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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第 26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議程

主辦單位：公平交易委員會

協辦單位：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 
日　　期：108年12月6日（星期五）
會議地點：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國際會議廳

　　　　【臺北市辛亥路、復興南路交叉口（捷運科技大樓站）】

08:50~09:20 報　　到

09:20~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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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義男　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理事長　致詞

09:40~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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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1 　公平交易法與新型態產業模式
　　主持人：魏杏芳（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論文 1 ： 數位科技發展下音樂著作權專屬授權與競爭法適用競合之研
究

　　報告人： 章忠信（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與談人： 王立達（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10:10~10:30 茶　　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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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1:00

論文 2 ：我國再生能源電業競爭法規範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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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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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3 ： 公平交易法對新型態廣告之適用與因應
　　報告人：杜怡靜（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與談人：王明禮（中央大學產業經濟所副教授兼所長）

11:30~11:50 綜合討論

11:50~13:50 午餐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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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14:50

議題 2 　公平交易法與聯合行為
　　主持人：蔡文禎（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論文 4 ：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聯合行為為例
　　報告人：廖義男（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理事長）

　　與談人：吳秀明（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論文 5 ：演算法訂價與競爭法合謀
　　報告人：陳和全（中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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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3 　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之交錯―以著名商標規範為中心
　　主持人：謝智源（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論文 6 ： 公平交易法作與商標法關於著名商標規範及標章規範應有之
合作及分工關係

　　報告人：黃銘傑（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 
　　與談人：劉介中（最高行政法院法官)
論文 7 ： 論著名商標之混淆誤認之虞規範-從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規範

交錯出發

　　報告人：林季陽（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助理教授)
　　與談人：陳昭華（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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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人：陳皓芸（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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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 I

開幕式　黃主任委員美瑛開幕致詞

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廖理事長、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安：

首先，謹代表公平交易委員會歡迎大家蒞臨由本會主辦、台灣公平交易法

學會協辦的第26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相信我國競爭政策
的落實與公平交易法的執行，將因各位的參與而大步開展，成果亦將更為豐

碩。

本會「競爭政策資料及研究中心」自民國86年1月27日成立以來，為加強
競爭政策之研究與服務，即開始舉辦「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

邀集各方碩彥齊聚一堂，希望透過相關文章的發表以及相互間的討論，能增進

本會同仁、專家學者在公平交易法執行實務及學術領域方面的交流。

而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從105年成立後，連續4年都參與協辦本研討會的舉
行，確實發揮了公平交易法學術研究與實務經驗交流平臺的效果，在此，謹對

廖理事長及公平交易法學會給予本會的協助與支持，表達最誠摯的謝意！

大家都知道，隨著科技不斷的創新與發展，全球經濟已經進入數位經濟時

代。而數位經濟時代，新興的商業模式，例如電子商務、雲端運算、大數據應

用、物聯網、共享經濟等，使得競爭政策及競爭法規均面對必須與時俱進的挑

戰，亦為當前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重視之議題。本會除持續關注相關產業及市

場的變化外，為因應當前的發展趨勢，本會特別針對部分數位經濟的議題辦理

委託研究，也希望在今天的研討會上聽聽各位學者專家的意見。

今天上午的主題是「公平交易法與新型態產業模式」，第1篇是「數位科
技發展下音樂著作權專屬授權與競爭法適用競合之研究」，發表人為章忠信助

理教授。本篇論文除比較各國音樂著作權在數位科技下之授權實務，研析競爭

法對音樂著作權專屬授權之適用情形，並對本會在數位科技發展下音樂著作權

授權所造成的競爭議題提出了執法方向建議。第2篇是「我國再生能源電業競
爭法規範之研究」，發表人為高銘志副教授。本論文彙整我國再生能源電業

之特性，剖析國內再生能源電業市場競爭概況，並綜整國際間競爭法主管機關

對再生能源電業發展之管理，以作為國內未來可能發展方式之借鏡。第3篇是
「公平交易法對新型態廣告之適用與因應」，發表人為杜怡靜教授。因應數位

時代，網路等新型態廣告推陳出新，本論文蒐集了各國網路廣告現況，分析新

型態廣告於競爭法之適用，並嘗試為新型態廣告可能導致之跨境執法提出建議

方法。

下午第一場的主題是「公平交易法與聯合行為」，分別從法律與經濟的角

度來研析聯合行為，第1篇是「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聯合行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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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發表人為廖義男理事長。本論文分析了近20年來56件重要的聯合行為裁
判見解，綜合歸納其發展趨勢，在與美國、歐盟、德國、日本相關法制及實務

做比較後，對於各項實務操作與未來修法提出建議。第2篇是「演算法與聯合
行為等重大限制競爭議題之研究」，發表人為陳和全教授。本論文分析演算法

係如何促進事業間的勾結，透過行為態樣的歸納整理，提供快速簡易的檢視方

法，讓執法者能迅速因應演算法的興起。 
下午第二場的主題為「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之交錯-以著名商標規範為中

心」，本會邀請到黃銘傑教授、林季陽助理教授及陳皓芸助理教授，深度研析

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在法規適用與競合時可能產生之問題。

相信透過本次相關議題的研討，將會使在座各位先進更能掌握競爭法的發

展趨勢，而經由學術研究成果的分享與交流，匯聚各位專家學者的學識經驗與

智慧，當能提供本會更多元的思考方向，作為未來施政或執法的參考，並因而

能提升執法的品質。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貴賓與先進的蒞臨指導，並預祝本次研討會能圓滿成

功，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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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發展下

音樂著作權專屬授權與競爭法適用競合之研究

章忠信　余啟民　董子涵　陳育萱
*

目　次
一、前言

二、著作權與著作之授權

　　(一)著作權之本質
　　(二)著作之授權
　　(三)音樂著作利用之公平競爭
　　(四)音樂著作利用之市場界定
三、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起源與運作

　　(一)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起源與運作
　　(二)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運作實務
四、美國之音樂著作強制授權新發展

　　(一)美國著作權法關於音樂著作之保護
　　(二)數位網路科技發展對於音樂著作之利用衝擊
　　(三)MMA法案之重點
　　(四)MMA法案之新思維
五、伴唱機之音樂著作強制授權擬議

　　(一)伴唱機非法灌歌除罪化
　　(二)引進強制授權制度打破音樂著作被壟斷
六、串流音樂之授權爭議

　　(一)大陸網路串流音樂壟斷爭議
　　(二)臺灣網路串流音樂利用現況
　　(三)歐美日之網路串流音樂利用現況
七、結論

* 章忠信為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兼任科技暨智慧財產權法研究中心主任、余
啟民為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董子涵為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刑事法律組碩士
生、陳育萱為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財經法律組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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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數位科技發展下，音樂著作之著作權人透過專屬授權以獲取應有利益，係

其權利行使之結果，惟若因此造成音樂著作被壟斷，無法被廣泛接觸，將與著

作權法及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相違背。

起源於促進音樂著作利用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於各國分別有不同之發

展，亦有採擴大著作權法中之強制授權(法定授權)適用範圍之策略，以促進音
樂著作之利用。臺灣雖不再有音樂串流平臺壟斷音樂利用之情形，然因伴唱機

業者以專屬授權方式壟斷音樂，引發是否修正著作權法延伸音樂著作重製權強

制授權制度至伴唱機之爭議。

公平交易法之目的，在防止任何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行為，依該法

第45條規定，並不禁止依著作權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著作權法一方面賦予
著作人相關專有權利，另一方面限制其權利以達公益，本質上亦自有適當之均

衡機制，若其於制度上可達產業之公平競爭，並不待公平交易法或其主管機關

介入產業秩序。

觀察各國著作權法制發展，若合意授權得以達成著作被廣泛合法利用之目

的，應尊重市場機制，並無引進強制授權或法定授權制度之必要。當授權市場

失靈，著作無法被廣泛合法利用時，著作權法責無旁貸地，必須發揮均衡之效

能，強制授權或法定授權制度將成為必要手段。

關鍵字：著作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強制授權、市場界定、公平競爭

一、前言

著作權法第1條規定：「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
進國家文化發展，特制定本法。」該條文揭示著作權之立法目的不完全在「保

障著作人著作權」，兼具有「調和社會公共利益」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之

任務。著作權法對於著作人，除賦予專有之著作權，透過「保障著作人著作

權」，以鼓勵創作之外，同時明定合理使用及強制授權等相關規定，以達「調

和社會公共利益」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之目標。

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1條規定：「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
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特制定本法。」該條文揭示公平

法在透過「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及「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之手段，以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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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之立法目的。

音樂著作相較於其他著作類別，性質上屬於短、小、輕、薄之創作，但其

利用範圍廣泛，無所不在，無人不聽、不唱。不識之無者，不會接觸文字著

作，惟任何人均可隨時隨地輕易地接觸音樂著作。數位科技發展下，音樂著作

之著作權人透過專屬授權以獲取應有利益，係其權利行使之結果，惟若因此造

成音樂著作被壟斷，無法被廣泛接觸，將與著作權法及公平法之立法目的相違

背。對此現象，究竟係以著作權法解決，抑或係以公平法因應，何者較為適

宜，允宜審慎為之。

以降低音樂著作授權成本並提高授權效率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起源

於1850年之法國，隨後擴散至世界各國，較著名者諸如德國之GEMA、日本之
JASRAC、美國之ASCAP，臺灣則於民國90年代成立之MUST。音樂著作之大
量廣泛利用，集中於重製、公開播送、公開演出及公開傳輸之著作財產權範

圍，雖各有不同市場界定，但不脫透過著作財產權人或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為

之。

著作權法賦予著作人就其著作專有法律所定之著作財產權，同時並以強制

授權及合理使用制度，限制著作財產權之行使。此外，公平法第45條亦規定：
「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法規行使權利之正當行

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亦即，雖然公平法不適用依照著作權法行使權利之

正當行為，一旦著作權人有行使權利之不正當行為，公平法依舊有介入而維護

公平競爭或正常交易之餘地。

本文探討數位網路科技對音樂著作權專屬授權之影響與美、日、德各國之

經驗，以利未來處理音樂著作權專屬授權相關案件及建立競爭規範政策有所助

益。

二、著作權與著作之授權

(一)著作權之本質
人類之智慧成果原本係公有共享，不受法律保護，惟科技發明之後，人類

智慧成果得產生重大經濟利益，乃需要透過智慧財產權法制，就此重大經濟利

益重新分配。基於「所有智慧成果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之侏儒」之思維，智

慧財產權法制首須決定何者屬於巨人而不予保護，使其繼續處於公有共享之狀

態；其次，對於劃歸創作發明者私人之智慧財產權，尚須進一步以強制授權及

合理使用制度限制之。因此，智慧財產權制度之最終目標，不在限制公眾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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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共同累積與新創之智慧成果，而在於促進智慧成果被廣泛接觸，同時使創

作發明者獲得人格上之肯定與經濟上之合理報酬。此係面對智慧成果之議題，

必須具備之基本認知。

著作權人於著作權法受保護之權利，得簡單區隔為對於其著作之「利用控

制權」及「利益分配權」。基於私權及公益之均衡，著作權法視不同情況，對

於該二項權利予以調控，或加以限制、弱化，乃至於完全剝奪。例如，為編制

教科書之利用
1
，或避免著作權人強勢壟斷著作

2
，或為照顧經濟弱勢國家國民

接觸知識之利益
3
，或係為方便利用「孤兒著作」（orphan works）4

，以「法定

授權」（statute license）或「強制授權」（compulsory license），弱化智慧財
產權人之「利用控制權」，但仍尊重其「利益分配權」。

進一步地，基於有利於新聞、教學、學術、研究、評論之公益目的，使得

公眾得於合理範圍內，自由利用他人著作，不必取得授權，不必支付使用報

酬。此種「合理使用」（air use）之設計，乃係對於著作財產權人之「利用控
制權」及「利益分配權」之完全限制。

於授權利用著作方面，實務運作逐步發展出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最後

納入著作權法制系統，我國亦有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
5
以為規範，並供遵

行。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之主要功能，不在著作利用之「授權」本身，而在

「降低授權成本」。透過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由著作權人將權利委由著作權

集體管理團體集中管理，利用人與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簽署授權契約，一次付

費，整體利用，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自利用人所支付之使用報酬，扣除一定比

例之管理費後，全數分配予著作權人。此一機制避免個別著作權人與個別利用

人針對個別著作洽商授權，大幅「降低授權成本」。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健全

運作，以極低之授權成本，使著作權人獲得使用報酬，利用人方便利用，公眾

有更多著作可供接觸享有，形成三贏之局面。

1 著作權法第47條關於編製國家審定之教科書而需利用他人著作之法定授權。
2 著作權法第69條關於利用已灌錄唱片之音樂著作另行灌錄唱片之強制授權。
3 伯恩公約之附錄，允許開發中國家，於著作權法建立「重製權之強制授權」及
「翻譯權之強制授權」，以避免著作權人因利用人資力薄弱而拒絕授權重製或翻
譯其著作之情形。

4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24條針對著作財產權人不明或所在不明而致無法洽談授權
之著作，規定利用人得向著作權專責機關申請強制授權而利用。

5 我國於86年制定公布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民國99年修正公布為著作權集體管理
團體條例，參見章忠信，「2010年新修正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簡析」，智慧
財產權月刊，第137期，99年5月，第35-64頁。



數位科技發展下音樂著作權專屬授權與競爭法適用競合之研究 5

(二)著作之授權
著作權法第37條第1項規定：「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其授

權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其約定

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其中稱「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

作』」，而非「著作財產權人得『將著作財產權授權他人』」，正係明示於法

律關係上，著作財產權人是「授權他人『利用著作』」，而非「將『將著作財

產權』『授權』他人」。著作財產權人僅是允許他人「利用著作」，而未將

「將著作財產權」「授權」他人，被授權之人除了取得自己得「利用著作」之

權利，並不得行使著作財產權。

由於著作財產權人已授權被授權人「利用著作」，著作財產權人對於被授

權人「利用著作」之行為，即不得再行使「禁止他人利用之權利」；相對地，

若是他人沒有經過著作財產權人授權，逕行利用著作，只有著作財產權人得對

其行使「禁止他人利用之權利」，至於合法的被授權人，僅是取得自己得「利

用著作」之權利，並沒有取得著作財產權，故其對於非法的利用人，並不得主

張任何權利。

著作權法第37條第4項規定：「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得
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並得以自己名義為訴訟上之行為。著作財產

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不得行使權利。」「專屬授權」與「著作財產權之讓

與」不同，在於「專屬授權」的被授權人並未取得著作財產權，而「著作財產

權之讓與」之受讓人取得著作財產權。然而，「專屬授權」雖未取得著作財產

權，依第37條第4項規定之效果卻係「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得以著作財
產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並得以自己名義為訴訟上之行為。著作財產權人在專

屬授權範圍內，不得行使權利。」

「專屬授權」與「非專屬授權」一樣，均係獲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得

「利用著作」，並未取得著作財產權。然而，由於第37條第4項之規定，「專
屬授權」使被授權人「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同時使「著作財

產權人不得行使權利」，「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即可行使（1）自己利用著
作之權利；（2）禁止他人利用著作之權利；（3）授權他人利用著作之權利。
相對地，著作財產權人以上的權利均被完全凍結，不得行使。又由於「專屬授

權」之被授權人在「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時，原本就「得將其被

授與之權利再授權第三人利用」，因此，第37條第3項僅規定，「『非專屬授
權』之被授權人非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不得將其被授與之權利再授權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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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未將「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包括在內。

(三)音樂著作利用之公平競爭
音樂授權流程大致如下：

1.詞曲作者將詞曲之重製權利授權給版權公司、唱片公司。
2. 音樂製作人、歌手之錄音、三公（即指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播送）權
利授權給唱片公司。

3.唱片公司加入集管團體將三公權利授權給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4.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將三公權利授權給利用人。
5.重製權則是權利分散，需個別取得重製權，不經由集管團體。
音樂著作之利用，因其採專屬授權及非專屬授權，將引發是否違反公平法

之質疑。

1.專屬授權
以KKBOX和MyMusic為例，多家唱片公司因與MyMusic商業談判失敗，

藉由專屬授權予KKBOX特定曲目進而使MyMusic無法取得授權，欲以此行為
使得MyMusic無法取得特定歌曲之授權，而使其音樂庫減少可供消費者聆聽之
音樂，並減少MyMusic之使用客群，削弱其市場地位。
前述多家唱片公司應屬於公平法第2條所稱事業（第二條第1款之公司），

至於被授權方串流業者得藉由音樂提供串流服務，故亦屬同款所稱事業。今其

等合意僅將歌曲專屬授權給KKBOX，乃共同決定授權對象，可能構成本法第
14條「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其他方式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
務之共同價格、數量交易對象…等，而足以影響商品交易之市場功能者」。

另外，亦應符合該法第20條第1款「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
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蓋該數家唱片公司乃基於損害

MyMusic市場地位之特定意圖而為系爭專屬授權行為，故應屬於公平法所規範
之限制競爭行為。

2.非專屬授權
實務上，非專屬授權即表示該著作財產權並不會如專屬授權般被獨占，惟

在非專屬授權時，是否可能會有不公平交易之相關事項，值得留意。蓋集管團

體在為非專屬授權予利用人時，可能會有費率不清的問題，例如美國因為其集

管團體ASCAP具有獨占的地位，而於訂定費率方面上，並不一定符合利用人
之認知，導致司法部介入而產生了同意判決。同意判決中並限制集管團體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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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合理的費用，且建置了費率法庭
6
。我國目前則是由各個集管團體各自訂

定
7
，若有爭議始由利用人向智慧局申請審議集管團體之授權費率

8
。

國內實務上，由於著作權利人授權分散、授權多層化，導致部分集管團體

收取授權金，移轉給權利人後，權利人於授權金內部分配上，產生了分配不

均，甚至未為分配的問題，對於個別權利人的侵害甚大，至今仍未解決。

這樣的問題源於權利人沒有直接授權給集管團體而無法取得直接的授權

金。惟追本溯源，則會發現個別權利人往往也會受限於個別的唱片公司、版權

公司以及商業習慣，導致授權分散，無法集中於集管團體，從而產生了介於權

利人與集管團體間的中介者（如個別版權公司），能夠趁機取得較多的授權

金。此乃我國集管團體無法發揮授權效益最大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雖然國內實務現況下具有許多授權分配不均的情況，惟此乃私人內部間的

授權問題，並不涉及事業間的不公平競爭行為，故對此之紛爭解決辦法，應回

歸民法、著作權法等相關領域進行後續的探討與發展。

(四)音樂著作利用之市場界定
公平法上之「市場」，係指「可藉由較有利的價格、數量、品質、服務或

其他交易條件之提示，彼此爭取交易機會的事業群所構成之概念空間。」
9
在

一般較為傳統的商業市場中，主要係以不同產品之間價格的互動關係，即假定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消費者會轉而購買那些其他企業的產品，也就是具

不具有「替代關係（替代可能性）」作為判斷的依據。這在一般的商品或服務

中可以解決大多數的問題，但於智慧財產權的商業領域中，需要做些微幅度的

調整，蓋智慧財產權並不僅止於一般「商品市場」，尚包括因特定技術具有替

代可能性的「技術市場」，以及商品研究發展改良開發之「創新市場」。技術

不僅係有形產品，也不同於服務，而自成一類標的。進一步言之，音樂授權這

個產業，在智慧財產權中又是一個更獨樹一格的產業，因為音樂不同於技術，

其更是文化的象徵，是原創作者內在想法表現於外部的展現，同時他本身又是

最終產品的呈現方法。為此不同於傳統市場上的性質，勢必需為音樂授權及其

6 洪若婷，美國音樂集管團體新媒體授權的挑戰與困境，智慧財產權月刊，106年5
月，第221期，頁35。

7 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24條。
8 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25條。
9 黃銘傑，聯合行為成立與市場界定、影響市場功能認定間之理論與論理（上）─
評最高行政法院九二年度判字第一三三六號判決，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總號第68
期，2005年3月，頁22。



第 26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8

相關市場的市場認定方法找新的方法或是做調整。

公平會於104年3月4號對外發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其所
提之的市場界定分析方法包括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

10
、交叉彈性檢測法

11

和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
12
。

相關細節，暫不於此贅述。以伴唱機市場為例：

1.伴唱機與底歌；底歌與伴唱帶
實務上具體的第一個問題存在於伴唱機業者的交易模式中。消費者購買電

腦伴唱機時，除了伴唱機本身，亦會包括其所附屬之MIDI伴唱歌曲在內（即
底歌），然而伴唱機與底歌之間究竟是否為同一市場；以及再區分隨機所附之

底歌與伴唱產品代理商取得對外發行之伴唱產品（指底歌以外更新灌進去的歌

曲，即俗稱之伴唱帶）是否為同一市場，亦有所爭論。關於此問題，曾有行政

法院判決討論此爭點，採肯定說者認為，底歌並非單純的附隨物或贈品，也有

經濟價值存在，因此應將其納入市場範圍，兩者間為同一市場。採否定說者認

為，如欲單獨發行底歌出租的話必須另外取得獨立授權，因此兩者為非同一市

場，法院後來採取否定說見解。
13
若以最終消費者為依歸，消費者購買或租賃

伴唱機的目的最終就是能夠使用裡面的伴唱帶資料達到歡唱的目的，再者，伴

唱機市場而言，產品差異化的呈現及在於伴唱機內部的伴唱帶究竟是否是特定

族群的消費者所喜愛的音樂類型，因此在個案中，我們如果能夠確定競爭的

兩家廠商鎖定的音樂族群並無太大差異的話，因推定無論何時期所發行的伴唱

機、底歌或是市場，皆應為同一相關市場才是。

2.音樂授權市場與伴唱機市場
關於伴唱機業者在製作伴唱產品時，勢必會需要取得音樂著作的各種授

10 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係指以交易相對人之認知，審酌個案所涉及之商品或服務與
其他商品或服務在功能、特性、用途、價格或競爭之地理區域上是否具有合理可
替代性進行界定產品市場或地理市場。

11 交叉彈性指一產品價格變動率影響另一產品數量變動率的比率值。產品本身及其
替代品間或地理區域間的交叉彈性可用以測度該二項產品或地理區域間的替代關
係，並予以界定相關市場。

12 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是指假設市場上有一獨占者，檢測該假設性獨占者在進行微
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價格調漲前後之利潤變化情形；當價格調漲使該假設性獨占
者利潤減少，則表示原先界定之相關市場太小，而須將其他具替代性之產品或地
理區域納入，再重複進行檢測，直到價格調漲而該假設性獨占者不減少利潤為
止，即完成相關市場界定。

13 參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070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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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其中公播權係由集管團體代為管理，故較無爭議，會發生問題的是，實務

上可能會有伴唱機業者基於其優勢壟斷的地位，以較高的價格取得專屬授權的

方式取得該音樂的重製權與詞曲音樂著作權之授權的情形，而本章欲聚焦的爭

點是在於，既然音樂授權係製作伴唱帶與伴唱機的必要成本付出，那麼我們是

否能夠將音樂授權市場與伴唱帶或伴唱機市場視為同一市場呢？

從經濟利益的角度而言，對於音樂授權所付出的授權金成本，在終端的伴

唱機與伴唱帶服務市場中，僅僅是微不足道的成本付出而已，是一個產業鏈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再者從著作權的保護目的出發，音樂創作的最大目的就

是提供給使用者與利用人聆聽享受與歡唱，作為終端主要使用目的之一的KTV
歌唱服務，兩者之間的連結是十分緊密的。最後，對於版權公司（詞曲音樂著

作）以及唱片公司（錄音著作、重製權）而言，這些原著作權利人何嘗不希望

透過KTV的歡唱服務達到宣傳新歌的外部效益，我們很難去想像兩者之間不是
一個共同市場。

此外，另一個伴唱機市場的特色為，唱片公司與版權公司是唯一的著作權

提供者，兩者之間是互相仰賴的，因此，唱片公司版權公司與伴唱機業者和利

用人間的關係，應該是屬於前端生產市場與終端消費市場的關係，以最終消費

者為依歸的話，不得不承認其應該也是同一相關市場的一環無疑。

3.以數位音樂串流市場為例
數位音樂串流平臺上反而沒有什麼壟斷或違反競爭法的情形，可能的具體

理由是，因為音樂串流產業主要係大量且瑣碎的音樂種類和數量，再者，因為

網路無國界的關係，比較不會有傳統專屬授權的問題存在，其一是因為成本太

高，並無意義；其二是因為網路上充斥著盜版的音樂存在於不同的雲端和網站

上，至少在面對現在的網路時代而言，專屬授權或壟斷行為在這個環境裡並沒

有太大的意義。

目前在數位時代下的網路平臺大多有以下的特色，其一為雙邊或多邊市

場，平臺服務者既然主要扮演仲介的角色，會連結到兩個或以上同樣有需求的

族群，以串流音樂平臺為例就是音樂版權公司與利用人。其二是網路效應，即

是指使用者對於特定商品或服務利用，容易透過網路的廣大散布性以及便利性

串聯或分享給更多需求者的外部效應，平臺的價值之一就在於很容易與親朋好

友分享與邀請進而使用或是參與這個平臺 ，音樂串流團體也不例外。其三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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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網路平臺市場競爭係屬於進入市場的競爭（competition for the market），
因為大多是具有高度專屬性的設施或是技術理念而形成的特別針對某種服務類

型的平臺設計，同時也代表了高固定成本，因此一旦在市場中站穩腳步，幾乎

就是立於獨占的地位，與傳統的進入市場後再為競爭型態有所不同。
14

然而由於數位平臺具備雙邊或多邊市場的特色，係具備高度資訊力與技術

能量的結合，服務的方式也在不斷改變與創新，以及在平臺多棲與動態競爭的

幻境，市場界定就相對的複雜，歐盟執委會議曾提出，就數位市場的界定來

看，相關市場並不僅為單一市場界定，而須按所提供商品或服務特色、所涉平

臺參與者等進行分析評估後，界定出複數市場，以進行對於個別市場的影響分

析與探討。再者，資料在數位平臺上的角色與功能有所不同，大數據本身並非

產品或服務內涵，而係透過分析分類或應用才會成為產品的一部分，故在市場

界定上，資料有時並不易於獨立界定，有時作為上游的資料庫業者得做為獨立

的單一市場，有是卻又化身成能夠及於應用的商品與服務。因此，在數位平臺

的相關市場界定時，應注意：（1）個案雙邊或多邊情況須予以考量；（2）合
理替代性分析法在數位平臺市場中需要更加地的謹慎或是以其他分析方法作

為輔助；（3）SSNIP分析法需要被調整或修正始能再適用；（4）「非價格」
（non-price）因素將會涉入相關市場的界定；（5）數位平臺不一定是以金錢
作為服務之對價將影響市場界定；（6）資料本身究竟是否為商品或服務標的
也會有所影響。

15

三、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起源與運作

(一)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起源與運作
著作權集管制度起源自音樂著作無所不在之利用需求，嗣後擴及於其他著

作類別。以音樂著作為例，其著作權依利用型態及收益，得區隔為「大權利」

（grand rights）及「小權利」（small rights）。16
前者指利用地點與次數少，替

14 數位經濟下的競爭法課題（理律法律事務所），臺灣的數位蛻變與未來:危機
與挑戰，2018臺灣網路治理論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KNXR
GJqEyQ&fbclid=IwAR2ST-bkRszj2967bWYyTu108eIwTU5prZxPpVnoomm6-
Y85aPnLva3TpHU，最後瀏覽日期，2019/11/30。

15 邱映曦，競爭法的數位紀元－論數位平臺資訊力對競爭法適用之影響，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博士班博士學位論文，108年1月，頁55-76。

16 相對於戲劇舞臺上表演使用之特定「歌劇音樂（dramatic-musical works）」，利用
地點與次數少，替代性低、利用價值較大，被稱為「大權利（grand rights）」，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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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低、利用價值較大，例如，特定音樂著作被使用作為電影主題曲、專輯唱

片內容等；後者之利用具經常性、普遍性、大量之特性，其替代性高、利用對

價低，例如，廣播、電視電臺、賣場等背景音樂之利用。「大權利」之行使得

由著作權人與利用人逐案洽商授權條件，完成授權利用程序；「小權利」之行

使過於瑣碎，著作之使用替代性高，數量龐大，著作權人與利用人無所不在，

權利金微少，使得著作權人與利用人逐案洽商授權條件成為不可能。

源自於歐洲大陸之「著作權集體管理」（copyright collective management）
制度，其目的在解決音樂著作大量、普遍、廣泛使用，但使用報酬微薄、著作

權人與利用人分散，以致授權成本不經濟之「小權利」利用困境。

著作權集管制度具備「來者不拒、多多益善」之促進著作利用特性
17
，使

得合意授權得以順暢進行。良好運作之著作權集管制度，不但足以促進「小

權利」之有效行使，亦有助打破音樂著作被少數著作權人壟斷之弊端。進一

步言，著作權集管制度下之「延伸性集體管理授權制度」（extended collective 
licensing, ECL）18

，一方面擴大著作利用之機會，另方面亦解決「孤兒著作」

（orphan work）19
之利用困境。

般音樂於各種日常生活場所中被經常性、普遍性、大量地利用，其替代性高、利
用對價低，該等利用常被稱為「小權利（small Rights）」之行使。參見世界智慧
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簡稱WIPO）出版之刊物，
第313頁。

17 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3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集管團體於其管理範圍內，對
相同利用情形之利用人，應以相同之條件授權之。利用人經集管團體拒絕授權或
無法與其達成授權協議者，如於利用前已依使用報酬率或集管團體要求之金額提
出給付或向法院提存者，視為已獲授權。」

18 「延伸性集體管理授權制度」，又稱擴張性集體管理制度，源自於1960年代之
北歐各國，係指集體管理管團體與利用人主要團體簽署之授權契約，具有擴張
適用之效力，亦即利用人取得授權之範圍，除集體管理管團體所管理之著作
外，若著作權人未有明白反對之表示，尚可自動依法延伸至其他同類型非屬
該團體所管理之著作。請參見王怡蘋主持，擴張性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之研
究，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委託研究，2009年11月，https://www.grb.gov.tw/search/
planDetail?id=1822253，最後瀏覽日期，2019/11/30。

19 「孤兒著作」係指著作財產權保護期間尚未屆滿，但其著作財產權人不明或所
在不明，致無法洽談授權利用之著作，目前在我國係依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24條規定申請強制授權方式利用。請參閱章忠信，關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之
孤兒著作條款之落實，著作權筆記，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
aspx?ID=54&aid=2726，最後瀏覽日期，201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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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運作實務
我國81年修正公布之著作權法第81條，首見「著作權仲介團體」一詞。該

條文規定：「著作財產權人為行使權利、收受及分配使用報酬，經著作權專責

機關之許可，得組成著作權仲介團體。前項團體之許可設立、組織、職權及

其監督、輔導，另以法律定之。」此乃86年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下稱仲團條
例）立法之法源。90年修正公布之著作權法，再針對第37條第4項增訂專屬授
權之規定，增訂第81條第2項，使得「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亦得加入著作權仲
介團體。」

86年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立法完成後，再於99年修正為著作權集體管理團
體條例。我國著作權專責機關前後許可10個著作權集管團體，經過多年運作、
淘汰與整合，目前僅餘MÜST、社團法人亞太音樂集體管理協會（ACMA）2
個音樂著作集管團體及ARCO、RPAT 2個錄音著作集管團體。其中，以MÜST
及ARCO較具規模，惟整體而言，我國著作權集管團體之有效運作，仍有極
大努力空間。以目前可得最新統計之2017年為例，ARCO之使用報酬總收入
約為新臺幣1億零49萬元20

，MÜST之使用報酬總收入約為新臺幣4億4,306萬
元

21
，合計不到新臺幣5億5千萬元。比照鄰近國家日本最大之著作權集管團

體JASRAC，僅僅其一個團體，2017年之使用報酬總收入約為新臺幣315億元
（¥109,647,620,629），2018年更高達新臺幣332億元（¥115,577,680,297）22

，

高達MÜST加ARCO之57倍，即使以日本人口總數1.2億人相較於我國0.23億人
口之5倍比例，仍可顯示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收取之使用報酬偏低，著作
權人權利未獲充分保障。

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最大之問題在於僅管理公開演出、公開播送及公

開傳輸等權利，並不及於利用著作時最重要之重製權。ARCO所管理之權利，
甚至未及於公開傳輸權。此一現象導致無論係伴唱機或網路音樂串流平臺，均

可能透過對於重製權之掌握，達到壟斷後續公開演出、公開播送及公開傳輸之

議題。

20 參見ARCO網站2017年度使用報酬公告，https://www.arco.org.tw/index.php/bulletin-
board/5-1/74-2017，最後瀏覽日期，2019/11/30。

21 參見MÜST網站2017年度使用報酬分配概述，https://www.must.org.tw/tw/about/11.
aspx，最後瀏覽日期，2019/11/30。

22 參見JASRAC網站年度收入分配統計報告，https://www.jasrac.or.jp/ejhp/about/
statistic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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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國之音樂著作強制授權新發展

號稱1998年「數位化千禧年著作權法案」（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of 1998, DMCA）以來，美國著作權法制最大變革之「音樂現
代化法案」（the Orrin G. Hatch — Bob Goodlatte Music Modernization Act, 
MMA），2018年10月11日經川普總統簽署生效，改變音樂著作之授權機制，
並擴及1972年以前完成之錄音著作，同時，使錄音著作之製作人、混音師及音
樂工程師，亦享有使用報酬之分配權利。該項修正一方面方便音樂著作之利

用，另方面有助於打破音樂著作被少數平臺或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壟斷之可

能，使得音樂著作之利用更符合數位網路科技之實際需求，同時亦不至於損害

著作權人權益，甚至增加其實質收益。

(一)美國著作權法關於音樂著作之保護
美國著作權法自1831年開始保護音樂著作，於當時之紙本時期，其行銷

係由出版社支付使用報酬予詞曲創作者，將其音樂著作印製於紙本上，如同

文字小說般販售予消費者。欲演奏或演唱該詞曲之人，必須購買詞曲之紙本

（music sheet），透過出版商間接支付詞曲創作人適當之對價，詞曲創作者乃
藉以營生。於此時期，音樂著作之重製權（reproduction right），限於紙本曲譜
之重新印製。

隨著技術逐步發展，音樂著作不完全僅係被翻印於紙本上，更及於附著於

紙本以外之媒介。新技術對於著作之利用結果，音樂著作不再係眼睛所能目

視，而係經由技術處理，使音樂著作之詞曲被重新再現而得以耳聞。最初之

技術乃係於紙條上打洞，透過機械之滾動而發出音樂旋律之鋼琴紙捲（piano 
roll），隨後再發展出於鐵盤上以突起之設計，透過轉動鐵盤撞擊簧片產生特
定歌曲之內容。上述新產品無法使公眾視覺管道眼見詞曲內容，卻使公眾得以

聽覺管道欣賞音樂旋律，引發是否需取得音樂著作之著作權人授權之疑義。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1908年White-Smith Music Publishing Company一案中
認定，上開利用模式，非屬著作權法之重製權範圍，蓋公眾無從自該等物件上

感知著作之內容，其僅係機器之部分零件之重製，並非詞曲紙本之重製
23
。

該項判決導致美國國會於1909年之著作權法修正時，引進音樂著作之
「機械重製權」（mechanical right），承認利用機械再現音樂著作內容之利用
行為，屬於重製權之範圍，又為避免當時獨大之鋼琴紙捲機械製造商Aeolian 

23 White-Smith Music Publishing Company v. Apollo Company, 209 U.S. 1 （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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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買斷音樂著作之機械重製權，形成市場壟斷，乃另行首次於美國著作
權法第一條第（e）款引進「強制授權」（compulsory license）制度，使得其
他機械製造商不必取得音樂著作權人之授權，即得利用音樂著作製造相關音樂

鋼琴並進一步散布行銷，但應支付適當之使用報酬
24
。1967年美國著作權法更

重新定義重製（copy）之內容，使其及於「直接或借助機器或設備」（either 
directly or with the aid of a machine or device）使著作得以被感知、重製或其他
傳播。

該項強制授權制度於1967年美國著作權法修正移列為第115條，同時由
總統指派5位委員組成著作權使用報酬裁決庭（Copyright Royalty Tribunal, 
CRT），負責使用報酬之費率決定。CRT在1993年由著作權使用報酬仲裁小組
（Copyright Arbitration Royalty Panel, CARP）所取代，2005年再度改制為現制
由國會圖書館館長指派3位行政法官組成之著作權使用報酬委員會（Copyright 
Royalty Board, CRB）。
音樂著作之機械重製權（mechanical right），隨後也因科技之發展，擴及

於唱片、卡匣、卡帶、CD或DVD。至於音樂著作被灌錄於電影或其他影音作
品之權利，則另外發展出影音同步重製權（synchronization right）。機械重製
權於實際之運作上，目前係由1927年所成立之The Harry Fox Agency代表4萬8千
個詞曲創作者，向唱片公司或影音產品製作人等利用音樂之人收取使用報酬。

影音同步重製權則需由利用人直接與唱片公司洽商授權。

演唱或演奏者購入音樂著作之紙本，其支付之價格含有重製權之使用報

酬，但消費者購買詞曲之紙本後，或為私下之演唱或演奏，或為公開之演唱或

演奏。個人私下演唱或演奏，屬自娛或練習之行為，對於詞曲著作人之經濟利

益影響不大，著作權法未進一步規範；至於公開演唱或演奏，屬於向公眾再次

提供詞曲內容，應與詞曲著作人進行利益分配，方為合理，著作權法制乃於重

製權之外，另行衍生出「公開演出權」（public performing right）。1897年美
國著作權法開始賦予音樂著作之著作權人享有「公開演出權」。從此，於公開

24 嚴格言之，美國著作權法並無「強制授權（compulsory license）」制度，僅有「法
定授權（statutory license）」制度，蓋「強制授權」制度之下，利用人須向主管
機關提出授權獲准，使得利用著作；至於「法定授權」制度，於符合法定條件之
下，即得利用著作，但應支付使用報酬。美國著作權法第115條規定，符合法定條
件之利用人，即得依法支付使用報酬以利用音樂著作，並不待提出申請獲准。惟
美國著作權局向來以「compulsory license」指稱第115條規定，而非使用「statutory 
license」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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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合演唱或演奏音樂著作所支付之對價，成為詞曲創作人之主要收入。

公開演出權隨著科技的發展，自現場詞曲的演唱或演奏，逐步延展至音樂

表演被錄音或錄影之後，再於現場、廣播、電視或網路等管道之後續散播。至

於其是否仍稱為公開演出權，各國著作權法有不同之定義，但應該屬於詞曲著

作人之著作權範圍，並無二致。

由於個別之音樂著作之公開演出，著作權人現實上無從與無所不在之利

用人逐一洽談授權利用，公開演出權之授權乃必須借助音樂著作集體管理組

織（performance rights organizations, PRO），亦即成立於1931年之American 
Society of Composers, Authors and Publishers（ASCAP）及1939年之Broadcast 
Music, Inc.（BMI）負責。

1995年美國國會通過錄音著作數位演出法案（the Digital Performance Right 
in Sound Recordings Act of 1995, DPRSRA），於著作權法賦予錄音著作享有數
位演出權（digital performance right），同時修正第115條，明文將音樂著作之
數位傳輸納入重製權與散布權範圍。該項修正使得著作權局於2008年正式確認
音樂著作之線上串流互動傳輸，其重製行為亦應適用第115條之強制授權，至
於後續之傳輸授權，則透過機械重製權或音樂著作公開演出權之集體管理組織

完成授權。

依據美國著作權法第115條規定，音樂著作經著作權人授權重製於錄音著
作之後，其他任何也欲將音樂著作重製於錄音著作並進一步散布之人，應於

重製後30日內或錄音著作散布之前，向著作權人發出意圖使用通知（notice of 
intent, NOI），並按月支付使用報酬。於無法找到著作權人之情形，得向著作
權局繳交申請費發送NOI，先行使用音樂著作，暫時保留使用報酬而無須支
付。

(二)數位網路科技發展對於音樂著作之利用衝擊
流行音樂之創作，目的在於廣為流通；數位音樂串流平臺之建立，即係以

快速對廣大樂迷粉絲行銷音樂為目標。音樂創作人期待數位音樂串流平臺大量

利用其著作，惟數位音樂串流平臺欲接觸所有音樂創作人，逐一取得授權，並

非容易的事。

多年以來，複雜又不合時宜之音樂利用授權機制，始終困擾著作權人與利

用人。各界對於如何建構公平合理又具效率之授權機制，有極度之迫切感。

為理解音樂著作於市場之實際運用情形，美國著作權局先於2011年完成一項
「1972年以前完成錄音著作之聯邦著作權保護」（Federal Copyright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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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Pre-1972 Sound Recordings）之研究報告25
，隨後更進一步於2015年完成一

項「著作權與音樂市場運作」（Copyright and the Music Marketplace）之研究報
告

26
。該二份報告一再呼籲應大幅修正著作權法，更新不合時宜之授權機制，

重新建立新授權機制，以利音樂著作之線上合法利用，終於促成MMA法案之
誕生。

(三)MMA法案之重點
MMA法案實際上包含3項法案：
1.「音樂授權現代化法案」（The Music Licensing Modernization Act）
主要在結合強制授權及「概括授權」（blanket license），同時建立「機械

權集體授權組織」（Mechanical Licensing Collective, MLC），使音樂著作之授
權機制，更能符合現代數位網路科技環境之需求，數位音樂服務業者更容易取

得授權，而著作權人更方便獲得其應有之使用報酬，同時活絡線上音樂串流及

下載活動。

一般所稱之音樂著作之利用，其實包括錄音著作本身及其中所含之詞曲

音樂著作，均涉及錄音著作及音樂著作之「機械重製權」（right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散布權」（right of distribution）及「公開演出權」。由於公
開演出之行為無所不在，著作權人早已透過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之處理「公開

演出權」（right of public performance）之授權，至於錄音著作之利用，利用人
得直接與權利較集中之唱片公司洽談重製及散布之授權；對於音樂著作之重製

及散布利用方面，由於著作權人散見各處，要與數百萬首音樂著作之著作權人

逐一洽談授權，並不容易，此項困境成為新創經營業者之最大市場進入障礙。

MMA法案所適用之對象，限於已灌錄於錄音著作中之音樂著作。因應數
位音樂串流之實際需求，MMA法案將原有著作權法第115條所建立之「音樂著
作單曲授權」（song-by-song basis）之重製權及散布權之強制授權機制，調整
為「概括授權」（blanket licenses）之強制授權模式。MMA法案之實際作法，
係授權著作權局局長（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s）指定一個非營利之「機械權
集體授權組織」，以促進線上音樂之方便利用。同時，亦授權著作權局局長設

置一個「數位授權協調官」（Digital Licensee Coordinator, DLC），擔任相關

25 請參閱https://www.copyright.gov/docs/sound/pre-72-report.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9/11/30。

26 請參閱https://www.copyright.gov/docs/musiclicensingstudy/copyright-and-the-music-
marketplace.pdf，最後瀏覽日期，201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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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事務之協調並出席MLC委員會議。該項設計之構想，係對互動式線上串
流業者（“interactive＂ streaming services），例如Spotify, Apple Music, Tidal, 
Google Play, Amazon, Deezer等等，進行「概括授權」，然後按月收取使用報
酬。此項機制有助於音樂著作之「永久下載」（permanent download）、「有
限制性下載」（limited download）或「互動串流」（interactive streaming）經
營模式。

2.「經典保護與近用法案」（The Classics Protection and Access Act）
主要於著作權法中新增第14章，將1923年1月1日至1972年2月14日之間所

完成，原本不受聯邦著作權法保護之錄音著作納入保護，使其著作權人對於未

經授權而進行數位錄音傳輸（digital audio transmissions）之行為，適用第502條
至第505條損害賠償規定。此外，並使該等錄音著作得比照1972年2月14日之後
所完成之受著作權法保護之錄音著作，適用強制授權制度。

3.「音樂製作人分配法案」（The Allocation for Music Producers Act, AMP Act）
主要在使錄音著作之製作人、混音師及錄音工程師，就該錄音著作被依

據著作權法第114條之強制授權利用時所獲得之使用報酬，享有一定比例之分
配。

MMA之MLC建立音樂著作之資料庫，並以概括機械重製授權之機制，處
理數位音樂網路串流，利用人就其利用之音樂著作付費予代表音樂著作權人之

Harry Fox，所有使用報酬最均由Harry Fox轉交著作權人。相對地，從事網路串
流服務業者只需支付使用報酬，即不必擔心必須承受被訴侵害著作權之高額訴

訟費用。

(四)MMA法案之新思維
音樂著作之普遍高度近用特性，使得著作權法制必須予以特殊對待，方可

達到普及接觸之目標。授權係著作利用之必要基礎，合意授權則係著作利用之

最基本原則。然而，當授權成本不經濟或授權市場失靈時，必須另循替代機制

以促進音樂著作被普遍接觸之終極目標。

1.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
降低著作利用授權成本，解決授權成本不經濟，係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之

設計緣起，尤其音樂著作之利用，屬於「小權利」之行使範圍，更係世界第

一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1850年法國「音樂著作作詞作曲家協會（Socie´te´ 
des auteurs, compositeurs et e´diteurs de musique，簡稱SACEM）設置之管理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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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27
。理論上，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對於著作利用授權之請求，均採「來者不

拒，多多益善」之態度與策略，務求著作廣為利用。音樂著作之數位網路線上

下載、串流收聽之行銷模式，原本透過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應可達到授權目

的，惟其前提必須係所有著作權人均將其著作授權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管理，

始有可能。由於公開演出之行為遍及各地，著作權人無從自行處理，只能交由

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管理，但於重製權方面，著作權人基於過往之出版發行經

驗，傾向於自行管理，實際上多未將其重製權授權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管理，

則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於此種利用之情形，絲毫無用武之地，此係MMA法案
必須另循途徑之主要原因。

2.侵權除罪化：
侵害著作權得依著作權法規定科以刑責，以遏止侵害之發生。然而，侵害

著作權之刑責，應係對於惡意且大量而造成著作權人重大損失之侵害，始有其

正當性。小權利之利用介於著作權人期待被廣為利用而利用人必須利用之互相

需求均衡點上，唯一之難處在於雙方如何完成有效率之授權及授權費用多寡之

議題，並不在以刑罰遏止惡意大規模侵害之目的範圍內，以刑罰介入小權利之

行使，絕非智舉，美國聯邦第18號法典，對於侵害著作權之行為，原本訂有相
關處罰規定，MMA法案理解線上音樂下載或串流之使用，雖然規模龐大，卻
有其供需之迫切，不宜以刑法介入，乃不討論刑罰之適用，而另循其他途徑。

我國著作權法第37條第6項對於小權利之未經授權行使，予以除罪化，對於廣
大利用人雖於刑責上已有解套，惟仍嫌過於消極，利用人仍需承擔侵害著作權

之不名譽地位，並不公平，對照MMA法案之策略，顯然亟待更積極之解方。
3.法定或懲罰性損害賠償：
著作權侵害事實發生後，對於著作權人而言，最重要之救濟乃係透過損害

賠償以彌補損失。由於侵害著作權對於著作權人所造成之損害，或侵害人因

侵害行為所獲得利益，不易舉證，美國著作權法第504條乃設定法定賠償額標
準，著作權人僅需證明侵害成立，無須舉證著作權人之損害或侵害人之獲利程

度，即得請求法定賠償額。該項法定賠償額自被告能證明其無侵害故意之每件

著作200美元，至著作權人能證明被告有惡意侵害之每件著作15萬美元不等，
兼具有懲罰性損害賠償之性質。MMA法案理解，線上音樂下載或串流之使
用，屬於小權利之行使，應循授權機制處理，解決有效率之授權及合理授權費

27 參照WIPO, COPYRIGHT, 1989,11, 第3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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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議題，而非任由不易授權之使用成為侵權行為，再以法定或懲罰性損害賠

償解決，否則對利用人並不公平。

4.強制授權機制：
美國著作權法第115條自立法之初，基於避免音樂著作之機械重製權被壟

斷之原因，即已附隨建立強制授權機制，惟其原本係著重於有體物上之音樂著

作重製，並不及於線上無體型態之重製範圍。1995年之錄音著作數位演出法案
（DPRSRA），將音樂著作之線上串流互動傳輸之重製行為，亦納入第115條
之強制授權範圍。MMA法案則更擴大將重製權之強制授權制度，以「概括授
權（blanket licenses）」之包裹模式，延伸及於已被錄製於錄音著作上之音樂
著作。該項修正使得將既有錄音著作及其所含之音樂著作，一併於線上被下載

或串流傳輸欣賞，成為輕而易舉之事。

由以上各種機制設定之規範目標觀之，美國著作權法制尊重既有機制之原

始設定目的，讓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繼續處理其原本最具效益之公開演出授

權，以進階版之強制性「概括授權」，確立授權機制，並輔以合理之使用報酬

決定機制，使小權利之必要正常利用，不致淪為未經授權之侵權行為，承受刑

事處罰及民事上法定或懲罰性損害賠償之不利對待，應係最理想之選擇。

五、伴唱機之音樂著作強制授權擬議

108年5、6月間，地方縣市長針對各區里活動中心電腦伴唱機使用音樂著
作遭業者發函警告盜版，一方面宣稱已編列預算保障民眾合法唱歌權利，另方

面呼籲立法院修正著作權法解決爭議。立法院民進黨黨團乃於108年6月17日提
案修正著作權法

28
，針對供公眾非營利使用伴唱機引進強制授權制度，並將逕

付二讀。此舉引發音樂著作權代理人協會與唱片業者之反彈，但亦有其他伴唱

機業者發動群眾包圍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指稱特定伴唱機業者壟斷歌曲，應修

法將伴唱機使用範圍除罪化。

立法院民進黨黨團所提之著作權法修正草案，共計4個條文，集中於以下
兩個重點：

(一)伴唱機非法灌歌除罪化
增訂第37條第6項第5款，使得非營利場所供公眾使用以促進身心健康目的

之伴唱機，於非法重製著作涉及侵權時，僅有民事責任，不適用刑事處罰規

28 立法院關係文書，院總第553號，委員提案第2345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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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除非該著作之重製權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所管理者，其修法目的在使長

輩安心歡唱，不必擔心牢獄之災。

(二)引進強制授權制度打破音樂著作被壟斷
增訂第69條之1，使得音樂著作被授權重製於電腦伴唱機6個月後，任何人

以合理條件洽談仍無法達成協議授權者，得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強制授

權，於獲准並給付智慧局依據一般著作經自由磋商所應支付合理之使用報酬相

當數額所決定之使用報酬後，將該音樂著作另行重製於伴唱機及附隨重製歌詞

之文字
29
，以進一步散布，其修法目的在使長輩有歌歡唱，不致選歌無著而敗

興。

推動與反對該項修正草案之人，其實係分屬不同立場之伴唱機競爭業者。

推動該項立法者，係未取得灌歌授權之伴唱機業者。依其說詞，由於向詞

曲作家取得專屬授權灌歌之伴唱機業者，壟斷歌曲市場，拒絕授權其他競爭廠

牌之伴唱機業者於伴唱機中灌歌，卻派遣經銷商至各地村里辦公室、民眾活動

中心或宮廟查訪，主張使用其他品牌伴唱機唱歌之年長者侵害著作權，或對其

廣發存證信函，造成鄉里人心惶惶。因此發動年長者要求修法，一方面免除得

不到授權而灌歌之刑責，另方面引進強制授權制度，打破壟斷。

反對該項立法者，則係向詞曲作家取得專屬授權灌歌之伴唱機業者，其對

於伴唱機之行銷並未賣斷所有權，而係以租代售。該等業者主張，其以高價取

得專屬授權之目的，一方面係願意合法長久經營，另方面係為利以專屬被授權

人之身分取締侵害
30
。其並認為，音樂並未被壟斷，而係其他競爭廠牌之伴唱

機業者根本無意取得授權，只圖賣斷伴唱機，由使用者私下非法灌歌。反對該

項立法之取得專屬授權灌歌之伴唱機業者主張，其係以預付一年、包裹式地，

取得所有音樂著作重製之專屬授權，實係對音樂產業之長期投資，提供穩定資

29 過往，業者曾依著作權法第69條申請476首歌曲之強制授權重製於伴唱機所用之記
憶卡（SD卡）獲准，惟因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核准函中特別敘明：「歌詞部分，
若以文字方式呈現（例如：伴隨發行之紙本歌詞本、於螢幕上顯現歌詞等），則
非屬著作權法第69條規定『利用該音樂著作錄製其他銷售用錄音著作者』之授權
範圍」，導致雖獲准強制授權利用音樂著作，卻仍無法於伴唱機上利用，此次修
法乃將「附隨重製歌詞之文字」納入，參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6年1月24日智著
字第10616000730號函釋。https://www.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712416265488.
pdf，最後瀏覽日期，2019/11/30。

30 依據著作權法第37條第4項規定，取得非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對於侵害之行為
並無告訴權，惟有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始得對於侵害之行為提出告訴，主張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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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以供音樂產業製作品質優越之影音內容，如競爭對手得透過強制授權制度挑

選利用受歡迎之音樂，坐享他人投資成果卻無須分攤其投資成本及風險，並不

公平合理，將遏止既有投資式之專屬授權，則音樂產業缺乏穩定之長期資金，

難以製作品質優越之影音內容，必然造成整體音樂產業之蕭條。該等業者因此

發動詞曲作家及唱片公司舉行記者會，要求停止修法，呼籲不該干擾授權市場

商業機制，並使盜版者合法化。

詞曲及影音內容之著作權人方面，由於產業經營艱困，其僅在乎其著作是

否被廣泛合法利用，是否有利用人願意支付高額使用報酬，至於市場壟斷議

題，事實上並非其關切之所在。

理論上，年長者唱歌，屬於公開演出他人著作之行為，透過著作權集體管

理團體付費，很容易解決。至於伴唱機中之歌曲，即使有未經授權而灌製者，

應由伴唱機所有者或管理者承擔侵權責任，也與唱歌之年長者無關。現實上，

在此之前少見村里辦公室、民眾活動中心或宮廟主動向團體付費，經過此次事

件，於各方協調下，為使年長者無負擔地歡唱，負責伴唱機管理之村里辦公

室、民眾活動中心或宮廟，均應與團體聯繫，由地方政府相關預算支應使用報

酬。推動修法之伴唱機業者發動年長者包圍經濟部智慧局，純屬訴諸輿論之技

巧運用而已。

就修法主張而言，引進強制授權以打破音樂著作之壟斷，無論推動之伴唱

機業者是否真有取得授權之誠意，均或有其道理。惟既已有合意授權或強制授

權管道合法灌歌，捨此不由，卻又要求非法灌歌應除罪化，正當性顯然不足。

相對於此，數量不少之音樂著作由個別伴唱機業者取得專屬授權，無論其

所持理由係為有利於提起侵害著作權之訴之主張是否正當，音樂著作被壟斷情

形存在已久，亦為事實，而強制授權制度正係打破壟斷之最有效方法，並為伯

恩公約第13條為打破點唱機或唱片業壟斷音樂著作所允許之規範，修正草案將
其配合科技發展適用於伴唱機之灌歌，正當性並無問題。反對修法之伴唱機業

者發動已專屬授權他人取得對價之詞曲作家及唱片公司舉行記者會要求停止修

法，正當性亦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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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串流音樂之授權爭議

(一)大陸網路串流音樂壟斷爭議
大陸以往之數位音樂平臺多未經授權而利用他人音樂，隨著內容付費模式

成熟及授權利用觀念建立，國家版權局掌握契機，於2015年7月發布《關於責
令網絡音樂服務商停止未經授權傳播音樂的通知》，整頓網路音樂非法利用亂

象，要求各音樂串流平臺利用音樂需取得授權。此項通知引發各大音樂平臺激

烈之獨家代理之爭。

在此之前，騰訊音樂娛樂集團獨家代理環球、華納、索尼全球三大唱片

公司與YG娛樂、杰威爾音樂、LOEN等音樂著作，包括周杰倫、李宇春、蔡
依林、TFBOYS、蘇打綠等歌手之歌曲，得於集團2005年所創立之QQ音樂、
酷狗音樂、酷我音樂等串流平臺獨家收聽；阿里音樂獨家代理滾石、華研、相

信、寰亞等音樂著作，包括五月天、林宥嘉、田馥甄、李宗盛等歌手之歌曲，

得於集團2007年所創立之蝦米音樂串流平臺獨家收聽；網易雲音樂雖起步於
2013年4月，但竄起之姿迅速，嚴重威脅前二家音樂串流平臺，其獨家代理天
娛、愛貝克思（avex）、豐華等優質音樂，包括張惠妹、張雨生、華晨宇、張
杰、濱崎步等藝人之音樂。

2017年8月，掌握最多音樂之騰訊音樂娛樂集團（約占整體音樂90%
以上），以阿里音樂（約占整體音樂70%）及網易雲音樂（約占整體音樂
20%31

）盜版嚴重為由，提起訴訟並拒絕授權，導致許多音樂無法於該二音樂

串流平臺收聽。阿里音樂及網易雲音樂亦分別對騰訊音樂娛樂集團所屬音樂串

流平臺提起侵害著作權之訴，以為反擊
32
。

嗣後，國家版權局於2017年9月12日約見騰訊音樂、阿里音樂、網易雲音
樂及唱片公司等負責人會談，要求各方「購買音樂版權應當遵循公平合理原

則、符合市場規律和國際慣例，不得哄抬價格、惡性競價，避免採購獨家版

31 由大陸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指導，中國音像與數字出版協會音樂產業促進工作
委員會組織編寫並發佈之《2017音樂產業發展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底，騰訊
音樂曲庫數量達1,700萬首，網易雲音樂曲庫數量為1,000萬首。參見http://www.
sohu.com/a/190713244_152615，最後瀏覽日期，2019/11/30。

32 參閱「每日頭條」，”歌單灰了一半？國家出面了⋯⋯”https://kknews.cc/
entertainment/kam5ypr.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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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33
，積極促進網絡音樂廣泛傳播。」

34
同時亦要求唱片公司「避免授予網絡

音樂服務商獨家版權」，以政府力量禁止獨家授權模式
35
。

阿里音樂集團分別於2017年9月中旬及2018年3月上旬，與騰訊音樂娛樂集
團及網易雲音樂，達成曲庫交互授權協議；騰訊音樂娛樂集團與網易雲音樂，

亦於2018年2月上旬，達成曲庫交互授權協議。上開交互授權，仍允許各自保
留1%獨家音樂，作為壓箱底之核心曲目，但至少騰訊音樂、阿里音樂、網易
雲音樂三大音樂串流平臺之曲庫已幾近共通，大致上不再有壟斷情事。

不過，針對各串流音樂平臺所保留之1%，仍然具備壟斷能力。例如，周
杰倫所屬唱片公司杰威爾音樂有限公司將其677首音樂作品（含MV）獨家授
權騰訊音樂娛樂集團，合約期限自2015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騰訊音樂
娛樂集團原先有再授權網易雲音樂。2018年3月31日授權期間屆滿後，騰訊音
樂娛樂集團再次取得獨家授權，但將此部分列為保留之1%範圍，未再轉授權
網易雲音樂，其所持之理由認為網易雲音樂違規使用音樂，引發版權方之關

切，因此拒絕授權。網易雲音樂之回應則說明在轉售權期間屆滿前，已密切與

騰訊音樂娛樂集團洽談授權而不可得，「網易雲每年都斥巨資購買版權，但因

為網際網路平臺的資源封鎖式競爭，發生過數次網易雲音樂無法正常購買版

權
36
」。由於周杰倫之音樂極具市場性，騰訊音樂娛樂集團拒絕授權，對網易

33 依據大陸著作權法第24條及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24條規定，著作利用之授權可分
為「專有使用權」及「非專有使用權」二者，而「專有使用權」方面，「專有使
用權」方面，「合同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視為被許可人有權排除包括著作
權人在內的任何人以同樣的方式使用作品；除合同另有約定外，被許可人許可第
三人行使同一權利，必須取得著作權人的許可。」其一方面等同於臺灣著作權法
之「專屬授權」，著作財產權人不得再行使權利或利用著作，但另一方面不同於
臺灣著作權法之「專屬授權」，專屬被授權人授權他人利用著作無須再取得著作
財產權人之同意，除非授權契約明定，否則被許可人未經著作權人之許可，不得
許可第三人利用著作。由於大陸之「獨家許可」多伴隨許可轉授權之約定，「獨
家授權」於臺灣不等於「專屬授權」，「獨家許可」於大陸則等同於「專屬授
權」，並予說明。

34 請參閱大陸國務院新聞稿，「國家版權局要求網絡音樂服務商全面授權廣泛傳播
音樂作品」，http://www.gov.cn/xinwen/2017-09/13/content_5224632.htm，（最後瀏
覽日：2019/07/05）。

35 請參閱人民網專訪國家版權局版權管理司副司長段玉萍，「國家版權局負責人：
音樂版權不應搞獨家授權」，http://media.people.com.cn/BIG5/n1/2017/1026/c40606-
29609118.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9/11/30。

36 請參閱微文庫，「網易雲音樂再次道歉；QQ 音樂碰瓷 火速拉人」，https://
hk.wxwenku.com/d/106411293，最後瀏覽日期，201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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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音樂之行銷造成重大影響。但到底是網易雲音樂侵權，抑或係騰訊音樂娛樂

集團拒絕授權，各有道理，均有依據，國家版權局不易強勢介入。此一現象亦

顯示，國家版權局出面介入協調之後，各串流音樂平臺雖然開放99%之獨家授
權曲庫互通，但各平臺保留之1%獨家授權曲庫，依舊為競爭核心，其或許將
造成壟斷現象，惟因尚不嚴重影響各串流音樂平臺間之公平合理競爭，且市場

上確實也存在「首播權」之商業競爭現象，一方面使著作權人獲得較豐厚之

「首播權」權利金，另一方面也使各串流音樂平臺取得小範圍內音樂之「首

播」優勢，吸引訂戶，應容許其透過訴訟保護權利或依商業模式進行「首播

權」運作，公權力無須過度介入。

前述獨家授權之爭議，未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之參與，主要在於大陸集

體管理組織經營績效不彰，交易成本過高，著作權人自行獨家授權串流音樂平

臺之經營模式效益，尤勝於透過集體管理組織之協助。此外，獨家授權使得

串流音樂平臺取得取締侵害之法律地位，更增加以獨家授權取代集體管理之誘

因。惟獨家授權使大者恆大，不利於中小串流音樂平臺發展，既有巨大串流音

樂平臺壟斷音樂之利用，將對整個產業造成影響。

(二)臺灣網路串流音樂利用現況
臺灣網路串流音樂平臺曾以專屬授權方式獲得優先使用音樂，例如，

KKBOX砸巨資取得五大唱片公司音樂之專屬授權，MyMusic亦嘗試取得較小
唱片公司之音樂專屬授權，以為反制。惟經過一段時間之運作，KKBOX、
MyMusic及Omusic Friday逐步獲得共識，僅取得短期之「首播權」行銷策略，
不再長期獨占詞曲，其主要理由在於若各串流音樂平臺長期壟斷特定歌曲，消

費者於單一平臺收聽不到特定歌曲，轉換平臺不方便又需增加支出，加上網路

上可方便地自其他非法管道收聽歌曲，一旦訂戶朝非法管道接觸音樂，必將不

再回頭付費消費，對好不容易建立之合法付費消費習慣造成負面效果，不利網

路串流音樂平臺長期發展。

臺灣音樂著作之重製權係由版權經紀公司代理詞曲著作權人授權，音樂著

作之公開傳輸權則由MUST等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授權；錄音著作方面，其重
製權及公開傳輸權，均由唱片公司直接授權，而非透過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

從而，串流音樂平臺必須先與唱片公司直接洽談錄音著作之重製權及公開傳輸

權授權，再與版權經紀公司洽談音樂著作之重製權授權，最後再與MUST等著
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洽談音樂著作之公開傳輸授權，始能完成音樂串流服務之利

用。此等繁複授權程序，自然亦增加串流音樂平臺壟斷音樂之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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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授權市場之分割，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未發揮集體授權之功效，但也

未造成臺灣網路串流音樂平臺對音樂進行壟斷現象，有諸多原因，包括如下：

1. 臺灣網路串流音樂平臺仍屬寡占市場，外商經營者上軌道，本土經營者於網
路開放環境，不易壟斷音樂，也意識到壟斷音樂不利合法串流音樂整體市場

長期發展。著作權人有能力直接與本土之KKBOX、MyMusic及Omusic Friday
洽商授權，至於外商網路串流音樂平臺Apple Music及Spotify，則係透過亞洲
地區統一授權機制處理，不必直接與本地著作權人接觸，而MUST僅負責協
助提供點閱率，以利Apple Music及Spotify上之音樂之使用報酬分配計算，並
未參與Apple Music及Spotify之音樂授權業務。相對於此，本土網路串流音樂
平臺經營者於取得授權方面，較外商經營者艱困許多。

2. 著作權人對於著作財產權不同權能之認知與現實有所差異。著作權人對於著
作財產權之觀念，普遍停留於傳統有體物媒介唱片、CD時代，始終認為重製
權應該重於公開傳輸權，對於由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同時處理網路串流音樂

平臺授權之重製業務，深具疑慮，並未將重製權交付集體管理組織管理。事

實上，網路串流音樂平臺對於音樂之利用，公開傳輸權之點閱率方屬價值之

所在，其為公開傳輸而將著作上傳平臺之重製行為，僅係前置附隨動作，不

該係著作價值之重心。

3. 著作權人對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普遍不具信心，傾向自行處理授權事務，
非不得已，不願透過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授權。尤其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之

使用報酬率，須經著作權專責機關審議
37
，後果難料，恐影響其市場價值，

為著作權人所無法接受。

4. 台語歌曲仍然不在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之良好運作範圍內。原有管理台語歌
曲之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人聯合總會（MCAT）及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
作權協會（TMCS）因經營不善，經著作權專責機關命令解散後，新成立之
社團法人亞太音樂集體管理協會（ACMA）仍未發揮台語歌曲之集體管理功
能。

37 雖然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得與利用人協議後訂定使用報酬率，然著作權集體管理
團體條例第25條第1項前段規定：「利用人對於集管團體訂定之使用報酬率有異
議時，得向著作權專責機關申請審議」，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所訂定之使用報酬
率，大部分均難以擺脫利用人之異議，走上被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審議之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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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美日之網路串流音樂利用現況
美國之ASCAP、BMI及SESAC三大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基於與美國司法部

之和解協議，只能以非專屬授權方式管理音樂著作之利用，使得串流音樂平臺

得自由選擇與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ASCAP、BMI洽商音樂利用授權，亦得直接
與音樂著作權人直接洽商授權。

美國網路串流音樂平臺須與ASCAP、BMI及SESAC三大著作權集體管理
組織洽商錄音著作及音樂著作之網路公開利用授權，但關於機械錄製之重製

權方面，先前必須另外與The Harry Fox Agency洽商授權，2018年10月之「音
樂現代化法案」（the Orrin G. Hatch — Bob Goodlatte Music Modernization Act, 
MMA），擴大音樂著作法定授權機制，打破音樂著作被壟斷之可能，以符合
數位網路科技之實際需求。

日本網路串流音樂平臺則僅須與JASRAC洽商錄音著作及音樂著作之網路
公開利用及重製之授權。JASRAC收到使用報酬後，再將其中之70%分配予機
械錄製之重製權，30%分配予網路公開利用授權。
歐盟早期成立之國際作詞及作曲者協會聯盟（ CISAC ）、歐洲集體授權

及行政服務組織（CELAS）等，多採信託方式管理音樂之利用，利用人僅得與
CISAC於各國境內所屬集體管理組織洽商著作之利用授權，但新崛起之泛歐洲
數位授權組織（PEDL），已採非專屬授權方式，此外，GEMA並於2016年聯
合瑞典音樂著作集體管理組織STIM及英國音樂著作集體管理組織PRS，設立授
權服務機構 ICE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Enterprise（ICE），代表3個集管團體約
25萬權利人，擁有1,900萬筆著作，進行線上跨境授權38

。

七、結論

新科技始終挑戰既有著作權法制，並影響其後續之走向。關於著作如何

被廣泛合法利用，同時達到私權與公益之均衡，始終係著作權法第1條所揭櫫
「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之終極目

標。

公平法之目的，在防止任何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行為，依該法第45
條規定，並不禁止依著作權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著作權法一方面賦予著作

38 李家禎，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推行共同授權機制之現況初探，p.27-28, 107.05，智
慧財產權月刊，VOL.233，https://www1.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ORG/233期-專
題二.pdf，最後瀏覽日期，201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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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關專有權利，另方面亦限制其權利以達公益，本質上亦非完全無公平合理

之均衡機制。若著作權法本身於制度上可以達到產業之公平競爭，並不待公平

法或其主管機關介入產業秩序。

從國內外著作權法制發展觀察，若合意授權得以達成著作被廣泛合法利用

之目的，應尊重市場機制，並無引進強制授權或法定授權制度之必要。當授權

市場失靈，著作無法被廣泛合法利用時，著作權法責無旁貸地，必須發揮均衡

之效能，強制授權或法定授權制度屢屢成為必要手段。

關於音樂著作之利用，屬於利用地點與次數少，替代性低、利用價值較大

之「大權利」，除非其權利之行使，有任何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目的之不

正當行為，始得依公平法第45條規定，適用該法介入，否則，應尊重著作權人
之專有權利，不得強制其必須授權他人利用；至於具經常、大量、普遍、替代

性高且對價低等等利用特性之「小權利」，則應透過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與利

用人達成合意授權為之，獲致利用人方便利用、權利人取得合理對價、公眾有

機會接觸著作之三贏局面，德國之GEMA及日本之JASRAC模式，係最佳之典
範。

設若健全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一時尚不可得，則退而求其次，於著作

權法制中引進強制授權制度，將成為均衡私權與公益不可避免之必要手段。強

制授權制度下，「小權利」之「利用控制權」固然受到限制，然其「利益分配

權」則未受影響，從公眾有機會方便合法接觸著作之角度考量，並不違背著作

權法第1條所揭櫫「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
發展」之本旨，伯恩公約第13條及我國著作權法第69條原本就已有音樂著作之
強制授權制度，則參考美國2019年之MMA法案，將其擴大至卡拉OK伴唱機市
場，避免音樂著作之壟斷，尚不致違反國際公約之規範精神。

關於反對引進強制授權制度之業者主張，該項制度將使其競爭對手坐享他

人投資成果卻無須分攤投資成本及風險之說法，固有部分事實，然其既有預付

投資式之授權模式，純屬商業經營策略，一旦基於最大公益考量之強制授權制

度建立，產業自然會另有因應之道，並不宜以其既有商業模式，限制著作權法

朝向捍衛公眾利益之新制度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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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llectiv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of copyright originated from 
promoting the use of music works developed differently in different countries. 
Some also adopted the strategy of expanding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compulsory 
authorization (statutory authorization) in copyright law to promote the use of music 
works. Although there no longer has a situation for music streaming platforms 
monopolizing the use of music in Taiwan, but because of the accompaniers 
monopolize music through exclusive authorization, a dispute over whether to amend 
the copyright law to extend the compulsory authorization system of music copyright 
to the accompaniers has occurred.

The purpose of the fair trade act is to prevent any act restricting or impeding 
fair competition, and according to article 45, such act does not prohibit the proper 
exercise of rights under the copyright law.

The copyright law gives the copyright owners the relevant exclusive rights,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restricts their rights to achieve the public welfare, and in 
essence, it has an appropriate balance mechanism. If it can reach the fair competition 
of the industry in the system, it does not need the fair trade law or its competent 
authority to intervene in the industrial order.

By ob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pyright law in various countries, if 
consensual authorization can achieve the purpose of widely and legally using works, 
we should respect 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there will be no need to introduce 
compulsory authorization or legal authorization system. When the authorization 
market fails and the works cannot be widely and legally used, the copyright law 
is duty bound to play a balanced role, and the compulsory authorization or legal 
authorization system will become a necessary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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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王立達（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一、專屬授權／獨家交易／拒絕交易（授權）

音樂著作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個人化的產品，因為他具有差異性，有可能我

只喜歡聽某些歌手，也有可能我只喜歡聽古典樂，跟其他的音樂可能不是同樣

的產品，所以這個差異化的產品在競爭法上要怎麼去看待本身就是一個挑戰。

也許我們把視角再往回拉一點，也許在一般的市場上也有這種差異化，品

牌與品牌間大家不認為是完全可以等同、互換的，這種情況之下，針對章老師

報告的核心―專屬授權、獨家交易、拒絕交易、聯合杯葛等，也許可以去做類

比，會有新的啟發，也可以從這個部分再反饋回來去看音樂著作，說不定能夠

有不同的視野。

今天談的市場是上游市場與下游市場，上游市場是唱片出版業，再上面的

話可能是歌手、製作人、錄音工程師去創作出錄音著作，再上游的話是詞曲，

也就是音樂著作，他其實是一個好幾層的產業鍊，從音樂著作、錄音著作到唱

片公司將錄音著作出版出來，然後串流平臺跟伴唱機比較像是通路，把這個著

作遞送到一般消費者能夠聆聽，所以主要在本研究中討論的是最後面唱片公司

及串流平臺的這兩層，專屬授權就是像圖上所顯示的品牌，只授權給通路B1，
即為專屬授權。

二、聯合行為：共同杯葛[§14/§20(4)]
如果說有幾家公司被授權，只有一家公司被排除的話，那就是拒絕授權或

者是杯葛。類似的情況，如果上游的授權方，彼此之間有合意就是不授權給

B2，那就是聯合行為、共同杯葛。
三、杯葛[§20(1)]
如果這種專屬性是來自通路B1壓迫上面的品牌不去授權給B2的話，那就

是杯葛。目前公平交易法§20(1)的條文訂得非常寬，只說你去促使其他業者不
跟第三方交易，就叫杯葛，例如說邀請別人參加聯合行為，照條文文義也包括

在內。但實際上邀請或唆使別人參加聯合行為，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4款另外
有相關規定。

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1款在國際上的了解是有三方關係，非水平聯合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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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間的促使，基本上最常見的是有一個上下游的關係，與專屬授權是有可能

會重疊，因為專屬授權實際上包含不管是哪一方發動，上游自願發動或是下游

單方發動，都是屬於專屬授權，但如果是另外一人促使杯葛另外一方，就是屬

於杯葛的基本行為態樣。

四、音樂授權可比擬為百貨公司設櫃

新百貨公司開業時，鄰近百貨公司可能去杯葛他，要求既有在舊百貨公司

設櫃的專櫃、化妝品、服飾業不能到新百貨公司設櫃。公平會當初在SOGO案
罰了250萬，他的限制是不能在半徑兩公里之內重複設櫃，所以這是一個獨家
交易的約定，但他的意思很清楚就是針對微風，所以他同時是獨家交易也是杯

葛。而現在微風與SOGO的競爭重點則是從國外引進新品牌，那SOGO的櫃會
不會到微風去設櫃，在競爭上就變得不重要了，那麼先前處分的立場是不是應

該要調整？或是有其他思考的空間，而可以被歸納成是兩種不同的競爭方式。

五、兩種不同模式的通路競爭

(一)一站購足式競爭
舊的處罰方式，認為說消費者會希望在一個百貨公司買到，或是一個串流

平臺上聽到所有我需要的品牌或是產品，如果產品線不齊的話對於這些通路來

講，影響會非常大。

(二)差異化競爭
比的是誰的東西比較新，誰的東西比較特別。在這種情況底下，如果產品

線、播的音樂大部分跟其他平臺重疊，反而不利於你的競爭，因為這是不同的

模式。

我認為差異化的競爭有可能是競爭力主要的來源，可是一些基本的產品，

比如說百貨公司都將化妝品放在一樓，進入百貨公司會有一些熟悉的牌子出

現，如果有些新品牌會覺得是驚喜，如果覺得很好，這家百貨公司可能以後會

常來。相反的如果基本品牌沒有的話，可能會覺得還是有些項目會用基本品

牌，如果沒有，之後可能就會比較少來。因此現實市場上可能是個混合式狀

況，需要有一些基本的產品，不需要每家都一樣，有些部分如果沒有的話，可

以用類似品牌形象與產品功能的產品替代。而另一個競爭的重點是在差異化，

可能是雙面的進行。如果市場競爭的態勢是這樣的話，是否構成獨家交易、專

屬授權的重點，是落在基本產品的這一塊，然後要看被綁住的範圍有多大，若

範圍較大則可能會有較明顯的影響，像是新進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授權爭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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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個樣子。

六、幾種不同的音樂／影音授權狀況

(一)多家唱片公司講好不授權給MyMusic
構成聯合杯葛行為，且不應獲得許可。

(二)唱片公司專屬授權底歌給某家伴唱機
如果這個底歌大部分是受歡迎的，難以替換，則會影響。

(三)騰訊音樂取得周杰倫在中國專屬授權
最新且爭議性最大的是周杰倫的歌，他只是一個歌手，不聽他的也可以聽

別的。可是問題是周杰倫的新歌馬上就熱賣，12小時賣了1,500萬元人民幣，媒
體統計有了周杰倫可以幫串流平臺增加15%的流量，說多不多，說少不少，有
可能競爭的差距就在這裡。是不是可能只要綁住周杰倫一個專屬授權，就會違

反競爭法，這是個灰色地帶。附帶一提的是，現在串流平臺業者並沒有明顯的

網路效應，也就是說你的朋友是不是跟你聽同一個串流平臺，和你的使用效益

並沒有太大的關聯。

(四) Disney、Marvel、Pixar的知名節目、電影和影集，只在自家的OTT新平臺
Disney+播出，不授權Netflix和Amazon Prime Video
這是影音，並不是音樂的例子，是美國正在發展中的案例。迪士尼合併

了漫威、皮克斯、還購併了21世紀福斯公司，建置一個新的影音網路平臺
Disney+，目前是美國第三大影音平臺。它推出Disney+、ESPN、Hulu三合一
套裝方案，但電影只放在Disney+，不再授權給Netflix或者是Amazon Prime 
Video。
第一個這個是不是專屬授權？可能不是我們一般討論意義的專屬授權。我

只給我自家的公司播，自家的電影公司和播放平臺可能是同一個公司也可能是

不同公司，但基本上都是自家的，比較屬於拒絕授權，或者是關鍵設施原則的

範圍，要介入管制的話強度就會更高。

第二個就是說可以把它看成是走向差異化競爭，每家公司只把自己的電影

放在某一個平臺上，然後大家就訂閱好幾個平臺，也有可能變成這樣的競爭

嗎？還是說只是虛晃一招，基本上消費者不會接受這樣的狀況？

另外會影響很大的是三合一套裝方案和分別訂閱的價格差距有多大，也就

是說他用自家電影獨立成立一個Disney+播放平臺，實際上是不是一個幌子，
其實是Disney+要故意打破Netflix全部電影都看得到的狀況？我覺得這其實蠻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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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的，提出來也許各位可以討論。

七、相關市場界定

依照各國通常採用的假設性獨占測試法，事實上還是要看價格在變動的時

候顧客會跑到哪裡去。所以說伴唱機漲價的話，消費者大概不會直接去跟唱片

公司取得授權，基本上還是會跑去其他平臺，所以頂多伴唱機跟伴唱機或跟其

他音樂平臺在同一個市場裡面，授權部分的話基本上是上游市場，這些平臺業

者去跟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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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市場滲透率之際，是否會有相關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值得進一步探討。基

此，本文目的包含彙整我國再生能源電業之特性及相關資訊，並瞭解國內再生

能源電業市場概況和競爭情事，同時研析再生能源電業之水平或垂直關連性，

亦探討我國電業法各階段修法對於再生能源電業競爭行為之影響及與競爭法主

管機關間之互動關連，並且將參考國際間競爭法主管對其再生能源電業發展之

規管，作為國內未來可能發展方式之借鏡，最後則探討數位經濟下智慧電網發

展與競爭議題。

研究結果發現，我國再生能源系統主要來源為電業以外之其他事業、團體

或自然人，為供自用所設置之主要發電設備，台電和民營電廠所設置之再生能

源系統占全國再生能源系統比重並不高，且現階段在政府政策推動下，太陽

光電系統設置型式以市電併聯型最為常見，而設置類型則以屋頂型最多；在風

力發電部分，國際間之風力機有逐漸往大型化發展趨勢；同時隨著技術進步、

供應鏈整合、融資成本下降、產業競爭激烈與國際取消再生能源補貼政策等因

素，預期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成本將持續降低。

其次，依據國內法規、價格訂定機制及發購電實績可發現，就電能服務而

言，再生能源電業與台電應為同一市場範疇，兼且再生能源躉購費率和電價均

受到政府管制，即使在綠能先行原則下，業者欲自行售電予消費者時，雙方將

評估成本與效益。但若對象為電力大用戶時，則需排除不含再生能源憑證之再

生能源電力，並且用戶自設之再生能源系統也為電能替代來源。就地理市場方

面，考量輸配電網涵蓋全國，應不會產生特殊之營業區域限制，因此故在地理

市場界定上應以全國為範圍。

我國太陽光電產業發展較久，國內產業鏈相對完整，惟因國際市場競爭激

烈，因而引發上游和中游業者積極轉型，並往下游系統端整合，另藉由HHI指
標可發現競爭程度相當高，表示業者透過垂直整合以期發揮影響產業運作的能

力並未顯現；另一方面，我國風力發電早期以陸域風力為主，且因陸域風力設

置量有限，並無法支持充分形成風能產業鏈，而在政府大力推動離岸風電之

際，吸引國外開發商前來參與市場，也因國外開發商具備成熟的經驗和全球佈

局優勢，雖受國產化規範而需扶植本土產業，加上我國相關零組件供應商亦透

過合作增加整合程度，然實際上的議價能力仍歸屬離岸風電開發商，並不具備

對產業運作的控制能力。

2017年電業法修定採取「綠電先行」模式，僅開放規模較小的再生能源發
電業與再生能源售電業市場競爭，在電業法修定第21條、第23條將電業結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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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濫用市場地位禁止納入規範後，可能出現公平交易法與電業法競合之疑慮，

在程序分工上需要競爭法主管機關與電業法主管機關以及電業管制機關進行協

調，同時對於再生能源交易配合的再生能源憑證制度，競爭主管機關亦應密切

留意。

此外，國外對於電業自由化所採取的模式係「灰綠併行」，以開放傳統發

電業自由化為主軸，逐步打破既有綜合電業壟斷的市場結構。對於再生能源發

展，國外透過補貼機制，促進再生能源發展，提升市場競爭力。2016年4月，
日本電力改革下全面開放電力零售市場，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經濟產業省與公

平交易委會員修正原共同制定之「適當電力交易之指針」，以因應適用電力零

售交易市場。

另一方面，在我國綠電先行階段下，公平會對於電力產品之相關市場界定

時，除電能需求外，尚須考慮環境效益需求，即應將再生能源憑證交易納入考

量。未來若綜合電業加入綠電市場競爭，將增加限制競爭情形出現之可能性，

公平會應關注綜合電業參與競爭後，如何確保競爭中立，避免濫用獨占力。

關鍵字： 再生能源電業、電業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競爭中立性

一、前言

於2017年1月份所頒布之電業法前，臺灣電力市場係由台灣電力公司（以
下簡稱台電）負責發電、輸電、配電與售電，為一綜合電業經營型態，在先

前電業法規範下，各民營電廠
1
或自用發電設備用戶（如裝設太陽光電發電設

施），其所發電力除自用外，剩餘電力須提供予台電，再由台電統一調度及輸

配，架構概念如圖1-1所示。
由經濟部能源局（2016）資料指出，臺灣電力市場面臨獨占電業績效無法

比較、台電獨買民營電業所發電力、用戶缺乏購電選擇權等議題，故參照國外

經驗，透過電業自由化方式解決相關問題，藉由引入競爭機制下，提升電力市

場運作效率。在電業法規劃下，第一階段將於修法通過後1~2.5年完成開放發

1 參考台電資料，為降低停、限電之發生機率，並促進民間投資，經濟部自1995年1
月起開放民間設立發電廠，其所生產之電能，依「電業法」及雙方購售電合約之
規定躉售予台電。國內目前的民營電廠分別為麥寮電廠、長生電廠、新桃電廠、
和平電廠、國光電廠、嘉惠電廠、星能電廠、森霸電廠和星元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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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市場自由競爭，發電業自行申請設置，採許可制，並且開放代輸、直供，進

而逐步開放用戶購電選擇權，同時成立電業管制機關進行市場監管，而台電則

維持綜合電業。

圖1-1　我國電業法修法前之電力市場運作架構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6）。

圖1-2　電業自由化後之電力市場架構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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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中，綜合電業分割為發電與電力網公司(輸配電業與公用售電
業)，不得交叉持股，而台電可轉型為控股母公司，其下成立二家子公司，即
發電公司及輸配售電公司。其次，輸配電業為獨占國營之公用事業，執行電力

調度業務，並依核定之費率收取轉供費用及電力調度費，亦負責輸配電網之興

建及維護，並負有接線義務。再者，在售電端而言，一般售電業之售電對象為

具購電選擇權之用戶，至於公用售電業之售電對象則為所有用戶，具有用戶供

電義務，電費由電價費率審議會審議，電業自由化後電力市場架構則如圖1-2
所示。

在2017年元月份電業法修法後，電力市場上將有3種電業，且為鼓勵再生
能源發展，以「綠能先行」方式開放再生能源發電業得以直供、轉供售電予

用戶
2
，賦予再生能源業者更多元化之經營空間，同時亦在輔助服務費率

3
、備

用供電容量之準備
4
、電力調度轉供費用

5
和電力開發協助金

6
等面向給予相關優

惠，促進再生能源長期發展。此外，在購電端部份，則開放用戶購電選擇權

利，允許用戶可向再生能源售電業購買電力，或與再生能源發電業簽訂雙邊合

約，增加用戶購電之管道（方文秀，2017；經濟部能源局，2018a）。
然在政府持續提升再生能源於國內電力市場滲透率之際，為避免再生能源

事業結合、聯合及反競爭行為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相關規定，以
及維護交易秩序、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並達到保護消費者

2 係依據電業法第18條、第45條。
3 106年及107年輸配電業各項費率方案，能源局，https://www3.moeaboe.gov.tw/

ele102/Content/Messagess/contents.aspx?MmmID=654246034164516080。
4 係依據電業法第27條。
5 依據電力調度轉供費用優惠辦法第四條規定，再生能源電能且其電力排碳係數為
零者，輸配電業訂定其基本費率應依前一年度全國再生能源發電占比級距提供不
同優惠： 

      一、 發電占比在百分之十以下時，再生能源基本費率按平均基本費率乘以百分之
十計收。 

      二、 發電占比超過百分之十，且在百分之十五以下時，再生能源基本費率按平均
基本費率乘以百分之三十計收。 

      三、 發電占比超過百分之十五，且在百分之二十以下時，再生能源基本費率按平
均基本費率乘以百分之五十計收。 

      四、 發電占比超過百分之二十時，再生能源基本費率按平均基本費率乘以百分之
七十計收。

6 依電業法第65條，再生能源發電業除風力發電及一定裝置容量以上之太陽光電發
電設備以外者，可不須設置電力開發協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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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的，本文旨在探討彙整我國再生能源電業之特性及相關資訊，並瞭解國內

再生能源電力市場概況和競爭情事，同時研析再生能源電業之水平或垂直關連

性，亦探討我國電業法各階段修法對於再生能源電業競爭行為之影響及與競爭

法主管機關間之互動關連，並且將參考國際間競爭法主管對其再生能源電業發

展之規管，作為國內未來可能發展方式之借鏡。

二、我國再生能源電業之演變及市場型態與競爭狀態

在本節中主要說明我國再生能源電業之演變及市場型態與競爭狀態。

（一）發展歷程

在現今及未來之電源規劃上，根據106年全國電力供需報告和能源局能源
統計月報資料顯示，全國電力供應量來源若依能源別劃分，2017年全國總發電
量約2,700 億度中，以燃煤發電 1,259 億度及燃氣發電 934 億度為主要來源，分
別占全國總發電量 47%及 34%，而再生能源發電量僅占全國總發電量 5%，且
大部份為慣常水力發電，風力及太陽光電占全國總發電量則僅約2%，假使以
台電、民營電廠和自用發電設備進行區分，可發現1999年時約有80%以上之發
電量係由台電提供，民營電廠和自用發電設備之發電量占全國電力系統比重低

於15%；惟隨著市場開放之下，民營電廠和自用發電設備之發電量占全國電力
系統比重則顯著提升，台電發電量占全國電力供應量比重已低於70%，就發電
業者之角色變化上，顯示我國電力市場有顯著之結構性變動，如圖2-1及圖2-2
所示。

圖2-1　2017年全國電力系統之發電量來源依能源別區分（單位：億度）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本文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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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自2009年我國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後，加上再生能源躉購費率制
度與各項補助推廣措施，國內再生能源系統設置量持續提升，可知太陽光電發

電系統相對國內再生能源系統增設速度為高，故占整體再生能源系統比重亦大

幅上揚，且隨著裝置容量持續增加之際，太陽光電發電量亦快速提升，在設置

量依此速度建置下，太陽光電系統發電量已超過風力發電系統發電量，如圖

2-3及圖2-4所示。

圖2-2　全國電力系統之發電量來源結構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本文計畫繪製。

圖2-3　2009-2018年再生能源系統之裝置容量發展趨勢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本文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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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若觀察我國2009年至2018年之再生能源系統裝置容量和發電量之來源分
布長期趨勢可知，我國再生能源系統主要來源為電業以外之其他事業、團體或

自然人，為供自用所設置之主要發電設備。再就再生能源系統之發電量來源結

構而言，亦呈相同趨勢，一般團體或自然人所設置之再生能源系統，則為我國

再生能源電力主要來源，隱含國內整體再生能源發電市場並非由大型電業（例

如台電）主導，而係由較為分散之團體或自然人所經營，如圖2-5及圖2-6所
示。

圖2-4　2009-2018年再生能源系統之發電量發展趨勢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本文計畫繪製。

圖2-5　2009-2018年全國再生能源系統之裝置容量來源結構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本文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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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國於能源轉型規劃中，設定至2025年時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將達
2,742萬瓩，以及再生能源發電量占總發電量達20%之政策目標，預期在政策
規劃下，未來市場上會出現較多從事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之業者（如表2-1所
示）。（經濟部，2018）

表2-1　未來再生能源裝置容量規劃
單位：千瓩

年度
類別

105年
(2016年)

106年10月
(2017年)

107年
(2018年)

109年
(2020年)

114年
(2025年)

太陽光電 1,210 1,431 3,000 6,500 20,000

風力
陸域

682 692
737 841 1,200

離岸 16 520 3,000

地熱能 0 0 1 150 200

生質能及廢棄物 727 727 728 768 813

水力 2,089 2,089 2,089 2,100 2,150

燃料電池 -- -- 2 22.5 60

合計 4,708 4,939 5,471 10,875 27,423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2018b)。

圖2-6　2009-2018年全國再生能源系統之發電量來源結構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本文計畫繪製。



第 26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42

（二）市場型態及競爭狀態

1.市場型態說明
電力市場依功能別加以區分，可劃分為發電端、輸配電端和售電端等區

塊。其中在發電部分，依據電業法第2條之定義，電業係指依電業法核准之發
電業、輸配電業及售電業，而再生能源發電業則指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3條
所定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以銷售電能之發電業，只要屬於可永續和再生運用之

能源並可生產電能者，均符合電業法第2條所稱再生能源電業。（經濟部能源
局，2018）
其次，於電業法第5條明訂，輸配電業應為國營且以一家為限，亦於電業

法第6條規定，「輸配電業不得兼營發電業或售電業，且與發電業及售電業不
得交叉持股。但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准者，輸配電業得兼營公用售電業。輸配電

業兼營電業以外之其他事業，應以不影響其業務經營及不妨害公平競爭，並經

電業管制機關核准者為限」。因此在我國電力市場中，輸配電業因其具備規模

經濟之市場特性，自然形成獨占性質。（王京明，2015a；許志義等，2015；
經濟部能源局，2018）
在售電端，依電業法第2條指出，售電業包含公用售電業及再生能源售電

業。其中，公用售電業指購買電能，以銷售予用戶之公用事業；再生能源售電

業則指購買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生產之電能，以銷售予用戶之非公用事業，且售

電業（含公用售電業和再生能源售電業）不得設置主要發電設備，惟依電業法

第10條規定，再生能源發電業或售電業所生產或購售之電能需用電力網輸送
者，得請求輸配電業調度，並按其調度總量繳交電力調度費，表示再生能源

發/售電業若未採直供方式，直接銷售電能予用戶時，需支付電網業者相關費
用，此對相關業者為一成本來源，惟為鼓勵再生能源（不排碳）發展，在輔助

服務、電力調度和轉供電能之相關費率，均優於其他能源、遠低於平均費率水

準，如表2-2所示。

表2-2　輸配電業各項費率一覽表(自108年1月1日起實施，適用至108年12月31日)
單位：元/度

費率項目 輔助服務 電力調度
轉供電能 

(輸電)
轉供電能 

(配電)

平均費率 0.0497 0.0857 0.2184 0.3405

各燃料
別費率

再生能源 
(不排碳) 0.0248 0.0043 0.0109 0.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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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燃料
別費率

再生能源 
(排碳)註1 0.0744 0.1300 0.3314 0.5168

核能 0.0248 0.0443 0.1131 0.1763

燃煤 0.0627 0.1098 0.2799 0.4366

燃油 0.0581 0.1019 0.2595 0.4047

燃氣 0.0433 0.0763 0.1945 0.3032

抽蓄水力 0.0248 0.0443 0.1131 0.1763

註1：再生能源排碳者包括垃圾及廢輪胎等廢棄物發電方式。
註2： 本費率依營業稅法相關規定均內含5%營業稅。依法免計營業稅之申請業者每月應繳總金

額為輸配電業各項費用總金額除以1.05。
註3：上述各項費率之計算，均取至小數點第4位，並自第5位起採4捨5入。
資料來源： 經濟部能源局，取自https://www3.moeaboe.gov.tw/ele102/Content/Messagess/

contents.aspx?MmmID=654246034164516080

再者，電業法第27條提及為確保供電穩定及安全，發電業及售電業銷售電
能予其用戶時，應就其電能銷售量準備適當備用供電容量，但一定裝置容量以

下之再生能源發電業，不受此限。由於再生能源屬於間歇性能源，故理論上再

生能源發電業者將需準備相對較高之備用供電容量，對業者而言即意味著較高

的經營成本，方能符合法規規範，對於相關業者在市場上之競爭有所影響。

據公平法第5條「本法所稱相關市場，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
競爭之區域或範圍」，且於第8條中以市場占有率是否達一定程度作為衡量獨
占事業之標準，表示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市場之界定為涉入和衡量各項案件時

之首要關鍵，亦為執行公平法之基石，故需要界定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協助

競爭法主管機關判斷事業之行為對相關市場限制競爭之效果，故衡量競爭狀態

前需先探討市場界定議題（陳銘煌，1997；陳嘉雯和胡偉民，2015）。
文獻中對市場界定之討論，參考黃美瑛（1993）、陳銘煌（1997）、陳和

全（2013）、陳嘉雯和胡偉民（2015）及公平交易委員會（2015）等，原則
上，處於高度競爭之兩項商品即歸類為同一市場，而高度競爭可能來自於產品

特性或者地理區域之相近。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於「相關市場界
定之處理原則」中指出，需求替代為界定相關市場主要審酌事項，即事業調整

特定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時，交易相對人能夠轉換至其他商品或服務，以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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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特定商品或服務之情形，並得視商品或服務特性考量供給替代，同時可從產

品市場及地理市場二面向界定相關市場範圍。

就產品市場而言，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上，具有高度需求或

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圍。參照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3條規定，
再生能源包含太陽能、生質能、地熱能、海洋能、風力、非抽蓄式水力、國內

一般廢棄物與一般事業廢棄物等直接利用或經處理所產生之能源，或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認定可永續利用之能源，考量表2-1當中，政府規劃未來再生能源
系統以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為主，可預見經營兩類事業項目之業者相對為多，

故此處著重探討太陽光電、風力發電與傳統能源（如火力發電、核能發電）之

市場界定議題。

就需求替代面向而言，依現行電業法及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除台電可進行

售電業務外，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也可藉由直供、代輸轉供或經由再生能源售電

業等方式，將電能售予終端消費者，因此電力消費者可選擇向再生能源發電業

者、售電業者購入電力，抑或維持向台電採購電能，且因電力所產生之能源服

務具同質性（即不論是用台電生產的電力或再生能源業者生產的電力，均能驅

動電力設備、帶來服務功能），故就消費者觀點，前述參與者實屬同一電力市

場。

然而在電業法修正後迄今，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仍主要透過躉購費率制度將

電力售予台電，加上再生能源成本（除陸域風力外）相較傳統能源成本為高，

例如2018年消費者和台電購買電力的每度電平均價格為2.6元，但若自行和太
陽光電業者購電，每度電的價格遠高於平均電價，假使為風力發電業者所售電

能，價格約為1.88元/度至2.46元/度間，似乎略低於平均電價（見圖2-7），但
因發購電成本需加上輸配電成本

7
方為電價，故風力發電加計輸配電成本後，

終端消費者所面對的風能價格並不一定低於購自台電之平均電價，鑑於在單純

考量價格因素下，可以預期多數消費者的電能來源將依舊取自台電。

另一方面，國內現階段再生能源躉購費率和電價均受到政府管制，例如各

類再生能源價格係由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決定，而公用售電業電價則

依循電價費率審議會決議，均非由業者自行決定售電價格，即使在綠能先行原

則下，業者欲自行售電予消費者時，仍會考量售予台電或消費者間之收益差

異，假設透過價格調整以吸引消費者直接採購之收益未及全數躉售台電，則業

7 據台電統計資料，輸配電成本約為0.53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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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調降價格之誘因亦低。

然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5月份經立法院通過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條
文第12條中規定「…電力用戶所簽訂之用電契約，其契約容量在一定容量以上
者，應於用電場所或適當場所，自行或提供場所設置一定裝置容量以上之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儲能設備或購買一定額度之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未依前開規

定辦理者，應向主管機關繳納代金，專作再生能源發展之用…」。表示在法規

的強制要求下，電力大用戶將有誘因自行建置再生能源系統，或尋求台電系統

以外之再生能源，因而可能選擇外購價格上相對較低之陸域風力，兼且目前已

有風力發電和太陽光電業者欲解除和台電間之購售電合約，
8
改為直接售予終

端用戶，預期消費者對電能需求替代程度將提高。然而，依照躉購費率制度售

予台電之再生能源電力，因不含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條文第12條中規定之憑
證價值（無環境價值），故對電力大用戶而言即使購入亦未能符合法規規範，

因此就購置電能上將不僅只考量電價，而尚有其他環境、法規要求等外加成

本，從大用戶之需求替代角度而言，除了台電、再生能源發電業、售電業外，

8 「分手費最高每度0.8元 綠電業批台電暴利」，中國時報，https://www.chinatimes. 
com/newspapers/20191013000467-260110?chdtv。

圖2-7　2018年國內平均電價及台電發購電成本

註：截至2018年底，風力發電主要為陸域風力。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台灣電力公司，本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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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戶在符合法規要求下所建置之再生能源系統，亦應歸屬同一市場，且需排

除不含憑證之綠色電力。 
由於現階段消費者仍主要向台電採購電能，且台電身為國內唯一綜合電

業，兼負調度全國電力之義務，因而可視台電為所有消費者的集合體，一齊向

不同發電能源採購電能，故本文再從供給替代進行討論。一如前述，發電系統

可簡要分為火力發電、核能發電與再生能源發電。其中，火力發電中之汽輪機

組發電原理是運用蒸汽循環(Steam Cycle)，將化石燃料的化學能透過燃燒反應
產生熱能，於鍋爐爐內加熱爐水，使其生成為高溫、高壓之蒸汽，繼而推動汽

機成為轉動的機械能，最後再透過發電機將機械能轉換成為電能。核能發電的

原理和火力發電、水力發電相似，共通點在於使渦輪機（turbine）轉動以帶動
發電機，將機械能轉變為電能，惟相異處在於推動渦輪機所用的動力來源。水

力電廠以大量的急速流動水（例如由水壩或瀑布引出）推動渦輪機，而核能電

廠與火力電廠則利用大量高溫、高壓之水蒸氣推動渦輪機，且核能電廠是靠核

分裂所釋放出的能量產生電能。
9

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則分別透過太陽光、風力轉換為電能，電能生成受天

氣變化影響大，相較於火力發電與核能發電之高度可控性和具調度性，太陽光

電和風力發電在產生電能上有較大變動性。依據能源統計月報之數值可發現，

我國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之發電總量在時間上有所區別，以太陽光電而言，隨

著裝置容量提高，2018年發電總量相較2017年顯著提高，且以每年夏月為發電
總量相對較高時期。反觀風力發電部分，則因我國風況特性，風力發電總量較

高時期為每年冬季（約為每年1、2月和10月至12月），與太陽光電發電特性有
所不同，如圖2-8所示。此外，吳進忠（2018）運用台電系統之電力負載和風
力、太陽光電發電量實績進行之頻譜分析可發現，我國2017年風力發電最多的
時期發生於冬季且大致於24小時內均有電力產出（即圖2-22中右上角之紅色區
塊），而太陽光電發電量則集中於每日的上午10點至下午15點間，表示在現階
段多數時段裡，風力發電與太陽光電間所生產的電能，重疊性並不高，大體上

為互補的情況。

9 「火力發電簡介」，台灣電力公司，https:/ /www.taipower.com.tw/tc/page.
aspx?mid=202；「核能發電的原理」，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核能學會，http://
archived.chns.org/s.php@id=4&id2=27.html。

另就地理市場方面，據台電統計資料顯示，2018年國內輸電線路和配電線
路之回線長度分別為17,737公里、375,265公里，相較2017年分別增加0.1%、
1.7%，表示台電電網遍及國內境域（圖2-10），同時再生能源發電業與民營電
廠所生產之電能均售予台電、饋入電網，雖然現階段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均集

中於中部地區和南部地區，特別是在未來再生能源規劃下，原先併網容量不足

之彰化、雲林及嘉義地區，可能引起對再生能源併網能力之疑慮，以致產生地

圖2-8　我國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之發電概況（依月份區分）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本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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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彰化、雲林及嘉義地區，可能引起對再生能源併網能力之疑慮，以致產生地

圖2-8　我國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之發電概況（依月份區分）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本文繪製。

圖2-9　電力負載和再生能源系統之頻譜分析
資料來源：吳進忠（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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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影響。

然而，電業法第8條明文規定「輸配電業應負責執行電力調度業務，於確
保電力系統安全穩定下，應優先併網、調度再生能源」，目前台電刻正執行

「離岸風力發電加強電力網第一期計畫」，總期程為2018年1月至2025年12
月，藉以強化桃園及彰化地區離岸風電併網能力。根據台電公開資料顯示，截

至2019年7月底，計畫總累計進度為9.85%，較原規劃超前1.92%，以及彰工升
壓站業已於2019年7月通過環評，10

大抵呈現工程進度符合再生能源業者併網需

要之資訊，有助於提高各界對電網併網能力之信心。

是故，考量輸配電網涵蓋全國，且已有相關計畫改善各區域之併網能力，

工程進度和環境影響評估亦符合預期，應不會產生特殊之營業區域限制，因此

在地理市場界定上應以我國為範圍。

依據國內法規、價格訂定機制及發購電實績可發現，就電能服務而言，再

生能源電業與台電應為同一市場範疇，但若對象為電力大用戶時，則需排除不

含再生能源憑證之再生能源電力，並且用戶自設之再生能源系統也為電能替代

來源。其次，再生能源所發電力可優先併入電網，傳統能源無此特性，且以太

陽光電和風力發電為主的再生能源系統，負載實績和傳統能源有顯著不同，故

而進一步劃設再生能源電業時，僅需考量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3條所定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加上我國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因國內氣候條件不同，在電力生產

之時間段上存有差異，因此，若探討再生能源電業之競爭行為時，宜就太陽光

電和風力發電等特定項目，分別進行研析。

兩產品是否屬於同一競爭市場，可觀察某產品利潤率能夠維持一顯著水準

一段期間，則代表他產品與該產品之替代性不具顯著性、非屬同一市場，否則

即視為與該產品同一市場。本文考量資料可取得性，嘗試以交叉彈性檢測法，

以及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衡量國內再生能源電業之市場型態，資料來源取自

經濟部能源局之能源統計年報及台電，資料期間為2015年至2018年。此外，因
無法取得個別廠商端之價格資料，以及考量現階段大多數用戶仍向台電購電，

台電等同於是消費者的集合體，並且肩負電力調度義務，且再生能源發電業和

10 「離岸風力發電加強電力網第一期計畫進展」，台灣電力公司，https://www.
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1467&cid=2689&cchk=e8fabfaf-4c0e-4fd7-
b151-0e77d62520dc；「整合離岸風電電纜及變電站  台電彰工升壓站環評過
關」，臺灣環境資訊中心，https://e-info.org.tw/node/219115；「再生能源發
電系統併網之相關問題研析」，立法院，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
aspx?nodeid=6590&pid=174435。

圖2-10　電廠電網分布圖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取自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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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電廠等所發電力仍全數售電予台電，故台電的購電成本亦即再生能源發電

業和民營電廠的售價，加上各類發電量與發購電成本為公開數值，故此處運用

各類能源之成本進行後續計算。

首先在交叉彈性檢測法部分，若兩個替代品間的交叉需求彈性夠大，代表

該兩產品具顯著競爭關係，則應置於同一個市場中。以電力產品而言，許多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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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影響。

然而，電業法第8條明文規定「輸配電業應負責執行電力調度業務，於確
保電力系統安全穩定下，應優先併網、調度再生能源」，目前台電刻正執行

「離岸風力發電加強電力網第一期計畫」，總期程為2018年1月至2025年12
月，藉以強化桃園及彰化地區離岸風電併網能力。根據台電公開資料顯示，截

至2019年7月底，計畫總累計進度為9.85%，較原規劃超前1.92%，以及彰工升
壓站業已於2019年7月通過環評，10

大抵呈現工程進度符合再生能源業者併網需

要之資訊，有助於提高各界對電網併網能力之信心。

是故，考量輸配電網涵蓋全國，且已有相關計畫改善各區域之併網能力，

工程進度和環境影響評估亦符合預期，應不會產生特殊之營業區域限制，因此

在地理市場界定上應以我國為範圍。

依據國內法規、價格訂定機制及發購電實績可發現，就電能服務而言，再

生能源電業與台電應為同一市場範疇，但若對象為電力大用戶時，則需排除不

含再生能源憑證之再生能源電力，並且用戶自設之再生能源系統也為電能替代

來源。其次，再生能源所發電力可優先併入電網，傳統能源無此特性，且以太

陽光電和風力發電為主的再生能源系統，負載實績和傳統能源有顯著不同，故

而進一步劃設再生能源電業時，僅需考量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3條所定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加上我國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因國內氣候條件不同，在電力生產

之時間段上存有差異，因此，若探討再生能源電業之競爭行為時，宜就太陽光

電和風力發電等特定項目，分別進行研析。

兩產品是否屬於同一競爭市場，可觀察某產品利潤率能夠維持一顯著水準

一段期間，則代表他產品與該產品之替代性不具顯著性、非屬同一市場，否則

即視為與該產品同一市場。本文考量資料可取得性，嘗試以交叉彈性檢測法，

以及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衡量國內再生能源電業之市場型態，資料來源取自

經濟部能源局之能源統計年報及台電，資料期間為2015年至2018年。此外，因
無法取得個別廠商端之價格資料，以及考量現階段大多數用戶仍向台電購電，

台電等同於是消費者的集合體，並且肩負電力調度義務，且再生能源發電業和

10 「離岸風力發電加強電力網第一期計畫進展」，台灣電力公司，https://www.
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1467&cid=2689&cchk=e8fabfaf-4c0e-4fd7-
b151-0e77d62520dc；「整合離岸風電電纜及變電站  台電彰工升壓站環評過
關」，臺灣環境資訊中心，https://e-info.org.tw/node/219115；「再生能源發
電系統併網之相關問題研析」，立法院，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
aspx?nodeid=6590&pid=174435。

圖2-10　電廠電網分布圖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取自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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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燃油發電和燃氣發電）、核能發電或再生能源發電（如水力、太陽光電和

風力發電），在所有發電業生產之電力統一進到電網中時，電力消費者並不會

瞭解其所用電力為何種來源，且電力消費者所支付的價格為國內平均電價，而

非依各類能源價格付費，在台電等同於國內電力消費者之集合體、統一向各類

發電源採購電力，以及未有再生能源業者採直供或代輸轉供等方式售予用戶電

力，加上資料可取得性下，本文主要就台電對各種電力之發購電成本，探討各

種發電用能源間關係。

據統計資料顯示，我國火力發電、核能發電和再生能源發電之成本與平均

電價之關係如圖2-11所示，發購電量則如圖2-12所示。由圖2-11發現，再生能
源發電成本中以水力發電最低，故整體再生能源發電成本在計入水力發電後，

約為2.28元/度至3.08元/度之間，假使僅考量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等再生能源系
統，則發購電成本約為3.88元/度至3.93元/度間，高於現行平均電價2.63元/度，
亦高於火力發購電成本（2.25元/度）與核能發電成本（1.29元/度），亦即對台
電而言，收購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等再生能源再售予用戶時，每度電之價差在

1元以上。

圖2-11　各類能源成本及平均電價

註：再生能源1含水力發電、太陽光電、風力發電、生質能和廢棄物發電
再生能源2含太陽光電、風力發電、生質能和廢棄物發電
再生能源3含太陽光電、風力發電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台灣電力公司、本文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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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政府規劃未來主要電源系統以火力發電和再生能源為主，惟核能發電

在國內電力系統仍占有一定比率，故進行市場界定時，依循前述分析，設定火

力發電、核能發電與再生能源發電為同一市場範圍，求算其間之交叉彈性並進

行檢測。先就火力發電及核能發電之交叉彈性而言，依據2015年至2018年之數
值，估計結果指出，當火力發電成本變動1%時，核能發電變動量為-0.92%，而
當核能發電成本變動1%時，火力發電變動量為-0.07%，在交叉彈性為負值下，
顯示火力發電與核能發電具互補性質，然而，梁啟源（2014）曾建置及運用電
力子模型，分析不同機組間之交叉彈性以瞭解替代可能性，資料期間為1980-
2013年，其估計結果發現，基載系統和中載系統11

間呈替代關係，與此處核能

發電與火力發電呈互補關係略有不同，可能原因在於，本文所用資料期間為

2015年至2018年，此時期之核能發電機組因故未能滿載運轉，且同時採用較多
燃氣發電以滿足電力負載，並不符合電力調度之經濟性原則，以致影響交叉彈

性計算結果。

另一方面，若計算再生能源發電與火力發電間，以及再生能源發電和核能

發電間之交叉彈性，則得到兩交叉彈性為正值之結果，亦即再生能源發電與火

力發電及核能發電間具替代性，故大體而言，火力發電、核能發電與再生能源

11 基載系統包含燃煤汽力機組、核能機組以及IPP燃煤；中載系統涵蓋燃氣複循環發
電、民營電廠燃氣、燃氣汽力機組及燃油汽力機組。

圖2-12　各類能源發購電量

註：再生能源1含水力發電、太陽光電、風力發電、生質能和廢棄物發電
再生能源2含太陽光電、風力發電、生質能和廢棄物發電
再生能源3含太陽光電、風力發電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台灣電力公司、本文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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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應屬同一市場範疇，惟其間在價格變化後對發電量變化之相互反應有所不

同，相關彈性數值如圖2-13所示。

就現階段我國再生能源電業而言，其所生產之電能均由台電躉購，且政府

未來著重之再生能源系統為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因此，若欲進一步瞭解太陽

光電和風力發電所生產之電能，係屬於替代性質或互補性質，同樣以交叉彈性

進行衡量，如圖2-14所示。透過交叉彈性公式計算兩類發電系統間之交叉彈性
時，發現兩者間之交叉彈性為負值，亦即兩類商品為互補品。例如當太陽光電

平均發購電成本減少1%時，風力發電需求量將增加0.2%至0.4%，假若風力發
電平均發購電成本減少1%時，太陽光電需求量將增加13%至20%，以交叉彈性
估計結果言之，現階段太陽光電系統和風力發電系統間應尚不具競爭性，彼此

之間較具互補程度。配合圖2-8之資料，風力發電最多的時期發生於冬季且大
致於24小時內均有電力產出，太陽光電發電量集中於每日的上午10點至下午15
點間，表示在多數時段裡，風力發電與太陽光電間因氣候與時間特性之故，所

生產的電能重疊性並不高，可輔助說明兩類電能相對上較具備互補性。

圖2-13　各類能源間交叉彈性

註：再生能源1含水力發電、太陽光電、風力發電、生質能和廢棄物發電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台灣電力公司、本文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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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假設性獨占者檢測則意指對於候選的產品市場可透過微幅但顯著且

持續提價（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 SSNIP）以提
高獲利，若假定獨占者具有SSNIP 誘因，則代表外部產品已無顯著競爭關係，
故而焦點產品即構成一個特定市場；如果假定獨占者不具SSNIP 誘因，即代表
外部產品存在顯著的訂價約制力量，該劃屬於同一市場。亦即假設性獨占者檢

測之主要精神在於判斷當產品間存在競爭關係時，產品的需求替代性抑制各產

品價格上漲至獨占價格之能力。參考陳和全（2013），獨占事業具提價誘因的
表示式為

其中，P、C分別為產品之價格和成本；εii 為自我需求價格彈性； Dij 為移

轉率，即產品ｉ提價後，移轉購買產品ｊ的數量。而決定產品ｉ是否仍有提價

誘因，則取決於是否符合
Pi-c i

P i
≤

1
εii
之必要條件。

考量資料期間之核能發電量與發電成本非為經濟調度下之結果，與過往相

比存在結構上的差異，故此處分析時將主要探討火力發電和再生能源（太陽光

電和風力發電）之間的關係。說明各項數值之設定和檢定步驟如下：

圖2-14　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系統間之交叉彈性
資料來源：本文計畫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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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潤率
Pi-c i

P i 即為利潤率。由於再生能源業者所發電力均售予台電，且因無法取

得個別廠商的成本和售價資料據以計算利潤率，故本文參採再生能源躉購費率

設定參數之平均資金成本率作為計算依據。平均資金成本率雖非代表業者的投

資報酬率，而是指計畫投入全部資金的報酬率，然台電曾於電價費率計算公式

修訂擬議中，將合理利潤改由平均資金成本率設算，同時依循2009年再生能源
費率審定會，平均資金成本率已涵蓋通貨膨脹率、利率等因素，並考量各企業

適用之稅率不相同，決議費率訂定宜定位為稅前之報酬，用以反映業者於躉購

期間內應有之合理利潤。因此平均資金成本率雖無法完全代表個別業者售電之

利潤率，然實質上存在合理利潤概念，應適宜作為探討再生能源業整體平均利

潤率之代理變數。（立法院公報，2013）
參考經濟部能源局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之資料，近年來為鼓勵再

生能源發展，大抵上並未向下調整資金成本率，計算太陽光電躉購費率之資金

成本率為5.25%，而風力發電躉購費率參採之資金成本率為5.25%（陸域）與
6.05%（離岸），而台電本身之利潤率，則參考其歷年損益表資訊，2018年之
利潤率相對2016年為低，由7.61%減少至4.9%。為利於計算，再生能源部分之
利潤率設定為5.25%，台電之利潤率則假設為105-107年之平均值5.37%，見表
2-3。

表2-3　台電和再生能源業整體之利潤率設定
單位：%

年度
類別 105 106 107 108

太陽光電 5.25 5.25 5.25 5.25

陸域風力 5.25 5.25 5.25 5.25

離岸風力 5.25 6.06 6.05 6.05

台電 7.61 3.6 4.9 —

註： 太陽光電、陸域風力和離岸風力之利潤率參採平均資金成本率；台電之利
潤率則取自歷年損益表。

資料來源： 經濟部能源局，取自https://www.moeaboe.gov.tw/ECW/renewable/
content/ContentLink.aspx?menu_id=778；台灣電力公司、本文整理。

(2)移轉率和相對價格
因現行電業法規定再生能源需優先併入電網，因此在移轉率的設定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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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將移轉率設計為0（即再生能源所發電力必須優先使用，無移轉空間），
以及採再生能源發電量占電力系統比重之數值作為移轉率（即隱含原先再生能

源所發電力需由台電其他系統供應，在有再生能源之下即減少其餘機組所發電

能），此數據參考圖2-1約為0.05（式        ）。然而移轉率設計為0時，其等同
於單一產品市場，故此處不探討此情境，僅計算再生能源所發電力需由台電其

他系統供應之情況。另外在相對價格上，則以2018年數值為基準，再生能源價
格則可參考圖2-11之發購電成本和平均電價。
(3)需求價格彈性
本文參考能源統計月報之歷年各類能源發電量數據，和圖2-11之發購電成

本，分別計算台電火力和再生能源之需求價格彈性，以2018年而言，台電火力
和再生能源之需求價格彈性分別為-0.38與-0.16。再生能源之需求價格彈性值較
低的可能原因，在於再生能源係若非因安全考量而不予調度外，應優先併入電

網中，因此價格敏感度低。

(4)檢定步驟與程序
在檢定的步驟上，若欲確認各項商品是否處於同一市場，則可先以其中一

產品為擬設範圍，假若該產品無提價誘因，則表示應有外部產品與該產品具高

度替代，故使該產品獨占者無法透過提高價格來獲利，此時再將該外部產品劃

入擬設市場，再檢定是否有提價誘因，依此過程持續進行，直至外部產品和內

部產品已不具顯著替代關係，即不需劃入擬設市場內。

依陳和全（2013）指出，利潤率小於(自我)需求彈性之倒數，則該擬設市
場之獨占者即有提價誘因。若以台電而言，其利潤率為5.37%，而需求彈性之
倒數為2.61，而再生能源電業之利潤率與需求彈性倒數分別為5.25%、6.41，本
文將兩類市場劃入同一市場範圍進行分析如下：

對台電而言，提價必要條件式之右側，經計算可得為

故假定台電有提價之誘因；對再生能源業，提價必要條件式之右側，經計

算可得為

故假定再生能源業亦有提價誘因，因此兩者構成一個特定市場。

2.競爭狀態
(1)太陽光電
依據中華經濟研究院（2018）之研究，我國太陽光電產業多年來的發展，

2.61+5.25%×
3.88
2.6 ×

2.72
0.38×0.05=2.63>5.37%

6.41＋5.37%×
2.6
3.88×

1.56
0.16×20=13.7>5.37%

qj

q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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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具備高效率、低成本及彈性化的優勢，近年來除希望朝提升矽晶圓、太陽能

電池/模組與系統業者之技術能量，整合上、中、下游業者合作致力共同研發
外，亦積極整合海外系統端之合作通路，以擴大輸出海外市場。

在產業主要技術類型與產業鏈結構方面，太陽光電產業依技術主要可分為

矽晶、薄膜兩大類，目前市場主流係以生產矽晶太陽能電池為大宗，可分單

晶與多晶兩類，市占率達9成。薄膜類太陽能電池則包括非晶矽薄膜、碲化鎘
(CdTe)、銅銦鎵硒(CIGS)、染料敏化、有機薄膜以及新興的鈣鈦礦等太陽能電
池；其缺點為轉換效率相對較低，但因具有美觀且弱光環境可發電、未來成本

可快速下降等特性，因此目前仍占有約一成以下之利基市場。

而從產業鏈結構來看，居主流的矽晶太陽能電池產業可劃分為上游之多晶

矽材、晶錠／矽晶圓、中游之太陽能電池片、模組，以及下游之系統建置；此

外，尚有周邊材料(包括玻璃、軟性基材、氣體、靶材、槳料、染料及電極材
料等)及設備等相關產業；薄膜型太陽能電池製程較為簡化，僅有中游模組與
下游系統產業(如圖2-15)。12

12 臺灣證券交易所與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產業價值鏈資訊平臺：太陽能產業鏈簡
介」，http://ic.tpex.org.tw/introduce.php?ic=A100。

圖2-15　臺灣太陽光電產業鏈示意圖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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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產業鏈概況可知，國內太陽光電產業於下游端之參與業者眾多，部分

為中、上游製造商亦於下游端成立系統商，以垂直體系加以運作（例如新日

光），亦有業者以系統商身分進入市場，而工程和建置太陽光電板所需之原材

料，則透過外包採購之方式進行（例如中租能源、天泰能源），考量國內太陽

光電設置量係屬分散，和上游與中游端之原材料，為高度資本密集之型態不

同，故上游和中游業者並不一定參與下游之太陽光電系統設置。經本文彙整及

參考TrendForce綠能研究（2018），國內現階段最大之太陽光電系統商為中租
能源，國內市場占有率12.05%，總裝置容量為330千瓩，其次則為友達光電和
天泰能源，市場占有率分別為5.11%和4.75%，若以HHI指標衡量市場集中度，
則發現在市場競爭者數量較多且設置量並未集中、較為分散下，僅為230.9，屬
於低度集中市場，亦即我國太陽光產業呈現高度競爭狀態，如表2-4所示。

表2-4　我國太陽光電系統商及其市占率（2018年）

序位 業者
裝置容量

(MW) 占比(%) 序位 業者
裝置容量

(MW) 占比(%)

1 中租能源 330.0 12.05 15 昱鼎電業 6.9 0.25

2 友達光電 140.0 5.11 16 富崴能源 6.8 0.25

3 天泰能源 130.0 4.75 17 博碩 5.5 0.20

4 中美晶 100.0 3.65 18 臺灣速力 5.0 0.18

5 進金生 84.1 3.07 19 南亞光電 4.0 0.15

6 大同 75.0 2.74 20 旭孝 2.8 0.10

7 李長榮 45.6 1.67 21 大聚電業 2.4 0.09

8 永旺 
(新日光集團) 38.0 1.39 22

全利能源
(全利成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

1.2 0.04

9 鑫盈能源 30.0 1.10 23 摩特電力 0.8 0.03

10 森勁電力 24.3 0.89 24 新天然電力 0.8 0.03

11 永勁電力 20.4 0.75 25 廣進矽能 0.7 0.03

12 台電 18.2 0.66 26 冠威電力 0.4 0.01

13 韋能能源 9.9 0.36 27 其他 1645.7 60.10

14 永鑫能源 9.5 0.35

註： 其他包含一般團體、住宅、商業或工廠等自行設置之系統，故我國太陽光電系統設置主
體相當分散。

資料來源：TrendForce綠能研究（2018）、彙整自各公司網站。

(2)風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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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力發電主要分為陸域風力和離岸風力兩個部分，其產業鏈由上游至下游

端，為風電製造業（含原材料、零組件/次系統和風力機系統）、風電服務業
及風電發電業。其中就風電製造業方面，據經濟部工業局資料顯示，經盤點國

內廠商之建置能力後，塔架部分僅有中鋼機械具有供應陸域或離岸風力機之實

績；恒耀與春雨（扣件）、華城電機（變壓器）、台達電（儲能系統及功率轉

換系統）、東元電機（發電機）、上緯和紅葉及台塑台麗朗（葉片及樹脂）

等，亦有陸域或離岸風力機之供應零組部件實績。另風電服務業則包含風場規

畫、營造及維護等工作，參與者主要為國內工程顧問公司和部分風電開發商。

在風電發電業方面，則為依循經濟部能源局推動離岸風電產業規劃之「先示

範、次潛力、後區塊」3階段策略，透過示範場域及遴選、競價等方式，取得
相關資格之廠商，如圖2-16所示。

以陸域風力而言，截至 2018 年底，國內裝置容量已累計達696 MW，主要
由國營的台電以及民營的達德能源集團（英華威集團）所開發。其中，台電之

陸域風力設置量為294 MW，達德能源集團（英華威集團）所設置之陸域風力機
數量超過170座，約381.4MW，故台電與達德能源集團（英華威集團）合計占有
國內陸域風機市場占有率超過97%，其餘業者僅占約3%，若以HHI指標衡量之
市場集中度達4796，屬高度集中市場，如圖2-17所示。（張嘉文，2018；工業
技術研究院，2018；經濟部能源局，2019）

圖2-16　風力發電產業鏈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2018）。



我國再生能源電業競爭法規範之研究 59

其次，就離岸風力而言，我國預計於2025年建置完成裝置容量為5.5GW之
離岸風力發電系統，其中3.5GW採遴選制、2GW為競標制，且有資格進行風場
建設之開發商名單已於2018年4月底公布，總計有7家開發商合計共10個離岸風
場獲得遴選，如表2-5所示。丹麥沃旭能源、德國達德能源、加拿大北陸電
力、丹麥哥本哈根基礎建設基金、上緯及澳洲麥格理、台電和中鋼，所取得之

裝設量資格則分別為1,820MW、1,058MW、1,044MW、600MW、506MW、
410MW及300MW，前三大開發商即占有國內離岸風電設置量60%以上之市場
占有率，若同樣以HHI指標衡量之市場集中度達1,943，介於1,500至2,500間，
屬中度集中市場，如圖2-18所示。

圖2-17　國內陸域風力裝置容量市場占有率（%）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及繪製。

圖2-18　國內離岸風力裝置容量市場占有率（%）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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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我國離岸風電開發商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2018）。

三、電業法修法與競爭法主管機關之競合關係探討

本節主要探討電業法修正後與競爭法之間的競合關係，電業管制機關未來

如何與公平會進行業務上分工。依據電業法第3條第3項未來中央指定電業管制
機關後，應負責電業及電力市場之監督及管理；同時增訂第21條電業結合以及
第23條禁止電業濫用市場地位之規範。
（一）電業法與公平交易法之規範競合

電業法2017年修訂增訂第21條電業結合以及第23條禁止電業濫用市場獨占
地位之規範，將涉及電業管制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之間的管制競合。

1.電業法第21條-電業結合管制
電業法第21條第1項，文義解釋凡電業結合案件，皆應向電業主管機關申

報並獲核准；第2項達「一定規模」之電業結合案，經濟部公告之電業結合申
報標準，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150億元，且與其結合之電
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20億元者13

，電業主管機關應會

13 經濟部107年經能字第10704601790號：



我國再生能源電業競爭法規範之研究 61

同公平會進行審查。凡達到電業法第21條第2項應會同公平會審查之門檻之案
件，同時亦有向公平會依公平法第11條為結合申報之義務。故對於結合電業而
言，分別依據公平法與電業法應履行兩個申報義務。

故針對電業法第21條地2項電業結合案件，電業主管機關及公平會之間如
何進行結合審查？參考本研究於10月25日舉辦之專家諮詢會議，與會專家指
出

14
公平會依據公平法第11條之結合審查義務與電業管制機關依據電業法第21

條之結合審查義務，分屬不同義務。建議公平會依據公平法第6條第2項會同電
業管制機關針對電業結合審查程序進行協調，同時公平會對於電業法第6條第2
項之電業結合案件，應與電業管制機關協調結合條件。

公平會對於未依據公平法第11條進行申報之電業結合，得依公平法第39條
進行裁罰；同時若未依據電業法第21條進行申報之案件，電業管制機關依據電
業法第74條得進行裁罰。若認上述兩結合程序可以共同辦理，未申報將會構成
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而處以罰鍰。依據行政法第24條第1項，依法定
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

15

故不應低於電業法第74條之150萬元。然而對於是否可以合併申報，抑或是共
同申報，將會影響到罰鍰的行為數認定，公平會應會同電業管制機關釐清兩申

報程序之間的互動關係。

具體言之，電業法第21條之審查內容與公平法結合規定之審查範圍，恐怕
具有部分重疊關係，但卻又有各自審查範圍。但目前從電業法第21條之規範當
中，並無法看出未來電業管制機關依據電業法之審查方向，及其與公平會之分

工，故建議未來在累積足夠案件量後，電業主管機關、管制機關及公平會得透

「一、 電業法第21條第3項所稱一定規模，指參與併購之電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
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150億元，且與其併購之電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
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20億元者。

二、 參與併購之電業與其他電業符合公司法所定關係企業之情形者，其銷售金額
應合併計算。」。

14 10/25我國再生能源電業競爭法規範之研究計劃專家與談會議，顏雅倫副教授見
解。

15 行政罰法第24條：「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
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
前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
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但其處罰種類相同，如從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
的者，不得重複裁處。
一行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其他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受處罰，如已裁處拘留
者，不再受罰鍰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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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行政協商之方式針對電力市場相關競爭議題獲致共同結論，再各依職權訂定

電力事業之規範說明或處理原則。

2.電業法第23條-禁止電業濫用市場獨占力
電業法修法納入第23條針對「電業有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易秩序，

經主管機關裁罰者，電業管制機關得查核其營業資料，並令限期提出改正計

畫。」係賦予電業法主管機關有權利針對電力市場之公平競爭進行管制。從法

條體系觀察，此所謂「主管機關」非指「電業管制機關」，而是電業法第3條
的「主管機關」，在中央即為經濟部

16
。若從目的解釋，電業有「濫用市場地

位行為，危害交易秩序」行為時，電業法主管機關依據電業法進行裁罰後，再

由電業管制機關查核營業資料以及提出改正計畫。裁罰依據除了根據電業法第

72條至第87條罰則規定外，是否可以以電業法第23條第1項擴及所有原由公平
會依據公平法管轄的「濫用市場地位行為」？此應由經濟部進行解釋。

從文義解釋，本條第1項與第2項第2款銜接，即若「經電業管制機關令限
期提出改正計畫，逾期未提出或未依限完成改正」時，電業管制機關得廢止其

電業執照。本項的疑慮在於，何以電業法主管機關（經濟部）在電業法將「電

業及電力市場之監督及管理」業務，劃由電業管制機關掌管，卻又讓電業法主

管機關，身兼電力政策主管機關以及電業管制機關之角色？在規範設計上，有

疊床架屋的疑慮。

另外在本條第2項第1款適用上，電業法主管機關（經濟部）以及電業管制
機關在電業法以及相關規範內，皆沒有涉及刑事責任的法律依據。依據「罪刑

法定原則」，未來是否會透過立法增訂相關刑事責任，有待進一步觀察，抑或

是回歸適用刑法規範，有待主管機關說明。

目前，涉及「濫用市場地位，危害交易秩序」並有刑事責任規定者，有公

平法罰則部分的適用可能性。若公平會依據公平法第9條對於電業濫用市場地
位或公平法第15條對於電業之間為聯合行為等限制競爭行為做成處分後，得依
同法第40條第1項要求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若屆期
受處分事業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違

反行為者，公平會得移請司法機關偵辦，法院得依據公平法第34條、36條、37
條追究違法電業之經理人刑事責任。

然而，電業法第23條第2項第1款在適用上，相較於同項第2款，適用可能
16 電業法第3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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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極小。理由在於，依據同條第2項第2款之規定：「有前項情形，經電業管制
機關令限期提出改正計畫，逾期未提出或未依限完成改正」，電業管制機關不

用等待法院判決曠日廢時，自可迅速撤照。故針對第1款在適用上，實難以期
待發揮管制功效，建議經濟部未來可以修法改善。

故在電業法對於電業結合審查與電業濫用市場地位，危害交易秩序之管

制，經濟部、電業管制機關、公平會、法院之分工流程圖，可以參考圖3-1。

(1) 經濟部對於「電業有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易秩序」裁罰之適法性疑
慮：

世界各國通常在推動公用事業自由化，設置針對特定公用事業之獨立管制

機關後，通常即由該獨立管制機關擔任市場管制機關，競爭法主管機關僅擔任

輔助角色；而通常涉及該事務之部會，會退至政策研擬功能。

然而，目前我國電業法第23條，對於「電業有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
易秩序」之事務，竟出現由能源政策主管機關（經濟部）介入個別案件的調查

以及裁罰；而電業管制機關則是在能源政策機關作成「事後管制」後，再負責

要求電業改正（電業法第23條第1項）以及後續逾期未提出或未依限完成改正
時，得以廢止電業執照之方式進行處罰（電業法第23條第2項第2款）。
面對電業法第23條電業法主管機關以及電業管制機關在管制上的疑義。依

圖3-1　相關部門在電業法第21條與第23條、公平交易法管制之分工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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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本文盤點，目前電業法內部分條文，均涉及經濟部在電業管理下，同時兼具

「濫用市場地位行為」之管制特性規範，由經濟部裁罰後，也將啟動後續電

業管制機關之要求改正及廢照（電業法第23條第1項、電業法第23條第2項第2
款）或在認定無主管法規適用的情況下，可移請公平會依職權進行調查。

若經濟部未對有限制競爭疑慮之案件進行調查時，公平會依據公平法第26
條亦得依職權調查處理。調查結果可移文要求電業法主管機關依據電業法進行

處分；抑或是若公平會認定個案上應適用公平法時，依據公平法獨立作成處

分。如表3-1所示。

表3-1　電業法下涉及電業濫用市場地位影響交易秩序行為之裁罰

電業法 管制行為

第73條
1. 輸配電業未優先調度再生能源

2. 輸配電業未訂定/公開電力調度原則，或未送電業管制機關核定

第74條

1. 輸配電業未提供必要的輔助服務

2. 輸配電業拒絕發電業/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併網，或再生能源發電業未優先併網

3. 電業擅自停業或歇業

5. 備用容量義務

8. 輸配電業未規劃、興建與維護全國之電力網

9. 輸配電業拒絕牽線

10. 輸配電業轉供電能並收取費用，對特定對象有不當之差別待遇

12. 公用售電業拒絕售電

13. 公用售電業拒絕全日供電

第76條 7.公用售電業未依第四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核定之電價或收費費率收取費用。

第85條 電器承裝業及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同業公會拒絕業者加入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2)經濟部如何判斷「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易秩序」？
電業法第23條第1項與第2項第1款中，「濫用市場地位」、「危害交易秩

序」皆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需經電業法主管機關（經濟部）加以解釋認

定。目前可能出現的疑慮，在於經濟部在判斷電業法第23條要件時，是否應將
公平法的立法目的以及規範內容納入判斷考量？

本文認為，依據電業法第23條立法理由，為促進電業公平競爭，電業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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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在判斷本條要件時，應將公平法規範內容納入考量，此時得依據行政程

序法第 19 條，行政機關為發揮共同一體之行政機能，應於其權限範圍內互相
協助。請求公平會提供競爭法上專業意見。

（二）再生能源相關機關間之管制競合

目前綠電交易之競爭法問題，涉及到電業管制機關以及競爭主管機關之間

的互動。然而，綠電認證需要再生能源憑證機制的配合，目前係由經濟部標檢

局成立之再生能源憑證中心負責。未來綠電交易將採取「電證合一」抑或是

「電證分離」的交易模式，將會影響到三機關之間的管制競合。

1.電業法管制機關與公平會
基於電業法第23條之規定，經濟部扮演電業「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

易秩序」事務之主要角色，而電業管制機關次之。公平會僅在依據公平法做成

處分後，若處分電業有違反公平法第40條行政責任之情況，若屆期受處分事業
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違反行為者，

公平會得移請司法機關偵辦，起訴並獲得法院終審確定的刑事裁罰情形才介

入。

在電業結合事件上，電業管制機關與公平會依據電業法、公平法各司其

職，而如同前述建議，需界定審查內容，以免過度疊床架屋，重複審查。且因

為審查內容不同，故若發生審查結果歧異也無妨，蓋電業管制機關與競爭法主

管機關之角色與定位，並不相同。

2.標檢局、電業管制機關在綠電交易平臺之關係
目前我國再生能源憑證(T-REC)業務係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成立再生能源

憑證中心負責統籌憑證發放與管理。
17
未來如何賣綠電將會影響到競爭法上相

關市場界定之問題，綠電需求者(用電大戶)能否取得再生能源憑證而是選擇繼
續向台電購買灰電抑或是向再生能源發電業購買綠電之重大因素。

現階段標檢局依商品檢驗法第14條18
規定訂定《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實施

辦法》
19
，以自願驗證之方式推動再生能源憑證制度，並計畫建立官方綠電憑

17 經濟部，我國再生能源憑證制度簡介簡報，2017/4/21，https://www.bsmi.gov.tw/
bsmiGIP/wSite/public/Data/f1494494859501.pdf：(最後瀏覽日：2019/10/27)

18 商品檢驗法第14條：「為提升商品或服務之品質、環境、安全或衛生之管理，標
準檢驗局得推行相關商品或管理系統之驗證制度。」

19 再生能源憑證中心官網，https://www.trec.org.tw/%E8%87%AA%E8%A8%82%
E9%A0%81%E9%9D%A2/zh-tw_Certificated%20Test%20Points，(最後瀏覽日：
2019/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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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交易媒合平臺，預計2020年上路。同時，政府似有意讓台電成立電證合一的
「綠電交易平臺」

20
，統一出售。這將導致標檢局、電業管制機關以及公平會

對於綠電市場管制爭議。蓋目前設計下，僅有電業法有所謂電力交易平臺；但

若是由標檢局成立綠電憑證交易媒合平臺，未來是否會出現多個電力交易市

場？如表3-2所示。

表3-2　臺灣綠電相關電力市場之監管機關

電業法 標檢局 電業管制機關

標檢局經營之臺灣再生能源憑證電證分離市場 V

明年由標檢局經營之臺灣再生能源電證合一市場 V V

未來由輸配電業所經營之臺灣電力交易平臺 V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我國對於綠電交易未來採取「電證合一」抑或是「電證分離」之交易模式

尚未明確，有待綠電憑證交易平臺
21
未來運作情形做為界定參考。若2020確定

由標檢局經營之臺灣再生能源電證合一市場負責綠電交易，可能衍生出由非電

業管制機關之標檢局負責綠電市場監理？未來電業管制機關確立後，如何與標

檢局合作監管再生能源電證合一交易市場？未來輸配電業經營之電力交易平臺

啟用後，何以需要設立兩個電力交易平臺？且區別為何？同時，電力交易平臺

依據電業法第11條，係由輸配電經營，則未來是否引發球員兼裁判的爭議？有
待我國綠電市場建置完成後，再行判斷。

四、我國再生能源電業可能反競爭行為之探討與規範

電業法修法後，開放再生能源發電業以及再生能源售電業得以自行與具有

用戶選擇權之用電戶締約，且費率無須受到電價審議委員會限制。電業法修正

案之電力市場交易關係如表4-1所示。

20 中國時報，「逆轉！台電搶當大盤商 統一賣綠電」，中時電子報，(2019/07/14)。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714000451-260110?chdtv，(最後瀏覽
日：2019/07/16)

21 中國時報，綠電憑證交易平臺 元旦啟動，中時電子報，(2019/09/30)。https://
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930000201-260202?chdtv，(最後瀏覽日：
2019/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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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電業法修正案之電力市場交易關係

模式 交易關係

模
式
一

再生能源發
電業者自行
轉供 (代輸)

「（台電以外）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設者」需與用戶簽署購售電契
約，提供所發電力

「（台電以外）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設者」需與台電之「輸配
業」，支付輔助服務費、電力調度費，及（輸或配）轉供電能費；且
在此模式下，「（台電以外）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設者」需以合
約，取得相關備用容量，以滿足備用容量義務。

模
式
二

再生能源發
電業者，透
過再生能源
售電業轉供

「（台電以外）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設者」需與「再生能源售電
業」簽署購售電契約，提供所發電力

再生能源售電業與用戶簽訂用電合約

再生能源售電業，需與台電之「輸配業」部門，支付輔助服務費、電
力調度費，及（輸或配）轉供電能費。再生能源售電業與用戶簽訂售
電契約。

「（台電以外）之再生能源售電業」需以合約，取得相關備用容量，
以滿足備用容量義務。

模
式
三

再生能源發
電業者直供

「（台電以外）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設者」，自行興建線路，需與
用戶簽署購售電契約，提供所發電力

需與台電之「輸配」部門，支付輔助服務費、電力調度費（但（輸或
配）轉供電能費，不需適用）。

「（台電以外）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設者」需以合約，取得相關備
用容量，以滿足備用容量義務。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台電是否可身為前述「再生能源發電業者」或「再生能源售電業」之角

色？在世界各國電業自由化推動過程中，均允許既有垂直整合電力公司在自由

化後參與市場競爭，僅是必須擔憂這樣的電力公司之行為或結構，是否有引發

反競爭法行為之疑慮。依據2017年三讀通過之電業法，內部並未禁止台電參與
電力市場競爭。

自2017年修法至今，台電並未參與綠電先行之市場競爭。主因在於，政府
似乎認為台電不應與民爭利，故台電無法參與此一新電業法下的新交易模式

（綠電直供/轉供），僅能透過提供輸配電線路轉供或相關服務之方式協助市
場上的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與再生能源售電業者。此一情況並不存在台電與其他

民營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與售電業者在綠電市場之直接競爭之情形。

綠電市場與灰電市場所生之電力，若從物理本質上並無不同，對於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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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同為「電力」產品。僅是基於發電方式是否係屬於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3條第1款之「再生能源」22
發電方式而有所不同。從電業法目前規範的方向觀

察，我國灰電市場尚未開放特許民營電廠(IPP)及台電發電業將電力直接供給給
用電戶，開放市場競爭。但若從電力消費者之「需求替代性」角度觀察，綠電

與灰電之間是否具有「需求替代性」？

1.T-REC交易市場
目前已經存在之臺灣再生能源憑證(T-REC)媒合平臺，由對T-REC有需求

之業者購買相關之憑證，未來明年一月後，預計該市場將從目前雙邊合約撮合

功能，提升為線上交易平臺之功能。未來標檢局在綠電交易究竟可以扮演什麼

角色，有待觀察。

2.電業法綠電先行市場
經濟部於改革之過程宣稱，開放電業法綠電先行市場，是希望能夠讓有綠

電需求之業者可以買到綠電。其中最主要特別是擔憂萬一如Google與蘋果供應
鏈之台積電等企業，萬一買不到綠電，就會被踢出其供應鏈的說詞。

23
但問題

就在，Google與蘋果要求供應鏈之綠電，其實並非一定非得透過購買綠電方式
滿足，既然業者有其他非常便宜的替代方式可以滿足（如：投資中國清潔能源

基金），也導致並非非買臺灣當地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之綠電不可。

3.2019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法後用電大戶綠能及儲能義務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目前規劃之方向，是要求5000kW契約容量以上的大用

戶（約500家業者），需負擔10%的再生能源義務。其履行方式，可包括：自
行設置、提供土地設置、以長期PPA之形式購入電證合一之綠電、繳交代金。
從用電大戶(需求方)之觀點，並非一定需要使用綠電(綠電+憑證)不可。甚至對
於電力需求反而是「穩定」的電力有更重於「不穩定風光綠電」之需求。而市

場上主要供應來源台電，可以提供「穩定與便宜之電力」， 對用電大戶而言，
也並非必買臺灣當地的綠電不可。如台達電、台積電、日月光等臺灣共23家名
列道瓊永續指數之臺灣企業，均有購買國際再生能源憑證（I-REC）24

。並非

22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3條第1款：「再生能源：指太陽能、生質能、地熱能、海洋
能、風力、非抽蓄式水力、國內一般廢棄物與一般事業廢棄物等直接利用或經處
理所產生之能源，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可永續利用之能源。」

23 今周刊，沒綠電就沒蘋果供應鏈？！經長：開發商過去被抹黑，2019/1/23，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 (最後瀏覽日：2019/10/30)。

24 倡議，最新美國道瓊永續指數公布臺23家企業入選全球第一，2019/9/25，https://
ubrand.udn.com (最後瀏覽日：2019/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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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買電證合一的綠電不可。

2017年訂定電業法綠電先行後迄今，所有的再生能源發電者均優先選擇將
綠電以躉購費率的方式賣給台電，而非賣入市場或與大用戶締約。故造成這樣

綠電供應短缺，似乎並非存在反競爭行為，而是因為市場上存在一補貼制度，

再生能源躉購費率機制之緣故。且若將這些綠電提供到市場，實際上大用戶也

無力負擔六七塊的太陽光電高額電費；從而將選擇其他更便宜的滿足綠電義務

方式。

從需求替代之觀點，2019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引入用電大戶綠能義務後，
將影響「需求替代」。這也將創造若躉購費率與成本為平均電價上下之躉購費

率（如2003-2009年陸上風電二塊；2009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後，躉購費率在
四塊以下之再生能源發電），因履行用電大戶綠能義務之緣故，大用戶開始產

生需求。此一「低價綠電市場」恐將成為在這些法規義務下之特殊市場。

五、「綠電先行」下可能衍生的競爭法爭議假想案例

鑑於美、日、歐多採取灰電先行之開放方式，而無綠電先行之先例。本文

擬參考外國在灰電先行發生之爭議，設想臺灣可能發生之案例。其中，影響臺

灣未來綠電市場是否發生公平法爭議相關之關鍵在於，「台電是否被允許參與

綠電市場綠電先行」。綠電先行階段可能出現違反競爭法之行為案例彙整如表

5-1。

表5-1　案件模擬整理

台電以安全調度為
由不調度再生能源

目前就電力調度制度設計上尚欠缺公正之獨立管制機關。台電垂直整
合發輸配電業，具有經濟上之誘因優先調度自家電力，包含灰電以及
綠電。安全調度之審查標準及獨立監管機關有待確定。對於「安全調
度」之標準，台電應制定公開透明標準，以避免爭議。

「備用容量義務」
壟斷

台電為我國電力市場上唯一的備用容量供應者，在提供再生能源發電
業者備用容量

25
的同時，自身在電業法下亦有備用容量的需求。若台

電不提供，其他再生能源發電業者恐無法參與市場競爭，形成排他性
之限制競爭疑慮。

台電拒絕與既有再
生能源發電業者解
約

台電過去與陸域風力發電業者簽訂長期購售電契約（ long- term 
PPA），然電業法修定後，開放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再生能源售電業自
由競爭，當業者欲解除長期購售電契約而台電不同意解約，致使台電
可以以較市場低之價格取得再生能源，可能出現市場封鎖的疑慮，然
而依據長期購售電契約，台電與業者應自行協商解約，應由經濟部及
電業管制機關介入協調，目前無公平會介入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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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提出分手費作
為再生能源業者解
約條件

台電對外宣稱規劃允許2017年新電業法後簽約之長期PPA可以有解約
空間

26
，2019年10月，台電提出以「躉購價－平均電價」差額收取違

約金，相當於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與台電解約後，每度電要付0.1至0.8
元左右的違約金給台電。有市場封鎖的疑慮，有待台電與業者依據契
約爭端解決管道處理。經濟部及電業管制機關得介入協調，目前無公
平會介入之必要。

再生能源憑證市場
限制價格

2019年國內再生能源憑證市場交易輔導示範計畫，建議以每張新臺幣
1000元至2200元為原則，新臺幣1至2.2元/度。建議價格係由政府提
供，不同於事業之間達成合意該當聯合行為，然而這樣的政策操作，
似乎有必要針對市場機制之運作，為競爭倡議。本文肯定政府導入競
標制度。

（一）台電拒絕與既有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解約

台電過去與陸域風力發電業者簽訂長期購售電契約（long-term PPA），
然電業法修定後，開放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再生能源售電業自由競爭，惟當業

者欲解除長期購售電契約而台電不同意解約，致使台電可以以較市場低之價

格取得再生能源，影響市場競爭秩序，如此台電以長期購售電契約不願解約

之方式，是否可能形成濫用市場獨占力之疑慮？

1.公平法介入長期躉購售電契約之疑義：
再生能源發電業與台電之間簽訂之躉購契約中，基於再生能源之發電特

性，並未制定如民營電廠（IPP）25年期購售電契約中「能量費率」、「容量
費率」、「保證收購時段」、「非保證收購時段」等「經濟調度」計算模式之

差異。故，對台電與於民營電廠契約之間是否具有市場競爭關係之論述，在再

生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中實無法適用。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

範本（條例版）中，第1條對於電能躉售費率計算與購售電期限27
之規定，對於

25 備用供電容量管理辦法第10條：「再生能源發電業或再生能源售電業如遇有重大
困難而無法達成總供電容量時，得檢具理由及資料請求電業管制機關協助之。
前項請求經電業管制機關同意後，電業管制機關得責成輸配電業統一採購備用供
電容量。統一採購所衍生之成本及費用，由提出前項請求之負擔備用供電容量義
務者支付之。」

26 中國時報，台電盤點綠電 擬釋出2017年後簽約者，2019/5/04，https://www.
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504000504-260110?chdtv（最後瀏覽日期：
2019/10/11）。

27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範本（條例版）第1條第2項：「屬前款以外之發
電設備，其所產電能由甲方躉購，各該（機）組所產電能之購售電費率及購售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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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契約之間是否具有水平競爭關係相當困難。

今台電與再生能源業者簽訂之長期PPA，就契約數量、規模以及對消費者
(用電大戶)採購綠電之市場發展影響，從市場公平、自由競爭之目的出發，公
平會有審視之必要性，對於台電未來如何結構調整以及締約模式對於電力市場

之公平競爭的影響，應持續觀察。

2.再生能源發電業與台電的躉購契約各自之間是否具有競爭關係？
公平會發布第25條案件處理原則28

中，針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判斷

要件，分析「交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序，可能涉

及研發、生產、銷售與消費等產銷階段，其具體內涵則為水平競爭秩序、垂直

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之交易秩序。
29
今台電與再生

能源業者簽訂之長期PPA，就契約數量、規模以及對消費者（用電大戶）採購
綠電之市場發展影響，是否足以對市場公平、自由競爭產生影響，以及台電未

來如何調整結構及其締約模式有無涉及競爭法疑慮，值得持續觀察。

3.參考法國長期供電契約壟斷案執委會的解決方法
參考歐盟執委會對於法國電力集團（EDF）濫用市場獨占力案之分析，

EDF與台電類似皆為綜合電業，且從歷史角度觀察，在市場開放前幾乎供應
100%的大型用戶群，甚至臺灣至今售電業除極少數再生能源售電業外，全部
都向台電購買，與法國EDF在開放前情況類似。在法國政府解除單一買方政策
後，發電業者欲參與市場，卻碰上EDF與大型用戶群所簽訂之長期PPA尚未到
期，若欲解約EDF將拒絕提供相關的電網服務，以致其他新進發電業者難以參 

期限如下：
1. 購售電費率：按各該（機）組對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類別電能
躉購費率之適用費率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於該適用費率公告期間所發布陳報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迴避成本每度單價（不含營業稅），二者取其較低者。

2. 購售電期限：發電設備於各該（機）組簽約日前尚未運轉者，購售電期限按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再生能源電能躉購期限，惟已運轉者，其若運轉期未滿20年，則購
售電期限為以屆運轉期滿20年為限，並以各該（機）組簽約裝表計量日為計價起
始日，登載約定計價起迄期間，其若運轉期已滿20年，則購售電期限為5年，並
以各該（機）組簽約裝表計量日為計價起始日，登載約定計價起迄期間。」

28 公平會 106.1.13.公法字第10615600201號令發布「公平會對於公平法第25條案件處
理原則」。

29 「交易秩序」：係指符合善良風俗之社會倫理及效能競爭之商業競爭倫理之交易
行為，其具體內涵則為符合社會倫理及自由，公平競爭精神賴以維繫之交易秩
序。廖義男，公平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三冊），1版，元照，207-20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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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競爭。

歐盟執委會對於EDF與大型用戶之間之PPA亦表示實為歷史產物，並不質
疑契約之合法性，然而因為這樣的契約模式導致事實上的限制競爭效果，同時

在管制上對於其他新進競爭者形成市場封鎖(foreclosure)，因此EU Commission
認為有介入之必要，認為EDF有構成獨占力濫用之情事。最終，與EDF達成和
解，促使EDF將長期PPA之躉購容量釋出市場競爭，同時對於長期契約之期間
限制進行調整，避免因期間過長而影響到電力市場競爭，可供我國公平會參

考。

（二）台電提出分手費作為再生能源業者解約條件

日前台電對外宣稱規劃允許2017年新電業法後簽約之長期PPA可以有
解約空間

30
，2019年10月，台電提出以「躉購價－平均電價」差額收取違約

金，相當於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與台電解約後，每度電要付0.1至0.8元左右的
違約金給台電。台電基於私法契約，與個別業者之契約條件訂不同違約金費

率，但原則就是不能因為再生能源發電業者為追求更高的綠電價格，影響到

平均電價。
31

台電提出這樣的違約金計算方案將會解約後於契約期限內仍需每年付

費；若躉購費率高於平均電價，則台電不收分手費，然而平均電價可能每年

有變動，經濟部表示有意採用5年或7年加權平均來訂定平均電價。這樣的解
約方案是否有利於綠電市場競爭？

1.公平會介入之合法性
台電以分手費作為再生能源發電業與台電解約之條件，然而依據再生能源

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範本（條例版）第13條，台電雙方可以隨時自由合意終
止契約，並未規範違約金等事項

32
，致使台電此時提出「分手費」本身的法律

定性不明，台電得否在契約以外另外賦予再生能源發電業者繳納「分手費」之

30 中國時報，台電盤點綠電 擬釋出2017年後簽約者，2019/5/04，https://www.
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504000504-260110?chdtv（最後瀏覽日期：
2019/10/11）。

31 中國時報，分手費最高每度0.8元 綠電業批台電暴利，2019/10/13，https://www.
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013000467-260110?chdtv&fbclid=IwAR26EPDmG
LE986SFgvZcjtzpb7cWy3qiUH4hYBgw2w_jWDJaChUvcXJaH_I（最後瀏覽日期：
2019/10/14）。

32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範本 （條例版）第13條：「本契約有效期間屆滿
前，甲（台電）乙（再生能源發電業）雙方得經書面合意隨時終止本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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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實際上屬於兩造契約法上爭議，應依循契約爭端解決管道處理。

從競爭法的管制角度，台電要求再生能源發電業解約需繳交「分手費」是

否有競爭法上之疑慮？本文認為若將相關市場範圍限縮在綠電先行市場觀察，

台電未來是否會加入綠電市場競爭，將會影響到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與台電之間

可能出現相互競爭關係，而非單純的賣買雙方關係？此時，若解約的產品規模

達到足以影響綠電先行市場交易之程度時，對於過去簽訂再生能源躉購契約之

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要求繳交分手費之行為，是否可能被視為，墊高再生能源發

電業者與台電在相關市場內競爭之成本，限制再生能源發電業投入綠電先行市

場競爭之疑慮，值得觀察？然而，就目前涉及規模，仍應由經濟部與電業管制

機關負責協調，由台電依據契約法與再生能源發電業自行協商解決，除非涉及

規模達到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程度，否則不生競爭法上疑慮，無須公平會介

入。 
2.台電是否構成濫用市場獨占力
若台電參與綠電先行市場競爭，台電要求再生能源發電業繳交「分手

費」，對於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而言，分手費之計算方式形成業者欲轉換進入綠

電市場之阻礙，同時若台電自身參與綠電市場競爭，無論是藉由未來大型工商

業用電戶向台電購買綠電時，可以取得再生能源憑證，對於綠電市場消費者形

成之「偏移效果」，抑或是台電自身擔任再生能源發電業或售電業參與綠電市

場競爭，此時台電所掌握的綠電容量，對於綠電市場而言，預估會成為最大的

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具有獨占地位。若台電以「分手費」之方式，阻撓過去簽

訂躉購契約之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與之解約轉進綠電先行市場競爭，實際上係墊

高其在綠電先行市場競爭者之競爭成本。此時台電作為獨占事業，恐構成公平

法第9條第1款「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此部分
建議公平會持續關注。

目前台電對於如何與再生能源發電業解約相關事宜仍在研擬當中，但就分

手費所衍生上述契約爭議，進而影響到綠電市場競爭秩序，本文認為公平會仍

應密切注意事態動向，以利我國綠電市場競爭以及電業自由化轉型發展。

六、結論與建議

我國再生能源系統主要來源為電業以外之其他事業、團體或自然人，為供

自用所設置之主要發電設備，台電和民營電廠所設置之再生能源系統占全國再

生能源系統比重自2009年之36%，逐漸降至2018年之23%。就再生能源系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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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量來源結構而言，亦呈相同趨勢，隱含國內整體再生能源發電市場並非由

大型電業（例如台電）主導，而係由較為分散之團體或自然人所經營。

另據電業法第2條，電業係指依電業法核准之發電業、輸配電業及售電
業，而再生能源發電業則指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3條所定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以銷售電能之發電業，只要屬於可永續和再生運用之能源並可生產電能

者，均符合電業法第2條所稱再生能源電業。另依電業法第27條規定，可能導
致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將需準備相對較高之備用供電容量，對業者而言即意味著

較高的經營成本，進而影響業者在市場上之競爭。我國現階段再生能源發電量

占全國電力系統比重僅約5%，且以水力發電為主，然太陽光電設置量成長快
速，預期在政府政策目標下，其裝置容量於2025年時將占再生能源系統比重超
過70%。
其次，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市場之界定為涉入和衡量各項案件時之首要關

鍵，亦為執行公平法之基石。以需求替代面向分析之，依現行電業法及再生能

源發展條例，除台電可進行售電業務外，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也可藉由直供、代

輸轉供或經由再生能源售電業等方式，將電能售予終端消費者，且因電力所產

生之能源服務具同質性，故就消費者觀點，前述參與者實屬同一電力市場。

另一方面，國內現階段再生能源躉購費率和電價均受到政府管制，即使在

綠能先行原則下，業者欲自行售電予消費者時，仍會考量售予台電或消費者間

之收益差異，假設透過價格調整以吸引消費者直接採購之收益未及全數躉售台

電，則業者調降價格之誘因亦低。對消費者而言，考慮輸配電成本後，現行再

生能源價格仍高於平均電價，因此多數消費者的電能來源將依舊取自台電。然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5月份經立法院通過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條文第12
條，使得電力大用戶有誘因自行建置再生能源系統，或尋求台電系統以外之再

生能源，因而可能選擇外購價格上相對較低之陸域風力，同時依照躉購費率制

度售予台電之再生能源電力，因不含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條文第12條中規定
之憑證價值（無環境價值），故從大用戶之需求替代角度而言，除了台電、再

生能源發電業、售電業外，若用戶在符合法規要求下所建置之再生能源系統，

亦應歸屬同一市場，且需排除不含憑證之綠色電力。

再就地理市場方面，考量輸配電網涵蓋全國，且已有相關計畫改善各區域

之併網能力，工程進度和環境影響評估亦符合預期，應不會產生特殊之營業區

域限制，因此故在地理市場界定上應以我國為範圍。

從太陽光電產業鏈結構來看，居主流的矽晶太陽能電池產業可劃分為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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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晶矽材、晶錠／矽晶圓、中游之太陽能電池片、模組，以及下游之系統建

置。考量國內太陽光電設置量係屬分散，和上游與中游端之原材料，為高度

資本密集之型態不同，故上游和中游業者並不一定參與下游之太陽光電系統設

置。若以HHI指標衡量市場集中度，則發現在市場競爭者數量較多且設置量並
未集中、較為分散下，僅為230.9，屬於低度集中市場，亦即我國太陽光產業呈
現高度競爭狀態。

風力發電主要分為陸域風力和離岸風力兩個部分，其產業鏈由上游至下游

端，為風電製造業（含原材料、零組件/次系統和風力機系統）、風電服務業
及風電發電業。以陸域風力而言，截至 2018 年底，國內裝置容量已累計達696 
MW，主要由國營的台電以及民營的達德能源集團（英華威集團）所開發。其
中，台電之陸域風力設置量為294 MW，達德能源集團（英華威集團）所設置
之陸域風力機量設置約381.4MW，若以HHI指標衡量之市場集中度達4796，屬
高度集中市場。

國內離岸風電開發商總計有7家，分別為丹麥沃旭能源、德國達德能源、
加拿大北陸電力、丹麥哥本哈根基礎建設基金、上緯及澳洲麥格理、台電和中

鋼，若同樣以HHI指標衡量之市場集中度達1,943，介於1,500至2,500間，屬中
度集中市場。

電業法第21條與第23條之規範，將與既有公平法涉及結合及反競爭行為發
生競合關係。本文分析，電業法第21條電業結合管制時，電業管制機關與公平
會各自依據主管法規進行審查程序，未來是否要進行程序整合以避免審查意見

矛盾等疑慮，有待公平會與電業主管機關協調。電業法第23條對於電業濫用市
場力之規範，在本條第1項應由電業法主管機關－經濟部依據電業法裁罰後，
再由電業管制機關要求該電業進行改正。同條第2項分為兩款，在第1款中，若
有違反同條第1項情事，而同時遭到公平會依據公平法要求改正卻未為改正，
後經移送檢調偵辦，進入司法程序經三審確定應負刑事責任時，電業管制機

關再依據電業法第23條第2項第1款廢止電業執照。第2款之情形則是電業管制
機關依據同條第1項要求改正，卻未為改正情事重大者，電業管制機關得以廢
止電業執照。公平會對於電業法第23條的競合疑慮，僅在於本條第2項第1款，
另外針對如聯合行為、限制轉售價格、廣告不實等管制行為，是否包含在電業

法第23條第1項「濫用市場力，危害交易秩序」的範圍內，應由經濟部進行判
斷，針對規範不足之處，應參考公平法規範內容進行補充，在經濟部無法適用

電業法進行必要管制的情況下，始由公平會依據公平法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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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要建議如下：

（一）倡議鬆綁價格管制方有利市場自由競爭

目前我國之公用售電業電價與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均受政府高度管制，

使市場參與者難以依循市場機制進行競爭，反而可能產生較高尋租行為和成

本，對照歐盟取消再生能源補貼、改採競標機制之經驗，可發現產業競爭程度

提高、履約價格快速下降，亦有利於消費者福祉。

（二）與經濟部就電業法第21條與第23條適用程序進行協調
針對電業法第21條、第23條與公平法適用上之疑義，可依據公平法第6條

第2項會同目前電業法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進行協調，釐清公平會與經濟
部以及電業管制機關間的分工。

（三）密切留意綠電憑證交易平臺之交易情形

針對標檢局再生能源憑證中心預告將修正「再生能源憑證實施辦法」，新

的綠電憑證交易平臺預計2020年初上路，未來綠電交易將採取「電證分離交易
平臺」抑或是「電證合一交易平臺」的模式，可能會影響到綠電相關市場之界

定，建議公平會密切觀察相關制度的發展方向。

（四）建立管制機關參與電網智慧化制定過程

成立管制機關參與電網智慧化調度準則之制定及審核，並限制公用售電力

市場占比，並逐期降低。

（五）密切注意綜合電業與再生能源業者之間之互動

目前綜合電業尚未參與綠電先行市場競爭，故尚無出現濫用獨占力之情

事。然而若未來綜合電業加入後，對於其他再生能源業者是否可能出現排他性

限制競爭之疑慮。

（六）注意大型再生能源投資案場之經營動態

考慮到再生能源發電規模以及進程，可以做為未來較小型投資案場之先

例，和做為我國綠電先行之市場參考，觀察大型業者在操作上是否有意排除其

他新進案場參與競爭抑或是對於供電上有聯合壟斷價格之跡象。

（七）建立公平法與電業法所禁止行為之不同構成要件和判斷標準

就「公平會與經濟部之協調結論」增加電力市場部分，並制定了與公平

法、電業法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適當競爭行為之一致標準，明確說明公平法之

禁止行為與電業法所禁止行為之不同構成要件和判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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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reviewing of the Electricity Act in January 2017, there will be three 
types of electricity enterprise such as supply enterprise,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enterprise and retailing enterprise in the market. In addition, the renewable-energy-
based electricity supply enterprise is permitting to sell electricity to client by direct 
or transfer way. However, the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increase the penetr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may lead to the issue of unfair competitiveness which violating  
the Fair Trade Act. Hence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ncludes (1) collecting the 
information and trend of renewable-energy-based enterprise; (2) analyzing the 
overview of the renewable-energy-based enterprise market and competitiveness; (3) 
studying the horizontal competition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renewable-energy-
based enterprise; (4) discussing the norm and behavior effect of renewable-energy-
based enterprise under reviewing of the Electricity Act in different phase and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authority of competition law; (5) collecting 
the competitive issues of renewable-energy-based enterprise; (6) analyzing the anti-
competitive behavior in renewable-energy-based enterprise and the competitive 
neutrality of Taiwan Power Company; (7) analysis of the competitiveness under 
smart grid.

We find out that the renewable energy system is mainly belonging to self-
usage power generation equipment rather than installing by Taiwan Power Company 
Independent Power Producer. In addition, the main type of solar photovoltaic system 
is roof-top and grid-connected. Besides, the large-scale wind turbine is the trend of 
wind industry. The cost of solar photovoltaic system and wind turbine will continue 
to decrease in the future because of technology improving, supply-chain integration, 
lower financing cost,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government policy.

Secondly, because the power generation from renewable-energy-based 
enterprise or Taiwan Power Company is homogeneousness for general customers  
and the market price is regula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firms will measure the 
cost and benefit of sell electricity to general customers rather than Taiwan Power 
Company even though they are permitting under the Electricity Act and hence the 
market definition should include traditional energy and renewable energy. In ad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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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 electricity users must to obey the rule of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Act 
so the market definition must exclude the electricity that doesn’t have 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s and the self-usage power generation equipment of large electricity 
user is alternative. Furthermore, the grid is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hence the scope 
of geographic market is nation. This study adopts the method of cross-elasticity 
and SSNIP to review the market defini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traditional energy 
and renewable energy should be one market. However, if we want to analyz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renewable industry, we may have to focus on the type of 
renewable energy.

The supply-chain of solar photovoltaic is completeness in Taiwan but owing to 
the competitiveness in the market, the firms of up and middle stream is towarding 
down-stream integration. However, the down-stream of solar photovoltaic is highly 
competitiveness from HHI index. It may show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integration 
is not effectiveness. In addition, the supply-chain of wind energy in our country is 
not completeness. The native firms actively cooperate in order to deal with offshore 
wind developers but still have no bargain power with developers. It may imply the 
integration of firms in wind industry have no sufficient influence on the wind market.

Since the amendment of Electricity Act in 2017, Taiwan has established 
“renewable energy first policy”, which only allows renewable energy producer and 
renewable energy retailer to compete in free market. In chapter 4, we analyzed the 
merger regulation of electricity enterprise under Electricity Act Article 21 and the 
non-abuse monopoly power regulation under Article 23. We discovered that there’s 
potential conflicts between the Fair Trade Act and Electricity Act, it’s necessary for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f Fair Trade Act to coordinate 
with the electricity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 and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f 
Electricity Act  under the rights of the Fair Trade Act Article 6 Section 2. Also, Fair 
Trade Commission should closely pay close attention on Taiwan 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s (T-REC).

Moreover, we put emphasize on foreign antitrust cases in electricity industry, 
and how other countries transform energy market through monopoly to competition. 
In most countries took different approach from Taiwan’s renewable energy first 
policy, buy emphasize on how to unbundle the larger power conglomerate to a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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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competitors entering markets. In most countrie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through state subsidy mechanism.

Furthermore, we also focus on what factors might affect defining relevant 
market of electricity industry. Under “renewable energy first policy” FTC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 consumers’ demand of energy, but also take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through T-REC trading. If state-owned power conglomerate 
(Taiwan Power Corp.) allowed to join the free renewable energy market competition, 
it will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FTC should take close look 
to how to ensure competition neutrality and avoid abuse monopoly power.

Last but not least, smart grids can help to demonstrate the immediate value of 
electricity. However, due to the imperfect system design in Taiwan, the public sales 
industry has excessive market power and information advantages, resulting in the 
risk of unfair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This will depend on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electricity regulatory agency or the fair,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subsequent effects 
caused by the de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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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楊浩彥（臺北商業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兼財經學院院長）

從1990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開始，有關能源的議題我開始研究，作
者撰寫的這篇文章是將法律及能源議題結合在一起，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本

人深感佩服。

電業法通過之後，電力開始市場自由化。這個主題主要是在探討電力市場

自由化的過程中，再生能源發展的問題，再生能源在報告中就是所謂的綠電。

作者在研究過程中將競爭法或公平交易法介入的時機與議題做一些討論，以下

就針對每個研究部分提供一些想法。

一、市場界定

這篇文章提到交叉彈性檢測法及假設性獨占這檢測法，在這之中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在於市場界定時，所能取得的現成資料有限，因此不

容易界定。

交叉彈性檢測法傳統都是用價格來界定，但事實上臺灣的電力價格不完全

反映市場特性，因此本研究採用成本資料，而這在臺灣我想應該是一個不得不

的選擇之一，但用這樣的資料所可能衍生的問題在傳統的教科書都有討論，我

覺得這樣的運用在臺灣電力市場上會有其侷限性。

另外，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在本研究是引用陳和全教授在2013年發表的文
章中所提到的獨占事業具提價誘因方程式。本研究的方程式有一點不易理解的

是價格(p)減掉c除以p在全文當中是稱為利潤率，但在傳統教科書裡，我的印象
是c應該是邊際成本，也就是說這個方程式應該是個獨占力指標，也就是Lerner 
提出的方程式。本研究全文的說明式是著墨在利潤率與彈性的關係，這樣的關

係基本上是Lerner Index的特殊情況，換言之，以利潤率表示的特殊狀況，只存
在於成本最低點，亦即邊際成本等於平均成本。所以該式應用上我覺得這部分

可以再有更多說明。

運用以上方法來界定臺灣電力市場是困難的。

二、管制機構重疊

目前綠電交易與競爭法的問題，涉及電業管制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之間的

互動，例如，文中在談到公平會介入的時機時，應再釐清電業管制機關裡面的

相關機構，除了大家熟悉的電價審議委員會，還包含電業爭議協調委員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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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電力可靠度審議委員會等相關委員會，因此公平會在介入時機的重疊部分，

我覺得可以再做深入的討論。從加州的電力危機可以發現，很多人歸納出當初

危機的產生即是因多重機構介入，在這個部分將來還有更多經驗跟討論，才可

以做更清楚的分析。

三、再生能源的反競爭行為

報告中所談到的各種原因都還不錯，但我覺得有一個東西可以深入討論，

也就是綠電的產生過程，綠電買賣過程中，綠電的產生通常是間歇性的，所以

在進行競爭力的分析時，基本上會納入備用容量的討論，備用容量的多寡基本

上還是會影響到競爭，而在文章中較無討論到這個部分。由於綠電先行的政策

指引，備用容量可以允許是沒有的，可是備用容量的供給者只有台電公司，在

剛才報告中台電公司對於綠電到底是要先，還是不要進去，著墨甚多的，在往

後應該也會是個重要的議題。

四、綠電先行 
從歷史經驗看起，這篇文章最有特色的地方是討論到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綠

電先行政策，大部分國家都是在健全灰電先行的環境，並在自由化的基礎之

下，推動綠電。基本上臺灣為了發展再生能源，與世界的發展趨勢有一點不太

一樣，如前述所說綠電產生具間歇性，我相信在這篇文章的討論，往後應該會

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另外，綠電先行所產生的躉購售電契約的疑慮，大概會影響到綠電市場的

討論，在文章裡也著墨甚多，可是原先的契約事實在解約後所產生的問題，不

曉得會不會衍生出另外一個問題，也值得關注。



公平交易法對新型態廣告之適用與因應 95

公平交易法對新型態廣告之適用與因應

杜怡靜　王震宇　汪志勇　陳皓芸　楊燕枝
*

目　次
一、前言

二、新型態廣告相關議題所衍生消費者保護及公平交易法上問題

　　(一)秘密行銷廣告
　　(二)利用他人之商標或著名表徵進行關鍵字廣告
　　(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廣告
　　(四)比較廣告
　　(五)跨境執法問題
　　(六)廣告與消費者保護
三、研究發現

　　(一)關於公平交易法第21條廣告之定義與適用
　　(二)秘密行銷廣告與薦證廣告之管制問題
　　(三)關鍵字廣告之問題
　　(四)比較廣告之問題
　　(五)廣告平臺業者之問題
　　(六)跨境執法之困境
四、結論與建議

　　(一)消費者保護法與公平交易法就廣告問題司法權之競合
　　(二)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對廣告管制的適用界線之建議
　　(三)不實廣告之舉證問題
　　(四)秘密行銷廣告等之規範
　　(五)廣告平臺業者之責任
　　(六)跨境執法之管轄權問題
　　(七)適度導入行為經濟學的觀點

* 杜怡靜，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兼法律學院院長
王震宇，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兼法律學系系主任
汪志勇，銘傳大學企管系副教授
陳皓芸，國立臺北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楊燕枝，致理科技大學商務科技管理系助理教授



第 26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96

一、前言

在廣告充斥於人們生活周邊，成為消費者接受消費資訊之重要媒介，因此

廣告內容之真實性也逐漸受到檢視。如何確保消費資訊的真實成為各界所關心

的議題，尤其在網路世界中，因訊息交流快速、上傳廣告成本低廉、不易確認

廣告主等特色下，使得近年來利用網路進行廣告活動之企業經營者逐漸增多，

但也增加網路消費資訊不實的風險，再加上網路廣告活動不易監督和管理，也

不易確定確實之廣告主為何，此等因素皆會容易造成不實廣告於網路交易之氾

濫，故如何確定責任主體而對消費者負賠償責任，另外又應該如何管理網路

廣告活動，也成為目前如何規範的焦點之一。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施
行細則第23條規定「本法第二十二條及二十三條所稱廣告，指利用電視、廣
播、影片、幻燈片、報紙、雜誌、傳單、海報、招牌、牌坊、電話傳真、電子

視訊、電子語音、電腦或其他方法，可使不特定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

播。」網路廣告表現方式多樣化－除了文字或影像等傳統廣告模式外，尚有卡

通動漫甚至直播等方式。與傳統之廣告有以下特性之差異：

(一) 雙方可互動－以往廣告是單方面地進行，現在則是觀眾可以與廣告業者互
動。廣告業者可藉由消費者所瀏覽網頁之內容一窺或推測消費屬性或傾

向，對之發送類似商品或服務內容之廣告，加速銷售之業績。

(二) 廣告可掌握有效的消費數據－藉由消費者瀏覽之按鍵數據、會員登入數據
或要求索取資料之數據，加以統計後進行客戶分類與管理。

因此，網路廣告已成為主要的廣告方式。根據2018年臺北市廣告公會的調
查，網路廣告的產值，不但是所有廣告類型中最多的，而且已經幾乎等同於所

有其他廣告的總和。

網路科技、行動通訊科技的不斷更新進步，軟、硬體的不斷提升，以及各

種創新應用的不斷普及，使得各種新型態的網路廣告不斷的推陳出新。而公平

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對於網路不實廣告處分的件數比率，也逐漸增高，屬
於網路不實廣告的比率，從2008年的25.53%占比，到2017年時占比已增加至
65.22%，顯見新型態廣告衍生的公平交易問題日益嚴重。
上述新型態廣告的中眾多樣態，與傳統廣告有很大的差異。諸如Facebook

一頁式廣告、YouTube廣告、Line廣告、線上直播廣告等新型態廣告，其播出
平臺與播出時的精準行銷方式，與傳統媒體，以及傳統網站廣告，已有很大的

差異，所衍生與競爭法之爭議亦日漸增多。在新型態廣告樣態與運作方式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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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改變，亟需討論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對於這些新型態的適用、因應

措施，及對消費者之影響。本研究就下列議題進行探討：

(一)蒐集資料並比較各國網路廣告之規範內容及執法案例。
(二)蒐集資料並比較各國網路廣告現況、發展及趨勢。
(三)新型態廣告在不同產業之運作實務與競爭法之關係。
(四)新型態廣告在不同刊載平臺或社群媒體之運作實務與競爭法之關係。
(五)新型態廣告涉及之違法行為態樣與因應，及對消費者之影響。
(六)新型態廣告之跨境執法實務與困境探討，及對消費者之影響。
研擬主管機關未來對於數位經濟發展下新型態廣告所造成競爭議題之執法

參考。

二、新型態廣告相關議題所衍生消費者保護及公平交易法上問題

(一)秘密行銷廣告
秘密行銷廣告，又稱為口碑行銷廣告，係指使顧客沒有認識到其為廣告，

而在不知不覺中接受廣告主宣傳行為的一種行銷策略（Stealth Marketing，日文
為ステルスマーケティング）。例如，事業聘請「寫手」或具有一定社會影響

力者在網路論壇或網站上撰寫有利於自家商品服務的評論，偽裝成一般消費者

的使用心得，即為典型的案例。於我國亦曾發生俗稱「臺灣三星寫手門」的事

件，並經公平會以違反當時的公平法第24條「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
為由予以處分，引發諸多討論

1
。根據本研究針對產業專家訪談，得知目前仍

常有網紅將業配文章完全以個人消費經驗角度撰寫，讓其粉絲無法察覺其為業

配廣告。

1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102184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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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隱匿事業身分，佯裝一般大眾行銷自身商品，對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商

品為比較和評論之網路行銷手法，在美國
2
、歐洲

3
、日本

4
均受到規範，其對於

消費者的影響在於，消費者根本沒有意識到該資訊為廣告，很可能誤以為其內

容為一種客觀資訊，而在理性的消費決策上受到其影響。換言之，此種廣告模

糊了廣告與非廣告的一般資訊提供之間的界線，使消費者無從意識到其為廣

告，因而可能對內容的客觀與中立性產生誤解，而在理性的消費決策上受到其

影響。

除秘密行銷廣告（事業隱藏其事業經營者身分或交易目的而為廣告）外，

實務上常見採取「原生廣告
5
」或「置入性行銷廣告

6
」手法之情形，則涉及廣

2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於2009年修正「薦證廣告指針」（Guides Concerning the Use 
of Endorsements and Testimonials in Advertising），課予商品或服務之推薦者負有
揭露其與廣告主間有無實質連結或金錢授受等利害關係的義務。違反該義務者，
將成立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的欺罔行為，廣告主應負法律責任。2015年
修正「關於欺瞞的廣告形式之執法政策宣示」（Enforcement Policy Statement on 
Deceptively Formatted Advertisements），明定一邊收取金錢，一邊又偽裝成公平的
消費者或專家的獨立意見而提供薦證者，係屬違法行為。

3 歐盟不公平交易行為指令第5條第5項附件1所列當然違法的黑名單中第11點、第22
點即分別指出若事業將廣告偽裝為資訊，或者隱藏其事業經營者身分或交易目的
而為廣告，均構成不公平的交易行為。此外，英國亦於2008年由消費者保護之觀
點，將秘密行銷廣告之行為違法化。另關於德國法之相關分析，參見林易典，論
隱藏式廣告於競爭法下之適法性：歐體指令、德國不正競爭防制法與我國公平交
易法規範之比較觀察，收錄於公平交易委員會，第18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2011年5月，頁275-293。

4 日本消費者廳於2012年修正「關於網路消費者交易廣告表示之贈品表示法上的問

題點與注意事項（インターネット消費者取引に係る広告表示に関する景品表示

法上の問題点及び留意事項）」，若事業自行或委託第三人於網頁上撰寫關於商

品或服務的評價，足使一般消費者誤認該事業之商品或服務內容或交易條件明顯

較其他競爭對手更為優異或較為有利者，將構成贈品表示法上的不當表示。然

而，由於贈品表示法上的不當表示，仍以足以使消費者對於商品服務之內容或交

易條件產生上述的誤認為要件，若廣告內容本身不致引起消費者誤認，則即使事

業有偽裝為中立第三人，即不受現行贈品表示法規定管制，目前係仰賴業界自主

規範設法因應，但畢竟並非法律強制規定，因而實務上對此有所批評。關於現

行日本法的問題，參見日本弁護士連合会，ステルスマーケティングの規制に関

する意見書，2017年2月16日，頁3。全文可參考：https://www.nichibenren.or.jp/
library/ja/opinion/report/data/2017/opinion_170216_02.pdf.

5 關於此種行為之規範，參見本研究「公平交易法對新型態廣告之適用與因應」第
三章第二節美國法之介紹。

6 依據廣播電視法第2條第9款、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條第13款定義，所謂置入性行銷
係指「事業、機關（構）、團體或個人行銷或宣傳，基於有償或對價關係，於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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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主將廣告偽裝為資訊，致消費者無從區辨其為廣告或者單純的客觀資訊提

供。此類廣告手法與秘密行銷廣告相同，可能導致消費者輕信該廣告之內容，

使一般消費者無法基於充分而正確的資訊作成理性消費決策
7
。有鑑於在不公

平競爭規範上，原生廣告、置入性行銷廣告與秘密行銷廣告之潛在違法性均在

於模糊了廣告與非廣告的一般資訊提供之間的界線，使消費者無從意識到其為

廣告，因而可能對內容的客觀與中立性產生誤解，且在理性的消費決策上受到

其影響，可能對交易秩序造成影響。故本研究於後述之案例研究與分析，在法

律評價上主要針對秘密行銷廣告加以分析，而原生廣告、置入性行銷廣告的手

法，原則上應得與秘密行銷廣告為相同的評價，合先敘明。

(二)利用他人之商標或著名表徵進行關鍵字廣告
依照網路使用者於搜尋引擎所輸入的關鍵字而觸發特定廣告內容的廣告模

式（以下將此種廣告模式簡稱為「關鍵字廣告」），由於關鍵字係由消費者基

於其興趣或嗜好等自身需求所輸入，廣告主得以挑選與自身商品或服務相關的

關鍵字以鎖定潛在客群，是以關鍵字所觸發的廣告內容觸及潛在顧客群的精準

度遠較傳統廣告為高，故關鍵字廣告的技術自推出以來即受到眾多廣告主的青

睞與重視，而選擇關鍵字廣告技術投放廣告者亦日漸普及。據本研究針對產業

專家訪談，得知雖然搜索引擎業者目前在廣告管理政策上，原則上會避免供第

三人購買他人之關鍵字廣告。但是若非極為著名的企業，搜索引擎業者現實上

難以完全過濾以競爭對手關鍵字為廣告的行為。所以目前以他人之商標或表徵

作為關鍵字廣告的行為依然十分普遍。

然而當關鍵字廣告涉及廣告主指定他人商標或著名表徵所涉文字作為觸發

廣告的關鍵字時，此際除商標法上的爭議外，亦可能引發是否構成不公平競爭

的爭議。以他人之商標權或著名表徵中的文字設定關鍵字廣告，固然可能有搭

便車或攀附他人商譽的疑慮。但從競爭政策的觀點，允許將他人商標包含於關

鍵字廣告中，在一定的前提下，係有助於需求者於搜尋引擎以商標文字作為關

目中呈現特定觀念、商品、商標、服務或其相關資訊、特徵等之行為。」
7 例如「電視節目廣告區隔與置入性行銷及贊助管理辦法」第3條至第6條規定，以
及「廣播節目廣告區隔與置入性行銷及贊助管理辦法」第3條至第6條規定，均要
求廣電節目必須明確區隔所插播之廣告與節目內容，並對於「明顯促銷、宣傳商
品或服務，或鼓勵消費，或利用聽眾輕信或比較心理影響消費者，為節目未能明
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未區隔」之特定內容呈現手法加以規範，其目的即
在避免因廣電媒體所播放之節目跟所插播之廣告內容難以區隔而影響視聽者之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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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字進行檢索時，除商標權人所提供的商品服務外，亦有助於得到其競爭事業

之產品相關資訊，如此一來，促進商標權人與處於競爭關係之事業間的競爭，

對於消費者而言也可能帶來更多元實用的資訊與選擇，尚非全無益處。是以，

主管機關對於此類廣告之違法性評價即有必要作更細緻的分析。再者，銷售關

鍵字廣告之平臺業者是否亦應負責，亦屬實務上重要的問題。

(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廣告
於各式各樣的新型態廣告中，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廣告仍為最典型的違

法行為態樣之一。例如在網路直播廣告或一頁式廣告積極提供不實的錯誤資

訊、或者刻意消極隱瞞部分資訊而導致消費者產生誤解等，均屬其例。據本研

究針對產業專家訪談，指出常有網紅完全接受付費業主之文稿內容，於自己的

粉絲頁或是限時動態中直接轉貼該文稿，完全未對廣告商品、內容進行試用與

查證。因此在利用網紅之人氣為薦證廣告宣傳的情形，也常見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的內容。

此外，近來在各種電子商務網站常見的訂閱式陷阱以及誤導式定價等行銷

手法，亦可能有引人錯誤之疑慮。由於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廣告將影響消費

者基於正確的資訊進行理性決策，因此各國均將之視為一種不公平競爭行為，

予以禁止。

除上述典型態樣外，當新型態廣告係利用社群媒體或社交網站的私人訊息

或者通訊軟體以一對一方式向消費者傳遞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商品資訊時，

其資訊傳遞方式有別於傳統媒體係對不特定多數人傳遞資訊之形式，是否仍符

合「廣告」之定義，將產生新的法律適用疑義。

(四)比較廣告
比較廣告亦為一種歷久彌新的行銷策略，於新型態廣告媒體上仍時常可

見。比較廣告係指，事業於廣告中，就所提供商品或服務之特定項目，與他事

業進行比較，以增進其交易機會
8
。事業為爭取顧客而在所製作的廣告上提及

其他競爭者之名稱及其商品，並將之與自身的商品服務進行比較，藉由對比以

凸顯自身商品服務之優越者。比較廣告本身有助於提升市場透明度，平衡消費

者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對於合理交易決策的作成有所助益
9
。然而，若比較廣

8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2點。
9 參見林易典，論比較廣告於競爭法下之適法性界限：我國公平法、歐體指令及德
國不正競爭防制法規範與實務的發展觀察，公平交易季刊，2009年1月，第17卷第
1期，1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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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內容有足以誤導消費者之處，除將傷害被不當比較之競爭對手的利益外，亦

將影響消費者基於該等廣告所提供的資訊進行合理交易決策的正確性，因此各

國均予以規範。然而，誠如前述，比較廣告本身並非當然違法，因此如何明確

界定合法的比較廣告要件以供事業遵循，即屬重要。

(五)跨境執法問題
除上述之各種新型態廣告類型外，近年來由於各式網路平臺與社群媒體的

崛起，主管機關往往還會面臨跨境執法的難題。例如在具體個案中，刊載系爭

廣告之平臺伺服器若為外國事業所有，或位於境外之情形，我國主管機關可能

面臨蒐證困難，以及我國競爭法對之究竟有無管轄權的問題。據本研究針對產

業專家訪談，受訪者亦談到常有網紅會收到線上博弈、地下投資業者的邀請，

於其粉絲頁或是限時動態中轉貼相關訊息，但其業者都不在臺灣。此時，該等

廣告對於我國消費者的影響，可能不亞於平臺伺服器設在我國境內的情形，我

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是否應介入處理，即有探討的必要。

(六)廣告與消費者保護
廣告是商業活動中十分引人注意的交易媒介，消費者憑藉廣告內容選擇消

費的內容或決定購買的商品。由於廣告係影響消費者最直接的因素，因此企業

經營者為了達成銷售商品之目的，常利用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以為促

銷。或是利用特定的敘述手法，利用人們常存在的過度自信、稟賦效果、自我

控制問題等現象，影響人們的認知以及消費決策。所以對於有可能影響消費者

非理性消費決策之特定敘述手法，應加強研究是否有規範之必要性。而利用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除了容易造成消費者無法正確選擇所需要的商品或是

服務外，同時亦對其他守法之競爭同業形成不公平競爭，進而影響交易秩序，

因此有嚴加規範之必要
10
。

在消費者保護方面，廣告是具有使消費者本來沒有要購買某種商品的想

法，但因為看到令人心動的廣告後，而有了購買的意願。尤其消費者容易受到

廣告的感情訴求，或是對於廣告之資訊有非理性的解讀，產生非理性消費決

策。尤其是兒童或是特定弱勢消費者族群，更容易受廣告影響產生非理性決

策。如果消費者是因廣告而前往購買，事後才發現事實與廣告不符，而有受騙

上當的感覺。因此為避免消費者因為廣告而受騙，維護消費者權益，要求企業

經營者對所刊登廣告課予適當義務，即消保法第22條對廣告規範之目的11
。

10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編著，認識公平交易法，2011年3月增訂第13版，頁331。
11 姜志俊等合著，消費者保護法解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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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訊經濟之角度出發，避免資訊成本與市場失靈，競爭者應儘量經由法

律規定，降低資訊取得及散佈之成本。資訊提供義務應分配給能以較小成本方

式提供真實資訊之一方，而廣告是一項降低資訊成本的重要手段，故法律規定

一方面應促進真實資訊的散佈；另一方面，不實的廣告表示會增加資訊成本，

故應該加以禁止，透過管制手段及法律效果的賦予，才會提高事業從事不實廣

告之成本，減低其為不實廣告之誘因
12
。

廣告是吸引消費者決定是否締結契約之工具，所以在締約前，為維護消費

者之意思自主決定權，對廣告規制有其意義，可以使資訊透明化，同時維護交

易之公平性。

三、研究發現

(一)關於公平交易法第21條廣告之定義與適用
本研究發現，部分新型態廣告可能衝擊傳統上對於廣告的定義，例如透過

社群媒體的私人訊息或封閉式的即時通訊群組傳遞商品或服務相關資訊，是否

該當於公平法第21條第1項所稱之「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傳
播資訊之行為？本研究認為，考慮到本條之立法目的，以及新型態廣告客製

化與精準行銷的趨勢，公平法第21條第1項所稱之「廣告」，似無必要限於對
「不特定多數人」傳達商品訊息之情形（惟若僅以一對一的方式傳遞商品服務

資訊，而該資訊內容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形者，應回歸消費者保護法或

民法規定處理即可，毋庸透過公平法予以管制）。

其次，現行公平法第21條第2項採例示規定，「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
事項」均屬同條第1項所稱之「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惟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法第二十一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2點卻將「其他
具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限於其他「非直接屬於交易標的」而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事項，似有不當限縮其適用範圍之虞，導致「與商品直接相關但未被列明

之事項」無從適用同條第1項規定，似有悖於2015年修法之原意。
(二)秘密行銷廣告與薦證廣告之管制問題
經參酌我國實務案例與美國法之比較研究，本研究認為，秘密行銷廣告在

競爭法上的主要問題點在於，該則廣告沒有揭露或刻意隱瞞其本身為一種廣

2009年4月初版2刷，頁186~187。
12 楊宏暉，契約準備階段的資訊揭露和廣告規制-以我國法及德國法為中心，公平交
易季刊第18卷第3期，2010年7月，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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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至於廣告內容本身是否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則非管制的重點。

由於我國公平法第21條僅規定於廣告薦證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從事之薦
證有引人錯誤之虞，而仍為薦證者，應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從而，

若薦證者所張貼廣告內容本身並無引人錯誤之虞，僅薦證者單純消極未揭露或

刻意隱瞞其與廣告主間的利益關係，此際薦證者是否仍有某種程度的責任？

由於消費者往往非完全理性，即使是同樣內容的資訊，對於網路上的意見

領袖或知名人士乃至所謂的網紅所為之推薦，通常會予以較高的信賴；而在社

群媒體興起之背景下，消費者於作成消費決策前往往會參考他人之消費經驗，

對於消極未揭露或刻意隱瞞其與廣告主間的利益關係之秘密行銷廣告，應屬足

以干預潛在多數消費者之交易抉擇，進而不當影響同業競爭，影響交易秩序之

欺罔行為，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從而，本研究肯定目前實務上主管機關運
用第25條處理此類案件之見解。
此外，現行法雖然沒有針對所謂的原生廣告或置入性行銷等加以明文規

範，但本研究認為在不公平競爭管制上，此類廣告之規範重點應與秘密行銷廣

告相同，在於提升透明性與利益揭露，避免消費者誤以為廣告之內容為一般的

資訊提供，影響其交易決策之作成。故若廣告主投放之廣告使一般消費者難以

辨識究竟為一般網頁或者廣告，則同樣可能有違反公平法第25條之問題。
(三)關鍵字廣告之問題
本研究認為，於利用他人商標或著名表徵為關鍵字廣告之情形，並不當然

構成攀附他人商譽或榨取他人努力成果，因為此種關鍵字廣告可能為搜尋引擎

使用者帶來更為多元實用的資訊，降低搜尋成本，並具有促進商標權人或表徵

所有人與廣告主間的競爭之積極效果。是以，於關鍵字廣告與不公平競爭規範

之認定上，執法機關應適度審酌上述效果，視個案中所涉關鍵字廣告的類型而

異其評價，不宜過度擴張公平法概括條款的適用範圍，以免過度擴張商標權人

或表徵所有人之排他保護範疇，反有害於競爭之開展。

(四)比較廣告之問題
事業於從事比較廣告時若以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方法誤導消費者，或散

布不實情事貶損他事業信譽等，除可能有公平法第21條、第24條所規範之不公
平競爭行為外，目前實務上常見與關鍵字廣告、秘密行銷廣告等新型態廣告相

結合之案例，但於部分案例中，主管機關可能僅注意到比較廣告之問題，而忽

略同時包含其他新型態廣告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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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關於比較廣告在競爭法上的評價上，除既有的分析方法外，

尚宜將行動經濟學的觀點納入考慮。例如若比較廣告的呈現方式有可能影響消

費者非理性的消費決策，但在資訊提供的事實面向並無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公平法是否應予以規範，有待進一步研究釐清。

(五)廣告平臺業者之問題
平臺業者所刊載的廣告若涉及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內容；或者構成不當

的比較廣告等，平臺業者是否應就該廣告負責？

首先應確認刊載系爭廣告之行為主體為何者？我國實務往往會考慮該平臺

業者對於系爭廣告內容的控制管理程度，就消費者的角度而言，是否認知平臺

業者為直接交易對象、因系爭廣告之銷售所直接獲得之利益是否歸屬平臺業者

等因素，對於高度控管所刊載商品廣告資訊的購物平臺業者，實務上公平會有

不少直接認定該平臺業者為廣告主的案例
13
。

類似Google販售關鍵字廣告之情形，若平臺業者對於廣告內容的實質控管
程度較低，且因銷售系爭廣告商品服務而直接獲得利益者，為向平臺業者購買

系爭廣告的事業，並非刊載系爭廣告之平臺業者本身，則此時仍應認定購買廣

告之事業方為廣告主，但須討論平臺業者對於所刊載的廣告內容應盡的注意義

務程度與範圍，同時應考慮到平臺業者的特性而建立一定的免責機制。故本研

究認為，與上述關鍵字廣告之情形相同，不宜課予其事前主動審查平臺上所載

內容是否涉有不公平競爭行為之作為義務；但當平臺業者於知悉有侵權嫌疑之

情事後，即應採取合理的應對措施以避免侵害繼續發生或擴大，建議我國實務

參酌日本實務作法，對於平臺業者所負之義務提出較為明確的行為標準，以利

其遵循。

(六)跨境執法之困境
由於網際網路的普及，以網路使用者為受眾的廣告，其影響力已不再侷

限於國境之內，而當廣告的內容或是手法涉及減損競爭秩序時，競爭法主管

13 於該等案例中，主管機關往往基於以下理由而認定網路購物平臺業者為廣告主：
「就案關商品整體交易 程觀之，網路購物平臺顯示平臺業者之事業名稱，交易完
成後由其開立銷售發票予消費者，並負責對消費者之換貨、退貨等事宜，故消費
者於訂購時應可認知交易對象為平臺業者。復就交易消費端觀察，平臺業者係案
關商品最末端之銷售者，並藉商品銷售價格與銷售成本之價差賺取 潤，其因使
用案關廣告、銷售案關廣告商品而直接獲得  」。例如公平會公處字第107044號
（PChome立扇案）、公平會公處字第107095號（Yahoo爆汗腰帶案）、公平會公
處字第106008號（momo行動冰箱案）等，均為適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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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亦會面臨跨境執法的難題，其論點主要有二：證據蒐集上的困難（「認

事」）、以及依我國公平法進行查處時如何適用法律（「用法」）。

就事實認定的面向上，除依照現行「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涉及外國事業案

件要點」處理外，擴大與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的合作，擬訂事證的共享機制，

亦有助於消除部分窒礙。然而，於其他法域中，競爭法主管機關並非皆享有對

於涉及不公平競爭廣告的行政管轄權；並且就廣告涉及產業規制的情形下，亦

可能如同我國之情形，由特定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接管制該類廣告。則我國

主管機關如何於此類情形下蒐集必要證據以為查處，有待觀察。

另就如何「用法」的面向上，必須檢討者為公平法的域外效力於不公平競

爭有無以及如何適用。我國實務上，公平會主要係依據行政罰法第6條第1項與
第3項規定，於處理涉外限制競爭案件（如聯合行為、事業結合）時，若認定
事業的行為或結果地位於我國境內時，例外產生域外效力。然而，上述論理於

不公平競爭類型的案件（於本研究的文脈下，新型態廣告而涉及不公平競爭

者）有否適用餘地，並非自明。

本研究認為，鑑於公平會的執法資源有限，以及公平法第26條「危害公共
利益之情事」的立法意旨，在依循行政罰法第6條第3項審查不公平競爭行為的
「結果」有無及於我國領域內時，至少宜參酌限制競爭案件，實質認定系爭行

為是否足以對我國之市場競爭秩序造成直接、具相當規模並可合理預見之影響

效果，而非僅為形式認定，以免過度擴張行政管轄權。

就本研究的文脈而言，譬如涉及虛偽不實的網站廣告，或可考慮由該廣告

所使用之語言、所登載網站的造訪人數中源自我國的次數與比例、所行銷之商

品服務的提供地理範圍等因素，綜合判斷該廣告本身所瞄準之主要目標客群是

否包含我國消費者，從而可合理預見系爭廣告是否足以直接對於相當數量之我

國消費者造成不當影響，而足以影響我國市場之競爭秩序並危害公共利益，作

為競爭法主管機關發動公權力加以管制之門檻，以免過度擴張我國競爭法關於

不公平競爭管制之域外效力，或導致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有限的執法資源過度

分散，反而不利於我國競爭秩序之維護。

四、結論與建議

透過分析法律體系競合下的競爭法與消費者保護以及比較法的觀點，本研

究歸納出下列幾點結論與建議，供大家參酌。

(一)消費者保護法與公平交易法就廣告問題司法權之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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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費者私權之保護上，消保法第22條係從契約責任的角度對消費者進行
保護；因此消費者如與刊登廣告之企業經營者進而成立契約關係，廣告內容就

成為契約內容一部份，如廣告不實，企業經營者為消費者負債務不履行或瑕疵

擔保責任。但如果消費者並未跟廣告主有契約關係，但因廣告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導致消費者去購買該商品或享受服務，得依公平法第30條請求企業經營者
對消費者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故消保法第22條及公平法第30條賦予個
別受害消費者分別在契約領域及侵權領域給予私法權利之保障，對消費者而言

算是十分完整之民事責任保障。惟消費者主張相關民法上權利時，需透過民事

程序進行個案處理，除非是多數受害者得依消保法的團體訴訟（消保法第50
條）獲得救濟；此際與行政權並無關係。

(二)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對廣告管制的適用界線之建議
廣告內容包羅萬象涉及各行各業，各行業又各有主管機關。如果不能整合

不僅不能有效率統一解決紛爭，消費者也可能到處申訴，造成行政資源的浪

費。如以日本設置統一窗口的情形，透過地方到中央、中央與中央間的協力關

係，就不會發生主管機關間意見不同，或者消費者到處去申訴等現象。

消保法中消費者之圖像與經濟學中消費者之圖像是否有差別？消保法基於

對「弱勢消費者」之保護，特別是資訊弱勢的消費者為消保法所要保障的對

象。而經濟學上的消費者是「理性、會分析而進行最佳決策」的消費者。因此

消保法中針對各類型的消費者，在各地方或中央有消保官，其實就是為處理個

案而設；而經濟學上消費者必須是在市場資訊規制失靈受害時才對之加以保

護，引此涉及公共經濟利益（競爭秩序之維護）時，才由公平法介入。

公平法是基於維護企業間之公平競爭為其意旨，對象是以企業間的競爭行

為其對象。雖然其第1條立法目的中表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惟主
要係在企業間自由與公平競爭的情況下，間接反映在保護一般消費者權益上。

所以公平法第21條關於廣告之規範，就如同日本表示法中具有同樣的目的。有
所不同的是，日本表示法之主管機關屬於消費者廳；如果在不修法情況下，目

前廣告問題五花八門，加上新型態廣告叢生，在廣告的判斷上是否涉及公平法

不公平競爭問題就已經讓公平會焦頭爛額了！如何避免所有消費者廣告之問題

蜂擁至公平會，致使公平會耗費太多之人力在處理因廣告引發之消費者個案問

題，避免不必要的行政資源浪費為當務之急。

因此關於個別的消費紛爭，應教育消費者先向地方縣市政府的消保官申

訴，依消保法規定尋求解決。只有在重大、多發性的消費紛爭（如食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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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央主管機關統籌檢討或決定是否有立法或修法之必要。

首次對廣告管制之行政權限上，為了避免消費者搞不清楚由誰主管而疲於

奔命，再者避免行政權之重複行使，日本統一由消費者廳作為廣告之主管機

關，象徵其在廣告問題上是行政窗口具有司令塔之功能，再由其透過內部行政

分工去執行。對此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就毋庸對個案處理。因此我國如要避免

公平會對廣告引發消費紛爭作個案處理，不受理個別民眾對廣告不實之申訴的

話，應落實在各種廣告由各領域之主管機關負責消費者廣告案之申訴，公平會

是在廣告只有涉及企業間的不公平競爭或限制競爭之行為時才需處理。因消費

紛爭五花八門，消費者濫權之情況亦時有所聞，為落實公平會為企業間競爭法

上之主管機關，使其能專注於競爭法上之業務，減少對於消費者的個案處理所

耗費之行政成本，因此似可採以下作法：

1. 由下面圖表可知日本行政機關內部分工明確，有關違反景品表示法（簡稱表
示法）時，由消費者廳主導與其他行政機關彼此間的合作關係。

2.教育宣導消費者公平會不受理個案。
3. 新型態廣告有時無法立即找出何者為主管機關時，或者該廣告涉及多數主管
機關權限時，應由行政院消保處出面協調。

總之本研究認為，以消費者之角度出發，針對廣告引發消費問題應有統一

之行政窗口，依一般消費者之認知，行政院消保處應統籌廣告之消費紛爭，例

如以行政院消保處作為統一受理窗口（或者先由各地方的消保官初步受理，再

由消保處統籌），再透過行政機關內部職權之分工進行處理（依相關業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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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除非廣告涉及企業間之不公平競爭或限制競爭問題，公平會才需介入

出面處理；否則只是一般不實廣告所涉及個別消費紛爭，由消保行政主管機關

處理即可。

(三)不實廣告之舉證問題
關於不實廣告之舉證問題，可參考日本景品表示法（第5條第1款），主管

機關消費者庁長官在判斷是否該當於優良誤認表示之際，係以業者是否能在指

定期間內提出合理的依據資料；如果無法提出或不被認為有合理之依據時，其

所為之該當表示被視為「不當表示」（第7條第2項），甚至被科以課徵金之行
政處罰（第8條）。
所以由業者證明其非「不實證廣告」，並由業者提出客觀的實證資料且其

所宣稱的效果或功能要能證明該內容是正確無誤的方可免責。也就是如果業者

被檢舉有不實廣告之情形，由業者證明其廣告是與事實相符。因此在適用我國

公平法第21條時，應由業者舉證其無「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四)秘密行銷廣告等之規範
本研究建議，秘密行銷廣告、原生廣告或置入性行銷等廣告類型之規範重

點宜放在如何提升透明性與利益揭露，我國主管機關或可參考美國FTC所制定
之「廣告使用推薦與見證指南」、「原生廣告之商業指引」等，明定於何種情

形下應揭露其屬於廣告之性質及其與廣告主間之利益關係，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並提升事業法律遵循之明確性。

(五)廣告平臺業者之責任
本研究建議，我國實務宜參酌日本實務作法，對於平臺業者所負之義務提

出較為明確的行為標準，以利其遵循。例如，主管機關或可考慮針對廣告平臺

業者制定處理原則，具體方向有三。

第一，於處理原則中應確認如何認定刊載系爭廣告行為主體之判斷標準？

於判斷時應考慮該平臺業者對於系爭廣告內容的控制管理程度，以及因系爭廣

告之銷售所直接獲得之利益是否歸屬平臺業者等因素判斷之。

第二，不宜課予廣告平臺業者事前主動審查平臺上所載內容是否涉有不公

平競爭行為之作為義務。

第三，當廣告平臺業者於知悉有違反公平法嫌疑之情事後，即應採取合理

的應對措施以避免侵害繼續發生或擴大。關於合理應對措施的認定，可參酌日

本實務作法，視平臺業者是否於收到通知後的一定合理期間內，採取內部調查

或者將涉案廣告撤下等應對措施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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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跨境執法之管轄權問題
鑑於公平會的執法資源有限，以及公平法第26條「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

的立法意旨，建議修正「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涉及外國事業案件要點」，明定

在依循行政罰法第6條第3項審查不公平競爭行為的「結果」有無及於我國領域
內時，至少宜參酌限制競爭案件，實質認定系爭行為是否足以對我國之市場競

爭秩序造成直接、具相當規模並可合理預見之影響效果，而非僅為形式認定，

以免過度擴張行政管轄權。

(七)適度導入行為經濟學的觀點
現行執法實務上於探討特定廣告對於消費者決策的影響時，原則上係由理

性經濟分析出發。舉例而言，於分析是否有構成公平法第21條所規範之虛偽不
實或引人錯誤的廣告時，對於個案中是否存在資訊扭曲而「足以引起錯誤之

認知或決定」，原則上係由理性經濟分析出發，認為理性的消費者會基於所獲

得的資訊作成合理的消費決策。本研究建議，未來於分析特定廣告對於消費者

決策可能產生的影響（例如有無引人錯誤）時，或可嘗試適度導入行動經濟學

的觀點。例如行動經濟學指出，接收廣告者並非全然理性，而是可能受到感情

或情緒影響的有限理性者，因此廣告可能利用人們常存在的損失趨避、稟賦效

果、自我控制等傾向，影響人們的認知以及消費決策。此一觀點雖然無法完全

取代傳統理性經濟分析模式，但有助於吾人更完整的理解各種可能影響消費者

決策之因素，未來值得進一步深化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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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王明禮（中央大學產業經濟所副教授兼所長）

報告有許多值得讚揚的地方，包括像競爭法主管機關如果管廣告的話應該

重點是放在因此會造成市場上不公平競爭的角度，也就是說從保護競爭、促進

競爭的角度在看這個問題，而不是直接保護消費者。另外像關鍵字廣告的做

法，大概是現在有網路之後，特別明顯新的廣告手法，對於這樣的事情，基本

上不應該過度擴張，除非廣告本身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可能性，否則單純

用別人的商標、產品、名稱來作為關鍵字廣告，我對這個看法是很贊成的。

從研究網路法的角度切入，我覺得在這二十多年來，網路的發展在廣告行

銷領域，最明顯的變化與發展就是所謂廣告的衍生，也就是杜老師講到的秘密

廣告、口碑行銷，公平法一般廣告管制，基本上管的是說廣告不可以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而這種廣告手法或新行銷手法的主要特徵是在於隱藏它是廣告的

這個事情，我想世界各國在看這個事情的時候，已經把隱藏它是廣告的事實本

身當作是一個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做法，我想基本上可以贊同，但是要小心

不要越界，因為很多這樣的做法，如果他是廣告的話，用隱藏他是廣告的方式

在操作，那本身是需要被揭露的，而問題在於說網路的發展使廣告與非廣告的

界線變得模糊，商業活動與非商業活動也變模糊，在這個時候就要小心在廣告

的管制不要過度擴張，以致於一般人自認為在私領域訊息的交換也被當作是廣

告，只要是從廣告主得到任何好處就必須要揭露，我認為在現代網路訊息交換

場域，有時候是非常困難的，有時候其實意見提供之人其實並無廣告意思，也

就是說傳統意義廣告與現在網路上各種評論中間有一個很大的灰色地帶，所以

需要想辦法讓真正的廣告不要衍生，但要避免限制一般人言論自由。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所謂的平臺，需要看到產業結構的變遷，在公平法第

21條提到除了廣告主之外，廣告代理商、廣告媒體業，像Google這樣的平臺在
這之中扮演何種角色，以及這樣子的角色可能帶來反競爭的問題，我想這是我

們需要再留意的，在杜老師的報告中提到網路平臺，那網路平臺指的是什麼，

看起來比較像PChome購物平臺，這是比較傳統的問題，那比較新的問題像是
Google在做廣告安排時，是不是有可能在裡面做反競爭的事情，像這樣的行為
是不是值得非難，大概是我們看到大型平臺行銷手法值得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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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分析－以聯合行為為例

廖義男　黃銘傑　石世豪　王立達　楊宏暉　顏雅倫
1

一、前言

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14條有關聯合行為之定義為：「本法所稱聯合
行為，指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

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

1 臺灣公平交易法學會為執行公平交易委員會以「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
以聯合行為為例」為題之委託研究計畫，由理事長廖義男教授協同臺灣大學法律
學院黃銘傑教授、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石世豪教授、政治大學法學院王立達
教授、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楊宏暉教授、成功大學法律學系顏雅倫副教授及臺灣大
學法律學研究所研究生謝佳瑩、郭宇倢、魏尊擔任研究助理等共九人組成研究團
隊，進行分工合作。研究期間自民國108年4月至10月共計7個月。

目　次

一、前言

二、重要案例裁判見解趨勢之歸納及評析

　　(一)聯合行為之主體
　　(二)契約、協議、其他方式之合意、決議及其證明方法
　　(三)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認定標準
　　(四)銷售金額連動型之行政罰鍰
三、實務操作應注意事項之建議

　　(一)聯合行為主體之判斷
　　(二)合意之成立及其證明方法
　　(三)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判斷上
　　(四)銷售金額連動型之行政罰鍰
四、法規修正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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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功能者。

前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

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

聯合行為之合意，得依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

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當依據之因素推定之。

第二條第二項之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

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亦為本法之聯合行為。」

故聯合行為之構成要件有3：
(一) 行為主體為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之事業、同業公會或其他依法設
立、促進成員利益之團體；

(二) 有約束事業活動之契約、協議、公會或團體之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
會議決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包括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之意思聯絡；

(三) 其行為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又有關違法聯合行為之處罰，第40條第2項規定：「事業違反第九條、第

十五條，經主管機關認定有情節重大者，得處該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百

分之十以下罰鍰，不受前項罰鍰金額限制。」即有「銷售金額連動型之行政罰

鍰」之規定，為聯合行為處罰規範之特色，係100年第5次修法時所增訂，其適
用對違法聯合行為之嚇阻，應有相當之作用，因此，除前述聯合行為3項構成
要件外，亦將之納入本計畫之研究項目中。

本文係研究團隊就聯合行為近20年（88年以後迄至108年5月）來56件2
相

關重要裁判之見解予以分析、綜合歸納其發展趨勢，並比較美國、歐盟、德

國、日本相關法制及實務後所為之研究成果報告
3
。

2 公平交易法於88年8月修正施行細則時，增訂同業公會為聯合行為之規定；於91年
第3次修法時，將施行細則有關聯合行為定義之規定提升其位階至母法法律層次；
於104年第6次修法時將聯合行為定義之規定，作條項之整合並增定合意推定之規
定而有較完整之規範。本研究計畫遂以88年以後迄至108年5月之行政法院有關聯
合行為已確定終局之裁判為研究範圍。由研究助理先進行相關重要裁判之蒐集、
彙整，共有56件案例，並依其涉及之當事人或事項命名其「案例名稱」，例如
「中油台塑案」、「超商現煮咖啡案」、「南部廣告藥品聯誼會案」等。每一案
例均列其歷審法院，包括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之
裁判文號，並分析歷審當事人之主張、法院就事實之認定及聯合行為構成要件解
釋之裁判理由。

3 研究團隊將上述4點研究項目以分工方式進行。第1點「行為主體」之項目及第4點
「銷售金額連動型之行政罰鍰」項目，由楊宏暉教授負責；第2點「合意」項目及



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分析-以聯合行為為例 115

二、重要案例裁判見解趨勢之歸納及評析

(一)聯合行為之主體
1.事業屬性之認定

(1) 事業依公平法第2條規定，係指公司、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其他提
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即功能的事業概念）。公司及商號

的認定，往往依有無辦理公司登記或營利事業登記為準，未辦理登記

者，才依第3款之功能事業概念判斷之。
(2) 對於未經認許之外國公司，過去實務上是將之解釋為「非法人團體」，
並以第3款規定之功能事業概念看待之。但因公司法於106年修正刪除外
國公司之認許規定，直接承認外國公司的權利能力，無須認許即可從

事業務之經營，是故，未經認許之外國公司，現在應依第1款規定之公
司，直接論斷為事業。

2.行為主體之判斷
(1) 參與合意之事業的行為人並非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是實際負責人
時，實務上在「中部砂石案」

4
，則是將實際負責人的行為，看作是參

與事業本身的行為，採取實質判斷的取向。

(2) 對於關係企業的適用，實務上是視從屬事業是否仍保有其經營決定的獨
立性而定，倘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同一經營團隊」所為「單一行為決

意」，尚與聯合行為具競爭關係同一產銷階段事業「合意」之要件有

間，此時，即應以控制事業為行為主體
5
。在「漁工仲介案」

6
中，臺北

其證明或論證方法由石世豪教授、王立達教授及顏雅倫副教授3位共同負責，其
中石教授注意契約、協議、決議與其他方式之合意之區辨，以及其規範用詞之法
沿革與比較法分析；王立達教授則著重合意成立之類型及其證據類型、證明方法
及證明強度；顏雅倫副教授則重視「互為一致行為」及「有意識之平行行為」之
區分及所要求應為之論證重點，以及認定同業公會為行為主體之條件及其證明方
法；第3點「足以影響市場功能」項目則由黃銘傑教授負責。每位教授就助理所蒐
集相關案例之裁判，均在各案例中就其負責項目之議題加以評析外，並綜合分析
及評述近二十年來法院實務就該項目議題所表示之見解及作法以及發展趨勢，就
有重要意義之指標性裁判並為特別評價，其中並間有引介歐盟法、美國法或德國
法制及其實務案例作比較法之印證或反思。

4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5年度簡字第127號行政訴訟判決，其上訴法院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106年度簡上字第21號判決針對此點並未表示不同意見。

5 公平會公法字第10515602811號函。
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1600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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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行政法院曾以冠誠公司為本件受處分人冠德公司之子公司，其代冠

德公司參與蘇澳永豐餐廳舉辦聯誼餐會，但實際與雇主簽立契約者均為

冠德公司，冠德公司除自己參加會議外，又委由冠誠公司出席會議，應

將冠誠公司參加的聚會，視為違法聯合行為的繼續，並由母公司冠德公

司負責，此一見解亦獲得法院的支持。但本案似以最後實際簽約者為

冠德公司作為切入點，從形式面加以觀察，而非以母子公司的高度控制

從屬關係為立論基礎，從而，兩公司間是否具有「同一經營團隊」所為

「單一行為決意」，則未見進一步的分析。

3.有競爭關係之事業
(1) 事業間是否具有競爭關係，若其銷售相同商品且處同一產銷階段者，多
認定為有競爭關係，如「自來水公司液氯招標案」

7
中，原告（鶴記本

源公司等）與懿信公司、永華德公司等，均係經營各種化工原料買賣為

主要業務，液氯買賣即屬之，而省自來水公司為最大購買者之一，原告

與懿信公司、永華德公司分屬志氯公司、台塑公司、義芳公司、華紙公

司、台紙公司等5家液氯生產廠商之經銷商，核屬同一產銷階段。
(2) 競爭關係的存在，除現實上已經存在的競爭關係之外，也應將潛在競
爭關係納入。在「水泥案」

8
中，認為嘉環東水泥公司係有意從事水泥

事業，縱未開始實際營運，亦屬潛在競爭事業，而納入聯合行為的主體

中。

(3) 對於合資事業之處理，則是認為若合資公司是一獨立事業，本身提供商
品或服務，而投資事業亦未因合資而放棄自身的事業經營，也提供相同

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時，其即可能與合資事業處於競爭關係。故在「水

泥案」
9
中，最高行政法院表示臺灣通運、港泥投資、中成開發等3家公

司為嘉環東公司的出資者，但均非經營水泥供應業。至萬青雖為臺泥

之從屬公司，然與臺泥俱為水泥供應業者，且不能相互提單，具有水平

之競爭關係，並為實際出資嘉環東者之一，而認萬青與臺泥及嘉新、環

球、東南、欣欣及信大等公司係共同為上開合資投資嘉環東之行為主

體，再以轉投資士新之方式，以阻擋國外水泥進口，形成國內水泥市場

7 最高行政法院90年度判字第225號判決。
8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603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611號判
決。

9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61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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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整合，足見上開合資行為已影響我國水泥供應市場之競爭秩序，即屬

公平法所禁止之聯合行為。亦即本案將合資事業與部分投資事業，並列

為水泥供應業之行為主體，而以聯合行為相繩。

4.同業公會為聯合行為之主體
(1) 同業公會所主導的聯合行為，雖不符合公平法原設事業與事業間合意之
複數概念，但在「花蓮液化氣體同業公會案」

10
中，同業公會係由彼此

間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所組成之團體，同業公會之組織章程或會務決議

皆係由會員之直接參與，或基於會員之授權，其決定具有合意性質，故

事業遂行聯合行為，無論以彼此商議或藉由同業公會之運作，該兩種方

式本質上對於事業間競爭之限制並無不同，作出解釋論上的解決之道。

爾後，為避免再有爭議，於91年第3次修法時，在第7條第4項增訂：
「同業公會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

事業活動之行為，亦為第二項之水平聯合」，以杜絕解釋疑義，現則納

入現行公平法第14條第3項。
(2) 以同業公會作為聯合行為之主體時，須有足以代表公會意思決定之行
為，如會員大會決議、理監事會議或獲得公會授權並為其代表之理事

長的行為，才可合理化對同業公會的歸責
11
，從而，在「臺南寵物店

案」
12
中，雖是由臺南寵物公會理事長以臺南市寵物公會名義發函召開

「聯誼座談會」，並擔任會議主席，惟座談會性質非屬會員大會或理監

事會議，所邀請出席會議者亦多非該公會會員，而是彼此處於同一水平

之競爭狀態之臺南市寵物食品及用品零售業者，故認定臺南市寵物公會

並非聯合行為主體，參與會議之相關寵物食品及用品零售業者，才是行

為主體。

5.促進成員利益而依法設立之團體為聯合行為之主體
其他的團體組織，如協進會、聯誼會、研究會等事業團體，因這些團體

並非依法設立者，尚不符合新法引進之其他事業團體概念（公平法第2條第2
項），又其團體成員多數為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故將該團體本身視作合意平

10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訴字第1568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284號行
政判決。

1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600號判決(「不動產估價投標案」)。
1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944號、第1913號、第1937號、第1799號、第

1640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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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參與之個別事業為該聯合行為之主體，則屬的論。對此，歐盟競爭法的事

業團體，不以具法人資格為必要，只要是基於事業成員之利益而成立的結合

體，即屬之
13
，於從事違法聯合行為時，不僅該事業團體會被處罰

14
，其成員

也可被處罰
15
，於決定罰鍰額度時，其成員們的營業額，也會納入考量

16
。此

一作法，亦與我國目前實務上對待聯誼會這類事業團體時的態度，大體上是相

一致的。

(二)契約、協議、其他方式之合意、決議及其證明方法
1.契約、協議、其他方式之合意、決議之區分

(1) 公平法於81年2月施行之初，原第7條規定：「本法所稱聯合行為，謂事
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

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

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當時契約、協議並列，係二者

均為二以上之意思表示互相一致，但前者契約有法律拘束力，後者協議

並無法律拘束力，但有道德上或事實上拘束力，而有所區分。至於「其

他方式之合意」則有意包括多數意思表示之平行一致，例如團體作成之

決議；以及順從他人之意思或「建議」，所為之意思實現行為或順從建

議之事實上行為，因而外觀上有一致或共同行為之結果。因此為明確此

「其他方式之合意」之內容，於81年6月訂定施行細則第2條第2項加以
規定，即：「本法第7條之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
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嗣後又於88
年8月修正施行細則第5條第3項增定：「同業公會藉章程或會員大會、
理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亦為第一項之水

平聯合，同業公會代表人得為行為人。」上述施行細則之規定，於91年
第3次修法時，提升至母法法律位階層次，規定於第7條第3項及第4項，

13 何之邁，歐洲共同體競爭法論，1999年，頁4。
14 Article 23.2&4 of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The Commission 

may by decision impose fines on undertakings and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where, 
either intentionally or negligently:⋯⋯ 4.When a fine is imposed on an association of 
undertakings taking account of the turnover of its members and the association is not 
solvent, the association is obliged to call for contributions from its members to cover the 
amount of the fine.”

15 Cases T-25/95 etc Cimenteries CBR SA v Commission, ECLI:EU:T:2000:77, para 485.
16 Cases C-101/07 P and Case C-110/07 P Coop de France bètail et viande v Commission, 

ECLI:EU:C:2008:741, para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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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合重要事項應於法律規定之「重要性原則」，並避免子法逾越母法

而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17
。上述規定，於104年第6次修法時調整其條次為

現行法第14條第2項及第4項，內容未變。
(2) 按「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之意思聯絡」之文義，意指事業有將約束事
業活動之意思、作法或訊息，傳達或聯絡給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表現

此意思、作法或訊息而為傳達或聯絡之事業，並未有為要約而受其拘束

之意思，但內心希望獲得認同；而受傳達或聯絡之他事業，雖然認同此

意思、作法或訊息，並在事實上為一致或共同行為，但並非為承諾之表

示，故並無成立契約之「意思合致」。嚴格而言，與「合意」文義之意

思合致，略有出入。但因當時法律條文用語為「合意」，訂定細則之子

法用語受其拘束，而將之納入為「其他方式之合意」概念之中，使該等

事實上可導致限制競爭效果之一致或共同行為亦同受聯合行為規定之規

範。

(3) 公平法有關聯合行為之基礎，有契約、協議、決議及事實上可導致共
同行為之「意思聯絡」，在比較法上，與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

（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GWB）第1條，為融合於
歐盟法而仿照「歐盟運作條約（TFEU）」第101條第1項所為之規定：
「事業間之合意，事業團體之決議，及互相協調之舉措方式，以阻

礙、限制或扭曲競爭為目的或具有此效果者，禁止之」
18
中所舉之「合

意」、「決議」、「互相協調之舉措」
193種型態類似，亦即，事業及

事業團體，藉由合意、決議及「（互為）一致行為」等3種彼此「協
調」手段，促成「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的

聯合（行為），但仍略有不同。德國法及歐盟法規定之該3種類型並不
彼此涵蓋，因此，所謂「經協調之舉措」無須以事業間彼此合意為前

提；反之，公平法上所謂「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

為」之「意思聯絡」，係針對「合意」所訂定的解釋性（施行細則時

17 廖義男，公平法施行二十年來指標性之行政法院裁判，公平交易季刊第20卷第3
期，107年7月，頁3-4，註1。

18 引自：德國聯邦眾議院公報Bundesgesetzblatt Jahrgang 2005 Teil I Nr. 44, ausgegeben 
am 20. 06. 2005, Seite 2114；中文係石世豪教授所翻譯。

19 德文aufeinander abgestimmte Verhaltensweise（英文concerted practices），國內學者
吳秀明教授、梁哲瑋法官翻譯為「互為之一致性之行為」，見吳秀明，競爭法研
究，2010年，頁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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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定義性規定（91年修法納入後），概念上無法擺脫「合意」概念
及其文義範疇。又同業公會或其他事業團體以決議等方式促成聯合，因

文義僅適用於「同業公會」及「依法設立」之事業團體，其適用範疇與

歐盟競爭法之間仍存在相當程度落差。

2.不能有效抗辯未參與「合意」之行為模式
(1)在場未發言
在形成合意時到場參加，但是並未參與討論，對於合意內容完全沒有

表示支持或反對，這是實務案件中，個別廠商常以此作為並未參加合意的

事實面抗辯。例如：

(i) 在「臺北地區車用液化石油氣案」20
，涉案廠商2011年3月22日於錦華樓

召開之加氣站協會會議，會後餐聚時雖然達成取消現金折扣的共識，但

現場僅有部分與會業者發言參與討論，彼此形成共識，其他業者則保持

沈默，未表示支持，也未發言反對。

(ii) 又如在「自來水招標案」21
，涉案事業1999年5月13日假臺灣區水管工

程工業同業公會臺北辦事處會議廳召開「協助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擴大內

需工程承商座談會」，會中只有9家廠商發言同意共同杯葛北水處招標
工程，當天與會的其他12家並沒有發言，也沒有表明不參與討論或是反
對杯葛。

針對此種形成合意之方式，歐盟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在
Aalborg Portland A/S and Others v Commission乙案判決中指出：歐盟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只需顯示涉案事業參與形成反競爭合意之會議，
在會中沒有明白表示反對，就已經符合必要的標準，足以證明該事業參與

此一卡特爾
22
。其原因在於如果事業參與此種會議而未公開與違法的討論

主題保持距離，其他參與事業將認定該事業已經同意會議中的決定，而且

20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1072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413號
判決。

2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訴字第2556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1322號
行政判決。

22 “According to settled case-law, it is sufficient for the Commission to show that the 
undertaking concerned participated in meetings at which anti-competitive agreement 
were concluded, without manifestly opposing them, to prove to the requisite standard 
that the undertaking participated in the cartel.” Joined Cases C-204, 205, 211, 213, 217, 
219/00P, [2004] ECR I-123, [2005] 4 CMLR 4, para.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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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後將會遵照奉行
23
。此外，如果事業在會議中靜默地同意非法提議，沒

有公開與之保持距離或是通報主管機關，事實上乃是鼓勵此一違法行為繼

續維持下去，減少其為人發覺的機率。這種與其他參與廠商之間的串通，

構成以被動方式參與此一聯合行為，致使該事業因為加入此一違法行為而

必須承擔法律責任
24
。

(2) 嗣後為實現合意內容之行為
在大型實務案件中，曾經出現依照證據顯示，部分廠商乃是直接透過

彼此言詞聯絡達成合意，至於其他廠商如何參與合意，在法院判決或公平

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處分書中則未有清楚的證據分析與事實認定，可
能係在得知或獲邀參加聯合行為之後，直接採取實現合意內容的履行行

為，以意思實現之方式與先前已經參與的廠商達成合意。

例如在「嘉義市液化石油氣案」
25
，在當地市場占有率15%至20%的龍宏

公司首先登報預告調漲桶裝瓦斯價格，並且以電話徵詢其他同業是否跟進，威

脅如果不跟進，將會殺價報復。此時應允跟進之同業，與龍宏公司直接達成聯

合行為之合意。另外依據公平會陳述紀錄，有部分涉案廠商自承彼此聯繫之後

決定跟進調漲，一同回應龍宏公司的漲價呼籲。這兩個部分透過言詞或行動形

成合意，在案件中獲得清楚確認與證據支持。惟公平會在本案處分嘉義市所有

跟進漲價的51家桶裝瓦斯業者，最後法院判決確定構成違法者也多達50家。在
上述兩個部分以外，其他涉案廠商究竟如何形成合意，除了前述事項以外，在

判決或是處分書中並無證據或論理加以支持。

對於此種情形，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Interstate Circuit, Inc. v. U.S.乙案判決
中曾經明確表示，事業知悉合意正在謀議中或邀請中，而自行以該聯合行為所

23 “The reason underlying that principle of law is that, having participated in the meeting 
without publicly distancing itself from what was discussed, the undertaking has given 
the other participants to believe that it subscribed to that was decided there and would 
comply with it.” Id. para. 82.

24 “In that regard, a party which tacitly approved of an unlawful initiative, without 
publicly distancing itself from its content or reporting it to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effectively encourage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infringement and compromises its 
discovery. The complicity constitutes a passive mode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infringement 
which is therefore capable of rendering the undertaking liable in the context of a single 
agreement. ” Id. para. 84.

25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101年度訴字第1300號、第1320號、第1688號判決；最高行
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438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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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的行動加以回應，即構成加入涉案事業間之合意
26
。

惟應注意者，如果聯合行為還在單方邀請階段，尚可視為該競爭同業本身

的策略思考，或是對於市場情勢個別看法或主張。按此時聯合行為是否成局，

還在未定之天，個別廠商評估是否採取相同行動，雖然可能考量是否與提出要

約之競爭者共同聯手進行聯合行為，但仍有可能乃是自行衡量市場環境與未來

發展之後所為單獨決定，兩者不易分辨，尚難以判定前者發生可能性已超出後

者，而有相當之蓋然性，足以認定合意存在。但是如果同業已經達成聯合行為

合意，其他廠商知悉之後，對其本身打算採取調漲價格等不競爭或反競爭行為

時，同業扯後腿搶客戶的顧忌與風險降低不少，其重要性足以超越其他市場環

境因素。故此時是否跟進，同業間聯合行為將成為主要考量因素，市場局勢等

其他因素將會落居次要地位。換言之，在此廠商如果採行與合意內容相同的行

為，其意思事實上乃是選邊站，決定和同業共同約束彼此競爭，答應加入這項

聯合行為。對於此種情況，認定廠商乃直接透過行動，以意思實現方式加入既

有的聯合行為合意，應該相當貼切而不致過於寬泛。

3.合意之論證及其證據類型與證明強度
(1)兼有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之情形
兼有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的合意認定案件，應該如同其他一般案件的

證據證明方法，以直接證據為主，綜合間接證據，透過經驗法則與論理法

則證明待證事實。就實務案例而言，例如「臺中桶裝瓦斯案」
27
、「北部

瓦斯案」
28
、「自來水公司液氯招標案」

29
等，法院於判決中均未提及以間

接證據認定合意之證明方法，亦未表示要以合意是否存在為該案間接證據

共同的「合理解釋」或「唯一合理解釋」，而據以進行合意認定。這些案

件的合意認定，都是以聯合行為參與廠商的陳述紀錄等直接證據，輔以其

他間接證據或是基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推論，共同證明合意。此種處

26 Interstate Circuit, Inc. v. U.S., 306 U.S. 208, 226 (1939) ([W]e think that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is case such agreement . . . was not a prerequisite to an unlawful 
conspiracy. It was enough that, knowing that concerted action was contemplated and 
invited, the distributors gave their adherence to the scheme and participated in it).

27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訴字第3429號判決。
28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3年度訴字第722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617號判
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更一字第165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
1349號判決。

29 最高行政法院90年度判字第22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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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式應屬正確，在有直接證據之案件中，實無須仰賴以外觀一致行為等

間接證據作為基礎，綜合經濟理性、市場特性等因素一起評估有合意存在

明顯較為可能而證明合意存在。按此種純粹使用間接證據的證明方法，過

程相當迂迴，必須考量許多因素，對於有直接證據的案件而言過於繁複，

並無必要。至於「嘉義市液化石油氣案」
30
與「臺北地區車用液化石油氣

案」
31
，在判決中雖然揭示使用間接證據的證明方法，但是在實際進行合

意認定之時，卻主要還是倚賴直接證據來證明合意存在。此種前後斷裂跳

躍的合意證明方式，不僅令人感到錯亂，也徒增判決理由遭致誤解誤導的

可能性，不可不慎。

但在「水泥案」32中，被處分事業間既有以契約或協議方式限制彼此
事業活動者，也有透過第三人促成一致行為者，聯合行為次數多且形態繁

複；因此，據以證明或推定其合意所需的直接及間接證據亦相當多樣。

本案中，有以被處分事業間相互約束事業活動的契約、協議內容為直

接證據者，例如：「分別通知各家之水泥經銷商出席於高雄市蟳之屋海產

店集會，會中一致要求經銷商調漲袋裝水泥價格」；然而，其他證據則多

屬呈現聯合行為相應市場條件、實施方法及實施結果的間接證據，例如：

「水泥產業為一高度集中、需求缺乏彈性且價格資訊透明之市場，並面臨

整個產業之產能長期嚴重過剩，各水泥業者之產能利用率均明顯偏低之狀

況，加之以各水泥業者間有相似之產品製程與成本結構，所生產之水泥

產品又具高度標準化之特性」，「價格長期一致上揚僵固」，被處分事業

共同投資士新水泥以控制高雄港儲槽，防堵外國水泥業者Cemex於我國銷
售菲律賓水泥，與Cemex達成「暫時性市場共識」及「菲律賓協議」合意
共同限制菲律賓水泥進口至我國，與日本鋼鐵業者進行「訊息交換」協議

減少具有部分替代水泥效果的水淬爐石銷臺數量，藉由合意淘汰邊緣廠商

減少競爭，以及投資士新水泥所控制的儲槽低度利用等，其中，又有就減

少卡特爾成員使其彼此間更便於聯繫協調分配市場，透過共同投資士新水

泥作為資訊平臺並監督彼此，對於聯合行為得以成立並反覆發生的誘因機

30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字第1300號、第1320號、第1688號判決、最高行政法
院103年度判字第438號判決。

3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1072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413號
判決。

3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度訴字第652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611號判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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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加以說明者。上述據以推定聯合行為合意的「相當依據之因素」，幾乎

完整示範2015年公平法全文修正時新增的第14條第3項規範意旨，堪稱典
範。此外，本案亦係公平會第一件依行政程序法經聽證程序作成的行政處

分，其調查程序嚴密，取證及論理細膩，在行政訴訟程序中也一再獲得法

院判決採信，值得肯定。

(2)無直接證據，純粹透過間接證據之合意證明方法
在公平法104年第6次修法增定第14條第3項規定：「聯合行為之合

意，得依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

合理性等相當依據之因素推定之。」前，實務上，在無直接證據情形下，

即有利用間接證據之合理推論方法，證明事業間存有合意者。例如：在

「鋼瓶檢驗案」
33
中，一審及二審判決對於以間接證據推論證明合意，均

揭示規則如下：如市場上多數業者同時並且以相同幅度調整價格，然市場

上並無客觀之供需變化因素可資合理說明，應可合理懷疑及推定業者就該

次價格調整，存有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要推翻此項「推定」，需行

為人「合理說明」或證明，其價格之調整乃市場上客觀之供需變化因素所

致。
34

在該案件中，法院單純以「售價上漲，但市場供需因素並無變化」推

定廠商間具有聯合行為之合意，才有可能導致此結果。此時原處分機關公

平會完成其主觀舉證責任，推翻此推定之反證負擔移轉到涉案廠商身上。

(3)完成主觀舉證責任之條件及證明強度
國內學界對於證明合意之主觀舉證責任何時完成，舉證負擔何時移

轉至廠商一方，至今表達的見解似乎都較為模糊
35
。惟有鑑於主觀舉證責

任完成後，在廠商未能反證推翻的情形下將成為該待證事實之最終認定結

果，因此對於證據證明的各項要求，包括最終所需的證明強度、需要履行

的證明程序等，在主觀舉證責任階段應該必須悉數符合，方可認為負舉證

責任一方已經成功完成其舉證負擔，可以交由廠商舉反證駁斥之。此種界

定不僅符合主觀舉證責任在待證事實證明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地位，也唯

3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89年度訴字第2290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1798號
判決。

34 本案不是孤例，「嘉義液化石油氣案」(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438號判決)最
高行政法院判決理由段落，也存在相同的問題。

35 例如姜炳俊，聯合行為之規範，收錄於賴源河等，公平交易法新論，1994年11月
初版，頁26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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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此，方能確保最終認定結果無論在蓋然性或是證明方法方面，均符合

在證據證明層面應該遵循的各種要求，不致過度擴張合意合理推定之射程

範圍。

實務上對於合意是否存在最終應該具備的證明強度，出現兩套不同

的標準。首先是「合理解釋」標準，例如在「臺北地區車用液化石油氣

案」
36
，一審法院在判決中表示：依其他間接證據（如誘因、經濟利益、

類似的漲價時間或數量、不同行為的替代可能性、發生次數、持續時間、

行為集中度及其一致性……等），足以判斷事業間已有意思聯絡，且為其

外部行為一致性之合理解釋，即可認定事業間有聯合行為。

其次是「唯一合理解釋」標準，例如「嘉義市液化石油氣案」
37
一審

判決指出：倘……得以其他間接證據（如誘因、經濟利益、類似之漲價時

間或數量、發生次數、持續時間、行為集中度及其一致性等）判斷事業間

有意思聯絡，且為其外部行為一致性之唯一合理解釋，即可認定該等事業

間有聯合行為。

按同業獨立決定跟進的平行行為，至少在寡占市場中也是競爭同業一

致漲價行為各種合理解釋其中之一。如果採取前述「合理解釋」標準，在

合意存在是案內各種間接證據「合理解釋」其中之一，尚不足以排除平行

行為導致同業一致行為之可能性的情形下，即認定合意存在，不僅過於寬

泛而與案件實際狀況脫節，也完全忽視合意認定必須達到與平行行為足以

區辨的關鍵要點。

但是如果易弦更張，改採實務上出現的「唯一合理解釋」標準，則合

意存在必須達到全案所有間接證據「唯一合理解釋」的地步，方可認定合

意存在。徵諸寡占與非寡占廠商在市場中獨立採取平行行為的可能性，在

實際個案中似乎難以完全排除其存在之合理性與或然率。是以本標準對於

合意認定而言可能過於嚴格，並且忽視了廠商平行行為在現實世界的存在

可能性。

在104年公平法增訂第14條第3項之後，學者主張如果依照調查所得之
間證證據、經濟理性以及市場競爭原理等，推論合意存在已經有相當蓋然

3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1072號判決。
37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101年度訴字第1300號、第1320號、第1688號判決。本案二
審法院將兩種證明強度標準前後相互連結，整合為一，並未察覺其間之差異，見
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438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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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者，即可合理認定合意確係存在，無須達到唯一合理解釋之地步
38
。不

過也有學者在該次修法後持續採取唯一合理解釋之標準
39
。但如同前述，

現行法下無須達到唯一合理解釋之見解，並且認為適當的認定標準，參考

美國學說與實務見解，應係達到有合意存在比無合意跟進乃是更為合理

之解釋
40
，而且符合我國行政或民事訴訟程序其各自對於證明度的要求水

準
41
，即足以認定個案中涉案廠商間確有合意存在。

(4) 寡占市場中應較著重於事業有導致為共同行為之意思聯絡之事實證明
公平法第7條第2項對事業寡占市場之定義為：「二以上事業，實際上

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具有前項規定之情形者，視為獨

占。」亦即寡占市場中，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乃其市場之特有現象而為

其特徵。蓋寡占市場中，理性之企業經營者考量市場之競爭結構，認知彼

此市場力量勢均力敵之情況下，尤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在品質上亦相差不

大之情形，如一方意圖擴張其市場版圖而調降價格發動價格競爭，他方為

維護其市場不致因本身價格較高而趨於競爭劣勢，必然亦同幅度或甚更大

幅度調降價格作為反撲以扳回市場。而最先調降價格之一方，見他方以更

大幅度調降價格為競爭時，為達到其原來意圖擴張市場版圖之目的，其價

格將被迫再作更大幅度調降，而他方如再作類似反應調降，如此價格競爭

循環下去，價格將趨愈低、而使彼此利潤愈形減少，終致兩敗俱傷之結

果。故在寡占市場之事業認知此種價格競爭對彼此並非有利，故其不為價

格之競爭，乃其理性之正常反應行為。因此於一方因市場供需因素率先調

高價格時，他方若不作同幅度調高價格，將有被誤為係乘機利用原來較低

價格作價格競爭以圖擴張市場之嫌，因此為避免產生如此誤會而引起會造

成兩敗俱傷結果之價格競爭，在大多數情形，他方亦將同幅度或相近幅度

調高價格。故在寡占市場上，若一事業有率先調整價格之行為，其他事業

38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三冊》，2017年6月初版，頁142-143。
39 汪渡村，公平交易法，2016年6版，頁91-92。
40 CHRISTOPHER L. SAGERS, ANTITRUST 177 (2d ed. 2014).
41 我國對於訴訟上蓋然性標準，似乎尚無統一見解；顏雅倫，聯合行為之合意推定
─美國反托拉斯法之比較法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27卷第1期，2019年1月，頁
100-101。有論者認為在行政訴訟中達到高度蓋然性（或然率約75%），在民事
訴訟中達到蓋然性（或然率超過51%）標準即可，可資參考；蔡孟佳、鍾佳純，
論聯合行為合意之證明─以間接證據之證明與操作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17
卷第4期，2009年10月，頁5-13；吳庚，行政爭訟法論，2014年9月修訂七版，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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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常跟隨作相同或相近幅度之調整價格，此種現象被稱為「價格領導或跟

隨行為」或「有意識之平行行為」，法律上認為其乃寡占市場之競爭結構

使事業須作如此之理性反應，並不認為違法。

從而在寡占市場上，2家或3家寡占事業就其商品或服務在市場上之價
格為同樣調高或調低、或採取相同價格之現象，究竟屬於寡占市場競爭結

構使然之理性反應之「有意識之平行行為」，抑或基於業者為聯合行為

合意之結果，在欠缺有關合意之直接證據下，單純依第14條第3項規定：
「聯合行為之合意，得依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考量、

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當依據之因素推定之。」而僅於客觀市場狀

況、經濟合理性等「經濟性證據」之提出及據此為推論，有時會有不足。

此時區分二者之關鍵，即在於市場價格事實上趨於一致之行為是否基於

「意思聯絡」，亦即事業有導致為共同行為之主觀意思聯絡證據，例如相

關人員曾經聚會、有常接觸之平臺、交互持股或彼此擔任他方董監事；敏

感性資訊之傳遞、交換及取得等事實之證明上應為重點。

在「超商現煮咖啡案」
42
中，全家便利商店公司（以下簡稱全家公

司）於100年10月 4日發布新聞稿為因應鮮乳價格將調漲，宣布調漲各品項
含乳現煮咖啡價格5元。其後統一超商公司、萊爾富公司、來來超商公司
亦陸續調漲各品項含乳現煮咖啡價格5元。 公平會經一個月之調查，認為
鮮乳為拿鐵及其他含乳現煮咖啡之重要成份，產製比例依咖啡之冰熱、容

量大小及配方而互有差距，且各家連鎖便利商店所使用鮮乳品牌、規格、

進貨價格、品質亦有差異，而該等鮮乳將調漲之訊息內容並未包括調漲日

期或上漲金額，然該4家連鎖便利商店卻對於48種不同含乳現煮咖啡均完
全一致調漲售價5元，又一致性不調漲不含乳之美式咖啡。而該4家連鎖便
利商店卻無法提出鮮乳漲幅反映至各品項含乳現煮咖啡恰巧均為5元，且
恰與競爭對手一致之資料及說明，而推論彼等價格平行變動係出於聯合行

為之合意，且該4家連鎖便利商店之市占率合計在80%以上為寡占市場，其
行為已足以影響「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市場」之供需功能，構成聯合行

為。

最高行政法院就本案裁判之見解前後不一，第一次審理時，認為原處

分以「連鎖便利商店有提供多元化商品及服務、密度普及、全日營業、可

42 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251號判決、103年度判字第19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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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性高」等特點，而界定「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為一相關市場，尚

無違誤。且認為原審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間接證據推論該4家業者間存有
「合意」一致提高價格客觀行為，須達到「唯一合理解釋」之程度要求

過高，並認為得「合理推定」即足，其證明不須達「沒有合理可疑」之程

度。

然於第二次審理時，改變其原來見解而維持更審法院之判決，認為公

平會之上訴無理由而以判決駁回。且在相關市場之界定方面，認為無論是

在連鎖咖啡業者、餐飲速食業者、一般咖啡專賣店，或大賣場、超級市場

與商店所提供之現煮咖啡，均可符合消費者對現煮咖啡之需求，而具有高

度相互替代性。然上訴人根本未進行任何SSNIP測試（假設性獨占者檢測
法），亦未經市場實證之情形下，僅依書面資料於短期之內即逕行界定

「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為本件之產品市場，尚嫌速斷。又認為本件

被上訴人全家公司率先為調漲含乳現煮咖啡價格，其他被上訴人透過公開

透明之價格可觀察到被上訴人全家公司調價行動，即可迅速應對、追隨、

漲價，被上訴人全家公司調漲之行為即無客戶流失之疑慮。至於被上訴人

等成本結構不同，卻能於相近之時間調整相近價格，本來就是寡占市場廠

商出於平行行為之正常現象。而系爭商品同質性高、現煮咖啡市場價格公

開且透明、銷售係屬零售而非大宗買賣、產品內容單純且具有替代性等因

素，可以證明被上訴人等不須存在任何意思聯絡，透過一致漲價之平行行

為即可自然發生。

並強調原判決認上訴人所提出聯合行為意思聯絡之相關事證（從鮮奶

成本、生產現煮咖啡所需使用咖啡豆、耗材、人工、咖啡機等成本、調漲

作業期間、新聞稿之發布、促銷活動準備期間等多項間接證據觀察），尚

不足以合理推定被上訴人等調漲現煮咖啡售價之外觀上一致性行為，係出

於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等情，並非將舉證責任轉換由上訴人負擔，而係認

被上訴人等之價格調漲行為具有高度的經濟合理性，其平行行為結果的發

生，並不需要依賴被上訴人彼此間存在有事前合意或意思聯絡，可認系爭

調漲行為係被上訴人等各自根據市場狀態及競爭對手行銷策略，基於其經

濟合理性及利益最大化之追求，在獨立的意思決定下所為的經濟行為，要

屬有意識之平行行為，應排除聯合行為之適用等語，並無違聯合行為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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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之舉證原則。
43

從本案判決
44
中，可以看出法院認為在寡占市場中即使不須達到「唯

一合理解釋」之程度，但要「合理推定」事業間外觀上一致性行為，係

出於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者，至少應就有「主觀意思聯絡之事實」加強論

證。僅提出市場狀況、系爭商品之特性、成本及利潤之分析、事業行為之

經濟合理性等「經濟性證據」推論，尚有不足。

同樣為寡占市場之情形，在「長德金頻道有線電視案」
45
，高等行政

法院判決循比較法上「互為一致之行為」概念，認定促成聯合行為的「合

意」存在。由於長德與金頻道2家系統業者之間，有交叉持股及員工擔任
對方董事情形，可以透過股東會、董事會等場合交換訊息，且有鑑於2家
系統業者以往曾經彼此削價競爭，被認為「具有高度勾結之可能性」；法

院推定：藉此溝通平臺可達成「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即事實上

可導致共同行為。此外，高等行政法院再輔以被處分事業在特定社區容

任對方利用自己所鋪設纜線，「長達5年無償提供競爭對手之原告長期使
用，竟未提出異議，實有違常情」，以及所屬企業集團在其他地區亦有

43 對本案判決之批評，認為事實上尚有下列疑點，未予澄清：(1) 業者何以作公告
或預告其調價之訊息？其作用及真意為何？尤其為領導漲價之事業係該寡占市場
之第二大事業，其市場力量約僅及第一大事業之一半，其率先漲價難免擔心第一
大事業乘機侵奪其市場之風險，因此有極大可能係以公告或預告其調價之訊息為
「意思聯絡」，希望能獲得其他事業之認同，採取一致性漲價行為，何以不能因
此「合理推定」其為「意思聯絡」？(2) 何以其他業者在相近時間內即作出一致性
行為？如係基於寡占市場結構使然之理性價格跟隨行為，則就其何時及如何決策
為價格跟隨有無提出相關事證？尤其力量遠大於率先漲價事業之第一大事業更須
說明為何須作同幅度之漲價行為而不作不同幅度之調價或其他競爭對策？ (3)居於
寡占市場之4家便利商店，於系爭商品「含乳現煮咖啡」以外之民生重要商品，
有價格調整時，業者是否都有預告調整價格訊息之慣行，並作理性之價格跟隨行
為，不為價格競爭？有無提出相關事證？如未能提出相關事證佐證，或主張其他
商品有作價格競爭行為，則何以單就「含乳現煮咖啡」須作價格跟隨行為？即負
有應提出合理說明之義務。見廖義男，夏蟲語冰錄（一ＯＯ）-寡占市場之平行行
為或聯合行為之區分及判斷--從行政法院之相關裁判觀察，法令月刊，第67卷第5
期，2016年5月，頁119-120。

44 最高行政法院在「超商現現煮咖啡案」與其向來多數判決所持看法不同，後來在
「鮮乳案」（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294號判決），即不再輕意認定寡占市
場之一致性行為係有意識之平行行為。

45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度訴字第4482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036號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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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結合遭處罰等事實，推定係「欲達成分享利潤及互不為競爭行為之目

的所致，被告依此認係原告與金頻道公司從事聯合行為之事證，亦屬有

理」。高等行政法院又參酌被處分事業「互不跨越復興北路、健康路接受

收視之請求；復參酌金頻道公司將收視戶讓給競爭對手之原告，而留下原

有的轉頻器及標記，具有互為一致性行為之特徵，2家事業在寡占市場中
之行為狀態，無其他合理解釋或理由可以說明其為有意識的平行行為」，

排除被處分事業彼此行為一致的其他合理解釋可能性，藉以強化其認定

「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成立，且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的理由依

據。

本案高等行政法院上述見解，符合比較法上「互為一致之行為」概念

認定通例，亦符合修正後公平法規定文義，且針對系統業者間聯合定價、

分割地理市場等「惡質」卡特爾，疊加考量多項「附加因素」。此外，

高等行政法院特別指出：被處分事業「…並自88年1月起調漲收視費，違
反公平法第14條規定，經被告處分在案，是為規避公平法規範，原告與
金頻道公司縱有所決議，亦不會留下任何書面之協議」，據以肯認原處分

機關「因之未查獲渠等股東會或董監事會議紀錄出現合意之證據，即非無

可能」，從而轉以間接證據及經濟合理性推定「合意」成立，符合比較法

上關於「暗默勾結行為」理論，值得注意。至於最高行政法院另以網路完

工圖記載對方名稱，互相交叉持股，兩家公司所屬集團前已有違法聯合先

例，被處分事業曾以不實理由（無法安裝線路）及無理要求收取裝機費用

方式變相拒絕客戶上門，被處分事業均逐年調高至收費上限每月550元、
兩者均拒絕大樓管理委員會協商收費之要求，上訴人與金頻道公司自90年
之後同時開始轉虧為盈不合常理等情形為間接證據，推論被處分事業之間

有聯合行為合意，符合「附加因素」證明方式。

(5) 認定係公會或團體行為之條件及會員應歸責之條件及其證明
按若認為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為系爭聯合行為之主體，則需認定有無

同業公會或該團體本身之聯合行為合意。而若認定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之

會員為或併為聯合行為之主體，則需證明為該等會員間之聯合行為合意，

並需進一步探究若無同業公會之章程或決議存在時，個別會員之意思聯絡

情形，以及若同時有同業公會之章程或決議存在時，該等會員間是否具備

獨立於決議以外之合意，或以各該會員實行聯合行為作為該等會員聯合行



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分析-以聯合行為為例 131

為合意之證明等問題
46
。

公平法104年第6次修法時另增訂第43條，規定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違
反公平法規定者，主管機關得就其參與違法行為之成員併同罰之，但成員

能證明其不知、未參與合意、未實施或在主管機關開始調查前即停止該違

法行為者，不予處罰。該條之立法目的乃是為避免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之

成員藉該組織遂行違法行為卻脫免法律責任，明定得對參與違法行為之成

員予以併罰，以收嚇阻及制裁之效，以解決過往實務多僅以同業公會為聯

合行為主體，而未論斷個別成員是否亦為聯合行為及其等有無聯合行為

合意等弊病。依據公平法第43條之規定，即令已認定同業公會從事聯合行
為，至少亦得以同業公會成員實施聯合行為一事認定該等成員之聯合行為

合意。

決議一般只需多數決即可成立，並不要求全體一致同意，決議的效力

亦係透過法律、章程或規約而適用於全體會員，概念上實與嚴格意義之

「合意」有別。但我國學者於公平法制度伊始即多認為需採目的性擴張解

釋「其他方式之合意」此一要件，而將決議納入
47
。公平法第14條第4項所

定之決議或其他方式，只要能歸為同業公會之意思而屬同業公會之行為，

其內容涉及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

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不論有無法律拘束力，解釋上均

能構成同業公會之聯合行為合意。除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

以外（章程制訂亦係透過決議為之），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尚有何等「其

他方法」該當聯合行為之合意，頗有爭論，此一問題在國內文獻中常列於

聯合行為主體之討論中。實務上比較常見之類型為公會內部組織之會議決

議，甚至是理事長、常務理事等人之行為，是否能歸屬於同業公會，而公

平會多半寬鬆據此認定此為同業公會之行為。學者見解則多認為若係經同

業公會明示或默示授權所為的內部組織、理事長或理監事行為，或以同業

公會名義召集之各類會議做成決議並以公會名義對外發布，均可認為係屬

46 關於此一問題的討論，可參照蘇永欽，同業公會聯合行為的處分對象，收錄於氏
著「跨越自治與管制」，1999年1月，頁95以下；吳秀明，聯合行為理論與實務之
回顧與展望，收錄於氏著「競爭法制之發韌與展開」，2004年11月，頁27-29，元
照，初版1刷；該等文獻係從聯合行為處分對象之角度出發，而非從合意角度分
析。

47 吳秀明，前揭註，頁51；蘇永欽，事業團體的聯合行為，政大法學評論，第44
期，1991年2月，頁216：姜炳俊，聯合行為之規範，收錄於賴源河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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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公會之行為；然同業公會內部單位或組織、理事長或常務理監事個人

未經同業公會授權之行為，則不能視為同業公會之行為，而應直接論斷個

別事業是否為聯合行為之主體
48
。

(i)  在「臺灣麥粉公會案」49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定本案之聯合行為主體

與聯合行為之方法時，指出本案臺灣區麥粉工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為
「臺灣麥粉公會」)係由其下轄之「聯合採購業務暨加工技術委員會及
聯合採購業務組」等對外無代表性的內部組織召開會議，由參加會議之

會員廠以協議方式達成合意，將決議內容通知各會員廠遵守，公平會與

行政法院也均據此將臺灣麥粉公會認定為本案之聯合行為主體。雖不論

是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或最高行政法院均未詳細論述本案之聯合行為合意

為何，但既然臺灣麥粉公會為聯合行為主體，則本案聯合行為之意思聯

絡或合意型態應為臺灣麥粉公會內部組織所召集會議之決議。且雖然該

等內部組織並非會員大會或理監事會議，但應可解釋為有臺灣麥粉公會

之默示授權，最後決議內容也以麥粉公會名義發送給所有會員廠，臺灣

麥粉公會也確曾召開全體會員廠開會討論年度預定進口量，再加上本案

所涉之最初公平會聯合行為許可，亦係由臺灣麥粉公會提出申請，故公

平會與行政法院以臺灣麥粉公會為聯合行為主體並據此審酌相關之決議

內容，尚無不當。僅餘之爭議，應在於本案僅論處臺灣麥粉公會而未及

所有執行決議內容之會員事業，在法律解釋適用及執法政策上是否適

宜。

若僅以臺灣麥粉公會為聯合行為主體，依據本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

定之事實，臺灣麥粉公會透過其所屬之採購業務組提出配額表方案，並據

此實施分配，臺灣麥粉公會於採購作業上，尚有所謂「庫存量撥補表」並

依此為庫存撥補，以協調各廠申報數量與實際庫存量，據以決定配船之進

48 相關討論可參照吳秀明，前揭註，頁29-33；蘇永欽，事業團體的聯合行為，政大
法學評論，第44期，1991年2月，頁214；周淑萍，公平交易法對事業團體規範之
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6卷第2期，1998年4月，頁81以下；蕭文生，同業公會聯
合行為之處分主體，收錄於單冀、羅昌發、蕭文生、吳秀明主持「聯合行為構成
要件之研究」，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87年度合作研究報告，1998年5月，頁37以
下；毛書傑，同業公會與聯合行為，公平交易季刊，第23卷第3期，2015年7月，
頁113-119。

49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字第1484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505號判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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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量，使庫存量者較多者得降低進口量而無須削價競爭，庫存量少者也不

會斷料。本案所涉之合意內容（即進口總量管制、配額分配與會員間廠庫

存撥補管理）相對明確，為合意協調、限制與分配水平競爭事業之商品

進口數量，進而影響到各會員廠之國內銷售量與麥粉價格，亦有直接事證

（包括臺灣麥粉公會承認製作相關表單、多家麥粉廠到會陳述）存在，逾

越公平會原以當時之公平法第14條（現15條）第5款「為加強貿易效能，
而就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者」許可聯合採購合船裝運小麥的範圍

（許可內容僅限於臺灣麥粉公會之會員廠辦理進口量登記、共同議價開標

及共同裝船進口，且公平會於許可時同時要求臺灣麥粉公會不得利用許可

從事其他聯合行為），以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當時制訂現已廢止之「申請

小麥進口辦法平准基金作業程序」並未賦予臺灣麥粉公會協調各會員業者

小麥進口量之權限等情事，均甚為顯明。

(ii)  在「花蓮砂石公會案」50
，本案實際上並未查得任何原告花蓮縣砂石商

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為「花蓮砂石同業公會」)關於本案所涉聯合行為
之章程、會員大會或理監事會議決議，其外觀實際上僅有花蓮砂石同業

公會前後任總幹事或理事長以及東砂公司、聯管公司之行為，因此衍生

總幹事或前後任理事長之主導行為，究竟是否屬花蓮砂石同業公會之行

為等爭議。就此，公平會的主要理由包括花蓮砂石同業公會擁有東砂北

運之核章權，進而得決定砂石業者能否享有使用碼頭價格之相關優惠，

再搭配相關事業之一致性陳述內容與會議討論相關文件資料，認定花蓮

砂石同業公會從事違法聯合行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則是逕以有證人指

稱相關土石專用區配料明細、繳款金額等各東砂北運業者之配料數量及

土源進料之成本資料，均係由花蓮砂石同業公會製作，或其前任之總幹

事所為而應視為花蓮砂石同業公會所為，至於相關行為有無經過會員大

會、理、監事會議決議、有無做成書面會議紀錄、會員是否一致遵守則

可不論。

惟公平會與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均未仔細申論花蓮砂石同業公會前後任

總幹事或理事長之行為，是否經花蓮砂石同業公會明示或默示授權，論理

實有欠缺。細究本案事實顯示，系爭聯合行為歷經前後任總幹事與理事

長，可見該等總幹事與理事長係本於其於花蓮砂石同業公會所擔任之職務

50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3年度訴字第2213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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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主導行為，且因花蓮砂石同業公會擁有東砂北運之核章權，憑藉此等

公會資源與權力，再配合相關事業指稱系爭聯合行為乃由花蓮砂石同業公

會發動等證述，使得該等總幹事或理事長之行為事實上等同於花蓮砂石同

業公會之行為般對會員有事實上、經濟上的拘束力，從公平法規範目的而

論，認定花蓮砂石同業公會以「其他方法」為拘束事業活動之行為，尚無

不當。

然而，論其實際，本案關於各業者東砂北運砂石銷售之數量、比例、

花蓮港碼頭砂石交貨價格及增收裝卸規費中之碼頭調度使用費，以及會員

調漲下游買賣砂石業者調漲砂石價格等事證資料甚為明確，除有一系列表

格資料，並有花蓮港碼頭承租業者、砂石聯管公司、東砂北運砂石業者、

下游需求客戶、東砂公司等相關人等之明確證述，再者本案因無會員大

會、理、監事會議之決議，無決議吸收參與決議之會員的意思，再加上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中：「…按合意後是否遵守配合該限制競爭之合意，

並不影響其聯合行為之成立，….有無構成聯合行為之違反，須視有無聯合
行為合意之具體事證存在，尚不能執合意後未配合約定價格之行為，即稱

其並無參與聯合行為之客觀事實存在，否則，公平法聯合行為之規範目的

將無以達成」等語， 適用於會員參與或實施聯合行為的判斷上更為適宜，
依據本案既有事證資料，實可進一步認定參與及配合系爭聯合行為之個別

會員事業的聯合行為合意及其違法聯合行為。

(iii)  在「珠寶公會金飾案」5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本案中，認定當時之

公平法第7條第4項（即現行法第14條第4項）中所稱之其他方法，包括
同業公會內部組織或會議決議採取一致性行為、發函予會員，或同業

公會之代表人或代理人(理事長)以同業公會名義對外通知或公告周知之
行為均屬之，與過往實務見解相符。且本案原告臺北縣金銀珠寶商業

同業公會(以下簡稱為「北縣珠寶公會」)之發函或公告內容涉及約束會
員飾金最低銷售價格而落入公平法第14條第1項之範疇，不能以爭議會
員可能設有不實廣告或其他違法行為置辯，亦無疑義。惟本案並無與

公會相關之任何決議，僅有公會名義之對外發函、通知、簡訊傳送建

議價格以及理事長及理事等以電話或派遣幹部親訪等「其他方法」，

但並無會員飾金銷售價格均一致或上漲的現象，縱多數會員的飾金銷

5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字第503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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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價格均高於黃金盤價(成本價)，亦有其等係基於獨立商業判斷的正當
理由。此正凸顯同業公會涉及聯合行為之案件，亦有並非逕行論斷同

業公會之會員為聯合行為主體即可解決的案件，同業公會確實可能有

獨立於其會員而應予追訴之行為存在，然公平法現行條文就同業公會

聯合行為之規範方式，確實使一般適用於事業之聯合行為合意規定欲

適用與解釋於同業公會之「聯合行為合意」，不無牽強與難以符合文

義之處，已如前述分析。

(三)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認定標準
本研究發現，迄今為止，法院判決對於公平會有關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

要件之主張，於絕大多數情形，並未加以挑戰，而於少數法院未能接受公平會

有關本項構成要件之說理者，大多是因為公平會本身對相關市場界定錯誤，導

致計算聯合行為主體僅有過低的市場占有率，而無法為法院所接受 ；或是因為
公平會所提出之資料與其本身主張不相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導致法院無法採

用該等資料，認定足以影響市場功能要件之存在與否 。不論何者，主要原因皆
起源相關市場界定本身的困難性，以及因此所導致的市場占有率之計算。

實則，不僅是被法院判決所未採納者，縱令是同意公平會主張的法院判決

中，亦不乏因其市場占有率過低而於外國競爭法之比較上，根本不應認定存在

市場力者。為解決此種因市場界定錯誤導致市場占有率過低而依舊認定有足以

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疑慮，公平會及法院實務運作引進所謂「質」、「量」標

準分析。

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臺南連心會案」
5 2
更審判決中，奠定下此種

「質」、「量」標準分析之理論基礎。判決如此說明：「被告以事業市場占有

率之總和一般固為主要之判斷因素，亦具有相當說服力，惟不宜一概以市場占

有率為判斷依據，而置合意之內容於不顧之認定原則，於法無違，職是，被告

進而認定本件之情形，屬美國法所稱之『統一定價』，本不待市場定義，即可

認其為當然違法；又……連心會成員48家約占臺南地區5.6％，其在『量』的
方面已超過5％之範圍，在『質』的方面係屬核心限制競爭手段排除之統一定
價，亦均達違法標準，綜合判斷原告等之行為足以影響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核屬有據。」然而，此時所謂的「量」的標準，根本不是違法性判斷的考量

5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0年度訴字第4423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1336號
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2年度訴更一字第118號判決。



第 26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36

因素，而僅是形式的存在。此一問題點，於「中部砂石案」
53
中，更加凸顯，

該案中系爭業者之市場占有率僅有1.71％，但仍因其為價格聯合的惡質聯合行
為，而以「質」的標準，認定其違法。

縱令肯定市場占有率並非判斷是否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的唯一要素，但

上開如此微小的市場占有率，實無法同意其滿足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要件之

要求。公平會及法院實務運作誤解了歐盟及德國競爭法將價格聯合等惡質聯

合行為排除於微小不罰之適用範圍外的真意。歐盟及德國法制的規範意旨，乃

是鑑於價格聯合等「以限制競爭為目的之協議」的惡質聯合行為，因其行為惡

性本質使然，無須就其市場效果之「量」的問題詳加探討，即可做出違法的結

論，故不需要進行所謂「量」的標準之分析，也沒有所謂「量」、「質」分析

綜合衡量、判斷之必要。若此，則未來於有關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要件的適

用上，或有必要參考美、歐競爭法上針對價格、數量、市場分割、圍標等惡質

聯合行為，或以當然違法方式、或將之歸類為「以限制競爭為目的之協議」類

型，進而認定其行為本質即內含有實質限制競爭效果，從而其違法性判斷就毋

庸再對該聯合行為整體是否擁有市場力加以檢視。

特別是，在我國實務上被認定為違法聯合行為者，絕大多數幾乎皆為價格

聯合的情況下，外國競爭法制上的當然違法、「以限制競爭為目的之協議」的

規範方式，更具有其重大的參考價值。倘若未來公平會及法院願意接受該等外

國法制之實務運作方式，則不僅公平會將因此而節省為調查、界定、計算相關

市場及其市場占有率所投入的龐大人力、物力資源，而可將該等資源轉而投入

愈來愈為困難的「合意」證明上；甚者，如此作為更可迴避於處分理由、判決

理由之說明中，出現前後處分、判決理由相互矛盾之情事、甚至於同一處分理

由、判決理由中出現前後敘述自我矛盾的謬誤，令處分書及判決書更能夠論理

邏輯一致，而具有更大的說服力。

此外，公平會處分或法院判決於分析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要件時，於系

爭案件涉及上、下游業者之情形，時而忽略我國公平法聯合行為規範之對象，

僅限於水平聯合行為，而不及於垂直交易事業間的聯合行為類型，從而會將

市場效果之分析，擴及於上游或下游市場，以該垂直的上游或下游市場競爭受

到影響，作為其認定水平競爭亦因此而受到限制。例如，在著名的「中油台塑

5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5年度簡字第127號行政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簡上
字第4423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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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54
中，法院判決曾有下列敘述：「原告與台塑石化公司預告批售價格之結

果，不僅造成水平競爭同業之批售價格齊一，更因其預告調整批售價格之後，

大多數加油站業者即同步、同幅調整零售牌價，限縮加油站業者競價空間，終

至影響消費者權益，是在水平及垂直競爭上，預告調價已實質減損市場競爭機

能。」

又直接引進垂直競爭概念者，則為「臺中桶裝瓦斯案」
55
，判決如此說

明：「液化石油氣垂直銷售階層，理應經銷市場及供應市場之先後開放，致雙

重水平競爭所帶來之利益，垂直反映到促進下游分裝市場及分銷市場之競爭，

此即市場垂直競爭之效果。」此種關注上、下游業者間獲利分配不均的「垂直

競爭」概念，並無助於水平競爭是否受到實質限制之分析，且「垂直競爭」概

念或許於經營學上，有其功能或角色所在，但對於將市場競爭限定於水平競爭

之公平法規範理念及方式而言，引進「垂直競爭」概念只是治絲益棼。    
(四)銷售金額連動型之行政罰鍰
關於銷售金額連動型行政罰鍰之爭議，截至本研究計畫開始時，行政法院

尚未對之有判決結果出爐，故目前尚無法探究行政法院的審理態度與標準。然

而，單就法律適用而言，公平法既然允許就特定情節重大案件予以重罰，額度

甚至可達年度營業額的10%，以期達到有效嚇阻的效果，則為使被處分人就天
價般罰款得以心服口服的話，公平會更應該在情節重大及罰鍰審酌事項中，予

以充分說理並提出相關事證，只是將罰鍰相關法條的內容予以概括羅列而未詳

加說明或涵攝，即有可能落入「判斷濫用」或「裁量怠惰」之嫌，並且讓被重

罰之事業不知如何答辯，亦有違悖正當法律程序保護之疑慮，而面臨行政法院

的挑戰。

過去，在引進情節重大加重處罰之立法之前，實務上對於罰鍰的處分理

由，曾適用「裁處罰鍰額度參考表」作為罰鍰金額的處分依據，此一參考表實

有具體化罰鍰考量事項的作用，主管機關亦須依參考表的細項，詳加說明其事

實，並提出相關事證。不過，鑑於此一參考表的內容過於僵化，相關因素的評

分也過於硬性、欠缺彈性，導致在行政法院審理過程中，備受挑戰與質疑，導

致處分案頻被撤銷，影響到處分的安定性及執法的威信，從而，引發此一裁罰

參考表存在價值的省思，幾經檢討之後，終決定廢止之，而回到過去多數一貫

54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4年度訴字第2390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92號判
決。

55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度訴字第3429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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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法，即以羅列相關處罰條文，抽象概括說明其計算基礎的方式，在法定裁

處權限內，處罰一定的金額，而這樣的處理模式，到了行政法院，大多獲得維

持，認為並無裁量濫用或裁量逾越之情事
56
。不過，這樣的作法，使得被處罰

事業往往無法從處分書中得知被重罰的依據何在，產生難以進行訴訟上抗辯的

結果，尤其是對於重罰之案件，是採用銷售金額連動式罰鍰時，會有裁量怠惰

之嫌。雖然，近年來有部分案例於處分理由中針對罰鍰部分為進一步說明
57
，

但仍屬少數，然而，如果有採取這樣作法者，在高等行政法院的審理中，即會

獲得高度的評價，在「南部廣告藥品聯誼會案」
58
中，公平會即依施行細則羅

列事項，一一詳加說明，並佐以相關事證，故高等行政法院認為本案審酌系爭

聯合行為的危害程度、參與者的資力、違法歷史及犯後態度，並針對主導者予

以重罰，復考量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部分，對交易秩序之

危害程度及持續期間，於在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以及行為人既

長期處於同一產業，對於先前其他同業違法聯合被罰一事顯應知悉，卻仍以身

試法，其情節惡性明顯較前案為重等因素，故公平會對本件罰鍰之裁處，業已

視各違章行為人之違章情節的不同，審酌一切情狀後，於法定罰鍰額度內課處

罰鍰，尚無裁量怠惰、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之違法情事，自屬合法，且無悖於

比例或平等原則之情形。此一作法，亦獲得最高行政法院的支持
59
。

上述具體論述罰款依據的作法，實際上是比較接近歐盟執委會對於罰鍰金

額決定的處理方式，故於銷售金額連動型行政罰鍰數額的重罰決定上，更應值

5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訴字第1733號判決（瀝青漲價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年度訴字第1072號判決（臺北地區車用液化石油氣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年度訴字第573號判決（鮮乳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字第1300號判
決、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438號（嘉義液化石油氣案）。

57 如：公處字第107027號處分書中表示：審酌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圍標行為，屬價
格聯合行為；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期間為2年；中港公司自105年1月至106年
12月因違法行為之所得利益；中港公司104年、105年營業額約○○億餘元、德隆
公司104年、105年營業額約○○億至○○億餘元；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違法後悛
悔實據及配合調查態度一般等情狀後，爰處新臺幣50萬元及10萬元。公處字第
108044號處分書中表示：綜合審酌被處分人限制會員報價屬價格聯合 為； 為期間
自105年持續迄今；配合調查態度及所屬會員之市場地位等因素，爰處新臺幣40萬
元。公處字第106039號處分書中表示：審酌本案違法 為之目的並非為使會員獲得
超額利潤、於調查過程中充分配合且主動提供事證資料，及被處分人之市場地位
等因素，爰處新臺幣20萬元罰鍰。

58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度訴字第2058號判決。
59 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裁字第3367號裁定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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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參考，以顧全被罰事業的訴訟權保障，並穩固處分案的堅實基礎。雖然，

我國公平法對於情節重大之聯合行為的罰鍰，其入場費直接以年度銷售金額的

30%作為基準，再佐以加重或減輕事由的調整，不同於歐盟規定，是所有違反
歐盟競爭法的行為，都可以適用，而在30%的限度範圍內，有其裁量空間，從
而，我國法在適用上，情節重大要件判斷的一致性及可預測性，在相關論述的

架構上，更形重要。

此外，歐盟執委會對於罰鍰決定的作法，亦值得借鏡，即先將相關規定及

原則等大前提予以羅列，接著進入小前提的認定，將案件相關事實予以解釋適

用及涵攝，並以所獲數據資料加以支持，如詳列各事業涉案行為的年度銷售額

或違法行為期間的年度平均銷售額、違法行為的起迄期間，如數據資料涉及保

密必要時，也會進行保密處理，再依違法情節定出比例，算出各事業的基本數

額，此一作法，於我國情節重大案件之認定上，值得效法。此外，若有調整之

加計或扣減等事由者，則再一一說明之，如有寬恕減罰事由者，亦會依序詳加

論述，最後，則是在總銷售額10%的限度內得出具體確切的罰處金額結論。
最後，對於同業公會的違法聯合，如何適用情節重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計算

辦法，則有疑義，蓋因同業公會本身並未有任何的營業收入，當其作為被處分

主體時，如何適用銷售金額連動型罰鍰，易有解釋上爭議，對此，歐盟「罰款

決定方法指導原則」規定以其成員們的銷售總和，作為事業團體違法行為之獲

利，此點可供我國法參考，並予以明定，以杜爭議。

三、實務操作應注意事項之建議

(一)聯合行為主體之判斷
1. 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關係企業集團中，從屬公司與控制公司經營相同業務而
有競爭關係者，若從屬公司受控制公司之指揮而共同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

時，其間不能認為有聯合行為之「合意」存在。又從屬公司受控制公司之指

揮，參加與他事業為聯合行為之作成者，該控制公司應為聯合行為之主體。

換言之，判斷關係企業集團中之事業為聯合行為主體時，不能僅從形式上之

行為主體作判斷，而應依實際為該行為之決策者作判斷。若從屬公司自主加

入聯合行為，雖其控制公司亦為該聯合行為之參與者，並不影響從屬公司亦

為聯合行為主體之認定，亦即此時從屬公司及其控制公司均為該聯合行為之

主體。

2. 同業公會或事業團體社員大會或理監事會以外之內部組織決議或理事長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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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而聽任其以同業公會或事業團體名義對外發文予全體成員遵守者，解

釋上，可能被認為有同業公會或事業團體之「默示授權」；或屬第14條第4項
所稱「其他方法」，而使同業公會或事業團體成為聯合行為之主體。反之，

若理事長個人以其理事長名義通知會員參加會議而非在召集會員大會者，則

該會議中縱有涉及約束會員事業活動之決議，並有參與會議之會員配合該決

議之行為，並不能使同業公會或事業團體成為聯合行為之主體，聯合行為之

主體應為參與作成該決議之各個會員。

(二)合意之成立及其證明方法
1.以「在場未發言」並不能作為其未參與「合意」之有效抗辯。
2. 事業經他事業傳遞有促進作成聯合行為作用之敏感資訊等意思聯絡後，有證
據顯示其有實現聯絡意思內容之行為者，可以解釋為係以「意思實現」方式

與該先前傳遞訊息或為意思聯絡之事業達成合意。

3. 有直接證據足以證明有合意存在者，實無須再仰賴以外觀一致行為等間接證
據作為基礎，以免裁決理由遭致誤解之可能。

4. 以間接證據證明合意存在之證明強度，無須達到「唯一合理解釋」之程度，
適當的認定標準，應係達到「有合意存在比無合意跟進乃是更為合理之解

釋」之程度即足。

5. 僅就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
等因素之數據（經濟性證據）所為之推論，有時不足以區分寡占市場中事業

外觀上價格調整一致之行為，究係有意識之平行行為（價格跟隨行為）或為

價格之聯合行為，因此提出有導致為共同行為之主觀意思聯絡之事實證據，

例如相關人員曾經聚會、有常接觸之平臺、交互持股或彼此擔任他方董監

事；就敏感性資訊為傳遞、交換及取得等事實之證明上即成為重點。

(三)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判斷上
1. 外國法上有鑑於價格聯合等「以限制競爭為目的之協議」的惡質聯合行為，
因其行為惡性本質使然而可認為當然違法，無須再就其市場效果之「量」的

問題詳加探討者。但現行公平法「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仍為聯合行為構

成要件之一，在未修法變更前，仍應重視該要件有無具備。

2. 實務上對於聯合行為所形成之市場力是否「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有所懷
疑者，關鍵多在於其相關市場之界定是否正確，範圍有否過大或過小，以及

評估或計算其市場力之標準（銷售金額、銷售數量或事業家數等）於個案之

市場情況是否合理之判斷上。故相關市場之正確界定及聯合行為所形成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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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合理之標準評估或計算，為解決本問題之所在。

(四)銷售金額連動型之行政罰鍰
1. 歐盟執委會對於罰鍰決定的作法，值得借鏡，即先將相關規定及原則等大前
提予以羅列，接著進入小前提的認定，將案件相關事實予以解釋適用及涵

攝，並以所獲數據資料加以支持，如詳列各事業的涉案行為的年度銷售額或

違法行為期間的年度平均銷售額、違法行為的起迄期間，如數據資料涉及保

密必要時，也會進行保密處理，再依違法情節定出比例，算出各事業的基本

數額，若有調整之加計或扣減等事由者，則再一一說明之，如有寬恕減罰事

由者，亦依序詳加論述。最後，則是在總銷售額10%的限度內得出具體確切
的罰處金額結論。

2. 同業公會本身並未有任何的營業收入，當其作為被處分主體時，如何適用銷
售金額連動型罰鍰，易有解釋上爭議，對此，歐盟「罰款決定方法指導原

則」規定以其成員們的銷售總和，作為事業團體違法行為之獲利，此點可供

我國法參考，並予以明定，以杜爭議。

四、法規修正之考量

修正第14條第2項之文字，建議改為：
「事業對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為契約或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

律拘束力，事實上導致約束事業活動之共同行為者，亦為本法之聯合行為。」

修正理由如下：

以意思聯絡而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並不以「意思合致」為必要，原

條文將之規定為係「其他方式之合意」，易引起誤解，並造成實務上須舉證其

「合意」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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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吳秀明（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聯合行為可以說是整個反托拉斯法的重中之重，這個研究對最主要的幾個

要件、理論、比較法做了很多建議跟檢視，我覺得這樣一個計畫對於整個理論

實務的進展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事業主體部分強調潛在事業應納入處理；在協議部分很明確區分合意、決

議還有一致性行為，這樣3個類型作為聯合行為的架構，將來甚至修法都可以
朝這個方向努力；再來，不能有效抗辯未參加合意的行為模式，在過去這方面

的研究，沒有像這次計畫中討論得這麼深入，也可以讓我們看到有些事仍然會

構成聯合行為邊界的判斷標準，會應用得更清楚；而在合意的證明度上，研究

團隊也有很好的進展，現在的結論我個人覺得非常棒，值得我們未來去遵循；

在證據上我覺得也很好，除了強調經濟性證據，研究團隊也強調納入接觸性證

據、勾結性證據，這部分的確是在推定的規定中較沒有去強調的面相，我覺得

這個研究的成果也彌足珍貴；在足以影響市場功能的部分，對公平會過去的質

跟量的分析提出了一個檢討，對實務的操作跟修法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議，所以

我覺得這些地方認為這個研究計畫難能可貴的研究成果。

這個題目主要是研究裁判見解，然而不是每個公平會處分最後都會進到法

院去，所以如果可以說明公平會在聯合行為的處分中，他的不服上訴率有多

高，如果都有上訴，那就是檢討所有實務見解，但是公平會有些處分上訴率很

低，所以這個時候要瞭解實務見解，不能只看裁判，要看公平會的決定，才是

比較完整的實務見解，所以可能了解一下聯合行為的上訴率到底有多高，是不

是有些公平會處分沒有上訴的案子，其實也很重要。

再來就是說希望了解的是趨勢，看報告比較多的是研究者對他所分配部分

所設計的問題與見解，相對上比較期待也有一些比較整體性趨勢的著墨，這部

分我覺得基礎都有，如果可以整合一下研究結果，做一些比較整體趨勢性分析

的話，跟題目會比較契合。

另外題目雖然說是執法注意事項，看起來比較技術性，但在內容是對很多

原則性、立論、學理、問題在著墨，甚至最後還有對聯合行為規定的修法都有

具體的建議，所以若要對整體有所涵蓋，不應只有對執法注意事項做建議，做

建議的範圍甚至有包括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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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修法的部分，有提到說其他方式的合意，如果避免掉合意可能在處

理上比較不會造成困擾，但是第14條是一個一項扣一項非常關係嚴謹的規定，
如果說照研究團隊建議，在14條第1項還是保留了其他方式之合意，本來是包
括一致性行為，現在如果把一致性行為那項“合意＂二字拿掉，第一項的其他

方式合意，還是有合意二字，那這個要件到底是指誰，是不是只剩下君子協

定，那就不包括一致性行為；而推定的規定還是說本條合意是如何的推定，現

行法的合意是包括一致性行為，所現行法推定是可以包括推定一致性行為，可

是如果修法後把一致性行為去掉合意兩個字，那推定的規定適用合意兩個字

嗎？是不是推定的規定就不能推定一致性行為，只能推定契約協議？在立法論

上，歐盟、德國的立法是把契約、協議及一致性行為均叫做一致性行為，統一

規定在基本規範內，後面再有一項來解釋一致性行為是可以的，而不是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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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法訂價與競爭法合謀

陳和全
*

目　次
一、前言

二、演算法訂價

三、促進平行行為

四、結構必然性嗎

五、合謀的可能性

六、課責智能體否

七、導致合謀樣態

　　(一)仰賴人為合謀並以監控演算法執行
　　(二)使用相同資料數據
　　(三)使用相同訂價演算法
　　(四)委託第三方訂價演算法代為決行
　　(五)可預期的訂價演算法機制
　　(六)信號式的訂價演算法機制
　　(七)自學型訂價演算法
八、執法者的因應

　　(一)區別人主體與智能體的角色
　　(二)發展引用資訊技術與人力資源
　　(三)結果導向與就源法遵
　　(四)產業結果調查與市場研究
　　(五)或用顯失公平途徑
九、結論

* 國立中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感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本文計畫案撰寫資助、會內
同仁暨委員的批評指正、以及中原大學財法系陳志民教授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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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動訂價機依供需狀況隨時改變價格並快速高頻互動，致彼此透明度高而

價格隨時被監看，溝通合意變得容易而背離變難，不理性元素或不確定因素導

致誤讀都可降低，於是解決了合謀的兩個天敵，內建背離誘惑與外部不確定性

衝擊，促使合謀更容易也更隱匿。執法者面臨訂價演算法運用，必須建立測試

與檢驗編程的技術能力，或靜態的就編程尋蹤覓跡、或動態的以輸入輸出做模

擬，本文建議增用更強力的工具，「結果導向」與「就源法遵」。前者只要市

場出現超競爭水平價格，執法者即可介入干涉演算法運作，而後者則令使用演

算法廠商清楚，從啟動購買或設計階段開始，就負起了該演算法未來所有競爭

法問題的責任。於檢驗工程上，獎懲機制是欲證合謀的必要條件。唯雖透過經

濟分析已足證當前高價是緣於一套獎懲機制，或已足證無此獎懲機制則將無以

獲致目前超競爭價格，法院仍偏向不接受單以經濟分析證明的呈堂證供，仍需

尋找此套機制曾被形諸文字、面談、溝通或各形式洩露的額外因素證明。迄今

因運用演算法訂價而違反競爭法者，美歐法院唯三判例，且都是充做「信使」

執行人類協議。本文也整理7類可能違法樣態，提供執法者快速初級檢視：仰
賴人為合謀並以監控型演算法執行、使用相同資料數據、使用相同訂價演算

法、委託第三方之訂價演算法代為決行、可預期的訂價演算機制、信號式的訂

價演算機制、自學型訂價演算法。

關鍵詞： 訂價演算法、一致性行為、監控演算法、平行演算法、信號演算法、
合謀、寡占問題、獎懲機制、信使、軸輻安排、就源法遵、智能體、

機器學習

一、前言

以大數據為基礎的數據驅動創新(data-driven innovation)促成現代商業經營
模式，誘發出演算法(algorithms)進步發展，成為最具衝擊性的革新。演算法可
以對交易者進行追踪、資料收集與預測，亦可提供交易者相關訊息甚而協助決

行策略，其特色就在於快速偵收資料數據並高頻互動調價。因此，演算法除可

在商業經營中促進效率配置，還可在市場競爭中，襄助廠商隨時監控與回報競

爭者資料，並藉以即時因應競爭者策略變動。廠商的經營將更具效率，競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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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可大幅降低，而市場則呈現高度透明化，傳統市場競爭結構為之改變。

機器演算法接收輸入項(input)並衡諸當前狀態(state)，瞬息間決定回應行動
(output)。於是，市場競爭中，人類的角色開始弱化。

2018年2月5日美股突然暴炸性下跌，咸認是因多數金融公司使用機器演算
法執行複雜交易指令所致

1
，估計S&P500指數交易中，已大約有50%以上是由

它來完成決行。暴跌之前的美國就業市場呈現薪資強勁成長，帶動經濟強勁預

期、促成國債價值下跌而殖利率上升、價格下降；一般而言，當殖利率上升至

某關鍵點(多數是在3%)時，將觸發投資者反轉而賣出股票、轉進債市。此一人
類決策法則被如實編製進機器演算法，於是當市場逼近觸發點時，所有機器訂

價演算法快速且同時偵測得知、快速且同時拋售股票與買進債券
2
，終至股票

如自由落體下墜
3
。2017年德國的柏林航空破產，德航在某些航線上出現了暴

漲(25-30%)，亦是因其訂價演算法依實時需求作出的變動，德國聯邦卡特爾局
(Bundeskartellamt)後未起訴4

。而最耳熟能詳的，莫過於Uber計程費的實時訂價
(real-time pricing)，若當時區內叫車需求高、或須行經擁塞路段、或個別客戶
特趕時間，則其動態訂價(surge pricing)就會給出甚至高達平常兩倍的價格；遠
在2011年的新年前夕夜，紐約Uber叫車價格從平常每英哩37美元漲到了135美
元

5
。再如，擁有英國航空、達美航空、荷蘭航空等430家航空公司票價數據的

航空運價發佈公司(Airline Tariff Publishing Company, ATPCO)，於2018年首度推
出動態定價引擎，將「允許航空公司在評估乘客與當前市場資訊後，根據行程

站點與更廣泛細分計算，進一步調整票價」，如此即可不斷創造出不同折扣與

不同附加的旅行產品
6
。

1 BBC NEWS (2018), Did robot algorithms trigger market plunge? February 6. 
2 同上註BBC NEWS (2018)。此次暴跌的機器演算法觸發點，據觀察是在債券殖利率
漲幅2.9%。

3 CCN BUSINESS/Business (2018), Dow plunges 666 points -- worst day since Brexit, 
February 2.當天道瓊指數收盤跌666點(2.5%)，是2016年六月英國脫離歐盟公投
(Brexit turmoil)以來，美股最大單日百分點跌幅，也是自2008金融危機以來，最大
單日指數跌幅。

4 Bundeskartellamt (2018), Press Release of 29 May. Lufthansa tickets 25-30 per cent more 
expensive after Air Berlin insolvency–"Price increase does not justify initiation of abuse 
proceeding". 

5  Jacob, S. How Uber uses data to improve their service and create the new wave of 
mobility, NeilPatel Blog.

6 Morris, H. (2018), Airlines are starting to price their seats based on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 but is it legal? The Telegraph, February 27.本文亦提及，依據英國公平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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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訂價演算法作為廠商競爭策略的，亦是常見。2009年，Amazon為了併
購Quidsi，採用了訂價機器人時緊盯Quidsi線上產品價格變動，然後時以自家
相同品項跟著因應削價，削幅高達30%7

，終迫使Quidsi答應被併。歐盟華碩則
利用先進複雜的監控演算法，有效追蹤配銷網絡上零售價格，若有零售商降價

即予以干預，藉以維持較高的轉售價格，限制了零售商間的有效價格競爭，被

歐盟執委會於2018年判決罰以重款8
。

這些例子只是一端，說明訂價演算法的開始普及應用，不論其帶給廠商是

營運效率抑或決策有效性，都正走向 Ezrachi and Stucke (2016)所謂的「演算法
商業(algorithmic business)」9

。這商業中基於演算法優勢，將促使愈來愈多廠商

不斷增進對演算法的依賴，利用其協助進行預測分析並優化其經營過程。演算

法的運作，總是依據過去數據為經驗，於當前情況(狀態state)下，面對外部事
項輸入(input)、做出回應(output)，從而改變成另一個狀態，再開始另一回合的
輸入輸出反應模式。例如廠商價格競爭模型中，我方依據當前狀態，面臨競爭

對手價格選定(此即輸入項)時，我方予以因應而選定價格(即為輸出項)，此時
狀態可包含當前需求、當前價格、消費者行為與偏好等等，而經驗累積就是過

去不斷「輸入-狀態-輸出」的學習，藉此更優化反應策略與營運效能，例如減
低廠商生產與交易成本、區段化不同偏好消費者、或訂定最佳化價格等等。

然而，這些過程與項目正是人類於商業營運中所思所為者，而今卻竟將為

訂價演算法所取代？若果真演算法發展到精微而可以宛如人類大腦般進行上述

運作，則人類角色(人主體 human agent)與電腦演算法角色(智能體 automation 
agent)該如何分界？至少在市場廠商競爭中，競爭法該如何適用？這都成為目
前所需釐清與解答的問題。歐盟競爭事務執委 Margrethe Vestager (2017)10

曾說

易辦公室(OFT)在2014年的研究統計，隨客戶訊息訂價的公司，其收益不一定最大
化，因為技術成本太高。

7 參見Stone, B. (2013), The everything store: Jeff Bezos and the age of amazon, 239-297. 
Amazon.com.亦參見FTC (2011), Letters and Statements: Amazon.com, Inc. / Quidsi, Inc., 
March 23.

8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Statement by Commissioner Vestager on Commission 
decision to impose fines on four consumer electronics manufacturers for fixing online resale 
prices, July 24.

9 Ezrachi, A. and Stucke, M.E. (2016), Virtual competition: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the 
algorithm-driven ec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0  Vestager, M. (2017), Algorithms and competition, speech at the Bundeskartellamt 18th 
Conference on Competition, 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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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自動機所創造的挑戰是真實存在的。如果他們幫助廠商固定價格，他們

就真實的使我們整個經濟體運作得更差…至於競爭執法者，我們必須很清楚的

表達，廠商們不能隱藏在電腦編程後面而規避了所有勾結的責任。」、「沒有

人可以認為使用軟體為他們達成協議，就可免於固定價格的責任。」

於是，我們不免要思考，人主體與智能體之間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關係。

是人主體賦予智能體固定決行法則嗎？若是，則人主體賦予智能體決行法則之

深度與廣度如何？而智能體所為決行是誰當負責？智能體是一個法律課責對象

嗎？若智能體之間作出了相同決行，是否必然有人主體的干涉呢？還是智能體

之間足以互相會意？人主體可以因智能體決行而免於法律責任嗎？許多許多的

問題，環繞著訂價演算法新崛起角色所帶來的新思考。

訂價演算法(pricing algorithms)帶來的，不僅是適用主體上的改變與解釋，
且在市場結構與廠商行為上產生改變與衝擊。傳統上，廠商數目愈多則往往合

謀將愈難達成、也愈難持續，然而演算法即時監視市場與廠商行動、快速進行

調價因應、快速偵測背離與即時處罰，使得僅管廠商數目很多的低度集中產

業，依舊可以透過演算法而可能有效合謀與維持。演算法當然也可以被用來快

速識別市場威脅，令既存廠商足以先發制人採用針對性訂價，打擊參進者或併

購潛在競爭者，於是增加了市場參進難度。快速偵測與回應，也促成市場透明

度變高，於是廠商愈容易形成共識聚焦與持續維穩合謀；而高頻率互動則解決

傳統實體商店競爭架構下，費時燒錢的價格調整動作，使得競爭互動雖瞬息多

變、卻成本低廉。

訂價演算法對於競爭法而言，是近期新崛起衝擊，沒有先例，故於適用競

爭法上，各國仍透過摸索而正在逐漸形成定則的過程中，臺灣不能豁免於外，

亦須面對訂價演算法的適用問題。因此熟悉訂價演算法本質、詳研其於競爭法

上的角色扮演、再進一步建構執法者因應方法，是當前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
公平會)迫不及待的任務。其中，尤其訂價演算法所致合謀，更是當前全球競
爭機構所聚焦且不斷推敲欲解的議題。法國與德國競爭機關的聯合報告指出，

「(演算法)透過處理所有可得訊息並進行監視與分析，預測競爭對手對於當前
與未來價格的可能反應行動，於是，競爭廠商們可能很容易的找到一個大家都

會同意的長期超競爭價格水平。
11
」合謀或一致行為，這議題亦正是本文研究

主題。

11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and Bundeskartellamt (2016), Competition law an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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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結構如下。第二節將對演算法訂價邏輯、類型與案例做一分析，

然後於第三節針對訂價演算法之促進廠商間平行行為的功能與類型，進行探

討。由於寡占競爭的有意識平行行為乃結構必然，其與刻意合謀行為的根本差

異，正足以提供執法者偵測檢驗著手之點，故本文於第四節以經濟模型分析比

較這兩類行為；然後再於第五節進一步詳論訂價演算法如何促增合謀行為的可

能性。假若訂價演算法果真促成合謀，則法律課責對象該是智能體抑或人主

體？本文第六節對此做了適法性分析。為了提供廠商及執法者快速簡易的初級

檢視功能，於是本文第七節特別整理分析7個因運用訂價演算法而致合謀的可
能樣態；再於第八節進一步提供執法者於面對訂價演算法商業時的因應措施，

藉以確保執法能力。最後則為本文結論。

二、演算法訂價

大數據具量大廣深、即時處理(now-casting process)與微細分類。各式各樣
的演算法，把人類所思所欲化為自動化操作，於是廠商們於實務上想要的精簡

成本、物流效率、原物料與成品控管、運籌管理、部門交換、市場交易、財務

規劃、經營策略等等，都可以依據即時產生的數據、即時的規劃計算，並即時

的動作因應，從而達到最佳的配置效率。某些演算法還可以提供廣泛的品質與

服務改善效應，例如搜尋引擎透過用戶詢問與點擊資料，快速確認某用戶最想

要的相關結果並予以提列、或提供個人化建議，而一些線上媒體亦常透過用戶

瀏覽歷史及個人資料的分析，推播給用戶可能興趣的品項。

數據的便利與即時，提供訂價演算法發展的溫床。透過訂價演算機，廠

商足以在一小時、數分鐘、或幾秒鐘內快速完成學習其自身銷售、對手價格

或其他變數，不斷且快速的試誤而建構出「型態(patterns)」12
；並在接收到

新資訊後，依據識別得出的型態，立即因應的調整訂價。更進一步的，亦可

依不同住區、瀏覽紀錄、是否無線使用者…等等特徵，而給予個別(群)不同
特性的客戶不同的個人化訂價(personalized prices)，實行更有效的價格差異
(price discrimination)。快速而有效的訂價演算法，在許多行業，例如飛航、
旅宿、運輸、水電、或零售產業等，都已開始廣泛運用。以線上零售業的

12 Pattern是「一再重複出現的事項」。在軟體工程中，「每一個pattern是一個包含三
部分的法則，用以表示一特定情境、一個問題、一個解答之間的關係(Each pattern 
is a three-part rule, which expresses a relation between a certain context, a problem, and a 
solution.)」可參見Alexander, C. (1984)頁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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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為例，其Marketplace在全球於2016年約有200萬第三方商家，販賣該
平臺暢銷品項(約一千多項)的第三方商家中，約有20%採用演算法訂價；採用
演算法訂價的產品，價格波動性約大10倍13

，平均而言，這些產品更具策略

多樣性與成功性，有更多訊息回饋，有更高機率被Amazon收錄於每日必買推
薦盒(Buy Box)14

。許多訂價系統研究廠商開始兜售訂價軟體，例如Xsellco、
RepricerExpress、RepriceIt、Appeagle都是專門用來主動偵測競爭對手調價並跟
進削價的軟體，甚至Amazon本身也提供自家訂價演算法給其平臺零售商。據
估計，Amazon對其平臺品項每天共約重新訂價250萬次，亦即每一品項平均約
每十分鐘就變動一次價格

15
。訂價演算法實實在在的改變了廠商競爭與營運模

式。

演算法的定義，其實就是一套系列規則或指令，然後被遵循的去執行，

以完成某些工作項目，也可稱其為一套「計算程式」。所有的演算法必然是

自動的(automatic)，但並非所有的自動裝置(automation)都具演算過程，也不是
具有演算法的自動裝置都具有學習能力。具有學習能力的自動機器(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其學習一如人類，是透過供給其大量資訊數據，令其以設定
好的演算法從這些數據中，進行或是統計迴歸或是分類分群而推理與識別，這

就是學習過程；然後依據這些學習於面對新項目輸入時，做出更精準的輸出選

擇。當供給數據愈多，則演算法透過不斷嘗試與修正失誤的學習經驗將可愈為

豐富，其輸出決策即可愈為精準。實務上，機器學習演算法需要經過訓練階段

才能實際應用，一般訓練模式可能是有督導學習(supervised learning)、無督導
學習(unsupervised learning)、半督導學習(semi-supervised learning)、或強化式學
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訓練模式16

。在廠商競爭的訂價演算法面向上，其

13 Leber, J. (2016), Algorithmic pricing is creating an arms race on Amazon’s marketplace, 
June 14.

14 Chen, L., Mislove, A. and Wilson, C. (2016),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algorithmic pricing 
on Amazon marketplace.

15 Mehta, N., Detroja, P. and Agashe, A. (2018), Amazon changes prices on its products about 
every 10 minutes—here's  how and why they do it, August 10.

16 一部分資料特別標籤上標準答案以訓練演算法機器的識別與分類，此為有督導學
習；若資料都無標籤而是令演算法自行以集群分析模式進行分類者，為無督導學
習；許多機器的訓練過程則兼具兩者，則為半督導學習。
強化式學習則是以效用數值(或謂獎勵)表述學習過中決策的對與錯，可視為一種效
用型的有督導學習；其中，具有愈大累積效用的行動策略將愈大可能再被選為當期
決行策略，故曰「強化」。類神經網路亦是機器學習的一種方法，一般而言，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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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階段與不斷學習所需的資訊數據，可包含自己(或對手)的過去價格資料、
自己的過去收益資料(對手收益會是秘密)、影響需求的其它變數(例如星期幾與
季節性)以及影響利潤最大化的其它變數(例如生產成本、存貨成本、及存貨水
位等等)；而「更精準的輸出選擇」則指「更佳決策」，即是達成利潤、收益
或其它目標的更高績效。

持續學習而使自動演算機愈來愈精準，這必須給予恰當方法才可。畢竟環

境狀態隨時改變，若固守於某一個偏好程式或行動、或一直選取當前「最佳行

動」，將會喪失其它策略可能帶來的新視野、新洞見，亦即將喪失透過不同行

動(或策略)所可能挖掘出關於環境情況的更多訊息(尤其是產品需求)。因此，
學習型自動演算機的策略選用，通常一方面關注並緊抓當前可及的最佳報酬

(即當前最佳行動)，另方面也必須開拓、發展與洞見新變動，以期創造更好的
未來績效。執行上，於是安排絕大機率擇取「當前最佳行動」以確保短期最佳

報酬(此稱為earning phase; exploitation)，保留一個小機率以分佈於「非當下最
佳行動」被選中的可能性，藉此發掘與開拓因應新狀況的最佳行動，提供未來

更好的決行品質與報酬(此稱為learning phase; exploration)17
。這即是資訊工程 

中所謂的「ε-貪婪模型(ε-greedy model)」，ε值通常很大，例如95%、98%
或99%等，是用來分配給當前最佳行動的機率值。目前機器學習方法於實務上
以Q-learning最為普遍，是以各個行動(或策略)在過去歷史被選中執行而達成目
標的評比，進行該行動的績效累積；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則是目前較先進的
方法，透過多層類神經網路(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N)進行學習，目前仍處 
商用的研發階段，最有名者即為 AlphaGo Zero。
訂價演算法的運用，增添了廠商競爭一大利器，其對廠商決策所帶來的好

處，可分兩類。一者，協助廠商識別出最佳化價格，二者，因應市場情況改變

而快速調整價格。前者，訂價演算法透過取得更多的數據資料，建構「價格與

利潤」關聯訊息，更精良的協助廠商識別並預測出最大化利潤的價格水平。後

者，以取得的更多數據資料，因應所面臨的當前市場情況，針對消費者特徵面

向裁製個人化訂價，亦即建構一個「價格與市場情況」比配的關聯訊息。

在價格與利潤關聯的建構上，一般都是透過訂價演算機中的「最佳策略分

多層級神經網路者(例如達三層以上)，即被慣稱為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
17 這也是一般行銷開發的兩手策略：exploitation and exploration。簡單說，就是以絕大
比例掌握住當前確實可得的利得(即手中一鳥)，而以小機率試著開創未來可能更大
的利潤潛勢(即林中兩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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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模組」來完成，常見於「估計-優化」型的演算程式上(estimation-optimization 
algorithms)」；這個程式通常包含一個「推估模組(estimation module)」與一個
「優化模組(optimization module)」。前者依據歷史資料經驗對廠商所面臨的當
前環境進行推估，而後者則是基於所推估出來的當前環境，擬定一個達到最大

績效的策略
18
。推估模組基本工作主要是推估廠商所面對的市場需求函數，這

也是許多計量經濟學模型的任務，常見的需求推估方法例如迴歸(如最小平法
或最大概似法)、或自動計算機領域發展出來的類神經網絡等。推估出需求函
數後即可建構「價格與銷售」關聯，形成預期利潤函數(或績效函數)，即可快
速預測不同價格的不同利潤，並擇取最佳利潤的價格水平。在動態市場中，

則須進一步依市場情況改變而隨時建構出其相對的價格-利潤關聯，形成市場
情況-價格的關聯，於是電腦即可隨時因應市場狀態變化而擇取最適價格。類
似的學術研究模擬不少，例如Shakya et al (2012)利用類神經網路結合進化演
算法

19
、Nambiar et al (2018)提出隨機價格衝擊演算法20

、den Boer and Zward 
(2014)則於優化模組上設計了價格偏離值21

等。

隨著新資料數據的不斷產生，演算程式將透過不斷進行估計與優化選擇

過程，不斷的學習改良。簡單的作法，即是對每一行動或策略在每次被採用

時，評比其結果好壞，並進行歷次評比累積，形成該行動的目前績效(經驗
值)；再以其高低做為下一期選擇策略的加權值，績效愈高者即有愈高的被選
中機率，是強化式學習模式的訂價演算法。這是個不斷累積經驗以評比各個

不同策略的過程，並不顯然去推估該廠所面對環境(或需求函數)，故被視為無
模型(modelfree)演算法；例如Hanaki et al (2005)的強化式模型不斷從行動的經
驗值中分出優劣

22
、Calvano et al (2019a, 2019b)則設計了Q-learning模擬重複型

18 Calvano, E., Calzolari, G., Denicolò, V. and Pastorello, S. (2019b), Algorithmic pricing: 
what implications for competition policy?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55 (1), 155-
171.

19 Shakya, S., Kern, M., Owusu, G. and Chin, C.M. (2012), Neural network demand models 
and evolutionary optimisers for dynamic pricing. Knowledge-Based Systems 29, 44-53.  

20 在經濟計量理論中，內生性問題是導致估計偏誤的原因之一，此處所採用的這一
個隨機干擾項，可以緩和這個問題。參見Nambiar, M., Simchi-Levi, D. and Wang, H. 
(2018), Dynamic learning and pricing with model misspecification.

21 Den Boer, A.V. and Zwart, B. (2015), Dynamic pricing and learning with finite inventories. 
Operations Research 63(4), 965-978.  

22 參見Hanaki, N., Sethi, R., Erev, I. and Peterhansl, A. (2005), Learning strategi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56 (4), 52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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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trand寡占模型23
。

三、促進平行行為

由於訂價演算法的基本能力即在於快速偵測與回應，因此將使得廠商訂價

策略與互動更為即時透明與穩定；同時，新競爭者的參進，很容易被快速鎖

定而被施以針對性措施(exclusionary practices)，更容易受阻；三者，可以極低
成本不斷且快速的調動價格，令競爭者容易藉此不斷互通款曲；最後，訂價

演算法偵測與收集價格變動精準，相對更能消除非理性因素干擾以及市場噪

音，足以大大降低人為觀察上的誤解。因此，其在促進廠商平行行為(parallel 
conducts)的工程上，具有重要的功能提供；同時若以其執行隱性合謀亦將遠比
人主體更為勝任

24
。而這也是我們或執法者需要快速跟進的主因。

平行行為的出現往往引發是否合謀的騷動，而訂價演算法則促成了廠

商間平行行為更易出現，OECD(2017a)為此而予以分為4類，即監控演算法
(monitoring algorithms)、平行演算法(parallel algorithms)、信號演算法(signaling 
algorithms)及自學演算法(self-learning algorithms)25

。顧名思義，監控者在於充

分的收集、偵測、篩檢與分析市場各廠資料數據，即時掌握他廠價格變動並即

時反應，於是對背離協議者可即時發動報復；此類型足令廠商充分的掌握市場

狀態及他廠決行訊息。例如U.S. v. Topkins (2016)，被告Topkins暨合謀人與其
他的海報經銷商代表人，共同參與對話、溝通、討論特定海報價格，形成提高

價格、維持價格、穩定價格後予以僵固的協議
26
。為確實執行協議，對特定海

報訂價採用同一訂價演算方法，以進行彼此協調訂價變化，為此Topkins親自著
手修訂電腦編程以令演算法軟體依循協議訂價；而且還透過演算法彼此不斷收

集、互換、監視與討論關於產品的價格與銷售訊息，起訴後被告認罪。與此相

似者，CMA v. GB eye (2016)案，被告彼此協議對各自於網路上販賣的海報與
框架不互相削價，並利用自動重訂價軟體進行自動監視及快速調整海報與框架

價格，以確定彼此沒有互相削價，明顯違法
27
。這兩個案例都是人為方法安排

23 同前文Calvano, E., Calzolari, G., Denicolò, V. and Pastorello, S. (2019b).
24 Mehra, S.K. (2016), Antitrust and the robo-seller: competition in the time of algorithms. 

Minnesota Law Review 100,  1323-1375.
25 OECD (2017a), Algorithms and collusion: 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digital age.
26 U.S. v. David Topkins, 2015 U.S. Dist. No. Case3:15-cr-00201-WHO (April 6, 2015).
27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2016). Online seller admits breaking competition law. 

Press release of GOV.UK (21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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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後再以演算法確保穩定持續，也是目前訂價演算法法例的常見樣態。U.S. 
v. Aston (2015)一案情節一如前兩例，亦是針對某些在美國Amazon Marketplace
上銷售的海報，與他家廠商共謀協議，採特殊訂價演算法監視與訂價，確保

線上同一產品具相同價格(即是固定價格)，並且隨時同步協商價格改變28
。另

外，EC v. Asus and other three (2018)案中，華碩、Denon & Marantz、Philips及
Piorneer等4家電器製品商與零售商簽定最小轉售價格，並利用監控演算法追蹤
與監視，一旦有降低價格者，將隨即予以干預、甚至施以斷絕供貨威脅，產生

了限制競爭情事
29
；2015 前後年間，Booking.com及Expedia 等旅遊平臺業與旅

宿供應者普遍性簽定費率等同條款(rate parity provisions)30
，規定凡產品於他處

渠道銷售者，其價格不得低於我處價格，促成一道偏高的無形價格地板(price 
floors)，此條款的有效執行亦有賴於監控演算法的運用；相同的作法，在2012
前後年間，亦曾發生於Amazon歐洲Marketplace平臺對第三方商家的要求。
平行演算法，則意味著一套訂價演算法足令競爭廠商達到平行行為。

例如，編設一個純依對方價格作特定反應的程式，最常見者，如比照訂價

(matching)、以牙還牙(tit-for-tat strategy)、嚴格策略(grim strategy)、或處罰n 期
(punish until n)等。因反應模式固定，容易為對方演算法識別，從而時刻預期與
相隨，導致雙方行為策略上儼然協調，自然的趨向一致而穩定。Salcedo(2016)
曾證明，在一些條件符合下，若一方廠商採用固定策略訂價演算法，則另一

方廠商演算法會不斷的解讀這一方廠商演算法，且不斷的調整自己，終使合

謀無可避免的出現
31
。模擬亦證實，如果一演算法可以知道另一演算法的策

略(比如透過機器學習)，且如果一演算法能夠進行跨時最佳化運算，則合謀
終會出現

32
。訂價演算法具這類型可預期策略模式的程式設計，實務上應當不

少，唯圖謀達致合謀者，迄今仍無被明白揭露的案例。2011年在美國Amazon.
com上，The Making of a Fly這本書於4月8-18日期間竟然由23美元飆升至
23698655.93美元(含運費)，這是網路機器人動態的比照訂價結果；一演算法

28 U.S. v. Daniel William Aston et al, 2015 U.S. Dist. No. Case3:15-cr-00419-WHO (Aug 27, 
2015).

29 同前文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30 May, K. (2015), Booking.com makes changes to rate parity clauses in Europe, Phocus 

Wire, news of April 21. See also: OTAINSIGHT (2019), The decline of rate parity clauses 
and what this means for hotels, Blog of April 11.

31 Salcedo, B. (2016), Pricing algorithms and tacit collusion.
32 同前文Salcedo, B.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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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以PA=1.27059PB為訂價法則，而B則以PB=0.9983PA為訂價法則，比照訂價的

結果就是形成一個上升螺旋
33
。這類型比照訂價法是一個普遍的策略做法。另

外，2015年英國網站，各廠商基於以訂價演算法緊盯對手價格，並隨時令其主
動比照跟進對手調價以保持競爭力，竟然導致價值數千英磅的大尺寸螢幕電視

只要價數分錢
34
；這個比照訂價的結果則形成了一個下降螺旋。這都是比照訂

價的動態演算法所形成的平行行為結果。已足見合謀企圖或可藉此實現。

第三類的信號演算法，是令廠商以單方面訂價變動或事先價格預告作為

信號，藉此宣告透露自己協同合謀的企圖，等待競爭者知悉後跟進。EC v. 
Container liner shipping companies (2009)案中，15家貨櫃班輪運輸公司，經常
性利用網站事先公開公告公司未來的價格增漲，歐盟執委會認為未來「增漲

幅度」的公告，並不足以提供客戶對於新形成價格之充分訊息，卻只會讓航

商們完全洞悉彼此的訂價意圖、然後協同彼此行為，傷害競爭
35
。遠在1990年

代初期，類似的事先公告也在美國航空業中運用過，並涉及了固定價格；本

案United States v. Airline Tariff Publishing (1994)，美國DOJ調查認為，卡特爾
成員們透過第三方為中心，以精良信號系統隱性的協同彼此價格

36
。航空公司

每天把機票訂價訊息傳到航價公告公司(ATPCO)，這公司集合所有業者送來訊
息後，即時開放給各旅遊業者、電腦訂票系統業者、消費者及航空業者自己；

訊息內容包含價格、旅遊日期、起飛與目的地機場、機票限制、機票起迄日、

特殊價格時段等等。透過這個系統，航空公司得以事先公告數周後某天(first 
ticket date)的價格調漲，如果其它業者也配合此一宣告，則到了這一天，大家
就會同時調高價格。有時也會利用票價種類代碼與機票日期註腳做為信號，藉

以議談多重市場的協同行為。這些協同行為的成功，主要得力於公司間快速數

據交換系統，且可隨時監視與快速反應於各種票價變動，從而無需任何顯然通

訊而達成隱性合謀。法理上，隱性合謀並未被競爭法明白禁止，對於此等訂價

系統的明白合作，DOJ卻苦於無法取得任何價格明示合謀的證據，最終只能與

33 Sutter, J. D. (2011), Amazon seller lists book at $23,698,655.93 – plus shipping, CNN, 
April 25.

34 Love, J. (2015), Technology is out of your control and why you should celebrate, IT world 
Canada. 

35 European Commission (2016), Press release of 16 February, Antitrust: Commission seeks 
feedback on commitments offered by container liner shipping companies.  

36 United States v. Airline Tariff Publishing Co., 1994-2 Trade Cas. (CCH)  70,687 (D.D.C. 
Aug. 10,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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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達成協議，令其停止事先公告提價
37
。

至於最後的自學型演算法則是一款宛若黑箱的機器深度學習，僅給予一

個目標設定，再由演算法因應市場各競爭者的動作，不斷學習與調整策略，

最終達成該目標(例如最大利潤)。這款具深度學習的訂價演算法仍未實際商
業運轉，故許多應用多停留於學術模擬；例如Shakya, Kern, Owusu and Chin 
(2012)38

、Waltman and Kaymak (2009)39
、Calvano et al (2019a)40

、Agrawal and 
Jaiswal (2012)41

等。唯學術模擬上言之鑿鑿的合謀結果，都是在一個特定無塵

的實驗室中；實務上此類智能體(automation agent)如何能在龐大串流數據中區
別並隔離不確定性的雜訊？如何能順利解譯(decode)對方訂價演算法？都是出
了實驗室後難以解決的困難。

Ezrachi and Stucke (2016)另依演算法精密水平而提出4分類，分別是信
使(messenger)、軸輻 (hub-and-spoke)、預期代理(predictable agents)及數位眼
(digital eyes)。由人類擇定行動策略、再由電腦演算法協助執行、監控、警示，
此為信使，亦類似於監控演算法。前述Topkins (2016)、GB eye (2016)及 Aston 
(2015)3案，是電子商務訂價演算法首先被起訴的案例，都是利用訂價演算法來
執行與確保人為協議，此處訂價演算法就是信使的功能。

若以一套訂價演算法代一群競爭廠商們決行訂價，則容易構成以演算法供

應商為軸心去帶動下游參與者一致行動的現象，此為軸輻關係(hub-and-spoke)
的建立；比較接近於前述的平行演算法。沒有訂價演算法參與其中，而單由人

為溝通形成軸輻安排的往例，例如Interstate Circuit, Inc. v. U.S. (1939)案中獨占
德州5大城市的首輪戲院商與8家製片經銷商協議42

，Toys “R＂ Us, Inc. v. FTC 
(2000)案中最大玩具零售連鎖店與製造商之間的協議43

，及U.S v. Apple (2015)
案中欲參進電子書市的Apple與6大出版書商間的代理商訂價(agencypricing)模

37 在競爭法的原則上，若該事先公告提價足以促進消費者福利，是可以例外許可的。
38 Shakya, S., Kern, M., Owusu, G. and Chin, C.M. (2012), Neural network demand models 

and evolutionary optimisers  for dynamic pricing. Knowledge-Based Systems 29, 44-53. 
39 Waltman, L. and Kaymak, U. (2009), Q-learning agents in a Cournot oligopoly model.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 32, 3275-3293. 
40 Calvano, E., Calzolari, G., Denicolò, V. and Pastorello, S. (2019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ic pricing and collusion. SSRN working paper. 
41 Agrawal, A. and Jaiswal, D. (2012), When machine learning meets AI and game theory.  
42 Interstate Circuit Inc v United States, 306 US 208, 810 (1939).  
43 Toys “R” Us, Inc. v. FTC, 221 F.3d 928 (7th Ci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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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協議
44
，都因軸輻安排而被認定合謀。Meyer v. Kalanick (2016)一案，則有訂

價演算法牽涉其中。案中Uber CEO被訴其與下游每個個別駕駛人具一系列以
Uber訂價演算法進行訂價的協議，致生超競爭價格(supra- competitive prices)，
法官肯認原告宣稱被告已構成軸輻安排的論述，唯此案最後交付仲裁而未對這

一部份進行裁決
45
。

Ezrachi and Stucke (2016)第三類的預期代理演算法，則是一個人類單方設
計的機制，用以產出可預測型的結果，並既定的反應市場動態改變；因其可預

測，易被競爭廠商演算法偵察、進而附和與協同；此亦相似於平行演算法。至

於最後一項的數位眼，則與自學型演算法無異。

四、結構必然性嗎

有意識平行為(conscious parallelism)並未必是合謀平行行為，合謀(tacit 
collusion)者必須廠商間至少存有「心意互通與理解於一個特定目標」，若無此
等「心意互通與理解」，則只能算是個別廠商於獨立決行後的平行行為。美國

麻州離島 Martha's Vineyard 上的 9 座加油站被訴固定價格一案，法官說明的很
清楚，「具有合謀環境的百般理由，並不因此提供是否存在合謀的判定理由

(“a plausible reason to conspire＂ does not create a triable issue as to whether there 
was a conspire.)46

」，僅管汽油本身具不彈性需求、產品也同質、該島汽油市場

也存在高度參進障礙，都充分給予了廠商合謀的合理環境與動機，但不能因此

判定這些廠商進行合謀而僵固價格；因為寡占廠商同具高價格高利潤乃是競爭

結果。本案也因無額外附加因素(plus factors)證明寡占市場特色之外的勾結證
據，故判原告敗訴。

寡占廠商之間，往往被認為合謀相對容易，因為廠商數目少，就算不透

過顯然溝通或協議，也相對較可能透過「心領神會」的合意形成聚焦點(focal 
point)。寡占廠商的競爭，最大特色在於，存在著決策互依(interdependent)的本
質。在需求狀態不變之下，一廠商訂價選擇將永遠受到另一廠價格的影響，

因為少量廠商將競逐著固定的需求。於是，當我廠調降價格，將使對方需求減

少、邊際利益下降，故而不得不跟進降價；若我廠調升價格，則將驅使對方需

求增加、邊際利益增加，故而有利於跟進調漲。因此，價格作為競爭策略時，

44 United States v. Apple Inc., 791 F.3d 290 (2d Cir. 2015).  
45 Meyer v. Uber, No. 1:2015-cv-09796-JSR, Doc. 37 at 22-23 (S.D.N.Y. Mar. 31, 2016).
46 Whitev. R.M. Packer Co., 635 F.3d 571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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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變動具有同向的趨勢，此為寡占廠商競爭結構之必然，稱其為價格競爭的策

略性互補(strategic complements)47
。此一「易於跟隨且同向變動價格」的寡占

結構必然現象，十足呈現出有意識平行行為表徵，卻提供廠商憑藉為掩飾合謀

平行行為的煙幕。導致實務上，對於寡占廠商偏高價格現象，是單純寡占結構

必然的有意識平行行為？抑或是刻意而為的合謀所致？甚難識別。此亦正是

Posner法官(1969)所指的「寡占問題(oligopoly problem)」。
寡占廠商競爭的決策互依性，各個廠商都知道，且都知道彼此都知道這一

本質；雖說如此，但廠商所為之競爭決策仍是獨立決行行為。然而，「寡占市

場中的互依及共同自覺(interdependence and mutual self-awareness)，卻可能導致
隱性勾結，這非是社會所欲、但卻非競爭法所及的結果(Posner,1969)」。
也就是說，利用寡占結構所必然的有意識平行行為之特徵，廠商可借此混

淆執法者之識別，而有效的偷渡真正合謀意圖。由經濟分析更可洞見此間緣由

關鍵。

在廠商價格競爭過程中，我廠估計需求狀態並預期對方可能價格後，擬定

最佳價格；這樣的模式等同於說：給定對方某價格或市場某狀態後，我的最佳

反應價格該是為何？經濟學中此一反應模式即為最佳反應函式(the best reaction 
function)，唯這函式中的對方價格，是來自於前期資料觀察或市場分析後的預
期值，並非真實的對方當期訂價，因此並未與對方進行當期(或未來)價格訂定
的互動，據此而做的策略選擇當是「獨立決行」無疑。每一方的決策模式大抵

如是，因此各有一條反應函式；於是，我方依據預期對方價格而形成訂價、

此訂價又為對方取用而選訂其最佳反應價格、此對方最佳價格又再為我方取用

藉以形成我方新的最佳價格…，如此持續不斷，最終將收歛於奈許均衡(Nash 
equilibrium)。在這均衡上，競爭者策略必然「互為最佳反應」的價格組合；也
就是，給定任一方的均衡下策略，另一方策略將因已達利潤最大化而無再改變

策略的誘因。上述訂價過程，雖時時寓合著依對手價格而訂價的味道，但因對

手資料都是預期或歷史資料，並未對當前或未來產生彼此的互動溝通，有的僅

只是雙方都「自我知覺」對手的可能影響，當然都仍屬於「獨立決行」。

奈許均衡價格是穩定的，給定對方策略於均衡價格，則任一廠單方的策略

偏離，都必定導致自己利潤變差；尤其若是一廠單方調漲價格，還會帶給對方

莫大利潤。顯然，假設其它狀態未變，則一廠單方偏離市場競爭均衡而提價，

47 Bulow, J, Geanakoplos, J. and Klemperer, K. (1985), Multimarket oligopoly: strategic 
substitutes and strategic complemen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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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非理性決策者所為；在寡占廠商競爭理論中，這樣的思維是普遍雙方自覺

的。於是，若我方突然觀察到對方竟然偏離均衡而提價，我當作如何想像？在

決策者都是理性的前提之下，我知道，對方採用此一理性者不為的行動，必然

另有理性化盤算；而依經濟思維推論，理性化盤算只能是依賴於預期未來長時

期的較大利潤回補，而這回補則有賴於我方跟進提價後所產生的合作利潤。於

是，寡占架構中競爭者共同具有的自我知覺，令對方偏離均衡而提價的不理性

行為，足以被我方正確解讀為是一個對方意欲邀請我方共同提價的訊息，正等

著我的回應；若我方計算並確認有利可圖，就會跟進，終而達成一個高價格的

合作狀態，各享合作利潤。

我們可將對方這個提價的偏離行為名為「信號期(signaling period)」，正
等著我方的回應；當然發信號是有代價的，這代價就是對方利潤將會變差，其

利潤將由原先競爭均衡利潤走向更低利潤，此一利潤跌幅即為對方「信號期代

價」或「偏離競爭的提價減利」。而此時，我方因保持於競爭均衡價格(低於
此時對方價格)，利潤將由原先競爭利潤開始上升，此利潤增幅可稱為我方接
受信號期間的「信號期增利」。在我方接收到信號後、且決定跟進提價後，合

作默契達成，然後每一參與者將由原本競爭利潤提升至合作利潤，此利潤增幅

將發生於合作成功之後，稱其為「合作增利」或「競合利差」；當然若我方決

定不跟進，則此一「合作增利」將不可得，故可視為不合作策略的機會成本、

亦可稱為我方的「不合作減利」。

問題在於，我方該接受對方的邀請而配合提價嗎？這涉及了誘因機制的設

計。

一個成功的誘因機制，一者須令所有份子皆因參與合作而獲得比不合作還

高的利益，二須令所有份子都因參與合作而獲得最大效用(亦即無法再由它法
獲得更好)，這樣一來，合作方能成功。文獻上，前者稱為個別理性(individual 
rationality)、後者則為誘因共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對方釋放信息誘引我
方以致合作，對方要能有利，必須其短期的「信號期代價」小於隨後產生的

未來長時期「合作增利」折現
48
；而我方接受此信號企圖並配合提價，要能有

利，則必須我方所享受的短期「信號期增利」小於未來合作不成的機會成本、

亦即小於我方未來長時期「不合作減利」折現。這樣一來，彼我雙方各達個人

理性要件。由此判斷，具備充分夠小的「信號期代價」與「信號期增利」、或

48 由於賽局持續進行，因此未來價值必須折換成現在價值，方能與現在短期價值做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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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夠大的「競合利差」折現，是「一方釋出提價邀約、而另方接受」的必要

條件。

個人理性達成後，合作即可形成，唯仍須確保參與者不具有其他獲取更佳

利益的選項，才不致於瓦解當前合作，亦即，必須確保目前合作狀態已是各參

與者的最大可能獲利(此為誘因共容要件)。所謂其他選項，就策略面而言，也
就只有偏離合謀狀態一途，而若偏離也就只有降價一法了。於是，假若任一方

降價，他隨即產生短期「偏離合作的降價增利」，此時另一方仍是老實遵守著

合作的高價格，於是降價方所獲得此一增利，會是某種程度的暴利現象；唯待

老實方發現而必跟進降價之後，原先合作隨之瓦解而跌回競爭均衡，此一利

潤跌幅(等於競合利差)亦即為降價方攫取暴利時的機會成本，亦即為「不合作
減利」。一旦短期「偏離合作的降價增利」小於未來長時期「不合作減利」折

現，則將無一方可以在合作狀態下還擁有更高長期利潤的選項，也就是，完成

了誘因共容要件。同時，也完成了整個誘因機制設計，令合作得以形成並持

續。如上分析，讀者或可參閱附圖1及附圖2的圖解說明。
於是，一個成功誘導合謀的誘因機制，必須具備充分夠小的「信號期代

價」與「信號期增利」、「偏離合作的降價增利」、或充分夠大的「競合利

差」折現。如果我們設定僅有合作價格與競爭價格兩種策略選項的簡單經濟模

型，則前述的「信號期增利」會等於「偏離合作的降價增利」。或從另一角度

看，對方若配合我方提價意圖，則將長時期各享合作利潤(獲得長期競合利差
折現)，若不配合，則將令他長時期只得低利潤的競爭均衡(失去長期競合利差
折現)，前者是對於配合提價的獎勵、後者則為不配合提價的懲罰，只要兩者
差異(即競合利差)夠大，獎懲愈強烈，就愈能幫助達成前述誘因機制。因此，
此一誘因機制也常被視為一套「獎懲機制(reward-punishment scheme)」。

這一工程完成的過程，其實已經充滿了企圖與意願的溝通，遠離原始寡占

廠商競爭僅在預測與歷史資料中設定對手訂價，已是典型的「非獨立決行」，

符合了Monsanto Co. v. Spray-Rite Serv. (1984)案中法官認為49
，合意勾結的要件

必須證明「該行為可能會排除了廠商的獨立決行」。

然而這一邀約工程所憑藉的素材卻僅有競爭策略變數本身，別無它物；從

發訊到獎懲，其實都是價格策略的調整；藉此完成了合謀，卻無策略變數本身

以外的任何訊息通聯。若其真的實現，則實務中將很難去觀察、追蹤或解析這

49 Monsanto Co. v. Spray- Rite Serv. Corp., 465 U.S. 752, 768 (1984); In re Flat Glass, 385 
F.3d at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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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運作模式，因為市場的實際狀態本就多變不定，價格隨之變易亦屬常理，很

難追踨解析出其中暗藏的可能企圖性價格對話。

事實上，廠商們欲單靠價格策略本身不斷發訊互動而達成合謀，困難度也

相當高
50
，因為市場存在的波動性與雜訊，容易導致價格訊息傳遞上許多不確

定因素，諸如被獲悉與否的不確定性、已回覆與否的不確定性、訊息解讀中的

雜訊干擾、合作狀態中的行為變化解讀等等，都充滿了難以清楚解晰的困擾。

雖然訂價演算法已經比人類更能處理與篩檢雜訊，但仍未能達到完全。於是，

對於涉及隱性合謀案例，經濟分析本身也很容易因外部不確性因素而影響其準

確性，分析時當須特別留意這類外部因素。而當前法院的做法，除了要求必須

證明「該等行為可能會排除廠商的獨立決行」外，實際上仍多要求必須有足以

「顯示競爭者並不獨立決行的證據」，這往往也是指經濟分析之外的其它額外

因素證據(plusfactors)，例如公司內部或公司間的人為文書資料、紀錄、通訊、
會議、指示、或會談等等實質證據。單單經濟邏輯分析，不足以定案。

五、合謀的可能性

寡占市場掩護隱性合謀生成的過程與結果，在演算法訂價(algorithmic 
pricing)出現與普及之後，發生了實質上的劇變。
首先，合謀誘因機制更容易完成。訂價演算法快速的偵測市場上各廠商價

格與變動，並可快速的調動自己價格以為因應，因此，對方以提價作為合謀企

圖的訊息釋放時，我方演算法可以馬上獲悉對方價格之提高與幅度，減少了訊

息傳遞與觀察的遲滯、等待及其它不確定性，對方因此面對著極小(甚至零)的
信息期代價、我方也面對著極小(甚至零)的信息期增利，而合謀狀態下任一方
「偏離合作的降價增利」，也將因偏離行為快速被發現與回應，而變得極小。

於是，誘因機制的成立變得更為容易，亦即，合謀的成立與維續變得更為容

易。當然，信號期變得很短意味著合作期出現很快，因此「合作增利(競合利
差)」折現價值變大，也增加了誘因機制的成功。歐盟競爭事務執委Margrethe 
Vestager (2017)說51

「卡特爾都面臨著成員開始欺騙的風險。若每一廠都訂高

50 Suslow(2001)針對1920-39年間、47個產業中的72個國際卡特爾協議進行研究，就發
現時常經歷起起伏伏景氣波動者，其瓦解機率較高，而經歷景氣低迷時又比經歷繁
榮時的瓦解機率還高。Suslow, V.Y. (2001), Cartel contract dur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cartels. Working Paper.

51 Vestager, M. (2017), Algorithms and competition, speech at the Bundeskartellamt 18th 
Conference on Competition, Berlin, March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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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則你就可透過減價來攫取大量客戶，因此卡特爾的續存，依賴於他廠能夠

多快觀察到這一削價，並以自己也低價來進行報復。能快速做到如此，就可確

保他廠沒有太大誘因削價。麻煩的是，自動化訂價系統剛好可以很快的做好這

事。」

自動化訂價演算法加強了誘因機制、促成了合謀，已毫無疑義，唯一一個

目前仍不確定的爭論點，在於演算法是否具有思考長期的能力？亦即，是否知

道放棄短期利得、誘引對方演算法跟進提價、然後共享長期合作利潤等這些思

維？是否知道對方偏離當前低價而改為高價，是一種對我提出合謀的邀約？

這個問題仍在學術中多方的辯證。許多的學術模型設計，確實完成訂價演

算法透過互動而達成合謀的模擬。例如Hanaki, Sethi, Erev and Peterhansl (2005)
模擬兩個智能體各以4個訂價演算法做為策略進行競爭，結果最終都會出現隱
性合謀

52
。Klein (2018)建構動態競價寡占，令競爭廠商不斷先後訂價，模擬

1000次、每次競價5000期，Q學習演算法最終都達致穩定價格53
。Calvano et al 

(2019a, 2019b)54
則使用Q學習設定重複Bertrand寡占模型，模擬1000次、每次

25000至10億期，發現達成合謀狀態的機率很高，而且於合謀狀態下刻意人為
操作一方背離(降價)，結果另一方還會隨即下殺價格一段時期(作為懲罰)、再
慢慢回升至原先合謀水平，似乎說明演算法間確實彼此互動達成並維持合謀。

然而無論如何，這些模擬結果都仍不足以說明訂價演算法確實在「合意思維」

下進行演繹，仍都只能說明這是設計者所給定的精微複雜「If…then」指令所
致；而且都是在特定環境下的特定作為，遠非動態市場全貌甚或一隅。英國

CMA於2018年經濟理論探討中，做了實務調查後的歸納整理55
，認為，雖然演

算法訂價已經很普遍(尤其線上平臺)，但無明顯證據顯示個人化訂價確實已被
實施，而且指出企業單方獨立決定卻仍因演算法而致合謀的現象，都仍是一些

學界使用或參考用的模擬模型，其中的訂價演算法也都是局限於一個給定的外

生假設。

而且，此類學術模擬也都把人主體置之事外了。在合作之下的人類，永遠

52 Hanaki, N., Sethi, R., Erev, I. and Peterhansl, A. (2005). Learning strategi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56 (4), 523-542.  

53 Klein, T. (2018), Assessing autonomous algorithmic collusion: Q-learning under short-run 
price commitments.

54 同前文Calvano, E., Calzolari, G., Denicolò, V. and Pastorello, S. (2019b). 
55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2018), Pricing algorithms: Economic working paper 

on the use of algorithms to  facilitate collusion and personalized 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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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一個最核心問題，就是，欺騙可以獲得暴利(短期)！因此人主體內心是否
真的會安穩於讓訂價演算法帶往一個不攫取短期暴利的途徑上去？他會否基於

人性短利的本質，思考選擇一個能滿足這本質的訂價演算法？又或者更簡單的

說，有否可能人主體會在某些狀況下(例如抵擋不住短期暴利的誘惑)而改變訂
價演算法指令或修改其參數？作為最後決策者的人主體，面對正運行中訂價演

算法忽視了當前暴利機會，其介入干涉的可能性，或許很大；這涉及個別特

徵，無一致性與邏輯性、也無相對可靠的分析方法，但卻是訂價演算法基底商

業中，合謀成形或永續的一個重要衝擊因子。

既然單由智能體「互相理解」而致合謀的可能性，目前只存在於學術模

擬，而人主體自我短期利多判斷又可能隨時橫空而出，則想當然耳，在演算法

訂價商業中，人主體仍然具有了最後決策的本質。因此，智能體若共同達成合

謀，其背後必仍多賴人類給予的指令與編程，只是或多或少的程度不同。或可

說，訂價演算法只是人類促成隱性合謀的一項新利器。

既是一項工具，則使用過必留痕跡。在無訂價演算法參與的傳統合謀上，

藉助經濟分析證明其成立的可能性，然後尋找人類間可資佐證的溝通資料；但

在訂價演算法參與的案例上，執法者除了尋找可能的人主體間溝通證據，還可

進一步的從電腦中尋踨覓跡出誘因機制(或獎懲機制)設計的編程。若尋得出，
將會是合謀鐵證。只是，從複雜萬端的編碼程式中尋出某一兩條涉及獎懲設

計，談何容易？仍須要與時俱進的資訊能力。於是在目前的演算法訂價合謀案

例中，依賴於掌握人類間溝通或謀劃資料，仍是主要的證據來源。

六、課責智能體否

隱性合謀不具任何顯然協議(agreement)，而是競爭者間意識到彼此利
潤與決策互依，然後相互以策略為手段達成價格協調的一種行為。關於 
agreement，美國Sherman Act 中常替用contract、combination in the form of 
trust、conspiracy等；最高法院也說，一個協議非要明示或正式，只要它是涉
及「一致目標、共同企圖與理解、或心意互通(a unity of purpose or a common 
design and  understanding or a meeting of minds56

」以及「有意識的附和一個共同

企圖(a conscious commitment  to a common scheme)57
」即屬之；從而包含了平行

56 Interstate Circuit Inc v United States, 306 US 208, 810 (1939); Am. Tobacco Co. v. United 
States, 328 U.S. 781, 809–10 (1946), at 810.

57 Monsanto Co. v. Spray- Rite Serv. Corp., 465 U.S. 752, 768 (1984); In re Flat Glass,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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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樣態。

唯於實際執行中，法院認為證明合謀的平行行為，必須證明其確為

廠商間協同(coordination) 結果，而不單只基於寡占互依性(oligopolistic 
interdependence)的經濟推論。於是，掌握參與者間某 些特定方式行動所為之溝
通，往往成為必要的額外附加證明(plus factors)。
歐盟法院於判例中則明白指出

58
「一個協議反應出經營運者間對於在市

場上執行某一政策、追求某一目標、或採用某一特定行為的一致意願，無論

成員是以何種模式來配合此一協議內容(an agreement reflects“a concurrence of 
wills between economic operator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policy, the pursuit of 
an objective, or the adoption of a given line of conduct on the market, irrespective of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parties´ intention to behave on the marke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at agreement is expressed.＂)」因此協議的精神乃在於存在共
識(common will)與某形式的表明或配合，於是，具心意共識意涵的「一致行為
(concerted practices)」可作為無顯然正式協議證明時的判斷； 亦即，一致行為
就是隱性合謀(tacit collusion)了。
然而，機器演算法所為決定，適用這些定義嗎？

在訂價演算法基底商業中，訂價智能體依據過去價格、銷售與其它市場數

據而訂定價格，快速的察知競爭者訂價變動，並快速的調整自我價格以為因

應；價格是其主要行動方式，並不會也無法發佈策略面以外的額外訊息作為信

號傳遞。於是，顯然通聯證據不易掌握，而必須直接或間接證明智能體間具有

「共同企圖與相互理解」。若果真智能體具有如此能力，則超競爭價格(supra- 
competitive price)結果的可課責對象，該是人主體？抑或智能體呢？
人主體與智能體之間該屬於雇傭關係(principal-agent relation)。電腦編程

用以幫助完成任務，但電腦並不懂人類語言。僅管訂價演算自動機可以傳輸數

據，並據以決行甚而產生協同訂價，但並不意味著，他們理解彼此「正在協同

以限制競爭」。既不「理解」，則就不會「相互理解」，於是訂價演算法本身

難以適用競爭法合謀要件的「合意」。然智能體所為皆是依據電腦程式執行，

若有協同行為出現，亦是依據其被編寫設定的程式，進行互動的結果；就算是

具自我學習的演算法機器，仍得由人類設計程式訓練其自我學習。於是，人類

程式設計才是決定演算法結果走向的根源，該是法律課責的主體。廠商經理人

F.3d at 357.
58 Case T-41/96, Bayer AG v Commission, [2000] ECR II-3383, para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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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各自獨立選擇訂價演算自動機為其服務，或許他並不知道該智能體間會否

自我導向合謀狀態，甚至程式設計者本身也可能無意識其程式編碼可能導出一

致行為，但這些相關人員都必須心中明白知道「某些程式設計導致一致行為

趨勢」是確實可能存在。因此廠商僱用或設計訂價演算法機器為其服務時，必

須負責任的進行了解並確保這一問題不致產生。歐盟競爭事務執委Margrethe 
Vestager 強烈主張「就源法遵(compliance by design)」途徑59

，認為「企業能做

的且必須做的，就是確保由設計端遵守反托拉斯法，亦即，從設計端上，演算

法就必須建立於不允許合謀；而且企業必須清楚，一旦決定使用自動系統，

他們就必須為演算法所為結果負責任，所以他們最好必須了解該系統如何運

作。」

歐盟這一強烈態度給了幾個基本引導
60
：第一，廠商若利用訂價演算法執

行人為溝通所形成的合謀，這是顯性合謀，毋庸置疑。第二，任何非法的線下

行為策略若在線上施作，依舊違法，廠商必須確保其演算法不從事非法行為。

第三，廠商若涉及非法競爭措施即受法律課責，不因是演算法自動行為所致而

可免責；不論是僱員、代理、或第三方，都是受一廠商指示或控制(direction  or 
control)的雇傭模式，演算法亦同，故廠商必須為其僱用資產(訂價演算法)的行
動負法律責任。美國的態度相似

61
，認為「凡涉及演算法的合謀案，都應依傳

統法律標準進行分析；當分析某行為是否構成合謀時，分析者必須拿掉演算法

牽涉其中的這一事實。」亦即，廠商有否合謀與其有否運用訂價演算法無關，

而在人主體行為本身，演算法只是執行人主體行為的手段。基本上，英國亦持

與美國相類似的看法
62
。

「分析者必須拿掉演算法牽涉其中的這一事實」卻也未必盡然。前一節我

們分析指出，當前涉及訂價演算法的合謀案例，其背後必仍多賴人類給定的指

令或編程，只是或多或少的程度不同。因此在分析此類合謀時，傳統上，一者

59 同前文.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and Bundeskartellamt (2016).
60 OECD (2017b), Directorate for financial and enterprise affairs competition committee, 

Algorithms and Collusion- note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June 21-23. See also, Gosselin, 
S.S., Jones, A. and Martin, A. (2017), Are antitrust laws up to the task? A US/EU 
perspective on anti-competitive algorithm behavior, LEXOLOGY, August 10.  

61 DOJ (2019), Statement of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Makan Delrahim before the U.S. 
Senate subcommittee on Antitrust, Competition Policy and Consumer Rights, "Oversight of 
the Enforcement of the Antitrust Laws", September 17.

62 OECD (2017c), Directorate for financial and enterprise affairs competition committee, 
Algorithms and Collusion- not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May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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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助經濟分析、二者尋找人類溝通的直接間接證據；而在訂價演算法牽涉其中

時，我們則另可於程式編碼上尋蹤覓跡。

然而，該如何從程式中尋蹤覓跡？這已是訂價演算法商業中，執法者所必

須及時培養的文化素養。

電腦編程是人類設計者的產物，假若設計者一開始即建構出例如跟進對方

價格的指令，則人類設計者即已涉及企圖利用訂價演算機以協同行為甚或互通

信息。這類型指令可以非常細微、不動聲色的被植建於整體編程設計中，執

法者欲循傳統模式，從公司文件資料或人員作證中去掌握此等設計，或許徒勞

無功；又或者，欲從整體編程設計中去檢驗尋找出此一指令、或偵測內建函數

與邏輯是否包含終至達成合謀的指令，亦是一個高度挑戰的任務。隨著技術進

步，後者的檢驗模式或許會愈來愈被開發與倚重。目前一般性的這類型檢驗，

途徑有二，其一靜態檢定(static testing)，其二動態檢定(dynamic testing)63
。

靜態檢定方法，是直接檢閱程式而不去執行。促成隱性合謀運作，不外乎

兩個關鍵，一是策略外，即借助不屬於競爭策略變數的額外訊息進行溝通；二

是策略內，即以策略完成一套兼含棍棒與蘿蔔的獎懲機制。訂價演算法自動機

只運用第二者的策略面，而靜態檢定法所著墨的，即在於找出策略面上這套獎

懲機制的有無。一般而言，若存在這套機制，則它通常會是放在訂價演算法的

優化模組中，因此直接針對該演算法的優化模組編程進行檢閱。首先，確認是

否包含競爭者訂價的訊息？若無，則一定不會有合謀的疑慮；若有，則再進一

步審閱是否具有構成獎懲機制的編碼。

靜態檢驗方法面對動態訂價的深度學習型演算法而言，將是無能為力。深

度學習演算法透過大量數據的試誤與實驗方式，於不同時點上挖掘出更確實的

評鑑績效值，致不同動態時點上常有不同最佳策略出現，檢驗者欲自編程上尋

蹤覓跡其獎懲機制是否存在，難如登天。其編碼與抉擇之間的對應太過複雜，

以致於無法理解、無法解釋、無法窺探，就像黑盒子一般。而且深度學習領域

中，甚至獎懲機制本身可能不是構成合謀的必要條件，例如Cooper et al (2015)
發現，僅管其估計模組中未含對手價格資料，深度學習智能體也可產生超競爭

價格，這大大增添了檢驗上的困惑
64
。幸運的是，因為實務上，在每一時點對

63 Harrington, Jr., J.E. (2018), Developing competition law for collusion by uutonomous 
artificial agents.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 14 (3), 331–363.

64 Cooper, W.L., Homen-de-Mello, T. and Kleywegt, A.J. (2015), Learning and pricing with 
models that do not explicitly incorporate competition. Operations Research 63, 8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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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價法則進行評價的工作量非常龐大，深度學習型演算機於目前階段仍未能真

正商業運作
65
。

當靜態檢驗可能無法有效進行時，可以考慮改採動態檢驗。這個方法比較

像是模擬途徑，也就是，以大量的市場條件餵予該智能體，然後紀錄相對於各

市場條件輸入項的產出項(價格)，從中觀察是否終於構成超競爭價格。然而，
模擬仍有缺點，第一，總是真相的一小部分；若要擬真，則必須餵予非常大量

的輸入項(即市場條件)，燒錢、無力、費時。第二，智能體透過學習可隨時改
變每一時點的訂價演算法，今天測試檢驗所得可能異於明天，今年所用資料則

已不復相同於去年。第三，檢驗出存在超競爭價格，亦未能確認是否存在獎懲

機制(尤其是學習型演算機)。容或模擬做為執法者的檢驗工具仍不盡良善，唯
面對可能幾分鐘就調整一次價格的動態市場，迄今依舊別無良法。

七、導致合謀樣態

對疑似涉案的廠商演算法訂價，執法者除了於事後檢驗與偵測之外，亦可

於事前進行監視、督導、或警示，或許這更是一個重要環節。因此，歸納整理

一些可能合謀樣態，作為隨時比對參照、並提供檢視篩選的初級步驟，將是

一個可行的有效方法。本文依不同功能與形式畫分，提出幾個可能違法樣態如

後。

(一)仰賴人為合謀並以監控型演算法執行
在合謀議題上，監控演算法被用於隨時監看所有廠商行動決策，確認所有

廠商是否都訂價於合意水平，並隨時回報以隨時採取相對因應措施。若並非所

有廠商持續維持於合意價格，則將改訂競爭價格予以報復。監控演算法的重

點在於監看與回報價格，創造出競爭環境中的高度價格透明化，提供合謀的良

好生態，亦令合謀廠商快速偵知同伙是否遵守合意；至於合謀生成則仍須仰賴

其它機制或人為介入。此類樣態是以人主體協議為核心，而演算法為執行工

具，是最容易出現、也是目前所有相關法例的類型，例如前述的U.S. v. Topkins 
(2016), CMA v. GB eye (2016), U.S. v. Aston (2015)等。
(二)使用相同資料數據
廠商使用相同來源資料數據，據此因應外部事件(例如成本或需求改變)或

65 2015年Google提出開放源演算法TensorFlow在全球獲得相當成功的商業價值，開源
演算法市場於是成形，在這個開源體系中，企業可以從其資料庫中尋找合乎其數據
與目的演算法模板，然後著手設計適合自我營業模式的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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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廠商行動，其所為之決策必然相似度愈高，而提高平行行為出現的機率。

共同資料數據若都收集自公開可觀測訊息，則平行行為的出現就可認定不具私

謀意涵；反之，若資料數據中包含競爭者非公開可觀測訊息，則據此決策的廠

商將涉及互通訊息合謀的疑慮。

為了掌握市場動態以及廠商策略互動，以做出更好的決策品質，訂價演算

法從訓練階段就盡可能的包含相關資料，於是同一市場中的競爭者購買使用的

訂價演算法，就很可能具有共同的資料數據。假若廠商購買此類訂價演算法

時，已明知與其它訂價演算法使用相同資料來源，則廠商將涉及人為端的合

謀，唯此「已明知」的證據，仍須由公司人員或書面資料中去尋求。假若廠商

購買此一訂價演算法時，並無「已明知」與其它訂價演算法使用相同資料來

源，則待一致行為出現時，執法者必須檢視其數據匯整模式中，各競爭廠商

提供的非公開資訊資料之成分大小，夠大的成分則等同於各廠相互溝通後再

由訂價演算法執行，自然涉及共享營業秘密藉以聯合訂價之疑慮。這類型非

公開資訊的各廠自有資料，若是各競爭廠商主動提供，此行為本身涉及聯合並

無疑義，若是由某第三方廠商收集匯聚而成，然後再提供給廠商訂價演算法運

用，則第三方廠商所收集資料數據來源，仍需如前述以是否包含收集自各競爭

者未公開訊息者成分判斷。第二節中所提到的案例United States v. Airline Tariff 
Publishing Co(1994)及 EC v. Container liner  shipping  companies (2009)皆屬此
類。

(三)使用相同訂價演算法
許多競爭廠商購買運用某一(類)訂價演算法，例如Amazon提供其商場商家

的訂價演算法，將使使用者的決策建基於相同演算邏輯與相同資料數據環境，

各廠的訂價法則與趨勢必然一致，導致平行行為。提供者並非市場競爭者一

員，但因其提供的演算法包含了各廠資料，等於溝通了各廠非公開訊息，加上

相同因應法則，將使競爭者訂價更易趨向一致，此時形成的協同行為，為第三

方演算法供應商以訂價演算法串聯市場上各競爭者所致，儼如軸輻模式。在適

用競爭法上仍需依個案分析，重點仍然在於該第三方提供之演算法，其動機是

在於協助串聯各競爭廠商使之和同？抑或在於協助使用者更有效率的訂價？然

若涉及前者疑慮，仍需有明顯證據證明確實存在此一動機。

軸輻安排是一廠商針對其上游(或下游)廠商，逐一進行聯絡互動以安排合
作，前者為軸心廠、後者為輻條廠，從而構成軸心與輻條的緊密一致行動；其

目的在於保護或提增發動者(軸心廠)市場份額、或者維護其利潤。其中牽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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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游(軸與輻)垂直安排，而且涉及輻條廠之間的水平合意。於是，傳統軸輻
安排的違法性在於三者：其一，一廠為其利益而奔走協調上游(或下游)廠商以
採一致行為；其二，此廠之奔走協議具有阻抑競爭的邪惡動機；其三，唯有

上游(或下游)競爭商之間都同意這安排，方能產生每一廠經濟效益。以Uber為
例，雖其遭受許多訴訟，但仍未曾被判決以Uber app「協助競爭者和同行為」
者。由於Uber主張其新型營運模式中的駕駛人並非公司員工，而是獨立選擇使
用其app的契約人，於是Meyer v. Kalanick (2016)案中原告，即控訴其利用Uber 
app與下游獨立商駕駛人以一系列訂價演算法進行訂價協議，致生超競爭價格
(supra- competitive prices)。法官雖肯認原告宣稱被告已構成軸輻安排的論述，
唯此案最後交付仲裁而未對這一部份進行裁決

66
。法院對軸輻安排適用Uber商

業模式的看法，學界與業界出現了不贊同的聲音。Passaro (2018)就認為67
，首

先，Uber欲協調和同數千駕駛人以致一致行為，顯然不可行；而Uber並未如傳
統案例中具阻抑競爭的動機；另外，駕駛人成為Uber駕駛人之利益，並不依賴
於其他所有駕駛人之一致成為Uber駕駛人。
(四)委託第三方之訂價演算法代為決行
與前一類型相似的是，當多家競爭廠商共同委託某第三方以其訂價演算法

代為決行，則軸輻合作的問題就會浮現。在分析上，我們必須先確定：中介機

構(軸廠)研發該訂價演算法是否使用各客戶(輻廠)的過去資料數據？其訂價是
否是最大化所有客戶總和利潤？前述中若有一者是肯定，則就可能涉及違反競

爭法疑慮，然後進一步評量：受委任訂價演算法公司代客戶決行的相關市場比

例有多大？

前述的檢視與判斷過程，由演算法的訓練階段就開始適用。若訓練階段就

涉及使用來自多個客戶(競爭者)的彙整數據，因其屬於各公司過去歷史資料、
具競爭敏感性資料、或非公開資訊，則第三方廠商以此一訂價演算法代客戶決

行，即涉及違反競爭法；僅管該訂價演算法於後來應用階段的推薦或訂價，可

能已不再使用來自客戶的彙整數據。受委任第三方訂價演算法公司，若其演算

法的目標函數是在於最大化其客戶總和利潤，則更是明顯違反競爭法，因為最

大化客戶總和利潤即等同於獨占者最大化市場利潤；此類型目標函數對中介機

關而言，可行、易行、且利潤最大。

66 Meyer v. Uber, No. 1:2015-cv-09796-JSR, Doc. 37 at 22-23 (S.D.N.Y. Mar. 31, 2016).
67 Passaro, N (2018), Uber has an antitrust litigation problem, not an antitrust problem. CPI 

Antitrust Chronicle, May: 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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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如果一個產業中有大部分廠商使用同一款訂價演算法，其有意無意

所形成的軸輻結構，將明顯的增進了提增價格的誘因與能力，與傳統案例相

仿，其涉犯競爭法疑義已足以促成展開調查。

(五)可預期的訂價演算機制
比較進階的訂價演算法，例如，競爭演算法知悉或推論出彼此使用相同或

相似的訂價演算程式，則一方更能夠預測另一方的可能反應，一方更能夠解釋

另一方訂價行為的邏輯或意圖，於是，更方便於達成訊息交換、減低策略互

動的不確定性、且易於促成與維持隱性共謀。事實上，只要於訂價演算法中編

製一個簡易的跟進法則，即可透過訂價演算法促成彼此同往高價水平這類演算

法，等同於以一個固定行為模式公諸於世、或令他人容易偵知，則彼此容易預

期、容易跟隨、也就容易一致行為。

智能體依據設計者編程運作，其互動結果所構成的高價和同行為，仍然得

由使用廠商承擔其法律責任，一如前述。若可預期訂價演算法的目的「在於

可被預期」，即企圖令競爭對手容易順利解譯(decode)而後隨同並趨向一致，
故其程式設計相對會簡單一些，例如一個比照訂價(matching)程式、或以牙還
牙、嚴格策略、處罰n期等簡單固定反應模式。這類型演算規則於檢驗與偵測
上，執法人員可相對容易執行。

(六)信號式的訂價演算機制
類似於可預期訂價演算法者，是信號訂價演算法。一廠訂價演算法刻意脫

離競爭均衡而提出高價，藉以釋放其意欲邀約他廠共同提價的企圖，他廠演算

法於邏輯運算中解析出對方此一看似不理性行為之企圖，且計算出若應其邀約

提價則可以獲取更大利益，於是跟進。雖演算法「解讀對方意欲邀約企圖」此

等智慧運算，目前仍未商用，但以程式編寫、設定狀態、令其反應，其實仍可

簡易達到非動態市場的和同情狀。廠商依據市場供需反應，估計出自己的合理

價格、預期出對方的大概合理價格，於是於程式設計上，編寫我方智能體於覺

察對方訂價超越出此一合理價格一段時期後，即視其為一個詢問我方同行的訊

號釋放，而予以配合。執法人員執行檢驗時，該偵測是否存有此類程式指令設

計。這類型設計並不很容易成功達到目的，因為市場雜訊、意外、或實時動態

波動，都很容易導致對方訂價超越設定合理範圍，而被我方演算法誤讀為一

種詢問同行的訊號釋放。在動態環境中，「解讀(decode)」是一項很艱巨的工
作。

然而，簡易的可預期程式，本身是一種很容易被掌握到的訂價反應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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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對方人主體知悉後予以配合；於是，若考慮人主體角色會介入判斷與決

策，則某一方的一個可預期程式，就可能變成一個簡易有用的信號，等待著對

方人主體解讀後配合。這一可預期程式若為事先正式或非正式透露，即可視為

是釋放訊息的行為；若無，則亦可能是作為暗地釋放訊息的工具。毫無疑問

的，這類模式中，人主體介入相對較深，且利用訂價演算法作為釋放合作訊息

的工具。

(七)自學型訂價演算法
至於學習型訂價演算法，人類單方設計其訂價程式，且只給予目標(例如

達成利潤最大化)，其自身就能協助廠商往高利潤的合謀狀態形成。其合謀成
形宛若黑盒子作業，人主體自身也已完全無法尋跡追蹤。該如何發覺與舉證此

等合謀，更形艱難。慶幸的是，這類複雜且具智慧的演算法，仍未商轉。

八、執法者的因應

凡涉及演算法的合謀案，美國執法機關所秉持的態度，基本上認為，以當

前競爭法架構已足以應付，故都應依傳統法律標準進行分析。美國司法部反托

拉斯署副助理檢察總長(Barry Nigro)指出：「當分析行為是否構成合謀時，分
析者必須拿掉演算法牽涉其中的這一事實。唯不可忽視的，演算法的運用確實

使得欲確認合謀行為，變得更為艱難，因此執法人員需要具有更新的調查技

術；由於偵測演算法合謀很難，因此可以搭配寬恕政策及犯罪罰款，提供企業

自我檢測與合作的誘因
68
。」歐盟態度相對最為積極，認為凡訂價演算法涉及

的競爭法議題，一律是運用者(廠商)的責任；德國聯邦卡特爾局亦強調，演算
法的運用並不使得企業免除競爭法責任，企業不能躲在其所運用的演算法背

後。

因應訂價演算法於廠商競爭中角色的崛起，各國對於其在競爭法定位，雖

細節容有差異，但仍多認為目前競爭法標準架構即已充分，唯必須體認檢查偵

測將相對變得更難。執法人員必須及時裝備以為因應。

(一)區別人主體與智能體的角色
當然，許多案例仍得從釐清人主體與智能體間強弱關係著手。雖然充滿智

慧的自學型演算法仍未完全運用於實務，但其它類型演算法的程式設計上，已

足以令演算法彼此間進行互動跟隨而致一致趨勢。執法者所需思考與調查的，

68 Banicevic, A., Kohlmeier, G.Z.A., Pechersky, D. and Howlett, A. (2018), Algorithm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Antitrust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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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外乎是：第一，是否具有人主體間的顯性通聯證據？第二，訂價演算機之編

程是否可以找出「獎懲機制」或「可預期反應模式」的設計？第三，若有，則

在此編程設計上，人主體的知悉程度如何？人主體的涉入程度與類型為何？這

些調查都是必須的，然不論人主體是否事先知悉存在獎懲機制或可能導致合

謀，使用訂價演算法的廠商都該負起最終若出現合謀的法律責任。

執法者若可以掌握廠商人主體通聯的證據，且證實最終價格為超競爭水

平，則毫無疑問的，利用當前競爭法架構即可解決此一問題。但若無法掌握人

主體顯然溝通證據，或者人主體於最終超競爭價格結果上僅扮演著小角色，則

執法者必須仰賴於對訂價演算的偵測與試驗。

(二)發展引用資訊技術與人力資源
偵測智能體之編程設計，仍是一大挑戰。因此發展測試與檢驗編程的執法

能力，對執法機關而言是迫不及待。不論是靜態檢定或動態檢定，都是一門

專業的資訊工程能力，於是引進充分資訊人才並建構更多技術資訊資源、甚

或有外部技術專家合作，是刻不容緩之事。英國CMA於2014年12月聘任首位
「數位取證與情報(digital forensics and intelligence)」主任，負責發展CMA的數
位取證與情報分析能力，並支援專案或計畫團隊，也徵募了許多相關的技術專

家
69
；於隨後的CMA v. GB eye (2016)一案中，數位取證人員對Trod伺服器與安

全數據輕易取像，由此而確認GB eye所提呈的自首資料，終至於不到8個月即
偵破本案，相較往例大約的一年光陰，速度相當快。事實上，該案被告完全

委諸於演算法訂價自動機，從2011年3月至2015年7月，相關產品價格即已漲了
20%，但當時如此合謀利潤卻一直沒能被識別出來。
美國FTC因應行動裝置興起，於2010年首設技術長(chief technologist)以協

助擴展對此新趨勢的偵查能力；2015年於其消費者保護局內設立技術研究與調
查辦公室

70
，聘任一位技術政策研究主任(coordinator)、許多具有IT背景的技術

專家與電腦科學家、擴充其組織的內部專家與研究員，藉以發展全新的調查方

法與偵測資訊技術
71
。「這是FTC的自然演化。當技術更為複雜，而使所有事

物與技術間起了正當或不正當使用的直接關聯，FTC必須有能力針對組織行為
69 Aston, S. (2014), First director of digital forensics and intelligence appointed to CCG. Civil 

Service World, December 8.  
70 Peterson, A. (2015), The FTC beefs up technology investigations with new office.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3. 
71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2015), Press release of 23 March, BCP's Office of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Investigation: The next generation in consumer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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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錯做出更佳判斷。」「若無清楚了解數據運用的基礎技術，FTC將無能為力
有效實現其目標；擁有更多技術專家人員，將使FTC能更佳評估是否廠商合理
運用技術。

72
」

然而，在組織擴編短期不易實現、或任務相對艱難與繁複時，委託組織

外的技術專業，或許是可行且易行的辦法；例如，Google一般性搜索引擎，於
2017年被歐盟執委會判決濫用市場支配力，違法給予自家比較購物服務競爭優
勢

73
，為確定該判決如實的被遵守與執行，歐盟執委會找了民間技術專家協助

進行監控
74
。這途徑對公平會或許更為適合。

當執法機關自我具備了資訊取證能力時，即可進一步建構與研發有效的犯

罪偵測套件，並作為呈堂證供。英國CMA一個技術團隊宣稱，可以運用演算
法來偵測卡特爾，並已經建立了一個卡特爾篩檢工具(cartelscreeningtool)，以
幫助採購單位透過標單數據與內容篩檢出可能的卡特爾行為信號

75
。然而，比

較標單具體內容以防止圍標而所萃取出的勾結特徵，只適合於競標場合，難以

移作線上零售市場默契勾結的識別之用。當然，欲以演算法結果作為證據，最

大的困難仍在於建立競爭機關資訊團隊的公信力，才能取得法院信任。

(三)結果導向與就源法遵
類似歐盟更積極的作法，則是「結果導向(results-based approach)」與

「就源法遵(compliance by design)」。數位經濟的市場狀態使得合作變得更
加容易、同時使得證明協議變得更難，合謀危害變得更可能出現，於是，只

要偵測到訂價演算法商業中出現反競爭結果，僅管無法證明是因訂價演算法

設計所致、或證明為其所具有的企圖，執法當局都可以介入干預
76
。German  

Bundeskartellamt v. Lufthansa (2018)一案中，德航因柏林航空破產(2017年)，其
訂價演算法面臨實時供需變動而致某些航線上出現價格暴漲(25-30%)，德國聯
邦卡特爾局展開調查後，確認是由於供給大幅不足所致，故未起訴德航

77
。然

72 Higgins, J.K. (2015), FTC upgrades IT to protect consumer privacy data security. 
Ecommerce Times, April 8.

73 European Commission (2017),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7 June 2017 in Case 38606 - 
AT.39740 Google Search (Shopping).  

74 European Commission (2017), Tender specifications: Accelerated restricted procedure in 
two steps. Call for tenders COMP/2017/012.  

75 Picht, P.G. and Loderer, G.T. (2018), Framing algorithms-competition law and (other) regulatory 
tools.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Research Paper No. 18-24.  

76 同前文Picht, P.G. and Loderer, G.T. (2018).
77 Bundeskartellamt (2018). Press Release of 29 May. Lufthansa tickets 25-30 per cent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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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供人省思者，在於當市場結構改變致供需配合大幅波動，若供給大幅小於

需求，訂價演算法自然實時反應而大漲價格；但我們合理懷疑，當供給大幅過

剩時，訂價演算法會實時反應而大降價格？亦即，我們懷疑僅管訂價演算法

決行，但在明顯不利於己時，會理性驅動廠商進行人為干涉。亦即，基於理性

或利益思維，訂價演算法被人為介入干涉，甚至可能是一種理性的必然反應。

因此，當執法機關發現，實時價格已被確認高漲至不利於消費者時，則也理所

當然的有介入干預的空間；僅管仍未能偵測出訂價演算法上的編程邏輯證據。

問題是，介入的時機與程度該如何拿捏？亦即，該在狀態波動至何程度方可介

入？介入訂價參數修正將以至於何種程度？在採用「結果導向」途徑時，執法

單位必須於此進一步探討、釐清與訂定
78
。

結果導向搭配著「就源法遵」，更加強了執法單位的應付力量。歐盟競爭

事務執委Margrethe Vestager主張，企業必須確保由設計端就遵守反托拉斯法，
且必須清楚知道，一旦啟動使用自動系統，就必須為演算法所為結果負責任，

所以必須了解該系統如何運作。這即是本文「就源法遵」的來源。訂價演算法

所產生的限制競爭結果，其法律課責性，一律由運用該演算法的廠商概括承

受。因此，廠商中的員工、經理人、董事成員、或第三方，凡對該廠商所運

用的訂價演算法，具有任何一點控制或影響力者，都必須令其知悉這一法律責

任，並施以競爭法規教育訓練；同時也須令其知悉，凡購買或評估使用第三方

提供的軟體時，應明確禁止供應商透露相關銷售訊息給自己或任何其它競爭廠

商。執法機關亦必須積極對廠商明確宣導與督辦相關訓練課程與概念，以令廠

商們從內部形成就源法遵的文化素養。

(四)產業結果調查與市場研究
面對訂價演算法的不可觀測性，一些傳統衡量方法或工具，對執法人員仍

可持續有用。首先，市場調查與研究仍是不可免的基本手段，如果有跡象顯示

市場運作不良，則執法者或許可以決定進行市場研究或產業調查，了解原因並

尋找可能解法。在產業調查研究或產業詢查中，應嘗試確定這個產業的一些有

用特徵：第一，是否已具有訂價演算法合謀相對容易發生的結構？第二，是否

具有高度價格(或訂價)透明？第三，是否具有高度訂價可預測性？第四，是否
是高頻交易的市場？第五，是否具有其它未被確認的結構特徵？透過這些特徵

expensive after Air Berlin  insolvency–"Price increase does not justify initiation of abuse 
proceeding". 

78 同前文Picht, P.G. and Loderer, G.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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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查與歸納，可以分析出哪些市場具有較高比率的訂價演算法運用、具有較

高可能合謀的環境、具有較高可能性的利用訂價演算法合謀。隨後甚至還可以

進一步的實施市場偵查，藉以發佈不具約束力的建議書或導正宣告，或者甚至

提出結構或行為的導正補救措施；目前英國、冰島及墨西哥等國家的執法機

關，有這樣的做法，臺灣亦可積極由此著手。

(五)或用顯失公平途徑
不公平措施(unfair practice)，亦是一個可以思考採用的途徑。Ezrachi and 

Stucke (2016)主張，「解決智能體合謀問題，可以轉向於市場操作或不公平手
段議題面向上。由原先聚焦廠商間的協議存在，轉而檢視因運用先進演算法所

改造出而有利隱性合謀的既存市場條件。互相監看是在競爭法架構下合謀的必

要條件，而我要檢視的則是，人為決定運用演算法所創造出的市場動態性，是

否具有反競爭的干預效果？」且更進一步建議：「當執法機關可以提出證明，

證明被告運用演算法，其動機在於獲得反競爭結果，或者已經意識到其行為會

自然可能的產生反競爭後果，則聯邦貿易法第5條即可被適用於訂價演算法所
產生的可能違法。」聯邦貿易法第5條規定「於商業營運中或企圖影響商業營
運時，使用不公平方法競爭(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UMC)、不公平或欺
騙的行動安排，都是違法的。」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直到2015年才對第5條不公平措施，做出了一個
指導原則：(1)委員會將遵行反托拉斯法的公共政策，亦即提升消費者福利；
(2)委員會將依類似「合理原則」評估行動與措施，亦即，在考慮相關效率識
別及商業理由後，會被委員會所挑戰的那些行動與措施，將必須是會或可能會

導致傷害競爭或競爭過程者；(3)若Sherman Act或Clayton Act的執法已足以充
分處理競爭傷害，則委員會不會對此行動或措施單獨以不公平方法競爭進行審

視
79
。在此原則之下，依據現行的採用標準，則不合理的消費者傷害(unjustified 

consumer injury)是FTC Act最主要的關注點；而且FTC也認為，單由這點即足可
判斷一措施是否具有不公平性。基本上，為FTC判斷為不公平措施者，其所致
之消費者傷害必須符合3個要件：(1)是重大的(2)是無法為該措施，另於消費者
或競爭方面產生的利益所抵消的(3)是消費者本身無法合理避開的80

。於是，凡

79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2015), Statement of enforcement principles regarding “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Under Section 5 of the FTC Act, August 13.

80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80), FTC policy statement on unfairness. Appended to 
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 104 F.T.C. 949, 1070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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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措施或行為導致消費者重大傷害，則可進入第5條不公平措施的檢視範圍
圈了。

基於原則性(principle-based)建構的第5條，具有的彈性空間，剛好充分提
供FTC因應科技發展所衍生的問題。例如，FTC近十來年即利用第5條進行持續
性的企業網路安全監管，針對企業不當的資料與隱私保護，以危及消費者個資

為訴求，依據第5條而起訴者超過60個案件，且都快速的於庭外和解81
。唯一例

外者是FTC v. Wyndham (2015)82
，被告堅持訴請法院撤銷該案；遭一審法院駁

回，但針對被告質疑FTC採用第5條於本案的適當性，准其上訴，而於上訴法
院被確認適用無疑，隨後立即進行協調和解。本案中FTC列舉了該公司不當的
網路安全對消費者產生的重大傷害，包含前後發生了3次駭客成功攻擊，導致
60萬客戶資料曝露風險及1千零60萬美元的消費者費用錯誤。顯見對於當代科
技帶來的新型問題，第5條的彈性空間提供了解決方法。
在美國的系列Uber案件中，例如Malden et al. v. Uber (2016), Desoto Cab v. 

Uber (2017)及 Philadelphia Taxi Association v. Uber (2016,2017,2018)等，原告提
訴通常包含獨占化、掠奪訂價、不公平方法競爭以及違反相關管制法規等等

多項理由，後都因舉證不足而敗訴。在「不公平方法競爭」這一項上，或指

稱Uber因規避管制而致優勢、或謂其低於成本經銷的不當、或稱獨占危險性加
上募資能力將令競爭者大受其害，不一而足，但其實都是指涉Uber商業模式導
致了消費者重大傷害；唯所有這些案件，原告卻都未能對此一重大傷害確實

舉證，故不為法院所採信。南非計程車業者於2015年控訴Uber，與美國案例類
似，宣稱Uber以掠奪訂價企圖驅退競爭者、規避管制而氾濫入場、誤導大眾認
為它創造工作機會，以致不公平競爭，亦為南非競爭機關駁回此案

83
。不過歐

盟的結果，比較不同。西班牙巴塞隆納計程車組織APET，於2014年控訴Uber
未先通過政府管制條件即提供交通運輸服務，違反競爭法

84
，認為這使得Uber

相對於其它計程車業者及駕駛人，具有了反競爭優勢，構成不公平行為；為此

歐盟法院於2017年確認Uber乃交通運輸服務業者，當適用一般計程車管制法，

81 Denny, W.R. (2016), Cybersecurity as an unfair practice: FTC enforcement under Section 5 
of the FTC Act, Business Law Today.

82 FTC v. Wyndham Worldwide Corp., 799 F. 3d 236 (3d Cir. 2015). 
83 SA Breaking News (2016), Uber beats anti-competitive claims, October 21.
84 Case C-434/15, Asociación Professional Élite Taxi v. Uber Systems Spain SL ("Uber 

Spain").亦請參閱The Guardian/World/Europe (20 Dec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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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不公平行為成立。另外，盧森堡競爭機構於Webtaxi(2018)一案85
，雖認為

原告叫車app固定訂價模式違反競爭法，唯衡諸其所帶來的便利與空污減少，
確實產生夠大的效率好處，而特別予以個別豁免。這些案例都清楚的顯示，消

費者福利是競爭法判斷中的一個核心。不論是採用怎樣的策略或措施，只要對

消費者福利構成了重大傷害，則適用第5條「不公平方法競爭」的討論就可展
開。

「不公平方法競爭」或「顯失公平」行為，亦規範於我國公平交易法第25
條，謂「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

顯失公平之行為」，亦或可提供一個參酌運用的方向。對於科技破壞式創新產

業的崛起，自學訂價演算法所致合謀，不易識別與釐清，偵辦上費時且困難，

於是轉而分析「運用此一新科技的營利模式」，其所創造出來的市場動態性是

否具有反競爭效果。首先，該營利模式是否導致消費者重大傷害；然後，確認

該傷害是否無可合理避免；最後，分析該傷害是否無法為其它消費者利益或競

爭利益所抵消。整個分析架構，不再針對個別行為策略，而是針對整個營利模

式所進行的市場競爭衝擊分析；這或許是一個可用的途徑，尤其新科技的出世

往往帶著一個不同的營利模式。

我國對於Uber的商業經營，公平會於避免介入經濟部相關職權之後，則以
第21條「不實廣告」予以課罰100萬元86

。公平會於該案指出，「本身即為未申

請核準之行業，卻又公開推播徵募個人司機廣告，致使閱者誤認開自己的車、

符合條件加入就可以合法提供服務，然卻與實際法令並不相符。宇博公司之於

「Uber司機資訊網」刊載此等內容廣告，無疑已涉及廣告不實之疑。」故裁決
宇博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
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

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Uber不服，再提行政訴訟抗罰，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則於105年11月判決，
認定公平會裁罰有理。其判決書同時指出，該公司持續招募司機，除讓人誤認

為合法之外，也由於增加司機加入的交易機會，將排擠其他計程客運業者的交

易機會，致競爭同業蒙受損害，足以產生不公平競爭的效果。

85 Ciannino, M. (2018), Webtaxi: the Luxembourg competition authority exempts an 
algorithmic price-fixing arrangement on efficiency grounds. CORE Blog, July 10.  

8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 年度訴字第 115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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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結論

歐盟執委會不斷的說明，自動訂價機所創造的挑戰是真實存在的，他們幫

助廠商固定價格。至於競爭執法者必須清楚表達，廠商們不能隱藏在電腦編程

後面而規避所有合謀的責任；沒有人可以認為使用軟體為他們達成協議，就可

免於固定價格的責任。德國聯邦卡特爾局強調，演算法的運用並不使得企業免

除競爭法責任，企業不能躲在其所運用的演算法背後。在歐盟此等積極態度之

下，人主體與智能體代理關係，人主體永遠必須承擔最後課責；這也是本文的

主張。雖說於課責對象上可以如斯簡化，但執法機關對於訂價演算法合謀證據

取得，仍需盡速建構跟上時代的資訊人才與技術資源。

自動訂價機器的特色，在於具有能力依供需狀況去隨時改變價格，且可快

速高頻的互動，致彼此透明度高而價格無所遁形，於是溝通合意容易而背離變

難，也消除了不理性元素、減低了易被誤解的不確定因素干擾。傳統上被認為

較易偵測出合謀的市場結構(低廠數、高透明、高參障)，不但因此更提增了合
謀可能性，而原不具寡占問題的非寡占市場結構，也因此可能生出合謀。訂價

演算法很大程度的解除了合謀的兩個天敵，內建背離誘惑與外部不確定性衝

擊，促使合謀更容易也更隱匿，當然執法者就面臨更困難的調查任務。這是一

個全新挑戰，而若不即時裝備相關知識與技術，落後於廠商只會快速加劇。

建立測試與檢驗編程的技術能力，刻不容緩。不論是靜態的就編程尋蹤覓

跡、抑或動態的以輸入輸出做模擬，都該具備；而更銳利的工具當是「結果導

向」與「就源法遵」，前者只要看到訂價演算法商業市場出現超競爭水平價

格，則執法者即可介入干涉演算法運作；後者則令使用演算法的廠商清楚，從

一啟動購買或設計階段時，就負起了該演算法未來可能衍生的所有競爭法問

題。本文極力主張這兩個執法途徑。

寡占廠商因競爭而形成的有意識平行行為，乃結構之必然，其與刻意合謀

行為之差異，唯「獎懲機制」之有無；於是毫無疑問的，檢驗工程上，獎懲機

制是欲證合謀的必要條件。唯雖已透過經濟分析足證當前高價是緣於一套獎懲

機制，或已足證無此獎懲機制策略則無以獲致目前超競爭價格局面，法院仍偏

向不接受單以經濟分析證明的呈堂證供。由於獎懲機制本身是透過競爭過程中

不斷的系列策略行動，其本身就是策略變數的一環，故無策略本身以外的任何

訊息通聯，因此並非法院所欲之額外因素證明，而仍需尋找此套機制曾被形諸

文字、面談、溝通或各形式洩露的實質因素，才能將其認證。目前為止，美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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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決因演算法訂價而致違反競爭法者，唯有三例，而且都只是充做人類溝

通協議後的執行工具。

無論如何，面對訂價演算法的愈為普遍，執法者的執法將是愈為困難，然

一些違法樣態亦足可提供快速的初級檢視。本文共提供了7類，包含：仰賴人
為合謀並以監控型演算法執行、使用相同資料數據、使用相同訂價演算法、委

託第三方之訂價演算法代為決行、可預期的訂價演算機制、信號式的訂價演算

機制、自學型訂價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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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8 

附錄 

 
說明：對方釋放信號的「信號期代價」小於未來「合作增利折現」，我方於信號期間的「信號期增利」小於未來

「合作增利折現」，則彼我雙方各達個人理性要件，形成合作。 

附圖 1 形成合作的誘因機制 

 

 

 
說明：任一方「偏離合作的降價增利」小於未來「不合作減利折現」，則彼我雙方各達誘因共容要件，持續合作 

附圖 2 維持合作的誘因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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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bility of pricing algorithms to set price quickly, based on the dynamic 
change of demand-supply, and to interact frequently between each other leads to 
high transparency and easy monitoring of firms´ prices. This leads to the easier 
coordination between firms, the more difficult deviation from the collusion, and the 
higher reduction of irrational or uncertain factors. Therefore, the two key factors 
to breakdown a collusion -- the built-in incentive of deviation and the impact of 
external uncertainty – are resolved. With pricing algorithms, the formation of a tacit 
collusion becomes easier and more concealed. Accordingly, the law enforcers have 
to catch up the capability for testing, screening and detecting a programming, either 
by static way to trace out the illegal part or by dynamic way using input-output 
simulation.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e results-based approach and compliance-by-
design in detecting. The former gives the authorities the right to intervene in firms´ 
algorithmic programming whenever they see in the market a supra-competitive price. 
The latter clearly announce to all firms that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all legalities 
once they adopt or design a pricing algorithm. A reward-and-punishment scheme in 
the programming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formatting a collusion. However, the 
court prefers not to accept only economic analysis as an evidence, though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the supra-competitive price is due to the reward-and-punishment scheme 
or that it actually won´t happen without the scheme. In court, some plus factors are 
required, such as the evidence form documents, interviews, communications, or any 
forms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ly three cases up-to-date involving algorithmic 
pricing convicted, in all which pricing algorithms are acting as messengers to 
implement the agreement set beforehand by human agents. To help law enforcers to 
perform a quick primary review on cases, this article also provides seven categories 
of possible violations. They are: collusions made by human agents and then 
implemented by monitoring algorithms, collusions by using same data source or same 
algorithms, collusions by entrusting a pricing algorithm provided by a third party to 
make price decisions, collusions by some predictable pricing algorithms, collusions 
by signaling, and collusions by self-learning pricing algorit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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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郭迺鋒（世新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副教授）

大概分4個部分來分享心得，一個是有關和全目前的發現，另外是生活體
驗裡面機器學習演算法的描述，另一個就是說如果是一個演算法社會的時候，

公平會過去的STP架構（市場結構、行為、績效）碰到演算法世界時，是否需
要更改，最後則是如果演算法定價廠商間有合謀可能性時，專利跟專利法之間

可能產生的問題。

這篇文章在學術界是很前瞻的，而臺灣的電商發展在定價演算法上有很多

企業應用，如：蝦皮、臺灣大車隊，公平會如果遇到類似的問題的話，和全所

提到的就源頭法遵從公司治理開始，演算法必須經過委員會跟董事會通過，目

前美國的演算法在財經是比較完整的，在一開始審查的時候就看用途，以歷史

資料去看演算法是否可達成目標，而在市場改變後就定期審查，臺灣的金管會

也是滿早就對理財機器人介入監理，而在公平會的角度是在有人破壞市場秩序

或反托拉斯法或者是有合謀狀況時介入，和全這篇論點對公平會很有幫助的。

生活中演算法是大家經常碰到的，例如說手機打開就有55688或叫外送，
因此演算法商業社會趨勢是跟會員經濟有關的、跟APP是有關的，這個演算法
其實他不是只是價格而已，以臺灣大車隊在Uber進入時，股價非常糟，而今天
再回到高點，因為他們找了一個懂價格彈性化的伙伴進入，從過去招手叫車到

Call-center，到Uber進入臺灣則為演算法運用，在用APP的時候是輸入你在哪
裡要到哪去，價格馬上算出來而且車子馬上就到，他要的是你的空間位置，所

以他是資訊業，他說我不是運輸業，而他們得到資料之後就開始用演算法學

習，學熱點分析，到底人在哪邊會出現，我車就開過去，所以他有預測，我們

雖然看到價格出來可以浮動可以彈性，其實他背後就是大數據以及機器學習。

彈性定價在目前商業社會，其實演算法世界來臨建立在IoT或是大數據的
情況下，會不會產生一些和全或是公平會想知道的後果，如果我們舉這樣的架

構的話，我覺得還是可以回到STP，一個是人的，一個是智能體的，那STP需
要有一個新的嗎？還是說在STP底下公平會依然可以執法？和全有用寡占市場
下的神經網絡去模擬，機器本身學習對方的時候，會產生可能沒有合謀，卻產

生合謀的結果，也可能是合謀，產生合謀的結果，那我們是結果導向？還是要

看他的犯意如何？如果說從演算法世界來看，目前我覺得公平會過去的判斷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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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依然可以使用。

上個月亞馬遜合謀案例判決出爐，被告的話很多，可是起訴的少了，起訴

被定罪的更少，案例是Ａ廠商寫了演算法在亞馬遜當賣家，Ｂ廠商市場範圍類

似，看了Ａ廠商的程式寫了一個code進去，變成自己的，回到和全剛剛講的，
是人的犯意，不是演算法的問題，所以到底演算法是要鼓勵他申請專利嗎，因

為申請專利就會公布整個演算法內容，所以說如果不把技術秘密說出來，反而

對方不清楚演算法是怎麼寫，反而有助於不合謀，所以整個商業世界到這裡

來，我們要想的可能更寬廣一點，價格定價不是像過去我們講的合謀，熱點分

析、需求預測而調整出價，而別家會不會因為你調整而調整，還是他也把相

同資料輸入，反映在價格上方，因此是一個需求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合謀的問

題，是我們在執法時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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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關於著名商標及標章規範

應有之合作及分工關係

黃銘傑
*

一、前言

就比較法觀點而言，我國公平交易法（以下稱「公平法」）立法體例相當

特殊，將其他國家主要屬於行政管制對象、設有專責獨立機關作為其主要法律

執行機構的獨占、聯合、結合等限制競爭行為，與傳統上其法律性質屬於侵權

行為特別法
1
、甚至是智慧財產法一部份

2
，其主要執法機關則為一般法院的不

*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
1 有關不公平競爭法制規範發展沿革之簡介參照小野昌延、松村信夫，新‧不正競
爭防止法概說，初版，青林書院，22-32（2011）。

2 世界上第一部智慧財產國際條約之巴黎公約第10條之2如此規定：「（1）各同盟

目　次
一、前言

二、著名商標及標章之社會經濟功能及法律保護態樣

　　(一)商標及標章之社會經濟功能
　　(二)對應於（著名）商標及標章社會經濟功能之法律保護態樣
　　(三) 商標或標章之權利範圍、商品（服務）類似與否及著名程度之關係  
三、國際條約及我國現行法關於著名商標及標章之保護規範

　　(一)國際條約關於著名商標及標章之保護規範
　　(二)我國現行法關於著名商標或標章之侵權規範
四、公平交易法及商標法關於著名商標及標章保護應有之合作及規範分工

　　(一)商標法及公平交易法就著名商標及標章應有之規範分工
　　(二)未來修法展望
五、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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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競爭行為，二者統合於同一部法律中加以規範
3
；且於2015年2月法律修正

前，不論是限制競爭規定、抑或是不公平競爭規範，皆得由性質上屬於行政機

關、以追求公益實現為目的的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稱「公平會」）作為其執

法機關，因而陷入是否有行政機關不適宜介入屬私權爭議之不公平競爭行為，

特別是本文探討對象的著名表徵爭議之疑義，從而遂於該次法律修正中，將現

行公平法第22條著名表徵保護規定，排除於公平會執法對象外4
，且同時刪除

該條違反原有之刑事處罰規定，而僅餘民事責任。

然而，很弔詭地，縱使於是次公平法修正後，法院判決依舊認為公平法關

於著名表徵保護之規定具有維護市場競爭的公益性，從而有必要藉由公平會的

介入，以求市場競爭秩序公益之維持。例如，最高法院105年度臺上字第81號
民事判決，就此如是說明：「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對於商標雖均設有保護規

定，然商標法重在商標權人私權之保護，因此侵害已註冊之商標，即依商標法

規範處理；而公平交易法所以另為規範，乃以其使用他人表徵，引起混淆誤

認，或攀附他人商譽、或詐取他人努力成果等違反效能競爭之本質，並有商業

倫理之可非難性而妨礙公平競爭秩序，需以公權力介入制止以維護公平競爭，

重在公平競爭秩序之維護。」由此可知，相對於公平會認為現行公平法第22條
性質上係屬商標法之「補充規範」且其規範強度不得高於商標法，法院判決則

認為基於維護公平競爭秩序，公平法有其「另為規範」的必要性。

然而，若從2015年2月法律修正前之公平法第20條第1項第1、2款內容以
觀，該等規定並未將註冊商標排除於其規範對象外，公平會究竟基於何種見解

或理由，可以逕下結論認為當時公平法第20條係立於「商標法補充規範之地

國應確保同盟國之國民免受不公平之競爭。（2）凡違反工商業務之誠信競爭行
為，均構成不公平之競爭行為。（3）各同盟國家應禁止下列行為：1.任何使公眾
對競爭者之廠號、商品或工商活動等，產生混淆之行為。2.於交易過程中，以不實
陳述損害競爭者之廠號、商品或工商活動之信譽者。3.於交易過程中，以標示或陳
述，致使公眾對商品之性質、製造過程、特徵、合適性或產生誤認。」本文有關
巴黎公約之規定內容的中譯及其解釋，係引用陳文吟譯，巴黎公約解讀，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99（2000）。

3 論者甚至認為，我國公平法乃係「涵蓋限制競爭、不正競爭、消費者保護三種性
質的法律」。賴源河編審，公平交易法新論，初版，元照初版，34（2000）。

4 現行公平法第 42 條之修正理由如下：「現行條文第二十條係立於商標法補充規範
之地位，對未註冊著名商標予以保護，而商標法對於註冊商標並無行政責任之規
定，為避免法益保護輕重失衡，爰刪除違反現行條文第二十條之行政責任規定，
另現行 條文第三十五條之刑事責任規定亦配合刪除（即就仿冒未註冊著名商標之
行為改採 民事責任予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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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甚至因為當時條文規定涵蓋註冊商標在內之所有「他人姓名、商號或公

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而可謂

其法律地位不僅不是補充規範，甚至還是一種有關標章
5
保護的概括規定。惟

此一「概括規定」果真如同前述最高法院判決所言，因有其維護公平競爭秩序

的特殊性，故有別於商標法規範目的，而必須「另為規範」嗎？究竟，商標法

對於註冊商標之保護規範與公平法關於表徵或一般標章之保護規範，二者間真

的存在有本質上的不同，從而導致公平會認為公平法著名表徵規定因屬於「補

充規範」之地位，故其違反的法律效果絕對不能超越商標法規範，並因而導引

出對著名表徵之侵害，不僅不得有行政責任的存在，亦不能有如同商標法第95
條、第97條之刑事罰則的科處。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基於維護公平競爭秩序觀
點所提出之「另為規範」見解，似不無忽視商標法第1條明文規定「維護市場
公平競爭」立法目的之嫌。既然同樣是為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則公平法以

公平會之「公權力介入制止以維護公平競爭」的「另為規範」作法，亦非法理

所必然，亦可仿照商標法或其他國家不公平競爭防止法之規定，對於著名表徵

侵害行為賦予表徵所有人民事救濟請求權，並處以一定的刑事責任，藉此而賦

予著名標章所有人充分的法律救濟管道。

本文認為，上述爭議真正的癥結點當在於，不少國內學界及實務界人士關

於商標或標章之法律地位，過份著重於其「註冊」或「未註冊」的形式問題

上，而忽略商標或標章所欲實現之來源表彰等實質功能，以及因此等功能所欲

追求之保護消費者免於混淆誤認之虞等實質規範目的。蓋不論是就消費者免於

混淆誤認之利益而言、抑或是就企業所欲維護之公平競爭秩序以觀，不論系爭

商標或標章「註冊」、「未註冊」與否，第三人未經其同意所為使用行為，所

造成消費者混淆誤認及破壞公平競爭情事，皆屬相同。對於此種不當情事的制

止及排除，是藉由行政機關的介入、抑或是由商標權人或表徵所有人提起訴訟

加以排除，實屬法律救濟機制設計之議題，而非絕對定須（或限定於）何種機

制不可；與此同時，在法律責任之負面誘因的類型設計上，是否應僅限定於民

事責任、抑或尚須以行政、刑事責任等處罰，方能有效抑制、遏阻侵害行為發

生，亦必須從法政策學角度出發，針對各種類型法律責任的違法行為抑制效力

5 本文關於「商標」、「標章」、「表徵」三者用語之用法如下：「商標」係指依
據商標法申請、經審查而註冊之「註冊商標」；「標章」則泛指與商標具有同樣
或類似功能但未申請註冊或未能註冊之「未註冊標章」；「表徵」則專指現行公
平法第22條第1項或其修正前之公平法第20條第1項第1、2款所稱之「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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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檢討。若此，則不論是公平會「補充規範」之主張，抑或是最高法院「另

為規範」之見解，似皆有從行為結果面及救濟面之法律執行、責任或救濟機制

觀點出發，並基此而倒果為因反向推演出商標法與公平法二者關於著名標章規

範之關係，忽略就規範法理而言，二者關係之探討實應從渠等之規範對象及規

範目的等本質面、功能面出發，分析其間是否存在有本質或功能上的同或不

同，進而依據其本質或功能的同或不同推論得出二者法律應有之規範關係
6
。

基於以上認知，本文嘗試重新釐清現行商標法與公平法二者關於著名標章

規範應有之互動關係，並基此而呈現現行商標法與公平法關於著名商標或標章

規範可能蘊藏的問題點及盲點，其規範缺失甚至可能導致我國法制違反國際法

義務，而有必要劍及履及進行必要的法律解釋及修正。為此，本文於以下第二

節中，首先探討商標或標章，特別是著名商標或標章所具有之社會經濟功能，

並闡述法律保護該等功能之作法；第三節則說明重要國際條約或規範保護著名

商標之規範內容，並基此而與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內容相互比較，闡明我國法現

行規範保護不足之處；第四節則基於前二節之研究成果，說明現行我國商標法

及公平法二者關於著名商標保護應有的分工、合作關係，同時探討未來法制應

如何修正以完備、健全對著名商標及標章之保護；最後的第五節，則就本文敘

述予以簡要總結。

二、著名商標及標章之社會經濟功能及法律保護態樣

(一)商標及標章之社會經濟功能  
著名商標或標章於取得其著名性前，屬於一般商標或標章，因此當然亦擁

有一般商標或標章所具有之社會經濟功能，就一般商標或標章所擁有的社會經

濟功能加以精闢闡明者，厥為徐璧湖前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第594號解釋協同
意見書之下列見解：「現代經濟社會中，商標除具有識別商品及表彰商品來源

之傳統功能外，更具有表彰商品之品質及作為商品廣告之功能。玆分述商標之

功能如下：（1）識別功能(Identification Function)―商標可識別自己之商品，
以與他人之商品相區別，亦即表示商品同一性之功能，此為商標之基本功能。

商品若無商標以資識別，消費者將無從辨識商品之良窳，無法選擇自己喜好而

6 從商標功能面出發探討商標法規範的必要性，參照 Yann Henri Basire, Why Are 
the  Trademarks  Protected?  –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the  Questions  of  the 
Trademark  Functions in Europe and Japan,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Japa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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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購買之商品，則營業者將不重視其商品之優劣，因而商品品質之競爭將無由

存在。故營業者在商品附上商標，猶如吾人在文件上簽名蓋章，以資識別，為

商業競爭上重要不可或缺之利器。（2）來源功能(Source Function)―商標可表
彰商品之來源，此亦為商標之基本功能。就商標之發展觀之，早期商標僅表彰

商品之物質來源(physical source)，即僅能表彰由商標權人所營業商品，此稱之
為「嚴格來源理論」(strict source theory)。基此理論，授權使用商標，因係被
授權者使用其經授權之商標營業商品，而非直接由該商標權人自行營業，自不

得為之。嗣因工商科技發達，營業方法隨之開拓，現代市場中商品品目繁多，

交易過程複雜，消費者未必知悉商品營業者之姓名或名稱、所在，商標表彰商

品來源之觀念逐漸從寬，改採「不具名來源準則」(anonymous source rule)，蓋
購買人不知或不介意商品經營者之姓名或名稱，而認為凡使用同一商標之商

品，即係表彰出自同一來源，但毋庸知悉其精確來源，是無須知悉商標權人之

姓名或名稱、所在等。基此，商標乃得授權他人使用。（3）品質功能(Quality 
Function)―商標可表彰其所附之商品具有程度一致之品質，此功能係於二十世
紀三十年代始自前述來源理論衍生擴展而來，認為商標不僅表彰商品之產銷來

源，並為表彰商品品質標準之來源。商標表彰商品品質之功能，非謂商標表彰

其商品具有高水準之品質，而係附有同一商標之商品具有相同品質，不論其品

質係屬優、劣或中等，亦不論其物質來源。消費大眾因商標而認知及信賴附有

商標之商品品質，商品之營業者因而產生累積公眾信賴之效果，經由商標之

品質功能而建立營業者之營業信譽及顧客吸引力之重要效益。（4）廣告功能
(Advertising Function)―商標旨在使目睹或使用該商標商品者於腦中刻認其商品
之特點及營業者之營業信譽印象，進而利用此印象產生再購用之意願，並將之

轉告其他需要該商品之人，故其本身即為一種廣告。此係隨著市場之擴張，複

雜銷售制度之演進，及大規模廣告之發展，新增加之商標廣告功能。因對已用

過商品之人，會透過商標，對商品及營業信譽留下印象，對未用過商品之人，

賴商標以灌輸印象，引發其購買商品之慾望，故商標具有廣告宣傳商品之作

用。」

上述4種功能中，第一項的「識別功能」乃是商標或標章之所以為商標或
標章之故。蓋倘若欠缺識別性，消費者根本不會將系爭文字或圖樣認定為特定

事業之商標或標章，而可能將其認知為僅是說明或敘述商品或服務本身之性

質、特性及內容；亦因此故，現行商標法第29條第1項遂規定，當系爭標識僅
係「描述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品質、用途、原料、產地或相關特性」、「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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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或服務之通用標章或名稱」、「不具識別性之標識」時，不得申請商標註

冊。因其識別性，方能令一般消費者認知系爭標識係事業為銷售其商品或服務

而使用之商標或標章，並因此而得藉該等商標或標章進一步識別出系爭商品或

服務係來源自特定事業，令商標最為重要、最傳統的來源表彰功能，得以充分

發揮。

一般而言，上述識別功能及來源表彰功能為所有商標及標章所共同擁有；

相對於此，品質保證功能或廣告宣傳功能，則通常發生於著名商標或標章中。

正如同前述協同意見書之看法，品質保證功能之發生，係「消費大眾因商標

而認知及信賴附有商標之商品品質，商品之營業者因而產生累積公眾信賴之

效果，經由商標之品質功能而建立營業者之營業信譽及顧客吸引力之重要效

益」；同樣地，當前述協同意見認為，廣告宣傳功能之發生，乃「因對已用過

商品之人，會透過商標，對商品及營業信譽留下印象，對未用過商品之人，賴

商標以灌輸印象，引發其購買商品之慾望」時，已可窺知，倘若系爭商標或標

章未具有高度的著名性，實難藉由其商標或標章本身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慾望，

而得盡情發揮其廣告宣傳功能
7
。

不論如何，當事業希冀藉由商標或標章以建立其產品或服務的自有品牌，

進而提升其產品或服務附加價值時
8
，著名商標或標章於社會經濟上所發揮之

功能亦隨之更加多元化。正如同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446號判決，針對
著名商標保護之規範理念所言：「商標最基本的功能在區別商品或服務之來

源，因此商標權人投入大量的金錢、精力與時間，才使其商標更能區別所表彰

商品或服務之來源，而形成著名商標，基於保護著名商標權人所耗費的心血，

避免他人任意攀附著名商標的信譽與識別性，才有必要對著名商標給予較一般

商標更有效的保護。所以商標權人投入大量的金錢、精力與時間，而使其更

能區別其商品或服務之來源，方為著名商標給予較一般商標更有效的保護之原

因。」由此可知，鑑於著名商標之建立，必須投入「大量的金錢、經歷與時

間」，若未能對其善加保護，勢將導致其權利人因此所耗費的心血、血本無

7 關於著名商標或標章所具有的廣告功能，參照Simon, Ilanah, The Court of Justice's 
Protection of the Advertising Function of Trade Marks: An (Almost) Sceptical Analysis, 
6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and Practice 325(2011).

8 鑑於品牌對於我國產品附加價值的提升、產業升級之重要性，我國政府自2006年
起持續推動「品牌臺灣發展計畫」。有關該計畫推動與商標法制規範之關係，參
照黃銘傑，「品牌臺灣發展計畫與商標法制因應之道」，收錄於：黃銘傑，新版
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元照出版（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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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故必須對此投資加以保護。於此情勢發展下，著名商標保護除前述識別、

來源表彰、品質保證、廣告宣傳功能外，又加上投資保障功能。

 歐洲商標專責機關於整理歐洲聯盟法院（以下稱「歐盟法院」）有關
商標功能之相關判決後，如此敘述：「Trade marks have various functions. 
The most fundamental one is to act as ｀indicators of origin´ of the commercial 
provenance of goods/services. This is their ｀essential function´. In the ｀Canon´ 
judgment the Court held that…according to the settled case-law of the Court, the 
essential function of the trade mark is to guarantee the identity of the origin of the 
marked product to the consumer or end user by enabling him, without any possibility 
of confusion, to distinguish the product or service from others that have another 
origin…Whilst indicating origin is the essential function of trade marks, it is not the 
only one. Indeed, the term, ｀essential function´ implies other functions. The Court 
alluded to the other functions of trade marks several times…in the ｀L´Oréal´ 
judgment, where it stated that the functions of trade marks include…not only the 
essential function of the trade mark, which is to guarantee to consumers the origin of 
the goods or services, but also its other functions, in particular that of guaranteeing 
the quality of the goods or services in question and those of communication, 
investment or advertising.」9

由上可知，商標或標章最為根本、必要之功能，乃係來源表彰功能，無此

來源表彰功能，其他品質保證、廣告宣傳及投資功能等
10
，都將失其立足、附

儷之處。而隨著商標或標章於產品、服務銷售過程中重要性的提升，事業逐

漸將商標或標章與其產品品質保證功能連結在一起，並藉此所形成之商譽或

信譽，發揮其商標或標章的廣告功能，最後基於著名品牌所具有的高度附加價

值，決定投入對自有品牌建立的投資，形成商標或標章建立或創造的良性循環

9 See European Un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of 
European Union Trade Marks: Double Identity and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 General 
Principles, at 3 (2017). 

10 雖然，歐洲聯盟法院尚指出商標或標章所具有之「溝通功能」，惟此一功能通常
被認為係指商標或標章所引發相關消費大眾對相關商品或服務特性、形象等之聯
想， 而與識別功能及來源表彰功能息息相關，因此本文於此不將之視為獨立的保
護功能。 有關該當「溝通功能」之說明，參照 Tobias Cohen Jehoram, Constant van 
Nispen, and  Tony Huydecoper, European Trademark Law: Community Trademark Law 
and Harmonized  National Trademark Law 1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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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

(二)對應於（著名）商標及標章社會經濟功能之法律保護態樣
如同前項所述，於現實社會經濟生活中，商標或標章具有來源表彰功能、

品質保證功能、廣告宣傳功能以及投資功能。惟於探討法律規範問題時，必須

注意的是，商標或標章於現實社會經濟生活中擁有上述各種功能，並不立即表

示法律規範，特別是實定商標法規定理所當然會對於各該功能照單全收全數加

以保護。事實上，迄至2003年11月之商標法修正，我國商標法皆無相當於現行
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後段、第70條第1款等明文保護品質保障及廣告宣傳
功能之「減損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的商標或標章稀釋防止規

範（Dilution Doctrine）11
。由此可以推知，鑑於來源表彰功能為商標或標章之

根本、必要功能，從而只要一國制定有商標或標章保護法制，不論其為商標法

或不公平競爭防止法，於最低程度上其法制規範皆會對來源表彰功能予以保

護，而由此來源表彰功能所衍生之品質保證、廣告宣傳及投資功能等，就基於

各該國家各自的經濟發展階段及需求、甚或國際規範之要求，依據各該時點之

政策判斷決定是否引進相對應的保護規範。

不論如何，依據現今各國商標或標章法制之規範內容，對應於各該商標或

標章功能的法律規範態樣分類，大致如下：（1）來源表彰功能－混淆誤認之
虞防止規範；（2）品質保證、廣告宣傳功能－稀釋防止規範；（3）投資功
能－搭便車防止規範

12
。以下，就各該規範法理如何保護其相對應的商標或標

章功能，分別予以敘述。

1.來源表彰功能與混淆誤認之虞防止規範
為保護商標及標章之本質且必要功能之來源表彰功能，各國商標或標章

法制不僅於註冊規範上，禁止造成混淆誤認之虞的商標申請案之註冊
13
；於

侵權規範上，亦禁止第三人未經商標權人或標章所有人同意，逕行使用商標

11 有關該次商標法修正關於著名商標或標章保護規範之內容及其批評，參照謝銘
洋，新修正商標法評析，收錄於：謝銘洋，科技發展之智慧財產權議題，初版，
翰蘆圖書，390-394（2005）。

12 當然，此種商標或標章功能及與之相對應的法律保護態樣分類，僅是基於筆者個
人觀察所得，學界及實務界並無一定共識，特別是廣告功能可能對應於稀釋防止
規範，也可能同時屬於搭便車防止規範之範疇。 

13 例如，我國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一或類似商品或
服務之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得註
冊；同條項第11款前段亦規定：「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有致相關
公眾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得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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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標章致相關消費者發生混淆誤認之行為
14
。混淆誤認之虞的防止，構成各

國商標或標章法制規範之核心，正如同美國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於David 
Berg Co.v.Gatto Intern.Trading Co.一案中，針對來源表彰功能與混淆誤認之虞
二者關係的敘述：「"A trademark is a merchandising shortcut which induces a 
purchaser to select what he wants, or what he has been led to believe he wants."…
A "trademark" itself is not really that which is infringed. What truly is infringed is 
the public's right to be secure from confus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right of each 
trademark's owner to control its own product's reputation.」15

由此可知，雖然混淆

誤認之虞係以商標侵權之構成要件加以呈現，惟其真正規範目的、所欲保護之

客體實為消費者免於被混淆誤認的權利且因此可以正確購得商標權人等所品質

保證之商品或服務。此種保護消費者免於混淆誤認之虞的要件或標準，並不會

因其係屬註冊商標或未註冊標章而有所不同，而係同等適用於所有商標法與不

公平競爭防止法制，論者於檢視歐盟法院相關判決後，如此說明：「the court 
expressly established that consumer-confusion standards should be the same for both 
trademark and unfair competition doctrines.」16

。

一般而言，混淆誤認之虞可以大致區別為二種不同類型，其一為使用相同

或近似商標或標章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服務）之狹義混淆，另一種則是使用

相同或近似商標於不類似商品（服務）者
17
。二者類型之具體內涵可以參照經

濟部智慧財產局（以下稱「智慧局」）所頒布的「『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

準」。於該部審查基準3中，就此二種混淆誤認之虞類型，如此說明：（1）

14 例如，我國商標法第68條規定即禁止，未經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之目的而「於同
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或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
淆誤認之虞者」；現行公平法第22條第1項第1、2款則禁止，「以著名之他人姓
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或標章）或其他顯示他人
商品（營業或服務）之表徵，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為相同或近似之使用，致與
他人商品（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之行為。

15 884 F.2d 306, 310 (7th Cir. 1989).  
16 Tim W. Dornis, Trademark and Unfair Competition Conflicts – Historical-Comparative, 

Doctrinal,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s 333 (2017).
17 德國及日本商標及標章法制，皆採取此種狹義混淆與廣義混淆之分類。例如，論
者引用德國法文獻而謂：「在德國營業標誌法制上的混淆誤認之虞分為狹義與廣
義兩大類，前者是對同一性發生錯誤，後者則是在關連性受到誤導。」劉孔中，
公平交易法對營業標誌保護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11卷第2期，5（2003）。
日本法學說及實務之見解，參照經濟產業省知的財產政策室編，逐條解說‧不正
競爭防止法，第2版，商事法務，73-7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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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誤認二商標為同一來源，換言之，由於商標的關

係，誤認來自不同來源的商品／服務以為來自同一來源，有稱此為錯誤的混淆

誤認。」；（2）「商品／服務之相關消費者雖不會誤認二商標為同一商標，
但極有可能誤認二商標之商品／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服務，或誤認二

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

上開審查基準之說明中，同一來源的錯誤混淆及同一系列商品（服務）

的混淆，因其商品（服務）為同一或類似，故屬於狹義混淆類型
18
；後者之廣

義混淆則因為現代企業經營者基於範疇經濟（Economy of Scope）等考量，經
常藉由設立關係企業、成立加盟體系或經由授權、贊助（Sponsor）等方式，
充分利用其商標或標章的著名性，而將其事業版圖擴展及於不類似商品（服

務），展開多角化經營等作為。此種品牌經營方式，於今相當盛行，甚或可以

認為已成為企業經營之常態，其所造成消費者對於商品（服務）提供主體的混

淆誤認及錯誤的選購決定，與狹義混淆所造成消費者錯誤的選購決定，本質上

並無重大不同，從而現今大多數國家之商標或標章法制，皆對此二種類型的混

淆誤認之虞加以規範，並施予同樣的法律效果。

2.品質保證、廣告宣傳功能與稀釋防止規範  
相對於前述基於來源表彰功能所為之混淆誤認之虞防止規範，其規範目的

主要在於避免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的發生而具有高度公益性；基於品質保證或

廣告宣傳功能所為之稀釋防止規範，其規範目的主要集中於系爭著名商標或

標章之財產價值維護上，法規所保護者亦非一般消費大眾，而係商標權人或標

章所有人本身之經濟利益。正如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著名的「維多利亞的

秘密」一案中之下列闡明：「Unlike traditional infringement law, the prohibitions 
against trademark dilution are not the product of common-law development, and are 
not motivated by an interest in protecting consumers.」19

該國第二巡迴上訴法院，

就此更進一步闡釋：「In contrast [to traditional infringement law], the Dilution 
Act is designed solely for the benefit of sellers. Its purpose is to protect the owners 
of famous marks from the kind of dilution that is permitted by the trademark laws 
18 論者就德國法之狹義混淆類型內容，如此說明：「狹義混淆之虞又可分為直接混
淆之虞與間接混淆之虞兩種，前者係指相對人誤以為二標誌為同一標誌，後者則
指相對人並未誤認系爭之標誌，但因為二者間之共同成分而誤以為其中一個標誌
來自另一個標誌，因此來自同一個來源，最常見的例子就是所謂系列商標。」劉
孔中，前揭註17，5。

19 Moseley v. V Secret Catalogue, Inc., 537 U.S. 418, 430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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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a junior user uses the same mark in a non-confusing way in an unrelated area 
of commerce.」20

由上可知，著名商標或標章稀釋防止規範，不僅不以混淆誤認之虞為前

提，且是在消費者清楚認知到，著名商標權人或標章所有人縱使有展開多角化

經營，其多角化經營之對象或範疇亦不可能到達系爭商品（服務）領域，正如

同智慧財產法院108年度行商訴字第24號行政判決所示：「系爭申請商標與據
以核駁諸商標構成高度近似，指定使用在守衛服務、各種場所之安全保護、現

金或其他貴重物品運送之安全維護等服務上，因為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服務類別

與據以核駁諸商標之商品無關聯，消費者自不會產生混淆誤認，但正因消費者

可區辨兩者之不同，若准許系爭申請商標之註冊，將導致據以核駁諸商標原本

僅會使人產生指向義大利商費拉里公司之單一特定來源之聯想，逐漸減弱或分

散變成指示二種或二種以上來源的商標，或使該商標在社會大眾的心中不會留

下單一聯想或獨特性的印象，如此一來，當然會有減損據以核駁諸商標識別性

之虞」。

此種識別性的稀釋或減損於相當程度上損害著名商標或標章之廣告功能，

智慧局於其「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3.1.1中之下
列說明，可為此作出：「例如消費者看到或聽到『可口可樂』的文字後，馬上

會聯想到以該商標銷售之飲料商品。若第三人以相同之『可口可樂』商標使用

於不同之商品，經行銷市場一段時間後，消費者看到或聽到『可口可樂』的文

字後，會認為該文字不僅是指原本的『可口可樂』飲料，還可能是指第三人的

『可口可樂』商品，此時，曾經強烈指示單一來源的『可口可樂』商標很有可

能會變成指示二種或二種以上來源的商標，或使該商標在社會大眾的心中不會

留下單一聯想或獨特性的印象，於是該『可口可樂』商標的識別性很有可能即

已被稀釋或弱化。」原本，消費者只要看到「可口可樂」就會立刻到其所銷售

之飲料商品，而產生重大的廣告效果；惟一旦「可口可樂」不再是飲料商品的

代名詞時，「可口可樂」就無法以其獨特性，在消費者心中留下印象，其廣告

功能因此大幅減損。

其次，稀釋防止藉由禁止減損著名商標或標章信譽之行為，維持著名商標

或標章所欲發揮的品質保證功能，前述「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著名商標
保護審查基準」3.1.2，就此如是闡明：「所謂減損著名商標信譽之虞係指著名

20 TCPIP Holding Co., Inc. v. Haar Communications, Inc., 244 F.3d 88, 95 (2d Ci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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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之信譽有可能遭受污損，亦即因未取得授權之第三人之使用行為，使消費

者對著名商標所代表之品質、信譽產生貶抑或負面之聯想。例如因第三人以有

害身心或毀損名譽的方式使用著名商標，使人對著名商標之信譽產生負面的聯

想。例如系爭商標所指定之商品足以危害一般人身心或可能貶抑著名商標一向

所標榜之高雅形象，使人對著名商標之信譽產生負面的印象。」

3.投資功能與搭便車防止規範
雖然亦有法院判決見解認為，前述稀釋防止規範之規範對象，亦包含第三

人不當的搭便車行為，例如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民商上字第3號民事判決即有
如下說明：「系爭商標縱使僅在特定商品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

然商標法第70條第1款、第2款規定之立法本旨，係因經註冊之著名商標，在國
內有相當知名度，易遭第三人攀附其商譽，造成不公平競爭，衍生侵害商標權

之糾紛。故以擬制之方式規範間接侵害商標之態樣，可知間接侵害商標並非直

接將商標使用於商品或服務，係以搭便車之行為侵害商標，以區分商標法第68
條規定之直接侵害商標類型。」然而，倘若系爭著名商標或標章的使用，並未

引發任何減損或稀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而僅是藉由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識別性

或信譽獲取不公平利益時（taking unfair advantage of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r 
the repute），即難能以稀釋防止規範制止此種不當行為，此際遂有搭便車防止
規範擅場之餘地

21
。

不論如何，由上開判決敘述亦可知悉，搭便車防止規範較諸稀釋防止規

範，更與以消費者保護為目的的混淆誤認之虞防止規範無緣，而具有更高程度

的保護著名商標或標章之經濟利益或財產價值之規範性質。歐盟法院於提出

商標或標章規範具有保護投資功能之L´Oréal一案判決中22
，就此搭便車行為

如是闡明：「The advantage arising from the use by a third party of a sign similar 
to a mark with a reputation is an advantage taken unfairly by that third party of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r the repute of the mark where that party seeks by that use to 
ride on the coat-tails of the mark with a reputation in order to benefit from the power 
of attraction, the reputation and the prestige of that mark and to exploit, without 
paying any financial compensation, the marketing effort expended by the proprietor 

21 本文採用「搭便車」之用語，係參照許曉芬，論著名商標侵害態樣中之「搭便
車」行為─以歐洲法院判決實務為中心，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87期（2013）。

22 參照前揭註 9 所引用之本文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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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mark in order to create and maintain the mark´s image.」23
此種無須付出任

何對價，就可以利用他人所付出之行銷努力而獲取消費者注意或顧客吸引力之

作法，不啻就是對著名商標權人或標章所有人為建立其著名品牌所花費之時

間、精力、金錢等投資行為的搭便車。在自有品牌建立對於一國經濟發展、產

業升級具有重大正面功能的認知下，為鼓勵事業建立起自有品牌，自有必要對

此不當的寄生行為或搭便車行為，加以規範。當然，若著重於對著名商標或標

章之識別性或信譽的不當利用，此一搭便車防止規範，自亦於相當程度上具有

保護商標或標章之廣告宣傳功能，而與防止識別性遭不當稀釋之規範，有著重

疊及異曲同工之處。

(三)商標或標章之權利範圍、商品（服務）類似與否及著名程度之關係
從上述商標或標章於社會經濟生活上所具有之實際功能以及法制對應於各

該功能所為的保護規範，或可窺知，各該法律規範其保護範圍可能隨著經濟功

能之不同而僅止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服務）、或是擴張及於不類似（服務）；

與此同時，各該功能之發揮亦與其所可達到之消費者群範圍息息相關，而使得

不同功能之保護規範其所要求之消費者普遍認知的著名程度，亦有所不同。以

下，藉由圖一說明商標或標章之法律效力範圍及其與商品（服務）類似與否、

著名程度等之關係。

23 L'Oréal SA v Bellure NV (C-487/07) 18 June 2009, at para. 50.
24 本圖第一次出現及其相關說明，參照黃銘傑，著名商標之「著名」程度及適用於
同一或類似商品（服務）之探討─從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47號判決及司法
院102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行政訴訟類類相關議題」第7號提案及研討
結果談起，月旦法學雜誌，第249期，233-235（2016）。

圖一　商標或標章之權利範圍、商品(服務)類似與否及著名程度之關係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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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中之A1代表商標或標章圖樣本身，A2代表與A1構成近似之商標或標
章圖樣；B1代表該商標或標章所指定或實際使用之商品（服務），B2為與B1
構成類似之商品（服務），B3雖非與B1類似之商品（服務），但相關消費者
可期待商標權人或標章所有人應會從事多角化經營而將其事業版圖擴張至B3之
商品（服務）領域，B4同樣是與B1不構成類似之商品（服務），但一般消費
者不會期待其商標權人或標章所有人會將其多角化經營的觸角拓展及於此類商

品（服務）領域。

由上可知，在A1＋A2＋B1＋B2的區域內，屬於狹義混淆誤認之虞類型，
為現行商標法第68條各款及公平法第22條第1項各款所規範之對象。於此權利
範圍內，其規範前提並不要求系爭商標須為著名商標；但若屬未註冊標章，

則亦非不可要求其必須具備著名性，如同我國現行公平法第22條第1項規定之
作法。惟須注意者，此時該未註冊標章之著名程度，僅須為B1＋B2商品（服
務）之相關消費者（Relevant Public）普遍認知即可，不需要達到一般消費者
（General Public）普遍認知的程度。不論如何，一旦突破B1＋B2區域，而欲
將其排他權範圍擴張及於不類似之B3、B4商品（服務）領域時，該當排他權
範圍的擴大，就會帶來商標或標章本身的質變，而必須以其具備著名性為前

提。例如，過去的德國，現在的日本、韓國等國之不公平競爭防止法，於肯定

商標或標章的排他權範圍可以及於不類似之B3商品（服務）領域的廣義混淆行
為時，胥要求系爭商標或標章應為相關消費者普遍認知之著名商標。惟須注意

者，與狹義混淆之著名程度僅及於B1＋B2領域不同，廣義混淆防止規範適用
的前提，以系爭商標或標章亦為不類似商品（服務）之B3領域的相關消費者所
普遍認知為前提。

理由在於，在一般非著名商標或標章的情況下，消費者縱然知悉系爭商標

或標章的存在，但通常並不會期待其商標權人或標章所有人會進行多角化經

營，蓋在其原有商品（服務）領域尚未建立起聲譽、口碑的情況下，渠等並無

法且無誘因將於特定商品（服務）所建立之聲譽槓桿到其他商品領域，以充分

利用該當聲譽可能產生的經濟效益。相對於此，就其商標或標章已於其指定或

實際使用商品（服務）領域享有良好聲譽的著名商標權人或標章所有人，就有

誘因利用關係企業、授權、贊助、加盟等商業模式，利用其商標或標章聲譽將

事業版圖擴張到不同的商品（服務）領域，實施多角化經營。於此，不僅該

商標或標章原有B1、B2區域之相關消費者群必須認知到系爭商標或標章的存
在，縱令原非該區域中之消費者而係處於B3區域的相關消費者群，亦因系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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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商標或標章的廣宣活動、消費者間口耳相傳等管道，知悉著名商標或標章的

存在並瞭解其背後所隱含的聲譽及品質保證等特色，進而對附著有該商標或標

章之B3商品（服務）產生購買意願。
當然，從圖一中亦可得知，B3區域中之商品（服務）類別並非單一屬性，

而係不同層次，愈接近B2區域之商品（服務），其相關消費者群認知到系爭
著名商標或標章存在的可能性愈高；愈接近B4區域之商品（服務），系爭商標
或標章的著名程度就必須要達到更高的地步，方能促使相關消費者認知到該著

名商標或標章的存在。正如同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310號判決所闡明：
「著名商標之混淆誤認之虞之適用，並不以相同或類似於著名商標所表彰之商

品或服務為限，惟就相衝突商標所表彰之各種商品或服務是否構成混淆誤認之

虞之判斷，與商標之著名程度及識別性關係密切且相互消長，商標越具有識別

性且越著名，其所能跨類保護之商品範圍就越大，即越易判斷為構成混淆誤認

之虞；反之，若商標係習見之商標或著名性較低，則其跨類保護之範圍就較

小。」

不論如何，當B3區域不類似商品（服務）之不類似程度愈來愈往外延伸，
而進入相關消費者已無法期待系爭著名商標權人或標章所有人會進行多角化經

營之程度時，其將跨越B3的封鎖線，踏入B4商品（服務）領域。此際，著名
商標或標章本身就必須再一次蛻變，更進一步提高其著名程度達於更廣泛的消

費者群，方能主張其著名商標或標章縱使被使用於完全不類似、亦不可能多

角化經營之B4領域時，仍可行使排他權、尋求稀釋防止規範的保護。蓋若B4
商品（服務）之消費者群，並不知道系爭A1商標或標章的存在，則於B4商品
（服務）使用A1商標又如何減損、稀釋該商標或標章之識別性與信譽。例如，
假若平民消費的泡沫紅茶店之消費者群，並不知道價格昂貴的Tiffany珠寶飾品
之著名商標，該泡沫紅茶店縱令使用Tiffany商標，又如何得以減損其識別性；
又如著名汽車品牌的TOYOTA，若非為亟需用錢借款的貧眾所知悉，當鋪業者
使用該當著名商標，又如何能加以稀釋其識別性？最後，對於喜愛A片、A書
的消費者群而言，倘若渠等並不知道Disney商標的存在，將該當著名商標使用
於其商品的A級業者，又如何能藉此減損Disney之聲譽？
由此可知，稀釋防止規範的保護，不僅其所欲主張保護對象的商品（服

務）與其原有B1商品不類似，還必須是一般消費者並不會期待其權利人會到該
商品（服務）領域進行多角化經營的認知（B4商品／服務），否則在B4區域
商品（服務）之消費者群並不知悉該當著名商標或標章存在的情況下，該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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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業者實無誘因、也無法利用著名商標或標章的品牌形象或顧客吸引力等，引

起消費者的聯想或會心一笑，進而興起消費意願。於此認知下，要達到稀釋著

名商標或標章識別性或信譽之著名程度，就無可避免會比起（廣義）混淆誤認

規範要來得高。至少，著名商標權人或標章所有人若欲行使其稀釋規定相關權

利，必須是其商標在侵權商品的消費者群及地理區域範圍內，被普遍認知，方

能滿足其著名性要件，絕非其著名性只要達到廣義混淆誤認之虞防止規範所要

求的著名程度，就可以主張稀釋防止規範的適用。

一般而言，對於稀釋防止規範的適用，有要求其僅以相關消費者普遍認知

為已足者，例如歐盟商標法制關於稀釋防止規範的適用，即僅要求相關消費者

普遍認知即可
25
；相對於此，美國及日本商標法制則要求其著名程度必須達到

為一般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時，方可適用稀釋防止規範
26
。我國法院實務運作對

於稀釋防止規範，亦要求以一般消費者普遍認知為前提
27
。當著名商標或標章

其排他權範圍要更加往外擴展至保護投資功能之搭便車防止規範時，不僅基於

舉輕明重法理，於我國商標或標章法制上，必須要求其須為一般消費者所普遍

認知；縱使是歐盟商標法制於此情形，亦要求於適用搭便車防止規範時，應以

一般消費者普遍認知為前提，蓋「若一商標僅於特定領域知名，而不被其他領

域消費者知悉，基本上不可能從中獲取（不當）利益」
28
。

於此，必須注意的是，廣義混淆誤認之虞防止規範所要求之相關消費者普

遍認知的著名性與稀釋或搭便車防止規範之一般消費者普遍認知的著名性，二

者概念的不同。申言之，商標或標章著名性的取得並非一蹴可幾，而是經由

其權利人或所有人的苦心規劃與經營，從沒有任何名氣到小有名氣、到更有名

25 參照許曉芬，前揭註 21，189-192。
26 日本法制之說明，參照經濟產業省知的財產政策室編，前揭註14，78-79；美國
法 制之說明，參照 Mary LaFrance, Understanding Trademark Law 230-233 (3rd ed., 
2016)。

27 最高行政法院105年11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就廣義混淆誤認之虞防止規
範及稀釋防止規範所要求之著名程度，有如下之決議文：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
款「後段所述之著名商標，其著名程度應解釋為超越相關消費者而臻一般消費者
普遍知悉之程度，始有本規定後段規定之適用，與本規定前段規定僅限於相關消
費者不同。質言之，本規定前、後段就著名商標之著名程度，應為不同之解釋，
前段應解釋為僅在相關消費者著名之商標，後段則應解釋為不僅止於相關消費
者，而須達一般消費者均知悉之商標，始符立法目的，同時平衡保護消費者及商
標權人，維護市場公平競爭。」

28 許曉芬，前揭註2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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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到有高度名氣、到有全國一般大眾皆知的超高人氣。於此認知下，著名商

標或標章的著名性就如同往上爬行的階梯一般，越往上走、站得越高，就讓更

多人可以看得到、認知其存在，只是一旦達到全國一般大眾皆知的頂端，就沒

有再往上進展的空間。由此可知，於達到全國一般大眾著名之前，著名商標其

實並非是一個靜態的存在或概念，而是呈現出一種動態發展的歷程。從僅由商

標原指定或實際使用之商品（服務），慢慢推展到類似商品（服務），進而推

展到較為鄰近之不同類商品（服務），再藉由此不同類商品（服務）使用所

產生著名性之加值將其推展到與此不同類商品（服務）較為鄰近之商品（服

務）……以此類推，最後達到階梯頂端的全國一般大眾普遍認知的著名程度。

然而，上述之階梯式的動態發展，得隨具體事例調控其著名程度高低之著名概

念，並不復見於稀釋或搭便車防止規範的一般消費者普遍認知之著名商標概念

中。蓋既然已經爬到階梯頂端，就無法再繼續往上爬。因此，稀釋或搭便車防

止規範的著名性，就成為一種全有、全無的概念，不會再有全國超高名氣、全

國超超高名氣的階段區分。美國聯邦上訴巡迴法院曾如此說明二者著名性概念

的區別：「while dilution fame is an either/or proposition - fame either does or does 
not exist -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fame varies along a spectrum from very strong to 
very weak.」29

三、國際條約及我國現行法關於著名商標及標章之保護規範

在理解（著名）商標或標章所具有的社會經濟實際功能，以及法制對應於

各該功能可能設計出之各種保護類型的規範後，吾人重新回過頭來檢討國際條

約或規範對於著名商標或標章保護之要求，並以之對照我國現行法制規範內

容，分析我國現行法制可能蘊藏之規範問題點及缺失。惟須注意者，不論是國

際條約、抑或是我國現行法制，於有關著名商標或標章的保護上，皆設計有註

冊規範及侵權規範，本文因檢討對象主要集中於公平法未來關於保護著名標章

應有規範之道，而公平法並未規定有註冊規範，從而以下有關國際條約及我國

現行法制關於著名商標或標章保護規範之說明，就僅限定於侵權規範。

(一)國際條約關於著名商標及標章之保護規範
國際條約或規範關於著名商標或標章之侵權規範，主要可見於巴黎公約與

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29 Palm Bay Imps., Inc. v. Veuve Clicquot Ponsardin Maison Fondee En 1772, 396 F.3d  

1369, 1375 (Fed. Ci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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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Rights, TRIPS）以及1999年11月WIPO關於著名商標保護規定聯合備
忘錄（Joint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Provis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Well-
Known Marks）等。
1.巴黎公約  
傳統上，巴黎公約所關注者乃是商標註冊規範及對於註冊商標之保護

議題，對於著名商標並未特別言及。惟其後鑑於商標制度益形發展，著名

商標保護愈來愈有其必要性，故於其後條約修正過程中，逐次加重對著名

（wellknown）標章的保護。依據現行巴黎公約第6條之2第1項規定：「各同盟
國主管機關就所認定之著名標章，得於法律許可之前提下，對於與著名標章使

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之商標，其重製、仿冒、翻譯等造成混淆誤認時，依職權

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否准或撤銷商標之註冊，或禁止其使用。倘商標之主要部

分構成前揭情事時，本規定亦適用之。」

於此，必須注意者有三：（1）從本項規定使用著名「標章」而非「商
標」一事可知，其係對於未於國內註冊標章之保護，當此類著名標章存在時，

會員國不僅必須禁止與其相同或近似商標的註冊申請，亦必須禁止此類標章的

使用；（2）本款之適用以二者標章所（指定）使用之商品屬同一或類似為前
提；（3）本款適用對象僅止於商品，而未及於服務。
其次，巴黎公約第10條之2基於不公平競爭防止規範而規定：「（1）各同

盟國應確保同盟國之國民免受不公平之競爭。（2）凡違反工商業務之誠信競
爭行為，均構成不公平之競爭行為。（3）各同盟國家應禁止下列行為：（a）
任何使公眾對競爭者之廠號、商品或工商活動等，產生混淆之行為。（b）
於交易過程中，以不實陳述損害競爭者之廠號、商品或工商活動之信譽者。

（c）於交易過程中，以標示或陳述，致使公眾對商品之性質、製造過程、特
徵、合適性或產生誤認。」

本條第3項第1款規定相當於混淆誤認之虞防止規定，巴黎公約註釋書對於
該款規定內容，解釋如下：「任何可能造成消費者混淆之行為，例如競爭業者

的營業場所、商品、工商業活動等行為。行為的模式，若為使用相同或近似商

標或商號等，對於此類行為，司法或行政機關通常會依特定法律禁止之。倘非

前揭行為所造成的混淆，司法或行政機關將以其為不公平競爭而制止之。其他

如包裝的形式、宣傳的名稱、企業所在的位置或其他特徵等，足以構成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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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是否為善意，在所不問，不過，後者將會影響處罰的輕重。」
30
由此可

知：（1）本款規定並不以系爭標章註冊為前提；（2）對於混淆誤認之虞行為
的規範，亦未明文規定要求應具備著名性；（3）並未明文規定其適用對象僅
限定於類似商品（服務）的狹義混淆。

惟須注意者，針對（2）之規範內容，曾有疑問，倘若同盟國國內商標法
或不公平競爭防止法，如同我國現行公平法第22條第1項般，要求其規定適用
必須以系爭標章具有著名性為前提，則是否有違反巴黎公約該款規定之虞。日

本國內學界即曾對該國不公平競爭防止法混淆誤認之虞防止規定，以系爭標章

為「周知」表徵為其適用之前提要件，故而主張該當規定有違反巴黎公約上開

規定之嫌。最後，日本國內學界及實務界通說認為，由於巴黎公約該款規定對

於應達到何種程度的混淆誤認之虞並未有所言明，從而以「周知」為要件界定

其混淆誤認之虞程度，並未有違反巴黎公約上開規定之虞
31
。

其次，針對上述（3）之規範內容，於1958年里斯本條約修正會議過程
中，巴黎公約秘書處曾主張本款規定得適用於不類似商品之廣義混淆行為，並

舉出不少同盟國將混淆誤認之虞防止規定適用至廣義混淆行為之實務事例，惟

最後會議就此並未達成結論
32
。但從此討論過程亦可窺知，本款規定有適用於

廣義混淆行為之可能。

2.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為解決前述巴黎公約對於著名商標或標章保護範圍過窄且未及於服務，

TRIPS第16條第2、3項，特別針對著名商標保護加以規定：「2.巴黎公約
（1967）第六條之二之規定準用於服務。決定某一商標是否為著名商標，會員
應考慮該商標在相關公眾之知名度，包括因商標之宣傳而在該會員所取得之知

名度。3.有關不類似於他人註冊商標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準用巴黎公約
（1967）第六條之二之規定於不類似於他人註冊商標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
準用之。但以該商標於該等商品或服務之使用，有致相關公眾將該等商品或服

務與註冊商標權人產生聯想，且註冊商標權人之利益有因該使用而受損害之虞

者為限。」

由此可知，TRIPS第16條第2項將前述巴黎公約對於著名標章之保護擴展及
於服務，且對於著名性的要求，僅以相關消費者著名為已足；但對於此著名標

30 陳文吟譯，前揭註2，103。
31 經濟產業省知的財產政策室編，前揭註17，69-70。
32 參照後藤晴男，パリ條約講話，新訂增補版，發明協會，354-356（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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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保護，仍限定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服務）。同條第3項則將著名商標保護
擴及於不類似商品（服務），但以該商標已於國內註冊為前提，且其保護前提

必須是第三人對於著名商標的使用，導致相關消費者將其與商標權人產生聯想

（connection），亦即認為商標權人與第三人間存在某種關係企業、授權、贊
助、加盟等經濟或組織的關連性，並因此而導致商標權人利益有受損之虞

33
。

3.WIPO 關於著名商標保護規定聯合備忘錄  
前述巴黎公約與TRIPS相關規定，對於未註冊標章的廣義混淆行為，並未

要求會員國負有禁止之義務，且對於稀釋、搭便車等行為，亦未明文規定。補

充此等規範不足者，厥為WIPO關於著名商標保護規定聯合備忘錄。該備忘錄
第4條第1項規定如下：「（1）衝突商標：（a）衝突商標；商標（標章）或其
主要部分係重製、模仿、翻譯、音譯某一著名商標，而有致混淆誤認之虞，且

使用、申請註冊或註冊於與著名商標相同或類似的商品/服務者。（b）商標或
其主要部分係重製、模仿、翻譯、音譯某一著名商標，不論其所使用、申請註

冊或註冊的商品/服務為何，若具備下列情形之一者，即得認定與著名商標衝
突。（i）商標的使用顯示其所使用、申請註冊或註冊的商品/服務與著名商標
所有權人有所關聯，且有致著名商標所有人利益損失之虞者。（ii）商標以不
公平的方式使用，而有致減損或淡化著名商標識別性（distinctive character）之
虞者。（iii）商標的使用係不正利用著名商標的識別性者。（c）會員國適用
本條（1）（b）（ii）（iii）時，縱有第二條（3）（a）（iii）規定；會員國仍
得要求該著名商標為一般大眾所普遍認知。」

34
雖然，中文翻譯為「商標」，

但依據該備忘錄第3條（3）（a）（i）規定，著名「商標」保護不以其在會員
國內註冊或申請註冊為前提，故其保護客體普遍及於註冊商標及未註冊標章。

此外，該聯合備忘錄第5條針對營業標識（Business Identifiers），亦有類似於
前述著名商標保護之規範內容。

不論如何，從該備忘錄第4條第1項之規定內容可以知悉：（1）上開聯合
備忘錄對於著名「商標」的保護，並不以該著名商標屬註冊商標為前提，而係

廣泛地保護未註冊著名標章，且其保護對象同時及於商品及服務；（2）聯合

33 See, generally, UNCTAD-ICTSD, Resource Book on TRIPS and Development 240-241 
(2005). 

34 本文有關WIPO關於著名商標保護規定聯合備忘錄之中譯，係引用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所翻譯之該聯合備忘錄的中譯本，該份文件可自下列網址取得：<https://www1.
tipo.gov.tw/ct.asp?xItem=155886&ctNode=7071&mp=1>，last  visited:2019/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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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忘錄突破TRIPS第16條第3項對於不類似商品（服務）之保護僅限定於註冊著
名商標的限制，而不問系爭著名標章是否已於國內註冊，只要其使用有導致相

關大眾與著名商標或標章產生聯想之虞且因此導致著名商標權人利益有受損之

虞時，即可啟動著名商標或標章保護規範；（3）於著名商標或標章保護內容
或目的係為防止其著名性遭受稀釋或搭便車時，各國法制規定於此可將著名商

標或標章之著名程度提高至一般消費者普遍認知的程度。

雖然，上開聯合備忘錄僅是WIPO會員國總會及巴黎公約大會所共同決議
採行之建議書，對於各會員國並不有法律拘束效力

35
。但正如同2003年11月商

標法修正引進著名商標或標章稀釋防止規範時之立法理由所言：「世界智慧財

產權組織（WIPO）於一九九九年九月公布關於著名商標保護規定共同決議事
項，該決議明確指明對著名商標之認定，應考量以商品或服務之相關公眾之

認識，而非以一般公眾之認知判斷之；又除防止與著名商標產生混淆誤認之虞

外，並應避免對著名商標之減損（dilution）產生，基於APEC於八十九年三月
決議會員國應遵守WIPO該決議，爰將『公眾』修正為『相關公眾』，並增訂
有減損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不得註冊。」由上可知，我國

因為加入APEC而有遵守該當聯合備忘錄的義務，應依據該聯合備忘錄規定保
護著名商標及標章，從而亦有必要於法制中就侵害著名商標或標章之各種混淆

誤認之虞、稀釋及搭便車等行為，加以規範。

整理上述國際條約或規範關於著名商標或標章之侵權規範內容，如下表

一。

表一：國際條約及規範關於著名商標或標章之侵權規範內容

國際條約
及規範

是否以註
冊為要件 著名程度 商品

（服務）
規範對象
之行為類型

巴黎公約
第6條之2 未註冊 相關消費者 同一或類似商

品 狹義混淆

巴黎公約
第10條之2 未註冊 相關消費者

未明文限制，
解釋上可包含
不類似商品

狹義混淆，解
釋上會員國可
以擴張至廣義
混淆

35  WIPO, 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book 360 (2nd ed.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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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第16條
第2、3項

未註冊 相關消費者 同一或類似商
品或服務 狹義混淆

註冊 相關消費者 不類似商品或
服務 廣義混淆

WIPO 關 於 著
名商標保護規
定聯合備忘錄
第4條第1項

註冊或未註冊 相關消費者 同一或類似商
品或服務 狹義混淆

註冊或未註冊 相關消費者 不類似商品或
服務 廣義混淆

註冊或未註冊

會員國可自行
決定將著名性
提高至一般消
費者普遍認知
之程度

不類似商品或
服務 稀釋

註冊或未註冊

會員國可自行
決定將著名性
提高至一般消
費者普遍認知
之程度

不類似商品或
服務 搭便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我國現行法關於著名商標或標章之侵權規範
我國法以明文規定禁止對著名商標或標章之混淆誤認之虞、稀釋等行為

者，有商標法及公平法。

1.商標法
現行商標法於侵權規範上，得作為保護著名商標之規定，包括同法第68

條、第70條第1款，各該條文規定內容如下：第68條：「未經商標權人同意，
為行銷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為侵害商標權：一、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

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者。二、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

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三、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

用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第70條：「未
得商標權人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視為侵害商標權：一、明知為他人著名之

註冊商標，而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有致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

者。」

由上可知，商標法第68條係規範狹義混淆行為，雖然條文中並未要求系爭
商標必須為著名商標，但註冊商標若屬著名，理當可以直接適用該條規定，只

是此際之「著名」並無規範上的實質效益，蓋不論著名與否，商標權人本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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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依據該條規定行使排他權、請求救濟。相對於此，商標法第70條第1款則為
稀釋防止規範，此際其著名性之要求，有法院判決認為應達一般消費者普遍認

知之程度者
36
，另有法院判決責任為僅達相關消費者普遍認知程度即可

37
。

商標法關於著名商標保護較有疑義之規定者，乃是該法第70條第2款規
定：「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視為侵害商標權：…二、明知為

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商號、團體、

網域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之名稱，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或減損該商標

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乍看之下，該款規定似乎對於廣義混淆及稀釋行為

皆有規範，惟於我國現行商標法規範下，會造成混淆誤認或稀釋之結果者，乃

係系爭著名商標被以同法第5條「為行銷之目的…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
為商標」之商標使用方式，加以使用

38
。惟商標法第70條第2款規定啟動之時

點，並非於此「商標使用」時點，而係其前階段之將著名商標中的文字作為公

司名稱等之時點；由於在此時點上，尚未將商標附著於商品或用於服務行銷

上，一般消費者無從得知其「使用」情事，從而對於消費者而言，於此時點上

根本不會發生所謂的混淆誤認之虞或稀釋之虞問題。況且，倘若僅是停留於公

司名稱之階段，由於公司名稱之法律功能在於表示法律行為或交易的權利義務

36 採取此種見解之判決，例如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民商上字第1號、107年度民商
上字第5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105年11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認商標
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後段所述著名商標之淡化，其著名程度應解釋為超越相關
消費者而臻『一般消費者』普遍認知之程度，與同款前段混淆誤認之虞規定僅限
於『相關消費者』不同。本院認，在同一部法令中，基於同一用語同一內涵之法
理，在商標侵權爭議事件中，亦應為相同之解釋，是減損著名商標識別性或信譽
之虞的視為侵害商標權行為，所保護之著名商標，應以達到一般消費者所普遍認
知之高度著名程度，始足當之。」

37 採取此種見解之判決，例如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民商上字第3號、108年度民商訴
字第1號民事判決：「系爭商標縱使僅在特定商品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
認知，然商標法第70條第1款、第2款規定之立法本旨，係因經註冊之著名商標，
在國內有相當知名度，易遭第三人攀附其商譽，造成不公平競爭，衍生侵害商標
權之糾紛。故以擬制之方式規範間接侵害商標之態樣，可知間接侵害商標並非直
接將商標使用於商品或服務，係以搭便車之行為侵害商標，以區分商標法第68條
規定之直接侵害商標類型。職是，商標法第70條第1款與第2款所稱之著名註冊商
標，並無區分一般消費者或相關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者，僅要是國內著名註冊商
標，第三人自不得違反商標法第70條第1款與第2款規定，侵害著名註冊商標。」

38 有關我國商標法「商標使用」之概念及實務實際運作情狀，參照蔡惠如，淺談商
標民、刑事案件之「商標使用」概念，收錄於「商標使用」規範之現在與未來，
元照出版（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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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而非表彰商品（服務）之來源
39
，從而並未構成商標使用，惟一旦超越

此種單純的表示權利義務主體之使用方式，而將公司名稱作為表彰商品（服

務）來源之標章方式加以使用時，即構成商標法上的「商標使用」，而得直接

依據商標法第68條或第70條第1款規定行使排他權、請求救濟，無須另有類似
第70條2款之規定。基於如此觀點，論者遂主張：「從寬解釋疑似商標權侵害
之商標行使行為後，只要是滿足第70條第2款要件之情況，商標權人本來即可
依第68條對營業主體名稱之使用人主張權利，實無另有第70條第2款之擬制侵
害規定。」

40
從而，就結論而言，本款規定並未發揮任何混淆誤認之虞、稀釋

或搭便車防止規範之功能。

整理我國商標法關於著名商標之侵權規範內容，如下表二。

表二：我國商標法關於著名商標之侵權規範內容

規範對象之
行為類型

是否以註
冊為要件 著名程度 商品

（服務） 條文

狹義混淆 註冊 相關消費者 同一或類似商
品 第68條

廣義混淆 X X X 未有明文規定

稀釋 註冊 相關消費者或
一般消費者

不類似商品
或服務 第70條第1款

搭便車 X X X 未有明文規定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2.公平交易法
公平法於2015年2月法律修正前，其第20條第1項第1款規定：「以相關事

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包

裝、外觀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

39 關於公司名稱與商標或標章規範之規範關係，參照黃銘傑，公司名稱之登記、使
用與著名標章之保護，收錄於：黃銘傑，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實際─不同意見
書，學林文化（2002）；黃銘傑，公司名稱之人格權保護與商標法、公平交易法
間之糾葛評臺灣高等法院九十六年上更(一)字第一二六號「東森不動產仲介經紀有
限公司」vs.「東森建業不動產仲介經紀股份有限公司」判決，收錄於：黃銘傑，
新版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元照出版（2009）。

40 李素華，商標使用與視為侵害之理論與實務—商標法第70條第2款之立法檢討，
收錄於：黃銘傑編，「商標使用」規範之現在與未來，初版，元照出版，21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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淆，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項表徵之商品者」，不得為之。同條

項第2款，對於服務表徵，亦給予同樣保護。由其規定內容可知，當時該等規
定不僅涵蓋註冊商標、未註冊商標，且其違反亦不以同類商品或服務為前提，

而可適用於廣義混淆行為。同時，該等規定的違反，不僅有行政責任、民事責

任，尚有當時同法第35條第1項「先行政、後司法」的刑事責任。若此，則縱
使商標法就廣義混淆漏未規範，仍有修正前公平法第20條第1、2項規定，可以
作為註冊商標或未註冊標章廣義混淆規範的法律依據。

然而，2015年2月公平法第20條修正，於將條次調整至第22條的同時，修
正第1項第1款結果如下：「以著名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商品
容器、包裝、外觀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為相同

或近似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淆，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項表徵

之商品者」，不得為之。同條項第2項關於服務之規定，有同樣的修正。最重
要的是，該條規定新增第2項的結果，排除註冊商標適用於第1項第1、2款規
定。此外，對照修法前後條文規定內容更可知悉，是次法律修正將該條適用對

象限縮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服務）的狹義混淆，而不再規範廣義混淆行為；甚

至，該二款規定的違反不再屬於公平會的執法對象，同時刪除一切刑事責任規

定，僅剩餘民事救濟規定。如同前述
41
，該次修正之立法理由認為：「商標法

對於註冊商標並無行政責任之規定，為避免法益保護輕重失衡，爰刪除違反現

行條文第二十條之行政責任規定。」於此法律責任輕重失衡的思考邏輯下，在

商標法關於註冊商標之混淆誤認之虞的第68條僅規範狹義混淆的情形下，似乎
理所當然公平法對於未註冊標章之保護，亦不能超過其規範對象範圍，而應縮

減至狹義混淆。

或許，有認為，縱使公平法第22條不欲對廣義混淆加以規範，仍可求諸同
法第25條「欺罔及顯失公平」之一般條款，作為規範廣義混淆之法律依據。然
而，倘若依據公平會前述法律修正時所持之法律責任輕重失衡的思考邏輯，

則縱使公平法第25條可作為規範廣義混淆的法律依據，但其仍不得成為公平會
行政管制之對象，否則依舊有輕重失衡問題。其次，倘若公平法第25條可作為
廣義混淆規範之法律依據，但不得成為行政管制對象，則其結果之法律救濟方

式，亦僅是民事責任，而與該法現行第22條規定之法律效力完全一樣，若此則
公平會又何必費神特地於該次法律修正中，將其規範對象縮減至狹義混淆，此

41 參照前揭註 4 之內容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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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作為完全不合邏輯。最後，藉由公平法第25條作為廣義混淆規範之法律依
據時，因為並無同法第22條第2項明文排除註冊商標的適用，因此其適用結果
可能發生註冊商標、未註冊標章等之廣義混淆，皆可以藉由第25條加以制止，
反而使得一般條款之補充規範地位

42
，凌駕於第22條的特別條款上，其規範邏

輯亦有疑義。於此理解下，依據公平法2015年2月當時法律修正之思考邏輯而
言，該次修法似乎有意刪除對廣義混淆行為之規範。

事實上，法院判決似乎亦支持此一見解，最高法院105年度臺上字第81號
民事判決對於公平法第22條與第25條的規範關係，如此說明：「公平交易法第
二十條雖於一○四年二月四日移列第二十二條，並增訂第二項……可知上項增

訂，僅係規定使用顯示他人商品或服務之表徵致生混淆，如該表徵為註冊之商

標，應回歸適用商標法之規定。倘事業為競爭之目的，雖未使用他人之表徵，

或使用他人之表徵未致混淆，但有攀附他人商譽等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

顯失公平之情事，而具有商業倫理可非難性，有加以禁止之必要者，仍應以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論處。」依此判決理由說明，得以尋求現行公平

法第25條救濟者，僅有「未致混淆」之「攀附他人商譽」的稀釋、甚至搭便車
行為，而不包括對著名商標或標章造成廣義混淆的仿冒行為。

然而，相當弔詭地，公平會於其「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

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七（二）1中又認為：「使用他事業名稱作為關鍵字廣
告，或以使用他事業名稱為自身名稱、使用與他事業名稱、表徵或經營業務等

相關之文字為自身營運宣傳等方式攀附他人商譽，使人誤認兩者屬同一來源或

有一定關係，藉以推展自身商品或服務。」以「使人誤認兩者屬同一來源或有

一定關係」，似又暗示該條規定可以作為規範廣義混淆之依據，但因其特別強

調他事業名稱、表徵等，似有意排除註冊商標，故而若肯定該條規定可以作為

對未註冊著名標章廣義混淆規範之法律依據，則反而可能發生對花費眾多時

間、精力與金錢申請註冊之著名商標權人，反而無法依據公平法規尋求救濟的

規範歧視。再者，相對於2015年2月修法前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
法第二十四條案件之處理原則」七（一）1對於廣義混淆之明確規範用語「其
攀附或抄襲之結果，應有使交易相對人誤以為兩者屬同一來源、同系列產品或

關係企業之效果等」，又無法確知得知公平會實務運作是否確實有意對廣義混

淆行為加以規範。蓋倘若因上述處理原則內容而肯定公平會將會依據處理原則

42 關於現行公平法第25條之補充規範的法律性質及地位，參照公平交易委員會，認
識公平交易法，增訂第18版，公平交易委員會，301-30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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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從事法律執行，則將會產生對消費者傷害更為直接的公平法第22條規範對
象之狹義混淆行為，被排除於公平會行政管制對象外，而未註冊標章、甚至註

冊商標的廣義混淆行為，則成為公平會行政執法之對象的弔詭現象。公平會真

意如何，真是如同女人心、三月天，令人難以捉摸、又愛又恨。於此認知下，

整理現行公平法關於著名標章之侵權規範內容，如下表三。

表三：我國公平交易法關於著名標章之侵權規範內容 

規範對象之
行為類型

是否以註
冊為要件 著名程度 商品

（服務） 條文

狹義混淆
未註冊（明文
排 除 註 冊 商
標）

相關消費者 同一或類似商
品

第22條第1項、
第2項

廣義混淆 X X X
未 有 明 文 規
定，解釋上亦
無法確認是否
可適用第25條

稀釋
因未有明文規
定，適用要件
不清楚

因未有明文規 
定，適用要件
不清楚

因未有明文規
定，適用要件
不清楚

依 據 法 院 判
決，解釋上似
可適用第25 條

搭便車
因未有明文規 
定，適用要件 
不清楚 

因未有明文規 
定，適用要件 
不清楚 

因未有明文規 
定，適用要件 
不清楚 

依 據 法 院 判
決，解 釋上似
可適用第 25 條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四、公平交易法及商標法關於著名商標及標章保護應有之合作及規範分工

本節以下將先就於現行法規範下，商標法與公平法二者關於著名商標及標

章侵權規範應有的合作及分工關係，加以說明；其次則展望未來， 提出未來應
有之法律修正方向及內容，以健全、完備我國著名商標及標章保護法制。

(一)商標法及公平交易法就著名商標及標章應有之規範分工
將國際條約及規範有關著名商標或標章侵權規範之表一，與我國商標法關

於著名商標侵權規範內容之表二及公平法關於著名標章侵權規範之表三三者相

互比較，可以發現，就法律是否有明文規定而言，我國現行法制欠缺有關著

名註冊商標及未註冊標章廣義混淆防止規範、未註冊著名標章之稀釋防止規範

以及著名註冊商標及未註冊標章之搭便車防止規範。倘若不藉由法律解釋、適

用，對於該等規範漏洞加以補充，則至少就註冊著名商標之廣義混淆防止規範

而言，我國法將違反TRIPS第16條第3項要求會員國應禁止對註冊著名商標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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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行為之要求，而違反國際條約義務。此外，若對於其他著名商標或標章之

規範漏洞，未能藉由法律解釋、適用加以補充，則亦將違反我國對APEC要求
各成員國應遵守WIPO關於著名商標保護規定聯合備忘錄之承諾。不論何者，
皆非我國著名商標或標章規範法制應有之作為。

當然，倘若商標法迄今為止，依舊以註冊商標為侵權規範之前提要件，則

該法未能明確將對註冊著名商標廣義混淆行為，納入其規範中，實屬重大立法

缺失及漏洞，而應劍及履及修法補正此一規範漏洞。甚至，若有意修法補充

此一規範漏洞，亦應一併思考將對註冊著名商標的搭便車行為納入於現行商標

法第70條的視為侵害規定條文中，以形成對註冊著名商標所具有的各項社會經
濟功能之完整保護體系，鼓勵、促進企業建立自有品牌，加速我國產業升級腳

步。惟於商標法未有此種修法作為前，則有必要透過其他法律的解釋及適用，

補充上開規範漏洞。鑑於絕大多數大陸法系國家，甚至是美國法
43
，皆以不公

平競爭防止法補充商標法有關著名商標規範的不足，我國公平法既設有不公平

競爭專章，則就我國法制整體規範體例及邏輯而言，最適當的解決方式，當是

適度解釋、適用公平法相關條文，以補充上述各項規範漏洞，確實履行我國對

國際條約之義務及國際規範之承諾。

實則，商標法專責機關之智慧局與公平法執法機關之公平會，曾就二者間

關於未註冊商標或標章應如何分工，於2000年6月間開會討論，就此會議緣起
及決議內容，智慧局如此說明：「有關未註冊著名商標及商品/服務外觀等之
保護，公平法與商標法應如何調和，商標專責機關與公平會前已進行多次協

商，行政院商標法修正草案第3次審查會議中，對於商標法修正草案第70條是
否納入未註冊著名商標之保護規定，本部與公平會仍存有歧見，是故經濟部與

公平會於99年6月1日於經濟部簡報室召開商標法修正草案與公平法修法方向協
商會議，決議如下：為顧及二法立法目的與精神，由商標法規範註冊商標權利

之行使，公平法則針對商標法所未規範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仿冒行為加以規

範，以建立完整且調和的制止商業仿冒行為之不正競爭規範體系。公平會對商

標法修正草案第70條規定，同意不提修正意見；有關未註冊著名商標仿冒、抄
襲攀附等不正競爭行為，仍維持於公平法中加以規範，惟應刪除行政介入，以

避免註冊商標與未註冊商標之保護，有輕重失衡之情形。【99年6月1日經濟部

43 Se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statement (Third) of Unfair Competition  §§  20-27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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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平會商標法修正草案與公平交易法修法方向協商會議紀錄】。」
44

就此以觀，實在不得不謂智慧局並不是一個負責的註冊商標保護專責機

關，或者是因為其專業在於商標的申請、審查作業，致使其關於商標侵權規範

未能全盤掌握及瞭解，而於註冊著名商標廣義混淆、搭便車防止規範並不存在

於商標法的情況下，仍僅就未註冊著名標章規範態樣進行協商，而其本身商標

法修正卻又未落實對註冊著名商標的全面性保護。不論如何，依據該次協商會

議決議內容，不僅「有關未註冊著名商標仿冒、抄襲攀附等不正競爭行為，仍

維持於公平法中加以規範」，且「公平法則針對商標法所未規範之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仿冒行為加以規範，以建立完整且調和的制止商業仿冒行為之不正競

爭規範體系」。於此認知下，當仿冒行為被認定屬不公平競爭行為，且依據巴

黎公約第10條之2第1、2項規定：「（1）各同盟國應確保同盟國之國民免受不
公平之競爭。（2）凡違反工商業務之誠信競爭行為，均構成不公平之競爭行
為。」時，則不論是註冊或未註冊，對於著名商標的廣義混淆、稀釋及搭便車

等行為，其實質均是違反商業誠信的競爭行為，而應認定屬不公平競爭，依據

該等條項規定，我國法當然有必要對此等侵害著名商標或標章之不公平競爭行

為加以禁止，從而乃有必要藉由現行公平法第25條的解釋、適用，規範現行商
標法及公平法未能明文規定禁止的著名註冊商標及未註冊標章之廣義混淆，未

註冊著名標章之稀釋以及著名註冊商標及未註冊標章之搭便車等行為。

當然，倘若公平會相當在意所謂法律責任輕重失衡之問題，則於擴張解釋

公平法第25條「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規範內涵，而納入上述各種現行法未
能明文規範之著名商標及標章侵害行為類型後，亦可仿照現行「公平交易委員

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八「事業因他事業涉及未合致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二條之高度抄襲行為而受有損害者，得循公平交易法民事救

濟途徑解決。」之規定方式，於處理原則中明文規定，公平會將不會行政介入

該等各種侵害著名商標或標章的行為類型，而應由著名商標權人或標章所有人

以類似商標法侵權規範之作為，自行提起訴訟排除侵害、請求救濟。

(二)未來修法展望
前述藉由現行公平法第25條「欺罔」或「顯失公平」的擴張解釋，以解決

我國現行法關於著名商標或標章侵權規範之漏洞及缺失的作法，實屬權宜之

計；最為徹底、有效的解決方法，仍是必須藉由相關法律、特別是商標法的大

44 參照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法逐條釋義，24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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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修正，以健全、完備對於著名商標或標章之保護法制。此際，思考之出發點

應為，是否應以系爭商標或標章有無註冊而區別其保護效力及法律責任。具體

而言，現行商標法第68條對於狹義混淆行為，除有同法第69條之民事救濟外，
尚有同法第95條、第97條之刑事責任；相對於此，2015年2月公平法修正後，
其第22條第1項的違反，僅餘同法第29條至第33條的民事責任，相較於原始公
平法第35條規定對於該條仿冒行為「處行為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毫不遜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於現行商標

法第95條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
金」，現行公平法對於未註冊標章的仿冒行為，實屬寬鬆。

此種規範方式、法律責任的落差，才是公平會所要擔心的法律責任輕重失

衡之問題，而其癥結則在於對未註冊著名標章保護規範基本理念認識的錯誤。

正如同本文前面所引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之見解
45
，當發生商標或標章之混

淆誤認之虞的侵害行為時，真正受到侵害者實際上並非系爭商標，而是消費者

原本所擁有免於陷入混淆誤認之虞的權利，不論是現行商標法第68條、抑或是
公平法第22條第1項第1、2款，其違反皆以相關消費者有致混淆誤認之虞為前
提

46
，在相當程度上反映出此種看法，但卻並未為其主管機關所正確認識。不

論如何，規範重心不在於有無申請商標註冊的商標權人或標章所有人層面，而

在於消費者理應享有不受混淆誤認之虞的消費決定權限之保護，任何侵害為數

眾多消費者所享有之此種權利者，胥對於消費者保護公益造成重大傷害，於此

公益保護概念下，其違反之法律責任就不再限定於民事責任，而可基於公益保

護觀點設計出刑事罰則。此際，可為參考者，首揭德國1995年商標法。該部商
標法不僅統合原有的商標法、不公平競爭防止法關於註冊商標、未註冊標章之

規範，而將註冊商標、未註冊標章同時納入同一部商標法中
47
；並基於同等保

護概念，對於註冊商標、未註冊標章賦予同樣的民事救濟權利。同時，更於該

法第143條第1項的罰則規定中，對於侵害註冊商標、未註冊標章者，亦同樣

45 參照前揭註15及其本文之敘述。
46 雖然，現行商標法第68條第1款「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
者」之侵害類型，並無同條第2、3款所要求「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之構成要件，惟如此規範方式並非謂該款規定無須混淆誤認之虞的發生，而係於
相同商標使用在同一商品時，即可推定混淆誤認之虞的存在。TRIPS第16條第1項
就此如是規定：「凡使用相同標識於相同商品或服務者，推定有混淆之虞。」

47 有關該部商標法之介紹，參照謝銘洋，德國商標制度之重大變革，收錄於：謝銘
洋，智慧財產權基本問題研究，初版，翰蘆圖書（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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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金」，完全未因註冊有無而區別其法律責任及程度

輕重。此外，與我國法制類似之將註冊商標侵權規範規定於商標法，將未註冊

標章侵權規範規定於不公平競爭防止法的日本法制，其商標法對於侵害註冊商

標之民事救濟及不公平競爭防止法對於侵害未註冊標章之民事救濟，二者規

範內容幾乎一致
48
；而於其刑罰規定上，日本商標法對於相當於我國商標法第

95條第1款之侵害行為，處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日幣1000萬元以下罰
金，對於其他類型的狹義混淆行為則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日幣500萬
元以下罰金，而該國不公平競爭防止法第21條第2項第1款對於註冊商標、未註
冊標章之狹義混淆、廣義混淆二者的侵害行為，亦處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
或併科日幣500萬元以下罰金，未註冊標章的廣義混淆侵害類型，其刑事責任
並不低於註冊商標的狹義混淆侵害類型。

其次，我國現行商標法不僅未能針對註冊著名商標的廣義混淆行為加以

規範，2015年2月的公平法修正亦將未註冊標章之廣義混淆排除於其適用對象
外。然而，對於商品（服務）來源的狹義混淆與對商品（服務）提供主體關連

性的廣義混淆，二者同樣是對消費者不受混淆誤認之虞的權利造成侵害，同樣

造成消費者錯誤的選購決定，就保護消費者免於混淆誤認之虞、確保其消費決

定的正確性而言，實無區分二者之必要，亦無須於法制設計上區別其法律責任

的不同。當是基於如此規範理念，美國商標法制向來秉持單一的混淆誤認之虞

概念，從早期僅限定於狹義混淆之實務運作，發展至現今涵蓋廣義混淆的作

法
49
。德國1995年商標法將註冊商標、未註冊標章統一納入其規範對象後，其

第14條第2項第1、2款之侵權類型，除區分第1款為「相同商標使用於同一商
品（服務）」外，第2款則廣泛包含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標於類似或不類似商品
（服務）之狹義混淆及廣義混淆行為，且對所有侵害規定以同樣的法律責任及

效力。同樣地，日本不公平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1款之混淆誤認之虞防止
規範，同使包含狹義混淆及廣義混淆二種類型，且完全不區分二者侵害行為之

法律責任內容
50
。實際上，或係筆者寡聞，除我國公平法2015年2月修正之「倒

退嚕」外，迄今尚未聽聞其他國家不公平競爭防止法制，有特地將原本包含廣

48 參照日本商標法第36條、第38條及不公平競爭防止法第3條、第5條等規定。
49 有關美國商標法混淆誤認之虞概念之發展嚴格，參照Roger E. Schechter & John R.  

Thom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 The Law of Copyrights, Patents and Trademarks 637-
640  (2005). 

50 參照渋谷達紀，不正競爭防止法，初版，發明推進協會，65-9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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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混淆之混淆誤認之虞防止規範經由修法排除廣義混淆類型適用的立法作為，

我國商標法、公平法對於狹義混淆、廣義混淆二者法律地位、責任規範之如此

截然劃分，不得不謂實與現今世界商標法制混淆誤認之虞防止規範的發展趨勢

及潮流，背道而馳。

從以上敘述可知，未來我國著名商標及標章法制之改革，第一步所應為

者，乃是基於消費者保護之公益維護觀點，去除註冊商標、未註冊標章混淆誤

認之虞的規範區隔；其次，則是消彌狹義混淆、廣義混淆二者不必要的概念區

分，而將其納入同一混淆誤認之虞概念下加以整合，並對其法律地位及法律責

任，予以同樣的規範方式及內容。最後，混淆誤認之虞以外之其他主要以保護

著名商標或標章本身的經濟利益或財產價值為目的之稀釋及搭便車防止規範，

其法律救濟及責任機制的設計，則可以維持現行商標法第70條第1款或公平法
第25條之作法，僅賦予其民事救濟權利，而無行政介入或刑事罰則。
依照上開理念進行法律修正，大致可採取二種作法。其一為仿照德國1995

年商標法之作為，將註冊、未註冊商標及標章，納入同一部標識保護法律中，

並針對其混淆誤認之虞、稀釋及搭便車等行為，設計出前者包含民事、刑事二

種法律責任而後二者僅有民事責任之規範
51
。其次，則是仿效日本商標法與不

公平競爭防止法之分工，商標法繼續盡責於註冊（著名）商標之保護，而公平

法則主要以未註冊標章為其保護對象，且排除行政介入權限並對於混淆誤認之

虞、稀釋、搭便車等不同侵害類型，規範以與商標法相同類型之規範效力及法

律責任。於此情形下，亦無必要於公平法中特地規定排除註冊商標的適用，而

係交由商標權人自行選擇係依商標法或公平法相關規定提出訴訟。蓋於公平法

無行政介入且二者法律之規範效力及法律責任相同的情況下，選擇依據何者法

律規定提起訴訟，其訴訟結果理當一致，而無特別排除註冊商標於公平法中適

用的必要性。

五、 結語

本文從（著名）商標或標章於現今社會經濟生活中所具有的來源表彰、品

質保證、廣告宣傳及投資功能等出發，析論可藉由對商標或標章健全且完整的

51 主張此種法律修正方式者，可以參考劉孔中，仿冒表徵及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之
執法檢討與展望，公平交易季刊，第21卷第1期，85（2013）；劉蓁蓁、王義明，
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重疊交錯的地帶─論著名商標及商品外觀之保護，智慧財產
權月刊，第79期，19-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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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保護機制之設計，鼓勵、促進我國企業從事自有品牌的建立，並因此而加

速我國產業升級及經濟發展之腳步。惟經檢視國際條約及規範對於著名商標保

護規範之內容，再對照以我國現行商標法、公平法關於著名商標之侵權規範內

容，卻發現我國現行法制存在重大的規範缺失及漏洞，不僅有必要立即藉由公

平法第25條的擴張解釋，以補充該等規範漏洞的不足，未來並有必要檢討是否
對包含商標法及公平法在內的商標、標章保護，從整合性觀點予以全盤修正。

於此修正過程中，必須要釐清、矯正的傳統錯誤認知及概念為：（1）不當區
分註冊商標、未註冊標章之法律地位及效力；（2）不必要區分狹義混淆及廣
義混淆二者混淆誤認之虞概念，並對其法律地位及規範效力，予以不必要的區

隔。此二種不當的錯誤認知及概念思維，不論未來修法與否，皆有必要早日加

以澄清及矯正，以對行政機關及法院實務運作產生正面回饋效應，促進我國整

體商標及標章法制實務運作的正確、正常且健全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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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劉介中（最高行政法院法官）

以法條分析、實務操作上與侵權部份在法理上不合的地方跟各位報告，先

看一下法條商標法68條、70條第1款、2款、公平交易法第20條。
商標法第68條是一個直接侵害，未註冊著名商標不在直接侵害裡面，區分

為未註冊跟已註冊，必須要已註冊著名商標才有68條的直接侵害所保護，這很
奇怪，在行政訴訟有效性時，特別是著名商標第11款著名商標的保護不以註冊
為限，且通常會發生爭議是以未註冊，已註冊的通常是以第10款主張，竟然在
侵權部分去區分，已註冊的著名商標才要直接保護，如果是未註冊的著名商

標，不適用直接保護，那其實著名商標依他著名性的高低，從混淆之虞一直保

護到減損，甚至如果有人搭便車的話亦有保護，所以在有效性有人叫做積極

保護，在此之中，有的人是依據著名性的高低，跟侵權的樣態做層層的保護規

範，但是在侵權行為裡面竟然就應區分為註冊跟非註冊來保護。

商標法第70條視為侵權，第1款是關於減損方面，第2款是關於公司名稱、
營業主體使用，有時候並非真正使用，因為他跟商品連結有時候是不一定的，

商標的混淆認知語言都是我們在審查的重點，註冊與否只是主張權利與管理的

方便，在侵權方面對於未註冊商標混淆誤認之虞，竟然是如此躲躲藏藏。

公平交易法第20條，智慧財產局從有著名商標以後，他的一貫見解對於混
淆誤認之虞都不分狹義與廣義，混淆誤認審查基準、著名商標審查基準都一再

強調混淆誤認之虞是不分狹義跟廣義的，特別在著名商標混淆誤認審查基準更

是一再說明混淆誤認之虞是不分狹義跟廣義，而公平交易法在2015年的修法，
竟然把第22條第1項第1款於同一類似之商品，致與他人混淆，就是狹義混淆，
將其所要保護的對象僅限定在22條，也有說法是說那關於廣義混淆那就用25條
來保護，雖然也是一個解釋的方法，但不是一個法治國家所應該有的。

可能是主管機關的各自為政，立法機關的無能怠惰，所以黃老師所寫的文

章不只是一篇精闢的文章，更是替使用法律的人的痛處挖掘出來的文章，最好

是能夠依據老師所建議的，採德國得方式，就著名商標各種型態，做商標法上

的分類規定，或者就不要分註冊與否，不要分狹義廣義，均一併保護。



論著名商標之混淆誤認之虞規範─從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規範交錯出發 225

論著名商標之混淆誤認之虞規範    
―從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規範交錯出發

林季陽
*

摘要

我國商標法及公平交易法同屬保護著名商標之重要規範，惟前者關於著名

商標之混淆誤認之虞規定，仍有加強法律明確性之需求。公平交易法104年修
法後導致對著名商標之保護不足。故自防止混淆誤認以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

之觀點，仍宜由公平交易法來補充商標法不足之處。

整理日本法下對著名商標之保護規定可以發現，日本商標法對於著名商標

在註冊保護階段，針對未註冊周知商標與已註冊商標之狹義混淆以及周知商標

之廣義混淆均設有相關規範而異其構成要件，其優點除具備高度法明確性外，

尚對著名商標提供廣泛且高度保護。若再考量其與日本不正競爭防止法間之分

工，亦不會導致對已註冊著名商標之保護不若未註冊者，而有悖於註冊商標制

目　次
一、前言

二、我國現行法下對著名商標之保護—以禁止混淆誤認為中心

　　（一）商標法相關規定 
　　（二）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

　　（三）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規範之交錯 
三、日本法下對著名商標之保護

　　（一）商標法相關規定

　　（二）不正競爭防止法相關規定 
　　（三）日本商標法與不正競爭防止法規範之交錯

四、檢討暨代結論

* 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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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旨趣之情形。換言之，兩者結合之法規範體系，實有值得吾人參考之處。

一、前言

現今社會，隨著網際網路、人工智慧與大數據等新科技之高度發展，可謂

無時無刻均處於必須面對及處理商業環境上之「變異」及「進化」。是以，企

業在其追求成長及持續創新之道路上，除了選擇專注本業發展外，尚可選擇本

身發展多角化經營或與不同領域之業者結盟發展。上述營運策略若反映在品牌

經營上，便可能呈現以下之行為態樣：(1)專心維護本身商標、提高其知名度以
求「成長」為著名商標；(2)隨多角化經營或異業結盟而跨足類似甚至毫無關連
之產業時，積極防止原所在產業中之競爭者甚至其他不同產業之企業有使用相

同或近似該著名商標致生混淆誤認之虞或攀附、削弱本身品牌價值之行為。申

言之，當企業為求發展品牌，強化消費者對其品牌價值之認同，耗費大量勞力

時間費用（或稱資本投入與勞力投入）並長期經營其商標後，現行法規相關規

範及其適用情形是否足以充分保護、防止其他企業之侵害，並匡正競爭市場上

之商業秩序，便屬重要之課題。囿於篇幅所限，本文之目的將著重於如何防止

混淆誤認行為以保護著名商標之品牌價值上。

自商標法角度觀之，我國現行商標法
1
除在第30條第1項不得註冊事由當中

論及混淆誤認（如同條項第10款及第11款），以防止他人註冊相同或近似著
名商標之商標

2
外，在權利救濟規定當中亦設有相關規定（同法第68條、第70

條及第95條）。另一方面，除商標法外，我國現行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
法」）第22條就仿冒包括著名商標在內之著名表徵致生混淆之行為亦設有禁止
規定，且若仿冒行為已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時，尚容有適用同法第

25條規定之可能（詳後述）。
以下探討重心為：(1)在適用商標法與公平法判斷是否有致生混淆誤認之虞

時，我國實務所採判斷標準及各項考量要素具體為何？前揭法規作為著名商標

之保護規範，其保護界限為何？(2)日本法對著名商標之保護體系係由商標法
及不正競爭防止法所構成，由於後者實相類於我國公平法中不公平競爭相關規

範，故就日本法相關保護規範具體如何適用、各該保護範圍為何，進行比較法

1 本文中提及之商標法若無特別說明，則均係指我國現行商標法。公平交易法，亦
同。  

2 此即涉及權利衝突之事由。參見陳昭華，商標法之理論與實務，4 版，元照出版公
司，6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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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觀察，除可供我國今後適用法規時之參考外，亦可作為企業在全球化時代下

發展、經營品牌價值之重要判斷依據。

二、我國現行法下對著名商標之保護—以禁止混淆誤認為中心  

（一）商標法相關規定

1.何謂著名商標
根據我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財局」）所公布之「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1 款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3
」（下稱「著名商標基準」）第 2.1.1 

定義規定可知，商標著名程度雖因其所表彰之識別性與信譽已廣為「一般消費

者」所普遍認知，抑或在特定相關商品市場上廣為「相關消費者」所熟知而有

高低之別，惟其所表彰之識別性與信譽已廣為相關消費者所熟知者，均屬著名

商標。又，商標法施行細則第31條亦就何謂著名設有規定：「本法所稱著名，
指有客觀證據足以認定已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者」

4
。

至於何謂「相關事業及消費者」，著名商標基準謂：「相關事業或消費

者，係以商標所使用商品／服務之交易範圍為準，包括下列3種情形，但不
以此為限：(1)商標所使用商品或服務之實際或可能消費者；(2)涉及商標所使
用商品或服務經銷管道之人；(3)經營商標所使用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業者。此
外，商標為上述其中之一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者，應認定為著名之商

標」。又，同基準第2.1.2指出商標是否著名，應以國內消費者之認知為準，而
國內消費者得普遍認知該商標之存在，通常係因其在國內廣泛使用之結果，因

此，欲主張商標為著名者，原則上，應檢送該商標於國內使用的相關證據
5
。

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104號解釋曾謂認定商標使用地域範圍應指中華民國境
內，惟並未明示究以全境為標準抑應以大多數之省市為標準，抑以聲請人商品

所擬流通之區域為標準
6
。另，現行實務認為商標縱使未在我國使用或在我國

實際使用情形並不廣泛，但如有客觀證據顯示，該商標於國外廣泛使用所建立

的知名度已到達我國者，仍可認定該商標為著名。而商標之知名度是否已到達

我國，可考量該商標使用的地域範圍是否與我國有密切關係，例如經貿、旅遊

3 中華民國96年11月9日經濟部經授智字第09620031170號令。在民國88年至96年
間，我國實務上係依照「著名商標或標章認定要點」以判斷何謂著名商標或標
章，後隨著名商標基準公布而廢止。

4 該條最初係依經濟部（88）經智字第88025427號令新增。
5 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47 號判決。
6 參見史尚寬大法官所提出之不同意見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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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往來頻繁或文化、語言是否相近等因素加以綜合判斷
7
。至於商標是否已

在我國申請或取得註冊則非認定著名之前提要件。

至於認定是否屬著名商標之判斷因素，著名商標基準則羅列在個案當中之

參酌因素如下：(1)商標識別性之強弱；(2)相關事業或消費者知悉或認識商標
之程度；(3)商標使用期間、範圍及地域；(4)商標宣傳之期間、範圍及地域；
(5)商標是否申請或取得註冊及其註冊、申請註冊之期間、範圍及地域；(6)商
標成功執行其權利的紀錄，特別指曾經行政或司法機關認定為著名之情形；(7)
商標之價值；(8)其他足以認定著名商標之因素。
與著名商標認定相關之國際規範，除1994年4月所簽署之TRIPS協定（詳

後述）以外，尚有世界智慧財產組織（WIPO）在1999年9月所公布之「著名商
標保護規定共同決議事項（Joint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Provis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Well-Known Marks）」8

。其中第2條(1)便例示6項判斷商標是否著
名之考量因素(Factors for Conside-ration)9

。現已廢止之「著名商標或標章認定

要點」在規範著名商標或標章之判斷因素時便多次明言係參酌該共同決議。

2.何謂混淆誤認之虞
混淆誤認之虞，係指商標或標章有使相關消費者，對其所表彰之商品或服

務之性質、來源或提供主體發生混淆誤信之虞而言
10
。蓋商標最主要之功能便

在表彰自己商品或服務的來源，並使消費者得藉以與他人的商品或服務相區

別，甚至與自己提供之其他商品或服務相區別。是以，若商標權人以外之第三

人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對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造成混淆，

致有誤認其商品或服務來源之虞時，實已對交易秩序及競爭秩序產生負面影

響，有礙前揭之商標主要功能運作
11
，從而構成商標權侵害，故混淆誤認之虞

7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判字第299號行政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8年行商訴字第37號行
政判決。

8 英文原文參照WIPO網站，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833-
accessible1.pdf，最後瀏覽日期：2019/11/26。

9 此6項分別為相關公眾知悉或認識該商標的程度、該商標使用的期間及使用地域
範圍、該商標宣傳的期間及地域範圍（包括廣告及在展覽會、展示會的公開與陳
列）、該商標註冊或申請註冊的期間或地域範圍等足以反應其使用或被認知的程
度者、該商標成功實施其權利的紀錄；特別指曾經主管機關認定(承認)為著名商標
者、該商標相關的價值。

10 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455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商訴字第32號民事
判決。

11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修訂8版，元照出版公司，32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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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屬商標法最為核心議題之一
12
。

關於混淆誤認之類型，智財局所公布之「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下稱

「混淆誤認基準」）
13
第3點有所說明，包括以下兩種類型：（1）商品／服務

之相關消費者誤認二商標為同一來源，以及（2）商品／服務之相關消費者雖
不會誤認二商標為同一商標，但極有可能誤認二商標之商品／服務為同一來源

之系列商品／服務，或誤認二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

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
14
。以上混淆均係指「正向混淆」（forward confusion），

亦即商標之後使用者，在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上，使用與先註冊之商標

相同或近似之商標，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情形
15
。至於反向混淆（reverse 

confusion），由於其尚非屬我國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所列出之類型16
，故本

文以下探討將不包括反向混淆，合先敘明。

至於判斷有無混淆誤認之主體，在註冊階段，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
及同條項第11款則分別規定為「相關消費者」及「相關公眾」；在侵害救濟階
段，同法第68條第2款、同條第3款與第70條第2款均規定為「相關消費者」。
關於何謂「相關消費者」，實務上有認係指已購買及將購買該商品及服務之

人
17
；至於何謂「相關公眾」，乍看之下論者或謂是否因第11款規定屬著名商

標之規定而異其判斷主體，惟就此實務上有逕認即指「相關消費者」
18
，亦有

12 例如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刑智上訴字第51號刑事判決即指出：「雖然商標法諸多
條文將混淆誤認之虞與商標近似及商品／服務類似併列，然而真正形成商標衝突
之最主要原因，其最終之衡量標準仍在於衝突之商標間是否有致相關消費者產生
混淆誤認之虞情形」。

13 中華民國93年4月28日經濟部經授智字第0932003035-0號令訂定發布，中華民國
101年4月20日經濟部經授智字第10120030550號令修正。

14 學說上有將前者稱為「狹義混淆」，後者稱為「廣義混淆」。參見劉孔中，商標
法上混淆之虞之研究，初版，五南出版公司，12（1997）。

15 陳昭華，前揭註2，85。
16 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判字第1048號行政判決指出：「⋯『反向混淆』係在侵權訴訟
中，主要慮及後使用商標權人通常無攀附先註冊商標之惡意，但其使用量甚大，
所以損害額將甚大，乃將之列為一種類型並討論之，但反向混淆應如美國將之列
為為混淆誤認之虞的一種類型，始有討論之價值。其實，商標衝突之爭議，其重
心在於混淆誤認之虞，而非正向混淆或逆向混淆之『方向』」。

17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裁字第828號裁定。
18 例如，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行商訴字第18號行政判決雖為92年商標法第23條第1項
第11款（現行法第30條第1項第8款）之相關案件，惟判決中指出「⋯基於商標之
屬地性，本款所稱公眾，係指我國相關消費者」。另，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行商
訴字第197號判決則謂：「⋯至所謂『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者』，係指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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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兩者並列說明者
19
。本文認為即便實務運作上得基於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

之相關說明為此解釋
20
，惟鑑於最高行政法院105年11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

會議決議已明示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規定前後段對於商標著名程度之要
求不同，前段規定僅要求廣為相關消費者所熟知，後段規定則要求應為一般消

費者所普遍認知，則為求與其他涉及判斷有無混淆誤認之虞的條文用語保持一

致，前段規定之「相關公眾」似可考慮修改為「相關消費者」，再透過前揭決

議與後段規定進行區隔；又或為求明確不得註冊事由當中對於狹義混淆、廣義

混淆與著名商標減損各規範要件，維持現行「相關公眾」此一用語，再另就

「相關公眾」之內涵明白加以解釋
21
，甚至可考慮將著名商標減損再分列為另

一不得註冊事由，以避免實務運作上產生紊亂。

3.混淆誤認之虞之審酌要素
混淆誤認基準第4點就判斷二商標間有無混淆誤認之虞時應參考之相關因

素，經綜合參酌國內外案例後整理出下列8項因素，包括：（1）商標識別性之
強弱；（2）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之程度；（3）商品／服務是否類似暨其類
似之程度；（4）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5）實際混淆誤認之情事；
（6）相關消費者對各商標熟悉之程度；（7）系爭商標之申請人是否善意；
（8）其他混淆誤認之因素。
混淆誤認基準尚區分在新申請註冊案與在商標異議、評定或廢止等爭議案

有使相關消費者對其所表彰之商品來源或產製主體發生混淆誤信之虞而言」。
19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354號判決中指出：「故判斷兩商標間有無混淆誤認
之虞，應參酌⋯之因素等，綜合認定是否已達有致相關公眾、消費者產生混淆誤
認之虞」。又，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455號判決則指出「⋯所謂『有致相關
公眾混淆誤認之虞』、『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係指商標有使相關消費
者、公眾對其所表彰之商品來源或產製主體發生混淆誤認之虞而言，而判斷是否
有混淆誤認之虞」。

20 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第1就此說明：「第30條第1項第11款前段規定，商標相同
或近似於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得註冊。從該
規定之內容可知，其與同條項第10款規定一樣，皆在避免相關消費者對商品／服
務來源產生混淆誤認之虞」。

21 蓋將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理解為狹義混淆規範，同條項第11款規定前段
理解為廣義混淆規範時，前者之相關消費者與後者之相關公眾便難謂全然相同，
且後者之適用並不以商品或服務同一或類似為前提。而再考量到第11款規定後段
相較於前段要求更高知名度時，與其為求條文用語保持一致，毋寧維持現行「相
關公眾」之用語，再透過解釋方式對本款規定前後段當中相關公眾之內涵為不同
區別。黃銘傑，「著名商標之『著名』程度及適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服務）之
探討」，月旦法學雜誌，第249期，233-235（2016）。



論著名商標之混淆誤認之虞規範─從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規範交錯出發 231

件當中，對於如何斟酌上述各項因素提供指引。例如，在前者因商標尚未使

用，不必然呈現所有參考因素，自可僅就商標識別性之強弱、商標之近似程度

及商品／服務之類似程度等因素為斟酌即可；然在後者，除得依其個案案情暨

當事人是否主張為斟酌外，申請評定或廢止之人依法所檢送據爭商標之使用證

據，或相關因素已然呈現於審查資料，應就其主張存在之因素暨其佐證之證據

資料綜合斟酌，以求有無混淆誤認之虞之判斷，得更與市場交易之實際情形相

契合。又，同基準指出商標法中涉及有「混淆誤認之虞」要件之各條款，基於

同一用語同一內涵的法理，在判斷時其基本概念的一致性誠屬當然。惟在各參

酌因素的斟酌上，猶如個別案件因案情不同，在各參酌因素的強弱要求上可能

會有所不同一樣，各條款也可能因其立法意旨的不同，所著重的參酌因素也有

所不同，自可依其需要而為參酌。

此外，關於前揭參酌因素具體如何衡量，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第5點就
各項參酌因素之內涵再予以說明。

例如，就商標識別性之強弱，由強到弱再區分創意性商標、任意性商標與

暗示性商標，並就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之程度，先說明應以具有普通知識經

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為準，且應以商標圖樣整體為觀察為依

歸。另補充「主要部分」觀察法，並強調其與整體觀察之間並非兩相對立，主

要部分最終仍是影響商標給予商品／服務之消費者的整體印象。另一重要原則

為設想一般實際購買行為態樣之異時異地隔離觀察原則。至於商標給予消費者

之印象，可就商標整體的外觀、觀念或讀音等來觀察。惟前述三者其中之一的

相近，雖可能導致商標整體印象的近似，但卻非絕對必然，仍應以其是否達到

可能引起商品／服務之消費者誤認的程度為判斷近似之依歸。此外，混淆誤認

之虞審查基準亦依據各類型非傳統商標之特徵不同，說明在進行比對時各自應

著重之處為何。

至於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暨其類似之程度，則指應綜合各相關因素（例如

商品之功能、材質或製造廠商、服務相關消費者之需求等），依一般社會通念

及市場交易情形判斷不同商品或服務是否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惟其類似與

否，不受商品或服務分類或相互檢索參考資料之限制。其他尚有如提出市場調

查報告並經依法踐行答辯攻防程序，可認定具公信力者，應可認為具有等同實

際混淆誤認情事之地位；可參考著名商標審查基準以利判斷相關消費者對商標

之熟悉程度等。

4.著名商標註冊保護規定中之「混淆誤認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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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商標法關於著名商標或標章在註冊上之保護規定，歷經數次修正，從

早期之「世所共知」標章演變至今日之著名商標或標章，修法過程中影響最為

重大者，便係我國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而
在民國（下同）86年4月15日將當時商標法第37條第1項第7款之不得註冊事由
相關規定自「襲用他人之商標或標章有致公眾誤信之虞者」

22
修改為「相同或

近似於他人著名之商標或標章，有致公眾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得申請商標註

冊。但申請人係由商標或標章之所有人或授權人之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

（修正後商標法
23
第37條第7款規定）」24

。

就修正理由觀之，吾人可知國際規範當中應屬巴黎公約
25
、WTO所管與貿

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協定）對我國商標法相關規範之形成影響最
大。

根據巴黎公約第6條之226
可知，關於著名商標之保護範圍包括「禁止以重

製、仿冒、翻譯等方式將商標使用在與著名商標同一或類似商品，而造成混淆

誤認（confusion）」、「主管機關應不准此種商標註冊，倘若已准予註冊，主
管機關應依職權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撤銷商標之註冊，或禁止其使用」及「商

22 此條乍看之下似非屬著名商標或標章在註冊上之保護規定，惟此係民國81年修法
時為求擴大保護範圍之結果，不論遭襲用之商標或標章是否著名，亦不問申請註
冊之商標其指定使用之商品是否類似，若係抄襲他人已使用之商標或標章申請註
冊，並有致公眾誤信之虞者，均不予註冊。參見劉孔中，著名標章及相關表徵保
護之研究，初版，聯經出版公司，51-52（2002）。

23 中華民國86年5月7日總統（86）華總（一）義字第8600105750號令。
24 其修正理由概為：「保護著名商標或標章，為世界貿易組織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
與巴黎公約所揭示之原則而且為世界各國趨勢，現行條文未將著名商標或標章明
列，易致誤解，是將其明定於本款中。已得商標或標章所有人或授權人之同意
者，應准其註冊較為合理。是參考德國商標法第4條第5項立法例增訂本款但書規
定」。立法院公報第86卷17期2909號上冊81頁。

25 巴黎公約於西元1883年訂於巴黎，並於1884年7月7日正式生效。早在1925年海牙
修訂版中便提及對著名標章之保護，嗣後歷經數次修正，目前為1967年於斯德哥
爾摩修訂之版本。

26 巴黎公約第6條之2：「(1)各同盟國主管機關就所認定之著名標章，得於法律許可
之前提下，對於與著名標章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之商標，其重製、仿冒、翻譯
等造成混淆誤認時，依職權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否准或撤銷商標之註冊，或禁止
其使用。倘商標之主要部分構成前揭情事時，本規定亦適用之。(2)有關前揭商標
撤銷之申請期限，至少應自註冊之日起五年。各同盟國得規定申請禁止使用之期
限。(3)惡意註冊或使用之商標，其撤銷或禁止使用之申請無前揭期間之限制。」
智財局網站，https://www1.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8314173926100.pdf，最後
瀏覽日期：201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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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之主要部分有上述情形時，亦同」。另查TRIPS協定第16條第2項27
關於著名

商標之規定可知，前揭巴黎公約之規定得準用於服務上；而判斷著名商標之標

準，應考慮包括因商標之宣傳而在會員國內取得之知名度在內之該商標在相關

公眾之知名度。此外，同條第3項28
則將前揭巴黎公約之準用範圍限制在，當著

名商標係使用在不同商品或服務時，有致相關公眾將該等商品或服務與註冊商

標權人產生聯想，且註冊商標權人之利益有因該使用而受損害之虞時。

比較上開兩國際條約相關規範內容可知，西元1996年開始生效之TRIPS協
定非但將對著名商標之保護範圍從同一或類似商品擴大到不類似之商品或服

務，尚為避免對是否著名判斷過於嚴格將導致著名商標難以受到保護，而對如

何認定著名商標提供以「相關公眾之認知」此一判斷標準。由上可知TRIPS協
定對於著名商標之保護，較巴黎公約更為周延且明確

29
。另應留意者係，巴黎

公約第6條之2係將混淆誤認（之虞）30
作為排除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之相同

商標註冊或防止侵害之要件，且TRIPS協定第16條第3項係以致公眾產生聯想且

27 TRIPS協定第16條第2項：「2.巴黎公約（1967）第6條之2之規定準用於服務。決
定某一商標是否為著名商標，會員應考慮該商標在相關公眾之知名度，包括因商
標之宣傳而在該會員所取得之知名度。」智財局網站，https://www.tipo.gov.tw/tw/
dl-124762-a0dcadb5f1ef4aa6bea20328ab837607.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9/11/26。

28 TRIPS協定第16條第3項：「3.有關不類似於他人註冊商標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
務，準用巴黎公約（1967）第6條之2之規定於不類似於他人註冊商標所指定使用
之商品或服務準用之。但以該商標於該等商品或服務之使用，有致相關公眾將該
等商品或服務與註冊商標權人產生聯想，且註冊商標權人之利益有因該使用而受
損害之虞者為限。」智財局網站，https://www.tipo.gov.tw/tw/dl-124762-a0dcadb5f1e
f4aa6bea20328ab837607.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9/11/26。

29 謝銘洋，「從商標法與競爭法之觀點論著名標章之保護」，智慧財產權基本問題
研究，初版，翰盧出版公司，238（1999）。

30 巴黎公約第6條之2其原文為：”Article 6bis Marks: Well-Known Marks (1) The 
countries of the Union undertake, ex officio if their legislation so permits, or at the 
request of an interested party, to refuse or to cancel the registration, and to prohibit the 
use, of a trademark which constitutes a reproduction,  an imitation, or a translation, liable 
to create confusion, of a mark considered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f the country of 
registration or use to be well known in that country as being already the mark of a person 
entitled to the benefits of this Convention and used for identical or similar goods. These 
provisions shall also apply when the essential part of the mark constitutes a reproduction 
of any such well-known mark or an imitation liable to create confusion therewith.”. 
WIPO網站，https://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8514#P147_20484，最
後瀏覽日期：2019/11/26。嚴格論之，若將前揭註26之巴黎公約第6條之2中譯與原
文內容相比較，可發現我國中譯條文似未將「之虞」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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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權人利益受損為條件，方允前揭巴黎公約規定得準用於不類似之商品或服

務，而非以混淆誤認為準用之要件
31
。相較惟我國前揭86年修法，卻是以「混

淆誤認之虞」為要件，將限制註冊之範圍擴大與著名商標近似之商標，似與上

開國際規範有所不同。

爾後在92年修法時，增訂有減損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
不得註冊之商標法第23條第1項第12款後段規定32

。同款規定並在100年修法時
移至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而為現行法規定：「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不
得註冊：十一、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

虞，或有減損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但得該商標或標章之所

有人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由於本文所欲探討者，係著重在本款前段

規定當中關於判斷混淆誤認之虞之基準，故就本款後段規定如何適用便不再深

入分析。

至於本款前段之構成要件，依據智財局於106年1月公布之商標法逐條釋
義

33
（下稱「商標法釋義」）可知包括以下3項：（1）商標近似與否；（2）著

名與否；（3）是否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而不問前揭著名商標是否已
註冊。其中判斷著名與否之審酌因素則已如前述。

關於第3項要件，著名商標基準第2點認為本款前段及同條項第10款34
均就

「混淆誤認之虞」設有規定，二者區別在於本款前段規定保護之客體為著名商

標，而第10款規定保護之客體為註冊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惟基於同一用語同一
內涵之法理，此二款規定在「混淆誤認之虞」的判斷上，具一致性誠屬當然。

是故，本款規定前段有關「混淆誤認之虞」的判斷，自可援用混淆誤認基準，

31 尾島明，逐条解説TRIPS協定：WTO知的財産権協定のコンメンタール，初版，

日本機械輸出組合，88-89（1993）。
32 92年商標法第23條第1項第12款規定：「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有致
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或有減損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但得
該商標或標章之所有人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此係基於APEC會員國應
遵守前揭WIPO著名商標保護規定共同決議事項，為避免產生對著名商標之減損
（dilution）。

33 智財局網站，https://www1.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7122515494264.pdf，最後
瀏覽日期：2019/11/26。

34 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註冊：十、相同或
近似於他人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
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但經該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所有人同意申請，且非顯
屬不當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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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該基準所揭之8點參考因素。惟本款規定前段僅以「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
名商標或標章」為構成要件，故其保護範圍（即禁止他人註冊之範圍）可擴

張至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
35
，而及於廣義混淆

36
。考量到此種保護若有不慎，

將對市場造成不公平競爭之結果
37
，故在衡量是否致相關公眾生混淆誤認之虞

時，實應採取相對嚴格之標準。是以，在此情形下，可否逕謂此二款規定在混

淆誤認之虞之判斷上均具備一致性，容有深入探討之必要。

就此，觀察目前我國智慧財產法院近來審判實務可發現，在審理就是否

適用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前段規定有爭執之案件時，若屬同時涉及是否
該當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前段之案件，當否認有第10款規定之適用
（即不致發生狹義混淆），後續判斷是否適用同條項第11款前段規定之際，有
僅再就據爭商標是否屬著名商標進行審理者

38
，有依據其對是否該當第10款規

定之判斷，再次「綜合考慮上開各項因素」後認無同條項第11款前段規定適用
者

39
，亦有逕認無同條項第11款前段規定適用者40

。另一方面，若肯認有第10
款規定之適用，則有在判斷是否該當第11款規定時，引述先前對第10款規定時
對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之判斷為其論述基礎者

41
，亦有僅再就據爭商標是否屬

著名商標進行審理者
42
。

35 最高行政法院99年判字第1310號行政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判字第176號行政
判決均認著名商標之混淆誤認之虞之適用，並不以相同或類似於著名商標所表彰
之商品或服務為限，即便將近似於著名商標之商標使用在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亦
得適用混淆誤認之虞。

36 黃銘傑，前揭註21，236。
37 節錄最高行政法院105年11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所揭法理：「又商標
之保護具有使其壟斷並排除他人使用某一文字、圖形、記號或其聯合式之效果。
是以，倘商標僅在某一類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間具有著名性，對於不同類別
商品或服務之其他消費者不具著名性者，自不宜使其在不同類別之商品或服務取
得壟斷或排他使用之權利，否則將造成市場不公平競爭之結果，明顯與商標法第1
條規定有違」。

38 智慧財產法院108年行商訴字第38號行政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8年行商訴字第29
號行政判決。

39 智慧財產法院108年行商訴字第2號行政判決。
40 智慧財產法院108年行商訴字第15號行政判決：「⋯經查，兩造商標相較，並不致
使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而未構成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之規定，已如前所
述，則亦無證據證明系爭商標之註冊有減損據以異議諸商標識別性或信譽之虞，
自無構成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前後段之規定」。

41 智慧財產法院107年行商訴字第99號行政判決。
42 智慧財產法院108年行商訴字第30號行政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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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在僅就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前段規定有爭執之情形，已有判決肯
認若商標越具有識別性且越著名，則其所能跨類保護之商品或服務範圍即越

大，即越易判斷為誤認二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

或其他類似關係而產生混淆誤認之情事
43
，惟同在僅就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

款有爭執之情形，法院亦有為相同認定者
44
。根據上述不同實務見解之歸納，

可發現實務上對於混淆誤認之解釋與判斷標準，似尚未發展出一致之看法。

論者或謂混淆誤認基準實已說明各條款可能因其立法意旨不同，而異其所

著重之參酌因素，且混淆誤認之類型。誠然，此種處理方式有利於依照個案情

形不同而彈性進行判斷、避免過於僵化之適用結果，惟學者批評前揭8點參考
因素並未就狹義混淆及廣義混淆二者適用條文及要件不同而加以區分，是否應

為一致判斷，誠有疑問
45
。本文贊同上述見解，蓋自協助企業保護、長期經營

其著名商標之角度出發，應可認其對法明確性有高度需求，故除明示狹義混淆

及廣義混淆其各適用法條為何外，在混淆誤認之虞之判斷參考因素上，似宜依

混淆類型不同，明確區分適用法條並各自說明應著重之參酌因素為何。

5.著名商標侵害救濟規定中之「混淆誤認之虞」
商標法上著名商標之侵害可分為一般侵權與擬制侵權，分別規定於第68

條
46
與第70條47

，惟得適用後者以已在我國註冊者為限。第68條規定中有混淆

43 智慧財產法院107年行商訴字第4號行政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5年行商訴字第63號
行政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2年行商訴字第154號行政判決。

44 智慧財產法院108年行商訴字第50號行政判決。
45 黃銘傑，前揭註21，237。氏指出：「第30條第1項第11款規定前段已不以商品或
服務類似為要件，此際是否仍須行禮如儀地就「商品/服務是否類似暨類似之程
度」加以考量？若將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理解為狹義混淆，則考量多角化經營
情形又是否有所必要？」，實值參考。

46 商標法第68條規定：「未經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為侵
害商標權：一、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者。二、於類似
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三、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
混淆誤認之虞者。」

47 商標法第70條：「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視為侵害商標權：一、
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有致減損該商標之識別
性或信譽之虞者。二、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作
為自己公司、商號、團體、網域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之名稱，有致相關消費者混
淆誤認之虞或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三、明知有第六十八條侵害商
標權之虞，而製造、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尚未與商品或服務結合之標
籤、吊牌、包裝容器或與服務有關之物品」。相較於本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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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認之虞的侵權類型，均係將相同或近似商標使用在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上，而不及於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
48
。學說上亦有認宜將混淆誤認之虞限於以

將相同或近似商標使用在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上較為妥適
49
。申言之，著

名商標即便在註冊階段得將其保護範圍擴張至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惟在侵害

救濟階段，卻無法為此擴張。

關於是否致生「混淆誤認之虞」之判斷，學說有認仍可參酌混淆誤認基

準，不因係註冊階段或救濟階段而有所不同
50
。惟本文認為，有鑑於救濟階段

時兩商標均業已有使用之事實，故似宜更加強調混淆誤認基準所載各項考量因

素當中實際混淆誤認情事之重要性。

（二）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

1.公平法22條
我國公平法第22條第1項亦就仿冒著名商標或標章設有規定：「事業就其

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得有下列行為：一、以著名之他人姓名、商號或

公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於同一

或類似之商品，為相同或近似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淆，或販賣、運送、輸

出或輸入使用該項表徵之商品者。二、以著名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

標章或其他表示他人營業、服務之表徵，於同一或類似之服務為相同或近似之

使用，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者」。綜上可知，本項要件主要

包括「著名性」、「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相同或近似之使用」及

「混淆」。

過往由於我國商標法下可作為商標之標章有限，且因強調註冊保護主義，

導致對未註冊之著名商標權人之保障有限，故另在公平法增設本條以禁止事業

為使人對著名表徵之商品主體或營業服務主體混淆之行為
51
，並得及於不類似

定，若屬未註冊之著名商標，便無法受到本條保護。
48 智慧財產法院106年民商上字第7號民事判決指出：「商標近似、商品服務類似，
乃認定有成立「混淆誤認之虞」所必需具備的要件，其餘因素僅為輔助參考，若
商標不近似或商品不類似，則不會產生混淆誤認之虞」。

49 陳昭華，「侵害著名商標之混淆誤認之虞與減損識別性或信譽之虞的關係──智
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商上字第11號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26期，57-58
（2014）。

50 陳昭華，前揭註2，49、285；汪渡村，商標法論，3版，五南出版公司，292、
299-300（2012）；謝銘洋，前揭註11，49。

51 廖義男主持，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行政
院公平會93年度委託研究計畫，228，（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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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商品或服務。惟嗣後104年修法時，除明示本項適用對象限定於同一或類似
之商品或服務，且增設同條第2項規定排除已註冊商標之適用52

。

判斷是否該當本項著名商標，過去係要求應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

知為標準，故其與商標法上所使用之著名此一用語是否有所不同，學說上有所

爭議
53
。至於判斷著名性之地理範圍，則多認應以在較為廣大之地理區域範圍

內被普遍認知，惟有見解批評考量到本項規範目的係為避免相關消費者發生混

淆誤認，故過度強調地理區域之廣度，反可能導致部分之不當表徵冒用行為無

法依公平法為處置，故應考量公平法為維護動態公平競爭秩序之立法目的，而

肯認保護範圍之流動化，即便係在一如鄉鎮大小之狹小區域範圍內，亦可禁止

引起相關大眾混淆之使用行為
54
。惟104年修法理由已明示係參考商標法用語，

而將本條當中「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用語修正為「著名」。是

以，現行法下對著名商標之判斷，似與商標法採同一標準
55
。惟學說上有批評

該部分修法實際提高本條之適用條件而限縮本條適用之範圍
56
。

又，此處混淆之概念，不以仿冒行為確實引起混淆為必要，其行為只要有

產生混淆之可能即足。舊法時期，本項所規範者，包括相關事業或消費者雖知

道系爭表徵所標示的事業不同，但誤以為彼此間具有經濟上、經營上、組織上

或法律上的關聯者，諸如有加盟、關聯或贊助關係之混淆，此即學說所稱「廣

義混淆」
57
。惟如前所述，104年修法後，本項已不適用於不類似之商品或服

務，故實可謂本項適用範圍已限縮於狹義混淆而不再及於廣義混淆。

至於判斷是否構成「混淆」之事實，應斟酌相關大眾之消費習慣、經濟條

件、居住地區（如都會區或非都會區）、教育水準等因素，綜合相關當事人之

52 公平交易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前項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
包裝、外觀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或服務之表徵，依法註冊取得商標權者，不適用
之」。

53 謝銘洋，前揭註29，303-305。
54 黃銘傑，「春水堂」表徵之普遍認知性及混淆之有無」，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法
之交會，2版，元照出版公司，404-407（2009）。

55 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民公上字第6號民事判決就此論述：「現行條文將「相關事
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修正為「著名」部分，僅係統一法條用語，以避免發生
爭議，並無實質改變規定內容」。惟商標法下對於判斷著名性之地理範圍為何並
不明確，已如前述。

56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三冊》，初版，元照出版公司，196-197
（2017）。

57 謝銘洋，前揭註29，300-303、廖義男，「公平交易法關於違反禁止行為之處罰規
定」，政大法學評論，第44期，340（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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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予以判斷
58
。

2.公平法25條
現行公平法第25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惟因該條屬不公平競爭行為禁止之

概括規定，故欲適用本條規定，應符合補充原則
59
。

就本條之適用，裁判實務自市場上效能競爭之觀點出發，就不具備「致混

淆」要件而不該當舊法第20條（即現行法第22條）之仿冒行為，若有減損他人
表徵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又或榨取他人努力之成果者，則認構成本條所禁止

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行為」
60
。易言之，本條雖亦屬著名商標保護規範之

一，惟因其補遺條款之性質，故應不得適用於使用他人相同或近似著名商標有

致生混淆誤認之行為。惟104年修法在排除已註冊商標適用第22條之同時，亦
將該條適用範圍限縮於狹義混淆，故原由該條所規範之「使用相同或近似他人

未註冊著名商標之商標於不類似之商品，致與他人商品混淆」之行為，既因著

名商標未註冊而非由商標法規範，又因屬廣義混淆而無公平法之適用，故此種

類型之行為是否得藉由現行法第25條之概括規定回復該業已排除之規範，值得
思考。

（三）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規範之交錯

綜上可知，若一商標同時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其亦會成為公

平法第22條第1項所規範之客體，故兩規範之競合下應如何適用法律，實為一
重要問題。104年修法前有學者鑑於當時違反公平法之責任較重（3倍以下損害
賠償、最高刑度一律3年以下有期徒刑及罰金可達1億元等），且違反公平法所
侵害者為正當交易秩序與一般消費大眾之公共利益，相對來說商標法則較強調

對一般商標權人之權利保護，故應優先適用公平法規定
61
。惟應注意，104年

修法時已併將違反公平法第20條第1項之刑罰規定刪除，不再有刑責，亦不受

58 廖義男，前揭註51，221-223。
59 公平會網站，「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67&docid=266，最後瀏
覽日期：2019/11/26。

60 例如，公平會(87)公處字第097號處分（1998）、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444號
判決、最高法院94年度判字第1454號判決；104年修法後已遭廢止之「公平交易委
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16點。另參見廖義男，前揭註
56，198-201。

61 謝銘洋，前揭註29，2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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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處罰，且主管機關不得介入制止仿冒他人著名表徵之行為，被害人僅得依

同法29條、第30條及第31條請求排除或防止侵害及請求損害賠償。相對地，商
標法下雖亦得主張民事侵權之損害賠償、請求排除或防止侵害，並設有刑罰規

定，惟罰金額度僅為新臺幣20萬元以下（同法第95條）。綜合來說，現行法下
已難謂違反公平法之責任較重。

另有見解認為當特定表徵因事業長期而積極的使用及投資，可認定其屬相

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者，縱事業怠為註冊行為有其可議之處，但相關事

業或消費者對該表徵所形成的信賴，仍應加以保護。故為保障事業之利益，並

確保消費者之利益，同時維護正當之競爭秩序，對於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標

識應予以保護。故應在註冊主義的商標制度外，以使用主義之公平法，加以補

充保護
62
。

惟前揭104年修法理由明示：「…又為避免與已註冊商標之保護有所失
衡，本條對於未註冊商標之保護，應限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爰於第

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增訂該要件…本條所保護之表徵倘屬已註冊商標，應逕適

用商標法相關規定，不再於本法重複保護，為資明確，爰增訂第二項。」
63
就

此，有學者認為在商標法修法擴大保護對象並強化對著名商標之保障後，應無

須再以公平法來補充商標法之不足，且公平交易委員會本不應以有限的行政資

源補貼有充分資源以民事訴訟途徑保護其表徵之商標權人，故對此一修法持肯

定意見
64
。

誠然，商標法歷次修法導入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等規定後，對其

保護確有改善。惟如學者所批評，本次公平法修法將本項規定之規範範圍限縮

於防免造成商品或服務本身之混淆，而非著重於商品或服務來源或主體之混淆

誤認，與當初立法原意相去甚遠，且排除已註冊商標之適用將導致未註冊之著

名商標反較已註冊之著名商標多受一層公權力保護，且與商標經註冊而應受法

62 黃銘傑，「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1、2項「表徵」之意義及其與新式樣專利保

護之關係」，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法之交會，2版，元照出版公司，362-363
（2009）。就公平法之角色係作為補充商標法保護不足之處，相同見解。廖義

男，前揭註51，241。
63 公平會網站，「104.2.4修正條文對照表」，https://www.ftc.gov.tw/upload/4a035120-

41a7-455c-9733-67ced29b6ccf.pdf，最後瀏覽日期：2019/11/26。
64 劉孔中，解構智財法及其與競爭法的衝突與調和，初版，新學林出版公司，278-

281（2015）。



論著名商標之混淆誤認之虞規範─從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規範交錯出發 241

律更多保護之精神有所矛盾
65
。另有學者批評104年修法後其規範範圍僅及於狹

義混淆而未包含廣義混淆，建議未來或透過公平法第25條之概括規定來彌補此
一法律漏洞

66
。

實務就104年修法排除註冊商標適用公平法此點，見解亦似未統一，有認
104年修法所增訂之公平法第22條第2項規定解釋為「未註冊之著名商標可受公
平法保護」而「已註冊之著名商標不受公平法保護」，將發生「輕重失衡」之

結果（即未註冊的反倒可以受到比較多的保護），此與我國「鼓勵商標註冊」

之政策相違背，亦架空我國公平法「與商標法相輔相成、維護競爭秩序」的功

能者
67
，亦有逕認據爭商標既為已註冊商標，自無公平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規

定之適用者
68
。

三、日本法下對著名商標之保護

本文選擇日本法作為比較法對象之理由主要有二：第一，自本文最初所提

及，企業之商業經營策略上，除了選擇專注本業發展或多角化經營以外，尚有

可能選擇與不同領域之業者結盟發展。是以，無論是知名企業本身欲進入日本

市場，又或是與日本業者結盟在臺日兩國進行商業活動，均有瞭解日本保護著

名商標相關法制之必要。第二，過去我國法制對於廣義混淆誤認之虞的侵權規

範方式，頗為類似日本法制之作法
69
。惟對於日本商標法與不正競爭防止法之

65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二冊》，初版，元照出版公司，266-267
（2015）。

66 黃銘傑，前揭註21，頁236。
67 智慧財產法院107年民商上字第2號民事判決。惟應注意該案件當中法院係肯認104
年修法前對系爭商標之侵害，仍得主張公平法第22條；而對於修法後之侵害，則
認當不構成商標侵害時，仍有公平法之適用，以免發生「漏未保護」之情形。另
有肯定仍可適用公平法第22條者為智慧財產法院104年民公上字第6號民事判決，
其理由概為：「⋯本件因系爭商標註冊在後，不適用商標法第70條第1項第2款規
定，並無重複保護之問題，且商標法及公平交易法各有不同之規範目的及所欲保
護之法益，故本件仍有適用現行公平交易法第22條第1項第1、2款之餘地，並無牴
觸公平交易法第22條第2項之規定」。

68 智慧財產法院108年民公訴字第2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6年民商上字第7號
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5年民公訴字第5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5年民商
上字第7號民事判決。

69 亦即，在商標法中僅就狹義混淆加以規範，而將廣義混淆誤認行為交由2015年2月
修正前之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1項第1、2款的普遍認知表徵，予以規制。參見黃銘
傑，前揭註21，頁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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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如何適用，似乎較少完整之介紹，故欲為文一探究竟。

（一）商標法相關規定

1.周知商標之判斷
嚴格論之，日本商標法當中並無「著名商標」乙詞

70
，而多係採「用以表

示與自己業務相關之商品或服務而廣為需要者所認識」之用語
71
，其中「廣為

需要者所認識」則多以「周知」兩字表示
72
，觀其實務及學說對「周知性」之

認定方式（詳後述）
73
，應可認在多數情形下與我國商標法下之「著名」相

當。以下為便於區辨我國法與日本法，均使用「周知（性）」或「周知商標」

之用語，合先敘明。

日本實務在判斷周知性上，首究其地理範圍。蓋在全國均廣受認識之情況

乃自不待言，惟即便在一特定地區內廣受認識，亦足以認具備周知性。至於何

謂一特定地區，則被解釋為最少應不只一縣，而應橫跨鄰接之數個縣的相當

範圍，才屬相當
74
。至於地理範圍為何與廣為需要者所認識之程度具體如何認

70 比較接近者例如，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下揭商標，不受前條規
定之限制，不得註冊商標。六、與用以表示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又或此類機關、
公益相關團體，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公益團體又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公益事業之著
名之標章相同或類似之商標」。一般而言，著名商標屬俗稱而在日本商標法並無
定義，學說有認若使用於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有致生混淆誤認之虞者即為著名商
標。參見網野誠，商標，6版，有斐閣，379（2002）。

71 例如，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0款或同條項第19款規定。該用語之原文為「自

己の業務に係る商品若しくは役務を表示するものとして需要者の間に広く認識

されている」。
72 金子敏哉，「商標法上の周知性―商標法3条2項・地域団体商標・4条1項10号・

先使用権―」，パテント，72卷4号（別冊No.21），13-14（2019）。惟亦有學者

採用「広知」之用語。田村善之，商標法概說，2版，弘文堂，52（2000）。
73 日本特許廳，工業所有権法（産業財産権法）逐条解説，20版，発明推進協会，

1412（2017）。工藤莞司、樋口豊治，「4条1項10号」，小野昌延、三山峻司編

新・注解商標法【上巻】，初版，青林書院333（2016）。
74 東京高裁昭和57年(行ケ)110号判決。該判決指出，要該當周知商標，若屬流通

於全國之一般日常生活用品，則應在全國主要商業圈當中經手相同商品之業者間

受到相當程度之認識，又或最少應不只一縣，而應橫跨鄰接之數個縣的相當範圍

內經手相同商品之業者有半數對其有所認識。本件原告為銷售紅茶、咖啡等予咖

啡店之加工業者，惟在其主要業務所在地之廣島縣，亦僅在專營咖啡店業界有百

分之30之市佔率，且鄰近之山口縣、岡山縣之市佔率又顯低於廣島縣，故法院否

認原告之商標已具備周知性。東京高裁平成13年(行ケ)第430号判決同旨。惟有

學說批評前揭實務所採標準過於寬鬆，參見渋谷達紀，「商標法4条1項10にいう

『需要者の間に広く認識されている商標』の意義（東京高判昭58．6．16判例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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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則考量到商品或服務因其種類及性質之差異，故將依實際交易之情形，綜

合判斷後推定需求者認識之程度。又，即便係外國之周知商標，在判斷地理範

圍時，自係以日本國內為限
75
。

日本特許廳在其「商標審查基準（改訂第14版）」第2點論及用以綜合判
斷周知性之因素包括：（1）申請註冊商標之構成與態樣；（2）商標之使用態
樣、使用數量（生產量、銷售量等）、使用期間及使用地區；（3）廣告宣傳
之方法、期間、地區及規模；（4）是否有與申請人以外之人申請註冊之商標
相同或類似之標章在使用及其使用狀況；（5）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及其他交易
上之實際情形；（6）針對需要者對商標認識程度之問卷調查76

。

2.周知商標之保護體系
在介紹日本商標法對周知商標之保護體系之前，本文擬先概略說明其商標

權之效力範圍。首先商標權人專有在指定之商品或服務使用其註冊商標之權利

（日本商標法第25條本文），而商標權人以外之人將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使
用於與指定商品或服務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之行為屬擬制侵害（日本商標

法第37條第1款）77
。惟須留意後者係定性為僅得禁止或排除他人侵害之禁止

權
78
。另針對具備高度消費者吸引力之周知商標，為避免其遭他人用於不類似

之商品或服務，以致需求者、消費者有混淆誤認其來源之虞，設有防護標章制

釈)」，ジュリスト，878号，113（1987）。亦有認應區分有大都市之都道府縣與

一般線而異其周知性判斷之見解。參見田村善之，前揭註72，54。
75 工藤莞司、樋口豊治，前揭註73，339。茶園成樹，商標法，2版，有斐閣，71

（2018）。
76 日本特許廳網站，「第2第3条第2項（使用による識別性）」，https://www.jpo.

go.jp/system/laws/rule/guideline/trademark/kijun/document/index/00_all.pdf，最後瀏覽

日期：2019/11/26。另，同網站之「第3第4条第1項及び第3項（不登録事由）九第

4条第1項第10号（他人の周知商標）」處則說明，無論是在認定是否因使用取得

識別力或得否註冊之階段，於判斷周知性上均採取相同之判斷標準及方式。
77 日本商標法未若我國商標法在用語上區分「相同或近似之商標」、「同一或類似

之商品或服務」而係均採「類似」之用語。例如日本商標法第37條第1款規定：

「下列行為視為侵害商標權或專用使用權：一、就指定商品或指定服務使用與註

冊商標近似之商標，或就同一或類似指定商品或指定服務使用與註冊商標相同或

近似之商標」，其原文為「次に掲げる行為は、当該商標権又は専用使用権を侵

害するものとみなす。一 指定商品若しくは指定役務についての登録商標に類似

する商標の使用又は指定商品若しくは指定役務に類似する商品若しくは役務に

ついての登録商標若しくはこれに類似する商標の使用」。本文內之日本商標法

條文中譯，酌採我國商標法用語，以俾閱讀者理解，併此說明。
78 日本特許廳，前揭註73，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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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第67條第1款），在一定要件之前提下，得將前揭禁止權之範圍擴張至不
類似之商品或服務

79
。詳參下表1。

表1　日本商標法下商標權效力與防護標章制度適用範圍

同一商品或服務 類似商品或服務 不類似之商品‧服務

相同商標 專用權（§25） 禁止權（§37） 基於註冊防護標章之
禁止權(§67)

近似商標 禁止權（§37） 禁止權（§37）

不相同商標

除上開防護標章制度外，尚對於周知商標亦有設置不得註冊事由之保護規

定，例如第4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於他人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
或近似用以表示與他人業務相關之商品或服務而廣為需要者所認識之商標」、

同條項第11款規定：「將相同或近似他人申請在前之註冊商標使用於同一或類
似之指定商品或指定服務（指依第6條第1項（含準用第68條第1項之情形）規
定所指定之商品或服務）」、同條項第12款規定：「與他人已註冊之防護標章
相同之商標並使用於與該註冊防護標章所指定之商品或服務」、同條項第15款
規定：「與他人業務相關之商品或服務間致生混淆誤認之虞之商標（除第10款
至前款所揭者外）」與同條項第19款規定：「出於不正目的（指為獲得不正利
益或加損害於他人之目的又或其他不正目的）而使用相同或近似於用以表示他

人業務相關之商品或服務，而廣為日本國內外又或外國需要者所認識之商標

（除前揭各款外）」。自前揭各款規定用語觀之，可發現除第15款規定以外，
無論第10款規定、第12款規定又或第19款規定，均未以「混淆誤認」或「混淆
誤認之虞」作為其構成要件。惟因第15款規定係被定性為防止商品或服務來源
遭混淆誤認之概括條款，僅於不該當同條項第10款規定至第14款規定時得適
用

80
，故第10款規定及第11款規定均被解為防免商品或服務之來源遭混淆誤認

之具體規定
81
。

第15款規定之要件雖未明示應具備周知性，惟學說鑑於若周知商標其對商
品或服務來源之識別力越高，越容易在與其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上對其來源產

79 茶園成樹，前揭註75，290-291。
80 工藤莞司、樋口豊治，前揭註73，473。
81 工藤莞司、樋口豊治，前揭註7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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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混淆誤認，故將本款解為專門適用於周知商標，復因近來企業多角化經營風

氣漸盛，可謂混淆誤認之虞之範圍益發擴大
82
。

以上各款規定之要件則整理如下圖：

論者或謂，若第15款規定係防止混淆誤認之概括條款，則在判斷該當同條
項第10款至第14款規定時，是否除條文明訂之「商標近似」或「商品或服務類
似」等要件外，尚須就是否致生混淆誤認進行判斷。以前揭第10款規定為例，
通說認該款規定係屬於為防止商品或服務來源遭混淆誤認之具體態樣之一

83
，

惟在具體個案當中商標近似之判斷與混淆誤認之虞間之關係為何，以下以日本

最高法院冰山印事件判決
84
為例進行說明。

該判決就商標近似之認定揭示：「商標是否近似，當比較之二商標係使用

於相同或類似之商品之際，則應視對商品來源是否致生混淆誤認之虞而定」，

並就判斷之方式指出：「應就使用於此類商品之商標其外觀、觀念、稱呼
85
等

82 工藤莞司、樋口豊治，前揭註73，480。
83 工藤莞司、樋口豊治，前揭註73，332。
84 最判昭和43年2月27日民集22巻2号399頁。此為日本舊商標法時代之判決，惟因所

涉舊商標法第2條第1項第9款其旨趣與現行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1款相同，故

其解釋在現行法下仍可適用。
85 意指接觸商標之需要者在交易上自然認識之發音。若按我國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
準與實務用語，應譯為「讀音」，惟考量到日語為拼音性之外文與中文著重在形
意不同，故在此仍保留日本商標審查基準中之用語，併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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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進行交易人之印象、記憶及聯想等綜合進行整體考察，且在得以釐清該商

品實際交易情形之範圍內，基於具體交易狀況來加以判斷」。亦即將商標是否

近似之判斷標準求諸於是否導致對商品或服務之來源產生混淆誤認之虞，並以

商標之構成（外觀、稱呼、觀念等）以及實際交易情形作為判斷依據
86
。

以下，除防護標章效力所及之第12款規定與以防止商標淡化、攀附商譽為
規範目的之第19款規定外，本文將前揭各款周知商標註冊保護規定當中如何認
定有「混淆誤認之虞」進行說明

87
。

3.周知商標註冊保護規定中之「混淆誤認之虞」
就判斷第10款及第11款規定當中「商標是否近似」與「商品或服務是否類

似」是否該當，首先檢視商標審查基準。由於該基準明示第10款規定應準用第
11款規定之判斷標準88

，故以下僅將介紹第11款規定於商標審查基準中所揭之
判斷方式與審酌要素等內容，合先敘明。

商標審查基準原則上係依循上開冰山印事件判決所揭綜合觀察之內涵，除

整體觀察方法外，亦包括將商標構成之一部與他人商標比較，及在異時異地進

行隔離觀察，且考量使用商標之商品或服務其主要需要者或其他實際交易情

86 横山久芳，「商標の類否判断の基準と手法(1)」，民商法雑誌，153卷5号，616-
618（2017）。氏指出日本實務所採見解被稱為「來源混淆誤認說（原文：出所混

同說）」，並由一部份學者所支持，亦為現行商標審查基準所採用；另一方面，學

說另有應以商標本身是否造成混淆誤認為判斷基準之「商標混淆誤認說（原文：商

標混同說）」。其區別實益在於若採前者見解，則商標是否近似僅為判斷是否造成

商品或服務之來源有混淆誤認時之考慮要素之一。此際，即便商標本身構成並不近

似，基於實際交易情形亦可能肯認「商標近似」；若採後者見解，則商標是否近

似，僅須以商標本身構成進行判斷，實際交易情形僅在必要限度內加以考量即可。
87 此處排除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9款之理由在於，雖然條文明示以「相同或近

似商標」為要件，惟日本實務及學說均認為，考量平成8年（1996年）導入本條之

立法目的係為排除出於不正目的之註冊外國著名商標，故應將近似之程度限縮解

釋為已接近相同者為宜。竹内耕三，「4条1項19号」，前揭註73，545。又，日本

特許廳之商標審查基準雖未明示，但在相當於商標審查手冊之「商標審査便覧」

中指出，無論是日本國內或僅在外國周知之商標，在近似程度之判斷上應達「相

同或極為近似」。參見日本特許廳網站「商標審査便覧42.119商標法第4条第1項第

19号」，https://www.jpo.go.jp/system/laws/rule/guideline/trademark/binran/document/
index/42_119_03.pdf，最後瀏覽日期：2019/11/26。

88 例如商標審查基準第三之九（第4条第１項第10号）之第3點「關於商標近似」及

第5點「關於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之判斷」，均分別明示準用該基準第三之十(第4
条第1項第11号)之第1至10點與第11點。



論著名商標之混淆誤認之虞規範─從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規範交錯出發 247

形
89
，並以該需要者通常具備之普通注意力為基準。次就商標之外觀、觀念、

稱呼分別定義，再以例示方式說明如何判斷與申請註冊商標之外觀、觀念、稱

呼是否近似。此外，亦就立體商標、動態商標、全像圖商標等非傳統商標如

何判斷近似提供一定判斷參考以及相關例示說明。至於商品或服務之類似，則

羅列多項用於綜合考量之因素
90
。惟就判斷「混淆誤認之虞」則未有任何相關

說明。至於自審判實務上可發現，日本法院在判斷順序上，係先判斷「周知

性
91
」，次判斷「商標是否近似」，最末判斷「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在判

斷商標近似與否時，逐一就前揭外觀、觀念、稱呼判斷是否近似，再結合實際

交易情形後綜合判斷是否對商品或服務之來源有致生混淆誤認之虞
92
。

嚴格言之，前揭第10款規定或第11款規定雖均屬避免對商品或服務之來源
致生混淆誤認之具體規定，惟實際判斷上，「是否致生混淆誤認之虞」似接近

判斷「商標近似」、「商品或服務類似」等要件後之評價，而非屬構成要件，

學說上亦有將其解為非典型評價性要件之見解
93
。

89 此處之實際交易情形係指，就該指定商品或指定服務之一般性或恆常性之交易情

形或慣例，而非指該商標實際之使用態樣或實際使用該商標之具體商品或服務間

之差異。
90 商標審查基準在此明示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之判斷係依據「類似商品・役務審査

基準」。詳參日本特許廳網站，「類似商品・役務審査基準」，https://www.jpo.
go.jp/system/laws/rule/guideline/trademark/ruiji_kijun/document/ruiji_kijun11-2019/all.
pdf，最後瀏覽日期：2019/11/26。

91 部份判決在判斷完不具周知性後便不再繼續檢討其他要件。例如，知的高裁平成

29年（行ケ）第10222号判決即稱：「…綜上，因難認用於表示原告業務相關商品

之據爭商標在系爭商標申請時及註冊時已廣為需求者所認識，故其餘各爭點無須

再為判斷…」。
92 例如東京高裁平成16年(行ケ)第299号判決，法官指出：「…如此一來，若依照與

本件商標指定服務相關之前揭具體交易情況，並以一般需要者普通具備之注意力

為基準加以判斷，則肯認將本件商標使用於指定服務，將對服務之來源致生混淆

誤認之虞，應屬相當」。又，知的高裁平成28年（行ケ）第10003号判決則認「…

綜上，本件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1之間，無論是由此而生之稱呼及觀念均屬一致，

若將其使用於相同商品，對於交易人、需求者而言難以分辨兩者差異，可謂就商

品之來源有致生混淆誤認之虞，故應認二商標屬類似之商標」。
93 例如A要件為對商品或服務來源致生混淆誤認之虞，B要件為商標相同或類似，C

要件為商標外觀、觀念、稱呼近似。因該當C要件而B要件亦該當時，發生禁止註
冊之法律效果，惟當有其他情事（如有顯著相異之處或根據實際交易情形）導致
A要件不該當時，不在此限。參見伊藤滋夫，「民法と知的財産法一般との関係
及び知的財産法各法に共通する特質—主として後者に関する要件事実論の視点
からみた検討」，伊藤滋夫編知的財産法の要件事実，初版，日本評論社，92-95
（2016）。其他相關學說介紹可參見許清，「商標類否の判断基準に関する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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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吾人再就條文內明確以「混淆誤認之虞」為要件之日本商標法第4
條第1項第15款規定進行檢討。
商標審查基準第3點之13首先明示，本款所謂「與他人業務相關之商品或

服務間致生混淆誤認之虞之商標」之態樣包括有：（1）將使用該商標之商品
或服務誤認為他人業務相關之商品或服務，致該商品或服務之需要者對商品或

服務來源產生混淆之虞；（2）誤認與他人在經濟上或組織上具備某種關聯，
致該商品或服務之需要者對商品或服務來源產生混淆之虞之兩種類型。換言

之，本款規定適用範圍包括狹義混淆與廣義混淆在內，亦包括在商品來源與服

務來源之間產生混淆之情形
94
。又，因本款係註冊階段保護規定，本即以申請

註冊之商標尚未實際使用為前提，故學說多認為不以現實中發生混淆誤認為

要，僅需客觀上有「混淆誤認之可能性」便足矣
95
。另有學者指出，即便已實

際使用該申請註冊商標，亦不容申請人以具體實際交易之情形為由而否認有致

生混淆誤認之虞
96
。惟反對見解認為商標法所欲防止者係具體之混淆誤認，故

若實際交易當中不會發生來源之混淆，便不致損及已註冊商標之信用，進而有

害其來源識別功能之運作
97
。

至於判斷是否有致生混淆誤認之虞之考量因素，商標審查基準則以例示方

式列出以下7點，並採取綜合衡量之方式：
（1）商標近似之程度。
（2）該他人商標之周知性98

。

察(2・完)」，知的財産法政策学研究，Vol.20，124-129（2018）。
94 工藤莞司、樋口豊治，前揭註73，476-477。實務亦採此見解。參見最高裁平成10

年（行ヒ）第85号判決。
95 工藤莞司、樋口豊治，前揭註73，482。
96 田村善之，前揭註72，64。例如，著名商標係用於高級品牌之服飾上，申請註冊

商標係用於飲料上，即便申請人實際上將該欲申請之商標使用於能量飲料，與前

揭著名商標人之間不致生廣義混淆，亦不許以此認不該當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
第15款規定。

97 宮脇正晴，「混同とサーチコスト」，パテント，65卷13号（別冊No.8），29
（2012）。同此見解，藤田晶子，「4条1項15号商標登録を受けることができな

い商標」，商標法コンメンタール，初版，レクシスネクシス・ジャパン，145-
146（2015）、愛知靖之、前田健、金子敏哉、青木大也，知的財産法，初版，有

斐閣，402（2018）。
98 一般而言，若據爭商標著名度越高，可能致生混淆誤認之虞之範圍便越廣。是
以，雖然本款規定未以「廣為需求者所認識」為要件，惟商標審查基準除將周知
性列為混淆誤認之虞之考量因素之一外，尚指出周知程度之判斷，應準用該審查
基準內所揭要素進行綜合衡量，且無須已在日本全國廣受認識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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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該他人商標是否屬造語99
所構成，又是否在結構上具有顯著特徵。

（4）該他人商標是否屬主要商標100
（housemark）。

（5）企業經營多角化之可能性。
（6）商品之間、服務之間又或是商品與服務之間的關聯性。
（7）商品或服務之需求者其共通性與其他實際交易情形。
關於本款規定之早期實務判決較為混亂。例如，有判決認為僅以據爭商標

屬著名商標為由便適用本款而未具體說明理由為何之審決具有適用法律之錯

誤
101
；亦有判決認為，僅以兩商標不近似為理由即判斷將申請註冊之商標使用

於指定商品不致造成混淆誤認之虞，係誤解本款規定
102
。另一方面，亦有數件

未就商標近似與否進行判斷，僅以據爭商標為著名商標為由，便適用本款規定

之判決
103
。

近年日本最高法院在レールデュタン（L'AirduTemps）事件判決104
中揭示

較為清楚之考量因素，包括應依照系爭商標與他人使用標章間近似之程度、他

人標章之周知著名性與獨創性之程度、系爭商標所指定商品或服務與他人業務

相關商品或服務在性質、用途及目的上所具備關連性之程度、商品或服務之需

求者其共通性與其他實際交易情形，並應以系爭商標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交易

人或需求者施以普通注意力為基準，經綜合衡量後判斷是否有「致生混淆誤認

之虞」
105
。

99 所謂造語係指並非本身得產生特定概念。例如在知的高裁平成28年（行ケ）第

10275号判決當中原告便指出被告一般社團法人ISD個性心理學協會之名稱當

中「ISD」之部分，乃來自被告之代表理事獨自思考出之造語（Institute of Self 
Discovery＝自我發現之協會）的頭一個英文字母所組成，並為法官所肯認。

100 其定義係指屬企業本身營業標章之logo或標章。參見知的高裁平成28年（行ケ）第

10090号判決。具體案例中較知名者如「SONY」或「Esso」。參見工藤莞司、樋

口豊治，前揭註73，483。
101 東京高裁昭57(行ケ)187号判決。
102 東京高裁平元(行ケ)54号判決。
103 東京高裁昭35(行ナ)155号判決、東京高裁昭35(行ナ)156号判決、東京高裁平2(行

ケ)183号判決。
104 最高裁平成10年（行ヒ）第85号同12年7月11日第三小法廷判決・民集54巻6号

1848頁。
105 在知的高裁平成27年（行ケ）第10219号判決當中，法官便係衡量過前揭各因素

後，再就外觀、觀念、稱呼是否類似逐一進行檢討，最後認為稱呼雖然相似（筆

者按：系爭商標為「フランク三浦」，發音為furanku miura；據爭商標包括以

片假名組成之「フランクミュラー」，發音為「furanku myura」與英文組成之

「FRANCK MULLER」）但外觀與觀念均屬不近似；且系爭商標指定商品類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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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侵權救濟規定中之「混淆誤認之虞」
日本商標法在侵權救濟規定上，無論係規定專用權之第25條規定或僅屬

禁止權之第37條第1款規定，均未明訂以「致生混淆誤認（之虞）」為要件。
至於在判斷第37條第1款規定中「商標近似」與「類似之商品或服務」等要件
時，實務多認基準似與註冊階段保護規定中並無差異，僅在具體個案當中著重

於有無致生來源混淆誤認之虞之結果。惟學說上就是否應區分註冊保護階段與

侵權救濟階段異其應審酌因素而有所爭議
106
。故本文以下將介紹日本最高法院

在商標侵權事件當中所揭示之標準。

日本最高法院在小僧寿し事件判決
107
中，就判斷商標是否近似之標準有以

下說明：「商標是否近似，應就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上之商標其外觀、觀

念、稱呼等對需求者賦予之印象、記憶、聯想等予以綜合考量，且在得釐清其

商品交易之實際情形之範圍內，應基於其具體交易情形加以判斷，如右所述，

商標之外觀、觀念又或稱呼是否類似，僅係用以推測對使用該商標之商品其來

源是否有致生混淆誤認之虞之大致基準，是以即便右三點當中有類似之處，惟

其他點顯著相異又或依交易之實際情況難認會對商品來源有致生混淆誤認之虞

者，自應謂不得將其解為近似商標」。具體涵攝之結果，法院考量到被告所加

盟之壽司連鎖店具備著名性，故儘管判斷二商標之外觀及稱呼有一部份共通，

惟因被告各標章係與該連鎖店名稱對應之部分，而非前揭共通部分具備高度識

之時鐘而言，商標之外觀及觀念實為識別商品來源之重要依據。是以，縱依相關

需要者、交易人之普通注意力為基準，亦難謂將致生包括狹義混淆及廣義混淆在

內之混淆誤認之虞，最後認定不該當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5款規定。
106 具體而言，爭議較大者係在適用本款規定時，是否以註冊商標實際經使用為前

提。肯定說認為既非註冊階段，若註冊商標實際上未經使用，仍舊賦予其禁止權

實有害競爭秩序。參見島並良，「登録商標権の物的保護範囲(２．完)」，法学協

会雑誌，114巻8号，936、959（1997）。相對於此，否定說則認若註冊商標未使

用時有一近似商標先開始使用，嗣後使用該註冊商標將導致容認二商標併存，反

而可能對需要者不利。參見田村善之，前揭註72，136。相關學說整理另參鈴木将

文，「37条」，小野昌延、三山峻司編新・注解商標法【下巻】，初版，青林書

院，1106-1107（2016）。
107 最判平9．3．11民集51巻3号1055頁。本件原告為以橫向兩文字「小僧」為商標之

商標權人，被告則係以「小僧寿しチェーン」（中譯：小僧壽司連鎖店）為店名

在四國地方經營外帶壽司之壽司連鎖店之加盟店，其使用之標章包括「小僧寿し

｣、「KOZＯ｣（筆者註：小僧之羅馬拼音）、「KOZOSUSHI」（筆者註：小僧寿

し之羅馬拼音）及「KOZOZUSHI」，以及描繪小僧之圖形標章。最近之判決則可

參東京地判平成26年4月30日判決（平24(ワ)96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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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力，是以不致對商品來源產生混淆誤認之虞。綜上可發現，即便在侵權救濟

階段，與先前介紹之冰山印事件判決所採判斷標準之間似無差異，而是否致生

混淆誤認之虞仍係判斷商標是否近似後之評價結果。

最後介紹日本商標法之民刑事責任，遭侵害之著名商標權人得依日本民法

第709條之侵權行為請求損害賠償，或依商標法第36條請求排除或防止侵害，
並就違反禁止權設有刑罰規定（第78條之2），得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
科500萬日圓以下之罰金。
（二）不正競爭防止法相關規定

1.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1款
日本不正競爭防止法係為加入巴黎公約之海牙修正條約而在1934年所制

訂，並自1935年1月1日起施行。歷經數次修法後之現行法第2條第1項第1款規
定：「本法所謂『不正競爭』，係指下揭情形：一、使用廣為需要者所認識之

相同或近似他人之商品等表示（指與他人業務相關之姓氏、商號、商標、標

章、商品之容器或包裝及其他用以表示商品或營業者），又或讓與、交付、為

讓與或交付之目的展示、輸出入又或透過電子通訊方式提供使用該商品表示之

商品，以致對他人之商品或營業產生混淆誤認之行為」。

本款規定係為保護營業上信用實體化後所呈現之周知之商品表示與營業表

示，並藉以確保公平競爭，故禁止引起對商品等表示主體之商品與營業致生

混淆誤認之行為
108
。本款若適用於周知商標，則其要件包括「廣為需要者所認

識」（下稱「周知性」）、「使用相同或近似他人之周知商標」（下稱「近似

性」）、「與他人之商品或營業產生混淆誤認」（下稱「混淆誤認」）。觀察

本款規定與前揭日本商標法上周知商標相關保護規定之要件可發現，服務係作

為營業表示內涵之一
109
；本款規定在要求商標具備周知性之同時，係在致生混

淆誤認此一範圍內保護其所表彰之商品與營業，且不以經註冊商標為前提便賦

予保護
110
，惟要求須經使用獲得周知性

111
。以下逐一檢討之。

關於本款要件之一之周知性，通說認為本款所要求之範圍與日本商標法第

108 日本經濟產業省網頁，「逐条解説不正競争防止法」，https://www.meti.go.jp/
policy/economy/chizai/chiteki/pdf/20190701Chikujyou.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9/11/26。
109 小野昌延、松村信夫，新・不正競争防止法概説， 2版，青林書院， 1 0 3

（2015）。
110 田村善之，知的財産法，5版，有斐閣，64-65（2010）。
111 愛知靖之、前田健、金子敏哉、青木大也，前揭註97，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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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條防護標章所要求之「在日本全國廣為認識」以及同法第4條第1項第10款所
要求之「以橫跨鄰接之數個縣的相當範圍」並不相同，而係僅在一區域廣為認

識足矣。其理由則包括：相較於前揭商標法規定之主要規範目的係為防止他人

註冊，因本款主要規範目的係為防止混淆誤認，故對周知性之要求相對較為寬

鬆
112
，且因本款無須如商標法須經註冊後方賦予全國範圍之保護，故受保護之

周知商標僅在一區域廣為認識足矣
113
。再者，若所賦予之保護限於該區域，亦

不致減少企業為求在日本全國內受到保護而申請註冊商標之誘因
114
。日本實務

同採此見解，肯認在一區域內具備周知性即可
115
。另，在日本國內經由報紙雜

誌等之介紹廣為人知，惟在日本國內未實際使用之情形，實務上亦肯認其周知

性
116
。至於本款所規定之「需要者」，則被解釋為包括事業及最終消費者，但

並不要求廣為一般消費者所認識
117
。關於本款周知性之要件，亦曾有見解認為

其係增加巴黎公約第10條之2第3項第1款規定118
所無之限制而應刪除之

119
，惟

反對見解認為由於巴黎公約規定並未明示要到何種程度之混淆方屬「產生混淆

之行為」，而日本不正競爭防止法當中之周知性要件實具有用以判斷混淆誤認

之虞其程度與地理範圍之功能，亦即，若在不具周知性之地區一旦主張有混淆

誤認之虞便得禁止他人在全國境內使用近似商標等商品表示，除顯欠缺法安定

性外，更將導致喪失申請註冊商標之實益，架空註冊商標制度之結果。是以，

112 小野昌延、松村信夫，前揭註109，174-177。具體言之，鑑於本款周知性要件之

旨趣在於商品等表示實屬信用實體化之展現，故應就該信用賦予保護。因此即便

僅在一定地區內累積周知程度之信用，亦應賦予該商品等表示保護，防止其遭到

混淆誤認。基此，若要求判斷周知性之地理範圍過廣，將導致對一定地區內混淆

誤認之行為無法救濟。參見田村善之，前揭註110，66-67。
113 惟仍要求該周知商標須在類似表示之使用地理範圍內具備周知性。見茶園成樹，

不正競爭防止法，初版，有斐閣，25（2015）。
114 田村善之，不正競爭防止法，2版，有斐閣，37（2003）。
115 東京地判昭和51年3月31日判タ344号291頁（勝烈庵Ⅰ事件）、橫浜地判昭和58年

12月9日無体集15巻3号802頁（勝烈庵Ⅱ事件）。前一事件當中，法院肯認原告即

炸豬排店之勝烈庵僅在橫浜市內廣為認識，而得禁止同在橫浜市內另一店鋪使用

勝烈庵作為店名，惟在後一事件當中，法院僅肯認離原告在距橫浜市較近之鐮倉

市大船具有周知性，但否認在距離較遠之靜岡縣富士市具備周知性。
116 東京高判平成3年7月11日知的集23巻2号604頁。
117 小野昌延、松村信夫，前揭註109，182-183。惟如同前揭註113所述，此際仍要求

周知商標應在類似表示之相關消費者間具備周知性。田村善之，前揭註114，43。
118 巴黎公約第10條之2第3項第1款規定：「(3)各同盟國家應禁止下列行為：1.任何使

公眾對競爭者之廠號、商品或工商活動等，產生混淆之行為」。
119 紋谷暢男，「商号の保護」，民事研修，269号，17（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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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無違反條約之疑慮
120
。

關於本款要件中之「近似性」判斷標準是否與前揭商標法各該相關規定相

同此一問題，日本最高法院在ウーマンパワー事件判決
121
中所揭之判斷標準為

「在實際交易情形下，事業、需要者自基於兩者外觀、稱呼或觀念之印象、記

憶及聯想等，是否有認兩者整體相類似之虞」，似乎與前揭商標法相關最高法

院判決所揭判斷標準間並無太大差異。惟學說指出因日本商標法採註冊保護主

義，故其近似性之認定屬於劃定權利範圍之抽象性技術基準，而無法解決商品

或營業來源混淆誤認之虞此一問題；不正競爭防止法中之近似則係在實際使用

狀態下作為致生混淆誤認的手段之一。是故，即便採取相同判斷基準，惟為求

解決前揭混淆誤認問題，在判斷近似概念範圍上會較商標法更為寬鬆、更具

彈性
122
。具體而言，係在採取前揭商標法相關最高法院判決所揭判斷標準之同

時，尚就各商品主體間是否具有競爭關係、競爭之程度、選擇商品表示之動機

等要素綜合考量後，依照該商品或營業相關業界之實際運作情形判斷是否對商

品來源有致生混淆誤認之虞
123
。

關於本款規定另一要件之「混淆誤認」，由於條文明訂「對他人之商品或

營業產生混淆誤認」，故其非指對於商品表示與類似表示間產生混淆誤認，

而係對於周知商品表示所表彰之商品或營業來源與使用類似表示者之間是否

會產生混淆誤認
124
。就此，實務與學說均認此處之混淆包括狹義混淆與廣義混

淆
125
，且適用上不以現實已發生混淆誤認為要，有致混淆誤認之虞即足矣

126
。

不正競爭防止法下對混淆誤認之判斷與前揭商標法規定相異處在於，前者係基

於周知商標具體使用之情形是否致生混淆誤認來加以判斷，後者則尚可能包括

註冊商標未被使用之情形
127
。此處所謂具體使用情形，係指實際之商品或服務

120 田村善之，前揭註114，50-52。
121 最高裁昭和58年10月7日第二小法廷判決。
122 茶園成樹，「混同要件」，知的財産法の理論的探究(現代知的財産法講座I)，初

版，日本評論社，414（2012）。
123 小野昌延、松村信夫，前揭註109，194-195。採此說之實務判決可參見東京高裁

昭和58年11月7日高刑集36巻3号289頁。
124 小野昌延、松村信夫，前揭註109，189；茶園成樹，前揭註113，30；田村善之，

前揭註110，73。
125 最判昭和59年5月29日民集38巻7号920頁、最判平成10年9月10日判時1655号160頁

同旨。學說則參見茶園成樹，前揭註113，31-32；田村善之，前揭註110，87-91。
126 小野昌延、松村信夫，前揭註109，190-193。
127 工藤莞司、樋口豊治，前揭註73，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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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場上是否有足以避免混淆誤認之特殊情形、是否有得具體防止混淆誤認之

特別銷售型態、又或者類似商標之識別力是否偏低以致印象不深等情形
128
。

至於對混淆誤認之虞之判斷，實務上指出應考慮包括周知商標與近似商標

間近似程度、周知商標之周知程度、近似商標其周知性及獨創性之程度、周知

商標指定商品或營業與近似商標相關商品或營業間之性質、用途或目的上關連

性之程度、商品或營業之相關事業及消費者間之共通性與其他實際交易情形等

要素，並以周知商標所表彰之商品或營業之其相關事業及消費者施以普通注意

力為基準加以綜合判斷
129
。關此，學說便指出其係參考前揭日本最高法院レー

ルデュタン事件判決所採判斷要素
130
。

至於本款規定當中前揭「相同或近似商標」與「混淆誤認」兩要件間之關

係，學說有認前者之近似僅係作為致生混淆誤認之手段，本身並不具有獨立意

義，故解釋上兩者間並無差異，亦即當肯認有混淆誤認之虞時，同時該當商標

近似
131
。惟反對見解則認為即便此兩要件間具高度相關性，但此說全然無視現

行條文，並不足採
132
。日本實務上在ウーマンパワー事件判決後亦將此兩者視

為不同要件加以判斷
133
。

若該當本款規定，則使用著名商標商品等表示之人得依不正競爭防止法

第3條請求排除或防止侵害，例如請求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著名商標之商品表

128 田村善之，前揭註110，84-85。惟同氏亦批評日本裁判實務就周知性及混淆誤認

之認定上，有忽略事實評價等具體使用情形，而採取規範性判斷之情形。具體而

言，判斷順序為肯認原告之商標具周知性後，以是否可能致生（廣義）混淆為基

準來判斷商標是否近似，若肯認商標近似則鮮有再獨立判斷是否有混淆誤認之

虞。反之，若否認商標近似，即便提出顯示有混淆誤認之虞之問卷調查結果，亦

無法改變法院之結論。例如，大阪高判平成10年5月22日判決判タ986号289頁。詳

細可參田村善之，「裁判例にみる不正競争防止法2条1項1号における規範的判

断の浸食」，知的財産法の理論と現代的課題中山信弘先生還暦記念論文集，初

版，弘文堂，409-410（2005）。
129 東京地判平成16年7月2日判時1890号127頁。相關整理見茶園成樹，前揭註113，

30-31。
130 茶園成樹，前揭註122，412。
131 渋谷達紀，「判批」，判例評論，303号，45（1984）、紋谷暢男，「判批」，昭

和58年重要判例解說，有斐閣，242（1984）。
132 小野昌延、松村信夫，前揭註109，193。
133 前揭大阪高判平成10年5月22日判決中，法院明示：「要成立1款規定之不公平競

爭行為，除要求『近似』與『混淆誤認』作為獨立要件外，並要求因使用『近

似』表示而致生混淆誤認，故即便因使用不近似之表示而致生混淆誤認，亦不得

不謂此非屬不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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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或不得銷售使用近似商標之商品，亦得依同法第4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此
外，若屬出於不正目的而為本款所規定之不公平競爭行為，尚得依同法第21條
第2項第1款，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500萬日圓以下之罰金。
2.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2款
日本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本法所謂『不正競爭』，

係指下揭情形：二、將相同或近似他人之著名商品表示使用於自己之商品表

示，又或讓與、交付、為讓與或交付之目的展示、輸出入又或透過電子通訊方

式提供使用該商品表示之商品之行為」。本款之目的雖為防止他人冒用著名

商品表示，而可定性為著名商標保護規定之一，惟其已不以「混淆誤認」為要

件，且關於近似性之判斷亦同前款
134
，故本文在此不再進行介紹。

（三）日本商標法與不正競爭防止法規範之交錯

就日本商標法與不正競爭防止法間之關係，學說有認兩者雖同屬維持公正

競爭秩序之法律，然前者係在以法安定性為目的之註冊保護主義下，即便未經

使用之商標，亦得藉註冊賦予權利人具備排他性之商標權以求對私人財產權之

保護，屬於靜態防止不公平競爭；後者除不以註冊為前提外，係以在流通市場

上具體把握商標等商品表示是否因使用累積信用而具備周知性、是否有致生混

淆誤認之行為作為其判斷重點，商品是否類似則非直接問題，而屬於動態防止

不公平競爭。若反映在保護之地理範圍上，則前者在日本全國均得排除他人使

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後者則限定在周知商標已形成市場利益之地理範圍內。

由於兩者所欲規範之面向、要件及效力範圍上均有所不同，故就請求權競合問

題，日本之實務及通說均肯認得重複適用
135
。

至於對著名商標保護客體之範圍，日本商標法在註冊保護階段上就註冊與

未註冊之周知商標之狹義混淆以及不問周知商標註冊與否之廣義混淆，分別設

有規定並明確其要件；惟在侵權救濟階段上因相關條文未在要件中明訂混淆誤

認之虞，故仍係將其作為一評價性要件。不正競爭防止法則因著重在防止實際

交易市場上所發生之任何混淆誤認行為，故未區分註冊與否，對仿冒著名商標

所致生之廣義混淆及狹義混淆均有所規範。而關於兩法之民刑事責任，民事責

任上均得請求排除及防止侵害或請求損害賠償，值得一提的是在刑事責任上均

為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500萬日圓以下之罰金。
綜上可知，日本商標法與不正競爭防止法在著名商標保護之分工上相當明

134 茶園成樹，前揭註113，44。
135 小野昌延、松村信夫，前揭註109，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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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亦不至於因法律責任輕重有所不同而導致著名商標權人在選擇保護時有明

顯傾向。況因日本商標法下商標權之侵害並不以混淆誤認為構成要件，侵害訴

訟中無須就此進行主張或舉證，故若滿足周知性而得享有不正競爭防止法保護

之未註冊著名商標，亦得註冊以求享有商標權保護，而不致因不正競爭防止法

之保護客體較廣而喪失註冊商標之誘因
136
。自立法目的角度觀之，前揭法規範

之分工在維護公平競爭秩序之同時，亦不失與註冊商標制度間之平衡。

四、檢討暨代結論

自我國商標法及公平法之立法目的觀之，因兩者均屬對公平競爭及交易秩

序之維護而應同屬保護著名商標之重要規範，惟即便現行商標法對著名商標之

保護已有強化，惟如本文在商標法部分所述，關於著名商標之混淆誤認之虞規

範，仍有加強法律明確性之需求。再者，自法律效果角度觀之，公平法104年
修法後兩規範之差異已不若過往顯著。復因公平法第22條在排除適用已註冊商
標之同時，亦增加「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此一要件，導致對於已註冊

著名商標之保護不若未註冊者，對於未註冊著名商標之保護又不及於致生廣義

混淆行為之結果。故自防止混淆誤認以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之觀點，仍宜由

公平法來補充商標法不足之處，惟是否得逕行適用現行公平法第25條之補遺條
款，仍有待觀察。

而在比較日本法與我國法下對著名商標之保護規定可以發現，首先在註冊

保護規定上，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或同條項第11款規定雖被定性
為防止商品或服務來源致生混淆誤認之虞（即狹義混淆）之具體規定，惟因不

以混淆誤認之虞作為構成要件，故僅需就商標近似與否及商品或服務類似與否

進行判斷，其商標近似之判斷基準及方法似與我國無明顯差異。至於在著名性

（周知性）之判斷上，雖然我國著名商標基準所揭各項考量因素中亦包括商標

使用及宣傳之地域，惟日本實務明確揭示關於地理範圍之一般判斷原則，即便

考量兩國現實際所轄疆域大小有所差異，仍值得吾人參考。

另關於混淆誤認之虞之審酌要素，將我國混淆誤認基準所揭8項要素與日
本商標審查基準就其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5款規定所揭之7項要素比較後可發
現，我國係將商標近似及商品或服務類似作為判斷是否有致生混淆誤認之虞之

重心；日本法審酌要素有近半與商標識別性強弱有關。此點反映出日本商標法

136 田村善之，前揭註110，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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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著名商標（周知商標）在註冊保護階段之規範體系。亦即，針對未註冊周

知商標與已註冊商標之狹義混淆以及周知商標之廣義混淆均設有相關規範而異

其構成要件。雖然此種體系或有欠缺判斷彈性之虞，惟其優點除具備高度法明

確性外，尚對著名商標提供廣泛且高度保護。何況，若再考量其與在周知性與

近似之判斷上因更重視實際使用狀況而相對較具備彈性之日本不正競爭防止法

間之分工，亦不會導致對已註冊著名商標之保護不若未註冊者，而有悖於註冊

商標制度旨趣之情形。換言之，兩者結合之法規範體系，實有值得吾人參考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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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emark Act and the Fair Trade Ac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related 
regulation  of well-known trademark.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n urge requirement for 
legal certainty of the provisions of a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Moreover, the reduction 
of protection of well-known trademark due to amendment of Article 22 of the Fair 
Trade Act has been criticiz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aintain trading order 
by forbidding confusion, the Fair Trade Act can play a complementary role to the 
Trademark Act.

From a comparative law viewpoint, this article found that there are separate 
provisions with different legal requirememnt for protecting well-known trademark 
in  Japanese Trademark Act. Moreover, the division of the Trademark Act and the 
Fair  Trade Act in Japan provides a high-level and complementary protection of well-
known trad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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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陳昭華（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教授）

一、是否包括廣義混淆

廣義混淆一般是指兩個商標或表徵的使用，使消費者誤認他們間存在關係

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是其他類似關係。在未經註冊的著名表徵的保

護基本上期望能與已經註冊著名商標保護的標準一致，所以我認為在公平法第

22條的解釋方式宜盡可能跟商標的方式標準一致。
根據我國實務見解，混淆係指商品或服務來源有誤認或誤信，除仿冒商品

表徵至消費者誤認外，尚應包含消費者誤認仿冒與被仿冒之商品表徵間有某種

加盟、關聯或贊助關係之混淆情形所以實務見解是認為包括廣義混淆。

另有一實務見解，被告所販售的商品是藥品，刻意採用跟原告相同或高度

近似的外觀，在這種情況底下會造成往來客戶，或相關消費者混淆兩商品是同

一來源、同一系列產品，具有關聯性或關係企業之效果。該見解中包括狹義與

廣義混淆。

二、廣義混淆係使用在非同一或類似商品/服務
商標法第68條的規定，剛剛黃老師認為本條規定只有狹義混淆，而審查基

準將廣義混淆也納進去，所以如果要更清楚，把廣義混淆部分放進條文內會更

好。我們現在實務見解認為第68條包括狹義、廣義。
歐盟商標規則第9條規定歐盟商標之權利，該條b款說使用與歐盟商標相同

或近似，且用於與歐盟商標註冊使用的商品或服務相同的或類似的商品或服

務，致公眾混淆或誤認之虞者得禁止之。在此混淆誤認之虞也包括標誌與商標

之關聯性的混淆，通常簡稱做關聯混淆，也就是廣義混淆，所以歐盟很清楚規

定相同商標使用在同一類似商品上，這兩種情況構成混淆包括狹義混淆與廣義

混淆。

關於美國的見解，美國實務在1920年之前都強調混淆是用在直接競爭的商
品，直接競爭的商品是指會發生移轉銷售關係者，例如說兩個商品一樣，或者

一方之商品為玻璃紙，另一方之商品為其他包裝材料；又例如，一方之商品為

金屬器，另一方之商品為玻璃容器，不買這個，可以買另外一個的情形，是直

接競爭關係；到了1920年代以後，發展出關連商品規則，指在沒有競爭關係但
是有關連的商品服務，這種情況就是指有關連，所以讓消費者會產生混淆，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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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誤認二商標來自有授權關係、附屬關係的企業的混淆，至1960年，美國法
院始全面接受有關係的混淆，認為非競爭關係，但有關聯的商品或服務，又稱

為Aunt Jemima法則。例如麵粉跟糖漿，因為二者間具有附隨關係的關連性。
發展到1989年才把具有附屬、關連或聯想關係規定在法條之中，所以關連商品
或服務是指兩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的商標，使合理謹慎消費者會認為商品

或服務來自相同來源，或誤認與商標權人有附屬關係、或有關連、或有授權關

係。這裡所指的關聯，並不一定是商品在物理上有關連，而是指使用商標的結

果會使消費者的心中產生關聯，例如麵粉與糖漿、啤酒與威士忌、麵粉與冰淇

淋、雜誌與電視節目，所以從上面觀點來看，關聯商品或服務的概念比較接近

我國的類似商品或服務，是一種沒有競爭，但是有關聯的關係，如果在做這種

結論的時候，會發現美國與國內混淆誤認審查基準的解釋與歐盟、德國規範都

一致。

三、認定混淆時應參考哪些因素

在商標法的混淆誤認審查基準共有8點，非常清楚，但在公平法第22條關
於混淆，在實務考慮因素，是斟酌相關大眾之消費習慣、經濟條件、居住地

區、教育水準等因素，綜合相關當事人之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

理及經驗法則予以判斷；而另有一個判決內說要考量表徵知名度，兩個表徵之

間近似程度，還有消費者注意力程度；另外在RIMOWA案更清楚講到要考慮的
因素有關事業或消費者的注意力、商品類別或表徵近似的程度、商品特性或價

格、銷售管道還有商品表徵知名度跟企業的關聯性。

以上講法均有可以參考之處，也可以看出公平法認定的標準跟商標法難混

淆誤認之虞的認定標準事實上是不一樣的，公平法在做不同規範時刻意要用混

淆，而不用混淆誤認之虞，可能就是做有意的區別，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的

判決在碰到混淆的時候，通常都沒有講說怎麼認定，所以如果可能的話也許公

平交易委員會將來在混淆的認定，有必要做進一步地規範，讓大家在適用時可

以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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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著名商標的稀釋之射程範圍

―以公平交易法相關規範為中心

陳皓芸
*

一、前言

在受惠於網際網路的普及與數位技術的發展，品牌（brand）作為企業形
象與價值的象徵，其價值的估測不再侷限於現實世界的有體物，亦須綜合考量

虛擬空間中該品牌對於使用者所象徵的無形價值。尤以，透過各類數位技術的

目　次
一、前言

二、我國商標法關於著名商標稀釋之規範

　　(一)消極防止他人註冊商標之事由
　　(二)視為侵害商標權
　　(三)小結
三、我國公平交易法關於著名商標稀釋的規範

四、日本法關於著名商標稀釋之保護

　　(一)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7款
　　(二)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9款
　　(三)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2款
五、公平交易法上關於著名商標稀釋保護之應有面貌

*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日本名古屋大學法學博士。本文為研討會初
稿，請暫勿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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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運用，線上與線下的巨大鴻溝正在逐漸消弭；而新興的網路企業亦於第三

波資訊時代中紛紛崛起，並且透過各種行銷與經營手段，迅速累積可觀的品牌

價值
1
。塑造品牌價值的重要環節之一，即在於打造適合該企業所提供商品或

服務的商標，並於行銷過程中致力維護該企業透過經營所累積的商譽。企業投

注龐大資源於商品行銷、經營管理等企業活動，並於各類活動中頻繁使用其自

身商標時，隨著認識該商標代表特定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消費者人數增加，該商

標自身的經濟價值亦隨之上昇。則當系爭商標的知名度水漲船高，其顧客吸引

力的根源已不再侷限於原本商標所具備的識別與表彰來源功能，該商標自身的

廣為人知程度，即已具備高度的經濟價值。此際，未經同意的商標使用行為，

即使依其實際使用態樣並無從讓人誤認其商品服務的來源（例如：未經同意而

使用於非類似且差異甚大的商品或服務類別），然而該行為可能導致消費者對

於商標權人與該商標間的連結所持的強烈印象弱化，而損害商標權人就該商標

所享有的經濟利益。則於法律制度上，如何賦與此類商標權人一定權利以防範

此類著名商標免於稀釋（dilution），即成課題。
為一窺著名商標法制的全貌與稀釋規範於其中的定位，首先應自國際

公約上的相關規定談起。於國際公約的層面，巴黎公約
2
第6條之2第1項規定

（Article 6bis(1)）要求對於與他人著名商標使用於同一或類似的商品之商標，
而有致混淆誤認之虞者，該商標之使用或註冊行為應予禁止

3
。同公約第10條

之2第2項規定（Article 10bis(2)）要求各會員國應禁止任何違反產業或商業
上的誠信慣行而構成不公平競爭之行為；並於同條第3項例示3種應予禁止的
態樣：致生混淆誤認者、以不實陳述損害競爭者之信譽者、致公眾產生誤認

1 例如，根據富比世（Forbes）的調查，2019年全球最有價值品牌的前五名為蘋
果（Apple）、谷歌（Google）、微軟（Microsoft）、亞馬遜（Amazon）與臉書
（Facebook），皆為近年來經營網路相關事業並於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科技巨
擘。參見Forbes，https://www.forbes.com/powerful-brands/list/#tab:rank，最後瀏覽日
期：2019/12/3。

2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1883).
3 巴黎公約第6條之2第1項「各同盟國主管機關就所認定之著名標章，得於法律許
可之前提下，對於與著名標章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之商標，其重製、仿冒、翻
譯等造成混淆誤認時，依職權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否准或撤銷商標之註冊，或禁
止其使用。倘商標之主要部分構成前揭情事時，本規定亦適用之。」本條文中譯
引用自G.H.C. Bodenhausen著、陳文吟譯，巴黎公約解讀，65，（2000）。https://
www.tipo.gov.tw/site/UipTipo/public/Attachment/9131401771.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9年9月28日）。關於本條之解釋，參見Sam Ricketson, The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A Commentary, 550-56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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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標示。然而，解釋上多數見解認為巴黎公約第10條之2並未課予會員國必
須將著名商標之稀釋視為一種不公平競爭行為加以禁止的義務

4
。另一方面，

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以下稱為「TRIPS協定」）5
第16條第2項除

明定巴黎公約上開規定準用於服務，並且於同條第3項進一步擴張巴黎公約
第6條之2的適用範圍，及於與他人註冊商標非類似的商品或服務，但以有下
列情形者為限：(1)有致相關公眾將該等商品或服務與註冊商標權人產生聯想
（would indicate a connection）；且(2)註冊商標權人之利益有因該使用而受
損害之虞者（the interests of the owner of the registered trademark are likely to be 
damaged）6

。前揭所稱之聯想，解釋上包括有致相關消費者誤認使用人與商標

所有人間存在某種授權關係之情形，亦即商標法文脈下的廣義混淆。然而，此

處所謂的聯想，是否及於消費者雖無混淆誤認之虞，但可能導致減損著名商標

的識別性或惡化該商標形象的行為，亦即前述所謂稀釋之情形？從文義上觀

之，並不明確
7
。

在此種欠缺國際公約調和的背景下，世界各國對於著名商標稀釋所設定的

保護範圍與其規範體系，未見一致。例如美國商標法認為，於不致對商品服務

之來源出處構成混淆誤認之情形下，若對於他人之著名商標的識別性或信譽

造成減損者，仍屬商標權的侵害
8
；另一方面，在歐盟則將對於著名商標稀釋

的保護進一步擴及於第三種類型，亦即搭便車（free riding）之行為態樣9
。此

4 Ricketson, id., at 688, 696-699. 關於巴黎公約第10條之2的解釋及其與TRIPS協定之
關係，詳見Christian Riffel, Protection Against Unfair Competition in the WTO TRIPS 
Agreement: The Scope and Prospects of Article 10bis of the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2016).

5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 (1995).
6 關於TRIPS協定第16條第3項之解釋，參見Sam Ricketson, supra note 3, at 653-655.
7 See Sam Ricketson, supra note 3, at 654.
8 美國的聯邦商標法（Lanham Act）第43條(c)項規定，所謂的稀釋（dilution）包括
「因模糊而生之稀釋（dilution by blurring）」，即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的行為
態樣；以及「因汙染而生之稀釋（dilution by tarnishment）」，即減損著名商標
之信譽的行為態樣。參見15 U.S.C. 1125(c) (Section 43(c) of the Lanham Act); Mary 
LaFrance, Understanding Trademark Law, 3rd ed., 226, 236-240 (2016).

9 Trade Marks Directive 2008/95/EC, art. 5(2). See Dev Gangjee, Trade Marks and 
Allied Rights, in Rochelle C. Dreyfuss and Jusine Pila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537 (2018);Graeme Dinwoodie, Dilution as Unfair 
Competition: European Echoes, in RC Dreyfuss and JC Ginsburg (e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t the Edge: The Contested Contours of IP, 7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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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立法體系上，有主要透過商標法加以規範者
10
，亦有主要透過不公平競

爭法制規範者
11
，尚有同時藉由商標法與不公平競爭兩種法規範分別予以保護

者，例如我國即屬之。

質言之，我國商標法第70條第1款規定將有致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
譽之虞者擬制為侵害商標權；而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25條規定，事業不
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若涉及攀附他人商譽之

榨取他人努力成果行為，亦構成該條所稱之顯失公平行為。然而，我國商標法

關於著名商標稀釋之保護規定，與公平法第25條補遺條款之關係為何，有待釐
清。特別是在2015年公平法修正後，於第22條第2項明定，著名表徵若為註冊
商標，不適用同條第1項規定，此一修正試圖調整商標法與公平法併行的規範
體系，然則實務上公平法補遺條款與商標法間的相互關係是否因此生變，即引

發爭議。有鑑於涉及著名商標的案例中權利人同時主張商標法與公平法者甚為

常見，如何區辨著名商標稀釋保護規範體系中商標法規定與公平法概括條款的

各自適用範圍，即有深究之必要。

基於上述問題意識，由於稀釋相關規範係對於著名商標的特有保護，本文

以下先行整理我國商標法上關於著名商標稀釋之規範與實務見解，並基於此一

基礎檢討稀釋行為在公平法下的管制可能性。其次，日本法下對於稀釋行為的

規範，並非置於商標法下，而係以防止不公平競爭的專法進行管制，乍看與我

國法制有所差異；但有鑑於我國公平法補遺條款於一定程度上亦發揮管制稀釋

行為的作用，從防止不公平競爭的面向上，兩者實有親和之處，故本文亦檢討

日本法制下對於著名商標稀釋之規範與實務見解。透過上開爬梳，本文試圖釐

清於我國文脈下商標法與公平法關於著名商標稀釋規範的適用關係，並對於著

名商標稀釋規範的射程範圍略抒己見，俾供我國實務與學說酌參。

二、我國商標法關於著名商標稀釋之規範

我國商標法上關於防止著名商標遭他人稀釋之規定，可分為消極防止他人

註冊商標之事由（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以及視為侵害商標權之兩類
文脈（商標法第70條第1款），以下分列說明之。
(一)消極防止他人註冊商標之事由

10 例如前揭美國商標法。
11 例如日本主要是透過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禁止稀釋著名商標之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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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規定：「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註
冊：十一、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

或有減損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但得該商標或標章之所有人

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其中前段係針對著名商標的混淆誤認規定，本

文將之稱為「廣義的混淆誤認」
12
；後段則係針對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

譽所為之規定。

本款後段的規定係於2003年商標法修正時新增，修正理由指出：「世界
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於1999年9月公布關於著名商標規定共同決議事
項，…除防止與著名商標產生混淆誤認之虞外，並應避免對著名商標之減損

（dilution）產生，基於APEC於2000年3月決議會員國應遵守WIPO該決議…增
訂有減損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不得註冊

13
。」是以，第30

條第1項第11款後段規定（以下簡稱為「第11款後段」），係為避免著名商標
之稀釋而增訂之規定。從法條文義而言，尚得區分為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

與信譽兩種類型；然而，不論是「識別性」抑或「信譽」，既為不確定法律概

念，則第11款後段所指的情形究竟為何，特別是何謂有減損識別性之虞，難謂
一見即明，而有加以解釋之需要。

依據商標法主管機關之見解，所謂減損識別性，係指「當著名商標使用於

特定之商品或服務，原本僅會使人產生某一特定來源之聯想，但當未取得授權

第三人之使用行為，逐漸減弱或分散該商標曾經強烈指示單一來源的特徵及吸

引力時，最後該曾經強烈指示單一來源的商標很有可能將會變成指示二種或二

種以上來源的商標，或使該商標在社會大眾的心中不會留下單一聯想或獨特性

12 此處所稱之「廣義的混淆誤認」，係指不以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服務為前提
（與現行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前段所定之情形相仿）的混淆誤認；與此一概
念相對者，則為以使用於同一或類似服務為前提，足致需求者誤認係來自於同一
來源的「狹義的混淆誤認」之情形（與現行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與同法第68
條所定之情形相仿）。惟此處應留意者，我國商標專責機關於混淆誤認之審查基
準中，似未將「混淆誤認」的內涵明確予以區分，而將上述二種情形混為一談。
參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第3點，2012年7月。對於
商標專責機關上開審查基準之批評，參見黃銘傑，著名商標之「著名」程度及適
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服務）之探討－從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47號判決及
司法院102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行政訴訟類相關議題第7號提案及研討
結果談起，月旦法學雜誌，第249期，2016年2月，頁237。

13 立法院公報第92卷第23期院會紀錄，243-2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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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象」
14
。而減損信譽，則指「因未取得授權之第三人之使用行為，使消費

者對著名商標所代表之品質、信譽產生貶抑或負面之聯想」
15
。

關於減損識別性與混淆誤認的關係，我國有不少實務見解認為：「兩造商

標近似程度及所指定使用之商品亦有重疊，除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外，亦有可能減損據以異議諸商標之識別性，致消費者轉而購買系爭商標商品

或接受系爭商標權人所提供之服務，故系爭商標之註冊，亦違反商標法第30條
第1項第11款後段之情形」16

。法院進而依此見解認為在同一個案中，容許系爭

商標的註冊可能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第30條第1項第11款前段），
並且同時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第30條第1項第11款後段）。另一方面，亦
有部分判決基於不同立場，認為在兩造商標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服務類別無關聯

時，消費者不致產生混淆誤認，但正因消費者可區辨兩者之不同，若准許系爭

商標的註冊，反而會產生減損據以核駁商標識別性之虞
17
。

實務上出現前開兩種截然不同的見解，凸顯出我國商標法上對於著名商標

的稀釋行為之概念與射程範圍仍有亟待釐清之處。再者，在不致產生混淆誤認

之情形，消費者既然可以區辨兩造商標之不同，此時具體而言究竟是何種情況

下仍會該當於減損著名商標識別性而在法律上應予禁止其註冊？是否只要系爭

商標近似於著名商標，即足以構成減損識別性，而在法律上應予以禁止？均為

理論與實務上重要的課題。

(二)視為侵害商標權
現行商標法規範侵害他人註冊著名商標者，包括同法第68條與第70條第1

款，既如前述。商標法第68條所指稱的情境，係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上
使用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註冊商標之商標，而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亦即「狹義的混淆誤認」之情形
18
。另一方面，商標法第70條第1款所描述之情

境，則為減損著名註冊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所處理者為著名商標的稀

釋問題。若將第68條、第70條關於註冊著名商標之商標權侵害規定與商標法下
禁止註冊事由之第30條第1項第10款（狹義的混淆誤認）、同項第11款之前段

14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法逐條釋義，頁95。
15 同前註，頁95。
16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行商訴字第53號行政判決。此外，例如智慧財產法院

106年度行商訴字第161號行政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6年行商訴字第162號行政判
決、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行商訴字第22號行政判決等亦同此意旨。

17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8年度行商訴字第24號行政判決。
18 參見本文前揭註腳11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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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的混淆誤認）、後段（著名商標之淡化）規定相互對照，可知在商標權

侵害的文脈下，現行商標法僅針對註冊著名商標的狹義混淆誤認以及淡化予以

規範，至於因使用於非類似商品服務所生之「廣義的混淆誤認」之情形，是否

成立註冊商標權的侵害或擬制侵權，商標法上未見明文
19
。

(三)小結
由上述可知，我國商標法目前對於防止著名商標遭稀釋的規範，涵蓋減損

識別性，以及減損信譽之兩種類型。此種概念主要與美國商標法規範之概念類

似。至於歐盟法上所稱的「搭便車」之行為類型，在我國主要係透過公平法加

以規範。

三、我國公平交易法關於著名商標稀釋的規範

我國現行公平法中，關於著名商標之保護規定，分別規範於同法第22條與
第25條。其中同法第22條係針對已著名之他人商品或服務表徵，於同一或類似
商品服務，為相同或近似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或服務產生混淆者，予以禁止

之規定。換言之，係針對使用他人未註冊之著名商標而生狹義的混淆誤認之情

形予以規範(參見同條第1項、第2項規定)20
，並非本文所探討的稀釋規定。

同法第25條規定則為概括補遺條款，禁止事業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關於本條所規範之行為態樣，公平交易委員會制定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以下簡稱為「第
25條處理原則」)，例示了數種構成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類型。其中與本文
所討論主題較具關連者，主要為榨取他人努力成果的顯失公平行為。

依據「第25條處理原則」第七點(二)項，所謂榨取他人努力成果，包括以
下類型：1.使用他事業名稱作為關鍵字廣告，或以使用他事業名稱為自身名
稱、使用與他事業名稱、表徵或經營業務等相關之文字為自身營運宣傳等方式

攀附他人商譽，使人誤認兩者屬同一來源或有一定關係，藉以推展自身商品或

服務。2.以他人表徵註冊為自身網域名稱，增加自身交易機會。3.利用網頁之
程式設計，不當使用他人表徵，增進自身網站到訪率。4.抄襲他人投入相當努

19 關於此一規範方式所帶來的問題，以及使用他人註冊著名商標而致廣義混淆誤認
之行為在商標法與公平法上的交錯適用關係，詳見陳皓芸，不公平競爭規範與著
名表徵的保護：論2015年公平法修正後之相關議題，成大法學，第38期（已接受
刊登）。

20 關於本條之解釋適用問題，詳見陳皓芸，同前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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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建置之網站資料，混充為自身網站或資料庫之內容，藉以增加自身交易機

會。5.真品平行輸入，以積極行為使人誤認係代理商進口銷售之商品。
由於公平法第25條係居於同法所規範違法行為類型的補充地位，故在涉及

他人著名商標之情形，實務上通常會先行檢討涉案行為是否以及為何無從適用

第22條禁止仿冒他人著名表徵致生混淆誤認之虞的規定，並據以判斷有否第25
條之補充適用。若有該當於第22條之行為，應優先適用第22條，自不待言；而
即使不構成混淆誤認但可能導致著名商標遭稀釋之行為，是否仍有公平法第25
條之適用？則易生疑義

21
。

對此，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1號民事判決指出：「公平交易法第二
十條雖於一○四年二月四日移列第二十二條，並增訂第二項…上項增訂，僅係

規定使用顯示他人商品或服務之表徵致生混淆，如該表徵為註冊之商標，應回

歸適用商標法之規定。倘事業為競爭之目的，雖未使用他人之表徵，或使用他

人之表徵未致混淆，但有攀附他人商譽等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

之情事，而具有商業倫理可非難性，有加以禁止之必要者，仍應以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論處…上訴人指陳由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修

正，可知已註冊之著名商標，即不再受公平交易法保護云云，自不可採」。明

確指出於現行公平法下，雖未使用他人表徵，或使用他人之表徵未致混淆，但

有攀附他人商譽等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係獨立受到同法第25條
規範之一種行為態樣

22
。

此外，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民商訴字第3號民事判決亦指出，於被告提供
網際網路超連結的轉址服務，導致原本使用他人之註冊商標標識之超連結，經

消費者點擊後，卻遭轉址連結至與原註冊商標權人毫無關聯的競爭同業所架設

之網站，此種提供轉址服務之行為，雖不該當於商標之使用，而不構成侵害商

標權，但仍有公平法第25條之適用而構成不公平競爭。23

21 本節以下論述引用自陳皓芸，同前註19。
22 在2015年公平法修正前，我國最高行政法院見解亦向來認為，即使不具備舊法第

20條致「混淆」之要件，仍有可能因攀附商譽、榨取他人努力成果；或稀釋或淡
化他人的表徵等行為，而構成舊法第24條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之行為。
例如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444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1454號判
決，均為適例。

23 本案第二審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民商上字第7號民事判決指出，「考量連
結網站造訪之瀏覽數量，亦為網路消費者判斷及選擇商品與服務的關鍵因素之
一，因此除推廣之商品本身外，網路推廣行銷之方式亦可為網路經濟中之重要商
機，亦應為公平法所規範。又系爭轉址行為並非單純的外在指示與實質內容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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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對於利用他人著名標識所包含文字作為關鍵字廣告、或者藉由

網際網路超連結的轉址而將原本擬進入著名標識所有人之網站的潛在消費者導

引至行為人自身網站之行為，我國實務見解多有認為，由於此類行為可能非屬

商標或表徵之「使用」，或無造成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因此無從構成商

標權侵害或公平法第22條規定之違反；然而系爭行為係導引潛在交易相對人進
入其網站以增加與潛在客戶交易之機會，而可能導致競爭事業營業信譽背後所

蘊含之經濟利益及努力成果造成損害，具有違反商業倫理之可非難性，已構成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具有獨自的違法性與規範法益，應適用公

平法第25條之規定，予以禁止。

四、日本法關於著名商標稀釋之保護

日本商標法
24
上，關於著名商標

25
之保護，就商標審查階段的消極禁止註

冊事由規範，包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7款（違反公序良俗的商標註冊）、同
項第10款（相同或近似於他人未經註冊之周知商標，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
服務者）

26
、同項第15款（對於指定使用於與他人商標非屬同一或類似商品或

的轉址行為，而外在標示與實質內容不符，且將網頁轉址至競爭同業，以增加競
爭同業之網頁瀏覽數量，難謂非以顯失公平之方式從事競爭或爭取交易機會。」
進而指出，雖然從事轉址行為之行為人與原註冊商標權人不具競爭關係，但系爭
轉址行為讓與商標權人具有競爭關係之他公司受有不當之競爭利益，應仍為公平
法第25條所規範之行為。

24 昭和34年法律第127號。
25 在日本法商標法上，「著名」一詞者，僅出現於同法第4條第1項第8款規定的不得
註冊事由：「有他人之肖像、姓名或名稱、或著名之雅號、藝名、筆名等，或其
著名之略稱者。」。至於國際上一般所謂「著名商標（well-known trademark）」
之保護，則係以「廣為相關需求者所周知」作為保護要件。由於其概念不全然等
同於我國商標法上所稱之「著名」商標（差異詳見本文下述），故為避免讀者誤
解，本文以下就日本法上的「廣為相關需求者所周知的商標」，簡稱為「周知商
標」。

26 「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使符合前條規定，仍不得註冊：十、相同或近似於

他人廣為相關需求者所周知（作為指示其業務相關之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商標，

而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者。」（他人の業務に係る商品若しくは役務

を表示するものとして需要者の間に広く認識されている商標又はこれに類似す

る商標であって、その商品若しくは役務又はこれらに類似する商品若しくは役

務について使用をするもの。）。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0款之構成要件有

三：(1)「周知商標」之存在；(2)系爭商標與周知商標為相同或近似；(3)系爭商標

所指定之商品或服務與周知商標所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為同一或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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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而足生混淆誤認之虞者）
27
、同項第19款規定（基於不正目的搶註他人

周知商標）。其中第10款係針對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周知商標，而使用於同一或
類似之商品或服務者；至於雖不該當於同項第10款至第14款，但有其他致生混
淆誤認之虞者，則適用於第15款規定，但上述兩款事由均已足生混淆誤認之虞
為要件

28
。是以，對於本文所關注的主題，亦即在雖無致生混淆誤認之虞，但

可能會對著名商標產生稀釋效果之情形，主要係依據第4條第1項第7款、第19
款規範處理

29
。另一方面，對於防止因使用他人著名商標而造成稀釋的行為規

範，則係規定於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2款。
以下分別由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7款、同項第19款以及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

條第1項第2款分析日本法上關於著名商標稀釋的保護規定。
(一)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7款
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7款規定，「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使符合前條

規定，仍不得註冊：七、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者。」本款規定係基

於維護公序良俗的公益事由而制定，過往多數案例係針對商標本身由粗鄙低俗

的文字或圖案所構成等，該商標本身或其使用將有違社會一般道德觀念之情形

適用本款規定
30
。

惟若觀察近年實務案例，可發現對於有意攀附他人周知標章或名稱的不正

申請案例，似乎亦有適用本款規定的傾向
31
。其中有部分案例係發生於同項第

19款規定於1996年導入商標法前，為阻止申請人搶註他人在國外已廣為周知的
商標，而以違反國際誠信為由認定該當於第7款32

。

27 「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使符合前條規定，仍不得註冊：十五、有與他人
業務相關之商品或服務混淆誤認之虞的商標（該當於第10款至前款者，不在此
限）。」

28 日本商標法第1項第10款或第15款所保護之周知商標，以在日本為相關需求者所周
知者為前提，但無須在日本有使用或註冊之事實。

29 另一方面，關於足以對他人著名商標造成稀釋的使用行為的規範，主要規定於不
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2款，礙於本文篇幅限制，關於不正競爭防止法之議
題，將另為文論述。

30 平尾正樹，商標法，学陽書房，第2次改訂版，2015年7月，160頁。
31 同前註、茶園成樹，商標法，有斐閣，第2版，2018年9月，65頁。此外，高部眞

規子，商標登録と公序良俗，收錄於：設樂隆一等編，現代知的財産法実務と課

題―飯村敏明先生退官記念論文集，一般社団法人発明推進協会，2015年7月，

955頁亦指出，近年來實務上有透過社會一般道德觀念與國際間誠信等要件而擴大

本款之適用範圍的趨勢。
32 例如東京高等法院平成11年（1999年）12月22日（平成10(行ケ)第18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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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第19款導入後，第7款規定與第19款之關係如何，即成為問題。
特別是在未能滿足第19款所定周知性要件之情形，是否仍可適用第7款規定拒
絕系爭商標註冊？

日本實務上曾有案例指出，考慮到據爭商標在美國已受到一定程度的注

目，足認系爭商標申請人之目的應係著眼於，據爭商標在可預見的將來很有可

能在日本也會受到注目，因而利用系爭商標尚未於日本提出註冊申請之機會，

搶先以近似於據爭商標的系爭商標提出申請，俾便有利其於日後獲得據爭商標

商品在日本的進口總代理店地位；或者係出於攀附據爭商標之商譽以獲得不當

利益之目的，因此依據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7款規定，認定系爭商標有應撤銷
事由

33
。然而，有論者指出，在本案中據爭商標僅止於在外國受到一定程度的

注目，而尚未達到周知性的門檻，得否僅因攀附他人商譽為理由而逕予認定該

當於7款的違反公序良俗，實令人存疑34
。

申言之，商標法係以先申請主義為原則，則所謂的「公正的商標競爭秩

序」原則上亦應依據先申請主義加以判斷，且商標法上並無類似專利法關於冒

名申請之一般性規定。另一方面，基於國際調和或禁止不正目的而增設的第19
款規定，係特別針對冒名申請中，基於不正目的而搶註他人周知商標之態樣

加以排除。是以，第7款若將公序良俗的要件擴及於私人間商標權歸屬的潛在
衝突領域，將可能對於商標註冊要件之預測可能性與法安定性造成重大的損

害
35
。換言之，既然商標法第4條第1項各款所列事由，係針對不同情形具體規

範，則與各該條款具有密不可分關係的事項，原則上應先檢討是否該當於各該

條款。若不該當各該條款構成要件者，即不應浮濫適用屬於概括條款的第7款

﹝DUCERAM事件﹞。
33 東京高等法院平成15年（2003年）7月16日（平成14(ネ)第1555號判決）〔ADAMS
事件〕。

34 高部眞規子，商標登録と公序良俗，收錄於：設樂隆一等編，現代知的財産法実

務と課題―飯村敏明先生退官記念論文集，一般社団法人発明推進協会，2015年7
月，956頁、小泉直樹，公序良俗を害するおそれがある商標，收錄於：商標・意

匠・不正競争判例百選，有斐閣，2007年11月，18頁。此外，東京高等法院平成

11年3月24日判時1683號第138頁［Juventus事件］判決則明確指出，若於系爭商標

申請時，據爭商標尚未在日本國內達到著名的程度，即不該當於第4條第1項第7款
規定。

35 高部眞規子，商標登録と公序良俗，收錄於：設樂隆一等編，現代知的財産法実

務と課題―飯村敏明先生退官記念論文集，一般社団法人発明推進協会，2015年7
月，9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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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序良俗規定
36
。是以，適用第7款規定者，除單純攀附他人商譽外，尚應鑑於

申請人提出系爭商標的申請歷程觀之，足認申請人惡性重大等就社會觀點而言

有顯著不當之情形者為限
37
。

(二)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9款
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9款38

規定：「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使符

合前條規定，仍不得註冊：十九、基於不正目的（指以獲得不正當的利益、加

損害於他人或其他不正目的為目的者。）而使用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在國內外廣

為相關需求者所周知（作為指示其業務相關之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商標者（該

當於前揭各款事由者，不在此限）。」

本款為1996年商標法修正時，為防止搭便車以及著名商標的稀釋而增訂。
依據同條第3項規定，即使於審定時有第19款之情事，但若於申請時並無該款
所定之情事者，則不適用之。此外，本款事由屬於補充條款性質，於不該當於

第1款至第18款事由時，方有其適用，因此若該當於第10款或第15款有與周知
商標產生混淆誤認之虞者，即優先適用各該款規定，無本款之適用。

本款要件有三：

1.在日本國內外廣為相關需求者所周知
本款之所以要求具備周知性的理由在於，日本商標法係以保護因商標使用

而生知商譽與信用為目的，並且以先申請主義為基本原則，因此某一申請案之

申請人即使係基於「不正之目的」而搶先申請註冊他人商標，但若該他人商標

尚未達到廣為相關需求者所周知的程度，僅因系爭申請係出於「不正之目的」

的理由而予以駁回，由上開日本商標法之目的與基本原則觀之，難謂妥適
39
。

36 高部眞規子，商標登録と公序良俗，收錄於：設樂隆一等編，現代知的財産法実

務と課題―飯村敏明先生退官記念論文集，一般社団法人発明推進協会，2015年
7月，963頁、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平成20年（2008年）6月26日（平成19(行ケ)第
10392號）判決［CONMAR事件］。

37 小泉直樹，公序良俗を害するおそれがある商標，收錄於：商標・意匠・不正競

争判例百選，有斐閣，2007年11月，18頁、茶園成樹，商標法，有斐閣，第2版，

2018年9月，66頁。
38 「十九　他人の業務に係る商品又は役務を表示するものとして日本国内又は外

国における需要者の間に広く認識されている商標と同一又は類似の商標であつ

て、不正の目的（不正の利益を得る目的、他人に損害を加える目的その他の不

正の目的をいう。以下同じ。）をもつて使用をするもの（前各号に掲げるもの

を除く）。」
39 特許庁，工業所有権法（産業財産権法）逐条解説，2017年，第20版，14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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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款所保護者，包含在日本或日本以外之任一國家廣為需求者所周

知之商標，毋庸在複數國家成為周知商標。本款之法條文字用語雖與第4條第1
項第10款相同，但通說認為，有別於第10款的規定40

，本款所要求之周知程度

為全國周知
41
。

2.與周知商標相同或近似
本款事由雖然規定為與周知商標相同或近似，但本款包含「近似」之主要

目的是為了防止具有不正目的者可輕易規避本款規定。因此解釋上認為，本款

所稱「近似」的認定有異於第10款，應解釋為接近相同的程度的高度近似，始
符合本款規定

42
。

3.基於不正目的
依據立法者的說明，本款之所以加上「基於不正目的」之要件，係基於下

述理由
43
：「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2款規定係為了防止著名標章等的顧

客吸引力遭他人搭便車，而導致該著名標章之來源表示功能遭稀釋，而明文規

定『使用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標章等之行為』，無論其是否有致混淆誤認之

虞，均為不正競爭行為之一種。

經檢討商標法上是否亦應導入相同之規定，有鑑於一律排除相同或近似於

著名商標之註冊，反而有過度限制一般選擇以何種表徵表達的自由之虞（中

略）；再者，不正競爭防止法上雖然僅以『著名性』要件而成立不正競爭行

為，惟實際上對於排除侵害或損害賠償等請求權仍以『營業上利益有受侵害之

虞』等為要件。換言之，只要排除不正當地搭便車攀附著名商標的名聲，或有

意損害或稀釋化其名聲等『基於不正目的而為之申請』即為足矣。」

40 第4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主要是為了保護已經累積一定程度之商譽與信用但尚未註

冊之周知商標，得排除他人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指定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

服務上，以免招致混淆誤認。日本實務見解認為，該款所稱的周知程度，至少要

在相鄰數個縣以上的地理範圍內，於考慮其流通實態、廣告宣傳狀況等因素，至

少達到有半數以上處理同類商品的業者認識之程度。參見東京高等法院昭和58年
（1983年）6月16日（昭和57(行ケ)第110號）判決［DCC事件］、茶園成樹，商標

法，有斐閣，第2版，2018年9月，71頁。
41 茶園成樹，商標法，有斐閣，第2版，2018年9月，78頁。但田村善之，商標法概

説，弘文堂，2000年，第二版，81頁指出，若涉及國內商標之情形，不應過度嚴

格要求，應僅須於某一地方滿足周知性要件，即為已足。
42 茶園成樹，商標法，有斐閣，第2版，2018年9月，78頁。
43 特許庁総務部総務課工業所有権制度改正審議室編，工業所有権法の解説　平成

8年改正（平成8年法律第68号）144-145頁，https://www.jpo.go.jp/system/laws/rule/
kaisetu/sangyozaisan/document/sangyou_zaisanhou/h8_kaisei_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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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並非系爭申請商標客觀上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商標，即可依據本

款排除其註冊，尚需申請人主觀上有不正之目的，方始該當於本款事由。另應

注意本款規定係規定為「不正利益」，因此不以申請人與商標權人間有競爭關

係為必要。

依據日本特許廳所頒布的商標審查基準，所謂「不正目的」之判斷，若有

以下二項事由，則推定為係基於不正目的而使用
44
：

第一，與於一個以上的外國為周知商標，或於日本全國知名的商標相同或

極為近似者。

第二，該周知商標為獨創的語彙或於構造上有顯著之特徵者。

舉例而言，本款之事例可能包括
45
：

(1) 他人的外國周知商標於國內尚未註冊，基於奇貨可居的心態搶先註冊與
之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以便要求外國權利人高價買回。

(2) 為阻止外國權利人進入日本國內市場、或為強迫外國權利人與其締結代
理契約等目的而申請商標註冊者。

例如「MANE and TAIL」事件46
中，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認為，

考慮到以下情事，堪認申請人X1係基於阻止據爭商標所有人Y1進入日
本國內市場之目的、或為於Y1拓展日本市場時迫使Y1與其締結國內
代理契約之目的，而申請註冊系爭商標：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間近似

度極高；X1申請註冊系爭商標「MANE and TAIL」時，明知據爭商標
「Mane'n Tail」在美國為周知商標；X1曾向Y1表達欲進口其商品的意
願，但遭Y1拒絕；X1嗣與訴外人Z1公司達成輸入附有「Mane Tail & 
Body」商標的競爭商品的合意（當時Z1正因被控商標侵權而與Y1在美
涉訟中），隨後於日本提出系爭商標申請；Z1之商品上所標示的商標
為「Mane Tail & Body」，但X1所申請之商標為「MANE and TAIL」；
X1於取得日本國內商標註冊後，旋即向Y1在日本之經銷代理店提出禁
止販賣的警告信函。基於上述理由，法院認定X1之系爭商標申請構成
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9款，特許廳所為撤銷系爭商標權之審定，於法並

44 日本特許庁，商標審査基準4－1－19，改訂第14版，2019年1月，2頁。
45 竹內耕三，第4条1項19号，收錄於：小野昌延、三山峻司編，新注解商標法

（上巻），青林書院，2016年10月，546-547頁、日本特許庁，商標審查便覽

42.119.03，2017年4月改訂，1頁。
46 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平成17（2005）年6月20日（平17（行ケ）第10213號）

［MANE and TAIL事件］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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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違誤。

(3) 基於減損周知商標之表彰來源功能或其信譽之目的，而使用相同或近似
於日本全國周知的商標，但無致混淆誤認之虞者。

例如，「 i o ff i ce2000」事件 47
中，東京高等法院認為，系爭

商標申請人X2明知Y2的「Office」系列商標為全球知名的周知商
標，經Y2於1998年6月16日正式對外發表新一代文書處理軟體之名
稱為「Office2000」後，X2於同年12月於日本申請註冊系爭商標
「 ioff ice2000」，顯係基於攀附Y2之著名性的意圖而提出系爭商
標之申請，並將之使用於與文書處理軟體有密切關聯的群組軟體

（groupware），其使用之結果將有致Y2的「Office2000」商標之著名性
遭到稀釋之虞。X2雖然主張，其申請系爭商標是為了將之使用於其自
身所開發的群組軟體，並無不正目的存在，惟法院認為上開抗辯並無礙

於其認定X2的行為係出於不正目的，蓋因X2與Y2兩者所販賣之軟體具
有密切關聯，故X2使用並販賣附有近似於據爭商標的系爭商標之群組
軟體的行為，堪認有攀附Y2商譽的搭便車意圖。從而認定X2之系爭商
標申請構成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9款，特許廳所為撤銷系爭商標權之審
定，於法並無違誤。

(4) 基於違反誠信原則之不正目的而申請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在國內外廣為周
知的商標者。

例如，於lamp shade事件48
中，智慧財產高等法院認為，由平面圖

形所構成的系爭商標與由立體形狀所構成的據爭商標，兩者在外觀上

「極為類似」，進而基於以下理由，認定系爭商標構成商標法第4條第
1項第19款情事：系爭商標申請人X3明知Y3所製造販賣之燈罩商品在日
本國內廣為相關消費者周知，該燈罩商品之立體形狀（即據爭商標）

為周知商標；且X3於2013年2月，即曾在其自身網站販售忠實地重現Y3
的商品外觀的燈罩商品，堪認X3於同年6月14日申請註冊系爭商標時，
已對於Y3的燈罩商品與該商品外觀立體形狀（即據爭商標）有充分認
識。此外，X3於同年2月20日即已收到Y3指控其銷售燈罩商品侵害其商

47 東京高等法院平成13（2001）年11月20日（平13（行ケ）第205號）［ioffice2000
事件］判決。

48 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平成30（2018）年7月25日（平成30年（行ケ）第10004號）

［ランプシェード事件］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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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權、著作權、構成不正競爭行為等內容的警告函，而在雙方就此爭議

仍在交涉過程中，X3提出註冊系爭商標的申請；再者，X3曾於2016年
基於系爭商標而向海關訴請禁止輸入Y3燈罩商品。基於上開情事，堪
認X3係趁Y3尚未註冊據爭商標，意圖確保其與Y3的侵權交涉中的優勢
地位或作為某種對抗手段，方始提出系爭商標的註冊申請，其目的係為

了妨礙Y3販賣燈罩商品的商業活動，即屬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9款所
稱「基於不正目的而使用」。

惟另有論者主張，從保護著名商標免於遭到稀釋的觀點而言，現行

商標法第4條第1項第19款的「不正的目的」要件過於嚴苛，應予以刪除
或修正

49
。

(三)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2款
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之不正競爭，包含以下

各款：二、作為自己的商品或營業表徵，而使用相同或類似於他人的著名商品

或營業表徵，或讓與、交付、為讓與或交付之目的而陳列、輸出、輸入或藉由

電信網路提供使用了前揭商品或營業表徵之商品之行為。」本款規定係於1993
年增訂，不以造成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為要件，故日本學說實務通說均認為本

款係處理所謂著名商標之稀釋問題
50
。於本款制定前，實務上曾有判決運用解

釋論，將使用他人著名商標，但現實上難認有生混淆誤認之情形，認定為該當

於廣義的混淆誤認之案例
51
。但學說上有批評此種過度寬認混淆誤認之見解已

超過解釋論的範疇而有所不當
52
。

49 外川英明，著名商標のダイリューションからの特別保護，パテント，第72卷第4
期（別冊第21期），2019年3月，100頁。

50 關於本款規定之說明，另請參見陳皓芸，商標法與不公平競爭規範下的關鍵字廣

告議題–以臺日相關法制比較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27卷第3期，2019年7月，

頁103-104。
51 例如美商迪士尼公司對於未經其同意而在柏青哥店鋪使用「DISNEY」商標之業

者，提訴請求不得使用該商標的假處分，經法院認可之案例，參見福岡地方法院

平成2年4月2日判時1389號132頁（西日本ディズニー事件）；或者以電子用品量

販店為主要業務的「ヨドバシカメラ（Yodobashi Camera）」公司對於將「ヨドバ

シポルノ（Yodobashi Porn）」使用於成人情緒用品之被告請求排除侵害，而經法

院認可之案例，參見東京高等法院昭和57年10月28日無体裁集14巻3号759頁（ヨ

ドバシポルノ事件）。
52 對於上開實務批評的整理，參見山名美加、重冨貴光，「第2条第1項第2号著名表

示冒用行為」，收錄於：小野昌延編，新・注解不正競争防止法，3版，青林書

院，430-43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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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款要件分述如下：

1.著名性
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2款「著名」的要件所要求之知名程度，實

務與學說通說認為應高於同項第1款「廣為需求者所認識」要件，否則第1款行
為類型的內涵將被第2款架空而失其規範實益53

。有鑑於本款規定並不要求致生

混淆誤認之虞為要件，故關於本款著名性應以他事業於通常經濟活動中，施以

相當的注意即得以避免誤用該表徵之著名程度，方屬相當
54
。實務上有案例

55

認為，欲獲得本款所定之著名性，必須達到經過一定期間的使用「為了達到該

商品表徵已滲透於交易者或需求者間，無須構成混淆誤認要件（不正競爭防止

法第2條第1項第1款）即可獲法律上保護的著名程度，除有特定情事者外，解
釋上應認為須經過一定程度的時間。」

至於著名性的地理範圍，究應達到全國著名的程度，抑或僅須於一定的地

域範圍內著名即足，則容有不同見解
56
。

再者，就著名性的認知主體，亦即受該款保護之系爭表徵對於何者而言是

著名的？無須達到全國所有需求者均廣泛認識的程度，僅需於一定的需求者層

為著名即可
57
。

2.「作為自己的商品或營業表徵」而使用
本款之適用必須以「作為自己的商品或營業表徵」而使用為要件，故若僅

將他人之表徵作描述性的使用，則即使有利用到該品牌之形象，亦不構成第2

53 芹田幸子、三山峻司，「第2条第1項第1号［商品等主体混同惹起行為］」，收錄

於：小野昌延編，新・注解不正競争防止法，3版，青林書院，267（2012）。關

於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1款「廣為需求者所認識」要件之詳細分析，參見

陳皓芸，同前註X，102-103。
54 経済産業省知的財産政策室編，逐条解説不正競争防止法，第2版，商事法務，

78，（2019）。
55 東京地方法院平成2012月26日判時2032号11頁［黒烏龍茶事件］。
56 主張應該達到全國知名的程度者，參見経済産業省知的財産政策室編，逐条解説

不正競争防止法，第2版，商事法務，78，（2019）；主張僅於一定的地域範圍

（至少應達到橫跨數縣以上的程度）內廣為人知，即為已足者，參見田村善之，

不正競争法概説，初版，有斐閣，191（1994）。惟應注意，依據後者之見解，

避免過度擴張第2款適用範圍的重點應置於其他要件，諸如與著名表徵的類似性、

或者營業上的利益是否受到侵害的要件（參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3條、第4條規

定），參見愛知靖之、前田健、金子敏哉、青木大也，知的財産法，初版，有斐

閣，423（2018）。
57 田村善之，不正競争法概説，初版，有斐閣，243（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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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不公平競爭行為
58
。

3.類似性
雖有部分判決認為，本款所稱之類似性應與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

1款作相同解釋。但學說上認為，本款適用於不產生混淆誤認的稀釋之情形，
解釋上應該有易使人聯想到著名之商品表徵程度的高度類似性，始為相當。實

務上亦有判決支持上開學說見解。
59

五、公平交易法上關於著名商標稀釋保護之應有面貌

在我國現行著名標識保護規範體系中，公平法第25條概括條款之定位究竟
為何？我國商標法對於著名商標的保護，包含以損害商標之表彰來源出處與區

別功能為核心的（狹義與廣義的）混淆誤認行為，以及以保障著名商標之財產

價值為主的著名商標之稀釋規範，後者尚可進一步區分為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

性、減損著名商標之信譽(均由商標法第70條規範)。另一方面，公平法第25條
則針對榨取著名商標之努力成果的搭便車行為的行為類型予以規範。本文認

為，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與榨取著名商標之努力成果的搭便車行

為，有其不同的保護法益。著名商標的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的行為類

型，與市場競爭的關聯較為疏遠，其主要保護對象，係基於著名商標所有人的

觀點，維護著名商標所有人（事業）對於該商標所代表高度經濟價值的控制

力，而非基於市場交易相對人的角度，觀察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有否因使用行為

而錯認商品或服務來源出處或誤以為行為人與商標權人間存在某種關連性。從

而，未註冊的著名表徵所代表的品牌價值即便因他人使用該表徵而有遭到稀釋

之虞，亦僅止於表徵財產價值的減損，而無涉及潛在交易相對人因之而生的錯

誤，原則上難認已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從而應無補充適用第25
條加以管制之需要。反之，榨取著名商標之努力成果的搭便車行為，則因其規

範重點在於事業透過利用他人著名商標而攀附他人長久經營下所累積的著名商

標商譽，並因之享有不公平利益的結果，而非在於使用行為貶抑他人著名商標

的識別性或聲譽。以關鍵字廣告為例，廣告主將他人註冊商標指定為觸發廣告

用的內部關鍵字而購買關鍵字廣告，本質上係希望藉此吸引消費者目光，增加

接觸到潛在客戶之機會，可能構成攀附他人著名商標所具有的顧客吸引力之搭

便車行為。此際，由於我國商標法並未就單純利用他人著名註冊商標所享商譽

58 茶園成樹，不正競争防止法，有斐閣，第2版，45（2019）。
59 茶園成樹，不正競争防止法，有斐閣，第2版，4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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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利益的搭便車行為予以規範，因此，無論是否為著名註冊商標，均應有補

充適用公平法第25條予以保護之必要。



第 26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82

與談

與談人：林佳瑩（恒達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律師）

一、商標法觀點

在談到著名商標稀釋（Dilution）的問題，過去都是從商標法角度看待。
（一）商標行政訴訟方面

在行政訴訟方面，最有名的就是最高行政法院105年11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
聯席會議，著名商標被區分成「大著名商標」跟「小著名商標」，而只有大著

名商標才能主張第30條第1項的稀釋。
舉幾個法院認定的「大著名商標」來說，「法拉利」是法院所承認的大著

名商標，所以當有人要在「保全業」註冊法拉利時，是不可以的，這會影響到

其他人使用表徵之自由。另外，「康是美」也是法院所認為的大著名商標，所

以當有人要註冊在「機械檢測」時，法院便不予准許，因為康是美是大著名商

標，商標權的效力可跨到不同商品服務類別。

我們看智慧財產法院的行政庭見解時，可以發現被認為是大著名商標的數

量很少，因為要跨出去不同的類別等於是承認說商標權人只要註冊一類，就可

以阻斷其他人在其他類別的申請，所以被法院認定是大著名商標的數量是不多

的。

其他的像「Camus」在訴願決定也被認為是大著名商標，所以當有人要註
冊「卡穆」在「洗髮精」時，訴願機關說不行，因為「Camus」是大著名商
標。「Dr.Wu」跟「一度贊」也是訴願機關認為可以跨類別的大著名商標。臉
書的「按讚符號」也是訴願機關認為的大著名商標，所以有人要用類似圖案在

「計時器」的話，訴願機關也認為說你不能註冊。

再來，法院認定的「小著名商標」，像是「Lacoste鱷魚圖」、「旺旺」、
「蠻牛」、「日盛」等是只在某些領域內比較有名的著名商標，所以不可以

再跨出去別的領域，如果有人把鱷魚圖註冊在「貨物運輸」、把旺旺虎註冊

在「觀光牧場」、把蠻牛註冊在「機械裝置」、把日盛註冊在「廚房用品租

賃」，法院認為是可以的，小著名商標的商標權人不能主張減損。

（二）商標民事訴訟方面

在著名商標的民事訴訟裡面，有一個爭議，就是最高行政法院105年11月
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在民事案件是否有適用？這點法院有不同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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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可以看到最近的趨勢是，民事法院也去區分大著名商標及小著名商標，

大著名商標可以主張別人構成減損。相關的案例可以看到有Chanel、台糖、臺
鹽等3個，大著名商標的商標權人可以跨領域出去叫別人不能用在摩鐵、營造
公司或者是賣鹽焗雞等。

二、公平交易法觀點

（一）公平法第22條
從公平法的觀點來看稀釋的問題的話，依據公平法第22條的條文文義，

可以發現構成要件已經限定在「同一或類似商品」以及「導致與他人商品混

淆」，所以我認為公平法第22條很難作為Dilution主張的依據，甚至第2項還把
註冊商標排除掉。我們實務上在處理案件的時候，曾經援引廖義男老師的見

解，成功說服法院這項規定有輕重失衡的問題存在。

（二）公平法第25條
而公平法第25條可否作為Dilution的依據呢？公平法第25條的要件有「欺

罔」、「顯失公平」、「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其中比較能夠作為Dilution主
張的是「顯失公平」。

但是還是會有以下幾個問題。例如，註冊商標依據公平法22條第2項不能
主張第22條第1項的話，還能不能主張第25條？依照陳皓芸老師剛剛提到的最
高法院見解應該是認為理論上還是可以主張第25條，但是我認為實際在個案中
要主張第25條其實還是滿困難的。理由是：第一，依公平法第25條處理原則，
對於單一或非經常性交易糾紛，不可以主張公平法第25條。第二，在實務判決
當中如果要主張公平法第25條，還要跟法院說明著名商標跨到別的領域會如何
影響交易秩序？會造成多少受害人？造成損害的量又是多少？這在實務上不容

易證明。第三，因為Dilution處理的問題是跨到完全不同的商品服務領域，如
果是完全不同的商品服務領域的話，那就是不同的競爭市場，不同的競爭市場

可以主張公平法第25條嗎？在近期實務判決，我們可以看到住通搜尋系統、
屋比比價平臺等案件，都是被告把不動產仲介業者的資訊搜集起來變成自己的

APP，讓消費者可以查詢，這樣構不構成榨取他人努力成果的不公平競爭行為
呢？智慧財產法院曾經有不同見解，但案件上訴到最高法院之後，最高法院認

為「不動產仲介業」跟「資訊彙整」是兩個不同競爭市場，所以不違反公平法

第25條。如果以同樣原則看這個問題，用公平法第25條來主張Dilution可能也
會有點困難，畢竟Dilution要處理的是不同商品服務領域的問題，這樣會存在
競爭關係嗎？所以我認為，如果Dilution在我們商標法第70條已經有規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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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的話，是不是應優先適用商標法，而不是適用公平法第25條更抽象的規
範。實務上可能也尚未有用公平法第25條來處理Dilution的具體案例。
三、跨類保護

Dilution處理的是跨類保護的問題，但在處理跨類保護之前，我認為應該
要先釐清什麼是商品服務分類，才能討論什麼是「跨類」。

大家可以把商品服務分類想成是一個光譜，最左邊是「同一商品服務」，

最右邊是「不同商品服務」，在這之間都是屬於「類似商品服務」，只是程度

有所不同。混淆誤認之虞是在處理商品服務同一或是類似的問題，而Dilution
是處理完全不同的商品服務類別的問題，而我們在實務上遇到比較大的問題可

能不是如何認定「完全不同」商品服務的問題，而是如何認定商品服務到底怎

麼樣叫做「類似」。

我們可以看到，法院在相關判決中提到如何認定商品服務是否類似時，大

概是以下的論理方式：商標法第19條第6項商品服務類似認定不受智慧財產局
公布的分類限制，商品服務分類參考資料只是供檢索之用，所以在實際上必須

去看功能、材料、產製者，從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來看是否構成類

似。最後法院會論及兩造的商品服務「功能」相同所以類似，或「功能」不同

所以不類似。但在實務上我們面臨的困難是，什麼叫做一般社會通念？什麼叫

做市場交易情形？我們在具體案件上曾試圖用市場徵信報告去跟法院說明行銷

管道完全不同所以商品服務並不類似，但未被法院採納。 
我自己目前思考的結果是：如果說商品服務分類分作45類，這樣的分類應

該有它基本的意義，否則無須分類。被列在不同類別的商品服務，是不是應該

「推定」不類似？如果商品服務分類參考資料有提到說要「交互檢索」，是不

是要「推定」類似？也就是說，這會不會是一個舉證責任分配的問題？

我們來看幾個法院的刑事判決。例如「香奈兒」商標註冊在「手提包」，

另外有人將香奈兒的標誌用在「手機殼」，大家覺得是否為類似商品？會不會

有混淆誤認之虞？我看到有人點頭。但是法院判決認為，香奈兒註冊的是手提

包，功能是放東西，而手機殼是保護手機，功能不相同，所以不類似。再來，

法院判決說雖然類似群組有需要交互查詢，但是類似群組並不代表什麼意義，

必須去看一般社會通念，最後法院認為不類似。另外，「STUSSY」商標註冊
在「手提袋」去告「手機殼」，法院也是採相似見解，認為商品不類似，沒有

混淆誤認之虞。但是，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手機殼是一種時尚配件，香奈

兒或STUSSY有出衣服、包包的話，相關消費者是不是也能期待他們會出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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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從這個觀點能不能說是類似的商品？由這些案例我們可以發現商品服務是

否類似的認定，在實務上造成不小的困擾。

目前實務上對於只有大著名商標才能跨到不同類別的保護，這樣的見解我

是認同的，因為只有大著名商標當他註冊1類的時候，你才可以說其他類都要
保護，這個範圍不能無限擴大。事實上，大著名商標大可以每一類都去註冊，

特別是我國法採註冊主義，應該要去鼓勵大家註冊商標，而不是說你不用註冊

我也保護你。從實務上的判決可以看出來，接下來的問題可能不是商標是否著

名，而是什麼是「大著名商標」？什麼是「小著名商標」？區分「大著名商

標」和「小著名商標」的判斷標準在哪裡？我也認為說，法院在認定商品服務

是否構成類似時應該要有更細緻的論述。最後，我也贊同陳皓芸老師的見解，

應用商標法處理目前Dilution問題。至於是不是要用公平法處理目前問題，我
覺得是未來可以再討論的，但我目前初步的看法是商標法是不是可能已經提供

足夠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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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式      彭副主任委員紹瑾閉幕致詞

各位貴賓、各位先進、各位同仁，大家好：

經過一整天的熱烈研討，第26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即將結
束，謹代表本會謝謝各位的熱情參與，與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的協助。

一場研討會的成功，不僅是來自於主持人、論文報告人及與談人的辛勞付出，更

重要的是在座各位熱情的參與，因為你們的支持才讓本研討會能夠持續26年，在此，
謹向各位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衡酌當前全球經濟核心的動向，在於創造一個自由、公平且有效率的市場競爭環

境，這也是公平交易法立法的目的。但隨著自由開放的競爭環境急速變化，使得競爭

法的執行面臨更嚴峻的挑戰，身為競爭法的主管機關，如何建立合於本國及國際市場

競爭環境的競爭政策、提升機關解決問題的能力，如何有效執法，促使市場機制得以

發揮，帶動國家整體經濟發展與產業積極、正面的效益，本會責無旁貸。

本次研討會，與會學者對於各種新型態產業發展與公平交易法的關係提出報告，

如數位科技下之音樂著作權授權、再生能源發展及網路廣告等新型態廣告行為；也針

對聯合行為在法制面與經濟面提出深度探討；最後，則研析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之交

錯。對於本會在辦案實務或政策擬訂，應有助益，相信本會同仁在聽取各方意見後，

也能夠有相當的領悟與豐碩的心得。

明年，我們將以更開放的方式辦理本會第27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
會」，歡迎各界有興趣之專家學者或機構共同投入競爭政策與競爭法領域之研究。

本次的研討會已順利圓滿落幕，最後，謹代表本會再度感謝各位嘉賓的參與，也

希望各位能不吝指教，持續給予本會支持與鼓勵。敬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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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289

第一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價格行為認定方法之研究

　吳秀明

加速公營獨占事業開放之研究

　施俊吉、林啟智、周崇輝

產物保險共保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之適用關係

　廖述源

價格決定機制之研究

　施俊吉、劉孔中

反傾銷與競爭政策之關係

　劉孔中、施俊吉、朱雲鵬

多層次傳銷評鑑系統之驗證與修正

　陳立信、張正賢、楊明宗

WTO架構下智慧財產權與競爭法之關係
　羅昌發

公用事業營業章程與公平交易法關係之檢討

　黃茂榮

「政府採購與公平交易法之相關性」研究

　范建得

交通運輸業與電信業有關解除管制及競爭法適用問題之研究

　王國樑

各國解除管制工作之研究

　朱雲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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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論公平法結合管制對加盟連鎖行為之規範―以統一超商為例

　范建得

便利商店反托拉斯市場的界定

　莊春發

加盟事業便利商店市場的界定及其行銷通路之探討

　李仁芳

公平法有關不公平競爭行為，應如何適用「合理原則」或「當然違法」原則

　林廷機

智慧財產權耗盡問題與公平交易法

　林克敬

我國與各國多層次傳銷事業退貨條件與處理原則之比較

　李仁芳、張愛華

參加多層次傳銷事業支付一定代價之研究

　范建得

公平法第三十六條「先行政後司法」之法律分析

　陳櫻琴

公平交易法案件之團體訴訟

　陳洸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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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聯合行為構成要件之研究―第一部分：同業公會聯合行為之責任

　蕭文生

　
聯合行為構成要件之研究―第二部分：避難到不公平競爭的聯合行為管制

―公平法第十四條與第十九條第四款適用關係之釐清

　吳秀明

公平交易法第七條有關聯合行為之規定究屬概括規定或屬列舉性規定之研究

　吳秀明

有線電視頻道節目業者與播送系統業者垂直結合之競爭規範及許可衡量標準

之研究

　石世豪

區域性獨占、區域性整合與自然獨占：有線電視業涉及公平交易法之問題

　柯伯昇

有線電視產業之通路競爭、福利分析與政策效果

　周善瑜、許書銘、吳基逞

電信市場自由化之競爭政策與法律問題

　劉紹樑

　
論推薦廣告之規範―以美國經驗為例

　范建得

當前關於結合管制之重要問題

　黃茂榮

　
公平會獨立性相關問題之研究

　陳櫻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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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性定價認定方法之實證研究：Areeda-Turner成本基礎法初探
　單驥、莊春發、馬泰成、謝仁弘

我國油品市場相關問題之研究

　許志義

　
我國油品市場管理法規相關問題之研究

　范建得

國內新聞報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李仁芳、陳文玲

　
台灣職業證照制度與市場競爭

　李誠、郭穎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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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網際網路發展與競爭法相關問題

　石世豪、程宗明

　
論網路上智慧財產權之保護與不公平競爭―商標與著作權爭議為例

　馮震宇

電子商務不公平競爭行為規範的幾個初步觀察

　劉靜怡

　
公平交易委員會關於廣告之規範政策與實務的檢討

　黃茂榮

　
比較廣告之案例研究―以公平會調查程序為中心

　陳櫻琴

　
競爭政策下的民營化策略―以電力事業為例

　林克敬

　
「公平交易法」對結合案件之境外管轄權問題研討

　林宜男

　
房屋仲介業之市場結構與行為管制―兼論公平交易法之規範

　本會第一處

　
策略聯盟於公平交易法之探討

　彭康麟

電信業價格上限管制之誘因機制

　蔡蕙安

台灣電信產業競爭化的市場結構設計

　林健次、蔡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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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國家對專業人員服務競爭問題規範之研究
　王文宇、劉孔中

　
我國公平交易法垂直限制行為執法實務之檢討―兼論歐盟、德、法、美、日

垂直限制規範

　本會第二處

　
國際化與自由化政策下，產地標示與不公平競爭之關係

　本會第三處

　
競爭政策之內涵及其於國家經濟發展應扮演之角色

　本會法務處

　
競爭政策與貿易政策之互動

　本會企劃處



附　　錄 295

第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從公平競爭觀點論電業自由化之發展願景與管制制度之建立

　許志義

　
從日本解除管制經驗檢視我國解除管制作法與方向

　紀振清、黃銘傑

　
未受「專利法」保護之標的是否可受「公平交易法」之保護

　林宜男

聯合採購的型態與適用條件

　王忠宗

　
從依賴性理論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以公平法立場之研析適用
　吳秀明

　　
OECD對競爭政策的處理及其對多邊體制之影響
　黃立

　　
BOT招標階段資格限制與公平交易法之研究
　莊春發、徐芳霞

公平交易法與政府採購法對「BOT中交易相對人選擇自由與融資」的規範
　謝杞森

　
事業垂直限制行為之公平法適用問題研究―以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為核心

　黃營杉、范建得

圖書限制轉售價格法制

　王銘勇

　　
論美國反托拉斯法對搭售安排「個別產品」要件之認定標準

　陳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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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電信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劉紹樑、劉崇堅、莊春發

四C整合趨勢下有線電視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石世豪、蔡志宏

網際網路之發展及其競爭規範初探-技術與法律之分析
　陳光禎、劉孔中

從競爭觀點來觀察電子商務產業環境

　謝穎青、劉于禎

合作研發與國家創新系統

　李仁芳

桶裝瓦斯勞務配送中心與公平交易法相關分析

　莊春發

公平交易法不實廣告與詐欺罪之界限

　王銘勇

不實廣告保護法益之研究-「廣告詐欺罪」之省思
　陳櫻琴



附　　錄 297

第七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就競爭法觀點論供油業者之關鍵設施共享

　張玉山、李淳

加油站區域市場劃分暨垂直性限制條款與公平交易法之相關性分析

　梁啟源

我國家用液化石油氣市場開放後之結合競爭問題與公平交易法之關係

　莊春發、陳志明

數位網路產業之競爭政策與競爭規範

　劉孔中

競爭法對流通業經營行為規範之研究―以附加費用收取行為為中心

　黃營杉、黃銘傑、吳師豪

教科書及參考書市場交易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之適用性研究

　吳秀明、趙義隆

跨國事業結合競爭相關問題及其經濟影響之分析

　陳坤銘、吳秀明、陳財家

仿冒未受專利保護之新式樣與不公平競爭規範

　張懿云、林廷機

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修正後適用問題之研究
　蘇永欽、范建得

寡占市場「一致性行為」之證據認定方法及其濫用市場地位行為規範

―由 Container Corp.案探討交換資訊行為
　熊柏青、張明宗、劉靜怡

醫療市場競爭規範之建立初探

　陳志民

基礎設備理論於醫療事業之適用與檢討

　紀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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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產業自由化、國際化與競爭政策：兼以台灣石油及石化業為例

　許志義

從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職掌探討公平會的組織調整

　胡祖舜

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替代與互補

　莊春發

競爭政策與管制政策之取捨與協調：以公用事業為例

　張玉山、李淳

公平交易法對贈品贈獎促銷行為之規範

　鄭家麟

網路傳銷組織之研究-案例觀察與評析
　陳櫻琴

上游廠商標示建議價格行為與公平交易法第18條之關係
　王銘勇

我國 IC 產業與其相關市場廠商競爭行為之研究-以事業結合行為為例
　施錦村

我國及先進國家對瘦身美容案件之處理實務及法規依據

　朱蔚菁、李文秀、殷世熙、杜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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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公平交易法在知識經濟發展中的角色

　吳榮義、劉孔中、林欽明

WTO 新回合談判我國關於競爭政策應有之立場
　羅昌發、楊光華

公平交易法對金融機構結合行為之規範及審查原則之研究

　薛琦、劉紹樑、李存修、張明宗

電腦印表機、電梯等事務機器之主產品與其耗材、零組件及維修服務等附屬產品間市

場交易行為與公平交易法適法性之研究

　方文昌、謝立功、蘇聖珠、陳芳萍

網路產業發展與策略聯盟競爭環境

　承立平、陳菁瑤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4 條適用於仿冒商品（服務）外觀案件之研究
　劉孔中、謝杞森

公平交易法對於加盟契約適用之研究

　趙義隆、陳志民、吳瑾瑜

參加人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退貨之權利保障對多層次傳銷管理之必要性研究

　陳得發、楊芳玲、王昭雄

事業以聯合行為或濫用市場地位調漲價格經處分後，要求回復原價之探討―美國反托

拉斯法之分析

　陳志民

從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觀點，檢討現行行政爭訟制度

　蔡秀卿、陳榮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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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知識型新興產業之公平競爭規範

　范建得

網路不公平競爭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以Hyperlinks、Frames、Meta-Tag、Keyword- 
Advertising為例
　林克敬

公平交易法對網域名稱規範之檢討

　王銘勇

聯合行為之採證與例外許可項目之研究

　劉孔中、黃茂榮

信用卡業務聯合行為之研究―聯合信用卡中心運作現制之檢討

　王文宇

人造纖維製造業市場行為與公平交易法適用性研究

　陳榮隆、林燾

油品市場自由化與限制競爭因素的探討

　張玉山

著作權法與公平交易法關係之研究

　謝銘洋、張懿云

經濟理論的競爭觀在執行反托拉斯管制上的定位與應用

　莊春發、李顯峰

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管制革新中應有的角色

　曾明煙、胡祖舜、許俊雄

我國自來水市場解除管制可行性之研究

　虞國興、康世芳、胡名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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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廣告資訊揭露完整程度與不正競爭相關問題研究

　趙義隆、祝鳳岡、謝杞森

公平交易法對多層次傳銷定義相關問題之研究

　徐火明、張芳嘉、鄭啟揚

加入 WTO 後，我國汽、機車產業競爭行為與公平交易法適用之探討
　李培齊、張紘炬、張力、李家悅、黃凱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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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小麥聯合進口制度及其管理方式之探討

　劉孔中、馬泰成

寡占市場廠商價格跟隨行為規範之研究

　陳坤銘、溫偉任

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

　王銘勇

事業共同研發聯合行為例外許可申請審查原則及其基準之擬議

　范建得、莊春發

我國民生氣體燃料市場競爭機制之引進與公平交易法之關係

　莊春發、陳志民

公平交易法對流通事業垂直交易限制行為之規範

　許英傑、黃銘傑、黃慧玲

公平交易法對公司名稱規範與保護及範圍

　林國全、馮震宇

公平交易法對廣告隱藏條件、負擔、限制等行為之規範研究

　何之邁、劉美琪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應用於競爭政策之可行性研究

　李秉正、徐世勳、林國榮、楊浩彥

公平交易法對金融控股公司之規範

　王泰銓、王志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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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海運同盟國際卡特爾與競爭政策之關係

　林克敬

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參考書相關市場管理及公平交易法對其市場銷售行為規範之研究

　黃銘傑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有關廣告行為主體認定之研究
　劉姿汝

公平交易法、銀行法及刑法詐欺罪對吸金行為規範競合之研究

　王銘勇

台灣媒體在廣告市場競爭關係之研究

　莊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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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日本獨占禁止法對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之規範

　顏廷棟

事業結合規範之再檢討

　劉姿汝

維持轉售價格的研究

　莊春發

禁止營業誹謗之研究

　張麗卿

不法比較廣告之研析― 2004 年台灣案例
　余朝權、林金郎

不動產不實廣告建商與代銷商法律責任之研究

　李憲佐

因應行政罰法施行，公平交易法與其他行政法規競合問題之研究―以不實廣告為中心

　張其祿

交通運輸產業之競爭規範

　張懿云、賈凱傑、陳麗娟

　
保險仲介人之居間行為與公平交易責任研究

　冉弘毅、謝紹芬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之司法審查範圍―以認定事實為核心

　王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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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我國獨立機關建制之商榷

　蔡茂寅

建立多層次傳銷事業專業評鑑制度及評鑑指標之研究

　洪鉛財、羅彥棻、池曉娟

著作權仲介團體與卡特爾規範之研究―以德國及歐盟卡特爾法為中心

　張懿云

論水平結合管制的準則―總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不利益

　莊春發

全球100大銀行及100小銀行之績效―台灣的銀行與它們的相同與相異及台灣的銀行競爭
　沈中華

台灣有線電視產業成本特性與市場力量之探討

　王國樑、張美玲

國內油品產業結構、廠商行為與競爭法規範

　許松根、馬泰成、顏廷棟

健保十年，醫療服務產業的演化

　蔡偉德、劉育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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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台灣金融業結合案例之經濟效益評估-金控公司範疇經濟衡量
　黃美瑛

金融產業與公平競爭 
　謝易宏

銀行業虛偽不實廣告之研究 
　莊春發、林宗鈞

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 
　顏廷棟

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之建立與執行研究 
　陳得發、王昭雄

專利權與公平交易法之交錯—論標準制定涉及之專利權行使與限制

　李素華

「著作權警示」對不公平交易的影響 
　林利芝

論台灣有線電視產業的競爭政策 
　莊春發、柯舜智

無線電頻譜市場管制模式之探討—以頻譜財產權制度為核心

　林俊宏

連鎖便利商店收取附加費用行為之探討 
　余朝權、吳成物、陳韻珊

公司治理與競爭法之交錯—以公開收購下競爭收購者間停止競爭協議之法律規制為核

心

　朱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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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統一定價」與「競爭機制」—液化石油氣產業之研究

　莊春發

不動產經紀業之管理法制與不公平競爭

　陳明燦

電信產業跨平臺結合之競爭規範—在利益與不利益之間

　劉孔中、周韻采、簡維克

日本獨占禁止法對於技術授權行為之規範—兼論對我國公平法規範之啟示

　顏廷棟

論智慧財產權與不正競爭防止法上補充成果保護間之關係—由德國法、歐體法與日本

法看我國商標法與公平交易法之修正

　許忠信

消費者福利、消費者保護、及競爭政策

　陳志民

消費爭議與公平交易法

　劉姿汝



第 26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08

第十七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薦證廣告與薦證者之責任

　謝杞森

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行為適用之可行性研究

　顏廷棟、馬泰成、王泰昌、黃郁雯

公平交易法與其他法規競合競爭評估標準之研究—管制政策影響競爭之評估

　陳和全、劉姿汝

電信網路接取服務批發價格之管制與實務—兼論防止垂直價格擠壓之檢驗方法

　王碧蓮、黃郁雯、陳人傑、羅山珊

公平交易法對銀行業結合之評估—檢查表之設計與討論

　沈中華、張大成、朱德芳、謝智源

金融海嘯下能源價格波動之競爭政策意涵

　梁國源、曾明煙、顏承暉

我國油價設定影響因素之研究

　李秉正、陳家榮、張雅涵

國際競爭法在競爭倡議上之發展及其引入國內之可行性

　李淳、陳櫻琴、顏慧欣

從「飛利浦光碟案」看競爭法對技術標準相關專利聯盟之規範

　李素華、林育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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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觀點論競爭法對於加盟經營關係之規範

　顏廷棟

廣播市場開放的多元化與地方化效果之研究

　莊春發

智慧財產權之行使與不公平競爭—由（.tw）網域名稱註冊爭議，論商標權行使與不
公平競爭

　周天

各國競爭法對能源產業規範之研究

　陳汝吟

網際網路產業之垂直整合對公平交易規範的啟示—以廣告字拍賣市場為例

　劉楚俊、陳姿縈

結合矯正措施之研究

　陳志民、陳和全

服務業的履約保證在公平交易法的適用—以不動產買賣、仲介及殯葬業為例

　謝杞森

論隱藏式廣告於競爭法下之適法性—歐體指令、德國不正競爭防制法與我國公平交易

法規範之比較觀察

　林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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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聯合行為例外許可對民生物價與市場競爭之評析

　顏廷棟、馬泰成、黃美瑛、黃郁雯

從數位匯流相關產業之發展看公平交易法執法之挑戰

　莊春發、陳志成

各國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調和之研究—以能源產業為中心

　莊春發、陳汝吟

流通業買方力量之經濟分析

　吳世傑、曾靜枝、陳宏易

Strategic Selection of Direct Selling and Private Brand under Retailer Stackelberg
　廖俊雄、曾貝莉

營業秘密之保護與公平交易法之關聯

　章忠信

單方行為之研究

　陳志民、陳和全

管制型產業行為在競爭法上抗辯之研究

　陳志民、陳和全、葉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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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論廣告促銷價併列原價之適法性—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與我國公平交易法規範之比較

觀察

　楊宏暉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案件之探討：以網路時代之薦證廣告為中心

　王明禮

網路平臺在關鍵字廣告市場之中立性探討

　童永年、蔡蕙安、陳思翰

浮動油價之檢討與因應

　廖惠珠、陳筠淇

以歐盟規範與實踐論電信業垂直擠壓的管制

　魏杏芳

最惠國條款與競爭法之案例研究

　楊智傑 

經濟分析方法於競爭法議題應用之研究—聯合行為

　陳和全

非價格垂直限制適用「合理原則」之違法考量因素

　陳志民、林益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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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藥品業產品跳躍行為之競爭法研究
　王立達、邱靖芳

標準必要專利與競爭法

　王銘勇

論聯合行為之認定–從超商咖啡案談起
　劉姿汝

我國電業自由化違反競爭法行為態樣之探討

　許志義 、王京明 、黃鈺愷 

計量途徑的結合模擬–臺灣電信市場的實驗案例
　陳和全

金控公司結合之研究

　江朝聖

公平交易法對企業集團事業之結合管制

　顏廷棟、馬泰成、林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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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相關市場界定之論證要求--從行政法院相關裁判觀察 
　 廖義男

結合決定事後影響評估之研究

　陳嘉雯、胡偉民

買貴退差價對寡占廠商聯合行為影響之探討

　石宇軒、王俊傑

重要民生物資市場價格預警制度之研究

　歐陽利姝、王泰昌、林益裕、馬泰成

書籍價格拘束之研究―以德國為例

　陳曉慧

論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阻礙競爭者參與競爭行為

　王銘勇

競爭法與通訊傳播法管制之交錯

　黃郁雯

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論加盟契約

　劉姿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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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從競爭法觀點探討流通事業行銷策略與消費者需求分析

　徐雅慧、汪志勇、王震宇

藥品專利連結制度與競爭法規範之研究

　張濱璿、顏雅倫

聯合行為之合意推定―美國反托拉斯法之比較法研究

　顏雅倫

「其他合意」或無合意之聯合行為？―論歐盟競爭法「共同行為」要件之實務發展

　謝國廉

聯合行為之市場界定與市場效果―日本獨占禁止法之比較法研究

　劉姿汝

聯合行為之市場界定與市場效果―歐洲聯盟及法國競爭法之比較法研究

　許曉芬



附　　錄 315

第二十四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大數據時代下之市場力濫用行為初探

　陳志民

雙邊市場平台經濟之競爭法課題―以相關市場界定與自然獨占問題為核心

　王明禮

論網路經銷的價格限制

　魏杏芳

競爭法規範有關事業間交換敏感資訊與聯合行為之研究

　施錦村

各國競爭法寬恕政策實施成效之研究―美國、德國、韓國經驗對我國之啟示

　石世豪

國際定期海運市場結構、營運模式及競爭規範研究

　蔡蕙安、陳榮傳、姚銘忠

競爭法下市場封鎖經濟效果研究―以搭售為中心

　邱敬淵、李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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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美國法上維持轉售價格近十年來發展現況：各州分歧與理論進展

　王立達

歐盟電子商務維持轉售價格之競爭法規範與案例

　楊智傑

維持轉售價格之規範理念與革新之道―以經濟分析及我國法制變革為中心

　黃銘傑

公平交易法上「安全港（safe harbor）條款」之研究
　吳秀明、牛曰正

市場界定實證分析法之應用

　林常青、胡偉民

支付系統與競爭

　陳志民

各國油品產業訂價策略之比較研究

　梁啟源、王素彎、鄭睿合、蕭富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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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數位科技發展下音樂著作權專屬授權與競爭法適用競合之研究

　章忠信、余啟民、董子涵　、陳育萱

我國再生能源電業競爭法規範之研究

　梁啟源、王素彎、高銘志、鄭睿合、蕭富庭、陳中舜、周耘任

公平交易法對新型態廣告之適用與因應

　杜怡靜、王震宇、汪志勇、陳皓芸、楊燕枝

聯合行為裁判見解之趨勢及執法注意事項之建議―「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分析―

以聯合行為為例」之研究報告

　廖義男、黃銘傑、石世豪、王立達、楊宏暉、顏雅倫

演算法訂價與競爭法合謀

　陳和全

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關於著名商標及標章規範應有之合作及分工關係

　黃銘傑

論著名商標之混淆誤認之虞規範―從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規範交錯出發

　林季陽

論著名商標的稀釋之射程範圍―以公平交易法相關規範為中心

　陳皓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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