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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從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公平
意識（Fairness）到行為反托拉斯—行
為經濟學提供哪些有趣觀點

從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公平
意識（Fairness）到行為反托拉斯—
行為經濟學提供哪些有趣觀點

焦點案例

■演講人：洪財隆委員
（公平交易委員會）

4家影城合資新設事業，共同經營國
產電影片製作及發行
「新品上市」能否成為限制轉售價
格之正當理由？
代理商發信給各大通路主張自身權
益，不可不慎！
佳世達攜手聚碩搶進智慧應用商
機！
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印製發行「佛
像」或「福」字之美鈔，您相信嗎?
麥憨啊！加大室內空間將陽台外
推，當心違法！

一、前言
行為經濟學主要受到心理學影響，特別是康納曼（Daniel
Kahneman）和特沃斯基（Amos Tversky）這兩位猶太人心理學
家，至於把他們兩位的心理學研究，嫁接到經濟學架構的關鍵人
物則是塞勒（Richard Thaler）。
當然，更早的跨領域奇才西蒙（Herbert Simon）更是不能
忘記，是他最早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此一
概念，可說是AI（人工智慧）和行為經濟學的晚近共同始祖。

國際動態
中國強化反壟斷監管法規，重拳揮
向平臺經濟
英國結合評估處理原則修正簡介

人類行為存在許多動機並會受到情緒影響。人類心理有所謂
六大基本情緒，分別為喜悅、憤怒、驚喜、悲傷、恐懼和厭惡。
主流經濟學中其實也隱含有情緒成分，例如，個人偏好說穿了就
是喜好，又比如凱因斯所講的動物本能(animal spirits)，指投資

公平交易統計

行為主要取決於廠商對未來預期的感受，隱含陰晴不定的心理元

結合案件統計

素有其作用。

會務活動
民國110年3、4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2000年時，行為經濟學發展史上有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出版，
由康納曼和特沃斯基共同主編，匯集歷來重要文章，書名即為
「選擇、價值與框架」（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分別

國際交流
民國110年3、4月份國際交流一覽

代表著行為經濟學所談論的三大要點。
消費者決策、廠商行為均涉及到許多選擇，背後所隱含的即
是偏好與效用；而價值更是從「預期效用理論」所談的效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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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財富水準，到行為經濟學則翻轉為變化，亦即價值很大一部分取決於變化，尤其是受到參考點影
響，至於框架則會在後面向大家做介紹。

二、我對行為經濟學的體會
（一）最小「可覺差」（Just-noticeable difference）
康納曼研究視覺心理，若從暗室走到光明之處，對第一道光的亮度感覺最為強烈，強調人不只對外
界刺激會有反應，人對很多資訊、情感都會有一個處理過程，所以大腦會自動捕獲資訊，並且會受到環
境影響（這和強調刺激─反應的史金納行為主義學派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人的感官在處理外在資訊會有一些限制，經由這些限制進一步探究到人的認知能力，也會產
生偏誤。
所謂「最小可覺差」或「恰辨差」便是指人類對於某一特定的感官刺激所能察覺的最小改變，與初
始的刺激成正比，例如：2018年衛生紙之亂，如果大潤發對外發佈的新聞稿只提到「衛生紙下個月每
包將漲價60塊」，一般消費者也許就會覺得還好，但講成「下個月衛生紙將漲3成」，效果馬上就出現
了。
又像是人老了之後，感覺時間過得特別快，因為就感知來說，年紀愈大，我們所體驗到的每一個年
度，占我們所活過人生的比例也愈小。
換個角度看，「最小可覺差」也可以理解成，除了對變化比較敏感之外，人類也對小數目（small
number）的變化比較敏感。也有人從人類的演化史找線索，在野外打獵時，後面有2隻老虎追你，比你
前面有98隻麋鹿更重要。
這有點類似相對值與絕對值之間的辯證關係，我們經常透過相對值來進行判斷，雖然實際上絕對值
理應更重要。
（二）康納曼的兩種認知系統
系統一（自動系統）屬於較為自動、不費力、快速、無意識的，或甚至是情感的；系統二（省思系
統）則比較屬於理性、仔細思考的，能夠自覺、具有規則而且比較緩慢。人的精力和注意力有限，自動
系統可以自動幫你過濾情況並先行反應，此後再透過省思系統做比較細緻的思考，但有時候可能拉不
住。
（三）外在資訊感知
下圖是認知與決策過程1。首先為對外在資訊的感知，包括data的「暴露、注意和解讀」，然後觸及
內在的信念、學習和記憶過程。這二者會受到偏好的影響，最後進行決策，做出選擇。特別是這裡提及
「偏好」，所以可算是慢慢已進入經濟學的思考架構。
1

2

取材自Economics for Competition Lawyers, by G. Niels, H. Jenkins and J. Kavanagh (2016), Oxford Uni. Press. 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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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誘餌效應
在這裡以租房的例子挑戰經濟學上偏好的穩定性。如果你是學生要租房子，可能會考慮與學校的距

Ƌ⛂ƌġ
婿棳㔯ㆰ
離以及房租，A距離學校較近、較貴，B距離學校比較遠，可是比較便宜，通常人生中會遇到很多這種抉
✏怀壈Ọ䧆㈦䙫ὲ⬷㋸㈗䵺㿆⭟ᷱ‶⥤䙫䩐⮁『˛⥩㞃㘖⭟䔆
擇，這個例子，一方面是在說很多選項並不是那麼容易辨別，有時候會陷入考慮困難。但更有趣的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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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偏好的穩定性與獨立性等講法，額外再加入選項應該是不相干的因素。但最後竟然會影響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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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在餐廳的菜單（menu）中也常可看到此種效果，原本只有一種A套餐，後來引進昂貴許多的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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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有力挑戰。以阿默斯•特沃斯基的話來講，就是人的心理刻度有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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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勒把上述現象命名為Supposedly irrelevant factors（SIFs），看起來理應不相干的因素，實際上
卻干擾、影響個人的決定。此一理論有許多廣泛的應用，像是用來研究選舉。
（五）經濟人假設（拉丁語：Homo oeconomicus）：理性選擇
上面的例子顯然和主流經濟學以下這個重要假設很不一樣：行為主體擁有「無限的理性」。這裡
指的是，具有偏好或喜好明確、順序穩定、不會矛盾。例如，對A的偏好勝過B，則記成A>B，此時若
B>C，則A>C，此即偏好遞移性。而且，消費偏好或相關消費決定，不會受到選項呈現方式影響。
此外，行為主體擁有「無限的意志力」，能調和長短期利益，更不會拖延明知重要的事情；以及
「無限的自利」，尤其是物質利益。效用最大化主要由「相對價格」與「所得」決定，所以，如果發現
市場運作有何差錯，通常先從「市場失靈」探究起，而非行為主體消費者、廠商的認知能力、判斷，或
情緒出現問題。
而且人們不少的偏離或偏誤行為具有「系統性」特質，亦即會持續出現。行為經濟學家們手上握有
一大票「偏誤清單」，包括「過度自信」、「框架效應」等等。
晚近甚至已有學者將行為經濟學所認定出的偏誤，認為是市場失靈的一種。這表示行為經濟學已從
經濟學的邊緣，慢慢躍居成主流經濟學的一部分。把心理學、神經科學的元素引用進經濟學，行為經濟
學可說是對傳統經濟人假設的重大修正。
有個容易混淆觀念特別必須澄清。康納曼的研究並非在證明人類是不理性的，他認為人類認知判斷
是完全理性且單純追求私利的這個假設並不符合實際。然而，他認為人基本上還是理性的，即使是有限
理性仍是理性。
再者，行為經濟學在方法論上很謙卑，只宣稱是「描述」(descriptive)、「實證」(positive)，而非
「規範」(normative)性質。行為經濟學者主要乃透過可重複執行的實驗設計，得出具有說服力的優勢數
據，並不要求結果百分之百純粹。至於規範性，這裡在意義上接近於若p則q邏輯，一定前提假設下，經
由公理推導或演繹，其行為「必然」、「必須」就會如何符合理性選擇架構的預測。例如效率標準，以
及消費者追求效用極大化、廠商則追求利潤極大化。
以下有一架構圖，是我自己近年來的讀書心得，大概就是行為經濟學針對人們行為可能會有哪些偏
離「理性選擇」的預測。大概可以分為三大塊，「捷思和偏誤」(heuristics and biases)、「損失規避」
(loss aversion)、「社會偏好與公平意識」(social preferences and fairness)。
首先，捷思最早包括代表性(representative)捷思、可得性(availability)捷思、錨定與調整
(anchoring and adjustment)這三種由康納曼和特沃斯基所提出，以及其他偏誤型態，如：現時偏誤
（present bias）、情感捷思(affect heuristic)等等。
以情感捷思為例，人在做決定的時候，主要考慮往往並非利益最大，而是避免後悔。又像是對於效
益與風險的態度，按理兩者應為正相關，但對個別投資者來說，若是對於一件事情有偏好，常會高估其
效益，同時低估其風險，所以這個時候效益與風險的關係看起來反而是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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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行為經濟學在我看來最重要在講損失規避，所以會提到參考點效應、框架效應，衍生出稟賦
效應（高估實際支出、低估機會成本）、維持現狀偏誤、狹窄框架（心理帳戶）等。對我來說，行為經
濟學藉由「心理帳戶」來探討「沉沒成本迷思」，更是別出心裁。
最後談到社會偏好，便是指人的行為不只會考慮自己，還會考慮到群體、社會關係，會互惠與合
作，甚至具有公平意識，也會懲罰動機與行為不良善的人。
此點對於公平會執法相當重要，在執法的過程中經常會討論到不公平競爭、不公平訂價，那公平意
識或認知的標準何在？公平本身就是歧義性概念，本來就不好談，而傳統的垂直公平、水平公平、程序
公平等概念，當然有所不足。
所以行為經濟學能從稟賦效應談到公平意識，增加公平交易的判斷標準，在我看來可說相當寶貴。
另外，「最後通牒賽局」等實驗架構，也已經直接觸及公平概念，而且拜腦神經研究的發達，特別是
fMRI（功能性磁振顯影）的技術突破，人類特定情緒和決定之間的關係，都可以透過顯影來加以研究，
譬如「不平等厭惡」。以下再依序分別詳談。

（六）捷思和偏誤
1.代表性捷思：Linda Problem

Ƌ⅔ƌġ ㍞〄⑳‶媋

假設有一個名為Linda的31歲單身女性，在大學時主修哲學，很關心歧視與社會運動等問

1.
Ị塏『㍞〄ƝLinda Problem
題，最近則是忙著參加反核運動。請問您認為Linda現在最有可能過著怎麼樣的生活?選項1為
「Linda是一個銀行員」，選項2為「Linda是一個積極參加女權運動的銀行員」，當年的實驗結
娔㛰ᷧῲ⏴䂡 Linda 䙫 31 㭙▕庒⥚『Ə✏⤎⭟㘩Ḣⓙ⭟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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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85%的實驗參與者認為Linda過著選項2的生活。
但是這是一個相當大的迷思，若從機率上來看，選項1的機率更大，但是更多人卻選了選項
2，因為這裡加了很多細節，強化了和受測者原本即存在腦海裡「刻板形象」的「相似度」，以
致影響了受測者的想法與決定。
2.可得性捷思法
新近才發生或常被提起的重大事件，越是容易浮上心頭，我們常會高估熟悉事情的發生機
率，亦即可得性越高。像是最近飛機剛發生意外，大家更害怕搭飛機，雖然平均來說，搭乘一般
交通工具發生意外事故的機率更高。
3.錨定與調整捷思法
類似小船掛大船，即使有所偏離也不致離開太遠，所以起始資訊具有錨定效應(anchoring
effect)，尤指錨定於具有偏誤的資訊。特別是在狀況不明或不確定時（uncertainty），一開始喊
出價的數字更顯重要，譬如檢察官的求刑勢必影響法官量刑。
（七）時間偏好不一致（Time inconsistency）或「自我控制問題」
經濟學上用貼現率（discount rate）來比較，現在消費、享受的價值當然比未來高，所以未來的價
值要貼現成現值，但傳統經濟學常假設貼現率是常數。事實上，貼現率並非常數，人在面對等待的時候
一開始往往會特別沒耐性，到了中段及後段則會變得比較有耐心。
這會出現一個問題，一開始信誓旦旦要完成一件事，例如減肥，所以不能多吃，但遇到眼前食物誘惑
的時候，往往還是先享受再說。換句話說，短期內超沒耐心才是人的本性，所以會拖延明知有益的事。事
後來看，更會發現人的決策前後可能不一致，會出現「自我控制問題」，並不具備「無限的意志力」。
我覺得行為經濟學所提出的這個「時間視野」（time horizon）問題，未來深具發展潛力。
（八）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
1.偏好與選擇受到脈絡左右（Context-dependent preferences）
一如《橡皮擦計畫》書中的講法:「我們不是在不同事物之間做選擇，而是在不同事物的描述
之間做選擇」。這和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有關，用不同方式呈現邏輯上相同的訊息，常會引
發不同情緒或反應，隱含著人們的決定可能受到選項的呈現方式和脈絡的影響，「暗示」和「建
構」深具力量。
2.預期效用函數（財富水準）
預期效用取決於財富水準，給你第一筆十萬元滿足程度很大，特別是對窮人而言更是如此，
而在給第二個十萬、第三個十萬時，效用則會慢慢遞減。行為經濟學上將它反轉，表達成因此增
加多少財富或損失多少財富。但也因此和「預期效用理論」的預測很不一樣。根據傳統經濟學
的說法，如果你對財富的增加愈來愈不在乎，即邊際效用遞減，按理來說應該對財富的減少愈
來愈在乎。然而並沒有，絕大多數人仍對「第一把」的財富損失比較在意，所以願意賭下「第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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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甚至「第三把」同額或更多的錢，試圖挽回一開始的損失，即成為「風險追求者」，雖然
人們面對獲得仍然呈現「風險規避者」。這是個驚人結論。
3.獲得、損失與參考點
人在面對獲得與損失時，有另一個「不對稱」，損失的「情緒強度」大致是「獲得」的2倍
到2.5倍之間。具有個別差異，愈重要之事，倍數可能愈高。
重點在於參考點(reference point)的設置，更重要的是，參考點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數字，而是
一種心理狀態，隱含著被影響或操縱的可能，在此也引入恐懼「失去」的情緒。
案例：有個600人小村莊瘟疫肆虐，如果什麼都不做將全數死亡。
詢問Group 1意見
A方案：可救活200人（確定）
B方案：可救活600人（1/3機率），0人活（2/3）
詢問Group 2意見
C方案：死亡 400人（確定）
D方案：0人死（1/3機率），600人死（2/3）
結果：
Group 1
A方案：可救活200人（確定）(72%)
B方案：可救活600人（1/3機率），0人活（2/3）
在此實驗中，視存活為利得，大家為風險規避者，所以選擇A方案的有72%。
Group 2
C方案：死亡 400人（確定）
D方案：0人死（1/3機率），600人死（2/3）(78%)
在此實驗中，將死亡表達成損失，所以大家會變成風險偏好者，則會影響選擇，有78%的人選擇
D方案。
雖然A與C是同樣內容，B與D方案也是相同內容，僅因表達方式不一樣，造成結果天差地別。
（九）展望理論之應用：稟賦效應、維持現狀偏誤、心理帳戶與公平意識
1.「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
比起未擁有時，我們會賦予實際擁有某件物品較高評價，不僅限於財富，也包括身份地位、
權利、意見等，亦即「要放棄所有物時」所要求的補償金額，會大於「未擁有此物、欲取得時」
7

FTC

公平交易通訊 NO.099

中華民國110年5月號

的願意支付價格。
對已經擁有的東西或所謂的「稟賦」，一旦失去通常會被記為損失(loss) ，而這會比「有機
會取得但尚未實現的利益」(機會成本)要來得更加看重。我相信這在法律上也有一定意義，特別
是對既有權利和預期利益的感受和評價都會有所不同。
以塞勒的《不當行為》一書中的信用卡收費爭議為例，信用卡發卡公司會向零售商(例如加油
站業者)收取手續費，商家便希望信用卡使用者能支付較高金額；信用卡公司則希望消費者認為使
用信用卡是免費的，因此雙方大打法律戰，爭論商家能否向使用現金付費或信用卡付費的消費者
收取金額不同的價格，即為競爭法上的差別待遇。
假如商家真的對付現與使用信用卡的顧客收取不同金額，那麼使用信用卡所支付的價格是
「定價」，付現的顧客得到的是「折扣價」，相反的，若將付現的價格視為「定價」，那麼使用
信用卡的顧客等於被迫支付「額外費用」。
在理性經濟人來看，這兩種定價策略其實是一樣的，但從行為經濟的角度來加以解釋，此第
一個方案勝出有其道理，因為支付額外費用等於再從口袋裡掏錢出來(out of pocket)，而沒得到
折扣則僅僅是損失機會成本(forgone benefit)。一如先前提到，既有利益(權利)與預期利益，法律
上或學理上對待並不一樣。
2.維持現狀偏誤(status quo bias)
指除非對現狀厭惡至極，更由於改變現狀可能會變好或變壞，此時若「損失規避」發揮作
用，就會增加維持現狀之傾向。
3.心理帳戶（mental accounting）與沉沒成本（sunk cost）
傳統經濟學認為金錢的來源或用途不同，是不會相互干擾的因素，可是對行為經濟學來說，
來源不一樣，對待方式就會有所不同，證明有心理帳戶的存在。事物一旦被認同與辨識不同，就
會有不同的效果存在，也就是說金錢並非完全可以替代。而由於心理帳戶作用，沉沒成本就會影
響決策。
4.公平意識(fairness)
康納曼和塞勒等人進一步指出，人們對公平概念的理解，涉及「稟賦效應」。強調原來的定
價、權利，是一個參考點的概念，並透過實驗設計獲得不少深具說服力的證據。
以汽車銷售為例，有個熱銷車款逐漸出現供不應求的現象，交車必須等上兩個月，某個經銷
商原本一直是以定價出售這款汽車，現在他將售價調高了200美元，而可接受者約有29%，認為
不公平者約有71%；若是經銷商原本是以比定價少200美元的折扣價出售這款汽車，現在他將售
價調整回定價，則可接受者約占58%，認為不公平者約為42%，可接受的人反而占大多數。
此外，某間小咖啡店有一名店員，店員在那間店工作了6個月，時薪9美元，咖啡店的生意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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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但附近的工廠關廠後，失業者增加，其他同規模的咖啡店，開始以7美元雇用員工，員工的
工作量跟這間小咖啡店的店員相同，因此小咖啡店的老闆將員工時薪降到7美元，調查結果可以
接受的人有17%，認為不公平的人則有83%；在另一情形則是原先咖啡店的員工辭職，咖啡店老
闆另以7美元雇用新員工，調查結果則發現可以接受的人有73%，認為不公平的人有27%，原先
的員工認為9美元是一個參考點，可是新進的員工並沒有這個參考點，所以比較可以接受。
康納曼和塞勒等人在另一篇文章更討論到「雙重權利原則」（principle of dual
entitlements） 2，認為交易者擁有延續過去交易條件，做為參考點的權利，而企業則擁有收益平
衡，做為參考點的權利。但企業不得為了增加利益，而擅自侵害作為交易對象參考點的價格、房
租、薪資等權利，那樣做會被視為不公平。也就是說，他們認為「公平」是以大眾認為當事人擁
有某種權利為基礎作為判斷。
另外，德國經濟學家古斯(Werner Güth)在1982年所進行的「最後通牒賽局」(the ultimatum
bargaining game)著名實驗，更是佐證了人的行為不單單只考慮現實物質利益，也會受到公平認
知的影響，即有「不公平厭惡」(inequality aversion)。例如：我將100元交給主秘，讓他與他人
分享，遊戲規則為若是對方接受就好，但如果對方不接受則我會收回100元。
對傳統的經濟學來說，不管多少，只要額外得到錢就應該要接受，但實驗證明，多數人認為
至少要一定比例以上才會接受，大概介於40%~45%之間。這顯然跟理論的預測大有落差，也就
是說人類天生有一種公平意識的概念，寧願犧牲自己的利益，來懲罰他人的不公平行為。

三、行為反托拉斯
（一）從供給面（廠商）到需求面（消費者）
傳統競爭法多關注「供給面」的因素，包含：廠商家數、市場結構、參進障礙等，但如以行為經濟
學的視角，會更加重視「需求面」因素，包含需求與供給之互動，以及消費者偏誤(consumer biases)
導致對廠商行為的約束或紀律(disciplining)角色弱化等。
同時，也對精明的消費者和容易被誤導的消費者有區分，進而對市場行為，特別是廠商的訂價行為
能有更深一層的觀察。
有趣的是，在傳統的經濟分析裡，資訊和選擇是愈多愈好，但行為經濟學會認為，有時候過多的資
訊和選項反而造成選擇複雜化和困難，讓廠商有利用空間。這些都對傳統的產業經濟學帶來新的分析視
角。
（二）市場界定
市場界定的目的，在於描述一個市場內各廠商之間的關係，特別是提高價格或降低品質的彼此約束
能力，乃至創新活動之影響。在純粹經濟理性模型的世界裡，產品之間的替代性高，所以一般而言市場
比較大些，但在現實世界由於存在消費者或廠商偏誤，處處可見僵硬性，所以真正的相關市場範圍比較
2

“Fairness as a Constraint on Proﬁt Seeking: Entitlements in the market＂, Daniel Kahneman, Jack L. Knetsch and Richard Thaler, AER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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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如果競爭分析忽略此點，將容易導致市場被界定得過大，超過實際狀況所需，進而低估案關事業的
市場占有率，有利於事業的優勢地位更加得以維持。
（三）優勢地位廠商濫用市場力
事實上，歐盟的競爭法機關早有應用行為經濟學的具體案例，包括2004年的微軟Media Player案，
以及2018年Google線上購物比價服務案，處分書中都提到預設（pre-installing）將造成使用者轉換不
易，因為存在「維持現狀偏誤」。
（四）其他競爭法實質議題
陸續有人開始使用行為經濟學的概念，譬如過度自信、錨定效應在分析事業結合（甚至聯合行為）
等問題，例如A. Tor等學者。除了剛提到的市場界定之外，也包括掠奪性定價和限制轉售價格（RPM）
等古老的競爭議題。
在新古典經濟學的世界裡，在競爭法的脈絡下尤指芝加哥學派，認為除非存在法規限制，否則只要
市場參進障礙（barriers to entry）不高，即使是擁有高市占率的廠商，也未必具有市場力，加上由於追
求「利潤極大化」的經濟理性，不太可能出現掠奪性訂價行為。
行為經濟學的看法則是，通常廠商僅具有「有限理性」，會以既有市占率做為參考點，一旦市占率
減少，廠商會偏向「風險追求」，包括以低價或其他冒險（gambit）訂價行為來確保市占。
另在RPM議題上，廠商（或其經理人）作為一個組織，可能也會因為種種判斷上的偏誤而過度使
用，諸如「錨定於錯誤的零售資訊」、「過度樂觀」等誤判。這些都和傳統的競爭分析有很大的不同。
另就廠商的法遵來說，「推力」有其應用空間。廠商是否遵守法律，考慮的因素除違反競爭法本身
的預期效益與成本之外，對於其他廠商是否遵守競爭法或符合規定之認知，往往也會對廠商的行為產生
影響。
（五）競爭法機關如何運用行為經濟學
M.Stucke有一篇文章極其精彩，歸納出行為經濟學可以對競爭法執法機關有哪四大貢獻3。
首先可填補、拉近理論與現實的差距；其次可藉以重新審視新古典經濟學下的假設是否合理，第三
為重新思考競爭政策的本質。最後，行為經濟學或有助於各國競爭法機關執法標準的聚攏與整合。
文中也提到，某些執法標準應該可以區分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以事業結合審查為例，主要的
競爭關切無非是結合之後的價格上漲壓力。在開發中國家，對人民的生活會產生較大且直接的影響，但
對已開發國家來說，由於基本生活比較無虞，因結合而來的物價上漲之衝擊理應較不明顯，因此對其他
非價格因素反而應給予更多考量。
（本文係講座109年12月24日於公平會發表之演講內容，經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研究所黃佑
婷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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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 competition agencies use behavioral economics?＂ Maurice Stucke, The Antitrust Bullet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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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影城合資新設事業，共同經營國產電影片
製作及發行
映演業者參與國片製作，有助於改善國內電影產業環境！

■撰文＝蔡惠琦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視察）

前言
國內4大影城業者，威秀影城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威秀影城)、派帝娜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秀泰影城)、國賓影城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賓影
城)及新光影城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影城)等，
透過合資新設事業並共同經營伯樂影業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伯樂公司）國產電影片製作、發行及
國片專案投資業務、直接或間接控制伯樂公司之
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合致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
1項第2、4、5款規定之結合型態。又參與結合
之一事業於我國相關產品市場之市占率逾四分之
一，達同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申報門檻，
又無同法第12條規定除外適用情形，故依法提出
結合申報。

競爭評估
本結合案對於電影片映演市場而言，參與結
合事業均經營電影片映演業務，但是，伯樂公司
主要從事國產電影片製作及發行業務，參與結合
事業並未於電影映演業務進行結合，因此電影片
映演市場結構未因本結合而改變。且以現今電影
票價資訊相當公開透明，消費者轉換交易對象容
易，參與結合事業無法輕易提高價格。又電影片
映演業者放映之影片、檔期、授權費用等授權條

就洽談授權條件進行一致性之行為。伯樂公司為
新進業者，所規劃製作及投資之電影片，占年度
國片產製部數及國內電影片發行市場整體比率均
甚低，且尚需面對國際電影片之強勢競爭，及需
仰賴越多下游電影片映演業者上映以爭取票房收
入，使其投入之資金得以回收，難認參與結合事
業有動機透過伯樂公司對其他映演業者為交易限
制，及有能力或誘因從事上游投入要素及下游銷
售通路之封鎖。至於電影片製作與發行市場方
面，雖有部分參與結合事業近年曾投資國內電影
片之製作或參與電影片發行，但因其實際製作之
電影片數量極少，尚無能力或誘因造成市場封鎖
效果。因此，本結合案對相關市場結構與競爭程
度尚無顯著影響。

結語
公平會認為本結合案藉由電影片映演業者參
與國片製作，可有效提升國片製作之規模、產量
與品質，協助國片取得映演通路，吸引其他投資
者參與，有助於改善國內電影產業困境，亦可增
進消費者福利，有利整體經濟利益，經綜合研判
認為本結合尚無顯著限制競爭疑慮，其整體經濟
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依公平交易法第13
條第1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

件決定因素眾多，各事業議約基礎並不一致，難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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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前後示意圖
䴷⏯∴⽳䤡ヶ⛽
（圖片來源：公平會依照事業結合申報書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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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點案例 ｜

「新品上市」能否成為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
由？
網際網路無遠弗屆，網路銷售逐步侵蝕實體通路市場，供應商為確保實體通路與虛擬通路共存，供應
商限制網路賣家售價，務必注意有無競爭考量的經濟上合理事由。

■撰文＝徐倬園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案例背景

「新品上市」有無正當性之審酌

S公司為我國知名寵物食品供應商，透過寵物

案經公平會調查，S公司承認針對14項主要寵

用品店、動物醫院等近千家實體通路及部分網路

物罐頭訂定最低售價，並於接獲其他通路業者反

店家將商品銷售予消費者，S公司於我國貓罐頭市

映網路賣家低於最低售價銷售時，會派員前往瞭

場占有率達19％。近年公平會接獲檢舉指稱，網

解並要求調整價格，經溝通後仍不配合者，即停

路賣家在網路銷售S公司貓罐頭低於所規定之最低

止供貨。S公司則稱時值新產品M寵物罐頭上市，

價格，經S公司與其溝通後仍未調整售價，因而遭

於新產品上市推廣期間限制最低售價旨在提升新

S公司停止供貨。

產品參進市場。但公平會調查發現，寵物食品為
一般性商品，與重視售前服務或現場說明之複雜

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原則違法」
事業限制下游業者轉售價格的結果將削弱同
一品牌內不同經銷通路或零售業者間的價格競
爭，但也可能是出於促進品牌間之競爭或其他有
關競爭考量的經濟上合理事由。因此，公平交易
法對於限制轉售價格採「原則違法，但有正當理
由不在禁止之列」的規範方式。事業限制下游業
者轉售價格是否具有正當理由，公平會乃就事業
所提事證，審酌下列因素認定之：1、鼓勵下游事
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2、防免搭便車之
效果。3、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進之效果。4、促
進品牌間之競爭。5、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
合理事由。

技術性商品有所不同。寵物食品為飼主長期持續
性採購商品，對於商品內容及如何使用等飼主均
有相當認知，飼主採購寵物食品無須通路業者提
供售前服務與店面服務，自然不會發生經銷商提
供售前服務與店面服務後，所開發的潛在客戶遭
其他未提供相關服務業者降價搶走之可能(即搭便
車)。另S公司生產、銷售寵物罐頭數十年，為我
國知名寵物食品供應商，當時M寵物罐頭已上市2
年，縱使為新商品上市，但S公司卻同時限制其他
13項既存商品之最低售價。因此，公平會認為S公
司所持理由並無正當性，構成違法的限制轉售價
格，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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ᚲނ१ࠔѱౢᎍࢬำ!

（圖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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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點案例 ｜

代理商發信給各大通路主張自身權益，不可
不慎！
代理商主張智慧財產權，發信前應熟知各相關規定。

■撰文＝黃嘉琪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視察）

案例背景
水貨商A已經在各大通路銷售掃地機器人，

一、Email表達授權代理的正當性，無違反公平
交易法規定

但發現部分通路商陸續接到代理商B以Email通

代理商B與原廠簽訂獨家代理合約後，為拓

知水貨商A的產品涉及侵權，而且沒有通過經濟

展行銷業務、尋求合作機會，因此透過Email向

部標準檢驗局BSMI驗證，並且水貨商A及通路

幾家通路商表達水貨商A銷售的掃地機器人涉及

商D又收到律師函，水貨商A認為權益受損，而

侵權、未通過BSMI驗證，經公平會調查，代理

向公平會檢舉。

商B意在向通路商表達已經取得原廠授權代理之
正當性，因此不是屬於侵害智慧財產權的發送警

事業主張智慧財產權權利的發函行為，

告函行為。

依循專利法或公平法的分野
公平交易法第45條訂有明文，依照著作權
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適

二、已踐行先行程序後再寄發警告函，並不會讓
對方無法防禦抗辯而失去交易機會。

用本法規定。從而智慧財產權人正當行使其權利

進一步檢視代理商B寄發Email給通路商C，

時，不適用於公平交易法之規定。但是為避免事

主張水貨商A銷售掃地機器人使用的網頁文案與

業不當發布競爭對手侵害其智慧財產權資訊而形

代理商B之著作財產權相似，卻未獲授權，違反

成不公平競爭情事，公平會訂有對於「事業發侵

著作權法相關規定，但經公平會調查發現，代理

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

商B早在發Email給通路商C之前，就已經發律師

則」，就事業所發侵害智慧財產權警告函行為是

函給水貨商A，信函中清楚明白記載水貨商A可

否構成違反不公平競爭行為進行規範，可供事業

能侵犯代理商B的著作權。因此，代理商B已經

於為發警告函相關行為時，據以作為判斷是否適

踐行前揭處理原則之先行程序，並無導致水貨商

法之參考。

A無法防禦抗辯而喪失交易機會，所以難認有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代理商B透過Email給各大通路商表達授
權代理的正當性、發律師函給水貨商A及
通路商D

三、依著作權法對通路商請求排除侵害，屬依照
著作權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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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商B另外寄發律師函發給通路商D，表

結語

示該通路商D在網路上銷售的掃地機器人使用的

智慧財產權人雖然有權行使權利，以排除智

文案並沒有獲得授權，經公平會調查，信函意旨

慧財產權受到的侵害，但權利行使不可以濫用，

在表達通路商D所使用之文宣侵害著作權，而請

如果權利人想利用發函通知交易相對人或通路

求排除侵害，屬於依照著作權法行使權利之正當

商，發函前熟知相關程序及規定是必要的，以免

行為。

權利的主張越界而觸及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

（圖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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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世達攜手聚碩搶進智慧應用商機！
佳世達與聚碩在硬體製造與智能服務結合案，公平會決定不禁止結合。

■撰文＝廖祥凱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科員）

前言

競爭評估

佳 世 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佳世達公

佳世達公司為完善資訊及營運技術布局，朝

司）於民國108年8月15日已取得聚碩科技股份有

全方位軟硬體服務系統整合供應商方向發展，以

限公司(下稱聚碩公司)35.04%股份，本結合佳世

提升自家集團對客戶之附加價值，佳世達公司與

達公司將再取得聚碩公司至多20.2％股份，預計

其子公司明泰公司就相關產品之外銷比例甚高，

總持股將達55.24％，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

聚碩公司為資通訊產品之經銷代理商，以內銷為

項第2款及第5款等規定。另參與結合事業上一會

主，其等各自專注於相異之消費需求，主要產品

計年度，超過主管機關所公告金額，符合同法第

與服務各有不同之功能、應用與客群，尚無從進

11條第1項第3款之申報門檻，且無同法第12條之

行搭售或綑綁行為。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仍會專

除外適用情形，應向公平會申報事業結合。

注於各自之本業產品中，並不會有跨業經營之情
形；又參與結合事業並無原有結合以外之跨業經

相關市場
佳世達公司為液晶顯示器、投影機等終端電

營或整合計畫，故應可認參與結合事業不存在潛
在競爭可能性。

子產品之設計與代工製造商，其子公司明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明泰公司）為網通設備代工

結語

製造商，其等主要產品均以外銷為主；聚碩公司

本結合之參與結合事業於各自產品與服務並

為資通訊產品通路代理商，並未從事製造生產，

無重疊，不致改變原有市場結構或競爭狀態，且

且以內銷為主；明泰公司與聚碩公司之業務雖與

參與結合事業於相關市場市占率變化極小，未見

資網通產品相關，但聚碩公司係經銷代理銷售國

其他具有顯著限制競爭不利益之疑慮，得認其結

外資網通原廠提供之品牌產品，而明泰公司則為

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爰依

國外資網通原廠之品牌產品代工製造商之一，兩

公平交易法第13條第1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

者之營業模式並無直接關聯。因此本案參與結合
事業所屬產業、業務經營方式完全不同，並無垂
直或水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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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公平會依照事業結合申報書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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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點案例 ｜

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印製發行「佛像」或
「福」字之美鈔，您相信嗎?
遇有重大慶典、重要節日或發生其他具有特殊紀念意義事蹟時，各國常會適時發行金銀幣或紀念性鈔
券，這些紀念性幣券往往廣受收藏大眾喜愛，業者刊載銷售紀念性鈔券之廣告前，應事先查證相關資料之
真偽，避免誤觸廣告不實之法網。

■撰文＝曾惠怡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專員）

來自中國B公司，且A公司未曾向具公信力相關

案例背景
A公司於聯合報以「《世界第一佛鈔》32連

單位查證該佛鈔是否為美國聯邦儲備銀行所製作

體賀歲祈福發行」為標題刊登廣告，宣稱該佛鈔

發行，並對「美國錢幣總公司真品證書」等6份

是由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為釋迦摩尼真身舍利中國

資料之真偽進行驗證。依據上述法務部調查局之

巡展而特別發行的美元連體鈔，惟經法務部調查

專業意見，該佛鈔廣告宣稱為美國聯邦儲備銀行

局臺中市調查處表示，該局國際事務處向美國秘

製作發行之情形，核與事實未合，有足以引起交

勤局(USSS)駐香港分處查證，美國聯邦儲備銀

易相對人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已違反公平

行並無印製該等類似佛像或「福」字之美鈔。

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商品提供者就廣告宣稱應向具公信力單
位查證據以作為佐證資料

結語
公平會呼籲，消費者於商品交易前應查明商

公平會調查發現，A公司佛鈔廣告內容及所
提出「美國錢幣總公司真品證書」等6份資料皆

品之來源、業者提出商品之證明文件真偽，確認
購買商品之真實性，以保障自身權益。

!
!
!
!

（圖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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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憨啊！加大室內空間將陽臺外推，當心違
法！
房子買了就是你的，陽臺空間想要怎麼規劃就怎麼規劃，但想把陽臺規劃為室內空間使用真的可以
嗎？別傻了，小心落入偷雞不著蝕把米的窘況。

■撰文＝戴玉宜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注意！廣告平面圖中虛線所表示的意思

可能因違反建築法相關規定仍有遭罰鍰及強制拆

SU建設公司為銷售F建案，在廣告之「傢俱

除之風險，公平會認為SU建設公司之廣告已屬

配置參考圖」將陽臺空間以虛線標示，並規劃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室內空間之一部分使用，整體廣告給消費者的印

21條第1項規定。

象是陽臺部分屬臥室空間且可合法使用，但經比
對F建案所在縣市政府核定竣工圖後，廣告內容
所載臥室實際上有一部分為陽臺。

購屋前可先上網查詢建照使照
公平會提醒，消費者常透過廣告圖說及文字
內容來判斷購屋後的用途使用，因此許多建商為

陽臺規劃為室內空間，毋通啦！

達銷售之目的，而於廣告圖示將陽台規劃為室內

據地方政府之專業意見表示，傢俱配置參考

空間，營造出寬敞的居家空間，故購買前可先

圖中虛線標示的空間為陽臺，如果日後要變更為

至內政部營建署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入口網

臥室使用，應依建築法規定向該府申請變更使用

(https://cpabm.cpami.gov.tw/twmap.jsp)，查

執照許可，如果無法變更者應恢復原核准用途使

詢建案之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並請建商提供施

用。因此，如果消費者誤認廣告內容中陽臺部分

工圖及竣工圖，比對建商所提供廣告圖說是否相

可合法供臥室使用，進而購買該建案房屋，日後

符，以保障購買到合法使用空間。

（圖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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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強化反壟斷監管法規，重拳揮向平臺經
濟
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於2021年4月10日公告，針對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濫用市場優
勢地位處以182.28億人民幣天價罰鍰，該集團旋即於當日回應：誠懇接受，堅決服從。

■撰文＝陳淑芳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視察）

背景說明

善保護用戶隱私處以50億美元罰鍰 ７ ；美國司法

近年自歐盟執委會於2017年5月發布「電

部與11個州於2020年10月共同就Google透過反

子商務產業調查報告」（Final Report on the

競爭及排他等行為，違法維持其在美國搜尋服務

E-commerce Sector Inquiry） １ 以來，除陸續

（Search）與搜尋廣告（Search Advertising）

就Google Search (Shopping) ２ （購物比價服

市 場 獨 占 地 位 之 行 為 提 起 訴 訟 ８。 除 行 政 機 關

務）、Google Android ３ （行動作業系統）與

外，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為調查數位市場競

Google Search (AdSense) ４（線上廣告服務）

爭情形，也在2019年9月向Google、Apple、

等案累計共祭出超過82億歐元罰鍰外，2020

Facebook、Amazon等美國四大科技巨擘提出

年11月針對Amazon涉嫌不當地大量近用平臺

資訊請求 ９ ，其間於2020年7月舉辦眾所矚目的

第三方賣家非公開資訊之行為發出異議聲明書

世紀聽證會後，已於同年10月發布「數位市場競

（Statement of Objections），並就Amazon採

爭調查報告」（Investigation of Competition in

用「黃金購物車」（Buy Box）與Prime label標

Digital Markets），該委員會於是項報告及相關

準，是否造成賣家間不公平競爭疑慮展開第二階

聲明中指出，在其超過長達16個月調查後，認為

段調查 ５。此外，歐盟執委會已於本（2021）年

前開四大科技巨頭握有強大市場力量，並具有濫

4月30日宣布針對蘋果公司App Store分銷音樂串

用其市場優勢地位之嫌，美國國會以及競爭法執

流應用程式的運作規則具有濫用市場優勢地位之

法機關應負起恢復市場競爭、促進創新並保護民

嫌而發出異議聲明書６。

主之責10。

除了歐盟針對電子商務產業大力進行競爭法

另一方面，中國「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

查處，美國也是動作頻頻。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

於2021年2月7日發布「關於平臺經濟領域的反

（USFTC）於2019年7月針對Facebook未能妥

壟 斷 指 南 」 11 後 ， 「 國 家 市 場 監 督 管 理 總 局 」

1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sector_inquiry_ﬁnal_report_en.pdf.
2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516198535804&uri=CELEX:52018XC0112(01).

3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LL/?uri=CELEX:52019XC1128(02).

4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516198535804&uri=CELEX:52020AT40411(03).

5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2077.

6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1_2061.

7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blogs/business-blog/2019/07/ftcs-5-billion-facebook-settlement-record-breaking-history.

8

https://www.justice.gov/opa/pr/justice-department-sues-monopolist-google-violating-antitrust-laws.

9

https://judiciary.house.gov/news/documentsingle.aspx?DocumentID=2209.

10
11

https://judiciary.house.gov/news/documentsingle.aspx?DocumentID=3429.
http://www.gov.cn/xinwen/2021-02/07/content_55857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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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R）於同年4月10日公告，針對阿里巴巴

該平臺指南共計6章24條，包括：總則、壟

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下稱阿里巴巴集團）濫用市

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經營者集中（結

場優勢地位處以182.28億人民幣罰鍰（折合新臺

合）、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以及附則等

幣約800億元），主要原因是阿里巴巴集團對平

內容17，各章規範重點如下：

臺內經營者提出「二選一」要求，亦即禁止平臺
內經營者在其他競爭性平臺開店或參加促銷活動
等限制競爭行為 12 。據悉，阿里巴巴集團於裁罰
當日即發布公告稱：今天，我們收到「市場監督
管理總局行政處罰決定書」，對此處罰，我們誠
懇接受，堅決服從。我們將強化依法經營，進一
步加強合規（遵法）體系建設，立足創新發展，
13

更好履行社會責任 。此前，阿里巴巴投資有限
公司收購銀泰商業集團有限公司股權、閱文集團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子公司）收購新麗傳媒控股
有限公司股權、豐巢網絡技術有限公司（順豐控

1. 第一章「總則」：除區分平臺、平臺經營者、
平臺內經營者、平臺經濟領域內經營者等概念
外，明定依平臺經濟特性，針對相關產品市場
界定採基本的需求替代分析、供給替代分析方
法，並根據平臺單邊或多邊產品進行界定，或
考量各相關產品市場間的相互關係和影響，根
據該平臺整體界定相關產品市場；另外，相關
地理市場界定同樣採用需求替代與供給替代分
析方法。最後，由於不同類型的壟斷案件對於
相關市場界定的實際需求亦不相同，故仍需依
個案情形進行分析。

股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收購中郵智遞科技有限
公司股權等3起未依法申報，各被處以50萬人民

2. 第二章「壟斷協議」：平臺經濟之壟斷協議係

幣罰鍰 14 ；另外，京東、天貓（阿里巴巴集團子

指經營者排除、限制競爭的協議、決定或者

公司）、唯品會等平臺因不正當價格行為案分別

其他聯合行為，而協議、決定可以是書面、口

被處以50萬元人民幣罰鍰15。

頭或其他實質上具有協調一致的行為。該平臺
指南對於平臺經濟領域經營者間達成之橫向壟

中國「關於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

斷協議（水平聯合行為）、縱向壟斷協議（垂

南」

直聯合行為）、軸輻協議（指水平競爭事業

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為了預防和
制止平臺經濟領域壟斷行為，保護市場公平競
爭，促進平臺經濟規範有序創新健康發展，維護
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平利益，根據「中華人民共
和國反壟斷法」等法規制定「關於平臺經濟領域

間，藉由垂直關聯形成合意，進而組成聯合行
為），以及其聯合行為的認定方式、執法考量
因素等作出具體規定。此外，並鼓勵前開壟斷
協議參與者向「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申請
適用寬恕政策，並說明是項政策適用之標準與
程序等規範。

的反壟斷指南」（下稱「平臺指南」），於去
（2020）年11月10日公開徵求意見 16後，遂於本
年2月7日發布施行。
12 http://www.samr.gov.cn/xw/zj/202104/t20210410_327702.html.
13

https://www.chinanews.com/cj/2021/04-10/9451743.shtml.

14

http://www.samr.gov.cn/xw/zj/202012/t20201214_324335.html.

15

http://www.samr.gov.cn/xw/zj/202012/t20201230_324826.html.

16 http://www.gov.cn/xinwen/2020-11/11/content_5560405.htm.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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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kml.samr.gov.cn/nsjg/ﬂdj/202102/t20210207_3259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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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市場，分析經營者在相關市場是否具有支

指出可能構成濫用行政力排除、限制競爭之行

配地位，再根據個案情況分析是否構成濫用市

為以外，並明確說明當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

場支配地位行為。而為認定或推定經營者是否

排除、限制平臺經濟領域市場競爭時，「國家

具有市場優勢地位時，則可考量市場占有率與

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將依法調查並且提出處理

市場競爭狀況、控制市場的能力、財力和技術

建議。此外，該平臺指南並要求行政機關於制

條件、競爭者對其在交易上的依賴程度、市場

定涉及平臺經濟領域市場主體經濟活動之相關

進入障礙等因素。另針對具市場支配地位的平

規定以及政策措施時，應依陸方相關法規進行

臺經濟領域經營者的不公平價格行為、低於成

公平競爭審查。

本銷售、拒絕交易、限定交易、搭售或者附加
不合理交易條件、差別待遇等亦訂有相關考量
因素及豁免的正當理由。

結語
從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對阿里巴

4. 第四章「經營者集中」（結合）：在結合申報

巴集團的行政指導書 19 中要求該集團應建立健全

門檻方面區分不同類型的平臺經營者營業額

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長效機制，包括全面規範自

的計算方式，並明確指出涉及協議控制架構 18

身競爭行為、嚴格落實平臺企業主體責任、完善

之結合案件屬於陸方反壟斷的審查範圍。而當

企業內部合規控制制度、保護平臺內經營者和消

需要評估平臺經濟領域經營者間結合對市場競

費者合法權益、積極維護公平競爭促進創新發展

爭的影響時，則考慮計算經營者在相關市場的

等，並需連續3年向「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

市場占有率、對市場的控制力、相關市場的集

提交自查合規報告等種種措施，對於中國未來針

中度，以及渠等對市場進入、技術進步、消費

對平臺經濟的監管方向或可窺得一二。再者，除

者等面向的影響。同時，對於不禁止之結合案

歐盟與美國外，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澳

件，亦可附加相關限制條件，例如拆分資產等

洲、韓國等全球主要競爭法主管機關近來屢屢對

結構面矯正措施，開放網路、數據或平臺等關

數位市場之強力干預與執法，未來是否進一步修

鍵設施之行為面矯正措施，或是同時納入結構

法或提出新興執法工具以因應一波波席捲而來的

面與行為面之綜合性矯正措施等。

數位浪潮，相關後續發展仍有待持續觀察。

5. 第五章「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除

18

即可變利益實體結構（Variable Interest Entity, VIE），目前被普遍認為是一種用於規避國內外商投資產業限制以及境內企業境外上市限制的企業架構，其實質是
境外實體以協議代替傳統的直接持股方式，以實現對境內實體的控制。詳見http://lawdata.com.tw/tw/detail.aspx?no=204525.

19 同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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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結合評估處理原則修正簡介
為有效因應數位經濟日趨複雜的商業模式，英國競爭與市場管理局於本（2021）年3月18日發布修正
之結合評估處理原則，針對數位市場特性提出當局審查的重點。

■撰文＝吳明賢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員）

CMA認為在評估事業結合是否具有實質減損

前言
自2010年競爭與市場管理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CMA）發布結合評估
處理原則（Merger Assessment Guidelines）
以來，市場迅速發展與變化，為有效因應數位
經濟複雜的競爭型態，歷經2020年11月公開諮
詢，在英國脫歐過渡期結束之前，於本（2021）
年3月18日發布最新修正之結合評估處理原則
1

。此結合評估處理原則採納Furman顧問公司

競爭效果時，對於實質性的認定具有多種意涵，
即使市場（或相關區隔市場）的規模或價值很
小，亦可能導致實質上的競爭減損，將取決於個
別案件的事實。CMA在判斷結合個案是否實質減
損競爭，對於市場的相關條件皆納入考量，例如
市場是否因法律規範導致競爭的限制、市場對於
消費者而言是否重要。
二、競爭的緊密性（closeness of competition）

「解鎖數位競爭：數位競爭專家小組報告」
（Unlocking digital competition, Report of the
Digital Competition Expert Panel） 2，及Lear
顧問公司「數位市場結合管制決定事後評估報
告」（Ex-post Assessment of Merger Control
Decisions in Digital Markets）相關建議3，並融
入過去十年累積的判例及實務經驗，將有助於執
法效益，降低削弱競爭或損害創新的情形，亦可
使企業於結合前更清楚了解是否可能引起限制競
爭疑慮。

競爭的緊密性為一種相對的概念，即使參與
結合事業的商品間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性，若競
爭對手的商品差異性更大或競爭者很少，則事
業雙方仍屬緊密的競爭對手，亦即兩者商品間具
有較高的可替代性，此時參與結合事業存在更強
的誘因提高價格，引起反競爭疑慮的單方效果。
CMA從諸多調查的案例發現，在市場僅有少數幾
家事業從事競爭的情況下，則任何兩家事業通常
為緊密的競爭者，除非能提供具說服力的證據證
明參與結合事業並非緊密的競爭者，方能緩解高
度集中市場所導致限制競爭疑慮。CMA用來評估

結合評估處理原則修正重點
有關本次修正的重點概念，簡要說明如下：
一、實質減損競爭（substantial lessening of

競爭緊密性的證據類型因個案而異，可能的來源
如下：
(一)商品特性或預期用途：評估商品是否具可替

competition）

代性。

1 詳參網址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merger-assessment-guidelines。
2

詳參網址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unlocking-digital-competition-report-of-the-digital-competition-expert-panel。

3詳參網址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assessment-of-merger-control-decisions-in-digital-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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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費者或競爭對手之意見。

略因應，CMA則就平臺每一端進行評估。

(三)事業內部文件：瞭解事業所擬定監控或響應

(三)網路效應：若間接網路效應單向具有足夠的

的競爭對手、從事競爭的市場範圍，以及對

影響力，CMA則就平臺每一端進行評估。若

競爭重要性的看法。

間接網路效應雙向具有足夠的影響力，CMA

(四)消費者移轉之數據。
(五)過去的競爭性互動，例如招標的報價、對彼
此創新的反應。
(六)以往可資比較的結合案或先前進入或退出之
後，對競爭產生之影響結果亦可能提供相關

則就平臺整體進行評估。
四、潛在與動態競爭
CMA對於事業結合的競爭評估，除對市場現
存的競爭者進行分析外，並衡酌結合對潛在競爭
者之影響，考量是否造成未來競爭或動態競爭的
減損。

的證據。
(一)未來競爭
三、雙邊平臺
在評估涉及潛在進入者之結合是否導致參與
數位平臺具有雙邊（或多邊）市場的特性，
同時提供產品或服務予兩群不同之使用者，主要

結合事業之間未來競爭的減損，CMA考量以下方
面的證據：

功能在於連結兩個截然不同但相關的客戶群以創
造價值。平臺的存在有助降低市場兩端客戶群的
協調與交易成本，促進彼此交流互動，例如網購
商品之消費者與供貨商透過平臺來完成彼此的交

1. 若在沒有結合的情況下，參與結合的其中
一事業是否進入另一事業之市場或已進入
市場，該事業是否擴大規模。

易。雙邊平臺存在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

2.在潛在進入者等限制因素下，結合帶來的

之特徵，即平臺一端客戶對商品的價值取決於同

未來競爭之減損是否導致實質減損競爭。

一端的用戶數量（直接網路效應）或另一端的用
戶數量（間接網路效應）。在評估雙邊平臺事業
結合的競爭效果時，對於需分別就平臺每一端或
以平臺之間的整體競爭進行分析，CMA將考量下
列的判斷：
(一)競爭方式：若競爭主要涉及平臺業者營運的
改善（例如向用戶收取之費用或提供服務之
品質），CMA則就平臺每一端進行評估。若
競爭側重於有益平臺整體效率的技術改進，
CMA則就平臺整體進行評估。

舉例而言，被併購事業若為新創事業
（start-ups或 nascent firms），收購事業
可透過控制新創事業產品避免其發展為競
爭產品，甚而終止新創事業產品的開發，
消除潛在的競爭威脅。另一方面，若事業
透過收購新創事業以促使更快擴張到相鄰
市場，由於創新的成本高昂，可能因此導
致收購事業放棄在新創事業產品區域嘗試
創新，從而消除未來競爭的前景。
(二)動態競爭

(二)競爭條件：若平臺兩端的競爭條件不同，平

市場既有競爭者與正努力進入的潛在進入者

臺業者可能對於兩端用戶採取個別的商業策

（即動態競爭者）彼此對研究創新的持續投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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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競爭重要的一環，一方面現存事業投資研究

具有促進環境永續發展之性質，為回應環境保護

創新，以防止動態競爭者減損商品未來的銷售；

的綠色議題，CMA於結合評估過程亦將商品的

另一方面動態競爭者投入創新研究，以進入市場

可持續性納入考量。在評估結合效率或補救措施

獲取未來的銷售，動態競爭將有助於市場開發新

時，諸如減少碳排放量之低碳經濟，可視為增進

產品或改進現有產品、引入更具效率或破壞性的

消費者相關利益，以減輕結合產生的實質減損競

商業模式。CMA認為數位科技及製藥市場中，研

爭效果。

發創新為競爭的關鍵因素，且具有極大的成本或
風險，市場的動態競爭更顯重要。雖然投資創新

七、取消門檻值及經驗法則

的結果存在不確定性，事業動態競爭的過程仍可

修正後的結合評估處理原則不再包含先前關於

增加創新產品或服務的可能性，因而在當前具有

參與結合事業市場占有率之門檻值或經驗法則（例

經濟價值。對於涉及現存事業與動態競爭者之結

如，參與結合事業之市場占有率少於40％時，通

合，CMA將評估是否導致動態競爭減損。

常不會引起關注；市場競爭對手數量從5家減少至

五、非價格之競爭
CMA強調數位時代下，創新、消費者體驗等

4家，通常不會引起關注），且在市場界定上，改
採質性的敘述方式，而非詳盡介紹量化方法，以保
留在關鍵問題上的靈活性及自由裁量權。

非價格之競爭為其關注的重點。以數位平臺用戶
無需支付費用的商業模式為例，平臺業者主要以
非價格的方式進行競爭，非價格競爭涉及的範圍

英國修正後的結合評估處理原則於2021年3

相當廣泛，包括數位服務提供的隱私級別、不投

月18日發布生效，適用於此後所有結合案件（包

放廣告下享受內容的能力、用戶查詢的速度和響

括發布日後正式展開第1階段結合調查，以及正

應速度等面向。在評估結合是否造成實質減損競

式進入第2階段結合調查之案件）。該處理原則

爭時，需考量創新及其他非價格層面之影響。

針對數位市場特性提出當局結合審查的重點，對

六、商品的可持續性
所謂商品的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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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於數位市場的事業結合，在評估是否造成實質減
損競爭時，亦需關注未來的競爭潛力，並考量創
新及其他非價格層面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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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案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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忼夷㧉䴻㾇ᷳ⇑䙲炻Ữ䁢性ḳ㤕夷㧉㒜⣏⼴炻⎗傥⮶农ⶪ⟜忶㕤普ᷕˣ⥐䣁䪞䇕㓰㝄炻
忼夷㧉䴻㾇ᷳ⇑䙲炻Ữ䁢性ḳ㤕夷㧉㒜⣏⼴炻⎗傥⮶农ⶪ⟜忶㕤普ᷕˣ⥐䣁䪞䇕㓰㝄炻
利益，但為避免事業規模擴大後，可能導致市場過於集中、妨礙競爭效果，公平交易法規定，事業達到
℔⸛Ṍ㖻㱽夷⭂炻ḳ㤕忼⇘ᶨ⭂夷㧉ᷳ䳸⎰炻⽭枰ḳ⇵⎹℔⸛㚫䓛⟙䳸⎰炻Ữ⚈ㅱㆹ⚳䴻
℔⸛Ṍ㖻㱽夷⭂炻ḳ㤕忼⇘ᶨ⭂夷㧉ᷳ䳸⎰炻⽭枰ḳ⇵⎹℔⸛㚫䓛⟙䳸⎰炻Ữ⚈ㅱㆹ⚳䴻
℔⸛Ṍ㖻㱽夷⭂炻ḳ㤕忼⇘ᶨ⭂夷㧉ᷳ䳸⎰炻⽭枰ḳ⇵⎹℔⸛㚫䓛⟙䳸⎰炻Ữ⚈ㅱㆹ⚳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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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於民國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其中結合定義、範圍、申報內容、審理期間等規定亦作相當幅度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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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公平會統計，本（110）年1-3月申報結合案14件，經處理結案18件，依處理結果觀察，不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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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8件、停止審議10件；自106年至本年3月底止，經處理結案251件，依處理結果觀察，不禁止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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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件（占42.2%）、禁止結合2件（占0.8%）、停止審議143件（占57.0%，主要以未達申報標準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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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結合案件統計

申報或域外結合且不影響我國市場者127件最多，約占8成9）。

߄߄2!2!่ӝਢҹी!
่ӝਢҹी!
߄ 2! ่ӝਢҹी!

ԃձ
ԃձ
ԃձ
ᕴी
ᕴी
ᕴी
(106
ԃ-110
ԃԃ
33
(106
ԃ-110
(106 ԃ-110
Д)
Д) ԃ 3
Д)
106
ԃԃ
106
106 ԃ
107
ԃԃ
107
107 ԃ
108
ԃԃ
108
108 ԃ
109
ԃԃ
109
109 ԃ
110
ԃԃ
1-3
ДД
110
1-3
110 ԃ 1-3 Д
ġ ġ
ġ

ҙፎҹኧ
ҙፎҹኧ
ҙፎҹኧ

ൂՏǺҹ!
ൂՏǺҹ!
ൂՏǺҹ!

ς่ਢ
ς่ਢ
ς่ਢ
ᕴ!
ᕴ!ीी
ᕴ! ी

όЗ่ӝ
όЗ่ӝ
όЗ่ӝ

З่ӝ
З่ӝ
З่ӝ

ଶЗቩ
ଶЗቩ
ଶЗቩ

255
255
255

251
251
251

106
106
106

22
2

143
143
143

4343
43
6969
69
6464
64
6565
65
1414
14

4444
44
6767
67
6060
60
6262
62
1818
18

1111
11
2626
26
2626
26
3535
35
88
8

- 11
1
11
1
- - -

3333
33
4040
40
3333
33
2727
27
1010
10

!ٳ
!ٳਢਢ
 !ٳਢ
- -

-

冒冒Ĳıķ
Ĳıķ⸜军㛔⸜
⸜军㛔⸜Ĵ Ĵ㚰⸽㬊䴻䓙℔⸛㚫⮑嬘ᶵ䤩㬊䳸⎰妰
㚰⸽㬊䴻䓙℔⸛㚫⮑嬘ᶵ䤩㬊䳸⎰妰Ĳıķ
Ĳıķẞ炻㊱䳸⎰✳ン↮㜸炷䳸⎰
ẞ炻㊱䳸⎰✳ン↮㜸炷䳸⎰

自106年至本年3月底止經由公平會審議不禁止結合計106件，按結合型態分析（結合型態適用2種
冒 Ĳıķ ⸜军㛔⸜ Ĵ 㚰⸽㬊䴻䓙℔⸛㚫⮑嬘ᶵ䤩㬊䳸⎰妰 Ĳıķ ẞ炻㊱䳸⎰✳ン↮㜸炷䳸⎰

✳ン怑䓐
✳ン怑䓐ĳ ĳ䧖ẍᶲ㍉慵墯妰䬿炸炻ẍ㊩㚱ㆾ⍾⼿Ṿḳ㤕偉ấㆾ↢屯ᷳ埴䁢炷℔⸛Ṍ㖻㱽䫔
䧖ẍᶲ㍉慵墯妰䬿炸炻ẍ㊩㚱ㆾ⍾⼿Ṿḳ㤕偉ấㆾ↢屯ᷳ埴䁢炷℔⸛Ṍ㖻㱽䫔ĲıĲ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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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FTC NEWSLETTER
｜ 會務活動 ｜

民國110年3、4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

3月15日舉辦「如何提升結合審查之透明性與有效性」座談會。

■

3月15日舉辦「研商多層次傳銷管理制度」會議。

■

4月23日於新竹縣舉辦「110年度公平交易委員會專題講座：公平交易法實務案例研析」。

■

4月27日邀請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邱映曦資深研究協理專題演講「大數據環境下之資料政策與競
爭法制—從歐洲發展趨勢談起」。

1

2

1.公平會於新竹縣舉辦「110年度公平交易委員會專題講座：公平交易法實務案例研析」。
2.公平會邀請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邱映曦資深研究協理專題演講「大數據環境下之資料政策與競爭法制—從歐洲發
展趨勢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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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交流 ｜

民國110年3、4月份國際交流活動一覽

■

3月2日參加ICN機關成效工作小組「競爭法主管機關如何數位化及創新」視訊會議。

■

3月15日參加ICN運作架構工作小組視訊會議。

■

3月23日參加ICN單方行為工作小組「數位市場之進入障礙」視訊會議。

■

3月30日參加ICN結合工作小組「機關首長研討會─結合矯正措施」視訊會議。

■

4月6日參加「OECD關於競爭執法之透明度與程序公平建議書草案」視訊研討會。

■

4月12日參加ICN運作架構工作小組「ICN運作架構修正草案」視訊會議。

■

4月14日參加ICN執委會「辨別角色及解決緊張關係：競爭、消費者保護及隱私權間之交錯」視訊
會議。

30

█

公平會為「APEC 競爭政策資料庫」之主事單位，該資料庫建置有APEC 21個會員體的12
項競爭政策及競爭法相關資料，歡迎上網查詢(網址：http://www.apeccp.org.tw/)。

█

為因應防疫進入第三級警戒，本會競爭中心自110年5月16日起暫停對外提供服務。未來
將視疫情發展，做滾動式調整，請注意本會網頁更新訊息。

█

公平會「電子報」設有「專題報導」、「焦點案例」、「活動＆最新消息」及「學術
論著」等單元，e化內容清晰易懂，歡迎上網訂閱，公平會網址：www.f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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