旨，並判斷該產業政策規定與公平法立法意旨有無牴觸，如
無牴觸，則依公平交易法第46條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規定，而不再適用公平交
易法。
以規範第一類電信事業主導業者為例，電信法第26條之1係針對第一類電
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反競爭行為之規範，立法目的為防範既有業者或具有市場主
導力量之電信業者，濫用市場力阻礙或排除競爭，其規定與公平交易法之立法
意旨相符。因此，倘若一事業於相同市場中同時被認定為公平法上之獨占事業
以及電信法之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且行為涉及電信法第26條之1規範
內容時，則優先適用電信法第26條之1，而不再論以公平法。
不過由於公平會與電信事業主管機關NCC於個案市場界定上未必一致，倘
若在收辦案件初期因事實未明而不能即時判斷相關市場，則仍宜先行調查瞭解
案關事實。例如中華電信MOD服務與有線電視系統服務是否處於同一產品市
64

場，是否具有顯著之替代可能性。 至於案關事實是否涉及電信法第26條之1
或其他相關電信法令規定，宜徵詢並尊重NCC之專業判斷，避免二機關見解歧
異，降低法律競合適用之風險。
63
64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
（2012年3月9日公服字第1011260208號令公告修正公告）。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結字第097003號決定書，2008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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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案關事實雖經NCC表示涉及電信法第26條之1，但最終判斷結果NCC
仍認並無違反該條規定時，公平會是否仍得回頭適用公平交易法？頗滋生疑
義。以公平法第10條各款行為觀之，其既可以電信法第26條之1第1項第9款概
括規定予以評價，且電信法所稱之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認定門檻較公平
交易法之獨占事業為低，則在立法目的相符、規範行為相同、且電信法26條之
1規範對象較廣之情形下，以舉輕明重法理，電信事業之行為若不符電信法第
26條之1之構成要件，則應亦當然不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0條之構成要件。
因此，電信事業之行為如同時涉及公平法第10條及電信法第26條之1規
定，則不論依公平法第46條去判斷應優先適用電信法規定、抑或依二法規範
內容予以解釋，均應優先由NCC判斷該行為是否構成電信法第26條之1之反
競爭行為。惟因公平法具經濟基本法之地位，因此在特定爭點涉及重要競爭議
題時，公平會仍可基於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地位，積極就該行為對市場競爭造成
之影響提出意見，俾供產業政策主管機關NCC參考，並建立機關間對於競爭規
範見解之一致性。同理，電信法除第26條之1外，尚有諸多與競爭議題有關之
事前規範，例如資費管制、網路互連、平等接取、會計分離、號碼可攜等；
由於該類事項涉及高度專業技術，NCC據其對電信產業具有之專業知識及瞭
解，可透過事前資料蒐集、使用多重管制工具及非正式爭議調處程序等，達
成較為迅速且及時之補救效果。實務上NCC亦採積極介入處理之態度。職是
之故，關於此類事項之爭議於電信法令訂有相關競爭行為規範時，應優先適
用電信法處理。
2. 優先適用競爭法規範進行具體判斷，再按公平法第46條判斷適用何法律
另一種解釋方法，即公平會於審查個案時，應先基於公平法之規範立場探
究該行為是否符合公平法相關禁制規定之構成要件，如符合該禁制規定構成要
件卻為其他法律所容許，始進一步探討該規定有無牴觸公平法之立法意旨，再
依公平法第46條規定決定適用何種法律。不過這種解釋方法有以下幾項問題：
(1)公平法第46條既已明示特定要件下應優先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則解釋
上公平會能否將其他法律之競爭規範置於不顧而逕自適用公平交易法，
頗有疑義。又依此見解，則公平法第46條規定似僅在事業行為係公平法
所禁止，惟另一方面又為其他法律予以容許時，始有適用之餘地。如
其他法律與公平法均對事業之反競爭行為有所規範時，因二法均在禁止
反競爭行為，於規範上並無衝突，似無公平法第46條孰為優先適用之問
題。但此是否符合第46條規範原意，有待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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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實際收辦案件上，按此解釋方法，公平會就個案事實必須先進行實體
審查後並作出具體判斷，且判斷結果亦認為事業行為已符合特定禁制規
定構成要件後，始有論及第46條規定之必要，而非於判斷前即以概括方
式先研析所涉行為有無其他法律予以規範。此等處理程序與公平會目前
實務收辦案件情形洽有未合。實則，於收辦初期即可判斷有無優先適用
其他法律規定之情形，較符行政效率要求。

三、美國法與歐盟法之規定
美國法涉及通訊產業與競爭法規範的主管機關，主要有聯邦通信委員會
（FCC），司法部反托拉斯局（DOJAD）與聯邦交易委員會（FTC）。進入通
訊匯流時代之後，通訊傳播業者之間的結合已成趨勢，然而企業的結合必須向
FCC及DOJAD申請核准，惟依照1948年備忘錄附件A之分工，有關媒體與娛樂
65

事業、電信服務與設備均劃歸DOJAD管轄； 而通訊傳播產業之結合依通訊法
之規定，亦須向FCC申請核准方可。故其衝突便產生於FCC與DOJAD之審核意
見不一致。
FCC對於產業結合有兩個法源依據，第一，因通訊產業之合併均涉及執
照之轉移，故依據1934年通訊法第214條之規定，共同載具業者須就其結合案
向 FCC 提出申請，而其重點在於結合必須符合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之考
量，例如對於普及服務、國家安全、頻率使用效率、科技創新的影響等，這也
是落實通訊傳播政策的體現；第二，通訊傳播產業之結合有可能造成競爭減損
或壟斷之虞時，FCC可依據克萊頓法第10條之授權，依據同法第7條及第11條
之規定進行調查。
由此可知，FCC與DOJ在產業合併之審查上，有其重疊之處，亦有其個別
獨立考量之處，相對於FCC，DOJAD僅為競爭管制機關，並無通訊傳播政策之
考量，僅就該結合案是否有害於產業競爭而判斷之，較重視市場狀況。縱然產
業競爭上有相似的考量，但FCC除市場競爭狀況之外，需整體考量通訊傳播政
策之推展，故即使可能減損競爭，只要其結合符合公共利益，FCC仍能准其結
合。此外FCC基於促進市場競爭之思維，為了快速導入各種促進競爭之措施，
即便優勢業者並未達於獨占，仍賦予其他之附加義務，使業者負擔競爭法上所
無之義務，凡此即可能產生與FTC或DOJAD不同的決定。
65

See Appendix A, Overview of the FTC/DOJ Clearance Agreement, http://www.ftc.gov/
opa/2002/04/clearanceoverview.shtm (last visited July 10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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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JAD審酌企業合併之主要考量為「不得實質減少市場上之競爭」，較
少參酌其他公共利益的因素。然而，基於1996年電信法賦予FCC更多開放管制
與促進市場競爭機會之任務，在電信業者合併案件之審核時，基於結合案對
促進競爭及鼓勵創新的影響，FCC必須有較為積極的作為，例如附加其他的條
件，以矯正容許合併後可能產生市場競爭上之不利益。
另外在鼓勵創新部分，FCC認為應推動誘因，促使業者增加新興通訊服務
的投資與建設，但亦需避免優勢業者之差別待遇行為，故FCC會增加了許多附
加條件防止差別待遇的發生，FCC對於電信結合案雖然通常給予准許，但往往
課予結合之當事人許多附加條件，對於FCC附加條件的合法依據便非常重要。
歷經許多法院與DOJ的訴訟案例與機關間之互動，FCC的競爭分析態度也
有所轉變，參酌法院與DOJ之意見，避免在反托拉斯法與電信法重疊的領域中
66

重複審查與做出不一致的結論或要求。 在許多案例中，DOJ與FCC對於個案
之競爭分析結果大致相同，只是 FCC考慮的競爭影響範圍更廣，FCC對於DOJ
達成的和解命令也大都表示支持態度，目前FCC通常會在DOJ發布其結合案審
查結果之後才會公佈其自身的審查結果。
即便如此，仍有許多學者認為此種雙重的審查機制僅依靠FCC之自我調節
是不足的，仍可能造成執法資源的虛耗，建議仿照FTC與DOJAD所建立的許可
聯絡機制與協調執法原則。但進一步思考此間之差異性，首先FTC與DOJAD均
為反托拉斯之執法機關，其根源均基於反托拉斯法，在經濟與市場分析上協調
一致有其需求。而FCC身為產業專責管制機關，與FTC/DOJ之基本角色不同，
不僅有公平競爭之考量，更牽涉其政策的規劃執行，與FTC/DOJ之專業判斷有
不同之處，且於審查範圍之差異性更大，此種聯繫合作機制或許無法適用於
FCC與FTC/DOJ此類有著專業上根本差異的機關之間。
67

至於歐盟競爭法主體是由歐盟條約第101、102條 以及理事會139/2004號
「事業結合條例」所構成，前二者更是最核心的條文。第101條係規範事業
間的協議，第102條則係規範事業市場優勢地位的濫用。現行電信管制架構
指令係於2002年通過，包含架構指令為主五個指令所構成之通訊管制架構，
其主要精神有二，其一是為因應媒體匯流發展，以「電子通訊（Electronic
66

67

Issues Memorandum for March 1, 2000, Transactions Team Public Forum on Streamlining
FCC Review of Applications Relating to Mergers, available at http://www.fcc.gov/
transaction/issuesmemo.html.
2009年12月13日「里斯本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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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s）」之概念，建立涵蓋通訊網路與通訊服務之整體管制架構；
其二是針對具有「顯著市場支配力量（Significant Market Power，SMP）」之
業者建立事前管制之依據，其他市場則全面採行事後管制，並確保與歐盟競爭
法之整合性。
在固有管制和競爭法的整合方面，按照歐盟競爭法的規範，當發生競爭爭
議時，首要的程序為進行市場界定，將被判定為市場主導業者的違法行為予以
排除。因此在通訊管制指令中，引進競爭法上市場主導和市場界定的概念，使
競爭法與通訊法在關於市場之構成要件的處理上能夠趨於一致，然而通訊管制
指令係屬於事前管制，目的在預防市場主導業者不正競爭之可能性，此仍與競
爭法的原則有所不同。
由此可知，歐盟通訊法與競爭法在執行之結果上，仍有可能出現通訊法事
68

前管制與競爭法事後管制的「雙重管制」 的問題。與美國的法規架構相比，
歐盟在法律制度層面上進行調整，與競爭法源則進行整合，即便仍有問題未
解，但法規上的整合即是歐盟的特色之一。
歐盟競爭法主要是由歐盟執行委員會實施，歐盟委員會是歐盟的行政機
構，負責執行歐盟部長理事會制定的法律框架，以及其中之各項政策。歐盟法
院則為訴訟救濟機關，對因不服歐盟執行委員會處分而提起訴訟之案件進行處
理、解釋和適用歐盟競爭法，並通過判例彌補法律中的不足，因而也影響歐盟
競爭法的實施與發展。
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EC，下稱執委會）是由20個成
員組成，與理事會相比，是一個獨立於會員國外之行政執行機關，代表歐盟的
整體利益，而委員會最終對外公布之意見，均為委員們集體討論共同作出。
執委會在競爭法的執行上，係在其下設立競爭局（Directorate General for
Competition），並指定一名委員負責政策指導，競爭局另有常任局長，並有下
69

屬機構負責執行。競爭局是具體執行機關，其下設有9個處， 其中包括一個資
源與登記綜合處、一個競爭政策與戰略處（負責反托拉斯和合併交易的政策制
訂、國家援助政策的制訂、對歐洲競爭網路的管理、國際關係的接洽與建立並
處理與消費者的關係問題，一共有6個辦公室）、一個卡特爾處（涉及對縱橫
向限制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和合併集中案件的處理工作，其中包括5個辦
68
69

高凱聲、劉柏立，歐盟2003年通訊法之研析，經社法制論叢，第35期，頁333，
2005年1月。
http://ec.europa.eu/dgs/competition/directory/organi_en.pdf

第 19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374

公室）、一個國家援助與研究發展處、5個市場與案件處（分別涉及能源與環
境、資訊與通訊、金融與衛生、基礎工業與農業、交通與郵局）。另外競爭局
還設一位首席經濟分析師和一位聽證顧問。首席經濟分析師和聽證顧問直接受
競爭局局長的領導，負責向競爭局報告有關案件中的經濟分析結果，以確定相
關市場、市場地位和反競爭行為之危害。聽證顧問的職責是監督聽證程序的合
法性，例如保證當事方的口頭辯論權、查閱案件權等聽證權利。
為了確保歐盟競爭法的統一適用，解釋及執行法律之權限幾乎全部集中於
執行委員會，歐盟委員會除了具有授予企業豁免反競爭協議之權力、審查合併
申報的相應權力外，還擁有強有力的調查權與罰款權。執委會下另有通訊網
路、內容與科技局（Directorate General for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Content
and Technology），負責通訊政策之制定與執行，也是管制政策之執行單位，
但並不負責競爭事務之處理。實際上由於執委會是一個整體單位，競爭局或通
訊局都僅為執委會下的單位，在執行職務上並不發生職權衝突之狀況。
在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管轄中，美國與歐盟的法規與執行機關呈現出兩種面
貌：歐盟是由單一機關管轄，而美國則是由不同的機關管轄；在法規架構上，
美國反托拉斯法與電信法並立，法規間並無謂位階或優先之分且互不干涉，
而歐盟通訊法則有與競爭法源則相互協調之設計，使兩者在處理產業競爭問題
時，價值趨於一致。兩者共同之處，在於儘管機關與權限劃分上有所不同，但
法規之制訂卻未明確分隔，而是相互補充支持並有不同之政策考量，且在行政
實務或法規設計上進行協調。
多數國家都對行政機關的權責管轄的進行明文分配與規範，各有不同的
組織法與主管之管制法，法律與產業相互之間的影響有大有小。在美國，由
於法院對於訴訟均採取中立、實質審查的立場，儘管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和聯
邦貿易委員會這兩個專責機構的功能明顯，但法院的立場亦深深影響行政執
行之內涵。
歐盟則把調查、適用競爭法的權力集中於歐盟執行委員會，執委會是一個
多功能的大型行政組織，競爭局與通訊局都僅是次級單位，無論決策過程如
何，對外都是以執委會之名義進行事務，在這樣的架構設計之下，自然不會產
生如美國DOJ、FTC與FCC之間的權責衝突。
在調查程序之相似性方面，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在啟動調查程序後，有
權搜查企業的場所並扣押文件證據，這種做法類似於歐盟委員會為獲取違反
歐盟競爭法（歐盟條約第101、102條）的證據而實施的「拂曉突襲」（dawn

管制型產業行為在競爭法抗辯之研究

375

raids）。
在非正式和解程序方面，歐盟的非正式和解程序與美國一樣都是作為競爭
法執法的補充。歐盟的非正式和解程序主要是「同意函（comfort letter）」。
同意函是一種簡易的、臨時的結案，執委會在同意函中通知企業，它們向執委
會提出的對處分不服之申訴或請求豁免義務的申請，目前執委會並不會處理，
用意在去除業者心中可能觸法的疑慮與風險。在同意函中，執委會指出在必要
的情況下仍可能對該企業的違法行為發佈相關的決定，同意函不等於執委會認
定合法或或給予豁免，不具有法律效力，但一般來說，執委會原則上不會對發
送同意函的企業進行干預。而相比之下，DOJ與FCC的同意裁決更具有要式性
和公開性，因為同意裁決在經法院批准後，可避免對所指控的行為之全面訴
訟，具有實質法律效力。

肆、金融與保險產業行為之競爭法抗辯
金融產業具有獨特性質，例如財務高槓桿、存款戶（投資人）高度分散、
資產不具透明性、訊息不對稱等等，因此，投資人不易對金融機構（或經理
人）監督，金融機構因而普遍存在道德風險問題。加上金融機構與企業之間具
有價值鏈勾串，一家金融機構的失敗，會對其關聯廠商產生負面衝擊，甚至一
家金融機構的資本減縮，就可能足以造成信用緊縮從而對實質產業企業造成嚴
重瓦解。金融機構之失敗（或破產）所引發潛在系統風險之社會成本相當巨
大，但這一社會成本，並未由金融機構負擔（亦即未由金融機構內生化），因
而產生過多的冒險行為、導致市場失靈。同時，由於當代複雜的支付系統、同
業間市場交易、及衍生性金融商品大量推出，一家金融機構的失敗將由此一複
雜關聯結構產生網路外部效應（network effects），向外傳遞負面衝擊而波及其
他金融機構，形成金融機構間持續的傳染效果（contagion effects）。當市場集
中度高、金融機構家數少時，則任何一家金融機構失敗，其負向外部性與傳染
效果將會更大（即社會成本更大）。是以，「穩定（stability）」總成為金融產
業政策制定上的中心思考，而「競爭」之對於「穩定」的影響是正是負則成為
學政界爭論之議題。發展至今，許多國家已體認「穩定」與「競爭」同樣該為
金融產業之政策目標，雖然此二者許多時候是不相容的兩個概念。
不論是理論或實證，金融業之競爭程度與其穩定度之間的關係，迄今仍
未能達成一致結論，或主張競爭促進穩定、或主張競爭導致脆弱。19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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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後，許多工業國家對於銀行設點或營業行為訂下諸多限制，明白限
制金融產業的競爭；直到1970年代與80年代之際，金融自由化風起雲湧，工
業國家之金融產業都幾乎進入無管束競爭之狀態（unchecked competition；
unfettered competition），成為其後金融不穩定局面之苛責理由，也是造
成美國晚近次貸市場（subprime mortgage market）風暴的原因之一。一些
研究即曾指出，過度競爭（excessive competition）將導致金融體系脆弱性
（fragility），適度限制競爭對於維持金融體系之穩定有其必要性。另一方
面，金融產業之競爭與效率之關係，文獻也多有分歧。或者指出，如同其
他產業一般，競爭亦是金融產業達致效率的必要條件；或者主張，壟斷力
（monopoly power）之存在方能使銀行具有較高誘因投資於較小或較不透明
的潛在有利公司，方是社會效率提升的力量。
基於這些研究與理論，基本上各國對於金融產業是採行管制的，於是，競
爭法在金融產業中是否具有功能與角色？是否依法還可以適用？又或者，是否
還是毫無節制的適用於該產業中？這些議題存在於學術研究，亦見諸於歐美
法院判決書。本章企圖循著歐美理論與判例，歸納歐美競爭法之於金融市場的
適用發展與趨勢，然後引為參考借鑑，分析我國公平法之於金融產業的應用。
因此本章節次之安排將依「理論」、「案例」、「應用」三大部分，闡述金融
產業於管制政策之下的競爭法空間。首先，聚焦探索金融產業「競爭」與「穩
定」兩者之間關係，經濟學論證與研究；然後，彙整歐美台之金融產業與競爭
法相關的爭訟，競爭法適用或不適用之法院案例判與論證，與其發展趨勢，最
終，則提出在台灣金融產業中適用公平法之抗辯論據，同時提出政策或執行方
法上的建議。

一、競爭與穩定之論證
競爭程度與市場穩定之間的關聯，是正向或負向？研究結論並未一致。傳
統看法，金融市場競爭愈小則有較高利潤充作破產緩衝，金融機構就比較不
會為了圖取利潤而進行高風險投資，亦即比較不會「過度冒險行為（excessive
70

risk-taking）」，此為「特許權價值（charter value）」之觀點， 而支持了「競
70

The worth of bank’s capacity to continue operating; the value of a bank being able to
continue to do business in the future, reflected as part of its share price。請參考Chan,
Y-S., Greenbaum, S., and Thakor, A., Information reusability, competition and bank
asset quality.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0, 243-253(1986); Keely, M.C.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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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脆弱說（competition-fragility hypotheses）」。另外，訊息不對稱是金融市
場核心本質，客戶處於有限訊息的一方，而銀行一方則具有完全訊息，客戶搜
尋成本（searching cost）因而很大，當市場金融機構家數愈多時，金融產品之
71

訂價必然愈高、品質愈低。 在貸款方面剛好相反，金融機構是有限訊息的一
方，而貸款企業是充分訊息的一方，掌握企業客戶訊息則能剝削客戶之「訊息
租（information rent）」，當市場競爭程度愈高時，訊息租愈小故而金融機構
72

查察放款對象之誘因變小，形成金貸款投資之「逆選擇」， 整體銀行授信品
質變差而增加失敗（脆弱性）風險。
存款戶之協同問題（coordination problem）也可能誘發失靈。存款戶之流
動性需求是私有訊息（private information），流動性需求不足形成提領或解
73

約，其協同行為易致擠兌而使金融機構破產。 當金融市場競爭程度較小時，
74

金融機構就較能與存款戶建立長期關係以確保滿足流動性需求。 另一方面，
當代金融體系錯綜複雜，當某一金融機構遭遇短期流動性短缺時，同業間之支
付系統即可助其渡過難關，不過Allen and Gale（2000）認為，當所有金融機構
都是價格接受者時（即處於高度競爭之下），將無任何一家金融機構有意願或
有能力對遭難金融機構施予援手，該金融機構終將倒閉並且對整個市場構成負
面衝擊。相反的Saez and Shi（2004）則證明，當金融機構數目較少時，金融機
構可以策略性的合作、採取行動、幫助遭難金融機構渡過短暫流動性短缺。

75

因此，競爭造成了金融市場的脆弱性。
競爭能夠增益金融市場穩定的說法（競爭穩定說；competition-stability
hypotheses）與研究亦有不少。我們從三個大類分析。第一，借貸者風險

71
72
73

74
75

insurance, risk and market power in bank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 1183-200.
(1990)
買方對賣主的產品品質僅具有限訊息，因而使得市場產品質平均變差，即為文獻上
所謂的「檸檬問題（problem of lemons）」。
亦有文獻稱此為銀行的「贏者詛咒（winner&s curse）」。
傳統銀行擠兌破產，主要是由於大規模存款戶個別提款所致，而當代的銀行擠兌
破產，則主要是因為同業市場（interbank market）的短期信貸不再展期所致。例如
Northern Rock案例、以及2007年SIV擠兌破產案。
Matutes, C. and X. Vives Competition for Deposits, Fragility, and Insur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Vol. 5, 184-216. (1996)
Allen, F., and D. Gale Financial contag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8, 1–33(Feb
2000)； Saez, L.and X. Shi Liquidity pools, risk sharing and financial contag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25, 5-23.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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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rowers’ risk）。Boyd and De Nicolo（2005）認為，重點不是金融機構選
擇資產之風險性，而是借款廠商利用借款進行投資之風險性，並證明集中度愈
高的市場（金融機構壟斷力愈大）則放款利率會愈高，借款廠商會為了償還高
額本息而往相對較具風險處進行交易與投資（此為借貸者之moral hazard），
76

故其失敗機率變高，市場脆弱性將愈高。 然而該文少考慮了一個因素，當競
爭程度愈高而利率愈低時，金融機構獲利的下降會降低特許權價值，其失敗機
率提高。綜合言之，競爭程度愈高，實質上對金融機構失敗機率之作用，一
者降低、一者提高，因此Martinez-Miera and Repullo（2008）就認為，競爭程
度與銀行失敗機率，應該是一條U型關係曲線，競爭程度愈高，銀行的失敗機
77

率，是先遞減後上升。 另一方面，市場集中度高則市場放款平均利率較高，
急需獲得貸款的企業（很可能就是當前相對較低品質或較高風險的企業）會更
積極想盡辦法取得貸款而終究獲得貸款，結果整個市場放款（投資）將傾向集
中於品質相對較差、風險相對較大而急需資金的企業（此為借貸者之adverse
78

selection）， 總體放款（投資）品質變得較差，金融市場脆弱性增加。
大到不能倒補貼（too-big-to-fail subsidies），也支持了「競爭穩定說」。
集中度高的金融市場會出現少數幾家大型金融機構支配現象，規模愈大則其產
品形式、交易關聯、資金流動更為複雜，實質上更難以監管，同時傳染風險
79

（contagion risk）也勢必更大。 一旦它們出了問題就是等於整個金融體系出
了問題，政策制定者往往會有支持這些大金融機構的優惠措施，以免它們出
了問題或倒閉，形同補貼，即所謂「大到不能倒補貼」。此行為增加了金融機
80

構道德危險、提增其冒險行為誘因，增加了市場脆弱性。 Maes and Kiljanski
（2009）認為大到不能倒所誘發出的道德危險是當前金融危機主要原因之
81

一。 實證上，Allen and Gale（2000）透過跨國金融系統比較，進行歷史資料
76
77
78
79
80
81

請參考Boyd, J. H., and G. De Nicolo The theory of bank risk-taking and competition
revisited. Journal of Finance, Vol. 60, 1329-1343. (2005)
請參考Martinez-Miera, D. and R. Repullo Does competition reduce the risk of bank
failur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 23(10), 3638-3664. (2010)
順便說明一下，借貸廠商於拿到資金後，大量投資於高風險資產，此即為借貸者之
moral hazard。
傳染風險是一家失敗銀行對於金融部門甚或實質部門所產生的負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
Mishkin, F.S.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Dangers and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3: 675-91. (1999)
Maes, S. and Kiljanski, K. Competition and the financial markets: Financial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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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他們發現，歷史上美國存在相對較大數量的銀行家數，而英國與加拿大
的金融市場則主要是為極少數大型銀行所主宰的狀態，但比較上，美國金融體
82

系長期比英國與加拿大不穩定。 他們認為，美國比英國與加拿大之金融市場
更傾向於支持「競爭脆弱假說」。

二、金融管制與競爭政策之衝突與合作
「管制」與競爭機關措施有所差異，主要在於「管制」的解決手段較強。
就管制法規而言，雖然其中也不乏較為「誘因」導向，以處罰或補助之手段，
提供被管制事業自我約束與遵守政策動機之規範方法，但在更多的情況下，管
制法規是以直接要求被管制事業相關市場行為作為其主要的規範工具，此與競
爭法不介入競爭內容之規劃，而應以排除市場機制之「路障」，讓理想市場中
那一雙看不見的手，得以再度發揮其功能的思維，有明顯的不同。我們甚至於
可以很化約的說，「競爭法」的目的在「回復」競爭，而「管制」的目的往往
是取代市場競爭機制，以達預定之管制目標。管制措施之於金融產業，旨在保
持市場「非過度競爭」，而競爭機構之措施則在於既有的管制環境下，追求最
大競爭水準。如果，管制手段與目標都正確的話，則金融市場於政府管制設限
下的最大可能競爭水準，就該等於圖一所示的「最適競爭水準」；如果競爭主
管機關的競爭政策與目標都正確的話，則金融市場就能達成最大可能競爭水
準，亦即達到圖一所示之市場最適競爭水準。
慎險管理（prudential regulation）可以做為競爭的互補工具，而管制機構
與競爭機構在金融市場上，則處於分工合作的狀態，一者規劃最大可能競爭水
準，避免市場過度競爭，導致失靈破產；另一者則於既有的環境限制下，追求
達成給定的最大可能競爭水準，促成市場處於安全而最適的最大競爭水平，創
造社會福利。惟爭論點當在於「最適競爭水準」的確實衡量，這有賴於管制與
競爭兩機關充分合作研析，以確保不致於過度壓縮金融市場之競爭空間。不論
是「非過度競爭」或「最適競爭水準」，都是一個無法量化的概念指標，兩機
構間的措施將具潛在對立衝突性，而依法也常依管制法規之特別規定，雖不符
合市場競爭原理之行為或約定，但仍主張應排除於公平法之管轄範圍之外。
OECD於1980年代以來即有普遍的共識，認為為了保持金融系統的穩定性，金
82

conditions and competition policy. COMPETITION 1: 12-16 (2009).
Allen, F., and Gale, D. COMPARING FINANCIAL SYSTEM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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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融市場不能處於過度競爭， 一些具有相對高度集中的國家，面臨這波金融危
機，加拿大與澳洲展現出相當大的應付彈性，而瑞典與荷蘭則呈現出左支右絀
的艱難局面。
在金融產業中，競爭本身不是問題，然而，在不充分管制的金融產業下，
競爭就可能會是個問題。可以說，金融危機是來自於失敗的管制，而非來自於
84

競爭的出現。 因此，金融產業之競爭法適用，具有增益金融市場競爭力與穩
定時之效益，惟在管制法令之下，有賴於更強勢更獨立的競爭機關去發揮。在
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金管會諸多管制措施，若有違反公平法之疑慮者，
應該根據公平法第9條第2項「本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由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管制之主要目的在於維持市場穩定，
惟易失於過度限制競爭；公平法之主要目的在於促進公平競爭，惟易忽視管制
產業之管制需求。透過這兩股力量（兩個權力單位）之折衝權衡、激盪妥協，
正可以兼顧管制與競爭，而獲致金融市場的「最適競爭水準」，此即為公平法
第9條第2項所欲實行者。前賢立法深諳理論意涵，令人欽佩。

三、金融管制下之競爭法案例
歐盟自1980年代起，競爭法是否適用於金融產業，即已陸陸續續出現於
85

判例之中。在Gerhard Züchner（1981） 一案中，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ECJ）即已明白拒絕銀行業務豁免於競爭法。該案中，ECJ認為
銀行於客戶轉帳業務上的重要性，並不能自然的使其合於86(2)條之資格。
此為歐體「反托拉斯法及於金融機構」觀念之始，而於1987年Verband der
86

Sachversicherer（1987） 一案中再次確立。Verband der Sachversicherer e.V協
會為重建穩定可行之該市場而提出系列建議，這一行為被法院拒絕具第17號管
制法（Regulation No 17）第2條與EEC條約第85(3)條之豁免權，並認定其違反
EEC條約第85(1)條之競爭法規定。基於保險產業的特殊性，無限制的競爭將導
83

84
85
86

OECD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in retail banking, Series Roundtables on
Competition Policy, No. 69, OECD, Paris.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
dataoecd/44/18/39753683.pdf.
OECD Competition Committee. Competition Issues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Key Findings.
(2011)
Case C-172/80, Gerhard Züchner v. Bayerische Vereinsbank AG [1981] ECR 2021
Case C-45/85, Verband der Sachversicherer e.V.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87] ECR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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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一些保險業者風險增加而無法生存，因此德國反限制競爭法（Paragraph 102
of the Gesetzgegen Wettbewerbschränkungen）中規定，凡涉及聯邦監理機關之事
務，則反限制競爭協議與決定並不適用。不過，執委會於1987年最終裁定，歐
洲共同體條約87(2)(c)條並無相關於保險產業之說明規定，因此競爭法原則上
適用於經濟體之任何機構，當然可以無設限的用於保險產業；同時認為，該協
會擁有全境之保險業者，其建議確實提高了全境之保險費率，其費率計算條款
強化了固定價格、限制競爭的效果。
自Verband der Sachversicherer（1987）一案之後，競爭法適用於金融產業
87

之概念持續加強並且進入21世紀。German banks cartel（2006） 發生於2000年
初期，CFI（the European Court of First Instance）發現德國許多銀行於1999年
全歐統一歐元前夕，共同參與組合了一個卡特爾組織，固定調高各貨幣兌換歐
元紙幣匯率於不低於3%手續費的水準，此一行為被判定為非常明顯而嚴重違
88

反歐盟競爭法，故而對該五家大銀行處以合計10億8百萬歐元之高額罰款。 本
案中競爭機關執行官Mario Monti 說到：「銀行可以自由訂定貨幣兌換或其他
服務業務之收費水準，但不能夠共同議定該收費水準，這行為是極為嚴重抵觸
89

競爭法規而該給予嚴厲處罰的。」Lombard Club（2002） 則起因於八家銀行
CEO每月固定聚會商討訂價事宜（被稱為Lombard Club），執委會決議針業參
與價格卡特爾的銀行予以重罰124億26百萬歐元。Mario Monti 宣稱：「銀行業
必須毫無懷疑的確知其之受限於歐體競爭法一如其他產業，事實上，考慮及銀
行產業對於消費者、商企業及經濟體中資源之效率分配的重要性，則維持銀行
產業之競爭就變得異常關鍵。」
進入21世紀，執委會之競爭法於金融產業的應用，則以信用卡及結算交割
服務為主要對象。執委會於2007年的報告中指出，這兩個市場缺乏充分健全的
競爭，其原因來自於高度入場阻礙、市場分割（market fragmentation）、信用
87

88
89

Kristien Geeurickx,, The German banks cartel case: The CFI rules on standard
of proof in cartel cases. Competition Law Insight, 24 October 2006. http://www.
competitionlawinsight.com/industry-sector/finance/the-german-banks-cartel-case-9268.
htm
EurActiv.com, Heavy fines for German bank cartel, 13 December 2001. http://www.
euractiv.com/competition/heavy-fines-german-bank-cartel-news-207220
Brussels, Commission fines eight Austrian banks in “Lombard Club” cartel case.
Brussels, Europa.eu, 11 June 2002.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02-844_
en.htm?local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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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發行者高度集中；同時發現，成員國的金融業訂價策略趨於一致，顯示出低
度競爭的事實。過去金融產業因屬於管制產業，因此成為競爭政策豁免之地，
這項調查報告透露出執委會對競爭政策應用於金融產業之興趣漸高。2004年
90

Clearstream（2004） 拒絕提供Euroclear Bank SA（EB）某些證券之結算交割
服務，同時對EB之訂價較對其他客戶訂價嚴苛而涉及價格差異，EC認為此等
91

92

行為違反EC條約82款。 Morgan Stanley（2007） 一案的MasterCard支付組織
（含MasterCard Incorporated, MasterCard International Incorporated 及 MasterCard
Europe SPRL）違反EEC條約81條及EEA（European Economic Area）協議53
條，以交換手續費退回方式實質達到訂定企業必須支付收單銀行（acquiring
banks）一個最低價格，從而限制了收單銀行之間的競爭，推升了企業支付成
本，執委會令其於6個月內改正，若否，則將依執委會管制規則處以MasterCard
93

94

全球每日營收之3.5%一年。 另外GCB（2008） 則是因Groupement des Cartes
Bancaires（GCB）透過提高新進者發卡成本，維持法國CB卡價格較高於自由
競爭下的水平，同時限制卡片供應數量，降低市場競爭，經執委會於2008年10
月認定違反歐盟條約81款，但並未處以罰款。
95

美國則遠在Philadelphia National Bank et al.（1963） 一案之銀行合併行為
就已經引起關注，並為最高法院所禁止。此案中，總數約42家商業銀行的美國
費城都會區，其第二大銀行（聯邦立案銀行）依銀行合併法（Bank Merger Act
of 1960）合併第三大銀行（州立案銀行），合併後市佔率估計將高達該都會區
33%以上，金融檢查總長（Comptroller of Currency）仍予以核準通過。美國政
府提起「該合併案違反Clayton法案第7款」訴訟予以禁止。法院認為，銀行合
併法（1960）引導銀行主管於核可合併案時進行競爭因素之思考，但並不能就
此排除反托拉斯法之應用於該合併案。
90
91
92
93

94
95

Clearstream Banking AG（或稱Clearstream Banking Frankfurt；CBF）及其母公司
Clearstream International (CI)合稱為“Clearstream”。
Case COMP/38.096—Clearstream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http://eur-lex.europa.eu/
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52009XC0717(02):EN:NOT
Case COMP/D1/37860—Morgan Stanley/Visa International and Visa Europe.
Case COMP/34.579—MasterCard, Case COMP/36.518—EuroCommerce, Case
COMP/38.580—Commercial Cards. 此一判決並不適用於商務卡之MasterCard’s MIF業
務，這一市場仍需委員進一步調查。
Case COMP/D1/38.606.
U.S. Supreme Court, United States v. Philadelphia National Bank et al. (1963). http://
caselaw.lp.findlaw.com/scripts/getcase.pl?court=US&vol=374&invol=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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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之不公平競爭行為也早在60年代就引為爭議點，惟多數被判決豁免於
96

反托拉斯法。Silver（1963） 一案中，兩家位於德州的櫃檯證券買賣經銷商控
告紐約證券交易所（依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謂「整個交易中心
會員們合意一致拒絕持續提供電話連線業務」，這是一種群體杯葛與剝奪個
體與其他經銷商有效競爭的重要商業服務管道，違反Sherman法案第1條。法
官指出，只有當排除反托拉斯法是維持證券交易法持續運作的必要手段時，
才可排除反托拉斯法，其基本原則就是「只有當反托拉斯法明顯與管制法相
抵觸（plain repugnancy）時，管制法才隱含著反托拉斯法的排除」。上訴後，
巡迴法官則認為，證券交易法賦予委員會對於會員於證券櫃檯買賣的所有權
力，因此交易中心取消私人電話連線是在這權力的一般範圍之內，此等行為
當然就免於Sherman法之管轄。此一觀點（證券交易法之券商行為可豁免於反
97

托斯法），持續流行並進入了70年代。在1975年，Gordon（1975） 政府提
出訴訟，謂全國證券交易商公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NASD）與部分共同基金自營商（dealer）及經紀商（broker），共同決議限
制共同基金股權流通市場於自營商間、投資者與自營商間、經紀商經紀的投
資人間交易的銷售與轉售價格，違反Sherman法案第1條而尋求予以禁止。
然而法院認為，根據投資公司法（Investment Company Act, 1940）第22(f)條
賦予共同基金對股權議價與轉移的權力，只要不違反證交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保護持股者利益的相關規定即可，而Maloney法
案（1938）則賦予成立合作性自我規範（self-regulation）之自營商經紀商公會
法源，故法官認為被告者所有行為可以豁免於反托拉斯法。另外，1975年，
Mr. Gordon代表一群小投資人控訴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美國證券交易所，認為他
們共同固定額度小於50萬美元交易之手續費，違反Sherman法第1及第2條。法
院認為建基於證券交易法（1934）第19(b)(9)條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具
有可否決定交易手續費之完全力量，故固定手續費是完全於SEC的監理之下，
於是超越於反托拉斯法。
96

97

98

98

U.S. Supreme Court, Silver, Doing Business as Municipal Securities Co., et al. v.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373 U.S. 341 (1963). http://caselaw.lp.findlaw.com/scripts/getcase.
pl?court=US&vol=373&invol=341
U.S. Supreme Court, U UNITED STATES v.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INC., ET AL., 422 U.S. 694 (1975). http://caselaw.lp.findlaw.
com/scripts/getcase.pl?court=US&vol=422&invol=694
Supreme Court, Gordon v.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Inc. - 422 U.S. 659 (1975).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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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聯合行為直到20世紀結束前，多數被豁免於反托拉斯法。進入21世
99

紀後，「豁免」仍然是一般流行觀點，而以Credit Suisse（2007） 的豁免理由
總合其成，於美國證券法豁免論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其見解被持續引
用。該案發生於2002年元月，十家主要銀行之旗下證券承銷公司（underwriting
firms）被控操縱買賣分配新發行證券違反反托拉斯法，而歷經地方法院之「排
除」、上訴法院之「適用」及至高等法院之「排除」反托拉斯法。2007年6
月，最高法院認為在高度管制的環境下，只要適用反托拉斯法將可能衝突到這
個環境既有管制法規之運行，則此類行為是可豁免於反托拉斯法，而本案確
實存在抵觸。這一看法邏輯實是源自於Silver（1963）一案之地方法院原則，
「只有當反托拉斯法明顯與管制法相抵觸（plain repugnancy）時，管制法才隱
含著反托拉斯法的排除」。此一判決影響很大，其所揭示的是「凡受到積極而
精緻管制的產業，即可豁免於反托拉斯法」。
法官之思衡確實有其道理。就事實而言，美國一些管制法規確有明文是否
排除反托拉斯法之適用，例如Webb- Pomerene法第62條（輸出貿易與反托拉斯
法）即明白表示排除反托拉斯法。然而，電信法第152條則明文表示反托拉斯
法仍然適用，因此Verizon（2004）案中基於此一保留條款，最高法院法官即
認為，僅管電信業之管制措施執行給予豁免反托拉斯法之最佳理由，但仍須受
100

限於反托拉斯法。 問題在於，當管制法規中並無提及反托拉斯法之適用與否
時，就有賴法官分析思衡其是否隱含排除適用，而目前普遍被法院採納的判斷
原則，即前述之「只有當反托拉斯法明顯與管制法相抵觸（plain repugnancy）
時，管制法才隱含著反托拉斯法的排除」。
台灣方面，在產物保險公會商業火災保險自律規範之訂定（2004）

101

一

案，公平會認為涉有聯合限制保費標準、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條禁制規定之
虞，故循公平交易法第9條第2項規定，與金管會進行協商。產險保費分為兩部
分，一為危險保費（risk premium）又稱純保費（net premium），作為危險事
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422/659/.
Supreme Court, Credit Suisse Securities (USA) LLC, FKA 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
LLC, et al., Petitioners v. Glen Billing et al. (No. 05-1157), 426 F. 3d 130, reversed. June
18, 2007. http://www.law.cornell.edu/supct/html/05-1157.ZO.html
100
Verizon Communications Inc. v. Law Offices of Curtis V. Trinko, LLP, 540 U.S. 398
(2004).
101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第00700次與弟00725次委員會議決議。民國94年4月7日與
民國94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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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發生時給付保險金之用，是根據事故發生機率所計算出來的被保戶預期損失
額；另有附加費用（又稱附加保險費；loading），是完成保險交易過程所引發
的一切必須費用，包含業務支出、佣金支出、巨災準備、賦稅、及預期利潤等
等。前者可透過產業公會內部自律規範而稍有規範，後者之附加保險費涉及公
司是否效率經營，可由市場自由競爭。然而產險公會於民國93年理事會通過商
業火災保險自律規範，明定產險公司招攬大額商業火險業務（即投保金額在新
臺幣30億元以上者）。公平會認為已經產生實質約束業者於該商品的訂價能
力。顯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條禁制規定之虞。循公平交易法第9條第2項規
定，與金管會進行協商。
102

另外2010年，銀行公會「金融機構辦理金融服務收費原則」（2010） 一
案，因恐涉及了聯合行為而函請公平交易委員會討論。此案發生源於金管會因
應媒體輿論及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民國98年5月27日之臨時提案，而責請金管會
要求銀行業者停止收取不合理之費用並制定相關費用收取之管理辦法，金管會
函請銀行公會研擬「金融服務收費原則」，明定業者計算成本之項目，以及不
得收費之服務項目。銀行公會認為該草案如為自律規範性質，恐涉及聯合行為
疑義，故請公平會表示意見。公平會認為銀行公會直接針對價格訂定限制，很
明顯的，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條禁制規定之虞。此等收費原則不應由公會自
律規範訂定。銀行公會自律規範亦有涉及信用卡與現金卡推廣贈品金額上限之
103

訂定（2005） ，而涉及聯合行為者。該草案經民眾檢舉是否涉有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14條聯合行為禁制規定之虞。銀行公會是遵循金融主管機關指示而研議
該條款，而獲金管會同意備查，同時金管會也已經發佈行政規則明文禁止現金
卡附送贈品與獎品，故先行依公平交易法第9條第2項規定，與金管會等機關進
行協商，以期妥善解決涉及限制競爭疑慮之相關爭議。

四、金融管制下競爭法抗辯與政策建議
由歷史演變觀之，歐體對於受管制的金融產業，已多偏向於反托拉斯法
可無虞適用，而美國的發展，則尚處於變動階段，上下級法院見解也往往不
一致。German banks cartel（2006）及Lombard Club（2002）兩案中競爭機
關執行官Mario Monti之說法，似乎已對往後歐體競爭法適用於金融產業之
102
103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第00966次委員會議決議。民國99年5月12日。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第00712次與第00730委員會議決議。民國94年6月30日與
民國94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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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起了定調。他說：「銀行業必須毫無懷疑的確知其之受限於歐體競爭法
一如其他產業，事實上，考慮及銀行產業對於消費者、商企業及經濟體中資
源之效率分配的重要性，則維持銀行產業之競爭就變得異常關鍵。」如此一
來，僅管金融產業受管制於各相關法規，但其適用競爭法規則與一般產業並
無差異。這一趨勢並未引起管制機關基於兩法衝突的太多論辯與反抗。這是
因為歐洲共同體條約在歐體功能運作上具有特許權力，其中關於競爭法的
101條與102條自然就具有較高法律位階。就國家法律而言，歐洲法院的高度
限制了各國管制法規的反抗。
美國的見解，仍有諸多差異。一派主張，各金融相關法規之訂定，自當已
是考慮該產業不宜過度競爭的特性而予以規制，因此，管制法規自然隱含排
除競爭法之適用；而另有一派則認為競爭法是否適用，端視其與管制法是否
產生抵觸為依據。前者例如Silver（1963）的上訴巡迴法官，認為證券交易法
賦予委員會對於會員於證券櫃檯買賣的所有權力，因此交易中心取消私人電
話連線是在這權力的一般範圍之內，此等行為當然就免於Sherman法之管轄；
而後者則如Silever（1963）的地區法官之見解，「只有當反托拉斯法明顯與管
制法相抵觸（plain repugnancy）時，管制法才隱含著反托拉斯法的排除」，而
這一概念持續被沿用而至Credit Suisse（2007）一案時更為清晰。Credit Suisse
（2007）之最高法院法官認定證券交易法支配反托拉斯法，同時提出確認證券
104

交易法與反托拉斯法不相容（Incompatible）的四個判斷因素 ：「(1)是否該
特定市場確實是證券交易法管制的項目內？(2)是否具有證券交易委員會法定權
力來管制這一行為？(3)該行為是否已經在積極而持續的主管機關管制之下？
(4)是否反托拉斯法與管制法之間存在著嚴重的衝突、或潛在未來衝突？」第
(4)點亦可解釋為：管制產業行為若適用公平法，則是否將干擾該產業管制法令
所欲達成的目的？若否，則適用之。這四個判斷因素最早明確的被應用於隨後
的Electronic Trading Group（2009）訟案，尤其第(4)點時常是決定性力量。
105

Electronic Trading Group LLC（2009） 是一家「賣空（short sales）證
104

Todd Fishman, Olivier Fréget, and David Gabathuler, U.S. and EU Antitrust Enforcement:
What Role in a More Heavily Regulated Financial Sector?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Vol. 7. No. 2, Fall 2011.
105
Electronic Trading Group, LLC v. Bank of America Secs., LLC, 588 F.3d 128 (2d Cir.
2009). http://www.lawupdates.com/commentary/ielectronic_trading_v._banc_of_america_
i_federal_securities_laws_preclude_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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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券」的公司 ，它提出訴訟指控一些供給賣空交易的金融仲介機構，共謀對一
些較難借得（hard-to-borrow）的特定證券設定最低融券價格（高於其他證券
之融券價格），違反Sherman法。上訴巡迴法院法官全面逐一應用Credit Suisse
（2007）的四個判斷因素，認為(1)賣空確實是證券交易法中所管制的行為，
因而是證券管制的中心項目；(2)雖然目前並無相關規定明示證券交易委員
（SEC）會可以管制融券費用，但SEC確實具有管制證券經紀商與其訂價的公
權力；(3)僅管SEC並未特別著重於融券價格之管制，但其對經紀商於賣空市場
之一般性管制確實持續存在；(4)由於券商被允許彼此溝通證券之價格其效益，
若課責以反托拉斯法，將會產生實質及潛在的衝突，因為反托拉斯法之適用將
約制了SEC對經紀商所允許之行為以及賣空市場之效率運作；同時，若SEC基
於職權而進行經紀商之融券價格管制，則勢必產生與反托拉斯法之潛在衝突。
因此，反托拉斯法於此案中不適用。
在這一潮流中，只要是在管制法架構下的行為，則反托拉斯法是常常被判
107

排除的。不過晚近Dahl（2008） 一案涉及併購與圍標，被控告違反Sherman
法第4條及Clayton法第4及第16條，卻有了冏異的結果。被告認為，在Credit
Suisse（2007）案中已說明，凡被質疑行為是為證券交易法所管制下的行為，
則不再適用反托斯法，故請法院撤銷該案。但法院認為依Credit Suisse所揭示
的第四點原則，他認為反托拉斯法與證券交易法並無不容，故不贊同被訴者建
請法院撤案的申訴。美國最近的發展亦有「適用」反托拉斯法的可能傾向，值
得關注。因應2008年次貸風暴造成的金融危機，美國國會通過Dodd-Frank Act
108

（2010） ，企圖在金融市場內降低風險、增加透明度、促進市場完善，因此
賦予管制機構更大的監理控制權力。若根據Credit Suisse（2007）以降的傾向，
則勢必反托拉斯法絕無見容於管制法之餘地，然Dodd-Frank Act本身則又於第6
條訂定了「一般反托拉斯保留條款」，為往後金融市場適用反托拉斯法開了一
扇法定大門，正如Verizon（2004）案於電信產業一般。
我國則有異於歐美。我國法源清楚，雖不如歐制之其最高法律位階歐洲
共同體條約中的競爭法，但也非美規的以管制優先之判例決議。在金融產業
106

賣空又叫做空或空頭，是高拋低補以賺取差價的操作策略。當某股票看跌時，投資
者便從經紀人手中借入該股票拋出，而在實際交割前再將賣出股票如數補進，實際
交割時則只結清差價。若日後該股票價格果然下降，再從更低的價格買進股票歸還
經紀人，從而賺取中間差價。
107
Dahl v. Bain Capital Partners, LLC. 589 F. Supp.2d 112 (2008).
108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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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各主要法律中，幾乎沒有排除公平法適用的明定，而只散見於處理危急公
司的資產讓與（合併），例如銀行法第62-4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19條、與
保險法第149條之7。除了這些危急條款之外，相關產業法規幾乎沒有排除公
平法適用之相關規定，而公平交易法卻有積極應用公平法於相關管制產業的
條文。公平交易法第46條明文：「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
者，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本法
立法意旨即第1條所揭示「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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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定本法。」亦即，事業管制單位之管制法規若
符合公平法第1條之立法意旨，則豁免應用公平法，否則公平法依舊可以介
入該管制產業。這一邏輯恰與美國Credit Suisse（2007）所揭示的第(4)點判
斷原則相反，該原則認為「若反托拉斯法之應用抵觸產業管制法令時，則不
應用之。」我國公平法所揭示的則是「若管制產業之管制法令抵觸公平法立
法要旨時，則公平法可應用之。」前者以金融管制法為優先，反托拉斯法必
須不干擾其法令目的運行才可適用；後者則以公平法為優先，產業管制法令
必須不違反公平法立法要旨方可豁免於公平法。因此，我國公平法之適用於
管制產業（如金融產業）絕無疑義。
但任由金融機構自由高度競爭而致利潤微薄，無力應付任何風險出現的危
機、更無餘力操作徵信而惡化訊息不對稱風險，適當管制確實有其必須。因
此，金融產業之公平法應用，必須兼顧市場特性所需之穩定措施，而穩定措施
乃管制機關之職權與專業，是故兩方單位共商議決，方能尋得金融產業之最適
管制與最適競爭，這正是本章第一節所極力陳述的觀點，此一觀點也被展現於
公平交易法第9條第2項，其謂「本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由行政
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亦即，公平會因管制法令不能體現
公平法立法意旨而欲介入時，必須以涉權相關主管部會合議共商為之議決，程
序較為繁複但卻能融合「管制機關」與「競爭機關」之見解，確保「穩定」與
「競爭」兼顧，正是達到第一節理論闡述之「最適管制」狀態的模式。公平法
立法先賢於此端之設計，其遠見令人讚賞。
更進一步比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之宗旨在於四項目標：「維持金
融穩定、落實金融改革、協助產業發展、加強消費者與投資人保護與金融教
育」，同一般產業管制目的相同，不外乎於保護消費者、穩定市場、促進經濟
繁榮；而公平法第1條立法旨意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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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之間唯一不同者，在於公平法的「確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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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競爭」，此一目標其實正是公平交易委員會的核心旨意，亦為管制產業之
主管機構之所無者。根據公平法第4條所言「本法所稱競爭，謂二以上事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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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凡金融機構之市場競爭行為，其公平與否並非管制機關之目的，公
平會當可介入審度或共商議決者。誠如本章第一節理論所示，管制單位對於產
業之管制，基於維持市場穩定與發展，必然多致「公平競爭」或「促進競爭」
之壓抑而偏離公平交易法之立法旨意，公平會當即可依第46條介入，並依第9
條與管制單位協同商議。因此，公平法就不能像對待一般產業般的無時無刻介
入，而須與主管機關聯席共商，達成「市場穩定」與「市場競爭」兼具的最適
管制水準。

五、小結
金融產業中，競爭可能促成市場穩定、也可能導致市場脆弱，為了維持金
融市場穩定，各國都有相對應的主管機關予以管制或監理，其目的即在於防止
金融市場過度競爭而致市場脆弱。然而，管制機構之專業與職志在於市場「穩
定」，並非「競爭」，因此，金融市場是否達到「最適競爭水準」，並非其留
意的目標的，結果，往往管制或太過、或太少，使得市場競水準或太小或太
大。是故，管制產業之下，競爭機關的目的就在於盡力推至市場最大可能競爭
水準，終而達到「最適競爭水準」。依我國公平法之規定，則是「金融產業之
管制法令是否確實同時達到公平法立法旨意，若否，則公平交易法即可應用，
惟於應用公平法時，需邀請其主管機關金管會共同合作研議」，以獲致金融市
場之最適競爭與管制水準。

伍、專門職業行為之競爭法抗辯
一、專門職業與市場競爭
1. 專門職業之定義
專門職業一詞規定於我國憲法第86條第2款：「左列資格，應經考試院依
法考選詮定之：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之中，惟就其具體含
意，立憲者並未加以說明，僅賴司法院大法官透過解釋，逐步勾勒出專門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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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涵之雛形， 直至大法官釋字第453號始對專門職業有較明確之定義：「憲
法第86條第2款所稱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係指具備經由現代化教育或訓練
之培養過程獲得特殊學識或技能，而其所從事之業務，與公共利益或人民之生
110

命、身體、財產等權利有密切關係者而言。」

惟有學者認實務解釋過於寬鬆，主張必須從職業團體自治原則中尋找適當
的限制，具體言之，應以「與公共利益或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等重大法益
有密切關係之職業，其執業以具備專門之知識與經驗為要件，並且國家依法賦
予其同業參與懲罰會員之自治地位的職業，為專門職業」為其認定標準，依其
解釋檢視我國有懲戒規定之法律，僅於律師、會計師、醫師、建築師、技師法
規有相關規定，然建築師、技師懲戒委員會之組成排除同業之參與並不恰當，
且與大法官釋字第378號解釋之精神不服，應檢討修正。職此，依其見解，專
111

門職業應僅限於律師、會計師、醫師、建築師、技師。

上述立論固然有其參考之價值，惟必須陳明的是，專門職業所涵括之範
圍，對於公平法之適用並不影響，公平法所關心的乃是事業對於市場競爭秩
序之影響，故只要專門職業項下之個體符合公平法第2條所謂之「事業」之概
念，即應受到公平法之檢視，自此角度觀之，專門職業之「法」形式定義為
何，與公平法所重視之競爭議題無涉，更不應以此作為專門職業相關執業行為
豁免公平法之依據。對競爭主管機關而言，其在面對涉及專門職業案例所應考
量者，當屬特定職業之所以「專門」之相關原因，在競爭法下評價其對市場競
112

爭影響程度為何。

依我國公平法第2條事業概念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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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專門職業於市場上之型態，並不符合前三款之規定，故僅
109

諸如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268、352、360、453、547、555、655、682等釋字
但有學者批評此定義似不具可操作性，「現代化教育或訓練」、「特殊學識或技
能」仍嫌抽象，而「公共利益」、「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等權利有密切關係」
應是管制專門職業之理由，而非專門職業之認定要素。參李建良，專門職業人員
之依法考選與記帳士之執業資格/釋字第655號解釋，台灣法學雜誌，第124期，頁
192，2009年3月
111
劉孔中，專門職業服務解除管制及其競爭規範之研究，律師雜誌，第141期，頁
70，1999年10月
112
關於專門職業之定義，詳細論述可參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82號解釋蘇永欽大法官
協同意見書，頁2-4；張哲元，自由業之初探，軍法專刊，第52卷第2期，頁53-65，
2006年4月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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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就本條第四款之概括條款出發，檢視專門職業是否符合公平法之事業概念。
就專門職業人員之業務活動而言，乃係依其自主之決定，而以交易為前提，對
交易相對人提供無形之勞務，並以此為其經常性之行為，雖然專門職業人員未
必如同公司或工商行號乃以營利為其目的之一般事業，惟參公平法之立法目的
在於維護交易秩序、公平競爭，只要行為對於一定商品或服務供需之市場秩序
或競爭關係有所影響，皆應為公平法之規範對象，故不論專門職業是否具有營
利之目的，仍不影響其為事業之屬性。

113

專門職業人員為公平法下所謂之事業，並無疑義。惟專門職業公會是否屬
於公平法下同業公會概念之範疇，而應受公平法之檢視，亦曾引發爭論。首先
就公平法第2條規定下同業公會之概念而言，學說上多所討論，其範圍可分為
下述解釋：

114

A.狹義說
同業公會僅包含工業團體法第3條第1項第1款及商業團體法第3條第1項第
1款至第3款所規定之同業公會及其聯合會，而不包括區域性之工業會或商業
會，甚至不包含同屬產業公會性質之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B. 廣義說
所有依據工業團體法及商業團體法所設立之公會團體皆屬之，縱是上開之
工業會或商業會，皆屬於本款所稱之同業公會。
C. 最廣義說
除上述兩說所指之範圍外，其他以事業或事業團體為成員，依法強制成立
而具有濃厚公法人色彩之職業團體均包括之，諸如律師公會、會計師公會、建
築師公會，乃致農會、漁會均包括在內。
雖然學界之推論不盡相同，惟其對於同業公會之概念範圍已有部分共識，
皆肯認專門職業公會應包含於公平法下所謂之同業公會之範疇。另參公平會於
113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規範之事業概念-第二條之詮釋-，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
自刊初版，頁26-27，1994年2月；黃茂榮，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自刊初版，頁
61-62，1993年10月
114
惟我國學界就同業公會之學理解釋及結論不盡相同，本文乃參考蘇永欽教授之見
解，蘇永欽，事業團體之聯合行為，經濟法的挑戰，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初
版，頁184-185，1994年5月；亦有僅分狹義、廣義兩說者，參魏千峰，公平交易法
之適用範圍及除外規定，收錄於賴源河主編，公平交易法新論，元照初版有限公
司，三版，頁88-89，2005年3月；吳秀明，聯合行為理論與實務之回顧與展望-以
構成要件之相關問題為中心，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學術論文集，元照出版有限公
司，初版，頁19-23，200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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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操作上，亦認為專門職業團體該當於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3款「依其他
法律規定所成立之職業團體」規定，亦屬公平法下所謂同業公會概念之一。
而專門職業法規內多設有組成專門職業公會之規定，一般分為地域性及產
業性，各職業設立之門檻均大同小異，其目的皆為制定相關公會章程以健全產
業整體之發展，原則上我國各專門職業公會法，同商業團體法、工業團體法皆
採行強制入會之制度，規定專門職業人員若欲行使職務，則須以加入公會為其
115

前提，同時亦規定公會不得拒絕專門職業人員之加入。 雖此一制度有助於產
業政策及產業自律之執行，惟公會依法舉行大會，透過會員或理監事決定許多
涉及同業利益之事務，且其享有懲戒之權限，對於所屬會員產生相當之拘束力
量，得以監督並維持卡特爾組織之穩健，在這樣「快速合意，一體遵行」之結
116

構下，導致專門職業多傾向透過公會此一平台達成合意遂行聯合行為。
2. 專門職業與競爭法

由於專門職業具有高度之專業知識，傳統之見解乃市場供需雙方資訊地位
極度不對等，故專門職業服務具有需取得消費者高度信賴之特質，而其服務亦
具有外部性，將影響不特定多數人之權益，例如司法制度、財務審核、建築安
全、公共健康等。傳統見解即認為專門職業服務市場之資訊不對等、外部性等
所造成之市場失靈現象，得以管制手段代替競爭，藉由限制市場參進門檻、價
格、廣告、服務區域等執業自由之方式，來達到解決相關市場失靈的問題。基
此論點，論者進一步主張，公平法對於專門職業並無適用之餘地。持不同見解
者則認為，專門職業人員於執業時，仍會對市場供需產生影響，而市場機制在
解決因知識高度專業所衍生之相關問題上，未必較管制要來得不具成效。
2.1 競爭法規範之排除
主張應限縮或排除競爭法於專門職業中適用者，主要之論點可歸納為非經
濟（non-economic）與經濟（economic）面的考量。前者最常見者，乃專門職
業具有高度的公益色彩，非公平法所擬規範之以追求利潤極大為目標之私部門
事業所得比擬，應有較高的倫理要求與較大的自治空間。而經濟上的理由，則
以專門職業所提供之服務內容與品質，因事涉公益與高度專業，非一般人所得
115

此乃「業必歸會」制度，於我國各專門職業公會法亦有相關規定，諸如醫師法第9
條、律師法第11條第1項、會計師法第50條以下、建築師法第28條等等。可參林明
鏘，同業公會與經濟自律-評大法官及行政法院相關解釋與判決，台北大學法學論
叢，第71期，頁10-12，2009年9月
116
蘇永欽，跨越自治與管制，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初版，頁91，19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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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判斷； 故若放任市場機制來決定其供需，極可能出現濟學上所關切之「外
部性」或「資訊不對等」等「市場失靈」問題。
A.排除適用之非經濟上理由
支持專門職業不受競爭法規範者，非常強調專門職業之「公益」性質。爾
等認為，由於專門職業之服務理念，有濃厚之實踐倫理道德與增進公共利益之
要求，而提供服務予缺乏專業知識之人，更是專門職業執業者所應承擔之社會
責任。此類公益目的的實現本質上不需要競爭，當然亦無須透過外在之競爭法
117

規來規範其相關之執業行為。 支持者據此進一步主張，由專門職業自己擔負
管制之責任，將最能發揮管制之功效，畢竟於專門職業領域內，僅有專門職業
本身最易取得管制之資訊，且觀專門職業服務乃具有隨個案變動之特性，此獨
特性質更加深管制之難度，故應透過自治規範約束專門職業人員之行為，免於
競爭法之干預，消費者也得以合理之成本享受一定品質之服務。

118

B. 排除適用之經濟上理由
專門職業服務因涉及複雜之專業知識，一般人對於相關知識之欠缺，可能
導致消費者不但難於交易前掌握服務品質之優劣，即便於消費後，亦可能無
法判斷服務對其之效用如何，故消費者僅得選擇信賴專門職業人員為其提供
119

服務。經濟學家將此類此交易產品稱之為「信賴財」。 「信賴財」之交易市
場，可能出現以下二種對自由市場機制之挑戰。
從消費者之立場來看，當消費者於購買服務前後均無法辨別品質之情形
下，其將以買到優質或劣質服務之機率，以及其所願意支付之最高價格，求得
購買服務之平均值，作為最終之支付價格，但此最終價格對於優質服務之提供
者可能低於成本，卻遠高於劣質服務之提供者之成本，可能迫使優質服務之提
供者退出市場，導致市場上充斥劣質服務之提供者，如此惡性循環，將產生劣
120

幣驅逐良幣之效果； 而於服務提供者之立場而言，既然消費者無法辨別其所
117

Philip C. Kissam, Antitrust Law and Professional Behavior, 62 TEX. L. REV. 1, 6,(1983)
王文宇，從經濟觀點與美國法論專門職業人員之規範，民商法理論與經濟分析，元
照出版公司，初版，頁387，2000年5月
119
Michael R. Darby & Edi Karni, Free Competition and the Optimal Amount of Fraud, 16 J.
L. & ECON. 67, 68-69 (1973)
120
此即經濟學上所謂之逆選擇問題。參陳志民，競爭法下之「資訊不對等」問題－以
「法易通」及「丹堤加盟」案為例之分析架構，第十ㄧ屆行政法實務與理論學術研
討會，頁95，100年11月；Alessandra Caron, The legal profession between regulation
and competition, 6(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luiss.it/siti/media/1/20080121-Caron_
Competition-legal-profession.pdf (last visited on May 10,2012); Hayne E. Leland, Quacks,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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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服務之質量時，專業人員即生道德危機降低服務品質、收取不合理高價、提
供過度服務之誘因，將消費者當「肥羊」任意宰割，進行無效率之服務。此資
訊不對等之現象，導致交易雙方難以正確評估財貨或勞務之交換效用，導致當
事人締結不利於己，或放棄能為雙方創造更高福利效果之交易行為，對於雙方
121

而言皆是一大傷害。

另外，由於消費者資訊上之弱勢，於服務過程受到外在因素干擾之情形
下，可能導致專門職業服務之投入與結果之間並不具有正向變動關係，而當服
務結果不如需求者預期時，即可能引發服務品質欠佳之不實認知，進而誤導消
費者之消費選擇，排除較具效率之事業，例如專業知識卓越之律師即使十分努
力，仍不免敗訴；而當服務結果並非基於專門職業服務之努力卻達到需求者之
預期時，反將不具效率之事業留存市場，例如專業知識缺乏之醫生，可能因為
病患身體強健而痊癒之結果。一來一往之情況下，將使專門職業人員產生降低
服務品質之誘因，若再允許價格自由競爭，將使價格不斷降低，隨之帶動服務
品質之下降，因此許多專門職業的酬金標準是經由法規或協議產生，而非透過
122

市場競爭。

123

專門職業行為具有明顯之外部性， 也是另一項常用以作為專門職業市場
不應受競爭法規範之理由。例如，Landes及Posner認為，優質的法律服務，是
國家的一項無形資產，不僅其委託之當事人受益，其對健全國家法制有其正面
124

的功能。 但此一正面效益，卻無法作專屬與排他性之使用，而出現學理上因
行為之「正面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而導致相關產品或服務供給量
不及最適水平的問題。舉例言之，律師透過訴訟改變或建立了一項法律原則，
其結果除了個案委託當事人獲得勝訴之利益外，也可能同時降低了社會上後續
相同或類似訴訟當事人之起訴與訴訟成本，或讓社會上一般人因此而享有更公
平生活環境。當個案委託當事人及律師未將該外溢效果列入考量，或基於防免
Lemons, and Licensing: A Theory of Minimum Quality Standard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87,no.6, 1329(1979)
121
此即經濟學上所謂之道德危機問題。Alessandra Caron, Id , p7
122
劉孔中，同註111，頁70
123
所謂之外部性係指人們的經濟行為有一部份之利益不能歸自己享受，或有部份之成
本不必自行負擔者。簡言之，即一行為本身對自己以外之第三人所造成之影響，而
又可細分為外部利益與外部成本。參張清溪、許嘉棟、劉鶯釧、吳聰敏合著，經濟
學：理論與實踐（上冊），五版，頁299，2004年8月
124
See W. M. Landes & Richard A. Posner, Legal Precedent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19 J. L. & ECON. 249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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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搭其努力便車，而降低其起訴及提供法律服務之誘因。相對的，雖然專門
職業服務可能影響不特定多數人之利益，然專門職業與消費者在決策時，通常
不會將服務之外部性納入考量，舉例而言，當投資人或銀行於決定投資或借貸
決策時，通常會倚重公司所公布之財務報表，然會計師是公司所請，故可能美
化公司之財務資訊，然卻未將其因此而誤導投資者或債權人之成本列入考量，
使社會中出現了過多無效率之「負面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
基於上述非經濟與經濟之理由，專門職業似無法放任市場來決定其交易內
125

容，而有進行管制之必要。 在此一思維下，可發現專門職業人員之廣告及行
銷自由，多受到各專門職業法規之限制，其目的即在保持這些專業人員之獨?
性與職業道德，確保公益目的實現，以及避免因市場失靈所衍生之相關問題。
也由於此類思維，社會上也存在著既然專門職業具有專業知識與公共服務之理
念，交由專門職業自己擔負管制之責任，將最能發揮管制之功效，畢竟於專門
職業領域內，僅有專門職業本身最易取得管制之資訊，且觀專門職業服務乃具
有隨個案變動之特性，此獨特性質更加深管制之難度，故應透過自治規範約束
專門職業人員之行為，免於競爭法之干預，以確保於資訊不對等之情形下，消
126

費者得以合理之成本享受一定品質之服務，藉以保障消費者之權益， 亦符合
管制之成本效益。
2.2. 競爭法之適用
上述排除競爭法之相關理由論述，隨著經濟理論之發展，以及專門職業市
場在管制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而漸受質疑。
A. 自利之本質
拜經濟理論之進步，經濟學家發現過去對於專門職業之認知過於「理想
化」，忽略專門職業亦有自利之本質存在，甚至自利之追求更可能導致公共服
務理想之脫軌，縱專門職業係以公益為其服務之動機，絕大多數仍為專門職業
127

人員滿足利潤後所為之， 故於其追求利潤極大化之同時，其與一般事業並無
不同。既然，專門職業仍以追求私益為其服務之前提，當然亦應受到競爭法之
規範。

128

B. 經濟效益之提高
125

王文宇，同註118，頁400
王文宇，同註118，頁387
127
張清溪、許嘉棟、劉鶯釧、吳聰敏合著，註15，頁170
128
Philip C. Kissam,, Supra note 117 ,at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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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管制之手段意味著競爭之受限，導致服務價格之僵固、品質之
低落，甚至長期之管制更會減少事業創新之誘因，服務品質成長之停滯或延
緩。不可否認，管制或對於市場失靈之現象有其功能性存在，惟管制是否最佳
之解決手段，仍有待斟酌。雖然需求者對於專門職業之品質、價格無法清楚了
解，惟透過需求者間之資訊交換，有時亦可能比較出專門職業人員服務品質之
好壞，故此種建立於信賴關係上之服務，其「聲譽」或「知名度」，遂成為市
場用以平衡或彌補資訊不對等之矯正機制，對專門職業人員而言，更成為吸引
129

消費者購買之最佳利器，長期來說，有利較具效率之專門職業人員。

市場之過度干預，將使市場機制之停擺，導致市場上充斥過多不具效率之
服務提供者，浪費社會之資源，亦影響產業之創新、進步，不利於產業整體競
爭力之提昇，最後所有之不利益仍由消費者所承擔。故僅有回歸市場競爭秩
序，促進事業間效能之競爭，始有可能降低專門職業之服務費用或提昇服務之
質量，增進整體福利效果。
C. 職業道德與競爭法之併行
專門職業之管制手段並不會因競爭法規之介入而有所影響，管制與競爭並
無絕對之衝突，仍得兼併採行，舉例而言，違反職業倫理之事業一方面可能會
受到自治團體之懲戒、另一方面亦可能喪失市場上競爭之優勢。故競爭法規範
130

專門職業之行為並不會破壞專門職業之自治規範與消費者之信賴。
D. 專門職業自治亦應受競爭法之檢視

專門職業既無法證明公益之追求為其服務之動機，其行為即有可能出於自
利而損害公共之利益，故專門職業之自治亦有可能出於私益之磋商，藉由自治
131

規範之制定達成專門職業人員間之資訊交換，促成聯合行為。 既然我們無法
得知自治組織之規則是否出於公益動機，亦無法得知有關品質或價格之規範是
否合理之情形下，專門職業自治對於專門職業人員之制衡效果即難以期待，倘
允其排除競爭法之適用，將使專門職業更有遂行反競爭行為之誘因，損害市場
整體利益。
綜上論述，過去專門職業雖一向以其行業之特質而主張以管制取代競爭法
之規範，惟細究其追求自利之傾向，與市場上之一般事業並未有異，既然如
此，專門職業仍應受到競爭法規範之檢視，透過自利之追求，來降低價格並提
129

劉孔中，同註111，頁72
王文宇，同註118，頁388-389
131
王文宇，同註118，頁389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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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服務之質量。
3. 公平交易法規範專門職業之法律要件分析
綜觀公平交易法之立法背景及目的，可得知公平交易法在我國現行經濟法
制下扮演經濟體制基本規範之角色，具有一定的「總則」性地位，就其規範
對象而言，廣泛涵蓋各種產銷階段的產業，就規範時地而言，亦沒有任何特
別限制，故原則上只要符合本法第2條對於「事業」之定義皆得適用本法之規
定。

132

惟出於特定產業之特性及發展，各專門職業法規中多制定有具體容許或容
認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競爭例外規定，此些規定是否皆得藉此產業政策理
由而無限上綱，排除公平交易法之檢視，容有討論空間。
公平交易法為尊重政府基於某特定目的之考量所制定之其他法律，故於公
平法第46條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於不牴觸本法
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及其立法理由中明文肯認
其他法律就涉及競爭行為事務之規定，在其規範範圍內，應屬競爭行為事務之
特別法。明示在符合一定條件下，公平交易法必須作出讓步，而優先適用各專
門職業人員法規，意指專門職業人員之行為得於相當限度內豁免於公平交易法
之規範範圍之外。雖然此一規定有利於政府產業政策之推動，惟實務上應如何
操作本條規定，用以界定公平法與各專門職業法規間之明確區隔標準，仍有不
少論辯的空間。以下僅先就本條適用之主體、客體、行為態樣、情狀等要件為
一簡要之說明。
3.1. 事業.
所有法律皆有其所欲保護及追求之目標，公平交易法亦然，本法之規範目
的乃在維持市場之公平競爭環境，由此觀之，本條規定所謂之事業，即公平
交易法所欲規範之主體，參見本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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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明文規定僅有合於本法第2條規定之事業主體，始有
適用本法之可能。
當然，由於本條規定乃事業之競爭行為可能同時落入公平交易法及其他法
律之範疇所生之兩法競合時之適用問題，故就「事業」之認定不僅應符合公平
法下之定義，尚應為其他法律下所規範之主體，始符合本條適用之前提。
132
133

133

洪禮卿等，同註8，頁37
黃銘傑，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三)第二十五條至四十九條，公平交易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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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關於競爭之行為
公平法之創設雖是以市場競爭秩序之回復為其主要基礎，然並非所有規範
皆與事業之競爭行為有所關連，參本法23條至23-4條多層次傳銷規定及第24條
規定於類似不公平契約之消費者保護案件之適用，皆屬於無涉競爭之行為。

134

若嚴格解釋關於競爭之行為之文義，將得出其規範客體僅限於事業所為之限制
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之結論。
惟就公平法第24條規定對於類似不公平契約之消費者保護觀之，相較於限
制或不公平競爭行為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較為輕微、間接，倘後兩者之行為皆
可能豁免於公平法，依舉重以明輕之法理，亦應將無涉競爭之行為納入。且公
平法24條規定之適用亦需符合「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可見縱為消費者
保護出發，實質上仍具有保護競爭之意涵，故於判斷何謂關於競爭之行為時，
應自行為對於市場競爭之效果面著手，如此之下，公平法下規範之所有行為，
除多層次傳銷規定外，皆應屬關於競爭之行為。
3.3. 其他法律
其他法律之用語，基本上應指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惟實務上公
平會認為本條所謂之法律應包含「法律」及「依法律授權發布之法規命令」，
其餘諸如各產業主管機關所作之行政規則判例、行政處分或行政指導，乃至妾
身未明之職權命令，皆不為本條規定所謂之法律，不可排除公平法之適用。

135

此外，於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不當收取交易資訊使用費等案中，公平會即以主管機關僅就系爭行為予以
「備查」，故未實質審查其內容，當然亦未就系爭行為是否會影響市場競爭
秩序，加以衡量，因此不得排除公平法之適用。似顯現公平會於實務運作上，
對於『得』排除公平法適用之法律規定，採取類似美國反托拉斯法上州行為除
外之見解，要求事業依其他規定所為行為，應有其他法律主管機關的「實質監
136

督」，方能適用公平法第46條之規定， 惟所謂之「實質監督」得以行證法用
語上「核定」、「核備」等較積極之方式作為其他法律之主管機關實質監督之
依據，而於其他法律已有主管機關積極監督時，始有排除公平法適用之虞，惟
會委託研究報告，頁607，94年12月
吳秀明，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第十八條至二十四條，公平交易法委員會
委託研究報告，頁488-490，93年12月
135
洪禮卿等，同註8，頁21-22
136
黃銘傑，同註133，頁608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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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其他法律之立法目的、產業特性、經濟效率等因素，且我國於行政用語並
非十分謹慎，亦無統一之立法定義，以此區分公平法第46條規定之適用可能，
似有未洽，毋寧探求法規之真意，而不應拘泥於用語之文字。

137

3.4. 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
就本條規定之構成而言，此不牴觸公平法之立法意旨要件可謂最關鍵之
處，究竟本法之立法意旨何屬，參本法第1條規定即開宗明義宣示：「為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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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定本
法。」就維護交易秩序、確保公平競爭可得知，公平法重視保障競爭制度之自
由與公平；另就消費者利益之保護可知對於消費者利益之重視，惟須注意的
是，此之消費者利益係指「消費者剩餘」、或「消費者整體利益」等概念，非
個別消費者權益之意涵，故公平法對個別消費者或競爭者之保護，僅是以保護
競爭自由及公平之方式來間接保護之，其概念實已脫離個別消費者主觀權利之
138

問題，而係趨近於客觀、整體的「公共利益」之概念， 而公平法之終極目的
即為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139

然此四項立法宗旨仍具高度不確定性，操作上存有疑慮，此「立法意旨」
解釋若過於寬鬆，將導致其他法律規定阻卻事業違反本法的機會大幅減少，造
成法安定性之破壞及人民法確信之衝擊；若解釋過於嚴格，將大量錯放其他牴
觸本法意旨之法律規定，導致市場競爭秩序之破壞。而實務上公平會就本條立
法意旨之解釋，於第537次委員會議所通過的「公平會第46條之判斷準則與適
用流程」說明：「於判斷有無牴觸本法立法意旨方面，自以本法第1條之立法
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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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準，至於其具體落實於個案時，對於是否「合於公平交易法立法意旨」之判
斷，則須就個別情況依下列基準為綜合判斷：
(1)競爭手段：應以價格、數量、品質、服務等作為競爭手段。
(2)市場範圍：市場範圍應以擴大為佳。
(3)參與競爭者之家數與市場績效：參與的競爭者原則上應有相當之家
數，且應將市場績效納入考量。
137

陳敏，行政法總論，自刊七版，頁908，2011年9月
黃銘傑，同註133，頁609
139
劉孔中，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二卷第三期，頁5-7，83年7
月；黃銘傑，同註133，頁609-611；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與保護之法益第一條之詮釋，公平交易季刊，第一卷第一期，頁7-10，81年10月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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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場集中度：相關市場的集中度，愈低愈有利於競爭。
(5)市場進入障礙：市場進入障礙愈少、程度愈低，愈有利於競爭。
(6)經濟效益率（生產效率、配置效率及動態效率）：若能提高經濟效
率，且不致對競爭造成負面影響時，亦較佳。
(7)消費者利益：若能提高整體消費者福利，且不致對競爭造成負面影響
時，亦較佳。
(8)交易成本：若能降低交易成本，且不致對競爭造成負面影響時，亦
較佳。
(9)其他與本法立法意旨有關之各種情形。
而在公平會為具體審查時，針對不同因素之審查密度上，則須考慮是否基
於經濟因素考量、立法時點先於或後於公平法、立法原則有無維護競爭秩序之
140

宣示、有無公平會之決策協商等因素，決定應採取低密度或高密度之審查。
3.5. 優先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此處所指之優先，依其文義解釋，乃指其他法律關於競爭行為之規定，於
不抵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於公平法的適用，即此時公平法對系
爭行為即無適用餘地。參照本條規定之立法理由，明文表示將公平法定位為普
通法，而其他基於特定目的而訂定之法律，其中涉及競爭行為事務者，在該特
別法之規範範圍內，自應屬競爭行為事務之特別法，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
規定，自上述條件成就時，即得先行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而例外於公平法之
規範。

二、專門職業管制與競爭之衝突
承上述所言，現今多數國家皆將專門職業納入競爭法規制之範疇，惟亦同
時留有相當之管制法規，一方面便於推動產業政策，另一方面亦與競爭法規共
同管制專門職業之行為，然隨著競爭法制之理論、經濟之累積，漸漸顯現管制
手段對於競爭秩序之潛在風險，且觀我國專門職業法規多於競爭法前制定，於
當時背景下，立法者就事業間競爭之維護並未有相當之概念，當然即未考慮到
管制之潛在反競爭效果，長期以來使得受管制之專門職業缺乏競爭意識，並存
有不同於市場上其他事業之自豪感，導致違反競爭法規範之事件頻傳。
鑒於上述衝突，本文擬就專門職業之現況及其違反競爭法之實際個案作一
140

蘇永欽、范建得，公平交易法第四十六條修正後的適用問題，第七屆競爭政策與公
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37-438，200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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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歸納專門職業之違法型態及其行為抗辯，輔以學理之分析，釐清管制與
競爭之界線，由兩者之間尋求反競爭行為之適用依據。最後，就各專門職業法
規所藏有之反競爭性作一評估，探討管制手段於現今環境下是否仍屬合宜，而
有其存在之必要性，或是重行斟酌之餘地。礙於本文篇幅，僅就專門職業中挑
選律師、會計師、建築師三大產業進行上述分析，詳論如下。
1. 專門職業之管制現況及競爭法實務案例之檢視
A.律師業管制現況及其案例
現行之律師法條文關於律師之管制規定，大致於民國80年代已底定。隨著
經濟環境的大幅改變，商業模式之創新及多元，市場交易頻繁，紛爭隨同大量
增生，對於律師服務之質量要求，導致市場競爭越趨激烈，律師法中的管制規
定與市場競爭間之衝突日趨明顯，倡議律師業應回歸由市場競爭法則調節，放
寬甚或解除法規管制之呼聲因應而起。但我國律師法規範並未因此而有明顯的
改變，且律師公會就競爭之概念與意涵有其自己之一套解釋，於實務案例上之
抗辯可發現專門職業人員仍相當強調其產業之特殊性，並以其作為合理化限制
相關執業行為規定之依據。以下僅依公平會近年來針對律師業所為之代表性案
例為例，說明與分析此一議題。
I. 律師公會製發「本會會員與當事人討?案情須按章收取談話費」等文字
141

之文件案

台北律師公會依據律師法第16條第6款，律師公會章程應規定之事項包括
律師承辦事件之酬金標準，製發「本會會員與當事人討論案情須按章收取談話
費」等文字之文件予所屬會員，約束事業活動且足以影響服務供需之市場功
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
被處分人曾抗辯該文件僅係作為參考及提示之用，並無任何強制力，會員
得基於個案情形自行決定是否收取及收取若干談話費。惟查系爭文件之文義易
致會員應依章程規定收取談話費之誤解，有促使會員律師須向客戶收取談話費
之意旨，影響律師服務之需求者與會員律師是否收取談話費之選擇自由，不符
被處分人所稱僅作為會員參考之意旨，顯見此對競爭參數之限制將影響市場功
能之充分發揮。
再就上開律師法第16條第6款規定，其法條文義亦並未明文表示必須收取
談話費，且上開文件實有阻礙競爭之自由性及公平性，扭曲價格競爭機能之效
141

公處字第1000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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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亦有違公平交易法立法意旨，自無豁免公平交易法第46條規範之正當性。
但台北律師公會不符處分提起訴願，訴願會以訴願人制定酬金標準，乃
係依據律師法之授權與要求訂定，應得適用公平法第46條規定，且系爭文
件既未限定酬金之上限、下限、方式或項目等，乃係以消極、被動方式印製
文件而由會員索取，與同業公會藉章程、大會決議或與所屬會員間以契約、
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有間，未必扭曲價格競爭機
能，予以撤銷。

142
143

II. 法易通案

法易通股份有限公司，乃與電信業及律師合作提供法律服務，並對外招收
一般會員。當民眾有法律問題時，即可透過行動電話或網路即時諮詢合作律
師。而法易通公司與律師訂有「律師服務通路整合計劃合作契約」，依「電
信」或「網路」服務，區分一定比例收取費用，例如網路部分，律師可得民眾
使用服務之總費用之60%，法易通公司數位匯流費用則為40%。
然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認法易通之經營模式已涉及抽佣之情形，
以「法易通之諮詢服務係以手機通話費方式收費，並由法易通與參與律師從中
抽取一定比例。故律師參與該平台提供服務，性質上即容許法易通就其法律諮
詢服務費用抽成，與『支付介紹人報酬』無異，應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12條律
師不得以誇大不實之宣傳支付介紹人報酬、聘雇業務人員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
144

招攬業務之規定。」 作成決議並函請各地方律師公會轉知所屬會員退出該法
律諮詢服務平台。
公平會認上述行為已約束事業活動且足以影響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其處分理由乃以律師倫理規範雖係被處分人
依律師法第15條授權訂定，其目的係為維護律師職業尊嚴及榮譽，並擁有解釋
之權限，惟其性質非屬行政機關所訂之法律、法規或命令，關於事業競爭行
為，自應優先適用公平交易法之規定。且觀被處分人之行為已約束事業活動，
足以影響法律服務市場之供需功能，顯與公平交易法之規範意旨有所違背，難
以適用公平法第46條之規範。
142

院臺訴字第1000104923號訴願決定
公處字第099060號
144
律師倫理規範第12條已於2009年9月19日修正。修正後條文為：律師不得以下列方
式推展業務：一、作誇大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宣傳。二、支付介紹人報酬。三、利用
司法人員或聘僱業務人員為之。四、其他不正當之方法。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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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經查律師法並未就律師提供法律諮詢之主要管道設有相關規定，且
被處分人有嚴謹之律師懲戒制度，因此當被處分人以上述行為可能違反律師倫
理規範而發函各地方律師公會，實已約束律師選擇提供法律服務之管道，阻絕
律師參與競爭之機會，扼殺市場經由科技平台所發展出服務供需的創新，亦減
少消費者透過不同管道接受法律服務之選擇。是被處分人上開行為，已逾越維
護自律之範圍，且產生實質限制競爭之效果，應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而應認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
後被處分人不服提起訴願，主張律師法第15條第2項以法律明文要求律師
公會應自訂倫理規範，故律師公會對於倫理規範享有適用及解釋之權限，以實
現律師自治，應認律師公會乃準行政機關，故倫理規範之制定、解釋及移送懲
戒之性質屬公權力之行使，與公平交易法規範之私經濟行為有別，且律師公會
肩負重大之公益目的，並非以營利為目的之行業所成立之同業公會所得相提並
論，縱產生限制市場競爭之效果，亦非公平交易法上之事業。再者，律師公會
既屬依法令有權解釋倫理規範，依行政罰法第11條規定應予不罰。更主張律師
公會發函之行為僅屬單純之建議與遵循建議，不符公平交易法第7條之規定，
受建議之律師仍有能力就訴願人及所屬公會所為法律適用之建議自為判斷，未
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
訴願會肯認律師公會之行為乃立於保護所屬會員免受懲戒之立場，應屬依
律師法授權而為之解釋及於懲戒前所為勸告行為，而公平會之處分未慮及訴願
人所為決議及發函行為具有適用律師倫理規範及公平交易法之衝突情形時，究
否具備相當於阻卻違法之事由，不無斟酌餘地。爰將原處分撤銷。

145

其後，公平會再次以律師公會系爭決議及發函行為仍構成聯合行為為由，
而作出第二次之處分決定，並於處分書中進一步補充其論理依據。

146

首先，律師公會非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2項規定所稱之行政機關，所訂規範
自非屬機關內部之行政規則。且其對於律師倫理規範違反與否之決定並未具有
實質效力，亦未因此取得行政訴訟上之被告當事人能力，自與公權力之行使有
間，尚難依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3項取得相當於行政機關之地位。再就律師倫理
規範之法律性質而言，由法務部之覆函以觀，律師公會並非行政機關，且未如
行政命令係依一定之法定方式及程序訂定，故非屬行政命令，亦與行政程序法
第150條所稱法規命令之要件不符，尚難據以認定係屬法規命令，而有排除公
145
146

院臺訴字第0990106262號訴願決定
公處字第10105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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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易法適用之可能。
雖然法務部亦表示，律師公會基於律師自治之精神，函請各地方律師公會
轉知律師退出法易通公司平台服務，自屬律師團體自律自治之範疇。然查被處
分人實未經我國法制或實務上肯認具有公法人性質，就其所為之自律自治行
為，參照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違法之處理，亦難排除國家其他法律之適
用，縱係基於律師法之授權，於必要範圍內制訂倫理規範，惟其解釋、施行倘
已逾越母法，甚至違反國家其他法律規定，仍非不得予以介入。律師公會逕以
其判斷發函各地方律師公會退出檢舉人平台服務，實非律師法明定之規範手
段，且其決議及發函行為已構成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當屬公平交易法禁制之
違法聯合行為。
147

再者，參照國外相關案例及研究， 阻卻公平交易法之前提，仍須檢視
該自律規約是否被濫用，且其取代競爭之目的是否係為保障明確之公共利
益。而律師公會依律師倫理規範所為之決議發函行為，其限制性解釋及規範
手段除未為律師法所明定外，亦未能證明法易通平台是否已產生實質損害而
具有維護公共利益之必要。另即使律師成員透過該服務平台對其當事人造成
損害，而具有限制之必要，所採行之手段亦須符合比例原則，即除該手段須
符合公益目的之要求，並不得逾越必要範疇外，尚須與所欲達成之目的間保
持一定之比例。惟律師公會在未舉出實際損害之際，逕採取全面禁止律師成
員加入檢舉人平台或命其退出之手段，封鎖特定服務提供管道，顯已逾越律
師法之授權範疇。律師公會系爭行為既已阻礙網路平台業者提供法律服務之
意願，並減少消費者透過不同交易管道選擇法律服務之機會，進而產生實質
限制競爭之效果，且亦難謂為實現社會公益所必要，故難依公平交易法第46
147

以美國為例，自1975年Goldfarb v. Virginia State Bar案中即確立了提供法律服務亦屬
一種商業行為，律師公會此類專門職業團體應受競爭法管制，除非該限制行為係屬
國家權限之行使，即應符合明確揭示並受到國家機關積極監督等要件；美國司法部
及聯邦交易委員會於2002年並針對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所提
出之Model Definition of the Practice of Law表示，法律解釋所產生之限制行為倘對
於競爭造成損害，解釋上尚須證明該限制性解釋確為保護消費者免受損害所必須，
即應具有保護公共利益之必要，並將所造成之反競爭效果降到最低。另據歐洲共同
體委員會（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2004年所提出之專門職業服
務競爭研究報告（Report on Competition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亦指出，對於專門
職業團體所作出之自律規約是否構成違法必須通過比例性審查測試（proportionality
test），即應視該限制是否係為達到法所明定之公益目的、其限制是否係為達該公益
目的所必須，以及是否已無其他更小限制手段可達到該公益目的。同前註，頁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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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排除公平交易法之適用。
律師公會再次提起訴願，訴願會認為律師公會依律師法第15條第2項規定
之授權，具有律師倫理規範之制訂權及解釋權。其本於律師倫理規範之解釋
權，認定律師加入法易通公司提供法律諮詢服務之費用分配架構，違反律師倫
理規範第12條規定，函各地方律師公會轉知律師會員退出法易通公司之法律諮
詢服務平台，既係依據律師法之授權與律師倫理規範之要求，依行政罰法第11
條第1項規定，依法令之行為，不予處罰，且公平交易法第46條亦規定另有其
他法律規定者，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是訴願人之決議及發函行為，係
屬依法令之行為，具有阻卻違法之正當理由，自未符公平交易法所欲規範之聯
合行為，原處分機關未審及訴願人對會員之規制行為，既未逾越律師倫理規範
之範疇，仍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規定，難謂符合行政罰法第11條規
148

定意旨。故將原處分撤銷。

B. 會計師業管制現況及其案例
主張會計師與其他行業有本質上明顯差異者認為，會計師可謂是事業遂行
競爭不可或缺之要角，其工作範疇包括財務、會計、成本、審計、稅務策劃、
投資分析及管理等，掌管事業內部財務，其財務報表之查核簽證報告，除影
響事業會計資訊之公信力外，更攸關債權人、投資人、員工之權益及國家稅賦
之徵收，具有高度之公益性質，實際上會計師執行職務係隱含輔導與監督之內
149

涵， 其服務深植於各大大小小之事業之中，在越是成熟進步之經濟環境對於
會計師之需求越是明顯。而會計師之專業不但有助於事業取得資金來源，進而
強化競爭能力，對於國家財政之健全亦有相當之影響力，此觀會計師法第2條
促進經濟發展之使命即可得知其濃厚之公益價值，可謂專門職業中與經濟發展
淵源最深、最直接相關之事業。
論者進一步指出，有鑑於會計師行業涉及專業知識，縱有初淺會計知識之
人皆未必能分辨會計師服務之品質與其所收取之報酬是否合理。基於消費者之
資訊弱勢，此項專業卻可能成為不肖之會計師業者侵害消費者權益、擾亂國家
經濟秩序之利器，近年來利益主義之薰陶加上競爭壓力使得會計師業者漸漸忽
150

視其社會責任，作假帳、挪用公款等事件層出不窮，2001年美國安隆案 之爆
148

院臺訴字第1010144559號
陳憬德，會計師酬金標準VS.公平交易法，稅務旬刊，第2130期，頁20，2010年
11月
150
安隆公司是全美第七大產業，破產前為美國最大的能源供應商，雖然負債累累，然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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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撼動全球金融界，國內2006年的力霸集團弊案亦渲起不小之波瀾，顯現會計
師對於公共利益之影響力及其所產生市場失靈現象有管制之必要。 惟管制可能
導致會計師個體專業能力缺乏進步之誘因，無法提升其服務品質及效率，不利
於市場經濟之發展，於經濟自由化、國際化之背景下，競爭之限制更可能將使
151

得國內之會計師無法與他國業者抗衡，長期下來恐將面臨淘汰。

I. 會計師公會製發「本會會員與客戶討?案件須收取諮詢費」等文字之
152

文件案

台北市會計師公會依會計師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會計師受託辦理事
件，得合理收取與委託人約定之酬金。」開會決議製發「本會會員與客戶討論
案件須收取諮詢費」等文字之文件予所屬會員，約束事業活動且足以影響服務
供需之市場功能。惟公平會認上開會計師法條文僅規範會計師受託辦理事件，
得合理收取與委託人約定之酬金，而非必須收取酬金，被處分人決議製發之系
爭文件，客觀上有促使會員會計師應向客戶收取諮詢費之意旨，即限制會計師
服務業務之需求者與會員會計師之交易，並對會計師服務業務市場之供需功能
有所影響。
惟被處分人聲稱系爭文件僅供參考，並無拘束會員會計師之意，惟公平會
派員赴被處分人所屬會員營業處所之調查結果，受訪者中有會計師於營業處所
現場張貼或懸掛系爭文件，顯見被處分人製發之系爭文件確已為會員會計師所
引用，且足以影響會計師服務業務市場之供需功能，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
條第1項之規定。後被處分人不服提起訴願，訴願會支持公平會之見解，而予
153

以駁回。

被處分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主張製發之系爭文件，係單純為服務會
員，並未強制規定遵守，亦鮮少會員因而收取費用，無導致共同行為之虞。且
會計師未收取對價與當事人討論案件應定性為「好意施惠關係」，非公平交易
其借用會計上的預付帳款的手法和技巧把公司的財務實際情形加以掩飾，而引爆了
一場對財務會計可信度的質疑風暴，其中負責安隆公司簽證的ArthurAndersen會計
師事務所，為全球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ArthurAndersen因涉及協助偽造不實資
訊、逃稅，並銷毀會計資料，而受到美國司法部的起訴。參安隆事件的反思（200205），http://www.cheers.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25444 (2012/05/31)
151
陳櫻琴，公平交易法與經濟政策，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初版，頁356，2000年
10月
152
公處字第100015號
153
院臺訴字第100009894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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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規範之交易，因未造成競爭秩序之變化，對會計師服務業務市場之供需功
能亦無影響之虞。而依公平交易法第7條觀之，系爭文件並未涉及決定商品或
服務之價格，或限制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事業
活動，即非限制競爭。
並進一步主張會計師收取諮詢費應可增進服務品質或效率，有助消費者
利益，縱認該決議有限制競爭之效果，且足以影響會計師服務業務市場之供
需功能，亦因不牴觸公平交易法之立法意旨，依公平交易法第46條之規定，
應優先適用會計師法及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之規定。更主張應援引前述律師
公會製發「本會會員與當事人討論案情須按章收取談話費」等文字之文件案
之訴願會見解。
嗣經高等行政法院以系爭文件僅有應收取諮詢費之宣示，並無其他酬金收
取上限或下限之標準或限制，且亦無任何違反之效果說明，事實上亦未發現不
遵循決議之會員受有不利益之對待或懲處，故實質上無從發揮拘束會員事業活
動之效果。且價格乃為商品或服務之對價，依常情而言，於不敷成本而有賠累
情況之供給之情形，非屬一般具有對價關係、獨立性、經常性之交易，故公平
會將不收取諮詢費之行為，解釋為一般事業活動之行為，難認有據。且公平會
僅泛稱會計師公會所為係屬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並未能將之歸類於公平
交易法第7條例示之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任一列
舉項目，此乃因會計師公會所為應收取諮詢費之建議，本係一般服務交易之當
然結果，並非屬另於交易外附加之限制條件，故其就「相互約束事業活動」此
項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解釋及適用，不具法條中列舉行為之特性，且無合理之適
用原則，難認適法。
再者，公平會未充分審酌專門職業之特性，亦未斟酌原告作成決議之動機
及原因，其認定無償提供諮詢服務為原告會員應從事之價格競爭，將有違專門
職業人員法制對於公共利益及人民財產權益之保障，且衡觀此案與前開?師公
會製發「本會會員與當事人討論案情須按章收取談話費」等文字之文件案之行
為相同，雖會計師法無類似律師法明示公會於章程中訂定酬金標準之規定，
惟因專門職業人員之特性所致，會計師收取酬金之原則，亦可見於其自律規範
中。既訴願機關於該案表示公平會適用法律容有瑕疵，公平會於本案中亦應受
154

其拘束，故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 後公平會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最高行
154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訴字15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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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政法院支持高等行政法院之見解，予以駁回。

156

II. 會計師公會以會員收取酬金偏低，請其承諾放棄未來不確定之交易案

台北市會計師公會以系爭會員接受公營事業委託財務簽證收取酬金偏低乙
事，決議書面糾正並請系爭會員出具書面承諾放棄未來不確定之交易，否則交
付懲戒之行為，似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經查會計師法第34條第6款：「會計師公會章程應載明會計師承辦案件之
酬金標準及其最高額限制。」授權會計師公會訂定酬金標準，亦授權會計師公
會將違反公會章程之會員交付懲戒，惟並未賦予公會對於違反公會章程之會員
有限制其營業活動之權限。被處分人強制要求系爭接受公營事業委託簽證之會
員出具承諾書，承諾未來不再接受同一公司之財務簽證，甚至擴及所屬會計師
事務所之其他會員，並以會員出具承諾書，預先承諾放棄不確定之交易機會，
作為是否交付懲戒之條件，該行為顯不正當，且已逾越其維護自律之範疇，並
限制事業參與市場價格競爭，嚴重妨礙市場之公平競爭，其所具之非難程度，
已至為明確，核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之規定。
C. 建築師業管制現況及其案例
建築師乃為負責設計建築物平面圖之專門職業，建物之起造自確定基地開
始，即須考慮包括業主需求、使用機能、附近基地環境、天候條件、造型美觀
等因素，更與人民之生活需要、生命安全及國家整體環境密切相關，乃一融
合眾多知識，所完成之高度綜合性之產品。而在國家總體建設中，乃是配合經
濟成長，都市建設、闡揚藝術文化，提昇國民居住品質及充實生活內涵之角
157

色。 故建築師提供之服務，除富有經濟重要性外，其公益價值更不容忽視。
自其職務內容可知，建築師對於公共利益有較為直接之影響，建物之安全
性與否亦將造成人民及社會安全之恐慌，而其服務之高度專業知識更是一般人
無法理解，且其服務品質之辨別相較於其他專門職業而言，有更長時間之發
現過程，通常需待特定條件之成就或長時間之累積其服務之瑕疵始有顯現之可
能，惟此時對於公共利益通常已造成相當之損害，鑒於上述弊端之防免，建築
師亦為產業管制之一員，由管制機關為其服務品質把關。
然建築師專業不若律師有地域性之限制，在國際化之經濟環境下，國內之
155

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705號
公處字第126號
157
中國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http://www.naa.org.tw/webinfo.php?item=2(瀏覽日期：
2012年4月25日)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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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業者面臨亞洲、歐美地區業者之強大競爭，導致建築師業者不得不加強
自身之專業能力而與之抗衡，惟苦於國內建築環境尚未健全及管制法規之設
計，使得建築師未能於市場競爭中獲得資源以持續提升服務品質，雖然管制帶
來相當程度之建物品質，惟專業能力之提升卻相當緩慢，難以應付競爭之壓
力，是否應適度地開放競爭，引起不少討論。
I. 建築師公會發函所屬會員勿受理系爭省有學產地後續工程之委託設
計案158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依該會章程第6條第2、4款之規定研訂「會員設計權益
維護辦法」，並據以該辦法第9條：「經本會維護設計權益之案件，在未銷案
前，本會其他會員不得接辦，違者以違反公約論處。」發函所屬會員勿受理系
爭省有學產地後續工程之委託設計，導致該學產地之後續工程未能委託完成設
計，嚴重妨礙市場之公平競爭。
惟查上開會員設計權益維護辦法，僅屬內部私權自律之抽象規定，尚無涉
公益問題，且該辦法第9條之規定，顯已逾越其內部私權自律之範疇，並直接
限制所屬會員建築師為特定交易行為。系爭公會不當發函要求所屬會員建築師
勿受理系爭工程之委託設計在先，嗣雖撤案；卻仍以間接之方式促成其會員建
築師共同拒接前揭工程委託設計。準此，公會之行為亦難謂非以不正當方法，
使他事業參與聯合之行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之規定
159

160

161

II. 台北市建築師公會、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訂
定建築師酬金標準及各種代辦事務費收費標準案
系爭建築師公會依建築師法第37條規定：「建築師公會應訂立建築師業務
章則，載明業務內容、受取酬金標準及應盡之責任、義務等事項。……」藉會
員大會及理事會分別決議訂定建築師酬金標準及各種代辦事務費收費標準，並
於公會章程、公約等載明相關懲戒條款，所屬會員倘以減低酬金爭取業務或違
反業務章則、公約或決議時，將可能遭受退會之處分，促使會員間不以價格競
爭為手段，已有拘束會員須依建築師酬金標準表計算應收受酬金之虞。
經查系爭建築師公會訂定之「建築師設計監造外之各種代辦事務收費標
準」，雖被處分人曾抗辯該收費表僅屬參考性質，不具強制性，惟查該收費表
158

公處字第143號
公處字第092007號
160
公處字第092008號
161
公處字第09200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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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收費標準多為固定或下限標準，縱無拘束力，事實上已可導致共同行為，
有足以影響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之虞，該當同業公會藉理事會議決議所為之約
束事業活動之聯合行為。
另就公平交易法第46條之適用性，公平會主張建築師法第37條並未考量建
築師自由公平競爭問題，依據現行公平交易法第46條規定，應優先適用公平交
易法規定。再者，建築師公會統一訂定業務酬金標準，已然對於建築師市場產
生限制價格競爭效果，明顯牴觸公平交易法立法意旨，自不得豁免於公平交易
法的規範。故系爭建築師公會上開行為，已有影響建築師服務市場供需之虞，
限制會員為價格競爭及影響市場供需之意圖，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事
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之禁止規定。
後被處分人不服公平會之處分，紛紛提起訴願，獲行政院訴願會撤銷原處
分之決定，其主要理由乃在於建築師法第37條所明定之業務章須經內政部之核
定始生效力，故訴願人本身尚無法自行決定酬金標準，與公平交易法第7條第4
項所定同業公會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式所為達成調
整商品或服務價格之行為，尚屬有間。且訴願人執行酬金標準既於法有據，倘
以公平法相繩，恐有損訴願人之法確信。再者依公平交易法第9條第2項規定本
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由公平會商同各該主管部會辦理之。惟公
平會卻以無商同辦理必要回絕，是否妥適，仍待斟酌等上述理由，予以撤銷原
162

處分之決定。

III. 中華民國建築公會等之建築師公會統一代收業務酬金案

163

系爭建築師公會訂有統一代收業務酬金規約，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
經公平會第75次委員會議決議認該統一代收業務酬金規約應於文到後次日起六
個月內配合公平交易法精神依法予以調整，逾期不為調整者，建築師公會不得
再沿用統一代收業務酬金規約。
164

惟系爭建築師公會不服，提起訴願， 主張該統一代收業務酬金規約並無
涉及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限制，應不構成公平
交易法第7條之聯合行為，且該規約對業主選任建築師之自由權，不生任何影
響，從而對建築師服務供需之市場關係無任何影響，符合公平交易法保護效能
162

院臺訴字第0920091031號(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院臺訴字第0920090584號(臺灣省建
築師公會)；院臺訴字第0920087462號(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163
公壹字第五○八三七號函
164
公訴決字第○三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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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之本旨。再者，該統一代收業務酬金規約乃為維護建築師間效能競爭及工
程品質公共安全，其以業主為私人者為限而代收代管之建築師酬金，即足以佐
證該規約確係維護建築師間效能競爭及工程品質公共安全之必要良善制度，且
該規約乃依據建築師法第37條規定，並經主管機關核准，應可依公平交易法第
46條規定不適用公平交易法。
惟訴願委員會認公平法第7條規定乃係「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之例
示，訴願人等之「統一代收業務酬金規約」係相互約束業務酬金收取之時間、
額度、方法，若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仍屬「相互
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該規約乃強制會員對其交易對象須預繳百分之百酬
金由公會統一代收，則在該公會所在省、市全部建築物興建之付款方式同受限
之情形下，影響相當廣泛，足以限制競爭，該當聯合行為。
再者，「統一代收業務酬金規約」之訂定背景及目的，在為防止建築師為
爭取業務，應業主要求不依建築師法第37條規定收取報酬，致影響工程品質及
公共安全，以及保障建築師之酬金收取與維護業主於建築師違約時得以收回已
付酬金等權益，此與公平法所謂之「效能競爭」之意義並不相符，故訴願人應
係對公平法之「效能競爭」有所誤解。
最後，「統一代收業務酬金規約」，於本會原處分時，並非訂定於「建築
師業務章則」中，故不能認為公會統一代收業務酬金係依建築師法第37條規定
而為之行為，且建築師法第37條並未規定可由公會統一代收所屬會員之業務酬
金，事實上亦無任何事證足以證明由公會統一代收業務酬金與確保建築工程品
質維護公共安全有必然之關係，故應無公平法第46條規定之適用，綜上論結，
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2. 專門職業排除適用競爭法規之學理評釋
歸納上述處分案例可知，在我國專門職業之反競爭行為多由公會所主導，
而所提出的抗辯理由，也大致在反映本章先前所介紹之主張專門職業應豁免於
公平法之外之學理論述。換言之，被處分人之理由主要乃：其一、專門職業
以追求與實現公益為其天職，非一般追求利潤最大之私部門企業所可比擬，故
非公平法所擬規範之主體；其二、專門職業市場潛藏著因服務供需雙方高度資
訊落差所生之嚴重市場失靈問題，故無法透過自由市場機制來達成最有效率之
資源配置結果。關於這二項抗辯理由之評析，容後再述。不過，訴願委員會與
行政法院在面對涉及專門職業團體反競爭行為時所展現之高度「自制」與尊重
「產業自律」之執法傾向，頗令人感到意外。其實就案件本質來看，訴願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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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或行政法院所處理之爭議類型中（治安、交通、公共工程、稅務、環保
等），專業與複雜程度與專門職業相當，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者，不在少數。
何以類似像「比例原則」此一在行政救濟程序中扮演相當重要與關鍵的審理原
則，在涉及專門職業的公平法案件中，均鮮少看到法院或訴願會有較深層的著
墨，反而多以較為法形式與嚴格文義解釋之方式，作為其判決的主要理由？頗
值後續持續觀察與研究。
舉例而言，在上述「法易通」一案中，訴願會在面對公平會與律師公會各
自所提出的不同理由時，最後也只以律師倫理規範及公平法產生衝突情形時，
「究否具備相當於阻卻違法之事由，不無斟酌餘地為由」寥寥數語，而撤銷本
處分。而在會計師公會制發文件，要求會員必須收取諮詢費一案，高等行政法
院以文件中並未明確就價格的上限或下限要求會員遵行，故僅屬於一種宣示，
並無實質約束力，此一僵化與形式的理由，實乃對競爭法規範聯合行為的架構
內涵之誤解與扭曲。依高等行政法院的邏輯，似乎會計師公會只有於文件中明
確要求會員「提供諮詢服務時，其收費應在新台幣0元以上」，方有可能構成
價格聯合。在此一標準下，公會可如何輕易地透過文字的操縱，來規避公平法
聯合行為之規定，不言可喻！
A.「公益」目的作為排除專門職業適用公平法之評析
以「公共利益」作為專門職業豁免公平法規範之依據，在學理上有幾項值
得檢討之處。固然，一般認為專門職業有較高公益之要求；但職業的「公益
性」並非專門職業所專有，社會上各行各業均直接或間接地與公共利益的實現
相關，只是其程度不同而已。故「公益」本身（per se）無法作為專門職業豁
免於法規範之外的理由。從公平法的角度與學理來看，政策決定者除了要檢視
何以市場之自由交易無法實現所期待之公益目標外，也應評估讓專門職業於豁
免於競爭法規後所採行之替代規範手段，如產業自律規範，必能較市場更能
體現該公益目標。特別是，歸納上述相關個案中各專門職業公會所提之抗辯理
由，公會一方面強調其等行業與公益有關，非以追求利潤為目的，另一方面也
指出，個別會員仍存在有為追求私利，而不惜犧牲公益的誘因，故有加以監督
限制其相關執業行為之必要。很顯然的，「追求公益」是一項對專門職業的
「外來期待」，非其「內生特質」。因此，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是，何以當
專業人士集合同儕組成公會後，原本個別具有悖離公益考量誘因之成員，會轉
而以公益為圭臬？如果專業資訊的高度落差，確實是專門職業不同於其他行業
之主要特質，則我們該如何確認公會自律規定及其對規定執行與解釋是符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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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要求，而非在追求集體的利潤極大化？而當我們把確認之困難與成本也列入
考量後，有無可能包括市場競爭與現存對專門職業從業人員從事欺罔或其他違
反專業要求之懲處法規在內之「他律」機制，才是解決所謂專門職業市場中
「市場失靈」問題的最適手段？諸如此類議題的釐清，均遠比泛泛以「公益」
之名作為排除公平法適用要來得重要。再者，從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對各國專
門職市場業務擴展與利潤之明顯影響來看，過度強調專門職業之公益性及其與
市場機制之距離，恐係與現實不符。此亦可能為近年來，國際間逐漸將較為市
場導向之立法與管制機制引入專門職業市場之趨勢，獲得進一步的佐證。

165

對於以「公益」作為豁免專門職業受競爭法規範之議題，美國聯邦最高法
166

院於1977年多年前Bates v. State Bar of Arizona案中， 即已明確表達了美國法
的立場。該案涉及州律師公會禁止律師從事收費價格廣告，被指控違反美國反
托拉斯法。州律師公會主張，價格廣告將「商業化」律師之服務，以利潤為依
歸之服務態度，也將降低律師對專業之堅持，以及一般民眾對律師之信任。

167

律師公會認為，律師業與一般商業行為不同，肩負重大的公益目的，故與營利
為目的所成立之同業公會不同，不受競爭法理之規制。不過，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則認為，此一理由，隱含有律師應向當事人隱匿，律師也是依賴提供服務收
取對價謀生的行業之一，而一般民眾更可合理期待律師應免費提供服務，等和
165

例如，2011年美國知名智庫「布魯金斯研究中心」（Brookings Institution）出版
了一本對美國律師公會（ABA）對律師業之相關執業限制規定，以及美國政府因
利益團體遊說，而制定新法規，擴大律師服務的市場需求，對律師收入的影響，
以及美國社會因此所付出的福利損失的研究報告，在美國引發廣泛的討論。See
CLIFFORD WINSTON, ROBERT W. CRANDALL, & VIKRAM MAHESHRI, FIRST
THING WE DO, LET’S DEREGULATE ALL THE LAWYERS 14-23, CHAPTER 5 &
7(2011). 英國在今年修訂「法律服務法」(Legal Services Act)後，在英格蘭和威爾斯
地區，律師亦可與業者合作，在銀行或超級市場提供特定的法律服務。Supermarket
’law shops’ to sell legal services, BBC News UK, October 6, 2011, available at http://
www.bbc.co.uk/news/uk-15187154?print=true (last visted on November 14, 2011)。對
於律師自律與市場競爭之關係，可參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競爭委
員會2007年6月的「競爭政策圓桌會議」。OECD, Competitive Restrictions in Legal
Professions,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dataoecd/12/38/40080343.pdf (last visited
on November 15, 2011). 另外，為促進歐洲服務業自由化，歐盟執委會於2004年開始
要求各會員國對國內專門職業進行現代化的工作，以期服務內容能更多元化、增加
消費者選擇、降低收費、促進市場就業、進而刺激經濟的發展。http://www.europa.
eu.int/comm/competition/liberal_professions/final_communication.
166
433 U.S. 350 (1977).
167
Id., at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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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有所出入之思維。而社會上其他類似銀行家或工程師等專業人士，並無禁
168

止價格廣告之規定，但也不影響其專業堅持與信任度。 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認為，禁止律師廣告的作為，是同業間之「禮儀」（etiquette）而非「倫理」
（ethics），乃源自於早期英國律師自許為「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s）的
提供者，而非以法律謀生的執業者，並據此區隔出其與「商業」（trade）行為
不同的習慣與傳統（habit and tradition）。但習慣與傳統無法充分回應法律或
169

憲法上的挑戰。 時至今日，「我們不輕視一個人究竟是靠臂膀的力量或是心
智的能耐來謀生。……認為律師從某方面來說是『超越』（above）商業的想
170

法，已成為一種時代錯誤（anachronism）。」
B. 公平法下之「競爭」概念

依公平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競爭，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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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個別事
業間之競爭，乃透過價格、品質等效能競爭之手段，篩選出較具效率之事業，
透過不斷之競爭創造市場經濟之進步。
細究上述職業公會之抗辯，可發現專門職業對於競爭概念之誤解，相較公
平法下之競爭概念，管制乃因產業保護、政策推動而生，其所謂之競爭，較偏
向於保護產業整體之競爭，而限制產業個體間之競爭，換句話說，專門職業之
管制較偏向保護「競爭者」，而非保護「競爭」，或與專門職業公會深信開放
競爭將導致惡性競價，反倒降低服務品質密切相關，故可發現管制手段傾向於
禁止或妨礙專門職業人員相互之競爭。
次就市場需求面而言，各專門職業法規皆以證照之取得作為專門職業參進
市場之門檻，實際上導致專門職業服務並無其他產業之競爭者，故無法透過其
他事業之威脅而促其降低價格、提升品質，僅得透過專門職業人員相互間之競
爭行為始得促使專門職業人員之服務及價格達到最適之效率。再者，專門職業
法規縱有特別規定時，仍應以不牴觸公平法之立法意旨為前提，否則仍應回歸
公平法，而其所謂之競爭應係指專門職業人員相互間透過效能競爭之過程，惟
有導正競爭之概念，管制機關始得於正確之起點上推動產業政策並達其目的。
168

Id., at 369-70。
Id., at 372.
170
Id., at 372-73.判決原文如下：“In this day, we do not belittle the person who earns his
living by the strength of his arm or the force of his mind. Since the belief that lawyers
are somehow ‘above’ trade has become an anachronism,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 for the
advertising restraint crumbled.”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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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公會決議拘束力之抗辯
事業間透過人為之串連、勾結並達到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聯合行為，為市
場上盛行已久之競爭手段，具有短期內排除或減少市場競爭機制之顯著效果，
故現代各國之競爭主管機關皆予以禁止或管制，並以「當然違法原則」檢視事
業間之聯合行為。
於專門職業領域，強制入會制度之設計使得各專門職業公會成為專門職業
之核心組織，有利於專門職業透過公會遂行反競爭之行為。不過，並非只要
經由公會章程或決議等方式而形成之與競爭相關決定，皆得直接認定屬聯合
行為。依我國公平法第7條規定，縱使聯合行為具有反競爭之疑慮，仍需具有
「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時，公平會始得認定違法
而干涉，也即當事業具有一定市占率，且其合意內容具有限制市場競爭之危險
可能時，方屬聯合行為。至於合意內容有無法律上的拘束力、合意之後有無執
171

172

行行為， 或業者有無取得實際利益等無涉， 簡言之，即僅要具合意即可，
毋庸以實踐為必要。

173

自上述處分案中，被處分人一再抗辯其決議並無強迫會員遵守之性質，並
主張縱公會擁有懲戒之權限，但從未對於不遵守該決議之會員行使，以酬金標
準為例，皆抗辯僅屬建議收費，所屬會員實質上仍擁有決定價格之自由，應
不致於有害市場之競爭。惟細究公會所製發之酬金標準，乃經由會員以多數決
之方式製成，屬水平競爭關係下所達成之合意，與單一事業對其交易相對人所
提出之建議價格有其形成上之差異，不同於單一事業所提之價格標準性質，尚
需考慮該價格標準是屬建議售價之參考性質或屬必須遵循之強制性質，而為
174

違法與否之認定。 基於上述分析，該酬金標準未具有強制性，亦不失其可責
175

性， 故酬金標準之拘束力向來即不是實務判斷聯合行為違法與否之重點，遂
直接認定該酬金標準已影響所屬會員之價格決定自由，妨礙市場競爭機制之運
作，違反公平法第14條之規定。
而依我國公平法第7條第4項規定：「同業公會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
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亦為第2項之水平聯合。」
171

最高行政法院87年判字272號
最高行政法院88年判字3245號
173
吳秀明，同註114，頁76-77
174
廖義男、顏雅倫，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第十八條至二十四條，公平交易
法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頁73-74，2004年11月
175
可參公平會84年公壹字第02886號函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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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同業公會之決議亦含於聯合行為之合意要件，故其違法與否之判斷即直接
適用聯合行為之規定。由於決議之拘束力與條文中關於協議是否影響市場供需
有關，故現行實務上之認定作法，似有更細緻化的必要。特別是卡特爾組織多
具有不穩定性之特質甚或可能自行瓦解，若其監督或懲罰機制過於鬆散時，事
業基於自利之心態，皆有背叛協議之動機，例如秘密增加產量、降價，為一典
型之「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以相關酬金標準為例，倘具有強制
遵守之性質，其訂定具體服務價格或設定價格之上、下限，可能導致價格僵
固，使得原本價格低於酬金標準設定之事業必須提升價格，導致消費者無法享
受競爭下之福利；惟不具拘束力時，事業仍具有價格決定之自由，有意提供低
於酬金標準價格之事業，仍有誘因進行降價，以擴張其產品或服務之銷售，原
本服務價格高於或採行酬金標準之事業，將因競爭者之降價，迫於競爭壓力，
而跟隨降價或提升服務品質以因應，故市場競爭秩序似不受影響。對於消費者
而言，仍可以較低之價格取得相同品質之服務。 而為確保卡特爾組織之正常
運作，事業多透過監督或懲處機制聯合抵制不遵守協議之成員。就專門職業而
言，專門職業法規通常均賦予公會懲戒之權限，此一權限之存在，以及公會一
旦行使該權力，對於悖離協議會員所具有之實質與潛在的不利益，已足以產生
一定之約束與嚇阻力，而此也是公平會於各案中所應加強論述者。例如公平會
應將掌握不遵行決議之事業人數多寡、市場價格資訊流通是否迅速、服務之供
給量大於需求等，綜合市場之一切條件，合併分析而為違法與否之判斷。
D.足以影響市場競爭秩序之虞之探討
我國實務上對於聯合行為影響市場秩序之虞之危險判斷，似採取類似刑法
176

上之「抽象危險」概念， 僅要行為人具有一定之市場地位，且該聯合行為可
能造成市場競爭受限之虞，即得直接認定違法。惟將此抽象危險概念適用於聯
合行為之認定是否恰當，不無疑問。
按刑法規範下之抽象危險犯，乃因系爭行為具有高度危險性，僅需符合構
177

成要件即得成立該罪，惟此一概念極可能發生可罰性過度擴張之情形， 阻絕
不具市場影響可能或有利於市場競爭機制之聯合行為，亦忽視採行聯合行為之
事業可能具有相當之經濟或公益上之目的，且以此「抽象危險」概念引入聯合
行為判斷過程將可能產生下述疑慮。
176

林鈺雄，新刑法總則，自刊，初版，頁95，2006年9月；林山田，刑法通論(上)，自
刊，增訂十版，頁254，2008年1月
177
林東茂，危險犯的法律性質，台大法學論叢，第23卷第2期，頁299，199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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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競爭主管機關之判斷能力
市場競爭乃隨市場環境遷變之機制，具有高度之不可預測性，其動態之變
換過程，大量增加競爭主管機關之執法成本。雖說聯合行為具有高度之不法影
響，立法者未免市場競爭嚴重失調之情事發生，遂將該行為之懲處時段前置至
足以產生影響之虞，立法用意固然良善，惟卻忽略競爭主管機關是否具有足夠
之專業能力，得以清楚「預知」系爭行為之不可容忍性。再者，在行為尚未發
生實害之時，將行為之懲處與否留待競爭主管機關之推測，是否過於自信，不
無疑問。
(二) 競爭手段之多面性
自經濟學理論發展至今，不可諱言，我們皆承認競爭手段具有雙面效益，
固然競爭手段乃以圖利自己、侵害對手出發，惟禁止與否之關鍵應在於該手段
是否造成市場競爭機制之停擺，雖然聯合行為可謂是競爭法下對於市場競爭威
脅最大之競爭手段，惟聯合行為亦有可能促進競爭秩序、強化競爭之內涵，一
概於競爭法下排除此等行為，未免可惜。
縱承認競爭主管機關有足夠的專業能力運用刑事法「危險」概念判斷聯合
行為之「危險性」，但卻忽略了公平法在「危險」的容忍程度與控管手段上，
不同於刑事法規的判斷思維與邏輯。公平法於面對「危險」出現時，除須藉由
涉案行為之相關市場的界定，進一步判斷該「危險」是否為市場所可承受，以
及市場結構是否存有「制衡」力量，有能力進行「自我矯正」。縱使競爭者間
存有某種型式的聯合訂價合意，該項對市場競爭的「危險」是否即為公平法的
不法行為，尚應進一步檢視參與者影響市場競爭程度的高低、未加入者對該卡
特爾所具有的制衡力量、甚至於學理上論者所提出之市場潛在競爭者的多寡、
及卡特爾本身因欠缺監督機制所生之不穩定與自行瓦解的可能性高低等。

178

綜合上述分析，本文認為公平會或可採取類似「具體危險」之概念，於個
案中依照具體事實並綜合市場一切條件，判斷系爭聯合行為是否已達影響市場
競爭機制之可能。
E. 酬金標準對於品質維護之抗辯
參照各專門職業法規多有制訂酬金標準之規定，欲藉由酬金標準限制或妨
礙專門職業人員間之競爭，保障業者最低限度之利益，以維持一定之服務品
質，於我國多數職業公會皆可見類似之標準，此「相關酬金標準」引發違法與
178

參陳志民，公處字第097126號-不同意見書，頁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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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可謂是專門職業公會與公平會見解分歧之代表，職業公會經由各專門職業法
規之授權，於公會章程內訂定專門職業服務之相關酬金標準，認為相關酬金標
準有其維護服務品質之功能必要，本是依法所為，並報經各該目的事業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無奈卻被公平會認定具有限制競爭之可能，該當聯合行為而予以
禁止。
首先就酬金標準之態樣分析，可分為設定價格上限、下限或直接指定一具
體價格，而此價格聯合行為反競爭性質強烈，可能箝制專門職業人員之發展，
價格上限之設定將導致專門職業人員拒絕提供更高品質之服務、甚而降低提升
品質之誘因，除有礙品質之精進，更可能導致專門職業人員之流失；而酬金下
限雖得保障事業之最低服務利潤，惟卻亦留下諸多不具效率而應被排除市場之
外之事業，有礙市場經濟之抬升，消費者無法以更低價格享有服務，對於公共
利益藏有重大之危險；具體價格之設定更是集上述兩者之弊。
於了解酬金標準之性質後，倘深入分析上述專門職業主張得以保障服務品
質之論點即可發現有其瑕疵，保障最低收費與確保商品或服務品質二者間，並
非有一定之正向關連，縱使職業公會制定酬金標準，仍無法保證一定之服務品
質，綜觀各國實證研究亦未發現足以支持此一抗辯之見解。特別是，公會在制
定一定之收費標準後，若無後續監督會員有無以因此而確保之利潤，進一步提
高其服務之品質時，會員基於自利之考量，仍有可能將所得之利潤用於與提高
服務品質無關之用途，進行非效能競爭。對於本不具競爭力之專門職業從業人
員，最低收費標準，不僅讓其得免於市場競爭本應發生之去蕪存精功能，由於
服務內容之專業性，消費者無法輕易辨別服務品質，更讓其有降低服務品質與
成本，以進一步擴大利潤，但卻不用顧慮市場競爭壓力之誘因。故以穩固服務
品質而制定相關酬金標準之理由，在公平法上仍有進一步商榷之餘地。
3. 公平會對涉及專門職業案件傳統分析方法之侷限性-以法易通案為例
於法易通案中可發現無論公平會或職業公會多聚焦於律師倫理規範之性
質探討，律師公會主張我國律師制度採高度自治，且律師倫理規範乃律師法
第15條明文授權全聯會代為訂立及解釋，依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3項規定，全
聯會應為受委託行使公權力團體，於委託之範圍內具有行政機關之地位，並
參司法院釋字第378號、第462號解釋之意旨，與律師倫理規範乃國內唯一由
同業公會依法律授權制定之自治規範等情，換言之，應認全聯會應為準行政
機關，故律師倫理規範應為準行政機關制立之法規命令，進而主張全聯會乃
以行政機關之角色行使監督律師之公權力且無涉私經濟行為，基於實務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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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平會就「公權力行政並非私經濟行為，並無公平法之適用」之見解， 此時
公平法即不應干涉。

180

上述論證乃援引公平會向來以行政法上之「高權」與「國庫」行為之區
分，作為公部門行為是否受公平法規範之審度原則，導致本案少有市場競爭之
論述，可見公平會對於公平法第46條規定之適用雖有初步之學理及研究，仍未
擺脫過往「概念法學」式之分析手段，過於著重法律形式、位階、屬性之探
討，使公平法實際操作上仍是困難重重。
首先就全聯會之性質而言，該論證乃立論於「高權」與「國庫」行為之區
分，並據以主張全聯會乃準行政機關，惟若深入分析，可知公平會對於行政行
為性質之區分並未具備明確之判斷標準，於現今經濟模式複雜化之影響下，漸
造成實務上運作之困難，且倘自行為對於市場競爭觀之，國家所為之「高權」
與「國庫」行為對市場供需有相當之影響，硬行區分對於競爭理念之追求，並
無實益。若要以「高權」與「國庫」行為作為公平法上事業主體之區分，應以
對於市場競爭之效果為判斷標準，則所謂之「高權行為」，應以行政機關相對
於私部門事業而言，其有何組織制度設計上之義務與優勢，使其更有能力來監
控或消弭行為後續之反競爭效果來加以認定。

181

再就律師倫理規範之性質，公平會於推論過程中多在行政法之觀點下推敲
其性質，甚至去函法務部確認該倫理規範之性質，而直接排除公平法第46條規
定之適用，雖然此舉可節省公平會之執法成本，惟卻極易引發事業對公平法第
46規定適用之誤解與爭議，以為僅要行為具有法律依據即得肯認「不違反本法
立法意旨」，然有無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不在於行為依據之法位階，而應在於
其是否與公平法維持市場競爭之目的產生無法融合之衝突。

182

自上述說明可看出，傳統分析方法多自管制觀點出發，強調特別法之規範
主體及規範事項之特殊性，惟其助益有限，不但模糊個案之焦點，亦埋沒公平
179

黃銘傑，第二條，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第一條至十七條，公平交易法委
員會合作研究報告(七)，頁92，2003年12月；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
易法，增訂十二版，頁13，2009年8月
180
顧立雄，律師倫理規範之規範性與實效性-從法易通事件談起，在野法曹-台北律師
公會季刊，第7期，頁7，2010年10月；程明修發言，「從法易通事件談起：論律師
倫理規範與競爭法之交錯座談會」會議記錄，月旦法學雜誌，第188期，頁262，
2011年1月
181
陳志民，同註120，頁91
182
陳志民，同註120，頁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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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競爭評估之專業能力，且縱律師品質之維護有其必要，惟其目的與採行之方
法乃兩件不同之事情，不得逕以目的之正當性合理化其違法之行為。顯現傳統
分析方法並無法於管制及競爭之對立中尋求平衡，亦使得公平法難以發揮其回
復競爭秩序之功效。
承上述分析，既然無法自上述純法學角度明確管制法與競爭法適用之界
線，或可自市場效果面與功能面之角度著手，運用經濟分析之方法，就系爭行
為對於競爭之限制及可行之回復競爭手段，為判斷之準則，始可能較為中立客
觀地勾勒出問題之解決方向。
4. 資訊不對等之問題
現實生活中，買賣雙方資訊不對等之問題並非僅發生於專門職業服務，多
數市場皆存有此一現象，僅是其嚴重程度有所不同罷了。舉例而言，汽機車之
修繕即常出現恃消費者資訊之弱勢，收取不合理之高價或提供過多之服務，
針對此類問題，有時乃透過法律或國家以公權力介入市場，來界定資訊之出現
或避免，而其手段又可分為「消極禁止不實訊息」與「積極要求揭露訊息」兩
類，惟上述管制手段皆會產生相當高之管制資訊取得成本，管制效率亦將隨資
訊之取得而變動，於現今經濟環境下，管制是否仍為解決資訊不對等現象之最
佳選擇，有從理論面進一步探討之必要。
首先，就消極禁止不實訊息而言，觀律師法第30條規定律師不得刊登跡近
招搖或恐嚇之啟事及律師倫理規範第12條律師不得作誇大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宣
傳等皆為適例，惟此等規範之用語尚嫌抽象，並無法具體提供專門職業判斷之
準則，所謂之「誇大不實」、「引人錯誤」等用語若解釋過於嚴格，將嚴重影
響廣告之內容及文字之運用，排除廣告創意之展現，抹殺專門職業透過廣告行
銷自己之自由，甚至造成欲刊登廣告之專門職業卻步。
而就積極要求揭露訊息而言，雖可降低當事人間協商及交易之成本，惟主
管機關卻需承擔更高之資訊取得與執法錯誤之成本，或有認為產業自律乃最佳
之替代管制手段，由服務提供者自行決定資訊應予揭露或禁止，既可維持降低
交易成本之優點，亦可排除資訊取得及執法錯誤之高成本。惟其忽略在缺乏競
爭法監督之下，產業自律亦有可能成為同業資訊交換，遂行聯合行為之平台，
反倒不利於市場競爭秩序之維護，且亦有研究指出，自律組織於面對違反自律
規定而為詐騙或不當業務行為之事業，考量自律組織之形象，將有誘因不予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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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或制裁上述違反自律規定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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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綜上述分析，管制機關需承擔高度之資訊取得成本及執法錯誤之成本，於
漸趨複雜、多元之交易模式下，上述成本勢必大幅提供，進而導致管制機關無
法取得足夠之資訊，遂產生管制過度或管制不足之錯誤，使得管制效率低落，
無法澈底解決資訊不對等所產生之社會損失。
既然，管制手段無法發揮其功效，故或可考慮以市場導向作為解決資訊
不對等之手段。具體而言，於專門職業服務市場，消費者多透過事業之知名
度、商譽作為一項市場自我矯正之機制，除非事業將市場交易視為是「一次賽
局」，絲毫不在乎濫用資訊之行為可能經由消費者受害經驗之傳播，而轉換為
184

下期之交易成本，導致潛在之消費者拒絕與其交易。 惟考量現今網路資訊傳
播發達、消費者知識水準提升，強化前項矯正機制，平衡或彌補消費者資訊不
足之弱勢，亦使得專門職業不敢濫用資訊，建立並經營自我品牌。再者，縱專
門職業服務屬性極為複雜之情形下，消費者雖於締約前無法充分了解其品質資
訊，然消費者亦可透過服務提供者對交易條件之接受與否，間接掌握品質之資
訊，例如勝訴酬金約款，即得減緩資訊不對等所產生之現象。
故本文認為市場導向手段是一項未受到重視，但卻與競爭法立法目的息息
相關之管制替代手段。市場自我矯正功能之發揮程度與市場競爭狀況息息相
關，自公平法之立法目的及執法機制之設計來看，公平法所應扮演之角色，乃
考慮那些未被揭露或不實與欺罔之資訊，是否有可能透過競爭力量促其出現或
澄清，並以排除「結構面」障礙，輔助市場回復自我矯正機能為主要之執法原
則。

185

三、美國法對專門職業競爭之規範經驗
擁有悠久反托拉斯法執法傳統的美國，就專門職業的競爭規範上，亦較其
他國家要來得積極。不僅法院的判決將不少傳統普遍被視為是受管制或行業自
律規範之執業行為納入反托拉斯法內，競爭主管機關也較能主動調查相關之行
為之反競爭效果，並進行競爭倡議。多年來已累積了不少經驗，頗值參考。
183

Javier Nunez, A Model of Self –regulation, 74 ECON .LETTERS 91,95(Dec.2001): Nunez,
Can Self – regulation Work ?: A story of Corruption, Impunity and Cover-up, 31 J.OF
RGULATORY ECON. 209, 229(2007).
184
陳志民，同註120，頁97
185
陳志民，同註120，頁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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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美國對於專門職業之規範，舉凡證照之取得或相關執業行為之限制規定
等，多屬州政府之權限。另外，各州之專門職業公會，也以制定執業行為準
則或倫理規範的方式進行產業自律。公部門與私部門二股監督力量，對於確
保專門職業服務品質，以及保護消費者不因資訊上的高度落差，而受不肖專
門職業人員欺騙等，具有相當的貢獻，但同時也引發過度限制專門職業市場
競爭的疑慮與爭議。在美國反托拉斯法下之「政府行為」（state action）豁
免的原則，州政府及其機關之管制作為只要符合基於明示州政策之明確授權
（authorization）所為，即可主張豁免。相對的，若是經州政府授權專門職業
團體之管制作為，則尚需符合管制作為須有事後積極監督（active supervision）
機制之要件，始得主張反托拉斯豁免。在「聯邦主義」（federalism）的精神
下，美國聯邦政府有高度尊重州政府權限與自治之傳統； 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也在超過一世紀的反托拉斯法執法過程中強調，州政府之授權，並不等同於授
186

權後之規範作為必能豁免於修曼法之規範。 聯邦反托拉斯法規積極介入專門
187

職業市場的轉捩點，乃1975年的Goldfarb v. Virginia State Bar 一案。該案涉及
州律師公會設定最低收費標準，並以懲戒不遵守之會員，來落實該收費要求。
在本案之前，部分法院仍堅持律師乃一「博學」（learned）的行業，應與其他
行業相區隔； 而律師所提供者，乃社會所不可或缺之服務，與其他行業與追求
188

利潤為其主要目標不同。 然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Goldfarb案中，認定最低
收費標準實質上具反競爭之效果，屬於修曼法所應禁止之行為，而律師業不同
於其他行業之看法，則如前所述，在後續的Bates案中，也被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189

認定為是一種「時代錯誤」的迷思。

Goldfarb案後，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與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積極擴大其
在專門職業市場的調查範圍，就所涉及之逾越「政府行為」範圍而被認定為反
190

競爭行為之主要類型，可歸納如下：

A.對廣告及業務招攬（solicitation）之限制規定
產業管制機關或專門職業公會往往基於保護消費者不受不實訊息欺騙， 而
186

Herbert J. Hovenkamp, Antitrust’s State Action Doctrine and the Ordinary Powers of
Corporations, __________.
187
421 U.S. 773 (1975)
188
OECD Round Table on Profession, 1999, US Submission, n.2, P. 185.
189
見前註58及其內文之介紹。
190
See 1999 OECD US sub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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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禁止專業人員之業務廣告或招攬行為，或對廣告及招攬內容為嚴格的管
制。從競爭法的觀點來看，這類管制措施是否該當「政府行為」，而得豁免於
反托拉斯法的管轄，取決於其是否在避免專門職業市場資訊受到扭曲的同時，
有無妨礙或限制了執業人員透過廣告與招攬行為，促進正確資訊出現的可能
191

性。在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案中， 美國醫師公會（AMA）制定行為
準則（principle of conduct），禁止組織成員進行廣告、業務招攬、以及特定
之契約行為。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認為該項行為準則已構成不公平限制市場
競爭，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The FTC
Act）第5條之規定。在和AMA達成的協議裁決中，FTC要求公會需廢除相關之
行為準則； 雖然FTC於裁決書中亦表示，AMA仍得制定「倫理準則」，用以
規範會員具錯誤（false）或欺罔（deceptive）效果之表示行為，但上訴巡迴法
院為避免此一例外條件因語意不明確而過度擴大AMA的自律權限，乃修正該
協議，加上AMA需「合理相信」（reasonably believe）特定表示行為確有錯誤
或欺罔之效果，始能制定行為準則規範之。

192

關於醫療市場廣告行為另一件著名的案例，乃1996年被FTC認定違法之
193

California Dental Associations v. FTC一案。 美國FTC於該案中發現，加州牙
醫師公會以倫理規範禁止牙醫師廣告價格、折扣、品質、保證，如不得使用
「低」（low）、「合理」（reasonable）、「付擔得起」（affordable）等用
語，或擔保無療效退錢等，雖出自於預防欺罔廣告所為，但就其效果而言，已
過度限制了真實而對消費者有利資訊出現的機會。就價格限制部分，已構成當
然違反修曼法第1條之行為； 至於在非價格限制部分，FTC依「快速檢視」合
理原則（quick-look rule of reason），依然認定牙醫師公會規定之限制競爭效
果高於促進競爭效果。本案經上訴，上訴巡迴法院支持FTC的看法並維持原處
分。被告上訴聯邦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以本案應以一般而非「快速檢視」
的合理原則審查，而發回上訴法院重審。第9上訴巡迴法院在第二次判決中，
推翻其先前對案件事實的認定，認為就FTC所提的證據，尚不足以認定反競效
果必高於促進競爭效果，故判決FTC敗訴，並要求FTC不再針對本案進行事實
的調查。
191

194

不過，基於牙醫師公會已修改且不再採行多數有競爭疑慮之倫理
nd

94 F.T.C. (1979)； affirmed 638 F.2d 443 (2 Cir. 1980), 455 U.S. 676 (1982).
192
638 F.2d 452.
193
121 F.T.c. 190 (1996)
th
194
224 F.3d 942 (9 Ci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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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FTC決定不再上訴聯邦最高法院，並於新聞稿中表示，不上訴並不表示
FTC將不再監督專門職業市場之競爭問題。
B. 限制價格競爭
關於專門職業以限制價格競爭作為確保產品品質的作法，美國聯邦最高法
195

院早於1978年的National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 v. U.S. 一案中即表示
該類約定仍需受反托拉斯法的競爭效果檢視。該案涉及美國專業工程師學會，
以倫理規範限制會員對招標工程進行價格競標之行為。規範中要求所有的會員
在客戶選任特定工程師之前，應拒絕提供或討論工程費用之問題，但得提供由
學會所建議之收費標準供客戶參考。學會認為，低價競爭將使會員工程師不重
視工程品質，進而危害公共安全。學會主張本案應以「合理原則」來檢視其違
法性。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表示，不論是採「當然違法」或「合理原則」，法院
檢視相關行為的目的，均在於判斷相關限制行為對市場競爭之重要性（促進競
爭或壓抑競爭），而非在決定一項偏好競爭的政策是否與公共利益，或是與產
業成員利益相符。該項政策的選擇在國會制定競爭法時，即已確定。
據此，聯邦最高法院進一步檢視限制會員競標行為對市場競爭的影響。學
會主張競標價格通常不準確，無法充分反映工程之真正成本、會引誘會員進行
欺罔性的低價競標、影響工程品質及公共安全。不過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此一
抗辯正足以證明倫理規範的要求是具有修曼法所關切的固定價格效果，否則將
無法解決學會所關切的問題。
其次，針對學會的合理性抗辯部分，聯邦最高法院指出，本案在「合理原
則」下需要被合理化的，是學會倫理規範剝奪了客戶於選擇工程師之初進行價
格比較之機會，以及學會試圖以本身對競爭成本效益的看法加諸於整體市場之
限制競爭效果； 反之，學會以競爭將對公共安全及專業倫理造成威脅作為理
由，實質上是對修曼法基本政策之直接挑戰。修曼法的制定反映了一項立法判
斷，也即「競爭」不僅可降低市場價格，也可引導較佳產品或服務的出現。而
將「競爭」視為是最佳之資源配置手段，其本身即隱含有交易協商（bargain）
所涉及之除成本外的所有要素，品質、服務、安全、及耐久性等，都與市場中
消費者自由選擇其他交易對象機會的多寡有正向的關係。即使偶有例外情形出
現，但立法政策排除了法院或當事人評價「競爭」是好是壞的權限。簡言之，
「合理原則」下的抗辯，不能建立在「競爭」是不合理的前提上。再者，工程
195

435 U.S. 679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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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的價格競爭固然有降低工程品質與公共安全的潛在風險，但在今日高度複
雜的經濟環境下，具有此一風險之產品類型不勝枚舉，如藥品、食物、飛機零
件、重機器設備等。司法不能以給予製造商獨占特權的方式，來間接保護消費
者不受傷害。固然，專門職業有其特殊性，而倫理規範也有其維持與促進競爭
的效果； 但競爭無法全面促使工程師進行符合道德要求的行為，不能與禁止競
爭劃上等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National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案中所建立的
以「競爭」作為評估行為合法性之核心價值的見解，在1986年的FTC v. Indiana
196

Federation of Dentists案中再度受到肯定。 該案涉及美國印地安那州牙醫師公
會成員拒絕提供X光片予保險公司，作為其審核收費合理性與保險給付標準之
用。雖然公會在受到FTC調查後，停止了該項行為。但部分的牙醫師另外成
立了印地安那牙醫師聯盟（Indiana Federation of Dentists），繼續實施該項政
策。本案雖未直接或間接的觸及公會集體限制價格競爭，但聯邦最高法院依循
National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之精神，認為聯盟的政策，剝奪了一項
消費者所需要之服務選項，即提供X光片給保險公司以獲得保險給付。此種針
對服務組合（packages of service）競爭所為之限制，其效果與價格限制無異，
均是對市場確保商品或服務能以趨近邊際成本的價格出售予消費者，進而提升
社會福利等功能之減損。
在被告所提之抗辯中，其首先主張，FTC並未提出證據顯示消費者將因未
提供X光片予保險公司而需支付較高的服務價格。但最高法院認為固然提供X
光片的目的有在控管牙醫服務的價格，但該措施是否真的有效，並不影響限制
該措施之被告聯盟集體行為是否違反反托拉斯法的評估。聯盟的行為限制了消
費者取得一項有用資訊的可能，同時也干擾了市場的價格決定機制。被告也無
權決定該類資訊是否是消費者所必要的，因為若該項訊息與消費者消費決定無
涉，則市場機制將促使保險公司放棄提供X光片的政策。
被告另外也主張，檢視X光片並無法精確評估醫療服務的必要性與成本，
反而可能出現因保險給付金額過低，導致消費者無法取得所需之醫療服務。但
在National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一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已以當事人與
法院依法並無權評價「競爭」的必要性與價值為由，拒絕接受此一抗辯理由。
另外，FTC在本案中也提出指出並無相關證據證明交付X光片予保險公司，將
196

476 U.S. 447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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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影響牙醫服務之品質。
C. 排除競爭對手
不論是FTC或是DOJ，對於專門職業公會具有排除新競爭者加入之規約，
向來均極為重視，並在不少的案例中，成功地以協議裁決或訴訟的方式，讓公
會放棄具有建構市場參進障礙效果之安排。
197

例如，在United States v.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案中，DOJ針對美國
律師公會認證美國法學院的標準，提起反托拉斯訴訟。DOJ認為公會中法學院
認證委員會中的成員，絕大多數是經ABA認證法學院之卸任或現任的院長、
教師、或圖書館人員，故公會比較認證學校所提供之薪資資料後，制定申請認
證法學院所需符合之資薪與工作條件標準，不但限制了法學院內專業人士的競
爭，且與維持法學院的教學品質無關，反而是在保護與認證結果有直接利害
關係之當事人， 並將導致法學院之薪資成本不斷上升。另外，公會認證標準
中，也禁止法學院承認學生在非ABA認證之美國法院所取得之學分數，以及讓
非ABA認證法學院之畢業生申請學校之研究所學位課程（如LL.M.）。DOJ主
張，這類標準將阻礙或排除非ABA認證但經營成本較低法學院的競爭，已屬對
競爭的不當限制。

198

在經聯邦地院所同意之協議裁決中，ABA同意DOJ的要求，放棄以下幾項
法學院認證標準：
(1)不得設定或實施任何具固定法學院內專業人士最低薪資與酬勞之標準；
(2)不得收集或散佈任何關於法學院長、教師、行政人員、圖書館人員、
或職員之薪資資訊；
(3)不得將法學院之薪資報酬資訊用於法學院的認證；
(4)不得限制非ABA認證法學院學生申請研究所課程、拒絕承認非ABA法
學院學分，但得要求畢業學分數的三分之二需在ABA所認證的法學院
199

中取得、且不得將申請人資格限縮在非營利性的法學院。
D.對契約及商業行為之限制

另一類常為FTC及DOJ所關切的行為類型，則是職業公會以倫理規範或會
員資格條件等要求，限制會員執業之地點或方式等。例如，醫師公會要求醫師
不得與非由醫師控制之醫院或健康照護組織（HMO）締結醫療服務契約，或
197

http://www.justice.gov/atr/cases/f1000/1037.pdf
http://www.justice.gov/atr/cases/f1000/1034.htm
199
Id.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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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與不具醫師資格者設立合夥事業或其他涉及收入分享之契約安排。FTC也曾
針對公會限制會員不得以「非傳統」（non-traditional）方式提供專業服務的規
定，表達反對的立場，並成功地以協議裁決的方式讓公會放棄相關要求。例如
針對美國視光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Optometry）應於和執業地區內其他
健康照護職業一致的地點執業。FTC認為此一要求已將驗光師的執業場所限縮
在只有私人的辦公處所中，而無法在一般認為較具 「商業」色彩的地點，如大
型的購物中心等，提供驗光服務，讓消費者無法以更便利和更節省成本的方式
取得驗光服務及購買相關產品，故以協議裁決的方式禁止之。

200

2. 關於律師、會計師、與建築師之個案介紹
A.律師
在前述Goldbfarb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確立了律師的執業行為，仍屬修
201

曼法所可規範之「商業」或「貿易」， 故律師公會建議會員依一定最低比率
收取不動產產權查證（title search）服務的行為，仍屬具限制交易效果之當然
202

違法行為。在其後的Bates v. State Bar of Arizona 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更針對律師公會禁止會員廣告的規定，從市場競爭與訊息經濟學的角度，進行
深入的批駁。該案被告公會所提，實質上也是傳統上認為應禁止專門職業人士
進行與業務相關廣告的理由，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I. 對律師專業性（professionalism）的減損
被告認為要建立律師的專業性，必須讓律師對於其所從事的行業有一份驕
傲感。廣告將使律師業更趨商業化，降低律師的尊嚴與自我肯定。另外，當一
般民眾從廣告中感知律師仍以追求利潤為目標時，會因此降低對律師的信心。
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以此作為禁止廣告的理由並不充分。公會的主張實質
上等同要求律師必須隱藏他們的職業同時也是謀生工具的此一事實，而一般民
眾也不會期待律師應免費提供服務。事實上，美國律師公會建議律師應與客戶
就服務收費的標準有明確的約定； 若明確揭露服務價格訊息是公會所要求的
專業倫理規範，則「之前」以廣告揭露，與「之後」在執業處所揭露並無不
同。

203

至於廣告商業化對律師形象負面影響的問題，聯邦最高法院首先指出，
200

1999 OECD Roundtable.
422 U.S. 776, 788.
202
433 U.S. 354 (1977)．
203
Id., at 369.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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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得採行廣告之專門職業，如銀行從業人員或工程師，均未因廣告而導致
其專業尊嚴的受損。事實上，擔心收費過高，或因缺少充分選擇適當律師的
資訊，才是真正影響律師在美國人心目中地位的原因。很顯然的，禁止律師
廣告源自於一項律師業的「禮儀」而非「倫理」規則（as a rule of etiquette
204

not as a rule of ethics）。 早期英國律師將法律業視為是一項「公共服務」
（public service），而非謀生之職業，並對於「商業」視為是不體面之職業，
此一自我期許漸漸地融入成為律師業的倫理規範。

205

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

為，「習慣與傳統本身並不足以回應憲法的挑戰」（「habit and tradition are
206

not in themselves an adequate answer to a constitutional challenge.」） 時至今
日，「我們不輕視一個人究竟是靠臂膀的力量或是心智的能耐來謀生。…認
為律師從某方面來說是『超越』（above）商業的想法，已成為一種時代錯誤
207

（anachronism）。」

II. 律師廣告之誤導效果
基於以下理由，律師公會認為廣告必定有誤導消費者的效果。其一、法律
服務的內容與品質有高度的個別性，無法單以廣告來進行比較；其二、消費者
無法藉由廣告了解其真正需要的服務為何；其三、律師於廣告中會強調與專業
能力無關的訊息，或刻意隱瞞與專業能力相關之因素。
對於第一項理由，聯邦最高法院指出法律服務固有其一定的個別性，但現
實生活中會廣告的法律服務通常是具例行性之服務，如協議離婚、簡單的收養
或破產事件等，即使律師彼此間就此類例行性服務仍有些許不同之處，但只
要律師依廣告收費提供所允諾之必要服務，我們很難單以法律服務類型的個別
化特色，即認定律師廣告必具有誤導消費者之效果。誠如學者所言，若此一論
證可以成立，則理髮業也應被禁止廣告，因為沒有二個人的髮型會是完全相同
208

的！

至於一般消費者無法判斷廣告內容的問題，大法官認為，一般人尋求法律
協助，絕大多數是出於解決所面臨的特定法律問題的動機，而非希望律師對個
人所有的法律問題進行全面性的體檢。就這些特定的法律問題而言，消費者
204

Id., at 372.
Id.
206
Id. 所謂的憲法挑戰在本案乃指限制廣告與言論自由保護之衝突。
207
Id., at 372-73.
208
Morgan, The Evolving Concept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90 HARV. L. REV. 702,
741 (1977), 轉引自 Id., 373 n.27.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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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不了解提供法律服務內容的細節，但對於法律廣告之服務類型是否是其所
需，無疑地應具有一般的辨識能力。

209

公會的第三項理由，乃建立在一般消費者對於法律欠缺足夠的知識，暫不
論此一看法是否低估了消費者之判斷能力，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角度而言，
公會據此全面禁止廣告的行為，等同於排除了廣告提供真實且對消費者有利之
210

資訊出現於市場中之功能，讓無知的消費者更加無知。 大法官認為，若公會
真的關切消費者選擇錯誤的問題，則應致力於確保消費者如何能取得更多正確
的資訊，以利後續能進行對其等最有利之個別化選擇，而非在禁止資訊出現的
管道。
III. 廣告與濫訴的增加
公會另一項禁止廣告的理由，乃法律廣告將增加濫訴的機會。但就理論而
言，此一看法建立在社會中對於訴訟存在有一最適的均衡量，超過該訴訟數量
該減損整體福利效果，而律師公會因為具有法律專業，故可正確判斷禁止廣告
將使社會之訴訟量等於或趨近於最適之整體訴訟量。很顯然地，公會不具備此
一能力。再者，此一論點也全然忽略了訴訟之權利保障，確保資源最適配置，
以及促進不成文法體系法律成長等積極與正面的功能。更何況依美國律師公會
當時內部調查資料顯示，美國人口數的中間70%尚無法取得足夠的法律服務，
原因之一在於成本過高，以及缺少足夠尋找適合律師之資訊。211
IV.廣告之負面經濟效果
公會認為，允許律師進行廣告競爭，將創造出二類對市場不利之經濟效
果。首先，由於廣告將增加律師執業之固定成本，此一成本將以更高的收費轉
嫁至消費者；其次，廣告成本的負擔對年輕律師不利，將形成律師服務市場的
212

參進障礙，阻礙新進與資深律師間之競爭。 合先說明者，乃公會的「轉價」
誘因抗辯，似乎正證實了律師之商業色彩與反托拉斯法適用於律師業的必要性
與正當性。雖然律師廣告對服務收費的影響尚無具體之實證資料，但在其他涉
及具體「產品」的市場，研究已顯示，廣告具有降低市場零售價格的效果。

213

當市場禁止廣告時，降價的誘因將因市場上比價成本的增加而降低，更有可能
209

433 U.S. 375.
Id.
211
Id., at 377.
212
Id.
213
Id.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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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收費的增加。至於「市場參進障礙」的抗辯，聯邦最高法院指出，當廣告
被禁止，年輕與新進律師將必須透過親自與潛在客戶面對面接觸，建立人脈關
係後，才有與既存律師競爭的可能性，其因此所生之競爭與參進成本可能更
214

高。

V. 律師廣告降低服務品質
關於律師可能以單一價格促銷包裹式服務，不但消費者無從得知服務是否
是其所需，其服務品質也必然會降低的抗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則認為，禁止
律師廣告並無法有效解決服務品質低落的問題，不論有無禁止廣告，想在品質
上偷工減料的律師，仍然得透過其他執業手段來達到目的。事實上，單一廣告
價格必然使服務品質降低的說法，與公會本身也在推廣的關於預付法律服務計
劃固定收費標準（prepaid Legal Service Program）相悖，而即便價格廣告會使
215

市場服務規格化，其仍具有降低執業錯誤機率與改善服務品質的功能。
VI. 禁止廣告與降低監督成本

律師公會認為，全面禁止律師廣告是避免律師濫用其與消費者間「資訊不
對等」地位，剝削消費者利益等相關機制中成本最低者。由於消費者對法律服
務的品質難以於事後作精準的評估，故無法期待消費者可以有效的制裁不肖的
律師。聯邦最高法院則指出，公會一方面強調律師具有公益與利他的性格，但
另一方面又指出律師會利用機會進行投機行為，似有前後不一致之處。法院相
信，在開放廣告後，絕大多數的律師仍會堅持該有的律師道德。相對對每一位
嚐試濫用廣告的律師，市場上尚存在有成千上百公正、誠實及正直的律師，而
216

協助檢舉濫用當事人信任的律師，是符合後者的利益的。

Bates案後，美國律師業透過廣告促銷法律服務的現象更趨明顯，特別
是拜科技之賜，各類提供網路中介客戶與律師服務（attorney-client matching
service）之網站，如LegalMatch, RocketLawyer等，也紛紛設立； 猶他州律師
公會在2003年更與LegalMatch合作，提供律師掌握潛在案源及協助當事人尋求

214

Id., at 378.
Id.
216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這一段強調市場自我矯正功能，對競爭政策處理專門職業
市場市場失靈問題深具啟發的原文如下：“For every attorney who overreaches
through advertising, there will be thousands of others who will be candid and honest
and straightforward. And, of course, it will be in the latter’s interest, as in other cases of
miscount at the bar, to assist in weeding out those few who abuse their trust.” Id., at 381.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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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合適律師之外部網站。 另外，根據2012年一項研究發現，美國有75%的成年
消費者會利用網路資源搜尋律師。

218

對於相關律師公會擬於律師倫理規範中

限制網廣告行為，美國FTC從市場競爭的角度表達了保留的立場。例如，在
2002年回復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邀請其就該州律師公會關所制定之「關於法
律服務訊息」（information about legal service）行為準則徵詢意見時，對於網
路撮合行為，FTC表示鼓勵在符合州與聯邦目標下之專業市場中最大程度的競
219

爭。 另外，在2006年針對德州律師公會專業倫理委員會（Professional Ethics
Committee for the State Bar of Texas）請釋有關網路中介平台與律師倫理規範
相關問題所回復之意見書（Comments on a Request for Ethics Opinion Regarding
Online Attorney Matching Programs）亦表示，網路中介平台並未支持或建議特
定律師，而係給予消費者尋求律師提供資訊的管道，有助於降低消費者取得資
訊的成本，並增加律師間的競爭，最終將有利於消費者；若有證據顯示消費者
被誤導而受到損害，律師公會亦可依公會規範中關於禁止不實或欺罔廣告之規
定來懲處律師。故若律師公會無法證明消費者將因網路中介平台而受到損害，
220

不應禁止律師參加網路平台。
B. 會計師

美國FTC與DOJ早於1970年代開始，即著手調查會計師公會及州會計師
理事會（State Board of CPAs）對會員相關執業行為的限制。例如在1970年
代，DOJ調查並起訴美國會計師公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s；AICPA）及德州州會計師委員會禁止會計師進行競標之行為。美國
FTC也曾在1980年代，調查並要求西維吉尼亞州及阿拉巴馬州州會計師理事會
221

禁止會計師招攬客戶及廣告之行為。 1990年FTC對公會的倫理規範相關行為
222

限制進行調查，並成功地讓公會修改相關之規定。 公會被懷疑涉有違法的行
為包括：
217

http://www.utahbar.org/public/lawyer_referral_service_main.html (last visited Nov. 7,
2012).
218
New Study Says 3 of 4 Consumers Look for Lawyers Online, http://www.natlawreview.
com/article/new-study-says-3-4-consumers-look-lawyers-online (last visited Nov. 7, 2012)
219
FTC, Response to Alabama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Sepember 2002), http://www.
ftc.gov/be/v020023.pdf (last visited Nov. 7, 2012).
220
http://www.ftc.gov/os/2006/05/V060017CommentsonaRequestforAnEthicsOpinionImage.
pdf (last visited Nov. 7 2012).
221
OECD Roundtable____ , 205 (2009)
222
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113 F.T.C. 698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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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禁止會計師以成功酬金（contingency fee）的方式收費；
(2)禁止會員刊登非欺罔性廣告，如比較性廣告、自誇性（self-laudatory）廣
告、薦證廣告、及其他經AICPA認定為不符合專業尊嚴（professionally
dignified）或良好品味（good taste）之廣告；
(3)限制會計師招攬客戶行為（solicitation of clients），包括但不限於直
接招攬潛在客戶以及支付或接受中介費用。在此限制下，會計師將不
得以郵件、聘僱行銷公司協助招攬客戶，以及對介紹其他客戶的客戶
給予費用上的折扣；
(4)限制使用不具欺罔效果之商名（trade names），故會計師將因此而不
得使用類似「Smith and Jones, CPAs, Tax Services」，的名稱，縱使該
名稱真實反映事務所所提供的業務。
另外，在1997年美國華盛頓州擬修法將取得會計師資格的大學學分數增加
到150個學分。FTC也在徵詢意見的回復信中表示保留的態度，認為需要需要
223

更多具說服力的證據證明其對促進市場競爭的必要性方可為之。 FTC認為，
學分數的增加等提高了會計師市場之參進成本，及消費者未來所需支付的服務
價格。依據內部的研究報告，也正由於其對服務價格的效果，FTC認為州議會
於修法時應注意主張修法之會計師成員通常具有私的經濟利益的考量。對消費
者而言，除了較高的收費外，即使假設增加學分數可提高服務的品質，但高價
仍可能誘使消費者改用品質較差但收費較低的其他替代服務，或不使用會計師
服務，使真正使用高品質會計服務之消費者人數減少。
就證明增加學分數有利於競爭與消費者利益部分，支持者或若說明，額外
課程與學分數，何以有助於會計師專業的提升，讓會計師可以用較少的時間與
資源完成工作，進而降低消費者使用會計師服務的成本。另外，支持者也可說
明，若沒有增加學分數課程訓練，會計師執業服務將對社會整體造成高於消費
者高價損失的成本（如欺罔消費者等違反倫理規範的行為）。引申而言，立法
者更進一步檢視，這些擬增加的課程與所擬實現目的的關聯性。
C. 建築師
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曾分別於1972年及1990年，立案調查美國建築師公
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倫理規範中對會員之相關限制是否違反修
223

FTC-Letter on CPA Qualification, http://www.ftc.gov/be/v960006.shtm (last visited Nov. 8,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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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曼法。在1972年雙方的協議裁決中， 公會承諾不再禁止會員建築師提供服務
報價。DOJ另外也要求公會，刪除倫理規範、章程、內部決議或政策說明中，
任何禁止報價行為之條文，以及明示或暗示報價行為是不道德、不專業、或與
被告政策相違之說明。在1990年的調查案中，除了不得再禁止會員的價格競
標或出價外，DOJ同時也要求公會應允許會員給予服務折扣，以及提供免費服
225

務。 在1990年後，即少見建築師公會因涉及違反美國反托拉斯法而受調查的
案件。

四、歐盟法對專門職業競爭之規範經驗
依「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之規定，歐盟競爭法得適用至所有的「事
業」（undertaking）。而依歐洲法院對「事業」的定義，其包括〝所有從事經
226

濟活動的個體，不論及法律上的地位或是其運作之財務來源為何。〞 而所謂
的「經濟活動」，則指〝於既定市場中提供商品或服務之任何行為。〞

227

在

此定義下，歐盟競爭法所可涵蓋的規範對象包括各種型態的公司（含非營利
性）、合夥事業、自然人、專業人士、產業公會、農業合作社、運動聯盟、或
228

國家機關。 不過，在此一相當廣義的定義下，歐洲法院仍在個案判決中排除
229

了部分不適用的主體類型。 第一種類型乃執行與國家基本功能相關公益任務
之事業體，例如國家基於國際公約授權執行飛航管制任務之事業體. 第二類得
被排除於競爭法規範者，乃具一定社會功能（social function）之組織單位，如
提供疾病和福利救助，而所提供之法定利益非取決於捐款之基金會等。第三種
除外類型則是有普及義務及受費率管制之公用事業，如郵局或電力公司等。但
於主張公用事業除外時，被告應證明競爭法將使其等無法提供相關服務，且限
制競爭行為是提供服務所不可或缺，也不在存在有限制較少之手段。
1. 概述
歐盟執委員會關於自由業（liberal profession）的第一個處分案例，乃1993
年義大利報關代理人公會制定最高及最低之收費標準案。由於在義大利報告
224

United States v.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1972 WL 561 (D.D.C.).
United States v.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1990 WL 236035 (D.D.C.).
226
Case C-41/90, Klaus Hofner and Fritz Elser v. Macroton GmbH, [1991] E.C.R. I-1979.
227
Case C-35/96, Commission v. Italy, [1998] E.C.R. I-3851.
228
ELHAUGE & GERADIN, GLOBAL COMPETITION LAW AND ECONOMICS 215
(2007)
229
See id., at 215-16.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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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需經國家授權且登記始能獨立執行業務。公會依法得制定強制性的收費
標準，其在1988年所制定的最高及最低收費標準並經該國財政部長同意。執委
會在經檢舉調查後，認為義大利報關代理人乃從事經濟活動之個體，符合歐盟
關於「事業」之定義。而公會所制定之收費標準，將產生影響共同體內貿易之
限制競爭效果，違反當時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5條之規定，要求其立即停止該行
230

為。公會上訴至第一審法院， 法院除認定公會及其成員均屬「事業」外，另
就本案對競爭之影響是否僅是義大利內國立法之必然結果，或是亦可歸責於公
會本身的問題表達意見。法院認為義大利國內法僅要求公會採行費率，但並未
對最高費率、收費計算標準，或費率適用方式等有所規定。 實務上，公會的費
率均高於先前最低收費甚多，適用的方式也都由其所決定，實質限制了報關代
理人之組織自由，以及降價與折扣的可能。另外，公會依法得例外於個案中不
適用最低費率、授權報關代理人得降價收費、並得對豁免特定類型報關服務不
受收費標準的約束。這代表公會在落實國內法上有相當廣的裁量權，故應可採
行限制較少的手段來形塑競爭的範圍及內涵。
1995年執委會在針對西班牙工業財產權代理人（industrial property
agent）公會制定最低收費標準，重申競爭法一樣適用於專門職業市場的立場
231

（“COAPI”案）。 收費標準同樣是法律授權公會制定，所有會員均有入會的
法定義務，公會並透過罰金及開除會藉等方式，確保收費標準及相關執業行為
規定能被遵守。在認定公會行違反歐盟競爭法的理由中，執委會特別強調，公
會不得以行為係獲國內法規授權，故實質上等同是國家行為，而得豁免於競爭
法之外。蓋內國法並未具體訂定收費之標準，反市場競爭的效果並非來自於法
規本身，而是公會之訂價行為。執委會進一步指出，即使在專門自由業，制定
收費標準並非是妥適之確保服務品質的管制手段，蓋其無法防止市場出現低品
232

質之服務，卻同時降低了會員降低成本的誘因。

在價格限制外，1999年的Institute of Professional Representatives before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案（“EPI”），是執委會第一次處理專門職業公會以
行為準則禁止成員?登廣告之案例。
230

233

該案涉及歐洲專利局（European Paten

Consiglio Nazionale degli Spedizionieri Doganali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NDS”), Case T-513/93 (2000).
231
Commission Decision, Case Colegio Oficial de Agentes de la Propriedad Industrial (1995).
232
Id., paragraphs 41-43, cited from IDA E. WENDT, EU COMPETITION LAW AND
LIBERAL PROFESSIONS: AN UNEASY RELATIONSHIP? 52 (2012)
233
Commission Decision EPI Code of Conduct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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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專利代理人公會，以行為準則要求成員不得刊登廣告，以及需收取合
理費用。本案與上述案件不同之處在於，專利代理人公會（EPI）成員包括所
有執行歐盟專利局業務之代理人，公會是由依1973年歐洲專利公約（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所設立之歐洲專利組織（European Patent Organization），
其內部之行政理事會（Administrative Council）所設置，乃一跨政府組織。依
行政理事會之設置規定，EPI享有訂定成員行為準則與懲戒之權力，且行政理
234

事會無權修改EPI所制定之準則。 不過，EPI的跨政府色彩，並無法讓其免責
於歐盟競爭法的規範範圍之外。誠如本案經上訴後，第一審法院於判決中所強
調，行為準則不會因係出於追求會員國之一般利益，而不受競爭法之約束。

235

在執委會的處分理由中，進一步將專門職業公會之行為準則區分為二大類
236

型。 第一類可稱之為是與專門職業之「義務本質」（nature d?ontologiques）
相關之規定，另一大類則是對會員間競爭產生限制效果之規定。前者如為確保
代理人執業公平性、專業能力、表任，以及避免利益衝突、不實廣告、或擔保
有效執行代理人業務等考量所制定之準則，將不視為是有限制競爭效果之公會
規定。
2. 關於律師、會計師、與建築師之個案介紹
A.律師
I. Wouters case
荷蘭律師公會訂有限制所屬律師會員與會計師合夥之規定，惟原告認為此
一規範涉有違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5條之規定，故提起訴訟。而荷蘭內國法院
認為競爭規範並無法適用於此案之中，因為荷蘭律師公會係受公法管制，由
法律規定所創造之團體，乃以促進公共利益，確保所屬會員於提供客戶法律協
助時之獨立性與忠誠為其目的，故荷蘭律師公會並不屬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5
條、第86條規範下所謂之事業，而無競爭規範之適用。縱得適用，經查該限制
237

涉及公共利益之追求且未造成過度之限制競爭，故應認仍屬正當。

原告不服上訴至荷蘭國務委員會，後國務委員會決定停止訴訟，而向歐洲
法院聲請預先裁決，歐洲法院認為律師公會並未履行其社會功能，且並未行使
234

WENDT, supra note 232, at 53-54.
Id., at 55.
236
OECD, Roundtables on Legal Profession, European Commission Submission.(1999)
237
Case C-309/99 JCJ Wouters, JW Savelbergh and Price waterhouse Belastingadvisers BV v
Algemene Raad van de Nederlandse Orde van Advocaten, [2002] ECR. I-1670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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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之公權力。再者，律師公會之組成皆由會員中選出，且公會之決定亦未必
然考量到公共利益，故認其行為應屬經濟行為，而將其視為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238

85條意義下同業公會之決定，故須受到競爭法之檢視。 再就系爭公會所採取
限制律師與會計師合夥規範而言，歐洲法院認為上述限制雖然可能妨礙消費者
取得整合性服務之機會、限制律師設立或提供法律服務之自由，惟考量律師與
會計師之職業特性與行為規範後，認為此一限制乃係為了確保律師執業之獨立
性、嚴守保密義務，並避免利益衝突之情形發生，且公會所採行之手段並未逾
越必要之程度，可合理地認為上述規範乃係為確保法律職業服務之正當行為所
必須，儘管該規範具有妨礙市場競爭之效果，亦不違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5條
之規定。

239

Wouters案看似限縮了競爭法於專門職業的適用範圍，但部分歐盟學者認
240

為，應將該案視為是競爭法規範專門職業的但書例外，而非原則。 其充其量
只在於肯定EPI案中所提關於公會規則中具「義務本質」規定，對於執業對實
241

現社會目的之必要性。 而依判決內容來看，在主張Wouters案之例外時，仍應
242

通過以下幾項競爭檢視： (1)公會所為之與組織、執業資格、倫理規範、與監
督及責任相關措施，是否是實現措施目的所必要者，而得以確保消費者與特定
公共利益；(2)措施之相關限制競爭效果，係必然附隨於所追求的目的之中，而
為確保正當執業行為所必須者；(3)相關措施仍應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
238

Id, at 1679-80
Id, at 1689-90
240
WENDT, supra note 232, at 62.
241
事實上，禁止跨業合作的規定對實現律師功能是否有其必要性，仍有從學理上加以
探討之必要。禁止專門職業跨業合作執業的主要理由，乃在於保障專業人士執業之
獨立性，避免利益衝突、釐清責任歸屬、進而維持服務之品質。對於此類以確保
服務品質為出發點之理由，反對者認為，大型跨業之組織有更強的維護品質誘因，
也有更高的意願，投資於建立共同之市場商譽。另外，在跨業合作的組織內，個別
執業者因降低服務品質所可分得之額外利益較低，而無限連帶的責任規定，也會讓
合作者於事前慎選合作夥伴，事後積極監督各合夥人之執業行為，以避免因「道
德風險」而受有不利益。再者，跨業合作，具有明顯的規模與範疇經濟的效果，
除可降低消費者使用相關專業服務的成本外，也具有提高專業服務品質之功能。
TINNE HEREMANS,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THE EU INTERNAL MARKET:
QUALITY REGULATION AND SELF-REGULATION 57-58 (2012).
242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Report on Competition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
Paragraph 74 (2004), available at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
do?uri=COM:2004:0083:FIN:EN:PDF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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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Manuele Arduino case
義大利法律規定律師公會全國委員會每兩年須針對不同類型之律師服務設
置最高與最低之價格標準，並經司法部長詢問國務委員會、部際價格委員會後
243

批准，始得以生效。

此案之起因乃被告Mr Arduino因違反道路交通法規，而造成原告之損害，
故原告提起損害賠償訴訟，後下級法院判決被告應賠償原告之損害。原告之律
師即依據上述之收費標準收費，惟下級法院因未適用此一收費標準判決，而受
到最高法院廢棄。下級法院決定停止訴訟，而向歐洲法院聲請預先裁決，以判
斷該收費標準，有無違反歐洲競爭法之可能。

244

歐洲法院認為此一收費標準並未違反競爭法之規範，因為義大利政府並未
將其管制權力委由律師公會行使，故律師公會提出之收費標準仍須受制國務委
員會、部際價格委員會，並須取得部長之批准後，始得生效。故若律師公會所
提出之收費標準並未考量公共利益時，此一程序即得確保於收費標準訂定過程
中，除了事業或同業公會之利益外，亦考量到公共利益之維護。換言之，於義
大利法規立法程序下，律師公會僅是受到國內法規之要求而提出收費標準，僅
屬準備行為。再者，由於律師公會所提出之標準須受到司法部長之批准，始生
245

效力，故其價格標準本身對於市場並未具有限制競爭之效果， 應認為該收費
標準並非企業間之協議，而應屬義大利政府所發布之規定，故並不違反競爭法
246

之規定。

C. Mauri case
義大利法律規定，欲在國內提供律師法律服務之人，必須通過國家考試，
而國家考試委員會乃由五名成員所組成，並由司法部長任命，包含兩名法官、
兩名律師公會之成員及一名法學教授，其中兩名律師係透過地區與全國性之律
247

師公會共同提名，而由司法部長於其中選出委員會之主席及副主席。

於2001年12月原告參加國家考試，惟並未通過筆試，遂向國內法院提起訴
訟，主張國家考試委員會之組成對於律師職業市場參進之競爭並未有公正之評
243

Case C-35/99 Arduino. Judgment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of 19 February [2002]
I-1564
244
Id,at 1567-68
245
Case C35-99,Arduino, Opinion of July 10,2001,1546
246
Id, at 1573-74
247
Case C-250/03 Giorgio Emanuele Mauri v Ministero della Giustizia and Commissione per
gli esami di avvocato presso la Corte d’appello di Milano (Mauri) [2005] ECR I-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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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或相當之確保機制，涉有違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1、82條之虞。就理論上而
言，考試委員會中之兩位律師成員將使律師公會得以透過律師考試控制參進律
248

師服務市場之人數及品質，並藉以保護公會成員之利益。 國內法院決定停止
訴訟，並聲請歐洲法院預先裁決。
而歐洲法院認為司法部長對於考試委員會具有實質之權力，得以監視委員
會之行為，甚至干涉其決定，且縱使考試委員會之決定不當亦得透過訴訟要求
249

法院重行檢視， 故考試委員會將會於公共利益之維護下運行，而非僅追求律
師公會之利益，綜上述原因，歐洲法院認為考試委員會之構成成員對於律師考
試而言，並未影響律師執業或競爭之自由。
B. 會計師
250

I. Chamber of Hungarian Auditors case

匈牙利審計師公會訂有內部之倫理規範，其中包括設置最低收費標準及限
制會員廣告之規定，涉有違反國內競爭法之規定，而受到匈牙利競爭主管機關
之調查。
首先，就公會設置最低收費標準而言，限制會員以較低之價格提供顧客服
務，雖然直至競爭主管機關介入調查時，該公會仍未向會員發布此一最低收費
價格，且此一規範亦僅生效幾個禮拜而已，惟競爭主管機關仍認定公會此一
行為已違反競爭法之規範，換言之，儘管公會該最低收費價格未向所屬會員發
布，仍無礙於限制競爭之認定，因為其將剝奪小型或不知名之會員僅有之競爭
工具，即價格競爭，並形成參進障礙。
再者，就限制會員廣告而言，倫理規範即限制會員採行勸說式廣告、
比較廣告、禁止於廣告內提供價格資訊、稱讚自身服務之品質及迅速等
等，競爭主管機關認為該些廣告之限制將妨礙提供高品質服務之效率事業傳達
己身之資訊與潛在客戶，將不利於競爭之提升，並阻礙市場參進及購買服務之
可能性。
故匈牙利競爭主管機關認定匈牙利會計師公會倫理規範之上述部分違反
國內競爭法之規定，後雖提起上訴，法院仍支持競爭主管機關之決定，而駁
248

Id, at 1272-73
Id, at 1279
250
Hungarian Competition Authority,Vj-148/1998/18, as cited in OECD, Competition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 130-131(1999); OECD,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in Auditing
and Related Professions,154-155(2009)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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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上訴。
251

II. Assirevi/Societ? di revision case

義大利競爭主管機關於2000年1月完成對國內審計師公會之反競爭調查，
認定審計師公會與其會員（即所謂之六大審計事務所），協議服務之價格和鐘
點費、不搶其他事務所已服務之客戶、協調投標程序等等，大幅限制義大利法
定之公司審計服務市場及自願審計服務市場之競爭，其中六大會計事務所更於
前述市場分別享有86%即74%之市占率。
而經查此協議實質上幾乎涵蓋所有審計事務所之競爭面向，直至1995年審
計師公會仍流傳一份根據客戶公司部門及規模所設置之年度基準審計費用及工
作時數之表格，甚至於事務所獲得新客戶之際，為保護其市場地位，更禁止他
事務所從事任何形式之競爭，導致招標程序於多數情形下流於形式，嚴重影響
公開投標結果。而協議中關於協調客戶取得之部分，將導致每一會計事務所長
時間穩固其市場地位。故競爭主管機關認為上述協議行為將構成聯合定價並產
生個別事務所無法私自與客戶協商所達成之契約條件，影響個別事業之投標與
定價策略，且亦無證據顯示義大利市場監管機構曾默許上述反競爭行為，故認
違反競爭法之規範而予以處分。
252

III. Ordine dei Commercialisti e Ordine dei Ragionieri case

義大利競爭主管機關以境內兩個主要會計公會協議服務之價格水平及架
構，並提交相同之服務收費標準予部長，更於尚未經部長批准生效前，建議會
員適用上述收費標準，涉違反競爭法之規範，而進行調查。
系爭公會於調查中即抗辯專門職業及其公會應不屬競爭法下所謂之事業，
且職業公會乃係行使公益之機構，縱屬事業之一種，亦應豁免於競爭法之外，
再者，公會所提出之收費標準須得部長之批准，始得生效，實質上並無任何自
主決定之權限，應認僅是單純依法所為，故公會對於上述反競爭協議應無須負
責。更主張該收費標準乃有助於價格之透明，使價格水平符合服務水準，無害
於市場競爭與消費者利益。
251

Italian Competition Authority, Case I-266 Assirevi/Societa di revisione, decision n.
7979, of 28 January 2000, published in Bulletin n. 4/00. as cited in OECD,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in Auditing and Related Professionsat 168(2009)；Italian Competition
Authority ,The Big Six have been found liable for concluding agreements on the
auditing markets(February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agcm.it/en/newsroom/pressreleases/1423-assirevisocieta-di-revisione.html(last visited on October 5,2012)
252
OECD, Competition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 140-141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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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競爭主管認為依據歐盟執委會及初審法院之見解，應認專門職業乃競爭
法事業之一種，縱公會具有公益之性質，於其行為將促使會員之經濟行為趨於
一致時，亦應受到競爭法之檢視。而就收費標準而言，公會所定之收費標準已
超出法律之要求，縱使部長享有最終之決定權限，惟公會就該收費標準早已運
行一段時間，並已指示會員適用，由此觀之，公會於收費標準之制定上仍享有
相當之自主、獨立，且該協議之目的乃在於設置會員統一適用之收費標準，顯
有限制競爭之性質。故認上述行為違反競爭法之規範，而予以處分。
IV.第2006/43號指令
雖然歐盟關於會計師與競爭法關係案例多集中在內國法院，但有鑑於恩
隆案（Enron）突顯了確保審計品質的重要性，也針對法定審計業務市場進
行大規模的改革。其中，最明顯的成果乃2006年的「關於法定審計指令」
253

（Directive on Statutory Audits）。 指令的目標在於強化與整合各會員國之
審計功能，並提高服務品質。較值注意者，乃依指令第32條之規定，各會員
國應設立一獨立之公部門監督單位，主要由具專業知識之非執業人士（nonpractitioners）組成，取代過去的自律監督，職掌下列事項：(1)法定審計人員
及事務所之執業許可與登記；(2)制定專業倫理、審計事務所與審計服務之內
部品質控管標準；及(3)在職教育、確保品質及調查與懲戒制度。（第32條第
3項）。此一公部門監督單位享有調查及採行必要措施的權利，監督程序應透
明，並應出版年度工作計劃及報告。會員國並應確保該監督單位有足夠穩定預
算，不受法定審計人員或審計事務所之不當影響。
C. 建築師
I. Conte case
義大利法律對於建築師之專業服務設有最低之收費標準，並規定其中部份
建築師服務交由建築師於個案中自行決定價格。而建築師於國內亦被要求若欲
提供建築師服務，即必須加入建築師公會，而公會內之全國委員會除了建立建
築師執業行為道德規範外，亦就公會會員之執業爭議或服務費用之清償單方面
提供意見。

254

原告於提供建築師服務於被告後，即依據上述法規收取費用，惟被告拒絕
支付，認為此一法規違反競爭法之規範，且建築師公會就系爭建築師服務收費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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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ve 2006/43/EC, OJ L 157/87.
Case C-221/99 Conte [2001] ECR, I-93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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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見應屬同業公會之決定，違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5條之規定。 國內法院
決定停止訴訟，而向歐洲法院聲請預先裁決。
歐洲法院認為該義大利法規並未限制競爭，且建築師公會之意見並不具有
拘束力，故不違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5條之規定。
II. Belgian architects case
比利時建築師公會於1967年設置最低參考收費標準（Ethical Standard No
2），其後歷經多次修改，於2002年將修訂版發布於公會之網站上，適用於所
256

有獨立執業之會員，要求以工作完成價值之一定百分比為計價基礎。 因涉有
妨礙市場競爭之虞，而受到執委會之檢視，後執委會以該收費標準具有協調公
會內會員訂價行為之目的，而認違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1條之規定。
建築師公會抗辯該收費標準應比照Arduino case之原則，而認該標準僅係
準備行為，不違反競爭法之規範，惟執委會認為本案情形不同於Arduino 案。
本案收費標準，縱缺乏國家之批准，建築師公會仍持續發佈、流傳、更新，且
國內法規亦未要求建築師公會制訂此收費標準，故該標準應旨在控制公會內成
員之行為，而不應將其視為一準備行為。

257

而建築師公會亦抗辯該收費標準僅為建議性質，並未具有強制力，故並不
構成第81條同業公會之決定，惟執委會主張縱使為建議性質之收費標準，亦不
當然排除競爭法之適用，根據以往之判例，只要該建議反映出同業公會欲協調
公會成員依照其建議而行為之決心，即可能違反81條之規定，而觀該收費標準
之名有誤導建築師之虞，於建築師違反該標準時亦可能受到公會之處罰，且經
查公會所發布之建築師與顧客間之標準契約，亦陳明雙方同意依照該收費標準
258

計價，綜上觀之，認仍應受到第81條規範之檢視。

後公會亦抗辯該收費標準具有確保建築師履行一定之職業責任，保障服務
品質、作為職業行為品質之指標等等效益，應比照Wouters之原則，縱職業公
會之決定具有反競爭之效果，倘該決定對於職業之適當行為為必要時，即不違
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1條之規定。惟執委會認為該標準並非達到上述目標之必
要手段，就效果而言，該收費標準不但無法防止不肖建築師提供低品質之服
255

Id, at 9376-77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4 June 2004 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under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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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at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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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at p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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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反倒保護無效率建築師之最低收費，使其存續市場，妨礙建築師從事更具
效率之競爭手段，如減低價格、提升品質、創新等，嚴重影響市場競爭，故應
259

不得適用Wouters之原則。而認其違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1條之規定。

陸、研究發現對我國執法與政策制定之啟示與建議-代結論
縱使在採行自由經濟制度的國家中，所謂的「管制產業」仍普遍存在。對
於這類型產業，國家透過各類直接或間接干預手段，對市場競爭進行程度不一
的人為調控，其背後的目的簡單而言，乃在實現國家認為重要但卻無法期待
在強調「自由放任」哲學之市場機制下，所可以實現的政策。從經濟的觀點而
言，此即是學理上「市場失靈」的例外。從競爭法的觀點而論，事業擬依此例
外主張不受競爭法約束時，競爭法主管機關所應檢視者，除了在法形式上是否
有法律授權，而有「特別法」優先「普通法」原則適用可能外，更重要的是，
依法主張例外的行為，是否已超所擬解決之市場失靈，而出現管制措施限制競
爭成本，已高於管制利益。此也是我國公平法第46條條文中「…在不牴觸公平
交易法立法意旨…」之真締。雖然管制產業類型多樣，難以建構統一之例外判
斷具體操作原則；但從本計劃以上各章之初步研究結論，仍可歸納出較一般性
之例外判斷原則，以及針對電信、金融、及專門職業市場與公平法關係之具體
政策啟示與建議。

一、管制型產業排除公平法適用之基本判斷原則
從本文之研究發現，至少可歸納出以下幾點基本原則，可供公平會於未
來進行個案審議或跨部會競爭倡議時，作為判斷是否得排除公平法適用之基
本原則。
1. 確立公平法第46條規定的適用問題，本質上是「競爭」與「競爭法」問題
涉及管制產業法規與管制措施是否「不牴觸公平交易法立法意旨」，則判
斷上即應以措施對市場競爭影響的程度的大小與必要性為其依據。會強調此一
問題，乃實務上管制產業於主張其得排除公平法適用理由中，絕大多數均集
中在產業「特殊性」的論述，即在充分描述涉案產業有如何不同於一般產業之
處後，即直接形成「競爭」並非於該特定產業中所應被保護之法益。但誠如先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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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關於美國法對專門職業市場規範經驗說明所示，於「競爭法」中探討「管
制」與「競爭」潛在衝突議題，「競爭」不是一個應該被檢驗有無存在必要的
價值，在公平法立法實施之時，該項價值已被確立了。任何以產業特殊性而擬
排除措施受競爭法規範之理由，均應被轉化成對競爭有意義之評估指標，且
只有在依這些指標評估管制措施後，得出其對市場具有正的淨競爭影響（net
competitive impacts）效果時，才有排除競爭法適用的可能。換言之，公平會不
應單以受管制產業事業或其主管機關所提出產業特色抗辯，以及是否有法規授
權，判斷是否符合第46條的例外規定，而是應評估管制事業或主管機關所採行
之管制措施，在解決諸如「外部性」、「訊息不對等」、「參進障礙」等問題
上，具有何種不可或缺的功能。公平會在依公平法第9條規定進行跨部會協商
時，其協商內容重點，也應置於主管機關從其專業的角度，對於公平會就管制
措施之「競爭」評估，有無補充或不同角度的思考，而非單純只在收集產業資
訊。如此，才能讓部會間的協商言之有物且切中議題，否則，極易讓協商過程
成為一種「各言爾志」之官方形式互動。
對於上述看法，可預見的必會引來公平會過於強調本身主管法規之優位性
和「本位主義」，甚至於競爭法「帝國主義」（imperialsm）之批評。畢竟，
競爭政策只是國家總體政策的一環，不應有必然優先於其他管制政策及法規之
先入為主的立場。對此，本計劃提出二點回應意見：
其一、作為一個依循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公平法本身即在彰顯市場經
濟之核心價值-「自由化」與「競爭」，在政府制定與落實涉及利用市場進行
財貨分配之「經濟」或「非經濟」管制措施過程中，應扮演著類似「路標」
（guidepost）的角色，指引政策決定者選擇實現生產與資源配置效率的一項最
適途徑。另外，當政策決定者認為「另闢蹊徑」一樣可達「殊途同歸」之效
時，競爭「路標」則提供政策制定者一項用以判定偏離最適途徑必要性與代價
之標準。從此一角度來看，將公平法定位為類似「經濟憲法」的地位，要求相
關管制政策法規，非在符合「法律保留」及「比例原則」要求下，不得悖離公
平法在自由競爭精神下所建構之基本原則，並非那麼的不合理與難以想像。
其二、即使認為公平會作為國家機關之一員，有必要與義務關注與重視
管制產業主管機關對「競爭」之不同意見，但這也不等同於當競爭主管機關
從「競爭」的觀點，否定管制產業排除競爭法適用之主張時，即屬「本位主
義」。對公平會而言，「競爭政策」本即是其最優先應考量之政策，如同「金
融」或「通信」政策，對於金管會或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而言，也是其等所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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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優先考量之政策相同。此乃國家於行政組織中分設各專業部會，透過彼此對
不同國家政策議題之專業「比較利益」，以實現行政分工的效能。至於當管制
政策與措施，不符合效能競爭之要求時，國家當然得以立法或基於行政指揮命
令，排除競爭政策而選擇支持管制政策措施。但此應是國家主政者，依其政治
上之權力，同時承擔後續政治責任之前提下所為之政策選擇。此一決定權，不
宜也不應下放至具獨立機關地位之公平會，要求其需兼容並蓄地考量非競爭之
政策議題，事實上，這往往也超出了公平會本身之專業範圍之外。
2 排除適用判斷基本原則(一)：確定市場失靈之類型
承上論點，未來公平會於處理涉及第46條排除適用案件時，首應確定所涉
及之市場失靈類型為何。本計劃第二章所整理之四種主要之類型，應可作為思
考的起點。以本案研究的三大主要產業為例，金融業主要之市場失靈問題，乃
「外部性」及「資訊不對等」；電信產業則主要是肇因於產業規模經濟要求所
生之「少數問題」；專門職業市場則明顯的是因為「資訊不對等」問題，而使
市場機制難以有效發揮。而誠如計劃第二章所提及者，在此判斷階段，可能會
出現以下二項學理上的問題，有待公平會表明其執法依據與立場。
首先，管制法規通常均在於解決數個市場失靈問題，並滿足不同的立法目
的要求，不應僅將其中之一項失靈問題及立法目的作為優先執法的標準。但此
一質疑乃建立在法律應同時實現所有立法目的之靜態觀察上，事實上，單一
法規內部立法目的間存有潛在的衝突關係並不罕見，執法者也往往必須對相關
立法目的及所對應的規範議題，依當時法律運作環境作動態性的調整，並設定
考量與執法之優先順序。除計劃第二章所提及關於智財法的例子外，公平法中
規範「掠奪性訂價」的行為，也涉及到短期保障「消費者」享有低價利益之權
利，以及避免因掠奪行為讓具市場力量者之價格掠奪者，得以在未來進行不當
獨占訂價，進而確保市場公平交易秩序之長期執法考量。故不論處分掠奪性訂
價行為與否，其執法結論必涉及到對公平法長短期法益及立法目的之優先性取
捨判斷。
此外，即使管制法規擬同時解決數種市場失靈問題，一項常為人所忽略的
議題，乃不同市場失靈類型間之內在連動消長關係，以及此一現象對確定失靈
類型及優先順序的啟示。舉例言之，學理上認為金融與專門職業市場普遍存
在有「訊息不對等」及「外部性」問題。若將二者分別處理，則特定涉案之管
制行為（例如禁止或限制促銷廣告），可能就某一類型失靈類型（外部性）而
言，屬合理之管制措施，但對另一類型之失靈問題（訊息不對等），則屬過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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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合理。但從實質面來看，「外部性」問題的出現，很可能起因於交易雙方
就交易內容存在有相當之資訊落差。故若優先處理「訊息不對等」問題，讓交
易當事人得以在更完整的資訊環境下，充分評估交易對其之成效，並透過價格
機制將潛在之外部成本內部化於有進行外部化行為之一方當事人，「外部性」
問題也可同時受到妥適的控管。
3. 排除適用判斷基本原則(二)：管制措施解決對應市場失靈類型之競爭效果評估
市場失靈問題類型確定後，公平會應有較具體明確的依據得以評估相關管
制措施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計劃第二章所建構之競爭法與管制法規間「替
代性」與「互補性」架構，應可協助主管機關進行「比例原則」之檢視。因
此，管制初衷如果在於解決「資訊不對等」問題，則公平會應從管制結果是否
讓產業中之資訊更加充分的方向著手研析。若競爭有利於讓資訊弱勢的一方更
了解交易的內容，則產業主管機關或公會有義務說明，放任資訊競爭，無可避
免地將讓市場充斥著不實資訊，而須以全面禁止該類競爭行為，才有可能解決
此一失靈問題。若係「外部性」問題，則應檢視該類外部性是否有必要被內部
化。蓋於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與「外部性」共處，特別是當內部化的成本高
於其利益時。而即使有內部化之必要，管制措施通常需要管制機關有足夠的管
制資訊，方能避免過度管制或管制不足的問題； 相對的，競爭法運用「合理原
則」，建立允許私契約限制約款的作法，有可能是得以以較低成本實現相同管
制目標的作法。
至於在解決「少數問題」部分，由於該失靈問題起因於規模經濟要求或
「網路效應」等產業與產品交易特性有關，故管制措施若係出自於避免或打破
此類導致市場交易人數不足之結構性因素者，其管制之目標乃在促進市場競
爭，與公平法的目標一致，也較無適用第46條之可能。例如，若特定之電信管
制措施，其目的在促進技術與規格競爭，降低提供服務與市場參進成本，進而
降低或排除市場中只能容納少數幾家廠商的問題，則這類型的管制措施，應較
無與公平法立法意旨相違之可能。
針對「少數問題」另一類型之管制手段，則是在接受出現此一問題之市場
與產業特色下，對市場中少數競爭者進行「行為」面之管制，例如價格、產出
數量、交易對象與交易條件等。 此類管制措施與公平法立法意旨產生牴觸的
情形也相對較高。公平會首先應評估這類手段，是否真能解決「少數問題」，
以及競爭法作為一項替代規範手段之可能性與成本高低比較。例如，「開放接
續」固然可讓潛在參進者有機會參與市場競爭，對既存廠商產生競爭壓力，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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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其濫用市場力而傷害消費者利益。但此一措施另一項潛在成本，在於若使用
既有開放設施之成本，遠低於在該設施基礎下研發競爭產品之成本時，則設施
之使用者，可能會因為開放接續，而有更強烈使用既存廠商設施的誘因，讓既
存廠商之市場力量更牢不可破，「網路效應」更加明顯。同理，在最高價格管
制部分，若該決定價格無法充分反映業者提供產品或服務之成本時，則價格上
限反而可能出現排除潛在新進業者加入競爭之可能。

二、通訊傳播市場管制措施與排除公平法適用之執法與政策建議
1. 公平法第46條與電信與有線電視領域法規之競合
由於我國的競爭與產業管制的主管機關與管理法規均屬分立狀態，其管制
方式和規範與美國頗為相近，在面臨通訊傳播管制法律上之爭議事件是否仍有
一般競爭法之適用的問題上，參考美國法制可知，其在1996年電信法第601(b)
(1)之「反托拉斯保留條款」 規定，在通訊法的管制架構下並未修改、限縮或
取代反托拉斯法之適用性，易言之，是否違反通訊法或反托拉斯法，尚需個別
獨立進行判斷。美國聯邦最高法院Scalia大法官於Trinko案 指出，當管制機制
存在時，執行反托拉斯對於競爭的額外助益相當有限，因此並無必要在接受反
托拉斯法的額外審查；相對的，當特定產業的管制機制中並未提供類似反托拉
斯法功能時，執行反托拉斯法對於競爭的助益就較為顯著，因此有必要接受反
托拉斯法的審查。從我國公平交易法第46條之規範，亦可得出與美國類似之管
制法與競爭法雙元管制之結論。此外，對於公平法第46條之適用，應依照所面
對之產業或市場競爭、管制法規的狀況，決定公平會介入之程度與方式。
倘若產業特別法律已明顯植入競爭導向之新經濟政策，例如強調市場秩序
之維護、促進市場競爭程度，則該專業領域之法規已經適當反映公平法所追求
的政策目標，在具體審查時則可採取較低度的審查，即僅就其實際執行加以監
督 。若產業特別管制法律有排除公平法適用的明文，則視立法過程中對於公平
會進行深入諮詢，或就法規之執行已與公平會就競爭政策問題充分協商，乃至
於達成通案的協議，則公平會為具體審查時，亦只需採取低密度審查即足 。倘
若其他法律之規定有牴觸公平法精神時，公平會也未必然需直接介入處分，而
可循公平法第9條第2項之規定，轉由產業主管機關廢止其授益處分即可。
（一）結合事項：
承前所述，關於通訊傳播產業相互結合之事項，本研究認為可參考前述美
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司法部（DOJ）與貿易委員會（FTC）三者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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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的互動經驗，為公平會介入管制或與管制主管機關之互動，提供他山之石
之借鏡。
以電信業結合為例，FCC藉由多次聽證會與結合案之審查，進行體制內改
革，從而與DOJ逐漸產生默契，對於包括市場結構、市場競爭、綜合效率等分
析，兩機關會避免重複審查，並且避免對結合申請事業課予不一致的附款 。
之後兩部門主管機關除協同進行反競爭分析外，對於結合案之審查結果也相
互尊重或支持。而DOJ與FTC在權限上的高度重疊，使兩機關花費了相當的經
歷在協調合作上，並共同公佈「1992年水平結合處理原則」（1992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業已成為各國競爭機關重要之參考文件。
（二）行為管制：
在市場競爭行為層面，既有的公平法與電信法、廣電法的規範存有許多
落差，也因此例如歐盟在2000年制定新的電子通訊管制架構 時，將競爭法的
原則落實在電子通訊管制架構指令（Framework Directive）中，將「市場主導
者」、「不當競爭行為」、「維護、促進市場競爭」等概念修訂於新指令中，
歐盟執委會於執法時，便無須考量競爭法的規範。這也代表最根本的協調方
式，是在法規層面即先行整備。就在我國來說，公平會不應僅僅作為被動的角
色，而應主動參與各項通傳法規的修訂工作，始為上策。
在目前實務行為管制上，由於既有的公平法與電信法、廣電法的規範寬嚴
不一，在法規層面的協調性尚未實現之前，本文認為NCC與公平會之互動，應
分由三個層次討論：
(1)電信法、廣電法規所未規範。
此部份由公平會依法介入，為當然之管制機關。
(2)電信法、廣電法規與公平法競合，競合部份之電信法、廣電法規為高
度管制。
由美國與我國歷年執法經驗可知，偏重於經濟分析之公平法較無兼顧
產業特別法規的政策目的需求，NCC對於電信或廣電產業所負文化多
元性、普及服務、內容多樣性等通訊傳播之管理、輔導、資源分配等
高度專業，其他機關無可取代；然而NCC為求內容多元化之政策目的
亦可能過度追求媒體去集中化 ，可能忽略產業規模與經營效率，此
時由NCC作為第一線管制機關，透過聽證程序與公平會合作執法，可
能是比較週延的作法。
(3)電信法、廣電法規與公平法競合，競合部份之電信法、廣電法規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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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管制。
低度管制方面，例如不公平競爭之行為或欺罔詐欺之行為，在我國向
來由公平會管制，由於公平會執法經驗豐富且爭議較小，即使在美國
對於不公平競爭、不實廣告、欺罔行為等，幾乎未見FCC有任何管制
舉措，此時宜由公平會作為主要管制機關，NCC則居於輔助地位。
（三）數位匯流下各種市場力概念之協調
公平法在獨占或聯合行為之處理上，法律明文以「特定市場」、「市場佔
有率」為核心，然而電信法對於「第一類電信事業」時常有不對稱管制的規
範，其中有關於「市場主導者」或「市場優勢」之概念又不若公平法之規範來
得明確，同時在電信法明確區分第一類電信事業與第二類電信事業之情形下，
有許多規範經常有「事業」與「業務」混淆的情況存在，使得管制對象與範圍
有時難以「執照類別」加以區分，例如行動通訊市場將隨未來更多頻譜釋出、
更多新電信技術進入市場，使市場呈現更加複雜之情形，然而，電信法及其子
法對於各類電信業務的管制上仍顯僵化，甚至遇到通訊與傳播跨業經營的情
形，例如IPTV，由於法律上欠缺較上位的概念統合下（例如倡議已久的數位匯
流概念，但目前仍未見具體的匯流立法），其管制作為就顯得左支右絀。
也因此，公平會與NCC其實均須對市場狀況能有效掌握，並個別或共同
針對通訊傳播產業定期進行產業調查，並公告其調查結果，特別在未來市場
界定以及市場範圍上，公平會與NCC之間將可能出現許多意見不一致的情
形，對此公平會應預先進行調查，無論是未來執法或針對修法議題，公平會
都能有適當的依據以提出相關意見。例如美國FTC曾於2007年針對寬頻服務
產業發布一項報告，從歷史與技術背景、再到法律法規的發展，並針對當時
的網路中立性（network neutrality）爭議等等，進行鉅細靡遺的產業調查與
分析，並且欲透過反托拉斯法與司法判決的探索，尋找競爭機關介入或主導
寬頻服務的可能性。
（四）小結：協調執法為必然之趨勢
綜合前述分析，公平會與NCC即便在公平法與電信、傳播法規均互有規範
下，也不宜過度解讀法律規範而將兩機關之執法清楚切割，而宜加強兩機關之
合作協調關係。例如公平會與NCC曾於2010年針對廣電事業結合申報、衛星廣
播電視節目上、下架爭議，以及節目不實廣告等事項，進行過行政協調，其中
對於第（二）點關於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上、下架爭議案件，於第3點明定「具
有市場優勢地位之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上、下架爭議案件，公平會與通傳會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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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分別逕依職權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然而，對於「具市場優勢地位」的
規範，公平會與NCC及其各管法規有其各自之解釋，公平會於「對四C事業跨
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中則有說明市場界定以及市場佔有率之計算，但這些
原則並無法約束NCC對於其「市場主導者」的解釋 ，或者其規範說明與電信
法或廣電法之規範本質上即存有落差。
因此，就短期而言，宜參酌類似美國DOJ/FTC之協調方式，於事前針對水
平管制事項進行溝通合作，並共同公佈相關指導／處理原則（Guidelines），
以盡可能追求一次性管制為目標，降低人民承擔多重管制之行政成本。就長期
而言，宜將產業管制機關之權責逐漸限縮於無可避免的經濟管制事項，如電信
領域之普及服務、資費管制、消費者保護、技術相容性等領域；由競爭法主管
機關負責主導競爭事務，如聯合行為、結合、不公平競爭行為管制等。
2. 建議
（一）經濟管制與競爭事務之協調原則
由產業主管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雙元管制的角度而言，通傳產業主管機
關依法負有部份無可避免之經濟管制事項，例如普及服務、零售資費管制、
技術相容性等部份，但這些事務也同時牽涉到聯合行為、價格共同、交叉補
貼等。這些事項有屬於通傳特別政策目的，故即使超越公平法之原則，競爭
機關也須豁免之；但上述政策目的可能隨時間、技術、產業環境而變化，並
非一成不變。
就我國而言，NCC在檢討通傳相關政策時，特別是可能與市場競爭有關之
議題者，亦應同時諮詢公平會之意見，針對現行法規是否仍有助於政策目的之
達成進行檢討，避免因容忍過度干擾市場之政策手段，卻對政策目的之達成毫
無助益的情況反覆發生。例如NCC經常以保護消費者權益為由介入電信資費之
制定，卻使業者在陳報資費方案時無法正確反映成本，或透過價格管制手段壓
低既有業者之零售價格資費，在市場上對新進業者造成價格擠壓結果，反而更
不利市場競爭。凡此，公平會依職權並無介入之空間，但對市場造成不利影響
且於政策目的並無產生助益時，公平會應有表達意見之舉。
（二）事前進行市場調查與市場界定
美國DOJ與FTC雖然共同發布水平結合處理原則，但與職權差異較大之
FCC卻仍尚未有類似的合作，如此將產生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即不同機關對
於「市場」之觀點可能不同，並且沒有一套共通的基準可以加以闡述市場如何
界定，因此兩機關在各自審查過程中就必須重複進行市場範圍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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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述美國DOJ與FTC之合作模式外，歐盟在電子通訊管制架構指令中規
定，各會員國管制機關必須依照競爭法之標準，在實施各種管制措施之前，必
須進行市場界定分析。歐盟執委會為了對各國管制機關進行引導，也協調降低
各國主管機關執法上的差異，執委會依據競爭法原則提出建議書，以界定相關
產品及服務市場，並提出顯著市場力量之指導原則 。各國主管機關對於歐盟執
委會所定義之產品或服務市場之建議以及指導原則，於個案程序中應儘可能參
考，並依據國內相關市場情況加以處理。這樣的作法大幅降低各國處理個案所
需進行市場界定之行政成本，而歐盟執委會也定期重新諮詢並檢視相關市場的
競爭狀態，藉以決定是否維持事前管制之建議。
由美國DOJ與FTC所發布之水平結合處理與歐盟執委會針對相關市場界定
所公佈之建議，「市場界定」是所有競爭法適用的基礎，尤其就歐盟通訊傳播
法制而言，其已大量導入競爭法原則，對於市場行為之處理已和競爭法價值相
似，更有協調一致之需求。在我國通訊與傳播兩大領域匯流之際，市場界定必
然成為未來最重要的基礎，實際上在早先的「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中，即已
顯示出強烈的市場導向趨勢，因此公平會與NCC首要的合作重心即在於「市場
狀況之調查與界定」。
由近來許多通訊傳播產業之爭議可知，政府機關無論是公平會或NCC，對
於「整體市場」的概念仍是非常模糊。公平會雖自2002年公佈「4C事業跨業經
營行為之規範說明」，但其中對於市場界定及管制仍僅流於原則性之說明，必
須等待個案發生後再行市場調查與界定，由於行政作業流程費時冗長，若又牽
涉到必須獲得NCC的許可，更是得經年累月才能作出行政處分。更何況，所謂
的「4C產業」已不足以涵蓋數位匯流下各式媒介跨平臺提供服務的市場定義，
更多的網絡型產業（包括運輸、電力等公用事業）與通訊傳播的技術相結合，
不僅是跨產業，同時也牽涉到更多不同的產業主管機關，因此公平會與NCC合
作，預先以及定期進行市場調查與市場範圍界定，提前且充分掌握市場狀態，
已是十分急迫之需求。
（三）結合管制原則之建立，避免重複管制
除上述市場界定以外，公平會與NCC宜於事前進行協調，建立兩會處理結
合管制之原則，例如由公平會專責經濟規模、市場影響之分析，而NCC在公平
會之後，便不再針對經濟面之評估有所著墨，也無需再以經濟面之理由附加行
政附款，主要專注在通傳法規所宣示之政策目的上。NCC與公平會得定期交
換意見，釐清個別職權與執法之依據，避免實質上同樣之因素被不當地重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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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徒增未來判斷歧異之困擾。

三、金融市場管制措施排除公平法適用之執法與政策建議
由歷史演變觀之，歐體對於受管制的金融產業，已多偏向於反托拉斯法可
無虞適用。由German banks cartel（2006）及Lombard Club（2002）兩案中競爭
機關執行官Mario Monti之說法，似乎已對往後競爭法適用於金融產業之途徑起
了定調。他說：「銀行可以自由訂定貨幣兌換或其他服務業務之收費水準，但
不能夠共同議定該收費水準，這行為是極為嚴重抵觸競爭法規而該給予嚴厲處
罰的。」；「此案跨多個機構之卡特爾，其銀行服務業務項目與地理範圍之廣
泛全面性，為執委會不曾所見之令人訝異程度。銀行業必須毫無懷疑的確知其
之受限於歐體競爭法一如其他產業，事實上，考慮及銀行產業對於消費者、商
企業及經濟體中資源之效率分配的重要性，則維持銀行產業之競爭就變得異常
關鍵。」如此一來，僅管金融產業受管制於各相關法規，但其適用競爭法規則
與一般產業並無差異。這一趨勢也並未引起管制機關基於兩法衝突的太多論辯
與反抗。
這是因為歐洲法治體系的不同所致。歐洲共同體條約在歐體功能運作上具
有特許權力，其中關於競爭法的101條與102條自然就具有優先適用與直接效
力。就國家法律而言，歐洲法院的高度限制了各國管制法規的反抗。
而美國的發展，則尚處於變動階段，上下級法院見解也往往不一致。一派
主張，各金融相關法規之訂定，自當已是考慮該產業不宜過度競爭的特性而予
以規制，因此，管制法規自然隱含排除競爭法之適用；而另有一派則認為競爭
法是否適用，端視其與管制法是否產生抵觸為依據。前者例如Silver（1963）
的上訴巡迴法官，認為證券交易法賦予委員會對於會員於證券櫃檯買賣的所有
權力，因此，交易中心取消私人電話連線是在這權力的一般範圍之內，此等行
為當然就免於Sherman法之管轄；而後者則如Silever（1963）的地區法官之見
解，「只有當反托拉斯法明顯與管制法相抵觸（plain repugnancy）時，管制法
才隱含著反托拉斯法的排除」，這一概念持續被沿用而至Credit Suisse（2007）
一案時更為清晰。Credit Suisse（2007）之最高法院法官認定證券交易法支配反
托拉斯法，同時提出確認證券交易法與反托拉斯法不相容(Incompatible)的四個
判斷因素：(1)是否該特定市場確實是證券交易法管制的項目內？(2)是否具有
證券交易委員會法定權力來管制這一行為？(3)該行為是否已經在積極而持續的
主管機關管制之下？(4)是否反托拉斯法與管制法之間存在著嚴重的衝突、或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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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衝突？亦即，管制產業行為若適用公平法，則是否將干擾該產業管制法
令所欲達成的目的？若否，則適用之。這四個判斷因素最早明確的被應用於隨
後的Electronic Trading Group（2009）訟案，尤其第(4)點時常是決定性力量。
Electronic Trading Group LLC（2009）是一家「賣空（short sales）證券」
的公司，它提出訴訟指控一些供給賣空交易的金融仲介機構，共謀對一些較難
借得（hard-to-borrow）的特定證券設定最低融券價格（高於其他證券之融券價
格），違反Sherman法。被訴者認為在證券法下，反托拉斯法（Sherman法）是
被排除適用的，而控訴者則認為，並不存在證券法與反托拉斯法之實質或潛在
衝突，因此適用反托拉斯法。地區法官支持被訴者的辯護而撤銷該控訴。
本案上訴到巡迴法院時，法官更全面的逐一應用Credit Suisse（2007）的
四個判斷因素，認為(1)賣空確實是證券交易法中所管制的行為，因而是證券管
制的中心項目；(2)雖然目前並無相關規定明示證券交易委員（SEC）會可以管
制融券費用，但SEC確實具有管制證券經紀商與其訂價的公權力；(3)僅管SEC
並未特別著重於融券價格之管制，但其對經紀商於賣空市場之一般性管制確實
持續存在；(4)由於券商被允許彼此溝通證券之價格其效益，若課責以反托拉斯
法，將會產生實質及潛在的衝突，因為反托拉斯法之適用將約制了SEC對經紀
商所允許之行為以及賣空市場之效率運作；同時，若SEC 基於職權而進行經紀
商之融券價格管制，則勢必產生與反托拉斯法之潛在衝突。因此，上訴法院依
舊支持地區法院之判決，反托拉斯法於此案中不適用。事實上，這一原則之運
用，只要能尋找出兩個法律間的可能衝突，則幾乎等於反托斯法將被排除，揆
諸許多案例，確實這一原則讓法院容易傾向於判決排除反托拉斯法，以避免其
中衝突。
在這一潮流中，只要是在管制法架構下的行為，則反托拉斯法是常常被
判排除的。不過晚近Dahl（2008）一案，卻是令人眼睛一亮，該案之判決
並不認為反托拉斯法與管制法（證券交易法）互不相容。這一案的提訟者包
含一家信託公司、退休基金及五個被購公司的股東，他們控訴Bain Capital
Partners等17家私人直接投資公司（private equity firms），共謀槓桿併購
（leveraged buyout, LBO）目標公司，刻意壓低購買價格（低於被購公司對
之公平價格），據統計自2003-2008年就涉及250億美元；其共謀方式幾乎是
全面性的，包括陪標、協議由誰投標、利益分配、補償未得標者等等。原
告認為此等行為當已違反Sherman法第4條及Clayton法第4及第16條。被告認
為，在Credit Suisse（2007）案中已說明，凡被質疑行為是為證券交易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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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下的行為，則不再適用反托斯法，故請法院撤銷該案。但法院認為依
Credit Suisse所揭示的第四點原則，他認為反托拉斯法與證券交易法並無不
容，故不贊同被訴者建請法院撤案的申訴。
為因應2008年次貸風暴造成的金融危機，國會通過Dodd-Frank Act
（2010），企圖在金融市場內降低風險、增加透明度、促進市場完善，因此賦
予管制機構更大權力並新增資料存檔、報告與執行方面的監理控制權力。若根
據Credit Suisse（2007）以降的傾向，則勢必反托拉斯法絕無見容於管制法之
餘地，然Dodd-Frank Act本身則又於第6條訂定了「一般反托拉斯保留條款」，
為往後金融市場適用反托拉斯法開了一扇法定大門，正如Verizon（2004）案於
電信產業一般。
我國則有異於歐美。我國法源清楚，雖不如歐制之其最高法律位階歐洲共
同體條約中的競爭法，但也非美規的以管制優先之判例決議。在金融產業之各
主要法律中，幾乎沒有排除公平法應用的明定，而只散見於處理危急公司的資
產讓與（合併），例如銀行法第62-4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19條、與保險法第
149條之7。
銀行法第62-4條規定「銀行或金融機構依前條第3款受讓營業及資產負債
時，適用下列規定︰……四、經主管機關認為有緊急處理之必要，且對金融市
場競爭無重大不利影響時，免依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向行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申請許可。」金融控股公司法第19條規定「金融控股公司有下列情形
之一，且金融控股公司或其銀行子公司、保險子公司或證券子公司發生財務或
業務狀況顯著惡化，不能支付其債務或調整後淨值為負數，經主管機關認為有
緊急處理之必要，對金融市場公平競爭無重大不利影響者，免依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1項規定向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申請許可：一、與前條第1項第1款或
第2款之公司為合併、概括讓與、概括承受者。二、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持有
其有表決權股份達三分之一以上者。三、由金融機構轉換設立者。」又保險法
第149條之7規定：「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保險業受讓依第149條之2第2項第2款
受接管保險業讓與之營業、資產或負債時，適用下列規定：……四、經主管機
關認為有緊急處理之必要，且對市場競爭無重大不利影響時，免依公平交易法
第11條第1項規定向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申報結合。」
相關產業法規幾乎沒有排除公平法適用之相關規定，而公平交易法卻有積
極應用公平法於相關管制產業的條文。公平交易法第46條明文說到：「事業關
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者，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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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本法立法意旨即第1條所揭示「為維護交易秩序與
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特制定本法。」亦即，
事業管制單位之管制法規若符合公平法第1條之立法意旨，則豁免應用公平
法，否則公平法依舊可以介入該管制產業。
這一邏輯恰與美國Credit Suisse（2007）所揭示的第(4)點判斷原則相反，
該原則認為「若反托拉斯法之應用抵觸產業管制法令時，則不應用之。」我國
公平法所揭示的則是「若管制產業之管制法令抵觸公平法立法要旨時，則公平
法可應用之。」前者以金融管制法為優先，反托拉斯法必須不干擾其法令目的
運行才可適用；後者則以公平法為優先，產業管制法令必須不違反公平法立法
要旨方可豁免於公平法。因此，我國公平法之適用於管制產業（如金融產業）
絕無疑義。
惟如第一節之論述，任由金融機構自由高度競爭而致利潤微薄，無力應付
任何風險出現的危機、更無餘力操作徵信而惡化訊息不對稱風險，適當管制確
實有其必須。因此，金融產業之公平法應用，必須兼顧市場特性所需之穩定措
施，而穩定措施乃管制機關之職權與專業，是故兩方單位共商議決，方能尋得
金融產業之最適管制與最適競爭，這正是本章第一節所極力陳述的觀點，此一
觀點也被展現於公平交易法第9條第2項，其謂「本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
職掌者，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亦即，公平會因管
制法令不能體現公平法立法意旨而欲介入時，必須以涉權相關主管部會合議共
商為之議決，程序較為繁複但卻能融合「管制機關」與「競爭機關」之見解，
確保「穩定」與「競爭」兼顧，正是達到第一節理論闡述之「最適管制」狀態
的模式。
更進一步比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之宗旨在於四項目標：「維持金
融穩定、落實金融改革、協助產業發展、加強消費者與投資人保護與金融教
育」，同一般產業管制目的相同，不外乎於保護消費者、穩定市場、促進經濟
繁榮；而公平法第1條立法旨意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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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之間唯一不同者，在於公平法的「確保公
平競爭」，此一目標其實正是公平交易委員會的核心旨意，亦為管制產業之
主管機構之所無者。根據公平法第4條所言「本法所稱競爭，謂二以上事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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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凡金融機構之市場競爭行為，其公平與否並非管制機關之目的，公
平會當可介入審度或共商議決者。誠如本章第一節理論所示，管制單位對於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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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管制，基於維持市場穩定與發展，必然多致「公平競爭」或「促進競爭」
之壓抑而偏離公平交易法之立法旨意，公平會當即可依第46條介入，並依第9
條與管制單位協同商議。
準此而言，金融機構之併購，據「金融機購合併法」與「金融控股公司
法」是鼓勵其藉以創造競爭力，唯若「過當」合併（例如市占率過大）致壟斷
力過大，創新研發反而減弱，競爭力量可能反而下降。此時，公平法的介入正
足以提高廠商彼此間的競爭、激發創新與市場活絡，適時的協助管制法規所欲
達成的目的。事實上，金融機構之併購，因直接涉及市場競爭，因此金融控股
公司法第9條第2項即明白規定其適用公平法，其謂「主管機關對於金融控股公
司之設立構成公平交易法第6條之事業結合行為，應經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許可；其審查辦法，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會同主管機關訂定之。」
而保險產業上，契約一造的績效完全取決於不確定因素，因為被保險者具
有風險，最終具體結果不能確定。其中，某些保險，例如工業火險，理賠的變
異數非常之大，發生的機率雖小、但一旦發生所需理賠金額異常龐大，此時保
險業者之間就需要進行合作，計算出必要的準備金做為意外確實發生時的理賠
準備，確保營運上收入與支出均衡，而無破產風險；業者這些合作策略，相對
的對被保方也是必需的，因為一旦果真意外發生進行索賠時，保險業者才能有
能力賠償。這等特殊性當然並不適合業者間毫無限制競爭的壓低保費，則一旦
意外發生，必將導致一些保險業者破產而危害到被保方的權利。因此，公平法
就不能像對待一般產業般的無時無刻介入，而須與主管機關聯席共商，達成
「市場穩定」與「市場競爭」兼具的最適管制水準。例如前述「產物保險公會
商業火災保險自律規範之訂定（2004）」一案，公平會因保險保費分為危險保
費與附加保險費兩部分，前者依危險發生機率而訂，後者則為完成交易所需費
用可課責以經營效率有無，故針對後者分析而認定產險公會涉有聯合限制保費
標準、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條禁制規定之虞。

四、專門職業市場管制措施排除公平法適用之執法與政策建議
本文上述之分析，已對競爭法適用於專門職業市場之相關議題，從學理與
比較法的角度已有詳細的說明。本節以下謹歸納相關之初步研究結論對我國執
法與政策制定之幾點啟示。
1.「公益」作為排除公平法適用理由之問題
在前述關於我國律師與會計師涉嫌違反公平法的案件中，均可發現律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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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公會，以及訴願會或行政法院等，均以專門職業具有「公益性」作為公
平會不得介入處分的理由之一。但社會上各行各業均有其「公益」色彩，也許
只是「公益」影響程度有別。故於法政策上，若打算以此作為排除特定職業免
受國家法規約束之理由，則執法者及政策制定者需有能力妥當界定公益效果之
「質」與「量」需至何程度，始有主張豁免的正當性。但此顯非易事。專門職
業人士的執業內容，固與人民之財產身分權益、國家稅收、公共安全、或生命
健康有密切的關聯；但因教師之不當教學，而培養出能力不足的國家領導人，
或是因神職人員刻意扭曲宗教教義，而激化了教徒獻身恐佈攻擊活動之意願
時，其所影響之「公益」也不可謂不大。此時立法者或執法者是否該承認並進
一步區分公益影響較「直接與立即」，以及較「間接與未來」之具公益性職
業，並給予不同程度之法律豁免權力嗎？據此即不難理解，何以美國聯邦最高
法院會認為，主張專門職業非「商業」是一項「時代錯誤」的看法，而社會也
將因此而更趨「階層化」。
即使退一步言，形式化的承認專門職業因需通過國家考試，故可認定為是
具有和公益相關之職業，但此並不表示執業過程中，也必然不會涉及利用市場
進行提供服務的行為。此如同所謂的「非營利事業」並非因該事業不營利，而
係取決於其如何分配所得利益。從此一角度思索以「公益」作為豁免法規範理
由時，有一項政策上的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究。「非營利事業」能否以利潤非基
於事業內成員個人利益而分配，而主張該事業利用市場所為之營利行為，得因
此而豁免於法規範之外？同理，專門職業組織能否以其係出於確保公益實現之
目的提供專業服務為由，而主張其執業過程中涉及利用市場營利之相關行為，
也得以因此而全然不受競爭法規範? 若微軟公司鉅額的慈善捐款，不會讓可能
是捐款主要來源之作業系統搭瀏覽器軟體之「搭售」策略免受反托拉斯法之調
查，而是以租稅上的減免，或公司商譽的提升等方式來獲得回饋，則何以對
「公益」類型相對較為「無形」與「間接」之專門職業服務，卻可以「公益」
之名，主張全面性的競爭法豁免？
2. 以「資訊不對等」作為排除公平法適用理由之問題
持平而論，任何人均可理解專門職業的需求方與供給方存在有相當之資訊
落差。但如前所述，此與應以何種類型手段解決此問題是不同層次的思考。若
資訊不對等是所關切的議題，則設計相關解決機制的基本原則，應是讓需求方
得以取得更多能賴以決定交易對象之正確資訊，而非由專門職業團體與成員，
共同事先決定需求方所可取得之專業資訊範圍與種類。後者反映的是專門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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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估消費者選擇與判斷能力的一種「大父母」管制心態。誠如英國作家Samuel
Butler所言：“The public do not know enough to be experts, but know enough to
decide between them.”消費者或許無法充分理解專門職業技術面之具體服務內
容，但只要能讓他們掌握足以彰顯正確服務類型、品質、與價格之「一般性」
訊息，消費者仍可以正確地依自已之需求，選擇所需的專業服務。
再者，以保護消費者不受不實訊息所欺騙，以事先管制的方式，禁止廣告
或其他可提供消費者新型態服務類型之行為，是將專門職業需求方在訊息上的
落差程度一視同仁，而實際上消費者彼此間了解與掌握專業資訊的能力，可能
有相當大的差距。以法律為例，需要高度複雜專業訴訟之需求者，通常也是較
具判斷律師服務品質能力之客戶。故若以了解專業訊息能力最弱的需求方作為
管制措施的統一標準，並依此禁止相關訊息的散佈與提供，市場中專業能力較
強之需求者，其因選擇機會減少所生之福利效果損失，可能要遠大於管制為能
力最弱者所創造之保護利益。
3. 產業自律的問題
專門職業市場中的產業自律，固然可實現專業監督，與降低由國家進行管
制之規範成本，但此一優點建立在公會成員，必能從整體社會福利的角度，進
行相關自律監督機制的設計。但從本文的說明中可知，此可能是過度樂觀的期
待，公會成員基於彼此「私益」考量所為之自律規定，已是學理及各國普遍重
視的競爭法議題，此可以從歐盟以指令要求會員國，對於法定強制審計人員，
應由公部門且不具利害關係人員所組成之委員會來進行產業監督，以及美國法
要求國家對於授權自律之組織應有積極的監督，作為自律組織主張競爭法豁免
的前提，可察覺此一規範趨勢。
4. 法院於相關案件之判決理由過於形式與保守
不論是訴願會或行政法院，在關於律師與會計師的判決中，均過於強調形
式之法律原則要求。法院幾乎全然未觸及本計劃在前述章節中所介紹，關於如
何在競爭法下評估專門職組織自律規定競爭效果之分析架構； 相對的，判決中
均不斷的強調專門職業之「公益」色彩、公會因「授權」所生之準司法與立法
權限、專門職業有與一般事業不同之「技術性」、「公益性」、「理想性」、
「一身專屬不可替代性」、「高度自律性」，故「針對營利事業所設」之競爭
法不當然合用於專門職業。這裏面所提及之相關原則或特色，就競爭法評估公
會具限制競爭疑慮之規定而言，其相關性、必要性及適用範圍均需經實質的市
場競爭效果分析與檢討，方有可能求得具說服力之答案。先驗命題般的將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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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與特色，作為「不證自明」之法律前提與競爭法審查之不可逾越的外圍界
限，對釐清問題與定紛止息之助益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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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ulated industries are commonly observed even in a free economy. They are
usually the products of a belief in which the benefits from unfettered competition are
viewed as unachievable in certain industries characterized by market failures. And
unlike competition law, law or regulations for regulated industries are frequently
enacted to “replace” rather than “reviving” the function of the “invisible hand.”
The means the regulatory agencies adopt to correct market failures are in essence
more market-intrusive than competition law. Ranging from rate and quality control,
restrictions on the type of product or servic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to barriers for
market entry and exit, those laws typically are based on a pre-determined roadmap
for the way market imperfections should be addressed with the regulator also
having in mind a preset regulatory outcome. In practice, firms of regulated industry
recurrently challenge the jurisdictions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could exercise over
their activities in the regulated markets. They repeatedly assert that the existence of
regulatory legislations in general and non-competition provisions in those regulations
in specific offer justifications for their being exempted from antitrust liability. Failing
to construct a clear and consistent framework capable of delineating precisely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se two types of law could highly likely render government’s
well-intentioned legislative efforts to become a roadblock for welfare-enhancing
economic transactions.
We examine this issue in details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analysis, we review the market structure, the current status of regulation, and the
problems from regulations on competition law in three major regulated industries in
Taiwan: telecommunication and cable TV, financial and insurance, and professional
industries. In addition to theoretical analysis, we will also introduce the experienc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Union, and have them compared with our own.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offer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more concrete
criteria in dealing with justifications proposed by regulated industries facing
competition investigations. Also, we believe that suggestions made in this project
could aid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to engage in more constructive dialogue
with regulatory agencies concerning competition issues from their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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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incidentally, that will also be beneficial for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their “competition advocacy” campaign to regulated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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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評論人：劉華美（台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
主席、三位教授，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參加研討會，首先要說抱歉，因為我
較晚收到報告，且報告也有ㄧ百多頁，因此我只能就我所瞭解的部分作與談，
本身我對歐盟法比較瞭解。歐盟電信市場早期也是獨占狀態，從1987年歐盟執
委會頒布綠皮書以來，就進行第一波的自由化，從1988年開始就有電信市場自
由化相關指令的頒布，包括衛星、有線、終端設備、行動通訊等等，這些自由
化所遵守的原則是客觀性、透明性與禁止歧視。後來的重要階段，就是2002年
的六項包裹指令，這包括綱要指令，就是歐盟電信法的ㄧ般規定，以及其他指
令，分別是許可指令、使用設施指令、普及服務指令、競爭指令以及資料保護
指令，構成歐盟電信法的特別規定，以上是歐盟電信法的主要架構。
歐盟電信立法有ㄧ個值得提到的特色，就是在立法時會納入電信科技的
考量。教授在報告中的資料只有討論到2002年，事實上在這之後還有新的發
展，2007年執委會就開始對電信法規進行一連串執行成效的檢討，並提出改革
方案，稱為改革包裹法案，改革的重點是在消費者權利的保護、網路使用的
安全性以及管制機關的獨立性，此部分在2009年12月頒布新的電信指令，是
2009/136/EG與2009/140/EG，依照這兩個指令，成員國必須在2011年5月之前將
之轉換為內國法。另外也新成立了歐盟電信的管制組織，簡稱為GEREK，並
在2010年生效，主要是在協調成員國電信主管機關互相間及與歐盟執委會之間
的關係，以上是歐盟電信市場最新的發展。
第二個問題是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問題，從公平交易法施行以來，這一
直是個重要的議題，譬如從1994年至1997年、2001年、2002年與2006年、2011年
等，公平會都有發表調和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相關研究報告，這部分在本論文
中也做了很多討論，包括電信事業、金融事業與職業公會，這裡補充一個立法趨
勢，最新的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中對此問題有所修正，現行法是規定：事業關於
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者，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
該其他法律之規定。新修正的版本，已經在行政院了，規定於第55條：事業關於
競爭之行為，優先適用本法之規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且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
者，不在此限。他們的差別在於，以後凡是事業競爭的行為，應優先適用公平交
易法，我認為這個立法趨勢值得納入報告當中，我就評論到這此，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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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式 施副主任委員惠芬閉幕致詞
各位貴賓、各位先進、各位同仁：
經過一天熱烈的研討，第19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即將圓滿結
束。在此，謹代表公平會感謝各位的參與。特別是在本次研討會中，擔任主持人、論
文報告人及評論人的所有學者專家，因為你們的鼎力支持，使得這場研討會能夠順利
完成，謹向各位致上最真摯的敬意與謝忱。
隨著自由開放的競爭環境急速發展，使競爭法的執行面臨更嚴峻的挑戰，而身為
競爭法之主管機關，如何建立合乎本國及國際競爭環境之競爭政策、提升機關解決問
題的能力，更是公平會所不能忽視的重點及永遠追尋的目標。然而競爭力的提升、經
濟的永續發展需要一個公平自由的競爭環境，而公平自由競爭環境的建立，除須仰賴
企業界遵法、崇法之外，建構完備的公平交易制度更屬必要。為有效防止事業限制競
爭與不公平競爭行為，並因應國內外環境情勢變化，自公平交易法施行以來，迄今已
進行了五次修法，目前本會已提出了整套完整的修法建議，期於立法通過後能建構兼
具「全球接軌，在地實踐」特質的競爭法，以建立市場自由、公平的競爭環境，提升
產業及國家的競爭力。
在今天的研討會中，各位學者專家都發表了極精彩的報告，並提出了多項重要的
建議，例如:為確保國內穀物供應來源穩定，降低業者採購成本，公平會宜透過政府
當局進行多邊貿易體系和雙邊經貿談判；數位匯流服務市場若進行垂直結合，應考量
是否會形成市場封鎖的限制競爭效果；為期競爭評估工作可以內化每一產業法規的政
策精神，應持續推動「政策評估法」以作為評估的法律依據；判定流通產業的買方力
量是否有違公平交易秩序之前，宜確立步驟審酌買方力量對於社會福利的正面效應；
基於整體產業結構與國家利益，應審慎考量侵害營業秘密行為課以刑責之可行性；從
學理與實務的角度，公平會宜訂定事業濫用市場地位之處理原則，俾提升公平會之執
法效能與符合事業對法規之明確性與可預測性要求等建議，均將成為本會未來施政的
重要參考依據。
整體而言，這次研討會發表的論文，無論在資料的蒐集或問題的探討方面，都相
當豐富且論理深入，對於本會在辦案實務上或政策擬訂上，都有很大的助益，相信本
會同仁在聽取各位的寶貴意見後，一定能有深切的領悟與豐富的心得。
最後，謹代表公平會再度感謝大家熱烈的參與，也希望大家繼續給我們支持與鼓
勵。敬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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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垂直限制行為之公平法適用問題研究─以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為核心
黃營杉、范建得
圖書限制轉售價格法制
王銘勇
論美國反托拉斯法對搭售安排「個別產品」要件之認定標準
陳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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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電信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劉紹樑、劉崇堅、莊春發
四C整合趨勢下有線電視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石世豪、蔡志宏
網際網路之發展及其競爭規範初探-技術與法律之分析
陳光禎、劉孔中
從競爭觀點來觀察電子商務產業環境
謝穎青
合作研發與國家創新系統
李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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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Advertis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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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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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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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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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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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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聯合行為例外許可對民生物價與市場競爭之評析
顏廷棟、馬泰成、黃美瑛、黃郁雯
從數位匯流相關產業之發展看公平交易法執法之挑戰
莊春發、陳志成
各國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調和之研究—以能源產業為中心
莊春發、陳汝吟
流通業買方力量之經濟分析

吳世傑、曾靜枝、陳宏易
Strategic Selection of Direct Selling and Private Brand under Retailer Stackelberg
廖俊雄、曾貝莉
營業秘密之保護與公平交易法之關聯
章忠信
單方行為之研究
陳志民、陳和全
管制型產業行為在競爭法上抗辯之研究
陳志民、陳和全、葉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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