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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競爭法分析中的系統思維（systems
thinking）：以「戴姆勒/帝寶案」及
「九家民營電廠拒絕協商調整電價案」
為例(下)

競爭法分析中的系統思維（systems thinking）：
以「戴姆勒/帝寶案」及「九家民營電廠拒絕協商調整
電價案」為例（下）
■演講人：陳志民副主任委員1
（公平交易委員會）

焦點案例
統一超商跨足經營餐飲外送平臺，注
入競爭新活力
國內首宗電信事業頻率共用案－
「遠傳」與「亞太」合作

（六）「資訊不對等」作為個別市場競爭理論基礎之問題

您真的中獎了嗎？淨水器公司違法
行銷又一樁！

幾個角度來進行競爭法的分析:

至於「資訊不對等」影響主、後市場連動的問題，可從以下

1.「資訊不對等」是「現象」，未必是公平交易法（下稱公

臺泥調整集團經營策略，出售石化
子公司創造三贏

平法）下所必定要處理的「問題」

親愛的，房子空間變「大」了！真
的「眼見」為憑嗎？

題。我們處在一個「資訊不對等」的世界，現實生活中，

假瑞士品牌，真臺製床墊

我們的所作所為都是在程度不一的「資訊不對等」環境中

這是本案帝寶所提主張中第一個可被檢視的學理議

國際動態

完成的，如果每個交易都是要在資訊完全充分對等的情形

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數位廣
告服務調查最終報告」

下才會完成，那理論上要讀完醫學院或具有充分的醫學知

技術開發卡特爾—歐盟處分案例簡
介

丁點的資訊落差，處於資訊弱勢之一方即可依「資訊不對

識後才會到醫院治療感冒；如果交易雙方之間只要存在一

等」對具資訊優勢之相對人主張法律救濟，則可以想見醫

焦點人物

生看診的壓力會有多大！當然選擇醫生為職業的意願也會

公平會副主委－陳志民

大幅降低。現實世界的交易，大多是在「概略」(roughcut)而非「完美」(perfect)的資訊基礎上進行。從經濟分

公平交易統計

析的角度來說，由於取得資訊需要付出時間與成本，人們

不實廣告案件統計

在追求資訊的過程中，仍受制於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的
最適法則，也即消費者是否願意付出時間取得額外多一單

會務活動

位的資訊，取決於其因此增加的收益是否大於所需另外承

民國110年9、10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1

國際交流
民國110年9、10月份國際交流一覽

公平交易委員會陳副主任委員志民於民國109年11月24日於公平會發表演講時，為中原大學財經法
律學系專任教授暨法學院院長，原講題為「競爭法分析中的系統思維（systems thinking）
從「戴姆勒/帝寶案」（智慧財產法院106年民專訴字第34號民事判決）談起」。演講內容為陳副主
委個人見解，不代表公平會對相關議題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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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的成本，如果後者高於前者，則停止搜
尋取得資訊，對行為人而言是經濟上的最
適決定，即使資訊仍不充分，但這是「理
性的無知」(rationally ignorant)！

2.聚焦主市場競爭對解決「資訊不對等」現
象所具有之功能
「資訊不對等」之所以是一個「現
象」，未必是一個會排除主、後市場連動

不過，如果真的「資訊愈多愈好」，

的公平法「問題」，是因為市場本身就存

那何以會有資訊取得成本低於利益的可

在著可以減緩及解決「資訊不對等」衝擊

能？ 第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所搜尋的資訊

的機制。舉例言之，透過「囗耳相傳」所

就協助我們評估交易利弊而言，與已有的

建立起來的品牌形象、消費者的信任及商

資訊具高度的同質性，而出現了資訊「邊

譽，也可以在一夕間因廠商試圖濫用資訊

際效用遞減」的現象。第二種更有意思

優勢遂行不當競爭行為而毀於一旦。網路

的解釋是，同一類的搜尋資訊，對於不

訊息傳遞的快速性，明顯提高了這類「聲

同的搜尋者評估交易決定的「相關性」

譽效果」（reputation effect）對濫用廠

(relevance)是不等價的。例如，確認新

商的制裁強度，否則不會有那麼多認真看

款行動電話的相機畫素是否真如廣告所稱

待長期經營的店家，會那麼在乎網路的

已提高50%這件事，對於單純只是因為行

負評，而必須立即對外說明澄清。這類

動電話是由偶像所代言而購買者，和出於

自律效果強弱與「主市場」的競爭成正

提升自己部落格畫質考慮而購買的部落客

向關係 2 。

而言，在假設搜尋成本相同的前提下，二
者的搜尋必要性及邊際利益顯不相同。同
理，基於彰顯身份地位而購車，和因長期
營業需要而購車，二者對於「維修頻率或
零件成本」資訊的需求與搜尋意願(利益)
也必然會有顯著的差異。若把普遍存在的
「資訊不對等」現象當作是市場的「現實

另一項需要被澄清的迷思，乃蒐集資
訊以解決「資訊不對等」問題的成本，都
只會由資訊弱勢之一方來承擔，而享有資
訊優勢者，必然只想要濫用該優勢來剝奪
交易相對人，全無提供進一步資訊的誘
因。現實是，當耐久財的「主市場」愈

性」(reality)，則帝寶公司的主張，是把交

競爭，「後市場」對維修零件成本訊息的

易的「現實性」與「相關性」混為一談，

需求，就愈有可能在主市場中激發出「資

並將所有資訊影響不同類型車主交易決定

訊競爭」，以拉平交易相對人間的資訊落

的程度「等質化」，再以此連結「資訊不

差。或有認為，競爭出來的資訊，仍屬消

對等」與「競爭損害」。這不僅有過度膨

費者不易理解的複雜資訊，無助於解決

脹「資訊不對等」阻礙主、後市場產生連

「資訊不對等」問題；但以常見的汽車

動程度的風險，也無法就競爭法解決「資

免費維修保固(warranty)為例，汽車商會

訊不對等」競爭問題所可扮演的角色提出

競相以提供更長的保固期間，「暗示」

具說服力的說明。

(signaling)潛在買方對自己產品品質有高

2 美國聯邦第一上訴巡迴法院在Maint.

Servs. v. Digital Equip. Corporation案中，就「商譽」矯正耐久財後市場濫用行為的功能，有相當精要的描述:

“Reputation is important to a ﬁrm that constantly competes for new customers, and a manufacturer's behavior in the aftermarket probably will be scrutinized
by customers shopping for the ﬁrm's products in the primary market. If the ﬁrm has a bad reputation, that will prompt potential customers to go elsewhere.
Moreover, such a ﬁrm eventually will suffer defections from its installed base as well, for ﬁrms concerned with the long term cannot afford to bite the hands that
feed them.＂ 188 F.3d 11, 16 (1st Ci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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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考量業者所提供的維修保固，對選擇在
VR
炷干₡; 䵕ᾖ

3.競爭法下的「套牢」與「轉換成本」

「後市場」資訊欠缺的情況下購車者而
言，維修零件資訊並不是其交易決定當下
的「相關資訊」，不影響該交易的需求與
供給考量。故允許這類型買方在事後得對
其之前已權衡過的交易決定，以「欠缺非
交易相關資訊」為由，將可預見的締約後
「套牢」及「轉換成本」，歸因於是車商
濫用「資訊不對等」所取得之「市場力
量」，就「競爭法」的分析來講，實顯牽
強。特別是對帝寶案所提及的，即使「後
市場」維修成本資訊存在，但因與車價間
之比例過低而不去注意的購車者而言，更
應對競爭法介入保護的必要性與公平性，
持更謹慎與保留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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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車價與維修成本

T1烉侫ㄖ㉀冲⼴䘬㎃干㗪溆
Tw烉ᾅ⚢⸜旸

再將「保固」也考慮進去，由於在買
3

車後的保固期間Tw內維修是免費，因此
所謂的「套牢」成本在圖1的T w 前等於0.
在保固期間過後，距離車主換車及被「套

論者在討論耐久財「套牢」問題時，

牢」的時間只剩下T 1 -T w ，明顯短於T 0 及

經常是假設「轉換成本」估算的期間是從

T 1 。臺灣發展快速的二手車市場，進一步

發現買錯車的時點開始，一直到車子「壽

證明了所謂的「套牢」或「高轉換成本」

終正寢」，完全無法使用為止，而忽略耐

和市場交易現實應存在著相當落差。

3 可參考Maint.

Servs. v. Digital Equip. Corporation, 188 F. 3d 11, 14(“Because a warranty is a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a consumer can protect himself against

the uncertainties inherent in owning a product that likely will require parts and service over time, the product's allure increases as the warranty terms become
more generous. This attraction is magniﬁed in some cases because a strong warranty signals a manufacturer's faith in the quality of its product.＂); 另外，歐盟
執委會也在 Pelikan/Kyocera案中指出，除了產品生命週期成本與價格資訊外，其他主產品廠商的保固條件也是執委會納入考慮消費者是否將主後市場併同考慮的
考量因素。Case No. IV/34.330, at paragraph 61, available at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34330/34330_21_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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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統思維於競爭法分析中之具體運
用(二)—九家民營電廠拒絕協商調
整電價案

（二）從「系統思維」看本案
1.功能與目的
此一「競標」系統的目的，在藉由民

本案目前尚繫屬於最高行政法院，爭點即在

營化引入市場競爭，逐步解除電力供應市

於九家民營電廠在經過競標取得售電給台電的資

場的管制，確保電力供應與電價之穩定

格後，彼此是否仍具有公平法下的「競爭關係」

性，實現電力市場自由化。

及「競爭者」的身分，而有違反公平法聯合行為

2.內在元素或特徵

的可能。本案是另一個適合運用「系統思維」來
思考的案例。

競標機制、PPA契約、得標後履約及
修正、法規（「電業法」、「開放發電業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在104年度訴更一字第64號判決中，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認為廠商得標後以獨立電力供應商
(IPP)業者進入市場，只能與台電締約，且必須
依照電力供給契約(PPA)來履約，彼此間不可能

4

作業要點」、「公平法」中的聯合行為構
成要件）都是這個系統運作過程中的重要
內在元素與特徵。
3.互聯性

以價量爭取交易機會，既然無法爭取交易機會，

在觀察內在元素間之互聯性時，本案

即與公平法第4條對「競爭」的規定不符。法院

最關鍵者，乃應先了解「競標」機制在這

將先前進入市場的競標與得標後履約分別觀察，

個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理論基礎為

認為公平會所調查者，為履約階段之爭議，競

何。產業之所以受政府管制，有相當大的

標關係已結束，故不符合聯合行為要件。臺北

比例是因為市場存在著某程度讓「市場內

高等行政法院107年訴更二字第99號判決也採類

競爭」(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無法

似的看法，且進一步認為IPP在履約階段亦不具

充分發揮其提升效率與整體福利效果的市

有潛在競爭關係。公平會除主張即使在履約階

場因素。以電力市場為例，高固定成本及

段，因有「保證時段」和「非保證時段」的供電

規模經濟的要求，讓電力管制機關通常以

區別，後者仍有競爭發生外，亦強調「競爭」

給予業者「自然獨占」的特許權，再搭配

應包含競標的「進入市場的競爭」(competition

後續經營行為面的管制，如電價調整自由

for the market)，包括未來延長合約或再簽新約

的限制等來進行管制。此一管制手段不但

時的競爭。高等行政法院則以「不能僅重視市場

讓國家要承擔高監督成本，獨占特許權的

進入的競爭，而忽略更重要的合議時量價競爭的

決定過程，更易引發爭議。從1960年代

條件」、「所主張『延長合約或再簽新約』之競

開始，Ronald Coase及Harold Demsetz

爭，乃未來之市場進入競爭，並非『合意當時』

等經濟學家提出以「競標」或「拍賣」的

之價量競爭，競爭有特定時點，不應無限擴大，

方式，將未來的獨占權利開放由業者來競

過去及未來之市場進入競爭，其重要性即不如合

逐，來解決傳統管制方式的缺失。簡單的

意當時PPA 合約架構下之市場價量競爭」等理

說，就是讓業者在這個取得經營特許權的

由，不採公平會之見解。

「進入市場競爭」過程中，各競爭者依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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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獨占權對其所可創造的「利益」現值以

構觀之，「競爭」(p)是「爭取交易機會」

及得標後之行為面管制預期「成本」(如

(q)的充分條件(p→q)，故當市場中看不到

服務提供義務、費率調整限制或回饋方案

有「爭取交易機會」之現象(~q)，則必然

等)，來決定其所願意提出的競標內容。透

不存在有「競爭」(~p)(~q→~p)。然而，

過此一程序，即使最後得標者只有一家，

這種解釋明顯會與經濟理論產生齟齬，蓋

但在激烈的「搶門票」競爭中所允諾的事

完全競爭(perfect competition)下的市場均

後履約義務，實質上已將競爭所創造的效

衡，是每一家廠商都是價格的接受者，沒

益引入到普遍被視為是「自然獨占」的產

有一家廠商會有誘因以降價或更有利的交

業之中。

易條件去爭取交易機會；很顯然的，只有

在了解上述邏輯後，即不難理解「競

不當地將競爭的「均衡」(結果)與引導均

標」與「得標後履約」何以應視為是同一

衡出現的競爭過程切割觀察，才會得出市

「系統」，是實現同一「目的」下的二個

場是不競爭的結論。

具有高度互聯性的系統元素。本案所涉及

（三）高等行政法院相關論理之評析

的對民營廠商得標後的交易對象(只能賣給

高等行政法院在判決中，亦提出了幾項理

台電)，或是交易數量及價格並無決定空間

由，用以支持其認為不應將競標市場的競爭納入

等得標後的限制，任何投標廠商於競標階

本案考量的基礎。我大致把這些理由歸納為以下

段都已知悉，且內化為其參與投標之「成

三大點，每一點都有進一步被檢視的必要。

本」考量因素，再衡量得標後的利益，具
體反映在所提的投標內容中。因此，進入

1.否認「競標」市場中具有競爭

市場後的履約行為，只不過是「進入市場

高等行政法院認為臺灣的電廠與美國

競爭」所型塑出來的市場互動秩序，是競

的獨立電廠不相同，由於臺灣電廠仍在台

爭的「結果」，而非高等行政法院所言

電集體控管之內，並非高度民營化自由

之不競爭！更非如高等行政法院所言，

化的市場，IPP業者並無美國市場架構下

「『聯合行為當時』有無市場存在，自

「機會均等」之競爭前提。IPP在處於法

僅得審酌『合意當時』各IPP產品因價格

令、PPA契約管制及台電獨買之優勢地位

高低而有替代性(存有競爭)之商品範圍，

環境下，法院認為就IPP間有無競爭關係

與各IPP競標進入PPA時之『市場進入競

之認定，應採用較嚴格(對IPP有利)之觀

爭』無關。」

點。

推敲高等行政法院之所以未在本案納

個人認為，法院顯然錯誤地將「競

入系統思維，和其過於法形式主義的詮釋

爭」與「不受任何形式限制的競爭」劃上

公平法關於「競爭」的定義有關。公平法

等號，但真實世界的市場競爭從來不會以

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競爭，指二以上事

後者的形態出現，即使是高度競爭的市

業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

場，競爭者永遠都要面對處理來自於法規

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之行

或非法規因素在競爭過程中所產生之約制

為。」高等行政法院似乎認為從法條的結

效果。故如果真的要談「機會均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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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應係指所有想要參與IPP競標的業者所

不參與特定招標場次的廠商，是否得主張

面對的競標條件約束是否相同，而非觀察

其非與其他成員同一時間加入競標，故彼

個別IPP業者對台電而言是否處於不對等

此間不屬於「競爭者」？

的地位。本案所有競標廠商均受制於台
電，係立足於相同的限制環境下的進入市
場競爭，並無機會不均等的問題。此外，
何謂「有利」之解釋？如果本案不是依

3.否定事件間之相關性(因果關係)
從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認為「進入市場
競爭」或未來新的競標「並非『合意當

「聯合行為」，而是朝個別IPP業者是否

時』之價量競爭，競爭有特定時點，不應

有濫用「市場力」拒絕與台電協商的方向

無限擴大」一語不難看出，法院認為如果

來調查，則是否將IPP之間解讀為具有競

將進入市場競爭納入是否有競爭關係的判

爭關係，降低其被認定具有市場力的機

斷，恐不當延伸事件間之「因」「果」關

會，反而對它們比較有利？ 何以對市場影

係考量範圍，增加執法任意性的風險。另

響相同之同一組事實，其在公平法下應如

外，法院似乎也將進入市場前的「競標」

何被定性，可以因為要讓IPP業者免責的

和進入市場後因市場環境變化所產生之拒

考量，而隨著所涉法律的不同而有完全相

絕修改合約爭議，視為是性質上全然不同

反的結論？

的二件事，不能混為一談。就前者而言，

2.參與競標的時間點不同，故彼此不構成
「競爭者」

法院對判斷「因果關係」應相當熟稔；而
從之前所引刑法第19條第3項或「電視執
照案」等例子可知，法律上跳離個案發生

高等行政法院認為，縱令其於各自競
標階段中具有競爭關係，但不同階段得標
之民營電廠間，實不存在有市場進入之競
爭關係。暫不論從「系統思維」角度來
看，不同時間點的競標，代表的只是同一
政策目的(引入民營電廠供電解決缺電問
題)的分階段落實，若競標業者所簽署的是
同一份PPA契約，得標進入市場後，也未

6

當下之時空條件，考量之前或之後之因素
並不罕見。至於後者，引申之前所言，在
「系統思維」理論下，「事件」間能否被
視為具關聯性的「因」和「果」，與被評
估「事件」所依附的「系統」，其運作之
功能與目的息息相關，謹以下列簡單的例
子來類比說明：

依進入市場時間點的不同，而設定不同的

假設為搶購五月天演唱會門票，A比

供電順序，則如此形式化的區分，對於公

B提前一天到現場排隊，並買到比B更好

平法評價這類行為的競爭影響究竟實益何

的位子，想像這是一個「進入市場」的競

在？ 更重要的是，在這個解釋下，公平法

爭。若A, B在買到票後，出現以下二個突

該如何處理勾結內容即是在分配競爭者彼

發事件: (1)主辦單位發現位子嚴重超賣；

此進入市場時間點的聯合行為？ 例如，聯

(2) 會場內所販售的飲料遠少於歌迷的需

合行為成員在政府定期規律性招標案中，

求量。在無法增設位子或進更多飲料的前

彼此勾結分配參與的招標案，約定各自參

提下，主辦單位在思索如何解決座位及飲

與和不參與的招標場次，此時，依該協議

料分配問題的過程中，A比B早到「排隊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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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的事實，在事件(1)被納入考慮的必要

統，「系統思維」較有可能被完整地融入於公平

性和重要性應遠高於事件(2)。回歸本案，

法的分析過程中。本文所討論的二個個案，是我

九家民營電廠拒絕與台電協商調整電價爭

個人認為屬於這類型的生態系統。惟若所牽涉的

議，就開放民營事業參與供電以落實電業

系統龐雜，且變動路徑快速難以預測，如涉及數

自由化的政策目的，以及「開放發電業作

位平臺之案件時，則「系統思維」在個案分析過

業要點」第五點已將台電收購電力價格的

程中所可涵蓋的範圍有多廣，以及其元素及特徵

爭議列為「應由經濟部調處」之事項觀

間會產生何種程度的互聯性關係，判斷上可能就

之，其性質是否是較接近於演唱會「位子

很難盡善盡美。競爭法主管機關在面對這類無法

超賣」而非「飲料不夠」的問題，而有必

精準判斷的案例類型時，執法政策上應儘可能朝

要將「進入市場競爭」納入考慮？我想答

「合法」的方向來思考，蓋在動態創新競爭快速

案應不言可喻！

多變的市場環境下，「錯殺」的成本往往高於
「錯放」。

六、結論
即便個人認為「系統思維」對競爭法分析相
當重要，但仍需強調，由於不同系統的複雜度差

（本文係講座民國109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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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所黃佑婷同學摘要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異很大，對涉及到較為簡單且變動不大的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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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超商跨足經營餐飲外送平臺，注入競爭
新活力
統一超商與專聯科技公司結合，搶攻餐飲外送平臺市場，公平會不禁止。

■撰文＝周佑璘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科員）

前言

平臺銷售部分餐飲或商品的情形，故本結合從垂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超商)擬

直結合與多角化結合的角度進行評估。由於專聯

取得專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專聯科技公

科技公司在餐飲外送平臺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甚

司)70.87％股份，並於本項交易完成後，加計原
已持有專聯科技公司29.13%股份，將達100%
持股，得控制專聯科技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

低，且上游餐飲業者家數眾多，不論在餐飲外送
平臺市場及連鎖式便利商店市場，亦均存有強力
競爭對手，可與統一超商及專聯科技公司抗衡。

免，合致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持有

且餐飲外送平臺上的餐飲或商品多元，相互

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具有替代性，價格透明度高，消費者亦可輕易轉

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及第5

換使用任何一家餐飲外送平臺所提供之服務，

款「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

而現階段其他各大連鎖超商亦與其他外送平臺合

免」規定之結合型態。且參與結合事業統一超商

作，所以本結合尚無產生市場垂直封鎖的疑慮，

於連鎖式便利商店市場之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

亦難驟然改變各相關市場結構及原有業者的市場

一，已達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事業

地位，不致減損潛在競爭可能性。

結合之申報門檻，應向公平會申報結合。

結語
競爭評估
統一企業、統一超商、專聯科技公司主要

臺市場更具競爭性，並無顯著限制競爭疑慮，得

經營業務分別為食品製造、連鎖式便利商店、

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依公平

「foodomo」餐飲外送平臺等，業務性質並不相

交易法第13條第1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

同，但因統一超商及旗下關係企業有在餐飲外送

8

公平會認為本結合反而可以促進餐飲外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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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前

結合後

本結合前後示意圖
（圖片來源：公平會依據事業結合申報書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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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首宗電信事業頻率共用案－「遠傳」與
「亞太」合作
遠傳與亞太實施頻率與網路共用之水平結合行為，公平會決定附加負擔不禁止結合。

■撰文＝簡佳盈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前言
第五代行動通訊(5G)具備高速率、低遲延及
大連結三大技術特性，未來將與大數據、人工智
慧、物聯網技術相結合，發展各種創新應用。國

額，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須
向公平會申報結合的門檻規定，且無同法第12條
規定的除外適用情形，因此依法向公平會提出結
合申報。

內5G相關業者於民國108年12月進行頻率競價，
最終由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大哥大股份

競爭評估及結論

有限公司及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

本案屬水平結合類型。亞太得以透過本結

標得3.5GHz頻段的頻率，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

合，與遠傳共用3.5GHz頻段頻率與網路，參進

公司及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太）則各

5G服務的競爭。在國內目前頻譜資源稀少的情形

標得3.5GHz、28GHz頻段頻率。因頻譜資源有

下，本結合具有促進頻譜資源共享、節省經營成

限，109年7月1日施行之電信管理法開放電信業者

本、減少基礎建設重複投入的資源浪費、增加有

得以共用頻率方式提供服務，以提升生產及資源

限頻率資源的使用效能、促進服務品質提升及相

配置效率。

關產業發展等整體經濟利益。
但是依據遠傳與亞太協議內容，雙方除前述

結合型態及申報門檻

10

頻率及網路共用外，尚包括遠傳投資亞太50億元

遠傳與亞太擬於3.5GHz頻段(即3340MHz至

及取得亞太11.58%股份、擔任1席董事之合作事

3420MHz頻率)實施頻率與網路共用，亞太以分

項。本案不僅涉及國內頻譜資源共享與整體基礎

攤九分之二的頻譜標金、5G無線網路設備資本支

建設，業者間合作內容與深度亦攸關未來國內行

出及網路維運等相關成本與費用為對價，取得遠

動寬頻服務市場的競爭，需審慎評估。經過通盤

傳前述頻段等比例的網路容量使用權，符合公平

考量水平結合申報案件的各項因素，並參酌產業

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3款「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

與消費者保護主管機關、專家學者及競爭對手等

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的結合型態。又參

各界意見，遠傳與亞太在頻率與網路共用的合作

與結合事業的市場占有率及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

過程，有就5G業務營運事項交換訊息等聯合行為

TAIWAN FTC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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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為共同經營的疑慮；且遠傳倘透過與亞太頻率

共同分攤，但為了消弭上述限制競爭疑慮，並確

與網路共用或持有亞太股份及擔任董事，參與亞

保本結合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

太經營，會降低彼此競爭壓力，亞太推出促銷頻

益，公平會不禁止結合但附加負擔。負擔內容主

率或強度可能縮減，市場競爭程度將會降低，有

要為，參與結合事業不得透過前述頻段頻率與網

促發共同效果形成之虞，而有減損國內行動寬頻

路共用、持有股份或擔任董事等協議內容，就雙

服務市場價格競爭的疑慮；潛在競爭者因電信管

方的行動寬頻業務資費、終端設備補貼、行銷活

理法相關規範不易即時參進市場，亦難對既有業

動、客戶與帳務資料管理等營運事項為共同經

者形成競爭壓力。

營、委託經營、合作研商或交換資訊等行為；應

公平會雖不禁止參與結合事業於前述頻段頻

定期提供雙方成立的監督小組成員、工作項目與

率從事5G頻率與網路共用所必要的技術合作，

會議紀錄等相關資料及亞太歷次股東會與董事會

以及因共頻共網合作行為所生相關成本及費用的

的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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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真的中獎了嗎？淨水器公司違法行銷又一
樁！
淨水器業者利用民期待有中獎的小確幸心理，在特賣會上舉辦免費抽獎活動，假借免費抽獎之名，行
商品銷售之實而觸法，民眾在購物時要多加留意，避免小確幸成了冤大頭。

■撰文＝簡浩羽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案例背景
民眾參加小型書展購物時獲得2張摸彩券，
內容載明對中大樂透號碼即可加價獲得商品，日

電摸彩等你拿」摸彩抽出免費3C家電中獎人，
使參與活動之民眾產生獲獎期待，並藉此取得民
眾個資以便於日後推銷淨水器。

後接獲A公司電話通知中獎，得以優惠價3,800
元加購淨水器。民眾認為有疑慮並未加價購買，

隱匿重要交易資訊，對淨水器價格虛偽

經上網查詢類似行為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故向

陳述

公平會檢舉。

公平會經訪查中獎人，多數受訪者表示，若
無接獲中獎通知，並不會購買安裝淨水器。此

調查經過

12

外，A公司於摸彩券上載稱淨水器市價為32,000

經公平會調查發現，A公司自民國108年11

元，但實際進貨成本遠低於所稱市價，且過去亦

月至12月間與特賣會店家合作辦理5場次摸彩活

未曾以此價格銷售過淨水器，卻向中獎人宣稱得

動，各場次摸彩活動之宣傳單及摸彩券內容雷

以3,800元優惠價加購淨水器，導致中獎人於資

同，彩券有二重活動：第一重送「對大樂透 加

訊不對等情形下，誤認淨水器價格而購買安裝，

價購」是依照對中大樂透號碼數多寡獲得不同

進而對該淨水器品質產生錯誤期待。公平會認定

獎項，經理獎得以6,000元加購50吋LED電視、

A公司整體銷售行為已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店長獎得以4,000元加購床罩組、回饋獎得以

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

3,800元加購淨水器；第二重送「免費送 3C家

規定並加以處罰。

TAIWAN FTC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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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A公司提供予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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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泥調整集團經營策略，出售石化子公司創
造三贏
石化大廠長春樹脂收購臺泥子公司信昌化工，可望提升集團內苯酚產能及改善信昌化工營運狀況。

■撰文＝李宜珊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科員）

前言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春樹
脂）擬取得信昌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

制，以我國現行地理環境及交通便利因素觀之，
運輸成本在我國境域內並無顯著差異，故地理市
場界定為「我國」。

昌化工）100%股份，並控制其業務經營及人事
任免，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及第5

競爭評估

款之結合型態。另參與結合事業產品市占率及上

衡酌「 苯 酚 」 、 「 丙 酮 」 及 「 丙 二 酚 」 等

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達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

產品市占率、市場結構及市場供需，無顯著參

第1款、第2款及第3款之申報門檻，且無同法第

進障礙，下游客戶仍有其他國內外供應商可供

12條除外規定之適用情形，因此依法向公平會提

選擇，尚不至於限制其他競爭者選擇交易相對

出結合申報。

人之可能性；另下游客戶大多為具有抗衡力之
國內上市櫃公司，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仍受市

相關市場
參與結合事業均為石化產業中游基本原料或
下游衍生物與化學品的廠商，因雙方均有生產苯

場競爭的拘束，相關市場參進條件不因本結合
而有改變，參與結合事業仍須面對市場既有國
內外業者之競爭。

酚及丙酮，此等產品為參與結合事業丙二酚、
環己酮等產品的原料，故本結合兼具水平與垂直
結合態樣。因不同性質的化學品難由其他化學品

公平會經函詢相關產品競爭同業及下游交易

完全替代，故本案以參與結合事業於我國水平重

相對人意見，並綜合考量前揭因素，結合後長春

疊及具垂直供應關係之產品品項包含「苯酚」、

樹脂預期將可提升產能，滿足國內外市場需求，

「丙酮」、「丙二酚」、「酚醛樹脂」、「雙丁

公平會審議後認為，本結合尚無顯著限制競爭疑

基酚」、「環氧樹脂」及「環己酮」等為本案產

慮，而得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

品市場，前述產品可應用於成型材(包括電子級

益，依公平交易法第13條第1項規定，不禁止其

封裝材)、積層板、塗料、抗氧化劑、溶劑及紡

結合。

織品尼龍原料等，其銷售通路並無特殊之地域限

14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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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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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房子空間變「大」了！真的
「眼
㑘㔯烌昛⦩ⶮ
見」為憑嗎？
炷℔⸛㚫℔⸛䪞䇕嗽䥹⒉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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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於購屋時應多加檢視各處，留意建商申請建案之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比對接待中心裝潢之實品

H ࡌᎍ୧ᆵчѱ B ࡌਢǴᎍ୧ΓܭௗࡑύЈሦϷϟ
屋，現場所見夾層構造是否與竣工圖相符，以避免購屋衍生的風險與爭議。
ಏჴࠔࡂࡼբ֨ቫǴᅪឦၴ֨ݤቫ҂಄ӝࡌᆅݤзǴੋϷቶό
ჴၴϸϦѳҬܰݤಃ 32 చೕۓ٣Ƕ!
■撰文＝陳威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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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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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ࡂǴ߯٬όډۓ࣮ࡂ
G建商銷售臺北市A建案，銷售人員於現場
ϐ҇аӅـӅᆪϐБԄ
接待中心帶領及介紹實品屋施作夾層，疑屬違法
፞᎙ 6 ኴჴࠔࡂǴளೕჄ
֨ቫբࣁ࠻ϣޜ໔٬Ҕϐ
夾層未符合建管法令，涉及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
߄ҢǴஒ٬ᖼࡂޣԖӝݤ
易法第21條規定情事。
٬Ҕ֨ቫࡂϐᇡޕǶ!
實品屋施作夾層作為室內空間使用
ՠࢂǴᏵᆵчѱࡹ۬ග

ٮཀـǴB ࡌਢ 6 ኴฺπკ
經公平會立案調查，G建商自行銷售臺北市
҂ҢԖ֨ቫǴځݩ҂
ҙፎਡ٠ᏰԾམࡌ֨
為得規劃夾層作為室內空間使用之表示，係使不
ቫၴࡌǴၴϸȨᆵчѱၴ
特定到場看屋之民眾得以共見共聞，造成購屋者
കࡌᑐೀೕ߾ȩࡌᑐ
有合法使用夾層屋之認知。
ݤз࣬ᜢೕۓǶӢԜǴH ࡌ
圖：實品屋夾層(紅框標示處)
!კǺჴࠔࡂ֨ቫ)आਣҢೀ*
٬Ҕࡼբ֨ቫϐჴࠔࡂਡᆶ٣ჴό಄ǴςىаЇଆεჹ
但是，據臺北市政府提供意見，A建案5樓
ࡌਢϐϣϷҔౢғᒱᇤᇡ܈ޕ،ۓϐဤǴၴϸϦѳҬܰݤಃ
購屋應注意現場實品屋是否暗藏玄機
竣工圖未標示有夾層，其現況未經申請核准並擅
32 చಃ 2 ೕۓǶ!
A建案，並搭建裝潢及提供民眾賞閱實品屋，做

自搭建夾層違建，違反「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

公平會提醒，建商為使欲購屋之民眾於現場

ᖼࡂᔈݙཀჴࠔࡂࢂցསᙒҎᐒ!
則」等建築法令相關規定。因此，G建商使用施
感受幸福經驗，常會在接待中心興建搭設及提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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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夾層之實品屋核與事實不符，已足以引起一般

眾賞閱實品屋，然而，實品屋藏有各式各樣「眉

大眾對建案之內容及用途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之

角」或「細節」，消費者心動之餘，切記要注意安

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全紅線，避免買到未符建管法令之不動產。

TAIWAN FTC NEWSLETTER
｜ 焦點案例 ｜

假瑞士品牌，真臺製床墊
商品品牌、製造地為影響消費者交易決定之因素，如果廣告表現與實際之差異過大，則可能有廣告不
實。

■撰文＝莊靖怡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專員）

命名且臺灣製造，另無論商品本身、製程或材料

案例背景
民眾赴知名百貨公司想添購一張舒適的床
墊，銷售現場布條寫著「瑞士經典品牌」，商品
送來才發現床墊標籤寫臺灣製造，不禁懷疑是
真瑞士品牌還是假瑞士品牌，網站寫的「MADE

均與瑞士或瑞士品牌無關，是廣告宣稱「瑞士
經典品牌」、「MADE IN SWISS」顯與事實未
符。因廣告所描述「瑞士經典品牌」屬對品牌信
賴之商品品質有關事項，與商品製造地同為影響
消費者交易決定之因素，該等廣告表現與實際之

IN SWISS」，難道也是騙人的嗎？

差異，有引起交易相對人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
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廣告宣稱需有憑有據
公平會調查後發現，H公司銷售系列床墊號
稱瑞士經典品牌，實際該系列床墊為製造商自行

圖：床墊不實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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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數位廣告服務調
查最終報告」
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ACCC）2021年9月28日「數位廣告服務調查最終報告」 1 （Digital
Advertising Services Inquiry- Final Report），調查結果發現澳洲的數位廣告技術（digital advertising
technology）市場出現了嚴重的競爭問題。
■撰文＝黃明超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專員）

前言
ACCC自2020年2月起就數位廣告技術市場

廣告技術市場是由平臺媒體及廣告主在數

展開調查，範圍涵蓋數位廣告技術市場的競爭

位展示廣告的交易過程中所使用的4種主要服務

強度與效率、業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關係，以及

所構成。首先，平臺媒體在銷售其網頁或應用

市場參與者是否滿意數位廣告市場的服務等。

程式上的廣告空間（advertising spaces）時，

數位廣告主要可分為搜尋（search）、分類

係使用「平臺媒體廣告伺服器」（publisher

（classified）及展示（display）廣告等3種類

ad server）管理其廣告空間，並使用「供應

型，其中可透過智慧型手機、電腦或其他連接

端平臺」（supply-side platform，簡稱SSP）

上網的設備出現在使用者正在瀏覽的網頁或使

進行銷售活動；其次，廣告主在購買廣告空

用的應用程式上的展示廣告，乃本次調查報告

間來展示其廣告時，係使用「廣告主廣告伺

的重點。根據澳洲互動廣告局 (The Interactive

服器」（advertiser ad server）管理其廣告

Advertising Bureau Australia，簡稱IAB)的估

活動（campaigns），並使用「需求端平臺」

計，澳洲的數位廣告支出已從2008年的17億澳

（demand-side platform，簡稱DSP）購買廣

幣成長到2020年的95億澳幣 2 （約新臺幣2,000

告空間（可依廣告主設定的條件程式化地進行交

億元），呈現顯著增加的趨勢。然而Google在
澳洲數位廣告技術市場中的主導地位，可能損害
網際網路上的平臺媒體 3（publisher）、廣告主 4
（advertiser）以及消費者的利益，該報告並指
出澳洲現行的競爭法不足以處理該產業的競爭問
題，應針對特定市場制定新法規。

易）。數位廣告技術透過複雜的演算法和系統程
式來完成數位展示廣告的交易，而整個交易的過
程會在消費者加載（load）網頁或應用程式畫面
的數毫秒內完成。
此外，在市場中另有其他業者蒐集與消費者
有關的數據及其線下活動資訊，相關數據除可用

1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 Digital advertising services inquiry - ﬁnal report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accc.gov.au/

2

同前註第2頁。

3

平臺媒體係指網際網路上網頁及應用程式（apps）的所有者。

4

廣告主係指直接或間接透過代理商購買廣告空間以投放廣告的業者。

publications/digital-advertising-services-inquiry-ﬁnal-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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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衡量數位廣告技術的成效外，其最大的功用在
更精準地投放數位廣告至特定消費者面前，此即
目標式廣告（targeted advertising）。目標式廣
告可提升廣告主及平臺媒體的收益，使更多資金
得以挹注於線上內容的生產，雖有研究指出逾半
的澳洲民眾對於那些針對其偏好及興趣的目標式
廣告感到不悅，然仍某些消費者偏好看到與其興
趣有關的展示廣告。

查中發現Google的限制競爭行為包括：
（一）限制其他業者只能透過Google DSP購買
YouTube廣告空間；
（二）將其DSP（如Google Ads）的需求導引
至其SSP；
（三）Google之平臺媒體廣告伺服器優先使用其
SSP；

Google之限制競爭行為

（四）限制Google SSP與第三方廣告伺服器之
合作方式；

根據ACCC的調查發現，2020年間在上述
「平臺媒體廣告伺服器」、SSP、「廣告主廣
告伺服器」，以及DSP等4項數位廣告技術服務
中，與Google有關的廣告曝光比率（share of
5

impressions）均超過70% ；此外，在透過數位

（五）在其平臺媒體廣告伺服器中操控拍賣規則
以圖利Google提供之其他服務；
（六）未來透過其市場地位及Chrome瀏覽器優
先使用其廣告技術服務。

廣告技術市場交易的廣告中，90%以上曾使用
過至少1項Google提供的服務。Google在數位

本調查研究提出之建議

廣告技術市場的主導地位主要來自數據上的優

為處理具有支配地位的數位廣告技術業者因

勢、對廣告空間供給與需求的專用（exclusive

不當使用數據、垂直整合的利益衝突、交易過程

access），以及跨整個市場供應鏈服務的整

之資訊不透明等因素所產生的限制競爭問題，

合等。ACCC主任委員Rod Sims先生表示，

ACCC於本調查研究中提出以下幾點建議8：

Google利用其在數位廣告技術市場的垂直整合地
位來提供其廣告技術服務，並逐漸鞏固在相關市

（一）Google應修正其公開資訊，以便清楚明

場中的優勢地位。ACCC擔憂缺乏競爭的廣告技

確地傳達該公司如何使用從該公司「面

術市場可能會提高平臺媒體和廣告主的成本，使

向消費者之服務」（consumer-facing

線上內容的品質與數量降低，導致消費者支付更

services）中蒐集到的數據（亦稱為第一

多費用來購買商品或服務 6 ，其結果便是澳洲廣

方數據，first-party data）來提供廣告技

告技術市場的競爭力下降。

術服務。

Google作為橫跨數位廣告技術市場供應鏈的

（二）應賦予ACCC權力去研訂「產業特定法

業者，可同時代表廣告主及平臺媒體進行數位廣告

規」（sector specific rules），這些法

交易，此將形成利益衝突（conflicts of interest）

規將適用在具有一定程度市場力量或地位

的情況並損害買賣雙方的利益7。其他ACCC在調

之數位廣告技術業者，並用來處理數位廣

5 同註釋1第5頁。
6

Google´s dominance in ad tech supply chain harms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ACCC網站，網址：https://www.accc.gov.au/media-release/
google%E2%80%99s-dominance-in-ad-tech-supply-chain-harms-businesses-and-consumers，瀏覽日期：2021/10/26。

7 垂直整合的廣告技術業者（如Google）常見的利益衝突類型包括：業者經營之業務與其客戶間的利益衝突，或是業者所服務的各客戶群體間之利益衝突。
8 同附註1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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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技術供應鏈中的利益衝突問題，防止具
限制競爭性質之自我偏好行為，確保競爭
對手可公平地取得某些服務，以及處理相

要求Google提高其拍賣的透明度。
（六）應賦予ACCC權力去發展適用整個澳洲廣
告技術供應鏈的法規，以提升數位廣告技

關市場缺乏透明度等問題。

術服務價格與成效的透明度，相關措施

（三）上述「產業特定法規」應使ACCC有能力

包括通用交易ID（common transaction

處理由廣告技術業者之數據優勢所引起的

ID），或要求以標準的格式公開服務的價

競爭問題，相關措施包括：

格和費率等。

1.數據分離措施（data separation
measures），例如：避免廣告技術業
者將其蒐集到之第一方數據應用在第
三方網站和應用程式上；

結語
ACCC於本調查報告中發現的限制競爭問
題，與其他數位平臺市場（如線上搜尋、社群媒
體及應用程式等）面臨的問題相似。這些市場通

20

2.數據近用的要求（data access

常具有網路效應、規模經濟和範疇經濟等特徵，

requirements），例如：要求業者允

並形成很高的市場參進障礙。相關市場亦被少數

許其他廣告技術業者近用其第一方數

垂直整合的事業所主導，這些事業擁有主導地

據。

位，並且有能力從事自我偏好等限制競爭行為。

（四）為解決供應鏈缺乏透明度的問題，應與產

與ACCC過往調查報告不同之處在於，本報

業內的參與者共同製定一套產業標準，以

告建議ACCC或其他事業主管機關有權研訂「產

便公開數位廣告技術業者的平均費用和費

業特定法規」，以解決與數位廣告技術有關的限

率，使顧客能有意義地比較不同業者提供

制競爭問題。本調查報告特別建議應研訂新的法

的服務。此外，鼓勵業界實施能對DSP服

規，以適用在具市場力量或優勢市場地位之數位

務進行完整和獨立驗證的標準。

廣告技術業者。

（五）Google應向平臺媒體提供額外的資訊，

此外，ACCC認為目前有必要探討是否將「產

使其能比較來自不同SSP對於數位廣告拍

業特定規則」更廣泛的應用在其他數位平臺 市

賣的出價，並能將蒐集到的競標資訊與所

場，以處理ACCC在其他調查報告中所發現的競

銷售的廣告價格進行匹配。若Google提

爭及消費者問題，而ACCC將於2022年9月提交之

供的資訊不足以讓平臺媒體進行上述之比

「數位平臺服務調查」（Digital Platform Services

較，則可依「產業特定法規」相關規定，

Inquiry）第5次期中報告中延續上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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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開發卡特爾—歐盟處分案例簡介
今(2021)年7月，歐盟首次處分技術開發卡特爾，主要是針對汽車製造商將有益於消費者和環境的氮
氧化物處理技術達成不競爭的協議，被處分的事業分別是Daimler、BMW與Volkswagen集團，罰鍰合計
約8.75億歐元。

■撰文＝陳韻珊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簡任視察）

前言

案例背景

根據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簡稱歐

柴油引擎汽車排放的污染物中，最受到重視

盟)競爭委員會公布的統計資料，自2013年至本

的是氮氧化物，因為它是一種有毒氣體，且是

(2021)年7月，歐盟處分與汽車相關的零組件卡

主要的移動污染源，所以汽車製造商都積極投

特爾(cartel)共有11件，涵蓋的汽車零組件大至

入此種污染物的改善技術，以符合歐盟在 2007

交流發電機和起動機、空調和發動機冷卻器，小

年就立法規範氮氧化物排放的最低標準(稱為

至汽車軸承、車燈、汽車座椅泡棉，罰鍰總金

“EURO 5”和“EURO 6”規範)。目前控制氮

額將近22億歐元 1 。其中罰鍰金額最高的是車輪

氧化物的技術有很多種，對車廠而言，則以「選

軸承(automotive bearings)卡特爾，其次是安全

擇性還原觸媒」(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

帶、安全氣囊和方向盤(seat belts, airbags and

簡稱SCR)為最佳的污染控制方案。SCR的原理

steering wheels)卡特爾，罰鍰金額分別為9.53

是利用氨氣(NH 3 )或尿素(urea)與氮氧化物進行

億歐元和4.02億歐元。上述卡特爾案件都是針對

化學反應，使氮氧化物氣體產生無毒的氮氣(N 2)

產品的價格或供銷分配進行勾結，處分對象都是

和水(H 2 O)。由於氨氣是有毒氣體且不易運送，

汽車零組件的製造商或供應商，而在今(2021)年

因此一般都是使用具有穩定性高且無毒又容易

7月，歐盟首次處分技術開發卡特爾，而且直接

儲存與運送的液體尿素，做為車輛SCR系統的

對汽車製造商處分，主要理由是車商對氮氧化物

反應物。這種車用液體尿素稱為「柴油廢氣處

(NOx)處理技術達成不競爭的卡特爾協議，被處

理液」(Diesel exhaust fluid)，在歐洲地區稱

分的事業分別是Daimler、BMW與Volkswagen

為AdBlue，也就是當添加足夠的這種“藍色液

集團(包含Volkswagen、Audi與Porsche等3個品

體”時，SCR系統才能有效處理汽車排放的廢氣

2

牌)，罰鍰共計約8.75億歐元 。

並減少污染。

1

Statistics on Cartel Cases, 1.12. Car parts cases decided since 2013。參閱網址如下：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policy/index/news/updated-cartels-

2

參考European Commission - Press release : Antitrust: Commission ﬁnes car manufacturers €875 million for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in emission cleaning for new

cases-statistics-2021-07-12_en。
diesel passenger cars, Brussels, 8 July 2021, Case No.40178。

21

FTC

公平交易通訊 NO.102

中華民國110年11月號

為符合歐盟所訂的氮氧化物排放最低標準規

（二）Volkswagen汽車集團因為配合調查，而

範，由Daimler、BMW、 Volkswagen、Porsche

且提供的證據大幅協助委員會證明卡特

和Audi等汽車製造商代表所組成的「5人小

爾的存在，也依據寬恕處理通知而減少

組」，定期舉行技術會議，共同開發客車所使用

45%的罰鍰。

的SCR系統。這樣的合作使得他們擁有超越歐盟

此外，因為每家公司都承認參與卡特爾，並

法定要求排放標準的有害物處理技術，並可將該

同意對造成的侵權行為負責，委員會根據2008

技術推向市場，造福消費者並有益於環境保護。

年的和解通知(Settlement Notice)，對每個卡
特爾成員又再減少10%的罰鍰(如表1)。最後

但是歐盟競爭委員會在2019年提出指控表
示，這5家汽車製造商在2009年6月至2014年10
月間，針對盛裝AdBlue容器的尺寸和容量範圍召

Volkswagen汽車集團被處約5.024億歐元罰鍰 ，

10%ޑᆦᗞ(ӵ߄ 1)Ƕനࡕ Volkswagen ًؓიೀऊ 5.024 ሹኻϡᆦᗞ 炻BMW
Ϧљޑᆦᗞߎᚐऊ
3.728 ኻϡˤ
BMW公司的罰鍰金額約3.728歐元。

開會議達成協議，並就平均估計的AdBlue消費量

߄ 1 ًؓᇙೌמ໒วьᅟਢϐᆦᗞ

取得共識，同時也交換與這些有關的商業敏感資
訊。換言之，即使這些公司的氮氧化物排放清潔
技術可以超越法律要求，卻協議在技術開發上避
免競爭，而且也達成排除AdBlue的再灌裝容量範
圍增大可能性的共識。

٩Ᏽ Leniency Notice
ᆦᗞ෧խ൯ࡋ

٩Ᏽ Settlement Notice
ᆦᗞ෧խ൯ࡋ

ᆦᗞߎᚐ
(ኻϡ)

Daimler Ϧљ

100%

10%

0

Volkswagen
ًؓი

45%

10%

502,362,000

BMW Ϧљ

0%

10%

372,827,000

ၗٰྍ烉ӕຏ 2ˤ

စˣ่ᇟ!

處分結果
本案經委員會調查，這些汽車製造商明確違
反TFEU 第 101（1）（b）條有關“禁止限制或
控制生產、市場、技術開發或投資協議 ”的規
定，並在2021年2月進入和解程序。最後委員會

ᏯౣǴӧ歐盟是全球節能減碳執行的先驅，在2005年
2030 ԃᅹ௨ܫໆૈၨ 1990 ԃԿϿफ़ե 50%Ǵ٠ӧ 2050 ԃаૈჴ
ృ႟ᅹ௨(ջᅹύޑ)کख़ाҞ炻ӢԜၨϿԦࢉΨࢂҺՖًؓख़ाޑቻˤҁਢ

就啟動碳排放交易機制，更在2019年公布「歐

ًؓᇙӅӕ໒วफ़եԖ্ᡏ௨ޑܫᓬೌמؼǴૈߦ٬ᅹ௨ܫྗᓬ
ۓݤܭྗ炻ՠࢂࠅ۶Ԝϭ่،ۓόୖᆶᝡݾакϩวචځወΚǴӕਔၸь
洲綠色協議」(European Green Deal)，詳盡訂
ᅟڐၲԋӅǴᗉխჹԖշᅹ௨ ޑܫSCR سՉԖਏޑᝡݾǶӢԜኻ࿉

出歐盟氣候目標與戰略，在2030年碳排放量能較

ہୋЬৢ Vestager ζγჹҁਢว߄ᖂܴࡰр3炻೭ᅿьᅟՉࣁόՠନᝡ

考量這些卡特爾成員在2013年(侵權行為的最後

ݾჹЋӧᜢᗖബཥБय़ޑ០ΚԶၴϸᝡݤݾǴΨ࠶ુډኻ࿉ठΚܭᆘՅڐ
1990年至少降低50%，並在2050年以前能實現

一整年)於歐盟經濟區銷售配備SCR系統的柴油

ޑҞǶġ

客車的價值、侵權的嚴重性和地理範圍，以及所

!

涉行為是第一個基於限制技術開發的卡特爾，而
不是價格操縱、市場或客戶分配的勾結行為，因
此對所有參與卡特爾的汽車製造商都減少罰鍰。
同時根據2006 年的獎勵檢舉卡特爾的寬恕處理
通知(Leniency Notice)，又減免各汽車製造商的
罰鍰如下：
（一）Daimler獲得罰鍰完全豁免權，因此避開
總計7.27億歐元的罰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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ኻ࿉ࢂӄౚૈ෧ᅹՉޑӃ០Ǵӧ 2005 ԃ൩௴ᅹ௨ܫҬܰᐒڋǴ׳ӧ
結語
2019 ԃϦѲȨኻࢪᆘՅڐȩ(European Green Deal)Ǵ၁ᅰुрኻ࿉ংҞᆶ

淨零碳排(即碳中和)的重要目標，因此較少污染
ӆޣ炻ԃऊԖኧԭ፶ሽॶኧΜሹኻϡޑਮً࠼ݨӧኻࢪᎍ୧炻ᗋԖ׳

也是任何汽車重要的特徵。本案汽車製造商共同
ӭ࠼ًኧໆҞӧ٬ҔǶԶ٣Ӆӕࣴวೌמ܈ӝբǴёаߦਏගଯԏ

ǴࣗԿԖճޣǴҁਢࠅࢂ٣ڐӧೌמ۶ԜόᝡݾǶ܌а
Vestager ζ
開發一項降低有害氣體排放的優良技術，能促使
γΨӕਔᇥܴ4Ǵኻ࿉ޑϸᚰᘐೕ߾ό֫ᛖᝡݾჹЋ໔ӧࣴวکౢࠔ໒วޑ

碳排放標準優於法定標準，但是卻彼此勾結決定
ᝡݾᆶӝբǴՠࢂ٣໔όёၸڐٰज़ڋҺՖᜪࠠೌמޑ໒วወΚǴ҂ٰ
٣ӵ݀ӆаԜᅿБԄज़ڋᝡݾǴϝడόซᒕӦ௦୲ڗ،ՉǶ
不參與競爭以充分發揮其潛力，同時透過卡特爾

3

ୖԵ European Commission - Statement by Executive Vice-President Vestager on the Commission
協議達成共識，避免對有助碳排放的SCR系統進
decision to fine car manufacturers €875 million for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in emission cleaning for
new diesel passenger cars, Brussels, 8 July 2021ˤ
4 行有效的競爭。因此歐盟執委會副主席Vestager
ӕຏ 3Ƕ
3

女士對本案發表聲明指出 3 ，這種卡特爾行為不
但消除競爭對手在關鍵創新方面的驅動力而違反
競爭法，也威脅到歐盟致力於綠色協議的目標。

參考European Commission - Statement by Executive Vice-President Vestager on the Commission decision to ﬁne car manufacturers €875 million for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in emission cleaning for new diesel passenger cars, Brussels, 8 Jul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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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每年約有數百萬輛價值數十億歐元的

同時說明 4 ，歐盟的反壟斷規則不會妨礙競爭對

柴油客車在歐洲銷售，還有更多客車數量目前在

手間在研發和產品開發上的競爭與合作，但是事

使用。而事業共同研發或技術合作，可以促進效

業間不可透過協議來限制任何類型的技術開發潛

率提高收益，甚至有利消費者，本案卻是事業協

力，未來事業如果再以此種方式限制競爭，仍會

議在技術上彼此不競爭。所以Vestager女士也

毫不猶豫地採取堅決行動。

4 同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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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副主委－陳志民
■撰文＝李月嬌
（公平會秘書室簡任視察）

民國110年2月1日上任的公平會副主委陳志
民曾於96年至99年間擔任公平會委員，因此此次
回任，對於業務並不陌生。事實上，陳副主委從
86年第一次投稿「公平交易季刊」開始即與公平
會結下不解之緣，迄今20多年，這期間他從不間
斷大量投注心力與熱情於公平法的理論與實務，
除了研究發表大量中英文學術論文外，亦持續參
與公平會的實務工作，一步一腳印，逐步紮根，
累積實力，遂能於公平法專業領域卓然有成，占
有一席之地。

24

陳副主委的專長主要在競爭法(公平交易法)，

陳副主委出生於嘉義縣，父親早逝，全賴母

另外，對於產業管制法規、智財法與市場競爭之法

親養育成人。自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法學組畢業

規政策、以及法律的經濟分析等領域也多所涉獵。

後，深感對財經法及英美法的喜愛日增，考入國

他的研究努力與成果相當受到肯定，經常獲得學校

內以這2個法律領域聞名的東吳大學法律學研究

與科技部的研究獎勵及補助，在公平交易法學界逐

所就讀，並以歐洲經濟共同體(現歐盟)的競爭法

漸建立起知名度。之前於公平會服務期間，他除審

規為碩士論文題目，取得法學碩士學位。之後於

查個案外，同時也負責國際事務，指導同仁提交予

82年赴美就讀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法

OECD競爭委員會之報告資料，並定期率團參與競

學院，經過4年多的努力，分別取得杜克大學的

爭委員會的年度會議，他以深厚的專業知識加上極

法學碩士及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

佳的外語能力，積極參與議題的討論，使各國對公

法學博士(Doctor of Juridical Science)學位，並

平會留下深刻良好的印象，且讓他結識不少競爭法

於87年學成返國。這2所美國大學都是美國排名

學界的國際知名學者。也因為在公平會所累積的實

前10名的頂尖大學，對陳副主委個人學術專業能

務與國際經驗，他在卸任委員職務後經常受邀至政

力的培養有深遠的影響。返國後，分別在淡江大

府機關、民間企業、及國際知名學術機構及專業組

學公共行政學系及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任教，

織演講競爭法之相關議題，包括美國耶魯大學、南

並曾擔任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系系主任及專任教授

加州大學、新加坡大學、韓國高麗大學、印度國立

兼法學院院長暨系主任等行政職務。期間並出任

法律大學及Jindal Global University、全球競爭評

公平會第6屆委員。

論及LeadershIP等，也因此有更多的機會在國際

TAIWAN FTC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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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發表學術論文，提升我國公平交易法的國際能見

的深度與品質；另外，他亦著眼於加強跨部會的

度。在校任教期間，他也善用其在國際事務上所建

溝通協調，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該如何融合，一

立的人際網絡，積極拓展與國外大學交流，簽署雙

直是國內與國際競爭法中的難解議題，此在數位

聯學位的合作協定，提供學生赴國外學習機會並取

化時代將會更加的明顯。就政策面而言，公平會

得國外學位，擴大學校及學生的國際視野。

或許可在部會協調過程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副主委職責主要在協助主委處理與推展會
務，這需要行政協調能力，所幸陳副主委在擔任
中原大學法學院院長期間，已培養出行政事務的
處理技巧及溝通協調能力，有助於其在副主委崗
位上的工作。上任9個月以來，雖然調查案件的個
案處理上已趨熟稔，但因為要看所有的案件，還
要處理行政事務、看很多公文、主持及出席會議
等，每天工作滿檔，但因之前在公平會的經驗，
與許多同仁早已熟識，所以工作雖忙，但有同仁
的協助，自是勝任愉快。值得一提的是，他上任
後即負責督導「數位經濟白皮書」的撰擬，帶領
同仁透過無數次會議研討，經過數個月的努力，
終能完成初步雛型。此外，他還要去立法院協商
及擔任發言人，此則為全新的學習與體驗。對於

在不影響個案審查不干擾機關「獨立性」前提
下，提供產業主管機關「競爭倡議」的觀點；此
外，強化國際合作也是其在任內的重點工作，
在過去公平會所建立的良好國際合作關係的基
礎下，持續推展與國外競爭主管機關及專業國
際組織間的專業互動，例如，在國際競爭網路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和OECD的
會議中爭取大會演講人和主辦會議的機會，以提
高公平會國際能見度。另外，也應更積極的開發
國際擴展(international outreach)機會，輸出公
平法執法經驗予國際競爭法社群，建立實質的財
經外交關係。國際事務乃陳副主委的強項，以過
去在公平會及學界的經驗及累積的成果，必能對
此一業務作出更具體與實質的貢獻。

發言人的工作，他認為只能以「戰戰兢兢 臨深履

陳副主委與夫人結縭25年，育有二男，都

薄」8個字形容，發言內容要拿捏好，既要透過媒

已就讀大學，一家人定居台北，相處和樂，親子

體宣導公平會的執法成果及績效，又要避免錯誤

間互動良好。除了公務和學術研究外，他的休閒

解讀及過份渲染，此攸關外界對公平會的觀感，

活動相當多元，閱讀、看電影、旅遊、游泳、跑

故需字字斟酌。又為應對媒體需要，手機要24小

步、爬山都是他的興趣，他說他每天睡覺前一定

時開機全年無休，這也是另一種辛苦，他期許自

在Netflix上看一段電影或影集，藉以放鬆白天工

己能夠透過這個工作的磨練，讓自己的溝通能力

作的緊張與疲累。他非常喜愛閱讀，閱讀的領域

更加的圓融，並避免外界對公平會產生誤解。

廣泛，舉凡社會科學及文學各領域中有助於個人

對於未來工作的期許，陳副主委希望能深化
個案分析與政策研擬之深度與品質，國際競爭法
不論在議題與理論發展上都不斷急遽演變，公平
會同仁必須與時俱進，他期待能將過去的研究成

多元思辨的作品或報導，都會儘可能找時間涉
獵。有熱愛的工作及學術研究，加上和樂的家庭
生活及樂在其中的休閒興趣，豐富圓滿了陳副主
委的人生。

果與公平會同仁分享，提供作為同仁辦案或研擬

陳副主委雖要負責許多公平會調查案件審理

政策時的參考，期能提升公平會個案決定及政策

以外的業務，但其對於所有案件仍以其豐富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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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審慎的態度看待，在公平會委員會議上個案

作上，必能勝任愉快且使其在公平法上的專業領

審議時，總是以專業理性的態度，條理清晰地講

域上更上一層樓。對於未來，他期待能持續在競

述公平交易法規定及其理論基礎及演繹，並旁徵

爭法領域內有所精進，並將所學貢獻於公平會的

國外競爭法的思維發展及實務經驗，發言內容法

個案審查及會務推展上，讓社會大眾能更深刻的

理完整又邏輯層次分明，總教人受益良多。他的

感受到公平交易法對提升人民福祉所具有的功

個性沉穩內斂，但對於喜歡或認為值得做的事，

能。相信他在副主委的角色上會比過去擔任委員

他會執著並貫徹到底。此已見諸於他在學術上的

時更有揮灑的空間。

堅持，將此執著的精神投注於公平會副主委的工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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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實廣告案件統計

ᶵ⮎⺋⏲㟰ẞ䴙妰ġ
■撰文＝王性淵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視察）

ḳ㤕䁢Ḯ㍸㋗屟㯋炻忂ⷠ姕妰⎬⺷⺋⏲Ἦ⏠䜃炻⤪ẍὫ扟₡ˣ旸㗪旸慷䈡よ₡ˣ侩⫿
■撰文＝張晏慈

嘇ㆾẍ䓊⑩≇傥䫱Ἦ⏠⺽㴰屣侭炻侴忁ṃ⺋⏲ᷕ㗗⏎㴱⍲ᶵ⮎␊烎ġ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事業為了提振買氣，通常設計各式廣告來吸睛，如以促銷價、限時限量特惠價、老字號或以產品

ὅ㒂℔⸛㚫䴙妰炻㛔炷㮹⚳ ĲĲı炸⸜ Ĳ.ĺ 㚰㩊冱㟰⍲ᷣ≽婧㞍㟰彎䳸妰 ĲĭĸķĲ ẞ炻℞ᷕ
功能等來吸引消費者，而這些廣告中是否涉及不實呢？
㴱⍲ᶵ⮎⺋⏲妰 ĹķĴ ẞ炷䲬⌈ ĵ ㆸ ĺ炸炻䴻㈋昌婧㞍䳸㝄朆Ⱄ℔⸛㚫ᷣ䭉㤕⊁ㆾ䦳⸷ᶵ䫎ᷳ
依據公平會統計，本（民國110）年1-9月檢舉案及主動調查案辦結計1,761件，其中涉及不實廣告
㬊⮑嬘炷婧㞍炸㟰⍲慵墯㩊冱⎴ᶨ㟰䓙ᷳ㟰ẞ⼴炻㴱⍲ᶵ⮎⺋⏲㟰妰 ķĳ ẞ炻℞ᷕἄㆸ嗽
計863件（約占4成9），經扣除調查結果非屬公平會主管業務或程序不符之停止審議（調查）案及重
↮侭 ĳĺ ẞ炷↥復嗽↮㚠 Ĵĸ ẞ炸炻ᶵ嗽↮ ĴĴ ẞˤ⎎冒 Ĳıķ ⸜䳗妰军㛔⸜ ĺ 㚰⸽炷ẍᶳ䧙役
複檢舉同一案由之案件後，涉及不實廣告案計62件，其中作成處分者29件（函送處分書37件），不處
Ķ ⸜炸
炻䴻嗽䎮䳸㟰ᷕ㴱⍲ᶵ⮎⺋⏲妰 ĵĭĺĸĵ ẞ炻℞ᷕἄㆸ嗽↮ ĲĸĴ ẞ炷↥復嗽↮㚠 Ĳĺı ẞ炸炻
分33件。另自106年累計至本年9月底（以下稱近5年），經處理結案中涉及不實廣告計4,974件，其中
ᶵḰ嗽↮妰 ĳĴı ẞ炻⚈㴱⍲↹ḳ㟰ẞˣ㮹ḳ㟰ẞˣṾ㨇斄借㌴⍲䦳⸷ᶵ䫎䫱⚈䳈侴 㬊⮑
作成處分173件（函送處分書190件），不予處分計230件，因涉及刑事案件、民事案件、他機關職掌
嬘炷婧㞍炸ĵĭĶĴĺ ẞ炻ḰẍἝ㟰嗽䎮 Ĵĳ ẞˤ炷堐 Ĳ炸ġ
及程序不符等因素而停止審議（調查）4,539件，予以併案處理32件。（表1）
表1 涉及不實廣告案件統計-按處理結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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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1-9月公平會作成違法處分而發出處分書計71件，其中因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為處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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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37件（占52.1％），依行業別觀察，以批發及零售業28件（占75.7％）最多。另近5年，作成違法
⏲埴䁢嗽↮侭妰 Ĵĸ ẞ炷⌈ ĶĳįĲ炴炸炻ὅ埴㤕⇍奨⮇炻ẍ㈡䘤⍲暞ⓖ㤕 ĳĹ ẞ炷⌈ ĸĶįĸ炴炸㚨
處分而發出處分書計440件，而處分不實廣告行為者計190件（占43.2％），觀察行業別，亦以批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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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110件（占57.9％）居首，其次為不動產業56件（占29.5％），二者合占約8成7。（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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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不實廣告處分案件統計-按行業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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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就近5年發出190件不實廣告處分書觀察其廣告媒介（事業可能使用2種以上之廣告媒介，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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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計算原則），以網路為媒介者計157件（占82.6％）最多，其次為廣告單計37件（占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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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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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不實廣告處分案件統計-按廣告媒介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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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FTC NEWSLETTER
｜ 會務活動 ｜

民國110年9、10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

9月10日及24日分別於新竹市及臺南市辦理「製造業遵法與競爭宣導」說明會。

■

9月30日赴新北市中和戶政事務所辦理「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

10月5日、21日及27日分別赴新北市三重戶政事務所、土城戶政事務所及內政部移民署高雄市第一
服務站辦理「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

10月8日於臺中市辦理「製造業遵法與競爭宣導」說明會。

■

10月18日於臺北市辦理「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實廣告法規及案例宣導」說明會。

■

10月18日辦理「健全不動產市場交易秩序」座談會。

■

10月19日辦理「如何防止電商平台上之商品或服務涉有廣告不實實務」座談會。

■

10月28日辦理「如何有效防止家電能源效率及節能標章不實廣告」座談會。

1

2

3

4

1.公平會赴新北市中和戶政事務所辦理「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2.公平會於臺中市辦理「製造業遵法與競爭宣導」說明會。
3.公平會於臺北市辦理「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實廣告法規及案例宣導」說明會。
4.公平會赴內政部移民署高雄市第一服務站辦理「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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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際 交流 ｜

民國110年9、10月份國際交流一覽

■

9月28日及29日參加「第16屆東亞競爭政策高峰會議(視訊)」及「第13屆東亞競爭法與政策會議(視
訊)」。

■

10月4日、5日及7日參加OECD/韓國政策中心競爭政策計畫舉行之「競爭中立」線上研討會。

■

10月13日至15日參加國際競爭網絡(ICN) 2021年年會(視訊)。

■

10月28日參加OECD競爭委員會舉行之「國際執法合作之法律模式」線上研討會。

1

1.公平會參加「第13屆東亞競爭法與政策會議(視訊)」。
2.公平會參加國際競爭網絡(ICN) 2021年年會(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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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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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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