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公平交易委員會電子報   第154期    FTC

16

FTC 公平交易通訊   NO.094    中華民國109年7月號

前言

COVID-19對經濟社會帶來全面性的影響，

各國政府陸續祭出紓困方案或補助措施，以協助

廠商度過疫情危機，OECD競爭委員會於2020

年4月27日發布一份競爭政策因應COIVID-19之

報告(OECD competition policy responses to 

COVID-191)，本份報告呼籲各國政府於干預市

場經濟時仍應維持「競爭中立」政策，並探討疫

情下競爭法執法對市場結構帶來短期、長期之影

響，並對政府部門提出執法建議。

報告內容重點

一、政府干預及競爭政策所扮演的角色

不同於以往的政府干預，COVID-19對市場

所帶來的影響更為廣泛，因而導致各國政府須立

即針對航空、旅遊及醫療用品產業進行管制，並

將管制措施延伸至未來可能影響之產業。

(一)建立明確、透明的「競爭中立」政策

政府提供補償金、補助、銀行保證協

助廠商度過財務危機，避免有效率的廠商退

出市場，惟政府仍需審慎地考量補助措施的

實施對象、金額等並建立明確的規範，以確

保補助措施未影響市場競爭環境。 

原先市場中具生產效率的廠商可能受

疫情影響而無法生產，導致市場選擇次佳的

生產方式，採取較不具效率的生產方式或是

未選擇較新穎的技術，這都會導致產品市場

價格上漲，因此，建立透明、明確的競爭中

立政策，便能提升整體的經濟效率。

以競爭中立的觀點來看，政府提供一

般性的振興補助因適用於所有的產業，故

較無違反限制競爭之虞，倘僅補助特定產

業則須有明確的規範，以確保未破壞公平

競爭環境。

政府可以透過競爭政策了解各產業於

受政府補助之情形下恢復的情形，以規劃

疫情過後的退場機制。另政府補助措施應

具合理、透明及可預見性，於疫情好轉時

立即收手以避免持續干預市場。故政府退

場的時間點是重要關鍵，太早執行退場機

制將難以確實協助廠商，反而無法恢復市

場的競爭；而太晚執行退場機制則使廠商

過度依賴政府的扶植，反而降低廠商競爭

及參與市場的誘因。

退場機制包含在市場環境允許的情況

競爭政策於新冠肺炎下所扮演的角色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蔓延並衝擊全球經濟，各國政府祭出大規模的紓困方案以帶動經濟發展，

OECD競爭委員會隨即發布一份有關競爭政策因應作為報告，說明競爭法主管機關於疫情下應扮演的角

色。

■撰文＝梁珮玟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助理員）

1 資料來源: https://www.oecd.org/competition/competition-policy-responses-to-covid-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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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誘使廠商不再仰賴政府補助 (如政府

為協助企業資本重組而負擔的高額報酬、

或是紅利報酬政策)，使市場能儘速回復

以往的公平競爭環境，且退場機制的規劃

相當複雜並需經審慎考量以達到執法上的

彈性，故應將競爭法主管機關的建議一併

納入考量。

(二)產業政策不應淪為保護政策

政府部門除了提供短期防疫補助外，

亦應建立長期政策以協助市場回復競爭環

境，且疫情期間因政府介入保護使大多企

業於生產上較無效率，為使未來市場恢

復，長期而言市場應持續開放並尊重競爭

中立政策。

(三)建議

政府部門應:

1.於投入振興方案時，考量競爭法主管

機關的建議，確保所採取的補助措施

是透明、短暫性的，且所帶來的效益

大過於對市場公平競爭環境所造成的

扭曲現象。

2.應審慎地設計補助措施，將資源投入於

真正受疫情影響的廠商。

3.考量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建議，評估整體

經濟狀況回復後啟動退場機制，以提升

恢復市場公平競爭環境。

4.針對協助政府投入防疫工作的廠商提供

適當、透明的補償措施。

競爭法主管機關應:

1.提供政府部門有關防疫補助措施及產業

優先性等建議。

2.協助政府部門建立透明、具體並適用於

所有廠商的規範，以避免扭曲市場，維

持公平競爭環境。

3.透過競爭及產業政策倡議，使廠商了解

政府持續干預會對長期市場帶來不利的

風險，未來仍應以建立公平、自由的競

爭環境為目標。

4.與司法機關合作，了解各國訂定之合作

協議規範，以避免各國形成保護主義。

二、執法層面之討論—疫情對廠商之短期影響

本次疫情對理論、實務及證據層面上都帶來

許多挑戰，競爭法主管機關針對疫情採取即時的

執法，如因應廠商操縱價格、協議定價、聯合

行為、救援結合(rescue mergers)及優先性調查

等，以使市場於短期內恢復正常運作。

(一)廠商的價格上漲行為

廠商可能於疫情期間提高價格，或是

囤積商品以增加獲利，部分國家甚至可能

將價格上漲視為操縱市場價格，但這樣的

推論需以有存在獨占市場地位為前提。惟

從消費者保護的觀點來看，此種短期間的

價格上漲亦可能被視為一種違法行為，故

不論是從競爭法或消費者保護的觀點出

發，執法者都必須辨識出價格上漲之行為

係屬濫用市場地位或是因緊急事件造成短

缺所引發的漲價。而另一個值得討論的議

題則是政府價格管制政策，政府直接對價

格進行管制，在短期內或許能使消費者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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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承受價格哄抬的傷害，但此舉亦可能扭

曲市場價格訊息，使廠商無誘因進行大量

生產甚至可能退出市場。

(二)同業間簽署合作協議

同業間簽署有關疫苗研發、防疫物資

配給等合作協議的情形大增，當然也有可

能是由政府所發起的，此時的同業互助合

作不僅提高商品生產效率，亦增加消費者

福利，是競爭法所樂見。惟競爭法主管機

關仍需持續關注此種合作協議是否觸及限

制競爭的核心，如疫情下的聯合行為(Crisis 

cartel)，且除非必要否則不應將短期合作協

議自行延長為長期性的合作模式。

同樣地，針對勞資談判議題時，主管

機關須審慎評估勞工是否正面臨獨買市場

(如數位平臺市場)而有違反競爭之虞。

(三)應審慎評估疫情下的聯合行為

同業廠商亦有誘因透過疫情下的聯合

行為，限制或減少產量以增加獲利，廠商

間的聯合行為在防疫期間被政府部門例外

賦予合法性，惟疫情過後仍可能涉有違反

競爭法之虞，故主管機關針對"疫情下的

聯合行為"是否應採較寬恕的觀點?有證據

顯示，廠商間訂定售價、限制產出或減少

產能都會對市場帶來巨大的傷害，應審慎

評估。

(四)建議

競爭法主管機關應:

1.持續關注價格波動，必要時以警示信函

提醒廠商的價格行為。

2.與消費者保護法執法機關合作，同時藉

由消費者保護法以避免消費者遭受不公

平的價格。

3.透過倡議使廠商了解政府採取價格控制所

帶來的風險，包括扭曲市場價格造成產量

大增或是減少新進廠商加入的誘因。

4.即時提供廠商明確的規範，確保廠商了

解此種在"疫情下的聯合行為"是必要的暫

時行為，惟仍不應觸及競爭法的核心。

5.評估採取"疫情下的聯合行為"的理由，

此種豁免的聯合行為應限定時間並須採

取事前審查。

三、執法層面之討論—疫情對市場結構長期的影響

受疫情影響，部分廠商因財務危機而退出市

場，或為持續生存而併購其他企業，使市場造成

過度集中之現象，競爭法主管機關審核瀕於破產

而急於併購的申請案件時(如救援結合)，應避免

併購後對市場結構所帶來的長期性傷害。

(一)應審查垂危事業的抗辯

主管機關在審核「救援結合」時極具

挑戰性，因併購者可能會聲稱唯有藉由併

購方能維持市場競爭，否則將可能造成體

質較差的被併購而退出市場，同時也表示

倘不同意併購則限制了市場的自由競爭。

儘管「救援結合」會提升併購者市場占有

率，但相較於使體質較差之事業體倒閉、

退出市場，「救援結合」更有利於維持市

場競爭。故競爭法主管機關針對這類型的

結合案須審慎的檢視，確保有證據能說明

被併購者所提出的垂危事業抗辯(failing 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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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ce)符合例外不禁止結合的情形，否則

將為市場結構帶來長期的負面影響。

(二)應以公眾利益為優先考量

主管機關可能會面臨審核政策性產業

結合案的壓力，如國家級產業的保存等。

另主管機關在運用傳統競爭分析架構時，

應更加重視動態效率的評估、需求面、供

應鏈、環保層面及社會共識的考量。

(三)建議

1.競爭法主管機關應審慎評估結合案件，

並於廠商提出垂危事業抗辯時要求提出

充分證據。

2.政府部門應針對「救援結合」之申請建

立明確的規範。

結語

COVID-19對市場供需帶來的衝擊，嚴重地

影響市場競爭環境，OECD陸續針對疫情下的結

合管制、競爭者間的合作及價格剝削等提出政策

指引，以協助競爭法主管機關因應本次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