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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蘿蔔或棍子？─美歐管轄國際 
卡特爾案件之學理分析與實務因應 

講座：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陳副教授志民 
日期：100年1月18日 
場次：10001-230 

 

一、前言 

今天要和大家談論都很關切的一個議

題，其實在過去一年內的好幾場演講都曾講

過此題目，美國對 LCD 案的處分好不容易

塵埃落定，但在幾個禮拜前卻冒出歐盟的重

罰，因此這個議題又開始被炒熱，當然在座有業界朋友就實務上的了

解比我更多，而實務上有哪些問題點未談論到的，歡迎不吝提出指正

及相關問題。 

題目是有關美歐管轄國際卡特爾案件之學理分析與實務因應的

問題，之所以用紅蘿蔔或棍子，是因為美歐的反托拉斯法在國際卡特

爾這個領域，基本上就是這兩者的交叉運用，特別是在美國法的部

分，不管是處罰或是鼓勵，這兩者間是有高度的流通性、彼此是互相

有關聯的，整套制度運作慢慢的越來越成熟也越上手，事實上過去美

國在這 10 幾年來所破獲的國際卡特爾裡，絕大多數都是依賴所謂的

紅蘿蔔，以紅蘿蔔來做誘因，吸引窩裡反來提供內部證據。演講將分

為兩大部分，第一個主題談相關的法規，包括有關管轄權的依據、主

要的行為類型、法規介紹及寬恕政策的問題，這就是剛說的窩裡反的

政策，及違法的責任，因為違法的責任輕重會影響窩裡反的誘因，所

以這裡會談有關美國跟歐盟的規定。第二部分是談在面對這些調查

時，在調查前、在平時，廠商可能要在內部建立甚麼樣的機制？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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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之前因應的方式，及在被調查，甚至訴訟以後該做如何的配合？演

講最後將出一些個人的看法與建議。 

二、歐美管轄國際反托拉斯行為依據 

為何先談論這問題？是因為在很多演講或記者訪問的場合，通常

被問的第一個問題都是為什麼台灣企業的競爭行為，美國跟歐盟的法

律可以管轄？譬如聯合協議並不是在美國本土所發生的，為何美國法

可以跨越國界來管轄這些發生在域外的行為？這主要是規定在美國

反托拉斯法中一個實施多年我們稱之為「域外效力」（extraterritorial 

effect）的原則，這樣一個跨國的域外管轄權依據，其實從它們的法規

中可以找到一些解釋的依據。 

（一）美國修曼法（Sherman Act）第 1 條 

這是美國法關於聯合行為之主要規定，也即任何以契約、信託或

其他方式所形成的聯合或共同行為，而具有限制州際間或與外國貿易

間之貿易的行為，均屬聯合行為。依文義，很顯然的若行為涉及外國

貿易時，美國的反托拉斯法並不當然就被排除不能管轄，這個文字也

留下一些解讀的空間。 

（二）近代「域外適用」判斷原則之建立：Alcoa 案 

當然在司法的判例上，美國反托拉斯法「域外適用」的效力最主

要是建立在 1945 年 Alcoa 案中，這個案子涉及到煉鋁業國際卡特爾，

美國與加拿大的廠商進行鋁礦跨國際的聯合行為，其中涉及美國反托

拉斯法能否管轄加拿大廠商或美國廠商設在加拿大子公司的問題，在

這個案子裡法院建立了兩個判斷標準，假設發生在外國的聯合行為它

有影響美國貿易的「意圖」，對美國會產生「合理或可預見的效果」

（reasonably foreseeable effect），美國的司法機關或反托拉斯主管機關

是有進行管轄的可能性。 

法律上意圖的要件很難證明，所以通常判斷意圖，大概也是要依

賴客觀的事證來做意圖的推論，所以這樣一個原則最重要的標準應是

第二個，即發生在國外的行為有沒有可能會對美國市場產生所謂合理

或可預見的傷害效果。若有，則意圖就可以推論存在。這項原則在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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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國「對外貿易反托拉斯改革法」裡正式形諸於文字變成成文法，

在 Foreign Trade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 這個法律條文裡就明文規

定，發生在外國的行為如果具有直接（direct）、實質（substantial）、

合理可預見（reasonably foreseeable）的效果，美國法院或主管機關就

可以行使管轄權，而直接、實質、合理可預見就變成目前美國司法實

務上進行域外管轄判斷最主要的標準。除此之外，發生在國外反競爭

的行為類型，必須是得依「修曼法」或「聯邦交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這兩項法規起訴者，簡單來講就是，行為必須

與美國反托拉斯法、競爭法規的構成要件有一定程度的關聯，足以在

訴訟上提起類似反托拉斯訴訟時，美國法才可以實施域外管轄。 

（三）國際睦誼（International Comity）下之效果要件考量因素： 

當然「外管轄」是對他國主權明顯的侵犯，假設國家的法律要適

用到別的國家，管轄到發生在別的國家領域內的行為，基本在國際法

上來講這是一個蠻嚴重對主權的侵犯，所以國際法也有所謂的國際禮

讓或是國際睦誼（International Comity）原則，就是當一個國家要行

使法律到域外時，應採取禮讓的態度，即便這個行為可能對你國家商

業市場產生實質負面的影響，也必須考慮其他相關因素，假設在評估

後，發現可能本國不行使管轄權會比較好的話，則即使有法律上的依

據可以行使域外管轄，但也不表示說一定要行使管轄，在所謂的

International Comity 的原則下，本國司法有時必須要自制。這裡整理

幾個當美國法院決定是否行使管轄權時，主要考慮的國際睦誼因素，

譬如說美國法與外國法衝突的程度？美國法是違法，但假設外國法認

為是合法或不違法，這彼此之間的衝突程度是不是很強烈？另外當事

人的國籍、對國家忠誠度的考慮、營業地、公司所在地，對美國或對

他國效果的比較，某個行為對美國市場競爭產生的傷害是不是永遠大

於別的國家？影響美國的貿易意圖明確、整體違法行為之重要性等

等，這些在理論上是法院或執法機關行使管轄時所要考慮的因素，之

所以一直強調理論上，是因為在美國實務上，法院曾經考慮過這些國

際睦誼因素的案件並不會太多，因此這只是理論上可以給我們參考，

當然在訴訟上不排除可以做為抗辯的事由，但訴訟實務上，是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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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美國法院基於域外適用國際睦誼的原則真的會認真去考慮這個

管轄權的行使是否妥當。 

國際睦誼原則其實跟台灣幾個企業受到美國反托拉斯法調查有

關，假設某反托拉斯法行為，例如卡特爾的行為，依照別的國家產業

政策或法規所允許的，甚至是政策上所鼓勵的行為，則可否拿來當作

豁免美國反托拉斯法的理由依據？這也是業者曾問過我的問題，例如

LCD 產業是台灣重視的重點產業，政府在政策上也是很鼓勵，所以是

否能拿這樣的理由來當作抗辯？也就是我的行為在我自己的母國，原

則上是政府允許的行為，可否當作排除美國管轄權行使的依據？在對

外關係法的彙編（不具有實質的法律效力，是美國法律協會針對美國

法律作的法規彙編）建議，這個問題應該考慮兩項因素：法規對管制

國家的重要性，某個產業的行為假設依照自己國家的法規是合法的，

則必須去判斷法規對管制國家是不是具有高度重要性，及管制國家對

管制該行為的利益程度。這是理論上，但在實務上，特別是 1993 年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Hartford 一案中有很清楚的說明：即便外國對於

涉案行為有很強烈允許這個行為的政策，甚至於鼓勵這樣的行為，但

是這樣的政策都不足以排除美國法的適用，因為他們認為，執行美國

法律要考慮的就是美國法，並不需要太在乎到別個國家的法律。當然

這個案子有很多的討論，是不是美國法應該強到這種程度？但到目前

來講，它仍然是一個有效的法律。這個案例是涉及英國保險公司聯合

在美國加州促銷一種保險商品，涉嫌違反美國反托拉斯法聯合行為，

英國的保險公司向美國政府抗辯，說這種行為在英國本土裡是合法，

而英國政府也鼓勵的一種行為，甚至在此案，英國政府幫保險公司寫

過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的意見書給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參考，但

最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還是不採納英國政府所提出的意見書。 

（四） 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第 101 條 

歐盟域外管轄部分，主要是規定在「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 101 條，這就是以前所稱的羅馬

條約或歐盟條約第 81 條，類似修曼法第 1 條。在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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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從文字上也可以找到跨越國際管轄的依據，有違法的類型，分割

市場、限制生產、差別待遇、不公平待遇等等，影響會員國之間的貿

易，其「目的或效果」（object or effect）在於限制或扭曲在「共同市

場內」（within the common market）的競爭，所以它的範圍不是在某

一個特定的會員國。假設行為具有可能會影響到或扭曲到所謂的「共

同市場內」競爭時，則歐盟運作條約是有可能可以適用到這些行為上。 

在歐盟域外管轄之理論上依據，有其階段性的演變，早期在歐盟

法，歐盟對域外管轄，執委會採比較謹慎的態度，認為發生在外國的

事業必須要在歐盟本土設有子公司，透過百分之百的控制子公司，將

此聯合行為的協議在歐盟領域落實，這時候才可以去進行域外管轄，

可是這樣的一個執法態度在後來的伐木案（Wood Pulp）中有所改變，

作法就跟美國很接近，採取強調效果、比較不重形式上的判斷標準，

任何發生在歐盟領域外的卡特爾行為，假設最終是在歐盟落實的話，

不管是透過歐盟直接進行落實計畫，還是透過其他一些管道像經銷

商、代理商，甚至透過歐洲某家公司來落實這樣的計畫，這都可能變

成歐盟可以行使管轄的案件。 

二、主要受規範行為類型 

（一）水平的卡特爾 

有關在反托拉斯法裡面會受到規範的最主要行為類型，第一個就

是水平的卡特爾－競爭者之間的聯合行為，在美國，主要的規範法規

是修曼法第 1 條，它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與規定，主要是透過司法的實

踐，累積形成幾個主要常見的水平卡特爾類型，例如固定價格－LCD

案聯合定價的行為；集體減產或配額－共同減產或分配每家廠商所能

銷售的量；集體杯葛的行為；分割市場包含產品銷售的區域、客戶及

市場的分配；另外一個就是有關圍標的行為，這些行為在美國修曼法

第 1 條都可能被認為是惡質性的卡特爾，對此類案件，美國法院通常

會以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來進行審理，指的就是原則上只要行為

符合修曼法第 1 條的構成要件，大概違法性就會被確立，法院不會去

考慮這樣水平的卡特爾到底對市場競爭是不是有任何正面的效果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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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為有些水平的卡特爾確實具有商業上對市場競爭有利的效果存

在，例如，水平卡特爾制定規格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與搜尋成本等等，

這是業者常在實務上會提出的抗辯理由。但若聯合行為被歸類是當然

違法的類型後，通常法院在審理上不會再去考慮那些因素，這當然涉

及到當然違法整個背後司法上的思維，當初之所以會出現當然違法原

則，主要是基於司法經濟的考量，就是說被歸類為當然違法原則的行

為，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對於整個市場競爭是弊大於利，所以美國

司法機關、美國法院，在面對這樣的案子時，不再浪費時間去審查它

可能的正當性，因為從過去司法實踐的經驗，當這類型行為出現時，

90%以上絕大多數都是反競爭的，當然違法原則的適用，明顯的會讓

執法結果偏向錯殺，也即容易將淨效果對競爭無害或有利的行為，在

未經詳細評估前，即認定其違法。 

在美國的反托拉斯法下，所謂的聯合行為或卡特爾行為，要符合

何項法律要件，主要如下：第一個就是競爭者彼此之間的聯合行為，

必須要有複數的當事人，就是參與水平卡特爾的一定是兩個以上的競

爭對手，單一的企業不可能進行聯合行為。早期美國反托拉斯法裡曾

經有「企業內勾結」原則，就是一個企業下的子公司，或同一個母公

司控制的幾個子公司，子公司跟子公司彼此之間是可以成立聯合行

為，但這是比較早期的看法，到了 1984 年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外

正式宣告，母公司跟其百分之百控股的子公司彼此之間不可能成立聯

合行為，因為子公司既然是百分之百控制在母公司，則子公司其實就

是母公司，子公司的董事會或股東會所做的決議，包含進行卡特爾決

議，都是母公司決定的，所以自己不可能跟自己進行聯合行為，所以

母子公司間假設控股達到百分之百持有，在目前美國反托拉斯法實務

上來講，是不會有聯合行為的問題，因為它只是一個單一企業而已。

但假設控股不是百分之百，而是 51%，好像有點緊密，又好像留有一

定的空間，這時母公司跟子公司間有沒有可能可以成立聯合行為的問

題？這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事實上是沒有表示意見，就是對於不是百

分之百控股的子公司，有沒有可能成立卡特爾，並沒有明確的說明，

但在美國上訴法院，不同的上訴法院其實都處理過類似的案子，所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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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標準也沒有一致，就是說母公司跟子公司間的控股關係要控制到

哪個程度是 75%、85%、65%還是 51%就可以，每個法院的態度不見

得是一致，這也許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將來要進一步去解決的問題，

但至少就百分之百控股的部分是沒有問題，就是彼此之間不會構成所

謂的聯合行為。 

2010 年 5 月 24 日 American Needle v. NFL 一個案子，是和這個議

題相關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最近判決。其凸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

於母子公司之間有沒有可能成立卡特爾的基本態度，不是從形式而是

從實質去看。所謂「形式」的看法，就是母公司是公司法下獨立的法

人，子公司也是公司法下獨立的法人，從法律的形式看起來，應該可

以成立聯合行為，而美國聯邦法院一再的強調他們不會採取這種形式

性的判斷，他們要看的是實質，這種控制的程度有沒有達到讓子公司

根本不可能做經濟上獨立的決策？如果有的話，他們彼此之間就會變

成單一的經濟體，沒有聯合行為的問題。這一個案子是涉及美式足球

的職業聯盟把商標獨家授權給 Reebok，由 Reebok 統一幫美式足球聯

盟做統一的球衣，而不授權給其他的廠商，美國職業聯盟抗辯其是由

美式聯盟這個組織所控制的，所作所為都是美式足球聯盟的決定，不

可能成立卡特爾，但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駁回這樣一個抗辯，認為美

式足球聯盟下的每個球隊與美式足球聯盟間是不是單一的經濟體，要

看涉案的事項來決定，因為今天涉及的是各個球隊 logo 的授權，那是

每個球隊應該獨立決定的，至於大聯盟制定統一的薪資標準、統一的

球賽規則、統一的選秀標準，每個球隊都必須要遵守，否則美式足球

聯盟就不可能存在，所以在那種類型的案件，可以主張都是大聯盟下

的一部份沒有獨立人格，但這個案子涉及的是實質上各隊球衣授權的

問題。在這個案子裡，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進一步去區分涉案事項的類

型作為判斷的依據，是一項值得注意的新發展。 

除了複數的要件外，聯合行為必須要有共謀協議的存在，這在實

務上也是最難被證明的，因為只要是一個大企業有很好的法律顧問，

即便想要進行聯合行為，也絕不會留下蛛絲馬跡，不會刊登廣告，告

知所有會員下個月瓦斯 16 公斤要調多少錢，希望所有的會員一併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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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假設企業對反托拉斯法有基礎了解，一定儘可能規避留下任何的

直接證據，所以所謂協議的存在，常是實務上原告要勝訴最困難的要

件。在反托拉斯法，協議不是以有白紙黑字寫下來的協議為唯一的判

斷標準，競爭者彼此之間的默契、默示的合意乃至於協同一致的行

為、自發性跟隨的行為，這些都有可能被法院推論為彼此之間是有一

定程度的合意。而協議的事情並不一定要成功實現，只要具有想要聯

合訂定價格的協議存在，即便這個協議看起來不太容易實現，都有可

能違反美國修曼法第 1 條所謂的聯合行為，但成功率很高的話，往往

對原告、對美國司法部來講，證據當然就會更充分，美國司法部可能

會跟你說這個市場結構本身就很容易可以讓業者來進行聯合行為，這

個聯合行為可以很順利的被實施，剛好可以做為一項補強證據。至於

怎樣去證明所謂的協議？最近這幾年要找直接證據都必須透過一些

侵入性比較高的方法，譬如說監聽、臥底等等，事實上歐美這幾年均

是以採這種侵入式的方法調查證據，加拿大在一兩年前破獲的加油站

卡特爾，其實就是透過監聽，在監聽過程中發現加油站業者彼此之間

打算進行聯合訂價。除了這種方法外，要找到直接證據通常都不是很

簡單，所以在絕大多數反托拉斯法案件中，協議要件大多是依賴間接

或情況證據，也即證據本身難無法直接證明有聯合協議存在，但可以

推論出業者假設沒有要進行聯合行為，就不會有存在有這類的事證，

故可從這類證據推論出有意要進行聯合行為。當然這樣的推論並不嚴

謹，但在反托拉斯法裡，假設法律上要建構起協議要件存在的話，在

很多情況下，還是會依照所謂間接的事證，配合一些促進的機制，或

「附加要素」（uplus factor），包含市場結構、整個參進障礙的產品同

質性高不高等這些附帶的條件，是不是有利於業者來進行卡特爾，用

這種方式來配合找到做為證據認定的依據，所以從使它是不完美的方

法，在邏輯上甚至是有點矛盾的，但是它是一個常用的方法。 

假設以 LCD 這個案子來看，涉及到最主要的就是訊息交換的問

題，同業之間可不可以交換訊息？同業間出席業界的年度大會，彼此

之間在閒聊過程中，甚至是致詞過程中，可不可以稍微談到對下一季

價格前景的展望？在一個人講了之後，後面上台的也呼應表示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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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算不算是聯合行為？在鋼鐵業就曾經出現過這樣的問題，在一、兩

年前看過一個有關國際鋼鐵業卡特爾的案子，印度的 Mittal 是全世界

最大的鋼鐵業公司，在鋼鐵業年度大會，Mittal 的 CEO 第一個上台致

詞，上台後開始分析產業未來展望，最後下一個結論，他說：我個人

看法是認為這個產業在未來需要紀律（discipline），但並沒有提到價

格或產出，之後上台演講的 CEO 都贊同 Mittal 講的內容，會議結束

後個別業者就開始對價格、產出進行調整，而調整出現平行往同一個

方向移動的現象，因此競爭業者、下游的買方就跟美國司法部檢舉這

是聯合行為，他們認為年度大會裡這種高度的訊息互通，是一個聯合

行為的協議。所以同業間交換產業資訊的行為，有其一定之反托拉斯

風險，對業者而言可能覺得沒有甚麼，但在美國司法部的解讀上，很

可能會把它跟聯合行為聯結在一起。所以訊息交換到底會不會構成所

謂的聯合行為？構成所謂的協議？雖然有高度的個案性，同種訊息在

不同個案裡法院要如何認定是不是有利進行聯合行為，可能每個案子

都不一樣；但歸納而言，大概考慮的因素有以下幾項：要做訊息的交

換，訊息的本質是甚麼，是一個蠻重要的關鍵，例如交換訊息的主體？

交換的訊息是 CEO 跟 CEO 之間的交換，是高階經理人跟高階經理人

之間的訊息交換，還是一般比較低層的職員彼此之間的交換，這在認

定協議上的要件來講，它的證據價值可能就會不同。當然階層越高所

交換的訊息，可能被認定是聯合協議的機率更高，因為會認為交換的

訊息是比較有價值的，所以交換訊息的主體越高，就越有可能構成所

謂的協議。資訊的類型，簡單來講就是交換的資訊是敏感性資訊，還

是非敏感性資訊。如果交換的訊息是敏感性資訊，譬如價格、成本、

產量，被認定是協議的機率就比較高，何謂非敏感性資訊？就是和價

格、成本、產量無關的訊息，像是交換彼此 CEO 的生日，除非生日

的號碼代表產量、價格、成本，否則單純只是同業間情誼的交流資訊，

當然就比較不會有問題。資訊的時效性，資訊是新的還是舊的？現在

的、未來的還是歷史的資訊？如果交換的資訊是現在或涉及到未來的

資訊，違法的可能性會比較大，如果交換的是過去、歷史性的資訊，

相對來講它的違法性就比較不會那麼高，所以這是就時效性來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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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程度：資訊的封閉性跟開放性的問題，所交換的資訊是不是只有

透過公司內部才可以取得，還是有其它的管道也可以取得。開放的程

度越高，交換的資訊也就越 OK，如果交換的資訊是高度閉鎖的資訊，

非得要透過公司內部一定層級以上的人才可以交換的話，這樣的資訊

交換，它的違法可能性幾乎相對來講會比較高，所以這是就訊息的本

質。另外一項因素，即是訊息交換的便利性，常常在實務上被討論的

類型，即是產業年度會議中所進行的資訊交流行為。由於這類會議多

數業者都會參與，在這種場合裡所做訊息交換，較有可能讓同業間均

能接收到進行聯合行為之邀請，相對的也較有利於彼此進行勾結的訊

息溝通，甚至於回去就落實，研討會、e-mail 等等都有可能是會被列

入考慮的因素。當然另外還有一些附加考量因素，例如交換訊息本身

的市場結構是不是有利於卡特爾的形成，資訊交換行為若發生在一個

相對比較集中、比較寡占的、產品同質性較高、參進障礙較低的市場、

或是同業間交易頻率較為規律，不是偶發性的交易的等，類似像這些

市場結構的因素都會被法院拿來當作附加上去的要素，來輔助它認定

聯合行為之協議是否存在。簡言之，法院可能會以市場有利於卡特爾

的形成，業者若又利用這種場合來交換敏感的資訊，除了想要進行卡

特爾的意圖之外，很難找到其他的解釋，所以一定有協議，整個的邏

輯大致上是按照這樣一個推論來進行。 

（二）垂直的卡特爾 

在美國的反托拉斯法下，所謂的卡特爾不侷限在水平卡特爾，還

包含垂直面的卡特爾，簡單來講就是上游的製造商、供貨商跟下游的

經銷商、零售商，彼此之間假設針對價格、經銷的市場有協議的行為，

這類的行為在美國反托拉斯法可能也會被界定為是聯合行為，這跟台

灣公平交易法不一樣，公平交易法第 7 條規定是同業之間，所以我們

的聯合行為只侷限在水平的卡特爾，而垂直的卡特爾就分散在第 18、

19 條垂直交易限制的部分、轉售價格的維持或非價格的垂直交易限

制。在美國法下，像最高及最低轉售價格的維持、搭售、分割市場的

經銷區域、獨家交易行為，這都是在美國反托拉斯法不斷被關切的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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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的看法，水平卡特爾對市場競爭的影響是立即而明顯的，

因為會馬上導致競爭的人數減少，本來有 10 家廠商，10 廠商聯合後

市場就沒有競爭，但是垂直的卡特爾基本上是一個品牌供應商，針對

下游不同的經銷商間，所做的一種協議要求，此協議通常只是品牌內

市場力量的一種組合跟安排。傳統的美國反托拉斯法雖然把垂直也看

做是一種聯合行為的類型，但是在審理的原則上它是比較寬鬆的，因

為它對水平競爭市場的影響不會像水平卡特爾那麼明顯。所以在審理

上不是採當然違法，而是採所謂的「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從

字義上可 以看 出在 合理原則 下，法院 會去探究 其合理 性

（reasonableness），到底垂直的交易限制、轉售價格、搭售、獨家交

易是不是有正當性？是不是有商業上的正當理由？而當正當理由強

到足以抵銷掉所關切的反競爭效果時，很有可能法院是會允許進行這

樣的垂直交易約定。 

美國垂直卡特爾這個部份，目前來講大概只有搭售這個部分還沒

有百分之百的用合理原則，搭售雖然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總是

強調這是一個當然違法，但事實上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搭售案件的

分析，則是非常典型的合理原則運用，因為若是採當然違法就不需考

慮市場力量，可是在搭售的案子裡會看到法官有很多的篇幅在探討製

造商在市場裡面有沒有市場力量，所以在實質審理內容看起來，搭售

本身也已經走向合理原則，其他垂直交易限制的領域到今天來講大概

全都採合理原則，本來最低轉售價格一百多年來都是採當然違法，但

當然違法在 2007 年的 Leegin 案中，也被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推翻，改

採合理原則。我個人的看法是搭售行為未來改採合理原則應只是時間

上的問題，只要有一個適當的案子，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都可能藉由這

機會把「搭售」宣告為合理原則。 

有關垂直卡特爾的法律原則，在美國法下最關鍵的應該是市場力

量，通常不具有相當程度的市場力量，美國法院是不會去審理其行為

會不會去影響到市場競爭的。例如市場占有率不到 30%，通常會被認

為是危險性很低的垂直交易限制。市場力量指的是上游的製造商相對

「其他品牌製造商」，是不是有市場力量，如果市場力量很低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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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法院不會再進行後續的審理。另外一個關鍵的因素就是影響的交

易量有多大，垂直交易限制所可能影響到的市場交易量規模大不大，

時間的久暫等。當然越長期的垂直交易限制約定，其所影響的市場交

易量就會越大，違法性相對來講也比較高。 

合理原則不同於當然違法原則最主要的地方，即在於業者所提出

之行為正當商業理由，能否被法院考量。在美國目前反托拉斯法實務

上會被列入考慮的正當性商業理由中，解決上、下游業者間之「接續

性獨占」問題，是較為常見之抗辯事由。上游的製造商跟下游的經銷

商，透過垂直交易限制來控制下游的經銷商不要把價格拉得太高，不

然會產生利潤雙層剝削的結果，消費者會買的比較貴也買得比較少，

這對製造商來講是較為不利的。另外，垂直交易限制約定往往是用以

控制「搭便車」（free ride）誘因的一項手段，藉由保障最低價格或經

銷區域的方式，保障經銷商一定的利潤，用以激勵其等提供相關產品

的售前或售後服務，維持產品的品質及商譽，促進品牌之間的競爭。

即便可能會對下游經銷商產生一定程度的競爭限制，但是只要這個限

制有利於不同品牌之間的競爭，基本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會傾向於把

這些行為認定是可以容許的行為，所以比較關切的是在品牌間的競爭

（inter-brand competition）。這樣的看法在美國的學界固有不少批評，

不過實務上，似乎這樣的一個架構已經形成，將來美國反托拉斯法在

審理垂直交易限制大概也會依這幾個重點作為審理的依據。 

歐盟在水平的部分依據是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就是早期羅馬

條約第 81 條，主要的規範行為類型與美國法很像：固定價格、市場

及客戶的分割、集體杯葛或減產、圍標等等的行為，這些行為在歐盟

的法制下會被認為是一個高度違法的行為。法律上的要件跟美國法也

是蠻類似的，一樣要求必須要有複數的當事人，換句話說母公司跟子

公司之間它一樣沒有辦法形成卡特爾，歐盟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也是強

調經濟的實質重於法律的形式，不強調法形式上的判斷，而是實質上

有沒有達到控制下游廠商這樣的一個目的。另一個就是跟協議有關，

明示的同意或默示的跟隨，這都有可能會構成協議，在 1996 年 Adalat

案裡所談到的，不需要明白的表示同意，只要默示的跟隨很明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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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就可能會被推論為構成是聯合行為上的協議，整個執法的精神跟

架構跟美國法很接近。 

在歐盟處理訊息交換的行為，其所考慮的因素也與美國類：訊息

的本質，到底是很具體化的還是抽象的訊息，越具體化的當然就越有

利於形成卡特爾，越是抽象、概念式的訊息就比較無法落實去成為一

個卡特爾的協議；時效性，舊的還是新的；交換的頻率是否為定期的

交換訊息，如果是規律性的聚會交換訊息，當然這被推定為具有協議

的可能性會比較高；訊息的類型，是敏感或非敏感，這種大的分類跟

美國法大概是一樣的。便利性指的就是說是不是透過 e-mail、產業的

研討會來做一個交換的動作。至於市場條件，就是觀察整個市場的結

構，是不是有利於讓訊息交換最終變成一個協議，以一些比較客觀的

市場結構分析產品同質性、集中度、參進程度的高低等等，基本上跟

美國法的趨勢走向是蠻一致的。 

在歐盟法下所謂的卡特爾，除水平外也包含上下游之間的聯合協

議，不過跟美國法比較不一樣的是，歐盟有制定一些類似成文法的準

則（Guidelines），提供給業者相對較明確的遵守依據，如垂直交易限

制，在哪些情況下是比較沒有限制競爭的疑慮，歐盟執委會通常也比

較不會去調查的案件類型。在垂直限制準則（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及「集體除外適用於垂直契約及協同一致行為」規則，即

是針對比較沒有限制競爭疑慮的行為做一個規範，例如有安全港的規

定，就是只要落入這個安全港的範圍，基本上就不會有競爭法上的疑

慮。例如，個別事業市占率不超過 15%或是屬於中小型企業，通常較

無競爭法上的疑慮。當然在歐盟法下的中小型企業是有一定的定義

（員工 250 人以下、年營業額低於 5 千萬歐元）。如果要適用集體除

外規定，則個別事業市占率若低於 30%時，也往往可以主張豁免。但

這些例外規定並不適用於在歐盟被認為是惡質卡特爾（hard-core 

cartel）的行為。何謂惡質卡特爾，如最低轉售價格，或是分割經銷區

域跟客戶，如果行為是屬於這類型的話，那所謂安全港的規定是不能

夠主張的。準則的規定是進一步把這些約款推定為違反的證據，事業

只能夠在個別的個案中用反證推翻這樣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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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介紹的是美國與歐盟法的一些法律的原則與學理上的分析，接

下來要談的就是紅蘿蔔，給一些甜頭，讓業者能夠主動的提供事證，

這也是歐盟處罰我們的 LCD 產業以後，在國內報章雜誌上普遍討論

的問題，有人認為三星沒有商業倫理，其實我們這種情緒的反應就是

當初美國制定整套寬恕政策最主要的用意，就是希望內部窩裡反，開

始不信任，在不信任的前提下，就不會有誘因想要去進行聯合行為，

這剛好就是美國法執行這個法律最主要的目的。 

其實從理論上來看，窩裡反創造一種誘因讓你主動來配合，基本

上是建立在賽局理論的囚犯兩難，假設業者跟業者彼此之間沒有訊息

交換的可能，如同兩個囚犯被隔離訊問是一樣時，檢察官可以各個擊

破，你如果不認罪，你的同伴認了，你的刑期會加重，如果你招了，

你的同伴不招，你的刑期會大幅的減免，你們兩個是被隔開在不同的

訊問室，彼此之間沒有辦法打暗號或互相溝通，在這種孤立無援的情

況下，每個人當然會追求自利的考慮下，其實每個人都知道，我今天

假設不招，我今天不認罪，我的同伴也不要認罪，這個對我們來講是

最好的，這樣一個利益極大化是最好的，雙方是做同樣的行為，但是

我們沒有辦法確定它是不是一定會做這個行為，所以對我來講最保

險、最有利的行為就是先把自己的性命顧好再說，所以我就招，招了

後再同樣去對付你的共犯，到最後兩個都招了，其實兩個都招是最不

利的選項，這叫集體行動的困境，特別是沒有辦法交換訊息時，就會

面臨這樣的問題，所以它是建立在囚犯的兩難，我最好是去刺人家的

背，也不要讓自己的背被人家刺到，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三星會跑去告

密，整個邏輯是建立在這個地方，建立在囚犯兩難的制度上。 

這套制度其實美國司法部很早就有，大概在 1978 年的時候制定

這套公司的寬恕政策的制度，但在早期剛設立時，實施的成效並不是

很好，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有一些限制，它只限定調查前申請才可以申

請減免，換句話說假設司法部已經進行調查，才出來主動提供事證，

司法部可能無法提供形式上的減免，而且這不是自動減刑，美國司法

部的反托拉斯署有權力裁量，所以成效不彰。 



 

•15• 

三、相關程序法規介紹─美國寬恕政策 

因在 1993 年後整個政策才做了大幅的修正，分成 A、B、C 三大

項，例如調查前的申請，在 A 項這是最典型所謂的寬恕政策，在反托

拉斯署進行調查、在美國司法部（DOJ）知道違法之前，主動提供事

證可以自動減免，反托拉斯署是不能夠進行裁量的，一定要減免。申

請時反托拉斯署還不知有違法的嫌疑，申請人在知悉違法以後，應立

即有效終止該違法的行為，並完全的配合調查，且認罪必須要代表企

業主認罪，不是你個人行為的認罪，另外，在可能的情況下要賠償被

害人的損失。申請寬恕政策者，須未脅迫他人加入卡特爾，且非領導

人或發起人。這是美國寬恕政策的一個要件。為什麼訂這個要件？因

為假設領導者或發起人可以主張寬恕政策，很可能會被用來作為打擊

產業的工具，我就出來當主導者，請大家來談聯合協議，談完後馬上

去美國 DOJ 報到，我做第一個檢舉人可以免責，其他的競爭同業都

要受到嚴格的處罰。不過，我曾經問過實際在美國執行反托拉斯法認

罪協商的律師，他說美國司法部很少去判斷第一個來申請寬恕政策的

是不是領導者、發起人，因為美國司法部拿到證據後就可以辦案，即

便懷疑你可能是第一個發起人，其實發起人通常能夠提供更詳細的事

證，手中握的證據也比較多，不過從誘因上來看，為了避免這樣的情

況出現，才會加入這樣的條款，只是實務上不見得完全徹底的落實。 

B 項的減免不論是調查前或調查後，例如你不是在調查前去申

請，而是在 DOJ 調查後才申請的，還是有可能申請減免，必須要符

合下面幾個要件，要配合、要立即採取有效的行為終止該行為等等，

另外也有特別針對企業、董事、經理的減免，一樣也是一些相關要件

的規定。 

美國寬恕政策下採取的是一個相當殘酷的競爭系統－勝者全拿

的制度，要就當第一個，比第一個晚是完全沒有辦法獲得減免。這很

顯然的就是要強化紅蘿蔔的效果，晚到的根本連吃都吃不到，更進一

步去創造卡特爾內部衝突性，彼此搶著要比別人早一步到 DOJ 檢舉。

不過，有時候申請人可能覺得手邊的證據不夠，知道有卡特爾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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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覺得要有更多的時間來收集更充分的證據，也即一方面希望最早，

一方面又要找證據。為解決此一問題，美國寬恕政策同時配合所謂的

「資格保留」（marker）制度，讓當事人先申請，假設 DOJ 依據其本

身判斷你需要一點時間再去蒐集更多的事證，美國司法部是可以給你

一段保留的時間，即保留你是第一個申請者的資格，在這段時間繼續

去找更多的事證來補充，所以申請時只要初步提供一個符合司法部最

低的判斷標準就可以，接下來更詳細的事證就可以在保留的時間內再

去找。當然第一個去申請還是要有一些初步的證據，例如有相關事證

顯示反托拉斯行為、原則性說明違法的性質、指明受產業、產品、服

務或可以讓反托拉斯署得以做相關判斷，而且指明客戶等等，有這些

相關的陳述才可以申請一個保留制度。 

除了企業外還有個人的寬恕政策，規定與企業沒有太大的差別，

主要強調的還是必須要配合，必須不是領導人或發起人等等。 

「附加寬恕」（leniency plus）政策，則是讓紅蘿蔔的誘因更強，

就是在個案的聯合行為卡特爾調查過程中，不符合寬恕政策的要件，

例如不是第一個提出寬恕政策的申請，但在和司法部進行所謂個案認

罪協商之過程中，提供於其他卡特爾案件之事證予 DOJ，若美國的司

法部還不曉得另外還有這一個卡特爾案件存在，則提供者就他案可獲

得免責，而且就目前在進行認罪協商的第一案，也還可以獲得責任的

減免，這也是為什麼叫「附加寬恕」政策。反之，如果你知道有別案

存在，但選擇不適用附加寬恕政策，後來讓司法部知道其實你早已知

情，但是在談認罪協商時候明知卻不告知，那它可以加重你在第一案

的刑期或罰金，這就是刑罰加重（penalty plus）的政策，所以一手胡

蘿蔔一手棍子交叉運用，後面要講的民事責任也是一種交叉配合的制

度。 

四、違法責任 

剛談的是美國的制度，可以發現有很強的誘因就是刑事上的責

任，其實大部分的人怕的是坐牢，罰金雖然金額很高，但對公司來講，

錢可能是 Other People's Money。美國司法部因為本身具有刑事制裁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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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權，所以手中握了一個非常大的籌碼可以誘使當事人願意談判，

因為刑事上的免責，自由刑的取消是很關鍵的，當事人較願意配合。

歐盟在這方面籌碼相對比較少一點，因為歐盟的執委會本身並沒有科

處刑事責任的權力，在跟相關卡特爾當事人談寬恕時，唯一可以談的

就是罰鍰的減免，類似我們公平會用的行政罰鍰，規定在 2006 年卡

特爾免除及減少罰鍰通知（Notice）。罰鍰免除的要件一樣是最先提供

的話可以全免，不過跟美國有點不太一樣的是，假設你是第 2、第 3

或後順位的，還是可能可以減免到，並非像美國勝者全拿制度，而是

按照一定的次序、按照不同的比例減免，不過若是最先提供資訊讓執

委會發動搜索或發現違法的話，你本身就可以要求免除相關的罰鍰。

當然證據跟資訊的充分程度在通知第 9 點有規定，假設提供的事證是

直接證據，其效力會遠大於提供的是間接證據，而間接證據若仍需執

委會另外去找一些證據補強，才有辦法認定違法的話，這樣一個證據

的效力，當然就比不上直接的證據，例如錄音帶、通話紀錄，書面紀

錄、e-mail，這在通知第 9 點內有列示的很清楚，哪些屬於充分的證

據可以來申請，當然申請後要配合調查，立即停止違法行為。申請前

未隱匿證據、資訊，且未向執法機關以外之第三人透露相關的事證，

也未脅迫他人加入違法行為，才可以申請寬恕政策。 

剛談的是罰鍰的全免，另外還有罰鍰的減少，就是說你可能不是

第一個申請的不符合完全免除的要件，但是對執委會的調查可以提供

一些「附加價值」的證據，增加執委會起訴機會，這時候執委會其實

也可以考慮某種程度罰鍰上的減免。至於甚麼叫「附加價值」？在通

知的第 25 點有列出比較詳細的標準，例如提供的是明確的書面直接

證據等等，這些證據當然就會被認定是符合這個要件的，其他規定像

全面配合調查、沒有隱匿、未脅迫他人，這跟前面的要件也差不多。 

在歐盟寬恕政策下，罰鍰減輕的幅度，如果是第一位要求減免的

幅度在 30%-50%之間，第二位是 20%-30%之間，第三位以下的就 20%

以內。資格保留制度跟美國規定基本上是蠻相近的，不過有兩點比較

不一樣，第一，它要求初步要具備的事證可能會比較高，具體程度可

能要比美國法規定要更高一點，例如要求提出一些更具體的事證，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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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指明客戶以外，甚至還要指出產品銷售主要的區域。另外就是執委

會有裁量權，不是必定減免，而是要不要給資格保留的這個部分它有

裁量權的權限。 

整個寬恕政策能不能有效的實施，跟主管機關手中握有的紅蘿蔔

與棍子到底有多少，有密切的關係，刑事責任大概是最主要當事人比

較會在乎的一個制度，所以接下來就談卡特爾的刑事責任，主要談的

是美國法。美國法對卡特爾刑事責任主要是規定在修曼法第 1 條，另

外修曼法的第 2 條是處罰獨占者濫用獨占力的行為，也有刑事的責

任，不過實務上因違反第 2 條的行為被課以刑事責任的案例非常非常

的少，除非是累犯。 

修曼法第 1 條主要是針對聯合行為，特別是水平的卡特爾，針對

法人或自然人都有罰金的規定，法人部分最高可以罰到 1 億，自然人

的罰金可以到 100 萬美金，被處有期徒刑 10 年以下，這是非常重的

刑責，在英美法下刑事責任超過 1 年就是所謂的重罪，早期修曼法剛

制定時，刑責只有 3 年以下，後來透過修法把刑責不斷拉高，到現在

是到 10 年以下，也可以併科罰金，這是修曼法的規定。1984 年時美

國有制定一個刑事罰金的改革法，規定關於刑事罰金的處罰，法院可

以在法定的刑責，或違法利得，或所生損害的 2 倍，這幾個選項內的

最高額，當作刑責的上限，所以很有可能違法利得很高，這時候法院

或司法部就可能選擇以違法利得的 2 倍計算應科處的罰金，所以上限

都可能遠遠超過修曼法中法定最高 1 億的罰金，這是因為它有一些特

別法的規定。刑事責任的嚇阻強度，近年來隨著美國司法部改採更具

侵略性的調查跟蒐證方法，也有逐漸提高的趨勢。電影 The Informant 

（爆料大師），即是根據美國真實的反托拉斯案例改編而成，美國司

法部也將這個案子拍成教學光碟，專門訓練各國的司法機關，讓大家

看看美國司法部是怎樣利用臥底去找到國際氨基酸（lysine）卡特爾

聯合價之事。全世界最大的氨基酸製造廠在美國，其聯合日本、韓國

還有其他廠商進行國際氨基酸價格的卡特爾，整個調查過程中，美國

伊利諾州的 Archer Daniels 這間公司的經理人 Mark Whitacre，跟 FBI

聯絡，他說可以提供相關的反托拉斯事證，FBI 就跟他密切合作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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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臥底偵查，過程區折離奇，相當具有戲劇張力。當然目前在我國仍

無法採行類似之執法行為，但國際間的合作搜索是非常普遍的，通常

國際卡特爾的搜索是同一個時間在不同國家同時展開，所以幾乎沒有

時間去通知對方，透過這個方法來有效避免成員串供或湮滅證據的行

為。 

剛談到的是刑事責任，但對很多企業來講，刑事責任告一段落以

後，接下來可能才是頭痛的開始，因為有很多民間私人的企業，會開

始要搭美國司法部執法的順風車，對進行違法聯合行為的公司，主張

民事損害賠償，例如是跟卡特爾成員購買原物料的廠商，可以主張假

設你沒有進行卡特爾聯合行為的話，價格應該不會這麼高，所以現在

charge 這麼高，這兩者的差距乘以購買的量，還有期間，做為損害賠

償的依據，這就是所謂的民事損害賠償。依照美國修曼法的規定，任

何因違法行為而受有反托拉斯損害者，均可以提出民事訴訟，可以想

像這個金額是相當驚人的數字，因為購買的廠商可能上百家，所以假

設把金額整個集合起來的話，這就是相當可怕的一件事。在美國配合

民事損害賠償所常常運用的就是集體訴訟（Class Action）。集體訴訟

的目的就是在解決個別損害過低，缺乏起訴誘因的問題，透過集體訴

訟的制度可以集合在美國相關市場內受到損害的廠商，由一個律師出

面主導訴訟進行，大幅降低訴訟過程中的成本，也使這些廠商比較願

意利用司法要求賠償，而這往往是卡特爾企業成員夢靨的開始。甚至

有些規模較大的受害企業，會選擇退出集體訴訟單獨提告。故光是要

應付這些接二連三而來的訴訟，可能對企業會造成很大經營上的負

擔。不過，集體訴訟必須由法院同意，即由原告提出，法院判斷到底

這些參與集體訴訟的企業是不是都有類似的狀況，是不是屬於同一個

卡特爾所產生的損害，可以列為同一類，才可以提起集體訴訟。 

一旦損害賠償提出，經過法院的認定損害賠償請求有理由時，依

照修曼法的規定，法院必須自動以實際上所受損害金額再乘以 3 倍，

敗訴的一方還要負擔對方的律師費，這大概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

在美國侵權行為的法律，原則上律師費是各自負擔的，反托拉斯法在

某種程度是商業上的侵權行為，因此必須去特別規定律師費由敗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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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承擔，這是美國法對侵權行為法則例外規定。從文義上看來，修

曼法似乎是允許任何人都可以提出損害賠償訴訟。不過，實務上美國

聯邦最高法院對民事的損害賠償是有附加一些限制的，並不像條文上

所寫的任何人都可以。例如，美國法只允許直接買方，就是跟卡特爾

成員直接進行交易的最直接的買方，才可以去提出所謂的損害賠償訴

訟，最主要的原因是不要讓訴訟過於複雜，因為讓間接買方也可以提

起訴訟的話，因為直接買方可能在付出過高的價格後，已透過轉賣把

部分的損害轉嫁到下游。故在計算受到多少損害，多少移轉到下游，

就會把訴訟程序拉得更長。因此透過司法判例建立起這樣的標準。跟

這個原則相對應的就是被告在訴訟的過程中，不可以主張原告已有多

少的損害轉嫁零售商，一方面限縮可以提出訴訟的原告資格，一方面

限制被告拿來主張降低損害賠償金額的權利。很多企業看到可能會覺

得鬆了一口氣，只限於直接買方，但是這是聯邦法院的法律原則，美

國部分州的公平交易法已明文排除這樣的限制，就是允許間接買方也

可以起訴，所以假設這些起訴的原告選擇在某一個州依照州法告民事

損害賠償，聯邦法律的限制就沒有辦法適用，還是要面對金額龐大的

民事訴訟。 

民事賠償損害訴訟是連帶的責任，連帶的損害賠償就是原告可以

選擇跟其中的一個或數個被告為同時或一部的請求，所以可以請求的

空間很大，而且被請求者不能主張按市占率計算其所應負擔的部分。

這樣的制度不僅僅對外國卡特爾的成員造成很大的負擔，違法的美國

本土的企業，也一樣要面對這樣的制度，所以美國不少企業開始跟國

會反映，反托拉斯法負担責任太重，要求必須對民事損害賠償有所調

整。因此在 2004 年時，美國國會通過「反托拉斯法民事制裁促進改

革法案」，規定成功依照刑事寬恕政策獲得刑責減免的廠商，後續的

損害賠償以相關產品市場中可以規責於被告在該市場中已完成交易

者為其上限，但前提是要符合寬恕政策的豁免規定。這似乎又是紅蘿

蔔與棍子兩者間的交叉運用，不僅僅只在刑事責任制度內部而已，它

可以透過刑事跟民事的交叉配合，來讓當事人更有誘因願意去運用這

套制度，這個法律在 2010 年歐巴馬又簽署延長適用到 2020 年。另外，



 

•21• 

藉由連帶損害賠償制度間接的來促使業者有儘快和解的誘因，假設卡

特爾的其他成員都談和解，其和解的金額一定會比較少，剩下不足的

部分很可能都會跑到你身上，你的風險就會越來越高，越晚進行和解

會被請求負起剩餘損害賠償的機率就會越高，而且再乘以 3 倍，藉由

這樣的方式引導趕快和解，不和解後面的責任就會越來越高。 

在歐盟部分，目前還沒有民事損害賠償制度，雖然歐盟一直很希

望有一套統一的民事損害賠償規定，但歐盟聯合行為的受害者要告卡

特爾請求損害賠償，唯一的方法就是拿著歐盟執委會罰鍰的處分書，

到會員國國內法院，依照內國法院的損害賠償相關請求的法規，向國

內法院進行民事賠償的損害請求，所以民事損害賠償的部分是發生在

各個會員國國內的法院制度裡面，這就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證

據的價值是不同的，同一行為被歐盟處罰以後，在義大利、德國、法

國、西班牙當事人所能夠請求到的損害賠償金額，可能會有很大的差

異，因為這涉及到每個國家在民事損害賠償訴訟過程當中的證據法

則，哪些證據是可以被提出來的？要證明到甚麼樣的因果關係？可以

請求的損害金額有那些？每個國家的規定可能都非常不一樣，所以請

求的金額就有相當的不同，這是歐盟執委會一直想去統合的一塊。所

以歐盟在 2008 年針對民事損害賠償部分制定白皮書，白皮書就是一

種呼籲、一種建議，希望會員國能朝白皮書所訂的基本方向去設計、

修訂民事損害賠償的法規。歐盟白皮書中提出一些比較重要的民事損

害賠償原則，希望會員國一定要落實在國內法，例如儘可能不要禁止

間接買方訴訟的制度，另外還提出一些證據、程序上揭露的原則，希

望會員國在這方面都能夠落實。雖然目前來看在歐盟的部分成效並不

是很好，但是未來歐盟會去推這一塊，希望民事損害賠償能夠比較統

一的看法。 

當然對歐盟來講違反歐盟的競爭法規最主要的責任是來自於罰

鍰，就跟我們行政機關課處行政上的罰鍰是一樣的，針對罰鍰的部分

也有一個罰鍰準則來作為規範的基礎，這大概是歐盟罰鍰計算基本的

原則，詳細的內容還要看個案去作一些調整。在歐盟最高的罰鍰是以

企業前一個營業年度全球總銷售額的 10%做為罰鍰上限，這個上限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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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後，接下來再分兩個階段計算金額，第一個算基本額，違法企業在

卡特爾成立的存續期間內，銷售到歐洲經濟區（EEA）經濟範圍的金

額是多少，EEA 跟歐盟不太一樣，EEA 範圍比歐盟的概念還要廣，

歐盟現在有 27 個國家，但是包含在 EEA 範圍內的國家超過 27 個以

上，所以不見得是在歐盟的國家才算，只要在 EEA 裡面就可以列為

銷售金額計算方式再乘以一個百分比，百分比就看違法情節的輕重、

持續的期間，卡特爾延續的期間越長，百分比就越高，最高可以高到

30%，乘出來後再加上一個 entry fee，只要加入卡特爾就得罰，這叫

做entry fee，可以在15%~25%之間，所以基本額的計算就是金額 x【（輕 

重 x 期間）+加入額】，算出來後執委會再去做一個調整，可能會加重，

譬如說累犯；但也可能減輕，譬如說全力配合，而且是因為過失，在

鋼鐵業的案子裡，曾經看過有企業減輕是減輕到 0，完全不需要付罰

鍰，即便它不是申請窩裡反的事業。 

五、企業面對調查時之因應 

（一）面對調查時之迷思 

接下來談談有關國內廠商在面對國際反托拉斯調查時，一些基本

觀念的誤解，還有該如何去因應這樣的制度。不知者無罪？反正我都

不曉得這是聯合行為，對法律的知道有限，不懂得法律等等，事實上

此一抗辯無罪成立的可能性並不高。 

另外，台灣可能會有很多公司覺得我的規模很小，反托拉斯是針

對類似微軟等國際大企業而設的，我的規模跟微軟比起來差這麼多，

怎麼可能會管轄到我等，這種看法可能都需要修正，經過這幾次台灣

企業受到處罰，國內企業應能慢慢了公司大或小跟違法行為的成立，

並沒有關係，公司規模小可能可以罰輕一點，但與違法之間是沒有必

然的關聯性。 

有企業可能也會認為，我的公司設在台灣，與美國沒有直接的關

係，但其實在域外效力的原則下，公司的總部設在哪裡，其實不是那

麼重要，重要是你所做的企業經營行為、是不是會對美國與歐盟的市

場產生實質、合理、可預見的市場效果，如果有的話可能還是會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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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到。 

我非美國公民，不需受美國法的管轄？也有業者就抱持不入境美

國的態度，認為在台灣了此一生，即便出國去旅行也絕對不在美國轉

機，即可避免被美國法制裁的可能。不過像卡特爾這種刑事制裁，假

設真的被通緝，它是可以透過國際刑警組織發佈紅色警戒，只要你入

境到有參加國際刑警組織的國家，都有風險會被抓走，這在實例上都

曾經出現過。。 

最後一個常被業者所誤解的是，雖然曾參加會議，但會議中都是

聊天沒有一個人當真，沒有人真的會照做就不違法。問題是在美國的

反托拉斯法下，只要具備交換價格訊息、展現你的意圖，事後能不能

落實可能在實務上來講並不是一個關鍵的要件。 

（二）訴訟前之因應 

在訴訟前可能要做些因應，被調查時要迅速因應，與律師配合，

熟悉美國或歐盟反托拉斯法的律師可以提供一些專業上的諮詢，這很

重要，如果單獨去跟 DOJ 或歐盟談判，甚麼樣的證據會吸引他跟你

談判？甚麼樣的證據在實務上會具有多強的證據力？甚麼樣的證據

提出對後續調查會比較有利，會有寬恕政策的豁免，但不至於讓未來

陷於更不利的責任歸屬上的判斷，這還是需要律師的判斷。不要馬上

就把手邊的證據全盤托出，這不見得對於後續的訴訟調查是有利的，

所以應該與律師再談談某個相關事證提出的時間點。 

此外，現在有不少大型企業內部有所謂的「反托拉斯遵循計劃」

（Antitrust Compliance Program），可以即時掌握違法的行為申請免

責。在「反托拉斯遵循計劃」下，通常越是高階的主管可能越要建立

警覺性，幾個大的案子出來都是高階主管受到調查與處罰。理論上，

多數人可能會期待高階主管應該是較為了解企業經營法規的一群

人，但事後發現其實他們對反托拉斯法的認知仍是相當有限。他們對

產業可能了解的非常清楚，但對法規這一塊，至少台灣這幾個案子暴

露出來，是他們大概想都沒有想過這樣的一部法律有這麼強的效力，

所以在很多國家的遵循計畫裡，其實主要都是針對高階主管，來進行

一種「警覺性的訓練」。在建立專責部門部分，很重要的是建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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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事前跟事後接觸的規範機制，要求公司內部員工甚麼事情可以談，

甚麼事情絕不能談，當然越具體越好，要讓員工知道。內部關於資訊

的處理及交換的一些相關原則，還有相關整個流程等，都是很多國家

競爭主管機關提供給他們國內企業在制訂「反托拉斯遵循計畫」幾個

比較重要的相關建議事項。 

在「反托拉斯遵循計畫」要有一些可以發現公司內部是不是有違

法風險的機制，包含稽核，特別是針對公司內部具有決定價格與產量

的部門。另外，通報的計畫可以邀請外部專家學者或律師參與，有部

分的國家認為也可以嚐試建立起公司內部的寬恕政策。在面對反托拉

斯法調查時，公司內部要有一定的配套，不要去拖延，因為拖延對申

請寬恕政策越不利，可能你的競爭對手早就跑去申請了。 

針對訊息交換的部分我試著提出一些我的看法，假設你有必要跟

競爭者、關係企業或甚至合資事業接觸，敏感性的資訊就盡量不要去

談它，建立起一些防火牆機制，在參加同業公會或業界研討會都一

樣。百分之百控制的子公司比較沒有卡特爾的問題，但問題是百分之

百控制的子公司，跟他自已的競爭對手進行聯合行為時，要不要負

責？你跟你百分之百的控股公司既然是單一經濟體，邏輯上來講，你

可能也要負責，所以子公司跟它的競爭者為聯合行為時，你很難說不

知道，所以還是要注意對子公司的要求，並注意有無出現卡特爾行

為。如果是合資事業，在相關業務以外，儘量不要進行訊息交換的行

為，即便要交換訊息也要注意資訊敏感性的問題，如果因參加控制之

子公司或合資事業的董事會時，而取得敏感資訊，應建立保密的條款

或「防火牆」機制，盡可能不要把訊息在會外散布。 

（三）起訴後之考量 

這個部分倒是我們比較少談到問題，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幾年來

透過寬恕政策的執行，美國很成功的破獲很多國際卡特爾，這些卡特

爾其實絕大多數都沒有進到訴訟的程序，而都是在進到訴訟前依照認

罪協商、當事人認罪甚至服刑，整個案子就結案了。其實從我作為一

個研究公平交易法學者的角度來看，我是相當樂見友達決定今天在美

國跟美國司法部對簿公堂，因為這就可以來觀察美國聯邦法院對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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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過去這幾年來運用這套機制，到底在法律的界線上，是不是已

經超出很多？在認罪協商的過程中，甚麼事情都可以談，但不表示談

判結果雙方所達成的協議，必然是符合是美國反托拉斯法之法律要求

的，只是因為案件沒有經過司法，所以不知司法部所提的條件、所做

的要求，能不能經得起美國反托拉斯法律要件的檢視。 

就實體面規定來看，第一個可以思考就是協議的認定問題。資訊

交換與勾結協議的認定，大多數都是利用情況證據，再搭配市場結構

等附要素的推論來補強。事實上，美國法律針對舉證責任與證據證明

力之認定，是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在一些重要的案子裡，有強調用情

況證據所建立起來的協議，必須要排除業者不是基於自己獨立自主決

定所做出來的行為，這是一個原告必須要負的舉證責任的門檻，你不

能只是說市場結構集中、參進障礙很高、有資訊交換，所以認為它們

有協議。相反的，原告必須要有進一步的事證可以告訴法院，根據這

種事證，它們今天做出這種價格同漲的行為不是出自於個別、獨立的

決定，這個證據法則當然會對原告造成很大的舉證責任負擔，而就實

務操作來講，卡特爾案件能不能適用，或美國司法部有無能力可以在

訴訟過程中加以排除，事實上是可以去檢驗的。第二個就是美國修曼

法第 1 條有規定，行為是否影響州際間跟外國間的貿易，是建立該法

域外適用的要件之一。在我們所看到的這幾個大的案子中，基本上美

國的司法部都沒有去證明，到底這個行為實質上對相關市場交易量產

生多大、多少百分比的價格上升或是交易量的影響，大部分起訴書裡

談的就是這個卡特爾相關的產品過去幾年來，是否有持續性的不斷流

入美國市場，利用這樣的描述來證明這個行為對美國市場是會有影響

的。學理上對此至少有兩項標準，有一部分的理論是採 in the flow of 

commerce，這比較像目前美國司法部所採的立場，就是只要能看到、

觀察到有證據證明，商品是不斷流入美國市場、在整個商業物流中不

斷流動，這就可以推論是會影響美國貿易的；但也有不少人認為採＂

affecting commerce＂的原則，即至少要有初步的證據，足以顯示美國

的市場會因為這樣的卡特爾在來出現產出減少或價格上漲的情形。換

言之，原告不得單獨為結論式的陳述行為與州際商業或國際貿易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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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而應具體列出受影響商業與貿易之相關面相，如涉案產品、服務

之說明、銷售區域、產品用途、價格與數量等，更重要的是須說明行

為與受影響商業間具有事實上的聯結，如涉案產品、服務特性等，所

以可能不是單純只像目前所看到的認罪協商情形，司法部只要拿出一

些事證來嚇嚇你就認了。那些事證將來進到司法程序能不能成立，我

覺得這是一個蠻有趣的問題，至少從學理上的角度去看的話，美國法

院怎樣去認定美國司法部所蒐集到的證據，這是反托拉斯法裡面蠻值

得觀察的部分。 

六、結論 

除實體規定外，當然這裡面還有很多證據程序上的問題可以在訴

訟過程中提出爭執，譬如說在美國舉證責任的法則裡面，因為修曼法

本身是一個有刑責的法規，所以形式上證明的程度是要達到讓陪審團

達到「超越合理懷疑」的程度，這也是被告可在訴訟中運用的策略。

另外像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2005 年就刑事責任所要求的，不得以未

經陪審團審酌或單以被告自認之事實，作為加重量刑之依據之原則，

均是在訴訟的過程中，特別是在行認罪協商過程中所應注意之美國法

重要原則。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孫馨徽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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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英特爾案評析歐盟處理濫用 
獨占地位爭議之新標準 

講座： 世新大學法學院謝副教授國廉（現為高雄
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日期：100年 2月 15日 
場次：10002-231 

 

一、前言 

這個案子涉及濫用獨占地位的爭議。為

什麼說是歐盟的新標準？有新標準顯然就

有舊標準，舊標準究竟採取何種處理方式？

基本上就是根據歐洲共同體競爭法中原有的標準。此處所謂的歐盟並

非歐盟法院，而是處理競爭法業務的行政機關─執行委員會，也就是

歐盟最重要的行政機關。它適用競爭法中的一些基本判斷基準，但也

常被批評並未依據實證經濟學的證據來處理競爭法的爭議。執委會在

Intel 案的行政處分（行政決定）運用了實證經濟學的原則，但似乎引

起了更大的爭議。對於引發爭議的歐盟新標準，稍後會有更完整的說

明。 

執委會於 2009 年 5 月時作出這個行政處分，但於 9 月 21 日才公

布；公布的內容剔除了其中涉及商業機密的重要資訊，譬如獨占事業

製造相關商品的成本、代工廠（OEM）購買這些產品的價格等，所以

它是一個並未提供所有相關數據的版本。 

這個案子出現後受到各界極大的關注，主要原因如下。首先，不

少跨國高科技公司都非常的擔心。此案行政處分的罰鍰金額是 10.06

億歐元，以 2009 年的匯率計算，大約是 430 幾億台幣，跨國高科技

公司關心的問題是，下一個會不會找上我？如果從法律人的角度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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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最重視的應該是判斷標準。如何認定應處罰 Intel 430 幾億台幣的

罰鍰？相關的基準為何？本案是歐盟競爭法發展史上對單一事業最

高額的罰鍰。歐盟競爭法中沒有刑事責任，所以行政罰必須要達到相

當大的嚇阻效果，上限是受處分事業年營業額的百分之十，此為法定

行政罰的上限。如此高的罰鍰，讓很多人聯想到 2007 年的 Microsoft

案。各界提及 Microsoft 案時有時談論的是不同的案件，有人講的是

美國的 Microsoft 案，有人講的是歐盟 Microsoft 案的行政處分，但此

處談論的 Microsoft 案是歐洲法院於 2007 年的 Microsoft 案判決，當

時是由歐盟第一審法院審理。此案不僅涉及濫用獨占地位的爭議，亦

涉及資訊科技產業，差別只在於 Microsoft 是電腦軟體業者，而 Intel

是電腦硬體業者。當時執委會所處的行政罰是 4.97 億歐元。 

這兩個案子相似的地方，就是 Intel 和 Microsoft 都是美國公司，

因此不少企業家都會懷疑歐盟執法時是不是有針對性，亦即以外國的

公司作為處罰的對象。當然，沒有人能夠明確地回答這個問題，不過

的確有不少人懷疑歐盟是否有歧視性的執法。無論如何，這些高額的

罰鍰，已經使得競爭法成為歐盟法中效力極強且影響力非常直接的法

律，它能夠影響到非常多的跨國企業，無論是臺灣、韓國、或美國的

公司，只要在歐洲的市場提供商品或服務時影響到歐洲的消費者，即

有可能受到歐盟競爭法的規範。在 2009 年 12 月里斯本條約生效前，

比較標準的說法，應該是歐洲共同體競爭法，最重要的條文在歐洲共

同體條約之中，但現在比較標準的說法，應該是歐盟競爭法，因為目

前已經沒有歐洲共同體條約。 

二、背景說明 

本案受處罰的公司是 Intel Corporation，理由是違反歐洲共同體條

約第 82 條，不過須說明的是，從 2009 年 12 月歐盟里斯本條約生效

後，歐體條約、歐盟條約以及新規範已整合為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European Union; TFEU），而歐體條約第 82 條與歐盟

運作條約（TFEU）第 102 條的條文完全相同，禁止濫用獨占地位的

行為。由於執委會作出這個行政處分時里斯本條約尚未生效，因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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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說明仍然以此行政處分適用的條文為準，亦即歐體條約第 82 條，

特此敘明。Intel 涉及的行為是運用一些商業策略與行為，排除特定的

中央處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s; CPU）市場中的競爭對手，而

歐盟認定此係濫用獨占地位的行為。此案涉及的產品即為 CPU，有人

說它是電腦硬體的心臟，也有人說它是大腦，基本上它是電腦硬體中

極為重要的一部分。 

此案涉及 86 型的 CPU 的市場。Intel 於此相關市場中為一獨占事

業，就此類型的 CPU 製造、生產、銷售而言，其於相關市場的市占

率非常的高，這些商品賣給一些 OEM，而 Intel 在商業手段上採行了

給予 OEM 折扣的方案（rebates scheme）。此時出現的爭議是：給予

下游廠商折扣違法嗎？給予折扣乃垂直行為，雖不能說垂直行為必無

違反競爭法的疑慮，但一般認為，垂直行為必須有較明確的負面影

響，行政機關方可確定是否須限制或處罰。 

假設 Intel 的經營者給予 OEM 高折扣，亦即讓 OEM 購得較便宜

的 CPU，此折扣對於末端消費者將產生正面或負面影響？一般認為應

為正面影響，因為 OEM 組裝電腦時可用較低的成本購得 CPU，因此

賣給消費者的價錢亦應較低。若最終對消費者產生正面影響，則何須

處罰？從結果而言，歐盟調查後認為此折扣方案的運用係濫用獨占地

位，違反歐體條約第 82 條，但此處的問題在於究竟那些折扣方案對

市場產生正面影響？那些產生負面影響？界線其實並不清楚，若此市

場有數個生產者，為了要讓 OEM 都向我購買商品，我給予 OEM 的

折扣較其他生產者為高，因此 OEM 向我買多一點，其他生產者發現

此一狀況後可能調高折扣，因此我們之間是有競爭關係的。由此觀

之，不同的折扣方案應是刺激競爭，為何是破壞競爭？ 

顯然執委會必須運用一個讓各界信服、實證經濟學特性較高的方

法，這就是執委會於此案中所運用的「同等效能競爭者測試法」（“as 

efficient competitor” test）。歐盟運用此方法檢視 Intel 的商業行為，這

在歐盟競爭法實務中是具有革命性的一項經濟學方法，當然，此項方

法的使用亦引起了不少爭議。其中最主要的爭議在於：在歐洲的科技

市場運作、經營的企業，對此項行政機關所運用的革命性方法一無所



從英特爾案評析歐盟處理濫用獨占地位爭議之新標準 

•30• 

知，且操作相關檢測方法的細節以及相關的資訊，於歐盟運作條約或

其他的歐盟成文法中皆付之闕如。 

三、事實 

Intel 的主要競爭對手 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AMD）向執

委會提出申訴，指稱 Intel 的行為違反歐體條約第 82 條，構成濫用獨

占地位，其後執委會便進行了相關的調查。所有歐盟競爭法的爭議，

特別是濫用獨占地位的爭議，須優先思考的問題是，特定企業或被申

訴的企業販賣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務是什麼？此即「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s）的確認。相關市場即我國公平交易法的「特定市場」。接著

須評估特定的企業於相關市場中的的市場力量，若此企業擁有極高的

市場力量，則必須繼續觀察它有無濫用此市場力量。總體而言，此係

非常重要的三段式分析法。 

執委會認為本案的相關市場有兩種可能的界定方式。第一種界定

方式是將本案相關市場認定為一個整體的產品市場，這個市場的產品

是所有類型電腦中使用的 86 型的 CPU，而所謂所有類型電腦指的是

桌上型、筆記型及伺服器型電腦。另一種界定方式是將本案相關市場

認定為三個不同的市場，亦即桌上型電腦的 86 型 CPU 市場、筆記型

的 86 型 CPU 市場、伺服器型電腦的 86 型 CPU 市場。 

然而，關於 Intel 的市場力量評估，不論是上述第一種或第二種認

定方式，Intel 生產的 86 型 CPU 皆長期擁有極高的市場占有率。根據

第一種認定方式，在 6 年的觀察期內，Intel 於整體產品市場至少有

80%的市占率。按第二種認定方式，Intel 於任一個別市場也有 70%的

市占率。可補充說明的是，在其他產品市場往往見不到如此高的市占

率。如此高的市占率多半出現於高科技產業，特定的獨占事業進入市

場的時機或研發、生產商品的時機往往非常好，甚至相關商品標準的

訂定都是由特定獨占事業所主導。回到認定 Intel 的市場力量的議題，

執委會認定：Intel 的競爭者進入這個市場時，或者進入市場後計畫擴

大市占率之時，Intel 皆擁有顯著的阻擋力，執委會稱此阻擋力為「顯

著壁壘」（significant barriers）。所謂顯著的壁壘，主要是 Intel 所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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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慧財產權，這些為數可觀的權利，實際上不外乎是與中央處理器

有關的專利、營業秘密等。 

須強調的是，在相關市場擁有強大的市場力量，本身並無違法的

問題，因為擁有極高的市占率可能僅係企業努力的結果，出現濫用獨

占地位的行為方有處罰與否的問題。關於濫用地位的行為，於本案中

可分作兩個部分檢視，一是「折扣方案」（rebates scheme）的執行，

另一是「明顯限制」（naked restrictions）的實施。 

四、歐盟執委會之見解 

執委會對於 Intel 折扣方案的論理如下：首先，Intel 於 86 型 CPU

市場擁有獨占地位，它所執行的特定折扣方案對於競爭對手造成相當

大的排除效果，可將競爭對手推出市場之外，但如何判斷排除效果則

需要有一些經濟學的指標。執委會的基本見解是，Intel 於販賣相關產

品、從事特定競爭活動時採取虧本販賣的方式，亦即以低於成本的價

格排除競爭對手。此見解說來簡單，但稍有經濟學知識的人必定懷

疑，為此判斷時究竟要如何計算所謂的成本？經濟學上的平均成本有

平均變動成本（Average Variable Costs; AVC）、平均可避免成本

（Average Avoidable Costs; AAC）等種類，但執委會所計算者，究竟

為何種成本？若將一獨占事業的生產過程切割為「按照原訂計畫生

產」的階段以及「以排除競爭對手為目的（在原計畫之外）增加產量」

的階段，由於 AVC 涵蓋兩階段的成本，但第一階段的成本與系爭競

爭行為並無關係，因此運用 AVC 於此案中不具實益。 

執委會採取的是「同等效能競爭者測試法」，此測試法之所以將

觀察的重點置於 AAC，其原因在於：一獨占事業於未與特定競爭對

手對決時有一原訂生產計畫，但由於新的競爭對手出現，因此進行額

外的生產活動，並將額外生產的產品以較高的折扣賣給下游廠商，讓

下游廠商以低價購得產品。執委會所關注者，即為此額外的、涉及特

定競爭行為的成本。此成本的範圍較為清楚，不至於與原計畫的成本

一並計算，此時特別觀察折扣後的售價是否較 AAC 這個成本還來的

低，若確係如此，則可知此折扣方案極不合理，此係同等效能競爭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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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法的一項關鍵。此外，同等效能競爭者測試法尚有另一層意涵：假

設一競爭者與此獨占事業的生產能力、管理能力等皆相同，但是連此

同等效能競爭者都無法以如此低的價錢販賣產品，亦即以如此低的價

錢販賣產品必定會虧本，一旦確定此事，即可確知此獨占事業的定價

顯不合理。 

本人在此舉一例說明「同等效能競爭者測試法」的原理。須強調

的是，本案的行政處分並未提供類似的例子，對此，本人稍後會提出

批評。舉例來說，假設一獨占事業為了與對手競爭，在原計畫之外生

產了 800 個 CPU，每個 CPU 的變動成本為 850 歐元，則此處的 AAC

為 850 歐元。計算方法是：800 個額外生產的 CPU 乘以 850 歐元（每

個 CPU 的變動成本），除以 800 個單位，得出的 AAC 為 850 歐元。

若此獨占事業的 CPU 的標準價格為每個 CPU 1,000 歐元，但此獨占

事業執行了一項折扣方案：若一 OEM 同意與此獨占事業交易，購買

此 OEM 所有或大部分生產所需的 CPU，則此獨占事業給予此 OEM 

20%的折扣。依據 20%的折扣計算，折扣之後的價格為每個 CPU 800

歐元。以 800 歐元售出是否虧本？此係判斷的關鍵。此時，比較折扣

後價格與 AAC，由於折扣後價格 800 歐元遠低於 AAC 850 歐元，因

此折扣後如此低的實際價格將使得競爭對手無法生存，因此執委會認

為實施如此的折扣方案將產生破壞競爭秩序的排除效果。 

在「明顯限制」的部分，執委會根據其調查，認為 Intel 給予了

OEM 一些經濟上的利益，限制裝有特定 AMD 產品的電腦進入商品

化（commercialisation）階段。執委會指出，此等 OEM 同時向 Intel

及其競爭對手 AMD 購買產品，而 AMD 必定希望 OEM 盡快讓這些

裝有 AMD 產品的電腦上市，但 Intel 卻給予 OEMs 一些利益以限制商

品化的進程。此外，執委會亦認為 Intel 的行為對於此等 OEM 的決策

具有明顯的影響力，此影響力限制了上述商品化的進程。基於以上理

由，執委會作出了裁處 Intel 10.06 億歐元罰鍰的行政處分。 

五、評析 

此行政處分存在極大的瑕疵。首先，執委會並未非常審慎地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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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市場的動態，其評估 Intel 的市場力量時僅觀察兩個部分，其一

為市占率，其二為與跟智慧財產權有關的壁壘，此等壁壘阻礙 Intel

的競爭者進入相關市場時或阻止其進入市場後遂行擴大市占率的計

畫。執委會此項見解並非全然錯誤。誠然，Intel 於相關市場擁有非常

高的市占率，此事實無人得以否認，但一個擁有高市占率的公司，是

否必定能非常自由地運用其市場力量？有時或許未必，其原因在於 86

型 CPU 市場中的 OEM 非僅一家，OEM 必定希望以相對較低的成本

取得其所需的 86 型 CPU，於此前提之下，由於市場上製造、販賣此

類產品的企業非僅有 Intel 一家，因此各個 OEM 常游走於幾個生產者

之間、伺機殺價，竭力以較低的成本取得其所需的 CPU。 

其次，雖然執委會於此行政處分中曾論及「同等效能競爭者測試

法」的理論基礎，但以公眾或高科技公司的角度觀之，僅對基礎思維

作出說明顯然是不足的。先前本人所舉的例子，是依據一些法律經濟

學的文獻所設計出來的。須特別說明的是，執委會作出了裁處 Intel 

10.06 億歐元罰鍰的行政處分，但此 517 頁的行政處分，居然未提供

計算AAC的明確算式？而企業又應如何以AAC和折扣後的價格相比

較？執委會並未運用明確的範例加以說明，僅於提供一些基本概念後

便開始操作「同等效能競爭者測試法」。此外，由於公開的行政處分

已刪除涉及商業機密的資料，其中並無相關的重要數據，外界無從以

一般的公式回頭計算執委會對此測試法的適用是否有誤。尚未遭受處

罰的高科技企業，是否會感受到寒蟬效應？本人認為不無可能。由於

歐盟競爭法就此測試法未有隻字片語的規範，因此這樣的模糊性，對

於眾多在歐洲各個不同市場內運作的企業極可能造成寒蟬效應，特別

是對於在某一些科技產品市場中擁有獨占地位者。 

此外，如同先前的說明，關於本案系爭的折扣方案，由於相關市

場中非僅一家 OEM，因此這樣的折扣方案事實上是動態互動之下的

結果，OEM 希望殺價或提高折扣的金額，但 Intel 萬不得已必定不願

對 OEM 的要求照單全收，因此這是一個長期互動出來的結果。執委

會的想法過於天真，它認為此折扣方案可由 Intel 自行訂定，且訂定

後無須考量 OEM 所提出的殺價方案或提高折扣金額的方案，這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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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無爭議。 

再者，歐盟競爭法中的濫用獨占地位行為有那些種類？除了歐體

條約第 82 條明確的例示規定，例如直接或間接訂定不公平的買賣價

格等行為，執委會另發布了一些「指南」（guidance），這是一種說明

行政機關如何適用法律的文件，就其法規範的位階而言，它比較接近

於我國的行政規則而非法規命令，若是法規命令則爭議較小。歐盟法

具有法律上拘束力的規範主要是條約（treaty）、法律（regulation），

指令（directive）3 種，但「指南」不在其中。「指南」是國際法學者

所界定的「軟法」（soft law），法律上的拘束力是不確定的。不論歐盟

運作條約或其他的歐盟成文法，皆未提及執委會於本案所適用的同等

效能競爭者測試法，僅一 2009 年 2 月執委會公告的「指南」提及此

測試法，而公告此指南主要是為了說明執委會適用歐體條約第 82 條

的方式。此處的關鍵問題是：何以主管機關能適用一個沒有法律上拘

束力的文件？ 

究竟執委會是否適用了這樣一個沒有法律拘束力的文件？執委

會明確指出其並未適用，不過它強調，此行政處分的結果，恰巧與此

指南的意旨一致（in line）。此指南的意旨、方向提及同等效能競爭者

測試法，而執委會指出其並未直接適用此文件，僅恰巧運用了此測試

法，避開了適用法律錯誤或適用無法律拘束力文件的爭議。反過來

說，若執委會承認其適用了無法律拘束力的文件，則一旦 Intel 請求

歐盟法院撤銷本案行政處分，僅憑此一理由，法院即可作出撤銷該行

政處分的裁定。 

然而，觀察此行政處分，其中大量的經濟分析適用了同等效能競

爭者測試法，因此本人認為執委會很明顯地適用了上述指南，特別是

此指南所提供的測試法。對於此爭議，法院應關注的焦點為：Intel

是否能夠清楚瞭解執委會將會適用同等效能競爭者測試法檢視 Intel

的折扣方案，讓各個企業明瞭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若一主管機關期

待所有企業皆能遵循特定的檢測折扣方案的方法，則至少應讓這些企

業認知到執委會將會適用此檢測方法，原因在於適用此檢測方法是為

了判斷一事業是否濫用其獨占地位，判斷的結果將可能為此事業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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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的不利益。 

另一個關鍵是這個指南公告的時間是 2009 年 2 月，而執委會作

出 Intel 案的行政處分的時間是 2009 年 5 月，亦即 Intel 於執行系爭折

扣方案時，該指南尚未公告。既然 Intel 當時無從得知該指南的內容，

其必定無法利用同等效能競爭者測試法，判斷其成本與折扣後的價格

之間的關係是否合理。因此，執委會違反了法律確定性原則（the 

principle of legal certainty）。根據此原則，若特定的法規範涉及負面法

律效果，且此負面法律效果係由相關的被規範者承受時，此等規範應

清楚（clear）、精準（precise）且具有可預測性（predictable）。執委會

於處理本案時顯然未能遵守此等要求。須強調的是，若行政機關得任

意選擇一個其認為頗為有效的經濟測試工具，並將此測試工具視為法

規範並以其約束企業，則此作法令人極其憂心；若此經濟工具已跳脫

出現行歐盟經濟法令之外，則主管機關適用此經濟工具的作為不僅將

令企業膽寒，實際上亦會破壞整個歐盟競爭法所蘊含的依法行政精

神。 

同等效能競爭者測試法作為一經濟工具，其本身並未引起太多爭

議，就成本與價格的計算而言，此測試法的基本精神是：擁有獨占地

位的事業於販賣產品時不應採取賠本販賣的作法。若賠本販賣是為了

打擊尚未進入市場的潛在競爭對手，或是將已進入市場的競爭對手排

擠到市場之外，此作法由於明顯破壞經濟秩序，因此應受限制。對於

此測試法的概念、理論基礎以及價值，吾等不應否定。倘若主管機關

確有適用此測試法的需要，則歐盟立法機關應於未來以立法或修法的

方式，將其納入歐盟經濟法令中，此作法應較為妥適。若行政機關適

用一不具法律拘束力的文件，則此作法將引起更多的爭議。值得補充

說明的是，Intel 於執行系爭折扣方案時，並無以該測試法先行檢測的

義務，畢竟當時該指南根本尚未公告。 

最後，執委會關於「明顯限制」的見解亦存在著明顯的瑕疵。執

委會於行政處分中並未提出非常充足的證據，證明 Intel 的確給予了

OEM 一些經濟上的利益，限制裝有特定 AMD 產品的電腦進入商品

化階段。此外，執委會認為 Intel 的行為對於此等 OEM 的決策具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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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的影響力，而此影響力限制了上述商品化的進程，但執委會亦未就

此提出具體的證據。由於執委會此等見解並非奠基於充分的證據之

上，或許相關議題將是 Intel 與執委會在歐盟法院攻防的重點。當然，

目前尚無法得知雙方攻防的情況；法院作出判決的時間點可能在數月

之後。綜上理由，本人認為法院應撤銷執委會就 Intel 案所作出的行

政處分。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孫馨徽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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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反壟斷法的發展新趨勢─ 
以百度案為例 

講座：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范教授建得 
日期：100年 3月 21日 
場次：10003-232 

 

壹、前言 

為踐履對 WTO 的承諾，並對應中國大

陸日漸成熟的市場經濟，中國大陸於 2007

年 8 月 30 日完成《中國人民共和國反壟斷

法》的立法，並於隔年 8 月 1 日正式生效實

施。但細觀反壟斷法之內容，卻令人一頭霧水。我們知道反壟斷法是

維護市場經濟的秩序，例如美國政府即採取自由市場機制，只管遊戲

規則。另一種極端例如台灣政府往昔的「公益監督」，由政府維護人

民的利益。此二種類型某種程度上是具有相互替代性的，均是以整體

國民經濟為依歸。但是在中國大陸卻別有一番特色，連行政部門也列

入反壟斷法的規範客體。一方面反壟斷法的最高執行單位是國務院工

商總局，另方面不只民間有壟斷的情形，行政部門亦有壟斷的問題。

此即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特異之處，必須兼顧社會與市場，所以要考量

政府機關壟斷的問題，亦要顧及民間的壟斷問題。因而在反壟斷法之

下，中國大陸必須考量的便是其龐大的國營企業。中國大陸反壟斷的

案子不多，2008 年由唐山人人資訊公司對北京百度網訊科技有限公司

提起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訴，可算是目前中國大陸本土企業反壟斷的

最重要案例。今日的演講會概略的介紹相關法律規範、百度案的重

點、法院的見解，最後自本案的發展看中國大陸反壟司法斷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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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簡介相關法律規範 

一、法規範架構 

中國大陸反壟斷法共 8 章 57 條，第一章為總則，第二章規範壟

斷協議，亦即我國反聯合行為的相同概念。第三章規範濫用市場支配

地位之行為，即獨占力濫用之行為。第四章經營者的集中即我國公平

交易法的事業結合。而此三部分相當於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二章的範

圍。第五章規範濫用行政權之排除或限制競爭，此針對公部門的規範

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特色。第六章為調查程序規定，第七章為法律

責任規定，第八章為附則。本次演講主要針對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部

分為核心。 

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構成要件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構成要件，首先受規範的主體必須是具有市

場支配地位者。其英文相當於 dominant position，美國的司法實務案

件僅有少數使用 dominant position，多數仍使用 monopolization、

monopolist，此應較接近歐洲的用語。 

其次是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實施濫用行為。此點與歐美國

家相同，皆採行為主義的概念。 

最後一個構成要件是該濫用行為破壞市場競爭機制並損害市場

競爭秩序。此要件為法律與經濟對話之一例，查公平交易法第一條，

公平交易法旨在維護市場機制，而市場機制本身即是一種社會法益，

屬於市場經濟理論發展下吾人所信守的核心價值。在此法益被破壞的

背後，即代表著對競爭的損害、對消費者福祉的損害，市場機制被破

壞將導致價格機能失靈而消費者的選擇減少甚至消失。於是吾人可稱

破壞市場機制即是行為人不法性之所在。 

故在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構成要件是否該當，有兩個判準，一是

有行為不法，二是行為人侵害何種法益，構成要件該當之後，國家始

得介入。但事實上，查閱中國大陸相關文件時，往往得到非常官方、

制式的說法，即三個構成要件，而無法得知該法所欲保護之法益為

何，其所信守之核心價值為何。行為人亦無從得知不法的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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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說理上，中國大陸大量引用歐美的判決為依據，然而其

所實行者卻是社會主義市場機制。 

參、百度案重點說明 

一、百度的誕生與市場地位 

被告百度公司乃號稱是全球最大中文搜尋引擎公司，創設於 2000

年。「百度」二字源自於中國大陸宋朝詞人辛棄疾的《青玉案．元夕》

詩句：「眾裡尋她千百度」，象徵著百度對中文資訊檢索技術的執著與

追求精神。2009 年 3 月 5 日，中國大陸互聯網路資訊中心（CNNIC）

的統計顯示，百度的使用者首選占有率已從 2006 年的 62.1%升至

76.9%。迄至 2009 年 11 月 9 日，百度在 Alexa 中，網站排名第九，

中國大陸境內排名第一，市場支配程度的隱然若現。 

二、系爭之服務─競價排名 

2007 年初，唐山人人資訊服務有限公司（下稱人人公司）創辦一

個普及醫藥知識及招商的網站─全民醫藥網。亦即人人公司創辦一醫

療網站並以之為平台招商。人人公司與百度簽訂一個競價排名之協

議。一般而言，搜尋引擎的搜尋結果是愈多人點擊瀏覽者排序愈前

面，但購買競價排名服務之廠商的排序比起一般情況會較為前面，亦

即搜尋結果的排序是可以經人為干預的。干預的方式如果是付費，即

花錢買位置，則一個廣告的態樣便因此形成。詳言之，所謂競價排名，

是一種搜尋引擎商推出的業務，當網路用戶搜索相關詞語時，購買競

價排名服務的廠商就會被排在搜尋結果清單的前列。一旦一個用戶點

擊搜尋結果而進入廠商的頁面，廠商便須支付搜尋引擎商一次服務費

用，這就是所謂的 Pay for Performance（P4P），為搜尋引擎的廣告收

入。 

三、爭議的源起 

茲有疑問者，若各廠商均購買排名服務，豈不是同時要將各廠商

都排名在前位？以百度案為例，人人公司和百度簽訂的競價排名始自

2008 年 3 月至 9 月份，金額 8.9 萬（以下金額皆為人民幣），排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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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位，點擊一次最低價格為 0.55 元，最高為 3.8 元。換言之，可以

競標方式與百度公司簽約，如果約定內容為點擊一次支付百度 3.8

元，則可想而知排名必定列於前位。參與競價的最初幾個月，全民醫

藥網在百度搜索檢索結果居第 1 位。然而於同年 6 月至 8 月，當全民

醫藥網把競價支付價格調到最低時，人人公司發現以前的 80,000 多筆

檢索資訊降到只剩 4 頁。而這 4 頁檢索資訊仍是在原告已參與百度搜

索競價排名的結果。試想，如果人人公司未購買任何百度的排名競價

服務，在百度的搜尋檢索結果中是否可能出現完全找不到人人公司的

情形？而人人公司調低競價支付價格的原因在於，簽約的前三個月人

人公司認為生意不錯，應回饋網民，而進行資料庫改版作業，在改版

的同時即調降其排名之競價，未料調低競價後之落差有天壤之別。 

四、雙方之爭執 

人人公司認為：百度在非付費的自然排序中有意降低客戶的排

名，目的是希望曾使用競價排名服務之客戶對關鍵詞競價產生依賴；

百度則斷然否認，並主張：「百度搜尋引擎上是否收錄一個網站，與

這個網站是否參與百度競價排名推廣沒有任何關係。百度收錄的中文

網站數是全球最多的，但並不承諾收錄每一個網站。」且百度聲稱，

在其搜尋檢索頁面上有分別標示自然排名與競價排名，而競價排名的

排序又有標示「推廣」二字，因此並非刻意排除人人公司的全民醫藥

網。 

此外人人公司又主張與 Google 搜尋引擎的自然排序相比，在

Google 的搜尋結果排序優先許多。百度公司則回應，人人資訊公司使

用許多垃圾外鏈，也就是人人公司自己點擊的，而此些垃圾鏈結被百

度的垃圾鏈結偵測工具偵測出並且移除，因此在自然排序上，全民醫

藥網於 Google 的排序比在百度的排序還要前面。 

五、認識百度的市場數據 

據相關資料顯示，2008 年第 3 季，百度中國大陸搜尋引擎市場占

有率為 64.4%。第 3 季甚至高達 2/3。正因百度具有如此市場地位，

其遮罩（亦稱屏蔽）行為才具有封殺其他網站的力量與效果。前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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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罩」二字之意義，不僅在我國未見，在中國大陸也可能是創新的

名詞。如本案中所稱遮罩行為是取其屏蔽之意思，人人公司稱其原本

在前 3 名的排序，因為百度安排許多其他競價者在其前面而被蓋過。

百度也利用此舉贏得巨大的收益。以 2007 年為例，百度年收入為

17.444 億元人民幣，比起 2006 年增長 108.2%。至於其 2008 年第二

季財報則顯示其收入已突破 1 億美元。 

六、工商總局的漠然→人人公司訴諸司法 

2008 年 10 月 31 日，人人公司委託律師將《反壟斷調查申請書》

送達國家工商總局反壟斷處。人人公司主張百度公司濫用市場支配地

位，並且其濫用行為造成兩個嚴重的社會後果。 

（一）消滅許多網路經濟中的市場競爭主體，破壞公平的市場競爭秩

序，嚴重損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活力。 

（二）基於商業目的以人工干預搜尋結果，有損社會大眾的利益，且

不符合公眾對資訊公開、客觀的要求。 

由於人人公司的申請未獲任何結果，於是在 2008 年 12 月 25 日

人人公司轉而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訴訟。次日北京市一中院即受理原

告人人公司控告北京百度網訊科技有限公司壟斷糾紛一案。這是北京

市一中院受理的首宗當事人主張適用 2008 年 8 月 1 日施行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的案件。而本案人人公司未獲工商總局回應，

即訴諸司法，並未如我國多先行訴願、行政訴訟，而係依反壟斷法第

50 條直接提起對百度的民事訴訟。照我國法的體例來看，即直接進入

公平交易法中最後一部分關於民事訴訟程序之規定。 

在中國大陸，能否啟動一個反壟斷案件的調查要取決於行政部

門，也就是工商總局的反壟斷處，因此反壟斷案件看起來較類似行政

溝通，而非司法案件，關鍵在於能不能說服行政官員啟動調查，因為

該部門不像我國公平會不可能吃案。吾人可以明顯的發現，反壟斷案

件的調查如不經過行政部門是動彈不得的，因為關於「壟斷」是否成

立的解釋權在於工商總局，而法院面對工商總局的解釋可想見亦將採

取尊重的態度。工商總局的力量在中國大陸反壟斷案件的處理上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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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可比我國在國際經濟法的案子中所觀察到總統的最終決定權，因

為總統掌最高行政權，屬於一種政治處理。此時我們再反觀先前提到

反壟斷法第六章行政壟斷的部分，如果反壟斷案件成案與否繫之於工

商總局，而違反之行政機關是國家發改委時，試想工商總局豈敢承

辦？ 

接著繼續談到原告所採取的民事訴訟，按民事訴訟之勝敗，舉證

責任尤其重要。當國家絲毫未使用公權力維護市場機制、未為該案件

進行調查時，舉證責任自然落到原告肩上。反觀我國，公平會要辦理

一廠商違反公平交易法的案件，必須要負擔舉證責任，以我國第一個

不實廣告案（松山機場展覽場案）為例，該案的調查成本就高達 80

萬元新台幣。就連執法機關都在算計執法是否符合成本效益，更何況

無公權力進行調查的私人單位。另外在中國大陸，亦不及我國有政府

資訊公開法之規定，如人人公司必須負舉證責任證明百度具有市場支

配地位，必將失敗。是以，在中國大陸反壟斷體制下，依循民事訴訟

制度打反壟斷官司，難以期待有一般私人單位可以勝訴。除非欲指控

壟斷的對象是外國公司，如微軟，此時工商總局很可能會發動調查，

微軟則不可能取得中國大陸任何官方資料，而面臨資訊不對稱的窘

境。 

七、爭點分析與雙方攻防 

（一）請求權基礎 

1. 反壟斷法第 19 條的規定有關市場支配地位的推定。 

2. 反壟斷法第 17 條第 1 款第 4 項所規定「沒有正當理由，限定交

易相對人只能與其進行交易或者只能與其所指定的經營者進行

交易」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 

3. 反壟斷法第 50 條規定，經營者實施壟斷行為，給他人造成損失

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 

中國大陸學者慣以一種平面的方式解釋法律，白話來講就是這一

條是什麼意思，那一條是什麼意思，進而在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

判斷標準，中國大陸認為有兩種獨立的方式，一種是「認定說」，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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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於反壟斷法第 18 條；另一種是「推定說」，規定於反壟斷法第 19

條。相較於我國公平交易法之規定，則是依第 5 之 1 條，兼採特定市

場占有率門檻規定（第 1、2 項）及個案事實（第 3 項），綜合判斷一

事業是否具有獨占力。然而中國大陸卻是將「市場占有率達到一定門

檻」直接作為「推定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獨占）」的規定，如此可能

發生與經濟學上關於獨占的定義不符的情形。經濟學上對於獨占者的

定義係指，處於不競爭狀態，且在一定時間內可以提高或降低價格，

而不必擔心受有損害者。亦即經濟學關於獨占是指其市場力量而言，

高市占率應是具有市場力量的可能原因，而非結果。惟在百度案中，

法院亦未採取上述二說，而是認為人人公司提出之數據不可採信，無

法證明百度的市場力量，故我們只要認識中國大陸關於獨占的學理分

類方式即可。 

（二）主要爭點 

1. 被告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 

2. 被告是否實施「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 

（三）原告主張 

被告具有市場支配地位，且被告實施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行為；

被告則抗辯其遮罩行為具正當性。 

應注意者為反壟斷法第 17 條之規定，該條文例示出 7 種濫用支

配地位之行為，包括排除競爭、追求獨占利益等，其中第 7 種特別重

要。例示第 7 種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是「其他經國務院反壟斷權

責機關所公告的」。當被告人人公司無法於第 19 條第 1 至 6 款中找到

合用的請求權基礎時，便轉而主張第 7 款。但實際上百度並未限制交

易相對人只能與其進行交易，因此必須引用關鍵設施理論，但國務院

反壟斷權責機關亦未公告關鍵設施的濫用市場地位類型。而人人公司

稱百度對其施以遮罩、屏蔽的行為使相對人產生依賴（ lock-in 

effect），百度公司即成為關鍵設施。然而百度公司則稱其屏蔽、遮罩

之行為（包括移除人人公司垃圾鏈結的行為與自然、非自然排序並陳

的行為）具有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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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局 

北京市一中院受理百度壟斷糾紛案，公開審理後，2009 年 12 月

18 日第一審判決原告敗訴，駁回原告之主張。原告人人公司上訴，2010

年 7 月 9 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駁回原告上訴，維持原判，本案終告

確定。 

肆、法院見解 

一、相關市場之界定與市場支配地位之判斷 

反壟斷法第 12 條第 2 款規定，相關市場是指經營者在「一定時

期」內就特定商品或服務進行競爭的「商品或服務範圍」、「地域範

圍」。故當經營者所提供的是服務時，相關市場包括相關服務市場與

相關地域市場。參照《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關於相關市場界定的指南》

第 3 條，相關服務市場，是根據服務的特性、用途及價格等因素，由

需求者認為具有較為緊密替代關係的一組或一類服務所構成的市

場；相關地域市場，是指需求者獲取具有較為緊密替代關係的服務的

地理區域，這些區域表現出較強的競爭關係，可以作為經營者進行競

爭的地域範圍。前述所稱替代關係，即指供給替代或需求替代之概

念。然而所謂「較為緊密」其所指涉之程度究竟如何，我們多難以理

解。其實這是關於用語上的差異，中國大陸稱「比較好的」即相當於

我們所稱「非常好的」。在此，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所提出的指南中

提到「較為緊密替代關係」，解釋上密切度應是最高，具有即高度的

緊密替代關係。因此我們，切勿在理解中國大陸法律條文時，忽略「較

為」此程度副詞。後段關於地域範圍之規定，相較之下則易望文生義，

所稱「應有較強的競爭關係可以作為經營者進行競爭的地域範圍」，

即指應具有供給替代性之謂。總括來說，在要將案件事實與法律進行

涵攝時，必須考慮到產品、地域、時間等三個 dimension，中國大陸

稱之三個維度，在我國則較少考慮到時間的因素。 

二、市場支配地位之判斷 

界定出相關市場後，便要進行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之判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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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支配地位是指經營者在相關市場內具有能夠控制商品價格、數量或

其他交易條件，或者能夠阻礙、影響其他經營者進入相關市場的市場

地位。反壟斷法第 18 條規定，市場支配地位之認定應依據下列因素： 

1. 該經營者在相關市場的市場占有率。 

2. 相關市場的競爭狀況。 

3. 該經營者控制銷售市場或者原料採購市場的能力。 

4. 該經營者的財力和技術條件。 

5. 其他經營者對該經營者在交易上的依賴程度。 

6. 其他經營者進入相關市場的難易程度。 

7. 與認定該經營者具有市場支配地位有關的其他因素。 

反壟斷法第 19 條同時規定，在涉及一個經營者時，如其市場占

有率在相關市場當中達到二分之一時，可以推定其具有市場支配地

位。 

認定經營者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原則上應先依反壟斷法第 18

條所規定的各項因素進行判斷。如相關因素無法進行認定時，可根據

反壟斷法第 19 條的規定進行市場支配地位的推定。中國大陸實務見

解認為，反壟斷法之所以規定可以依據市場占有率對經營者是否具有

市場支配地位進行推定，乃因市場占有率此一因素與競爭狀況、經營

者控制銷售市場和原料市場等因素相比，更容易通過經濟分析的方式

進行「比較精確」的計算，從而具有較強的客觀性（回顧先前提到用

語上的差異，這裡中國大陸實務見解認為「比較精確」其實就是我們

所稱「最精確」）。甚至進一步認為，當反壟斷「民事訴訟」中的原告

選擇適用上述推定條款來證明被告具有市場支配地位時，應當就其對

被告市場占有率之計算或證明方式提供充分證據予以支持。 

中國大陸強調市場占有率用以推定市場支配地位之客觀性，我們

不加以反對。但是市場占有率計算時，最困難的地方其實就在於如何

去找出分母，亦即如何去界定相關市場的範圍。因此，歐美有句話如

是說：“Once the market is defined, the liability is determined.”故中國大

陸認為以市場占有率推定市場支配地位較為容易，不免遭紙上談兵之

譏。另外關於反壟斷第 18 條與第 19 條的適用關聯，中國大陸實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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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順序是先 18 條再 19 條，但令人費解者是，第 18 條市場支配地

位認定的法定因素第一個就是市場占有率，如果市場占有率已超過二

分之一，自然在第 18 條即被認定為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如何還會再

落入第 19 條的範圍，由此可認為是反壟斷法第 18 條與第 19 條規範

邏輯上的謬誤，誤以市場占有率推定具有市場支配地位之情形。 

三、本案關於反壟斷法第 19條之判斷 

回到本案的探討，本案中原告主張係依據反壟斷法第 19 條市場

支配地位的推定，透過市場占有率推定被告具有市場支配地位，故人

人公司被要求對於百度市場占有率之計算方式或證明方式提出證

據。人人公司提出兩篇文章作為依據，然在《百度 Q3 客戶數欲破 20

萬大關─付費搜索增長穩健》一文中，係以付費搜索、搜尋引擎廣告

市場為相關市場；《百度坐擁中國大陸搜索市場近 2/3 市場份額》一文

則以中國大陸搜尋引擎市場為據。兩者相關市場範圍不同，法院亦認

為無法確定是否與本案涉及之相關市場相符。其次，法院亦認為兩文

均未提供具體的市場占有率計算方式、方法及有關之基礎性資料，以

利法院就市場占有率進行客觀、科學之分析。故此認為在無法提供有

力的佐證下，將無法確證被告已擁有「中國大陸搜尋引擎服務市場」

二分之一以上之市場占有率，從而其市場支配地位亦無法依反壟斷法

第 19 條推定矣。 

中國大陸並沒有政府資訊公開法，而百度自己提出於報章雜誌之

資料更不可能表達其計算方式與基礎資料，反壟斷民事訴訟原告可憐

之處即在此。反觀我國公平會創立之初遇到的問題，當公平會執法時

使用官方資料作為依據，受處罰者往往是檯面上守法的業者，而地下

市場經濟蓬勃，卻抓不到其中違法的業者，因而公平會遭批評其執法

是「劣幣逐良幣」。公平會遂改採「得」使用官方資料作為證據之標

準，當另有具體數據得以證明市場競爭被 the grey market（或稱 the 

underground economy）所影響時，亦得採為執法之依據。然而在中國

大陸卻沒有如我國「得」使用官方資料的規定或標準存在，因此即便

取得具體數據，也非得使用之官方資料；即便取得官方資料，也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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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該資料為真正（因為政府資訊是不公開的，除非自認竊取國家機

密）。 

四、法院所據判斷標準 

總結而言，相關市場的界定是經濟學分析的實證結果，法院在為

判斷時，須考慮需求替代性，並從消費者的角度考慮和認定相關商品

（服務）及其緊密替代商品（服務）的範圍。《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

關於相關市場界定的指南》便要求應將需求者對商品或服務功能用途

的需求、品質的認可、價格的接受以及獲取的難易程度等因素納入考

量。在本案中，原告的證據資料難以讓法院斷定被告之市場占有率，

故此法院乃依民事證據法則，認原告未盡舉證之責，應受不利益之判

決。 

五、被告是否實施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之認定 

反壟斷法並不禁止企業通過自身的發展形成規模經濟，從而占據

一定的市場支配地位。反壟斷法禁止的是占據市場支配地位的企業所

實施能夠影響市場結構、破壞市場競爭秩序的行為和措施。如果經營

者的行為具有正當理由，亦未產生破壞市場競爭秩序的後果，即不構

成反壟斷法所禁止濫用市場地位的行為。這是近代反壟斷法從結構主

義走向行為主義的趨勢。由經濟的角度觀之，結構主義固然確立違法

性之基礎，但是否論罰，由法律觀點則必須有行為存在。 

六、法院傾向被告的重要事實片段 

法院認為，被告在其網站的相關頁面上所登載的《百度搜索說明

─站長 FAQ》中的內容，實際上已經於一定程度上向社會大眾公布百

度搜尋引擎的演算法規則及針對作弊行為的處罰方式，原告完全有途

徑瞭解百度搜索反對網站設垃圾外鏈的行為，並會對此種行為實施處

罰。而且其處罰措施係針對所有設置垃圾外鏈之被搜索網站，並非獨

指向人人公司的全民醫藥網。原告經營的全民醫藥網存在有垃圾外鏈

之情形，亦為原告所不爭執。由此可見，全民醫藥網被百度減少收錄

的數量是因為搜尋引擎之反作弊機制啟動，而其行為招致處罰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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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依兩造主張及法院見解表列如下 

原告：人人公司 被告：百度 

主訴：百度實施濫用市埸支配地位行為 主訴：百度否認  

1. 百度擁有市場支配地位 1. 搜尋引擎不存在相關市場 

 證據一：新聞來源／調查機構  
 證據二：百度網站宣稱 

 免費供大眾使用  
 非反壟斷法規制對象 

2. 百度從事濫用行為─網站遮罩 2. 遮罩行為具正當性 

 證據一：減少競價支出，自然排名劇減

 證據二：其他網站出現的資料 
 百度網站公告黑名單原則  
 原告違規才被遮罩 

法  院  見  解 

1. 定性相關市場→中國大陸搜尋引擎相關服務市場  
 依據：《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關於相關市場界定的指南》 
 搜尋引擎免費供使用，但其與有償服務整合一起，仍存在相關市場  
2. 原告證明百度占市場支配地位，相關市場的定義不明確，未說明計算基礎

3. 被告網站宣稱自己的市占率不符合訴訟法上的自認原則  
4. 原告未證明減少競價支出導致自然排名劇減的因果關係 

 

伍、自本案的發展看中國大陸的反壟斷司法實務 

一、舉證責任分擔的問題 

本文所討論的百度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因屬於民事訴訟，

只限期直接被害人有其適格，準此，直接被害人可依侵權行為法理提

起民事訴訟上請求，只是須依證據法則自負舉證之責。此際，由於反

壟斷法未規定法院須依職權發動調查，因此適格之原告地位仍處於弱

勢。至於市場上之間接被害人或消費者，則尚可依反壟斷法第 38 條

向反壟斷執法機構舉發（我國稱檢舉），由執法機構決定是否發動調

查。 

二、行政或民事訴訟的選擇與舉證責任分配下原告之不利益 

百度案乃先以行政檢舉為開端，因未能促使反壟斷執法機構發動

調查，方才依反壟斷法第 50 條提起反壟斷法的民事訴訟。我國公平

交易法的罰則大多採先行政後司法，在公權力介入時當事人若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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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可再提訴願或行政訴訟救濟。至於在中國大陸，反壟斷法第 38

條係責成反壟斷執法機構依法進行調查。換言之，任何單位或個人均

有權向反壟斷執法機構提出檢舉，啟動行政調查。原則上，這是有利

於受害者之規定；否則原告將依民事訴訟之證據法則，就對於自己有

利之事項負舉證責任，而這顯然是不利於原告者，蓋因具有市場支配

地位之被告，通常也是經濟的強者，在資訊、實力與訴訟武器不對等

的情況下，原告往往須承受敗訴之風險及費用。 

以本案的原告為例，必須就被告是否具備市場支配地位提供市場

調查報告等相關資料以界定相關市場範圍，這對於非從事搜尋引擎服

務的原告而言，除非委由專業調查公司協助分析，否則恐難以自力完

成調查，且事實上，如此調查成本很可能不是像原告這樣的小型企業

所能夠負擔。 

三、由政府發動反壟斷為宜 

原告對被告的遮罩行為援用反壟斷法第 18 條第 4 款之規定，認

為被告有所謂強制交易之行為（無正當理由，限定交易相對人只能與

其進行交易或只能與其所指定之經營者交易）。事實上這些事實的舉

證對原告而言耗費不輕，顯由法院或公權力機構依職權發動調查為

宜。 

惟本案認為被告遮罩行為具有正當性的理由，在於原告網站存有

垃圾外鏈，且被告已在其搜尋引擎頁面公布實行遮罩的原則，況此原

則係有利於消費者，故其遮罩行為有正當理由而不致構成濫用。 

除了據證責任非配的問題外，其實還有幾個層面值得我們思考反

壟斷是否以政府發動為宜。以我國的例子而言，約 20 年以前公平會

剛開始實行公告制度的時候，蘇永欽大法官及蔡英文主席為當時的委

員，在一個場合中蔡主席提到她在 APEC 會議中不斷被外國人追問台

灣究竟有多少的獨占者？為何有如此多獨占者需要公告？而在近年

來全球化腳步愈來愈劇烈的時代，其實對國內獨占者管制的必要性已

然降低。例如我國隨著國際貿易談判降低關稅壁壘後，國外產品便大

量進入我國，原本具獨占力的廠商可能從 100%市占率降到六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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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預期到，如果再對該市占率超過 1/2 的廠商進行公告，很有

可能該廠商接下來的表現只會節節下降。而國外的商品很快會在接下

來的幾年內取代原獨占廠商的市場地位。於此情形，究竟是否應進行

反壟斷即變得非常複雜，因而應由政府綜合判斷。再以聯合行為為

例，我國反壟斷案件大部分是聯合行為，結合管制的情形則較平和。

聯合行為所涉不法性較高，因為聯合行為是以人為方式扭曲市場競爭

的狀態，而獨占一般為自然的經濟環境發展而成，其可歸責者在於濫

用之行為。但是，許多經濟學者認為獨占力量的濫用如果不致於改變

整個經濟環境，則沒有必要對獨占者加以管制，因為市場自有其治癒

能力，濫用市場力量的情形終將消失。而聯合行為亦然，因為“Once a 

cheater, always a cheater.”聯合行為就算難以察查，一樣會崩潰，例如

水泥業聯合行為的案子，為鞏固彼此間謀議之落實，甚至必須派出會

計師每天早上到發貨場督察，一旦被發現違反聯合行為的決議者，即

罰款一百萬。由此可見聯合行為仍必須付出一定成本來維持，此時是

否有即發動反壟斷的必要，亦應由政府綜合各項因素作為判斷較合

適。 

四、市場（壟斷）力量之判斷方法 

蓋百度在搜尋引擎服務市場上是否具有支配地位？ 

依據反壟斷法，在構成要件上必須以確認經營者在相關市場具有

支配地位為前提，故此相關市場之界定為首要任務。在本案中，中國

大陸反壟斷執法機構認為，在相關市場之界定上，須充分的經濟學上

的分析工具以為支持，且原告必須善盡舉證責任，以利判斷被告是否

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然而反壟斷法第 18 條關於市場支配地位之認定

未有量化數據之規定，也未明文細部計量的標準；加以反壟斷法第 19

條對於市場支配地位之推定，雖係依市場占有率為推論，但究竟市場

占有率計算是否應同時計入進口與出口之數據，因而引發解釋爭議。

所以，解釋上經營者即可嘗試依不同的計算方式、標準，推翻原來之

推定。其實這個問題乃法學與經濟學對話的問題，若法律解釋不能適

當涵攝法律現象所本之經濟學原理，則這種以釋義學為據提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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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永無止境。 

五、結論 

對於面臨經濟轉型的中國大陸而言，融入市場交易規則的迫切需

求，在反壟斷的立法上，中國大陸參考歐、美、日的反壟斷執法經驗，

包括程序的進行、制度機關的設計、行為的規範等等。目前不論從程

序規範面的操作，到底要統一機關，還是分散執行，又反壟斷機關如

何與各產業的監管機關進行協調，雖然目前大陸學者見解分歧，實務

操作也莫衷一是，但在建構標準市場主義的交易秩序過程上，中國大

陸或許可以創造出相當有特色的反壟斷執法經驗。 

今日反觀我國競爭法的發展過程，其實公平會形成之初，產生與

其他主管機關協調的問題。我國早先有許多事業都是國營企業，主管

機關是國營會、經濟部，例如桃園加油站的案子。中壢休息站的加油

站被逼公開招標，而全國加油站得標後，中油卻把全部設備拆走，但

全國得標後亦不可能再行投資，因為不能確定隔年是否能繼續得標，

結果當年中壢休息站就沒有加油站。這個案件經過跨部會的協調，才

使得中油讓步，在日後由他加油業者得標時不能將設備一併撤走。後

來公平交易法修法，依公平交易法第 9 條，公平會有權與他機關進行

協調，依第 46 條在不違反公平交易法的前提下始優先適用他法，中

國大陸的競爭法權責機關遲早也會需要類似的規定。依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假設公平會再發現中油有前述的情形，公平會得與經濟部會商

關於中油的行為是否影響競爭意旨，如有影響則請經濟部監督管理中

油之行為，如經濟部怠為監督管理則由公平會介入管制。職是之故，

公平會是居於一個保障人民福利、維持市場競爭功能的擔保者地位，

中國大陸的反壟斷權責機構亦應如是，不能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

燈，重點在於與各監管機關協調溝通，而非要求競爭法主管機關親上

前線搖旗吶喊。在協調的過程中，如果各產業的監管機關認為符合競

爭之旨，且提出合理之標準，則競爭法主管機關可以退讓，否則關於

市場競爭機制的維護，競爭法主管機關理應當仁不讓。 

最後以市場經濟的觀點來看中國大陸的反壟斷執法經驗，不一定



中國大陸反壟斷法的發展新趨勢─以百度案為例 

•52• 

能夠認同。但在法理學上，似非常適合用法現實主義（legal realism）

的觀察理解其執法架構，法律規定並非重點，重點在於 legal 

community 中的組成如何運作，包括律師、法官、當事人、政府機關

間應如何互動。關於法律條文理論上的解釋似乎也不太重要，因為要

用英美或我國的理論來詮釋中國大陸特殊的市場經濟，仍有困難之

處，在既有的制度下，有許多理論其實是需要中國大陸自己再演進發

展的。我的演講到此結束，接著有充份時間再與各位討論。謝謝大家！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林綉貞記錄暨政大法律系吳孟洲整理編撰並經 

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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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行為例外許可─兼論金融危機下 
卡特爾的適法性 

講座：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孫委員立群（現
為公平交易委員會） 

日期： 100年 4月 19日 
場次： 10004-233 

 

壹、前言 

聯合行為例外許可在很多國家是過時的

議題，因為目前國際趨勢仍未出現例外許可

案例，但在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中卻是有規定

例外許可，而最近這個議題又有一點熱絡起來，本人在今年 2 月參加

OECD 競爭委員會全球論壇的會議時，特別談到的議題，原因是前幾

年金融風暴，不論是先進國家或開發中國家，很多國家都受影響，此

時就喚起大家是否要把產業政策再祭出？怎樣協助國內產業渡過金

融危機？是在甚麼樣的情況下競爭法先放一邊，讓產業可以為了國

家、產業發展，做些共同努力的目標，在此，先對今天的演講做預告，

現在國際趨勢雖然在討論此議題，但至少在國外聽到的消息及會內過

去的表現，此議題探討的機會是越來越渺茫。當我們從非競爭法的主

流進到競爭法主要領域後，其實會產生調適上的困難，產業發展跟競

爭法發展的方向，首先要將自己抽離，抽離產業發展、經濟發展，然

後再進入競爭法內，才能分析、比較，如果很直覺的判斷這個問題，

就會主觀認為是為了經濟發展，在處於不好的大環境前提下，為何不

讓產業有些共同的行為來發展茁壯？ 

貳、聯合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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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義 

聯合行為的定義在各國間大同小異，亦即事業間合意來做一些共

同的事情，大部分係指專注在水平事業，原來該有競爭關係的，結果

聯合後降低彼此的競爭關係，共同砲口一致對外，聯合行為在觀念上

其實也是一個很新的概念，例如公會訂定統一的價目表，在過去覺得

這是保護消費者的，到現在經濟發展到某個程度，這都是違反公平交

易法行為。目前會計師的聯合公會就在章程中刪掉價格，其他的幾個

工會團體，公平會現在與它們努力溝通，希望在下次修法時也可以將

價格這塊刪掉，當然這個部份需要長期的努力。聯合行為在公平交易

法特別提到同業公會這個部分，這樣的一個組織不是每個國家都有，

事實上在實際執行時也有很多的困難，至於同業公會或業界間聚在一

起聊天時，甚麼事情能講，甚麼事情不能講，其實在公平交易法的約

束是很嚴格，這陣子其實因為 TFT-LCD 和 DRAM 案子，讓國內很多

企業開始對這樣的競爭法－聯合行為這個部分，警覺性提高不少，這

幾件事除了讓這幾家公司付出高額財務上、人身自由的代價外，確實

對國內很多業者在這方面的行為，有一些正面的刺激，希望不要太常

發生。 

二、公平交易法第７條 

本法所稱聯合行為，謂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

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

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

而言。前項所稱聯合行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以

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第一項所稱其他

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

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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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為第二項之水平聯

合。 

嚴格來講聯合行為只要有合意的意思，不需要契約，或違反了規

定，這可以做為輔助的工具或證據，但事實上是不需要的，只要有合



 

•55• 

意的意思存在，基本上已經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7 條聯合行為。所謂聯

合行為，亦即業內團結一致砲口對外，但台灣中小企業產業發展、經

濟發展靠的就是這個行為？許多產業政策的精神也是如此？ 

三、特點 

就聯合行為之特點，其作用並不在組織形式上減少競爭主體，而

在於經由合作，於實質的運作上限制各競爭主體本來可以採取的競爭

手段，從而削弱市場的競爭機能。 

四、構成要件 

（一） 聯合行為的主體為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 

（二） 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三） 合意內容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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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四） 對特定市場之影響。 

至於對特定市場之影響，由於技術的進步讓過去的市場定義跟界

定很清楚變得非常麻煩，市場的概念是越來越模糊，例如以前電信市

場就是電信市場，媒體就是媒體，而現在電信做媒體，媒體也做電信，

廣播電視其實都是匯流，較難明確界定。最近幾個廣義媒體界併購的

案子，原本就有平面媒體，現在又要併購電子媒體，或已有電信事業、

有線、無線等，現在又要併購媒體，對公平會來說挑戰是非常大的，

到底市場是甚麼？市場對目前的分析是很重要的，在算市場占有率

時，若市場界定不明確，市場占有率就非常難算，電子媒體如果跟電

信業兩者結合，如何計算市場占有率？市場是 1+1=2 或 1+1>2 或

1+1<2，現在基本上以美國為主，在針對市場時，很多時候希望不要

再利用市場的定義，而是可以看價格波動，假設商業行為後來對價格

上漲、價格變動造成壓力時，到某種程度時就能夠認定。美國 FTC

跟 DOJ 大力推動，有一個指標叫 Growth Upward Pricing Index

（“Upward Pressure on Price” Index），中間牽涉到很多參數在市場上

無法取得，必須要用經濟、統計的方法做估算，在很多國家還是不太

能接受，即使在美國國內，爭論也非常大，這次在華府 ABA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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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ing 事實上也出現不同的聲音。 

五、影響聯合行為的因素 

（一）事業家數。 

（二）市場佔有率。 

（三）成本。 

（四）產品品質差異性。 

（五）價格需求彈性。 

（六）技術開發難度與市場進入障礙。 

（七）市場資訊公開化。 

六、罰則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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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2,500萬元以下罰鍰；

逾期仍不停止、…，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並按次連續處

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 

（二）公平交易法第 35 條規定：「…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者，處

行為人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億以下元

以下罰金」。 

聯合行為的罰則，第一次可以罰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如

果逾期不停止，得處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在我國是有刑

責的，同樣行為人犯第二次時，比起美國、歐盟我國的罰則相對不高，

而對公司的處分後續還是會有民事責任。目前公平交易法正在修法的

階段，關於罰則是有某種程度的調整，只要政府有積極的在做事，其

實廠商會學到、習慣遊戲規則，最大的好處是業者在國外碰到類似事

件時，反應會很快速，尤其現在講到聯合行為、美國或歐盟的寬恕政

策時，反應快速是非常重要的，譬如在美國第一個申請寬恕政策，刑

責、罰金就免除，甚至後續的民事也免除三倍賠償，若慢一步，第二

個申請就只能靠認罪協商，後續還要面對民事的三倍賠償，而在歐盟

的寬恕政策，第一個是全免除，後面則有一定比例，美國寬恕政策只

限定第一個人，但後面又有認罪協商的制度，總是跑得越快越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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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快不快就是看對這個事情的反應夠不夠好、夠不夠快、請的律師夠

不夠好、經驗夠不夠，人面夠不夠廣。公平交易法第 35 條規定如果

再犯時，是可以處 3 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罰金 1 億元

以下，這算最重的，但我們一直沒有去處理刑事這塊。 

參、產業政策與競爭法 

一、產業政策的定義 

通常指一個國家的政府為了達到產業發展的目標，或為了解決產

業發展的問題所採取的干預行為。經濟發展或個別產業發展常常是主

要或重要的目標之一。 

二、產業創新條例（中華民國 99年 5月 12日） 

第六條：產業受天然災害、國際經貿情勢或其他重大環境變遷之

衝擊時，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視需要提供產業調整支援措施，

以協助產業恢復競爭力及促進社會安定。 

第七條：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或補助艱困產業、瀕臨

艱困產業、傳統產業及中小企業，提升生產力及產品品質；並建立各

該產業別標示其產品原產地為台灣製造之證明標章。 

三、公平交易法第 1條 

（立法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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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

律之規定。 

產業政策就是政府用公權力去做市場干預，干預的目的是經濟發

展、產業發展，以台灣是一個中小企業型態發展的國家顯得非常重

要，事實上在亞洲很多國家都是以經濟發展重要的政策，譬如 99 年 5

月 12 日通過產業創新條例，其中第 6 條提到，產業受天然災害、國

際經貿情勢或其他重大環境變遷之衝擊時，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視需要提供產業調整支援措施，來協助產業恢復競爭力及促進社會

安定。事實上從產業來看，這對整個經濟發展是很正面的，但若從競

爭法與產業發展長期的角度來看，這到底是對還是不對，至少這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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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討論時很多人不認同這個，因為當你發生前面這些事情時，其

實是檢視企業體質最好的時候，如果政府的干預或其他資源進入，事

實上會扭曲資源的分配，從長期來看不是一件好事，甚至長期來看對

消費者的利益會是一個傷害。而產業創新條例第 7 條規定各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或補助艱困產業、瀕臨艱困產業……，這是有爭

論的，因為一個產業為何會艱困、瀕臨艱困，有些時候是因不具競爭

力，但是從整體經濟發展這是可以討論的、該被討論的，在台灣其實

有很多矛盾點，例如要產業升級、產業調整、產業扶植，但瀕臨危機

或存活不下去的，又不能讓它倒閉，要如何去調整、升級？產業創新

條例還有產業政策，事實上是完全不強調產業競爭的，但公平交易法

第 1 條開宗明義要的就是產業競爭，有很重要的中心思想認為產業有

競爭、消費者的利益會受到最大的保障，當然也有一些學派是反對競

爭法，認為競爭法的本身就是在干預市場。產業發展是要整個產業向

上發展，比較不強調產業之間配置，所以產業政策跟競爭法在某些地

方不是一致的。 

肆、聯合行為原則禁止例外許可 

一、 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 

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

公共利益，經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一）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者。 

（二）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共同研究開

發商品或市場者。 

（三）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者。 

（四）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者。 

（五）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者。  

（六）經濟不景氣期間，商品市場價格低於平均生產成本，致該行業

之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畫適應需求而限制

產銷數量、設備或價格之共同行為者。 

（七）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率，或加強其競爭能力所為之共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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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者。 

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款例外許可規定，如果從公平交

易法抽離，不易區分產業政策或是競爭政策，例如聯合行為有些例

外，得到許可後不在此限，即為了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

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亦是在某些必要的情況下某些商品可以有統一

的規格，其實是壓抑消費者的選擇，消費者只有一個選擇。第 2 款為

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而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或市場者，牽

涉到最近 Patent Pool，現在新產品背後專利很多，像飛利浦 CD-R 的

案子專利的聯合授權，到底這些專利可否聯合授權？最近又有一家新

的公司做 Blu-ray 藍光的部分，也是牽涉到這個部分。共同研究開發

到目前為止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一開始就先分工分好，另外一種是各

自做各自的，到最後有人出來整合在一起，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形

態。第 3 款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者，不管怎樣都

是為了產業發展的成本。第 4 款專門針對貿易，這次在 OECD 也是一

個重要的討論題目，在 WTO 人希望把競爭法的概念帶入，但目前為

止似乎不是很成功，美國希望照美國的方式，歐盟希望照歐盟的方

式。目前國際上出現一個新的組織－國際競爭網絡（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ICN），其年會提供全世界競爭法主管機關交流

的機會，雖然是一個民間組織，但會員都是官方，台灣當然很早就參

與這個會議，而不管從 ICN 或 OECD 的競爭委員去看，都可以對世

界各國競爭法發展的方向有些了解。這次在 ABA 的會議就可以明顯

的感覺到美國 FTC 現在很想將競爭法與消費者保護相結合。第 5 款

是講貿易的部分。第 6 款是不景氣的卡特爾，就是經濟狀況不好時，

是不是要允許業界做一些聯合行為，但有個例外，當市場價格低於平

均生產成本時，導致這些產業難以維生，這時可以考慮給予例外許

可—聯合行為。第 7 款是中小企業的部份，對台灣是非常重要的。 

二、 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2 項：收受申請，三個月內核駁（必要時

得延長一次）。 

三、 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聯合行為許可之附款及許可期限）許可得

附加條件或負擔；期限不得逾三年；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得書面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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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延展；延展期限每次不得逾三年。 

四、 公平交易法第 16 條（得廢止、變更聯合行為許可之情形）。 

五、 公平交易法第 17 條（聯合行為許可事項之登記及刊載公報）。 

伍、聯合行為原則禁止例外許可─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13-21 條） 

一、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13條 

事業依本法（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為聯合行為

時，應由各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共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同業公會為本法第 7 條第 4 項之聯合行為而申請許可時，應由同

業公會向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二、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14條 

依本法（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但書規定申請許可，應備

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聯合行為之契約書、協議書或其他合意文件。 

（三）實施聯合行為之具體內容及實施方法。 

（四）參與事業之基本資料。 

（五）參與事業最近兩年與聯合行為有關之商品或服務價格及產銷值

（量）之逐季資料。 

（六）參與事業上一會計年度之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 

（七）參與事業之水平競爭或其上下游事業之市場結構資料。 

（八）聯合行為評估報告書。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前項申請書格式，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三、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15條 

前條第一項第八款聯合行為評估報告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參與事業實施聯合行為前後成本結構及變動分析預估。 

（二）聯合行為對未參與事業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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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合行為對該市場結構、供需及價格之影響。 

（四）聯合行為對上、下游事業及其市場之影響。 

（五）聯合行為對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之具體效益與不利影響。 

（六）其他必要事項。 

四、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16條 

依本法（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3 款規定申請

許可者，其聯合行為評估報告書應詳載其實施聯合行為達成降低成

本、改良品質、增進效率或促進合理經營之具體預期效果。 

五、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17條 

依本法（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申請許可者，

其聯合行為評估報告書應詳載下列事項： 

（一）個別研究開發及共同研究開發所需經費之差異。 

（二）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之具體預期效果。 

六、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18條 

依本法（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申請許可者，

其聯合行為評估報告書應詳載下列事項： 

（一）參與事業最近一年之輸出值（量）與其占該商品總輸出值（量）

及內外銷之比例。 

（二）促進輸出之具體預期效果。 

七、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19條 

依本法（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申請許可者，

其聯合行為評估報告書應詳載下列事項： 

（一）參與事業最近三年之輸入值（量）。 

（二）事業為個別輸入及聯合輸入所需成本比較。 

（三）達成加強貿易效能之具體預期效果。 

八、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0條 

依本法（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申請許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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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聯合行為評估報告書應詳載下列事項： 

（一） 參與事業最近三年每月特定商品之平均成本、平均變動成本與

價格之比較資料。 

（二） 參與事業最近三年每月之產能、設備利用率、產銷值（量）、輸

出入值（量）及存貨量資料。 

（三） 最近三年間該行業廠家數之變動狀況。 

（四） 該行業之市場展望資料。 

（五） 除聯合行為外，已採或擬採之自救措施。 

（六） 實施聯合行為之預期效果。 

除前項應載事項外，中央主管機關得要求提供其他相關資料。 

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1條 

依本法（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申請許可者，

其聯合行為評估報告書應詳載下列事項： 

（一）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資料。 

（二）達成增進經營效率或加強競爭能力之具體預期效果。 

由此可知，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13~21 條之規定可知，雖然設

有例外許可制度，但尤其在不景氣這部分，門檻其實很高的，雖然公

平交易法第 14 條看似產業政策，但再切入施行細則部分就有非常高

的門檻。 

陸、聯合行為的例外許可─申請須知及相關處理原則 

一、公平會對於中小企業申請聯合定價案件之處理原則（受理及審核

程序） 

（一）適用範圍： 

按中小企業聯合定價行為，將限制價格競爭，惟該聯合定價行為

符合下列原則之一，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者，得向公平會申

請聯合行為許可： 

1. 「交易穩定化原則」：同質性高、交易金額細微的商品或勞務的

偶發性交易行為，若預見交易價格，可減輕如詢（議）價等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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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同時有促進提供商品或勞務之一方從事效能競爭，並防制

其乘交易相對人之急迫為顯失公平之行為，經認聯合定價行為有

益於公共利益與整體經濟發展者。 

2. 「資訊透明化原則」：對於商品或勞務的交易，聯合定價行為的

實現目的與效果，不在於影響市場供需，或市場上已有國際行情，

另或其計價方式、計價項目及相關計算參數等資訊公開結果，有

助於交易資訊的取得，減輕社會交易成本，且有益於交易機會的

實現，經認有利於公共利益與整體經濟者。 

（二）申請條件： 

1.中小企業聯合定價行為，應提請所屬同業公會會員大會決議通過，

由同業公會代為申請。 

2. 中小企業聯合定價行為，應由同業公會與交易相對人團體協商，

取得聯合定價行為及合理價格的共識及同意函件。 

3. 為配合聯合定價行為的有效施行，同業公會代為申請時，應提具

與公平交易法精神不相抵觸之自律性公約或執行辦法。 

（三）審查基準： 

1. 聯合定價行為是否與交易相對人團體完成協商與共識。 

2. 聯合定價行為是否符合「交易穩定化」或「資訊透明化」原則。 

3. 統一價格是否為「合理價格」。 

4. 聯合定價行為是否有益整體經濟及公共利益。 

（四）例外許可聯合定價方式： 

符合前稱適用範圍所訂原則，並有益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之聯合

定價行為，許可申請人所主張的合理價格為上限價格（即申請人不得

要求以所提出之合理價格為齊一價格，要求成員遵守）為原則；若交

易型態特殊者，定價包含買進、賣出價格時，或係為資訊透明必要者，

以許可分別訂定上下限價格，或對於計價方式予以許可，許可期間由

公平會視個案情形審酌。 

二、公平會對於國內個體加油站業者申請聯合購油案件之處理原則 

（一）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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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屬任何連鎖加盟體系、並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依現行標準

為前一年營業額在新臺幣 1 億元以下）之個體加油站業者。 

（二）適用範圍： 

1. 個體加油站業者間向上游供油業者聯合購油之行為。 

2. 參與聯合採購之業者仍得以個別身分與供油業者進行議，不受其

聯合採購之拘束。倘業者涉及其他聯合行為如零售價格協議、區

域劃分等型態，本質上有妨礙市場競爭者，則以公平交易法相關

規定論處。 

柒、聯合行為例外許可案例統計～96.01 

（一） 合船進口大麥─1 件（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5 款）。 

（二） 合船進口小麥─2 件（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5 款）。 

（三） 合船進口黃豆─3 件（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5 款）。 

（四） 合船進口玉米─4 件（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5 款）。 

（五） 4 家航空公司，台北─高雄航線票證免背書轉讓（14 條第 1 項

但書第 1 款）。 

（六） 2 家航空公司，台北─台南航線票證免背書轉讓（14 條第 1 項

但書第 1 款）。 

（七） 4 家無線電視台，聯合轉播 2008 北京奧運（14 條第 1 項但書

第 5 款）。 

（八） 28 家事業，統一有線電視數位機上盒技術標準規格（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1 款）。 

（九） 12 家我國籍船舶運送業者，合船運送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

進口物資器材（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5 款）。 

（十） 5 家船運事業，東港─小琉球航線（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1 款）。 

（十一）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中心及 27 家會員銀行，信用卡聯合行

為（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1 款）。 

另外還有聯合行為不予許可案例： 

1. 83 年 1 月 12日有 38 家金融機構聯合訂定對於持卡人收費費率提

出申請，本案不予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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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8 年 1 月 14 日台灣區人造纖維製造工業同業公會暨台灣區人造

纖維加工絲工業同業公會，分別代表其會員公司申請聯合減產聚

酯絲及聚酯加工絲，本案不予許可。 

捌、不景氣聯合行為例外許可案例─人纖業申請不景氣聯合減

產 

台灣區人造纖維製造工業同業公會暨台灣區人造纖維加工絲工

業同業公會，分別代表其會員公司在 87 年底向本會提出申請聯合減

產聚酯絲及聚酯加工絲。這是第一宗（目前唯一）不景氣聯合行為例

外許可案。所謂不景氣聯合行為係指經濟不景氣期間，商品市場價格

低於平均生產成本，致該行業之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

有計畫適應需求而限制產銷數量、設備或價格之共同行為者稱之。 

一、公平會考量  

總體景氣狀況、商品市場價格維持低於平均生產成本、該行業之

事業是否難以維持或生產過剩、該行業之事業是否合理化經營仍難克

服不景氣的困擾、該聯合行為是否有侵害一般消費者及其他相關事業

利益之虞、參與聯合行為事業之員工數目等考量因素。成立專案小組

成員有法學、產經、會計、資訊及統計分析等專長做經濟、統計分析

以及市場調查。最後是否准駁之依據：聯合行為是否有益於整體經濟

與公共利益。 

二、本案申請不予許可 

經公平會第 372, 373, 377 次共三次委員會審議，在 88 年 1 月 14

日第 377 次委員決議認為：「國內景氣雖呈現緩滯情勢，惟基於下列

考量，公平會認為相關產業之市場機能上能運作，且目前無法證明此

一例外許可聯合減產案，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有益於整體經濟

與公共利益」，故不予許可」。 

其理由（一）市場需求及銷售未見衰退，且在成長，廠商庫存亦

未見大幅增加。（二）非意願性庫存量上屬有限，廠商得個別自行調

整產量以為因應。所以本案申請不予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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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該二工會鑑於 87 年第四季該產業生產量（值）、銷售量（值）、

輸出量（值）均有減少趨勢，及主要外銷市場—中國大陸，政策性限

制進口，至該產業仍處於難以繼續維持之困境，負於 88 年 2 月 2 日

及 4 日分別重新提出申請。但因經濟情況好轉，於 88 年 4 月 23 日及

26 日分別撤案。 

玖、金融危機下卡特爾適法性─OECD 競爭委員會全球論壇討

論摘要 

接下來與各位分享本人出席今年 2 月 17 至 18 日 OECD 競爭委員

會全球論壇討論摘要：價格大幅下降容易觸發危機卡特爾，政府的參

與除了卡特爾外，限制進口等貿易政策也是常見的。不過，近期的全

球金融（經濟）危機顯示，求助於危機卡特爾是罕見的，也無足夠證

據顯示危機卡特爾真的有效或為有效率的解決方案。會議邀請 Mr. Ian 

Christmas（世界鋼鐵協會理事長）：過去經濟危機時，政府長期介入

鋼鐵業是常見的。方式包括：補貼營運、資助被解雇員工、關稅或配

額及其他貿易方式保護鋼鐵的國際競爭。近期，補貼被視為扭曲競

爭，而且關稅保護並未能兼顧鋼鐵業及消費者利益。已有國家如南

非、韓國、巴西及歐盟已針對鋼鐵業的反競爭行為採取調查行動；還

有英國教授 Prof. Steve Mccorriton（University of Exeter, UK）針對開

發中國家農產品問題，糧食價格穩定非常重要。建議：競爭規範在糧

食市場應該要鬆綁。貿易、財政、農業政策都是可用來應對糧價波動

的政策。其他更直接、透明及靈活的措施也可採用以促進價格的穩

定；OECD 競爭委員會主席（Dr. Frederic Jenny）以國際咖啡市場為

例說明咖啡收入是低度開發國家小農生活收入的主要來源。1950 年

代，生產國與主要咖啡消費國談判達成國際咖啡協定（ICA）1962 成

立國際咖啡組織（ICO），並建立出口配額制度以穩定咖啡價格。1989，

最大咖啡消費國美國，拒絕執行上述協定而宣告失敗。最後 Dr. 

Frederic Jenny 下總結大部分國家已不允危機卡特爾的存在，例如英國

以公共利益為考量，禁止危機卡特爾行為。就算法規還允許，審查條

件也非常嚴格。業者以聯合行為度過金融危機，並非為唯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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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行為對消費者是不利的。關於政府補貼農產品市場，以降低該市場

的競爭，穩定農產品價格。競爭主管機關應如何介入，是可以討論的。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孫馨徽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孫馨徽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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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我國公平交易法防衛請求權─ 
侵害排除請求權、侵害防止請求權 

講座：銘傳大學法律學系汪教授渡村 
日期：100年 5月 17日 
場次：10005-234 

 

一、前言 

探討此題目的動機，在於公平交易法一

般被認為是較著重公共利益的法律，若個人

的權益受侵害，或受有一定程度之壓抑，而

欲基於業者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定，向法院

訴請業者賠償損害，或排除、預防侵害，其實有其一定困難度。（參

照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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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第

31 條：「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 

茲舉一例說明，公平會曾對律師公會及會計師公會作過一處分

案，因公會針對執業之律師、會計師設定一最低收費標準，而構成水

平價格聯合行為，故受罰。試想今日若該公會之聯合行為未受處分，

如站在消費者的立場，能否主張侵害排除請求權、侵害防止請求權，

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遇到此類案件時應如何處理？其實我國法院

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之適用已有許多例子，基本上這些案件之事

實較具體明確，例如大多業已發生損害（如販賣仿冒商品），或即將

受有損害之情形已臻明顯（如仿冒品已製造完成即將上架）。惟如於

其他情形欲主張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恐怕其中尚有許多問題點存在。 

人民欲主張公平交易法，請求排除或預防事業的侵害，公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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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30 條係一重要管道，但可惜的是，如此重要的請求權，我國公

平交易法僅規定於一個條文之中。以下演講中提到的「防衛請求權」，

均指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的排除、預防請求之謂1。而公平交易法中一

個條文的規定，能使防衛請求權之落實達到如何的程度？以下的演講

中將會引日本法作比較，選擇日本法的原因，在於 2002、2003 年時，

日本引進排除請求權，2009 年修正時又針對防衛請求權規定許多配套

措施，在日本的法律中，即以不下 10 條的條文來支持防衛請求權的

制度，因而我國法院在面臨防衛請求權的爭議時，或許可以參考日本

於相關制度發展過程中的因應方式。而我國公平法在條文規範密度相

對較低的情形下，其未規定的部分應回歸到哪些法律去處理，能準用

哪些法律規定，或是能類推適用哪些規定？不無疑問。 

公平交易法中有許多構成要件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且在獨占、

聯合行為的部分是採合理原則加以規範，而依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

普通法院民事庭在審判上必須先認定業者有無違反本法規定，才會進

入構成要件判斷，問題在於：民事法院會採取如何之標準來認定事業

有無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定？其標準與公平會、行政法院的考量是否

相同？競爭政策是否對民事法院發生影響？民事法院按競爭政策為

裁量，是否可取代公平會的裁量權？基本上行政法院對公平會的裁量

採高度尊重的態度，民事法院是否亦應如是？法院與公平會之間是否

存有交換意見、協商的機制？諸多問題，尚待探討。 

二、立法目的 

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立法理由稱，本條是為保護被害人權益，賦

予被害人請求除去侵害之權利，有侵害之虞者，並得請求防止之。在

此我們要探討的是，立法理由所稱「為保護被害人權益」是否足以將

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想定為「以保護私益為原則」。如此想定其實是防

                                                      
1學說上防衛請求權之內容與公平法第 30 條不盡一致，用語仍待商榷，有鑑於

此，在本次演講的標題尚附加有「侵害排除請求權、侵害防止請求權」等用詞，以

杜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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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請求權制度相當重要的論述之一。關於為何要需要防衛請求權制

度，世界各國主要有兩種論述，第一說與我國立法理由相同，認為防

衛請求權制度係為保護被害人之利益而設；另一說認為防衛請求權制

度最終目的仍是為維持競爭秩序之公益，但是係藉由人民主張其私權

利受侵害、進而排除侵害，間接使市場競爭秩序得以維持。 

以日本法來說，在類似防衛請求權制度制定時，即以公益、私益

加以區分，認其防衛請求權制度非以保護公益為主要目的，基於此立

場復衍生出相關制度。例如防衛請求權之行使以違反公平競爭方法者

為限，不包括聯合行為與獨占行為，因為聯合行為與獨占行為所影響

者是競爭秩序，屬於公共利益。此外在日本的不正競爭防止法中也有

類似的規定，即對於防衛請求權適用的行為類型作限縮。我國不乏有

學者認為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之立法目的僅在於維持整體的競爭秩

序；而本文認為立法理由所揭示主要的制度目的是保護被害人之私

益，以立法的形式體例觀之（參照該條文，「事業違反『本法』之規

定者」），則又含有維持市場競爭秩序之目的。總結來說，由立法理由

想定立法者所賦予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之法目的何在，具有探討防衛

請求權適用之行為類型之實益，值得吾人思考。 

另關於條文所稱「有侵害之虞」應如何認定，可參考最高法院 87

年度台上字第 2319 號判決：「所謂有侵害之虞，係侵害雖未發生，就

現在既存之危險狀況加以判斷，其公平競爭之權利自有被侵害之可

能、其商標專用權有被侵害之可能，而有事先加以防範之必要，但不

以侵害曾一度發生，而有繼續被侵害之虞為必要。」 

三、損害賠償請求權與防衛請求權之區別 

（一）損害賠償之回復原狀請求權是否得取代侵害排除請求權 

其次要探討的是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與第 31 條的關係，第 30 條

是防衛請求權，第 31 條是損害賠償請求權，兩者有何差別？被害人

於什麼情況下可以主張 30 條或 31 條？其實在法理論上，損害賠償請

求權與防衛請求權差別頗大，如何會產生令人判斷不易的問題？一般

而言，我們在民法的債編總論中談到損害賠償的原則，即為回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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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回復到未受侵害之狀態。但就不論就認知上、實務運作上或單純

由外部情形觀察，回復到未受損害的狀態似與排除侵害無差別。果

此，則公平交易法第 31 條之損害賠償之回復原狀請求權是否將得取

代前條之侵害排除請求權，值得思考。 

回復原狀旨在填補被害人損害，並避免使被害人受到超過所受損

害之補償而得利；然侵害排除請求權的目的則在於除去侵害之狀態，

以避免損害持續擴大，與填補損害無關。因此，日本學者對於損害賠

償請求權與侵害排除請求權之區分，即視請求之主體是否「受有損害」

而定。申言之，若被害人受到侵害，但未生損害結果時，不得行使損

害賠償請求權，而應行使侵害排除請求權。蓋損害賠償以填補損害為

目的，無損害自無損害賠償請求權得行使。在此種有侵害無損害的情

形，日本學者認為解釋上僅得行使侵害排除請求權，因為侵害排除請

求權旨在避免該侵害在未來發生損害，須對現在存在之侵害狀態加以

排除。且排除侵害之請求權為物權性質請求權，以絕對權或排他權為

原則，目的不在填補被害人損害，而是排除加害人的侵害狀態，由此

角度觀之，侵害排除請求權不以被害人受有損害為要件。總結而言，

我國公平交易法雖未於第 31 條中明定受有損害之要件，惟宜參考日

本法而為如此理解，否則公平交易法即得以第 31 條損害賠償之回復

原狀請求權取代前條之侵害排除請求權。 

（二）公平交易法規定防衛請求權法理上檢討 

1. 防衛請求權其保護之客體原為絕對權（排他權），今以競爭法益

為保護客體，法理上是否妥適？ 

防衛請求權是從民法第 767 條而來，此類物權請求權的基本概念

是絕對權或排他權，民法第 767 條防衛權的擴張，最不生爭議的方式

就是明文規定，在智慧財產權領域中專利、商標、著作權都有相關的

規定，而以專利、商標、著作權為排除請求權的規定，係基於二個考

量，一是專利、商標與著作權本質上都具有排他性，二是無體財產權

一旦受侵害，損害可能會無限擴大，因此有事先予以排除之必要。問

題在於，如未有法律明文，民法第 767 防衛權所防衛的客體，如何由

絕對權擴張到期待權利？此可分為兩種情形思考。第一種是針對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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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法益，例如公安危害、食品安全，其損害已達明顯且立即，故排除

請求權或預防請求權有其規範必要。第二種情形係關於晚近學說開始

討論對於一般侵權行為得否行使防衛請求權，最高法院認為關於一般

侵權行為只能對之請求損害賠償，而無防衛請求權得行使；學說則有

發展出「受忍限度論」者，認為凡行為超過一般人於社會生活共同關

係中應該容忍的侵害限度時，則該行為即具違法性，應負侵權行為之

責。民法第 767 條應不限於所有權，而準用至其他物權，例如噪音、

震動、垃圾處理等問題發生在相鄰關係時，若超過一般社會共同生活

所應忍受之限度，即有承認防衛請求權的必要。換言之，若行為符合

一般侵權責任之要件，而欲對行為人主張防衛請求權時，尚須該侵害

狀態已超出忍受限度。由此可見，雖然法律未規定此項防衛權，但學

說對於防衛權概念已有所擴張。 

公平交易法所欲保護之法益基本上不像專利法等智慧財產權法

是一種絕對權、排他權，縱使將競爭法益以德國的營業權概念來理

解，尚須回歸忍受限度論為判斷。惟雖無法逕認定競爭法益是絕對權

或排除權，透過所謂擴充的理論或歷程來看，公平交易法中納入防衛

請求權之制度尚屬正當，故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的立法尚稱得上正當、

妥適。 

2. 排除請求權之保護客體應有擴大之必要 

防衛請求權在時勢潮流下多走向擴大的方向。如日本學者認為物

上請求權（排除侵害之請求權）的機能，應是藉由剝奪侵害人的「權

利篡奪地位」，以實現私人間應有的法益分配狀態；而損害賠償請求

權的機能是透過剝奪加害人的財產以填補被害人的損失，兩者具有不

同的權利機能。如果為達到私人間應有權利分配秩序而有實質考量

（權利機能的考量），則面臨權益侵害時即有賦予排除（預防）侵害

請求權之必要性，而不僅止於侵害發生後賦予損害賠償之請求權。 

3. 防衛請求權是否僅限於不作為請求權 

防衛請求權本身是排除侵害與預防之請求，得否據之為一定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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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請求？目前學者均認為達制度目的可以為一定作為請求，而實務2見

解亦同。我國公平交易法未如專利法第 84 條3明文賦予被侵害人請求

侵害人為一定積極作為之權，國內學者認為於專利法、商標法有關請

求銷毀或為必要之處置之積極作為請求，須探討其必要性的原則，而

法無明文的情形下，如果認為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可以課予侵害人作

為義務，即更應該探討其必要性如何。 

四、防衛請求權與公平會排除措施之比較 

（一）範圍是否相同 

1. 公平會排除措施 

第 41 條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

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台幣五萬元

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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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按次連續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

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為止。 

第 42 條規定，違反第 23 條規定者，除依第 41 條規定處分外，

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命令解散、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 

2. 防衛請求權 

第 30 條規定，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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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實例 

(1) 防衛請求權範圍較廣之個案 

飛斯特實業有限公司進口、販售之鬧鐘商品，不當仿襲「HELLO 

KITTY」商品之外觀、形狀，搾取他人努力成果，為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規定。公平會處已被

                                                      
2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民訴字第 5 號。 
3專利法第 84 條第 3 項，發明專利權人或專術授權人依前二項規定為請求時，

對於侵害專利權之物品或從事侵害行為之原料或器具，得請求銷毀或為其他必要之

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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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並處新

台幣二十萬元罰鍰。但同案法院（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九十二

年度智檢上字第一號）依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之排除、預防對飛斯特

公司課以之不作為範圍，較公平會之處分為廣：「…被上訴人（被害

人）依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第 34 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飛斯特公司）

不得就附件一所示鬧鐘商品及相同或近似於如附件二所示之『HELLO 

KITTY』電器、鐘錶、眼鏡商品為輸出、運送、販賣、批售、散布、

意圖販賣而陳列、意圖販賣而進口、加工、揀選、生產、製造或其他

一切處分行為及為上述目的所為之授權行為，且不得陳列或散布有關

附件一所示之鬧鐘商品及相同或近似於如附件二所示『HELLO 

KITTY』電器、鐘錶、眼鏡商品之具有促銷宣傳性質、推介商品功能

之文書或類似物件，亦不可於報章雜誌或其他任何傳播媒體為廣告、

引述之行為。…於法自屬有據。」 

(2) 排除措施範圍較廣之個案 

公平會在公處字第○九一○二三號、公處字第○九一○二四號、

公處字第○九一○二五號等相類似之案件中，認為每案之被處分人於

進口、販售之商品，不當仿襲「HELLO KITTY」商品之外觀、形狀，

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規

定。除命被處分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

外，並要求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日起兩個月內，完成回收其違法使用相

同或類似「HELLO KITTY」外觀、形狀之商品。 

但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十七年度國貿字第二五號判決

中，就是否得回收相關違法商品則採否定見解，認為違法相關物品既

已銷售予第三人並移轉所有權，則被害人對該等商品並無處分之權

利，有處分權之第三人亦不受本件判決拘束。故被害人之防衛請求權

不得要求侵害人回收已銷售之違法商品。 

4. 「公平會的排除措施」與「被害人向法院行使其防衛請求權」併

行的疑問 

「公平會的排除措施」與「被害人向法院行使其防衛請求權」二

者範圍相比之下，公平會的排除措施在大部分情形較廣。但其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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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排除侵害的範圍，進而認為公平會排除措施打擊面較廣，可以完

全取代被害人防衛請求權的行使，是沒有實益且不妥當的。此又關乎

防衛請求權之權利機能，其所保護者是公益或私益。如果防衛請求權

並非只保護私益，則與公平會的排除措施即有重疊之處。而當二者重

疊時，防衛請求權之行使與公平會排除措施之發動何者優先，即有疑

問。假設今甲、乙皆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行為之被害人，甲依公平交易

法第 30 條向法院提起訴訟，而乙則到公平會檢舉，試想此二案件是

否得以併行？如果此二案件併行而發生相異見解，應如何處理？是否

得要求普通法院依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為裁判時，須扮演一定公益的

裁量角色？ 

（二）防衛請求權之權利機能是否僅限於保護私益 

1. 公益訴訟的問題 

從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來看，事業有濫用獨占地位、聯合行為等

較偏向危害公益的行為，如果符合要件，被害人皆可主張防衛權。但

於其他違反公平交易法的情形（例如第三章不公平競爭），主張第 30

條防衛權，則又以保護私益為重。進而衍生出公平交易法是否要引進

公益訴訟、集體訴訟制度的疑問。 

公益訴訟與集體訴訟概念上有差別，集體訴訟的請求權人是直接

被害人，可指定代理人；而公益訴訟是為公益目的，縱使自己不是直

接被害人，也可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防衛請求權如果以保護私益為

主，即不存在引進公益訴訟的空間。而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之立法理

由雖僅明示係為保護被害人利益（私益），但由立法形態、體例而言，

完全排除公益訴訟恐非妥當。不排除公益訴訟的話，則須解決上述之

（公平會排除措施與防衛請求權）重疊問題。 

2. 由公平交易法第 26 條立場看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 

是否有必要區分侵害公益的違法行為應由公平會處理，私權益之

侵害由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規定處理，實務上由公平交易法第 26 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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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4出發，認為公平會的處理應偏重公益。公平會對僅有民事責任之

違法行為，向來是不加以處理，如廣告代理業者在明知或可得而知的

情形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虞的廣告。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

可得而知其所傳播或刊載之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仍予傳播或刊載之

行為（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惟是否有必要依公平交易法第 26

條之文義，限縮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的角色僅係私益之保護者，以下

再提出一個觀點：假設違反公平交易法的情形係涉及公益，則回復、

救濟措施就絕不能等同私人利益的處理方式，因為回復公益、與私益

應有不同的考量。如果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適用上包括維護公益，則

專責行政機關應考量普通法院可否因應達到導正公益的目的，尚不得

逕將維護公益之責交給民事法院。 

（三）防衛請求權制度，在實務運作上是否有實益？ 

公平會較之一般私人有較強的證據調查能力，如違反公平交易法

之行為經檢舉且公平會展開調查，則人民即可免於訟累，因此向民事

法院提起防衛請由權之訴實益何在，即有疑問。換句話說，此部分要

探討的問題是，被害人透過向公平會檢舉違法行為是否可取代防衛請

求權大部份之功能？ 

由實務見解5可知，向公平會所為之檢舉不成立或不受理時，因公

平會所為之函覆並非行政處分，故檢舉之人民不得因不滿該函覆而進

行爭訟。是以此時賦予人民主張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之防衛請求權即

有其實益。（當然公平會不受理的原因也可能是依公平會與其他機關

協調的結果。違反公平交易法的個案，如涉及藥事部分，應由衛生署

                                                      
4公平交易法第 26 條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危害公共利益

之情事，得依檢舉或職權調查處理。 
5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 6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四），前略，任何人對於違反

該法規定，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均得向公平會檢舉，公平會則有依檢舉而為調查

之義務。至於檢舉人依法檢舉事件，主管機關依該檢舉進行調查後，所為不予處分

之復函，僅在通知檢舉人，主管機關就其檢舉事項所為調查之結果，其結果因個案

檢舉事項不同而不同，法律並未規定發生如何之法律效果。縱使主管機關所為不予

處分之復函，可能影響檢舉人其他權利之行使，乃事實作用，而非法律作用。系爭

復函既未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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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而涉及仿冒行為、商標之註冊則可能由智慧財產局受理。） 

（四）公平會排除措施與防衛請求權之主觀歸責要件 

1. 公平會的排除措施是否採過失原則？可將排除措施分兩部分討

論： 

(1) 行政罰採過失原則6。 

(2) 單純不利益處分，如命除去違法狀態、停止違法行為或預防

命令，是否以行為人主觀可歸責為必要？ 

如從釋字第 275 號解釋精神而言，單純不利益處分因非行政罰，

故不以故意過失為要件。但有學者認為，單純不利益處分雖非行政

罰，但因有制裁作用，故仍應以有故意或過失為歸責要件。本文見解

認為單純不利益之處分，目的單純係為回復競爭秩序，因此不以行為

人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 

2. 防衛請求權不以故意過失為必要 

防衛請求權不以故意過失為必要，原因在於防衛請求權是由民法

767 條演進而來。民法 767 條不問侵害人故意過失的概念在擴張至公

平法防衛請求權的過程中是否有發生質變，容有探討空間，原則上民

法第 767 條是排除權利篡奪地位的規定，自不論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

主觀是否可歸責，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亦同。但是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

所欲保護的法益若不限於立法理由所指涉之私益，則依 30 條請求排

除行為人破壞競爭秩序之行為時，是否仍不問行為人之主觀可歸責

性，即有疑問。 

（五）對不執行排除措施或防衛請求裁判之效果 

1. 不執行排除措施 

不執行之效果有刑事責任者（公平交易法第 31、32 條），同時得

連續處以法定罰款至執行為止（參照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此即先行

政，後司法之概念。例如聯合行為，第一次違反是命立即停止並處以

罰鍰，再次為聯合行為時就有刑事責任，此時除命停止亦得連續處罰

                                                      
6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

不予處罰。另參考司法院釋字第 275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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鍰。 

2. 不執行防衛請求裁判 

依強制執行程序7執行勝訴判決，效力除刑事責任的部分外，不下

於排除措施之結果。但在時效上排除措施仍較強。 

五、請求權人 

（一）是否限被害人 

1. 依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文義解釋似應採肯定說。 

2. 不同見解（前提應解決法理論問題） 

是否引進公益訴訟之制度8（與公平交易法第 31 條損害賠償之集

體訴訟，概念上有所落差），是否可以民事訴訟法第 44-3 條：「以公

益為目的之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經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於章

程所定目的範圍內，得對侵害多數人利益之行為人，提起不作為之

訴。」為依據。學者廖義男教授，在制定公平交易法草案時，認為公

會或公益法人，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提起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之訴。但

此類公益訴訟概念的前提問題，必須防衛請求權並非以私益為限。 

（二）是否限具競爭關係之被害人 

實務有採肯定說9，，認為應以二事業在市場上具有競爭關係，且

他事業有為足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為提起公平交易

法第 30 條、31 條之訴之要件。但有不同見解，認為就公平交易法所

有違法類型均採取肯定說恐有不妥。例如某甲因為某公司違反公平交

易法之多層次傳銷規定，則多層次傳銷之參加人，若依前述肯定說，

即無法提起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之訴，致直接受害之人難以尋求救濟，

故不宜通案按照實務之見解，而應個案判斷提起訴訟之人是否符合條

                                                      
7詳參強制執行法第 127、128、129、129-1 條規定。 
8行政訴訟法第 9 條規定，人民為維護公益，就無關自己權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

項，對於行政機關之違法行為，得提起行政訴訟。但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另，

消費者保護法第 53 條第 1 項規定，消費者保護官或消費者保護團體，就企業經營

者重大違反本法有關保護消費者規定之行為，得向法院訴請停止或禁止之。 
9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5 年度智字第 10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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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規定之被害人。 

另有爭議者是，1.是否限於公平交易法所保護法益之被害人，以

及 2.是否及於間接被害人，3.侵害行為與結果（或危險）間因果關係

的問題。問題 1.較無爭議，通說均認為應限於公平交易法所保護之法

益被侵害，被害人始有防衛請求權。問題 2.之提出係著眼於公益訴

訟，即便非被害人亦有提起訴訟之餘地，而間接被害人既有權益受

損，更應許其主張防衛請求權。而問題 3.是日本所提出「防衛請求權

流用」的問題，因為一旦引進公益訴訟制度、允許無競爭關係之被害

人、間接被害人主張防衛請求權，若無限制必須侵害行為與侵害結果

（或危險）有一定因果關係，則可想見濫訴的情形發生。在日本，學

說上討論防衛請求權流用的情形甚至達到一種「逆用」的程度，亦即

以防衛請求權之名行妨害公平競爭秩序之實。此外，被害人受侵害之

法益如非防衛請求權所保護之法益，則主張防衛請求權之行為亦稱作

流用。 

六、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規定之侵害「預防」請求權，是否以侵害人

已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必要？ 

（一）文義解釋採肯定說 

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之侵害預防請求權，依條文文義，必須行為

人之行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為要件，法院實務亦採肯定之見解。 

（二）不同見解 

有學者（吳秀明教授）認為，所謂「預防之不作為請求權」，是

指行為人尚無違法行為，但卻具有高度之「初犯危險」者，例如：行

為人對於違法行為已有積極且相當成熟的準備行動、事業已經對採用

何種不實廣告用語在內部下達指示、行為人已經通知他人其即將採取

某依違反公平法之行為等。 

七、違反本法規定行為類型加以限制之必要 

（一）文義解釋：未加限制 

1. 日本立法例：限不公平交易方法 

在日本的獨占禁止法中限於不公平競爭的行為方有防衛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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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而在不正競爭法中也有禁止的排除規定，但不包含聯合行為、獨

占力濫用及結合的行為類型，理由是必須區分公、私益適用條文，以

避免濫訴。惟日本學者多認為僅限不公平交易方法的行為類型不妥，

因為區分公私益不一定有助於避免濫訴，亦無區分公、私益之必要。 

2. 學者見解（吳秀明教授）：結合案應除外 

我國立法例未明文對行為類型有所限制，但有學者認為，因結合

案屬主管機關異議制，該結合行為並未對第三人權益直接發生損害，

而是對市場結構、競爭秩序產生影響。本文認為如此考量的理由可以

更細緻地說明如下： 

(1) 學者的見解立基於第三人的權益並未直接受損害，可能受有直

接損害的是市場結構與競爭秩序。故依此論點可認為公平交易

法第 30 條之防衛請求權限於直接被害人始得提起。舉例而言，

假設國內有三家紙廠，其中二家違法結合，第三家紙廠並非直

接受害人，不得提起防衛請求權之訴，除非第三家紙廠可以舉

證證明因該違法結合行為而直接受有損害。 

(2) 假設某結合案原本因限制競爭之不利益高過整體經濟利益而應

予禁止，然因國家競爭政策之故，准許結合。此時若有直接被

害人存在，可否許其主張防衛請求權請求排除該結合行為？此

種主張在德、日均被否定，日本的理由是認為結合案本身應迅

速且秘密進行，如果第三人得為結合案防衛請求權的主體，恐

遭競爭業者「逆用」防衛請求權，以防衛請求權之名行限制競

爭、不公平競爭之實。不論我國或德、日之學者，均認為結合

行為應排除於防衛請求權之外，但排除之理由如何，因未有明

文限制，是否排除結合行為，宜個案認定之。 

八、法院與公平會對個案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見解歧異之問題 

依我國法院實務見解10，必須行政爭訟所處理之法律關係或行政

                                                      
1096 年台抗字第 755 號判決，民事訴訟之裁判必以行政爭訟程序確定之法律關

係是否成立或行政處分是否無效或違法為先決要件者，始應由認定先決事實之行政

法院或受理訴願機關先為裁判或決定，以該確定裁判或決定所認定之事實作為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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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為民事訴訟之先決問題時，始有停止訴訟之必要。而公平交易法

第 30 條中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此一要件實務認為民事法院得自

為判斷。因此即有可能發生民事法院的認定與公平會的認定相異之情

形。惟實際上在民事訴訟進行中，由於我國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欲

作如何之主張、提出如何之證據，端視當事人決定。 

我國實務上當事人可聲請將案件送由公平會鑑定11，公平會因而

有表示意見之空間，法院亦多尊重公平會之判斷。至於日本，其於防

衛訴訟之規定中定有明文，法院進行審理時，必須先徵詢公正取引委

員會（相當我國公平會）之意見，甚至在必要情形，公正取引委員會

得主動表示意見。反觀我國，我國法律未明文公平會得主動表示意

見，如果當事人未聲請送公平會鑑定，且法院未依職權徵詢公平會意

見，此時縱使公平會主動表示意見，依當事人進行主義之精神，法院

仍不得採為判斷事實之基礎。如果我國法律有上述日本防衛訴訟的規

定，則公平會主動表示之意見即具有證據能力，法院於認定事實時不

得不加以審酌。 

總結而言，民事法院審理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之防衛訴訟，因為

前提要件必須判斷是否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故與公平會的判斷

裁量有高度密接性，此時公平會之專業意見應受高度尊重。然於法院

得自為判斷的情形下，可能在行政行為與司法判解之間發生歧異，立

法論上宜作配套規定以杜爭議。 

九、與日本立法例之比較（2009年修正） 

（一） 獨占禁止法第 24 條（停止或防止侵害請求權）：「事業或事業

團體違反本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或第 19 條之規定，致侵害

                                                                                                                      
法院裁判時認定事實之基礎。若行政爭訟程序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或行政處分是否

違法、無效，並非民事訴訟之先決問題，則民事法院即毋庸停止訴訟程序，而應自

行調查。…抗告人之行為有無侵害相對人之私權，應否依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規定

負民事責任，本院可自行認定。是本件民事訴訟程序自非以行政爭訟之認定為先決

要件…。 
11公平會為鑑定證人，參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八十七年度國貿自第二

五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八十六年度訴字第八○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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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利益，發生顯著之損害者，被害人得請求停止之；有侵害

及發生顯著損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此規定與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在要件上有以下幾點較大的差

別： 

1. 防衛請求權的對象有限縮：我國防衛請求權依條文可針對所有違

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請求預防或排除，而日本法僅限於獨占禁止

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或第 19 條不公平之交易方法所致侵害、

損害得行使防衛請求權。 

2. 日本法規定須以有顯著損害為要件：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僅

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並未規定有損害發生，更未規定該損

害必須有顯著性。日本學者對於條文關於顯著性的要求多有批評，

認為顯著性的定義不明確，且可能使該條文難以發揮保障私權之

功能。日本獨占禁止法中規定損害必須有顯著性，其理由在於防

衛請求權發動之位階應高於損害賠償請求權。換句話說，只要有

損害即可請求損害賠償，但要發動防衛請求權，則必須有更高度

侵害、損害。然而此理由亦遭日本學者批評係扭曲排除請求權之

權利機能，蓋侵害排除之權利機能在於排除權利篡奪之狀態，不

因侵害程度或損害之高低而有所差別。此外，原本向公正取引委

員會檢舉，不論損害是否顯著，只要有違法行為即可，如今把防

衛請求權限於私益受損才能行使，而要求損害必須顯著，如此要

求並無根據。迄今日本關於停止或排除侵害請求權的案例還不多，

原因就是要件過於嚴格。 

（二）相關手續性之特別規定 

1. 防止濫訴之特別規定，如原告提起該訴訟具有不正當之目的時，

在被告之聲請即釋明下，法院得裁定命原告提供相當擔保。 

2. 為尊重公正取引委員會之專業，獨占禁止法規定，於原告提起該

訴訟時，法院應通知公正取引委員會，審理案件時，法院應徵詢

公正取引委員會有關該案件法律適用及其他必要事項等意見。另

經法院許可，公正取引委員會亦得主動陳述有關該案件法律適用

及其他必要事項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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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另考慮對該等案件之受害人常為多數，可能有多數法院具管轄權，

故有特別管轄之規定。 

4. 使私人權益防衛請求權更具可行性之規定，獨占禁止法於 2009

年修正時，特別規定得命當事人提出證明該當侵害行為之必要書

類。但該等書類可能涉及當事人之營業秘密，故為兼顧營業秘密

持有人之相關權益，同時避免他人利用此等防衛權益之訴訟，探

知當事人營業秘密，獨占禁止法亦有詳細配套規定。 

關於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是否須設此類配套措施，目前我國

行使防衛請求權之案件多與商標、專利與營業秘密之侵權案件有關，

如與此類智慧財產案件結合時，或許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之適用，

該法對證據之提出與保護有相關規定。但跳脫智慧財產案件之範疇，

其他違反公平交易法的案件，其證據秘密性保護之規定仍付之闕如。 

 

（政治大學法律系吳孟洲編輯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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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宏觀調控法與反壟斷法之 
關連性分析 

講座：高雄大學法律學系紀副教授振清 
日期：100年 6月 21日 
場次：10006-235 

 

今天演講的題目，基本上，還是沿用大

家習慣的稱呼而設定。宏觀調控法是由一群

法律構成的概念，事實上並沒有一部法律稱

為宏觀調控法。觀察中國大陸的宏觀調控

法，是由經濟面影響到法制面。本來兩岸的

學者都對此有所期待，尤其是在 2008 年 2

月 1 日，中國大陸反壟斷法開始施行以來，經過了三年的觀察，並沒

有出現太多的案例。因此，本次演講雖然採用巨視的角度談論此議

題，但囿於時間的限制，我會利用最短的時間讓大家瞭解中國大陸為

何稱為宏觀調控法？它的內容為何？反壟斷法演變的關鍵及未來走

向的預測、還有最主要的現況為何？是以，今天來演講的目的，主要

介紹社會主義國家對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中國大陸計劃經濟與宏觀

調控、經濟法與宏觀調控法及反壟斷法、反壟斷法立法之基礎分析以

及反壟斷法之規制內容與評析等議題，並且提出宏觀調控法之為目

的、反壟斷法之為手段的心得。 

壹、前言 

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已經突飛猛進到一個相當可觀的地步，分享

天下雜誌的一篇文章，指在 ECFA 簽定之後一般的台商或是服務業以

為透過 ECFA 到中國大陸可能會有比較好的發展，但中國大陸的法制

並不像台灣可以用權力分立去解釋，有關天下雜誌做的「Do you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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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 China?」調查，有 54.3％的台灣人表示不瞭解中國大陸，更有

趣的是 43.2％的台灣人認為政府並不瞭解中國大陸，今天 ECFA 簽訂

後是既合作又競爭，如何切入，尤其是從法制的觀點。現在中國大陸

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與宏觀調控法有很大的關連，其 GDP

也超過 3,400 億美元，預計到 2020 年消費總額將達到 15.94 萬億美元。

而截至今年（2011年）3 月底中國大陸的外匯存底已經突破 3 兆美元，

是全球第一名，第二名的日本約一兆多，其次俄羅斯約 4,000 多億，

台灣則有將近 4,000 億美元的外匯存底，且這些數據還是比較舊的資

料，這與中國大陸所謂的轉型經濟有很大的關係。 

大約在上個月，中國大陸有一則報導引起相當的關注，其北部有

兩家大型連鎖超商，某些產品的價格被經濟發展委員會（發改委）下

令必須要調降，這是根據中國大陸的價格法，而且還有相對的處罰規

定，價格法在整個宏觀調控法上居相當重要的位置。中國大陸計劃經

濟與宏觀調控約在 1978 年 12 月，亦即在 1979 年開始，即鄧小平南

巡後所謂的改革開放，這是一個時點，另一個時點是在 1992 年確立

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原則，而在 1993 年提出憲法修正案的第 7 條，

是針對憲法第 15 條第 2 款，按中國大陸的立法是條、款、項、目，

我們則是條、項、款、目，所以中國大陸第 2 款就是我們的稱的第 2

項，在該條增列「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所以這個名詞就

正式出現 。何 謂宏 觀調控？ 先從經濟 學區分個 體經濟 學

（Microeconomics）與總體經濟學（Macroeconomics）談起，宏觀調

控根據中國大陸的用法是 Macro- Control，並不代表總體經濟，亦即

Macro- Control 並不等同於 Macroeconomics。另外，有關所謂的企業

和市場，如果從傳統的經濟學來看它是個體經濟，但若用宏觀的對照

詞來看，有關企業的部份可稱為微觀，中國大陸的宏觀調控就是包括

宏觀的調控跟微觀的管理等概念，必定也將微觀的管理納入它的討論

範圍。所以我們談論公平交易法時，通常會從個體經濟的範疇，亦即

企業經濟規模、企業競爭方面作討論，但是今天要討論宏觀調控的議

題，一般以為必須納入 Macro-Control，這是我個人觀察的一些心得。

從計劃經濟轉到現在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出現在報章雜誌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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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轉型經濟，從工商活動的統計數據，以 2006 年來看，在法制

上有所謂「建設和諧社會」的說詞，在經濟上則有進入到「第十一個

五年計畫」，亦即「十一五計畫」，換言之，2011 年開始就是進入到「十

二五計畫」。 

接著今天談論主題包涵（一）社會主義國家對國民經濟的宏觀調

控、（二）中國大陸計劃經濟與宏觀調控、（三）經濟法與宏觀調控法

及反壟斷法、（四）反壟斷法立法之基礎分析、（五）反壟斷法之規制

內容與評析、（六）宏觀調控法為目的、反壟斷法為手段？（七）結

語。 

貳、社會主義國家對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 

一、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職能 

（一） 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

經濟，其實質是完成從傳統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的轉變。實現這一轉變，中心環節是國有

企業轉換經營機制，關鍵是政府轉變職能，根本途徑是政企分

開。 

（二） 其具體職責是：制訂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計劃、方針和政策；

制訂資源開發、技術改造和智力開發的方案；協調地區、部門、

企業之間的發展計劃和經濟關係；部署重點工程，特別是能源、

交通和原料工業的建設；匯集和傳布經濟信息；掌握和運用經

濟調節手段；制訂並監督執行經濟法規；按規定的範圍任免幹

部；管理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和合作等等。 

二、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的主要內容 

（一）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目的是為了使市場在社會主義

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以利於社會主義

生產目的、目標的實現。既然市場有其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

加強和改進國家的宏觀調控，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

制的內在要求。建立市場經濟新體制，不是丟棄計劃，而是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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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發揮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 

（二） 國家計劃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綜合平衡是社會主義國

家國民經濟計劃工作的基本內容與方法。綜合平衡的任務，是

通過對國家人力、物力、財才全部資源和社會需要的對比分析，

全面安排國民經濟的發展規模、速度和各項基本比例關係，使

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地區和社會再生產各個環節之間相互銜接，

促進國民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綜合平衡包括財政、信貸、物

資、外匯、勞動力等各方面的平衡。 

（三） 綜合平衡要求從國民經濟整體出發，瞻前顧後，統籌兼顧，協

調好社會再生產的各項基本比例，其中最重要的是處理好兩大

平衡關係：一是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平衡；二是社會供

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的平衡。實現這兩大平衡，就能促使社會主

義經濟高速度和高效益地協調發展，保證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和

目標又快又好地實現。要搞好綜合平衡，處理好上述兩大平衡

關係，必須要新計劃觀念，使計劃工作建立在自覺利用價值規

律和市場機制的基礎上，使計劃調控從直接調控轉向以市場為

中介的間接調控，使市場機制真正成為優化資源配置的基礎機

制」。 

（四） 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平衡： 

（勞動者個人收入＋企業收入＋財政收入＋進口＝個人消費

支出＋企業投資支出＋財政支出＋出口）。 

（五） 實現宏觀總量平衡，最重要的就是要實現經濟發展戰略的根本

轉軌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根本轉換。一方面，使經濟發展真正轉

到以提高效益為核心的軌道，增大社會有效供給；另一方面，

將企業推向市場，硬化企業自我約束機制。此外，嚴格控制貨

幣發行和銀行信貸，控制國家投資和集團消費，實行鬆緊適宜

的財政金融政策，有效地引導、調節和控制社會總需求。 

三、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 

（一） 社會主義國家的宏觀調控體系，是由經濟調控、法律調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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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調控等三個子系統組成的。這三個調控系統形成一個以經濟

調控為主的多種調控系統配套的有機整體。 

（二） 經濟調控手段，簡稱經濟手段，是指在經濟管理活動中，人們

利用經濟過程的內部聯繫和物質利益關係，調節和控制經濟活

動的杆桿、方法、資財和組織的統一體。其中的經濟杆桿是指

由管理主體掌握的，用以調節經濟運行的，和價值相聯繫的，

經濟運行中的可控變量。例如價格、稅收、信貸、利息、匯率、

工資等價值工具。 

（三） 國民經濟宏觀管理中的法律調控手段，是指國家通過經濟立法

和經濟司法機構，運用法律規範控制管理對象行為活動的方式、

方法。法律是國家調控經濟活動的主要手段之一，它兼有保護

和制裁兩方面的功能。要充分發揮法律手段調控經濟的作用，

首先必須加強經濟立法。其次，法不僅要與經濟基礎相適應，

而且法本身內部也必須協調。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建

立和發展的進程，有關法律、法規內容，也要適時調整。最後，

要加強經濟司法。 

（四） 行政調控手段，簡稱行政手段，是指通過行政組織，依靠行政

權力或權威，採取命令、指令、指示等形式直接控制管理對象

行為活動的方式、方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宏觀調控，主

要採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來調控經濟。但是，由於社會經濟

生活是錯綜複雜和千變萬化的，不可避免地會存在某些特特殊

環節或出現一些偏差和失誤。因此，在有限的領域，採用行政

手段，或為著臨時性的、應急性的需要，採用行政手段這都是

必要的。 

參、中國大陸計劃經濟與宏觀調控 

一、為維護社會主義經濟秩序，保證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 

國家通過經濟立法和經濟司法活動，在尊重社會主義客觀經濟規

律的基礎上，實行統一計劃和市場調節相結合，協調國民經濟各部

門、各企業、各地區的經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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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觀調控手段運用的基本原則—以法律手段為主，有（一）合法

性原則、（二）尊重市場原則、（三）適度調控原則、（四）情勢

變更原則。  

宏觀調控手段的運用是政府為了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

增長而對社會經濟進行的干預。宏觀調控措施一旦作出，勢必對國民

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由於宏觀調控措施是政府根據經濟形勢作出的判

斷，這就使得這項權力的行使屬於一種完全的行政裁量權。因此應當

慎重行使這項權力，並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則。 

三、江蘇鐵本案件（江蘇本鐵事件始末之檢討） 

在 2004 年震動全國的鐵本案件，直接起因是“違規建設大型鋼

鐵聯合項目＂。當時由發改委等九部委對鐵本作了專項檢查，查明

“這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嚴重失職違規，企業涉嫌違法

犯罪的重大案件＂。其中，當地政府涉及違規立項、違規批地，鐵本

公司則涉嫌“通過提供虛假財務報表騙取銀行信用和貸款，挪用銀行

流動資金貸款＂和“大量偷稅漏稅＂，而“有關金融機構嚴重違反國

家固定資產貸款審貸和現金管理規定。＂隨後，國家稅務總局宣佈，

“認定江蘇鐵本公司等三家企業偷稅 2.94 億元＂及鐵本公司負責人

戴國芳等 16 人被捕，本案移送司法處理。 

肆、經濟法與宏觀調控法及反壟斷法 

一、經濟法包括宏觀調控法與市場規制法 

（一） 1993 年憲法修正，將宏觀調控列入其中。 

（二） 宏觀調控法是宏觀經濟法？包括金融、貨幣、財政、稅收、計

劃、產業。 

（三） 市場規制法是微觀經濟法？包括公司法、企業法、勞工法、社

會保障法。 

（四） 但是仍有學者檢討，公司法、企業法、勞工法、社會保障法應

歸在那上述的宏觀調控法或市場規制法的範圍才對？ 

二、反不正當競爭法之誠信文化—合同法原則之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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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 9 月 2 日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是中國大陸第一部全面規範市場競爭

秩序的法律。它規定了什麼是不正當競爭，哪些行為是不正當競爭，

以及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法律後果，從而為經營者的市場競爭制定了應

當共同遵守的規則，為保護經營者和消費者合法權益提供了法律武

器，為企業間的公平競爭創造了一個法律環境，為推動中國大陸的市

場機制及實現優化配置資源創造了條件。該法於 1993 年 12 月 1 生效。 

三、反壟斷法之競爭文化 

（一）紅頭文件（例如國務院或部會的通知、決定、通報、指引、規

定等）─缺少檢驗的機制？ 

雖然，於 2006 年，最高人民法院之解釋應回歸人大會之立法權

運作，但是，並未如台灣依違憲審查機制，透過許多大法官會議解釋，

宣告行政命令無效。並且，台灣公布施行了行政程序法，於第四章規

定行政機關的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的效力，有嚴謹的規範，而不至出

現紅頭文件的逾越立法權的問題。 

（二）以金融業為例─中央政府機關：中國人民銀行 

1. 中國銀行業自律公約。 

2. 中國銀行業反不正當競爭公約。 

3. 中國銀行業文明服務公約。 

4. 中國銀行業公平對待消費者自律公約。 

5. 中國銀行業反商業賄賂承諾。 

（三）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文件（2007 年 5 月 10 日） 

1. 上海市銀行從業人員行為準則。 

2. 上海市銀行業反不正當競爭公約。 

3. 上海市銀行業反商業賄賂公約。 

4. 上海市銀行業自律公約實施細則。 

5. 「上海市銀行業個人房地產按揭貸款業務自律公約」的通知

（2009 年 12 月 23 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上海

銀行業反不正當競爭公約、上海銀行業反商業賄賂公約、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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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同業公會章程等有關規定，經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全體會員

單位共同商定，制定本公約。 

（四）問責制度（Accountability）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及其細則。 

2. 商業銀行合規風險管理指引。 

3. 商業銀行內部控制指引。 

4. 各銀行之內部問責委員會—在公平、公正、公開的內部監督機制

下有效運作，促進本行各級人員能嚴格按照崗位職責和相關法律

規定合規（compliance）操作。 

伍、反壟斷法立法之基礎分析 

一、合同法─誠信文化 

（一） 1999 年 3 月 15 日，第九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

人民共和國合同法》，根據該法第 428 條，該法於 1999 年 10

月 1 日生效，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中華人民

共和國涉外經濟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同時

廢止。 

（二） 新的《合同法》的產生（共計 428 條），是中國大陸在合同立法

上的一個里程碑，它必將為市場交易提供良好的規則，大大地

保護合同當事人的利益，並最終促進經濟的發展。 

二、反不正當競爭法─私法之市場規制化 

（一） 至今沒有頒布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實施細則。在這部法律的執行

過程中，為了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對其中

某些條款做出了細則性的規定，包括： 

1. 關於禁止有獎銷售活動中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若干規定—1993 年

12 月 9 日國家工商管理局令第 19 號公布。 

2. 關於禁止公用企業限制競爭行為的若干規定—1993 年 12 月 9 日

國家工商管理局令第 20 號公布。 

3. 關於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的不正當競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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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若干規定—1995 年 7 月 6 日國家工商管理局令第 33 號公

布。 

4. 關於禁止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若干規定—1995年 11月 23日國家

工商管理局令第 41 號公布。 

5. 關於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暫行規定—1996年 11月 15日國家工商

管理局令第 60 號公布。 

6. 關於禁止串通投標招標行為的暫行規定—1998年 1月 6日國家工

商管理局令第 82 號公布。 

此外，各地方政府還出台了專門適用於本地區的反不正當競爭條

例，例如《四川省反不正當競爭條例》、《北京市反不正當競爭條例》、

《上海市反不正當競爭條例》等。 

（二） 在維護市場公平競爭方面，除了上述專門的反不正當競爭法規

外，其他很多法規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特別是以下法規： 

1. 民法通則（1986 年）。 

2. 商標法（1982 年）。 

3. 專利法（1984 年）。 

4. 著作權法（1990 年）。 

5. 產品質量法（1993 年）。 

6. 廣告法（1994 年）。 

7.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1993 年）。 

8. 藥品管理法（1984 年）。 

9. 食品衛生法（1995 年）。 

10. 價格法（1997 年）。 

11. 對外貿易法（1994 年）。 

12. 刑法（1979 年—關於第 3 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

的第 7 節及第 8 節「侵犯知識產權罪」和「擾亂市場秩序罪」）。 

13. 計量法（1985 年）。 

14. 標準化法（1988 年）。 

（三） 還有大量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行政性法規，例如中國大陸國

務院 1991 年發布的《產品質量認證管理條例》，國家質量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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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局 1997 年發布的《產品標識標注規定》，國家質量技術監

督局 1998 年發布的《商品條碼管理辦法》，國家質量技術監督

局 1999 年發布的《商品量計量標識管理規定》，國家質量技術

監督局 1999 年發布的《原產地域產品保護規定》，衛生部 1996

年發布的《保健食品管理辦法》，國務院 1996 年發布和 2001

年修改的《旅行社管理條例實施細則》，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

1999 年發布的《價格違法行為處罰規定》，國家發展計劃委員

會發布的《關於商品和服務實行明碼標會的規定》，國家發展

計劃委員會 2001 年發布的《禁止價格欺詐行為的規定》等。 

三、中國反壟斷法—作為競爭文化的推進器 

反壟斷成文法的起草始於 1994 年，從 2002 年進入了實質性的立

法程序。反壟斷法立法進程加速，標誌著我國競爭法體系的建設進入

了一個新階段，同時也伴隨著各種不同意見的激烈爭論。這些討論中

提出的諸如「反壟斷法出台的時機是否成熟」、「中國的企業規模的發

展與反壟斷法是否矛盾」、「中國大陸是否要推動國際競爭規則的制

定」等問題十分重要。 

陸、反壟斷法之規制內容與評析 

一、 於「反壟斷法」施行之前，中國大陸的反壟斷工作，主要地靠所

謂國務院及相關部門的紅頭文件而行事，諸如，國務院於 2001

年 4 月 21 日以國務院令第 303 號公布《國務院關於禁止在市場

經濟活動中實行地區封鎖的規定》，再於同年 4 月 27 發布國務院

文件 [2001]11號《國務院關於整頓和規範市場經濟秩序的決定》。

而依「反壟斷法」成立的「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其主要的職

責是：研究擬定有關競爭政策組織調查評估市場總體競爭狀況，

發佈評估報告制定、發布反壟斷指南；協調反壟斷行政執法工

作；由此可見並無實質的執法權限。該委員會遲至 2009 年 5 月

24 日公布《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關於相關市場界定的指南》，作

為任何競爭行為，包括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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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該如何界定其一定的市場範圍，以及界定的方法等內容。然

而，其他反壟斷法內各章節需要制頒法令者，還是未能及時公布。 

二、 中國大陸國務院於 2008 年 8 月 1 日經國務院第 20 次常務會議通

過《國務院關於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的規定》，2008 年 8 月 3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 529 號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商

務部依此於 2009 年 7 月 15 日商務部部務會議審議通過，中華

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令 2009 年第 11 號，公布《經營者集中申報辦

法》及《經營者集中審查辦法》，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三、 商務部下設「反壟斷局」，其主要職責是：依法對經營者集中行

為進行反壟斷審查；指導企業在國外的反壟斷應訴工作開展多邊

競爭政策國際交流與合作。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下設「反壟

斷與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局」，擬訂有關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的具

體措施辦法，承擔有關反壟斷執法工作；查處市場中的不正當競

爭、商業賄賂、走私販私及其他經濟違法案件督查督辦大案要案

及典型案件等職責。二者於未來的反壟斷及反不正當競爭行為上

之職責，似乎已有意加以區隔。 

四、 反壟斷法（共計 57 條） 

1. 第一章 總則。 

2. 第二章 壟斷協議。 

3. 第三章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4. 第四章 經營者集中。 

5. 第五章 濫用市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 

6. 第六章 對涉嫌壟斷行為的調查。 

7. 第七章 法律責任。 

8. 第八章 附則。 

五、行政壟斷之禁止項目—第五章 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 

1. 第 32 條—變相限定商品。 

2. 第 33 條—妨礙商品之自由流通。 

3. 第 34 條—限制投標行為。 

4. 第 35 條—不平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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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 36 條—強制壟斷行為。 

6. 第 37 條—制定限制競爭內容之規定。 

柒、宏觀調控法為目的、反壟斷法為手段？ 

一、 無論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商務部反壟斷局或國家工商總局反壟

斷與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局等機構，均不可違反「國家發展和改革

委員會」的經濟政策，尤其有關宏觀調控的政策決定。因而，即

使《反壟斷法》已然施行，加上於 1993 年即公布施行的《反不

正當競爭法》，以及《價格法》、《招標投標法》等法規，亦具有

競爭法制的雛型，但是，有關反壟斷法等執法權，包括調查檢查

權、審核批准權、行政處罰權、行政強制權及行政裁決權等行政

部門繁多，雖美其名為分工管理，但是由於多頭執法的結果，造

成層級不清，權責不明，仍是令人相當地詬病。 

二、 再以 1993 年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為例，該法制訂時，中國大

陸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尚處於初級階段，對市場經濟和市場競爭

也有很大的侷限性，該法部分內容確實存在著與社會經濟發展不

相適應之情形，而且部分內容—行政壟斷及幾項反不正當競爭行

為既已併入《反壟斷法》之中，《反不正當競爭法》變成不完整

的規範，是以，不得不進行修法。然而，原先各省市依據《反不

正當競爭法》制定的地方性法規—例如 1998 年施行的《重慶市

反不正當競爭條例》、2000 年施行之《浙江反不正當競爭條例》

等等，對於當地實際的企業經營活動相關規定，卻有五花八門的

義務規定，諸如要求經營者必須在舉辦有獎銷售活動時的標示內

容有其各自的不同細微標準，也造成不同地區的執法不一的現

象，早有所謂「國家搭台、各方唱戯」之譏! 

三、 由此可知，於此中國大陸因地方護主義，以及各相關法規之先後

立法不一致的磨合期間，如何掌握各主要工商城市的市場法文

化，觀察其是否依然存在行政壟斷或行會壟斷，以及反不正當競

爭是否過度管制等問題，進而瞭解其全國性的競爭法制是否集中

執行之可能趨向，實為目前兩岸經濟活動中，尤其台商在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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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投資及經營上，於法律成本或風險上必須要提早規劃的重要課

題。 

捌、結語 

一、 社會主義是以〈人的發展〉為中心，例如勞動階級、消費者等；

而資本主義是以〈個人的人性尊嚴〉為其核心價值。 

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政府影響市場，市場影響企業〉，並以

宏觀調控為目的，市場規制為手段（之一）。 

我的演講到此，謝謝大家的聆聽。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孫馨徽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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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反壟斷法之解析─ 
以經營者集中（結合）為研究中心 

講座：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李委員禮仲（現為
公平交易委員會） 

日期： 100年 7月 5日 
場次： 10007-236 

 

壹、前言  

本次演講的內容包含：一、前言；二、

中國大陸反壟斷法執行之架構；三、中國大

陸經營者集中申報要件；四、經營者集中申

報重要案例分析；五、中國大陸經營者集中申報與我國事業結合申報

之比較。 

今天要討論的主題為中國大陸的反壟斷法，焦點將集中在「經營

者集中」的部分。而中國大陸經營者集中的概念，其實與我國公平交

易法中的「事業結合」類似。惟我國亦僅在公平交易法中使用事業結

合一詞，於其他法律，如企業併購法或公司法的規定中，多稱為「合

併」，而合併有「吸收合併」與「新設合併」之二類型。接著，進一

步談公司為何要進行合併，不外乎是想擴張其營業範圍，包括營業項

目或是營業地理區域等，合併正是達成此二目的之最快手段。 

但是，合併手段往往面臨競爭法上的挑戰，亦即是否將對合併當

地的相關市場產生競爭失衡的影響。世界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合

併均採取預先管制的方式先行審查，以決定是否允許之。最近台灣也

有幾個大案子在公平會審查，有的遭禁止，而有的被不禁止。例如，

統一與維力申報合併，公平會即認為此二大廠結合將影響速食麵市場

競爭之均衡，故禁止之。另外，獲不禁止者如中國信託集團併購大都



中國大陸反壟斷法之解析─以經營者集中（結合）為研究中心 

•98• 

會保險公司一案，公平會認為合併的利益將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因此不禁止之。究竟具體的審查標準如何，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多著

重於合併所帶來的「整體利益」以為判斷。今日的演講則是以中國大

陸反壟斷法中關於經營者集中（事業結合）的相關規定為中心，向各

位介紹中國大陸反壟斷法執法架構為何？經營者集中之審查如何操

作？而與我國有何不同。 

若有公司欲合併對岸公司，就勢必要知道依中國大陸反壟斷法的

經營者集中申報的要件有哪些。就目前的瞭解，申報案件有九十多

件，審結案件有七十多件，但真正公布出來的只有八件，是因為依中

國大陸法律規定只有遭禁止的或附條件許可的案件須要公布；其中，

又只有一件是遭禁止，其餘七件是附有限制性條件的許可。今天要與

大家分享兩個中國大陸的案子，一個是可口可樂欲買下某食品廠遭禁

止的案子。另一個案例是日本的松下公司欲買下在中國大陸的三洋公

司，則是附負擔的許可。最後再簡短分析我國與對岸的競爭法制是如

何規範，有何異同之處。 

貳、中國大陸反壟斷法執行之架構 

其實，我們可以注意到中國大陸的競爭法制是採取「分論並立」

的方式，在通過反壟斷法之前，已經有反不正當競爭法（1993 年）在

運作，對於中國大陸整體經濟市場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均有詳細的規

定。但因反不正當競爭法對於企業間限制競爭行為規範制過於細密，

以致反不正當競爭法與競爭法制有無法接軌的狀況發生。中國大陸在

加入 WTO 後便積極欲推動一部能與國外市場接軌的競爭法，於是在

2008 年 8 月 1 日公告實施中國大陸的反壟斷法。 

中國大陸反壟斷法的主要內容有四：其一是「禁止壟斷協議」，

而此所稱壟斷協議其實是類似於我國聯合行為的概念；其二是「禁止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也就是獨占與寡占的情形發生時，如何管制其

濫用市場力量；其三是「經營者集中控制」，也就是方才所提到事業

結合的問題；最後則是「禁止行政壟斷」的部分。行政壟斷一詞乍聽

令人感到奇怪，但是行政壟斷在中國大陸非常嚴重。例如，因為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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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省的省營事業，行政機關因此常排除其他省事業到該行政區內與

其競爭，在縣級行政區也有此情形。因此，反壟斷法特別將「禁止行

政壟斷」納入，成為與其他國家競爭法制較不同之處。 

（一）中國大陸反壟斷之法制 

中國大陸反壟斷法，共分成八章。第一章為「總則」，主要是名

詞定義、原則性規定；第二章為「壟斷協定」，就壟斷協定之態樣與

除外規定加以說明；第三章為「濫用市場配地位」，規範濫用市場支

配地位之態樣與判定標準；第四章為「經營者集中」，界定經營者集

中之類型與應踐行之程序；第五章為「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

爭」，規範行政機關不得利用行政權力實施特定行為；第六章為「對

涉嫌壟斷行為的調查」，規定反壟斷執法機構對於涉嫌壟斷行應進行

調查與可採取之措施；第七章為「法律責任」，對於企業違反法律規

定之壟斷行為，應承擔之責任與處罰；第八章則為「附則」，就例外

情況作規定，包括涉及智慧財產權與農產品之限制競爭行為，原則上

排除於中國大陸反壟斷法規範之列。 

在規範主體方面，我國公平交易法主要是規範「事業」，而中國

大陸的規範主體除「市場上之經營者」外，尚規範「行政機關」，主

要是因為要處理行政壟斷的問題。在我國行政機關如國營事業有從事

私經濟活動時，也須受公平交易法的規範，例如中油與台電等國營事

業，整體來說我國公平交易法仍是以「事業」作為規範的主體。 

中國大陸反壟斷執法機構可以依法對涉嫌壟斷的行為展開調

查，於調查程序中也可以採取必要的措施，如進入受查者的營業場

所、要求受查者說明等，如受查者承諾在一定期限內將採取具體措

施，消除壟斷行為所造成之後果，反壟斷執法機構可決定中止調查程

序。此調查中止權，應當限於反壟斷執法機構得行使之權限，而不及

於其所授權辦理反壟斷執法工作的地方機構。蓋因地方機構必須獲得

授權方可執行反壟斷執法工作，此調查中止權自然不在其固有職權範

圍內。 

在法律責任方面，中國大陸反壟斷法第 46 條規定包括行政與民

事責任，又特別對於行業、協會違反反壟斷法之規定者，除依法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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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尚可能受到撤銷登記之處分。若係行政機關或組織違反反壟斷法

之規定時，除機關本身會由上級機關責令改正外，負責之主管或人員

將依法受處分。另若反壟斷執法機構進行調查受有阻礙時，得依情節

輕重程度使阻礙者負刑事或行政責任。若有對反壟斷執法機構做出之

決定不服者，依中國大陸反壟斷法第 53 條規定可依法進行行政救濟，

惟應注意者，該決定如係依第 28、29 條作成，則必須先依法申請「行

政復議」，不可直接進入「行政訴訟」。 

最後，談到反壟斷法的第 7 條、第 55 條、第 56 條分別就特殊領

域內所涉及壟斷之行為作除外規定，分別係「國營事業」、「智慧產權」

與「農產品」三大類型。其立法考量點在於國營事業，通常係攸關人

民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物質或能源，對於人民影響甚鉅，故可容許其享

有一定之特權；智慧財產權則在某程度上有其限制競爭之特性，故亦

在例外之列。然而，若經營者濫用其智慧財產權而有限制競爭之行為

時，仍有反壟斷法之適用。而關於農產品領域則可能源自於中國大陸

以農立國，且農產品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在考量龐大農村經濟後所

為之除外規定。 

中國大陸反壟法之主管機關依該法第 9條規定，其專責機構為「國

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另依該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國務院反壟斷委

員會可另規定承擔反壟斷執法職責之機構，通稱「國務院反壟斷執法

機構」，如單純由法條文字觀察，「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為反壟斷政

策與事務之決定者，而「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商務部反壟斷局）

則為反壟斷執法工作之執行者。 

（二）中國大陸反壟斷法機構職責分工 

在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下的執法機關有三（如圖一）：圖左邊是

發展改革局下的價檢司，負責指導全國價格監督工作，依法界定各類

價格違法、壟斷行為，中國大陸的物價相對穩定其來有自。圖右邊是

工商總局下的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局，負責關於濫用市場支配

地位、壟斷協議及行政壟斷的問題。圖中間則是商務部管轄下的反壟

斷局，依法對經營者集中行為進行反壟斷審查、指導中國企業在國外

反壟斷應訴工作、展開多邊競爭政策國際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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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燕玲：中國反壟斷法、2010.09.08 

圖一 

（三）中國大陸經營者集中之立法理由 

今天討論的重點是國務院商務部反壟斷局所職掌經營者集中的

部分。首先，探討的是中國大陸對經營者集中為何加以管制，由其立

法理由觀之。事業結合（經營者集中）行為是否對經濟市場造成壟斷

效果是立法者規範該壟斷行為之依據；當非所有事業結合行為皆有壟

斷市場產生，但結合（集中）行為在市場份額要到多少，才會破壞或

者威脅自由市場之競爭，損害消費者利益及公共利益，主管機關規範

禁止限制競爭，一直是研究現代限制競爭理論主要課題之一。 

事業結合除牽涉競爭法外，其他如金融、保險、能源、鐵路、航

空法規皆有涉及限制競爭行為，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如何兼顧立法與

管制，是執法機關在執法時，亦須同時兼顧其他立法政策因素的考

量，使得禁止或不禁止事業結合之決定更加複雜與難為。 

進入公平會後，才發現諸如相關市場的劃定、市場占有率的計

算、對整體經濟影響等評估均涉及高度專業，近日公平會已研擬成立

資訊經濟分析室專責處理此類專業問題，希望能讓數字說話，由數據

分析限制競爭行為在相關市場中究竟受到限制競爭行為或不正競爭

行為的影響有多大，盼能對公平會作成的決議能加入更客觀的判斷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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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營者集中申報要件 

接著，我們開始探究中國大陸的經營者集中申報要件，即所謂之

控制之制度，其可概分為「申報制度與審查制度」及反壟斷審查與國

家安全審查兩審查機制在經營者集中審查程序之角色。一、經營者集

中控制制度：申報制度，旨在符合法定申報標準的經營者集中，應當

在適當的期間內，向反壟斷主管機關申報其制度內涵，包括經營者集

中申報的範疇、申報標準、申報人、申報時間、申報文件和資料以及

其他申報程序等。審查制度，旨在使反壟斷主管機關應當依法受理符

合條件的經營者集中申報，並在法定期限內依照法定標準和程序進行

審查，作出相應的處理決定。 

其制度內涵，包括審查期限、審查標準、審查考慮之因素、審查

採取之方法、審查處理決定等。 

（一）得申報經營者集中的情形 

原則上，得申報經營者集中的情形有三種，規定在反壟斷法第 20

條。第一種情形是經營者合併，包含吸收合併（A 公司+B 公司=A 公

司或 B 公司）與新設合併（A 公司+B 公司=C 公司）的態樣。前者又

稱存續合併，例如屢遭公平會禁止的錢櫃與好樂迪合併案，後者又稱

創立合併；實務上罕見；第二種是取得股權或者資產取得對其他經營

者的控制權，不論取得股份、財產或實質上的人事控制權，都算是經

營者集中的樣態之一，須視其程度決定是否應申報；第三種是經營者

透過合同等方式，取得對他經營者的控制權，或者能夠對其他經營者

施加決定性影響者。實務上中國大陸在縱向、橫向、混合式的經營者

集中，均認為實質上能對其他經營者產生決定性影響者，即屬於應申

報經營者集中之情形。 

（二）經營者集中申報 

反壟斷法第 21 條，經營者集中達到國務院規定的申報標準，經

營者應事先向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承前述，應指商務部反壟斷局）

申報，未申報的不得實施集中。又反壟斷法第 22 條與我國公平交易

法同設有申報豁免之規定，反壟斷法規定母子公司之合併或兄弟公司



 

•103• 

之合併不須向國務院商務部反壟斷局申報，原因在於母子公司或兄弟

公司的合併對市場經濟影響其實不大。實務上，因而出現可能豁免申

報的情況。例如，台商欲併購中國大陸公司時，可先令目標公司成立

一家子公司，待買下該子公司後再與母公司進行合併，如此則可避免

申報程序。 

（三）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 

中國大陸另於「國務院關於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的規定第 3 條」

有若干規定： 

1. 參與集中的所有經營者上一會計年度在全球範圍內的營業額合

計超過 100 億元人民幣，並且其中至少兩個經營者上一會計年度

在中國境內的營業額均超過 4 億元人民幣。 

2. 參與集中的所有經營者上一會計年度在中國境內的營業額合計

超過 20 億元人民幣，並且其中至少兩個經營者上一會計年度在

中國境內的營業額均超過 4 億元人民幣。 

在本條第 2 項部分，此申報標準規定將金融業的營業額又作除外

規定，與我國規定相仿。國務院關於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的規定第 4

條復規定，縱使經營者集中未達本規定第 3 條規定的申報標準，但按

事實證據表明該經營者集中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或限制競爭效果

者，主管機關應職權調查。此條規定使得處於不確定申報與否灰色地

帶的經營者集中，難以遁逃。因此，許多經營者索性一有經營者集中

情形便進行申報，由國務院反壟斷局來作決定是否已符合申報標準及

進一步是否符合許可之要件。 

（四）申報制度：經營者集中申報文件與補正 

經營者集中申報所應提交之文件，依反壟斷法第 23 條計有： 

1. 申報書； 

2. 集中對相關市場競爭狀況影響的說明； 

3. 集中協議； 

4. 參與集中的經營者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上一會計年度財務會

計報告； 

5. 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規定的其他文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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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提交的文件有資料不完備之情形，應於反壟斷局規定的期

限內補交，逾期未補交視為未申報（參照反壟斷法第 24 條）。 

（五）經營者集中審查期限（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延長階段） 

關於經營者集中審查期限，依反壟斷法第 25 和第 26 條規定可分

為三階段。第一階段 30 日的規定與我國相同，但我國的審查期限至

多兩個階段，不會超過 60 日。第一階段 30 日是自國務院反壟斷執法

機構收到經營者依法提交之申報文件時起算 30 日內對於該申報為初

步審查，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作出決定前經營者不得實施集中。30

日後如國務院未特別表示將進一步進行審查或消極未為決定者，經營

者即可逕行實施集中；其次，反壟斷法規定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有

進一步進行審查之機會，此稱第二階段的審查期限，自決定實施進一

步審查之日起 90 日內應審查完畢；最後，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經

通知經營者後，如符合延長要件（經營者同意、經營者提供之文件不

準確、有關情況重大變更）尚有至多 60 日之延長審查期限。也就是

說中國大陸的經營者集中審查期限最多可達 180（30+90+60）日。 

（六）經營者集中審查要點、審查標準與審查決定 

反壟斷法第 27條對於經營者集中審查應考量之因素有如下規定： 

1. 參與集中的經營者在相關市場的市場份額及其對市場的控制

力； 

2. 相關市場的市場集中度； 

3. 經營者集中對市場進入、技術進步的影響； 

4. 經營者集中對於消費者和其他有關經營者的影響； 

5. 經營者集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 

6. 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認為應當考慮的影響市場競爭的其他因

素。 

（七）經營者集中審查標準 

反壟斷法第 28 條復就經營者集中審查之主要標準加以規定，經

營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者，國務院反壟斷執

法機構應當作出禁止經營者集中的決定。但經營者能夠證明該集中對

競爭產生的有利影響明顯大於不利影響或者符合社會公共利益者，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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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得作出對經營集中不予禁止的決定。 

（八）經營者集中審查決定 

由此可知，中國大陸經營者集中審查決定的結果，有以下幾種： 

1. 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者則禁止之。 

2. 經營者能夠證明該集中對競爭產生的有利影響大於不利影響，或

者符合社會公共利益者則不予禁止。 

3. 對不予禁止的經營者集中，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可以決定附加

減少集中對競爭產生不利影響的限制性條件即附加限制條件批

准不予禁止 1。 

稍後將討論松下與三洋的經營者集中案，便是以附加限制條件的

方式所批准。 

（九）反壟斷審查與國家安全審查 

中國人民大會在立法時於反壟斷法中加入第 31 條的規定，使反

壟斷法的審查與國家安全的審查掛勾；該條規定謂：「對外資併購境

內企業或者以其他方式參與經營者集中，涉及國家安全的，除依照本

法規定進行經營者集中審查外，還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進行國家安

全審查。」。 

所謂「國家安全審查」，可見於「外國投資者併購中國境內企業

規定」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並取得實際控

制權，涉及重點行業、存在影響，或可能影響國家經濟安全因素，或

者導致擁有馳名商標，或中華老字號的境內企業實際控制權轉移的，

當事人應就此向商務部進行申報。而同條第 2 項規定，當事人未予申

報，但其併購行為對國家經濟安全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影響的，商務

部可以會同相關部門要求當事人終止交易或採取轉讓相關股權、資產

或其他有效措施，以消除併購行為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影響。而在此之

前，只有價值 1 億美元以上的併購案才須商務部審批。 

此二審查制度具本質上差異，不應有所掛勾。而反壟斷法審查與

國家安全審查兩者差異何在？以下整理出： 

                                                      
1反壟斷法第 29 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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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和作用不同： 

在此引用王泰銓教授的研究，認為反壟斷審查之目的係經濟上考

量，而國家安全審查旨在維護國家經濟主權，屬於行政、政治之性質 2

即一旦國家經濟安全有虞，主管機關便得利用行政高權、政治力量干

預併購行為。 

2. 適用條件不同： 

反壟斷法審查經營者集中申報設有申報標準與審查標準；國家安

全審查則視集中行為可能對國家經濟穩定和發展形成威脅與否，決定

是否適用國家安全審查。 

3. 適用範圍不同： 

在適用範圍上，反壟斷法適用於各行各業；國家安全審查則針對

對國家具有戰略意義價值的核心產業。另外認為國家安全審查範疇亦

包含民族產業，例如馳名商標、農產品甚至重要能源等均存有國家安

全審查介入之餘地。 

4. 審查內容不同： 

反壟斷法審查首重相關市場的範圍界定，並分析收購行為是否會

損害競爭或是產生不利市場競爭之潛在影響；國家安全審查首要分析

者，在該產業是否屬於影響經濟安全之戰略產業，如係傳統產業或民

族產業，則其影響之重要程度如何。 

5. 審查機關不同： 

反壟斷法規定，外資併購境內企業審查主管機關為國務院商務部

反壟斷局；外資併購之國家安全審查則是由國務院領導發展改革委員

會和商務部成立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部際聯合會議，由

此些單位進行聯合審查3。 

在此，與大家分享一個經營者集中曾受到國家安全審查的案子，

法國賽博 SEB 併購蘇泊爾，在 2006 年 8 月 31 日，浙江的蘇泊爾股

份有限公司與全球最大的家用電器與炊具生產商之一法國賽博簽署

                                                      
2王泰銓教授、中國反壟斷法於經營者審查制度（2011.03.10）。 
3王泰銓教授、中國反壟斷法於經營者審查制度（201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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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框架投資協議，中國大陸官方給予國家安全審查後認為此協議未

違反「外國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戰略投資管理辦法」，對於經濟戰略未

生影響而予以通過。在此也要提醒在座諸位，如果諸位服務的公司欲

合併中國大陸公司，須留意是否有可能受國家安全審查的情形。 

肆、經營者集中申報重要案例分析 

關於經營者集中申報之案例，依反壟斷法第 30 條僅規定禁止經

營者集中的決定，或者對經營者集中附限制性條件的決定須及時向社

會公布。目前公告的案件共八起。以下首先要帶大家看到的是禁止經

營者集中申報的案例： 

可口可樂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2009 年第 22 號公告）：目

前唯一的一件禁止申報案件，是可口可樂案。美國可口可樂公司（以

下簡稱可口可樂案）欲併購中國匯源果汁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匯

源公司）。 

可口可樂公司在全球飲料市場有近 50%之市場占有率，於中國大

陸碳酸飲料市場占有率更超過 50%，但中國大陸果汁市場則為匯源公

司所領導，約占 40％，故可口可樂公司欲藉機併購匯源公司，一舉拓

寬其於中國大陸果汁市場占有率。因此可口可樂公司與匯源公司於

2008 年 9 月 18 日向中國大陸商務部進行反壟斷法第 21 條所規定之

「經營者集中」申報。 

本案審查進行約半年後，中國大陸商務部最後於 2009 年 3 月 18

日作出決定，認為本併購案「將對中國大陸果汁市場有效競爭和果汁

產業健康發展產生不利影響。鑒於參與集中的經營者沒有提供充足的

證據，證明集中對競爭產生的有利影響明顯大於不利影響或者符合社

會公共利益；在規定的時間內，可口可樂公司也沒有提出可行的減少

不利影響的解決方案，因此，決定禁止此項經營者集中，否決可口可

樂公司併購案之申請。 

而所謂對於中國大陸飲料市場競爭之不利影響，根據商務部說

明，計有三個重點： 

一、 可口可樂公司在碳酸類軟性飲料市場之地位，將會一舉擴張至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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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市場，對現有果汁飲料企業造成排除、限制競爭效果。 

二、 依照可口可樂公司的市場實力，將會提高其他潛在競爭者進入市

場之障礙。 

三、 壓縮中國大陸境內中小型果汁企業的競爭空間，有礙中國大陸果

汁行業的發展。 

此結果被質疑是否係基於貿易保護之立場，因為無論本案是否受

有民族或貿易保護之影響，不可否認中國大陸《反壟斷法》在執行上

確實受到政府政策的影響，同時本案顯示了《反壟斷法》之規定，也

是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所必須考量的進入障礙之一。 

目前有七個附加限制條件，不禁止集中之案件。松下公司收購三

洋公司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公告 2009 年第 82 號公告），是對

經營者集中附加限制性條件之一例。 

日本三洋電機株式會社（以下簡稱三洋公司）分別為其旗下家電

部門聲請重整，及對太陽能電池市場發展均須挹注資金情況下亟需資

金，欲脫售在中國大陸的三洋電機之子公司，而松下株式會社（以下

簡稱松下公司）即看中三洋公司的電池事業，因三洋公司對於太陽能

電池和充電電池事業技術相當成熟，三洋公司擁有的 HIT 製造技術，

是全球前七大太陽能電池製造商之一，使用於手提電腦與手機之鋰離

子電池生產量占全球市占率首位，這將有助於松下公司強化其一般充

電電池及太陽能電池之市場競爭力。 

松下公司遂於日本以公開收購方式收購三洋電機公司 100%已發

行公司股份，冀望以更具競爭力之價格提供優質商品，並以有效率的

生產速度反映出成本效益，來發展新的充電與光電發電技術。松下電

器並預計結合三洋公司電池部門將超逾日立與新力公司，成為日本最

大的綜合電機製造商。 

中國大陸商務部收到松下公司三洋公司的經營者集中申報，經初

步審查後，商務部認為該申報資料不完整，要求進一步補充完善資

料。資料補充完畢後，在審核過程中，商務部認為此項收購將會形成

合併後新企業在某產品市場份額明顯增大情況，市場結構亦會發生實

質性變化，在「初步審查」結束後便決定進行「進一步審查」。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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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在此階段認為此集中案有反競爭問題，要求限期提出解決市場競爭

方案，松下公司因無法如期提出方案，遂向商務部提出延長審查期限

之申請，俾提出具體方案，商務部依反壟斷法第 26 條決定，將進一

步審查期間再延長 60 日。 

依反壟斷法第 27 條規定，商務部對參與集中經營者的市場份額、

對市場控制力、相關市場集中度、對參進程度的影響、對消費者與其

他經營者的影響、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等均進行全面審查。其中商

務部作法與我國公平會類似，除以書面或公告徵詢相關政府部門、行

業商會和協會的意見，並要求松下公司對於特定問題提出補充與澄

清。對於其他經營者（有其他 39 家水平競爭者）及下游用戶則以發

放問卷、電話訪問之方式或實地調查方式，針對集中後發生的限制或

排除競爭問題，探求如何令松下公司提出解決不利影響的解決方案。

最終擬定的方案則成為商務部批准此經營者集中案之限制性條件內

容。 

伍、中國大陸經營者集中申報與我國事業結合申報之比較（代

結論） 

此部分以中國大陸反壟斷法之「經營者集中」及我國公平交易法

之「事業結合」為核心，論述有關「經營者集中」或「事業結合」之

立法原則、申報規定、例外規定，最後輔以有關「經營者集中」或「事

業結合」行為的若干案例探討，先敘述案例事實情形，再分別敘述各

事業所提出之說明內容，及主管機關審核判定之結果，研析兩岸因不

同法律、主管機關所為判斷之異同之處。 

一、公平交易法的結合行為─原則自由，例外申報： 

（一） 結合申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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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達成控制市場之力

量。 

（二） 公平交易法第 6 條立法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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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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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弊害預作防範，…。」此立法說明揭示違法行為尚未產生

損害但可合理預見將產生損害時，應及早因應之「早期原則」。 

（三） 公平交易法第 6 條規定結合定義： 

1. 與他事業合併者（例如群創、統寶、奇美）。 

2. 持有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達 1/3 以上者（例如併計控

制或從屬關係之事業持股）。 

3. 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份之營業或財產者（例如台新銀

行概括承受慶豐銀行信用卡業務）。 

4. 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委託經營者（例如 Joint Venture；雅虎

公司將核心搜尋技術授權予微軟公司）。 

5. 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例如台灣大

哥大與盛庭、凱擘等結合）。 

以上結合的樣態與中國大陸的經營者集中情形均類似，不同者為

關於營業讓與的部分差中國大陸不算是經營者集中之樣態。 

（四）申報門檻： 

1. 結合後市場占有率達 1/3 者。 

2. 結合之一事業市場占有率達 1/4 者。 

3. 結合之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1) 非金融事業：高門檻 100 億，低門檻 10 億； 

(2) 金融事業：高門檻 200 億，低門檻 10 億。另，金融控股公司

及其他控股公司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之認定，應以併計其

全部具控制性持股之子公司之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核認。 

（五）事前申報除外適用： 

1. 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已持有他事業達 50%以上之有表決權股份或

出資額（例如母子公司結合）。 

2. 同一事業所持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達 50%以上之事業間結合

者（例如兄弟公司結合）。 

3. 事業將其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財產或可獨立營運之全部或一

部營業，讓與其獨自新設之他事業（例如公司分割）。 

4. 公司法第 167 條第 1 項但書（庫藏股收藏之限制）、證券交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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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條之2（執行庫藏股之程序與限制）收回股東所持有之股份，

致其原有股東符合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情形者。 

其中，第 3.第 4.點因為不影響市場占有率之變化，我國亦列為事

業結合免除事先申報之範圍，中國大陸則無此規定。 

二、不禁止結合標準：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申報日

起 30 日內決定，至多可延長 30 日）。 

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不禁止結合之標準在於結合所帶來之整體

經濟利益必須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而整體經濟利益之判準可視下

述幾點而定： 

1. 消費者利益； 

2. 結合事業原處於交易弱勢之一方； 

3. 結合事業之一屬於垂危事業； 

4. 其他有關整體經濟利益之具體成效。 

最近，公平會承辦中國信託金控公司買下大都會保險公司的案

件，即曾考量到中信集團強而有力的金融體系與信用卡市場占有率

（全國最高，逾 17%）是否將使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在與其他保險公

司競爭時發生不公平之情形。我個人在參與此案時，認為有以下幾點

特別需要留意： 

首先，一般我們買保險商品時多是透過保險公司業務人員推銷，

另方面則透過銀行體系推銷，銀行除臨櫃銷售外，亦利用信用卡販賣

保險商品。銀行利用客戶申辦信用卡之機會販賣保險，並附帶有多種

優惠，其實是相當有力的推銷手法。其次，中國信託旗下有經營保險

經紀人業務，併購大都會保險公司後，中信保險經紀人是否將因此不

銷售其他保險公司之保險商品？此些問題經公平會同仁研析，認為大

都會人壽保險公司之規模尚小，尚無上述顧慮之情形獲得中信集團援

助之後，如能幫助大都會保險公司成為保險市場上具競爭力之公司，

反而能帶來保險業整體經濟上之利益。 

另就中信保險經紀人之保險販賣業務，應不致僅販售大都會人壽

保險商品，反而是原本不在販售之列的商品可望出現在中信保險經紀



中國大陸反壟斷法之解析─以經營者集中（結合）為研究中心 

•112• 

人之販售清單上。另外，該人壽公司是否將藉中信信用卡市場一舉推

廣其保險業務，吾人亦認為我國以信用卡販售保險商品之銷售型態未

如國外成熟。因此，中信集團的加持僅有助於大都會保險公司為市場

注入一股新的競爭力。 

由此可知，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於結合管制上，首重整體經濟利

益之考量。至事業結合所造成「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何在？一般來說，

事業結合將造成下述限制競爭的效果： 

（一）在水平結合的情形 

1. 單方效果：指一事業與他事業結合後，即具有主導市場之能力。

實務上，結合後的事業可能單方面的將一種或多種產品價格提高

到結合前的價格水準之上。實務上，倘結合後市占率超過 35%，

即需進行單方效果分析。 

2. 共同效果：結合後市場條件是否更有利於水平數事業間達成和維

持合謀，可分析以下因素判斷是否有共同效果： 

(1) 高參進障礙； 

(2) 產品高同質性； 

(3) 穩定的需求； 

(4) 事業間高度相似； 

(5) 高度透明的定價； 

(6) 低的價格彈性； 

(7) 低欺騙成功的機率； 

(8) 過去有過勾結的紀錄； 

(9) 事業間交叉持股； 

(10)廠商數。 

3. 參進程度：結合後是否使潛在的競爭者不易進入市場。 

4. 抗衡力量：指是否使其他水平競爭者難以與結合後之事業抗衡、

是否使消費者難以選擇他事業之產品或服務。 

（二）在垂直結合的情形 

1. 結合後其他競爭者選擇交易相對人之可能性降低； 

2. 增加非參與結合事業進入特定市場的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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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合事業於特定市場有濫用市場力量之可能性； 

4. 其他可能造成市場封鎖效果之因素。 

（三）在多角化結合的情形 

「多角化結合」所指為何呢？例如公平會曾處理之台灣大哥大併

購富邦集團的大富媒體科技一案，是電信業跨足媒體科技的情形，兩

者間不具產業的上下游關係，亦非特定市場中之競爭者。事業進行多

角化結合是否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則須視多角化結合事業所屬特定

市場，倘具有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以其產生類似水平或垂直結合之

狀態，分別適用前述判斷限制競爭效果之因素。 

將上述結合可能發生限制競爭效果的考量因素整理如下表一所

示： 

表一 

整體經濟利益 
限制競爭效果 多角化結合 

水平結合 垂直結合  

消費者利益 

結合事業原處於交易

弱勢之一方 

結合事業之一屬於垂

危事業 

其他有關整體經濟利

益之具體成效 

 

1.單方效果

2.共同效果

3.參進程度

4.抗衡力量

5.其他因素

 

1. 結合後其他競爭者

選擇交易相對人之

可能性。 

2. 非參與結合事業進

入特定市場之困難

度。 

3. 結合事業於特定市

場濫用市場力量之

可能性。 

4. 其他可能造成市場

封鎖效果之因素。 

多角化結合事業所

屬特定市場，倘具

有重要潛在競爭可

能性，以其產生類

似水平或垂直結合

之狀態，適用本處

理原則水平或垂直

結合限制競爭效果

之考量因素。 

（本研究整理） 

  

三、 比較我國公平會與中國大陸反壟斷局關於事業結合（經營者集

中）之審查處理流程，可發現我國對於事業結合申報之處理流程

較繁複。而相對於我國對結合案之結果都向大眾公布，但中國大

陸反壟斷法規定審查結果，只有禁止或附限制性條件者始須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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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公告，為有別於我國的特殊規定，並以圖二、三示之： 

本會辦理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流程 

100.2.14 公法字第 1001560185 號函分行 

申報資料
是否齊備

是

是

經通
知是否
補正

不受理

否

否

是

不符結合申
報要件有無

疑義

發文

無

不符結合申
報要件發文

是

是

實質審
查結果

決議不禁止結合

否

是

否

無庸發任
何通知

否

發不禁止結合通知
授權承辦處長發文

是

是

有

否

否是

事業提出結合申報案件（本會收文）

承辦單位發補正通知
授權承辦處長決行

決議延長

承辦單位在審查委員指導下審查形式要件及文件齊備與否

以臨時案提最近
之委員會議決議

決議禁止結合

發延長通知
授權承辦處長決行

製發受理
通知書授
權承辦處
長決行

綜合研析
研擬委員
會議議案

陳核

發縮短通知
授權承辦處長發文

決定書發文

禁止結合
決定書發文

是否附
加附款

是否發縮
短通知

是否屬決
議延長審
理案件

補正後所
提資料是
否齊備

是否符合
結合申報

要件

資料是否齊備

是否符合結合申報要件

否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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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集中反壟斷審查流程圖 

商務部反龍斷局於 2009 年 1 月 1 日刊載 

反壟斷局

申報人

行政事務服
務中心

部領導

監督部門

社會

書面通知審
查結果決定

補充提交
文件資料

禁止集中或
附加限制性
條件的決定
向社會公開

送達

遞交申報書

 

圖三 

以上是我的報告，謝謝大家。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吳孟洲編輯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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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性定價之認定 

講座：文化大學經濟系馬教授泰成 
日期：100年 8月 2日 
場次：10008-237 

 

一、掠奪性定價之定義 

傳統理論認為獨占事業具有優勢之財務

能力，資金龐大。因此，常在短期內，以低

於成本之定價將競爭者趕出市場，然後再提

高價格取得獨占利潤。 

首先要注意的是，這樣的行為必定是「短期」行為，不可能是長

期。因為掠奪性定價是以低於成本之定價將競爭者趕出市場，如果長

期如此，恐怕倒閉的是兩個事業。在這種情形下，基本上實施掠奪性

定價的事業必須面臨虧損，如果新進業者想要打開市場，也必須維持

低價格，此時便是兩事業在比較誰有能耐承擔較久的虧損，較早不堪

虧損的事業即面臨倒閉、退出市場。鞏固獨占地位之後，該事業便可

提高定價，享受獨占利潤，此即獨占事業遭非難之主因。 

二、McGee 認為掠奪性定價不會發生 

在法律上，獨占事業可能濫用其市場力量而以定價手段排除競

爭。但由經濟學家的觀點，尤其對我個人來說，掠奪性定價是非常不

可能發生的。 

舉個白話的例子來說，假設我是在相關市場中獨占事業大老闆，

今天一個不識好歹（未諳市場資訊）的小企業想進入市場與我競爭，

我大可花錢將其買下，不必承擔虧損與其打價格戰。因為價格戰有可

能一打就是好幾年，可能最後倒下的是兩家公司，甚至是己方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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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大事業會在價格戰中退敗？原因在於對有獨占地位的事業而

言，進行低價搶市所造成的虧損較巨大。例如獨占事業的市場占有率

達九成，新進業者則有一成，若同時面臨虧損，獨占事業的虧損便是

新進業者的九倍之多。換句話說，承一開始談到的例子，如果我（獨

占事業）遇到找麻煩的流氓（新進事業），大可付出對我而言不痛不

癢的保護費來解決眼前的問題（併購新進事業），毋庸隨之逞兇鬥狠。

畢竟是否能鬥的過小流氓還不能定論，沒必要換來一身傷。換言之，

打價格戰要能成功逼退新進業者，並回收已付出之成本，再更進一步

提高定價取得獨占利潤，並非易事。 

學者 McGee 雖然學法律，但他的想法非常能夠代表經濟學家的

意見，臚列如下： 

（一） 事業以結合方式取得對手經營權所花費之成本遠較削價競爭

為低。（McGee 有提出實證模型） 

（二） 事業以結合方式取得對手之後，可以馬上展開營運並獲取獨占

利潤。但掠奪性定價卻仍須經歷一段漫長的價格戰才能取得獨

占利潤，從而造成資金負擔。（長期價格戰所孳生利息，經年

累月將造成資金負擔） 

（三） 結合後，對手之生產資材可在完整無缺的情形下，取為己用。

但在掠奪性定價的情況下，對手的生產資材可能被其他潛在競

爭者收買，而導致新競爭者出現。（此點是我個人認為掠奪性

定價不可能出現最主要原因） 

詳細來談第 3 點的部分，如果一開始發現新競爭者就將其收購，

隨即可使用其生產用的廠房設備；若打價格戰，最終該業者不堪虧損

破產，該業者的資產勢遭法院查封拍賣，但拍得該設備廠房之第三

人，亦將再度成為市場上新的競爭者，又要再打一場價格戰，惡性循

環，故掠奪性定價其實不能發揮排除競爭的效果。業界多以俚語稱此

種循環為「倒老闆，不倒工廠」。例如苗栗的華隆紡織廠便曾一再易

主，老闆倒了好幾個、名字換了好幾次，經營者一換再換但是廠房始

終存在。再者，如果拍得原廠房的財主，經濟實力更龐大，掠奪性定

價最終豈不是招來更強的競爭對手。因此 McGee 認為獨占性定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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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生活中不可能發生，關此，我個人也有獨特的體會：掠奪性定價

不發生並非因為事業主的良知，並非為維護競爭秩序的公益，其實任

何事業都是以自己利益為出發點，如果其他小競爭者的存在對自己有

好處，或是其存在不妨害自己利益、排除競爭的支出大過於效益，容

忍其他小競爭者存在，又有何妨？ 

民國 87 年公平會曾處理關於 17 家紡織業者不耐虧損，進而申請

聯合減產的案子（依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規定申請聯合行為許可；由

於減產將造成價格上漲，此所謂聯合減產即聯合漲價之意），早期此

產業對台灣經濟體系非常重要，攸關數萬工人就業與數千億外銷出

口。因此公平會決議由施俊吉委員率員調查此案，逐家調查。在當時

的調查中，並非所有紡織廠均處於虧本的狀態，至少遠紡與南亞二大

廠沒有虧損情形。我曾訪視南亞的林口廠房，因高度機械化、自動化，

成本低廉，未受虧損。於是我與施委員分別向南亞、遠紡提問：既然

沒有虧損，為何要救其他虧損中的小紡織廠，與其一同申請聯合減

產？（何不索性藉機取得市場獨占地位？）此二大廠的回答雷同，皆

表示紡織業對台灣經濟發展舉足輕重，必須共體時艱以維護既有市場

秩序云云。最終公平會並未採信二大廠的說詞，此申請案未通過。 

實際上，當時公平會所作的決定是正確的。不久後，透過經濟學

人雜誌的一篇文章，我理解到該二廠為小廠申請聯合減產的動機並不

是維護公益，而僅是自利。該文章訪問全球最大鑽石珠寶商 De Beers

（slogan：「鑽石恆久遠，一顆永流傳」），全世界鑽石有 80%出自該公

司，是不折不扣的獨占者，但市場上仍有一些小競爭對手在俄羅斯、

澳大利亞、加拿大。當時鑽石業相當不景氣（可比前述例子中紡織業

的不景氣），採訪的記者問 De Beers 何不趁不景氣調低鑽石價格，令

競爭者不堪虧損而退出市場，以達 100%的獨占地位？De Beers 的老

闆氣燄高張的說道，市場上的競爭者之所以無法與 De Beers 比擬，正

是因為其經營策略、效率不彰，因此在現狀下不須擔心獨占地位受挑

戰。而萬一其他競爭對手破產，其礦產、廠房遭拍賣，買主如果是巴

菲特、比爾蓋茲，則 De Beers 的地位就可能不保。換句話說，即使打

敗其他競爭對手，俄羅斯、澳大利亞、加拿大的礦產資源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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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會有新競爭者出現。由此我們可以發現，獨占者即使保護弱小的競

爭者，也不過是為己利著想，而並非為競爭秩序。 

另外再舉一個小實驗說明保護弱者的目的還是在於追求己利。某

年暑假開學前，我問升小五的小犬，如果班上有同學將轉學，希望第

一名的同學轉走還是最後一名的同學轉走？小犬答：「當然是希望第

一名的同學轉走，最後一名的同學不要轉走。」純就競爭的角度來說，

希望第一名的同學轉走，好比是希望有獨占潛力者或是既存的獨占者

能退出市場，而希望最後一名的同學不要轉走，並非要保護弱者，而

是希望不要轉來較具競爭力的學生。 

三、掠奪性定價之檢定 

◎Areeda 與 Turner 之成本基礎檢定法：掠奪性定價欲成立，涉案事

業之價格必須低於平均變動成本，P﹤AVC。 

A 事業在相關市場中經營，後來 B 事業進入市場，此時因為商品

的提供增加，自然會使商品價格下跌，而商品價格下跌，亦有助市場

出現更多競爭者，消費者可以有更多元選擇。此種情形，A 商品價格

調降，由經濟學角度來看是合理的，也符合期待，但能否無下限的調

低價格，法律上多有規制。Areeda 與 Turner 二位教授將其判斷掠奪

性定價的標準發表在芝加哥大學發行的法學評論，認為當 B 事業進入

市場，A 事業不能無下限調低價格，至少應高於平均變動成本，才算

是合理的定價。高於平均變動成本其實仍不能獲利，因為無法平衡固

定變動成本，而面臨虧損時，A 事業只能選擇倒閉，或是忍受虧損繼

續經營（如果認為有轉虧為盈的一天）。選擇倒閉者，將賠上固定成

本；而選擇忍受虧損者，除非虧損不超過固定成本，否則其大可選擇

倒閉，若仍繼續經營，即非理性經營者。質言之，理性繼續經營的情

形，必須總收入（價格乘以銷售量）減去變動成本再減去固定成本後

仍高於倒閉的虧損。因此 Areeda 與 Turner 二位教授認為繼續經營的

虧損不能低於固定成本的虧損，否則就可能是掠奪性定價。 

這套理論看似合乎邏輯，但仍可以找出許多立論上的缺點，在此

還是要強調，掠奪性定價是非常不可能在生活中發生的，即使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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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也不該介入管制。首先要質疑的是，Areeda-Turner 理論中提到的

利潤是否為會計上的利潤（上市櫃公司財報上的利潤）？會計利潤實

際上不同於經濟學、反托拉斯法中的利潤。兩者間最大的差別在於會

計利潤尚涵蓋「正常利潤」的概念，而經濟學上討論的利潤則要考慮

到機會成本的問題，所以反托拉斯法中所關切的獨占（壟斷）利潤，

必須把財務報表上的利潤扣掉正常利潤。 

我們常常說某個市場形成獨占局面的產業利潤很高，可能有掠奪

性定價的問題。實際上，財報的利潤要減去正常利潤，如果長年以往

都大於零（也就是說當一個產業中的獨占者獲利永遠大過於其所應得

之利潤），此時才可能進一步判斷其中涉有壟斷的問題。而所謂的正

常利潤要如何判定，我個人另有數篇專文討論正常利潤的問題，但總

的來說，正常利潤是相當難以界定的，每個人從事某行業、經營某事

業的正常利潤都不盡相同。因此我很好奇司法單位對於正常利潤究應

如何界定。進一步來說，我非常不同意政府對於人民有過大的權衡權

力：在掠奪性定價的認定上，應該要考慮人民經濟活動之獲利是否超

過應得的正常利潤，在正常利潤的判準不明確的情形下，政府何來權

力逕對人民正常利潤下判斷，復認為其有掠奪性定價之舉，而限制私

人經濟活動（定價），甚至課以責罰。 

民國 80 年初期，公平會成立之初，當時的金融市場受政府管制，

復華融資融券公司一案，盡顯政府對私經濟活動的高權。由於市場受

管制，就算財力再大，仍無法開設融資融券公司、銀行與復華公司競

爭，原因正是復華公司為當時執政黨所把持。因而公平會接到檢舉，

內容是復華公司的會計利潤遠遠大於正常利潤（兩者之間即存在龐大

的獨占利潤）有壟斷市場的問題。此案是否成立，關鍵就在於正常利

潤的界定，而正常利潤的判定權力就掌握在當時的執政黨手中，最後

當然並未成案。 

人民的財產、營業自由受到壓迫，不僅僅因為競爭法主管機關及

法院掌握衡量私經濟活動的權力，甚至立法者也賦予人民過多義務，

例如我國關於事業結合管制採行申報異議制，規定符合一定結合門檻

的事業必須申報公平會（參照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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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因結合市場占有率達 1/3；第 2 款，結合之一事業之市場占有率

已達 1/4），但計算市場占有率必須先界定相關市場範圍，又相關市場

範圍之界定，其複雜度、困難度並非一般私人所能勝任，即便事業自

己判斷未達申報門檻逕予結合，其判斷尚可能遭主管機關否定。因此

我認為立法者關於申報門檻應該有更明確的標準，否則不能擅加申報

義務，限制人民營業的自由，以免增加事業經營的不確定性，使事業

動輒違法。另外，關於事業利用獨占力為榨取性濫用行為，屬於違反

交易秩序的不公義行為，我認為最妥當、明確的懲罰，便是課稅，既

然獨占者壟斷市場榨取暴利，其高收入自然帶來高稅賦。 

四、美國法院處理掠奪性定價的演進 

 

首先看到最早的意圖檢定法，此時以事業是否有壟斷的意圖來斷

定事業是否為掠奪性定價。「意圖」是非常主觀而外人難以得知的，

如果將意圖存在與否交由法院判斷，恐怕結果難以想像，尤其在 1930

年代，當時只要事業具獨占地位，且新競爭者出現旋即降價，即成立

壟斷市場的意圖，違反舒曼法規定。此時反壟斷案件的原告非常容易

勝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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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有學者認為當市場上陸續出現競爭者時，削價競爭是常見的

情形，逕認有壟斷意圖過苛。而且降低價格有助於市場競爭，比如近

年國際貿易走向取消進口限制、零關稅，目的就是要將國外產品引入

國內而帶入競爭。因此 Areeda 與 Turner 教授鑒於意圖檢定法過於嚴

苛而提出成本檢定法。自從法院採取成本檢定法之後，反壟斷官司的

原告容易敗訴，提出掠奪性定價指控的案件量約僅有以往的 7%。 

掠奪性定價的判斷演進至今，美國法院認為必須事業排除競爭對

手後，還要有調高價格的動作，以高利潤回收先前虧損。事實上，美

國法院較少採用回收虧損的判斷，反而較常採用有否「維持龐大超額

產能」的判斷（價格提高後產出將隨之下降，生產設備無從開工，所

以提高價格與超額產能是一體兩面的概念），因為合理的市價為何其

實並不容易判斷，例如一樣的餐點，在不同用餐環境，自然有不同收

費。申言之，如果事業維持龐大超額產能，一有新競爭者出現，就提

高產出使價格下降，競爭者退出市場後，則減少產出使價格上漲，如

此事業不但可以透過調整產出獲利，更可以具體產能嚇阻潛在競爭者

進入市場（經濟學上稱「可信賴的威脅 credible threat」）。故事業是否

具龐大超額產能即成為美國法院判斷事業是否有掠奪性定價、limit 

pricing 的重要指標。惟法院的見解仍遭學者質疑，縱使某獨占廠商擁

有十部機器，僅三部開工，而具龐大超額產能，該未開工的機器仍是

廠商花錢買來，應歸於廠商的固定成本。此時，若相較於全力產出的

新進業者，在固定成本相對較高的情況下獨占者反而成為劣勢。縱使

獨占者資力龐大、整體生產成本極低，不在意機器的固定成本較高，

法院尚忽略在生產成本極低的情形下，獨占廠商實在沒有必要刻意維

持超額產能。而我個人亦不支持回收檢定法，因為回收檢定法的判斷

標準甚至比最早期的意圖檢定法更不明確。 

五、基於賽局理論觀點下之認定標準： 

（一） 實施掠奪性定價之事業必須為一多角化經營廠商，且於各市場

均處於獨占地位。 

（二） 新進者不具備市場資訊，不知獨占者是否會採取掠奪性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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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掠奪性定價（新進者被逐出市場）後，獨占事業仍能長期維持

獨占地位。 

（四） 削價過程中，獨占事業之市場占有率必須不斷提高，危及競爭

對手。 

將賽局理論引入掠奪性定價的判斷標準，其實是引自公平會同仁

的論著（關於油品市場甫開放之際文久公司與中油的案子），文久公

司與中油所從事航機的加油事業，產品（服務）同質性高，技術簡單，

成本與市場資訊非常透明。文久檢舉中油有掠奪性定價的情形，經查

中油的定價確實低於平均變動成本，公平會原本欲對中油作出處分，

但這位公平會的同仁針對此案引入賽局理論撰文提交委員會，委員會

終同意為不處分決議。 

檢視上述四個判斷標準時，應注意的是此四個標準必須同時符

合，才會構成掠奪性定價。首先第一個標準，假設實施掠奪性定價的

事業在全台一百個市場中均處於獨占地位，其中一個市場出現競爭者

時，該事業必不會以市價或高於市價將競爭者買下，而會實施掠奪性

定價，因為獨占事業認為其必須藉由價格戰排除競爭來捍衛自己獨占

的形象，及其他九十九個獨占市場。反之，如果一個事業在九十九個

市場中均處於競爭狀態，僅有的獨占市場出現競爭者時，該事業必不

願承擔虧損來捍衛獨占利益，此類似所謂破窗理論的概念。 

第二個標準必須新進者不知市場資訊。我們從反面角度來看，如

果新進者文久公司知道市場資訊，判斷中油削價競爭的虧損不會超過

固定成本，則文久即可知道中油將採取掠奪性定價，因而文久將不會

進入市場；若文久知道市場資訊，而中油的虧損將超過固定成本，判

斷中油不可能採取掠奪性定價，因此文久將進入市場，中油亦不會排

除競爭，自無掠奪性定價的情形發生。故掠奪性定價的發生必定是在

新進者不知市場資訊的情形下。 

第三個標準和第四個標準都與回收檢定法有關。第三個標準是掠

奪性定價後獨占事業能持續維持獨占地位，如此才可能回收掠奪性定

價的損失。我們看到文久與中油的案子，其背景是油品市場剛開放之

初，在系爭市場中油的市占率從 59%逐漸降到 44%，而文久的市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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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沒有減少，還從 19%提高到 22%，故在價格戰當中敗退的是中油

而非文久，說不定削價競爭的最終結果失敗的會是中油。因此文久檢

舉中油掠奪性定價是不成立的。 

最後一個問題是，掠奪性定價必須同時符合這四個標準，但第一

個標準與第二個標準是互相衝突的，符合第一個標準就不可能符合第

二個標準，反之亦然。如果新進業者不具市場資訊，何從得知實施掠

奪性定價之事業是多角化經營的廠商且均具有獨占地位，亦無從得知

其實施掠奪性定價之成本與收入。故掠奪性定價不可能發生。 

後來我與幾位公平會同仁進行掠奪性認定方法的實證研究，探討

掠奪性定價是否可能成立的問題。我們從 1 萬 4 千多種商品中，界定

出 5,000 個以上相關市場，逐一以 Areeda-Turner 成本檢定法計算，結

果只有 124 種商品的定價小於平均變動成本。而定價小於平均變動成

本的原因有很多，可能該產業屬於逐漸衰退的夕陽產業，當然會面臨

虧損，也可能是一些必須量產的商品，尚處於研發而未達量產的階段

時。124 種商品再透過我們所設定的指標（最重要的指標就是削價競

爭過程中，獨占者的市占率必須持續上升）進行篩選，最後只剩下 3

種商品，且均是國營事業的商品，受有政府政策性的補貼。故，實證

研究的結果顯示，在生活中不太可能有掠奪性定價行為的發生。 

就我個人的觀點，不僅掠奪性定價發生的可能性極低，公平交易

法第 10 條中所規定的各種行為類型，恐怕都很難成立。公平交易法

第 10 條是獨占事業的禁止行為，除了掠奪性定價外，還有榨取性濫

用，及其他濫用市場地位的行為。這類排除競爭的行為，關鍵在於有

獨占地位的廠商掌握 essential facilities，因而可以排除新競爭者，或

是可禁止中下游的交易相對人與新競爭者交易。而 essential facilities

的問題我認為由事業主管機關、管制機關來處理，遠較由競爭法主管

機關處理為宜，因為 essential facilities 會在獨占事業掌握之中，一定

是管制機關使其具有掌握的能力，而且管制機關對特定產業、相關市

場的瞭解必高於競爭法主管機關（競爭法主管機關管制的是不特定行

業）。此外，關於榨取性濫用的行為，即定價過高的行為，其實又關

乎先前所提到會計利潤應該減去正常利潤的問題，必須會計利潤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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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利潤長年以往均大於零，才有獨占利益的榨取。這是相當罕見的

事，難以想像有一個市場由某事業獨占三、四十年，不曾虧損，且全

世界沒有他人能與之競爭，即便是微軟，未來十年內非常可能被

Google、蘋果所超越。果有長年獨占市場的事業，亦必定與政府介入

有關。況其中正常利潤如何計算仍然是難解的問題。更進一步而言，

除了獨占力濫用的行為無規範必要，我認為公平交易法中限制競爭的

行為只有聯合行為需要受規範。至於事業結合管制，鑒於我國企業必

須巨大化才能跟上全球化、國際貿易的腳步（KTV、砂石等內需為主

的產業以外），其實沒有限制的必要。 

 

（政治大學法律系吳孟洲編輯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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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匯流下結合之經濟分析 

講座：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蔡委員蕙安（現為
公平交易委員會） 

日期：100年 8月 23日 
場次：10009-238 

 

壹、前言：數位匯流之近期趨勢 

1990 年代初期在歐洲的研討會上，與會

者對數位匯流（Global Telecommunications）

就有廣泛討論，認為歐盟結合後在數位匯流

將會有更大的先機與可能性。美國則在 1996 年電信法（US 

Telecommunication Acts）的修法中，數位匯流即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目標，從此便如火如荼的發展；我本人當時在美擔任助理教授及在多

倫多研究中心研究期間，參與該項草案修法工作的眾多競爭團隊之

一。相對於美國及歐盟，台灣則起步較晚，2005 年後隨著國家基礎建

設（NII）的發展，國際社會對全球資訊基礎建設（GII）形成共識，

才 開 始 有 一 些 個 案 產 生 。 網 際 網 路 商 機 引 發 電 信

（Telecommunication）、有線電視（Cable TV）、電腦網路（Computer 

Network）及電子商務（E-Commerce）等四 C 產業的整合，進一步造

成電信、有線電視、電腦網路、電子商務等等的數位匯流產業跨業經

營的競爭，以及對傳統管制架構及市場公平競爭規範產生的衝擊。 

一、數位匯流主要跨業競爭型態 

數位匯流的近期趨勢隨著市場上的需求產生跨業的整合，例如

Apple 推出的 iPhone 智慧型手機，就是從 IT 產業切入來做電信業，

透過 iPhone 就可以下載音樂、遊戲、處理電子郵件、高畫質多媒體、

IP Video Phone、HDTV 及更多新興的服務會出現而蔚為風潮。數位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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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主要的跨業競爭型態分為四類：（圖一） 

（一） 有線廣播電視提供第一類的電信服務：如透過 Cable phone 的

寬頻電話和無線通訊，這類目前在台灣還未看到，但在美國費

城的 Comcast 就是有線廣播電視提供加值服務等等。 

（二） 有線廣播電視提供第二類的電信服務：例如 Cable Modem、加

值服務，台哥大合併凱擘就是第二類的跨業。 

（三） 第一類電信業者提供有線廣播電視：例如 IPTV 網路電視、隨

選視訊（如中華電信 MOD），中華電信就打算從第一類的電信

跨足有線電視。 

（四） 第二類的電信業者提供有線電視廣播：例如 IPTV 網路電視、

隨選視訊，目前 ISP 打算提供 IPTV 都屬此類。 

 

圖一 數位匯流之主要跨業競爭型態 

二、數位匯流之蔚為風潮—數位匯流在國內之趨勢 

國內三大電信業者在數位匯流的潮流下，利用本身的利基條件，

積極透過結合行為搶占數位匯流的商機。如： 

（一） 中華電信欲以 Hifree 平台做旗艦服務，提供 PC、MOD、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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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且欲使電視螢幕延伸至 iPad 等行動裝置。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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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資源，

推出「台灣大匯流」服務，結合雲端技術及聯網電視服務，欲

推出聯網電視、MyPhoto 大相簿及 ezPeer K 歌服務。 

（三） 遠傳電信雖擁有 630 萬至 640 萬的行動電話用戶，但因缺乏有

線電視的客源基礎，目前僅透過遠傳與新世紀資通結合後，將

轉型 ICT 綜合型電信集團，且發展電子商務及數位家庭相關服

務，未來計劃朝有線電視領域發展。 

三、數位匯流的競爭議題與挑戰 

數位匯流產生新的市場與產業結構，也帶來新的競爭議題與挑

戰： 

（一） 網路新經濟時代：  

有別於傳統經濟時代，在於網路世代重視的是網路外部性與正

向回饋效果。 

（二） 網路對企業的行為態樣產生衝擊： 

網路科技的發展，將帶來商品數位化、商店虛擬化、企業電子

化等結構性變遷。 

（三） 如既有業者之濫用市場優勢地位、搭售、網路效果或自然獨占

下之結合等議題、強制網路互連價格、數量及技術議題、政府

支援新架構投資所應考量之競爭議題等。 

（四） 具有自然獨占、網路效果及雙邊市場等特性： 

許多國家均具有電信服務由國家經營之法定獨占歷史，即使在

自由化後，法令規定仍舊影響該部門之競爭情況，可能促進競

爭（如強制互連等），亦可能阻礙競爭（如核發執照及普及化

服務等）。常見之典型反競爭議題包括濫用市場優勢地位、聯

合及結合等，另強制互連亦會引發價格及非價格議題。 

（五） 新興產業模型的興起： 

數位匯流平台之新興建構模式及服務模式不斷興起，包括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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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與固網之建構平台與服務模式，廣播電視與行動通訊之建

構平台與服務模式，網際網路與聯網之建構平台與服務模式

等。 

貳、數位匯流之垂直、水平與多角化結合 

事業之結合可以區分成三種類型：水平結合、垂直結合與多角化

結合，而四Ｃ事業之結合，三種態樣兼而有之。 

一、數位匯流結合之結合管制： 

公平會面對數位匯流結合案之審理準則，仍是就結合案所可能產

生之「整體經濟利益」與「限制競爭之不利益」進行評估，方可知該

結合案是否對整體社會有益。 

（一）「整體經濟利益」方面審查重點包括： 

1. 結合對生產效率、配置效率及動態效率的影響；  

2. 結合是否有助於促進相關市場之競爭； 

3. 結合是否有助於提供涵蓋範圍更廣、更多樣化及高品質之服務； 

4. 結合是否有助於提昇國際競爭力，並促進研發與創新； 

5. 結合是否具有消費面的網路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 

6. 事業結合是否為達成前開各項目的之唯一手段； 

7. 參與結合事業將內部利益予以外部化之計畫。 

（二）「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方面審查重點包括： 

1. 結合對相關市場之結構及集中度之影響； 

2. 結合是否顯著減損相關市場的競爭程度及提高參進障礙； 

3. 結合是否顯著降低消費者的選擇機會； 

4. 結合是否會導致濫用市場力行為之可能性增加； 

5. 結合是否會導致聯合行為之可能性增加； 

6. 水平結合是否造成市場集中度的增加，增加的幅度有否造成結合

事業對其他水平競爭廠商的反競爭行為； 

7. 垂直結合是否造成市場封鎖的可能，即事業結合後是否以所增加

的下游／上游市場力量封鎖上游／下游競爭者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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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多角化結合是否造成產品聯賣、搭售，以及不當的交叉補貼等濫

用市場力行為。 

二、數位匯流之結合案例─國內結合案 

首先整合比較代表性的案子，在國內結合案例發現有趣的現象，

例如 2008 年中華電信與資拓科技的整合，基本上就是電信業者與資

訊軟體服務業的結合案，其實是中華電信的電信產業相關市場加值的

服務多樣性，此結合案最後是通過，公平會的理由是對電信市場、資

訊軟體市場的結構並未產生惡化的影響，兩者的結合讓加值服務更多

樣性。在 2003 年台灣大哥大與台灣固網的結合案，是行動電話通訊

市場與固網通訊市場的整合，在當時中華電信已經開始做行動電話的

通訊市場與固定網路通訊市場，因此沒有理由禁止台灣大哥大做行動

通訊市場，所以這個案子也是通過的，公平會理由是結合未對市場競

爭產生實質的減損，反而可以增加競爭的程度，提供消費者更優惠的

服務等，有助整體經濟利益。又 2008 年遠傳與數位聯合的案子則是

行動通訊與數位通信接取服務的業務，公平會審核通過，認為該結合

案是可以加速市場競爭。 

案例 類型 摘                     要 結果 

中華

電信 
與 

資拓

科技 

電信 
產業 

• 此為電信業者與資訊軟體服務業者的結合案。 
• 中華電信之電信產業相關市場中所提供的加值服務多

樣。 
• 國內資訊軟體服務市場並無市場進入障礙，且需求者與

參與者眾多  
→此結合案對電信市場及資訊軟體服務市場結構並無惡化

之影響。 

通

過

台灣

大哥

大 
與 

台灣

固網 

電信 
產業 

•此為行動電話通訊市場與固定網路通訊市場之整合（此

整合之方式已成為市場上相關業者的一致趨勢，如：中

華電信已取得行動電話通訊市場與固定網路通訊市場）。

→公平會認為此結合案並無對市場競爭程度產生實質減損

之效益，反而可增加競爭程度，提供消費者更優惠的服

務，有益於整體經濟效益。 

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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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類型 摘                     要 結果 

遠傳

電信 
與 

數位

聯合 

電信 
產業 

• 此為行動通信業務與數據通信接取業務市場之結合。（此

種異業化網路結合之情況在新型態行動通信經營體系發

展下越發蓬勃，且市場上中華電信及台灣大哥大兩大電

信公司已完成相關之整合） 
→公平會認為此結合案可望加速市場競爭，且使網路電

話、Wi-Fi 及 WiMAX 等先進技術及創新服務有更多發

展空間。 

通

過

 

2008 年在雅虎與興奇科技的結合案中，雅虎本身是資訊網路的產

業，且在網路服務市場佔有率為 58.4%，而興奇科技是經營購物的網

站，公平會認為這會使雙方資源得以整合，強化雅虎在電子商務方面

的競爭力，由於雅虎市占率已經達到 58.4%，因此結合後在網路購物

市場市場力會增加很多，所以公平會就開始有點疑慮，擔心其結合後

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產生限制競爭的行為，因此要求雅虎不可利用自

身的優勢阻礙同業間的競爭，避免產生限制競爭的不利益，但整體還

算是一個有條件的通過；2007 年雅虎與無名小站的案子，是一個網路

資訊服務提供市場的結合，雅虎併無名小站後網路市場的佔有率就將

近 60%，此時就要衡量占有率及兩者結合是否有優勢地位，這就有點

疑慮，雅虎在網路市場的佔有率將近 60%，當時無名小站是最受歡迎

的社群網站，所以擔心可能會產生市場優勢及封閉的效果，因此公平

會限制結合後不得以不當價格維持或變更、限制交易相對人與獨家交

易等等的行為，但還是有條件的通過。 

案例 類型 摘                         要 結果 

雅虎 
與 

興奇 
科技 

資訊 
網路 
產業 

• 雅虎與興奇科技之結合，將使雙方資源得以整合，降低

產品及行銷之成本，此對價格敏感度極高的電子商務市

場來說，將強化雅虎電子商務競爭力。 
→公平會認為經營購物網站並無任何法令、技術及資金的

限制，參進門檻甚低，且相關市場競爭者眾多，市場上

存有強大的競爭者及潛在競爭者。雅虎與興奇早有合作

關係，故此結合案並未明顯改變市場結構。 
→消費者可任意的在網路上進行比價，且上游供貨業者之

有

條

件

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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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類型 摘                         要 結果 

雅虎 
與 

興奇 
科技 

資訊 
網路 
產業 

 選擇多元，故此結合案無剝奪其他經營網路購物競爭對
手選擇相對交易人的可能。 

→雅虎在網路服務市場之市占率達 58.4%，若雅虎於結合
後利用市場力量於網路購物市場，進而產生限制競爭之
行為，故公平會要求定雅虎不得利用自身優勢阻礙同業
間的競爭，以免產生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有

條

件

通

過

雅虎 
與 

無名 
小站 

資訊 
網路 
產業 

• 此為網路資訊提供服務市場之結合。 
• 雅虎與無名小站之經營項目僅於網路社群服務的部分

有所重疊。 
→網站經營者以提供免費的服務來吸引使用者前往駐

足，進而吸引廣告商以獲取廣告收益。根據台北市網際
網路廣告媒體經營協會（IAMA）統計，雅虎之網路廣
告市場市占率為 57%~59.5%，無名小站則不到 2%。故，
此結合案雖無明顯改變市場結構之疑慮，但雅虎在網路
廣告市場之佔有率近 60%，且無名小站為當時國內最受
歡迎的社群網站，結合後對可能利用市場優勢對網路廣
告市場產生封閉效果或提高進入障礙，故限制其不得為
以不當價格決定、維持或變更、限制交易相對人與其獨
家交易等行為。 

有

條

件

通

過

  

2008年Avenger與大新店民主是有線電視的系統商併購另一個有

線電視，為避免該結合案造成新店地區有線電視市場壟斷，所以這個

案子是有條件的通過，規定董監事席次不能互兼；2010 年台灣大哥大

與凱擘的案子是有線電視傳播媒體事業與電信產業的合併，此案有條

件通過的理由是基於鼓勵數位匯流發展的前提，但擔心會有限制競爭

的不利益，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擁有 24 個頻道，且基本上都是蠻受

歡迎的頻道，為避免產生限制競爭的不利益，加了 13 條但書，但最

後還是有條件通過。 

案例 類型 摘                         要 結果 

Avenger 
與 

大新店 
民主 

有線

電視

傳播

媒體

產業 

• 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系統商之經營區域包含新北市新

店、烏來、坪林等城鎮，市占率 48%，與凱擘旗下新

唐城競爭。 
• 因 Avenger 的共同投資人 Hamlet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為凱雷集團的子公司，而凱擘屬凱雷集團所掌

有

條

件

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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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類型 摘                         要 結果 

Avenger 

與 

大新店 

民主 

有線 
電視 
傳播 
媒體 
產業 

 控，故，此結合案將使凱雷集團可掌握新店地區有線

電視之市場。 
→為避免此結合案造成新店區有線電視市場的壟斷，故

公平會採有條件通過此結合案之方式，規定大新店民

主有線電視公司之董監事席位不得由凱雷集團代表出

任，且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與新唐城有線電視不得委

由同一事業作共同採購頻道節目、行銷、廣告及客戶

服務等服務。 

有

條

件

通

過

台灣大 
哥大 
與 

凱擘 

有線 
電視 
傳播 
媒體 
產業 

• 台灣大哥大與凱擘結合後將成為有線電視最大多系統

經營商，且擁有 24 家自製及代理頻道節目。故，此結

合案對有線電視系統服務市場及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

應市場恐存在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行為。 
→基於鼓勵數位匯流發展的前提下，公平會認為此結合

案可突破固定通信服務市場及數據通信接取服務市場

主導者於電信基礎網路長期擁有的市場優勢地位，促

進寬頻網路服務競爭及加速有線電視數位化之發展，

以提供消費者更多元化之選擇及更高品質之服務。 
→為避免此結合案通過後可能產生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行

為，故公平會採有條件通過此結合案之方式，附加 13
條但書。 

有

條

件

通

過

三、 數位匯流之結合案例─國外結合案 

美國 BellSouth 與 AT&T 案例，BellSouth 在 1984 年後經過電信

解體，之後又與 AT&T 結合，最後 FCC 讓它通過，BellSouth 是在美

國東南區最大的通訊服務業者，而 AT&T 則是提供電信服務，FCC 認

為該結合案將加速寬頻網路的建設，且光纖並無重複，所以是互補的

服務，此結合案能提供更全面的服務；2009 年韓國 eBay 與 Gmarket

案例，Gmarket 是南韓最大的 C2C 電子商務平台服務業者，eBay 則

是網路拍賣公司，兩者的拍賣市場擁有 1000 萬戶的用戶，市占率很

高，但南韓 FTC 考量動態效果，認為雖然結合後兩家在網路拍賣市

場市占率很高，但因網路市場有無限發展的可能性，所以將動態效果

放入考量後，整體競爭利益還是大於限制競爭不利益，因此這個案子

還是被有條件通過，只是附加了條件，3 年內不得提高價格。 



 

•135• 

案例 
類 
型 

結
果 摘                         要 

結
果

BellSouth 
與 

AT&T 

美 
 
 
國 

電

信

產

業

• BellSouth 為美國東南區最大的通訊服務業者，其主

要經營固網業務及行動電話業務；AT&T 主要提供

電信服務。 
• 此結合將使 BellSouth 成為 AT&T 的子公司，且

AT&T 的事業版圖將由加州擴展至佛羅里達。 
→美國的聯邦通訊委員會（FCC）認為此結合案將加

速寬頻網路之建設，提供給消費者更多以 IP 為主

的互動服務，包含 IPTV，使消費者可享受到多頻

道視訊節目（MVPD）的市場競爭所帶來的益處。

→因兩者的網路為互補，所鋪建的光纖並無重複，故

結合後可望提供更全面的服務，使許多企業及消費

者受惠。 

通

過

eBay 
與 

Gmarket 

韓 
 
 
國 

資

訊

網

路

產

業

• Gmarket 為南韓最大的 C2C 電子商務平台服務業

者，提供網路拍賣之服務，在南韓共擁有 1000 萬

戶用戶，與 eBay 在南韓的子公司 Internet Auction
互為競爭對手。 

• 此結合案將使 eBay 在南韓拍賣網站市場的市占率

增加，成為南韓最大的網路拍賣業者，恐存在市場

壟斷之可能。 
→南韓的反壟斷機關將動態效果列入考量，認為網路

市場存在無限可能，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

不利益，且其認為長期價格會被迫提升，並非有反

競爭意圖。 
→故，南韓的反壟斷機關採有條件通過此結合案之方

式，避免 eBay 利用市場優勢產生限制競爭之行

為，其附加條件為：三年內不得提高價格。 

有

條

件

通

過

 

在 2007 年 Google 與 DoubleClick 的案子，Google 的市占率其實

蠻高的，Google 為了藉此結合案強化技術設備，取得廣告網路平台的

領導地位，但 FTC 認為廣告網路市場其實有三類型，包括搜尋引擎

廣告、透過中介平台銷售廣告及直接出售廣告這三種廣告形式，

Google 與 DoubleClick 雖然都屬網路廣告服務平台，但服務的對象不

太一樣，Google 主要是搜尋引擎之廣告空間，DoubleClick 主要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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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中介平台給廣告商與出版商的類型，所以結合後沒有重疊問題，對

競爭程度也沒有造成降低的可能。所以 FTC 考量不同型態的網路廣

告，同時因網路廣告是一個雙邊市場，認為 Google 提高價格其實不

會移轉到 DoubleClick，而是會移轉到其他的競爭廠商 apple 下的

AdSense，因此讓此案通過。 

案例 類
型 

結
果 摘                         要 結

果 

Google 

與 

DoubleClick 

美

國 

資

訊

網

路

產

業

• DoubleClick 為提供網路廣告服務平台給廣告客

戶、網路出版業者及廣告代理商和管理技術的公

司，其提供的網路廣告服務主要為圖片廣告；

Google則透過旗下的AdSense銷售搜尋引擎上的

廣告空間給廣告商，其提供的網路廣告服務為文

字廣告。故，Google 欲透過此結合案強化其技術

設備，進而取得網路廣告平台之領相地位。 
→各界認為此結合案可能會大幅降低網路廣告市場

的競爭程度，對市場競爭帶來不利，但根據美國

聯邦交易委員會（FTC）八個月的調查，發現網

路廣告市場包含搜尋引擎廣告、透過中介平台銷

售廣告及直接出售廣告三種銷售廣告方式，此三

種廣告銷售方式並不會影響或限制彼此的價格。

因，Google 屬銷售搜引擎之廣告空間給廣告商的

類型；DoubleClick 屬提供中介平台給廣告商與出

版的類型。故結合後並無對市場競爭程度造成大

幅降低之可能。 
→另一方面，美國的 FTC 認為網路廣告市場持續的

迅速成長，市場上存有許多競爭者，如：被微軟

併購的 aQuantive 和 ValueClick。加上，網路廣告

市場為雙邊市場，故Google可能提高DoubleClick
之價格來使其廣告商轉移到 AdSense 之可能性極

低，因廣告商可能因此移轉至 aQuantive，而不是

AdSense。 

通 

過 

 

在韓國 NHN Corp.與 video contents providers 案子，因 NHN 利用

其入口網站的優勢限制 video contents providers 的收益，且限制 video 

contents providers 供給市場的公平競爭，所以韓國的 FTC 考量它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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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競爭的不利益而拒絕此結合案。 

 

案例 類
型 

結
果 摘                         要 結

果

NHN 
Corp. 
與 

Video 
Contents 
providers 

韓

國 

資

訊

網

路

產

業

• NHN Corp 與 9 家 video contents providers 簽約，以

提供 video 資料的索引。但是 NHN 簽署的條約中

規定 video contents providers 不得張貼廣告在

videos，除了在 NHN 的網站上。 
• 韓國的 FTC 認為 NHN 運用其在入口網站的優勢來

限制 video contents providers 的收益來源，且限制

了 video contents 供給市場的公平競爭，故拒絕此

結合案。 

拒

 
 

絕

參、市場界定及結合分析之傳統分析法 

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任何型態的競爭分析都是由

界定相關市場出發。」因此，任何須以合理原則判斷的限制競爭行為

及經以合理原則判斷之適法案件，都必須先界定相關市場範圍。唯有

在確定相關市場範圍後，方能清楚劃定競爭者，及產品競爭之範圍、

區域競爭之範圍、事業所承受之壓力的來源等，然後才能確定其是場

力量及運用經濟觀點評估其行為是否反競爭。 

市場界定往往是反壟斷機關在評估一結合案是否會阻礙市場自

由競爭的重要方式。錯誤的市場界定不但會造成一購併案評估結果截

然不同，甚至會嚴重影響投資意願及產業之未來發展。 

在這些結合案例之下，公平會或其他國家反壟斷的機構如何去做

市場界定的分析有產品市場之相關市場界定方法及地理市場之相關

市場界定方法： 

一、產品市場之相關市場界定方法  

（一）合理可替代性 

就買方認知上，若產品兼具有合理可替代性，則該等產品屬同一

相關市場，反之，則非屬同一相關市場。 

（二）需求交叉彈性（Cross Elasticity of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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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彈性為正，兩產品間呈＂顯著＂替代關係，同屬一相關市場；

若彈性為負，兩產品間呈互補關係，則不屬同一相關市場。 

（三）供給交叉彈性（Cross Elasticity of Supply） 

當彈性為正，兩產品間呈互補關係；若彈性為負，兩產品間呈替

代關係。 

（四）群組市場（Cluster Market） 

來自於同一個廠商的不同產品或服務的群組中，每個單一產品或

服務雖可構成個別的獨立相關市場，但可能因方便或省時之考量，使

得消費者對單一廠商所提供的群組以生特別偏好，致使由不同產品或

服務所組成的此群組可另外成為獨立的產品市場。 

例如：商業銀行所提供的活期存款、儲蓄存款及消費者信用貸款

的商品或服務，雖然看似不存在競爭關係，但消費者可能因便利性的

考量，產生固定在同一家銀行消費的偏好，這樣特殊的偏好使銀行可

能採取聯合供給的方式來提供這類產品或服務，從而構成同一市場。 

（五）次級市場（Submarkets） 

在一較廣泛的產品市場概念下，若可就市場內多種產品間進一步

按其性質、生產設備、供給者與購買者群體及其對價格變動敏感度進

行區別與細分，按此實際指標所劃分出的細部產品市場，此即所謂的

次級市場。例如：將鞋市場再分為三個次級市場：男鞋、女鞋與童鞋。

例如 Brown Shoes case。 

（六）價格關聯性檢定（Price Correlation Test） 

若兩產品或地理區域在同一個市場，則兩產品的價格將會產生彼

此牽制之效果，因此兩產品的價格往同一方向改變。因此，當兩產品

的價格為高度相關時，此兩產品的價格是互相牽制且彼此影響的，故

相關市場應該包含這類高度相關的產品。 

（七）因果測定法 

利用時間序列之價格資料來界定相關市場。因果測定法考量價格

變動之動態性及市場效率，認為若某區域的價格變動對另一區域沒有

顯著的影響，則兩區域及不存在關聯性。當兩個不同的價格序列，在

統計上具有顯著的因果關聯時，則表示此價格序列所屬之兩產品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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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市場。且當其具有雙向因果性，即兩產品或區域之價格變動互為

因果關係，隱含具有價格共同決定的本質。 

（八）震撼分析（Shock Analysis） 

根據過去歷史中的重大事件，從歷史中學習競爭如何在該種市場

中運行。其中，過去的歷史重大事件可能為：Tax shocks、新產品的

發佈與廣告競爭及 Exchange shocks。 

（九）移轉率（Diversion Ratios） 

係指結合雙方若其中一方價格上漲後銷售數量減少與另一方銷

售量增加的比例。移轉率在美國反壟斷機關常被使用於估計在差異化

產品市場中結合後價格提高的可能性。 

（十）向上定價壓力（Upward Pricing Pressure, UPP） 

事業結合後可能產生兩股力量，一為因消除競爭而能單方提高價

格的力量，一為產生較佳效率使價格調降的力量，兩者力量的淨效果

將決定結合後價格之變動情形。 

粗略的 UPP 可由移轉率及廠商的毛利率獲得： 

1. 移轉率：移轉率愈大表示提高價格而獲利的可能性愈高，單方效

果就愈大。 

2. 廠商的毛利率：結合前的毛利率越高，價格提升後，銷售成本的

損失越大。 

（十一）SSNIP（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 

美國於 1982 年的 Department of Justice Merger Guidelines 中首先

提出 SSNIP 市場界定法。 

歐盟於 1997 年《歐盟委員會關於相關市場界定的通告》中，採

用此法。 

SSNIP 將市場看作是一組產品群或一個區域，試圖尋找最小的產

品群，用以判斷假定的壟斷者是否能夠營利性的維持高於競爭價格的

價格（通常假設價格上漲 5%，且維持至少一年）。 

SSNIP 主要利用需求彈性來計算出相關之市場界定範圍，而需求

彈性可用常見的Lerner Index估計之。Lerner Index為需求彈性之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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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rner Index 常用來評估市場力，為價格與邊際成本之差額（Evans 

and Noel, 2008）。 

（十二）臨界損失分析（Critical Loss Analysis, CLA） 

1989 年美國提出替代 SSNIP 的新方法，即臨界損失分析法。臨

界損失分析法主要假設壟斷者漲價失敗所必須付出的銷售額的減少

幅度，這個幅度與實際中漲價後可能發生的銷售額減少比較，可以確

定某個替代產品或地理區域是否屬於同一個市場。 

CLA 與 SSNIP 實為一體之兩面的工具： 

SSNIP 假設一獨占廠商在一系列產品中可以將價格上漲 5%而不

影響其收益。 

CLA 假設一獨佔廠商在一系列產品中可以將價格上漲 5%其實際

損失與估計損失之間的差額為零時，達成市場界定。 

SSNIP v.s. CLA： 

CLA 存在對數據要求相對低，容易取得及計算簡便的優點。因

此，臨界損失分析法在美國的反托拉斯審理案件中越來越廣泛的被使

用。 

建議對於重大的反壟斷事件，用 SSNIP 測定較為精確；一般案件

及數據難以獲得的案件則使用臨界損失分析法較為有效率。 

（十三）結合模擬（Merger Simulation） 

步驟一： 估計 

  1. 估計自身價格彈性跟交叉價格彈性。 

  2. 利用對利潤極大化的目標函數作一階微分可得 Markup 

步驟二： 檢驗（Calibration） 

  利用現在的價格及產出資料檢驗模型之合適度。 

步驟三： 透過不同假設，模擬結合後價格與產出變化之可能性。 

結合模擬之優點： 

a. 結合模擬可以直接回答結合後價格是否會上漲之重要問題。 

b. 可模擬並量化結合後社會福利的變動。 

c. 可針對不同情形設定不同的模型，進而模擬分析之。 

結合模擬之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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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無法回答非價格相關的重要問題，如：進入障礙、潛在的協同

效果、非價格的競爭程度……等。 

b. 模擬結果會因為相關假設不同及模型選用之不同產生不同的

結果。 

二、地理市場之相關市場界定方法  

（一）進口數量分析法 

係利用相關產品之運輸資料來界定地理市場，主要分為兩步驟，

首先該分析相關產品之進口數量是否僅占當地消費量之小部分（Little 

in from outside：LIFO）。第二步，則分析相關產品之出口數量是否占

當地生產量之小部分（Little out from inside：LOFI），若該地相關產品

之進口量及出口量皆僅占整體消費量與生產量隻小部份時，代表僅有

少數之產品由不同地理區域變動，此時該地理區域便可獨自構成地理

市場。 

（二）區域價格差異 

廠商為避免對不同地理區域銷售之相關產品，採取差異定價時可

能受掉其他廠商套利行為，而傾向於不同地理區域採取一致之銷售定

價，因此，利用相同產品之價格在同一市場內容易快速趨於一致的特

性，將不同地理區域之相關產品價格，扣除其運輸成本後，若其價格

顯著差異者，將視為不同之地理市場。 

肆、數位匯流結合案之特性分析  

市場型態多為雙邊市場（ Two-sided Market）及多邊市場

（Multi-sided Market）。 

一、 雙邊與多邊市場與傳統單邊市場主要差異在於網路效果

（Network Effect）與回饋效果（Feedback Effect）： 

以雙邊市場為例：當廠商提高雙邊市場之 A 邊產品價格時，不僅

會影響到其銷售量（傳統單邊市場），也會影響 B 邊的產品銷售量或

參與者之參與意願，使 B 邊之銷售量或參與者之參與意願下降，且再

對 A 邊造成銷售量再次下降，回饋效果便會如此反覆影響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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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價策略的改變： 

因雙邊市場與多邊市場之網路效果和回饋效果，使廠商之最適定

價策略產生變化，即傾斜式定價。指廠商透過降低平台 A 邊之價格，

以增加 A 邊參與者的數量，來提高平台 B 邊參與者的參與率，進而

對 B 邊收取較高之費用，以達收益極大化之目的。 

傾斜式定價是雙邊市場之最適定價。傾斜式定價最主要的原因就

是雙邊市場內因為有網路效果與回饋效果，廠商一定會考慮到對某

邊，（例如網路平台）會對消費者收非常低的價錢，交易使用信用卡，

降低消費者之價格後，可以提高特約廠商的價格，吸引更多的特約廠

商，就會有更多的消費者進入，因此造成這種傾斜式定價。而在傳統

單邊市場內傾斜式定價是所謂的反競爭之侵略式定價，第一個訴訟就

是信用卡市場，因為它被控訴是反競爭之侵略式定價，但當時就在法

院證明這是雙邊市場之最適定價而非反競爭之侵略式定價。 

三、跨國家的數位匯流結合： 

事業間的結合可能發生跨國家之結合。例如 1997 年，德國 UFA

電視與電台公司與盧森堡電視公司 CLT 合併，成為歐洲最大電視公

司。 

四、 新興服務產業： 

數位匯流可能刺激更多的創新，產生新興服務產業，在這種情況

下市場界定就格外的困難，因為跨業的整合行為、產業市場界線模

糊、雙邊與多邊市場之新興市場型態產生。例如：IPTV。 

五、 「動態效果」列入整體競爭利益？ 

目前美國衡量結合案非常重視的就是效率，所謂效率就是結合所

創造之正面效果，分為動態及靜態效率。靜態效率就是所謂的短期

的、一次性所產生出的效果，例如結合後成本的降低、生產的增加，

創造規模經濟之效益。動態效率有可能是非常多期所產生的增效作

用，可以促進企業在成本、品質、服務或新產品上績效之提升，也可

能在很多期後提高企業之創新力，美國就將這樣的動態效率視為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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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及產業實質產出的重要信號，這對反壟斷機關就是一個極大的挑

戰。 

六、數位匯流對結合分析的影響： 

（一）對市場界定的影響： 

數位匯流下，產業間跨業整合行為越來越多，產業之市場界限逐

漸模糊，加上雙邊市場與多邊市場之新興市場型態，使得傳統市場界

定法無法適用，必須做適當之修正。 

（二）對競爭效果分析的影響： 

雙邊市場與多邊市場之新興市場型態使得廠商之定價行為與傳

統截然不同，在數位匯流下之競爭效果分析，須將雙邊市場與多邊市

場之特性列入考量，如：傾斜式定價為雙邊市場之最適定價，在傳統

單邊市場則為反競爭之侵略式定價。 

七、數位匯流下市場界定的必要性？ 

（一）必要性之論點： 

界定相關市場對反壟斷機關於分析結合案時相關重要。錯誤的市

場界定可能會使反壟斷機關或法院作出錯誤的判決，使得整體社會福

利受到損害。故市場界定可以說是判斷一結合案是否可行的基石。 

（二）不必要之論點： 

數位匯流下市場界定不似傳統單邊市場簡單，且市場充滿不確定

性，故一些國家之壟斷機關開始思考市場界定必要嗎？如，英國的反

壟斷 OFT 在審理 Global Radio 及 G Cap Media 之結合案時，以評估此

結合案的單方效果之直接限制競爭效果「避免」市場界定。 

荷蘭的反競爭機關 NMa 認為市場界定不過是評估競爭關係的工

具而已，故若避免不做市場界定並不會對評估一結合案造成影響。 

（三）「避免」市場界定看似合理且可行，但其中隱含著風險如下： 

1. 「避免」界定相關市場將無法正確定義出此結合案之市場上的競

爭者是誰？ 

2. 無法適當的確定此結合案在市場上所要面對的競爭壓力為何？ 

3. 無法正確的分析此結合案發生後是否會產生提高價格、與競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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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勾結等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行為（Filistrucchi, et al., 2010）。 

因此，一般認為數位匯流下之市場界定仍有其存在之必要性。 

伍、數位匯流下市場界定之理論模型 

新的市場界定理論模型將網路效果列入考量，模型修正 Evans and 

Schmalensee（2007）及 Evans and Noel（2007, 2008）理論模型，提出

三個模型：數位匯流下雙邊市場之對稱平台、雙邊市場之不對稱平台

及不對稱多邊平台的臨界損失分析法。（詳見 Tsai and Feng, 2011） 

第一個模型是雙邊市場，兩個雙邊平台：A 與 B，兩邊的價格設

成相同數值，稱為對稱平台，在這樣的模型裡，計算 Markup 算出臨

界損失；而在實際損失的計算中，則採用等彈性需求函數，考慮網路

效果，並考慮到其自身價格彈性與交叉彈性去計算實際損失，最後比

較實際損失與臨界損失。第二個模型是數位匯流下雙邊市場之不對稱

平台，同樣計算臨界損失與實際損失，最後比較臨界損失與實際損

失。第三個模型是不對稱的多邊平台臨界損失分析法，比較臨界損失

與實際損失。 

陸、數位匯流下市場界定之實證分析：以台固媒體與凱擘之結

合案為例 

一、資料來源：馮秋蕙（2011） 

（一） 為配合資料取得之一致性及有效性，選取自民國 96 年至 99 年

的數據資料，且將所獲得的年度資料依上下半年做區分，共計

8 期之相關數據資料。 

（二） 自公開資訊觀測站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取得台灣大哥大（台

固媒體）旗下 4 家有線電視系統商與凱擘集團旗下 12 家有線

電視系統商之相關數據資料。 

（三） 台北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會（Media Agencies Association, MAA）

所統計之 2007 年至 2010 年台灣媒體白皮書獲得頻道廣告購買

價目表之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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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雙邊平台之網路效果 

（一） 凱擘的廣告商對消費者之跨邊網路效果較消費者對廣告之跨

邊網路效果來的大，約為 37 倍，而消費者對廣告之跨邊網路

效果為負值。 

（二） Kaiser and Wright（2006）以德國雜誌為例所得的實證結果相

似，消費者對廣告商的價值遠大於廣告數量對消費者的價值，

即市場中存有不對等的網路效果，換言之，消費者需求越高將

刺激廣告比率增加，而廣告需求越高將使雜誌價格下降。 

（三） 凱擘旗下的有線電視系統商大多在都會區，消費者的生活習慣

及步調較快，對廣告的忍受度相較於生活習慣步調較慢的地區

較小，這可能是導致台灣大哥大（台固媒體）之消費者對廣告

之跨邊網路效果為正值，而非負值。 

（四） 台灣大哥大（台固媒體）的廣告商對自身平台跨邊之消費者的

網路效果較其對跨平台（凱擘）跨邊之消費者的網路效果來的

小。相對的，凱擘的廣告商對自身平台跨邊之消費者的網路效

果便遠大於其對跨平台（台固媒體）跨邊之消費者的網路效

果。 

（五） 可能因凱擘旗下的消費者相較於台固媒體多很多，故對凱擘的

廣告商來說，其消費者增加 1%所帶來的效益遠大於台灣大哥

大（台固媒體）之消費者增加 1%所帶來的效益，且凱擘所擁

有的頻道節目之收視率遠比台灣大哥大（台固媒體）還高，這

也是為什麼台灣大哥大（台固媒體）之廣告商對其自身平台跨

邊之消費者網路效果遠小於其對凱擘的消費者的網路效果。 

三、價格彈性 

（一） 台灣大哥大（台固媒體）之消費者對有線電視之基本頻道收費

竟然存在正相關，違反需求理論之價格與需求應呈負相關，即

實證結果顯示台灣的有線電視之基本頻道費用為季芬財。原因

可能在於台灣有線電視產業之獨特性。 

（二） 台灣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除了受到公平交易法之規範外，亦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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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線電視廣播電視法法規之規範。其規定有線電視系統須分

區，不得跨區經營，而有線電視系統商之營運行為必須受到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嚴格監管，並且有線電視系統商之收費價格

必須經過直轄市、縣（市）政府審議委員會及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有線廣播電視審議委員會所訂收費標準核准且公告後，方

可向消費者收取費用。 

四、水平結合之經濟分析─單方效果  

（一） 雙邊市場，即使台灣之有線電視產業為自由競爭市場，其亦無

法利用此市場優勢向消費者提高收費，反而有可能降低收費以

刺激消費者的參與，來吸引平台另一邊之廣告商，再提高對廣

告商之收費，利用此傾斜式定價達最大收益。 

（二） Armstrong（2006）有線電視一邊為 single-homing（消費者）

另一邊為 multi-homing（廣告商），廠商面對這樣的平台時，其

最適定價將對 single-homing 的消費者收取較低的費用，甚至不

收費，以吸引 multi-homing 之廣告商的參與，再對廣告商收取

較高額的費用，創造平台收益極大化。 

（三） 傾斜式訂價之行為並非一定為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行為，反壟

斷機關在面對這樣定價方式時，需仔細評估，因傾斜式訂價在

雙邊市場中是常見的最適定價方式。 

五、垂直結合之經濟分析─結合之事業體於特定市場濫用市場力量之

可能性  

台灣大哥大與凱擘結合後將成為全台最大之 MSO 與最大的頻道

節目供應商。而消費者選擇有線電視系統商之因素中，頻道數量是一

種要的因素。加上，民眾常看的頻道數量約 86 個頻道節目，台灣大

哥大與凱擘所擁有的 24 個頻道節目中有許多為民眾愛看的節目。 

因此，台灣大哥大與凱播結合可能存在濫用其於衛星廣播電視節

目供應市場之優勢地位，藉以使用拒絕交易、聯合行為、差別待遇或

集體議價等策略排擠其他頻道節目業者，使同一經營區內之其他有線

電視系統商無法取得民眾愛看的頻道節目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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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多角化結合之經濟分析─技術進步使結合事業跨業經營之可能性 

過去因技術設備所產生的限制將被打破，原本分別屬於不同產業

的電信及有線電視之產業界線將逐漸模糊，此數位匯流之發展，將使

得電信產業與有線電視產業跨業經營更加容易。 

有線電視系統商致力於發展數位化之整合性服務及提供數位有

線電視（DTV），而電信業者則致力於 IPTV 之發展。使消費者可從不

同終端介面來接取同一服務內容，亦可於單一平台上享有各樣之服務

及產品。 

七、此實證分析法與公平交易委員會審理此結合案最大之不同處： 

（一） 使用臨界損失法界定相關市場範圍，以提供量化的經濟分析結

果；公平會則無使用任何市場界定法來界定相關市場範圍，僅

以質性分析來述說可能之相關市場。 

（二） 本研究加入雙邊市場的概念來做經濟分析；公平會則以傳統單

邊市場之想法來分析。 

八、總結本次研究的實證分析 

由實證結果發現，因台灣有線電視市場之獨特性，使得各系統商

不得跨區經營，故此結合案並無對消費者提高價格之可能性。 

另一方面，在雙邊市場中，此結合案本身存有提高廣告商價格之

可能性，但產生之傾斜式定價並非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行為。且實證

結果發現，此結合案相關市場範圍應擴大。 

整體而言，本研究此結合案產生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行為可能性極

低。 

柒、結論 

一、反壟斷機關對於數位匯流結合案件之審理 

數位匯流下結合案件的審理中，反壟斷機關可明顯判斷一結合案

對市場競爭必然有利或不利的案件類型愈來愈少，市場界定法亦無法

如過去般精確的界定相關市場範圍，加上經濟分析之定量方法較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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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市場複雜。 

有些反壟斷機關認為市場界定不是必須且對定量方法之模型的

使用、資料的使用、相關假設的設定採取質疑的態度，改以質性之經

濟分析來審理數位匯流下之結合案。但，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為質性

的經濟分析中也包含了自身的意念及假設在當中。 

反壟斷機關對於數位匯流結合案件之審理： 

•判斷結合之利弊 

•界定相關市場範圍 

•經濟分析之定量方法之複雜度 

•定量方法之模型的使用、資料的使用、相關假設的設定 

•質性之經濟分析包含許多假設與前提 

二、本次研究發現 

（一）數位匯流下的市場態樣多為雙邊及多邊市場。 

（二）修正 Evans and Schmalensee（2007）及 Evans and Noel（2008）

之臨界損失法。 

（三）修正模型將雙邊平台及多邊平台之網路效果及回饋效應列入考

量，修正傳統臨界損失法做為數位匯流下市場界定的工具。 

（四）採用台固媒體與凱擘之結合案，做實證分析。 

三、實證結果顯示 

（一） 修正 CLA 模型中，比較臨界損失與實際損失，若實際損失等

於臨界損失，則假設之獨占者提高價格收益不變，市場界定

即完成。 

（二） 數位匯流下之市場潛力不容小覷，傳統的有線電視之相關市場

範圍將擴大，市場結構將徹底被改變。 

（三） 雙邊市場的傾斜式定價，結合後將不會對消費者提高價格，但

可能提高廣告商價格，產生之傾斜式定價並非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的行為。 

四、台灣有線電視結合案之整體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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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數位匯流的公司或系統商不用太期待，因為在大部份的反壟斷

機關其實會希望業者配合政府政策的目標，達到數位匯流產業的發

展，例如公平會在有線電視結合的處理規範裡，就明定在有線電視結

合案超過 1/4，而未超過 1/3 時，須要考量整體經濟利益，提出五點

的政策目標： 

（一） 結合是否可以促進有線電視數位化的發展？ 

（二） 結合是否有益於視訊媒體產業發展？ 

（三） 結合是否促進數位匯流發展與競爭？ 

（四） 結合是否有助於跨平台產業之競爭？ 

（五） 結合是否提供消費者多元選擇？ 

在日本的 FTC 與主管機關就對日本 NTT 嚴加管制，而 NTT 也非

常配合，不僅功能解體，也配合設備、寬頻的投入等等，這是主管機

關、反壟斷機關、業者三贏的局面，也是台灣可以參考的案例。 

五、對定量方法的批評，並不影響其價值 

基本上對所有的定量方法都會受到批評，因為沒有一個定量方法

可以解決所有結合案的問題，但定量方法提供的就是一個客觀的參

考、一個實證的結果，並不影響其價值，因為質性的分析還是需要配

合客觀定量的分析，所以這樣一個定量的方法如果可以結合其他有效

的資訊，就可以創造令人信服的理由。因著數位匯流下市場態樣的多

樣化，新興產品、服務與新興市場不斷出現，數位匯流雖無法精確的

界定相關市場範圍，但可以提供政府機關審理數位匯流結合案更有效

量化佐證，配合經濟理論的質性分析，使得結合案的政策分析完整性

會更佳。而 OECD 最近也考慮要對結合案一些定量的方法提出 OECD 

Toolbox，讓每一個國家的 FTC、反壟斷機關參考。如果反壟斷機關

在審理數位匯流結合案時，可以佐以定量方法這種較客觀的資料分

析、經濟分析作為許可、不異議或禁止之決定，配合相關限制條例及

矯正措施，是可以達到促進數位匯流發展的願景。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孫馨徽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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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庫─經濟取向與法制比較之研究 

講座：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劉研究員孔中 
日期：100年 10月 4日 
場次：10010-239 

 

壹、前言 

這幾年 CD-R 案件就以專利庫為行使方

式，而各國對專利庫約款競爭法議題之評價

亦異同，是否會嚴重破壞智慧財產權

（Intellectual Property 以下簡稱 IP）制度之

正當性？若該制度無法穩定被執行及明確預測，則欠缺社會之正當

性。 

其次，專利庫是專利落實以及推廣涉及大量專利之新技術的重要

工具，同時也是智慧財產權與競爭法調和的最好試金石，因此本演講

將探討經濟取向方法如何被各國之競爭主管機關採行？歸納而言，經

濟取向的方法在處理智財權授權約款之競爭法問題時有二項特徵：設

置管制門檻以及採取論理原則（rule of reason）。同時會比較各國制度

上之差異，然而真正的差異點在於可否將替代性專利納入專利庫？美

國認為即便將兩個有替代性、競爭性專利放入專利庫也不必然是反競

爭行為，而是要視個案差異。此外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有所謂的

市場獨占業者，不可濫用市場獨占地位之規定，其法律上之評價也是

美國所沒有。然而差異點仍須具體應用到各個約款時，才能知真正的

差異處。針對專利庫之弊端，從治理之角度切入及如何透過治理之安

排使弊端或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盡量排除，提升促進之功能。 

最後專利庫因其專利而取得市場支配地位，即獨占地位時，就可

能產生拒絕授權與收取過高授權金之問題，這也是美國法與歐洲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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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系本質上之差異所在。若專利庫被認定為違反競爭之反競爭行為，

其法律上不法之評價對權利人依據其專利權取得不得繼續使用專利

庫內的專利，此禁制令能否繼續執行？這其實須要形成共同的法律價

值。若專利庫之約定被認定是一種濫用市場獨占地位之行為，對於授

權人與被授權人間原約定之權利金給付會否影響？台灣的智財法院

則認為無影響，雖然被認定是反托拉斯的行為，但仍可依原授權金計

算方式繼續收取，所以競爭主管機關與智財法院間有明顯的價值不一

致。 

貳、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之關係 

競爭法與 IP 之關係是近十幾年來最熱門的題目，傳統上認為兩

者是原則與例外的關係，競爭法是原則，而 IP 則不適用競爭法，例

如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日本不正競爭防止法第 21 條，都有類似

見解，即原則上是自由競爭，但若是權利人權利之集體行使，則行使

IP 而不適用競爭法，目前主流的說法是受到美國的影響，整個競爭法

邁向經濟分析，不是一個單純法律規範之問題，而必須要透過科學、

經濟的分析，促進競爭與反競爭的效果加以權衡，但因智慧財產權的

本質，其權利範圍不清楚，故是否侵害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是高

度不確定，原因即在於專利法上專利之範圍是要透過對請求項之解釋

在個案中認定，同樣的是否侵害他人商標，商標保護之範圍可以禁止

怎樣混淆之行為，可以如何禁止減損攀附之行為，都要視系爭商標之

知名度，知名度越大外溢效果越強，而著作權有一個很大的合理使用

空間，在不同情況法院結論也是不一樣，目前各國普遍採行之做法就

是以經濟取向來看 IP 與競爭法之關係，因此認為兩者是互補關係。

智財法與競爭法共同的目標均是促進創新與增進消費者福利，IP 所進

行的競爭是替代性的競爭。傳統上的競爭法鼓勵的是靜態的競爭，即

效能競爭，將有限資源做最有效之使用，更好的生產技術、更低的生

產成本，製作出更便宜的產品服務，讓消費者有更多的選擇。所以傳

統的競爭法在沒有 IP 的介入是一種模仿式的競爭、靜態的競爭。鼓

吹的是在現有狀況下，將有限資源做最好使用的一種競爭方式，而 IP



 

•153• 

是禁止他人模仿，所以在權利排他期間內就無法進行模仿，這即是替

代性競爭，用新的替代現有的產品，因此兩者互補之關係就是動態與

靜態，模仿與競爭之關係。 

智慧財產權的本質是公共財，透過市場是很難訂定收費之機制，

如果不是以國家財產提供，就會有供給不足或被過度使用之缺點，是

典型市場失靈之狀況。為了解決市場失靈狀況，因此給予有限期間專

屬排他之權利，在權利行使內可回收投資、吸引新的市場進入、創新

取代既有產品。但若智慧財產權變相成為策略性手段，被當作競爭之

工具，甚至造成市場另一個失靈現象時，競爭法就要介入。各國在專

利庫上，對於約款的認定事實上有很多差異，歐盟、日本、韓國、台

灣等採一樣的看法，而美國則有非常獨特認定。傳統原則與例外之關

係的說法，未能解決智慧財產權之特性，因此逐漸互補關係說就取代

了傳統說法，認為 IP 與競爭法是處於互相互補之關係。 

參、經濟取向逐漸被各國採行之趨勢 

一、美國 

經濟取向的法學研究濫觴於美國，但是一直到柏克萊大學經濟系

教授 Richard Gilbert 於 1993 年被任命為司法部助理次長，而於 1995

年提出對全球影響極大的「智財權授權反托拉斯準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直至今日美國也

未再訂立第二個準則，之後在 2007 年的研究報告也多是肯定「智財

權授權反托拉斯準則」，此項準則基本上採取經濟分析論理原則之方

法，即須判斷專利權濫用之行為是如何不當擴張專利哪些實體或時間

上之範圍，因而導致反競爭的效果，因此必須要有實際的反競爭效

果，而非以往抽象論理 per se rule－濫用即不討論反競爭效果，美國

司法部及聯邦交易委員會在 2007 年作成的「反托拉斯之落實與智財

權:促進創新與競爭」報告（“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Repor）仍是遵

守 1995 年分析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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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 

歐盟在反托拉斯法發展上是後進的國家與地區，以往多是採規範

之解釋，認定其支配性市場地位，但支配性企業或結合對支配性企業

之助益，其經濟之效果通常是不被考慮，直至 1999 年開始採取市場

取向之說法，在 2004 年頒布技術移轉集體豁免規則，當然它沒有終

局之效果，但用這種方式解決很大一部分對聯合行為之管制。另外德

國馬普外國及國際專利著作權及競爭法研究所，在 2002 年更改名稱，

其中包括「智財權與競爭法」，而 2011 年起改名為智財權與競爭法研

究所並任命二位新的所長，其提倡的整體研究取向就是：在競爭法的

架構下正確理解智財權。智財權須要被重新的建構，傳統上認為智財

權就是民法上準物權，故智財權未規定者就準用民事上之規定，但這

是完全不通的說法，智財權是一個排他性很強之權利，何種情況下產

生何種權利，須受到何種限制，均不宜類推民事上所不處理之政策或

不處理資源分配民事關係之法律，當然這裡會有盲點，是否智財權就

只是競爭？只論經濟效益？事實上智財權內也牽涉很多的言論自

由、表達自由、基本人權、取得資訊的自由與權利等等，在不牽涉這

些價值，單純就經濟體系來論，經濟分析應該是比較好的做法。 

三、日本 

日本對於專利與競爭法關係看法之前就是依賴日本反獨占法第

21 條，即凡是行使 IP 就排除獨占法之適用，直到 1999 年頒布了「專

利及營業秘密授權協議反壟斷法準則」，2002 年通過智財立國戰略，

2007 通過「使用智財權反壟斷法準則」，最大的改變就是放棄以往絕

對的分類，而須視個案是否有反競爭之效果大於促進競爭之效果。 

四、台灣 

台灣依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規定:「依據著作權法、商標法及專利

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公平會於 2009 年再度

修正此項原則時，態度有了很大的轉變，雖然維持白色條款，但基本

上是完全放棄「當然違法」之嚴格立場，而採取更經濟取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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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經濟取向方法的特徵 

歸納而言，經濟取向的方法在處理智財權約款之競爭法問題時有

二項特徵，設置管制門檻以及採取論理原則（rule of reason），競爭法

必須要承認 IP 有其經濟之本質，即所謂的動態競爭、替代競爭，且

同時損害不容易證明且很容易被占用，一開始建置的成本很高，但複

製的成本幾乎是零，權利範圍不確定，價值往往要結合其它很多生產

之要素，另智財權對創新有很大之影響，若拒絕他人使用 IP 會對社

會整體創新產生嚴重之影響，IP 在網路高度互連的時代中會成為一種

超強之權利。 

一、管制門檻 

在美國法上除非是「一看即知反競爭」之行為外，否則仍要去看

它的市場占有率，若市占率不到 20%，即認為不會有影響而不會去管

制。歐盟與日本均有類似講法，在歐盟若競爭企業間有 IP 授權約款，

其市場占有率總計不及 20%，就假定對市場沒有影響，若為非競爭事

業而有 IP 授權約款，其聯合市場占有率不及 30%者，歐盟亦集體豁

免。 

二、論理原則逐漸勝過當然原則 

典型的例子是美國在 1970 年代對於專利授權協定採取普遍敵視

的立場，訂定反托拉斯法之「九不原則」，直到 1995 年全部廢止，歐

盟也是採取相同之想法，而台灣則跟隨歐盟之原則。國際上目前大概

僅有台灣採當然合法原則，而日本與歐盟都已將此白色條款廢止，因

為白色條款最大的問題是會成為業者的金箍咒，企業可能會誤認只有

明列的約款才是合法，而避免其他未被明列不確定之約款。 

伍、各國比較 

一、美國 

若專利庫約定納入兩個具替代性之專利或一併約定不使用該專

利，則此種行為是否為反競爭行為？美國認為將具有替代性之專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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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專利庫不能推定其一定具有反競爭的效果，所以在其分析中沒有特

別說這是不可以做的事情，即專利庫內可否包含替代性專利，其準則

並無嚴格表示意見，但在針對專利庫的營業審核信件中，均高度允

許。在飛利普 CD-R 專利庫案，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亦表達對任何

專利庫均要進行論理原則分析之立場。在 2010 年全院聯席裁判亦維

持國際貿易委員會駁回 Princo 關於飛利普濫用專利的判決，理由是約

定專利庫以外第三人不將其他競爭性技術授權給其他人使用不構成

專利濫用，同樣的它也是利用論理原則分析不授權競爭性技術之協

定。 

二、歐盟 

然而歐盟對於包含有替代性技術之專利庫則是高度不容忍，幾乎

回歸到當然不法原則，因此須區別是互補技術或替代技術、關鍵技術

或非關鍵技術，僅是由關鍵因此必然是互補技術所組成的專利庫本

身，不受卡特爾禁令之適用，不論當事人之市場力量，但若非關鍵但

又互補之專利被納入專利庫，會有閉鎖第三人技術的風險。若將生產

與專利庫技術相關之產品或實施其方法時所不必要的技術納入專利

庫，會迫使被授權人為其不需要之技術支付權利金。這也是美國與歐

盟一個很大差異的地方。 

若拒絕授權專利庫中之專利，歐盟則很關切下游市場之競爭，在

飛利普案中，上游市場是技術市場、專利市場、授權市場，下游市場

是真正生產 CD-R 光碟片市場，當上游拒絕授權使用，下游即無從展

開競爭。 

三、日本 

日本對於包含替代性技術之專利庫也是高度不容忍，認為這會是

私下的獨占不合理之營業限制，若專利庫拒絕授權之結果是導致實質

對競爭之限制，也認為是獨占。 

四、韓國 

韓國與歐盟、日本想法一致，認為凡是包含替代技術之專利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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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可能是不正當行為，同時在實施專利庫時若將非關鍵或無效專利

納入，都可能會被認定為不正當，因為會提高被授權人對不需要使用

的專利付費，而專利庫拒絕授權可能影響相關市場之公平交易。 

五、台灣 

台灣特別強調替代專利不應納入專利庫，然而在飛利普 CD-R 案

中行政法院並不支持公平會的見解，然對於何者是互補專利？何者是

互斥專利？法院未表示意見，僅抽象表示因均屬互補專利，不適用禁

止聯合行為之規定，因此業者對於公平會如何看待專利庫始終忐忑不

安，而遲遲不敢向公平會提出申請。 

在 One-Blue 案中，Hitachi、Panasonic、Philips、Samsung、Sony

及訊連科技等 6 家光碟片製造廠商共同成立一家 One-Blue，各自控股

1/6 股權，並承諾僅將經獨立專利專家定期審核具有必要性、互補性

專利及有效專利納入，且為開放式的專利庫，對任何人均可加入及開

放，彼此間必須以合理無差別待遇之條件進行個別授權，同時禁止交

換敏感資訊造成勾結之行為。公平會於 2011 年 3 月 30 日通過其結合

但附加一些防範措施，即不可有交換資訊之行為，也不得限制被授權

人交易對象、產品價格，也不得限制被授權人爭執專利之必要性及有

效性。 

公平會認定具有獨占地位之專利庫若拒絕重新談判授權金可能

是濫用其獨占地位之行為，在飛利普 CD-R 案中即是光碟片價格一直

降低，但飛利普卻拒絕調降最低權利金，而被公平會認定是濫用市場

地位不當維持價格之行為，此項見解也獲得最高行政法院支持。 

陸、專利庫核心議題之研析 

各個國家間雖然方法論上似有較大的同質性，但關於具體專利庫

之授權條款仍是有其差異。專利庫有其好處，可以透過資源整合去提

升，但同樣會有排除競爭性或被利用為勾結平台之缺點，因此如何極

大化其促進競爭之優點，縮小限制競爭之缺點，建議應從治理之觀點

切入。首先是要有獨立的專利控制人，公平的判斷每個專利在專利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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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貢獻，公平的給予應有的報酬；其次是開放性，專利庫以往最被

詬病之處即不透明，為了避免外界的質疑，最好是具有開放性，而開

放性的好處可以減輕主管機關管制之成本，同樣可以協助防範專利庫

變質為卡特爾或限制市場之手段，為確保其對外的開放性，對於想加

入者、或想要管制者均加以揭示，另一方面專利庫對內也應該保持開

放性，使其成員了解彼此擁有之專利、權利金如何分配；最後是須有

防火牆，在執行專利庫相關協議之過程或稽核上之必要，必須取得彼

此成員之敏感資訊，但資訊應僅能用於為了執行專利庫之目的，而不

能成為變相勾結之手段，這在歐盟的準則與美國反托拉斯的報告均有

提及。 

一、專利庫濫用市場獨占地位 

美國反托拉斯法與歐洲反托拉斯法其主要差異即在於專利庫取

得獨占地位後，前者沒有特別針對濫用市場獨占地位的禁止規定，而

後者有之。專利庫濫用之方式包括拒絕授權及收取過高授權金，美國

對於拒絕授權一事，仍是稀鬆平常看待，在專利權與反托拉斯保護的

介面上。 

（一）拒絕授權 

專利權人單方面無條件拒絕授權專利之行為與反托拉斯無關，這

僅是一種權利之行使，但在歐系的國家中，在成為市場獨占業者時，

就有一個特殊之義務，意即不能讓拒絕授權之行為扭曲市場上真實之

競爭狀態。個別專利權人若各自收取權利金，則權利金會不斷堆疊，

而專利庫的好處是透過一次之授權，可以比較便宜，但缺點是若市場

力量很大，則在決定價格時會不會是一種濫用市場獨占地位之行為，

美國原則上是不談專利庫權利金之合理性，而認為這是雙方契約可決

定，其所分析的多是集中在專利庫之組成方式，及其結構是否會促使

他人參與競爭。同樣的，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也不接受將包裹中部分專

利授權之權利金應該會比全部專利授權之權利金便宜的假設，因為它

認為專利庫中真正決定性之價格就是關鍵專利，對於擁有關鍵與非關

鍵專利之權利人而言，僅對關鍵專利收取授權金而將其他非關鍵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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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提供，是全然理性的做法。 

（二）收過高授權金 

集體決定授權金大致有兩種方法，亦即百分比制及固定金額制。

百分比制之授權金可以隨著市場價格的起伏而波動，合理性較高，而

有價格底線的固定金額制受到嚴格檢驗的機會較大。對於將不必要之

專利納入是否有搭售之問題，在歐盟、亞洲國家都有這樣之想法，而

美國則無。 

專利有決定無法落實之原則，即依據專利權或任何 IP，可以有權

利要求對方不作為，但若之後被競爭法主管機關認定該行為是反競爭

之行為，為了要構成前後一貫之法律價值判斷，即不能在該聯合授權

之行為被認定係不當價格維持之行為或卡特爾行為後，而仍得依專利

權之權利內容禁止他人使用專利。 

二、對智財授權契約之影響 

例如飛利普 CD-R 案中訂價之方式雖被公平會認定係濫用市場地

位之行為，然飛利普依舊按其簽訂之授權契約主張，而智財法院亦認

兩者是不同事情，即授權契約仍繼續有效，這也形成法律價值矛盾。

然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在橘皮書標準案中則認為，若被認定是反托拉斯

之行為，則依據契約所能主張之權利金範圍就以競爭法所認合理的為

度。 

三、各國需要全面、單一的智財授權協定準則 

目前各國針對智財協定常見的作法是逐步公布各種準則，然而各

國準則之涵蓋範圍、清晰度與透明度各有不同，其中也不乏需要改進

之處。幾乎沒有例外，必需要拼湊及不斷交叉比對多種文件，才能掌

握某個國家的規範。所以各國規範上之差異其實是可以透過一些方法

縮小範圍，且差異之存在也是彼此相互學習觀摩刺激進步的動力。 

四、承認智財權的經濟本質 

若以經濟取向看待智財權，其評估著重之價值各個國家均不一

致，歐盟法院較重視「有效競爭結構」（effective competition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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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國法院及歐盟執委會則強調「消費者損失」（consumer harm），馬

普智財權及競爭法研究所所長 Josef Drexl 所強調的是「消費者選擇」

（consumer choice）等，強調如何將這些價值相當程度有說服力的整

合，是需要進一步之研究，若從有效競爭結構切入大概是最有效的管

制方式，且對權利人之干預最少，因為談的是結構而不是細微的行為

管制。而「有效競爭結構」最終檢驗之標準仍是在消費者福利，而消

費者福利亦即損失減少與選擇增加。 

柒、結論 

綜述，智財權的經濟本質在於其提升創新以及研發產品與服務的

基本功能（「動態競爭」），以及其固有之特徵，例如容易被不當占用

（misappropriation）、高固定成本、低或零邊際成本、權利的範圍不

確定，其價值取決於與其他生產要素的結合，阻止近取智財權對於創

新層級會有不利影響，且在智財權的經濟本質在高度互連的全球經濟

中會產生新的典範及效應，尤其是當涉及被主導事業持有的關鍵智財

權帶有網路效應、互容性（向下互容也很重要）、法律或事實標準、

因消費者喜愛而產生的不可或缺性（例如日本柏青哥遊戲機），由此

可知智財權內部管制機制若失靈，會導致動態競爭被排除，因此智財

權學者需要時時從內部改造智財權制度，防止其失靈。 

我的演講到此，最後與各位進行意見交流、經驗分享，謝謝!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孫馨徽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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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訪比較廣告之適法性標準： 
近年我國法院實務之回顧 

講座：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林副教授易典 
日期：100年 11月 15日 
場次：10011-240 

 

一、前言 

公平會在處分實務（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24 條）比較廣告屬最大宗類型之一，

對於剛進入市場之業者而言，如何能立即吸

引交易相對人眼光，當然可以自行透過廣告

介紹自身產品，更快速的方法是直接與市場上既存之產品進行比較其

異同甚至優越處，其適法性在國際間變動相當大。 

（一）比較廣告於我國公平會處分實務上之意義 

比較廣告亦屬廣告，本質上亦須要求其為真實廣告，不能為誤導

廣告，即使不採比較廣告之方式，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24 條亦有

如此規範，若認為比較廣告應具適法性時，就涉及廣告主如何比較才

是正確之比較，故比較廣告具有其特殊性，在陳述自己商品之同時亦

會陳述他人商品，且在陳述之過程中，最後還要有孰優孰劣之評語，

即是需要比較之過程。 

（二）國際間的理變遷：以歐體與德國為例 

國際間在 20 世紀初期自由思潮影響下，原則上是允許進行比較

廣告，但至 1930 年代時，廣告之範疇中，以比較之方式進行廣告，

原則上是被禁止的，認為任何一個競爭者不可自己立於法官之地位進

行評斷，故當時德國法院實務處於一個較保守之態度，已先預設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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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廣告主不會以公正之方式進行比較廣告，且任何人亦無法就

自己之商品以客觀之方式立於法官地位進行評斷，原則上禁止比較廣

告之態度亦是歐洲大部分國家之思潮。 

二、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比較廣告之規範 

我國早期之發展較偏向美國，不認為比較廣告有應被非難之處，

但整個觀念也一直在轉變，在考量這三方利益，廣告內容、企業廣告

主商品本身、及競爭者商品本身，均能真實客觀呈現，且比較過程中

亦未有以不適當之方式進行比較，其實對交易相對人言，仍是有利，

廣告主能呈現自身優點，對於競爭者也是真實內容之呈現，因此只要

是真實客觀之比較廣告，其實並不會有人受害，在此情形下，對真實

客觀之比較廣告在國際間 80 年代後，思潮開始轉變，最早於 1979 年

時，歐體已打算就各國比較廣告之適法性做統一規範，但當時因受到

德國、英國、愛爾蘭、丹麥之反對，故在 1984 年時歐體對廣告適法

性之標準中，僅就虛偽不實、引人錯誤廣告先為規範，而未同時就比

較廣告之適法性一併納入規範，直到 1997 年，因為國際間市場統一

之關係，若各國間對比較廣告之適法性標準不一時，對一個跨國經營

同樣之商品，會因各國對比較廣告適法性標準之不同影響商品之流

通，因此執委會即出面希望統一各國對比較廣告之態度，最後建立之

標準即比較廣告並不當然構成違法，只要能符合客觀、真實、可檢驗、

無誤導、完整等之要求，即具有適法性，這對傳統認為比較廣告係屬

違法是個相當大之突破。 

（一）公平交易法之規範 

1.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 

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

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

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事業對於載有前項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之商品，不得販賣、

運送、輸出或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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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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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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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平交易法第 22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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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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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不論是否採取比較廣告之方式，廣告內容應真實呈現

且不誤導，這樣規範之理念落實在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一項主要

是就商品，第三項主要是就服務，即不可以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或表徵，另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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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之規定即第 22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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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公平會與法院實務，大致上對比較廣告適法性之分類，大

致上是二分法，對於自己廣告內容不實是依據第 21 條，對於他人有

不實是依據第 24 條，比較過程中則依據第 21 條，除非中間有牽涉對

他事業信譽之不實情事，規定於第 22 條，若尚不足以損害他人信譽

之不實，只是過度貶抑他人，僅程度上之區別，原則上仍是依據第 24

條，若對他人信譽之影響達重大之程度，則規定於第 22 條，基本上

大致是如此之劃分。 

（二）公平會處理比較廣告之行政規則  

從法制史之變遷來看，公平交易法在公平會草創初期是將公平交

易法第 20、21 條放在同一處理原則內，不像現在是分開兩個處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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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 1994 年公平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中，其

中第 8 點有規範如何進行比較，以比較方式為表示或表徵之原則，其

中列示 9 點，也成為公平會處理比較廣告最重要之標準，事業主以與

他事業之商品或服務比較方式為表示或表徵，有下列情形之一，而致

引人誤認其商品或服務較其他事業為優越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公平會「比較廣告違反公平交易法一覽表」），這是針對以比較之方

式進行廣告，若非以比較方式進行廣告則回歸傳統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解釋。比較時該如何比較才不致被認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片面

截取不具代表性之部分交易相對人之見解，為對自己有利之比較，例

如商品抽樣幾份消費者之意見就認此為大家一致之選擇，當取樣數量

不足時即不具代表性。或以新舊產品、不同等級之產品相互比較，或

未以同基準或條件為比較，或非一般可接受之科學方法或公正方法所

作測試之比較，或強調測試之一部分結果或不重要之差異，或未經證

實部分以懷疑、臆測、主觀陳述為比較。這規範之內容某種程度移轉

到公平會對電信事業規範之說明中。 

另外在「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之

處理原則」中提及，廣告使用「第一」、「冠軍」、「最多」、「最大」等

最高級客觀事實陳述用語，但無銷售數字或意見調查等客觀數據佐

證，且廣告中未載明資料引述之來源，這在德國法中稱頂尖廣告。 

我國公平交易法體系上與比較法是非常難以理解，在歐體法或德

國法比較廣告是單一對一的比較，當與全世界相比較時，仍是回歸傳

統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規範下，但在我國有關比較廣告之規範不管

是單一比較或與全世界比較，均是涵攝在比較廣告內，但不變的是仍

在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禁止規範下，而歐洲或德國在比較廣告虛偽不

實或引人錯誤有特別針對一對一時該如何比較，但就頂尖廣告則本身

仍應具備真實無誤導的情形。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7

點於判斷顯失公平應考量事項中，其類型化之其中一種：以損害競爭

對手為目的，阻礙公平競爭之行為中，有不當比較廣告，比較廣告中

對自己及他人之商品或服務未為不實陳述，而係對相同產品採不同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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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方法或標準之比較或於重要比較項目中僅彰顯自己較優項目而故

意忽略對方較優項目，意圖在整體印象上造成不公平之比較結果之情

形。 

公平會於去年通過比較廣告之規範前，實務上最重要的是「比較

廣告違反公平交易法一覽表」，但這僅是在確定比較廣告具違法性

時，判斷應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24 條或第 22 條之問題，至

於其前提如何比較是屬適法比較？如何比較是屬不適法比較？其實

並未交代太多。 

公平會尚有一些相關之規範，例如「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

當事人所提供市場調查報告之評估要項」，其中亦涵蓋一些比較廣告

適法性內涵，要提出報告主張比較之結果，不管是與單一競爭者比較

或與全世界比較，不管是調查內容、問券之設計、內容與結論之關聯

性、誤差等都須有一定之說明，評估要項加以說明，但於判斷客觀性

正確性之佐證時，仍是在評估要項之想法下進行檢視。 

在電視節目收視率之調查，須相對其他節目或同時段任何節目比

較，公平會針對收視調查也有「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收視率調

查案件之處理原則」，包括對調查對象、調查過程、方法及真實原則、

應揭露資訊等均加以規範。對於一般之廣告主在進行比較時採用「比

較廣告違反公平交易法一覽表」實義並不大，在前階段如何才會構成

公平交易法之違法，若未將適法性標準列出，對於業者而言或許也會

是法律定性上的損失。 

在過去幾年中較大的變動應為「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比較

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99.12.1 第 995 次委員會議通過），本處理原則

所稱比較廣告，指事業於廣告中，就所提供商品或服務（以下簡稱商

品）之特定項目，與他事業進行比較，以增進其交易機會。事業於比

較廣告，就自身與他事業商品之表示或表徵，均應確保廣告內容與實

際相符。反面推論即廣告亦可牽扯他人，前提內容必須真實，不僅客

觀就他人商品之內容加以陳述，最後比較之過程，應以公正、客觀、

比較基準相當之方式為之。如何之比較會被認為虛偽不實引人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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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六點中：（二）以新舊或不同等級之商品相互比較。（三）對相

同商品之比較採不同基準或條件。（四）引為比較之資料來源，不具

客觀性、欠缺公認比較基準，或就引用資料，為不妥適之簡述或詮釋。

（五）未經證實或查證之比較項目以懷疑、臆測、主觀陳述為比較，

這也是近年實務發展中發生廣告主主觀之臆測與客觀實證之證據沒

有辦法互相搭配之情形。（六）就某一部分之優越而主張全盤優越之

比較，或於比較項目僅彰顯自身較優項目，而故意忽略他事業較優項

目，致整體印象上造成不公平之比較結果。（七）其他就重要交易事

實為欺罔或顯失公平之比較行為。其法律效果大致是就自己有不實依

據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或就他人有不實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若

比較過程中比較不客觀就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這大致是公平會

之邏輯。 

過去觀察到實務中與比較廣告相關之實例，大部分都是就自己或

他人產品不實，均非傳統比較廣告所想探討之如何判斷比較過程中是

否客觀之問題。其次公平會所做之處分被行政法院歷審維持之情形，

其勝訴率幾乎百分之百，甚至法院對真實客觀之要求也較公平會嚴

苛，若無業界公認之比較標準即不准為比較廣告，故適法性之空間越

來越少，這是我國一個蠻有特色的地方。在德國法之規範一樣要求相

同的才能比較，比較之項目必須有重要性，在我國「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與「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比

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均看得到。 

比較廣告存在的另一個特殊目的，就是一個市場新進入者都會希

望跟既存之業者進行比較，然後打開知名度，本身目的即在攀附，其

適法性在德國法上也會被加以質疑，德國法規範因歐體結合之關係大

致上僅是條號順序變動，與前身 2006 年 114 號引人錯誤廣告暨比較

廣告指令內容相符，同樣要求就可受檢驗、重要性特質，客觀加以比

較，要呈現的均是對真實、客觀性之要求。因為比較廣告無異於一般

廣告，故原本也應踐行廣告應具有完整、真實、客觀、可檢驗、無誤

導之基本要求，亦是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應具備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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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間比較廣告規範之發展 

（一）德國不正競爭防制法 

第 6 條 比較廣告 

1. 比較廣告係指，廣告中得直接或間接識別出競爭者，或由競爭者

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者。 

2. 以比較性地進行廣告，如此等比較有下列情形者，其行為構成不

正當： 

(1)所涉者，並非就符合相同需求或出於相同使用目的之商品或服

務間，來進行比較；(2)並未客觀地針對此等商品或服務之一項或

多項重要、具關聯性、可受檢驗及典型之特質或價格，來進行比

較；(3)在營業交易中，於廣告主與競爭者間、或於由其所提供之

商品與服務間、或於由其所使用之標誌間，將導致混淆之危險；

(4)以不正當之方式，利用或妨礙由競爭者所使用之標誌的聲名；

(5)貶抑或誹謗競爭者之商品、服務、活動、或個人或交易關係或；

(6)其所呈現之商品或服務，係屬仿冒或模仿具受保護之標誌下，

所經銷之商品或服務。 

（二）歐體引人錯誤暨比較廣告指令 

2006 年 12 月 12 日之 2006/114 號引人錯誤廣告暨比較廣告指令。 

第 2 條 

「本指令中之…比較廣告係指，廣告中得直接或間接識別出競爭

者，或由競爭者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者；…」。 

第 4 條 

「以比較廣告進行比較者，如符合下列諸條件者，係屬合法： 

a. 其並非本指令第 2 條 b 款、第 3 條及第 8 條第 1 項，亦非歐洲議

會暨理事會 2005 年 5 月 11 日之 2005/29/EG 關於事業與消費者

間於內部市場內之不當交易行為指令（不當交易行為指令）第 6

條、第 7 條之引人錯誤； 

b. 就符合相同需求或同一使用目的之商品或服務間進行比較；c.就

一項或多項重要、相關、可受檢驗，及典型的商品或服務之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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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地進行比較，對此，價格亦屬之；d.經由比較廣告，競爭者

之商標、商號或其他識別標示，及競爭者之商品、服務、活動或

情狀，不因之受到貶抑或誹謗；e.就具原產地名稱之商品，於該

案件中與具相同名稱之商品發生牽連關係；f.並非以不正當方式，

利用競爭者之商標、商號或其他識別標誌之聲名，或其他相競爭

產品之原產地名稱；g.其所呈現之商品或服務，並非仿冒或模仿

具受保護之商標或受保護之商號；h.於營業經營者之間，不會就

廣告主與競爭者間，或就廣告主與競爭者之商標、商品名稱、其

他標誌、商品或服務間，構成混淆之虞。」 

四、近年我國法院實務對於比較廣告適法性之回顧 

（一）案例 

1.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度訴字第 38 號判決（100.5.12）隔熱紙

案件，其實是一個頂尖廣告，廣告宣稱「隔熱效果世界第一」，

法院最後認為其檢測樣品，於工研院之檢測報告中並無隔熱率之

檢驗，而僅檢驗穿透率、反射率，且透過反射率、穿透率計算隔

熱率是依照被處分之事業，同時其稱第一也未就業界全部檢測，

另一個被質疑的則是從穿透率與反射率推測隔熱率，係依照被處

分事業提供之公式，其是否符合專業之測試標準？又是否能直接

被當作業界之通用標準？另法院亦認商品技術面之優劣，常因牽

涉相關專業知識，很難預期一般消費者能具體理解，故消費者重

視常為同類商品之比較或排名資訊，是以事業於選擇此類以比較、

排名、或最高級之廣告用語時，自應有客觀數據或合理事證以符

實際，不致誤導消費者之交易決定。 

2.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00589 號判決（98.7.9），被處

分業者所生產之超強白去漬霸產品，其廣告上宣稱其去污力比他

牌強 50%，這亦屬頂尖廣告，調查過程中被處分業者抗辯其商品

過碳酸鈉含量為 45%，比其他各家廠牌有標示成分者之最高含量

30%確實足足高出 50%之比例，因此推算其去漬能力亦強 50%，

絕非憑空杜撰。該案中公平會處分之論點在於未有檢驗可能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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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即不得進行比較，本件係因國內未制定標準去污力檢驗方法，

在此前提下而逕自自行比較，且主張去污力比他牌強 50%，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其次過碳酸鈉含量較其他品牌

商品高出 50%，並不當然意味去污力亦比他牌強 50%，去污力須

視各組成成分之相乘效果，而非以過碳酸鈉之高低判斷，另該產

品於紅茶部分之去漬力則在碧蓮、藍寶等品牌產品之後，因此當

初主張去污力比他牌強 50%即屬不實。本案被處分人依臺灣區肥

皂清潔劑工業同業公會出具之函文肯定過碳酸鈉與去漬力間之

關係，即商品過碳酸鈉含量較其他品牌商品高出 50%，因此其去

漬之效果，按理即應高出 50%。惟該公會僅為工業團體，以協調

同業關係，非公正客觀之檢測單位，所以法院認定同業公會縱使

出具函文亦不足以就被處分業者之商品認定，因此並非僅有第三

者出具之函文即可，其尚須就真實客觀性檢驗，這也是該案較特

殊之處。 

3.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1323 號判決（99.9.29），本案

中一家補習業者宣稱 98 年統測系統育達系列全國超級金榜勇奪

第一，唯第一之宣稱係業者就 600 分以上榜單人數作推估，並非

就所有錄取人數為統計，公平會認全國超級金榜勇奪第一就應是

所有之錄取人數第一，否則就是不實，本案中特殊之處在於補習

班有多少學員錄取其訊息並非透明，除非有同業工會要求或考試

機關主動統計，否則很難將資訊蒐集完全，因此第一很難通過真

實性之檢驗，因為背後支撐之數字是破碎之訊息，且廣告中預估

為榜首之論點，卸除對真正性義務之責任。在補教業中，公平會

以放大之方式檢驗，而法院亦就這市場特別加以闡釋，排名或分

數數字係補教業中爭取交易最敏感之訊息，若放寬適法性將造成

業者以不實陳述於第一時間內吸引最多的人報名、補習，之後真

實結果被揭露時大部分的人會囿於退費規定，鮮有因不實廣告預

估內容之更正而變異決定，因此不得以預估的方式排除自身對正

確性之責任。 

4.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簡字第 531 號判決（99.12.17），被處



再訪比較廣告之適法性標準：近年我國法院實務之回顧 

•170• 

分人原係 A 產品之直銷商，於雙方終止直銷契約後，另外又代理

了 B 產品，宣稱：「新代理之 B 產品可完全取代 A」、「全臺灣唯

一完整取代」、「比原本好用、日期比 A 新鮮、價格比 A 便宜、

品質比 A 更好」，這即是一種主觀感受，本案中被處分人以少數

消費者在網路上之留言來支持其依據，亦被公平會質疑僅以少數

消費者留言為上開宣稱之依據，並無其他具公信力之客觀證據，

所稱難謂真實，故以不具代表性之少數消費者意見是不足以支持

真實性與客觀性，反之若多數留言的確有可能可以支持客觀性與

真實性。法院見解則認不同產品若未經嚴密之科學實驗，分析彼

此間之成份及功效之異同，而得出客觀數值以證實，要難僅依憑

販賣者或使用者之主觀感受，即可任意宣稱二者間之品質優劣，

另是否具有可完全替代性，是以若無具客觀公信力機構出具之實

驗證明文件，而恣意宣稱自己所販售之產品可完全取代他人之產

品，或較該產品為佳等語，對於一般慣用該他人產品之消費者而

言，極易因此信以為真，而與之達成交易。因此要達其適法性就

必須轉換成客觀可檢驗，單單主觀之感受在實務上不認當然具有

適法性。 

5.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832 號判決（99.2.25），永續經

營下對競爭者表示為「問號」，然競爭者為上櫃公司有信託保障，

該公司永續經營可能並無明白之危險，係爭廣告既不知悉競爭公

司是否能永續經營，為何要在比較廣告以「問號」表示，公平會

認以廣告以全體印象觀之，問號會被消費者認為不能永續經營，

對於交易對手而言即屬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即使對手

比較之結果較差，仍不可過度貶抑，何況永續經營的方式未經過

比較過程就直接畫了「問號」。 

6.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簡字第 267 號判決（100.3.22），原告

指稱其競爭對手之產品盜用原告商標、產品為中國製造之黑心貨

及仿冒日本松下之產品，公平會處分之過程中提及被處分人未取

得法院判決或其他客觀依據，僅因商品外型相仿即稱該產品為仿

冒、及大陸黑心貨，直接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2 條處分，該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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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被法院所維持。 

7.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2149 號判決（100.3.3），被處

分人廣告刊載「永續 40 年只有遠雄能」，其當初抗辯「只有遠雄

能」係指各該建案均有數位化之「光纖寬頻建築」、「手機門禁聯

名卡」，且推動媲美日本、韓國「數化家庭十部曲」，而公平會對

於判斷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中一個重要原則，即當一個用語有多重

解釋時，其有一個真實即認為適法，唯本案中永續 40 年「只有

遠雄能」所傳達的，就是在同業間只有被處分人可以存續達 40

年，這並非一種用語具有多重合理解釋之情形，而是在這只有一

種解釋，就是遠雄自己可以經營 40 年，而無法與數位化光纖寬

頻建築「只有遠雄能」之主張相牽連。 

8.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7 年度訴字第 02807 號判決（98.3.12），被處

分之房仲公司宣稱其房屋網站「流量」最大，而爭議也在於「流

量」之解釋，公平會認為「流量」一詞係指單位時間內傳輸多少

位元的度量，但原告主張「流量」定義數值為何，一般網路使用

者甚難得知，僅能依網站到訪人次、瀏覽頁面量等數值，最後法

院採公平會的見解，且除非能直接監測主機，否則無法證明其他

業者之流量多寡。該廣告中若改以瀏覽量或拜訪次數為標準或許

就不會被處分。另外原告亦主張依到達率應可推測出流量，但此

主觀之臆測是無法做為比較之基礎。 

9. 臺灣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度訴更一字第 41 號判決（98.6.11）電熱

爐與陶磁爐之案中，被處分人明知其所代理之產品為電熱爐，而

非電磁爐，發熱原理不同，未明言其本質上實為電熱爐之事實，

再與其餘電磁爐產品作電磁波高、低之比較，致使交易相對人誤

認其商品為同等級商品中較他事業優越或安全而與其交易。本質

上是將不同等級之產品列為比較對象，而未明確交代比較基礎及

條件，致使一般或相關大眾不知其未以同一基準或條件為比較，

足以引起認知錯誤而誤認其商品較他事業優越或安全。這意謂若

能明白揭示發熱原理進行比較，其實是有適法之可能，因此不應

解讀為就不同級產品之比較一律不適法，重點應是有無將差異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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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揭露。 

（二）主觀感受表達之違法性 

對於主觀感受表達之違法性，過去幾年公平會之見解，例如 xx

麻將遊戲較具娛樂效果，甚至某些房屋仲介業者主張其服務態度較

好，此類主觀感受，公平會均未加以質疑，但在比較法上何者為優劣，

其客觀性、真實性背後另一個重要之要求，即可檢驗性之要求，在國

際間實務中對於主觀感受是不允許比較，一旦比較一定構成不適法，

過去一段時間公平會的實務走得比國際還寬，但有趣的是法院與國際

間之走向較近，涉及主觀感受之表示亦要求須提出客觀事證，否則即

認不具適法性。 

（三）過度貶抑競爭對手以第 24 條來加以掌握 

過度貶抑對手的情形，過去實務有兩家臍帶血公司案子中被公平

會以第 24 條處分謂法院支持的情形，是否可永續經營時？ 

（四）比較項目上對於用語內涵之理解非基於廣告主之真意 

例如在冷氣機之案子，被處分人於報紙刊登「日立冷氣請加油！」

廣告，這案子有趣的地方在於公平會認為競爭者日本公司與台灣公司

應該是不同的，廣告主大金廣告以「日立冷氣在日本市佔排名變化」

圖示及「日本日立集團仍無法從營運不振的低迷中脫身，在此艱困情

況下無法保證可存續經營」說明，看似具有客觀資訊，但在日本營運

不佳並不代表在台灣需要加油，若廣告中是以日本日立冷氣請加油可

能過得了檢驗，因此認為這足使消費者誤導台灣日立公司生產之日立

冷氣於國內市場銷售排名下降，及事業營運不佳，無法存續經營等負

面印象，故比較之對象不可以競爭對手日本母公司來打擊其台灣子公

司，而僅能就其在台灣子公司現狀之客觀資料加以進行比較。 

（五）不同等級產品比較於敘明產品差異時之適法性 

過去不同等級之產品不可以進行比較，更正確的說，比較廣告或

不實廣告本身背後所要求的是交易相對人是否有取得完全之訊息，若

廣告中可以直接揭露係就不同產品直接進行比較，則為何不能適法？



 

•173• 

因此重點在於交易相對人是否清楚這是兩種本質上屬不同級之產

品，故即使不同等級之產品如果於廣告中已經敘明是不同等級之產

品，則未嘗不得比較，否則當一個新的等級產品出現，而無法與舊產

品進行比較，等同無法鼓勵科技之創新。 

（六）引述其他來源資料時仍須確保內容之真實性 

在冷氣機之案子，台灣代理日本大金產品之公司，其廣告宣稱日

本大金蟬聯第一，但後來發現並非第一，日本大金則主張其係指專業

性與創新性第一。廣告所說的第一就應該是一般人所理解之第一，不

會是基於廣告主真意所理解的專業性或創新性第一，該案雖事後調查

的確為第一，惟公平會仍主張偶然之事實相符仍然不算，必須廣告時

已存在之客觀資料，及廣告時須存在這樣之客觀事實可以支持主張，

就算事後另外購買的市場調查報告所呈現之內容可以偶然的與事實

相符亦不在評價範圍之列，且偶然事實相符的情形無法支持客觀性。

而法院亦支持這樣之見解。 

（七）敘明資料來源與可檢驗性之要求 

比較廣告雖有各種適法性之標準，然個案中通過檢驗之情形並不

多，通常只要競爭者加以舉發，甚至稍為有些推論就被認為是主觀臆

測，故若要廣告就僅對自己商品進行廣告，而不要有牽涉第三人之情

形，因為就商品本身之闡述若稍有不實，甚至是不熟悉之對手商品稍

有不實，例如電信業者未揭露其競爭對手之優惠時段，可能就會受到

公平會處分，因為並沒有將完整性要求到，比較廣告要比較到真實、

客觀、完整、無誤導、可檢驗，除非是非常清楚之事實。 

傳統零售業超級市場保證最低價之廣告用語目前已不再使用，幾

乎都改以買貴退差價之用語，過去公平會處分中，保證最低價只要其

中有一樣是跟別人相同的，就無法通過檢驗，因此比較廣告在某些產

業也逐漸被放棄。比較廣告在現行法是適法的，也的確對交易相對人

有利，但事實上要通過總總檢驗，而不會對競爭者造成不公平競爭之

情形其實是相當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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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在過去 80 年代前，歐洲的一些國家其實根本不允許比較廣告的

行為，即便對自身商品與競爭者商品內容之陳述均屬真實，且比較過

程中亦是客觀真實，仍不被允許進行比較，民法法諺：不可以拿別人

家的牛來犁自己的田，原本這是在處理不當得利之傳統羅馬法法諺，

在 20 世紀初期，有學者提出廣告主進行廣告時一併納入競爭者之產

品來成就其銷售量，某種程度亦可認是拿別人產品成就自己之銷售

量，甚至從競爭者之眼光來看，即使競爭者自身產品較差，但為何要

讓市場新進入者踐踏？但這個觀念一直在轉變，處於訊息爆炸之時

代，若廣告主可以將市面上商品一些重要之特徵整理成一份型錄，消

費者或交易相對人就省卻資訊搜尋之成本，不須逐一比對競爭者產品

與廣告主產品項目上之異同，從競爭者言，並不希望其商品被人比

較，但對交易相對人言，比較廣告存在可以節省搜尋成本，廣告主而

言，透過比較廣告可以彰顯其商品之優點，由此可見廣告主與交易相

對人、競爭者之衝突，其中如何拿捏也恰是比較法間衝突之處。我的

演講到此，謝謝您的聆聽及指教。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孫馨徽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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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智慧財產與公平交易法發展趨勢
與因應策略 

講座： 財團法人磐安智慧財產教育基金會
劉董事長江彬、盧資深顧問文祥 

 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王助理教
授偉霖 

日期： 100年 12月 6日 
場次： 10012-241 

 

 

 

 

 

主講人：財團法人磐安智慧財產教育基金會劉董事長江彬 

一、前言 

近年來公平交易法非常的熱門，其中幾個原因：首先是近幾年一

直強調開放式創新，企業已經無法單靠自身之研發部門研發技術。現

在談公司要求產學、產研合作，而無法再一家獨大，同時技術要共享、

互相合作，但因合作而潛在存有聯合行為之問題。其次，從智慧財產

權之概念，其中有很多是沒有使用或使用不到，因此會想販售，但有

些則因訴訟而想購買，故有智慧財產流通之必要性，一旦開始流通就

會有交易行為，而不同之交易模式也陸續出現，尤其是無形資產。第

三，則是目前已不談論計劃經濟，而市場經濟時代對智慧財產也造成

很大衝擊，其中幾項也與公平交易法有關： 

（一） 過去智慧財產數量急速增加，根據近期中國大陸之統計，一年

發明、新式樣等等就有 120 萬件，其中發明即有 40 幾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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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國一年有超過 40 萬件之發明專利，日本有 30 萬件，韓國

有 17 萬，如此多的專利就需要交易； 

（二） 專利訴訟案件逐年增加，在美國一年相關之訴訟約 2,500~3,000

件，其中 ITC 一年約 150~200 件，而台灣的案子約占

30%~40%； 

（三） 開始產生智慧財產之交易，因此就要將智慧財產整合、集中管

理、分類、重新包裝，但也因而產生很多奇怪之交易模式，均

涉及公平交易法之問題，例如專利池、專利聯盟、技術標準。

目前很多公司最有價值之資產不是有形資產而是無形資產，智

慧財產之價值天價，因此須將技術集中，且從智慧財產之本質

可以看出原本即會有公平交易法之問題，因為單獨專利無法產

生作用，好幾個專利就會變成一個技術，好多技術就會變成一

個產業。 

二、智慧財產與公平交易法之競合 

若從智慧財產與公平交易法過去之歷史來看，早期確實存有一些

亂象，公平交易法包含有很多智慧財產權所無法解決之部分。而智慧

財產也造成公平交易法很大之困擾，因為無形資產有技術、有智慧財

產，故希望將價值極大化，要能及時利用現有專利發技術形成市場某

種程度之壟斷，才有辦法取得競爭力。近年則發現智慧財產與公平交

易法兩者間有互補與相輔相成之作用，例如中國大陸電信之反壟斷案

件，而微軟公司也曾因反壟斷案件造成其股價跌價，反壟斷案件困難

度非常高，動輒得咎。 

智慧財產絕非僅有法律問題，還有智慧財產之創造、保護、管理、

運用等問題，換句話技術之創新，受智慧財產法律之保護，到整個管

理制度，甚至最後智慧財產之授權、技術移轉、新創公司、募集資金

等，均要靠智慧財產，每一階段都可能涉及公平交易法之議題。而創

造階段而言，其研發本身就有可能是聯合行為，為解決這難題，在美

國拜杜法案（Bayh-Dole Act）中規定研發之聯合行為不受「反托辣斯

（Antitrust）」限制。在保護階段取得智慧財產，也有可能涉及技術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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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而管理階段會有專利聯盟（專利池），在運用階段則有 IP BANK

（智財控股公司），這些階段均會有公平交易法之議題存在。 

三、解決方案─智慧財產交易平臺 

國際上解決方案有些會設立「智慧財產交易平臺」即 patent 

broker，此種組織主要係扮演買賣雙方之間資訊流通與交換之中性角

色，使供需雙方以最低的成本獲取想要的資訊，促使雙方完成交易。

換言之，就會有中介團體在其中，即專利居間之組織，讓需求方與供

給方有平臺可以互相完成交易。 

（一）智慧財產交易平臺之理想結構設計 

交易平臺必須具有專業分工與核心能力，包括法務、行銷、管理

與新創事業等等，最主要是智慧財產之買賣，須將交易型態多元化，

包括拍賣、秘密協商、公開標價等等，且要有能力將各種專利、智慧

財產組合、群集，常見之智慧財產交易平臺組織大概是如此運作，甚

至新創事業之輔導、智慧財產權之管理、行銷、法務及諮詢顧問公司。

總結就是將智慧財產當作產品買賣，因此才會產生 Antitrust 的問題。 

（二）智慧財產交易平臺之發展實例 

在智慧財產交易平臺之實際案例，例如「Ocean Tomo」公司設立

智慧財產之標售平臺，也設立 Ocean Tomo 300 股票交易。而

「Intellectual Ventures」公司則是購買很多專利，加以整合，甚至設立

研發部門。另外，並不是所有之聯合授權一定會觸犯 Antitrust，日本

的專利聯盟，其聯合授權獲得日本、歐洲、美國之批准，因將重要之

專利放入聯盟前，經過專家評估，沒有歧視行為，也遵守相關規定，

而不會觸犯 Antitrust。 

（三）國際技術標準組織 

美國最近 Antitrust 案件很多，以過去對 301 條款之認識，絕不會

放棄取消，或許三、五年再做些調整，而歐洲在這個領域，都是參考

美國如何做法，若美國進行的很順利就會跟進，況且在技術上，歐洲

與日本均是在美國之後。中國大陸則是另一形態，其中國大陸反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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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存有行政壟斷一章，這也是各國所無情況，Antitrust 不僅存在民間，

也存在政府行政機關。臺灣近幾年公平交易法發展越來越成熟，且與

國際接軌，這是好的現象。 

四、從智財規範目的談整體之策略運用 

（主講人：財團法人磐安智慧財產教育基金會盧資深顧問文祥） 

從石器時代走向農業時代、工業時代、資訊網路時代、到知識密

集時代，以知識為本之創新理念下，不論是產、官、學、研，政府部

門與智慧財產有關的除公平會之外，智慧財產權領域之部分與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農委會、財政部等都有相關，此外取締仿冒之檢警司法

部門，學術界包括大學、科技大學、技術學院，乃至於其他專科技術

學校，研發單位包括中研院、工研院、中科院、商研院、農研院等都

圍繞在以知識為本之創新，衍生出至少下列這些議題： 

（一）科技知識是刻意產出的知識 

其實每項智慧財產都是商品，科技當然也是種知識，其本身是以

知識為原料，經過系統學術、實用價值之操作後衍生出知識的產品，

知識已非業餘者之隨機發現，而是經由計劃性投資產生之知識產品，

進而累積不同之知識產權，納入智慧財產權的管理體系，中國大陸將

智慧財產權稱為知識產權。基本上知識是屬於公共之財產，並不專屬

於每個人所有，知識經過整理後，才可以將成為權利化之智慧產權納

入管理並定其歸屬，而「知識產品」之經濟比重越來越高，「智慧財

產」更成為各界所不容忽視。高科技產業涉入與美國公司之戰爭煙硝

瀰漫，現在最嚴重的並非賠錢就可以解決，而是要對手退出其市場，

就手機方面依近期商業周刊之報導就可產生許多相關國內外的業者

提起專利訴訟之互告，因光是一台智慧型手機有 39,767 項之專利。 

（二）科技的說文解字 

科技是科學與技術，科學存在於自然界，經研究後大多以論文、

期刊、教科書、實驗報告的內容出現，此時出現第一種智慧財產權即

著作權，其著作權是否需要經過發表、公開等等之考量，會牽涉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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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可否以營業秘密保護，也渉及到如要申請專利時會不會喪失新穎性

等問題。技術則是將科學之原理加以研析後，尋找出企業賴以賺錢的

本事、能力及經驗，技術可以概分工業技術與商業技術，工業技術包

括產品、方法專利，另外再搭配專利的一些秘方、訣竅（know how），

則以營業秘密處理，至於製程、新材料、新物質等都是可以納入專利

或營業秘密，商業技術則包括商業方法、供應商及客戶的名單、運籌、

排程、倉儲的方法、表單、會計、財務金融方法。 

（三）科技的源頭 

大學的傳統角色是在探討人與上帝之關係，歐洲最早大學僅有神

學院，之後才有理學院談論人與人間之關係，其中包含思辯理論性，

再繼續發展醫學才將人之生老病死能夠調整到最健康之程序。自然理

學（Science）是將自然的原理論述出來，而技術科學（Techno-logy）

則是將自然的原理予以應用。 

（四）科學與技術的交替 

科學與技術的交替包括傳統學徒制，學校的實習工廠，而大學中

之文、理、法、醫學院是屬於較傳統之研究型大學探索較深度之部分，

工、農、商、設計、傳播學院，則是漸漸衍生出的新學系。大學成為

一個生產科技知識的組織，不但是培養科技人才的職業訓練所。學校

因傳授技術與科學，因此產學合作為科學與技術搭起橋樑。 

（五）知識的經濟特性 

知識因其無體性（Intangible）故呈現共享性（Non-rival），多人

同時使用上並不衝突，但其仍需要有實體性之載具方能將其呈現，實

體性載具可以包括人、文件、機器。其次知識具無限次可利用性

（Indefinite Expansible），一般的物件其經濟效益是呈遞減之效果，惟

有知識是呈遞增的效果，可以無限次的運用，是現代經濟持續成長之

原動力，也是實現永續發展重要之關鍵。知識並不能讓所有人立刻理

解，牽涉對智慧財產權整個制度之規劃要開放到何種程度，須視知識

不同程度之排除性（Excludability），本質為何？要如何利用？至於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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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之共享性與無限次之利用性、受限於可排除性之程度是有關的。 

（六）知識的載具及其特性 

人是第一種載具，也是最重要的載體，其為知識的產生者與接收

者，但溝通速度慢，範圍小，且受限於符碼化（Codify & Decode）之

意願與能力；知識的第二種載具就是產品或設備，溝通速度中等，產

品流通範圍較大、製程流通範圍較小，但溝通受限於可還原之程度；

最後第三種的載具是資訊文件，類似說明書，溝通速度快、範圍較大，

但溝通受限於可符碼化之程度。 

（七）知識具不同程度的可排除性 

此涉及對於知識最適之生產方式及智慧財產權利之主體應由誰

擔任：若為完全可排除者，則由私人發展，以營業秘密保護；若為完

全不可排除者，其知識為顯性，例如公共衛生、交通規則；或為部分

可排除者，因私人發展意願不足，應由政府以專利（或研發抵稅）等

方式鼓勵（或贊助）私人發展。專利其實是交易，政府願意用一段時

間之壟斷權來換取將研發成果公諸於社會，壟斷權時間結束時，研發

成果就屬公眾所有，專利是一種合法之壟斷，其與公平交易法間存少

許衝突，但在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規定，對於專利正當使用不受本法

之限制，因此彼此間有衝突也有協調之部分，所以專利制度是以資訊

公開交換一定獨占期間的保護，而研發之外溢效果或可以合理化稅賦

減免加以排除。 

（八）排他性的決定因素 

排他性是指接觸知識之可能性，知識由人產生，首先裝在「人」

這個載具上，人是傳播者也是接收者，另要把知識轉成「文件」受限

於「可符碼化的程度」，及「人」的符碼化及解碼的意願及能力，例

如專利說明書之好壞，涉及是否可取得專利或專利保護之範圍，若將

知識轉成「產品、設備」後，產品的「可還原的程度」及「人」的還

原的意願及能力決定了從產品洩漏出內涵知識的可能性，因此文件及

產品之流通範圍也是影響因素。 

（九）以傳播／溝通理論來看知識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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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播之理論來看，從人到文件又回到人，而透過產品也是如

此，但不管如何用，這種隱性知識仍在原創人腦中。 

1. 「文件」作為知識流通的媒介 

其可符碼化的程度（codifiability）是關鍵，寫得出來就容易為他

人所理解，例如達文西的筆記─鏡射加密。而教育（語文與數學）就

是在增強符碼化或解碼化之能力，是管控流通之第一關卡。其次文件

流傳範圍是管控流通的第二關卡。有時在做迴避設計時，必須不接觸

對方還原後第一層之知識，否則先入為主之觀念，仍然落入他人專利

研發的過程，因此在潔淨室，知識文件的原料倉儲管理，發展出與原

來專利不同迴避設計之物。大學的知識產出，透過學生、論文、專利、

書籍、產品進行知識流通。 

2. 「產品」作為知識流通的媒介 

產品之流通會受限於產業別（資通信、生技、…），而防止還原

及被直接複製的可行性，包括老師傅留一手或珍藏原作，而產品之結

構知識易被還原，產品之製程知識則不易被還原，例如慎防參觀或空

中拍照。 

3. 產出的特性：產品—知識 

產品與知識間之關係，實體產品有形，使用上會有衝突，但可排

除他人使用，且可獨立於人而存在；而無形資產，使用上不衝突，不

能完全排除他人使用，人則是主要之載具。 

4. 產權的意義：擁有—效益 

實體產品所有權，一定要持有才能使用，不持有不能使用，但知

識或智慧財產權則是享有不一定能使用，不享有也能使用，例如獨家

授權後就不能用。而使用才能產生效益，在實體產品與知識產權是不

同的。 

5. 科技擁有者的經濟行為 

從經濟理性的角度來看科技其「科學」與「技術」的分野：生產

「科學」的人，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讓最多的人知道這項知識產品，

例如競爭諾貝爾獎者；而生產「技術」的人，希望在最長的時間內讓

最少的人知道這項知識產品，例如可口可樂秘方。生產科學的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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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優先權」來給他「信譽」，例如著作人格權；而生產技術的人，

社會以「專利權」讓其有一段時間之壟斷來給他「利潤」。若沒有著

作權或專利權之設計，科技的生產必然不足，就會回到「留一手」、「祖

傳秘方」的社會。 

（十）研發成果智財權的多元呈現 

對於知識之生產或研發，可能因為需要或創新，不管動機為何，

而研發的方法可以是觀察、創意、逆向思考、還原工程等，也可以查

詢各國之專利資料庫，而學術文獻、商品型錄均可作為研發之素材，

一旦研發成功就有價值及競爭力，而有價值就已符合專利第一個要件

－產業之利用性，即實用性，但研發成果仍屬內隱之知識，其後要外

顯必須透過符碼化之過程，這取決於發明人揭露意願與表達能力，故

須賦與發明人格權，此外知識傳承也取決於接收者能力。 

研發結果後就必須抉擇，第一個選擇是可以立刻公開，這稱焦土

政策，一旦公開即喪失專利之新穎性，因此不得申請專利，也不能主

張營業秘密，第二個選擇是不公開，即最長的時間讓最少的人知道，

第三個選擇是延遲公開，待申請專利送件後再公開，這牽涉到全球佈

局。研發成果不盡然僅是實驗室之專利，第一個出現的是報告、論文、

心得、軟體、文件等等，其次決定是否發表，若暫時不發表而準備申

請專利，一旦申請專利就喪失營業秘密，若不發表則可選擇以營業秘

密保護，兩者間是互斥，不論營業秘密或專利，有產品後就可能會有

商標，這是可並存的。 

1. 科技知識的產權 

知識產權內，「專利」是在排除他人製造、販賣及使用的權利，「商

標」是排除他人使用相同類似商標的權利，兩者均需要申請與審查，

而專利保護知識的內容本身，商標則是維護商業秩序，著作權則是排

除他人重製等的權利，至於營業秘密是防止他人不法刺探、洩露的權

利。 

2. 人類精神成果及正當秩序保障 

智慧財產權包括人類精神成果及正當秩序保障，狹義之智慧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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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包含著作權及相關權利、專利、工業設計、積體電路的電路布局，

廣義之智慧財產權則放入商標、不正競爭、產地標示、營業秘密，兩

者合為於人類精神成果及正當秩序保障。 

3. 以保護文化創作為目的 

簡單來說智慧財產權保護「文化創作」、「技術創新」及「正當交

易秩序」。以保護文化創作為目的，其保護之對象均屬文化面之精神

創作，因其有助於促進人類文化之進步，包括著作權（語文、音樂、

美術等）及鄰接權（表演、錄音、廣播）係指本身無創作，而是將他

人著作透過廣播、錄音保存，透過表演表現出來。新通過之專利法將

新式樣專利改稱設計專利，在工業設計中的新式樣專利或外觀設計，

與技術創新無直接關係，而係強調外觀給人的美感，故仍歸入文化創

作保護類。 

4. 以保護技術創新為目的 

在技術創新保護類，不論發明或新型（小發明、改良）對人類文

明之進步均有所貢獻，故保護之。随著科技之進展亦會有不同型態之

技術創新，基於應予保護之特殊性，亦會賦予新的權利保護，例如植

物新品種之栽培技術、積體電路之電路布局等。 

5. 以保護正當交易秩序為目的 

保護正當秩序之維護，其所保護之對象與人類之精神創作無關，

而是基於正當交易秩序維護之考量。商標權其保護之客體並非文字、

圖形、記號或其結合本身等內容，而是商標與商品或商品與服務間之

關連性，能夠產生聯想，而營業秘密保護的是正當之交易秩序。 

五、近期美國專利損害賠償之新發展與趨勢 

（主講人：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王助理教授偉霖） 

美國專利法對損害賠償之規定，規定於專利法第 284 條，原則為

請求所失利益，因侵權行為之發生造成損害，原告可請求所失利益，

原告若不能證明所失利益，則可請求合理權利金。 

（一）Panduit 的 4 個步驟測試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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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判決中，對於請求所失利益有個很有名之案子，即

Panduit，它有 4 個步驟測試，包括市場上對專利產品有需求存在

（Demand for the patented product）、市場上缺乏可接受的非侵權替代

品（Lack of availability of acceptable, non-infringing substitutes）、專利

權人具備拓展市場需求的製造與行銷能力（manufacturing and 

marketing capability to exploit the demand）、專利權人可估算出所失利

益的金額（the amount of the profit it would have made），這 4 個標準很

嚴格的，且某種程度來說，專利法第 284 條並未要求如此嚴格。 

（二）Georgia Pacific 15 項因素簡介 

在 Georgia Pacific 判決中，共提出 15 項考量合理權利金之因素，

包括授權方面（例如專利權人既有權利金、類似授權金與比例、授權

的性質或範圍、專利權人之行銷計畫，以維護該技術之獨占地位、專

利之存續期間和授權期限）、及技術方面（專利技術對於原產品所增

進之功效或市場優勢（附加價值）、發明本質與該專利技術商品化之

利用程度、侵權人對於專利技術利用的程度（侵權利益））、商業方面

（專利權人與被授權人之間的關係、專利對於專利權人相關非專利商

品銷售之幫助（搭售）、專利產品已獲利益之商業成功性和銷售狀況、

應用專利可獲得的利潤（產業慣例）、侵權人在其他方面對侵權物品

價值所為之貢獻）、其他方面（例如合格專家證人的意見、假設性協

商）等等，根據 Georgia Pacific 15 項因素去推算合理權利金，是美國

法上對損害賠償最重要的計算原則。 

（三）整體市場價值法則（entire market value rule） 

整體市場價值法則企圖在專利權涵蓋範圍僅占單一產品或之一

部，而與其他未受專利權保護之元件結合一同販賣時，專利權人得就

其所受實際經濟上損失向被控侵權人請求損害賠償。美國專利法更進

一步透過案例發展，使未受專利保護之附帶產品縱與具專利權所涵蓋

之主產品於物理上可分割，但附帶產品與主產品若可被視為已組成一

體或已共同構成單一功能單元之情況下，損害賠償之主張亦可延伸涵

蓋該附帶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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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期美國專利損害賠償案例之解析 

1. Lucent v. Gateway 案： 

Lucent v. Gateway 這判決基本上是限縮整體市場價值法則。假設

專利為麥克風擴音之設備，於被侵權後請求損害賠償時，其據以計算

之基礎為麥克風之擴音設備？或可請求整隻麥克風之價格作為計算

基礎，亦即據以計算之分母是專利權範圍抑或是整個產品金額？若專

利僅及於麥克風擴音設備，理論上而言，當然應以麥克風擴音設備之

金額為計算基礎，但美國判決在過去有發展出整體市場法則，若專利

物品與專利權涵蓋之主要產品，可被視為已組成一體或已共同構成單

一功能單元之情況下，損害賠償之主張亦可延伸涵蓋該附帶產品。這

個原則後來有被濫用之趨勢，在 Lucent v. Gateway 這個案子，Lucent

主張 Microsoft Outlook 產品中侵害其日期選擇器功能之專利，而該技

術構成 Outlook 產品物理上或功能上不可能割之一部分，故據以計算

損害賠償之基礎，不僅只有日期選擇器功能這部分，應以整個 Outlook

價格計算損害賠償之基礎，求償金額地方法院陪審團判 3 億 5,769 萬

美元，但之後被推翻，因法院認為專利權人若要主張整體市場價格法

則，必須證明專利功能是消費者購買該產品之主要原因，本案中，日

期選擇器功能顯然是次要之功能，非消費者購買 Outlook 之主因，因

此本案無整體市場價值法之適用。 

2. ResQNet.com v. Lansa 案： 

是一個遠端接收之技術，原告根據 Georgia Pacific 15 項標準請求

計算合理權利金，其中 15 項中之第 1 項，原告提出該專利同樣技術

之前授權之金額，但法院不採納，因為之前權利金計算之方式是每年

按照淨銷售金額（Net Sale Price）抽取一定百分比，但本案請求的是

本次侵權行為總額（lump sum）之權利金，兩者是不同的，因此提出

的不是現在這種方式既有權利金。對權利人而言，要以每年每季合算

之權利金或簽約時一次收取，有一定之考量，既然是同一種產品就不

是完全沒有參考價值，不過從個案就可看出美國現對損害賠償舉證責

任之要求相對提高。 

3. i4i v. Microsoft 案： 



國際智慧財產與公平交易法發展趨勢與因應策略 

•186• 

在 Microsoft 軟體的 word 2003 與 word 2007 使用系爭專利的 

Custom XML 技術，地方法院判決結果是 i4i 勝訴 Microsoft 敗訴，

Microsoft 必須支付 2.9 億美元之賠償金額。該案上訴至 CAFC 美國聯

邦巡迴上訴法院，CAFC 因為是法律審，故無法重新審酌事實，而僅

能判斷一審判決是否有重大明顯之違法，在此原則下認為一審之判決

並未違法，然 CAFC 認為 Microsoft 應該將賠償金額單獨當成一個法

律爭點提 JMOL（Judgment as a matter of law），即將賠償金額單獨聲

請法院裁判。另以專利無效做為侵權行為之抗辯，必須提供明確且令

人信服之證據來證明專利權無效，美國舉證責任程度有分四級，第一

級是表面證據，類似我國之推定責任，第二級優勢證據，大概相當於

我國民事訴訟之證明程度，使法官得到大致之確信，最高級是超越合

理之懷疑，要使法官得到絕對是這樣的事實真相之確信，用在於刑事

訴訟內，第三級介於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舉證責任間，必須證明到比

一般法官大致上之確信，更進一步之程度，故以專利無效作為侵權訴

訟抗辯去提高其舉證責任，對被告而言，會變得比較困難。 

4. Uniloc USA v. Microsoft 案： 

Uniloc 控告 Microsoft 侵害其產品認證機制之專利，請求之損害

賠償計算方式為合理權利金，有 15 項之審酌因素，在提出基本參考

數額後，再依據 15 項因素加減，然第一次所提出之權利金參考金額

為何？美國法院長期以來使用 25%法則，即合理權利金之參考金額為

25%為依據做加減，但本案以後，法院認為 25%法則係不適當，不能

直接以 25%法則作為參考基準，而再適用 15 個因素做加減，仍須先

證明據以主張之計算基礎係合理的。根據授權之理論，25%是權利金

之上限，而非權利金之一般行情，在 25%之原則被修正後，對美國專

利損害賠償權利金之計算應該會有明顯降低之趨勢。 

（五）損害賠償案例的重要問題探討 

美國以「所失利益」作為判決基準約占 28%，而以「合理權利金」 

（reasonable royalty）作為判決基礎約占 78%，故在 Panduit 的 4 個步

驟測試提出後，以「所失利益」主張變得非常困難，大多數都是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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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權利金」計算。 

1. 專利法修正比較（損害賠償部分）─美國 

美國專利法最近有修正，但在第 284 條部分並未修正，修正的是

第 287 條有關專利之標示，過去法條規定，如果有標示不實，則每一

個案件要賠償 500 美金，所謂的每一個案件是指原告若第一次發現標

示不實之物品可以請求 500 美金，則第二次再發現是否也可以請求

500 美金？抑或是僅能對整批製造之物品請求一次 500 美金？過去判

決認為第一次發現可以請求 500 美金，第二次發現仍可再請求 500 美

金，因此出現不少標示不實之職業檢舉者，在本次即被修正，僅有主

管機關可以作為請求之原告，排除一般民眾。 

2. 專利法修正比較（損害賠償部分）─台灣 

在我國剛通過之專利法修正中，第一個是訂定主觀要件，發明專

利權人對於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其專利權者，得請求損害賠償。過去對

於專利之侵權係屬過失或無過失責任或推定過失，說法不一，這次統

一訂為過失責任。另外是將三倍懲罰性賠償取消，立法理由認為三倍

懲罰性賠償與我國法制係採完全損害賠償原則不一致，即損害多少就

填補多少，超出之部分應該是無法請求。另一個重點是可以請求之損

害賠償計算方式除「所失利益」外，修正後也加入「合理權利金」，

與美國一致，但我國較美國多了侵權者之所得利益，舊法有舉證責

任，即侵權人要證明其成本與必要費用，若無法證明其成本與必要費

用時，以銷售該項物品全部收入為所得利益，換言之，製造成本與必

要費用舉證責任係在侵權者身上，乍看似乎合理，然事實上並不合

理，因為我國法院對舉證責任之要求相當高，且對於採證之認定非常

嚴格，很多案子中被告提出之證明，在一般人認為都很合理，但法官

仍不採，最近在高雄地方法院一個萬用科技侵權案的判決，也是中華

民國史上專利侵權賠償最高之判決，判賠 7 億多台幣，因為被告是以

同業利潤標準證明成本與必要費用，但法官認為被告無法證明其成本

與必要費用，故應以所生產之侵權產品全部做為損害賠償之金額，對

照臺灣目前舉證責任手段方式其實並不合理，因此這次修法將但書刪

除，亦即原告仍須證明侵權者因為生產這樣之侵權產品其成本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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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得為何，這次專利法之修正某種程度來說與美國法制有接近之處，

即「合理權利金」，也有不同之處，即刪除三倍懲罰性賠償，新增侵

權者之「所得利益」。 

六、結論 

綜上，簡述列示如下： 

（一） 禁制令取得漸困難，損害賠償成為主要救濟方式。以合理權利

金估算損害將會是主流，授權相關問題愈來愈重要。法院嚴格

態度使鉅額損害賠償金的風險將會減少。 

（二） 25％原則仍可能在實務上被運用，但以後會比 25%高或比 25%

低仍待後續觀察。 

（三） 損害賠償金數額的決定，仍是 Case by Case，須依個案情況與

證據來決定。 

（四） Georgia-Pacific 15 項因素仍是美國損害賠償金計算的重要考量

因素與最常被引用的參考案例。 

（五） 美國專利損害賠償金的計算常常是透過複雜的經濟學模型計

算得出，因此常會依賴專家證人的意見，專家證人的意見是非

常重要的參考意見（亦是 Georgia Pacific 的因素）。 

（六） 整體市場價值法則的適用門檻變高。 

（七）合理權利金因素的舉證變難，提出的證據必須明確具有相關性。

賠償問題授權化，對授權知識較弱的專利權人較不利。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孫馨徽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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