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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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六）「資訊不對等」作為個別市場競爭理論基

礎之問題

至於「資訊不對等」影響主、後市場連動的

問題，可從以下幾個角度來進行競爭法的分析: 

1.「資訊不對等」是「現象」，未必是公平

交易法（下稱公平法）下所必定要處理的

「問題」

這是本案帝寶所提主張中第一個可被

檢視的學理議題。我們處在一個「資訊不

對等」的世界，現實生活中，我們的所作

所為都是在程度不一的「資訊不對等」環

境中完成的，如果每個交易都是要在資訊

完全充分對等的情形下才會完成，那理論

上要讀完醫學院或具有充分的醫學知識後

才會到醫院治療感冒；如果交易雙方之間

只要存在一丁點的資訊落差，處於資訊弱

勢之一方即可依「資訊不對等」對具資訊

優勢之相對人主張法律救濟，則可以想見

醫生看診的壓力會有多大！當然選擇醫生

為職業的意願也會大幅降低。現實世界的

交易，大多是在「概略」(rough-cut)而非

「完美」(perfect)的資訊基礎上進行。從

經濟分析的角度來說，由於取得資訊需要

付出時間與成本，人們在追求資訊的過程

中，仍受制於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的最

適法則，也即消費者是否願意付出時間取

得額外多一單位的資訊，取決於其因此增

加的收益是否大於所需另外承擔的成本，

如果後者高於前者，則停止搜尋取得資

訊，對行為人而言是經濟上的最適決定，

即使資訊仍不充分，但這是「理性的無

知」(rationally ignorant)！

不過，如果真的「資訊愈多愈好」，

那何以會有資訊取得成本低於利益的可

能？  第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所搜尋的資訊

就協助我們評估交易利弊而言，與已有

的資訊具高度的同質性，而出現了資訊

「邊際效用遞減」的現象。第二種更有意

思的解釋是，同一類的搜尋資訊，對於不

同的搜尋者評估交易決定的「相關性」

(relevance)是不等價的。例如，確認新

款行動電話的相機畫素是否真如廣告所稱

已提高50%這件事，對於單純只是因為行

動電話是由偶像所代言而購買者，和出於

提升自己部落格畫質考慮而購買的部落客

而言，在假設搜尋成本相同的前提下，二

者的搜尋必要性及邊際利益顯不相同。同

理，基於彰顯身份地位而購車，和因長期

營業需要而購車，二者對於「維修頻率或

零件成本」資訊的需求與搜尋意願(利益)

也必然會有顯著的差異。若把普遍存在的

「資訊不對等」現象當作是市場的「現實

性」(reality)，則帝寶公司的主張，是把交

易的「現實性」與「相關性」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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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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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所有資訊影響不同類型車主交易決定

的程度「等質化」，再以此連結「資訊不

對等」與「競爭損害」。這不僅有過度膨

脹「資訊不對等」阻礙主、後市場產生連

動程度的風險，也無法就競爭法解決「資

訊不對等」競爭問題所可扮演的角色提出

具說服力的說明。

2.聚焦主市場競爭對解決「資訊不對等」現

象所具有之功能

「資訊不對等」之所以是一個「現

象」，未必是一個會排除主、後市場連動的

公平法「問題」，是因為市場本身就存在

著可以減緩及解決「資訊不對等」衝擊的機

制。舉例言之，透過「囗耳相傳」所建立起

來的品牌形象、消費者的信任及商譽，也可

以在一夕間因廠商試圖濫用資訊優勢遂行

不當競爭行為而毀於一旦。網路訊息傳遞

的快速性，明顯提高了這類「聲譽效果」

（reputation effect）對濫用廠商的制裁強

度，否則不會有那麼多認真看待長期經營的

店家，會那麼在乎網路的負評，而必須立即

對外說明澄清。這類自律效果強弱與「主市

場」的競爭成正向關係2。 

另一項需要被澄清的迷思，乃蒐集資

訊以解決「資訊不對等」問題的成本，都

只會由資訊弱勢之一方來承擔，而享有資

訊優勢者，必然只想要濫用該優勢來剝奪

交易相對人，全無提供進一步資訊的誘

因。現實是，當耐久財的「主市場」愈

競爭，「後市場」對維修零件成本訊息的

需求，就愈有可能在主市場中激發出「資

訊競爭」，以拉平交易相對人間的資訊落

差。或有認為，競爭出來的資訊，仍屬消

費者不易理解的複雜資訊，無助於解決

「資訊不對等」問題；但以常見的汽車

免費維修保固(warranty)為例，汽車商會

競相以提供更長的保固期間，「暗示」

(signaling)潛在買方對自己產品品質有高

於競爭對手的信心，讓買方在選購當下無

須詳細了解產品細節與後續的維修成本，

仍可放心的購買汽車。類似的耐久財「非

價格競爭」，得讓買方雖處於「資訊不對

等」的劣勢下，不會受到不公平與不利益

的「問題」3。 也許有人會說，保固期間有

限，一旦保固期滿，車主後續仍會出現被

套牢在對其不利益的交易關係中，難以脫

身轉換交易關係的問題。不過，這涉及競

爭法如何看待與評估「套牢」這件事，以

下簡要說明。

3.競爭法下的「套牢」與「轉換成本」

不論是基於資訊搜尋成本高於利益或

考量業者所提供的維修保固，對選擇在

「後市場」資訊欠缺的情況下購車者而

言，維修零件資訊並不是其交易決定當下

的「相關資訊」，不影響該交易的需求與

供給考量。故允許這類型買方在事後得對

其之前已權衡過的交易決定，以「欠缺非

交易相關資訊」為由，將可預見的締約後

「套牢」及「轉換成本」，歸因於是車商
2 美國聯邦第一上訴巡迴法院在Maint. Servs. v. Digital Equip. Corporation案中，就「商譽」矯正耐久財後市場濫用行為的功能，有相當精要的描述:
“Reputation is important to a firm that constantly competes for new customers, and a manufacturer's behavior in the aftermarket probably will be scrutinized by 

customers shopping for the firm's products in the primary market. If the firm has a bad reputation, that will prompt potential customers to go elsewhere. Moreover, 
such a firm eventually will suffer defections from its installed base as well, for firms concerned with the long term cannot afford to bite the hands that feed them.＂ 
188 F.3d 11, 16 (1st Cir 1999). 

3 可參考Maint. Servs. v. Digital Equip. Corporation, 188 F. 3d 11, 14(“Because a warranty is a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a consumer can protect himself against 
the uncertainties inherent in owning a product that likely will require parts and service over time, the product's allure increases as the warranty terms become 
more generous. This attraction is magnified in some cases because a strong warranty signals a manufacturer's faith in the quality of its product.＂); 另外，歐盟

執委會也在 Pelikan/Kyocera案中指出，除了產品生命週期成本與價格資訊外，其他主產品廠商的保固條件也是執委會納入考慮消費者是否將主後市場併同考慮的

考量因素。Case No. IV/34.330, at paragraph 61, available at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34330/34330_21_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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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資訊不對等」所取得之「市場力

量」，就「競爭法」的分析來講，實顯牽

強。特別是對帝寶案所提及的，即使「後

市場」維修成本資訊存在，但因與車價間

之比例過低而不去注意的購車者而言，更

應對競爭法介入保護的必要性與公平性，

持更謹慎與保留的態度。

論者在討論耐久財「套牢」問題時，

經常是假設「轉換成本」估算的期間是從

發現買錯車的時點開始，一直到車子「壽

終正寢」，完全無法使用為止，而忽略耐

久財「折舊」特色以及解決「資訊不對

等」的市場機制，對產品價值與「轉換成

本」高低的影響。簡言之，「折舊」讓耐

久財的價值因時間遞減，但車輛的維修頻

率與成本則隨時間遞增； 在假設零件價格

維持不變的前提下，零件價格與車價比亦

會呈現遞增的現象。當維修成本高於車價

折舊後的價值時，車主即有換車的誘因，

不再修車。以圖1為例，在不考慮折舊時，

被「套牢」的車主會選擇在固定不變的

VD0等於其維修成本VR，即T0的時間點換

車。如果把折舊成本納入，換車的時間點

則提前至T1(VD+=VR)。

圖1 車價與維修成本

再將「保固」也考慮進去，由於在買

車後的保固期間Tw內維修是免費，因此所

謂的「套牢」成本在圖1的Tw前等於0. 在

保固期間過後，距離車主換車及被「套

牢」的時間只剩下T1-Tw，明顯短於T0及

T1。臺灣發展快速的二手車市場，進一步

證明了所謂的「套牢」或「高轉換成本」

和市場交易現實應存在著相當落差。

五、系統思維於競爭法分析中之具體運

用(二)—九家民營電廠拒絕協商調

整電價案

本案目前尚繫屬於最高行政法院，爭點即在

於九家民營電廠在經過競標取得售電給台電的資

格後，彼此是否仍具有公平法下的「競爭關係」

及「競爭者」的身分，而有違反公平法聯合行為

的可能。本案是另一個適合運用「系統思維」來

思考的案例。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在104年度訴更一字第64號判決中，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認為廠商得標後以獨立電力供應商

(IPP)業者進入市場，只能與台電締約，且必須

依照電力供給契約(PPA)來履約，彼此間不可能

以價量爭取交易機會，既然無法爭取交易機會，

即與公平法第4條對「競爭」的規定不符。法院

將先前進入市場的競標與得標後履約分別觀察，

認為公平會所調查者，為履約階段之爭議，競標

關係已結束，故不符合聯合行為要件。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107年訴更二字第99號判決也採類似的

看法，且進一步認為IPP在履約階段亦不具有潛

在競爭關係。公平會除主張即使在履約階段，因

有「保證時段」和「非保證時段」的供電區別，

後者仍有競爭發生外，亦強調「競爭」應包含

競標的「進入市場的競爭」(competition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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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包括未來延長合約或再簽新約時的競

爭。高等行政法院則以「不能僅重視市場進入

的競爭，而忽略更重要的合議時量價競爭的條

件」、「所主張『延長合約或再簽新約』之競

爭，乃未來之市場進入競爭，並非『合意當時』

之價量競爭，競爭有特定時點，不應無限擴大，

過去及未來之市場進入競爭，其重要性即不如合

意當時PPA 合約架構下之市場價量競爭」等理

由，不採公平會之見解。

（二）從「系統思維」看本案

1.功能與目的

此一「競標」系統的目的，在藉由民

營化引入市場競爭，逐步解除電力供應市

場的管制，確保電力供應與電價之穩定

性，實現電力市場自由化。

2.內在元素或特徵

競標機制、PPA契約、得標後履約及

修正、法規（「電業法」、「開放發電業

作業要點」、「公平法」中的聯合行為構

成要件）都是這個系統運作過程中的重要

內在元素與特徵。

3.互聯性

在觀察內在元素間之互聯性時，本案

最關鍵者，乃應先了解「競標」機制在這

個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理論基礎為

何。產業之所以受政府管制，有相當大的

比例是因為市場存在著某程度讓「市場內

競爭」(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無法

充分發揮其提升效率與整體福利效果的市

場因素。以電力市場為例，高固定成本及

規模經濟的要求，讓電力管制機關通常以

給予業者「自然獨占」的特許權，再搭配

後續經營行為面的管制，如電價調整自由

的限制等來進行管制。此一管制手段不但

讓國家要承擔高監督成本，獨占特許權的

決定過程，更易引發爭議。從1960年代

開始，Ronald Coase及Harold Demsetz

等經濟學家提出以「競標」或「拍賣」的

方式，將未來的獨占權利開放由業者來競

逐，來解決傳統管制方式的缺失。簡單的

說，就是讓業者在這個取得經營特許權的

「進入市場競爭」過程中，各競爭者依未

來獨占權對其所可創造的「利益」現值以

及得標後之行為面管制預期「成本」(如

服務提供義務、費率調整限制或回饋方案

等)，來決定其所願意提出的競標內容。透

過此一程序，即使最後得標者只有一家，

但在激烈的「搶門票」競爭中所允諾的事

後履約義務，實質上已將競爭所創造的效

益引入到普遍被視為是「自然獨占」的產

業之中。

在了解上述邏輯後，即不難理解「競

標」與「得標後履約」何以應視為是同一

「系統」，是實現同一「目的」下的二個

具有高度互聯性的系統元素。本案所涉及

的對民營廠商得標後的交易對象(只能賣給

台電)，或是交易數量及價格並無決定空間

等得標後的限制，任何投標廠商於競標階

段都已知悉，且內化為其參與投標之「成

本」考量因素，再衡量得標後的利益，具

體反映在所提的投標內容中。因此，進入

市場後的履約行為，只不過是「進入市場

競爭」所型塑出來的市場互動秩序，是競

爭的「結果」，而非高等行政法院所言

之不競爭！更非如高等行政法院所言，

「『聯合行為當時』有無市場存在，自

僅得審酌『合意當時』各IPP產品因價格

高低而有替代性(存有競爭)之商品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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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各IPP競標進入PPA時之『市場進入競

爭』無關。」

推敲高等行政法院之所以未在本案納

入系統思維，和其過於法形式主義的詮釋

公平法關於「競爭」的定義有關。公平法

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競爭，指二以上事

業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

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之行

為。」高等行政法院似乎認為從法條的結

構觀之，「競爭」(p)是「爭取交易機會」

(q)的充分條件(p→q)，故當市場中看不到

有「爭取交易機會」之現象(~q)，則必然

不存在有「競爭」(~p)(~q→~p)。然而，

這種解釋明顯會與經濟理論產生齟齬，蓋

完全競爭(perfect competition)下的市場均

衡，是每一家廠商都是價格的接受者，沒

有一家廠商會有誘因以降價或更有利的交

易條件去爭取交易機會；很顯然的，只有

不當地將競爭的「均衡」(結果)與引導均

衡出現的競爭過程切割觀察，才會得出市

場是不競爭的結論。

（三）高等行政法院相關論理之評析

高等行政法院在判決中，亦提出了幾項理

由，用以支持其認為不應將競標市場的競爭納入

本案考量的基礎。我大致把這些理由歸納為以下

三大點，每一點都有進一步被檢視的必要。

1.否認「競標」市場中具有競爭

高等行政法院認為臺灣的電廠與美國

的獨立電廠不相同，由於臺灣電廠仍在台

電集體控管之內，並非高度民營化自由

化的市場，IPP業者並無美國市場架構下 

「機會均等」之競爭前提。IPP在處於法

令、PPA契約管制及台電獨買之優勢地位

環境下，法院認為就IPP間有無競爭關係

之認定，應採用較嚴格(對 IPP有利)之觀

點。

個人認為，法院顯然錯誤地將「競

爭」與「不受任何形式限制的競爭」劃上

等號，但真實世界的市場競爭從來不會以

後者的形態出現，即使是高度競爭的市

場，競爭者永遠都要面對處理來自於法規

或非法規因素在競爭過程中所產生之約制

效果。故如果真的要談「機會均等」，本

案應係指所有想要參與IPP競標的業者所

面對的競標條件約束是否相同，而非觀察

個別IPP業者對台電而言是否處於不對等

的地位。本案所有競標廠商均受制於台

電，係立足於相同的限制環境下的進入市

場競爭，並無機會不均等的問題。此外，

何謂「有利」之解釋？如果本案不是依

「聯合行為」，而是朝個別IPP業者是否

有濫用「市場力」拒絕與台電協商的方向

來調查，則是否將IPP之間解讀為具有競

爭關係，降低其被認定具有市場力的機

會，反而對它們比較有利？ 何以對市場影

響相同之同一組事實，其在公平法下應如

何被定性，可以因為要讓IPP業者免責的

考量，而隨著所涉法律的不同而有完全相

反的結論？

2.參與競標的時間點不同，故彼此不構成

「競爭者」

高等行政法院認為，縱令其於各自競

標階段中具有競爭關係，但不同階段得標

之民營電廠間，實不存在有市場進入之競

爭關係。暫不論從「系統思維」角度來

看，不同時間點的競標，代表的只是同一

政策目的(引入民營電廠供電解決缺電問

題)的分階段落實，若競標業者所簽署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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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份PPA契約，得標進入市場後，也未

依進入市場時間點的不同，而設定不同的

供電順序，則如此形式化的區分，對於公

平法評價這類行為的競爭影響究竟實益何

在？ 更重要的是，在這個解釋下，公平法

該如何處理勾結內容即是在分配競爭者彼

此進入市場時間點的聯合行為？ 例如，聯

合行為成員在政府定期規律性招標案中，

彼此勾結分配參與的招標案，約定各自參

與和不參與的招標場次，此時，依該協議

不參與特定招標場次的廠商，是否得主張

其非與其他成員同一時間加入競標，故彼

此間不屬於「競爭者」？ 

3.否定事件間之相關性(因果關係)

從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認為「進入市場

競爭」或未來新的競標「並非『合意當

時』之價量競爭，競爭有特定時點，不應

無限擴大」一語不難看出，法院認為如果

將進入市場競爭納入是否有競爭關係的判

斷，恐不當延伸事件間之「因」「果」關

係考量範圍，增加執法任意性的風險。另

外，法院似乎也將進入市場前的「競標」

和進入市場後因市場環境變化所產生之拒

絕修改合約爭議，視為是性質上全然不同

的二件事，不能混為一談。就前者而言，

法院對判斷「因果關係」應相當熟稔；而

從之前所引刑法第19條第3項或「電視執

照案」等例子可知，法律上跳離個案發生

當下之時空條件，考量之前或之後之因素

並不罕見。至於後者，引申之前所言，在

「系統思維」理論下，「事件」間能否被

視為具關聯性的「因」和「果」，與被評

估「事件」所依附的「系統」，其運作之

功能與目的息息相關，謹以下列簡單的例

子來類比說明：

假設為搶購五月天演唱會門票，A比

B提前一天到現場排隊，並買到比B更好

的位子，想像這是一個「進入市場」的競

爭。若A, B在買到票後，出現以下二個突

發事件: (1)主辦單位發現位子嚴重超賣； 

(2) 會場內所販售的飲料遠少於歌迷的需

求量。在無法增設位子或進更多飲料的前

提下，主辦單位在思索如何解決座位及飲

料分配問題的過程中，A比B早到「排隊搶

票」的事實，在事件(1)被納入考慮的必要

性和重要性應遠高於事件(2)。回歸本案，

九家民營電廠拒絕與台電協商調整電價爭

議，就開放民營事業參與供電以落實電業

自由化的政策目的，以及「開放發電業作

業要點」第五點已將台電收購電力價格的

爭議列為「應由經濟部調處」之事項觀

之，其性質是否是較接近於演唱會「位子

超賣」而非「飲料不夠」的問題，而有必

要將「進入市場競爭」納入考慮？我想答

案應不言可喻！

六、結論

即便個人認為「系統思維」對競爭法分析相

當重要，但仍需強調，由於不同系統的複雜度差

異很大，對涉及到較為簡單且變動不大的生態系

統，「系統思維」較有可能被完整地融入於公平

法的分析過程中。本文所討論的二個個案，是我

個人認為屬於這類型的生態系統。惟若所牽涉的

系統龐雜，且變動路徑快速難以預測，如涉及數

位平臺之案件時，則「系統思維」在個案分析過

程中所可涵蓋的範圍有多廣，以及其元素及特徵

間會產生何種程度的互聯性關係，判斷上可能就

很難盡善盡美。競爭法主管機關在面對這類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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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判斷的案例類型時，執法政策上應儘可能朝

「合法」的方向來思考，蓋在動態創新競爭快速

多變的市場環境下，「錯殺」的成本往往高於

「錯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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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