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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陳志民副主任委員1(公平交易委員會)

競爭法分析中的系統思維（systems thinking）：以「戴姆勒/帝寶案」及

「九家民營電廠拒絕協商調整電價案」為例（上）

一、系統思維（system thinking）

（一）意義

系統思維源起於麻省理工學院 J a y  W . 

Forrester教授於1956年所提出的「系統動力

學」理論，主要在探討行為與內在機制間相互

緊密的依賴關係，並透過數學模型逐步發掘出

產生變化形態的因、果關係，稱之為「結構」

（structure）。「系統思維」一語，於1987年由

Barry Richmond教授提出，他認為「系統思維」

是一門藝術也是一門科學，其目的是建立可信賴

的推論，透過觀察，建立起系統中元素彼此間之

關聯性指標。在這種思維下，分析者、觀察者必

須同時見樹又見林，不能只觀察單一事件本身，

必須觀察到完整的模式（pattern），能兼顧廣博

及內部相關的互動性。

（二）操作內涵

Meadows教授將系統思維的操作內涵歸類為

3個主要重點：

1.功能或目的導向（function or purpose-

oriented）的思維模式

系統究竟要做些什麼，扮演何種功

能，是系統思維中最重要的內涵，任何系

統都必須先確立系統目標，因為其會影響

後續內部機制的安排。

2.確立系統內在元素或特徵（elements or 

characteristics）

任何系統內都有相關的元素或特徵，

以消化系統為例，可以觀察到的特徵有如

牙齒、舌頭、食道、胃⋯⋯等元素或特

徵。

3.互聯性（interconnection）程度的分析判

斷

確立系統目的與內部元素或特徵後，

要在彼此之間找尋互聯性，系統的運作過

程中不應該被切割觀察，而是掌握彼此因

運作所共同產生的連動關係。互聯性的特

點是區別「系統思維」與其他「整體性

觀察」的最大不同，例如：蝴蝶效應有

互相影響的連動，但彼此間並沒有反饋

的迴路。系統思維則包括動態反饋迴路

（dynamic feedback loop ）的評估，即

考量某一行為會回過頭來影響或變動先前

作為的誘因，而蝴蝶效應可能只是在強調

或突顯事件的影響深遠，未必會考慮到

「回饋」的效果。

（三） 對政策決定與評估之重要性

在數位化經濟的發展趨勢下，人類社會中出

現各種相當複雜的系統，而要了解這些複雜的系

統，必須要逐步訓練起系統性思維及整體全貌性

的觀察，以掌握系統內問題所在，思索解決問題

的最適方法。在近來的報章雜誌、學術文獻中，

經常會看到「生態系統」（ecosystem）一語，

法律與經濟學者不斷強調在觀察Fintech、競爭
1 公平交易委員會陳副主任委員志民於民國109年11月24日於公平會發表演講時，為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專任教授暨法學院院長，原講題為「競爭法分析中的系統

思維（systems thinking）從「戴姆勒/帝寶案」（智慧財產法院106年民專訴字第34號民事判決）談起」。演講內容為陳副主委個人見解，不代表公平會對相關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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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數位經濟、大數據等問題時，不能切割觀

察，必須將其視為一個生態系統，每一個環節環

環相扣，彼此相互影響。

二、系統思維與法律分析

（一）法律分析－較靜態與個案式

法律的分析思維通常較為靜態，強調個案中

事實、法律原則與要件的連結與嵌合，較不會考

慮到存在於個案先前與之後的因素，遑論事件或

元素會如何回饋影響案件中行為人的作為。以司

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76號解釋為例，解釋文

認為，基於生命無價之事實，自無從認定人身保

險保險給付是否超額，故保險法關於複保險的限

制規定並不適用於人身保險。此一解釋忽略了對

投保人締約後進行「道德風險」行為誘因之反饋

迴路效果，也就是此一解釋，可能會提高投保人

故意讓保險契約出險以取得保險金的誘因。

（二）法律分析中的「系統思維」

當然，法律並非全然漠視「系統思維」: 

1.先前行為、條件或事件之併入考量

(1)刑法第19條第3項

刑法第19條第3項關於「自招」精

神障礙或心智缺陷的規定，主要用於嚇

阻類似喝酒後藉酒壯膽從事後續的違法

行為。在靜態的觀點下，事情發生當

下，行為人確屬沒有意思能力；但在

「系統思維」下，則是將時間點拉到事

前，行為人企圖利用事前自己喝醉酒來

影響後續肇事的究責認定，其因此所出

現的不公平脫法現象，讓立法者願意擴

大系統的考量「元素」範圍。這同時呼

應了前面所述，系統的「目的」與「功

能」是系統思維中最重要的操作內涵。

(2)電視台執照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4年度停字第

88號裁定：「在現行實證法之立法設計

下，所有經營衛星廣播電視節目業者，

事前均已明瞭取得執照營業6年以後，

即有換照之問題發生，其不可能一定可

以繼續經營下去，這樣的風險應該在聲

請人預先評估範圍內。所以其應早為相

關規劃，因此上開所謂之『損失』，均

應已在聲請人之評估內，相對人之拒絕

處分自然也不會對頻道業者造成重大損

害。」亦即取得營業執照後並非取得免

死金牌，須固定接受換照審查，這是所

有電視公司事前已知，且被納入經營的

風險評估之中，因此不得事後主張不予

換照對電視台造成損害。

(3)行為後法律有變更之適用 

最高法院93年臺上字第10號判決(刑

事判決 )：「行為後法律有變更，經比

較裁判時及裁判前之法律，以適用最有

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者，應就罪刑有關之

一切情形，比較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整

體之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之。」

此判決雖強調應「整體」觀察，看似相

當完備，但實質上並未如「系統思維」

般提供具體及有層次的判斷路徑。如果

所謂的「最有利」是從「行為人」的

角度來看的話，則系統思維中的「互聯

性」可提供一項有趣的觀察角度。舉例

而言，假設法規變更後，刑期從5年提

高為10年，但因刑罰提高，故犯罪構成

要件變嚴謹，定罪的機率從100%降低

50%，對行為人而言，法律變更前後對

其因審判所可「預期」得到的結果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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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類似的規定也見於行政罰法第5

條。此時，何謂對「行為人」最有利？

在「互聯性」的概念下，我們可以先思

索在面對刑事及行政不同責任類型下，

行為人對於法律責任的利與不利是否有

不同的評價，再回饋到「最有利」的判

斷中。簡言之，刑罰多涉及人身自由的

拘束，當事人會比較在乎罪行的輕重；

行政罰多為罰鍰的課處，屬金錢財產的

剝奪，當事人可能會比較在乎被認定違

法的機率。因此，法律未必要以同樣的

標準衡量不同法規中的法規適用「最有

利」認定。

2.因果關係（causation）之判斷

因果關係對法律適用而言是相當重要

的一項過程，與「系統思維」中系統元素

或特徵間之互聯性關係的判斷過程相似。

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443 號民事

判決將因果關係判斷區分為二個階段，分

別為「事實上因果關係」與「責任成立

之相當因果關係」，與英美法的判斷相

似，先判斷事件原因是否可以作為事件發

生的條件，再進一步判斷事件本身對後續

所造成的損害，是否是行為人所可預見

(foreseeable)的類型，而得納入法律所應

提供救濟之損害類型範圍內。

三、「系統思維」與競爭法分析

「重效果、輕形式」的執法特色，讓競爭法

成為最有空間得以操作系統思維分析的一部法

律。

（一）「垂直結合」與「垂直交易限制」

垂直交易限制於早期美國法中被視為「當然

違法」，例如維持轉售價格，而垂直結合則以

「合理原則」來評估其競爭效果。此一審理原則

的差異，迫使企業選擇以垂直結合來控制一樣可

透過實施成本較低之垂直交易限制來控制的「接

續性獨占」等交易外部性問題。此一不對稱執法

對於當事人商業策略的無效率反饋迴路，是美國

法院後來對於維持轉售價格改以「合理原則」來

審查的原因之一。

（二）「不同品牌間」(inter-brand)與「同一品

牌內」(intra-brand)之競爭分析

同理，在審查同一品牌內之垂直交易限制約

定時，競爭法主管機關不只考量約定是否限制

了品牌內不同經銷商間之競爭，也會同時考慮不

同品牌間之競爭強度，是否足以制衡「同一品牌

內」之限制競爭效果，作為決定最終評價之依

據。此種著眼於「不同品牌間」及「同一品牌

內」競爭效果間之抵銷取捨分析，也是「系統思

維」之展現。

（三） 網路效應及雙邊市場中的「相關市場」界

定與「市場力」衡量

在涉及「雙邊市場」(two-sided market)的案

件中，「系統思維」展現在競爭法主管機關納入

事業在單邊市場之行為對他邊市場所產生之間接

網路效應，以及該效應回饋影響事業採行該行為

的誘因，以作為界定「相關市場」及衡量市場力

量的考慮因素。

（四） 價格擠壓 (price squeeze)

學理上關切「價格擠壓」之排除競爭效果，

也是典型的「系統思維」。價格擠壓指垂直整合

事業，在其具有市場支配力的上游市場，以過高

的批發價格出售投入要素，增加既有或潛在競爭

者之競爭成本，再於下游市場中以過低的零售價

格掠奪下游市場。對此，在「公平交易委員會對

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中，即將具支配地位電

信事業之上游批發價格(w)、下游零售價格(p)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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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階段成本(c)三者整體綜合觀察，當P-C≧w

時，則事業之訂價將不會排除與其具同等效率之

競爭者，原則上不違反公平交易法。

四、「系統思維」於競爭法分析中之具

體運用(一)—戴姆勒/帝寶案

（一）智慧財產法院106年民專訴字第34號民事

判決

1.案件事實

戴姆勒（下稱原告）為賓士車款車頭

燈的製造廠商，起訴控告帝寶（下稱被

告）未獲授權製造及販售同車型汽車所適

用的車頭燈，侵害原告的車頭燈設計專

利。被告則提出該車頭燈並未落入系爭專

利權範圍、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事由、原告

之行為構成濫用市場地位之不公平限制競

爭、違反誠信原則及權利濫用禁止原則等

抗辯。

2.公平交易法爭點

由於汽車屬於耐久財，銷售後必定有

售後維修保養的「後市場」(aftermarket)

出現，故本案之爭點在於，原告是否因擁

有對涉案車型車頭燈之設計專利，而當然

享有公平交易法所應關切的「獨占」力

量？該力量是針對何「相關市場」而存

在？是汽車「主市場(primary market)」或

維修零件（技術）的「後市場」，還是二

者應合併觀察與界定為同一個相關市場？

(1)原告主張

原告無法單因擁有品牌汽車車燈的

設計專利，即有能力與誘因以拒絕授

權，來排除市場競爭，因為原告於後市

場中的濫用與排除行為，將讓「主市

場」中在乎後市場成本的潛在購車者，

選擇不買原告品牌汽車，二者具有競爭

上的連動性，故本案相關市場界定實應

綜合觀察汽車「主市場」及零件「後市

場」之連動關係，並將二者界定為同一

系統市場，以判斷原告的市場力量。

(2)被告主張

車主一旦購買賓士車後便被綁住在

單一交易關係，基於維修用零件必須與

該特定車型完全相符（must match），

車主事實上被「鎖定」（locked-in）在

該特定車型的零件市場，消費者不可能

在系爭車型的車頭燈毀損需要維修時，

改用BMW或甚至其他賓士車款的車頭

燈來維修。由於車主除了原廠，毫無其

他替代選擇可能性，因此認為賓士具有

獨占力，其拒絕授權可能構成濫用市場

地位之行為。

(3)法院認定

採 「 系 統 競 爭 」 ( s y s t e m 

competition)之見解，將主、後市場作

為同一連動市場看待，判決原告不具有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9條及第20條規定之

市場力量。此判決為我國法院首次明確

支持以主後市場連動理論來處理耐久財

之市場界定及市場力量問題，相當具有

代表性。

（二）從「系統思維」看本案

1.功能與目的

將車子的銷售與保養之間視為一個系

統，此一系統的功能與目的乃在競爭法規

的架構下，進行競爭與爭取利潤極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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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在元素或特徵

在爭取利潤極大化的過程當中，事業

不會只觀察單一事件，而是會考量系統中

各種元素或特徵，如汽車價格、銷售利

潤、後續零組件維修保養價格及利潤、專

利權是否授權，以及競爭法在保護「競

爭」而非「競爭者」之執法特色等之連動

影響程度(互聯性)，來爭取系統的利潤極

大化。

3.互聯性

Meadows教授認為，「資訊流動」

(flow of information)程度的高低對系統互

聯性程度的分析與判斷，扮演著相當重要

的角色2， 本案例示了此一論點，不過，如

何認定對評價市場競爭有意義的資訊流動

程度，以及競爭法如何因應流動受限之現

象，則是更值得深思的公平交易法議題。

（三）主、後市場視為是單一「系統市場」之經

濟分析

簡單舉例說明，假設A品牌汽車之市占率為

20%，其品牌汽車的利潤極大價格是每台車300

萬元，在A車的維修零件市場則存在著價格競

爭，零件的競爭均衡價格假設為成本價5萬元。

倘若A認為已購買A車的消費者已被「套牢」，

只能使用自己的零件，故打算仗著因此所取得對

「A車」的「獨占力」，將零件價格大幅提高至

20萬元，不再授權他人生產零件，並嚴格管控二

手零件的流向。零件漲價對A的「總利潤」有何

影響？直覺的，多數人會認為漲價利潤的主要來

源是被迫需額外支付15萬元以取得零件的那20%

被「套牢」的車主，只是一旦我們把車子因折舊

所生的價值減損及換車誘因納入考量，買方被套

牢的程度以及A可以從漲價額外取得的利潤可能

都遠低於想像中的高，此詳後述。另一個更需要

被考量的因素，則是零件漲價對市場中80%的A

車潛在購買者的影響。即使沒有具體的數據，但

我們應可合理的推出，當購買A車的成本(含車價

及零件價格)從305萬元提高到320萬元，必然會

讓一定比例原本會買A車的消費者放棄購買。因

此，A是否符合「得任意提高(後市場)價格，而

仍能維持或提高其利潤」的競爭法「獨占力量」

定義，取決於「套牢」利潤增加及潛在買方利潤

喪失程度間之比較，有趣的是，這二者都取決於

「主市場」的競爭狀況，也就是A車在該市場中

的市占率。 

從「系統思維」互聯性角度來解讀，後市場

的濫用行為會對主市場產生不利的回噬效果，限

制賣方於後市場中進行濫用行為之誘因與能力； 

而在買賣雙方於進行交易決定時都會將主後市場

視為一個系統市場的前提下，事業於主市場中之

市場地位才是關鍵，事業於主市場的市占率低，

買方之替代選擇多，後市場濫用行為的反饋效果

就愈強，事業就愈不具有公平交易法下的「市場

力量」。

（四）主、後市場為「個別市場」之論點

被告反對主、後市場連動的看法，理由乃在

於汽車買賣市場中的「資訊不對等」問題，會讓

消費者於買車當下無法準確預估未來車輛維修的

成本；另外，由於零件價格占車價的比例甚低，

消費者於購車時通常不會去注意到此一成本，故

也不會產生所預期的連動效果。一旦因「資訊不

對等」而作出錯誤的購買決定，耐久財的特色，

將使消費者被套牢在對其不利的耐久財使用關

係，並產生極高的「轉換成本」。在比較法上，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1992年的Kodak案是最常被

引用來例示此一看法的案例。在該案中，Kodak

公司拒絕出售維修零件予獨立的影印機維修商，

2 Donella H. Meadows, THINKING IN SYSTEMS: A PRIMER 14 (2008)(“Many of the interconnections in systems operate through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holds systems together and plays a great role in determining how they op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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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獨立維修商起訴指控濫用市場力量。Kodak則

抗辯其在「影印機」相關市場只有約20%的市占

率，低於IBM及Xerox等競爭對手，消費者仍有

其他消費選擇，並無市場力量。本案判決多數意

見肯定「資訊不對等」會影響主後市場連動之程

度，至於資訊是否不對等是個案事實認定問題。

國內部分論者依Kodak案過於簡化的認為，

美國法已不採主、後市場連動理論，但這是不正

確的說法，事實上，我們可以說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是肯定連動理論，只是點出了連動與否需進一

步在個案中觀察資訊不對稱的程度，以及是否足

以妨礙消費者將主後市場併同考量以作為交易決

定之依據。此可從2016年聯邦上訴法院的Avaya 

Inc., RP v. Telecom Labs, Inc.案判決得到進一

步的佐證。第三上訴巡迴法院認為主後市場是否

連動，取決於證據的充分性，及論理是否具備經

濟合理性 (make economic sense)。買方若認為

智財授權政策過苛，可以和其他競爭品牌進行交

易，無需受制於被告廠商。對於智慧財產權人之

拒絕近用政策何以不會產生競爭疑慮，法院於判

決中明白指出：「當被告的『力量』不是來自於

市場，而是源起於與原告的契約時，反托拉斯的

訴訟請求即無所附麗。」締約必然會有拘束力，

故單純因締約所帶來後續對當事人的履約限制，

並不是競爭法的問題。

（五）「個別市場」理論之問題

主、後市場連動理論是較貼近交易現實的理

論。除汽車外，碳粉費用之於印表機、咖啡膠囊

費用之於膠囊咖啡機、管理費之於購屋等，都是

現實生活中會被買方併同考量的耐久財交易，甚

至在某些非耐久財交易中，消費者對於和主交易

具高度互補性的後續交易條件的有無，也會回饋

到主交易的決策過程中，飯店訂房是否附免費早

餐或無線網路等即是一例。再者，「個別市場」

理論也忽略了賣方為因應需求偏好的不確定性，

經常會將主、後市場搭配設定銷售策略，以擴大

市場整體需求量與利潤的市場現實。例如，以較

低的車價搭配較高的零件價格，吸引在乎車價，

但對於後續維修費用較不重視的車主； 反之，較

高的車價和較低的維修費用成本(如更長的保固

期間)，則可以讓重視「後市場」成本勝過車價

的車主有更高的購買誘因。簡言之，運用主、後

市場不同的銷售價格組合，將更有利於契約的締

結；相對的，將二者解讀為「個別市場」，將剝

奪此一銷售彈性所可為買賣雙方帶來的便利性與

利益。

（本文係講座民國109年11月24日於公平會

發表之演講內容，經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

研究所黃佑婷同學摘要整理並經講座審訂，下集

將於110年1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