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平交易法 

綜合規劃處      

胡祖舜 

tshu@ftc.gov.tw 



2022/1/27 2 

內容 

參、結語 

貳、公平交易法的內容 

壹、前言 



2022/1/27 3 

參、結語 

貳、公平交易法的內容 

壹、前言 



2022/1/27 4 

感謝一百年來的競爭，
沒有你的那三十年其
實感覺很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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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 is everything. 

… 

Competition is the steady hand at our back, pushing us to 

faster, better, smarter, simpler, lighter, thinner, cooler. 

… 

Competition is the father of rapid progress and better value. 

… 

Competition has many friends, but its very best is the consumer. 

Competition brings out our best, and gives it to you. 

… 

 ~ by S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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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政策不只是富國專屬的奢侈品，更是
所有追求自由市場經濟國家的必需品。
(Competition policy is no longer “luxury” of  

developed countries but “necessity” of all 

countries longing for market economy.)   

Joseph E. Stigl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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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反壟斷法(Antimonopoly Law)、
公平交易法(Fair Trade Act) 

• 第一部施行於全國的競爭法－加拿大競爭法(1889)  

• 2020年實施競爭法(competition law)的國家已超過140個 

競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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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法是物價管制的法律? 

–ex.菜價飛漲、物資囤積 … 

● 公平法是保護消費者的法律? 

–ex.契約條款、退貨問題… 

● 公平法是管盡天下不公平的法律? 

–ex.法規不公平、離婚後財產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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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規範對
象—事
業(§2) 

 

What 

•規範行為
—限制競
爭(§7~20)

、不公平
競爭
(§21~25) 

 

How 

• 規範方法—

民事責任
(§29~33)、
刑事責任
(§34~37)、
行政責任
(§39~44) 

 

認識公平法三步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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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對象(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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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 

事業所組成之同
業公會或其他依
法設立、促進成
員利益之團體 

公司 
獨資或合夥之 

工商行號 

其他提供商品或
服務從事交易之

人或團體 

 具獨立性、經常性並
從事經濟交易活動的
人或團體 

 行政機關以私法行為
提供具有市場經濟價
值的商品或服務 

 對事業具有控制性持
股之人或團體，視為
本法有關結合規定之
事業。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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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基本法 

相關處理原則、有權判斷機關、正當性
考量因素、授權契約中正當行為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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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宗旨(§1) 

公平法第一條 

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 

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 

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競爭法不應講求結果公平，而應強調
實質公平—起點公平、機會均等及過
程公正。  

不應被誤解為是保護消
費者目標的表述 

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
護法 



2022/1/27 15 

規範行為(What) 

不公平競爭行為 

聯合(§15~18) 

限制轉售價格(§19) 

其他限制競爭(§20) 

仿冒(§22) 

不實廣告(§21) 

營業誹謗(§24) 

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25) 

限制競爭行為 

獨占(§7~9) 

結合(§10~13)  

規
範
行
為 

不當贈品贈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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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先天上有規避競爭的誘因： 

–獨占市場:將討厭的競爭者趕出市場！ 

–合併或購併:乾脆把搗蛋鬼買下來！ 

 -聯合壟斷:跟競爭者說好彼此不競爭！ 

限制競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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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占:不禁止獨占地位,只禁止 

獨占力的濫用。 

聯合:通常有害於經濟效率，故 

原則禁止，例外申請。 

結合:通常有利於經濟效率，故 

原則自由，例外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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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占行為 – 規範「行為」非「狀態」 

ˇ 獨占: (§7) 

   1.事業在相關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
除競爭之能力者。 

      2. 二以上事業，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
具有前項規定之情形者。         

  ◎獨占事業產生的原因: 

      1.政府或法律授權—專利、商標等 

       2.自然獨占 

       3.效率、創新與遠見 

       4.濫用市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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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占事業認定(二階段論) 

一、第八條 

 積極要件 

   市占率無下列情形者，不列入獨占事業認定範圍： 

 

 

 

 

 消極要件 

  ‧個別事業市占率＜1/10或銷售金額＜20億元 

 

    

A + B + C 3/4 
A + B 2/3 
A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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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行細則第三條 

ˇ 獨占事業應審酌之事項：  

   1.事業在相關市場之占有率。  

   2.考量時間、空間等因素下，商品或服務在相關 

     市場變化中之替代可能性。 

   3.事業影響相關市場價格之能力 。 

   4.他事業加入相關市場有無不易克服之困難。 

   5.商品或服務之輸入、輸出情形。 

※受法令(eg.有線電視之特許) 、技術限制(eg.關鍵性的專利權)或其他

可排除競爭能力情事者，得認定為獨占事業。~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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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占事業的禁止行為(第九條) 

      —規範「濫用」(abuse, misuse)市場地位之行為 

  1.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 

     ex.高通拒絕對晶片競爭同業授權專利技術案(民106) 

  2.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 

     ex. 屈臣氏小包裝單位價格較大包裝單位價格低 (民100) 

       個人化定價(personalized pricing) 

  3.無正當理由，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 

   ex.獨買業者逕行決定偏低之購買價格，或與OEM代工廠商交易 
      時，要求其負擔倉儲成本、延長付款期限等。 

  4.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ex.自我偏好(self-preferencing)的Google Shopping 

              



2022/1/27 22 

結合行為－原則自由，例外申報 

 結合規範的目的：  
   在監督與防範事業透過與他事業結合之方式，取得或 

增強其市場優勢地位，進而達到控制市場之力量。 

  立法說明： 
 「事業結合之發展結果有導致獨占之可能，….本法為配

合當前事業大型化之政策，並對事業之結合弊害預作防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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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第十條) 

1.與他事業合併者(全聯/大潤發) 

2.持有或取得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1/3以上者 

  (家樂福/頂好) 

3.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 

  (「質」：相對重要性、「量」：占總財產比例) 

4.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委託經營者  
   (Joint Venture；合資新設事業) 
5.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 

   

應將與該事業具有
控制與從屬關係之
事業持有或取得一
併計入 

(中華電信/神腦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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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管制(§11)－申報異議制 
–事前管制：結合前提出申報 

–捉大放小：只有到達門檻才需申報 

– Stop-and-Go：等候期間(30工作日)內不得結合，延長期間60工作日 

•申報門檻 
–結合後市場占有率超過1/3 

–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市場占有率達1/4 

–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中央主管機關所
公告之金額者 
 非金融機構事業: 150億及20億   金融機構事業: 300億及20億 

 參與結合之所有事業全球銷售金額>400億元；且至少二事業之個別銷售金額
>2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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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禁止結合標準(§13) 

  整體經濟利益＞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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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申報但未申報 

•經禁止仍為結合 

違法結合案件 

•命令分設事業 

•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 

•轉讓部分營業 

•免除擔任職務 

•命令解散、勒令歇業、停止營業 

法律效果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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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行為(§14)－原則禁止，例外申請行為 
具有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 
- 水平競爭關係者 
- 同業公會藉由章程、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約束事業活動者 

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一種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 

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 

- 共同決定價格、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 

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 微小不罰 

主體 

方法 

內容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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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行為微小不罰之認定標準 
  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總和
未達10％者，推定不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
供需之市場功能；但事業之聯合行為係以限制商品或
服務之價格、數量、交易對象或交易地區為主要內容
者，不在此限。 

   （105年3月1日公法字第10515600941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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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申請許可 

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第十五條) 

標準化 

合理化 

專業化 

輸出聯合 

輸入聯合 

不景氣聯合-就價格進行聯合 

中小企業聯合 

其他促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或經營效率之聯合 

中央主管機關為前條之許可時，得附加條件或負擔。 (第十六條) 
主管機關應於三個月內為決定；必要時得延長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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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不易→強化措施 

• 合意推定 

聯合行為之合意，得依市
場狀況、商品特性、成本
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
經濟合理性等因素推定之 

• 寬恕政策 

鼓勵事業窩裡反 

• 檢舉獎金 

鼓勵提出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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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證據之取得 

一、寬恕政策(leniency program) (§35-1) 

（一）寬恕類型：免除（全免）或減輕（部分免除）罰鍰 

（二）適用條件： 

 時點：公平會尚未知悉或進行調查前 

 方式：提出書面檢舉或陳述具體違法+檢附事證+協助調查 

 時點：公平會案件調查期間 

 方式：陳述具體違法+檢附事證+協助調查 

*友達等台、日、韓面板業者密謀抬價案(2011) 

*10家國際電容器業者合意抬價案(民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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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最多可減免5名） 
• 第1順位：全免 

• 第2順位：減輕30％～50％ 

• 第3順位：減輕20％～30％ 

• 第4順位：減輕10％～20％ 

• 第5順位：減輕10％以下 

 →Be the first to te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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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金來源：反托拉斯基金(罰鍰之30%) 
• 要件 
− 具名檢舉 
須以真實姓名(名稱)、聯絡方式及地址提出檢舉 
檢舉方式：書面、言詞、電子郵件或其他方式 
以言詞提出檢舉，必須於檢舉紀錄上簽名確認 

− 提供本會尚未獲悉之聯合行為事證 
− 經本會認定構成聯合行為並處以罰鍰 

 
• 排除 
− 涉案事業(員工可為檢舉人） 
− 已依寬恕政策減免罰鍰之事業，其董事、代表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 
− 有強迫他事業參與或限制退出聯合行為之具體情事  
− 主管機關所屬人員及其親屬 

二、檢舉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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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為強化聯合行為查處，促進市場競爭秩序之健
全發展，得設立反托拉斯基金。 (§47-1) 

反托拉斯基金 

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之支出。 
二、… 
.. 
..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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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轉售價格(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事業不得限制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

售時之價格。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前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公平交易法第19條 

 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但書所稱正當理由，主管機關得就事業所提事證，
應審酌下列因素認定之： 
一、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 
二、防免搭便車之效果。 
三、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進之效果。 
四、促進品牌間之競爭。 
五、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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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商 經銷商 

消費者 

下游經銷商 

① 

② 

單純建議售價不違法，
但若有拘束性，且無
正當理由，則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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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品牌價值與商譽 

避免搭便車行為 

回收投資成本 

事業為何要限制轉售價格 

造成市場封鎖 

限制品牌內競爭但或許可促進品牌間之競爭 

價格趨於一致 

限制轉售價格對市場競爭之弊害 

規範限制轉售價格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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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銷 vs.代銷 
實體 與 網路 

01 自行車 

經銷合約書 建議售價 

華碩電腦(歐盟案例-6217萬歐元) 

利用價格比較網站、軟體以網路監控

零售價格 

蘋果手機(2,000萬) 

審查電信公司所提資費方案 推

算並實質限制價格 

限制轉售價格案例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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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限制競爭行為(§20) 

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 

共通要件 

  有限制競爭之虞  

     各款適用時應考慮及衡酌門檻要件： 

     門檻要件 

               1.市場占有率：以市場占有率15%為準。   

               2.依賴性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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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
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 

 
 

 構成要件 
 必須存在三方當事人 

 須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 

 須有杯葛行為  

 須有限制競爭之虞 

杯葛發起人 
杯葛參與人 
（他事業） 

被杯葛者 
（特定事業） 

杯葛(boyc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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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 

事業就同一商品或服務，以不同的價格或價格以外的條

件，出售給同一競爭階層的不同購買者。 

構成要件： 

須無正當理由： 

  施行細則第26條所列情形認定：市場供需情況、成本差

異、交易數額、信用風險等 

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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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

爭之行為。 

構成要件(細則§27)： 

低價利誘，指事業以低於成本或顯不相當之價格，阻礙競爭者

參與或從事競爭。 

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

所屬市場結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實施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

等加以判斷。 

 不當低價利誘 

Ex:四萬劑B肝炎疫苗採購案(民81) 、熊貓元年「一元看一年」(民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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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使參與限制競爭行為 

事業 A 
脅迫、利誘等 

行為人 

 事業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

格之競爭、參與結合、聯合或為垂直限制競爭之行為。 

 

 

 

 
 

        Ex: Apple電子書案(2012) ---軸輻式卡特爾(hub-and-spoke cartel) 

聯合 
行為 

脅迫、利誘等 
行為人 

事業 A 

事業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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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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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8條 

      Ex. foodpanda不當限制合作餐廳之事業活動案(民110) 

• 搭售（tie-in）：將二種以上可單獨銷售之商品綑綁銷售，或要求

買方不得單獨購買。 

Ex. 手機製造商預設Google搜索引擎及Chrome(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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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續） 

獨家交易（exclusive dealing） 

又稱排他性交易，上游要求下游廠商不能銷售其他上

游之產品，或下游廠商要求上游產品不能供應其他下

游廠商。 

常見實例 

• 百貨公司限制專櫃廠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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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或顧客之限制 

限制交易相對人僅能在特定區域內銷售或不得銷售給

特定第三人 

激勵忠誠、避免搭便車 

  限制營業自由、阻礙參進、消費者選擇受限 

 Ex.1.自行車商限制經銷商從事網路銷售案(民101) 

      2.奢侈品網路銷售限制歐盟Coty案(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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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競爭行為 

• 不實廣告行為(§21) 



2022/1/27 48 

廣告 
報紙、電視、廣播或網路等傳播媒體 

 
 
  使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的訊息傳播行為 

摺頁、信封、帳單、會員E-MAIL、電子報、
手機簡訊及通訊軟體 

市招、說明會、紅布條 

 

01 

 

媒介方式 

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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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實廣告的判斷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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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知情形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
廣告，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
知其所傳播或刊載之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仍予傳播或刊載，亦
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薦證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
從事之薦證有引人錯誤之虞，而仍為薦證者，與廣告主負連帶損
害賠償責任。但廣告薦證者非屬知名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或機構，
僅於受廣告主報酬十倍之範圍內，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所稱廣告薦證者，指廣告主以外，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
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之人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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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認定廣告主 
• 銷售自身商品或服務，出資刊載或製播廣告者 

• 因該商品銷售或服務提供而受有直接經濟利益者 

− 出資製作廣告、使用及銷售之程度 

− 最終消費發票之開立者 

− 因廣告而獲取利潤情形 

Ex.東森與供貨商、網路家庭與供貨商、建商與代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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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代理業、媒體業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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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薦證者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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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不實廣告之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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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得有下列行為：  
• 以著名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

觀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為相同或近
似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淆，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
項表徵之商品者。 

• 以著名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標章或其他表示他人營業、
服務之表徵，於同一或類似之服務為相同或近似之使用，致與他人
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者。 

• 依法註冊取得商標權者，不適用之。 

 無行政責任，逕循民事途徑請求損害賠償 

仿冒(第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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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不得以不當提供贈品贈獎之方法，爭取交易之機會。前項贈品、贈獎
之範圍、不當提供之額度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贈品：指事業為爭取交易之機會，以附隨、無償之方式，所提供具市場價值之商

品或服務 

 贈獎：指事業為爭取交易之機會，於商品或服務之外，依抽籤或其他射倖之方式

，所無償提供獎金或具市場價值之商品或服務 

 規範理由：利用商品或服務以外的條件爭取交易機會，有違商業倫理與效能競爭

，致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事業提供贈品贈獎額度辦法（104.3.19.發布全文9條） 
 贈品價值上限（100元以上商品或服務價值的1/2；100元以下50元） 

 贈獎全年總額（30億/6億；7.5-30億/1/5；7.5億/1.5億元） 

 最大獎項（不得超過新臺幣500萬元） 

不當贈品贈獎(第二十三條) 



2022/1/27 59 

 營業誹謗之禁止 
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
譽之不實情事 

 構成要件 

須為競爭之目的 

陳述或散布不實之情事 

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 

 

營業誹謗(第二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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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第二十五條) 

• 除公平法另有規定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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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原則：其他公平交易法條文優先適用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應考量是否足以影響整體交易秩序
(諸如：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或有影
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效果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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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罔 顯失公平 

 對於交易相對人，以欺瞞、
誤導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
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
之行為 

 冒充或依附有信賴力之主體 

 未涉及廣告之不實促銷手段 

 隱匿重要交易資訊 

 

 

 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營
業交易者 

 以損害競爭對手為目的之阻礙競爭 
 榨取他人努力成果 
 不當招攬顧客 
 不當利用相對市場優勢地位 
 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 
 補充公平交易法限制競爭行為之規定 
 妨礙消費者行使合法權益 
 利用定型化契約之不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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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方法(How?)— 
• 行政責任 

− 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 罰鍰 
不公平競爭行為：5萬～2,500萬元 (第2次×2) 
限制競爭行為：10萬～5,000萬元 (第2次×2) 
違法結合：20萬～5,000萬元 
情節重大之獨占及聯合行為：最高可處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之10％ 

刑事責任：二年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另處新台幣5,000萬或1億 

            元以下罰金 
• 民事責任：除去及防止侵權、三倍損害賠償、消滅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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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貳、公平交易法的內容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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