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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編輯說明  

一、本年報編印目的在提供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執行本會主管法規的工作概況與成

果，為便於與國際交流，除附錄 2 至附錄 4 以外，均採中英文對照。 

二、本年報內容分為下列四大部分： 

（一）本會組織與職掌。 

（二）提要分析：本會案件處理概況、多層次傳銷事業管理概況、委員會議審議案件概況、公

平交易諮詢服務及政策推動概況。 

（三）統計表。 

（四）附錄：統計名詞定義、處分案件、不禁止結合案、本會重要措施。 

三、本年報各項資料來源與必要的說明與附註均於表下方註明。 

四、本年報所用統計單位，除特殊情況分別於各表註明外，「年」採曆年制、「案件」以件為準、「金

額」以新臺幣為準。 

五、本年報所用符號意義如下： 

─ 表示無數字 

-- 表示無意義數值 

… 表示數字不詳 

0 表示數字不及半單位 

六、本年報所載資料為最新資料，凡與前期內容不同者，悉以本期數字為準。 

七、本年報資料已上載於本會網頁（網址 http://www.ftc.gov.tw/）之「公開資訊」/「業務統計」/

「年報」項下，如對本年報內容有任何疑問或建議事項，請 e-mail 至本會服務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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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Notes 

1. The Statistical Year Book is to provide an overview of work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s enforcement of the Fair Trade Act. In order to facilitat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the 

Yearbook is written by a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way except Appendix 2~4. 

2. The Yearbook consists of four parts: 

- Organization & duty of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 Summary Analysis：Processing of cases, Regulation of multi-level sales Enterprises, Commissioners 

Meeting and consulting service & policy implementation. 

- Statistical Tables. 

- Appendix: major statistical terminologies, list of decision rulings, list of mergers not prohibited, list 

of concerted action cases approved, and important measures of the FTC. 

3. Sources, notes, remarks for data are shown below the tables. 

4. In this Yearbook, “year” refers to calendar year and data are measured by “case” or “NT dollar”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5. The following symbols are used for tables: 

-  None 

--  Meaningless 

…  Not available 

0  Less than half unit 

6. The figures showing in this issue may not be the same with the corresponding figures in the previous 

issue due to the corrections and revisions made in exchange of base. 

7. The data of this Yearbook can be found on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 “Statistics” / “Yearbook” 

of the website of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http://www.ftc.gov.tw/). For any request or advice, 

please e-mail to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mailbox/mailbo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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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廢止

（1）建築師公會統一代收業務酬金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105.2.25）。

（2）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話行銷案件之處理原則（105.8.4）。

（3）行政機關私法行為適用公平交易法之審度原則（105.8.26）。

（4）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收視率調查案件之處理原則（105.9.27）。

（5）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桶裝瓦斯勞務配送中心營業行為之規範說明（105.10.7）。

（6）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子市集之規範說明（105.11.23）。

（7）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中衛制度實務作法之處理原則（105.12.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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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9）。

三、推動國際交流合作

（一）雙邊互動交流

鑑於經濟全球化與國際化，部分事業之限制競爭行為與不公平競爭行為已不再侷限一國境內，

本會為積極拓展與他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相互交流， 105 年 6 月於舉辦「2016 臺灣競爭政策及競爭法

國際研討會」期間，辦理與加、澳、法、美（FTC）、紐、星及 OECD 首長或高階官員雙邊會談。8

月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交換人員來臺，與本會就澳洲限制競爭及不公平競爭實務交換執法經驗

。此外，9 月赴韓國首爾參加「第 9 屆首爾國際競爭論壇」及「第 12 屆東亞競爭政策高峰會議」期

間，與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主任委員及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分別就臺日、臺韓競爭法現

況廣泛交換意見；復於 11 月赴法國巴黎參加 OECD「競爭委員會」期間，與巴拿馬消費者保護暨競

爭防衛署署長就臺巴拿馬雙方競爭法發展概況交換意見。另於 105 年 11 月與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舉

行年度工作層級會議。本會藉由積極推動高階官員及工作層級官員雙邊互動，有效促進跨境執法合

作效能，並拓展競爭法國際執法合作的契機。

（二）國際會議參與

為積極維持我國與國際組織間之夥伴關係，汲取競爭法最新之專業知識，105 年本會參與之國

際會議如次:持續派遣高階官員率團出席 OECD 競爭委員會各次例會、第 12 屆東亞競爭政策高峰會

議；出席 ICN 第 15 屆新加坡年會、首席/資深經濟學者研討會、卡特爾研討會、結合圓桌會議；出

席韓國「第 9 屆首爾國際競爭論壇」、「第 20 屆競爭政策國際研討會」；參加各項 OECD-韓國區域競

爭中心之研討會；出席 APEC「經濟委員會」及其轄下「競爭政策及法律小組」例會。

（三）協助新興機關能力建置

本會 105 年 9 月於印尼雅加達舉辦「國際反托拉斯區域研討會－垂直交易限制的競爭分析｣，邀

請加拿大競爭局、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及澳洲國立大學派遣專家學者與會。

，本次研討會共計邀請香港、印度、日本、馬來西亞、蒙古、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緬甸

、柬埔寨、地主國印尼以及我國，共計 13 國 45 位競爭法主管機關代表、專家參加。此外，105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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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重要措施 
Important Measures of the FTC 

民國 105 年 
2016 

月 份 重   要   措   施 

1 月 一、召開第 1261 次至第 1264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20 項議案。 

二、競爭中心 

(一) 「公平交易通訊」第 67 期出刊並分送各界。 

(二) 1 月 4 日本會「競爭政策資料及研究中心」重新對外開放。 

(三) 1 月 8 日辦理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師生參與「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訓練營」。 

三、國際事務 

(一) 1 月 14 日及 22 日分別派員出席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召開「研商更新我國加入 TPP 之整體

影響評估」第 2 次會議及「我國加入 TPP 之部門別影響評估會議（消費者權利及政府採

購）」。 

(二) 1 月 20 日、21 日及 26 日參加 ICN 卡特爾工作小組、單方行為工作小組、倡議工作小組

及給合工作小組電話會議。 

四、其他 

(一) 1 月 11 日出席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第 203 次協調會報。 

(二) 1 月 15 日召開「檢討本會 104 年度施政績效目標執行成果會議」。 

(三) 1 月 25 日出席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第 284 次業務會報。 

(四) 1 月 28 日召開「產業資料庫與產業調查小組」105 年第 1 次會議。 

 

2 月 一、召開第 1265 次至第 1268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15 項議案。 

二、研討事宜 
(一) 2 月 17 日舉辦「我國大宗物資業者採購資料向各部會提報之文件簡化作業」工作層級會

議。 

(二) 2 月 23 日舉辦「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擬與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結合案

」競爭影響評估座談會。 

三、競爭中心 

(一) 「公平交易通訊」英文版第 67 期出刊並分送各界。 

(二) 2 月 26 日邀請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陳教授志民專題演講「新興經濟體競爭政策與法規

之選擇」。 

四、國際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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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份 重   要   措   施 

 (一) 2 月 1 日出席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召開「TPP 條文第 1 次討論會議」。 

(二) 2 月 24 日至 3 月 1 日出席亞太經濟合作(APEC)於秘魯舉辦「第 1 次資深官員會議(SOM1)

暨相關會議」。 

(三) 2 月 3 日、4 日、16 日及 24 日參加 ICN 執委會第 1 次「市民會議」、機關成效工作小組

、結合工作小組及卡特爾工作小組第 1 分組電話會議。 
 

五、其他 

(一) 2 月 2 日召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5 年第 1 次會議」。 

(二) 2 月 15 日出席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第 204 次協調會報。 

(三) 2 月 20 日列席「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成立大會及第一屆第一次理事會、監事會會議。

 
3 月 一、召開第 1269 次至第 1274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19 項議案。 

二、宣導活動 

(一) 3 月 3 日於臺北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流通事業之規範說明會」。 

(二) 3 月 25 日於嘉義縣，針對原住民、新住民、銀髮族及一般民眾，舉辦「多層次傳銷法令

規範說明會」。 

(三) 3 月 28 日於臺北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經紀業之規範說明會」。 

三、競爭中心 

(一) 「公平交易通訊」第 68 期出刊並分送各界。 

(二) 3 月 11 日召開「2016 臺灣競爭政策及競爭法國際研討會」第 2 次籌備會議。 

四、國際事務 

(一) 3 月 7 日、8 日及 23 日分別參加 ICN 單方行為工作小組網路研討會議、ICN 執委會第 2

次「市民會議」及 ICN 卡特爾工作小組第 1 分組電話會議。 

(二) 3 月 23 日出席「美國政治與經濟之動態發展及亞太經貿政策」座談會。 

五、其他 

(一) 3 月 1 日出席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召開之研商「高齡者消費生活保護政策綱領」執行成

果回報事宜會議。 

(二) 3 月 7 日出席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第 205 次協調會報。 

(三) 3 月 21 日出席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第 285 次業務會報。 

(四) 3 月 22 日召開本會「資料開放諮詢小組」105 年第 1 次會議。 

(五) 3 月 24 日召開本會「內部稽核小組」第 8 次會議。 

(六) 3 月 25 日召開「公平交易季刊」編輯委員會 105 年度第 1 次編輯會議。 

 
4 月 一、召開第 1275 次至第 1277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17 項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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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份 重   要   措   施 

 
二、宣導活動 

(一) 4 月 25 日於本會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規範說明會」。 
(二) 4 月 26 日於本會舉行「105 年度公平交易法專題講座臺北場－公平交易法最新修正重點

、寬恕政策實施辦法及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簡介」。 
(三) 4 月 28 日、29 日分別赴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雲林縣斗六市公所辦理「交易陷阱面面觀

」宣導活動。 

三、競爭中心 
(一) 「公平交易通訊」英文版第 68 期出刊並分送各界。 
(二) 4 月 14 日及 27 日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師生及會計學系師生分別參與本會辦理之「公平交

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 
(三) 4 月 22 日邀請真理大學法律學系謝教授杞森專題演講「Uber 與計程車之競爭相關爭議

問題」。 

四、國際事務 
(一) 3 月 29 日至 4 月 2 日派員至越南河內市參加 OECD 韓國政策中心舉辦「建構卡特爾執法

競爭法研討會」。 
(二) 4 月 12 日及 13 日分別參加 ICN 執委會第 3 次「市民會議」及卡特爾工作小組第 1 分組

網路會議。 
(三) 4 月 15 日出席「TPP/RCEP 專案小組」第 16 次會議。 
(四) 4 月 19 日參加 ICN 年度工作成果、OECD 競爭委員會「第 2 次競爭法主管機關事後評估

能力建置研討會」電話會議。 
(五) 4 月 26 日至 29 日出席於新加坡舉行之 ICN 年會及相關會議。 

五、其他 
(一) 4 月 7 日召開本會「106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先期作業審議會議」。 
(二) 4 月 8 日出席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第 206 次協調會報。 
(三) 4 月 11 日、12 日辦理本會「105 年度服務中心輪值人員專精講習暨新進人員執法訓練」

。 
(四) 4 月 13 日出席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召開「研商 2016 年我國落實 APEC 婦女經濟宣言個別

行動計畫會議」。 
(五) 4 月 15 日張宏浩委員講授「結合決定事後影響評估之實證研究」。 
(六) 4 月 22 日出席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召開之「研商消費者保護業務績效考核機制會議」。

(七) 4 月 25 日出席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第 286 次業務會報。 
(八) 4 月 25 日辦理「競爭法經濟分析參考手冊－相關市場界定之應用與實作」教育訓練課程

。 
(九) 4 月 27 日派員列席國家發展委員會第 24 次委員會議「公共政策網路參與機制檢討與精

進」案議程。 
 

5 月 一、召開第 1278 次至第 1281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26 項議案。 

二、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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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份 重   要   措   施 

 (一) 5 月 2 日、10 日、13 日及 24 日分別赴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創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臺南

應用科技大學企管系、屏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系及嘉義中正大學經濟系辦理「公平交

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二) 5 月 20 日於高雄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經紀業之規範說明會」。 
(三) 5 月 25 日赴臺南市直轄市商業會辦理「交易陷阱面面觀」宣導活動。 
(四) 5 月 27 日於新竹縣辦理國民中學「公平交易法種子教師研習營」。 

 
三、競爭中心 

(一) 「公平交易通訊」第 69 期出刊並分送各界。 
(二) 5 月 10 日召開「2016 臺灣競爭政策及競爭法國際研討會」第 3 次籌備會議。 

四、國際事務 
(一) 5 月 6 日派員出席經濟部召開「強化對北美地區經貿合作計畫」105 年推動小組會議。

(二) 5 月 23 日派員出席經濟部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召開之「WTO 多邊貿易談判議題最新進

展說明及研商我國相關立場」會議。 
(三) 5 月 25 日參加 ICN 卡特爾工作小組第 2 分組電話會議。 
(四) 5 月 31 日派員出席「第 40 屆臺日經濟貿易會議期中檢討會議會前會暨組團會議」。 

五、其他 
(一) 5 月 3 日派員參加國家發展委員會召開「行政院第 5 次公共治理協調會報」。 
(二) 5 月 9 日出席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第 207 次協調會報。 
(三) 5 月 17 日派員出席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召開之研商「106-108 年度消費者保護計畫（初

稿）」會議。 
(四) 5 月 28 日與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於台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共同辦理 105 年度第 1 次「

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學術研討會」。 
 

6 月 一、6 月份召開第 1282 次至第 1286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24 項議案。 

二、研討事宜 
6 月 14 日辦理本會 105 年度第 1 次「競爭法國際發展及個案研討訓練」。 

三、宣導活動 
(一) 6 月 2 日於臺北市，針對商業或廣告相關公、協會代表、網站平台及其他從事促銷廣告或

交易之業者，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促銷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說明會」。 
(二) 6 月 3 日於花蓮縣辦理國民中學「公平交易法種子教師研習營」。 
(三) 6 月 3 日於高雄大學財經法律系辦理「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四) 6 月 11 日、22 日、24 日及 25 日分別赴臺南市善化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高雄市勞工菁

英之友會、屏東縣九如鄉九明社區發展協會及嘉義縣新港鄉扶緣服務協會辦理「交易陷

阱面面觀」活動。 
(五) 6 月 20 日於臺北市，針對商業或廣告相關公、協會代表、百貨零售業、無店面零售業及

其他從事薦證廣告之業者，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會」。 
(六) 6 月 21 日於臺北市，針對多層次傳銷事業，及擬從事多層次傳銷之事業或個人，舉辦「

公平交易委員會多層次傳銷管理系統線上操作及其應注意事項說明會」。 



-184- -185- -185- 

月 份 重   要   措   施 

 (一) 5 月 2 日、10 日、13 日及 24 日分別赴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創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臺南

應用科技大學企管系、屏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系及嘉義中正大學經濟系辦理「公平交

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二) 5 月 20 日於高雄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經紀業之規範說明會」。 
(三) 5 月 25 日赴臺南市直轄市商業會辦理「交易陷阱面面觀」宣導活動。 
(四) 5 月 27 日於新竹縣辦理國民中學「公平交易法種子教師研習營」。 

 
三、競爭中心 

(一) 「公平交易通訊」第 69 期出刊並分送各界。 
(二) 5 月 10 日召開「2016 臺灣競爭政策及競爭法國際研討會」第 3 次籌備會議。 

四、國際事務 
(一) 5 月 6 日派員出席經濟部召開「強化對北美地區經貿合作計畫」105 年推動小組會議。

(二) 5 月 23 日派員出席經濟部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召開之「WTO 多邊貿易談判議題最新進

展說明及研商我國相關立場」會議。 
(三) 5 月 25 日參加 ICN 卡特爾工作小組第 2 分組電話會議。 
(四) 5 月 31 日派員出席「第 40 屆臺日經濟貿易會議期中檢討會議會前會暨組團會議」。 

五、其他 
(一) 5 月 3 日派員參加國家發展委員會召開「行政院第 5 次公共治理協調會報」。 
(二) 5 月 9 日出席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第 207 次協調會報。 
(三) 5 月 17 日派員出席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召開之研商「106-108 年度消費者保護計畫（初

稿）」會議。 
(四) 5 月 28 日與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於台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共同辦理 105 年度第 1 次「

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學術研討會」。 
 

6 月 一、6 月份召開第 1282 次至第 1286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24 項議案。 

二、研討事宜 
6 月 14 日辦理本會 105 年度第 1 次「競爭法國際發展及個案研討訓練」。 

三、宣導活動 
(一) 6 月 2 日於臺北市，針對商業或廣告相關公、協會代表、網站平台及其他從事促銷廣告或

交易之業者，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促銷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說明會」。 
(二) 6 月 3 日於花蓮縣辦理國民中學「公平交易法種子教師研習營」。 
(三) 6 月 3 日於高雄大學財經法律系辦理「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四) 6 月 11 日、22 日、24 日及 25 日分別赴臺南市善化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高雄市勞工菁

英之友會、屏東縣九如鄉九明社區發展協會及嘉義縣新港鄉扶緣服務協會辦理「交易陷

阱面面觀」活動。 
(五) 6 月 20 日於臺北市，針對商業或廣告相關公、協會代表、百貨零售業、無店面零售業及

其他從事薦證廣告之業者，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會」。 
(六) 6 月 21 日於臺北市，針對多層次傳銷事業，及擬從事多層次傳銷之事業或個人，舉辦「

公平交易委員會多層次傳銷管理系統線上操作及其應注意事項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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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份 重   要   措   施 

 
四、競爭中心 

(一) 「公平交易通訊」英文版第 69 期出刊並分送各界。 
(二) 6 月 1 日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師生參與本會辦理之「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訓練營」。 
(三) 6 月 7 日邀請輔仁大學陳副校長榮隆專題演講「役權之活化發展與限制競爭」。 
(四) 6 月 28 日及 29 日舉辦「2016 臺灣競爭政策及競爭法國際研討會」。 

五、國際事務 
(一) 6 月 1 日至 3 日派員參加於新加坡舉辦之「APEC 結構改革能力建構研討會」。 
(二) 6 月 13 日至 6 月 17 日出席 OECD「競爭委員會」例會及相關會議。 
(三) 6 月 27 日舉辦「臺加競爭法雙邊會議」。 
(四) 6 月 27 日至 29 日辦理與澳洲、法國、美國、紐西蘭、新加坡競爭法主管機關首長或代

表及 OECD 競爭委員會主席進行雙邊會談。 
(五) 6 月 30 日參加 ICN 倡議工作小組電話會議。 

六、其他 
(一) 6 月 1 日出席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第 208 次協調會報。 
(二) 6 月 2 日召開「研訂本會中程施政計畫（106 至 109 年度）及 106 年度施政計畫草案」會

議。 
(三) 6 月 6 日至 7 日邀請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法學院之全球反托拉斯學院（Global Antitrust 

Institute , GAI）執行長 Joshua Wright 先生與主任 Koren Wong-Ervin 女士蒞會演講，分別

講授「結合審查之經濟分析及實例應用」與「智慧財產權與競爭法之應用」等課程，並

安排假設案例分組討論。 
(四) 6 月 17 日召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105 年第 2 次會議。 
(五) 6 月 20 日出席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第 287 次業務會報。 
(六) 6 月 22 日召開「產業資料庫與產業調查小組」105 年第 2 次會議。 
(七) 6 月 24 日召開「公平交易季刊」編輯委員會 105 年度第 2 次編輯會議。 

 
7 月 一、召開第 1287 次至第 1290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18 項議案。 

二、研討事宜 
(一) 7 月 15 日於彰化縣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國民中小學教科書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

宣導座談會。 
(二) 7 月 29 日於臺中市舉辦「烘焙業遵法與競爭」宣導座談會。 

三、宣導活動 
(一) 7 月 11 日於臺北市針對不動產業、廣告相關公（協）會代表、不動產開發業者、律師及

會計師，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廣告之規範說明會」。 
(二) 7 月 15 日於臺中市舉辦本會 105 年度公平交易法專題演講臺中場。 

四、 競爭中心 
「公平交易通訊」第 70 期出刊並分送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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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際事務 

(一) 7 月 6 日出席「第 8 屆臺韓雙邊經貿對話會議」籌備會議。 
(二) 7 月 6 日、19 日、26 日及 27 日參加 ICN 卡特爾工作小組、結合工作小組、單方行為工

作小組及卡特爾工作小組第 2 分組電話會議。 
(三) 7 月 14 日至 15 日參加於瑞士日內瓦舉辦之「貿易與競爭政策：檢視 WTO 相關法條之實

踐」英語研討會。 
(四) 7 月 19 日歐盟執委會競爭總署登記暨資源司司長 Isabelle BENOLIEL 女士由外交部王副

代表萬里(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陪同來會訪問。 

六、其他 
(一) 7 月 4 日出席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第 209 次協調會報。 
(二) 7 月 5 日召開「資料開放諮詢小組」105 年第 2 次會議。 
(三) 7 月 11 日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審查「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程施政計畫(106 至 109 年度)

及 106 年度施政計畫草案」第 1 場次會議。 
(四) 7 月 14 日召開「經濟分析小組」105 年第 1 次會議。 
(五) 7 月 19 日出席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第 288 次業務會報。 

 

8 月 一、召開第 1291 次至第 1295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26 項議案。 

二、研討事宜 
(一) 8 月 8 日召開「105 年消費者保護業務考核實地考核會議」。 
(二) 8 月 9 日辦理研商「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百貨公司與專櫃廠商間交易行為之處理原則(修正

草案)」座談會。 

三、宣導活動 
(一) 8 月 12 日於臺中市舉辦「金融業反托拉斯規範與企業遵法」宣導說明會。 
(二) 8 月 26 日於彰化縣，針對欲瞭解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之原住民、新住民、銀髮族及一般

民眾，舉辦「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規範說明會」。 

四、競爭中心 
(一) 「公平交易通訊」英文版第 70 期出刊並分送各界。 
(二) 8 月 19 日邀請本會張委員宏浩專題演講「Uber 營運對計程車經營之經濟影響評估—來

自臺灣的實證分析」。 
 

五、 國際事務 
(一) 8 月 8 日出席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召開之「TPP 整體影響評估專家評論會—消費者權益議

題」會議。 
(二) 8 月 19 日出席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召開「TPP 整體影響評估專家評論會—政府控制事業議

題」會議。 
(三) 8 月 20 日至 24 日出席 APEC 於秘魯利馬舉辦之「寬恕政策抑制反競爭行為之國際經驗

研討會」及「經濟委員會第 2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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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8 月 26 日韓國淑明女子大學法律系名譽教授 Ki Jong Lee(李基種)先生到會訪問。 
(五) 8 月 31 日參加 ICN 卡特爾工作小組第 2 分組電話會議。 

六、其他 
(一) 8 月 2 日辦理「競爭法的經濟分析－水平結合案例與實作」教育訓練課程。 
(二) 8 月 3 日出席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第 210 次協調會報。 
(三) 8 月 10 日召開本會「內部稽核小組」第 9 次會議。 
(四) 8 月 16 日出席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第 289 次業務會報。 
(五) 8 月 18 日、19 日於彰化縣辦理 105 年度「本會與地方機關協調聯繫會議」。 
(六) 8 月 23 日召開「資訊及網站小組」105 年第 2 次會議。 

9 月 一、召開第 1296 次至第 1299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13 項議案。 

二、宣導活動 
(一) 9 月 7 日於臺北市舉辦「公平交易法對於廣告代理業製作廣告行為規範說明會」。 
(二) 9 月 23 日於臺中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促銷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說明會」。  

三、競爭中心 
「公平交易通訊」英文版第 71 期出刊並分送各界。 

四、國際事務 
(一) 9 月 4 日至 9 月 9 日出席 OECD-韓國政策中心競爭計畫於韓國首爾舉辦之「結合管制」

研討會。 
(二) 9 月 8 日至 9 日副主任委員率團出席「第 9 屆首爾國際競爭論壇」及「第 12 屆東亞競爭

政策高峰會議(EATOP)」。 
(三) 9 月 12 日至 13 日出席 ICN 於加拿大溫哥華舉辦之「首席/資深經濟學者研討會」。 
(四) 9 月 28 日至 29 日於印尼雅加達舉辦「國際反托拉斯區域研討會－垂直交易限制的競爭

分析」。 
(五) 9 月 13 日、14 日及 21 日參加 ICN 結合及卡特爾工作小組第 1 分組、第 2 分組電話會議

。 

五、其他 
(一) 9 月 8 日出席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第 211 次協調會報。 
(二) 9 月 20 日出席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第 290 次業務會報。 
(三) 9 月 28 日辦理「競爭法經濟分析參考手冊—聯合行為之經濟分析與實作演練」教育訓練

課程。 
(四) 9 月 30 日召開「公平交易季刊」編輯委員會 105 年度第 3 次編輯會議。 
(五) 9 月 30 日召開「資料開放諮詢小組」105 年度第 3 次會議。 

10 月 一、召開第 1300 次至第 1303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11 項議案。 

二、研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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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 月 24 日於臺北市舉辦「2016 年反托拉斯法學術研討會」。 
(二) 10 月 28 日於臺南市辦理「反托拉斯訴訟與企業遵法」座談會。 

三、宣導活動 
(一) 10 月 1 日赴嘉義縣竹崎鄉昇平社區辦理「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二) 10 月 4 日、26 日分別赴屏東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及長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辦理「公平

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 
(三) 10 月 14 日至 29 日於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辦理本會 105 年度「南方菁英公平交易法

與案例研習營」。 
(四) 10 月 21 日於高雄市舉辦本會「105 年度公平交易法專題講座」。 

四、競爭中心 
(一) 「公平交易通訊」英文版第 71 期出刊並分送各界。 
(二) 10 月 17 日政治大學法律系參與本會辦理之「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

(三) 10 月 18 日邀請本會邱副主任委員永和專題演講「評述經濟分析方法於結合議題之發展

」。 

五、國際事務 
(一) 10 月 3 日至 5 日出席於西班牙馬德里舉行之「ICN 卡特爾研討會」。 
(二) 10 月 7 日 APEC 經濟委員會主席 Rory McLeod 偕同國家發展委員會到會訪問。 
(三) 10 月 18 日至 20 日出席於越南胡志民市舉行之「APEC 競爭法執法機關調查程序與程序

公平研討會」。 
(四) 10 月 27 日參加 ICN 單方行為工作小組「效率在單方行為之判斷」網路研討會。 

六、其他 

 
(一) 10 月 18 日出席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第 291 次業務會報。 
(二) 10 月 20 日召開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105 年第 3 次會議。 
(三) 10 月 28 日邀請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系陳志民教授講授「公平交易法垂直交易限制規範之

新解」專題討論會。 

11 月 一、召開第 1304 次至第 1308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32 項議案。 
 

二、宣導活動 
(一) 11 月 10 日派員擔任新北巿 105 年度消費者保護及公平交易業務研習課程講師。 
(二) 11 月 11 日、21 日、28 日及 29 日分別赴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成功大學政治經濟

研究所、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及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辦理「公平交易

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三) 11 月 25 日於臺中市舉辦「桶裝瓦斯上下游產業競爭與發展」宣導座談會。 

 



-188- -189- -189- 

月 份 重   要   措   施 

 
(一) 10 月 24 日於臺北市舉辦「2016 年反托拉斯法學術研討會」。 
(二) 10 月 28 日於臺南市辦理「反托拉斯訴訟與企業遵法」座談會。 

三、宣導活動 
(一) 10 月 1 日赴嘉義縣竹崎鄉昇平社區辦理「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二) 10 月 4 日、26 日分別赴屏東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及長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辦理「公平

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 
(三) 10 月 14 日至 29 日於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辦理本會 105 年度「南方菁英公平交易法

與案例研習營」。 
(四) 10 月 21 日於高雄市舉辦本會「105 年度公平交易法專題講座」。 

四、競爭中心 
(一) 「公平交易通訊」英文版第 71 期出刊並分送各界。 
(二) 10 月 17 日政治大學法律系參與本會辦理之「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

(三) 10 月 18 日邀請本會邱副主任委員永和專題演講「評述經濟分析方法於結合議題之發展

」。 

五、國際事務 
(一) 10 月 3 日至 5 日出席於西班牙馬德里舉行之「ICN 卡特爾研討會」。 
(二) 10 月 7 日 APEC 經濟委員會主席 Rory McLeod 偕同國家發展委員會到會訪問。 
(三) 10 月 18 日至 20 日出席於越南胡志民市舉行之「APEC 競爭法執法機關調查程序與程序

公平研討會」。 
(四) 10 月 27 日參加 ICN 單方行為工作小組「效率在單方行為之判斷」網路研討會。 

六、其他 

 
(一) 10 月 18 日出席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第 291 次業務會報。 
(二) 10 月 20 日召開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105 年第 3 次會議。 
(三) 10 月 28 日邀請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系陳志民教授講授「公平交易法垂直交易限制規範之

新解」專題討論會。 

11 月 一、召開第 1304 次至第 1308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32 項議案。 
 

二、宣導活動 
(一) 11 月 10 日派員擔任新北巿 105 年度消費者保護及公平交易業務研習課程講師。 
(二) 11 月 11 日、21 日、28 日及 29 日分別赴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成功大學政治經濟

研究所、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及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辦理「公平交易

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三) 11 月 25 日於臺中市舉辦「桶裝瓦斯上下游產業競爭與發展」宣導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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