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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來科技巨擘(Big techs)市場交易行為的

一舉一動，持續受到公眾的高度關注，特別是

此等高科技業者過去曾主導數百次收購案，而

且大多數收購又涉及所謂的「新創競爭對手」

(nascent competitors)。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

聯邦交易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也注意到高科技領域中，事業收購潛在競爭

者所可能產生排除潛在競爭及新創競爭等競爭疑

慮，多年來對於醫療照護產業市場類此交易行為

已有諸多執法經驗及方式，除亦可在高科技領域

運用外，也可供其他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參

考及借鏡。

FTC主要依據二項競爭理論判斷事業結合所

可能減損潛在競爭的風險。首先是實質潛在競

爭(actual potential competition)，在克來登法

(Clayton Act)第7條有所規範1，亦即，當滿足某

些條件時，禁止未來可能產生競爭關係之事業彼

此間結合；從美國過去執法經驗而言，如何訂定

事業未來參進市場將確實發生之判斷準則係一大

挑戰。其次，是實施獨占(monopolization)，在

休曼法(Sherman Act)第2條有所規範2，亦即，

禁止具有獨占力的事業從事排他行為。

競爭理論

(一)實質潛在競爭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雖然並未完全認可實

質潛在競爭理論，但在 4 0年前審理M a r i n e 

B a n c o r p o r a t i o n案件中 3，已建立潛在競爭

之爭議案件必須具有顯著集中 (substant ia l ly 

concentrated)之先決條件，其背後則隱含二

項前提，包括存在可用及可行的市場參進方

法(available feasible means for entering)，

以及此等市場參進方法必須有很大的可能性

(probability)，最終將導致該市場分散化或其他

重大競爭影響4。

醫療市場之潛在競爭及新創競爭—美國聯邦交
易委員會執法立場
有關事業收購潛在競爭者所可能產生排除潛在競爭及新創競爭等限制競爭行為，美國聯邦交易委員

會多年針對醫療照護產業之市場行為已有諸多執法經驗及方式，除亦可運用在高科技市場行為外，也可

供其他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參考及借鏡。

■撰文＝許俊雄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長）

1 克來登法第7條規定，從事商業或從事其他影響商業之活動之人，不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取得他人全部或一部之股票或股份資金。任何受聯邦交易委員會管轄之

人，如取得其他從事商業或影響商業之活動者資產之全部或一部，對國內某一地區之商業活動造成實質減少競爭或有形成獨占之虞者，不得為之．．．。原條文

為�corporation engaged in commerce shall acqui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stock or other share capital and no corporation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hall acquire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assets of another corporation engaged also in commerce, where in 
any line of commerce in any section of the country, the effect of such acquisition may be substantially to lessen competition, or to tend to create a monopoly.〃

2 休曼法第2條規定，凡是實施獨占、企圖實施獨占、與他人共同或密謀實施獨占州際或與外國之交易或商業之任何部分的人，構成重罪。對法人可處美金一百萬

元以下之罰金，對自然人可處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科或併科美金十萬元以下罰金。原條文為�Every person who shall monopolize, or attempt to monopolize, or 
combine or conspire with any 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monopolize any part of the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 felony, and, on conviction thereof, shall be punished by fine not exceeding $100,000,000 if a corporation, or, if any other person, $1,000,000, 
or by imprisonment not exceeding 10 years, or by both said punishments,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3 United States v. Marine Bancorporation, Inc., 418 U.S. 602 (1974).
4 原文為�those means must offer a substantial likelihood of ultimately producing deconcentration of that market or other significant procompetitive effec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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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icrosoft, 253 F.3d at 59, 79. �it would be inimical to the purpose of the Sherman Act to allow monopolists free reign to squash nascent, albeit unproven, 
competitors, at will.〃

6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84 F. Supp. 2d 9, 28-30 (D.D.C. 1999).

隨後的競爭法涉法案件雖然接受實質潛在競

爭理論係可行的競爭損害理論，但是由於美國政

府挑戰結合案件時，大都僅主張潛在參進者具有

參進的動機和能力，卻缺乏客觀證據(objective 

ev idence)，因此法院開始對政府的訴求產生

懷疑，判決標準越趨嚴格，例如，要求政府對

涉法案件參進的主張必須具有合理發生可能性

(reasonable probability)，或要求需有明確事證

顯示收購事業實際已參進相關市場等。

時至今日，當FTC面臨製藥產業一系列結

合案，並帶來重大的未來競爭議題時，執法立

場也必須與時俱進。此類案件與早期的實質潛

在競爭案件並不相同，至於不同之處在於這些

案例中，已具有足夠的主觀證據 ( sub jec t i ve 

evidence) 顯示事業確實在試圖參進市場，例

如：事業決策層之承諾，且伴隨著事業大量的

資本支出等事證。

雖然在藥品產業中，藥品開發過程通常會失

敗，而且藥品上市也須獲得FDA的批准，導致

該藥品最後可能並未在市場出現，因此，運用實

質潛在競爭可能無法成功挑戰這些案例。儘管如

此，FTC認為，由於具有競爭爭議的藥品通常面

臨有限的市場競爭，當藥品成功參進市場時，對

市場競爭可能會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實質潛在競

爭理論仍可運用，並可以依據個案藥品成功上市

機率進行些許調整。

(二)實施獨占

休曼法第2條是主要規範獨占者行為，針對

獨占及控制企業經濟力之濫用加以禁止懲罰，

並非禁止獨占（monopoly）之靜態地位或狀

態，而是著重於規範事業獨占（monopolize）

此一動態行為，包括計畫（ p l a n）或企圖

（a t t e m p t）。惟獨占事業所採取競爭手段

如源於本身優越的產品、睿智的眼光等效率

(Competition on the Merits)，創新或非掠奪性之

積極定價(non-predatory aggressive pricing)，

則非本條文所禁止。

就消滅競爭對手之目的而言，事業藉由結合

方式要比採取其他排除競爭方法更加明確，因此

藉由結合消滅競爭對手也可能是本條文所禁止的

行為。就上開兩法條執法態度而言，休曼法第

2條執法態度較克來登法第7條嚴格，因為克來

登法第7條的執法架構下，當潛在競爭對手參進

市場低於可能性(probable)，法院將允許事業收

購潛在競爭對手，但在休曼法第2條的執法架構

下，法院對事業收購新創競爭對手行為採取更嚴

厲的態度。例如，在審理微軟案時，法院即曾指

出就休曼法的立法目的而言，允許獨占者任意擠

壓新創對手，雖然尚未獲證實，但將有害競爭5。

因此，在休曼法第2條執法架構下，獨占者收購

新創競爭對手，可能會被認為是反競爭行為類型

之一。

至於何謂新創競爭對手，在休曼法第2條

的執法判斷上，就顯得至關重要。美國法院審

理相關案件時，常參考微軟案所提出的3項判

斷標準 6，包括： (1)微軟認為供應商所開發的

中間軟體(middleware)對微軟視窗(Windows)

系統構成威脅；(2)中間軟體供應商竭力減少對

Microsof t操作系統的依賴； (3)市場其他參與

者也知悉並分享此等觀點。是以，當有證據可

證明供應商的中間軟體對微軟視窗系統構成威

脅，就足以使它們成為新創競爭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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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案例

(一) 實質潛在競爭

FTC運用實質潛在競爭理論已成功挑戰許多

藥品結合案，此等案件類型大多集中在其中一

或二結合方的藥品正在開發中，未來將對另一

方的藥品產生重要競爭影響。例如，FTC近期就

Bristol-Myers Squibb/ Celgene案達成和解7，

在本案收購當時，Celgene公司在市場銷售廣受

歡迎的口服牛皮癬(psoriasis)藥物Otezla，而被

收購公司Bristol-Myers Squibb口服牛皮癬藥物

則仍在研發中，惟一旦獲得藥政單位批准後，將

與Otezla藥物在市場短兵相接，直接展開激烈競

爭。儘管藥物開發過程漫長及充滿不確定性，但

由於FTC在多年執法經驗中已有諸多案例，故委

員間已有共識認為本案具有實質潛在競爭關係，

必須提出異議進行訴訟8。

但在FTC挑戰Steris / Synergy結合案時9，

則顯示要證明潛在競爭對手參進市場之可能性

(probable)是多麼困難。本案在美國境內提供伽馬

射線滅菌服務(gamma-ray sterilization services)

的公司有2家，Ster is公司係其中之一家，而

Synergy公司是另一家英國公司，向全球提供滅

菌服務，但該公司沒有伽瑪射線滅菌功能，而且

也無所需伽瑪射線放射性物質原料來源。由於伽

瑪射線滅菌功能之差距，將影響其市場參進，因

此多年來一直在研發新技術，欲參進美國市場。

當本案進入法院訴訟階段時，FTC聲稱，結合當

時，Synergy公司對參進美國市場已處於高階段

的進程，包括就其廠房設址進行協商，簽訂所需

設備的契約，並安排美國銷售及經營團隊等。但

隨後在法院訴訟過程中，Synergy公司聲稱財務

回收的不確定性將影響參進美國市場之可能性，

基於正當理由將終止參進美國市場之計畫，使法

院確信Synergy進入美國的可能性不大。

(二) 實施獨占

FTC近期依據休曼法第2條“新創競爭”之

規範挑戰兩項結合案，其中一案為Questcor公

司涉及向Novartis公司收購一款藥物，另一案為

Illumina公司收購加州Pacific Biosciences公司。

此二案共同點是獨占者涉及收購另一家可能威脅

其獨占地位之公司，雖然相關市場仍存在很大的

參進障礙。

在Ques tco r公司向Novar t i s公司收購藥

品案中，Questcor公司（其後被Mallinckrodt

公司收購）在美國境內銷售促腎上腺皮質激

素Acthar藥品 (治療嬰兒罕見形式癲癇病的藥

品)，Novartis公司則在美國以外的國家，銷售

合成的類似藥品-Synacthen。在過去數年中，

Questcor公司數次提高Acthar藥品價格，但也

意識到抬價可能會引起Novartis公司（或其他公

司）將Synacthen藥品引入美國銷售；雖然FTC

的起訴狀也承認Synacthen藥品尚未獲得美國

FDA批准，且是否可以在市場銷售存在很大的

不確定性，但認為Questcor公司多年來一直將

Synacthen藥品視為威脅，例如有事證顯示該公

司得知另一公司有興趣購買此等藥物並在美國銷

售時，就會立即提交要約收購等。基於這些事

實，FTC向法院提起訴訟並指控Questcor採取

防禦性措施(defensive move)，以收購競爭對手

Novartis公司所生產Synacthen藥品之方式，消

滅對Acthar藥品的新創競爭威脅10。

另有關 I l l u m i n a公司收購加州P a c i f i c 

7 Bristol-Myers Squibb Co. and Celgene Corp., Docket No. 4690 (November 15, 2019).
8 儘管FTC部分委員對本案下令拆解表示異議，但沒有人認為藥政單位批准的可能性太小，或認為過去30年執法經驗，不屬於克來登法第7條所規範。
9 Bristol-Myers Squibb Co. and Celgene Corp., Docket No. 4690 (November 15, 2019).
10 Mallinckrodt Complaint �� 1, 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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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收購當時，Celgene公司在市場銷售廣受

歡迎的口服牛皮癬(psoriasis)藥物Otezla，而被

收購公司Bristol-Myers Squibb口服牛皮癬藥物

則仍在研發中，惟一旦獲得藥政單位批准後，將

與Otezla藥物在市場短兵相接，直接展開激烈競

爭。儘管藥物開發過程漫長及充滿不確定性，但

由於FTC在多年執法經驗中已有諸多案例，故委

員間已有共識認為本案具有實質潛在競爭關係，

必須提出異議進行訴訟8。

但在FTC挑戰Steris / Synergy結合案時9，

則顯示要證明潛在競爭對手參進市場之可能性

(probable)是多麼困難。本案在美國境內提供伽馬

射線滅菌服務(gamma-ray sterilization services)

的公司有2家，Ster is公司係其中之一家，而

Synergy公司是另一家英國公司，向全球提供滅

菌服務，但該公司沒有伽瑪射線滅菌功能，而且

也無所需伽瑪射線放射性物質原料來源。由於伽

瑪射線滅菌功能之差距，將影響其市場參進，因

此多年來一直在研發新技術，欲參進美國市場。

當本案進入法院訴訟階段時，FTC聲稱，結合當

時，Synergy公司對參進美國市場已處於高階段

的進程，包括就其廠房設址進行協商，簽訂所需

設備的契約，並安排美國銷售及經營團隊等。但

隨後在法院訴訟過程中，Synergy公司聲稱財務

回收的不確定性將影響參進美國市場之可能性，

基於正當理由將終止參進美國市場之計畫，使法

院確信Synergy進入美國的可能性不大。

(二) 實施獨占

FTC近期依據休曼法第2條“新創競爭”之

規範挑戰兩項結合案，其中一案為Questcor公

司涉及向Novartis公司收購一款藥物，另一案為

Illumina公司收購加州Pacific Biosciences公司。

此二案共同點是獨占者涉及收購另一家可能威脅

其獨占地位之公司，雖然相關市場仍存在很大的

參進障礙。

在Ques tco r公司向Novar t i s公司收購藥

品案中，Questcor公司（其後被Mallinckrodt

公司收購）在美國境內銷售促腎上腺皮質激

素Acthar藥品 (治療嬰兒罕見形式癲癇病的藥

品)，Novartis公司則在美國以外的國家，銷售

合成的類似藥品-Synacthen。在過去數年中，

Questcor公司數次提高Acthar藥品價格，但也

意識到抬價可能會引起Novartis公司（或其他公

司）將Synacthen藥品引入美國銷售；雖然FTC

的起訴狀也承認Synacthen藥品尚未獲得美國

FDA批准，且是否可以在市場銷售存在很大的

不確定性，但認為Questcor公司多年來一直將

Synacthen藥品視為威脅，例如有事證顯示該公

司得知另一公司有興趣購買此等藥物並在美國銷

售時，就會立即提交要約收購等。基於這些事

實，FTC向法院提起訴訟並指控Questcor採取

防禦性措施(defensive move)，以收購競爭對手

Novartis公司所生產Synacthen藥品之方式，消

滅對Acthar藥品的新創競爭威脅10。

另有關 I l l u m i n a公司收購加州P a c i f i c 

7 Bristol-Myers Squibb Co. and Celgene Corp., Docket No. 4690 (November 15, 2019).
8 儘管FTC部分委員對本案下令拆解表示異議，但沒有人認為藥政單位批准的可能性太小，或認為過去30年執法經驗，不屬於克來登法第7條所規範。
9 Bristol-Myers Squibb Co. and Celgene Corp., Docket No. 4690 (November 15, 2019).
10 Mallinckrodt Complaint �� 1, 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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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 o s c i e n c e s公司案，F T C聲稱收購當時，

I l lumina公司是下一代測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系統的領先供應商。其產

品基於測序技術，能成功以低成本方式量產，以

至於Illumina公司市場占有率達90％以上，是市

場獨占者。另被收購Pacific Biosciences公司僅

是其他3個NGS系統供應商之一，市場占有率很

小，該公司產品使用另一種測序技術提供更詳

細的測序訊息，但成本卻高出許多，產量也較

低。近年來，Pacific Biosciences公司不斷研發

取得技術進步，進而提高測序準確性並降低成

本。FTC認為，Illumina公司一直在注意Pacific 

Biosciences公司的產品改良情形，並將該公司

的產品及技術視為重大競爭威脅，此結合案將收

購新創競爭對手，且有助於獨占者維持獨占力，

損害市場競爭，違反克來登法第7條和休曼法第2

條規定。

結語

隨著數位科技的不斷發展，當競爭法主管機

關面臨高科技產業、製藥產業一系列結合案，並

帶來重大的未來競爭議題時，執法立場也必須與

時俱進並有所因應及調整。雖然審理此等交易行

為潛在的反競爭效果非常不容易，但美國FTC對

潛在競爭及新創競爭等未來競爭影響之評估方式

也不斷在調整修正，該等方式除已應用於醫療照

護產業外，也已經公開宣示，將持續關注高科技

平台業者對新創競爭對手的收購，並表示可能將

休曼法第2條作為此類案件審理潛在競爭判斷方

式之一，特別是在高科技市場中，已有強力事證

顯示事業具有獨占力的情況時；另在克來登法第

7條潛在競爭對手參進市場之可能性方面，FTC

執法也將在理論面及實務面尋求可行的調整修正

方式，以適切因應高度及快速變遷的市場競爭環

境及交易型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