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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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出席由本會主辦、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協

辦的第27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公平會自民國86年開始舉辦第1
屆學術研討會，爾後幾乎每年定期舉辦，且自105年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成立後，本
會即邀請該學會參與本會學術研討會之協辦，建構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更寬廣及堅

實的學術平台。

今年學術研討會的籌備及規劃，為了擴大公平交易法學界的參與，以及讓研討

會的論文來源更豐富多元，在本會研討會召集人蔡文禎委員及公平交易法學會的協助

下，今年本會首度對外辦理徵稿，獲得各界的熱烈支持，總計徵得11篇稿件，加上8
篇本會委託研究報告的發表，共計19篇論文。因此，本次研討會是公平會有史以來論
文發表篇數最多、議題涵蓋層面最廣的一屆，也因此將原本1天的研討會延長為2天。

本人就任以來，即積極關注國際間數位經濟的發展，並成立「數位經濟競爭政

策小組」，針對新興商業模式所衍生的競爭問題進行研議。一方面蒐集研讀國際組織

與主要競爭法主管機關的文獻及研究報告；另一方面則擇定特定主題進行委外研究。

而本會今年度有關數位經濟委外研究的重要成果，即安排在「競爭法的新興議題」

及「電子商務、數位匯流產業與競爭法」兩場次進行報告。前者場次除了有關於大數

據、區塊鏈、技術創新等3篇與數位經濟有關的論文外，也包括對於新冠肺炎肆虐各
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所採取的因應措施；後者場次則包括：就國內網路銷售產業進行實

證評估、探討合理原則在品牌內競爭限制之實務操作可能性，以及探討數位匯流之下

有線電視產業及行動通訊產業所面臨之競爭問題等研究。

本次研討會的報告人及與談人除了有在公平交易法領域中長期耕耘的學者專家

外，亦有來自產業研究單位、學界及實務界等不同領域的新秀精英，因此可以預期的

是，透過這為期兩天的會議及研討，相信將會使在座各位對於競爭法的規範、學術論

據及執法實務發展有更深一層的瞭解，並且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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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貴賓的蒞臨，並預祝這兩天的研討會議能夠順利圓滿，期望

大家能夠收穫滿載，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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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獨占及其他（非聯合）限制競爭行為為中心 1

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獨占及其他
（非聯合）限制競爭行為為中心

廖義男　莊弘鈺　黃銘傑　謝國廉
*

目　次
一、序言

二、實務作法改進或參考之建議

　　(一)  相關市場界定

　　(二) 事業市場力量之評估

　　(三) 罰鍰數額之決定

　　(四) 獨占規範之適用

　　(五)  限制轉售價格規範之適用

　　(六) 垂直交易限制規範之適用

三、修法建議

　　(一)  修正第8條第2項以「市場占有率十分之一」為認定獨占事業最低門檻之

規定，提升為「市場占有率四分之一」

　　(二)  修正施行細則第3條有關認定獨占應審酌之事項，應增加較具體可證之事

項，包括擁有關鍵性專利或技術、所掌握之大量資料數據、所控制之關係

企業集團、依契約可掌控或確保其產品之上、下游產業之供給及銷售、以

及能表現其雄厚財力之資本額及資金等項目

　　(三)  第9條第1款「不公平之方法」文字修正為「不正當方法」，使限制競爭

行為不法性之用語趨於一致　

* 廖義男：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理事長
      莊弘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副教授
      黃銘傑：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
      謝國廉：國立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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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於評析最近十年有關公平交易法第9條獨占地位濫用、笫19條限制轉售價
格、笫20條垂直交易限制之裁判案例後，認為實務上就相關市場之界定、事業市場力
量之評估、獨占事業不當價格決定規範之適用、獨占事業拒絕交易與契約形成自由之

區分、獨占地位濫用規範與垂直交易限制規範適用上之區分標準、事業為限制轉售價

格而有正當理由之舉證方法、以及認定垂直交易限制行為有限制競爭之虞所應關注之

相關市場及其調查與論證等問題，尚有改進之空間。又近年來歐美實務上漸對跨國性

巨型科技事業利用其先進科技及擁有大量資料數據所形成之市場力量而為拒絕交易、

獨家交易之安排、搭售、阻礙競爭者參與競爭等行為所為裁罰案例之發展趨勢，值得

借鏡參考。因此，為改進現行實務上之盲點及因應未來發展，提出8項修法建議：
1.  修正第8條第2項以「市場占有率十分之一」為認定獨占事業最低門檻之規定，提升
為「市場占有率四分之一」。

　　(四)  垂直交易限制之規範應明定事業須有一定之市場力量，並且須因其行為

使其所屬相關市場或與其交易相關之上游或下游相關市場之競爭受到或可

能受到相當程度之限制或影響

　　(五)  第20條第2款差別待遇係以妨礙上游或下游事業間之公平競爭而產生阻礙

及限制競爭之作用，此種特質應於條文中明示之，以促使注意相關市場之

競爭所受影響之性質及程度

　　(六)  第20條第5款「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之搭售、獨家交易、

地域、顧客限制、使用限制之類型規定，應從施行細則提升至母法中規

定，並應各給予明確定義

　　(七)  第20條各款規定之5種行為類型，應分別各為一條個別規範之，並將施行

細則相關規定提升至母法中規定

　　(八)  增定禁止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濫用其市場力量對其交易相對人收

取與促進交易或銷售無關之不當附加費用之規定

四、建議修正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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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9條第1款「不公平之方法」文字修正為「不正當方法」，使限制競爭行為不法性
之用語趨於一致。

3.  修正施行細則第3條有關認定獨占應審酌之事項，應增加較具體可證之事項，包括
擁有關鍵性專利或技術、所掌握之大量資料數據、所控制之關係企業集團、依契約

可掌控或確保其產品之上、下游產業之供給及銷售、以及能表現其雄厚財力之資本

額及資金等項目。

4.  垂直交易限制之規範應明定事業須有一定之市場力量，並且須因其行為使其所屬相
關市場或與其交易相關之上游或下游相關市場之競爭受到或可能受到相當程度之限

制或影響。

5.  第20條第2款差別待遇係以妨礙上游或下游事業間之公平競爭而產生阻礙及限制競
爭之作用，此種特質應於條文中明示之，以促使注意相關市場之競爭所受影響之性

質及程度。

6.  第20條第5款「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之搭售、獨家交易、地域、顧
客限制、使用限制之類型規定，應從施行細則提升至母法中規定，並應各給予明確

定義。

7.  第20條各款規定之5種行為類型，應分別各為一條個別規範之，並將施行細則相關
規定提升至母法中規定。

8.  增定禁止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濫用其市場力量對其交易相對人收取與促進交
易或銷售無關之不當附加費用之規定。

關鍵字： 相關市場之界定、獨占之認定、獨占地位濫用、限制轉售價格、垂直交易限
制、限制競爭之虞

一、序言

本研究蒐集獨占及其他（非聯合）限制競爭行為，即有關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
法)第9、19、20條相關重要案例，係起自2000年至2020年5月止之行政法院確定終局
裁判，共有56件（其中有同時涉及多數條文者，則在所涉各別條文之案例上各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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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1
。其中第9條獨占濫用行為案例有11件2

，第19條限制轉售案例有9件3
，第20條垂

直限制交易行為案例有38件4
。由於所蒐集研究之案例，其作成處分及裁判所適用之公

1 案例同時涉及多數條文，而在所涉各別條文之案例上各計1件者為：
1.  金盈檢舉中鋼案(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368號判決) 涉及第9條及第19
條。

2.  濟生限制胡椒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1833號判決) 涉及第19條及第
20條。

2 獨占濫用行為案例11件，均適用舊法第10條，為：
1. 大台北區瓦斯提高基本度數案(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1904號判決)。
2. 中油拒絕文久交易案 (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795號判決)。
3. 中油拒絕續約案(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1518號判決)。
4.  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1(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555號判決；最高
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588號判決) 【法院否定公平會見解】。

5. 中華電信資費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更一字第107號判決)。
6. 周星科技檢舉應用材料案(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343號判決)。
7. 金盈檢舉中鋼案(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368號判決)。
8.  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2(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001號判決) 
【法院見解不同（最高行部分否定公平會見解）】。

9.  台化纖芒硝案(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53號判決) 【法院否定公平會見
解】。

10.  台塑燒鹼案(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54號判決) 【法院否定公平會見
解】。

11. 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3(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690號判決)。
3 限制轉售價格案例9件，其中6件適用舊法，3件適用新法。適用舊法第18條之6件
案例，為：
1.  限制國農乳品轉售價格案(最高行政法院90年度判字第1311號判決、最高行政法
院90年度判字第1315號判決)。

2. 立明限制清潔液轉售價格案(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825號判決)。
3. 雀巢限制奶粉轉售價格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字第576號判決)。
4.  高屏聯誼會限制藥品價格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更一字第2號；101年
度訴更一字第9號；101年度訴更一字第10號；101年度訴更一字第11號；101年度
訴更一字第12號；101年度訴更一字第13號判決) 【法院見解不同（最高行政法
院雖有發回更審，但其理由與本計畫無關）】。

5. 祥美限制豆米奶轉售價格案(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裁字第1597號裁定)。
6.  蘋果限制iPhone轉售價格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訴字第1046號判決)。
    適用新法第19條之3件案例，為：
7. 櫻花限制設備轉售價格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336號判決)。
8. 杏輝限制藥品轉售價格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795號判決)。
9. 濟生限制胡椒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1833號判決)。

4 垂直限制交易行為案例38件，其中30件適用舊法，8件適用新法。
適用舊法第19條之30件案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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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捷不當限制投標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89年度訴字第1095號判決)。 
2. 機車搭售強制險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89年度訴字第1938號判決)。
3. 康軒限制下游書局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0年度訴字第5653號判決)。 
4. 台塑洗車券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訴字第3772號判決)。 
5. 鴻海檢舉案(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1910號判決)。 
6. 台電不當限制投標案(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6號判決)。
7. 國立編譯館差別待遇案(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裁字第1572號裁定)。 
8.  檳榔業利誘他事業參與聯合行為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3年度訴字第1279號判
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3年度訴字第1280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3年度訴字
第1281號判決)。

9.  揚聲伴唱帶差別待遇與杯葛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3年度訴字第1633號判
決)。 

10.  自由時報分類廣告案(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1059號判決) 【法院見解不同
（最高行曾發回更審，北高行更審後仍認原告之訴無理由，最高行亦判決駁回
上訴）】。

11. 光泉生乳收購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4年度訴字第2668號判決)。 
12. 太平洋百貨營業區域限制案(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1876號判決)。 
13. 南一書局經銷區域限制案(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396號判決)。 
14. 新光三越杯葛衣蝶案(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481號判決)。 
15. 金門聯宏瓦斯共同調價案(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752號判決)。
16. 育橋文教經銷區域限制案(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裁字第3556號裁定)。
17. 貿元防火檢舉案(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1327號判決)。
18. 高捷限制混凝土案(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1435號判決)。 
19.  民航局廣告招標案(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472號判決) 【法院否定公平會
見解】。

20. 四維檢舉艾利丹尼森營業秘密案(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裁字第767號裁定)。 
21. 日盛檢舉聲動警告函案(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777號判決)。 
22. 洛科檢舉案(智慧財產法院行政99年度行公訴字第1號判決)。 
23. 佳祥餐盒限制投標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103號判決)。 
24.  金盈檢舉中鋼壟斷案(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368號判決) 【同時討論第

9、19條】。
25. 弘音伴唱帶案(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裁字第2643號裁定)。 
26. 瑞影伴唱帶案(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070號判決)。 
27. 竹山上海煤氣桶裝瓦斯案(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裁字第324號裁定)。 
28.  和安行藥品1元案(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裁字第1683號裁定) 【北高行曾否定公
平會見解，經最高行發回，北高行改判駁回原告之訴，並遭最高行裁定上訴駁
回確定】。

29.  新世紀求才廣告案(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207號判決) 【北高行曾否定
公平會見解，經最高行發回，北高行改判駁回原告之訴，最高行亦維持判決確
定】。

30.  中台廢玻璃案(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267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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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法相關條文，於2015年2月4日第6次全文修正公布時，條次及內容有所變動，故於
各條文相關案例之評析

5
上，亦注意其間適用修正前之舊法或修正後之新法所生相關法

理之闡明、變化及發展。綜合歸納上述裁判評析之結果及參酌歐美相關議題裁判實務

之發展
6
所獲致之心得，認為實務上作法有些值得注意參考或有待改進者。因此，建議

改進或參考之項目，先依本研究範圍所涉及議題分別敘述，最後，並為健全法制之適

用，亦提出一些法條之修正建議供參考。

二、實務作法改進或參考之建議

(一) 相關市場界定：(台化纖芒硝案、金盈檢舉中鋼案、大安文山阻礙北都案、歐盟微
軟案、谷歌案)
限制競爭行為所以應予規範，因其減損、排除或扭曲相關市場之競爭功能。因此

限制競爭行為所涉及相關市場之界定，即是適用限制競爭行為規範之前提。

在台化纖芒硝案(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53號判決)，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
公平會)以臺灣化學纖維公司(下稱臺化纖公司)於國內嫘縈棉市場之占有率為100％，
為製造嫘縈棉副產品芒硝之國內唯一製造業者， 100年度銷售芒硝金額占國內市場總
銷售金額之比率為76.49％，排名第1，其於國內芒硝市場之占有率已達二分之一以
上，且其100年度之營業收入為2,807億8,700萬元，其銷售金額已達列入獨占事業認定
範圍之10億元以上，於芒硝市場核屬公平法所稱之獨占事業。本案中，原告(臺化纖
公司) 曾抗辯其非屬獨占事業，主張銷售於國內市場之芒硝，超過半數均用於紡織染

      適用舊法第20條之8件案例，為：
31.  濟生胡椒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1833號判決) 【同時討論第19、

20條】。
32. 大安文山阻礙北都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1438號判決)。 
33. 金頻道阻礙北都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1439號判決)。
34.  天外天阻礙全國數位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1442號判決) 【法院
否定公平會見解】。

35.  凱擘MG案2(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1650號判決) 【法院否定公平會
見解】。

36.  凱擘MG案1(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81號判決) 【法院見解不同（最高行
政法院否定公平會見解）】。

37.  全球數位MG案(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3號判決) 【法院見解不同（最高
行政法院否定公平會見解）】。

38. 佳訊MG案(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5號判決) 【法院否定公平會見解】。
5 第9條案例之評析，由莊弘鈺教授負責；第19條及第20條案例之評析由黃銘傑教授
負責。

6 歐美獨占及垂直限制競爭相關重要裁判及數位經濟、平臺經濟實務發展之評介，
由謝國廉教授及莊弘鈺教授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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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業，惟芒硝之用途，超過半數以上皆得以工業鹽替代之，因此以芒硝界定相關市場

並非正確。且事實上芒硝有大量進口，原告並非國內芒硝需求市場唯一供應者，並不

符合獨占之要件。對此市場界定及是否獨占問題之爭議，行政法院並未予討論，但其

表示原告與檢舉人間長年就芒硝交易所為之約定及慣行，「自無因出賣人居於獨占市

場地位，即得無條件的予以強制限縮之理」一語，似同意公平會之認定。反之，在金

盈檢舉中鋼案(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368號判決) ，則於界定「煉鋼增碳劑」
相關市場時，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鋼公司)係國內唯一高爐煉鋼業者，並為
系爭產品「沈澱細焦碳、焦碳屑及乾式細焦粉」之國內獨家供應業者，但法院認為與

系爭產品「沈澱細焦碳、焦碳屑及乾式細焦粉」有替代性之無煙煤、石墨、瀝青焦等

物料亦應加入計算之結果
7
，致否定中鋼公司於系爭產品居於獨占地位，因而自無獨

占規範之適用。故公平會就相關市場以「合理可替代性之分析方法」界定時，系爭產

品與其他相類似功能之產品究竟有無「合理可替代性」之各種判斷因素及其取捨理

由，皆應為詳盡之說明，以杜疑惑及紛爭。在大安文山阻礙北都案(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106年度訴字第1438號判決) ，就有線電視與中華電信MOD、網路視聽平臺服務是
否具有替代性之問題，即分從(1)消費者需求面判斷，於調查消費者於有線電視與中
華電信MOD、網路視聽平臺間之轉換情形及用戶使用行為發現，有線電視與中華電
信MOD、網路視聽平臺服務互不為替代。另由中華電信MOD與有線電視之頻道內容
差異，如運動、教育、綜合、兒童、戲劇、電影等均有差異，更難認二者對消費者而

言具有替代性。(2)另由供給面判斷，中華電信MOD與有線電視分別以電信法與有線
廣播電視法管制，管制不同、收視費用結構與費率管制密度迥異、二者經營區域之管

制、頻道規劃自主權之管制密度、總訂戶數之限制、無線電視臺節目授權費用、收視

費用結構及費率管制密度有所不同，顯見二者服務於供給面不具有緊密替代性。詳為

分析，係較為可取之方法。

又在數位經濟時代，歐盟微軟案判決(Case T-201/04, Microsoft Corp. v. Commission 
[2007] ECR II-3601.)提供注意，一事件所涉及對市場競爭之影響，未必僅是單一相關
市場，而是依產品特性及競爭行為內容可分為多層相關市場。在歐盟微軟案中即分為

用戶端個人電腦作業系統（client PC operating systems）市場、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
統（work group server operating systems）市場以及串流媒體播放器（streaming media 
players）市場。並就微軟在該3種市場所居市場力量及其行為(拒絕將相容資訊授權他

7 相同事實之情況，行政法院早期在旭勇檢舉中鋼案(行政法院88年度判字第2568號
判決)，曾表示無煙煤、石墨、瀝青焦等物料雖可作為增碳劑之替代品，惟因價格
差異、含碳量等考量因素，實務上採用者少，而認為不具合理可替代性。顯然行
政法院在本案對此問題之見解已改變，但也反映行政法院對市場界定之方法，並
無明確一貫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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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捆綁銷售)對各該相關市場所生限制競爭之影響分別論析8
，即其適例。又如，在

谷歌案 (Case AT.40099 Google Android, EUROPEAN COMMISSION para. 3-5 [2018]，歐
盟執委會的行政處分，將此案的3個相關市場分別為「一般搜尋服務」(general internet 
search services)市場、「授權型智慧裝置作業系統」(licensable smart mobile operating 
systems)市場以及「安卓系統應用軟體的線上商店」(app stores for the Android mobile 
operating system)市場。執委會指出，Google於此3個相關市場皆有優勢地位，而該公
司有3項濫用優勢地位的行為，分別為第一、將用於檢索的應用軟體(search apps)和用
於瀏覽的應用軟體(browser apps)以捆綁的方式提供。第二、支付相當之金額給特定
的智慧裝置製造商，要求製造商在其生產的智慧裝置上，僅能裝置Google search。第
三、阻礙(obstruction)其他運用安卓系統的競爭對手的研發活動9

。此種市場界定之分

類方法，尤其涉及智慧財產權有無濫用而妨礙或限制市場競爭之事件，特別值得注意

及參考。

(二) 事業市場力量之評估(民航局廣告招標案、北捷不當限制投標案)
判斷事業之限制競爭行為對相關市場之競爭有無發生或可能發生減損、排除或扭

曲之效果，與該事業在該相關市場上所擁有之市場力量或所居市場地位，息息相關。

而評估事業市場力量之方法，通常以其產品銷售金額或數量所占該相關市場產品總銷

售金額或數量之比例(市場占有率)為主要判斷依據。換言之，市場力量之評估，應有
具體數據之證明或依據，較可讓人信服。因此，以事業擁有相當市場力量，其限制競

爭行為有減損、排除或扭曲相關市場之競爭而認其違法時，就該事業擁有相當市場力

量之認定，應有具體數據論證之。但在民航局廣告招標案(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第472
號判決)，僅以其係營運我國最主要之國際航線機場，目前每年提供18萬架次之班機起
降，旅客運量達2,000萬人次，為國內外旅客往來必經之交通樞紐，是第一、二航廈設
置之商業廣告空間，具有其他廣告媒體不易替代之廣告效果，即認定原告就該商業廣

告空間之出租市場，具有「顯著之市場力量」。並未就該次廣告招標金額占所謂「商

業廣告空間出租市場」總收入金額之多少比例，提出具體數字佐證之，其論證實有不

足。甚至在北捷不當限制投標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89年度訴字第1095號判決) ，逕以
該標案規定之土源甚少，致使參標者不易取得土源，排除廠商可能參標之機會，係對

其他參標廠商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即認為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20條第2款
規定。而對其所擁有之市場力量如何，並未作說明，更是顯有瑕疵。然行政法院就此

並未予指摘，亦有違失，而有待改進。

8 謝國廉，歐盟法禁止濫用優勢地位之規範與實務發展，對微軟案之評析。
9 謝國廉，歐盟法禁止濫用優勢地位之規範與實務發展，對谷哥案之評析；莊弘
鈺，美國反托拉斯法、歐盟競爭法有關數位經濟、平台經濟之規範發展及對我國
公平交易法未來執法之啟示，對谷哥案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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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罰鍰數額之決定(全球數位MG案)
違反公平法作為或不作為義務之行為均有應受罰鍰處罰之規定(公平法第39、

40、42、43、44條) 。施行細則第36條並有規定：「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
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違法

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

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

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但公平會於具體案

件為裁處時，不能僅抽象說明已審酌上述列舉事項後即作一定數額之裁罰。在全球

數位MG案(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3號判決) ，公平會裁處上訴人(全球數位公
司)4,000萬元罰鍰，理由中雖載稱：經審酌上訴人所涉差別待遇為105年度全年之授
權費用，影響為1整年，上訴人倘遂行系爭差別待遇行為，預估1整年之不法利益近億
元；本案系爭差別待遇已不當墊高系爭系統經營者之經營成本，嚴重損及其與既有系

統經營者間之效能競爭；亦將影響其他經營區域未來之競爭，易使有意參進市場競爭

之系統經營者卻步而造成市場封鎖效果，對競爭之限制與斲傷至鉅，進而恐恢復至通

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會)開放政策前既有經營區僅有1、2家系統經營者獨占或寡占
狀態，嚴重影響消費者權益；上訴人營業規模；初次違反公平法第20條第2款規定；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態度等因素，爰依公平法第 40條第1項規定處分如主文等
語。但最高行政法院仍認為並未針對其為何裁處上訴人4,000萬元高額罰鍰之具體計
算方式加以說明，且原處分所指上訴人整年不法利益近億元之金額究應如何計算，自

有可疑，此將影響最終罰鍰之裁處結果，原審未依職權調查釐清，並據以判斷原處分

是否有裁量濫用或違反比例原則之違法，原判決即有不適用法規之違法。換言之，最

高行政法院要求公平會裁處罰鍰時，就施行細則第36條所列事項之情事，在其所定罰
鍰數額中所占比重及其理由應有所說明。因此，公平會宜參酌歐盟執委會之作法

10
，

為表明其裁處罰鍰之金額並無「裁量怠惰、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宜將其裁量過程

具體明確化，先就法條規定各種類型之違法行為，依該類型違法行為一般對自由及公

平競爭秩序之損害程度，在其應受罰鍰之法定最低金額及最高金額之間，設定一定數

額或乘數為其罰鍰基數，然後在具體個案中，就其斟酌應為加減調整之項目，即事業

之規模（資本總額、員工人數）、營業額及市場地位、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

之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

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以及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分列其項

10 歐盟執委會裁罰金額之計算方法，見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廖義男主持，王立
達、石世豪、黃銘傑、楊宏暉、顏雅倫協同主持），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
例分析-以聯合行為為例(公平交易委員會108年委託研究報告3)，56-61；182-
19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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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並依其事實情況說明給予一定百分比之加或減的理由後，計算出應調整之百分

比，然後乘以該違法行為應罰之基數而算出其應罰之金額。依此方式所為之裁罰，應

已相當程度呈現法定應斟酌事項之評價結果，而為適法之裁量。

(四) 獨占規範之適用
關於獨占之規範，於2015年2月4日公平法全文修法時，有關獨占之定義、獨占

認定之標準及禁止獨占濫用市場地位行為之規範，實質內容並未修正，僅條次變更而

已。即將舊法第第5條獨占定義改為新法第7條、舊法第5條之1獨占認定之標準改為新
法第8條、舊法第10條禁止獨占濫用市場地位行為改為新法第9條規定。從而適用舊法
之案例，亦可作為適用新法案例之參考或借鏡。

1. 獨占之認定(台塑燒鹼案、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2)
公平法關於獨占認定之規範，除第7條：「本法所稱獨占，指事業在相關市場處

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第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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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項)」有定義性規定；以及第8條：「事業無下列各款情形者，不列入前條獨占事業
認定範圍：一、一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二分之一。二、二事業全體於相關市場

之占有率達三分之二。三、三事業全體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四分之三。(第1項)有
前項各款情形之一，其個別事業於相關市場占有率未達十分之一或上一會計年度事業

總銷售金額未達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者，該事業不列入獨占事業之認定範圍。(第2
項) 事業之設立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入相關市場，受法令、技術之限制或有
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者，雖有前二項不列入認定範圍之情

形，主管機關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第3項)」有獨占認定之門檻規定外；並在施行
細則第3條：「本法第七條所稱獨占，應審酌下列事項認定之：一、事業在相關市場
之占有率。二、考量時間、空間等因素下，商品或服務在相關市場變化中之替代可能

性。三、事業影響相關市場價格之能力。四、他事業加入相關市場有無不易克服之困

難。五、商品或服務之輸入、輸出情形。」更規定獨占認定應審酌之事項。因此，在

台塑燒鹼案(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54號判決) ，公平會即以原告(台灣塑膠公司)
於國內液鹼市場之占有率為70％，100年度原告燒鹼之銷售金額占國內市場總銷售金
額包含燒鹼之進口總值之比率為62.49％，排名第1名，且原告燒鹼售價始終高居他業
者及進口價格之上，而仍能維持國內超過二分之一之市場占有率，即屬具有高度之控

制市場價格能力。又因燒鹼係高度腐蝕性之危險性物質，具有極強活性、易於潮解等

特性，其保存時日短，裝載、保存亦均有特殊需求，個別經銷廠商尚難自主進口，且

國際運送除具風險外，亦甚費時日，故進口燒鹼產品對於一般下游廠商而言，尚不具

即時替代性，因而認原告在國內燒鹼市場上，具有壓倒性之優越地位，可排除競爭之

能力，而屬獨占事業。本案關於市場力之評估，說明詳細，論述有據，堪為範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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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注意者，在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2(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001號判
決) ，表示互補性之多項專利經由聯合集中授權實施契約，可使得為集中多項專利授
權實施之事業於該多項專利所構成之技術相關市場形成獨占地位。亦即符合第8條第
2項(舊法第5條第3項) 所稱「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入相關市場，受技術之限制
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者，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之要件。從而在

數位平臺經濟中，事業擁有多項數位技術專利或營業秘密或持有關鍵性技術，或有計

畫併購或依契約而得集中多項關連性技術或專利者，即有形成進入相關市場之障礙而

成為獨占之可能。因此，認定獨占應審酌之事項，除其在相關市場占有率之具體數據

外，應可增加其他較具體可證之事項，例如，所擁有關鍵性專利或技術、所掌握之大

量資料數據、所控制之關係企業集團、依契約可掌控或確保其產品之上、下游產業之

供給及銷售、以及能表現其雄厚財力之資本額及資金等
11
。

2.  濫用市場地位之拒絕交易與契約成立與否之區分(中油拒絕文久交易案、台化纖芒硝
案、台塑燒鹼案)
獨占事業挾其產品為其交易相對人不能從他處取得而無可合理替代，或其為關

鍵技術或設施或不可或缺之生產原料，而無正當理由拒絕交易者，乃構成市場地位之

濫用。如其拒絕交易係在排除他人之競爭者，則屬第1款以不公平之方法阻礙他人競
爭。中油拒絕文久交易案(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795號判決) ，中國石油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中油公司)挾其當時為國內唯一生產航空燃油之獨占事業地位，為排除文
久公司在機場加油服務市場之競爭，對文久公司向其就航空燃油為報價之請求，遲不

答覆，致文久公司失其交易機會，即是獨占事業以不公平之方法阻礙他事業競爭之適

例。而在台化纖芒硝案(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53號判決) ，公平會以臺灣化學
纖維公司於芒硝市場為獨占事業，並認為其斷絕供給芒硝予合一實業公司(檢舉人)之
行為，係屬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10條第4款規定。但
行政法院認為原告(臺化纖公司)對檢舉人未提供芒硝之行為，係因檢舉人不久前已購
得相當數量，而基於該芒硝之庫存量，及主要客戶間之供貨量平衡考量，暫未能出貨

供應，以及其後檢舉人亦未依以前交易慣例下訂單及匯款，因而未提供芒硝予檢舉

人，在交易上乃有正當理由，並非濫用市場地位之差別待遇或拒絕交易行為。因此撤

銷原處分並駁回公平會之上訴。在台塑燒鹼案(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54號判決) 
亦為類似情形。公平會以原告(台灣塑膠公司)於國內液鹼市場為獨占事業，並認為其
憑恃於國內燒鹼市場之獨占地位，無正當商業理由單獨斷絕供給燒鹼產品予合一實業

11 David Edward and Robert Lane, Edward and Lane on European Union Law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3), 765. 指出事業的整體規模(overall size of undertaking)、事業
的金融資源(financial resources)、技術資源(technical resources)、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能力、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等，皆可能成為壁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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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檢舉人)之行為，構成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10條
第4款規定。但行政法院認為原告與檢舉人101年第3季雙方未能續約，純係因檢舉人
之經營表現，是近年來原告客戶中履約情形最差者，且檢舉人未依其與原告間長年之

交易模式為循例依季簽約，並應於每季開始前一個月之14日前，提出下一季銷售確認
書之要約，致原告無從承諾。故在雙方未簽訂101年第4季銷售確認書情形下，原告另
擇更適當之經銷商經營，或安排外銷，屬正常合理之商業考量，非市場地位濫用之差

別待遇或拒絕交易。因此撤銷原處分並駁回公平會之上訴。上述2案例之事實以觀，
乃屬成立交易與否及得否請求履約之糾紛，且涉及之商品對檢舉人是否屬不可或缺之

生產原料，或不能從他處取得而無可合理替代者，亦未見主張，故不涉獨占事業是否

濫用市場地位之問題。

3.  獨占事業不當價格決定規範之正確適用(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3、大台北
區瓦斯提高基本度數案)
公平法第9條第2款(舊法第10條第2款)禁止獨占事業「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

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其所稱「不當價格或報酬」，係指獨占事業所決定之商

品價格或服務報酬超出在有競爭情況下之價格或報酬甚高，致其所得利潤超出一般有

競爭情況下之價格或報酬所能獲得之利潤甚多者而言。即事業利用其獨占地位壟斷決

定之價格含有超額利潤在內，故為「不當」。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3(最高
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690號判決) 為典型獨占事業不當決定價格案，認為原告(飛利
浦、新力、太陽誘電公司)恃其獨占地位在市場情事顯著變更情況下，仍不予被授權人
談判之機會，繼續維持原授權金之計算方式，使被授權人陷入長久支付不合理對價，

係不合理之剝削榨取，已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10條第2款規定。至於大台北區瓦斯提
高基本度數案(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1904號判決) ，雖然公平會及行政法院都認
為是獨占事業為不當之價格決定，但其實係獨占事業未提供正確完整之相關訊息讓其

交易相對人得依其需求選擇收費較少之燈表，而使其用戶一律裝設收費較多之燈表，

致須多付費用。此與前述第2款所規定之「不當價格」，指獨占事業利用其獨占地位
壟斷決定之價格含有超額利潤在內之情形並不相同。即本案燈表收費價格之標準，並

非如此，用戶所以須多付費用，係被誤導使用收費較多之燈表所致。故依其事實，適

用第4款「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較為妥適。
4.  其他濫用市場地位行為之內涵(中油拒絕續約案、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

2；歐美實務發展經驗：歐盟微軟案、歐盟英特爾案、歐盟高通案) 
在中油拒絕續約案(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1518號判決) ，獨占事業(中油公

司)對其經銷商中有向其競爭者亦購入液化石油氣者，不給予優惠折扣，此種差別取價
行為認為係第2款「不當價格決定」，並導致該經銷商因購貨成本比其他享有忠誠優
惠折扣之經銷商高，影響其競爭力，致其銷售業績差而因此被終止經銷資格，認為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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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款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本案顯示對經銷商為差別取價，以其「忠誠度不足」為
理由，並非正當，固可贊同。但不能因其與價格有關，即認為是獨占事業在追求超額

利潤而為壟斷之「不當價格決定」。應認為是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而屬第4
款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所規範之類型才較正確

12
。

又專利權之內容、功能及有效性等相關資訊於締結專利授權實施契約時，為被授

權人所關心之重要交易事項。在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2(最高行政法院101
年度判字第1001號判決) ，公平會以原告（飛利浦公司）為獨占事業而拒絕提供被授
權人有關授權協議之重要交易資訊，並禁止專利有效性之異議，為濫用市場地位之行

為，違反公平法第10條第4款規定。原審智慧財產法院認為被授權人依專利授權合約
給付權利金，當然要以取得合法有效之專利權為目的，倘專利權有得撤銷之無效事

由，授權人即不應以任何形式禁止被授權人質疑授權專利之有效性。因此原告如係利

用國內廠商擬取得授權之迫切性，要求其必須先撤回專利無效之舉發，始得簽署授權

合約，否則即拒絕簽訂授權契約者，則屬限制被授權人爭執專利有效性之不法行為。

但最高行政法院認為究竟有無廠商於授權契約洽訂時，已具體向上訴人（飛利浦公

司）提出授權專利之技術內容與橘皮書之規格間資訊之要求，且上訴人仍拒絕提供，

而有逕行要求被授權人簽訂系爭授權合約之情形，並未究明，即逕認上訴人未充分揭

露資訊予被授權人，而有公平法第10條第4款之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尚屬率論。至
於「須先撤回專利無效之舉發，始得簽署授權合約」之部分，最高行政法院認為該等

專利之舉發牽涉雙方就過去已發生授權金爭議，上訴人專利權授權金取得之正當性，

上訴人為求就雙方該專利過去已發生之授權金爭議，為一次性之解決，而要求被授權

公司撤回對上訴人授權專利之舉發，作為和解之條款及條件，並非憑恃其市場優勢地

位，禁止被授權公司不得質疑該專利之有效性及不能舉發。因此認為原審未斟酌上訴

人與被授權公司業已發生授權金之爭議及相關爭訟之事實，而於上訴人就綜合性之和

解條件中加入與授權金和解正當性相關之撤回專利舉發條款，即認上訴人不應以任何

形式禁止被授權人質疑授權專利之有效性，而屬限制被授權人爭執專利有效性之不法

行為，尚有可議。故廢棄原審判決並撤銷原處分。最高行政法院係因本案事實並不符

合獨占事業於締約時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授權協議之重要交易資訊，並於契約中約

定禁止專利有效性之異議，而認為上訴人並非獨占濫用行為。但並不否認如確有該等

事實及約定者，仍屬獨占濫用行為之一種。

又歐盟微軟案(Case T-201/04, Microsoft Corp. v. Commission [2007] ECR II-3601.)
中，在市場有影響力(支配力) 之事業微軟公司拒絕將「相容資訊」（interoperability 
information）提供給競爭對手，亦拒絕授權他人使用相關資訊，致使他人無法開發足

12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二冊) ，152(2015)。



第 2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4

以與微軟產品相互競爭的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歐盟法院認為該拒絕行為所涉

及之商品或服務，為鄰近市場（neighbouring market）欲進行特定活動時所不可或缺
（indispensable）之商品或服務。而因該拒絕行為排除此鄰近市場中所有有效競爭行
為，並因而阻礙了具有潛在消費需求的新產品的出現。以及微軟公司要求消費者於購

買用戶端個人電腦作業系統時，須同時購買串流媒體播放器之「捆綁銷售」，以串流

媒體播放器與用戶端個人電腦作業系統係屬兩種不同的產品，卻未給予消費者購買

微軟視窗電腦作業系統（Windows）但不購買微軟視窗媒體播放器（Windows Media 
Player）的選擇權，排除了串流媒體播放器市場中各種產品的競爭，認定違反歐盟運
作條約第102條13

第2項b款禁止「限制生產、市場或限制技術發展，造成消費者權益之
損害」的規定

14
。亦即歐盟法院在本案中認為獨占事業拒絕提供相關產業發展不可或

缺之相關資訊予其競爭對手，致限制產業及技術之發展，以及搭售不同產品致損害消

費者權益及排除搭售產品之競爭者，均屬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值得參考。

又歐盟英特爾案(COMP/C-3/37.990 - Intel) ，歐盟執委會認為英特爾(Intel)公司在
86型CPU桌上型、筆記型及伺服器型電腦市場皆長期擁有極高的市場占有率(整體產
品市場至少有80%，個別類型的電腦市場也有70%)，對於競爭者進入此市場時，擁有
顯著的阻擋力，而認為是獨占事業。其將商品賣給下游代工生產廠商OEM時，給予策
略性折扣方案，採取虧本販賣的方式，亦即以低於成本的價格以達排除競爭對手之目

的。歐盟執委會認為亦是一種濫用市場地位
15
，值得注意。

又歐盟高通(Qualcomm)案，歐盟執委會以高通公司在全球4G晶片市場擁有90%
以上極高的市場占有率，且掌握了許多4G晶片研發成果的智慧財產權，已形成頗高的
「市場進入壁壘」 (high barriers to entry) 。並以高通公司於2011年與蘋果公司簽訂協
議，高通公司承諾將支付「可觀的金額」(significant payments)給蘋果公司，而條件為
蘋果公司於其生產的iPhone手機和iPad平板電腦中，僅能使用自高通公司購得的4G晶
片。2013年時，高通公司與蘋果公司將此協議的效力延展至2016年。根據此協議，倘
13 歐洲運作條約第102條的規定：
一或一以上之事業於整體或大部分共同市場中擁有優勢地位時，不得從事任何濫
用優勢地位之行為；此行為有影響會員國間貿易之虞，有違共同市場之精神。
所謂濫用，較可能出現於以下行為之中：
(a) 直接或間接訂定不公平之買賣價格或訂定其他不公平之交易條件；
(b) 限制生產、市場或限制技術發展，造成消費者權益之損害；
(c) 以不同交易條件與不同交易相對人進行類似交易，故而將競爭上之不利益加諸
於特定交易交對人；

(d) 使契約的成立，取決於相對人是否接受額外義務；就此條件之性質或就商業習
慣而言，此條件與契約之主要內容無涉。

14 謝國廉，歐盟法禁止濫用優勢地位之規範與實務發展，對微軟案之評析。
15 謝國廉，歐盟法禁止濫用優勢地位之規範與實務發展，對英特爾案之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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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蘋果公司推出一新產品而裝置了高通公司競爭對手所生產的晶片，則高通公司將停

止支付上述所謂「可觀的金額」。蘋果公司若決定向高通公司的競爭對手購買4G晶
片，則蘋果公司應返還高通公司先前支付的金額中的「一大部分」(a large part)。認為
此項協議具有「潛在的反競爭效果」，即一方面相當程度上消除了蘋果公司向高通競

爭對手購買4G晶片的動機，而另一方面，雖然蘋果公司的4G晶片需求對於整個市場
上的所有競爭者皆有高度的吸引力，但實際上，高通公司的競爭對手在上述協議生效

後再獲得蘋果公司4G晶片訂單的可能性，幾乎完全不存在16
。歐盟執委會認為此種安

排具有「獨家交易」效果之協議，亦是一種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亦值參考。

5.  獨占規範與第20條垂直交易限制適用之區分(中台廢玻璃案、大安文山阻礙北都案)
依上述案例顯示，獨占事業如有「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拒絕交

易」、「不正當阻礙競爭者參與競爭」、「搭售」、「獨家交易」等行為者，均屬

濫用市場地位行為。但公平法第20條對「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拒絕交
易」、「不正當阻礙競爭者參與競爭」、「搭售」、「獨家交易」等行為亦有規範。

而違反第9條禁止獨占濫用行為之罰責較違反第20條禁止垂直交易限制行為之罰責較
重

17
，故二者法條適用之區分，仍屬重要。由於第9條係專為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行

為之規範，因此事業如被認定為獨占事業而有「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拒

絕交易」、「不正當阻礙競爭者參與競爭」、「搭售」、「獨家交易」等行為者，仍

應適用第9條並課予應有之罰責，始為正確之法規適用。但實務上，卻有事業市場力
量之分析上，依其市場地位或占有率得認定為相關市場之獨占事業，並有濫用市場地

位之行為，卻以其行為違反舊法第19條(新法第20條)規定而課以責任者。例如，中台
廢玻璃案(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267號判決)，表明原告於99年3月至100年4月
間係「市場上唯一」收受廢錐管玻璃之再利用業者，且為廢面板玻璃處理市場之主要

參進業者。在對其交易相對人為「獨家交易」、「限制使用」、「捆綁交易數量」等

限制性約款於99年下半年開始施行後，原告99年度在廢面板玻璃處理市場之市場占有
率增為52.54％，而其他主要競爭同業中，除肯達公司微幅增加至9.64％外，錫祺公司
降為15.39％、眾保公司降為19.99％。以此觀之，原告於「廢錐管玻璃處理市場」應
屬獨占，於「廢面板玻璃處理市場」亦屬寡占，則其限制交易相對人須以原告為廢面

板玻璃之唯一再利用工廠、不可委託其他廠商進行廢錐管玻璃之再利用、不申請廢錐

16 謝國廉，歐盟法禁止濫用優勢地位之規範與實務發展，對高通案之評析。
17 在刑責方面，獨占事業經令停止、改正又再為相同濫用市場地位行為之行為人之
刑責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違反第20條經令停止、改正又再為相同垂直交易限制
行為之行為人之刑責則為2年(公平交易法第34條與第36條比較) 。又罰鍰方面，獨
占濫用市場地位行為情節嚴重者，得處該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百分之十以
下罰鍰，而垂直交易限制行為之罰鍰則無此規定(公平交易法第40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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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玻璃廠內再利用及自行處理、廢面板玻璃進廠數量不能小於廢錐管玻璃之進廠數量

等為「獨家交易」、「限制使用」、「捆綁交易數量」之行為，應屬獨占事業阻礙他

事業參與競爭及濫用市場地位行為，但卻以違反舊法第19條第6款（新法20條第5款）
「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課予責任。又如，大安文山阻礙北都案(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1438號判決)，公平會認為原告(大安文山有線電視系統)
之市場占有率已達51.11％，應已達可認為獨占事業之標準，卻認為其僅「具有相當市
場力量」而已，因而以其自103年11月起陸續與4間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簽訂含獨家經
營權條款之有線電視收視合約書，認係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

為，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而以違反公平法第20條第3款規定論處。其所以不適用獨占
事業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之規範，是否因其上一會計年度事業總銷售金額未達主管機

關所公告之金額(新臺幣20億元)，而不認定為獨占事業(公平法第8條第2項)，因而不適
用獨占濫用行為之規範，實有必要，於理由中予以說明。

(五)  限制轉售價格規範之適用(立明限制清潔液轉售價格案、櫻花限制設備轉售價格
案、濟生限制胡椒案)
由於2015年2月4日第6次修正公布之公平法對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規範原則有重

大變革，修法前之舊法第18條，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一律禁止，並無例外18
。修正後之

新法第19條，限制轉售價格行為雖原則仍為禁止，「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設有例外

19
。因此適用舊法第18條之案例，多主張其行為並不構成限制轉售價格之要

件。即多以其交易相對人為「代銷商」而非「經銷商」，即其間並無買賣關係，故

無所謂「轉售」問題；並以其所定之價格為「建議售價」而非「限制售價」，及「未

因不遵守價格予以斷貨」而強調並無「限制」之意等為抗辯。例如，立明限制清潔液

轉售價格案(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825號判決)，原告(立明公司)即作如此主張。
但法院正確指出所謂「代銷」，係指以供應商之風險和計算將商品賣給他人，而向供

應商收取佣金之謂。是在判斷是否為代銷關係時，應就系爭事業間實質之交易內容加

以認定，諸如所有權是否移轉、以何人之名義做成交易、銷售價金之支付方式、不能

履約之危險承擔、商品瑕疵之擔保責任、報酬之計算方式等，用以判斷為何人之利益

而為計算；亦非僅憑契約之字面形式，而應就其實際之交易內容加以認定。並認本案

與上訴人（即原告立明公司）所謂以「代銷」交易之連鎖店，係以該店所屬公司或分

18 舊法公平交易法第18條：「事業對於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 
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應容許其自由決定價格；有相反之約定者，其約定無
效。」

19 新法公平交易法第19條：「事業不得限制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
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前項規定，於事業
之服務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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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義開具銷售發票予消費者，並未註明「受託代銷」，而非以上訴人名義開具發

票，且上訴人亦以「連鎖店」為買受人開具銷售發票，亦未註明「委託代銷」字樣，

形式上商品所有權已經移轉，故本案上訴人所稱之「代銷」，仍有所有權移轉及轉售

過程。故上訴人縱以「代銷」契約為名與部分經銷商簽訂合約，惟實際上該等交易方

式，應屬買賣關係。再者，形式上雖稱「建議售價」，但有證人指稱上訴人一再強調

「每瓶金雙氧都有流水號碼來管理，且有特別的客戶做特別的記號，如有調貨給惡性

拼價店或中盤商，以致市場秩序混亂，並損及公司利益者，查屬實必究辦」等語，足

證上訴人確有以斷貨、獎勵或流水號控管調貨之方法實施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亦即其

控管行為已發生實質限制價格調整之作用與效果
20
，而認為係在「限制價格」，因此

不採納上訴人之主張。

而適用新法第19條之案例，原告(被處分人)則多以具有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5條規
定

21
之「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防免搭便車之效果」、「促

進品牌間之競爭」等事由，主張其有「正當理由」。例如，櫻花限制設備轉售價格

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336號判決)、濟生限制胡椒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年度訴字第1833號判決) 等，原告均以此作為抗辯。惟行政法院或以其未提出具體
事證說明何以必須限制下游經銷商轉售價格，即可使經銷商提升服務品質，並得防免

為不提供服務之零售商所利用，增加自身銷量，而產生搭便車之情形。或以原告所提

資料並不足證原告為系爭轉售價格之限制，有助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效率、品

質之促進競爭情事，或原告所稱之避免經銷商哄抬價格等節。而不採納原告之主張。

按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對下游經銷商間為品牌內之競爭及在相關市場上為不同品

20 利用演算法計算追蹤，亦得作為價格監控之方法。見莊弘鈺，美國反托拉斯法、
歐盟競爭法有關數位經濟、平台經濟之規範發展及對我國公平交易法未來執法之
啟示，對ASUS, Denon & Marantz, Philips, Pioneer公司案(CASE AT.40465 – ASUS, 
EUROPEAN COMMISSION para. 15 (2018))之論述。該案各該公司是使用定價演算
法（pricing algorithm）將零售價格自動地調整為與競爭者相同之價格，並對於低
定價零售商為定價限制。以ASUS公司為例，其是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監控零售商
的價格是否有達到所建議轉售價格的水平，並要求提高零售價。ASUS利用價格偵
測工具建立整體零售價格資料的「線上地圖」（online map），若演算法發現經銷
商有價格偏離的情形，則ASUS會向經銷商提示線上地圖的節錄，要求遵守公司定
價政策。演算法也會協助ASUS發現比價網站中過低的筆記型電腦售價，而後要求
零售商將該品項從比價網站中移除。此有限制零售商單獨決定轉售價格的能力之
效果，而有影響市場競爭。

21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但書所稱正當理由，主
管機關得就事業所提事證，應審酌下列因素認定之：一、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
服務之效率或品質。二、防免搭便車之效果。三、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進之效
果。四、促進品牌間之競爭。五、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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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間之競爭，均有發生正面或負面效果之可能。因此，評價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是否應

為公平交易法所禁止，則不僅應觀察分析其品牌內價格之限制是在防止或形成不公平

競爭，而且也應重視衡量其對相關市場上不同品牌間競爭是否有促進或限制之影響。

由於立法政策上，對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係採取禁止原則，因此，主管機關所應證明者

為事業之行為確實有「限制轉售價格」行為；而事業主張其為例外有不應受禁止之

「正當理由」事由，則應由事業負擔其舉證責任。實務上，對此有正當理由之事項，

應要求有具體事證資料證明之。從而若上游廠商之產品銷售，依賴對該產品之功能、

特性、安全性、使用或操作方式等詳為解說，甚至須為示範或試驗以讓顧客充分認識

者，此種售前解說之服務，常為決定該商品交易與否之關鍵因素，而比價格因素更為

重要。因而上游廠商為順利推銷其產品，要求其下游經銷商均提供此項售前服務爭取

交易，且為防免下游經銷商有「搭便車」之不公平競爭，即不提供此項售前服務，卻

藉此所節省之行銷費用降低商品價格而可較優勢爭取客戶，因而有必要為限制轉售價

格之約定。故其所以為限制轉售價格之約定，其目的係為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

之效率或品質，並為防免搭便車之不公平競爭行為發生。且其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

品質係用以爭取交易，因而亦有促進不同品牌間優質競爭之效果。若有上述情況，應

認其有正當理由。惟是否確有上述目的及情形，須有具體事證或資料，以實其說。故

事業既然如此重視以商品售前解說之服務效率或品質為其爭取交易之競爭手段，則應

有事業如何訓練其經銷商能忠實解說其商品功能、特性、安全性、使用或操作方式等

事證或資料，以及對於不提供此項售前服務之下游經銷商有為督促、補救、警告、停

止供貨或終止經銷資格之文件資料或事證，並且事業以此優質售前服務及所定轉售價

格而得與其他不同品牌競爭者間為有效競爭所生之市場銷售消長變化情形之相關資料

等提出，始盡其有正當理由之舉證責任。

(六) 垂直交易限制規範之適用
1.  修法後條次及內容有變動，且原歸屬於第三章「不公平競爭」改移至第二章「限制
競爭」所生影響垂直交易限制行為之規範，在2015年2日4日修正前之舊法，係規定
於第三章「不公平競爭」章中第19條22

，在修正後之新法，則規定於第二章「限制

22 舊法公平交易法第19條：「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
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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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
行為。三、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
之行為。四、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
結合或聯合之行為。五、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取他事業之產銷機
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其他有關技術秘密之行為。六、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
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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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章中之第20條23
。其中並有下列內容之修正：

(1)  將舊法第19條前端序文「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
虞者，事業不得為之」，刪除其中「妨礙公平競爭」文字修正為「有下列各款行為

之一，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

(2)  將舊法第19條第5款規範「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取他人營業秘密」之
規定，因營業秘密法規範較周延可資適用，而予以刪除。

(3)  將舊法第19條第3款「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
己交易之行為」之規定修正為「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

從事競爭之行為」，並列為新法第20條第3款。
(4)  將舊法第19條第4款「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
爭、參與結合或聯合之行為」，增加「為垂直限制競爭」等字而修正為「以脅迫、

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聯合或為垂直限制

競爭之行為」，並列為新法第20條第4款。
(5)  其餘舊法第19條第1款杯葛、第2款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及第6款不正當限制交
易相對人事業活動之規定，則不變其內容而移置於新法第20條第1款、第2款、第5
款。

上述修正，除第3款及第4款文字及規範內容有變動外，其條文序文將「有限制
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修正為「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並置於第二章「限制競

爭」，表示新法將之完全視為「限制競爭行為」之規範，因此必須重視其對市場競爭

有無發生或可能發生限制或減損之作用及效果。與舊法時期其條文之特定款項，如

第1款「杯葛」、第3款「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
己交易之行為」、第5款「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取他人營業秘密」含有
「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規範性質，重視其競爭手段本身違反商業倫理或效能競爭本質

之不法性，而較不注意其行為對市場競爭有無發生或可能發生限制或減損之作用及效

果，有所不同。因此，案例適用舊法或新法，因所適用條文款項之規範內容有修法上

之變動，而影響對各該條款規範行為構成要件之解釋，必須注意。

又新法將第20條規範之行為歸類為限制競爭行為，且條文前端序文強調「有限制
競爭之虞」為要件，則其適用，必須注意其行為對相關市場之競爭可能發生或所生限

23 新法公平交易法第20條：「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
得為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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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三、以低
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四、以脅迫、利
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聯合或為垂直限制
競爭之行為。五、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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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影響程度。且受該限制競爭行為影響之相關市場，不僅是事業所屬相關市場，而

且更應包括及重視與該事業之交易行為有關連之上游或下游相關市場的競爭受到或可

能受到限制或影響之程度。此外，條文各款中所稱「無正當理由」(第2款)、「不正當
方法」(第3款、第4款)、「不正當」(第5款) 等不確定法律概念，既為該違法行為之構
成要件，則主管機關認為事業為該等違法限制競爭行為時，對該等不確定法律概念之

解釋，以及判斷具體事實確實符合該要件所依據之事證及理由，即有舉證及說明之義

務。

2. 第1款杯葛規範之適用(新光三越杯葛衣蝶案、揚聲伴唱帶差別待遇、杯葛案)
事業促使他事業對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行為，以妨礙該特定事業

之競爭或事業活動者，係不以自己之商品或服務為效能競爭以爭取交易，而係以促使

及借助他人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交易等之杯葛行為為手段，妨礙該特定事業之競爭，因

而其行為手段本身即有違反效能競爭之本質，為不公平之競爭手段。故公平法制定之

初即將之列為「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行為一種，而規範於第三章「不公平競爭」章

中之第19條第1款。但實務上，公平會向來即以其行為係在妨礙被杯葛之特定事業之
競爭，有限制競爭之作用，而認為應屬限制競爭行為。因此該條款之適用，須對相關

市場之競爭有限制之虞影響者，故認為發起杯葛行為之事業須在相關市場具有一定之

市場力量，始有發生「限制競爭之虞」的可能。從而適用該條款之案例，皆對發起杯

葛行為事業之市場力量有所表示。例如，新光三越杯葛衣蝶案(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
判字第1481號判決)，原告(新光三越臺中店) 在臺中地區百貨公司業之市場占有率達
33.4%，已成為專櫃廠商請求進駐之百貨賣場，顯具相當之市場地位。其對所屬專櫃
廠商表達「凡至臺中衣蝶百貨公司設櫃之廠商必遭撤櫃之處罰」，認為原告以損害特

定事業為目的，促使專櫃廠商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交易之行為，阻礙其參與競爭，並有

限制臺中百貨業競爭之虞，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19條第1款規定。又如，揚聲伴唱帶
差別待遇、杯葛案(最高行政法97年度判字第90號判決)，原告(揚聲公司)於伴唱帶授
權巿場占有率為18%，嗣後又取得好樂迪KTV及錢錢櫃KTV之獨家交易權。因好樂迪
KTV及錢櫃KTV之購買金額占伴唱帶授權金額60%，原告乃藉好樂迪KTV及錢櫃KTV
之巿場地位，挾視聽歌唱業者需要熱門伴唱曲與同業競爭之優勢，以免費借用方式提

供予未與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簽約之部分視聽歌唱業者使用揚聲精選金曲50首之新
曲，促使視聽歌唱業者為免遭受差別待遇而難以與同業競爭，而斷絕與弘音公司及美

華公司交易。係以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為方法，而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欲使弘

音公司及美華公司退出伴唱帶代理巿場，該行為並已對部分視聽歌唱業者產生斷絕與

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交易之實質限制效果，乃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19條第1款及第2款
規定。

其實，若重視杯葛行為對相關市場所生或可能發生之限制競爭效果，則應關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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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市場應在於被杯葛事業所處之市場，其競爭於何種程度將受到限制影響。為杯葛

行為事業之市場力量固為一種可能影響程度之指標，但杯葛行為事業之市場力量並不

代表被杯葛事業所處之市場，必然將受或可能將受與該市場力量相同程度之限制。以

上舉新光三越杯葛衣蝶案(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481號判決) 而言，究竟是其所
有專櫃廠商或有多少比例數量之專櫃廠商，受到新光三越發起之杯葛行為所警告，而

未至衣蝶公司設專櫃，以及其專櫃廠商數量占所有通常都在或可能在百貨公司設專櫃

廠商總數量之比例如何，並且因有該杯葛而未至衣蝶設專櫃廠商之年度營業銷售金額

占新光三越年度營業總銷售金額比例如何，是否多為具顧客吸引力之知名品牌廠商等

情形，皆應有所調查及說明，才是真正對符合「有限制競爭之虞」要件之交待。單以

新光三越在臺中地區百貨公司業之市場占有率達33.4%，即證明或推論其「有限制競
爭之虞」，尚嫌薄弱。在揚聲伴唱帶差別待遇、杯葛案(最高行政法97年度判字第90
號判決) ，其杯葛行為所影響之相關市場，固然為被杯葛事業與原告(揚聲公司) 處於
競爭關係而同屬之伴唱帶授權巿場，但發揮「有限制競爭之虞」之作用者，其實並不

是原告於伴唱帶授權巿場占有率為18%，而是其取得在伴唱帶授權金額占有60%市場
之好樂迪KTV及錢櫃KTV之獨家交易權所形成之市場力量。故評估「有限制競爭之
虞」，不能單憑為杯葛行為之事業在其所屬相關市場具有相當市場力量，即推論其杯

葛行為對被杯葛事業所屬相關市場之競爭必然發生「有限制競爭之虞」，甚至推論必

然發生與該事業市場力量相同程度之「限制競爭效果」。

又實務上，因認為發起杯葛行為之事業須在相關市場具有一定之市場力量始有杯

葛規範之適用，因此，雖其行為性質上為典型之杯葛行為，例如，擁有某項專利權之

廠商發出專利權侵害之警告信函予特定同業競爭者之經銷商，表示該特定同業競爭者

所製造之商品涉嫌侵害其專利權，因此要求販售該商品之經銷商於接信後，勿再販售

該商品，否則將追訴其責任。此種情形雖有發生妨礙競爭之作用，而具備杯葛之實質

要件，但因該專利權廠商並不具有相當市場力量，實務上，並不以其行為違反舊法第

19條第1款禁止杯葛之規定，而多以違反舊法第24條(新法第25條)「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顯失公平行為」論處

24
。

24 例如，映像公司發警告信函未明確說明其專利權範圍案（行政法院84年度判字第
12號判決）、亨茂電子實業公司發警告信函不當擴大其新型專利權範圍案（行政
法院84年度判字第1989號判決）、德保公司（專利權人）發警告信函告知其競爭
者產品已受法院假處分禁止生產案（行政法院86年度判字第1557號判決）、美商
普司通生物醫藥技術公司（專利權人）發警告信函未具體說明侵害事實，亦未附
侵害鑑定報告案（最高行政法院89年度判字第914號判決）、花仙子企業公司發警
告信函表示其競爭者「除濕靈」產品侵害其「防漏容器」新型專利案（最高行政
法院89年度判字第3422號判決）、名翊汽車裝潢公司（專利權人）濫發警告信函
未敘明侵害事實，亦未附侵害鑑定報告案(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93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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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2款差別待遇規範之適用(北捷不當限制投標案、民航局廣告招標案、台電不當限
制投標案、凱擘MG案1、佳訊MG案、全球數位MG案)
契約自由之內涵，有選擇當事人之自由、決定締約與否之自由、及契約內容決定

之自由。且契約自由為憲法所保障（司法院釋字第576號、第580號解釋）。而舊法公
平法第19條第2款所以禁止事業對他事業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者，乃為維護
市場自由及公平競爭秩序，防止市場因該差別待遇行為而發生妨礙公平競爭及限制競

爭之結果。而可能使市場發生限制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之效果者，唯有為差別待遇行

為之事業具有相當之市場力量才有此可能。蓋為差別待遇行為之事業如不具有相當之

市場力量，則受差別待遇之事業在市場上因尚有充分足夠之選擇可能性，自可另選擇

對其合理對待之事業進行交易，而不受該差別待遇行為之影響。故為維護市場自由及

公平之競爭秩序，而對事業之契約自由予以限制者，須該事業具有相當市場力量作為

前提，其限制始具正當性。

又新法公平法第20條之前端序文雖刪除舊法原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文字，
而僅保留「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並不表示差別待遇行為即不具有妨礙公平競爭之作

用。事實上，事業因受差別待遇而陷於不利之競爭地位，即是直接妨礙其與同業間之

公平競爭。而使其不能與他事業為公平競爭，其作用亦可認為是在限制該受差別待遇

之事業與他事業競爭，因此亦「有限制競爭之虞」之效果。故有關差別待遇之規範，

新法與舊法之解釋及適用，其實不應有兩樣。

差別待遇規範之適用，為差別待遇之事業須具有相當市場力量。但實務上，早

期有些案例對事業所處之相關市場界定及其市場力量評估基準並未作明確交待者，

例如，前述北捷不當限制投標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89年度訴字第1095號判決) ，民航
局廣告招標案(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第472號判決) 。晚近多數案例已均有交待事業所
具有之市場力量。例如，台電不當限制投標案(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6號判決) 
，以其所購吊臂價值占進口總值之百分之十，又所購車輛價值亦為進口總值之百分

之十二，而認為其在特定市場已具有相當之市場地位。又如，在凱擘MG案1(最高行
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81號判決) ，公平會認定原告在頻道代理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為
24.83%；在佳訊MG案(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5號判決) ，認定原告在頻道代理
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為25.41%；在全球數位MG案(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3號判
決) ，認為原告104年度於全國頻道代理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約為22.74％，而認定其具有
相當之市場力。顯示實務作法已有相當進步。

具有相當市場力量之事業為差別待遇之行為，須其「無正當理由」才構成違法。

在民航局廣告招標案(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第472號判決)中，公平會以原告於招標須知

。見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三冊) ，226-22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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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規定，投標廠商須具備實收資本額新臺幣1億元以上之資格，因該項資格限制，排
除實收資本額未達1億元之廠商參與投標，為無正當理由而限制投標廠商資格之差別
待遇行為。但行政法院則認為原告以其系爭招標案係屬政府公物出租，雖無政府採購

法之適用，然因公物出租與採購之法律性質相近，因此，參採政府採購法暨其相關子

法規定，以「實收資本額不低於招標標的預算金額之10分之1」為投標資格，並以系
爭招標案1年之預算金額為3億元，合約期間為5年，共15億元之12分之1範圍內制定投
標資格須具備實收資本額1億元以上之資格，並非無憑，而係有「正當理由」。且中
正國際航空站第一、二航廈，係屬出入境我國之門面形象所在，該招標案之商業廣告

設置妥適優良與否，就出入境旅客而言，乃屬甚為重要之印象，攸關國際出入境我國

之人士對於我國之觀感。故原告訂定廠商參與投標之資格金額限制，以期較為優良且

可靠之廠商參與競標，亦難謂無正當理由，因此撤銷公平會之處分。

又在有關頻道代理商對新進市場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於頻道授權契約時，約

定以開播區域之內政部公告行政總戶數之15%作為計價戶數基礎（又稱最低保證戶數
MG15）之案例25

，公平會認為頻道代理商對新進業者為此種計價方式，而對其他既有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卻非以此方式計價，而係以其實際收視戶數給予折扣計價，係給

予不同之交易條件，為無正當由之差別待遇，且有限制競爭之虞，認定違反公平法第

20條第2款規定。但公平會此項見解，雖受部分高等行政法院支持，但最後均為最高
行政法院所推翻而撤銷公平會之處分。以全球數位MG案(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
第23號判決) 中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為代表，予以評析。最高行政法院認為新進之系
爭系統經營者於104年之實際訂戶數均未達MG15(經營地區行政區域戶數15%)，然均
以MG15作為簽約計價戶數，並據以計算授權費用。反之，既有系統經營者實際收視
戶數則均已超過MG15，並按其實際收視戶數給予折扣計價，顯與新進之系爭系統經
營者之計價方式迥然不同。從而以授權費用及實際訂戶數換算為每戶授權費用作為判

斷基準時，既有系統經營者每戶授權費用實遠低於新進之系爭系統經營者之每戶授權

費用。由此足見新進之系爭系統經營者就上訴人(全球數位公司)所代理之頻道授權每
戶成本確實大幅高於既有系統經營者，是上訴人於105年以MG15作為計算授權費用之
交易條件，確實有對新進之系爭系統經營者及其同一競爭階層之既有系統經營者為差

別待遇之行為。

雖認有此差別待遇，但最高行政法院認為並非全無理由。以上訴人若對於新進之

系爭系統經營者於105年之授權費用計價標準，須調整至與既有系統經營者相同，將
使新進之系爭系統經營者甫進入市場，無須憑本身努力為效能競爭，即可取得每戶授

25 凱擘MG案1(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81號判決)、全球數位MG案(最高行政
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3號判決)、佳訊MG案(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5號判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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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成本趨近於既有系統經營者之成果，其結果必然導致系統經營者間削價競爭而以邊

際成本提供服務，或於短期內以低於邊際成本之價格爭取用戶，此競爭之結果，可能

導致市場僅剩下少數具規模優勢地位者存活，產業結構也可能因原處分機關強制依相

同條件締約，而更為僵化，實與通傳會開放政策相悖離。並指原處分並未考量因通傳

會開放政策，致新進之系爭系統經營者之經營區域擴大，其水平市場效應如何，則原

處分究係認為採用MG制度本身即已違反公平法第20條第2款，或上訴人以行政總戶數
作為MG計算基礎，或將MG門檻設為15%之交易條件始有違公平法第20條第2款，並
非明確，進而導致原處分所命上訴人之改正義務，究為上訴人不得使用MG作為交易
條件，或上訴人應以行政總戶數與有線電視滲透率之乘積作為MG之基礎？抑或上訴
人應將MG門檻自15%調整至何範圍，始得認其無差別待遇或可符合正當理由，或不
致有限制競爭之虞，均無從自原處分主文或理由中明確知悉，與行政處分明確性原則

顯有未合。由於原處分並未明確指出MG之門檻有無違法及如何違法，以致其課予上
訴人改正義務之範圍，亦難認明確，原判決未見及此，逕予維持原處分，尚屬率斷，

即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因而廢棄原判決及撤銷原處分。

最高行政法院對於向新進之系爭系統經營者以MG15計價收費，雖實質上構成差
別待遇，但認係有正當理由而不違反第20條第2款之「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但
新進之系爭系統經營者所爭執者，其實尚有「當其實際訂戶數超過MG15時，何以依
約仍須按其實際訂戶數計價付費，而不能如同既有系統經營者得按其實際收視戶數給

予折扣計價」之差別待遇，對此問題，最高行政法院並未交待是否亦有正當理由，而

遽認均有正當理由而撤銷原處分，是有違失。又最高行政法院指出本案涉及之問題尚

有以MG15計價收費是否偏高，尤其以經營地區行政區域戶數15%為保證戶數之計價
計算，係全國經營地區劃分為51區時代時頻道代理商及系統經營業者協商所獲致之共
識。然經營地區現已改分為22區，即經營地區已擴大、行政區域戶數已增加，卻仍然
維持MG15計價收費是否偏高，而構成「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競爭」之行為
而有違反第20條第3款之規定，是公平會仍應調查處理之問題。
4.  第3款低價利誘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規範之適用(和安行藥品1元案、天外天阻礙全
國數位案)
現行法第20條第3款「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

爭之行為」之規定，係將舊法第19條第3款「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
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之規定所為之修正。舊法第19條第3款禁止以脅
迫、利誘或其他違反商業倫理或效能競爭本質之不正當方法爭取交易。又該條款所稱

「不正當方法」並包括以違反商業常理之蝕本賤賣方式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

交易，而達到排除競爭者於市場上競爭目的之行為。在和安行藥品1元案(最高行政法
院103年度判字第31號判決、103年度裁字第1683號裁定) ，和安行公司於醫學中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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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附設醫院採購招標案時，以遠低於進貨成本之新臺幣1元競標銷售隆柏立普能膜衣
錠10毫克藥品(系爭藥品)，阻止東竹公司所生產而與系爭藥品主成分相同之學名藥之
競爭，並因此得以排除東竹公司後續參加國內多數大型醫院採購標案之資格條件。認

為係以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而有限制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

之虞，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19條第3款規定。
而在天外天阻礙全國數位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1442號判決) ，原

告(天外天公司) 自101年起與新北市三重區內部分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於有線電視集
體戶收視契約書約定獨家經營權契約，且於104年5月起於數位有線電視暨加值服務優
惠協議書約定社區經營權與暗管使用保障條款，要求管委會不得另與其他有線電視系

統經營者協議提供相關服務。公平會認為104年2月4日修正前公平法第19條第3款及修
正後公平法第20條第3款之規定內容、不法內涵均相同；縱認為本款修法後之構成要
件（規定內容）有所限縮或擴張，然違法行為具持續性，且違法類型之本質核心、立

法目的均不變，即應認構成要件具有同一性。因而認為原告為獨家交易之安排，乃持

續性違法行為，核已違反修法前、修法後之公平法規定，係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

參與或從事競爭，而有限制競爭之虞，構成違反公平法第20條第3款規定。但行政法
院認為舊法第19條第3款之體例、構成要件與104年2月4日修訂之公平法第20條第3款
並不相同，且裁罰部分亦較輕，屬法律變更，本件原告使用系爭獨家經營條款事實，

並不完全符合舊法第19條第3款，因此原處分此部分認事用法均有違誤，應予撤銷。
且認為原告於101年開始使用系爭獨家經營條款時，僅原告與全聯公司2家有線電視業
者，以新北市三重經營區（含三重、蘆洲及八里區）為市場，彼此互為競爭關係。而

全國數位公司遲自104年5月起始取得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營許可執照，而公平
法第20條第3款於104年2月4日始增訂以不正當方法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則原處分以
原告101年至104年2月3日間使用系爭獨家經營條款，係違反當時尚不存在之「不正當
方法阻礙尚不存在之事業(全國數位公司)『參與』競爭」之法律，其認定事實及適用
法律亦有違誤

26
。

按事業安排獨家交易之條款，具有排除現已存在及潛在競爭者競爭而專與自己為

交易之作用。舊法第19條第3款所稱「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

26 在大安文山阻礙北都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1438號判決) ，原告(大安
文山公司)自103年11月起，陸續與4間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簽訂含獨家經營權條款
之有線電視收視合約書，公平會認為係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
爭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規定，於106年8月作
成裁罰。原告不服提起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之訴無理由，於108年06月
20日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原告未上訴，判決確定。本案行為事實有部分亦發生在
104年2月4日新法施行之前，公平會適用新法裁罰，於本案受到法院支持，顯示法
院見解並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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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稱競爭者亦包括潛在競爭者在內。但有無違反該條款應著重在其安排獨家交易之

行為是否為「不正當方法」之論證上。尤其本案原告究竟係以「服務優惠」爭取管委

會之同意，抑或係利用其為該經營區域之寡占地位使管委會須為接受該獨家交易條款

之情形，實應為調查及說明。又如為後者情形，何以不適用行為時第10條第1款禁止
獨占事業以不公平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之規定論處，亦須為說明。又

違反舊法第19條第3款及違反第20條第3款之罰責有輕重之分27
，不能以其違法行為具

一貫持續性，即皆以新法之重罰裁處之，此乃違反裁罰法定原則。就此而言，行政法

院撤銷公平會之罰鍰裁處，並無違誤。

5.  第4款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參與限制競爭規範之適用(佳祥餐盒證書案、新世紀求才
廣告案、金門聯宏瓦斯共同調價案)
新法第20條第4款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參與限制競爭之規範，與舊法第19條第3款

規定不同之處，係在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聯合」之外，增加參與

「垂直限制競爭」之規定。其立法之基本精神，係事業參與限制競爭之行為應本於其

自己之自由意願與經營決策，故禁止他事業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其參與

限制競爭。此條所稱「不正當方法」，除其手段違背商業倫理或效能競爭本質之外，

並包括以差別待遇、排擠或妨礙其競爭等方法作為施壓之手段。由於此種行為之目的

在迫使他事業參與限制競爭，即有限制市場競爭之意圖及目的，故亦列為限制競爭行

為之一種。此條款禁止之重點在於不得以違反他人自由意願之方式施壓迫使他事業參

與限制競爭行為，故為此行為之事業並不以具有相當市場力量為必要。實務上，亦不

為此要求，例如，佳祥餐盒證書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00103號判決) ，
原告為防廠商為團膳餐盒價格競爭，藉核發臺中縣餐盒公會會員證書之事，強制要求

廠商簽立支票或切結書，係以脅迫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有

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19條第4款規定。又如新世紀求
才廣告案(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207號判決) ，認原告藉「實質獨家代理」蘋果
日報、中國時報及聯合報之關係，促使該3家報社就雇主依據「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
及管理辦法規定」刊登外勞稿業務，不為價格之競爭，致98年1月、4月產生大幅調漲
外勞稿價格之情形，認為係以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聯合行為，

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19條第4款規定。但亦有案例認為事業在市場上有相當市場力量
者，對其競爭者而言，即存在有無形之競爭壓力，因而如其主導相關市場之同業競爭

者為聯合行為時，係利用其市場上無形之競爭壓力為間接施壓，使同業遵從須參與聯

合行為，因而符合本條款之構成要件。例如，金門聯宏瓦斯共同調價案(最高行政法院

27 違反舊法第19條第3款規定之行為，依舊法第41條處予罰鍰之最高金額為2,500萬
元；而違反新法第20條第3款規定之行為，依新法第40條處予罰鍰之最高金額為
5,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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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度判字第1752號判決)，以原告事業在液化氣體燃料灌裝或直營零售之系統共有13
家，占有金門地區約62%之市場，且其負責人擔任金門縣液化氣體燃料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具有市場主導地位。因而其通知其他競爭事業調整一致之零售價格，為以不

正當之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行為，違反行為時公平

法第19條第4款規定。然依本案事實情形，其所為通知，亦可解為係「意思聯絡」，
並事實上導致其他同業為一致之共同行為，應可認為構成聯合行為(舊法第7條第3項、
新法第14條第2項) 。而公平會不以其成立聯合行為，而僅裁處原告「以不正當之方
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之理由，實應說明之。

6.  第5款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規範之適用(機車搭售強制險案、太平洋百貨
營業區域限制案、南一書局經銷區域限制案、高捷限制混凝土案、瑞影伴唱帶案、

中台廢玻璃案)
新法第20條第5款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之規範，其內容與舊法第19條

第6款之規定完全相同，僅條次與款次變動而已。該條款所稱「限制」，依施行細則
第28條，指搭售、獨家交易、地域、顧客或使用之限制及其他限制事業活動之情形。
又限制是否不正當而有限制競爭之虞，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

市場結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故實務上適用

本條款時，均注意行為之事業是否具有相當市場力量。例如，在機車搭售強制險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89年度訴字第1938號判決) ，認定原告(樺陽車業公司)銷售三陽機
車搭售華南產物保險公司2年機車「強制汽(機)車責任保險」，其三陽機車市占率為
30.35%；在太平洋百貨營業區域限制案 (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1876號判決)，認
為該百貨公司在臺北地區百貨公司及購物中心之市場占有率達23.85％；在南一書局
經銷區域限制案(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396號判決) ，認為原告與康軒公司及翰
林公司等3家事業在九年一貫課程部分、國小學科部分之教科書特定市場占有率達四
分之三以上（75%），即在教科書市場為寡占，並因參考書市場係伴隨教科書而來，
其等間具有相當關連性，並認原告於參考書市場之占有率已達10%以上28

，具備相當

市場地位；在高捷限制混凝土案(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1435號判決)，認定高雄
捷運於施工期間在高雄地區預拌混凝土需求市場占有率已超過10%以上；在瑞影伴唱
帶案(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070號判決)，認為弘音公司及瑞影公司於MIDI伴
唱產品市場之市占率分別為37%及50%，合計超過80%以上；在中台廢玻璃案（最高

28 南一書局經銷區域限制案(最高行政法院96年判字第396號判決)以商品之內容及其
使用目的之特性與具有獨占地位之他一商品具有「相當關連性」（參考書相伴於
教科書），即認定生產該商品及他一商品之同一事業，在該商品之市場上亦具有
相當市場地位，而未論述及實際計算該商品之銷售金額所占比例若干，論證上實
有欠缺。見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三冊) ，7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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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267號判決），認定該公司於在廢錐管玻璃處理市場市占率為
100%，在廢面板玻璃處理市場市占率為52.54％。

其中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之類型，涉及「搭售」者，為機車搭售強制險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89年度訴字第1938號判決) 、中台廢玻璃案(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
判字第267號判決)；涉及「獨家交易」者，有高捷限制混凝土案 (最高行政法院98年
度判字第1435號判決) 、瑞影伴唱帶案(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070號判決) 、中
台廢玻璃案（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267號判決）；涉及「地域限制」者，有太
平洋百貨營業區域限制案 (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1876號判決) 、南一書局經銷區
域限制案(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396號判決) ；涉及「顧客限制」者，有中台廢
玻璃案(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267號判決)29

；涉及「使用限制」者，有中台廢

玻璃案(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267號判決)。值得注意者，事業為達其有效擴張
行銷之目的，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有時不僅一種限制類型，而是同時併用

數種限制類型者，例如中台廢玻璃案(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267號判決) 同時為
「搭售」、「獨家交易」、「顧客限制」、「使用限制」即其適例。

又事業為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而有限制競爭之虞，固然須重視其在相

關市場之市場力量，以評估其行為對相關市場之競爭所生限制之可能性及影響程度。

但受該限制競爭行為所影響之相關市場，不僅是事業所屬相關市場，而且更應重視其

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所屬之相關市場，即與該事業之交易有關連之上游或下游相關市

場之競爭受到限制或影響之程度。以機車搭售強制險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89年度訴字
第1938號判決)為例，原告在三陽機車市占率雖有30.35%，但其所搭售之機車「強制
汽(機)車責任保險」，未必因此即當然占有強制汽(機)車責任保險市場30.35%。對於
因此搭售而使華南產物保險公司在強制汽(機)車責任保險市場之市占率產生如何程度
之影響，應提出相關數據加以說明，始能認定其確實對相關市場發生「有限制競爭之

虞」的之作用。

三、修法建議

(一)  修正第8條第2項以「市場占有率十分之一」為認定獨占事業最低門檻之規定，提
升為「市場占有率四分之一」

歸納上述判決案例，我國實務上關於事業之市場力量，其分類及等級，除公平法

29 比較法上， 歐盟任天堂案，任天堂公司與7個位於不同會員國的經銷商分別約定，
在任天堂遊戲機及卡匣價格較低的會員國，經銷商應拒絕將大量相關商品售予疑
似從事前述平行貿易的企業，其目的在於防止此等企業將商品出口至價格較高的
會員國以賺取價差。亦屬顧客限制。 關於歐盟任天堂案之介紹，見謝國廉，歐盟
法禁止濫用優勢地位之規範與實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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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及第8條明定之「獨占事業」等級外，在適用第20條第1款「杯葛」、第2款「差
別待遇」、第3款「不正當阻礙競爭」、第5款「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
時，要求事業須「具有相當市場地位(市場力量)」之等級。此等級事業之市場力量雖
不如獨占事業，但在市場上仍須具有相當力量，有影響市場競爭秩序之可能者。其認

定之標準，向來之見解認為在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十分之一以上者。採取如此低標準

之論據，係以事業在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十分之一者，即可跨過認定獨占事業之第一

門檻(第8條第2項規定參照)，從而如與其他一事業或二事業在相關市場之占有率合計
達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者，即有被認定為獨占事業之可能(第8條第1項規定參照)，因
而認定事業「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標準，應以其市場占有率達十分之一者為已足。

否則，如採更高標準即有可能使市場占有率達15%或四分之一者之事業為垂直限制競
爭行為時，其減損市場競爭程度可能較大，但僅受第20條之規範而罰則較輕(第40條規
定參照) ；而市場占有率達十分之一者之事業為垂直限制競爭行為，其減損市場競爭
程度可能較小，卻因與其他一事業或二事業在相關市場之占有率合計達三分之二或四

分之三而被認定為獨占事業，而須受第9條有關獨占濫用規範而罰則較重(第40條第2項
規定參照)之不合理之矛盾結果。

然2016年2月17日公平會第1267次委員會決議，將該門檻提高至15%，其修正理
由如下：「1.公平交易法第20條所規範之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行為，事業於相關市場
之市場占有率未達 15%者，推定該事業不具有市場力量，原則上無限制競爭之虞。
2.另考量市場運作實務，事業之市場占有率雖未達 15%，但若交易相對人對該事業不
具有足夠且可期待之偏離可能性，應認事業間有依賴性存在，該事業具相對市場優勢

地位，其限制競爭之行為仍得依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予以規範。」僅提高至15%以上標
準，而未修正第8條第2項以「市場占有率十分之一」為認定獨占事業最低門檻之規定
至15%者，仍會發生前述不合理之矛盾結果， 且提升15%數據之法理基礎何在，並未
見說明。

如要提高「有限制競爭之虞」之「具有相當市場地位(市場力量)」認定門檻標
準，其合理之論理依據，即應依據有關監督「垂直結合」之規範，以「參與結合之

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者」，其結合有申報義務（第11條第1項第2款規定
參照），則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以上事業，可認為在市場上已「具有相當市場力

量」，因而其與他事業結合，即有可能更增強其市場力量而形成支配市場之寡占或獨

占地位，對市場競爭結構將產生不利影響。故其為結合應事先向主管機關為申報，

俾主管機關注意及應否予以異議（延長期間）及為准駁之衡量。且我國獨占事業之

認定，係採取至多前三大事業之高標準，以「一事業在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二分之

一」、或「二事業全體在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三分之二」、或「三事業全體在相關市

場之占有率達四分之三」者為標準（第8條第1項）。因此，基於理論之一貫，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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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當市場地位(市場力量)」之標準，亦應採高標準30
。

從而為配合第20條「有限制競爭之虞」之「具有相當市場地位(市場力量)」認定
門檻提高至「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之標準，並為避免輕重失衡之不合理現象發

生，第8條第2項以「市場占有率十分之一」為認定獨占事業最低門檻之規定，即應修
正為「市場占有率四分之一」。

(二)  修正施行細則第3條有關認定獨占應審酌之事項，應增加較具體可證之事項，包
括擁有關鍵性專利或技術、所掌握之大量資料數據、所控制之關係企業集團、依

契約可掌控或確保其產品之上、下游產業之供給及銷售、以及能表現其雄厚財力

之資本額及資金等項目

施行細則第3條有關認定獨占應審酌之事項，除第1款有關「事業在相關市場之占
有率」及第5款「商品或服務之輸入、輸出情形」有具體數據可循外，其餘第2款「考
量時間、空間等因素下，商品或服務在相關市場變化中之替代可能性」、第3款「事
業影響相關市場價格之能力」、第4款「他事業加入相關市場有無不易克服之困難」
等均屬抽象不確定法律概念，不易操作。為方便執法認定，應增加其他較具體可證之

事項，包括：擁有關鍵性專利或技術、所掌握之大量資料數據、所控制之關係企業集

團、依契約可掌控或確保其產品之上、下游產業之供給及銷售、以及能表現其雄厚財

力之資本額及資金等項目。

30 歐盟執行委員會於2010年所訂定第330號規則（Verordnung(EU) Nr.330/2010 
der Kommission über die Anwendung von Artikel 101 Absatz 3 des Vertrages der 
Arbeitsweis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auf Gruppen von vertikalen Vereinbarungen und 
aufeinander abgestimmten Verhaltensweisen）第3條第1項規定，事業及其交易相對人
在其所提供或購買之商品或服務之相關市場占有率各未超過30%者，其所為垂直
合意，豁免限制競爭行為之禁止規定。在該規則序論總說明第(8)點，說明於此情
形，將不致產生嚴重限制競爭之效果，且一般而言，藉此垂直合意而提升生產或
經營效率之利益並將使消費者亦分享此成果。其反面解釋，即是事業在系爭商品
或服務相關市場之占有率超過30%者，其所為垂直合意，包括限制交易相對人事
業活動之合意，始應重視其有限制市場競爭之可能。
公平交易法第20條之適用，如參照上述歐盟法規定提高至30%者，即事業及其交
易相對人在其所提供或購買之商品或服務之相關市場占有率各未超過30%者不適
用時，則所牽動須修正之條文，將不僅第8條第2項認定獨占事業最低門檻標準市
場占有率十分之一須變動為百分之三十，並且第11條第1項有關結合申報義務之標
準規定，亦須配合為相應之修正調整，理論與法規體系始為一貫，從而其應修法
之條文將增加。且從向來以達市場占有率十分之一以上為標準之實務作法，遽升
為30%，升幅恐過大，並可能因此使實務對相關市場之界定趨向以較寬鬆之標準
界定之，對公平交易法之執法將影響深遠，因此並不建議比照歐盟法規定提高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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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9條第1款「不公平之方法」文字修正為「不正當方法」，使限制競爭行為不法
性之用語趨於一致

參酌公平法第9條第2款價格為「不當」之決定、第20條第3款其他「不正當方
法」阻礙競爭者競爭、第20條第4款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
第20條第5款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等涉及限制競爭行為不法性之
用語皆使用「不當」或「不正當」，因此為統一用語，宜將第9條第1款「不公平之方
法」修正為「不正當方法」，使限制競爭行為不法性之用語趨於一致。

(四)  垂直交易限制之規範應明定事業須有一定之市場力量，並且須因其行為使其所屬
相關市場或與其交易相關之上游或下游相關市場之競爭受到或可能受到相當程度

之限制或影響

現行實務上適用垂直交易限制之規範，尤其第20條第1款、第2款、第3款、第5
款，多要求事業在其所屬相關市場須有相當之市場力量，即有10%以上市占率，其為
垂直交易限制行為才對相關市場之競爭有發生限制之可能。則為明確此規範之適用條

件，即應在條文中明定之。又實務上多誤以為事業在其所屬相關市場已具有相當之市

場力量者，對交易相對人為垂直交易限制行為時，必然亦會使交易相對人所屬相關市

場(上游或下游市場) 之競爭，受到相當於事業在其所屬相關市場占有率相同程度之影
響，以致多忽略或不再調查分析其對上游或下游相關市場之競爭受到影響之程度。其

實垂直交易限制行為規範之目的，除防範事業所屬相關市場之競爭有無受到減損之影

響外，更有維護交易行為所涉上游或下游相關市場自由及公平競爭之目的。因此為使

實務上亦應注意垂直交易限制行為對其交易行為所涉上游或下游相關市場之競爭有無

發生及如何程度受到限制之影響的調查及分析，宜在法規中亦予以明定。

(五)  第20條第2款差別待遇係以妨礙上游或下游事業間之公平競爭而產生阻礙及限制
競爭之作用，此種特質應於條文中明示之，以促使注意相關市場之競爭所受影響

之性質及程度

差別待遇之行為所直接影響者為其交易相對人與其同業競爭者間之公平競爭，並

因此產生阻礙受差別待遇之事業在其所屬相關市場之競爭，因而有限制競爭之作用。

此種特質應在條文中明示，以使實務不應僅注意為差別待遇行為之事業所具有之市場

力量，更應注意其行為對其交易相對人所屬相關市場所生妨礙公平競爭及限制競爭之

影響。又施行細則第26條有關差別待遇有正當理由應斟酌情形之相關規定，在執法上
甚為重要，宜提升至母法中規定。

(六)  第20條第5款「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之搭售、獨家交易、地域、
顧客限制、使用限制之類型規定，應從施行細則提升至母法中規定，並應各給予

明確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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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之重要類型及其內容明確化，有助於區分其對

相關市場所生之影響各有不同之重點，有助於執法並促進垂直交易限制行為規範之發

展。現行法將其重要類型搭售、獨家交易、地域、顧客限制、使用限制等規定於施行

細則第28條第1項，應提升至母法中規定，並應各給予明確定義，以利執法。
(七)  第20條各款規定之5種行為類型，應分別各為一條個別規範之，並將施行細則相
關規定提升至母法中規定

第20條：「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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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

三、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

四、 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聯合或
為垂直限制競爭之行為。

五、 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
上述5款之規定共有5種限制競爭行為類型。其實每款規定行為之性質、不法性之

內容、所應較重視相關市場之競爭有無受到影響，究竟為事業所屬之相關市場或交易

相對人所屬之相關市場或兩者相關市場皆應相同重視？由於各款行為對所生影響各有

不同，因而在判斷其有無不法性時所應受重視之程度即非完全相同。例如，第1款之
杯葛，較重視對杯葛行為事業所屬相關市場之競爭所生限制之影響；第2款之差別待
遇，則較重視對交易相對人所屬相關市場之競爭所生限制之影響；第5款不正當限制
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中之搭售，則重視對搭售商品之相關市場之競爭所生之影響。因

此，5款規定5種限制競爭行為之類型既然各對不同相關市場之競爭所生限制，各有其
應受重視之程度不同，而將之統合規定於同一條文，且不分其所涉相關市場，一概冠

以「有限制競爭之虞」的條件，導致實務上多僅重視事業在其相關市場是否具有相當

市場力量之偏差，並非妥適，故有將其規定之5種行為類型，各分為一條個別規範之
修正必要。

(八)  增定禁止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濫用其市場力量對其交易相對人收取與促進
交易或銷售無關之不當附加費用之規定

現行實務上，「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並不包括對交易相對人收取

不當附加費用在內。但實務上，尤其在流通業，例如：量販店、超級市場、連鎖便利

商店以及百貨公司等，如事業在相關市場具有相當市場地位者，常有濫用此市場力量

對其交易相對人收取與促進交易或銷售無關之不當附加費用，而對其交易相對人進行

剝削並產生阻礙其競爭之效果。現行實務上係依第25條「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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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加以規範
31
，但鑒於此類行為經常發生而已形成一新類型之限制競爭行為，故應

增訂專條規範之。

四、建議修正之條文

綜合上述對各相關條文之修正建議，試擬下列修正條文，供參考：

(一)第八條
「事業無下列各款情形者，不列入前條獨占事業認定範圍：

一、一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二分之一。

二、二事業全體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三分之二。

三、三事業全體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四分之三。

有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者，雖有前二項不列入認定範圍之情形，

主管機關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

(二)施行細則第三條
「本法第七條所稱獨占，應審酌下列事項認定之：

一、事業在相關市場之占有率。

二、事業所擁有之關鍵性專利或技術、或所掌握之大量資料數據。

三、事業所控制之關係企業集團。

四、事業依契約可掌控或確保其產品之上、下游產業之供給及銷售。

五、事業之資本額及其他財力資金。

六、 考量時間、空間等因素下，商品或服務在相關市場變化中之替代可能性。
七、事業影響相關市場價格之能力。

八、他事業加入相關市場有無不易克服之困難。

九、商品或服務之輸入、輸出情形。」

31 例如，家福公司向唐家公司收取不當附加費用案(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1786
號判決、97年度判字第118號判決﹝再審維持原判決﹞) 、家福公司向紙類供貨廠
商收取不當附加費用案（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1409號判決、96年度判字第
1774號判決、98年度判字第1303號判決﹝再審維持原判決﹞）、萊爾富公司向九
光生物科技公司收取不當附加費用案（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543號判決）。
此外，事業雖認定為非獨占事業，但仍具有相當市場地位而濫用其市場力量對消
費者收取不當費用者之案例，例如，欣南天然氣公司向天然氣瓦斯用戶收取不當
外管裝置費用案（最高行政法院89年度判字第2975號判決）、金帝公司於震災後
不當提高小型發電機組價格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89年度訴字第1294號判決），
均以其行為違反舊法第24條(新法第25條) 予以裁罰。此不單純係保護交易相對人
包括消費者之權益而已，亦在貫徹競爭法上「市場力量不得濫用之禁止原則」，
而符合競爭法意義下維護公平交易秩序之目的。見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
實務(第三冊) ，214-21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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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九條
「獨占之事業，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以不正當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

二、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

三、無正當理由，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

四、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四)第二十條
「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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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商品或服務交易所涉相關市場有限制競爭之

虞。」

(五)第二十條之一 
「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不得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而對商品

或服務交易所涉相關市場有妨礙公平競爭及限制競爭之虞。

前項所稱正當理由，應審酌市場供需情況、成本差異、交易數額、信用風險以及其他

合理之事由認定之。」

(六)第二十條之二
「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不得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

事競爭之行為，而對商品或服務交易所涉相關市場有限制競爭之虞。」

(七)第二十條之三
「事業不得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

聯合或為垂直限制競爭之行為。」

(八)第二十條之四
「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不得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

交易之行為，致對商品或服務交易所涉相關市場有限制競爭之虞。

前項所稱限制，指搭售、獨家交易、地域、顧客或使用之限制及其他限制事業活動之

情形。

第一項限制是否不正當，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

品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

(九)第二十條之五 
「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不得濫用其市場力量而對其交易相對人收取與促進交易或

銷售無關之不當附加費用致阻礙其在相關市場上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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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Taiwan's Fair Trade Act (TFTA) governs the unilateral vertical restrictions 
on competition, mainly stipulating the abuse of exclusive position in Article 9, the restriction 
on resale prices in Article 19, and the restrictions on vertical trading in Article 20. After 
evaluating the important domestic court judgments regarding Articles 9, 19 and 20 of the 
current fairness law, and referring on the cases of the abuse of exclusive position of gia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 in Europ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8 recommendation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law enforcement for Fair Trade 
Commission.
1.  Amend Article 8 Paragraph 2 to set "one tenth of the market share" as the minimum 

threshold for identifying a monopoly business, and raise it to "one quarter of the market 
share."

2.  The text of "Unfair Methods" in Article 9, Paragraph 1 is amended to "Improper Methods", 
so that the terms restricting the illegality of competitive conduct tend to be consistent.

3.  The amendments to Article 3 of the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shall add more specific 
and provable matters concerning the determination of monopoly, including the possession 
of key patents or technologies, having a lot of data , the control of the related enterprise 
group, and the control or assurance of its products under contract Supply and sales of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dustries, as well as capital and funds that can express their 
strong financial strength.

4.  The regulation of vertical trading restrictions should specify that the business must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market power, and the competition in the relevant market to which it 
belongs or the upstream or downstream relevant market related to its transaction must be or 
may be subject to considerable restrictions or influence due to its behavior.

5.  Article 20, paragraph 2 of differential treatment is used to hinder fair competition among 
the upstream or downstream businesses and have the effect of hindering and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Such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clearly stated in the provisions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nature of the impact of competition in the relevant market and degree.

6.  The types of tying, exclusive transactions, geographic, customer restrictions, and use 
restrictions in Article 20, paragraph 5, "Improperly restricting the business activities of the 
counterparty of the transaction" shall be upgraded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rules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parent law, and shall give a clear definition.

7.  The five types of behaviors stipulated in each paragraph of Article 20 shall be individ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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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ed, and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enforcement rules shall be upgraded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parent law.

8.  Increasing an Article prohibits the abuse its market power of business to charge improper 
fees, which the promoting transactions or sales unrelated is. 

Key Words: Relevant Markets, Deeming a monopolistic enterprise,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Vertical Restraints of Trade,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Likelihood of Restraining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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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何之邁(臺北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

大作以聯合以外之限制競爭行為為探討重心，就修法建議部分，以下提出幾點粗

淺看法。

一、獨占

獨占部分若有修法研議，可言者二處：

(一) 寡占事業獨占之擬制與推定，涉及公平法第7條第2項及第8條第1、2、3項規定。
寡占事業若其間不為實質競爭，且對外於市場上共同具有支配地位，第7條第2項

擬制其為獨占。惟該條侷限於「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似未考慮到寡占市場可能

存在的非價格競爭。

另第8條第1項第2、3款規定採類如德國競爭法寡占事業推定獨占規定，然該條
第2項市占率十分之一之規定，似又與寡占事業「全體」推定獨占之法理不無扞格。
雖然本項之立法原意係「為防止因計算加總而將小規模業者列為獨占事業」（參見

81.6.24發布施行之「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4條說明）。第8條第3項規定乍視周
延，實乃反托拉斯個案判斷應有之基本認識，似無必要僅於此項贅言。

歸結之，關於上述議題，余見第8條第1項第1款可置於第7條第1項之後。第8條第
1項第2、3款移列現第7條第2項之後。至於第8條第2、3項均可刪除。
(二)過高價格規範之問題，涉及第9條第2款規定。

公平法第9條第2款之立法重心，「(二)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
持或變更：例如廠商不反應成本，不當決定價格以圖暴利，因此種行為不僅為排除競

爭最有效之工具，亦為攫取超額利潤最直接之方法……」（參見公平法立法說明第10
條第2款）。顯見公平法立法伊始，即對獨占過高價格嚴陣以待。

惟獨占過高價格宜否由競爭法直接介入規範，或以市場機制「淘洗」更為妥適，

在理論及實務規範上各國都存有歧見。若要直接以法相繩，如何精準且細緻有效介

入，更是一個重要且根本的議題
1
。如本文所示獨占案例分析僅飛利浦、新力、太陽誘

電案即有3則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該案第為國內獨占過高價格之適例。
是正本清源，關於獨占過高價格之規範，究為釜底抽薪採不介入之立場，或具

體、精緻化執法手段俾達介入規範之實質目標，需有抉擇。

二、轉售價格維持

如眾所周知，轉售價格維持在經過長時間適用「當然違法」法則，於2007年美國

1 何之邁，公平交易法要義，25~2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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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Leegin案之後，各國理論與實務咸皆改弦易轍，一致採行「合理原則」作為
違法判斷適用之基礎。

在合理原則適用下，轉售價格維持之負面限制競爭效果大致為：1.監控製造商階
段價格聯合；2.掩護經銷商階段價格聯合；3.封鎖新進製造商進入市場；4.提高零售價
格。至於其所帶來提高經濟效率因素大體為：1.防止搭便車；2.調和製造商、經銷商
間利益；3.促進不同品牌間競爭。

104年修法，轉售價格維持由原第18條改為目前第19條規定，理應體察國際重要
立法趨勢，由當然違反更易為合理原則，無乃目前該條立法與合理原則大異其趣，寧

稱其為具有臺灣特色之合理原則乎
2
？

三、個別限制競爭行為

第20條有5款規定，若言檢討內容，第3、4、5款皆有可言，限於篇幅，此處僅撮
其要者，即新修訂之第3款。

原第19條第3款規定：「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
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修法後第20條第3款易之為：「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
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二者頗有差異，可謂抽樑換柱。

略析該款規定，立法理由稱參考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20條，則其一，就立法
目的言，德國法該規定乃為保護中小企業之目的而設，我國法有此目的否？其二，就

適用主體論，德國法之適用主體乃經濟依賴狀態中具有「相對市場地位之事業」，即

經濟依賴狀態理論中之被依賴者，反觀我立法理由所示為「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

業」，二者概念一致否？其三，該款立法理由稱行為「雖未構成掠奪性訂價，但對市

場造成限制競爭效果者……」，惟進一步於細則第27條立法理由中又言，此處之低價
以平均變動成本為標準，則適用本款之行為究屬掠奪性訂價？抑未合掠奪性訂價，妾

身未明。

歸結之，在立法目的不明，適用主體不清，違法行為混沌的情況下，本款如何執

法，令人費解
3
。

四、買方優勢濫用

買方居市場之優勢地位，而要求賣方給予在競爭市場所沒有的優惠價格或其他更

優惠的交易條件，致有損害市場之競爭者，謂之買方優勢地位之濫用。

從公平法執法實務以觀，過往買方優勢地位濫用之案例，多涉及流通事業對上游

不當收取附加費用之行為。所稱「附加費用」係指貨款以外，流通事業向上游廠商收

取之其他額外費用。從所謂「上架費」開始，至今各種名目繁瑣之費用不勝枚舉。主

管機關為匡正不當收取附加費用行為，立下「事前透明且須符合直接關聯性與比例性

2 參見前揭註，87以下（尤96~97）。
3 參見前揭註，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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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並須不違反一般商業合理交易習慣」，作為規範之張本
4
。

承上，可言者三，其一，就目前實定法之規範言，已有第9條第3款，第20條第
5款及第25條，可資繩治上述買方優勢濫用行為，有無另立新條文之必要，容有商榷
餘地。其二，就行為事業市場力量態樣論，切合條文規範者，為獨占、逾市占率15%
事業及其他（如未符第8條第2項規模之「獨占」）。至所謂「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
業」，間有定位其概念之必要，或須更進一步與經濟依賴狀態下之「相對市場地位之

事業」作一釐清。其三，如上所言，目前主管機關定錨規範之原則，似僅止於上下游

業者商業利益衝突之衡平與矯正而已，若在競爭法上有其規範意義的話，應就事業濫

用行為所涉市場競爭限制影響之質量作一評估，始為正辦。至於對市場影響是否有必

要顯示於個別條文文字，似有待深論。

4 參見前揭註，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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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專利、競爭法與誠實信用原則：

以帝寶副廠車燈案一審判決為例

王立達
*

目　次
一、前言

二、案件基本事實、當事人主張與判決結果

三、 智慧財產權不等於獨占，但不能一概排除構成獨占、違反競爭法的可能性
四、相關市場界定

　　（一）一審判決見解與分析評論

　　（二）售後零組件倘若成本占比不高，應自行構成本案相關市場

　　（三）售後零組件獨立成為相關市場的另一主因：資訊成本過高

　　（四）日常用品之維修構件都可能構成單獨相關市場？

五、拒絕授權

　　（一）相關事實與可能適用法條

　　（二）可參考之違法判斷標準

*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曾任副院長暨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2017年至2019
年）。本文原以「售後市場拒絕授權之競爭法評價與誠實信用原則：智慧財產法
院賓士車燈設計專利侵害案一審判決評析」為題，刊載於公平交易季刊，第28卷
第4期，2020年10月，頁1-42。並以目前標題，發表於第27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
法學術研討會，2020年12月17-18日，臺北市：公平交易委員會，以及第24屆全國
科技法律研討會，2020年12月3-4日，臺北市：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感謝審稿
人提出針鋒相對的審查意見，研討會中李素華教授的提問與楊宏輝教授的與談。
會後筆者參酌發表過程中所獲心得，以及反對論者為文提出的各點看法，新增第
三部分、四（四）等處，並且修改五（二）與第六部分，以回應各項反對論點，
陳明未獲理解之處，並且調整先前研究未臻周延之點，完成此文。必須說明的
是，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曾經委託筆者，就本案於二審上訴時向智慧財產法院
提出專家意見書。惟本文全體內容均係筆者基於個人確信所為之客觀學術論述，
既不代表該公司立場，亦與其於各種場合就此議題所提出的各項主張並無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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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帝寶公司侵害Daimler所有之賓士車燈設計專利為實例，以智財法院本案
一審判決為對象，探討售後零組件之相關市場界定、拒絕授權、違反禁反言及權利失

效等競爭法與專利法交錯之關鍵爭議問題。本文認為車燈本身應構成獨立之售後相關

市場，Daimler就系爭車燈外形擁有設計專利，在其授權市場上具有獨占地位，卻拒
絕授權帝寶公司生產系爭車燈，在市場上排除具有不同特點的該公司產品，有害市場

競爭，不無可能構成獨占濫用。惟帝寶公司產品特點是否來自該公司創新研發成果，

法院應詳加調查審認，方可確定是否有違競爭法。2002年VDA代表包含Daimler在內
的德國汽車業對該國政府遞交聲明，表示不會對於副廠零組件製造商行使外觀設計保

護。搭載系爭車燈之賓士車款2009年全球同步上市銷售，同年Daimler在我國取得系
爭專利權後歷經8年未曾行使，卻突然提起本件侵權訴訟。該公司先前共同承諾加上
長期不行使權利之行為，具有誤導效果且引發副廠業者的信賴與投資，違反禁反言與

誠實信用原則，構成專利權濫用，應無法行使系爭專利權。此外，該公司長期未在國

內行使權利，和上述承諾合併觀察，顯露出不再行使權利之外觀，引發帝寶公司之信

任，可能已經符合權利失效理論的3項要素，同樣違反誠信原則。不過上述承諾發生
在德國境內，能否用以認定我國系爭專利構成權利失效，不無疑問。

關鍵字： 市場界定、零組件、智慧財產、拒絕交易、禁反言、權利失效、遲誤抗辯

　　（三）一審判決見解分析

　　（四）本案須深入瞭解競爭損害及侵權產品有無創新特性

六、違反禁反言與誠實信用原則

　　（一）相關事實及與競爭法之關連

　　（二）一審判決見解分析

　　（三）違反禁反言原則，構成專利權濫用

七、權利失效與誠實信用原則

　　（一）權利失效理論與美國法上遲誤（Laches）抗辯
　　（二）系爭專利是否構成權利失效？

八、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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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智慧財產權賦與權利人對於落入權利範圍之物、方法或資訊在製造、銷售、使

用、散布等面向之專屬排他權能（exclusive rights），權利人不僅可以藉由智財權強化
其市場力量，也取得從市場上排除競爭對手、要脅被授權人杯葛同業競爭者，或是與

其締結搭售、獨家交易等各種排他性契約條款的法律上力量，對於市場競爭可能造成

負面不利影響。智財權行使假若產生限制競爭效果，與競爭法彼此交會產生衝突時，

競爭法究竟應該如何適用，兩個法律領域間的競合關係應該如何安排方為妥切，一直

是具有相當難度卻又饒富興味的法學議題。隨著知識經濟興起，創新和智慧財產在國

內外企業價值與生產活動所占比重越來越高，智財權與競爭法的競合議題在當代產業

發展與事業經營上也越來越動見觀瞻，深受矚目。

耐久性機械如車輛、影印機、印表機之零組件，倘若係由產銷原廠或其授權或指

定廠商以外的業者製造或銷售，一般稱之為副廠零組件
1
，主要提供耐久性機械所有

人於售後維修時選購使用。副廠零組件為進入市場與原廠零組件同台競爭，提供消費

者另一種選擇，必須符合原廠設定的技術規格方能順利替代原廠零組件，侵害原廠與

規格相關智慧財產權的風險相當高。尤其汽車車燈除了用以改造車輛外觀的改裝套件

外，必須完全匹配（must-match）原廠對於車輛外型的原始設計，和原廠車燈外型幾
乎必須完全相同，才能符合消費者需求，在市場上與原廠零組件相競爭。即便假設副

廠車燈在外觀上仍有迴避設計的空間，也是極度有限，因此侵害原廠車燈設計專利的

機率相當高。倘若原廠拒不授權外觀設計專利，只有原廠產品可供售後維修時選購使

用，車主在缺乏替代品可供選擇的套牢（locked-in）情境下，可能只有聽任原廠抬高
價格，予取予求。智慧財產權與市場競爭的矛盾與衝突，在此類案件中著實格外明顯

而尖銳。

本文研究的具體實例：智慧財產法院（下稱智財法院）106年度民專訴字第34號
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帝寶公司）侵害Daimler AG（德商戴姆勒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Daimler）所有之賓士車燈設計專利乙案，就是屬於上述這類案件。在本案一
審訴訟進行過程中，承審法院要求兩造針對智財權與競爭法交會議題邀請國內學者提

出專家意見書，以充實辯論攻防，進行充分的審理
2
。雙方當事人在此階段總計提出了

1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汽車零（配）件交易案件之處理原則（2015年11月17日發
布），第二點第（三）項規定：副廠零（配）件係指非汽車製造商或代理商開發
或指定使用於其車輛，但與正廠零（配）件規格相符且未標示正廠授權使用商標
之零（配）件。

2 智財法院106年民專訴字第34號民事判決（判決日期：2019年8月16日），戊、
參、三、（三）、1，第2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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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份專家意見書，涵括本領域國內許多重量級學者，在質與量方面都是一時之選3
。在

此基礎上，一審判決內容對於市場競爭相關爭點逐一詳細論析，清楚表達法院見解與

論理基礎，堪稱國內歷年來對智財權與市場競爭交會議題處理最為用心詳盡的法院判

決，非常具有研究價值。特別是本案中原廠就車燈零組件是否具有市場地位，可以套

牢車主而限制市場競爭，涉及到售後維修之零組件本身是否構成獨立相關市場，抑或

與車輛本體共同構成單一相關市場。此乃競爭法長久以來聚訟盈庭的重要學理爭議，

不僅在產業實務上有其重要性，在理論層面更是值得深入探討。

按競爭法所稱之售後市場（aftermarket），可以細分為售後零組件銷售市場及售
後維修服務市場

4
。本案僅涉及前者而未牽涉到後者，內文倘未特別指明，以下所稱之

售後市場均僅指涉前者，並不包含後者。除此之外，本案尚涉及智財權人拒絕將設計

專利授權予副廠零組件製造商，導致下游售後市場之競爭可能完全遭到封堵，此種行

為是否違反競爭法，也是智財權與競爭法兩領域交錯之關鍵爭議焦點。除了上述競爭

法議題外，在誠實信用原則方面，本案亦有智財權人公開表示不行使智財權在先，歷

經多年實際上不行使我國系爭設計專利，遽然反悔訴請法院行使專利權之情形。此種

行為是否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構成專利權濫用而應該予以禁止，必須檢討兩種可能涉

及的下位階派生原則――禁反言與權利失效，在本案究竟有無違反情事，方可釐清上

述行為有違誠信原則之指控是否具有充分基礎。對此國內相關探討也不多見，同樣具

有研究價值。上述三大爭議面向一起出現，造就本案成為探討智財權保護與市場競爭

交錯互動的絕佳案例。

基於前述背景，本文將以本案事實與一審判決架構作為討論鋪陳脈絡，針對售後

零組件之相關市場界定、Daimler拒絕授權是否違反競爭法，以及該公司對於設計專利
權之行使前後反覆、長期怠於行使權利，有無違反誠信原則等三大主要爭議面向，整

合競爭法與專利法兩大領域，從學理層面深入加以探討，並且分析評論一審判決之理

3 原告Daimler公司提出李素華（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陳志民（中原大學財
經法律學系教授）2份專家意見，被告帝寶公司提出吳秀明（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
授，公平交易委員會第7、8屆主任委員）、楊宏暉（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楊智傑（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劉孔中（新加坡管理大學李光前
法學教授）、謝銘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等5份專家意見。以上專家經歷與
排列順序，悉依一審判決記載，見智財法院，前揭註2，戊、參、三、（三）、
1，第28段。

4 See Severin Borenstein, Jeffrey K. MacKie-Mason & Janet S. Netz, “Antitrust Policy in 
Aftermarkets,” 63(2) Antitrust Law Journal, 455-456 (1995); Jonathan I. Gleklen, “The 
ISO Litigation Legacy of Eastman Kodak Co. v. Image Technical Services: Twenty Years 
and Not Much to Show for It,” 27(1) Antitrust, 56 (2012). 例如在美國Eastman Kodak 
Co. v. Image Technical Services, Inc.乙案中，Eastman Kodak就以原廠售後維修用零
組件，強制搭售原廠提供之售後維修服務；see 504 U.S. 451, 458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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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構成。在內容架構安排上，本文第二部分將簡要整理帝寶公司侵害賓士車燈設計專

利之案件事實與一審判決結果，第三部分說明智慧財產權雖然不應被推定為競爭法上

的獨占，但也不排除具有獨占地位的可能性，智慧財產法也無意賦與權利人免受獨占

相關規範的當然合法地位。第四部分到第七部分分別就前述三大爭議面向展開理論研

究。有關誠信原則，除了在第六部分討論Daimler權利行使前後反覆，是否違反禁反言
原則、構成專利權濫用之外，在第七部分另就Daimler取得系爭專利後有8年時間未行
使其權利，是否構成權利失效加以探討。在這些部分，本文將逐一檢視各該爭點之判

決理由，尋思其論理基礎，分析有無略未注意的重點環節，或是從理論層面觀察值得

進一步全面思考之處，最後在第八部分總結全文。

二、案件基本事實、當事人主張與判決結果

Daimler乃是德國賓士車廠的母公司。該公司向智財法院起訴主張帝寶公司生產製
造、以DEPO品牌行銷的賓士E系列W212型汽車頭燈，侵害Daimler就同型車燈所擁有
的我國第D128047號「車輛之頭燈」設計專利，請求判決帝寶公司賠償6,000萬元（另
外加計利息），並且不得再生產、銷售構成侵害之車燈。已經製造完成的侵權商品、

半成品與專門用於製造該商品的器具應全部銷毀，並且在四大報以頭版一半篇幅登報

道歉。帝寶公司則提出其產製車燈並未落入Daimler主張之設計專利範圍；該專利具備
應撤銷事由；Daimler拒絕授權該設計專利，構成濫用市場地位之限制競爭行為；以及
Daimler起訴行使專利權違反誠信原則，構成專利權濫用等四大抗辯面向，主張對於系
爭專利尚未構成侵害，縱有侵害亦不應擔負侵權責任

5
。

智財法院審理本案後，一審判決認為系爭設計專利並不具備應撤銷事由，且帝

寶公司產銷的副廠車燈已經侵害系爭專利，同時也沒有濫用市場地位違反公平交易法

（下稱公平法），或是違反誠信原則、構成濫用專利權的情形出現。因此一審法院認

定帝寶公司應負系爭專利之侵權責任，判命其賠償Daimler 3,000萬元（利息外加），
禁止銷售系爭商品，銷毀庫存商品與生產器具，但是駁回了原告登報道歉之請求

6
。

由於副廠車燈除了用以改裝車身外觀的特殊套件外，必須維持與原廠車燈相同的

外型設計，才能和車身外觀及技術規格相互匹配，維持美觀與整體感，保持車體設計

風格與視覺特色，為消費者接受而得以進入市場，因此副廠車燈侵害原廠設計專利可

能性相當高。除此之外，一審法官早在審理過程第一階段即已公開心證，表明系爭專

利是否無效並非本案主要爭點
7
。因此是否侵害系爭專利與該專利是否無效這兩個爭

5 智財法院，前揭註2，戊、壹。
6 同上註，丁。
7 同上註，戊、參、一、第1段。不以主市場充分競爭為前提的主、後市場連動理
論，可參見Herbert Hovenkamp, The Antitrust Enterprise: Principle and Execution, 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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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不在本文設定的研究範圍，將不予進一步探究。本文對於判決理由的分析評論，

與在此基礎上所進行的學理研究，將集中在相關市場界定、Daimler拒絕授權有無違
反競爭法以及違反誠信原則三大面向上。就誠信原則而言，除了帝寶公司已提出的違

反禁反言原則等抗辯之外，本文額外討論此案案情可能涉及的另一相關抗辯：權利失

效，總計四大探討議題。

三、智慧財產權不等於獨占，但不能一概排除構成獨占、 
違反競爭法的可能性

在進入本案四大議題分析論辯之前，由於智慧財產權與競爭法上獨占規範兩者間

的基本關係究竟如何，經常是後續各種具體法理爭辯的真正問題根源，因此在本文論

述開展之初，有必要對此預先進行分析闡明，從根本層次釐清各種誤會與迷思，後續

文章論述與讀者形成的隔空對話，彼此討論才能夠扣合問題核心，不致失焦。

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45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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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地，只要並非

依照智慧財產法規正當行使權利的行為，即便該行為乃是智慧財產權的行使行為，

屬於該權利之保護範圍，仍然必須受到我國競爭法（亦即公平法）規定的規範。換

言之，智財權事實上並不是競爭法規範領域裡的飛地或租界，也不享有豁免其規範效

力的治外法權。雖然如同論者經常強調
8
，我國、美國及歐盟競爭主管機關在處理原

則中均一致承認，不可僅因專利等智財權或專門技術之存在，就推定權利人在相關

市場上具有市場力量或是獨占地位
9
。因此半個多世紀前美國法院判決中經常以獨占

（monopoly）稱呼專利的慣常態度10
，至少在1980年代之後已經逐步為主要國家所揚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98-102 (2005).
8 例如李素華，「設計專利權保護與權利行使─從維修免責之立法提案與新近訴訟
案談起」，專利師季刊，第44期，109-111（2021）。

9 公平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理原則，2016年8月24日公法字第10515606031
號令修正發布，第三點；U.S. Dep’t of Justice & Federal Trade Com’n,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ara. 2.2 (2017); Euro. Com’n,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 para. 9 (2014).

10 See, e.g, U.S. v. Univis Lens Co., 316 U.S. 241, 250 (1942) (“The declared purpose of 
the patent law is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he useful arts by granting to the 
inventor a limited monopoly, . . . .”); Mercoid Corp. v. Mid-Continent Inv. Co. 320 U.S. 
661, 666 (1944) (The necessities or convenience of the patentee do not justify any use of 
the monopoly of the patent to create another monopoly. The fact that the patentee has the 
power to refuse a license does not enable him to enlarge the monopoly of the patent by 
the expedient of attaching conditions to its use.) (Emphasis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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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尚且在2006年Illinois Tool Works案中，明言廢棄以往在搭售案
件（tying arrangement）中認定有專利保護就必然擁有市場力量的競爭法分析方式，要
求無論行為人是否擁有專利權，都必須逐案個別衡量其是否具有市場力量

11
。

但是在此必須辨別的是，前述基本原則僅係公開表明，智慧財產權的權利人及保

護標的究竟是否具有市場力量，必須依照競爭法上普遍適用的判斷標準客觀獨立地加

以判斷，與智慧財產權是否存在係屬二事，不得僅以智財權之存在而推定其具有市場

力量。此一原則不僅無意使智財權之取得和行使完全排除於競爭法規範範圍之外，為

了避免產生誤導，美國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還在同一份處理原則同一點的第1段
中先予表明：在競爭法分析適用上，本機關對於涉及智慧財產的行為，採用與涉及其

他形態財產行為相同的方法來進行分析，並且將各該財產權之特性分別納入考量
12
。

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理原則第7點第1項也
明定，專利或專門技術

13
授權協議之當事人若為獨占事業，而有該原則第6點第2至4項

例示之違法行為者，可能構成違反公平法第9條之違法濫用獨占地位。凡此在在都顯
示智財權人雖然未必具有市場力量或獨占地位，但是也不排除在個案中經過競爭法專

業分析，仍有認定構成獨占地位或具有市場力量之可能性。

縱使改由智慧財產權法角度切入進行觀察，也同樣可以印證上述兩大領域的基

本關係。智財權法授與各種智財權時，在作為權利取得門檻的保護要件或其他相關審

查事項上，並未出現對於其他可替代品所造成之市場衝擊，或是其他與市場競爭相關

之考量因素，也沒有劃定相關市場，評估授與智財權是否會在相關市場上造成獨占地

位或其他強度的市場力量，進而判斷就其創新程度而言是否值得給予保護。事實上在

權利取得與保護要件層面，各種智財權法長久以來並未考慮市場競爭因素，也未納入

相關市場、市場力量、需求面或供給面替代性等概念。甚至連保護標的能否實際商品

化、進入市場的可能性，以及迴避設計與替代品出現的可能性等，各種與商品化及市

場交易產生關連的層面，也都不在考量範圍內。由於個別智財權實際上造成的市場力

11 Illinois Tool Works Inc. v. Independent Ink, Inc., 547 U.S. 28, 45-46 (2006) (“Congress, 
the antitrust enforcement agencies, and most economists have all reached the conclusion 
that a patent does not necessarily confer market power upon the patentee. Today, we 
reach the same conclusion.”) (Emphasis added).

12 U.S. Dep’t of Justice & Federal Trade Com’n, supra note 9, paras. 2.0-2.1 (“for the 
purpose of antitrust analysis, the Agencies apply the same analysis to conduct involv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 to conduct involving other forms of propert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a particular property right”) (emphasis added).

13 該處理原則所稱之專門技術，必須符合營業秘密之法定要件，基本上係指技術類
型的營業秘密；參見公平會，前揭註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理原則，2016年8
月24日公法字第10515606031號令修正發布，第四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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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從獨占地位到欠缺商業化可能性，差距非常大，倘若現行法體系有意透過智財權

法賦與獨占地位或其他市場力量，並且排除競爭法對其行使行為加以干涉的可能性，

則在權利保護要件上必定會評估其創作高度在相關領域是否達到突破性的程度，並且

值得特別給予獎勵或保護，方可充分正當化此時對於競爭者及使用者所可能帶來的明

顯損害。智財權法在此部分長久以來一直保持沈默，付之闕如，唯一合理的解釋就

是在智財權利授與的層面無意處理與市場競爭相關的各種問題，而是保留在權利行使

層面交由競爭法與誠實信用原則，以及智財法中為數有限的權利限制規定，針對不同

型態的個別行使行為來加以處理。因此仔細考察現行智財法後亦可得知，智財權法本

身應無意透過權利之授與，將智財權利範圍的全部或一部完全排除競爭法之適用可能

性。

筆者個人一向認為，基於我國公平法對於智財權行使特別設置第45條之立法用
意，以及基於事業創新活動所提供的長期、動態競爭乃是市場競爭的重要來源，智財

權縱使因為以「賦與排他權之法律保護」來鼓勵創新，與競爭法以短期靜態競爭來促

進創新，兩個法律領域在規範手段方面有所扞格，然而就雙方促進產業創新之共同目

標而言，短期靜態競爭可以刺激創新動機，監督事業不可懈怠，排他權保護則可排除

剽竊抄襲，提高創新的獲利機會，兩種手段著實缺一不可。因此競爭法面對智財權行

使行為之際，必須考量其背後帶來的鼓勵創新與促進長期動態競爭的可能效用，相對

應地給予較多的尊重與自由行使空間
14
。雖然如此，在競爭法充分考量智財權特性及

促進創新與競爭之效果後，不免仍有可能依照個案事實，認定權利人具有市場力量

（含獨占地位），甚至因為智財行使行為引發的限制競爭效果過於強烈，相較於鼓勵

創新等正當事由依舊不成比例，因而認定該行為違反競爭法。

在上述基本關係架構下，智財權利人究竟是否如同論者所主張，並沒有授權他人

實施其智慧財產、與他人共享研究成果的競爭法上義務
15
，究其實際也無法超越個別

具體案件，抽象性地一概而論。實則，除非否定競爭法有關拒絕授權的相關規範，也

排斥將拒絕交易歷來累積之違法案例與判斷標準經過合宜調整之後適用於智財授權之

上，否則在個案中智財拒絕授權行為倘若不幸遭認定為違反競爭法，此時要求權利人

必須以適當方式對外授權系爭智慧財產，毋寧是最有可能出現的個案救濟措施。雖然

如此，當代競爭法基於肯定智財權促進創新之重要機能，在尊重其自由行使的基本態

14 基於這些理由，以及智慧財產具有非敵對（non-rivalry）與不易排他（semi-
excludability）的特性，筆者對於公平法第45條向來採取「違法衡量因素說」，
認為本條在性質上並非部分排除競爭法適用之豁免規定，而是要求競爭法適用時
必須考量智財權促進創新與市場競爭之功能，給予較大的尊重與自由空間；王
立達，「競爭法對於智慧財產權市場力量之管制─以有線電視頻道授權案件為
例」，月旦法學，第84期，150-156（2002）。

15 李素華，前揭註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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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只有在例外情況（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始有可能認定智財權拒絕授權係
屬違反競爭法，絕大多數情況下並不會有此要求

16
。至於潛在可能構成違法的絕對案

件數目究竟有多少，雖然缺乏基礎資料允許進行任何型式的揣測，但是相對於現今專

利、著作權等主要智慧財產權法所設定的權利取得門檻與保護要件並不甚高
17
，受到

保護的智慧財產權每年以不小數量成群出現的現實狀況
18
，即便可能構成違法拒絕授

權的案件在其中所占比例極端地低，在絕對數目方面是否必定會稀少到絕無僅有，或

是萬中無一的地步，亦未可知，尚乏事實資料足以預想推估。

四、相關市場界定

（一）一審判決見解與分析評論

依公平法第5條規定，相關市場是指特定產品與其他產品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
圍，它是用以釐清競爭關係、進行市場分析的基本框架，也是衡量市場力量的基準。

對於維修用車燈所處的相關市場，本案一審判決採取原告方陳志民教授意見書提出的

主、後市場連動理論，認為就算車主在售後車燈市場被套牢而無替代選擇，但在主市

場（車輛本身之銷售市場）已有充分競爭狀態下，售後市場套牢效果就市場競爭而言

並沒有實質意義，故可將主市場與售後市場視為同一相關市場
19
。依照帝寶公司提出

的2008年學者統計資料，我國車主換購新車的週期約為8至10年，汽車市場整體僅有

16  詳見本文五、（二）有關歐盟對於獨占事業拒絕授權之判斷標準與案例分析介
紹。

17  例如就專利中公認難度最高的發明專利而言，依專利法第21、22條規定，只要是
利用自然法則的產業技術發明，先前未曾出現，而且同領域具有通常知識之人
「無法輕易完成」者，就可以充分揭露其發明內容，向主管機關申請專利。至於
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的原始非抄襲性創作，依照著作權法第3條第1
款與學界實務通說，僅需表現出作者的個性（或稱個別性），具有最低程度的創
意（或稱創作性）（some minimal degree of creativity），無須經過主管機關審 查
或登記，即可取得著作權。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10版，元照出版公司，103-
104（2020）；羅明通，著作權法論（I），7版，自刊，156-164（2009）；最高法
院97年度台上字第1214號民事判決。

18  依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財局）統計，最近十年間（2011至2020年）我國
每年發明、新型、設計3種專利的發證件數總計，最低為2011年的50313件，最
高為2015年的78089件；智財局，109年智慧財產局年報，初版，智財局，79
（2021）。採取創作保護主義，無須主管機關審核或登記的著作權，每年生成數
目或許也不會少於此數。此外，我國法還另外保護營業秘密、品種權、積體電路
布局權等其他種類的智慧財產權。至於商標權等保護公平競爭秩序下事業應有權
益之智財權，與公平法處於互補合作關係，與此處討論的智財權與競爭法基本關
係在性質上有所不同，併此敘明。

19  智財法院，前揭註2，戊、參、三、（三）、2，第3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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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至5%的成長率，卻有11家汽車廠商分食20
，市場結構並不集中。陳志民教授根據交

通部公路總局對各廠牌新車領牌數及專業汽車評論網站統計，認為賓士車廠在我國汽

車市場的占有率約為6%至8%21
，並不甚高。一審法院根據這些統計資料，認定我國汽

車市場競爭激烈，主市場的競爭約束足以傳遞至售後市場而產生連動，因此兩者應該

合併構成本案相關市場
22
。

對於耐久性商品而言，由於商品本身具有相當長的使用壽命，如果在售後市場沒

有副廠零組件與原廠競爭，消費者購買主產品之後，勢必面臨一定年數的套牢狀態，

前述國內車主平均8年至10年才購車一次，即為具體例證。因此假若售後車燈因缺乏
競爭而價格高漲，應無法主張這麼長時間的套牢效果在競爭法上無關宏旨，不具任何

實質意義。因此一審法院採用的主、後市場連動理論，應非主張在主市場具有充分競

爭時即可無視於售後市場之套牢現象，毋寧係假定售後更換車燈之支出占該車型從購

入到脫手或報廢之整體生命週期的成本比例夠高，且車主就車燈進行交易判斷所需相

關資訊，例如更換頻率、正副廠頭燈的品質與價格分布等，在車主作成購車決定時均

可順利得知，故在主市場選購車輛時會將售後更換車燈所需成本全數一起納入考量，

方有可能和後市場產生連動效果。此種見解未經考察個別廠牌及售後零組件之實際市

場狀況，逕自一般性推定售後市場與主市場間資訊充分流通，並無任何障礙，個別售

後零組件更換成本占該車型之生命週期總成本比例也夠高，應可將之定位為「推定導

向」的主、後市場連動理論。

一審法院認為帝寶公司提出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Kodak判決23
與吳秀明教授意見

書都贊同上述理論，但是事實上吳秀明教授認為：「當主產品市場有眾多品牌，即品

牌間競爭（inter-brand competition）夠強、當消費者使用時必須更換次產品的頻率越
高、當次產品的價格占產品總價的比例越大時，次產品縱有特殊規格，生產者也不敢

任意漲價
24
」，此時主市場與售後市場方才屬於同一市場。本見解認為除了主市場競

爭程度之外，還必須實際考察個別零組件之維修更換頻率、更換成本及占產品總價的

20  葉雪美，「複合式產品售後維修零件之設計保護及免責條款的法制研究－以汽車
售後維修零件為例」，智慧財產權月刊，第110 期，26（2008）。依交通部公路
總局統計查詢網資料顯示，2014年至2019年國內小客車新車領牌數（含自用及營
業用），每年約在37.9萬到39.6萬輛之間波動，https://stat.thb.gov.tw/，最後瀏覽日
期：2020/4/8。

21  智財法院，前揭註2，戊、參、三、（三）、2，第32段。依交通部公路總局統計
查詢網資料顯示，賓士車廠占我國小客車新車領牌數（含自用及營業用）之比
例，2017年至2019年每年約為7.1%到7.7%，https://stat.thb.gov.tw/，最後瀏覽日
期：2020/4/8。

22  智財法院，同上註，戊、參、三、（三）、2，第32段。
23  Eastman Kodak Co. v. Image Technical Services, Inc., 504 U.S. 451 (1992).
24  智財法院，前揭註2，戊、參、三、（三）、2，第3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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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方可斷定兩者是否構成單一相關市場。此處雖未提及售後市場與主市場間資訊

流通是否暢通無礙，不過相較於前述推定導向之專家意見與法院見解，本說依其主張

應可定位為「現實導向」的主、後市場連動理論。以此觀點判斷是否構成單一相關市

場時，著重考察個別零組件之實際市場狀況及其於主商品選購決定時所占比重，評估

方式及關注焦點與前述法院所採取的「推定導向」主、後市場連動理論具有明顯差

異，實不可不辨。

同樣基於現實導向的主、後市場連動理論，楊宏暉教授意見書進一步主張，由於

車輛維修與更換零組件具有偶發性及高度不確定性，車主在購車或換車時要瞭解售後

市場實際狀況之資訊成本（information cost）過於高昂，車主很難取得充分而完整的
資訊，故維修成本對於購車決定並不具足夠的影響力，必須將售後市場獨立出來分別

觀察
25
。此外，車主如果不滿意目前駕駛車款的零組件價格與品質，賣車換購其他車

款的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相對於零組件價格而言也偏高，這兩項因素在個案中
也可能導致主市場的競爭制約無法傳達到售後市場，主、後市場之間無法實際產生連

動關係。

針對此點，一審判決將車主區分為3種類型，其一為明知售後車燈選擇有限、價
格可能較高，但仍願意購買該車型的車主；其二為購車時雖然不知售後車燈選擇有

限、價格較高，但獲知之後認可這就是品牌價值的車主；其三為購車時不知售後車燈

選擇有限、價格較高，獲知之後認為售後市場競爭不足，導致其消費權益受損的車

主。一審法院認為將售後市場獨立界定為本案相關市場，主要乃是為了保護上述三

類之中的第三類車主。判決理由在此質疑第三類車主如果著實在意售後車燈之銷售價

格與可選擇性，何以不在購車時多多留意評估該車款車燈維修更換之價格與頻率？對

於這群不願意投入資源進行評估，卻又在意售後零組件取得價格的車主，在法律上是

否值得保護
26
？法院並且認為，如果將售後車燈市場認定為獨立市場，原告Daimler為

了維持主、後市場的整體銷售利潤，很可能會調高主市場系爭車款之銷售價格。然而

前述第一種和第二種車主未必偏好這種高汽車售價、低維修成本的銷售模式，畢竟維

修頻率與維修需求因人而異。因此在競爭法上應該尊重個別車主的自主選擇空間，避

免損害前兩類為了較低汽車售價，願意忍受較高零組件維修更換成本的品牌認同消費

者
27
。

資訊成本是否直接影響主要產品與售後零組件市場的連動關係，在性質上屬於事

實層次的問題。然而本判決在提出車主三分法之後，卻沒有舉出足夠的證據資料，從

事實層面就資訊是否充足對於主、後市場是否連動足以產生影響之命題進行反駁，反

25  同上註，戊、參、三、（三）、2，第34段。
26  同上註。
27  同上註，戊、參、三、（三）、2，第3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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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跳躍到價值判斷層次，從結果面提出評價，主張零組件降價未必能夠達到3類型車
主全體效用極大化的狀態。上述兩者在論理層次上迥然不同，一審判決如何能以後者

否定前者，在邏輯推演上十分令人詫異。

競爭法重視的應該是保護競爭本身，藉以保護消費者整體的利益，而非保護特

定競爭者或特定消費者族群。如果捨此弗由，直接跳到車主三分法，希望衡平保護第

一、二類重視品牌、不懼零組件高價、希望買到低價全車的車主，第二類車主的利益

將同樣受到損害。其原因在於，如果事實上因為購車時獲取維修零組件成本資訊困

難、占車價比例低等原因，主、後市場連動性不足，構成兩個不同市場，那麼在購車

市場上因為仍有多種品牌相互競爭，Daimler的賓士車就算要拉高售價，仍然受到其他
品牌競爭的抑制，無法任意調高售價。但是在售後零組件市場上，Daimler如果藉由設
計專利掃除副廠競爭，此時就沒有競爭者可以抑制賓士原廠零組件的定價，只能任由

其抬高維修零組件的價格。重視品牌價值的車主，既然會想要以較低價格購入全車，

總是還會在意價格與成本吧？就算其主觀上不在意，如果一審法院認為車價變高對之

不利，在全車價格受到市場競爭抑制的狀況下，任由零組件價格因缺乏競爭的抑制

而節節上揚，這種情況就會對第二類車主更為有利了嗎？實在令人狐疑。由此觀之，

即使在本案中認定主、後市場連動不足，售後市場為獨立相關市場，導致全車售價上

漲，由於如此一來既可免除售後市場僅有高價車燈可供選擇的車主套牢現象，全車市

場又有各品牌強敵環伺所形成的強勁競爭，無論哪一類車主均可享受到市場競爭所帶

來的消費者福祉，在車主三分法之下豈不更為皆大歡喜？

此外，法院此處論點其實與本判決先前主張的推定導向主、後市場連動理論，具

有明顯的內在矛盾。該理論強調主市場具有充分競爭時，其產品銷售與售後零組件價

格之間必定具有連動關係，應屬於同一相關市場。而在一審法院提出的車主三分法之

中，第一類和第二類車主購車決定比較不會受到售後零組件價格高低的影響，真正造

成主市場與售後市場連動關係者，正是第三類車主。但是法院卻認為第三類車主是否

囿於資訊成本及轉換成本過高而使得主、後市場無法產生連動，並不值得加以重視，

直接推定兩者產生連動即可。按法院認為第三類車主無法獲知充分資訊，導致套牢在

原廠高價零組件之上，乃是此類車主懈怠蒐集維修零組件之市場資訊所導致，與資訊

成本及售後市場缺乏競爭並無關連，因此無須調查相關證據，以免損及第一、二類車

主的購車偏好與主觀效益。一審法院在前後理由結構上是否出現明顯矛盾，還是其真

意並非僅止於推定導向，而是將主、後市場「視為」具有連動關係，可能也會滋生不

少的懷疑問號。

事實上，一審判決提出的車主三分法，同樣係以車主購車時已經擁有足夠的資

訊，可以掌握各種售後零組件之更換頻率、價格分布與品質選擇為其前提。試想如果

這些資訊紛亂混雜、難以釐清，不易達到「明知」的狀態，第一類在購車時明知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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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組件價格偏高卻仍購入的車主比例就會減少。至於其他在購車時缺乏此等資訊的車

主，在獲知之後是否後悔購入該車款，實際上須視各售後零組件之市場競爭狀況及價

格水位而定。如果零組件價格高、選擇少、占車價比例高，第二類車主所占比例也會

縮小。換言之，無論售後零組件市場為原廠把持的嚴重程度如何，均堅持獨沽一味的

品牌忠誠車主，相對而言應該屬於少數。因此在法院提出的三分法之下，3種類型的
購車車主分布是否平均，是否分別都占有相當比例，還是第一、二類車主相對於第

三類車主而言係屬少數，實在不無疑問。尤其是賓士汽車在我國擁有廣大的二手車市

場
28
。二手車購入價格本就較低，售後維修成本占購車價格比例相對較高，二手車主

在消費性格上又大多屬於精打細算型，屬於第三類車主的可能性相當高，更是不容忽

視。價格較低的副廠零組件，若是遭到原廠以設計專利從市場上封堵殆盡，將會直接

破壞二手車主打算仰賴副廠零組件進行維修，以便出入均有高級房車代步的高CP值購
車策略。如果援用一審法院針對個別類型車主利益加以考量的評價觀點，Daimler系爭
行為對於占比較高的第三類車主造成顯著不利影響，如何能夠免於違反競爭法的指摘

呢？

再者，一審判決上述見解，其根本思想係認為車輛售價與維修成本的配比，應

該由全體消費者透過自由市場價格機制共同決定，不應以法律強制壓低零組件之價

格。然而自由開放市場發揮效能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消費者必須擁有足夠的交易資

訊
29
。假若車主在作成購車決定之時，囿於資訊成本過高，無法掌握車價與維修成本

的大致配比，又如何能夠認定目前該車款所出現的現行配比，乃是業者透過自由競

爭，匯集全體車主之自主決定所共同形成，應該受到尊重而免於法律干涉的市場共同

決定？實際上無論獲知之後是否反悔，售後維修成本同樣是第二類車主在購車時希望

得知的重要交易資訊，應可確定。是以縱有第一、二類車主存在，也無法以車主三分

法為由，忽視事前得知維修成本對於售後零組件市場競爭之重要性，更不可能以此為

28  根據媒體報導，國內賓士車約有三成左右乃是水貨或是外匯車，其中絕大部分
都是二手車，特定車款例如C-Class外匯車比例甚至高達五成。如果加上原廠
代理商銷售後車主轉賣的數量，二手車所占比例勢必更高。陳信榮，「台灣
賓士 嗆聲水貨車」，中時電子報（2018/12/11），https://www.chinatimes.com/
newspapers/20181211000341-260204?chdtv，最後瀏覽日期：2020/3/27；陳宏銘，
「賓士車掛牌有蹊蹺 最賣C系列二手水貨多到嚇人」，蘋果即時（2018/6/1），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611/1370800/，最後瀏覽日期：
2020/3/27。

29  形成完全競爭市場的前提條件之一，就是供需雙方都瞭解產品的供應狀況、價格
等交易決策所需的相關資訊。亞當斯密（Adam Smith）也認為充分訊息是決定資
源是否適當配置的要件。參見張清溪、許嘉棟、劉鶯釧、吳聰敏，經濟學：理論
與實際（上冊），7版，翰蘆圖書公司，190（2016）；莊春發，反托拉斯經濟學
論集（上冊），初版，瑞興圖書公司，68、79（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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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否認資訊成本及轉換成本對於主、後市場是否連動可能造成的直接影響。

（二）售後零組件倘若成本占比不高，應自行構成本案相關市場

本案對於相關市場界定是否正確，必須回頭檢討是否根據競爭法上普遍接受

的方法論進行評估與決定。就目前各國普遍接受的市場界定方法而言，在基本原

則方面，目前競爭法係以需求替代（demand substitution）為主，供給替代（supply 
subst i tut ion）為輔 30

。至於需求替代的具體分析方法，可以分為合理可替代性

（reasonable interchangeability of use）分析法、交叉彈性（cross elasticity）檢測法及
「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hypothetical monopolist test）31

。

先從合理可替代性及供給替代這兩種界定方法來觀察，整部汽車與個別售後零組

件，兩者無論在產品功能、特性、用途及價格等面向上都不相同，兩者的生產線也無

法在短期間內以低成本方式相互替換，因此就這兩種分析法而言，兩者並不屬於同一

相關市場。關於交叉彈性分析法，行政法院在統一維力結合案曾經根據當事人提供之

文獻資料指出，系爭產品價格增加1%，他產品需求量若增加0.5%以上，達到顯著水
準，則屬於同一相關市場

32
。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hypothetical monopolist test）與之

類似，都是透過測量一定幅度的價格上漲背景下不同產品之間的可替代程度，來界定

相關市場
33
。這種檢測法乃是假設市場上只有1家業者獨占供應系爭產品，測量該業

者如有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價格調漲（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簡稱SSNIP，通常指上漲5%至10%）34

，其事前與事後的利潤變化情形。若此

幅度的價格調漲使得該獨占業者流失太多顧客及銷售量，導致系爭產品所得利潤往下

降低，代表界定的相關市場太過狹窄，市場之外還有替代性甚高的產品吸走顧客與銷

售量，則必須將之納入，重新進行檢測，直到假設獨占業者顧客流失有限，漲價增加

30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2015年3月6日發布），第3點第
1項；Euro. Com’n, Notice on the Definition of Relevant Market for the Purposes of 
Community Competition Law (97/C 372/03), paras. 13-14. 美國則是單純考慮需求替代
面向，U.S. Dep’t of Justice & Federal Trade Com’n,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sec. 
4 (2010).

31  公平會，前揭註30，第7點至第9點；U.S. Dep’t of Justice & Federal Trade Com’n, 
supra note 30, sec. 4.1; Euro. Com’n, supra note 30, para. 38.

3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字第1226號判決。上訴後，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
字第500號判決予以維持。

33  公平會，前揭註30，第9點；Euro. Com’n, supra note 30, paras. 15-19; U.S. Dep’t of 
Justice & Federal Trade Com’n, supra note 30, sec. 4.1; Gunnar Niels, Helen Jenkins 
& James Kavanagh, Economics for Competition Lawyers,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0-47 (2016).

34  公平會，前揭註19，第9點第（二）款；Gunnar Niels, Helen Jenkins & James 
Kavanagh, id. at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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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足以彌補顧客流失，不致導致所獲利潤減少為止。此時所使用的市場區分，可

以適切地劃分替代性較高的直接競爭產品與替代性不甚高者，就會是通過本檢測法、

應予採用的相關市場界定。

就本案而言，主、從市場連動理論主張將汽車本體及其使用過程中所有的維修服

務及零組件視為單一套裝產品，消費者在購車時對其整體一起完成消費決定。因此就

本案涉及的售後維修用車燈，與之具有替代關係，可以形成競爭威脅的產品，乃是其

他廠牌的汽車加上維修服務及零組件之整體。因此在市場界定時需要關注的價格上漲

與顧客流失，應係發生在個別維修零組件與其他廠牌的汽車銷售之間。

從本案相關事實加以觀察，Daimler系爭頭燈在我國原廠代理商的零售價格大約2
萬6千餘元，帝寶公司頭燈零售價格為5千至6千元（均含稅），只有原廠的四分之一
到五分之一。如果吾人簡化事實，假設賓士系爭車燈平均價格為2萬元，運用假設性
獨占者檢測法，假設獨占業者將之全面調漲10%，平均售價從2萬元上漲為2萬2千元。
車主在車輛維修時雖可直接察覺此一價格上漲，但是由於購車與換車成本不低，高級

房車消費者不會因此換購其他車款以避開此一價格上漲。至於在銷售汽車本體（包含

維修服務及零組件）的主市場上，假設有意購入高級房車的消費者此時可以清楚得知

售後車燈的維修更換價格與頻率，但是2千元左右的上漲幅度，相對於賓士該車款高
達260萬元以上的新車售價而言，根本不及千分之一，相對於新車購入與售後維修加
總起來的生命週期整體成本影響更是微小，就理性之高級車車主而言應不致為此放棄

該車款而選購相競爭的其他同類型車款。就假設性獨占者測試法而言，系爭車燈漲價

10%既然無法引發消費者選購其他車款，該車燈與主市場上這些同類型車款就並非屬
於同一相關市場。如果再運用交叉彈性分析法進行檢測，假設賓士車燈價格上漲1%，
從2萬元增加至2萬2百元，由於漲幅相對於全車價格而言實在過於渺小，有意購入賓
士房車的消費者在購車時可能根本無法察覺而變更交易決定。即使能夠察覺，也很難

引發全車銷售數量減少0.5%以上而移轉到其他廠牌或同廠牌其他車款，因此也無法認
定汽車整體與個別維修零組件係處於同一相關市場。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Eastman Kodak Co. v. Image Technical Servs., Inc.乙案中35
也採

取交叉彈性分析法，主張主、後市場是否充分連動而構成單一相關市場，必須視其中

一方漲價導致他方銷售數量下降是否達到顯著程度而定。在該案中，法院認為並無證

據顯示此種交互作用已經達到不可忽視的程度。而且假若連動關係確實存在，法院認

為原廠合理的銷售策略應是降低價格較低且銷量不確定的售後服務與零組件價格，以

擴大主要產品本身的銷售數量，方才符合原廠利潤極大化的商業目標
36
。但是Kodak案

與本案中之原廠製造商，卻不約而同地反其道而行。

35  504 U.S. 451 (1992).
36  Id. at 469-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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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案相關事證而言，譬如中國保險行業協會、中國汽車維修協會2014年公布
研究結果指出，在海峽對岸18種常見的汽車品牌與車型中，賓士C-W204的零整比排
名第一，高達1,273%。換言之，如果將該車款所有零組件以原廠料件全部更新，所
需費用可以購買12.73輛同型新車，比一般車款3倍左右的正常零整比高出4倍之多。
Daimler原廠售後零組件價格之高，令人咋舌37

。就國內市場而言，本案系爭賓士頭

燈原廠零售單入約為2萬6千餘元，帝寶公司頭燈則為5千至6千元（均含稅），只有
Daimler的五分之一左右。假設以帝寶公司採取成本價銷售，售價中不含任何利潤來推
估，Daimler原廠頭燈的利潤率竟然高達400%，不僅呼應對岸賓士車款零整比遠高於
其他品牌的調查成果，也顯示Daimler原廠頭燈很可能擁有非常強大、不受競爭影響的
市場力量，方可在目前仍有副廠頭燈競爭的現況下收取如此高額的利潤。以上兩項具

體事證，足以佐證賓士車款售後零組件單獨構成本案相關市場，按唯有售後市場與車

輛本身不致連動，構成不同市場，Daimler方可運用此一特性，對於售後零組件採取如
此高價的銷售策略，以擴大兩市場之整體利潤。

綜此，由於車燈占整體購車及用車成本比例不高，售後車燈市場應該獨立構成本

案相關市場，主、後市場之間的巨大價格差距（高零整比）也印證了此一結論。這項

研究發現反映出購車市場與售後零組件市場是否具有連動關係，必須視上述因素在個

案中所呈現的狀況，個別加以判定，正好可以支持前述現實導向的主、後市場連動理

論
38
。

（三）售後零組件獨立成為相關市場的另一主因：資訊成本過高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Kodak案認定售後市場構成獨立相關市場另一重要理由，就
在於資訊成本（information cost）與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39

。按如果將主要產品

與售後零組件視為同一相關市場，消費者必須在購買主產品時將兩者視為包裹式商

品，並在最初購買時即清楚掌握從購入到結束持有整個生命週期所需要支付的各種成

本（lifecycle cost）。這牽涉到維持產品正常運作、維修與升級所需各種售後服務與零
組件之原廠與副廠的價格、品質、可取得性，以及產品各部分需要更換、維修、升級

的次數與頻率。消費者在決定購買主要產品時，因為取得相關資訊的成本非常高，實

在難以獲取完整資訊，而且很可能隨著個人使用方式不同而有所差異。

就本案而言，筆者於2020年6月間對賓士E系列W212原廠頭燈進行網路搜尋，可
以發現零售價格分為有HID燈泡、無HID燈泡與更換完工價等三大類。附有HID燈泡之

37  央廣網財經，「汽車維修存在暴利 奔馳C級全車換件費抵12輛新車」，中國廣
播網（2014/4/11），https://kknews.cc/zhtw/car/xxqvog.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20/3/31。

38  詳見前揭註24之本文相關段落。
39  504 U.S. at 473-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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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士原廠車燈有15,000、25,000、26,800、33,000元等多種零售價格，未附有HID燈泡
者也有4,200、5,000、6,000、10,000元等多種不同價格。完工價則有85,000元連工帶料
更換兩個頭燈的套裝價格

40
。汽車維修時可能需要更換的零件項目眾多，每種零組件

又有原廠與副廠產品的價格區別，如果原廠頭燈各種不同管道的零售價格就有如上的

變異度，如何能夠期待車主在購車時能夠一次清楚掌握，並且弄清楚自己對於各項零

組件的可能更換頻率，將之化約為購車價格的一部分？如果不能，在判斷主、後市場

是否連動而構成同一市場時，又怎麼能夠忽略資訊成本此項重要因素，而推定兩者間

具有連動關係？

此外，主、後市場中之主要產品大多是耐久性消費財，本身價格較高（例如

Kodak案的影印機、本案的賓士汽車）。消費者即使嗣後發現零組件過於昂貴，希望
轉換使用其他品牌的主產品，由於轉換時需要付出的成本，至少包括原產品折舊、

兩者間的價差，以及挑選新品牌所花費的時間等成本，相對於維修成本而言可能也

不算低。另外從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的角度觀察，無論上述這些轉
換成本是高或低，人們都傾向對其原本擁有的事物給予較高的估值，稱為稟賦效應

（endowment effect）41
，這更墊高了車主因為零件太貴所需負擔的轉換成本。綜合上

述兩者，車主即使不滿意售後零組件及維修成本高昂，也經常因為轉換成本過高，陷

於套牢（locked-in）狀態而難以逃脫。
資訊成本與轉換成本偏高，加上前述零組件與全車價格比例偏低等因素，充分說

明了主產品與售後零組件市場彼此間可能缺少牽制能力，無法視為同一相關市場的背

後原因。因此主、後市場之連動性實不宜以主市場競爭程度來推定，還是應該採取現

實導向的主、後市場連動理論，個案考察上述因素後，再決定售後市場是否構成獨立

之相關市場，較為適當。

（四）日常用品之維修構件都可能構成單獨相關市場？

有論者未就前述相關市場界定方法指出值得商榷之處，但卻認為競爭法所界定的

相關市場範圍不可與智財權權利範圍相契合，不應該致使單一智財權單獨構成相關市

場，形成獨占狀況。論者並且擔心依照前述市場界定的結果，多數日常生活用品上也

會出現維修構件具有獨占地位，導致權利人不得拒絕授權外觀設計專利予副廠業者的

40  檢索自B!gGo比價網站，https://biggo.com.tw，最後瀏覽日期：2020/6/11。
41  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ichard H. Thaler在1985年透過多次實驗證明，同一
物品在賣方被告知的價值比買方低的情況下，成交次數不僅低於預期，賣方要價
中位數還通常是買方出價中位數的2倍。這顯示失去財貨所帶來的痛苦程度，大
約是獲得財貨帶來喜悅程度的2倍。這種稟賦效應的根源，一部分來自於損失規
避心態（loss aversion），一方面來自人的慣性，或稱為維持現狀偏見（status quo 
bias）；Richard H. Thaler, Misbehaving: The Making of Behavioural Economics, 1st 
ed., Penguin Book, 152-15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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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42
。

本文前於第三部分已經詳細剖析，現行法律體系並未賦予智財權超脫於競爭法之

外，免受其規範干預之特殊地位，於茲不贅。在此值得釐清的是，即便屬於耐久性消

費財的部分日常用品可能出現維修構件有外觀設計專利保護，構件本身成本占該財貨

生命周期成本比例低，財貨購買時明確瞭解售後更換構件花費之資訊成本高等特性，

表面上似乎有可能單獨構成售後相關市場
43
。但是若要形成單獨之售後市場，其基本

前提在於主產品更換頻率低、使用期間長，因為高轉換成本所形成的套牢（locked-
in）效應44

。倘若主產品總價不高，使用壽命不像汽車那麼長，或是因為時尚流行等

因素可能在使用壽命結束前提早更換，由於轉換成本不高，使用者遭遇高價原廠構

件時可能透過直接更換主產品，跳出被套牢的困局，因此主、後市場連動性較為密

切，在個案中很有可能整合成一個市場，而非由維修構件單獨構成相關市場。此外，

日常生活用品及其維修構件的單價，與賓士E系列車款及其原廠頭燈的價格有非常大
的差距，使用者對於零組件外觀必須與主產品完全匹配（must-match）的要求也有不
小的落差。和原本構件的形狀、花色相似，或是外觀風格相近，可以互相搭配的維修

構件，對於日常用品的原廠構件在一定範圍內同樣具有現實上的替代可能性，和外觀

與原廠完全相同的副廠構件同樣處於可與原廠構件相互競爭的狀態，應該屬於同一相

關市場。綜合上述兩項因素，日常用品的維修構件獨自構成相關市場的可能性著實不

高。

退步言之，縱令維修構件單獨構成相關市場，因為屬於耐久性消費財的日常用

品品牌及種類都非常繁多，個別款式用品的特定維修構件潛在可能的銷售數量明顯偏

低，單價也未必高，以銷售金額計算的市場規模實在相當有限，與維修用汽車車燈的

市場規模實在無法相比。這樣子的市場狀況究竟能不能引發業者興趣，起心動念籌畫

進入副廠維修構件的製造行列，實在令人非常難以預料。假若並無業者有意供應副廠

維修構件，而需要尋求原廠授權外觀設計，則權利人拒絕授權他人實施設計專利之情

事亦無從發生。綜合上述兩種狀況，以競爭法強制設計專利權人分享其外觀設計的案

件應該仍屬罕見例外情形，似乎無須過度擔心會在產業界普遍發生。

42  李素華，前揭註8，110-111。
43  論者擔心發生此種情形者，包括沙發的布料或人造皮，搭配特定咖啡機的咖啡
壺，櫥櫃、桌椅、門窗的門把或螺絲，風扇或冷氣機的開關按鈕或扇葉，房屋之
門窗、地板或任何建材；同上註，110。

44  例如國內車主通常每8到10年才更換用車，所形成的套牢效應，參見註19至23之本
文段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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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拒絕授權

（一）相關事實與可能適用法條

帝寶公司曾經多次請求Daimler將系爭設計專利授權該公司製造頭燈產品，以避
免侵害其專利權，Daimler一直未予同意45

。帝寶公司主張此種拒絕授權構成公平法第

9條第1款與第4款之濫用獨占地位，以及第20條第2款的不當差別待遇行為。系爭賓士
車款之維修用頭燈假若如同本文主張，單獨構成本案相關市場，由於車燈外形都必須

符合原廠設計，幾乎必然侵害系爭設計專利，必須取得外觀設計之合法授權。如此一

來，Daimler在頭燈外觀設計的上游授權市場就具有獨占地位，其拒絕授權將造成頭燈
市場競爭消失，可能構成獨占地位濫用。但倘若如同一審法院見解，將主、後市場界

定為同一市場，共同構成本案相關市場，由於Daimler在我國購車市場占有率（下稱市
占率）約為6%至8%，低於公平法第8條第1款一事業市占率須達二分之一的獨占地位
門檻，以及公平會實務上對於公平法第20條採取的15%市占率門檻46

，則不至於違反

該等規定
47
。由於在這兩種見解之下，公平法第20條均無適用可能，本文僅討論系爭

拒絕授權是否構成濫用獨占地位。

（二）可參考之違法判斷標準

就國際間競爭法發展現況而言，美國聯邦各上訴法院對於拒絕授權是否違反競

爭法，基本立場並不一致，就其違法性曾經分別提出3套判斷標準48
。各地的聯邦上

訴法院至今分別遵循上述3套標準其中之一，長期以來一直未見整合，呈現分裂局
面，尚有待聯邦最高法院親自審理此類案件，以統一法律見解

49
。相反地，歐盟法院

45  智財法院，前揭註2，戊、貳、二、（四）、3。
46  許麗珍，「蝦皮免運『低價利誘』違法？公平會：曾調查但未違法」，蘋果即時
（2018/3/2），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322/1319853/，最後瀏覽
日期：2020/4/9。

47  智財法院，前揭註2，戊、參、三、（三）、3，第39段。
48  美國3套判斷標準分別是：一、智慧財產權可以是拒絕授權的正當事由，但若智
財權並非拒絕授權的真正考量，則仍屬違法；Image Technical Services v. Eastman 
Kodak, 125 F.3d 1195 (9th Cir. 1997)。二、拒絕授權推定合法，但若權利人明知
系爭智財權無效或透過欺瞞主管機關而取得權利者，仍屬違法；Data General v. 
Grumman Systems Support, 36 F.3d 1147 (1st Cir. 1994); Telecom Technical Services v. 
Rolm Co., 388 F.3d 820 (11th Cir. 2004)。三、拒絕授權在競爭法上當然合法；In re 
Independent Service Organizations Antitrust Litigation, 203 F.3d 1322 (Fed. Cir. 2000)。

49  Herbert Hovenkamp, Mark D. Janis, Mark A. Lemley & Christopher R. Leslie, IP and 
Antitrust: Analysis of Antitrust Principles Applied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2nd ed., 
Wolters Kluwer, §13.3d (2010) (Supp. 2013). 經分析1994年至2008年美國各聯邦法
院對於著作權及專利拒絕授權所作判決，發現在35件之中有71.43%採取前兩種判
斷標準，仍舊可能違反競爭法，只有28.57%認定拒絕授權係屬當然合法，不致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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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自從1995年Magill案以來，針對拒絕授權何時構成競爭法
上濫用獨占地位，已經建立相當穩定而有條理的司法見解，足供吾人參考。

歐盟法院認為倘若智財權人在授權市場中擁有獨占地位，並且具備下列例外情況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則構成濫用獨占地位50
：

1. 拒絕授權阻止具有消費者需求的新產品出現；
2.  拒絕授予之智財權能係該新產品不可或缺的生產要素，導致該新產品所處市場的競
爭有完全遭到排除之虞；

3.  沒有其他拒絕授權的客觀正當理由（objective justification）。
歐盟法院這套拒絕授權的違法判斷標準，並沒有限定僅得適用於何種類型的智

慧財產權，並非如同論者所描述僅適用於單純功能性、技術性之智慧財產
51
。就曾經

出現的適用對象而言，在2004年的先決裁判（preliminary ruling）案件中，IMS Health
拒絕授權之標的乃是統計德國各地區藥品銷售資料所使用的磚型分區結構。這項磚型

結構受到德國著作權法保護，因為擬訂過程中有客戶共同參與，並且考量多種相關因

素，受到顧客歡迎及普遍採用。與本案相當類似的是，這項磚型結構同樣因為顧客的

使用習慣與偏好喜愛，成為參與競爭必須遵循的產業標準。歐盟法院在裁判中指出，

如果此一生產要素因為客戶先前所付出的成本，造成轉換上的困難與障礙，達到競爭

上不可或缺的地步，並且具備例外情況中其他兩項要件，其拒絕授權同樣足以構成獨

占地位濫用
52
。

依照2007年歐盟普通法院（General Court）Microsoft案判決，競爭法對於獨占
濫用的規範關注焦點在於避免消費者損害（prejudice of consumers）。準此，上述
Magill案第1、2點例外情況中的「新產品」要素，目的在於防免獨占濫用行為造成不
利於消費者的產品生產限制，或有害於消費者的技術研發限制

53
。故若拒絕授權的結

果，導致下游相關市場不僅單純複製性之產品無法出現，具有創新特性（innovative 
features）的產品也同樣受到限制，則市場上的技術研發就會受到阻礙。如果該等新功

反競爭法。詳見劉威廷，美國競爭法上智慧財產拒絕授權案件之實證研究，國立
交通大學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科技法律組碩士論文，7-13、25-26（2009）。

50  Judgment of 6 April 1995, RTE & ITP v Commission, C-241/91 P & C-242/91 P, 
EU:C:1995:98, paras. 54-56.

51  李素華，前揭註8，115-116。事實上，副廠頭燈與原廠外型必須完全匹配（must-
match），乃是副廠產品外觀除了改裝套件以外都需要達到的產業標準。系爭設計
專利之授權可使副廠符合上述標準，合法參與市場競爭，不得不說同樣具有相當
程度的「功能性」，並非單純具有「美感」或「個性」的設計專利。

52  Judgment of 29 April 2004, IMS Health GmbH & Co. OHG v NDC Health GmbH & Co. 
KG, C-418/01, EU:C:2004:257, paras. 3-8, 53.

53  Judgment of 17 September 2007, Microsoft v Commission, T-201/04, EU:T:2007:289, 
paras. 643,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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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或特性對於消費者而言確實具有重要性，例如產品可靠性、安全性與取得容易性等

等，則應該認定前述「新產品」要素已經獲得滿足，並不侷限於市場上前所未有的全

新產品，否則將無以遏止系爭拒絕授權所可能造成的消費者損害，無法達到獨占濫用

規範所欲達到的原初目的
54
。

歐盟這套判斷標準並不要求因拒絕授權封堵而未出現的新產品，必須達到一定

的創作高度，或是到達可以獨立受到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地步。例如Magill案本身，涉
及到愛爾蘭3家無線電視台拒絕將受到該國著作權保護的自身全週電視節目表，授權
給Magill出版的電視周刊登載三台全週節目表，使得電視台刊載本身全周節目表的電
視周刊無須面臨市場競爭

55
。按電視節目表是滙整電視台排定播出節目名稱與時間而

成，除非有特別的編排方式，否則外在可能的表達方式非常有限，內容與表達之間

可能構成結合原則（merger doctrine），在採行此原則的國家很可能不給予著作權保
護

56
，即使給予保護，保護範圍也有可能受到顯著限制。不過話雖如此，刊有三台全

週節目表的電視周刊對於一般觀眾卻能提供極大的便利性，觀眾可據此事先規劃未來

一週打算收看的電視節目，以便安排個人行程，對於生活作息與各種活動時間的調配

非常有幫助。本案中3家電視台的拒絕授權，導致刊有三台全周節目表的電視周刊（a 
comprehensive weekly guide to television program）此一新產品無法出現，觀眾僅能屈
就於單純刊載旗下電視台全周節目的片面性電視周刊

57
。完整掌握全周電視節目資訊

的機會，及其可能帶來的消費者福祉（consumer welfare）增長，就這樣硬生生地遭到
抹殺。即便在邏輯上無法完全否定拒絕授權有推促Magill以非重製之其他獨特方式，
提供三台全周節目表的可能性，但其現實世界中的可能性實在不高。在整體衡量之

下，系爭行為對於消費者福祉仍有相當程度的淨損害，這正是歐盟法院認定系爭行為

違反競爭法的核心理由。

按當代競爭法之規範目的，乃是避免事業限制競爭行為造成減損消費者福祉
58
，

54  Id. paras. 652-665.
55  Supra note 50, paras. 6-10 & 24. 當時ITV和Channel 4兩家無線電視台均屬ITP所有，
其出版的電視周刊TV Times同時刊載這兩家電視台的全週節目表。

56  我國著作權法第9條第4款規定，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
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可資參照。

57  Supra note 50, para 54. 在此應注意的是，Magill案遭阻礙未出現的新產品並非以
三台節目為素材的電視周刊，而是「刊有三台全周節目表」的電視周刊。按三家
電視台即使拒絕授權他人刊出其全周節目表，出版業者依舊可以按照預告上檔及
目前播放中的節目，製作人物專訪、相關報導、幕後花絮等內容，針對三台節目
出版電視周刊。因此真正未能出現的新產品，其核心特點就是三台全周電視節目
表。

58  Jonathan B. Baker, The Antitrust Paradigm: Restoring a Competitive Economy, 1st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5-4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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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歐盟普通法院在Microsoft案指出的避免消費者損害。在進行評估時，減項的限制
競爭損害層面主要考慮的是對於市場競爭的減損，但在加項的促進競爭利益層面乃是

不分類別，廣泛考量各種足以提升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的因素，再整體衡
量對於消費者福祉是否造成淨減損

59
。關於權利人受到智財權保護的具體創作成果，

例如Magill案受保護著作與本案頭燈外觀設計所顯露的創作性等，都可為消費者創造
福祉。然而競爭法規範精神與基本架構，乃係平衡考量限制競爭危害與消費者福祉

之促進，並非單面向考慮智財權保護所可能帶來的長期動態效率（long-run dynamic 
efficiency）。倘若在雙向平衡考量下發現，系爭行為限制競爭效應過於強烈，市場競
爭可能遭到消除，但拒絕授權的客觀正當理由不夠堅強，此時才有可能認定違反競爭

法。歐盟法院從Magill案以來所建立的一貫見解，正是堅持在此種嚴重限制競爭之例
外情況下，智財權人之拒絕授權方才構成濫用獨占地位。

（三）一審判決見解分析

對於Daimler拒絕授權會不會阻礙新產品在市場上出現，而違背專利法鼓勵創作、
促進產業發展的精神，一審法院雖然表示關心，不過卻認定系爭產品僅在複製系爭專

利，並未在受保護設計上另有創作而產生另一新產品，所以本案並無比照Magill案加
以審酌之餘地

60
。對此楊宏暉教授意見書指出，產品多樣化與消費者選擇自由也是競

爭法的保護目的，因此新產品要件並不要求絕對的新穎性，應該從寬解釋
61
。法院就

此提出反駁，認為拒絕授權本是專利權可以採取的權利行使方式，有關拒絕授權構成

獨占濫用不應該從寬解釋。由於競爭同業在產品技術品質上製造略微差異，並非難

事，未以創作取得專利的競爭者不必負擔研發成本，能夠提供更有利的價格條件，祭

出略有差異的產品搶奪專利權人現有及潛在客戶。此時權利人若因拒絕授權容易濫用

市場地位而違反競爭法，被迫授權而無法以專利權打擊抄襲模仿的同業，將完全扼殺

其從事研發創新的動機與誘因。因此一審法院認為，若要認定拒絕授權構成濫用市場

地位，在新產品的創作性方面，至少必須與拒絕授權的系爭專利具有相當性，方足當

之
62
。

前述見解要求模仿者必須具備的「創作性」，假若如同本判決其他部分
63
係指設

計專利保護要件之一的創作性
64
，則不無斟酌思考的空間。按副廠車燈除了用以改變

59  Id.; Daniel A. Crane, Antitrust, 1st ed., Wolters Kluwer, 56-58 (2014).
60  智財法院，前揭註2，戊、參、三、（三）、3，第40段。
61  同上註，戊、參、三、（三）、3，第41段。
62  同上註。
63  例如同上註，戊、參、三、（二）、5。
64  有關設計專利創作性要件之說明，請見智財局，專利審查基準彙編，2018年11月1
日版，第3篇第3章，3-3-14至3-3-21（2018）；謝銘洋，前揭註17，130-131；林佳
瑩，設計產品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初版，元照出版公司，144-14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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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體外觀風格的特別改裝套件，通常在車體外觀、形狀上必須與原廠外觀完全匹配，

才能為車主接受成為維修零組件，此亦為本判決明文肯認的被告事實主張
65
。在此背

景下，帝寶公司系爭車燈既然難以偏離原廠賓士車燈的外觀設計，必須與之匹配，若

欲創造出外觀設計上具有創作性，足以取得另一設計專利的新穎設計，不僅可能性相

當低，也是與判決確認事實彼此矛盾的法院見解。不僅如此，判決中對於Daimler系爭
拒絕授權，在此並未深入調查其可能造成的限制競爭效果，以及帝寶公司產品是否具

有創新特性及消費者需求，即逕自視為一般仿製品，非常可惜。其緣由雖然可能基於

法院將全車與維修零組件界定為同一市場，導致Daimler在此市場之上游授權市場不具
有獨占地位，因而無須深究拒絕授權行為違反競爭法之例外情況是否存在。惟如前文

所述，依照目前各國普遍承認的市場界定方法，車燈零組件應該界定為單獨之售後市

場
66
，因此Daimler拒絕授權行為對市場競爭所造成的衝擊，及將帝寶公司產品排除於

市場之外是否抹殺了具有創新特性與消費者需求的競爭產品，就有必要仔細加以評估

與瞭解。

（四）本案須深入瞭解競爭損害及侵權產品有無創新特性

就本案而言，Daimler系爭車燈價格昂貴，零整比高67
，原廠代理商國內含稅零售

單價高達2萬6千餘元。帝寶公司回應消費者對於平價零組件及產品差異化的需求，以
「DEPO」為品牌，自行開發出性價比高、價格適中等不同於原廠特性的賓士維修頭
燈，供應國內外售後市場。在訴訟過程中，帝寶公司舉出其產品不僅在外觀美感方面

與Daimler產品相當，並且已經獲得聯合國歐洲經濟執委會（ECE）測試通過，取得認
證，Daimler在中國大陸關係企業也曾多次向帝寶子公司採購車燈零件等具體事證，反
駁Daimler對其車燈品質及安全性不足之指控68

。

帝寶公司系爭頭燈國內含稅零售價格5千至6千元，約為Daimler的五分之一。此一
巨大價格落差的背後原因，一方面可能出自原廠與副廠索取利潤的差異；另一方面則

可能源自於原廠首先投入外觀原始設計，耗費設計成本較高，並且投入大量行銷經費

塑造品牌形象，而副廠頭燈必須採用完全匹配（must-match）的相同外觀設計，所需
成本較低。就目前汽車市場而言，美觀有型的車身外觀整體設計，對於車輛銷售絕對

有一定程度的推升作用，更是高級房車吸引消費者選購的重點之一。汽車頭燈作為車

身整體外型的一環，其個別設計與其他部分的車體外觀共同構成車身整體設計，吸引

車主購買。由此看來，頭燈外觀設計投入的創作成本，以及廣告宣傳之行銷成本，其

中至少一部分應該已經從全車銷售的營收利潤中獲得回報，並無理由完全倚賴售後維

65  見智財法院，前揭註2，戊、參、三、（五）、3，第66段。
66  詳見本文四、（二）。
67  詳見央廣網財經，前揭註37，及該處本文說明。
68  智財法院，前揭註2，戊、貳、二、（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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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頭燈之銷售利潤來回收此部分之成本投入。

除此之外，兩者的價差也有可能是帝寶公司透過研發投入，在原材料選擇、製造

技術與成本控制等面向上有所突破，將節省下來的成本直接反映在售價中。按經濟學

上認為的創新，乃是包含各種能夠提升長期經濟福祉、促進動態效率、改進生產技術

的經濟活動
69
。是以事業能夠提升消費者福祉的各種降低成本作為，都是值得給予鼓

勵支持的創新活動，並不以現行智財權法予以保護者為限。帝寶公司頭燈產品所具有

的高性價比、價格適中、高可及性等特性，倘若來自原材料選擇、製造技術與成本控

制等面向上的創新與突破，則與歐盟普通法院在微軟案判決中認為應予保護的產品可

靠性、安全性與容易取得等創新特性，在性質上十分相似
70
，有可能符合歐盟Magill案

以來有關例外情況要件1之「新產品」要素的定義。這些產品特性是否來自於帝寶公
司的創新研發，還是單純反映其作為後進模仿者的低設計成本與行銷費用，依據現有

公開資料尚難斷定，非常值得法院加以重視，適度予以調查釐清，俾能具體評估認定

帝寶公司產品相較於Daimler原廠車燈是否具有創新特性。
就歐盟Magill案提出的其他違法要素而言，就目前判決揭露事實與其他公開資料

加以觀察，基本上應可符合歐盟至今對於拒絕授權例外違法的各項要件要求。在例外

情況要件1有關「消費者需求」要素方面，帝寶公司自有品牌的副廠車燈在國內外市
場銷售相當成功，成果十分豐碩，2016年國內額售總金額達到9億2千餘萬元，已經接
近10億元大關。若以該公司2018年股東會年報銷售額資料，以及外界評估其車燈營收
有九成來自於自有品牌，2018年帝寶公司副廠車燈國內外銷售共約14億1千餘萬元71

。

如果加計大陸子公司產品營收，帝寶公司可以擠身世界車燈主要廠商之林。該公司和

另一家國內廠商堤維西生產的車燈產品，合計在美國與歐洲售後副廠市場分別拿下六

成及七成的市占率
72
，顯示帝寶公司系爭產品確實符合當前車主的需要，擁有豐沛的

消費者需求。

有關例外情況要件2系爭行為造成市場競爭完全排除之虞，由於車燈外觀除特殊

69  Melissa A. Schilling, “Towards Dynamic Efficiency: Innov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Antitrust,” 60(3) Antitrust Bulletin, 191-192 (2015).

70  Judgment of 17 September 2007, Microsoft v Commission, T-201/04, EU:T:2007:289, 
para. 652.

71  帝寶公司，107年度年報，41（2019），http://www.depo.com.tw/_i/assets/file/
investora/ 5874dccdd80444d4fc41cc3f5c8cbc83.pdf，最後瀏覽日期：2020/4/13；
「車燈產業分析－帝寶（6605）v.s 大億（1521）」，財報狗網誌（2014/7/24），
https://statementdog.com/blog/archives/7566，最後瀏覽日期：2020/4/13。

72  李盈逸，「台灣汽車售後服務（Aftermarket：AM）零組件產業分析」，財團法人
車輛研究測試中心（2010），https://www.artc.org.tw/chinese/03_service/03_02detail.
aspx?pid=1456&nPage=1，最後瀏覽日期：202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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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裝套件以外必須與原廠外觀完全匹配的特性，以及Daimler擁有系爭頭燈設計專利，
副廠必須取得授權方能合法生產等事實，Daimler拒絕授權予副廠車燈供應商，將導
致副廠無法繼續供應市場，僅留Daimler或其指定之授權製造商（original equipment 
supplier，簡稱OES）在此市場中生產銷售。由於授權製造商生產之維修零組件通常經
原廠授權使用其商標，其與原廠不易產生市場競爭。故其拒絕授權之行為，加上嗣後

行使系爭專利權，排擠帝寶公司及其他副廠零件製造商，足以排除原廠之競爭對手，

封阻賓士售後零組件之市場競爭。且帝寶公司系爭頭燈之背面與左側面外觀與原廠車

燈有所不同
73
，在大致相同的外觀設計下，帝寶公司對於頭燈內部結構設計、生產技

術是否有其技術創新，或是透過與他款車燈共用生產模具等方式，在節約成本層面有

所突破，均無法遽予否定其可能性，亟待二審法院進一步調查瞭解。Daimler拒絕授權
系爭設計專利，不僅封阻售後車燈市場現有之競爭，也足以阻礙這些副廠業者在結構

設計、生產技術、成本節省上可能的創新，不管對於智財權心心念念所要保護的創新

成果，或是競爭法所注重的市場長期動態競爭，不可否認都會產生不利影響。綜合上

述，系爭行為限制競爭的可能性已經相當顯著而真實，應可滿足歐盟本項違法要件。

再就例外情況要件3拒絕授權有無正當理由而言，Daimler至今提出的理由僅有
帝寶公司產品品質與安全性不佳乙項。然而該公司既已通過聯合國歐洲經濟執委會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簡稱ECE）之規範認證，且每年以
8億元以上的經費大力投入研發74

，在國內外年銷售總額可達14億元，凡此均顯示帝寶
公司副廠車燈應非欠缺安全性與品質的劣質模仿品。再者，帝寶公司在外包裝及產品

上均標明DEPO商標，並未混充他人產品，亦無導致消費者與Daimler原廠車燈混淆誤
認的可能性。縱使帝寶公司頭燈品質或安全性出現瑕疵，車主的負評與抱怨都將歸諸

於帝寶公司，不致損害Daimler之商譽、形象或其他權益，該公司似並無必要基於品質
或安全理由而拒絕授權系爭設計專利。

綜上所述，一審法院對於拒絕授權之爭點並未深入調查、仔細審酌。然就判決書

中所述事實可以發現，Daimler在上游車燈設計專利之授權市場具有獨占地位，其拒
絕授權帝寶公司生產車燈之行為，足以將該公司產品排除於市場外，具有消除售後維

修頭燈市場競爭的高度可能性，且無拒絕授權之正當事由，已經符合歐盟法院1995年
Magill案以來認定拒絕授權構成獨占濫用的多項例外情況要件。然而針對「新產品」

73  智財法院，前揭註2，戊、參、三、（一）、2，第06至09段。
74  帝寶公司2017與2018年投入研發總金額分別為8億1千5百餘萬元與8億4千5百餘萬
元，占該年營業額5.06%與5.22%。依照帝寶公司股東會年報記載，2018年該公司
主要研發成果，包括LED遠近燈切換模組開發、雷射光源開發導入、無眩光遠燈
模組技術導入、塑膠透鏡開發及成型技術導入、薄殼成型技術導入、智慧型頭燈
尾燈先期導入等六項。帝寶公司，前揭註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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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例外違法要素，帝寶公司頭燈有別於原廠產品之「性價比高」、「價格適中」等

特性，是否來自於該公司之創新研發，抑或僅反映作為模仿者所節省之設計成本與廣

告行銷費用，根據目前一審判決及其他公開資料無法明確得知，亟待二審法院進一步

調查審認，方能正確判斷系爭拒絕授權行為是否違反競爭法規範。

六、違反禁反言與誠實信用原則

（一）相關事實及與競爭法之關連

將近20年前，德國政府研議修正新式樣設計相關保護法律，導入「維修免責條
款」，以豁免副廠零組件對於原廠新式樣設計之侵害責任。在此過程中，德國汽車產

業協會（German Association of the Automotive Industry，下稱VDA）的主席曾於2002年
向德國聯邦總理府（federal chancellery）遞交正式信函，表達同業共同立場75

。德國聯

邦政府後於2003年5月28日向聯邦議會（Bundestag）提出「改革新式樣設計註冊法的
法律草案」。在該法案的「解決方案」說明中明白記載著：「汽車製造商明確承諾，

他們不會妨礙零件市場的競爭，而且也不會應用保護法與獨立的工廠及獨立的零件貿

易商爭奪市場占有率。這個承諾同時也是確保目前市場參與者不會彼此妨礙及干擾的

法律狀況的基礎。」德國聯邦議會法律委員會於2003年12月10日就本議案提出建議及
報告，在該報告的「解決方案」說明中也再度確認：「這個草案保留目前關於保護新

式樣設計的相關法律的決定，乃是建立在汽車製造商的承諾的基礎上，亦即汽車製造

商承諾他們不會妨礙零件市場的競爭，而且也不會應用保護法與獨立的工廠及獨立的

零件貿易商爭奪市場占有率，以及確保目前市場參予者不會彼此妨礙及干擾
76
。」

基於Daimler等德國品牌製造商前述公開正式之共同承諾，以及Daimler多年來確
實遵守前述承諾，並未以設計專利阻礙副廠車燈進入市場的實際作為，帝寶公司因而

產生信賴，認為Daimler將持續履行上述承諾，不致以設計專利干預售後零組件的市場
發展，故投入大量成本與研發費用，建置生產線，生產外觀形狀與原廠匹配的售後車

燈產品。不料2014年5月歐盟執委會撤回有關「維修免責條款」的指令提案，Daimler
隨即背棄長期踐行的公開共同承諾，於2014年10月發函帝寶公司，主張於同年9月間
法蘭克福車展發現該公司生產的頭燈侵害其德國專利，並且接著在德國及我國陸續以

其設計專利訴請禁止帝寶公司製造及銷售系爭產品，以排除在車燈零組件所面臨的售

後市場競爭
77
。

帝寶公司主張Daimler此種違背不行使專利權公開承諾與長久慣行之行為，構成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法第25條，並且違背禁反言，違反誠實

75  智財法院，前揭註2，戊、貳、一、（三）、6。
76  同上註，戊、參、三、（三）、4，第43段。
77  同上註，戊、貳、二、（四）、5與戊、參、三、（六），第7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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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原則，構成專利權濫用
78
。被告方劉孔中、楊宏暉、楊智傑3位教授專家意見書，

均認為VDA對德國政府不行使外觀設計保護之承諾，縱未構成利益第三人契約，最
低限度亦應構成副廠之合理信賴基礎，對於原廠形成自我拘束。3位教授並且認為，
此種關係可類比為標準必要專利（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下稱SEP）權利人對於標
準制定組織所提出的公平、合理、無歧視之專利授權承諾（fair, reasonable, and non-
discriminatory commitment，下稱FRAND承諾）。基於此種承諾，原廠（即專利權
人）對於有意願接受符合FRAND授權條件的副廠，不得拒絕授權，原廠提出的授權
條件內容也必須符合FRAND。原廠在拒絕授權及訴請法院禁止產銷副廠產品之前，
對於雙方提出授權條件是否符合FRAND，也必須提供公平合理的事前協商機會。專
利權人倘若違反上述基於FRAND承諾所生義務，均有可能違反公平法第25條，並且
違反誠信原則而構成專利權濫用

79
。

筆者認為FRAND承諾具有競爭法上約制力的論理基礎，大致有二：一是FRAND
承諾乃是標準制定組織接受特定SEP列入某一技術標準，使其專利權人在相關授權
市場上取得獨占地位或未至獨占之其他市場地位的交換條件。專利權人倘若背棄

FRAND承諾，乃是破壞標準制定組織為抑制其市場力量，避免出現專利挾持（patent 
hold-up），對其專利權行使預先設下的事前限制，因此有可能構成獨占濫用或其他市
場地位濫用

80
。二是標準制定組織通常係由研製同類產品之競爭同業或上下游廠商所

組成，其商討制定產品技術標準之行為往往構成水平競爭同業間之聯合行為，具有違

反競爭法的潛在疑慮
81
。標準制定組織要求SEP專利權人作成FRAND授權承諾，可以

抑制聯合行為所凝聚的市場力量，避免實施後造成的反競爭損害大於統一技術規格所

78  吳秀明教授意見書亦認為Daimler構成違反禁反言，因而違背誠實信用原則；智財
法院，同上註，戊、參、三、（三）、4，第44段。

79  參見智財法院，同上註，戊、參、三、（三）、4，第44段。有關FRAND承諾之
詳細討論，包括是否構成利益第三人契約，以及歐盟法院2015年Huawei v. ZTE
判決所確立的事前協商義務，詳見王立達，「標準必要專利權行使之國際規範
發展與比較分析－FRAND承諾法律性質、禁制令、權利金與競爭法規制」，月
旦法學，第275期，91-98（2018）；莊弘鈺、林艾萱，「標準必要專利競爭法
管制之分與合：兼論我國高通案處分」，公平交易季刊，第27卷第1期，21-22
（2019）。

80  即使如此，美國聯邦D.C.巡迴上訴法院在Rambus Inc. v. Federal Trade Com’n乙案仍
然認為，原告必須證明標準制定組織在專利權人未為FRAND承諾下將拒絕其SEP
納入技術標準，方可證明其違反FRAND承諾造成反競爭損害，構成獨占濫用；
522 F.3d 456, 463-464 (D.C. Cir. 2008).

81  公平法第15條第1款，將「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或服務
之規格或型式」列為在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之前提下，公平會得予許可的
聯合行為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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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的促進競爭效應，確保對於市場競爭整體而言利大於弊，乃是標準制定此一聯合

行為不致違反競爭法的必要前提條件
82
。是以專利權人行使此種同業聯手塑造的獨占

地位或其他市場地位時，倘若違反FRAND承諾，將導致該SEP相關之標準制定行為出
現原本不應出現之反競爭損害，同樣足以作為專利權人濫用獨占或其他市場地位之另

一違法性基礎
83
。

就上述違法性基礎而言，違反FRAND承諾應適用公平法第9條第1款獨占濫用或
第20條第2款不當差別待遇才是。此處3份專家意見主張適用第25條，其關注焦點應該
與獨占地位或市場力量無關，而係針對Daimler偏離VDA代表同業所為聲明，違反對
外共同承諾，構成欺罔之不公平競爭行為。本文並不否認Daimler背離此項承諾，有
可能違反公平法第25條。不過Daimler此項行為之目的，應非透過虛假承諾與不行使
權利，先騙取同業投資生產副廠零組件，待至十數年之後突然行使系爭外觀設計保

護，以突襲方式重創競爭者而妨礙競爭。反倒是VDA代表德國汽車業對外正式承諾，
Daimler接著在我國取得設計專利之後長達8年不行使權利，其後該公司態度突然丕
變，在我國起訴行使專利權。權利人這種出爾反爾的前後反覆行為，應該與誠實信用

原則的關連性最為密切。有鑑於此，本文以下集中探討Daimler此一行徑是否違反誠實
信用原則，構成專利權濫用

84
或權利失效。至於本行為是否構成不公平競爭而違反公

平法第25條，筆者在此存而不論。
（二）一審判決見解分析

一審判決理由認為VDA先前承諾乃是針對德國立法者所為，理當僅屬政治性質，
並不具有法律上拘束力，其違反也不會引發任何法律效果。德國科隆地區法院2017年
5月9日曾經就兩造當事人與本案相同之爭議案件作出判決，判決中直指VDA該項承諾
僅具有政治性質（political character）。該案上訴之後，杜賽多夫高等法院在二審判決
中引述另一份德國聯邦議會立法文件，證明該項承諾不能對副廠零組件製造商產生任

何權利或法律地位。這份文件指出：如果汽車製造商未來加強保護個別零組件，並且

嘗試以增加權利行使之方式影響售後市場，則立法者的介入將有其必要。根據上述證

據資料及德國法院見解，本案一審法院認為縱使VDA代表德國汽車產業作成不行使權
利的公開承諾，Daimler等德國原廠業者在法律上依然有行使其外觀設計保護之權利，

82  A. Douglas Melamed & Carl Shapiro, “How Antitrust Law Can Make FRAND 
Commitments More Effective,” 127(7) Yale Law Journal, 2128-2131 (2018).

83  王立達，前揭註79，102-105。
84  我國專利法2011年12月修正時雖然刪除第60條有關專利權濫用之規定，惟依該次
修正之理由說明，刪除本條並非有意否定專利權濫用。按立法者認為涉及權利濫
用之專利權讓與或授權行為，其於私法上是否無效，應該回歸民法相關規定，即
同法第148條第1項權利濫用或第2項誠實信用原則加以認定，無須另外於專利法重
覆規定，故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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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立法者屆時可視情形採取措施加以干預。換言之， VDA違反此項公開承諾只會引
發政治上的後果，不會為原廠專利權人帶來任何法律上的不利益

85
。

此判決見解出現的問題，在於法院將注意力全都投注於2002年VDA代表作成的共
同承諾，忽視了其後十餘年Daimler在各國持續不行使外觀設計保護的另一既成事實。
尤其是作為本案權利行使對象的我國設計專利，自從2009年3月21日核准公告以來86

，

到2017年3月9日Daimler向智財法院提起本案訴訟為止87
，該公司有長達8年時間保持

靜默，持續不行使系爭專利權，容任侵權產品流通於我國市面。Daimler對於國內外長
期不行使外觀設計保護，是否足以引發副廠業者錯誤信任其並無行使我國系爭專利之

主觀意願，在一審判決中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是以就誠信原則與專利權濫用此一爭

點，應將Daimler在我國取得設計專利之後一直不行使的行為，以及VDA當年共同承
諾與其後Daimler在國外不行使權利之情形，一起納入整體評估考量，不宜割裂而僅注
意其中個別環節，方能完整觀察其行為全貌，作出正確判斷。

（三）違反禁反言原則，構成專利權濫用

在美國專利法上，專利權人可能因為違反衡平禁反言（equitable estoppel），導
致系爭專利侵害無法尋求任何類型之法律救濟，專利侵權訴訟因此應受敗訴判決。衡

平禁反言之具體規範內涵，乃是禁止專利權人以誤導行為暗示不會行使系爭專利權，

被控侵權人因對之產生信賴，進而實施系爭專利後，專利權人卻出爾反爾，轉而對被

控侵權人行使權利。美國專屬管轄專利上訴案件的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曾經透過全院

聯席判決闡釋違反衡平禁反言必須具備的3項要素：1.誤導性的表意行為（包含不作
為），表達無意阻礙對方實施其專利；2.對方信賴（rely on）其表意內容；3.表意人權
利主張與其先前表意內容不一致，導致對方蒙受實質損害（material harm）88

。該院在

另案判決指出，在評估專利權人是否違反衡平禁反言之時，必須通盤考量與當事人兩

造衡平（equities of the parties）有關的一切事實及證據之後，方可作成決定89
。

VDA成立於1901年，Daimler是創始成員，其董事總經理Gustav Vischer出任VDA
第一任主席。時至今日Daimler仍是VDA主要成員，VDA現任副主席之一即來自該公
司。由此觀之，VDA對外發表之正式聲明，除非Daimler在內部明白表示反對，卻不
敵其他會員的聯手共同主張，否則VDA正式對外聲明應可視為包含Daimler在內的會

85  智財法院，前揭註2，戊、參、三，（三）、4、第45-47段與（四）、第54段。
86  中華民國專利公報，證書號數：D128047，1（2009）；智財法院，同上註，戊、
貳、一、（一）。

87  智財法院，同上註，戊、參、一，第1段。
88  A.C. Aukerman Co. v. R.L. Chaides Construction Co., 960 F.2d 1020, 1041-1043 (Fed. 

Cir. 1992) (en banc).
89  Wang Laboratories, Inc. v. Mitsubishi Electronics America, Inc., 103 F.3d 1571, 1580-

1581 (Fed. Ci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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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共同聲明。2002年VDA致函德國聯邦總理府，表明不行使零組件外觀設計保護之
後，十餘年來Daimler信守上述承諾，在各國未曾行使外觀設計保護，隨著時間流逝，
雙方無侵權糾紛之和平狀態長期以來持續存在。

就我國系爭專利而言，其取得雖非來自前述具有誤導性之正式聲明，但Daimler在
我國從2009年3月取得該專利以來，直至2017年3月提起本案訴訟為止，曾有長達8年
期間沈默不行使權利，容任侵權行為發生。該公司在我國售後維修市場面對副廠車燈

產品，卻長期不行使專利權。按使用系爭車燈之賓士 E-Class W212車款，2009年已經
在全球（包括國內）同步上市

90
，這和部分專利取得之後，因市場尚未成型或商品化

研發尚未完成，經過多年以後才會提起訴訟追究侵權責任之情形，有所不同。Daimler
在我國產品上市後長期不行使系爭專利權的舉措，加上前述VDA當年所為的共同承
諾，以及該公司在國際十數年間遵照承諾不行使權利，就一般專利權人與侵權同業之

互動而言，Daimler行為整體一再傳遞無意行使權利之訊息，對於副廠零組件業者造成
反覆強化之錯誤印象。前述發生於國外之事件，雖然不影響我國系爭專利之取得，然

而對於跨國經營的帝寶公司等副廠業者而言，這些國外行為一方面引發對於Daimler
無意行使權利之印象，另一方面強化國內系爭設計專利權長期不行使所造成的誤導效

果。副廠零組件業者基於此一反覆加強的訊息，錯誤相信Daimler已經放棄行使國內系
爭設計專利，因而投資生產系爭頭燈，就其整體情狀而言，應已符合違反衡平禁反言

所必須具備的前兩項要素。

就第三項實質損害要素而言，帝寶公司十餘年來勠力研發，投入無數產銷努力，

成為股票上市公司，建立起涵蓋海內外的副廠車燈事業
91
。Daimler在博取德國、歐盟

與副廠供應商的信任，成功打消歐盟維修免責之提案後，態度出現一百八十度大轉

變，陸續在德國、我國起訴禁止帝寶公司繼續生產副廠車燈，對其事業產生根本性衝

擊。若Daimler在本案成功獲得勝訴，帝寶公司在我國境內須停止生產、銷售及進出口
賓士副廠車燈，本產品線勢必難以為繼。Daimler出爾反爾，導致帝寶公司面臨實質經
營風險，藉以謀取獨占維修車燈市場之可觀利益，在當事人之間有失衡平。就其行為

整體而言，應已符合上述違反衡平禁反言之各項要素。

自從1990年代以來，最高法院至少已經有6則判決將違反禁反言之權利行使行

90  羅文杰，「W 2 1 2來了！全新M .  B e n z  E - C l a s s北美搶先發表」，車訊網
（2009/2/4），https://bbs.carnews.com/article/info/4566b453-4b02-11e8-8ee2-
42010af00004/；Yahoo奇摩汽車，「賓士W212 E-Class二手選購大作戰」
（2016/6/22），https://autos.yahoo.com.tw/news/ %E8%B3%93%E5%A3%ABw212-
e-class%E4%BA%8C%E6%89%8B%E9%81%B8%E8%B3%BC%E5%A4%A7%E4%
BD%9C%E6%88%B0-084600683.html，最後瀏覽日期均為：2020/10/14。

91  有關帝寶公司國內外銷售成績與研發投入，詳見帝寶公司，前揭註71；李盈逸，
前揭註72等處引用之文獻資料與本文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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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認定為違反誠實信用原則。例如80年度台上字第342號判決中，承租人未經地主
同意於土地上增建房屋，經地主通知回復原狀未果。事後地主繼續收取租金，並曾調

整租金數額，待至20餘年後方以承租人無權增建房屋為由終止契約。最高法院認定此
種出爾反爾、前後矛盾的契約終止行為，已經違背民法第148條第2項所揭櫫的誠實信
用原則。又如98年度台上字第690號判決中，最高法院認為共有人既已事先同意以抽
籤方式決定分割共有物所分得之位置，在法院決定共有物分割方法後，除有意思表示

無效或得撤銷之情形外，共有人不得出爾反爾，再行否認以抽籤方式所分得之位置，

始符合誠信原則
92
。以此觀之，Daimler本波行使設計專利之行為，同樣出爾反爾，與

先前誤導帝寶公司之行為前後矛盾，違反衡平禁反言，違背民法第148條第2項之誠實
信用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乃是行使法律權利之最高指導原則，學說上稱為「帝王條款」
93
，

並以「權利濫用禁止」作為違反該原則之法律效果
94
。惟其禁止範圍應該與濫用範圍

相當，避免過度禁止，更不宜輕易否定其權利本身。在具體禁止方式上，智財權人倘

若行使具有撤銷、廢止原因之智慧財產權，其主觀上雖未必有濫用之意，但亦屬行使

權利逾越應有界限之具體事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規定在此種情況下智財權
人不得主張其權利。就本案而言，Daimler違反禁反言之專利權濫用，乃是長期不行使
我國系爭專利，加上先前於國外共同承諾與長期不行使類似之外國設計保護所構成的

整體外觀，誤導帝寶公司信任其無意行使權利，因而設置生產線製造系爭侵權產品。

為救濟此種濫用行為，應可允許帝寶公司來自於誤信的系爭產品繼續生產下去，使之

持續成為原廠的有力競爭對手，直接破除Daimler意欲透過出爾反爾的誤導行為排除同
業競爭的主要目標。基於上述理由，本案應該類推適用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對
於有撤銷、廢止原因之智慧財產權的處理方式，判定Daimler於本案侵權訴訟不得對帝
寶公司主張系爭設計專利權，該公司應受敗訴判決，並容許帝寶公司繼續生產被控侵

權產品，可能較為適當。這也正是美國專利法上對於專利權濫用（patent misuse）所
課予之法律效果

95
。

92  其餘最高法院認定違反禁反言而有違誠信原則之案例，詳見陳聰富，契約自由與
誠信原則，初版，元照出版公司，163-165（2015）。

93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簡上字第2號判決；施啟揚，民法總則，6版，自刊，361
（2005）；鄭冠宇，民法總則，3版，新學林出版公司，236（2016）；陳聰富，
「臺灣民法誠信原則之實務發展」，月旦民商法雜誌，第62期，7（2018）。

94  誠信原則與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關係，學理上共有五說，學說實務均較肯定本
說，稱之為通說。參見陳聰富，同上註，8；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63號判
決。

95  即專利權無法行使（unenforceable）；U.S. Gypsum Co. v. National Gypsum Co., 352 
U.S. 457, 465 (1957); Senza-Gel Corp. v. Seiffhart, 803 F.2d 661, 668 n.10 (Fed. C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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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權利失效與誠實信用原則

（一）權利失效理論與美國法上遲誤（Laches）抗辯
權利失效理論在德國發展最早，從1877年其理論內涵開始出現以來，在實務上累

積無數案例，理論體系也已經發展嚴密。日本最高法院在1955年以判例承認權利失效
理論，日本學界也肯認在該國法上有創設此一原則之必要

96
。就我國而言，其思想首

見於最高法院56年台上字第1708號判例。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2400號判決闡述了
此一理論的意義與主要要素，在我國法上開始建立本原則，並且受到學界的肯定

97
。

近50年以來，我國權利失效相關判決數目持續增加，1990年以後平均一年出現一個以
上最高法院相關判決，至今已在實務上形成一項具體的法律制度

98
。

權利失效理論之具體內涵，係指權利人在相當期間內不行使其權利（時間要

素），並因其對於權利行使前後矛盾或是其他不忠實之行為所造成的特殊情況，足以

引發義務人之正當信任（狀況要素），認為權利人已無意行使其權利，或不欲義務人

履行其義務（信賴要素）。此時假若權利人轉而行使其權利，應認為有違誠信原則，

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並由義務人就有利於己之事實進行舉證，使權利人之權利受到限

制而不得再為行使
99
。最高法院實務與學說也強調，權利失效理論係針對現行法律對

於時效期間內權利人不符誠信原則之前後矛盾行為規範不夠充分的漏洞加以填補，在

權利人長久不行使權利加上客觀上足以使人信賴權利人不再行使權利的外觀兩者同時

出現時，剝奪其權利之行使，在適用上必須十分慎重，以避免造成時效制度之空洞

化
100
。

就時間要素而言，最高法院有認定5年間不行使和解契約給付請求權及契約違約

1986); Morton Salt Co. v. G. S. Suppiger Co., 314 U.S. 488, 493 (1942).
96  王澤鑑，「權利失效」，收錄於：氏著，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一），7版，自
刊，340-343（1983）；吳從周，「民法上『權利失效理論』之繼受與發展：以拆
屋還地之類型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第42卷第4期，1239（2013）；陳忠五，
「權利失效在勞動關係上的適用─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732、1766、1932號
判決評釋」，台灣法學雜誌，第255期，42-45（2014）。

97  王澤鑑，同上註。當時僅以權利濫用，有違誠信原則稱之，及至最高法院72年度
台上字第2673號判決，實務上才開始使用「權利失效」此一用語；吳從周，同上
註，1240。

98  吳從周，同上註，1212-1216、1268-1325。
99  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2673號、88年度台北字第497號、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
第950號、102年度台北字第1732號等判決，亦可見陳聰富，前揭註92，160；吳從
周，同上註，1229-1233、1240-1242。

100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854判決，王澤鑑，前揭註96，339；吳從周，同上註，
1237-1238；陳忠五，前揭註96，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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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權，即構成權利失效之判決實例
101
。相反地，也有在雙方對於何人支付銀行貸款

仍有爭執，不行使權利之期間僅有6年的情況下，認為能否謂之為在相當期間內不行
使權利，足使義務人信賴權利人不欲其履行移轉房地所有權之對待給付義務，尚有

疑義，因而判定尚未構成權利失效的案件
102
。由此可知，有關是否構成權利失效，權

利人不行使權利之時間長短目前尚無一定標準，必須綜合考量其他要素及衡量個案

中違反誠信原則之具體狀況，方能決定
103
。在時間要素之外，法院一方面必須考量狀

況要素，依照一般社會通念，針對權利人之相關行為進行評價，判斷對於權利行使是

否忠實，在客觀上是否可以看出權利人不再有意願主張系爭權利，足以使義務人產生

信任。另一方面也必須同時考量信賴要素，考察義務人有無因為相信權利人不再行使

權利而有值得保護的信賴投資，例如處分其財產等。依照我國司法實務與多數學者見

解，以上3項要素在個案中必須全數齊備，法院方可認定構成權利失效104
。

在美國專利法上，遇有專利權人於相當期間內不起訴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被控

侵權人可以主張遲誤（laches）抗辯105
。假若主張成功，專利權人就該侵權行為就不

得請求任何損害賠償。這項抗辯權的設計與我國權利失效理論及消滅時效制度均有類

似之處，值得在此進行比較研究，作為這兩項制度彼此區別及權利失效理論適用於專

利侵權案件之參考。美國專利侵權訴訟的遲誤抗辯，乃是法院基於衡平法（equity）
相關原則，透過案例逐步累積形成，共有兩項適用要件

106
：

1.  從原告得知或合理可得而知被告侵權之時起算，原告提起專利侵權訴訟有不合理且
無理由之遲延；

2.  被控侵權人因為上述遲延，受到實質不利益之影響（material prejudice）或損害。
美國專利法上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為專利權侵害發生時起6年，在此期間

之內必須提起侵權訴訟或反訴
107
。如果專利侵權行為持續存在且造成損害，對於發生

在起訴時點6年以前的損害，都因為罹於消滅時效，無法向被控侵權人請求。美國法
院以此消滅時效作為遲誤抗辯的參考標準，透過案例法形成了可推翻的遲誤推定。專

101  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001號、100年度台上字第445號判決。
102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854判決。
103  學界有認為相當期間不行使權利之時間要素並非權利失效之單獨適用要素，而是
客觀上足以使人信賴權利人不再行使權利此一狀況要素下的參酌因素；陳忠五，
前揭註96，46-47。

104  吳從周，前揭註96，1232-1234；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932號判決。
105  蔡明誠教授將美國專利法上的lashes譯為懈怠；蔡明誠，發明專利法研究，2版，
自刊，228註12（1998）。

106  A.C. Aukerman Co. v. R.L. Chaides Construction Co., 960 F.2d 1020, 1028 (Fed. Cir. 
1992) (en banc).

107  35 U.S.C. § 286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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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權人如果在侵權行為發生後超過6年才提起侵權訴訟，推定其已經滿足遲誤抗辯上
述兩項構成要件。此時舉證負擔移轉到原告身上，專利權人必須舉證證明上述構成要

件中任何一項並不存在，才能夠成功推翻此一推定，請求損害賠償
108
。

雖然如此，對於遲延時間低於6年的專利侵權訴訟，聯邦最高法院2017年以違背
立法者制定時效消滅期間之意旨，有法院凌駕於國會之上的嫌疑，基於權力分立原

則，判定遲延期間低於6年之專利侵權訴訟，被控侵權人不得主張遲誤抗辯109
。因此

目前美國適用遲誤抗辯的最低遲延期間，已經與消滅時效之時效期間合而為一，但是

兩者的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仍有些許不同。主張消滅時效僅須單純滿足時效期間，無

須考量上述遲誤抗辯之額外構成要件。罹於時效所生之法律效果，乃是距離起訴時6
年以前因為侵權所受損害，已經無法請求被控侵權人賠償。但是專利權人倘若無法推

翻不合理、無理由、實質不利影響等兩項適用要件之推定，一旦滿足遲誤抗辯，還必

須面對額外的法律效果，也就是因系爭侵權行為所受全部損害，包括起訴前6年之內
所蒙受損害，都不得請求賠償。

美國遲誤抗辯有關遲延起訴期間之司法案例發展，對於權利失效理論中時間要素

應該如何認定具有參考價值。權利失效乃是用以補充消滅時效規定之獨立法律制度，

兩者同樣源自於誠實信用原則。鑑於此種共通性與互補性，權利失效所要求不行使

權利之相當期間，在學說及實務上皆承認不需要長於消滅時效期間，以便發揮補充時

效制度之功能
110
。因此無論法院對於個案雙方可非難性與可保護性之分析評估結果為

何，對於怠於行使權利之期間，都應該以同一權利之消滅時效期間作為底限，並無理

由要求長於此一期間。

我國專利法第96條第6項規定，專利權侵害的損害賠償請求權，自權利人知有損
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此一時效
規定，代表立法者對於此種情況下何種長度的怠於行使權利有違誠信原則，所為之具

體評估與判斷，對於權利失效需要經歷的不行使權利期間，不啻提供了第一線的指

引。如果專利權人怠於行使權利的期間僅有2年，由於時間不算長，應該還不致於引
發義務人對於權利人不行使權利的信賴，也稱不上不合理地怠於行使權利。然而倘專

利權人在專利侵害發生之後將近10年均未行使其權利，而且沒有合理事由存在，另外
還有前後矛盾等足以使義務人相信認為其已放棄行使權利的行為出現，在上述時效期

間作為判斷底限的背景下，應可認為有違誠實信用，發生權利失效，不可再行使損害

賠償請求權。

108  A.C. Aukerman Co., 960 F.2d at 1034-1036.
109  SCA Hygiene Products Aktiebolag v. First Quality Baby Products, 137 S.Ct. 954, 959-

961 (2017).
110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854號判決；吳從周，前揭註9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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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不行使權利相當期間之起算時點，有論者主張不應從權利取得時點開始起

算
111
。然而縱觀學說及實務上曾經出現的權利失效案例，針對相當時間之經過（時間

要素）均僅單純考慮權利人歷經多久時間未曾行使權利，並未嚴格限制在足以使人信

賴不行使權利之外觀（狀況要素）開始出現，或是權利人知悉其可得行使權利之後，

方始起算。其法理上原因應在於權利失效理論著重於保護相對人之信賴，屬私法上信

賴保護的一環，並非用以處罰權利人之怠於行使權利。相當時間之經過（時間要素）

僅係用以考量是否足以引發義務人信賴之考慮因素其中之一，更重要的毋寧是與狀況

要素結合考量之後，在客觀上是否達到足使義務人相信權利人不再行使權利之地步。

相對而言。消滅時效與除斥期間著重於維護法秩序的安定性，屬於「時間經過致使權

利發生變動」制度的一環，具有督促權利人勿在權利上睡著之目的。因此權利人主觀

上是否知悉得以行使權利，就成為時效時間起算必須考量的因素之一
112
。

至於侵害除去及侵害防止請求權，雖然不在前述專利侵害之特別時效規定範圍

內
113
，然而在個案中如果權利失效其他要素都已經具備，例如權利人對於權利行使有

不忠實行為，導致義務人信任而作出信賴投資等情形，就將近10年之不行使權利而
言，時間已經相當漫長，在等待過程中義務人反覆強化對於權利人不欲行使之信賴，

應該也已違反誠信原則。況且權利失效理論之目的與功能本即在於填補時效規範有所

不及之處，不宜僅因相對應之時效規定內容有異，而否定該等權利不能淪為失效。

對於上述見解，有持反對論者認為侵害他人權利之人自始即為不法，應不得主張

「正當信賴」受害人不追究其責任而免除法律上應負之責，因而主張權利失效理論不

應適用於侵權行為。此種看法雖然有其見地，然而受害人因侵權行為取得之各種請求

權亦屬私法上權利，受害人同樣可以本於其自主之意思，決定是否予以拋棄或是單純

不行使。倘若受害人符合時間要素與狀況要素，客觀上有使侵權行為人相信其不再行

使權利之外觀，此時侵權行為人所產生之信賴似乎同樣值得保護，不該單純因其先前

111  李素華，前揭註8，119-120。
112  參見陳忠五，前揭註96，46-47。
113  我國專利法對於侵害除去及侵害防止請求權並未設有時效規定，學者對此類請求
權是否適用消滅時效有不同看法。有認為適用民法第125條一般消滅時效之15年時
效期間，如陳龍昇，專利法，初版，元照出版公司，225（2013）；亦有認為智
財權之侵害除去及侵害防止請求權，其行使並無消滅時效可言；李素華，前揭註
8，119。徵諸民法第767條對於各種物權之妨害除去及妨害防止請求權，同樣未設
有時效規定。司法院大法官第164號解釋僅在已登記不動產之範圍內，認定該等請
求權並無民法第125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動產與未登記不動產物權之該等請求
權，依此應仍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按專利權之登記僅具有對抗第三人之效力
（專利法第14條第1項、第62條第1項、第63條第3項），並非如同不動產登記具有
絕對效力，尚難與之相提併論。故專利法之侵害除去及侵害防止請求權，應仍以
適用民法上一般消滅時效之規定，較為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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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有侵權情事而受到影響。再者，我國與德國之學說與實務，除對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可否成為權利失效之適用客體出現不同意見之外，都一致認為對於各種權利型態，包

括請求權、形成權、抗辯權與支配權，權利失效理論均可適用，甚至認為在公法與訴

訟法領域亦可適用
114
。論者又主張最高法院與學者至今所討論的權利失效態樣，均係

源自於契約關係之請求權
115
。此點看法之基礎認知應屬有誤，據統計高等法院或最高

法院曾對權利失效是否成立加以認定的最高法院案件中，約有半數的權利失效客體乃

是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或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乃是國內實務上最常出現的權利失效

案件類型
116
。

（二）系爭專利是否構成權利失效？

本案系爭設計專利於2008年4月23日在我國提出申請，主張在德國提出申請之
2007年10月23日為國際優先權日，專利權期間自2009年3月21日核准公告日起至2023
年4月22日止117

。Daimler在2017年3月9日向智財法院提起本案訴訟118
，倘若在起訴前

未曾對帝寶公司以其他方式行使專利權，距離該公司取得系爭專利權已將近有8年時
間未曾行使權利。如果將該公司在德國就系爭車燈設計之權利行使一併納入觀察，

Daimler在2014年10月曾經發函帝寶公司，主張其產銷之車燈侵害該公司德國專利，接
著在德國提起侵權訴訟，由此算來該公司不行使權利之期間只有5年多，尚不甚長，
且在本案起訴前已經終結，系爭專利應不致有發生權利失效之虞。惟倘若嚴守屬地主

義之立場
119
，將前述發生於德國之權利行使完全侷限於德國，與我國系爭專利兩相隔

絕，則本案涉及之不行使權利期間已經長達8年，即有必要進一步檢視是否符合發生
權利失效之各項要素。

在本案中，VDA當初向德國聯邦總理府遞交聲明信，其承諾內容包含不行使外
觀設計保護，不以之干擾妨礙零組件市場競爭，不僅並未限定僅指德國境內，且已為

世界各大副廠零組件製造商所熟知，誤導效果早已超出該國國境之外。況且我國作為

德國市場上零組件原始生產國之一，權利人在我國行使系爭專利禁止製造車燈，對於

德國零組件市場競爭必然造成干預及阻礙
120
，應該同樣落入上述承諾不行使權利的範

114  吳從周，前揭註96，1221-1229；王澤鑑，前揭註96，339。
115  李素華，前揭註8，118-119。
116  吳從周，前揭註96，1243-1244、1215註9。
117  中華民國專利公報，證書號數：D128047，1（2009）；智財法院，前揭註2，戊、
貳、一、（一）；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權利異動查詢，https://twpat3.tipo.
gov.tw/tipotwoc/ tipotwlkm?@@0.4239410770228753，最後瀏覽日期：2020/10/14。

118  智財法院，同上註，戊、參、一，第1段。
119  有關專利屬地主義，可以參見專利法第59條第3款至第6款，以及智財法院，同上
註，戊、參、三、（六），第74段有關消滅時效起算事由之認定。

120  帝寶公司在國內設有鹿港、新營、彰濱3個車燈生產工廠，嘉義廠預定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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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之內。雖然如此，就本案而言，VDA向德國總理府提出不行使權利之承諾，發生在
本案系爭專利權取得之前，是否可以將之納入系爭專利權利失效之考量範圍，不無疑

問。倘若可以，則權利失效中之狀況要素應已具備。再者，國內副廠車燈產業近年來

發展迅速，成為美國及歐洲售後市場重要供應商
121
，具有顯著之信賴投資，亦應滿足

權利失效中之義務人信賴要素。

最後在時間要素方面，本案Daimler未行使權利之期間雖未達到10年之損害賠償
請求權時效消滅期間，但也已長達8年。徵諸我國權利失效理論主要功能在於補充時
效制度之不足，且較單純不行使權利之時效消滅多出狀況要素與信賴要素兩項構成要

件之要求，因此不宜硬性要求必須滿足時效消滅期間。美國聯邦最高法院2017年SCA 
Hygiene案雖然認為構成遲誤抗辯之怠於行使權利期間不應短於時效消滅期間122

，惟美

國專利法上遲誤抗辯之構成要件可單純因為權利人6年以上未行使權利而推定該當，
且前揭判決明白肯認遲誤抗辯主要係在無時效規定處扮演類似消滅時效之功能

123
，與

我國權利失效理論與時效規定兩者併行不悖，旨在針對時效尚未消滅但客觀上有使人

相信不行使權利之外觀而違反誠信之情形加以規範，兩者功能定位並不相同，無法完

全比附援引。

根據上述分析，Daimler怠於行使系爭專利之行為雖有可能構成權利失效，不過尚
且難以斷定。倘若確實構成權利失效，Daimler在本案訴訟中應不得行使其專利權。除
了損害賠償、侵害除去及侵害防止請求權，Daimler在本案尚且主張民法第177條第2項
不法無因管理及第179條、第197條不當得利之規定作為備位法律依據，同樣請求帝寶
公司給付銷售侵權頭燈所得利益

124
。事實上，專利法第97條第2款以被控侵權人因侵

權行為所得利益作為損害賠償數額之計算方式，忽視了損害賠償原本以被害人總財產

在有侵權事故與無侵權事故發生時之差額為其上限，假若被害人原先並無計畫將該權

利作如何之使用，侵權人因該使用所生之利益即非被害人所受損害
125
。因此該款損害

賠償數額之計算方式，在學理上認為其理論基礎並非來自於損害賠償，而應是不法無

因管理或是不當得利
126
。是以該款損害賠償請求權倘若因為罹於專利法96條第6項所

完工，中國子公司另外設有生產工廠；帝寶公司網站，http://www.depo.com.tw/
company_tw_3.php，最後瀏覽日期：2020/4/26。

121  參見李盈逸，前揭註72，及相對應之本文說明。
122  SCA Hygiene Products Aktiebolag v. First Quality Baby Products, 137 S.Ct. 954 (2017).
123  Id. at 961.
124  智財法院，前揭註2，戊、貳、一、（六）、1。
125  此乃德國通說，亦為我國學說實務一般接受之標準，稱為利益說或差額說；曾世
雄、詹森林，損害賠償法原理，2版，新學林出版公司，139-153（2005）。

126  黃銘傑，「專利法第85條第12項第2款以『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計算損害規定之
法律定位、功能與適用－評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27號判決」，收錄於：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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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短期時效，或是因為長期不行使，且有使被控侵權人信賴權利人不欲行使其權

利之行為，導致發生權利失效之情形，則作為本款賠償規定理論基礎的不法無因管理

或是不當得利請求權，與該規定僅有外觀相異，惟其內在本質實屬相同，理應同時罹

於時效或是發生權利失效而無法行使
127
，方不致為不同條文之表象差異所惑，而能切

中其性質，得事理之平。

八、結論

本文採取現實導向的主、後市場連動理論，認為頭燈售後維修支出占車輛整體價

值及支出比例不高，且消費者掌握售後頭燈價格及更換頻率的資訊成本過高，在購車

時難以將頭燈價格反應在購車決定上，頭燈零組件本身應該構成獨立之售後市場，並

非與汽車整車銷售處於同一相關市場。Daimler就系爭車燈外形擁有設計專利，卻拒
絕授權帝寶公司合法生產，危及該公司及其他副廠產品可否繼續於售後市場與原廠競

爭，有可能構成濫用Daimler於車燈外觀授權市場上之獨占地位而違反競爭法。惟就帝
寶公司車燈與原廠產品之差異，亦即價格適中及高性價比等兩項特點，是否來自於該

公司之研發創新，符合歐盟認定拒絕授權行為例外違法情況中之的「新產品」要件，

目前依照一審判決及可取得之公開資料，尚難加以斷定。期盼法院充分運用訴訟程

序，對此詳加調查審認，俾能釐清Daimler拒絕授權系爭設計專利，是否應負違反競爭
法之法律責任。

2002年VDA代表包含Daimler在內的德國汽車業對該國聯邦總理府遞交聲明信
函，公開表示不會對於副廠零組件製造商行使外觀設計保護，2009年Daimler於我國取
得系爭專利後，也有8年未曾行使其權利，卻在2017年突然提起本案侵權訴訟，其先
前共同承諾及在我國長期怠於行使權利之行為，具有誤導效果且引發副廠業者的信賴

與大舉投資製造，違反禁反言與誠實信用原則，構成應禁止之專利權濫用。此外，該

公司系爭設計專利權有將近8年未予行使，和上述承諾共同表現出不欲行使權利之外
觀，並且引發帝寶公司之信任，有可能已經符合權利失效理論的3項要素，導致無法
行使系爭專利權。不過上述在國外提出的承諾，發生在Daimler取得系爭設計專利權之
前，權利失效理論究竟是否能夠適用於本案，還有相當高的不確定性。

藉由對於Daimler與帝寶公司頭燈設計專利侵權訴訟一審判決之分析與評論，本文

著，競爭法與智慧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2版，元照出版公司，628-633
（2009）；葉新民，「由專利侵害案件重新省思損害的概念－以智慧財產法院106
年度民專訴字第44號民事判決為例」，月旦裁判時報，第87期，23-28（2019）；
葉新民，「由國碩案論專利侵權不當得利之雙重意義－以民法第197條第2項的自
有規範內容為中心」，萬國法律，第224期，23-28（2019）。

127  類似見解，請見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1274號民事判決（以不當得利返還請求
權請求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也應適用租金之5年消滅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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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售後零組件市場界定、拒絕授權行為、禁反言與專利權濫用，以及權利失效等四

大智財保護與市場競爭交錯爭點，進行深刻的學理探討和判決理由檢視剖析。冀望對

於這些議題的深刻反省，對於相關學術討論與法律實務運作能夠有所貢獻，並且有幸

激發出學術社群進一步研究興趣，促成更多具有洞察力的後續新穎研究陸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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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s first instance judgment on 
Daimler v. Depo, a design patent infringement case concerning automobile headlamps, this 
paper explores key issues at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competition law and patents, including 
the market definition for repair parts, the refusal to license, equitable estoppel, Verwirkung, 
and laches. The author finds that repairing headlamps should constitute a relevant market 
in its own right, that is, an aftermarket. Daimler possesses a design patent over the exterior 
design of the headlamp which is at issue in the present case. Hence it enjoys a monopoly in 
the upstream licensing market of the lamp, yet refuses to license Depo to produce them. In 
this way, Daimler excludes lamp products possibly with innovative features from the market, 
injures competition, and therefore its actions might constitute illegal monopolization. The 
court should investigate relevant facts and consider this possibility carefully in the follow-
up proceedings of this litigation. In 2002, VDA delivered a letter to the German federal 
chancellery on behalf of the German automobile industry, expressing that they would 
not enforce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their exterior design against aftermarket repair parts 
manufacturers. Daimler has not enforced the patent at issue for almost 8 years since it was 
granted in Taiwan in 2009. In the aftermath, Daimler suddenly initiated this infringement 
lawsuit against DEPO. The VDA letter and long-time non-enforcement are misleading, 
and trigger the trust and investment of repair parts manufacturers. Daimler was in violation 
of equitable estoppel and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hence constituting patent misuse. In 
addition, the fact of the long-time non-enforcement of the patent at issue, combined with 
the VDA letter, conveys a not-care-for-enforcement attitude on the side of Daimler. That 
appearance generates the trust and investment at the end of repair parts manufacturers, which 
in its entirety may also contravene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and lead to Verwirkung, which 
in turn makes the patent unenforceable. Since a couple of key facts occurred in foreign 
countries, arguably connecting to local counterparts instead of the patent at issue in Taiwan, 
the conclusion of the last point is not so certain. 

Keywords: Relevant Market, Part and Component, Refusal to Deal, Equitable Estoppel 
Verwirkung, L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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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楊宏暉（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本篇主題涉及專利與競爭法間利益平衡之問題，尤其是在售後市場，由於臺灣缺

乏大品牌的車廠，但在售後維修零件市場發展蓬勃，因此在售後市場的相關討論會影

響到我國產業的後續發展。

王老師主要就競爭法面向進行討論，在本案中是否屬於獨占地位？王老師認為應

從主、後市場是否具有連動性作認定，我認為獨占規定之適用，不確定性較高，應可

先從一般法律原則著手，在專利侵權上來看，行使權利是否有權利濫用或違反誠實信

用的可能，即有討論的空間，本案專利期為2009年取得，從德國的案子來看，2014年
就知道有侵權事實的存在，但2017年時廠商才於臺灣提出訴訟，若以時間點觀察，提
告時間與專利期時間相差僅有8年，尚未罹侵權行為10年消滅時效，若從時效觀點觀
察，仍有行使的可能性。但除消滅時效化，亦承認有權利失效制度。

基於對德國修法之政治承諾及之後消極不行使權利的事實，對臺灣廠商而言是否

該當信賴基礎？涉及權利失效的判斷因素，若單純從客觀時間點上觀察為8年，一般
的權利失效若已經滿足消滅時效規定時，便無必要再次援引權利失效規定，故一般認

為權利失效的期間短於消滅時效。重要的是其他狀況因素的判斷，在本案中由於德國

設計法於2014年修法，擬將歐盟維修免責之規定引進德國，因德國為汽車製造大國，
此一修法活動引起車廠的反彈，為阻止修法，德國廠商承諾不對侵權廠商提告，而此

一政治承諾在違反誠實信用之判斷中，應屬重要，且由於此一承諾的提出，戴姆勒於

當時在德國及臺灣均未提告，如此可能讓國內廠商信賴戴姆勒短時間內不會再提告，

而積極投入車頭燈研發及生產。

我國法是否承認權利失效規定？對專利權等無體財產權的案例適用，在民國106
年涉及飛利浦DVD-R的技術授權的判決中，國碩在審理過程中提出飛利浦於92年時已
知悉其有販售DVD-R的產品，並於義大利提告，但遭法院駁回，而其後並未提出任何
請求，直到10年後始到臺灣提起訴訟。此案最高法院將其發回高院更審，高院認為並
不符合權利失效要件，飛利浦僅未積極行使權利，但是並無創造使國碩信任不行使權

利之外觀，而駁回國碩之抗辯。綜上所述，我國智財法院似乎較少適用權利失效相關

規定。

回到獨占濫用問題上，在此涉及主、後市場連動理論，是否因為戴姆勒或賓士在

主要汽車產品市場面臨激烈競爭，而使其對於售後維修零件即無獨占力量，主、後市

場連動理論之基礎，建立在智財法院將消費者區分為三大類。首先，無論車燈維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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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品牌價值對消費者而言具有榮譽感者；其次為不知車燈維修選擇有限，仍認同品

牌價值者；再者，若知車燈選擇有限，便會改變消費決定者。而在市場上何種類型的

消費者較多，則會傾向保護該類型消費者，值得一提的是，是否前二類消費者真的不

在乎車燈價格，此則涉及到車燈零件性質，若是認為汽車使用年限小於車燈年限，那

麼於購車時便不會將車燈維修費用納入考量，與更換頻率較高的零件有所不同，因此

是否可適用主、後市場連動理論，仍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另外，車燈於設計上細節

的變化可能難有太大的變更，雖然理論上具有迴避的可能性，但在實際上因使用者慣

性導致可能性不是那麼高，所以此時應可認定車燈設計造型專利具有獨占地位。

售後零件於設計專利上是否有維修免責的適用，德國最近通過強化公平競爭法案

(Gesetz zur Stärkung des fairen Wettbewerbs)，修正設計法，加入維修免責條款，即：用
於維修複合產品之零組件，僅於使該複合產品恢復其原始外觀之目的者為限，對於包

含於產品中或應用於產品之設計，不適用設計保護。但若該零組件非為維修複合產品

之主要目的而流通市場者，不在此限。另外，零件製造商負有一定之標示義務，使其

產品僅能用於維修之用，而我國似也可進一步思考是否有引進的需要，以增加售後市

場之競爭及消費者於售後零件市場選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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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之司法審查

王銘勇
*

摘要

隨著公平交易法對違法罰鍰數額的提高，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事件對違法事業影

響日趨重大，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司法審查規範及運作實況即受到關注。本文說明我

國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司法審查實況，包括管轄法院、司法審查範圍，並檢討分析我

國近年來就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司法審查重要案例。並介紹美國、日本及歐盟競爭法

主管機關處分司法審法規及實際運作狀況，基於前開分析討論，最後，本文認我國公

平交易委員會處分司法審查運作實況及參考國外法制，就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司法審

查制度，建議應修改公平交易法，明文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司法審查專屬管轄法

院，並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司法審查時，在訴訟上應引進專家證人制度，並強化

司法審查透明度，並應明定最高行政法院要撤銷二審判決，自行判決時應經言詞辯論

目　次
一、前言

二、我國近年來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案例分析

　　（一）司法審查一般規範

　　（二）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管轄法院

　　（三）近年來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事例   
三、美國、日本及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處分之司法審查

　　（一）美國

　　（二）日本

　　（三）歐盟（EU）
四、我國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檢討

　　（一）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特點

　　（二）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法制建議

五、結論

* 律師、國立清華大學科法所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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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但公平交易委員會也應檢討行政調查程序，使證據證明力更加周延，並就罰鍰

計算制訂相對明確基準，以利公平交易委員會執法，落實公平交易法規範意旨。

一、前言

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為公平法中

央主管機關，該會委員之任用，應具有法律、經濟、財稅、會計或管理等相關學識及

經驗（參見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第6條第1項前段），且應超出黨派獨立執行職務，
公平法為落實該會獨立機關特性，復規定對公平會所為處分不服者，直接適用行政

訴訟程序之規定（參見公平法第48條第1項），但引起注意的是，公平會處分後，在
行政訴訟司法審查時，如何審查？是否與其他獨立機關不同？另公平會所為處分常涉

及經濟證據之分析判斷，就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時，就該涉及專業判斷，如何審查？

此類問題均引起國內外法學及產業界關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於2019年亦針對競爭法案件司
法審查召開會議，討論相關議題

1
。

  就我國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爭議，在最高行政法院在108年度判字第481號、109
年度判字第23號判決罕見的就受處分事業對公平會處分上訴後，逕行判決撤銷原處分
確定，更受到關注，本文僅以近年來司法實務（最高行政法院）就公平會處分之司法

審查相關裁判，分析討論公平會處分之司法審查，並參以美國、日本及歐盟等對競爭

法主管機關處分司法審查法制比對觀察，以討論我國就公平會司法審查之得失，並提

出建議，以充實我國公平法執法法制，落實公平法立法意旨。

二、我國近年來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案例分析

(一)司法審查一般規範
涉及公平會處分之司法審查行政訴訟類型，為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行政法

院就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處分進行司法審查時，司法範圍為何？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規
定，在行政訴訟之撤銷訴訟，係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

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
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另
同法第5條第2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
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

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訴訟。

1 關於該次會議秘書處之報告，請見The standard of review by courts in competition 
cases-Background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4 June 2019, OECD DAF/COMP/
WP3(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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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就行政訴訟之撤銷訴訟或前開第5條第2項課予義務訴訟之管轄法院，依該訴訟
種類與金額或價額不同，而由不同法院管轄。即是由不同法院負責行政處分之司法審

查。

依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1項第2款規定，「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四十萬元
以下罰鍰處分而涉訟者」，為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件，以「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如係通常程序，則以轄區高等行政法院為管轄法院。

至就行政處分司法審查時，行政法院就行政處分審查密度為何？在行政訴訟法中

並無特別規定，一般就法律解釋、事實認定及效果部分（罰鍰或停止違規行為），均

應接受司法審查。

（二）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管轄法院

依前開行政訴訟法規定一般行政處分司法審查之程序事項規範，目前公平會司法

審查之管轄法院，依其處分罰鍰數額不同，而有不同管轄法院。公平會處分罰鍰數額

在40萬元以下者，管轄法院是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至於處分罰鍰數額超過
前開數額或有處分命停止違法行為者，應適用行政訴訟通常程序，即由轄區高等法院

即臺灣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管轄。另依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109年1月15日公布修改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自110年7月日施行）第3條第3款、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1條
第1項規定，智慧財產法院管轄案件為：「因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光碟管理
條例、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植物品種及種苗法或公平交易法涉及智慧財產權所

生之第一審行政訴訟事件及強制執行事件。」另司法院依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3條
第4款規定，指定以下行政訴訟事件由智慧財產法院管轄：「(1)不當行使智慧財產權
妨礙公平競爭所生行政訴訟事件。」即公平會處分涉及智慧財產權所生第一審行政訴

訟事件及不當行使智慧財產權所生第一審行政訴訟，均由智慧財產法院管轄
2
。即我國

公平會處分依是否涉及不當行使智慧財產權、罰鍰數額，司法審查管轄法院分屬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智慧財產法院及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階段，依其處分罰鍰數額不同，而由不同法院管轄，可能發

生同一處分之數事業，起訴後分由不同法院管轄的特別情況，在數事業違反公平法第

15條禁止聯合行為之處分案，受處分事業分別提起撤銷處分訴訟時，可能部分由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審理，部分是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審理，如就事實認定及效果判斷

有不同見解時，可能會發生不一致的情況。如就貨櫃集散站經營業者自103 年 7 月 1 
日起向貨主收取3 噸以下CFS出口貨物裝卸搬運使用機械費涉及違反公平法第15條聯

2 過去智慧財產法院管轄公平會處分案極少，受到社會注目的是該法院104年度公行
訴字第1號荷蘭商皇家飛利浦公司濫用市場地位案。近年來受到討論是高通案，該
案經公平會對美商高通公司處分，高通公司上訴後，由智慧財產法院管轄，最後
公平會與高通公司成立訴訟上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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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行為案，公平會分別對業者處分
310萬元至1,725萬元罰鍰，並命停止違法行為，業

者分別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救濟，請求撤銷公平會處分，其中聯興國際

通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興公司）部分，原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經該法院以

罰鍰金額僅10萬元，應適用行政訴訟簡易程序，裁定移送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4
，

經公平會提起上訴後，最高行政法院認聯興公司尚請求法院撤銷公平會命聯興公司停

止違法行為之處分，應適用通常程序，廢棄原裁定
5
，發回後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更

審審理時，「原告請求將訴之聲明減縮為只針對裁罰10萬元的部分訴請撤銷（見本院
106年3月9日言詞辯論筆錄），並聲請移送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認減縮後「原告
不服之部分僅限於該罰鍰，而不及於『應立即停止共同決定收取3噸以下CFS出口貨物
裝卸搬運使用機械費之違法行為』部分，其訴訟標的金額在40萬元以下，其減縮後之
訴依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第1款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事件，........」6

，該案

移送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後，該庭認聯興公司確有與其他貨櫃場業者共同參與聯

合行為，駁回原告聯興公司之訴確定
7
。

但另一方面，同一處分案遭處分其他事業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所提起撤銷公平會

處分案部分，以罰鍰金額最多的長榮國際儲運股份有限公司為例，在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109年3月12日更審判決中就事實部分認「本件聯合行為所收取之系爭費用，在所有
前述應繳費用中（見原處分卷3第9頁），占有多少比例？此部分營業額占CFS出口運
量總營業額之比例若干？其在上開費用未變，而移動貨櫃場所增加運費、時間、保險

費、風險等成本下，是否仍具有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誠

有可疑」，罰鍰部分認「原處分一方面認定原告等21業者『相互約束3噸以下CFS出口
貨物機械使用費』而違反公平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之聯合行為，另一方面於裁罰時，
卻又將非屬裁罰對象之『3噸以上CFS出口機械使用費』之收取，做為裁罰金額之依據
（蓋有業者之總營業額高，但經營3噸以下貨櫃之營業額少，反之亦然），其處分自
有裁量濫用之違法情事」，撤銷公平會對該公司所為處分

8
。

（三）近年來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事例

1.司法審查範圍
公平會處分之司法審查時，範圍為何？在公平法中並未特別規定，我國司法實務

有認「行政法院對於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所作成裁量處分之司法審查，關於裁量權之

3 公處字第105034號處分。
4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952號裁定。
5 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裁字第1533號裁定。
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更一字第97號裁定。
7 106年12月5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簡更(一)字第3號行政訴訟判決。
8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更一字第4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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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部分，除非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之過程或結果，有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情形，

而以違法論者外，原則上尊重之而作有限司法審查，審查其是否逾越權限或濫用權

力；至其餘部分仍應作全面司法審查。濫用權力者，乃當法律構成要件該當時，行政

機關行使其裁量權之目的，與法律授予裁量權之目的不符，雖其採取或選擇的方式，

並未超出法律規定的法律效果的處理方式之外，因與法律授予裁量權之目的不符，即

構成違法。諸如：法律授予行政機關於法律構成要件該當時，應審酌具體個案之違規

情節、所生影響、所得利益及受處罰者的資力等因素，在上下限的金額內，決定一適

當之金額裁罰之。」
9
係採全面審查見解，即司法審查係分就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及效

果（罰鍰數額），均應在司法審查範圍內。

另公平會就違法事實是否違法之認定，有無判斷餘地適用之爭議，司法實務有認

「行為時公平法第7條、同法施行細則第5條，對於事業 (含同業公會) 之商業活動，
是否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等市場功能之聯合行為，係以不確定法律概

念予以規範，固應尊重主管機關相當程度之判斷餘地。惟主管機關之判斷所根據之事

實，是否符合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原審法院有衡情斟酌之權，如經斟酌全辯論意旨

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認為主管機關判斷受處分人違法事實所憑之證據，有取樣不當或

所引數據有運算上之顯然疏失，而為主管機關據為判斷之基礎者，其所為之處分即有

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此與不確定法律概念應否尊重主管機關相當程度之判斷餘地無

涉。」
10
其後行政法院就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時，亦常援引該判決意旨，原則上「相

當程度」尊重公平會判斷餘地，但如有「取樣不當或所引數據有運算上顯然疏失」，

而為公平會判斷之基礎時，司法審查時，即認該處分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

2.司法審查認公平會處分違法之事例
公平會就違法事業處分時，該事業對該處分如有不服，可逕行提起行政訴訟，

依處分內容、數額，分別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智慧財產法院及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

訟庭管轄。茲就近年來公平會處分，進行司法審查時，經法院認處分違法常見類型如

下：

⑴公平會處分市場界定違法

公平會對事業是否違法進行調查時，市場界定是首先須進行判斷的程序，如果

市場界定錯誤，則就事業所為系爭行為是否影響市場，即產生錯誤判斷，是以就公平

會處分進行司法審查時，受處分事業就公平會處分之市場界定，常是主要攻擊焦點之

一，公平會處分市場界定不當，也常是公平會處分遭撤銷的原因之一。

在超商現煮咖啡聯合行為案
11
，最高行政法院關於公平會處分市場界定之爭議，

9 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968號判決。
10 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1588號判決。
11 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19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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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關於市場之界定，究應採質化或量化分析方法，並無一定之標準，原判決係認上

訴人僅以相關事業之生產設備、經營規模、市場定位、價格及行銷策略等書面資料作

質化分析，並以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行業分類標準』等分類標準作為其他質化

因素，即認定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可個別成為單獨市場，而非取自深度觀察與晤談

所蒐集之資料加以分析，缺乏具體事證，並非指摘上訴人未採量化分析方法，上訴意

旨以此指摘，亦有誤會。上訴人並未否認其未實際進行SSNIP測試，亦未否認其未作
消費者問卷調查，則原判決據以指摘原處分對於市場變化之觀察期太短、僅依書面資

料判斷、缺乏市場實證等情，並無違經驗及論理法則，上訴意旨主張原判決侵害上訴

人對市場界定享有專業判斷餘地，顯有逾越司法審查密度之違法云云，核無足採。」

在貨櫃集散站業者聯合行為案中，最高行政法院具體指出公平會原處分
12
將地理

市場界定為全國市場，認「惟基於高度之需求替代性，須交易相對人可以很容易地選

擇或轉換其他交易對象者，方屬於同一地理市場。而交易相對人若為避免支付系爭費

用，而採取如原判決所稱之南貨北送或北貨南送之行為，勢必增加運費、時間、保險

費等成本，其間孳生之相關風險亦隨之增加，然因更換交易相對人而增、減之費用究

如何，並無相關數據資料足參，例如增加的運費是有遠高於節省之CFS出口機械使用
費？被上訴人顯未依市場界定處理原則之規定，界定地理市場之情事。」

13

另在燁聯鋼鐵公司申報結合案中，公平會於98年禁止結合14
，經燁聯公司訴願後

提起訴訟，請求判決准許結合，在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124號判決認「界定特
定市場，係綜合『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加以判斷；而系爭結合案既是以含『熱

軋』與『冷軋』在內之『銹鋼平板類產品』為其產品市場，則判斷『不銹鋼平板類產

品（含『熱軋』與『冷軋』）產品』之進口產品與國內產品時，自應加計『冷軋產

品』之產銷數據，始足以正確估算出LIFO（進口量/銷售量）及LOFI（出口量/生產
量）的指標值及『不銹鋼平板類產品（含『熱軋』與『冷軋』）產品』的進口產品與

國內產品是否具有相互替代性。」具體指明市場界定方法。

⑵公平會處分就有無違法行為認定違法

公平會就涉嫌違法事業有無違法行為，行政調查後，須依所調查之證據認定有無

違法行為，如有違法行為始得處分。

①不能證明有聯合行為之合意

司法審查時，認公平會處分認定無違法行為判斷錯誤事例中，常見的是雖有同時

漲價的事實，但公平會不能證明符合聯合行為的要件。

如在前述超商現煮咖啡聯合行為案中，最高行政法院認「原判決認上訴人所提出

12 公平會公處字第105034號處分。
13 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304號行政訴訟判決。
14 公平會公結字第098003號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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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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之舉證原則，……」
15
在此判決中所提到外觀調漲價格行

為，如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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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符聯

合行為之要件，在相關案件判決中，常採相同見解。

②處分採認證據之證明力不足

在弘音公司因違反公平法第20條第3款，遭公平會處分罰鍰1千萬元事件16
，最高

行政法院認
17
：「上開被上訴人所製作MIDI伴唱產品市場占有率資訊分析表，其中

事業名稱及營業額僅餘被上訴人1欄，103年、104年營業額百分比分別載為90.19％、
91.93％，其餘5事業之名稱及營業額則遭被上訴人塗白遮掩，僅餘百分比，無從辨識
其製作之依據，如此分析表於形式上已難作為被上訴人所指上訴人市占率達90％以上
該事實之證明，亦經上訴人於原審107年5月2日準備程序中指摘該市占率不知如何算
出（原審卷第279頁），且因原審前將被上訴人提出之乙卷退回，遍查原審現有卷證
中亦無被上訴人調查相關事業營業額之證據，原判決未依職權調查，逕採上開分析表

作為上訴人市占率達90％以上之依據，自嫌率斷，而有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背法令。
又查，被上訴人提出之查訪資料，固經其補充答辯（二）暨陳報狀（原審卷第294
頁）中指明其中所示之經銷商部分，然就放台主、店家、關係人及競爭事業，仍以

E、H、I、J、L、P、Q、R、S、T、U、V、X、Y、Z等代號示之，因甲卷中之查訪資
料均經被上訴人就關鍵部分加以塗白遮掩，包括陳述人、所代表或所服務之事業等背

景資料，均無從得知，且因被上訴人所提出乙卷前遭原審退回，包括原審亦無從核對

該甲卷所附查訪資料是否即與乙卷內被上訴人查訪內容相符，是上訴意旨指摘被上訴

人所提出甲卷6卷，訪談紀錄及相關文件業經大量遮掩，欠缺重要內容，且陳述人簽
名之處均遭遮掩，無從判斷其真偽，就此上訴人於原審不斷主張該等訪談紀錄及文件

不應採為裁判之依據，然原判決未說明此主張何以不可採，逕納該訪談紀錄及文件為

15 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195號判決。
16 公平會公處字第106007號處分。
17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10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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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基礎，已構成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等語，實非無據。再者，被上訴人所提出

之上開查訪資料，若確有涉公務機密、第三人隱私或業務秘密，而有限制上訴人閱卷

權之必要，依前所論，行政法院基於憲法公平審判原則，亦應採取妥適有效之措施，

平衡上訴人因閱卷範圍受限制所生辯論權之不利益，原審未據闡明，使當事人得為事

實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之辯論，及令其陳述事實、聲明證據，或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

陳述，逕採被上訴人之主張而為維持原處分之判決，即有判決不適用法規及不備理由

之違法。」此見解對公平會進行行政調查所得證據，包括市場分析表、訪談紀錄之證

據能力及證明力，均有相當大的質疑，如此判決對公平會行政調查所得證據之證據能

力、證明力之見解形成通說，公平會處分接受司法審查時，將產生重大的影響。

另在公平會認統一超商公司因加盟店資訊揭露不足，涉違反公平法第25條，106
年3月17日處分之事件，最高行政法院就公平會處分所依據之證據問卷之證明力認：
「又上訴人使用問卷方式於大規模之調查，固可於樣本代表性與相當程度可信性之支

持下，對於市場狀況獲取概略性之瞭解，惟本件上訴人係針對被上訴人之加盟店寄出

220份問卷，但回收後僅整理出34份所謂有效之問卷，其回收比例實際上並不高，縱
不論該問卷是否確為加盟店經營者所實際填載，內容可信度如何，即以其份數相對於

被上訴人104年底加盟店數4千多家而言，尚未及百分之一，實難認該問卷內容足可呈
現普遍存在之情形，上訴人主張無須討論樣本之代表性，即可推認被上訴人對於加盟

店訂購商品有限制之情形為普通現象云云，自難採信。」
18

③處分未審究系爭行為是否構成違反公平法行為

在全球數位公司頻道代理商與系統業者授權契約爭議中，就代理商要求以開播

區域之內政部公告行政總戶數15%作為計價戶數之最低門檻（最低收視戶數基準，又
稱最低保證戶數Minimum Guarantee，下稱MG），經公平會認構成差別待遇行為，於
105年11月2日處分罰鍰並命停止該行為19

，經受處分人提起行政訴訟，最高行政法院

認
20
「原處分未審究上訴人所設15%MG門檻之交易條件是否構成差別待遇行為，逕以

其『虛擬』簽約戶數推論上訴人有差別待遇情事，自與論理法則有違。而上訴人既非

以『虛擬』簽約戶數作為交易條件，則原處分據以論其不具正當理由及有限制競爭之

虞，進而認定上訴人違反公平法第20條第2款，顯係基於錯誤之事實基礎而為法律適
用，亦屬違誤。」

④處分就系爭行為效果判斷錯誤

在前述頻道代理商與系統業者授權契約MG15條款，是否構成差別待遇事件，在

18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80號判決。
19 公平會公處字第105120號處分。
20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8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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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授權條款對市場的影響部分，最高行政法院認
21
「........基本頻道播送授權契約書

所示，多數均有約定『授權頻道』廣告開口時段，亦即頻道代理商負有使系統經營者

完整播送頻道商所提供頻道節目及廣告，而系統經營者除廣告開口時段外，則不得於

標的頻道插播自製或自行招攬廣告之責任，此舉係為確保頻道商之廣告收益，蓋頻道

商之收入來源除頻道授權費外，通常亦包括廣告收益。然而，廣告收益須考量頻道普

及率，如交易條件悉以實際訂戶數作為計價基礎，則系統經營者即會降低將授權成本

分攤至較多實際訂戶數之動力誘因，頻道商及頻道代理商將面臨頻道普及率下降，廣

告收益亦隨之下降，而導致頻道單價、授權費用等上下游交易條件及成本將隨之變動

調整，自會對產業發展產生影響，則上訴人如不採取MG制度，而對於既有及系爭系
統經營者一律均以實際訂戶數或實際訂戶數加上折扣作為交易條件，是否反而將產生

對市場競爭不利之效果，而悖離通傳會所訂之產業政策，亦非無疑。……」即此判決

認公平會處分時，並未考量廣告開口時段對系爭授權條款的影響。

⑶處分違背明確性原則

公平會處分如違背明確性原則，司法審查時，亦會遭撤銷，在前述授權契約

MG15條款事件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認公平會處分違背行政處分明確性原則，該判
決認

22
：「原處分並未審究上訴人所設15%MG門檻是否構成差別待遇行為，逕以其

『虛擬』簽約戶數推論上訴人有差別待遇情事，並據以認其不具正當理由及有限制競

爭之虞，均有違誤等情，業如前述，則原處分究係認為一體適用MG門檻本身即已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款，或是上訴人將MG門檻設於15%之交易條件有違公平交易
法第20條第2款，並非明確，此亦導致原處分所命上訴人之改正義務，究為上訴人不
得使用MG門檻作為交易條件，或是上訴人應將MG門檻自15%調升或調降至何範圍，
始得認其無差別待遇，或可符合正當理由，或不致有限制競爭之虞，均無從自原處分

主文或理由中明確知悉，與行政處分明確性原則顯有未合。由於原處分並未明確指出

15%MG門檻有無違法及如何違法，以致其課予上訴人改正義務之範圍，亦難認屬明
確……。」

⑷公平會處分罰鍰之司法審查

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時，隨著近年來公平會處罰數額的提高，公平會罰鍰處分之

司法審查，更受重視，但就公平會罰鍰處分之審查基準為何？更受相關學界、實務界

及產業關注。

就公平會處分罰鍰，傳統上尊重公平會裁量權限，即在公平法規定之額度內，即

認合法，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認「『行政機關依裁量權所為之行政處分，以其作

為或不作為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者為限，行政法院得予撤銷。』、『逾越權限或濫用

21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3號判決。
22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8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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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之行政處分，以違法論。』，分別為行政訴訟法第201條、第4條第2項所規定。
亦即行政法院對於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所作成裁量處分之司法審查，關於裁量權之行

使部分，除非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之過程或結果，有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情形，而

以違法論者外，原則上尊重之而作有限司法審查，審查其是否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

本件被告據以處罰原告之公平法第41條後段規定之罰鍰在『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00
萬元以下』，被告處以罰鍰1,000萬元，係於法定範圍內，尚無裁量逾越之情事。且
被告乃公平法第25條規定之中央主管機關，其於裁處罰鍰時，自得考量違法行為之
動機、目的、預期之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

所得利益，違法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營業額、市場地位，違法類型曾否經導正或

警示、事業或經營者以往違法次數、事業或經營者以往違法類型、事業或經營者以往

違法間隔時間、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及綜合其他判斷因素，而為決定。況依公

平交易法施行細則（下稱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
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

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違法類型曾否經中

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七、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違法

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則被告以原告不當以現金回饋計畫促銷CVC會員
卡，並以高額回饋及不當宣稱轉售服務，誘使消費者作成交易決定之行為，係已告確

定之被告前次處分書（即94年5月9日公處字第094046號處分書）所指『於說明會中不
當強調全額回饋誘使消費者作成交易決定』及『未揭露其未依回饋證明登記表約定條

款直接支付費用予概念公司之資訊，誘使消費者與其交易，且致會員於要求回饋時處

於不利之地位』之不當行銷方式之後續行為，於考量上開事項後，其作成裁處罰鍰

1,000萬元之決定，所為裁量尚無與法律授權之目的相違或出於不相關事項考量之裁
量濫用，亦無消極不行使裁量權之裁量怠惰情事，復無違平等原則、比例原則，於法

要無不合。」
23
但就此判決，最高行政法院則提出質疑，認：「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

條規定：『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

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

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

其市場地位。六、違法類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七、以往違法類型、次

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經查上訴人於

原審審理中即已主張，系爭處分僅引條文規定之事項作為認定罰鍰之依據，而未確實

審酌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之各款情狀，更未涵攝各要件之具體事證，是原處分

2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字第1250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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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於量處罰鍰時未附具理由，其裁量未斟酌應斟酌之事項，顯係恣意而為，構成裁量

濫用之違法。乃原判決逕認系爭處分處罰上訴人1,000萬元罰鍰，係於公平法第41條
後段之法定範圍內，尚無裁量逾越之情事，即謂被上訴人所為裁量上無與法律授權目

的相違或出於不相關事項考量之裁量濫用等情，卻未指明被上訴人未涵攝公平法施行

細則第36條規定之各款情狀乙節是否該當裁量濫用，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當然違背法
令。」

24
依此判決見解，公平會處罰鍰處分決定數額時，應涵攝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

條各款情狀，司法審查時始能判斷有無裁量濫用之情事。

在中聯資源公司因聯合行為案，經公平會處分後，司法審查時，最高行政法院

判決
25
認「行政法院對於裁量處分之司法審查，關於裁量權之行使部分，應審查行政

機關行使裁量權之過程或結果，是否有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而以違法論之裁量瑕

疵。」「……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甚明。被上訴人為統一裁量基準，亦訂有罰
鍰額度參考表，將上開列示考量事項區分等級而各有不同之基數，各項基數加總後

再對照其應處罰鍰金額而處以罰鍰。原審以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所處罰鍰之裁量審酌

因素，已包括上述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相關事由，並具體敘明上訴人各該當情狀及
違法等級，依上訴人違法等級積分10.1分，適用上開罰鍰額度參考表規定裁罰額度處
以500萬元罰鍰；且原處分之作成過程，係經具專業知識、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被上
訴人所屬委員會議，就該會內部單位依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是否妥適進行討論
後，於法律授權範圍內，作成裁處上訴人罰鍰之決定，而認原處分無裁量濫用或裁量

怠惰情事，亦難認有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及被上訴人對於本案所有被處分人，均依

照上開相同之考量基準，方作成各被處分人之裁罰額度，並無上訴人所稱有裁罰基準

理由矛盾情事……。」

在台灣之星公司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經公平會處分26
，司法審查時最高行政

法院亦採類似標準，維持原處分決定罰鍰數額，該判決認「系爭廣告違反公平法第25
條規定，業如前述，原判決論明被上訴人依前開規定，綜合審酌上訴人違法之目的及

動機、可歸責程度、當月份之網路流量、系爭廣告曝光及遭點擊次數等對交易秩序之

危害程度、系爭廣告實際刊登期間、又上訴人為實收資本額300億元之大企業，其於
104年3至8月投入156萬元予比石硬公司刊登關鍵詞廣告、本件為初次違法、違法後配
合調查等相關情狀後，依公平法第42條前段規定，裁處上訴人60萬元罰鍰等情，核對
於原處分罰鍰之裁處，係基於公平法第42條賦予之裁量權所為之決定，並無裁量逾越
或裁量濫用情事，亦與比例原則無違，……。」

27

24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28號判決。
25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617號判決。
26 公平會公處字第105064號處分。
27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359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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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應注意的是公平會處分罰鍰部分，如就計算罰鍰考量因素說明錯誤時，亦可能

構成裁量濫用，如就事業違反公平法第25條（原第24條）之行為，決定罰鍰數額時，
應特別注意，最高行政法院曾認「公平法第24條乃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概括性規定，蓋
因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態樣繁多，法條未能一一列舉，為免百密一疏，予不法者有可乘

之機。惟違反該條之規定，主管機關於處罰時仍應區別其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之態

樣，尤其在被處分人未依限期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時，依同法第41
條之規定處罰，更須審慎辨明其違法行為是否同一，並詳細敘明理由。否則逕認違

反同法第24條之行為不論行為態樣如何，均屬同一行為，可援引同法第41條之重罰規
定，即與立法原意有違，且有濫用行政裁量權之虞，併予指明。」

28

但近年來，公平會處分就罰鍰部分，在司法審查時，部分遭行政法院質疑計算

基礎不明確之情事，如在全球多媒體公司違反公平法事件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29
認

「原處分裁處上訴人4,000萬元罰鍰，僅於理由中概括載稱：依公平法第40條第1項及
同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經審酌上訴人所涉差別待遇為105年度全年之授權費用，
影響為一整年，上訴人倘遂行系爭差別待遇行為，預估一整年之不法利益近億元；

本案系爭差別待遇已不當墊高系爭系統經營者之經營成本，致限縮其提供較有利之價

格、品質、服務等交易條件之空間，嚴重損及其與既有系統經營者間之效能競爭；差

別待遇行為倘不予遏止，亦將影響其他經營區域未來之競爭，易使有意參進市場競爭

之系統經營者卻步而造成市場封鎖效果，對競爭之限制與斲傷至鉅，進而恐恢復至通

傳會開放政策前既有經營區僅有1、2家系統經營者獨占或寡占狀態，嚴重影響消費者
權益；上訴人營業規模；初次違反公平法第20條第2款規定；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
調查態度等因素，爰依公平法第40條第1項規定處分如主文等語，並未針對其為何裁
處上訴人4,000萬元高額罰鍰之具體計算方式加以說明，且原處分所指上訴人整年不法
利益近億元之金額究應如何計算，自有可疑，此將影響最終罰鍰之裁處結果，原審未

依職權調查釐清，並據以判斷原處分是否有裁量濫用或違反比例原則之違法，原判決

即有不適用法規之違法。」

在佳訊公司部分，最高行政法院採相同標準判決
30
認「原處分裁處被上訴人4,500

萬元罰鍰，僅於理由中概括載稱：依公平法第40條第1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
定，審酌被上訴人所涉差別待遇為105年度全年之授權費用，影響為一整年，被上訴
人倘遂行系爭差別待遇行為，預估一整年之不法利益近億元；本案系爭差別待遇已

不當墊高系爭系統經營者之經營成本，致限縮其提供較有利之價格、品質、服務等交

易條件之空間，嚴重損及其與既有系統經營者間之效能競爭；差別待遇行為倘不予遏

28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28號判決。
29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3號判決。
30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4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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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亦將影響其他經營區域未來之競爭，易使有意參進市場競爭之系統經營者卻步而

造成市場封鎖效果，對競爭之限制與斲傷至鉅，進而恐恢復至通傳會開放政策前既有

經營區僅有1、2家系統經營者獨占或寡占狀態，嚴重影響消費者權益；被上訴人營業
規模；初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款規定；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態度等因
素，爰依公平交易法第40條第1項規定處分如主文等語，並未就原處分所指被上訴人
整年不法利益近億元之金額究應如何計算，或就其為何裁處被上訴人4,500萬元高額罰
鍰之具體計算方式加以說明，其裁量即有瑕疵，自難認為合法。」

在弘音多媒體公司，涉違反公平法第20條第3款行為，經公平會處分罰鍰1千萬
元，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31
認 「原處分裁處上訴人1千萬元罰鍰，僅於理由中泛稱：

『依據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即上訴人）104年度營業額、
市場地位及行為目的，違法行為持續期間約自104年1月迄今，對市場交易秩序危害程
度甚大；復審酌被處分人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態度等因素，爰依公平法第40條
第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並未針對何以裁處上訴人1千萬元罰鍰之具體理由加以
說明，惟原判決仍引原處分上開論述而稱：『核原處分之作成，已就形成處分所認

定之事實為必要之舉證，就資料收集、研判及法律適用，復為詳盡之說明，其判斷

未超越不確定法律概念所容許之界限，或係基於錯誤之事實，核無判斷瑕疵，自屬

合法。』並謂：『不論經銷商是否確實執行上開（熊讚）政策，也不論原告（即上

訴人）實際上是否依經銷商執行政策之成效為熊讚權利金之退回，至多為其行為是

否實際發生限制競爭效果之問題，與原告行為是否該當公平法第20條第3款之判斷無
關。』然上訴人如確有違反公平法第20條第3款之行為，則其是否實際發生限制競爭
效果、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及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等事

實，均為量處罰鍰之基礎，原審自有依職權調查釐清之必要，並論斷原處分裁處罰鍰

有無認定事實錯誤、裁量濫用或違反比例原則之違法，原判決遽認其均合法，亦有判

決不適用法規及理由不備之違法。」

三、美國、日本及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處分之司法審查

（一）美國 
1.聯邦交易委員會處分司法審查

美國就反托拉斯法之執法，分由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負責。美國聯邦交易委

員會如認有理由相信（reason to believe）有其所管轄之反托拉斯行為發生時，可決議
進行行政程序，行政審判（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程序由行政法官（administrative 
law judge）主持，行政審判與聯邦地方法院審判程序相同，行政法官與聯邦法官扮演

31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10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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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相近。大致上言，行政法官監督開示程序、決定證據規範、進行審判、作成決

定，並撰寫關於事實及法律書面決定。就該決定，可向聯邦交易委員會提起上訴，該

上訴程序與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類似，可提出書狀與在委員前進行口頭辯論。委員

會最後作成書面決定。就該決定，被告可向美國聯邦巡迴法院起訴
32
。

就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處分司法審查時，依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關於實
質證據法則（substantial evidence rule）的規範，法院審查該委員會處分時，「委員會
發現之事實經證據證明者，即為確定」，即在相當程序範圍內尊重聯邦交易委員會就

違法事實認定的權限
33
。

2.競爭專業知識與司法審查
在美國法院就一般競爭法民事案件審理時，係由無專業人士背景法官負責審理，

是以兩造在訴訟程序中須提出專家證人，透過該專業證人交互詰問，使法官得以了解

系爭案件之經濟爭點
34
。

但就聯邦交易委員會處分案件進行司法審查時，法院對聯邦交易委員會專業判斷

常受到尊重，美國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在1984年E.I. du Pont de Nemours & Co. v. F.T.C. 
案判決中指出，依前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規定用語，國會嘗試提供給聯邦交易
委員會廣且有彈性權限，以作為有廣泛商業與經濟專業知識的行政組織，使該會得以

從限制行為中保持商業自由競爭
35
。

另美國法院就聯邦交易委員會處分司法審查時，依前開實質證據法則，進行審查

時，因該委員會內有大量經濟學專家，許多並擁有博士學位，且該經濟學家並與該會

內法律專業之律師共同參與處分程序，在美國聯邦法院就聯邦交易委員會所為涉及經

濟專業判斷，對造所提出之證據及專家證人，常難以推翻聯邦交易委員會所為專業判

斷，如美國第11巡迴法院於2015年McWane, Inc. v. F.T.C.案判決36
中，即接受聯邦交易

委員會所提出經濟證據，並拒絕原告關於市場界定的主張。

32 關於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處分程序之詳細說明，請見The Standard of review by 
courts in competition cases—Note by the United States, OECD DAF/CPM/WP3/WD 4-5
（2019）。

33 關於「實質證據法則」之相關案例，請見王銘勇，「行政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
之司法審查範圍─以認定事實為核心」，公平交易季刊，第15卷第4期，151-152
（2007）。 

34 註31前揭文，6。
35 關於美國法院對聯邦交易委員會專業尊重之討論，請見Maciej Bernatt, Mcwane 

and Judicial Review of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Decisions—Any Inspirations for EU 
Competition Law ?, 38(6)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Review 288(2017) p.12 引自：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006294。最後閱覽日：2020年11
月20日。 

36 McWane, Inc. v. F.T.C., 783 F. 3d 814(11th Ci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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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

1.司法審查程序規範
就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行為，日本公平會（公正取引委員會）對違法事業命令排

除措施、繳納課徵金（罰鍰）處分之救濟制度，在2013年（平成25年）獨占禁止法修
法前後有完全不同制度。2013年修法前，日本公平會處分後，受處分人可請求進行行
政「審判」，就該審判結果不服者，再向東京高等法院起訴請求撤銷日本公平會之處

分。但在2013年修法時，刪除了行政審判制度，另在獨占禁止法中增訂了相關司法審
查程序規範。

就起訴請求撤銷日本公平會處分訴訟司法審查管轄法院，係專屬東京地方法院管

轄（日本獨占禁止法85條第1項）。其修法時明定由東京地方法院專屬管轄之理由在
於累積法院專業，且有必要就同一事件，確保判斷合一性

37
。東京地方法院則由負責

商業事的民事第8庭（民事第8部）管轄就日本公平會司法審查事件。
就日本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事件法院組織部分，獨占禁止法明定應由法官3人合

議庭裁判（獨占禁止法第86條第1項）。依個別事件亦得以法官5人合議審判（獨占
禁止法第86條第2項），甚而同法條第3項明定，5人合議時，候補法官不擔任合議法
官。

即東京地院審理該類訴訟以法官3人合議為原則，並依個案得以法官5人合議行為
之，但何種案件須以法官5人合議審判，獨占禁止法並未明文規定38

。就東京地方法院

對日本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判決不服者，可向東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訴，東京高等法院

將由5位法官合議審判（獨占禁止法第87條）。
依日本法院組織法（裁判所法）規定，一審民事案件原由法官1人獨任審理，但

日本獨占禁止法就日本公平會處分撤銷訴訟特別規定應以3或5位法官合議庭審理，係
因獨占禁止法執法機關日本公平會係5位委員合議決定，且在二審東京高等法院係由
5位法官合議庭審理，就違反獨占禁止法事件為確保專業性及統一判斷，所以特別規
定

39
。

依日本公平會2020年6月公布2019年統計數字，就日本公平會處分向法院起訴請
求撤銷處分之訴訟件數，繫屬東京地方法院者有9件，3件是當年度新起訴案件40

。

37 白石志忠，独占禁止法，有斐閣出版，第3版，671（2016）。
38 白石志忠，671（2016）。
39 島村健太郎，「独占禁止法における行政手続及び 司法審査の位置付け―ドイツ

及びEUとの比較法的検討―」，一橋法学，第18巻第1号，103（2019）。
40 公正取引委員会，令和元年度における独占禁止法違反事件の処理状況につい

て，2020年（令和2年）6月17日，第13頁。引自：https://www.jftc.go.jp/houdou/
pressrelease/2020/jun/200617_kanki_shorijokyo_pdf_img/200617honbun.pdf，最後閱
覽日：2020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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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內容
日本公平會處分在司法審查時，法院得就該處分之內容予以審查，在2013年獨占

禁止法修法後，受到更多的討論。

在2013年獨占禁止法修法前，日本關於日本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因採美國法制
「實質證據法則」，該次修正前獨占禁止法第80條第1項規定，公平會認定之事實，
有明確事實之實質證據時，法院應受拘束。同法第82條第1項第1款復規定，為處分
（審決）基礎之事實，如無實質證據證明時，法院得撤銷該處分。日本最高法院（最

高裁判所）1975年（昭和50年）7月10日判決41
就此規定表明，就處分所認定之事實，

並非以「獨立立場」重新認定，係僅就在「行政審判」所調查之證據是否得以證明系

爭事實之合理性加以審查。即在2013年修法前，在日本公平會處分撤銷訴訟，關於事
實認定部分，法院並不是以獨自立場為新判斷，而是就有無實質證據證明日本公平會

所為之事實認定進行審查之合理性測試。

但在2013年日本獨占禁止法修法後，因廢止行政審判制度及實質證據法則規定，
現行獨占禁止法下，就日本公平會處分之撤銷訴訟，即應依日本行政訴訟事件法進行

審理，即日本公平會處分之司法審查時，應就事實問題及法律問題為基本的全面審

查
42
。

⑴日本公平會處分裁量之審查

依日本行政訴訟事件法第30條規定43
，行政機關之裁量處分，於超越裁量或濫用

時，法院得撤銷該處分。是以法院就日本公平會處分，不論事實或法律爭議雖得以進

行全面司法審查，但就日本公平會處分有裁量權限者，依行政訴訟事件法第30條前開
規定，其司法審查即受到限制，即僅能從超越裁量或濫用觀點進行審查。

日本實務裁判及學界就事業違反獨占禁止法時，關於採取排除措施部分，日本公

平會處分命採取何種排除措施或是否加以處分命令採取排除措施，多認應委由日本公

平會裁量決定
44
。另日本在2018年（平成30年）修正獨占禁止法採行「確約程序」，

即日本公平會對有違法嫌疑之事業，得通知提出排除措施計畫或排除措施確保計畫之

申請，日本公平會就該計畫之申請應決定是否認定，但認定後，在一定要件下，即需

要撤銷該認定，學說上亦認該通知、認定、駁回認定及撤銷決定，均屬裁量處分範圍

內，是否撤銷，應受行政訴訟事件法第30條規定之限制45
。

41 日本民事裁判集，29卷6號，888。
42 白石志忠，672（2016）。
43 關於日本行政訴訟事件法第30條之說明，請見室井力、芝池義一、浜川清，編著

（本條執筆人島田茂），（コメンタ―ル行政法Ⅲ）行政事件訴訟法（第2版）．

国家賠償法，日木評論社出版，314（2006）。
44 村上政博等編，条解独占禁止法，初版一刷，弘文堂出版，302（2014）。
45 白石志忠，61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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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日本公平會就罰鍰處分之司法審查

獨占禁止法規定，就事業違反獨占禁止法之部分行為，得命繳納課徵金（罰

鍰），如獨占禁止法第7條之2第1項規定，事業行為符合不當交易限制行為時，日本
公平會得依該法規定程序，對該事業命繳納相當於在該系爭行為實行期間商品或服務

銷售額百分之十課徵金給國庫，依獨占禁止法規定，此課徵金繳納命令，如有違反行

為時，即應命繳納，既係法定，日本公平會就是否處分繳納課徵金，即無裁量權限。

另就獨占禁止法課徵金制度，獨占禁止法訂有增額計算及課徵金減免制度，關

於前開課徵金增減要件，既然也是法律規定，日本公平會並無裁量餘地。但在2019年
（令和元年）獨占禁止法關於寬恕減免制度引進協助調查減免制度，該制度依事業對

日本公平會調查協助程度，事業與日本公平會得協議課徵金減算比率。但該制度在日

本國會審議時，日本眾議院及參議院經濟產業委員會作成附帶決議，從確保申請減免

事業預見可能性觀點，在新課徵金減免制度，事業自主提出證據等評價方法，在執法

準則中應加以明確化。依該附帶決議，不認日本公平會就該減免制度有裁量權限，或

縱認有裁量權，亦受到大幅限縮
46
。

（三）歐盟（EU） 
歐盟委員會就違反歐盟競爭法規相關規範之事業，依「2003年第1號理事會規

則」（Council Regulation (EU) No.1/2003 of 16 December 2002 of the rules on competition 
laid down in Articles 81 and 82 of the treaty)第7條規定得處分命排除措施，且得依同規
則第23條規定課以制裁金。對歐盟委員會處分之撤銷訴訟，依歐盟機能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European Union)第263條第1項規定是由歐盟法院管轄。即歐盟委員
會處分司法審查由歐盟普通法院（General Court）為一審管轄法院，歐洲法院（Court 
of Justice）為二審法院，但就一審判決僅能以法律問題上訴47

。

1.排除措施處分司法審查
歐盟法院對歐盟委員會就事業違反競爭法規為排除措施處分，進行司法審查時，

應從①無權限②違反本質的程序③違反歐盟條約或歐盟機能條約等法令④濫用權限等

觀點，審查歐盟委員會處分之適法性
48
。

在有無權限部分，指就系爭行為，決定機關是否欠缺權限，有各種不同狀況，如

歐盟委員會負責競爭事務部門，到場檢查時，就該權限之委員會是否違法、就歐盟外

之事業或歐盟外之行為，是否適用歐盟委員會排除措施域外效力爭議常被提出。

其次，在違反程序部分，常被提出的是違反未給予違法事業充分聽取意見的機

46 島田健太郎，「ドイツ競争制限禁止法及びEU　競争法における司法審査」，一
橋法學，第19卷第2號，953（2020）。

47 歐盟機能條約第256條第1項。
48 歐盟機能條約第263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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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該事業未盡附理由充分說明義務等，但不是所有違反程序之處分，一定會被撤

銷，主張處分違反程序者，須就如果沒有違反程序，處分會有不同結論之可能性加以

說明。

至於就處分違背法令部分，主要是主張關於就歐盟委員會處分違背競爭法及歐盟

法的解釋及一般原則。處分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預見可能性等一般原則時，法

院會撤銷該處分。且不僅指錯誤解釋、適用法令，還包括歐盟委員會評價明顯錯誤及

歐盟委員會所提出之證據不能證明事實。

濫用權限部分，被指出的是為法令規範目的以外目的行使權限或未進行法令規定

的特定程序。

歐盟法院就歐盟委員會對事業違反競爭法所為排除措施之處分，認有違法時，雖

得撤銷該處分，但法院並不是代替歐盟委員會重新開始進行調查，僅係由前述4個觀
點角度審查處分之合法性

49
。審查時，法院會就歐盟委員會事實認定、關於所認定事

實之法律評價及就證明違反競爭法之證據或其他資訊為充分審查。即法院對歐盟委員

會所為處分，是全面審查，縱係以裁量為理由事實或法律問題，仍係全面審查。

歐盟法院對歐盟委員會處分之司法審查雖係全面審查，但如該處分涉及複雜經濟

問題，曾有判決承認歐盟委員會之裁量權，其理由係認歐盟委員會較之法院有高度專

業性，法院就此類處分僅能為限制性司法審查，僅能審查程序及異議告知書是否依相

關規定、事實是否正確描述、是否有明顯評價錯誤或濫用權限等，即歐盟委員會處分

如有明顯錯誤，法院仍得撤銷。

2.罰鍰處分之司法審查
依前開2003年歐盟理事會第1號規則第31條規定，歐盟法院就歐盟委員會對違法

事業罰鍰處分或強制履行金之處分審查有管轄權，且法院得就該罰鍰或強制履行金處

分加以廢棄、減額或增額之判決。

歐盟委員會就違反競爭法罰鍰處分之司法審查與排除措施司法審查不同，就罰鍰

處分為司法審查時，法院有「無限制之管轄權」，但與排除措施司法審查相同的是，

都是就事實及法律問題，進行全面審查。包括歐盟委員會是否遵守法定程序、是否遵

守相關規則、是否有明顯錯誤等事項加以審查。且縱使無法律爭議，但認罰鍰數額不

適切或與其他事件相較有明顯過高時，法院有修正罰鍰數額之權限。

歐盟委員會關於違反競爭法規訂有計算罰鍰數額執法準則
50
，該準則不拘束法院

計算罰鍰，但法院進行審查時，亦將該執法準則作為重要參考指標。

49 D. Bailey, Scope of judicial review under article 81 EC, Common Market Law Review, 
Vol.41 No.5, 1330（2004）.

50 Guidelines on the method of setting fines imposed pursuant to Article 23(2)(a) of 
Regulation No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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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檢討

(一)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特點
我國行政法院對公平會處分所為司法審查，依前述我國行政法院對公平會處分審

查案例，有以下特點：

1.同一處分，可能由不同法院管轄
我國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特點之一，因處分內容、罰鍰數額不同，可能分屬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智慧財產法院及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管轄。與日本法制以東京地

方法院為專屬管轄法院不同，但也發生了公平會對不同事業同一處分案，分屬不同法

院管轄，致判決結果不一的情況。

2.採全面審查
就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範圍，依前開說明係採取全面審查制，並未因公平會係由

法律、經濟專業委員組成，在司法審查時，與其他機關有不同處理。公平會就違法事

實認定之判斷餘地部分，我國司法實務雖稱尊重公平會有判斷餘地，但公平會基於判

斷餘地之結果仍須接受司法審查，有違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者，仍應認違法，如依此

觀點及前開司法實務司法審查案例分析，對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時，是否有真正尊重

公平會判斷餘地，實仍有再商榷餘地。

3.涉及經濟證據分析與判斷由法官決定
由前述司法審查案例分析可以發現，公平會處分事實認定，常涉及有無違法事

實，如有違法事實，對市場是否發生公平法所規範之效果？前述判斷常涉及相關經濟

證據之分析與判斷，我國司法實務運作上，完全由行政法院法官依兩造主張陳述進行

判斷。但法官是否有充分專業能力，可對兩造主張系爭行為對市場可能發生的影響進

行分析、解讀？都是值得再思考的問題。

4.罰鍰處分應具體說明考量因素
近年來部分公平會關於罰鍰處分受到相當大的質疑，司法審查時亦要求公平會應

就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裁處罰鍰時，應考量加以涵攝說明，此種審查方式與日
本、歐盟不同，或係因源於公平法規對違法行為罰鍰規定方式不同而產生的結果，但

司法審查如認罰鍰裁處違法，僅能撤銷公平會處分，發回由公平會再行決定處分罰鍰

金額，與歐盟法院司法審查時，可增額、減額不同。

（二）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法制建議

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現狀況分析與檢討如前開說明，再參以前開國外司法審查法

制及運作實況，就我國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法制未來展望建議如下：

1.重新省思公平會組織與定位
從我國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運作現況觀之，我國行政法院對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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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與歐盟法院就歐盟委員會處分司法審查之運作內容相近，與美國法制不同，公

平會組織法制雖參考美國法制，係獨立委員會制度，由具經濟、法律及其他財經專業

背景之委員組成，但因公平會處分救濟程序與美國法制不同，致後續司法審查時採取

不同方式，美國法制因採取「實質證據」法則，是以司法審查時，法院在該證據法則

下，尊重美國聯邦交易員會對違法事實之判斷認定，但我國對公平會司法審查時，並

未與對其他行政機關處分司法審查有特別不同情況，此運作狀況，是否與我國公平會

組織法制建置時設立獨立委員會之立法本旨相符，實值思考，或應再重新思考公平會

組織與定位。

2.明定司法審查專屬管轄法院
我國就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分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智慧財產法院及臺北地方法

院行政訴訟庭管轄，從比較各國法制觀察，是相當特殊的事例，與各國發展係採單一

法院專屬管轄趨勢相違，建議透過公平法修法，參考日本獨占禁止法規定，明定公平

會處分司法審查之專屬管轄法院。

我國預計於110年7月1日施行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明定設定置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該院分智慧財產庭與商業庭，商業庭專屬管轄民事重大商業事件，如公

平會要明定公平法處分專屬管轄法院應可考慮以該院為專屬管轄法院。

3.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時應採專家證人制度
就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案例分析中，可發現在司法審查程序，僅部分案件有學者

提出法律意見書，但在法庭訴訟程序中並無專業人士參與，透過交互詰問提供專業意

見協助法院進行審查，因公平會處分常涉及界定市場、系爭行為經濟效能究係限制競

爭或促進競爭，受處分人與公平會雖也會尋求專業人士協助，提供專業意見書，但此

類專家意見書，如前述說明，常僅提供書面意見，亦未到庭進行說明詰問，致各說各

話，對法院協助有限，法官有時亦難以決定採擇；另行政法院承審法官也可能會尋求

專家諮詢，但此係不公開提供專業意見，該意見是否能正確？亦有疑義。

預計於110年7月1日施行之商業事件審理法，特色之一在於明文採行專家證人制
度

51
，包括專家證人資格、聲明專家證人程序、專家證人之責任都有詳細規定，公平

會處分事件，常涉及系爭行為經濟分析、經濟證據解讀，透過專家證人書面或到庭說

明，可使行政法院更快速釐清爭點、判斷爭議。

4.強化司法審查透明度
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係行政訴訟之一，就罰鍰或命停止違法行為，係撤銷訴訟；

就結合申報決定禁止結合，係屬課予義務訴訟，在行政訴訟審理程序，行政訴訟法

51 關於商業事件審理法家證人制度之介紹，請見王銘勇，「商業事件審理新制評
析─當事人查詢、專家證人及秘密保持命令」，全國律師，2020年3月號，37-4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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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3條規定「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應依職權調查證據；於其他訴訟，為維護公益
者，亦同。」即行政法院司法審查時，職權色彩較重，是以部分公平會司法審查程序

中透明度受到質疑，如前開MG15爭議案例中，最高行政法院罕見的在108年度判字
第481號判決、109年度判字第23號判決，逕行判決廢棄駁回受處分人起訴之原二審
判決，且逕行「撤銷原處分」，誠然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不經言詞辯論為之。但依行

政訴訟法第253條第1項但書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舉行言詞辯
論：一、法律關係複雜或法律見解紛歧，有以言詞辯明之必要。二、涉及專門知識或

特殊經驗法則，有以言詞說明之必要。三、涉及公益或影響當事人權利義務重大，有

行言詞辯論之必要。最高行政法院此二判決承審合議庭，或認就MG15所涉及原處分
適法性已有定見，不須再行發回原審調查審理，但此二判決上訴人即原處分受處分

人涉及違法行為遭公平會處分罰鍰4,000萬元、4,100萬元，涉及有線電視收視戶數萬
戶，既涉及MG15條款屬性及效能之專門知識，更涉及公益，最高行政法院未經言詞
辯論程序，即逕行判決撤銷原處分，此二判決司法審查透明度顯有不足。

公平法應增訂就行政法院就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程序之規範，就明定最高行政法

院就公平會司法審查事件，應經言詞辯論程序，始得逕行自為判決。

5.公平會應檢討處分採證程序及罰鍰計算基準
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如能建立明確審查基準，對公平會執法與事業法遵有相當

大的助益，可惜的是就前開司法審查案例，似未能建立明確基準，或有認處分個案不

同，不可能建立明確基準，但如能建立相對明確基準，亦可達到目的，如就處分罰鍰

部分，處分書中關於罰鍰考量因素相同的記載，司法審查程序中，有判決認該處分合

法，但部分判決認未涵攝施行細則第36條各款規定，不能認係合法，可能對公平會與
事業都造成困擾。

透過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前開案例分析，現行公平會處分程序之採證及罰鍰計

算基準，有諸多缺失，公平會應檢討處分採證程序，就罰鍰部分建立相對明確計算基

準，以利後續處分司法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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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隨著公平法對違法罰鍰數額的提高，公平會處分事件對違法事業影響日趨重大，

公平會處分之事業受到處分，除罰鍰數額較小之事件，多會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

撤銷公平會處分，但鑑於公平會處分之事件，所認定之事實常涉及系爭行為對市場影

響之判斷，是以司法審查如何判斷公平會處分之違法性即受各國與國內各界重視。

我國關於公平會處分之司法審查特點在於管轄法院依處分內容與罰鍰數額，分屬

臺北高等行政、智慧財產法院與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管轄，致發生對多數事業同

一處分，分屬不同法院管轄，致判決不一致之情況。另本文分析近年來最高行政法院

就公平會處分司法之判決結果，發現我國行政法院就公平會處分之司法審查，係採全

面審查，即就公平會處分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及效果全面審查，且就公平會處分涉及

經濟證據分析判斷係由法官負責，另行政法院審查罰鍰處分時，就罰鍰處分內容未涵

攝公平法施行細則規定裁罰考量因素時，即認違法。

本文也介紹美國、日本及歐盟就競爭法主管機關處分司法審查法制及運作概況，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就認定事實部分，因聯邦交易委員會法採「實質證據法則」，為

司法審查時，法院原則上以該會所認定事實為準，歐盟與日本均採全面審查制；日本

自2013年獨占禁止法修法後，就日本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法制，與我國相近，但係以
東京地方法院為專屬管轄法院；歐盟法制部分，就罰鍰處分審查時，判決可加額、減

額，是與其他法制不同之處。

最後，基於前開處分司法審查案例分析與檢討美國、日本及歐盟法制觀察，或應

重新思考公平會定位與組織，就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制度，建議應修改公平法，明文

規定公平會處分司法審查專屬管轄法院，並明文規定在公平會司法審查時，在訴訟上

引進專家證人制度，透過專業人員在法庭上分析，協助司法審查程序，並強化司法審

查透明度，公平法應明定最高行政法院要撤銷二審判決，自為判決時應經言詞辯論程

序，但公平會也應檢討行政調查採證程序，使證據證明力更加周延，並就罰鍰計算制

訂相對明確基準，以利公平會執法，落實公平法立法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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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amount of penalties imposed by the Fair Trade Act (Taiwan), 
the decisions of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will impact undertakings. Reviews by the 
courts of the enforcement of FTA help ensure that enforcement process and decisions follow 
the applicable rules, parties rights are respected and the exercise of TFTC´ discretion is 
pursued within legally set bounds. 

This paper is structured as follows.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general rules 
regarding the scope of the judicial review of  TFTC ś decisions. The scope of judicial review 
includes issues of fact and law. Second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egal systems concerned 
with the judicial review of decisions made by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of U.S.A., Japan and 
E.U.. This paper then comments on defects in the legal system in the relation to the judicial 
review of decisions made by TFTC. This paper concludes by the amending FTA for adopting 
competence courts and judicial review procedure. 

Key words: judicial review, Fair Trade Commission, court, fines,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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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黃銘傑（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

在整理近年法院相關判決之後，我個人認為我國法院於聯合行為的判斷標準與判

斷內容仍有需要改善的空間，但在這個改善空間中，一直思考的一件事情，如果公平

法的發展藉由法院判決與公平會雙方對話來發展時，那公平會的處分是否提供法院足

夠對談的空間，也就是說當法院要做出好的判決時，公平會的處分本身是否提供充分

資訊，使法院可以與公平會充分對話，甚至針對公平會處分內容一一加以陳述，而此

時便會牽扯到公平會內部處分、調查過程之相關問題。

若從司法審查的角度觀察，首先我們要思考的是公平會的組織定位，公平會的

組織定位可以衍生出法院是否應專屬管轄、法院審查制度是否應尊重公平會專業的問

題，而為什麼於競爭法審查時會希望有特別審查程序，或縱使非特別審查程序，亦應

給予其特別定位，使其有別於一般司法審查。一般而言，會成立獨立委員會便是希望

其具有政治中立性，不受政黨政治之影響，而公平會除了政治中立之外，更需要具備

專業性，但是公平會與我國其他獨立行政機關相比而言，更具有以處分為其行政組織

體系運作重點的特色，有別於金管會、NCC為業務主管機關，公平會為競爭法執法機
關，由於其業務在於處分破壞競爭秩序者之特殊性，使得公平會處分在司法審查上更

具重要性。

法院應尊重公平會裁量權至何種程度？講者提到在美國法發展出實質證據法則

（substantial evidence rule），但此一法則必須在行政法法官制度相關程序下才能被尊
重，日本原本亦有此一法則，因為日本原本採行行政法法官制度，但在廢止該制度

後，亦同時取消實質證據法則，而在此時，若於程序上並未精緻到實質證據法則時，

對於公平會的裁量餘地究竟應給予何種程度的尊重？公平會的專業是否及於罰鍰問

題，罰鍰之計算是否為公平會專業，抑或是公平會為競爭專業，但在罰鍰計算上可能

並非專業，因此在有關處罰金額時，所謂「專業」應無需受到太大尊重，這也是歐洲

法院對於競爭法主管機關處分區分審查標準而做不同認定，我國公平會處分時常於處

分中提及「衡酌事實、當事人主觀意思……」以訂定罰鍰，但並無法得知罰鍰係如何

計算，因此個人認為公平會未來應持續加強揭露其罰鍰計算作法與內容，以維繫正當

法律程序，對照於現今情況，公平會所做之罰鍰裁量並無計算依據，所有處分均無預

見可能性，當事人亦無防衛可能，剝奪了當事人的防禦權，而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

虞。

此外，於事實認定時，是否應尊重公平會之判斷或裁量餘地。對法院而言，其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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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認定應採何種標準，在公平會108年聯合行為的研究計畫中，我們發現法院過去對
於合意採取兩種標準，一為「唯一合理解釋標準」，另為「合理性標準」，若罰鍰為

連動式罰鍰，處罰當事人全球營業額10%以下的連動型罰鍰時，在歐洲有認為其相當
於準刑事罰，此時對於違法行為事實認定，雖不要求如刑事證據應超過合理懷疑，但

是應該有更高的標準，未來法院應為此針對「營業額連動型罰鍰處分」與「非營業額

連動型罰鍰處分」之證據標準區分抑或是採取同一標準，可以進一步探討。

無論如何，就事實認定而言，在調查的過程中，正當法律程序仍必須遵守，在美

國之所以採用實質證據法則，係因為它具有行政法法官制度，在行政法法官之前，當

事人與調查單位是基於相互攻防之地位，具有充分攻防權利，由行政法法官作出最終

裁罰草案，而未來我國公平會若欲貫徹其準司法地位，亦應朝此制度研擬，法院對於

專業之承認，應經過正當法律程序之進行，亦可學習智慧財產局的對審制度之引進，

更期許未來公平會內部亦可設立審判制度，提供當事人在程序上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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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 
―以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為例1

吳秀明　楊宏暉　牛曰正

1 本研究報告是依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委託，以「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
以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為例」為題，探討公平法第 25 條在實務上的重要案例。
研究團隊由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吳秀明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院楊宏暉教
授、東海大學法律學院牛曰正助理教授、研究助理柯佳伶、張展旗共五人組成。
研究期間自民國109年4月至11月共計7個月。因研討會報告篇幅有限，本文將聚焦
於本條之共通原則與問題的探討。

目　次

壹、前言

貳、公平法第25條之實務地位與重要性
　　一、第25條之處分件數，佔歷年總處分案件數之百分比與排名
　　二、第25條案件被撤銷之案件數、百分比與排名
叁、公平法第25條之補充適用範圍
　　一、學說見解及公平會立場

　　二、行政法院判決及評析

肆、 公平法第25條與本法其他個別規定之適用關係─窮盡規範原則（補充原則）
　　一、「窮盡規範原則」在學說上之意義及公平會之採納落實

　　二、行政法院對於窮盡規範原則之見解

伍、介入管制之門檻─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一、行政法院對於「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見解

　　二、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與本法第26條「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之關係
陸、「欺罔」與「顯失公平」要件之意涵

　　一、判斷顯失公平之標準與「效能競爭原則」

　　二、「欺罔」與「顯失公平」之區別適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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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公平交易法（下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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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規定在學理上稱之為

「概括條款」(Generalklausel)，有許多概念之輪廓十分模糊，從文義上觀察，由內涵
並不清楚明晰之要件所組成

2
，而肩負補充適用公平法個別規定之重要任務。諸多無

法適用公平法個別規定之行為，因為有本條規定之存在，而使其仍能受到公平法之規

範，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也能據以管制介入各產業中對於競爭秩序與

交易秩序有一定影響之違法行為。

如此一個其內容離一望即知之程度距離甚遠，卻又地位重要的法律規定，在適用

上注定會產生諸多之問題，甚至引發疑慮與批評。主要之疑義諸如：構成要件內容不

明確如何具體化、與個別規定之關係如何釐定、與其他法律之適用如何區別、公平會

是否藉著本條規定過度介入事業之營業競爭行為等。學界、公平會與法院對此問題知

之甚稔，多年以來也不斷努力嘗試將本條規定之法律適用與實務操作帶入平穩與妥適

之境，至今也有還不錯的成果。本研究之中心任務，即在於呈現、研析與檢討我國行

政法院之判決在這一塊園地上所做的種種努力。

在問題之處理上，本研究分別從總論與各論之角度探討
3
。總論部分處理公平法

第25條之解釋適用所遭遇之共通問題；而各論部分則是探討適用公平法第25條之各種
行為類型。惟因宥於研討會報告篇幅及討論的時間有限，倘將總論與各論的全部內容

2 此等要件屬於學理上所稱之「不確定法律概念」(unbestimmteRechtsbegriffe)。
3 總論部分由吳秀明教授負責，各論部分由楊宏暉教授與牛曰正助理教授負責，其
中楊教授著重「隱匿重要交易資訊」、「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利用加盟
資訊不對稱之行為」、「妨礙消費者行使合法權益」、「利用定型化契約之不當
行為」、「違背法令之顯失公平行為」等案例類型；而牛助理教授則著重「冒充
或依附有信賴力之主體」、「以損害對手為目的之阻礙競爭」、「榨取他人努力
成果」、「不當招攬顧客或不正當爭取交易機會」、「不當利用相對市場優勢地
位」等案例類型。

柒、公平法第25條案例類型之體系建構
　　一、學說與實務上對於公平法第25條案例類型結構之意見
　　二、本文對於本法第25條案例類型之基本看法
捌、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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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研討會提出，恐成為蜻蜓點水式的簡略介紹，而難作較深入的說明討論。因此本文

擬聚焦於總論部分，而各論部分則請參閱研究報告全文。以下將先說明公平法第25條
在實務上之地位與重要性，接著依五大面向：「公平法第 25 條之補充適用範圍」、
「窮盡規範原則」、「欺罔與顯失公平之一般性解釋」、「介入管制之門檻─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公平法第25條案例類型之體系建構」探討公平法第25條解釋適用所
遭遇之共通問題。

貳、公平法第25條之實務地位與重要性

以下本文將以1992年起截至2019年12月底為止總共28年中，公平會所處理有關公
平法第25條之正式處分案件為主要分析對象，探討與顯示本條在公平法實務上之地位
與重要性

4
。

一、第25條之處分件數，占歷年總處分案件數之百分比與排名
公平法施行28年以來，公平會依公平法第25條所為之處分案，總計有1,150件，平

均每年約為41件，每月平均處分3.4件。上述案件數需與公平法上其他類型行為之處分
案件數相比較後，才能顯示出其實務意義。我們可以觀察本法各行為態樣之處分案件

數、百分比與排名，參見下列圖一。

公平會迄至2019年底所作出之正式處分案件，共計有4,765件，而從圖一可看出其
中涉及第25條之處分案共計1,150件。因此我們已經可得出一件重要的事實，即公平會
依本條所為之處分案約占該會歷年所有處分案之24.13%。換言之，將近四分之一的公
平會處分，係與公平法第25條有直接之關係。其次可發現，上述有關第25條處分案所
占之比例，係高居各類公平法案件歷年處分案總比例之第二位。只有不實廣告之2,213
件，占總處分案件之46.44%，高於公平法第25條而居首位5

。

4 因為行政法院關於本法第25條之裁判受上訴意願之影響，無論是涉及之類型或件
數均較少，故主要仍以公平會之處分案為分析對象，以說明公平法第25條之實務
意義。

5 此處之統計係根據公平交易統計年報「表17 處分案件統計—按違法行為別分」所
做出，而作者製表時未將「連續處分」與「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調查」
列入排名，以著重呈現各行為態樣之排名。該統計中，因部分案件違法行為達兩
種以上，某一處分案可能會被重複計算，因此各違法行為件數加總超過處分總件
數，但處分案件之總數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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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各行為態樣之處分案件數、百分比與排名一覽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上述統計結果代表公平會過去一直將相當多的執法資源，使用耗費在公平法第25
條之執行上，如曰公平法第25條之執行為公平會最主要業務之一，實毫不為過。固然
「件數」不能完全代表投入行政資源之多寡，惟有關本條之案件，因態樣繁多，公平

會除須對於違法事實進行瞭解外，又必須費心認定與斟酌其是否構成「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在個案中從事具體化抽象法律要件之工作，進

而逐步發展並擬出對於各類違法行為之規範標準，作為市場行為之遊戲規則。故其困

難度、複雜度與耗費行政資源之程度，相對上應不算低。在此種情形下，件數仍具有

其相當之指標性意義
6
。

二、第25條案件被撤銷之案件數、百分比與排名
公平法第25條之構成要件模糊概括，涵蓋之行為類型眾多，涉及之產業及營業競

爭態樣廣泛，故其法律之解釋適用容易有不同見解與爭議。而透過本法第25條案件被
撤銷之案件數、百分比統計與排名，以及與本法其他行為態樣之比較，如下列圖二，

可以藉以得知本條可能產生之爭議性以及執法機關為了解決對於處分之不服與行政救

濟程序所需付出之執法成本高低。

6 吳秀明，「競爭法上之概括條款」，收錄於吳秀明，競爭法研究，26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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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公平法上各行為處分案被撤銷件數占各行為處分案件數 
之百分比與排名

7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從上列圖二可得知，公平法第25條之案件，歷年總共有1,150件處分，其中有53件
被撤銷，被撤銷案件占處分案件數之比例為4.61%，居於本法各行為類型之第6名。被
撤銷率之反面即為維持率，本條之維持率達到95.39%，可謂相當之高。這代表公平會
關於公平法第25條之見解，至今為止受到法院相當高度之贊同。

惟另一方面不可忽視的是，以被撤銷之案件數量而論，本條被撤銷之案件數居於

本法各行為類型之冠，高居第1名，參見下列圖三。這代表公平會最常必須處理本條
之行政救濟，因此要付出相當高的行政成本。因此，就本條爭議問題之釐清，在實務

上顯然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7 此處之統計係根據公平交易統計年報「表17 處分案件統計—按違法行為別分」及
「表25被撤銷處分案件統計—按涉法行為別分」所做出，統計時間：1992年2月至
2019年12月。而作者製圖時未將「連續處分」與「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
調查」列入排名，以著重呈現各行為態樣之排名。該統計中，因部分案件涉法行
為達兩種以上，可能有某些案件會被重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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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公平法上各行為處分案被撤銷件數占總被撤銷案件數8
之百分比與排名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叁、公平法第25條之補充適用範圍

本問題首在釐清本條所補充適用之個別規定範圍究竟為何？亦即先確認本條規定

究竟是哪些規定的概括條款，俾為本條之角色功能妥予定位。

一、學說見解及公平會立場

對於公平法第25條之補充適用範圍，學說上主要有以下3種不同之見解：（一）
補充公平法不公平競爭之規定、（二）補充公平法不公平競爭與限制競爭之規定、

（三）除補充不公平競爭與限制競爭規定外，尚不排除能夠附帶補充適用於影響較為

重大之消費者保護案件。

公平會在實際執法上，從公平法立法之初起，即傾向於廣泛地適用本條。公平

會對於本法第25條之實務操作，其基本之方向與輪廓如下：一、對公平法第25條作基
礎性之解釋說明。二、作為規範特定產業中競爭與交易行為之工具。三、補充本法不

公平競爭之規定。四、補充本法限制競爭之規定。五、從事直接保護消費者之工作。

8 處分案被撤銷總件數：176件（1992年2月至2019年12月）。此處之統計係根據公
平交易統計年報「表25被撤銷處分案件統計—按涉法行為別分」所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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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管制其他影響交易秩序之行為
9
。故公平會適用本法第25條之立場，毫無疑問係採

取第三說。

公平會在過去二十幾年中，不論在處分案、訂定案件處理原則與規範說明或從事

行政解釋等各種執法活動中，已經將公平法第25條廣泛、深入地適用於不公平競爭、
限制競爭與消費者保護三大領域。此一情況已經蔚為執法機關在實務上適用本條規定

的大勢走向，甚至成為我國公平法的一項特色
10
。

二、行政法院判決及評析

在行政法院判決方面，整體而言多數以及較為晚近的行政法院判決，乃認為公平

法第25條之適用範圍不僅限於不公平競爭，尚應包括限制競爭，甚至亦可涵蓋消費者
保護之領域，前提是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須符合「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要件。此一

見解與公平會一貫之立場基本上吻合，亦受學說上之有力支持。本研究亦同意本條應

較廣泛地適用在不公平競爭、限制競爭及消費者保護之領域，故對於行政法院之看法

表示贊同。

在行政法院採取此一廣泛適用範圍之論據上，行政法院判決強調法院對於公平

會作為執法機關，其依職權對法律條文之不確定法律概念所作之合理詮釋應值得尊

重
11
。法院並認為一般民事法規及消費者保護法對於消費者保護之功能尚有補充空

間，且我國社會仍具有強烈之保護需求，故同意公平會將本條適用於消費者保護之

領域
12
。此等支持之理由在學說上泰半雖亦可見到，惟其能夠正式得到行政法院之支

持，自然具有不一樣的意義。多數對於公平法第25條適用範圍有所著墨之判決，雖表
達其所持之立場，卻尚乏明確之理由說明。相關判決之理由構成更為豐富深入，乃值

得國人期待。

肆、公平法第25條與本法其他個別規定之適用關係 
―窮盡規範原則（補充原則）

由於公平法第25條之適用範圍甚廣，可對於不公平競爭、限制競爭與消費者保護
領域之案件進行補充，成為涵蓋這三大領域的概括條款。此固然可以讓本條法律規定

充分發揮其功能，截堵與防範公平法個別規定之不足，惟另一方面，如此廣泛適用之

規定亦可能產生弊端。就此，理論與實務界乃發展出「窮盡規範原則」，其目的在於

透過妥善處理本條與本法個別規定之關係，限制本條規定被過於浮濫之不當適用。

9 公平會實務操作之詳細內容請參見吳秀明，「競爭法上之概括條款」，收錄於吳
秀明，競爭法研究，30-40 (2010)。

10 吳秀明，「競爭法上之概括條款」，收錄於吳秀明，競爭法研究，47 (2010)。
11 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判字第 390號判決「台灣人壽案」。
1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2388 號「遠東商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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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窮盡規範原則」在學說上之意義及公平會之採納落實

公平法第25條為一具有補遺功能的概括條款，適用之際應嚴守其補遺條款之角
色功能。而窮盡規範原則即是為釐清本條與公平法個別條文間之關係，而發展出來之

法律適用原則。所謂「窮盡規範原則」，係指當本法之其他個別條文已經完整涵蓋對

於某行為類型不法內涵之評價，亦即已經窮盡規範了該特定行為，此時僅能適用個別

規定以決定行為是否違法，亦即只有行為是否構成該個別規定之問題，而無公平法第

25條補充適用之問題。其適用之結果，如果涉案行為不構成個別規定者，即應屬於不
違反公平法之行為，不得再依本條加以處罰，亦無另就本條檢驗其合法性之必要。公

平法第25條僅在同法之其他規定未窮盡評價某行為之不法內涵，而該行為卻仍具有
所謂「剩餘之不法內涵」或「剩餘之可非難性」時，始有適用之餘地。當個別規定

或個別要件之性質是屬於所謂「窮盡規定」或「窮盡要件」時，亦即該等規定已經完

整評價、規範殆盡了特定行為之不法內涵者，即不存在以公平法第25條補充適用之空
間

13
。

公平會稱「窮盡規範原則」為「補充原則」，兩者實為同一件原則
14
。最早是在

2001年12月20日於公平會第528次委員會議修正通過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案件
處理原則」中，首次被正式納入。自此本原則遂為我國執法機關所正式承認於現行之

處理原則中，仍繼續維持採用「補充原則」作為適用本條之基本原則之一。如今公平

會採用「補充原則」已將近20年，此一原則無疑已經成為適用公平法第25條的一項重
要原則。

二、行政法院對於窮盡規範原則之見解

（一）概觀

大多數之行政法院判決並未特別論及窮盡規範原則，而是直接援引公平法第25條
案件之處理原則中關於某種案例類型之規定，用以解釋與適用。行政法院在判決中未

特別提及窮盡規範原則，並不代表不承認或反對此一原則。其實剛好相反，通常可認

為行政法院乃同意或默認此一原則之適用，只是在個別案件中不涉及補充原則之爭議

以致無特別討論此一原則之必要。此外，亦有不少的判決，同意公平會第25條處理原
則對於補充原則之規定並予以闡述或引用

15
。整體而言，行政法院雖肯定補充原則並

13 參見吳秀明，「競爭法上之概括條款」，收錄於吳秀明，競爭法研究，76 
(2010)。

14 故以下在行文上可能視情形混用兩者，凡使用二者中任何一個名詞皆代表同一原
則。

15 對於公平會第25條處理原則中關於「補充原則」之文字加以援引或採用之判決，
參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字第884號判決「中華聯網案」、臺北地院105年
度簡字第247號判決「維娜斯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2107號判決
「和泰興業案」、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834號「休閒國聯案」、臺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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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之，惟對於此一原則內容之進一步論述或進行個案中是否構成之檢驗，則較為有

限。

（二）對於窮盡規範原則內容有所討論或進行個案適用之檢驗的案例

少數的行政法院判決，對於窮盡規範原則有進一步之討論，茲以下列兩案進行說

明：

1.中華航空案
本案中華航空公司之所以被處分，乃因對外宣稱降價，但另一方面卻隱匿透過管

理系統將降價之經濟艙座位於各艙位之比例予以大幅變化，致無法依過往銷售情形合

理提供對外宣稱降價之低價艙位數量之資訊。對此原告中華航空主張
16
：「公平交易

法第24條僅是『補充原則』之規定，構成要件抽象不具體，故應先檢視其他法律之規
範是否未窮盡系爭行為，才容有本條之適用餘地。原告…已表明『減價』來促進對消

費者之招徠效果，屬於廣告處理原則第2條所稱之『促銷廣告』，促銷廣告內容及備
貨問題等，原則上皆屬公平交易法第21條之廣告不實問題，則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4條
處理原則揭示之『補充原則』，關於原處分所非難之行為，應係討論是否構成公平交

易法第21條規範之事項，非以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規定論處。」
對於上述主張，行政法院之見解則為：「被告係認定原告對外宣稱99年4月起進

行降價，卻挾其交易資訊不對稱，隱匿及未充分揭露降價期間自身座位管理系統所產

生之經濟艙各艙位比例劇烈變化等重要交易資訊，為足以影響兩岸航空旅客運輸服務

市場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未涉原告表達或傳播具商業價值之訊息或觀念

之行為，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故無公平交易法第21條規定之適用。」
本案原告中華航空頗能掌握補充原則之要旨，主張本案應屬於本法第21條個別規

定之適用領域，而本法第25條既應遵守補充原則，則在個別規定有其適用之際，自無
第25條概括條款之適用。其法律適用之邏輯甚為正確，惟其認定是否亦屬無誤，則有
待檢驗。

對於上述爭議，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119號判決表示：「原處分…非在非
難上訴人表達或傳播具商業價值之訊息或觀念之行為，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情事。

上訴人之上開行為並未經行為時該法第21條評價，亦無法經由該法其他個別條文窮盡
規範其不法內涵。簡言之，上訴人之票價確已調降，並未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

示或表徵；而經濟艙各艙位比例劇烈變化等重要資訊未併同揭露，使欲訂購降價票之

院99 年度簡字第 531 號判決「季儀生科案」、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598號
判決「瓏山林博物館案」、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616號判決「瓏山林長堤
案」、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615號判決「瓏山林藝術館案」；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96年度訴字第00468號判決「新三龍案」。

1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訴字第147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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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聞風而來，卻不知欲訂購之廉價艙位已大幅度減少，其隱匿重要資訊之結果，

可能迫使消費者改訂購較高價之艙位或拒絕訂購，自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且顯

失公平之行為。」

行政法院認為中華航空對外宣稱降價且實際上亦進行降價，即無不實廣告之問

題；至於隱匿透過管理系統調整艙位比例一事對於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之妨害，並

非21條之問題，而其剩餘不法內涵則應由本法第25條處理。本案究竟屬於本法第21條
抑或本法第25條之範圍，固然有討論之空間，惟中華航空與行政法院之見解，皆已經
正確地於補充原則之脈絡下進行，誠屬難得

17
。

2.新三龍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字第00468號判決「新三龍案」：「…就高度抄襲行

為而言，未經自己努力或者僅投入微不足道的努力，而完全一致或近乎完全一致抄襲

競爭對手，以取得競爭優勢的行為，由於其抄襲程度的嚴重與抄襲者自己付出成本的

微不足道，即使不符合公平交易法第20條規定之要件，不足以產生主體混淆的危險，
也將造成他人耗費代價、辛苦努力並且承擔市場成敗風險好不容易得來的成果，以毫

無代價的不公平方式直接予以利用，且此種行為亦將減少被抄襲者的交易機會，核屬

公平交易法第24條不公平競爭之行為，該規定為一概括規定，用以規範公平交易法其
他條文所漏未規定，而足以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該條文之適

用，係立於補充地位，於事業之違法行為無法以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文窮盡其不法內涵

時，始依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定予以歸責。」本案判決對於概括條款對個別規定予以
補充適用之規範意旨，具有深入貼切之闡述，值得重視參考。

（三）問題研究

另外有少數判決，在窮盡規範原則的檢視下容有疑問，茲以下列3件案例說明：
1.飛利浦CD-R案18

該案公平會認為3家涉案公司（即飛利浦公司、新力公司及太陽誘電公司）既已
進行單獨授權，則渠等之授權價格即不得不參考他事業之價格訂定情形，尚難謂被處

分人於「生產CD-R 光碟片所需之技術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
排除競爭之能力，未該當獨占事業，故不涉及公平法上獨占管制之問題。惟涉案事業

於系爭合約中要求被授權人提供之「書面銷售報告」，須按國別及產品型錄載明購買

者之身分及所使用之商標等諸多與權利金計算無關之敏感性資訊，應屬於足以影響交

17 另外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596號判決「大潤發案」，行政法院表
示：「苟有以『欺罔』或『顯失公平』之交易手段，使消費者權益遭受損害，並
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且不構成公平法其他條文規範之違法行為，
即得該當公平法第25條規定之範圍。」亦闡述了補充原則之精神。

18 公處字第100012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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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而違反公平法第24條規定（舊法）。
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行公訴字第1號判決一方面認為，被公平會處分之原告飛利

浦公司及其他2家公司就授權他人製造符合橘皮書規格之CD-R技術市場，各具有優勢
之經濟力量，而有壓倒性之地位，並均具有可排除其他事業參與CD-R 技術市場競爭
之能力，應可認定原告及其他2家公司已構成公平法第5條所稱之獨占事業。另一方面
則又認為原告以其在CD-R 市場上具有之獨占或優勢地位，要求被授權人提供「購買
者」、「使用之商標」、「最終目的國」等資料，乃係利用其市場優勢地位之不公平

行為，而非法之所許。被告機關基於上開事實，認為原告違反公平法第24條規定（舊
法），課處300萬元，尚非毫無所據。

智慧財產法院之上述見解，不無疑問。因為如果認定原告等事業應構成獨占事

業，則其濫用行為依據補充原則應優先依獨占管制之規定處斷。另外，如果本法之個

別規定本身就有概括規定時，其應優先於本法第25條概括條款之適用19
。故如果原告

確如判決所言為獨占事業，則本案應適用公平法第10條第4款（舊法）有關「其他濫
用獨占市場地位行為」之規定，而非越過公平法第10條第4款（舊法）而直接適用本
法第24條（舊法）。
2.大潤發案

本案大潤發在2018年2月間發送衛生紙確定大漲訊息及新聞稿，並邀請媒體報導
衛生紙即將漲價之訊息，經媒體報導後引起搶購

20
。但嗣後發現上游衛生紙業者並無

大幅調漲價格之情形，遭公平會認定係藉由發布上游大廠確定漲價之未經證實訊息，

試圖藉此拉抬該檔期促銷衛生紙之買氣
21
。

針對此一行為，公平會在處分理由中，重申第25條處理原則之「未涉及廣告之不
實促銷手段」，以公平法第25條進行補充適用。雖然在處分書中並未明確說明，但公
平會似乎認為大潤發之行為不構成廣告或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故不違反公平法第

21條之規定，而有以公平法第25條補充適用的必要22
。

惟本件案例是否構成本法第21條之不實廣告仍有疑義，蓋大潤發主動向200餘
位媒體人員發送涉有不實資訊之新聞稿及當日商品促銷訊息，並在LINE群組一併發

19 吳秀明，「競爭法上之概括條款」，收錄於吳秀明，競爭法研究，89 (2010)。
20 公處字第107014 號處分書，理由、三，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107年度訴字第

596號，事實及理由、一。
21 參閱公處字第107014 號處分書，理由、五，5。
22 雖然並不能排除大潤發之行為是因為不構成其它要件，故不適用公平法第21條之
規定，但一方面由於在處分書中已提及「廣告以外之不實促銷」之類型，另一方
面在處分書中又已有針對「構成虛偽不實」及「足以影響交易決定」等與公平法
第21條相關之內容進行分析，因此認為本案中乃是因為不構成廣告或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而以公平法第25條補充適用之可能性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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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23
，似有涉及廣告行為

24
。且在公平會以往實務上，皆將「新聞稿之發布」解釋為廣

告或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惟惜在本案中，公平會並未針對本案不適用公平法第21
條的理由有完整討論，故本案之行為是否構成公平法第21條，仍有未瑧明確之處。固
然本案中對於涉案行為之影響已有相當詳盡的說明，該行為實質上也確實屬於有違商

業倫理之不公平競爭行為；但在法條適用的妥當性來看，是否合於窮盡規範原則，乃

不無疑義。

3.家福案（一）
於本案中，公平會公處字第089178號處分書中有提及家福公司於國內量販市場之

占有率達30.75％。按擁有此等市場力之事業如有不當使用其市場力之行為，不無可
能構成公平法第20條（舊法第19條）之相關規定。惟涉及本案之兩件判決，即最高行
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1409號判決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3年度訴更一字第00244號判決
中，雖有提到公平法第24條之適用應遵守所謂「窮盡規範原則」，但對於本案為何不
構成當時的第19條第6款，卻都未予以進一步論析，即適用概括條款，從窮盡規範原
則之立場觀之，不無其缺憾

25
。

伍、介入管制之門檻―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公平法第25條之文義範圍廣闊，為使本條之適用不致於漫無邊際、主管機關介入
事業間之營業交易行為不會過於深廣，反而因此破壞市場機能，形成職權之濫用，並

為使本條能與其他規範交易行為之相關法律（尤其是民事法、消保法等）有所區別，

本條設有法律適用之限制規定，即涉案行為必須「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始有本條之適

用。此一法律適用之要件，在相當程度內可以決定本條規定之射程範圍，具有舉足輕

重之地位，學說見解及公平會所訂處理原則，亦對此多有著墨，而行政法院也表示了

豐富之見解。本文以下將著重於探討行政法院判決對於此一要件的見解，並附論「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與本法第26條「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之關係。
一、行政法院對於「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見解

（一）交易秩序之意義

公平法第25條所規範之行為，皆必須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公平法既然希望交易

23 參閱公處字第107014 號處分書，理由、三，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107年度訴
字第596號，事實及理由、五、（二）、2；322-341。

24 若公平會欲藉由公平法第25條之行使，補充處理原則及實務案例中以往並不存
在、較為少見的類型，在窮盡規範的概念下，應有必要在行政處分中更詳盡地說
明其與既有規範間之關係。

25 同樣地在「家福案（二）」中，公平會(90)公處字第199號處分書雖謂：「該公司
於量販店業之市場占有率達 27.35%。」但對於為何不構成當時的第19條第6款，
處分書及歷審判決也都未予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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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不受影響，故「交易秩序」即可視為本條規定所欲保護之客體。職是之故，所謂

「交易秩序」所涵蓋之範圍，原應與本條規定所適用之範圍相互配合與呼應，前後一

貫才對。蓋法律所適用之範圍與其所保護之範圍基本上應該一致，如果法律無法適用

於某一領域，則又如何能夠保護該領域中被違法行為所侵害而欲尋求法律救濟之人。

在前文我們討論到，獲得學說上有力支持的實務通說認為，公平法第25條可以補充適
用在限制競爭、不公平競爭以及消費者保護三領域。而行政法院對於第25條交易秩序
一詞之解釋，究竟是否與之一致，值得探究。

在舊法時期，行政法院對於交易秩序之認定，亦多循公平會之解釋，圍繞在競爭

秩序之保護。例如：最高行政法院91年度判字第361號判決「貝恩企業案」：「公平
交易法第二十四條所稱『交易秩序』係指交易相對人不為欺罔、不當壓抑及不阻礙競

爭者為公平競爭之符合社會倫理及效能競爭原則之交易秩序。」；最高行政法院96年
度判字第01774號判決「福客多案（一）」：「本條所謂交易秩序，係指符合善良風
俗之社會倫理及效能競爭之商業交易行為。」惟本時期中亦有判決將本條交易秩序之

概念內涵延伸至消費者保護領域者
26
。公平法於104年全面修正後，公平會擴大對於本

條交易秩序概念之解釋範圍，而認為「本條所稱交易秩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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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法院對於本條「交易秩序」之理解是否會隨之調整，仍值得觀察。惟行政法院既然

在本條補充適用範圍上，支持本條可適用在競爭維護及消費者保護，則在交易秩序概

念之解釋上，亦應隨之配合調整，似較為合理。

（二）影響交易秩序之考量因素

行政法院關於影響交易秩序考量因素之論述與見解，除直接引用或參考處理原則

或學說見解外，有以下幾項值得注意之作法與說明：

1.「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交易」之構成檢驗
「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交易」作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要件之反面排除考量

因素，在法院若干判決中會就此進行檢驗。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3年度訴更一字第

26 例如在公處字第094045號處分書「許○○美容案」中，公平會認為：「所謂交易
秩序應包括事業間之交易秩序及事業與消費者間之交易秩序，故事業從事商業活
動時，如於交易過程中為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而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即違
反前開法條規定。」對於此一處分，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度訴字第00104號判決
「許○○美容案」認為：「該條文所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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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事業間及事業與消費者間之交易秩序
而言，倘事業從事商業活動，於交易過程中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
平行為，即違反前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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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4號判決「家福案（一）」中，法院從本法立法目的、行為人之優勢市場地位、
市場力之實施濫用、行為將增加上游（多數）供貨廠商之成本負擔、最終零售價格將

因而上漲不利廣大消費者、有多人檢舉等各方面，來判斷該案是否屬於單一個別非經

常性之交易，其考量周全，值得肯定。

2. 個別交易如其「相同或類似行為具有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者，仍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

個別交易或非經常性之交易，如具有特別情形，仍有可能不構成「單一個別非經

常性之交易糾紛」或仍然「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例如行政法院在數件判決中指出，

個別交易之相同或類似行為如致生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者，即非屬單一個

別非經常性之糾紛，故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27
。而在事業未提供交易相對人充分契約

審閱期間之案件，行政法院亦傾向認為縱為個別事業之檢舉事件，惟事業相同或類似

行為仍有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可能，而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28
。此外行政法

院在若干案件也表示，事業之間如非一次性之交易，而為繼續性之交易關係、重複性

之交易模式，則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便較有可能被一再為之，而構成所謂「相同或

類似行為致有影響將來潛在多數交易對象」
29
。

3.因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作用」而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事業向單一廠商所為之行為，一般而言因對市場衝擊不大而不容易構成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惟如果因對個案所為處分將使其他事業之類似行為產生明顯之「警惕作

用」時，依公平會處理原則及行政法院之見解，仍可屬於「影響整體交易秩序」情況

之一
30
。此觀點乃是站在預防違法之立場處罰事業，俾使對於個案之處分能對其他同

業之類似行為產生嚇阻作用，避免類似之違法行為接連產生，具有積極預防之目的。

27 例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4年度訴更一字第00093號判決「福客多案（一）」、最高
行政法院在96年度判字第01774號判決「福客多案（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年度訴字第872號「撒但公司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94號判決
「三商行案」。

28 例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字第00262號判決「鮮果多案」。
29 例如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188號判決「中華聯網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年度訴字第94號「三商行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1686號「全
家便利商店案」、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530號判決「全家便利商店案」。

30 例如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訴字第4606號判決「家福案（二）」，高等行政
法院認為公平會僅就唐家公司之個案審酌，並未評估其他傢俱業廠商與涉案事業
間之契約，殊嫌草率；惟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01786號判決卻支持公平會而
認為：「上訴人雖依個別事業之檢舉展開調查，然因對個案所為處分將使被上訴
人或其他流通事業之類似行為產生警惕作用，自屬處理原則第5點所稱『影響整體
交易秩序』之判斷因素之一，與公平交易法第24條所規定『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要件尚無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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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從事業之「市場地位」導出行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公平會在第25條處理原則中，將「市場力量大小、有無依賴性存在」亦列為考慮

行為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因素，亦即認為事業之絕對市場力與相對市場力均

有可能使事業之行為產生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結果。此一見解在行政法院之判決中亦

可見到
31
。

5.從行為本質導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若干種類之營業交易行為，按其行為之型態與本質，均會涉及為數不少的交易相

對人或競爭者，故此等行為基本上很容易被認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例如事業利用不

公平之定型化契約條款
32
，損害消費者或事業交易相對人利益之行為，因定型化契約

條款之本質即為契約之一方為與多數之交易相對人締約所單方事先準備之契約條款，

故當違法行為被檢舉或被主動調查時，一般皆已經有相當多數之被害人存在。又如大

型流通事業不當收取附加費用之行為，不會僅針對單一廠商為之，而是對為數眾多之

上游供應廠商收取，故此類行為在本質上，亦很容易被認定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33
。

最後，利用網路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34
，基於網路之公開性，容易被認定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

6.因媒體報導而產生或擴大對於交易秩序之影響
對於以「資訊傳播」作為加害行為核心要素之行為類型，例如在涉及詆毀、貶抑

31 例如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419號判決「飛利浦CD-R案」。
32 例如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字第03233號判決「富邦人壽案」中，法院即
認為：「此類定型化契約之約定非僅屬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交易，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另可參照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字第3178號判決
「遠東商銀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字第161號判決「新安東京海上產物
保險案」、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837號判決「遠雄人壽案」。此類行為之案
件縱使僅有單一或少數之被害人提出檢舉，基於行為之本質，一般仍會被認定為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33 例如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4年度訴更一字第00093號判決「福客多案（一）」中，
法院指出：「在其以訂定不當收取附加費用條款之制式定型化契約與眾多交易相
對人締約之情形下，其對絕大多數交易相對人重複收取附加費用之行為，確實足
以對交易秩序造成一定之影響⋯」。

34 例如利用網路關鍵字搜尋功能攀附他人商譽之行為，參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
度簡字第531號判決「季儀生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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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商譽
35
，或藉傳播不實資訊而影響消費者心理、危害市場功能之行為

36
，有可能

因媒體報導致產生或擴大損害，因而構成對於交易秩序之影響。

7.產品之決定會擴大至後續性或鄰接性市場造成對於交易秩序之影響
若干產品交易之決定，將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間接影響後續性或鄰接性之市場，因

其會產生此種擴大性與延續性之效果（教科書市場即為適例），故與其有關之欺罔或

顯失公平行為，遂容易被認定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37
。

8.其他考量因素
為數不多的行政法院判決將「行為人不合法行為占其整體交易行為之比例」作為

判斷行為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考量因素
38
。另有若干行政法院判決亦考量涉案事

業之行為對象，如事業係對不特定之交易相對人所為，則較可能被認為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
39
。

9.申訴比率、是否和解、檢舉人數、違法所得非關鍵考量因素
行政法院在數件判決中表示，單一非經常性之交易固然原則上不能構成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但卻不以申訴比率或是否和解為斷
40
。另外，檢舉人數和違法所得亦非關

鍵之考量因素
41
。

35 例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字第03936號判決「鴻海案（二）」中即謂：「然
系爭訊息之公告，卻皆以確定並依一般社會通念認顯足以詆毀、貶抑競爭者商譽
等非正面評價文字指稱或影射檢舉人業有侵害原告專利權情事，其公布系爭訊息
之內容顯有過當。其肇致相關媒體廣泛報導，進而使相關訊息所指稱或影射侵害
其專利權之競爭者，因其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無法據以為合理判斷，而
足以影響市場交易秩序者至為顯然。」

36 例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596號判決「大潤發案」中，法院指出：
「自原告發布系爭新聞稿，各大媒體刊載該新聞稿之內容後，隨即造成衛生紙
搶購潮⋯加深消費者預期心理需求，全民瘋囤貨，消費者正常消費行為受到干
擾⋯。是以，原告發布系爭新聞稿，確實足以影響衛生紙市場交易之秩序。」

37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字第03917號判決「南一書局案」。
38 例如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794號判決「習技實業案（二）」：「⋯必須行
為人所為循環之交易行為達到一定比例以上程度，始足以構成影響交易秩序，如
行為人極大部分交易行為均無不合，尚難以極小部分因特殊原因而未符合法律所
定，即遽謂有上開法條之適用。」

39 例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字第02450號判決「艷陽企業案」、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101年度訴字第884號判決「中華聯網案」。

40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2440號判決「林田國際通訊案」。
4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字第717號判決「陳O雄欺罔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年度訴字第1734號判決「休閒國聯案」。又如「欣林瓦斯案」中，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100年度訴字第465號判決謂：「本件原告利用天然氣公司之營業區域為此
行銷，影響所及為此一區域內多數消費者有受欺罔而與原告交易之可能，故原告
主張銷售數量非高，並未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亦非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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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公平法第25條之構成固然須要影響交易秩序，惟只須「足以」影響即可，無需對
交易秩序已經發生影響。行政法院在許多判決中就此表示其見解：

1.無須發生實害
行政法院首先明白指出，構成公平法第25條，無需實害之已經發生。對此最高行

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543號判決意旨謂：「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適用並不以產生實害
為前提，只要該行為實施後，在客觀上構成顯失公平為已足

42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在99年度訴字第00735號「可果美案」中，復對於此點做出完
整之意見表達：「公平交易法24條規定旨在維護交易秩序、確保自由公平競爭，倘俟
實際危害結果產生始得論為違法，顯無法達到有效防範損害之發生及警惕事業之目

的，況該條僅以『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為要件，其成立顯不以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

影響為限。因此，在判斷事業行為是否構成上開條文所稱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並不以

行為之實施會對整體交易秩序產生實質影響或致使消費者及競爭事業受有損害為必

要…原告稱被告未證明原告所為對於消費者或競爭者產生實質損害，遽為處分，於法

有違云云，容有誤會。」

2.須具有「抽象危險」或「具體危險」
本條規範之行為固然無須造成實害，但必須對於交易秩序足以產生影響與妨害，

依我國學說與實務之通說，這代表行為對於交易秩序具有發生不利影響之一定危險。

惟究竟要產生何種程度之危險，才會構成本條所稱之「足以」，歷來有「抽象危險

說」與「具體危險說」之分。本研究認為，抽象危險與具體危險乃程度之差別，不容

易劃分出清楚絕對之界線。兩者主要之差別在於，如採抽象危險說，則只要行為人為

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基本上即認為對交易秩序有妨害之危險；如採具體危險說，

則除構成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之外，還必須舉證論述涉案行為對於交易秩序有產生實

際危害之具體危險，惟仍然無須發生實害。對於執法機關而言，後者之舉證責任自然

較高。

在行政法院之裁判實務上，多數之判決係認為僅需要抽象危險即可成立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要件，惟亦有採取具體危險說之判決。而在公平會所訂定之公平法第25
條處理原則之第5點羅列有多項關於判斷交易秩序是否足以受到影響之考量因素。此
等因素在採抽象危險說時，並不具有意義，因為在此說之下，行為構成欺罔或顯失公

平時，幾乎等於已經滿足了「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一要件，故無使用此等考量因素之

餘地。只有在採具體危險說時，為了確認行為對於交易秩序有具體之危險，這些考量

42 最高行政法院之此項見解經常被後來之處分與判決所引用，其見解之立意正確，
惟內容上如能略為調整為「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適用並不以產生實害為前提，只
要該行為實施後，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為已足」，則更為符合該條之立法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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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才會派上用場。因此從公平會訂定有判斷交易秩序是否足以受影響之考量因素一

事，亦可反證、反推出本條應採取具體危險說較為合理。

以上是從學理上論述「抽象危險說」與「具體危險說」，在行政法院之裁判實務

上，多數之判決係認為僅需要抽象危險即可成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例如最高

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00479號判決「豪准實業案」便指出：「再查公平交易法第24
條之適用並不以產生實害為前提，是判斷事業行為是否構成該條所稱『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只要該行為實施後有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可能性，達到抽象危險性之程度為

已足。而本件被上訴人意圖銷售而大量進口系爭高度抄襲他人商品之行為，有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虞
43
。」上述判決雖明白指出本條只要求達到抽象危險程度即可，惟對

於其理由並未加以說明與斟酌，有所遺憾。

不同於多數判決，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訴字第592號判決「格子趣案」係採
「具體危險說」：「主管機關以本條規定介入管制時，復應受一定實體上要件限制，

亦即行為須『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此為具體危險構成要件，抽象危險尚有不足。…

被告泛稱不論此一連鎖加盟市場是否另有競爭者，只要原告未循『加盟資訊揭露處理

原則』為資訊揭露之行為，即可能對從事『其他商業』模式加盟業之加盟業主，以及

同市場之潛在競爭者形成不良示範，且其以訂定定型化契約方式與眾多交易相對人

（以及潛在競爭者）締約，顯然對交易秩序造成一定之影響云云，然此推論方式，

無疑係將『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定位為抽象危險構成要件，而依其生活經驗的大量

觀察，認為加盟業主未揭露某種交易資訊之行為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4條所保護之客體
（即交易秩序）帶有一般危險性，故預定此類型行為具有高度危險，行為只要符合上

開加盟資訊處理原則不法構成要件所描述的事實（即未循該原則為資訊揭露），即有

抽象危險，即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無待於具體個案審查，而此顯然悖於前述公平交易

法第24條『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此不確定法律概念，採『具體危險構成要件』之通
說，否則，也無須制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4條案件之處理原
則』，要求詳就具體案情，逐一審酌判斷，於認定上開法文所保護的客體（即交易秩

序）果真存在具體危險時，始能為裁處。原告就本件涉案行為是否該當不公平競爭類

型案件『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判斷，未能以具體個案情狀分析，實質掌握其對交易

秩序之衝擊度，而將其所制定之『加盟資訊揭露處理原則』無限上綱，泛認原告苟未

揭露其所要求揭露之事項，即認此行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亦失其所應採取之評

價基準。」本案判決雖係屬於實務上之少數說，惟其關於此一問題之論理卻清晰而嚴

謹，不同於多數之其他判決，頗值參考。

43 類似見解可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421號判決「萊爾富案」、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1240號判決「台灣之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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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響交易秩序之程度

事業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對於交易秩序之影響須達到（或足以到達）何種程

度始構成違法，筆者曾建議可考慮案件之性質，大別為3種類型定之（三階門檻理
論）。亦即分別就公平法第25條之案件係屬於限制競爭、不公平競爭或係消費者保護
之性質，而定其管制介入之門檻。蓋本條之適用範圍擴及上述三大領域，而個別領域

性質之案件對於交易秩序之影響態樣與程度有所不同，因此不宜以同一標準訂定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標準。

首先，對於限制競爭案件之補充適用門檻為最低，因限制競爭行為對於市場機

能與交易秩序可能有較明顯重大的影響，故只要涉案行為具有剩餘之不法內涵，即個

別規定未窮盡規範行為之不法內涵時，原則上即應認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而有本條

之補充適用。其次，對於不公平競爭案件之補充適用門檻宜適度調高，除具有剩餘不

法內涵外，仍須要求行為對於交易秩序有一定實質之衝擊度始可，惟可排除影響過小

的個別案件，如具有前述反面排除適用因素時（例如為單一、偶發之個別案件），可

認為該行為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44
。最後，對於不涉及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的消費

者保護案件或其他涉及妨害交易秩序之案件，基於本法主要目的在於保護市場競爭，

而直接保護消費者應為本法輔助之目的與功能，故公平會對於消保案件之直接介入管

制宜屬例外之舉，只有在相當必要時才宜發動公權力為之。故本條對於消保案件之適

用，其限制應高於競爭法案件，僅在必要時對於「相當重大或相對上顯較嚴重之案

件」，始例外進行補充。行為如果涉及整體產業消費者之行為(industry wide conduct)
或影響數量相當多之消費者(conduct that affects large number of consumers)、可能造成
消費者之重大損害、具有嚴重之資訊不對等或糾紛解決資源明顯多寡不均等情形，皆

有可能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45
。

無論行政法院之判決或公平會之實務，截至目前為止對於不同性質之行為對交易

秩序之影響是否須達到何種不同之程度，並未明確表示其見解。實務上所強調者，僅

為行為對於交易秩序須有影響之虞（前述抽象危險或具體危險之問題），且單一個別

非經常性之行為乃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亦即僅指出一般情形下，公平法第25條案件
最大宗之不公平競爭行為必須對交易秩序產生影響之下限。其實如以同一標準處理限

制競爭或費者保護性質之案件，則該門檻可能會有過高或過低之弊。依筆者之見，將

44 限制競爭案件是否為單一、個別之個案並不重要，因為單一個別之限制競爭案
件，仍有將市場競爭排除之可能，而對交易秩序產生頗大之影響，故仍應有本條
之適用。限制競爭之案件在適用本條時，並不適用反面排除因素，此為其與不公
平競爭案件之區別。

45 吳秀明，「競爭法上之概括條款」，收錄於吳秀明，競爭法研究，103-105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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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似可以考慮採納三階門檻之精神，對於交易秩序之影響門檻分殊處理，以使本條之

執法實務更為精緻化。

在行政法院之裁判實務只有很少數之判決注意與處理這個問題。在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99年訴字第592號判決「格子趣案」中，法院很詳細地說明三階門檻之精神與
認定標準：「至於行為所需影響交易秩序之程度為何，始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一般循『三階門檻理論』處理︰限制競爭案件，只要個別規定未窮盡規範行為之不法

內涵時，原則上即有本條之補充適用。其次對於不公平競爭之案件，除個別規定須未

窮盡規範之外，仍須要求涉案行為對於交易秩序有一定實質、相當之衝擊度。而對於

消費者保護案件，基於消費者保護屬於本條之輔助目的與功能，故主管機關對此之直

接介入，宜屬例外之舉，僅在必要時，對於『相當重大或相對上顯較嚴重之消保案

件』，才宜發動公權力處理之，進行本條之補充適用。」在判決中採用三階門檻處理

不同性質案件之影響交易秩序門檻，目前仍屬於少數例外，惟至少我們已經看到行政

法院踏出這第一步，未來之發展如何，則仍有待繼續觀察。

二、「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與本法第26條「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之關係
關於公平會調查職權之發動，公平法第26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於涉有違反本

法規定，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得依檢舉或職權調查處理。」相對於「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是在實體構成要件上，設立適用與介入公平法第25條案件之門檻，本條可認為
是公平會發動調查職權之程序門檻或限制規定，且是一般性之規定，非僅針對特定行

為。

雖然如此，但「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和「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卻具有相當接

近之內容與功能。因為「危害」及「足以影響」表示兩者皆無須等待實害發生。其次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具有經濟法整體性之規範性格，代表涉案行為須層面較廣地

影響到整體交易秩序，超越單純解決個人之權益糾紛始可。而「危害公共利益之情

事」設立之意旨，也在於令公平會必須出於維護公眾利益而執法，不得以其公權力解

決單純私益問題，故兩者之規範意旨若合符節。因此一般而言，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行為，通常也具有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與「危害公共利益之

情事」兩者，雖一為實體構成要件，一為程序發動規定，但在有關公平法第25條之適
用、限制國家介入空間之角色扮演上，乃一體兩面，相輔相成，共同把守國家介入交

易糾紛之門檻
46
。

陸、「欺罔」與「顯失公平」要件之意涵

本條規定多係由「不確定法律概念」所構成，欺罔及顯失公平亦不例外（尤其

46 吳秀明，「競爭法上之概括條款」，收錄於吳秀明，競爭法研究，10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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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後者），故此等要件之內容實無法僅依賴對於法律用語之解釋而獲致，必須靠案例

之累積，在漫長的時間裡，將法律要件在個案中加以一步步地「具體化」和「類型

化」，假以時日才能賦予此等不確定之法律構成要件豐富的內容與生命。對於此二要

件具體化和類型化之工作，請參閱本研究的各論部分，本文則是針對若干共通性之問

題進行探討。

公平會在第25條處理原則中，對於此二要件有清楚扼要之說明，基本上也獲得
學說之普遍支持

47
。而從歷年來行政法院之判決觀察，行政法院對於「欺罔」及「顯

失公平」二要件之見解與處理方式，大多乃參考或引用公平會第25條處理原則，並論
述其所處理之個案是否符合上述意旨。換言之，行政法院基本上並未發展出本身對於

「欺罔」及「顯失公平」兩要件之不同定義。因此公平會之處理原則雖無一般性之規

範拘束力，但在此處乃成為法院裁判時實際上最重要的依據與標準。另除了對於欺罔

或顯失公平之意義加以整體說明，行政法院亦經常在其所處理之個案中，對於該個案

是否構成特定類型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進行調查、認定與論述。這類之判決對於

個別類型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有較為詳細之討論，對於實質建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

為之判斷標準，具有重要之貢獻。不過判決中亦時有可見「認為顯失公平係指事業違

反效能競爭原則」、「欺罔與顯失公平之區別適用有所紊亂」之情形，本文以下將針

對這兩項問題進行探討。

一、判斷顯失公平之標準與「效能競爭原則」

在有關公平法第25條之案例中，曾經出現一種見解，將「顯失公平」與「效能
競爭」之違反予以連結，而認為所謂「顯失公平」係指事業之行為違反效能競爭的原

則。此種見解在公平會之處分書及行政法院判決中皆出現過。

例如公平會公處字第100154 號處分書「大買家案」即謂：「所謂『顯失公平』，
係指事業之行為若已違反效能競爭的原則，對於其他遵守公平競爭本質之競爭者而

言，構成顯失公平，而使市場上公平競爭本質受到侵害，從而其行為具有商業競爭倫

理非難性。是本案系爭行為倘涉及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行為，即未投入相當之努力

爭取客戶，而以攀附他事業相當努力成果之方式爭取交易機會，應具商業倫理之非難

性，當論以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 條規定48
。」

47 參見吳秀明，「競爭法上之概括條款」，收錄於吳秀明，競爭法研究，111 
(2010)；汪渡村，公平交易法，227 (2004)；另參考劉孔中，公平交易法，176 
(2003)。

48 公平會類似之見解尚可見於公處字第100059號處分書「全曜財經案」：「所稱
『顯失公平』，係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其具體內涵包括不
符合商業競爭倫理之不公平競爭行為，而系爭行為是否構成不公平競爭，可從交
易相對人間之交易行為，以及從市場上之效能競爭是否受侵害加以判斷，倘事業
之行為已違反效能競爭原則，而使市場上公平競爭本質受到侵害，對於其他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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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字第376號判決對本案亦表示：「(三)依上開規定
（24條處理原則）可知，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定事業不得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
公平行為，所謂『顯失公平』，係指事業違反效能競爭原則，以不公平方法從事競爭

或商業交易。蓋事業倘違反效能競爭原則，以不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將使市場上公

平競爭本質受到侵害，對於其他遵守公平競爭原則之競爭者而言，構成顯失公平，其

行為自具有商業競爭倫理非難性，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49
。」

上述見解涉及如何在個案中判斷是否有顯失公平，與案件當事人之權益有直接之

關連性，其重要性不言可喻，故值得做一番之檢討。關於顯失公平與效能競爭，本文

有以下幾點淺見：

（一）值得保護不等於適合作為決定是否違法之判斷標準

公平法第25條為涵蓋限制競爭、不公平競爭與消費者保護三大領域之概括補充條
款，前已說明。而從過往之案例和第25條處理原則觀察，顯失公平之案例種類與數量
又顯然比欺罔多。因此如果將「顯失公平」之概念等同於違反效能競爭原則，則「效

能競爭」幾乎會被推到公平法最核心重要概念之程度，它會成為決定這三大領域最後

一道防線是否構成的關鍵因素。而值得思考的是，「效能競爭」真的能夠承擔如此重

大之功能與任務嗎？

首先我們應認知的一個重點是，一項原則或行為模式固然可能值得保護，但此與

「以其作為在處分案或訴訟案件中判斷行為是否違法之標準」，乃截然不同之二事。

作為法律案件中判斷違法性之標準，必須有足夠的具體性、可操作性以及能妥善處理

所涵蓋之各種案例情況。而效能競爭作為判斷標準首先會遇到之問題，即是其明確性

不足。另外在個案中如何操作此一原則，具體判斷標準何在亦不清楚，其可操作性不

無疑問。最後關於此原則是否能妥善處理所涵蓋之各種案件，尤其是限制競爭法之案

公平競爭本質之競爭者而言，則構成顯失公平。另行為構成顯失公平者，不必以
發生實際交易行為為要件，只須在客觀上構成顯失公平即為該當。」以及公處字
第 098133 號處分書「季儀生科案」：「所謂『欺罔』，係指事業以欺騙或隱瞞重
要事實等引人錯誤之方法，致使交易相對人與其交易或使競爭者喪失交易機會；
所謂『顯失公平』，係指事業之行為若已違反效能競爭的原則，對於其他遵守公
平競爭本質之競爭者而言，構成顯失公平，而使市場上公平競爭本質受到侵害，
從而其行為具有商業競爭倫理非難性。」

49 類似見解並參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0年度訴字第4809號判決「酷才網案」：「按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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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概括性規定，事業
行為是否構成不公平競爭，可從交易相對人間之交易行為，或從市場上之效能競
爭是否受到侵害加以判斷。伸言之，若事業之行為已違反效能競爭原則，而使市
場上競爭本質受到侵害，對於其他遵守公平競爭本質之競爭者而言，則構成顯失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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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亦有疑問，此點將在下文討論。

（二）提出效能競爭概念之德國法上之反思

「效能競爭」(Leistungswettbewerb)之概念乃源自德國，所謂「效能競爭」係指
事業以提高與改善自己在價格、數量、品質或研發等方面之表現與效能之方式從事競

爭。而非以妨害、打擊、阻礙、排除競爭者之方式進行競爭。在德國競爭法早期文獻

中，民法與勞動法大家Nipperdey為＂BenratherTankstelle＂一案所撰寫的專家鑑定書
(Gutachten)中50

，即已經提出一項著名的概念分類，即「效能競爭」與「阻礙競爭」

(Behinderungswettbewerb)之區別。前者係以提高本身效能為手段所為之競爭，其因此
而對於競爭者造成之損害為市場競爭之必然結果，係屬合法；後者則係以損害競爭者

為目的，而藉著種種阻礙手段達成上述目地之競爭，此種競爭將可能構成違法之不正

競爭(unlautererWettbewerb)。
惟縱使在提出此一概念的德國，對於效能競爭原則之地位與適用性，仍有其

思考與檢討。此一原則包括在不正競爭法上之適用，連在德國亦非全無保留。一

般認為，「阻礙競爭」通常構成不正競爭，「效能競爭」則通常為正當之競爭，

此較無問題，惟單純未採取符合效能競爭原則之方法從事競爭之「非效能競爭」

(Nichtleistungswettbewerb)並不全然等於惡性之「阻礙競爭」，故也不當然構成違法之
不正競爭

51
。因為不正競爭有其構成要件，並非一切「非效能競爭」皆會符合此等要

件。

（三）效能競爭原則在限制競爭法上適用之侷限性

效能競爭原則在不正競爭法上之適用，尚且有其一定之限制，則在限制競爭法

上，其適用性就更有侷限，並不適合作為判斷反托拉斯法上行為是否違法之唯一或核

心標準。作為反托拉斯法基礎理論之「競爭理論」上，被討論得比較多的競爭法上指

導形象(Leitbilder)，是所謂「能運作之競爭」(workable competition)或所謂「有效競
爭」(effective competition; wirksamerWettbewerb)等，而非效能競爭。效能競爭似乎在
不正競爭法之領域被討論地比較多。限制競爭法上常另有其判斷標準（例如合理原則/
當然違法等）。限制競爭法上運用效能競爭概念的制度，主要是在豁免自律公約等所

謂「競爭規則」(Wettbewerbsregel)之相關規定中被討論52
。

就反托拉斯法上各種行為類型之違法判斷標準而論，通常亦非繫諸於是否違反

50 Nipperdey, Wettbewerb und Existenzvernichtung (1930), 轉引自Fikentscher, 
Wirtschaftsrecht, Bd.II, DeutschesWirtschaftsrecht, 180 (1983). Nipperdey之分類並為帝
國法院(Reichsgericht)所採，vgl. RGZ 134, 342 v. 18.12.1931-Benrather Tankstelle.

51 Fikentscher, Wirtschaftsrecht, Bd.II, DeutschesWirtschaftsrecht, 197 (1983).
52 Immenga, in: Immenga/Mestmächer, Wettbewerbsrecht, Bd.2, KommentarzumDeutschen

Kartellrecht, 6.Aufl., §24, Rn.23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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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競爭原則。以獨占管制而論，獨占事業若干不違反效能競爭原則之行為（例如未

構成掠奪性定價之折扣），如係為排除競爭者而特別針對規模小的競爭者而為時，仍

不排除具有阻礙效果而可以構成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53
。故效能競爭原則能

否作為判斷違法獨占行為之核心標準，即產生疑問。同樣地，早年以本法第24條（舊
法）處理未經公告為獨占事業者所為之濫用行為時，其違法與否之判斷標準，宜類推

獨占管制之認定標準而非依據是否違反效能競爭原則。

（四）效能競爭原則在我國公平法之實際情形

效能競爭原則在公平法上得到最明確之承認，乃公平法第4條對於競爭之定義。
公平法第4條曰：「本法所稱競爭，指二以上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
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此一對於競爭之定義，係源出於效

能競爭之概念應無疑義。這條規定之意義，在於揭示了一種值得期待的優質競爭模

式，惟並不表示其能夠作為個案中判斷違法之標準。我國公平法實務上於判斷某一行

為是否違反公平法時，幾乎看不到援引該條作為決定是否違法之依據，其在公平法之

適用上未見到具有實際可發揮功效之地位。

基於以上之理由，本文認為以「效能競爭」判斷是否構成顯失公平，使得效能競

爭成為限制競爭、不公平競爭與消費者保護三大領域補充適用之核心概念並不十分合

適，亦無法充分發揮定奪合法或違法之判斷功能，實務上認為凡違反效能競爭即構成

顯失公平之見解，似宜予以調整修正，回到各個行為類型之構成要件與判斷標準，才

能發揮真正的引導與判別違法之作用。

二、「欺罔」與「顯失公平」之區別適用問題

本問題欲討論者，為公平會與法院在處理個案適用本法第25條時，有無區別「欺
罔」或「顯失公平」之必要，以及如何進行區別。

（一）紊亂的法律適用狀況

當我們觀察關於本法第25條之處分或裁判時，可以發現公平會或法院在若干案例
中，對於個案究竟成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在認定上有些混亂，其情形

例如有認定不一、混用或未加清楚區別者。

以瓏山林建案之系列判決為例
54
，3個相關判決之違法事實皆十分類似，但是在

「瓏山林藝術館案」中公平會處分書及歷審判決均認為係屬「欺罔」，但最高行政法

院判決卻認定為「顯失公平」
55
。在類似案情的「瓏山林長堤案」，公平會認定為欺

53 Fikentscher, Wirtschaftsrecht, Bd.II, DeutschesWirtschaftsrecht, 200f. (1983).
54 即「瓏山林藝術館案」、「瓏山林博物館案」和「瓏山林長堤案」。
55 「瓏山林藝術館案」中，公平會公處字第100003號處分書表示：「至於所稱『欺
罔』，係對於交易相對人，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
式，從事交易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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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字第396號判決亦同；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
訴更一字第129號判決則出現有疑問之用語，諸如「…因此原告等建築開發業者，如
對上開資訊加以隱瞞或欺罔，自足影響公平競爭之交易秩序，核亦為顯失公平之行

為。」以及「因此系爭契約為原告精心設計之欺罔契約，且對購屋消費者或潛在消

費者言，均顯失公平」等。此等既是欺罔又是顯失公平的判決用語，會造成讀者並

不清楚本案究竟是單純的「欺罔」、「顯失公平」抑或同時構成「欺罔」及「顯失公

平」？這類的情形，並不十分罕見，故有加以研析之必要。

（二）區別適用必要性之探討

首先應研究者為應否對於「欺罔」和「顯失公平」加以區別適用？最高行政法

院對此問題曾明白表達過意見，最高行政法院100 年度判字第128 號判決「樂吉美案
（一）」表示：「公平法第24條（舊法）乃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概括性規定，蓋因不公
平競爭行為之態樣繁多，法條未能一一列舉，為免百密一疏，予不法者有可乘之機。

惟違反該條之規定，主管機關於處罰時仍應區別其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之態樣，尤

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字第1992號判決認為係欺罔：「本條所稱欺罔係對
於交易相對人，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
易之行為。前項所稱之重要交易資訊，係指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重要交易資訊；
所稱引人錯誤，則以客觀上是否會引起一般大眾所誤認或交易相對人受騙之合理
可能性(而非僅為任何可能)為判斷標準，同時衡量交易相對人判斷能力之標準，
以『合理判斷』為基準(不以極低之注意程度為判斷標準)。其常見行為類型如：
（一）冒充或依附有信賴力之主體。（二）不實促銷手段。（三）隱匿重要交易
資訊。公平交易法第24 條案件處理原則第5 條第1 項、第6 條亦有明定。」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訴更一字第125號判決亦認為是欺罔：行為時公平交易
法第24 條案件處理原則第6 條規定：「本條所稱欺罔係對於交易相對人，以積極
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前項所稱之
重要交易資訊，係指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重要交易資訊；所稱引人錯誤，則以客
觀上是否會引起一般大眾所誤認或交易相對人受騙之合理可能性（而非僅為任何
可能）為判斷標準，同時衡量交易相對人判斷能力之標準，以『合理判斷』為基
準（不以極低之注意程度為判斷標準）。其常見行為類型如：(一)冒充或依附有
信賴力之主體。(二)不實促銷手段。(三)隱匿重要交易資訊。」
及至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171號判決，則認為該案構成顯失公平：「在預
售之情形，因房屋於出售時，尚未興建完成，購買人並無登記資料可查，亦無成
屋可參考，有關資料，均須仰賴建商提供，屬交易資訊較弱之一方。又建商出售
之集合式住宅房屋其共用部分是否包含分攤地下各樓層車道，即關係共用部分比
例之大小與內容，而為影響購買人交易決定之重要資訊。因此，預售集合式住宅
房屋之事業，就上開資訊未為主動揭露，而為房屋之銷售，屬隱匿重要交易資
訊；此一資訊之隱匿，客觀上若足以引起一般大眾誤認或交易相對人受騙之合理
可能性時，即係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而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為公平法所不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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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被處分人未依限期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時，依同法第41條之規
定處罰，更須審慎辨明其違法行為是否同一，並詳細敘明理由。否則逕認違反同法第

24條之行為不論行為態樣如何，均屬同一行為，可援引同法第41條之重罰規定，即與
立法原意有違，且有濫用行政裁量權之虞，併予指明。」

對於行政法院之見解，本文予以贊同，其理由主要有二，首先本法第25條之適
用範圍很廣泛，行為類型之間可能有很大之差距；其次是區別適用具有實際上之法律

實益，即判決中特別提到當被處分人未依限期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時，可依本法第41條（舊法）之規定加重處罰，此時必須審慎辨明其違法行為是否同
一，不應不論行為態樣如何，均認定屬同一行為，並援引本法第41條予以加重處罰，
此將與立法之原意有違且有濫用行政裁量權之虞。故對於「欺罔」和「顯失公平」應

該加以區別適用。

（三）區別適用之方式

至於區別適用之方式，本文認為可以分別「欺罔」、「顯失公平」和「欺罔及

顯失公平」3種情形處斷，甚至應鼓勵將欺罔和顯失公平之下更具體之案例行為類型
予以揭示。首先，分別構成「欺罔」或「顯失公平」之情形較為單純，無待多論。其

次，在個案中事業所為之數行為可能有分別構成「欺罔」或「顯失公平」之情形而

合併論處，因該等數行為皆出自於同一事業，故宜論以該事業係從事「欺罔及顯失公

平」行為較妥
56
。最後亦不排除在少數個案中，某種行為可能兼具欺罔與顯失公平之

性質，此時同樣宜論以「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惟這種情形在實務上並不多見
57
。

56 例如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00384號判決「鈺盛企業案」：「而所謂『欺罔』
係對於交易相對人，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
事交易之行為；『顯失公平』則係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
之行為。是以，事業倘有下列情事之一，如：虛偽招徠代工者，並以欺騙或故意
隱匿重要交易資訊等引人錯誤之方法，使其簽訂代工契約；或虛偽徵求代工者，
回收之代工完成品無銷售通路或銷售所得與固定支出顯不相當，實際上以販賣代
工原料或設備，或以其他名目收取費用為主要收入來源；或違反契約上之說明、
照顧及協力義務；或利用應徵者之輕率、急迫或無經驗而締約；或基於契約優勢
地位，使代工者向其支付一定費用購買工作所需材料或設備；或以其他名目收取
費用，並訂有所支出費用不得要求退還之規定；或於締約同時已自代工者獲取經
濟上之不當利益等，因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核已違反上
開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規定。」該案相關之判決參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訴
字第3056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4年度訴更一字第00057號判決。依本文之上
述見解，類似本案之情形，宜論以「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較妥。

57 一行為對於不同之對象分別產生「欺罔」和「顯失公平」之效果時，究竟是「欺
罔或顯失公平」，抑或是「欺罔及顯失公平」？值得研究。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5年度訴字第04284號判決「建準電機案」中，法院表示：「系爭網頁刊登錯誤
訊息時間達數月之久，已足使一般大眾或交易相對人誤信當時台達公司對原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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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欺罔或顯失公平」，本文則不建議採用，以免造成所認定之違法行為類型不確

定，而產生種種缺弊。

柒、公平法第25條案例類型之體系建構

一、學說與實務上對於公平法第25條案例類型結構之意見
對於公平法第25條之案例類型構造，學理上可能有數種不同之看法。例如依據

行為對象、侵害法益、本條補充適用之領域、產業別、非統一標準等加以分類。依據

「行為對象」分類，是將案例依據「對交易相對人之行為」、「對競爭者之行為」以

及「破壞整體市場秩序之行為」等分類之
58
。依據「侵害法益」之分類，則是將案例

分為「侵害交易相對人利益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侵害競爭者利益之顯失公平

行為」以及「侵害公共利益之顯失公平行為」三大類後再進行細部分類
59
。依據「本

條補充適用之領域」分類，是將案例依據本法第25條在案例中為補充適用限制競爭、
不公平競爭或消費者保護等3種不同領域而區分60

。其次也可以依據案件所涉及之「產

業別」予以分類，或以非統一之標準進行分類
61
。最後也有併依「法條構成要件內

容、補充適用之領域及行為內容與型態」不同分類標準予以分類者
62
。學界對於此一

問題之看法，可謂差異甚大
63
。

相較於學理之分類，公平會一向較務實地依據本法第25條之構成要件所規定之內
容做分類基礎，亦即依「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做大部分類，然後再依據實務

上曾經處理之案例，歸納整理出不同行為類型以作為後續之分類。而於106年1月發布
最新修訂新版「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案件處理原則」，對於該條之案例類型做較為

大幅之增補調整。本文認為現行處理原則增添納入近年實務經驗所累積之新的案例類

訴訟均已敗訴遭撤銷，並對台達公司之專利權產生懷疑，對訊息接收者已造成欺
罔，對競爭對手之台達公司而言，則已侵害以公平競爭為本質之市場交易秩序，
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顯失公平』。⋯⋯，難謂未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
罔或顯失公平之程度。」依本文之見解，本案係基於一行為而產生之欺罔及顯失
公平結果，似宜論以「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

58 其說明參見吳秀明，「競爭法上之概括條款」，收錄於吳秀明，競爭法研究，117 
(2010)。

59 梁哲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規範理論與實務檢討，台大法律
研究所碩士論文，55 (2000)。

60 蘇永欽，「私法自治與公平法的管制─公平法第二十四條的功用與濫用」，月旦
法學雜誌，第70期，49、50 (2001)。

61 何之邁，公平交易法實論，382 (2002)。
62 吳秀明，「競爭法上之概括條款」，收錄於吳秀明，競爭法研究，122 (2010)。
63 關於學說上對於第25條案例分類主張之詳細內容，參見吳秀明，「競爭法上之概
括條款」，收錄於吳秀明，競爭法研究，111-126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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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並檢討舊有案例類型之妥當性，同時做必要之調整，與時俱進，值得肯定。

此外，本研究觀察並整理公平會自成立之81年至109年期間之行政法院判決，將
其涉及本法第25條之案例類型與數量，予以列表64

。惟行政法院基於不告不理之原

則，以及所處理之個案為對於公平會之處分不服而提出之行政救濟，故其在案例類型

之累積上，既是基於公平會之決定，自然很難超越公平會所處理之案型。且並非每一

個公平會處分案之被處分事業都會向法院提起行政救濟，若干之案例類型雖有處分，

卻可能欠缺相關之判決。但假以時日，相信行政法院判決所涵蓋之案例類型，將日漸

完整。

二、本文對於本法第25條案例類型之基本看法
（一） 關於公平法第25條之案例類型是否能構成一個體系，學說上固有不同之嘗試與

主張，惟從公平會二十幾年以來所處理之案例累積成果觀之，執法實務上乃是

依據並順著法律條文之兩大構成要件，即「欺罔」與「顯失公平」，隨著實務

上各種不同案例之發生與處理，逐步建構與形成上述兩大要件之下之行為類

型。公平會並於頒布處理原則時，盡力將案例之分類予以完善化，俾有助於法

律之理解與適用。本文基本上贊成公平會現行第25條處理原則所整理建構之案
例類型系統，在本文第3章以下，亦將以此一類型結構為基礎，分別處理實務
判決。惟在大的類型上，建議在顯失公平之下新增「（九）違背法令之顯失公

平行為」。另外亦有依據實務案例，增列或修訂若干末端之小類型，如隱匿重

要交易資訊之下屬類型。本文所具體建議之第25條案例類型架構如下：
「一、欺罔行為

（一）冒充或依附有信賴力之主體

1. 瓦斯安全器材業者藉瓦斯防災宣導或瓦斯安全檢查等名義或機會銷售瓦斯安全
器材，使民眾誤認而與其交易。

2. 依附政府機關或公益團體活動行銷商品，使民眾誤認其與政府機關或公益團體
相關而與其交易。

3.冒充或依附知名事業或組織從事交易。
（二）未涉及廣告之不實促銷手段

（三）隱匿重要交易資訊

1. 不動產經紀業者從事不動產買賣之仲介業務時，未以書面告知買方斡旋金契約
與內政部版「要約書」之區別及其替代關係，或對賣方隱瞞已有買方斡旋之資

訊，或虛報價格。

2. 預售屋之銷售，就未列入買賣契約共有部分之項目，要求購屋人找補價款。

64 參見本研究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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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銷商品時隱瞞商品不易轉售之特性，以欺瞞或隱匿交易資訊之方法使交易相
對人誤認可獲得相當之轉售利益而作出交易決定。

4.以贊助獎學金之名義推銷報紙。
5.假藉健康檢查之名義推銷健康器材。
6. 航空業者宣稱降價，卻隱匿艙位比例大幅變化，致無法依過往銷售情形合理提
供對外宣稱降價之低價艙位數量之資訊。

7. 從事電話行銷行為時，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關於使用電信服務之價格及使用
該服務之限制條件等重要交易資訊之方式，爭取交易機會。

8.未依據對系統業者揭露之頻道銷售辦法交易。
9.委託家庭式代工業者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關於代工之重要交易資訊。
10.隱瞞加速條款的存在。
11.隱瞞標的物重大風險資訊。

二、顯失公平行為

（一）以損害競爭對手為目的之阻礙競爭

1. 進行不當商業干擾，如赴競爭對手交易相對人之處所，散布競爭對手或其關係
企業侵權之言論。

2. 不當散發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警告函：事業以警告函等書面方式對其自身或他事
業或其關係企業之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散發他事業侵害其著作權、

商標權或專利權之行為。

3. 以新聞稿或網站等使公眾得知之方式，散布競爭對手或其關係企業侵權之訊
息，使交易相對人產生疑慮。

4.指稱競爭者或其關係企業品質低劣或從事其他違法行為。
5.特殊案例：散布使競爭者受懷疑之資訊。
6.其他以損害競爭對手為目的之阻礙競爭之行為。

（二）榨取他人努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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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高度抄襲（限於循民事途徑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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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行為。
（三）不當招攬顧客或不當爭取交易機會

1. 以脅迫或煩擾等不正當方式干擾交易相對人之交易決定，如以一對一緊迫盯
人、長時間疲勞轟炸或趁消費者窘迫或接受瘦身美容服務之際從事銷售。

2. 出版業者於選書期間對選用權人提供或期約提供不當物品以爭取選用其教科書
之機會。

（四）不當利用相對市場優勢地位

若交易相對人對事業不具有足夠且可期待之偏離可能性時，應認有依賴性存在，

該事業具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具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之事業，不得濫用其市場地位。

1. 鎖入：如電梯事業利用安裝完成後相對人對其具有經濟上依賴性而濫用其相對
優勢地位之行為（惟如構成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應先依該條處斷），如收取無

關之費用或迫使使用人代替他人清償維修糾紛之款項。

2. 流通事業未事先與交易相對人進行協商，並以書面方式訂定明確之下架或撤櫃
條件或標準，而不當要求交易相對人下架、撤櫃或變更交易條件，且未充分揭

露相關佐證資料。

3. 影片代理商於他事業標得視聽資料採購案後，即提高對該事業之交易條件。
4.代為保管經銷契約，阻礙經銷商行使權利。
5.專利權人要求被授權人提供與權利金無關之敏感性資訊。
6.流通事業向供貨廠商不當收取附加費用。
7.利用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將交易上風險轉由交易相對人承擔。

（五）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

1. 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未以書面提供交易相對人加盟重要資訊，或未給
予合理契約審閱期間。

2. 不動產開發業者或不動產經紀業者銷售預售屋時，未以書面提供購屋人重要交
易資訊，或不當限制購屋人之契約審閱。

3. 瘦身美容業者未於簽約前提供交易相對人充分審閱契約書條款之機會，或未揭
露重要交易資訊。

（六）補充公平交易法限制競爭行為之規定

無競爭關係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聯合統購之行為（補充聯合行為之規定）。

（七）妨礙消費者行使合法權益

1. 不動產開發業者與購屋人締結預售屋買賣契約後，未交付契約書或要求繳回。
2. 語言學習教材業者於消費者於簽訂契約書後，以審核簽署契約書為由收回、留
置或暫代保管而未立即交付該契約書（副聯或影本）予消費者收執，使消費者

行使權利發生困難或受有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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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利用定型化契約之不當行為

1. 於定型化契約中訂定不公平之條款，如限制訪問交易之猶豫期間解約權、解約
時除返還商品外並需給付分期付款中未到期餘額之一定比例作為賠償、解約時

未使用之課程服務亦需全額繳費、契約發生解釋爭議時以英文為準。

2.瓦斯公用事業強制後用戶負擔前用戶之欠費。
（九）違背法令之顯失公平行為

僅供應店家之大賣場違規驗證不實，直接開放消費者進入購買。」

三、 公平會之作法所呈現之案例類型，雖不能稱得上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
但仍有一定之行為類型秩序，則毋庸置疑。其對於第25條體系之建構，乃是採取
較為務實的、漸進的、以執法經驗之累積作為依據的取向。因此可以說，就公平

法第25條而言，體系化之過程隨著實務案例之發展仍在進行當中，整體的體系圖
像雖未完全明確與定焦，但一直在邁向日益清晰的路上前進；另一方面就各種行

為類型而言，其具體化、體系化之程度亦隨該種案例之多寡與執法經驗之累積情

況而有所不同。

四、 我國公平法第25條所涵蓋適用之範圍相當廣泛，欲建立一個用單一原則貫穿全條
文而呈現之案例類型體系，其難度自然頗高。本文支持對本法第25條案例類型體
系之處理，應採取歸納式而非演繹式的方法；是漸進發展的而非一鎚定音的；是

紮實地植基於我國執法成果與經驗，而非僅依據某種學理標準或外國法而先驗式

的「設計」出第25條之案例類型。比較法當然是形成我國案例類型時之重要參考
資料，但實際類型之承認與確立，仍必須依據我國本身之相關案例發展而定。這

樣的研究方法與取向一方面有助於將眾多紛雜之案例統整出一定之規範理路；另

一方面則同時較貼近於實務發展，也有利於實務之參採適用。

捌、結語

基於公平法第25條在實務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可能產生之爭議性，如何能使本條
之解釋與適用更為正確合理，以獲得法院及社會更高度之肯定，無疑是一項重要之工

作，而此亦為本研究所關切之核心事項與主要撰述目的。

本文在關於本條的解釋適用所遭遇之共通問題上，除了一一加以探討之外，並

提出以下的建議：在「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要件方面，建議可考慮採納三階門檻之精

神，對於交易秩序之影響門檻分殊處理；在「欺罔、顯失公平」要件方面，本文認為

區別「欺罔」或「顯失公平」有其實益與必要，亦對其區別適用方式提出建議，此外

實務上認為凡違反效能競爭即構成顯失公平之見解，亦建議宜予調整修正。

此外在「補充適用範圍」與「窮盡規範原則」方面，行政法院基本上多肯認公

平會處理原則之立場，惟對此有深入研析探討之案例與討論仍不多見，其進一步之發



第 2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42

展值得期待。最後在「案例類型體系建構」方面，具體化與類型化是適用內容高度不

確定之概括條款必須走的路，本文依據實務案例，建議增修若干類型，而對現行處理

原則是否已經涵蓋過去實務所累積之各種案例類型，以及是否仍有值得考慮加入之其

他案例類型，期許公平會應繼續關注不斷滾動檢討。盼能透過本研究之探討與比較分

析，使公平法第25條概括規定之運作得以更為完善，則不僅主管機關能避免許多執法
上的困擾，能具有更為明確的判斷標準釐清執法的界線，事業亦能夠更明瞭其違法之

界線，有助於公平法之有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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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帥嘉寶法官(最高行政法院)

一、前言(報告的切入點)：
(一) 吳老師及在座的貴賓，受邀參與報告，感覺榮欣而惶恐。自己承辦公平法案例過
少，面對體系如此細緻，內容如此紮實的論文、想再提供一些新觀點，實在是件

困難的事，自己只能盡力一試，如有不妥之處，還請吳老師多多指點。

(二) 要有新觀點的提出，就要先有起始的問題意識。我是這麼想的：
1. 公平法的最基本精神就是：肯認「好交易可以讓非公共財資源，作有效且公平配
置」這一原則。

2.而交易好或不好，就取決於兩個面向：
(1)一是交易者的決策資訊是否充足。
(2)二是交易者的決策自由度能否確保。
3. 前者屬「資訊」問題，後者屬「市場結構」問題。
(1) 但在真實世界中，「不好交易」的發生，可能是「資訊」與「市場結構」兩項因素
交互作用之結果。

(2) 而且其中「資訊」議題的權重或影響力，會高於「市場結構」之作用。這涉及資訊
經濟學的某些基本想法，在此值得先「回顧」一下。

A.為克服資訊所造成之交易障礙，實證上發展出兩種解決方法：
(A) 對資訊需求方而言，做法是「貼標籤」，先透過已往經驗，假定某些資訊為真，
而做出應對決策。如果事後發覺有誤，再做修正。

(B) 對資訊供給方而言，做法則是「放訊號」，放出「能讓對手方信以為真」的「可
信」訊號(重點是讓對手方「信其可信」，而非「資訊內容客觀真正」)。

B. 在資訊不足環境下所形成的「壞」交易，理論上最常被拿出來討論的，就是「逆向
選擇」與「道德風險」二種情形。這是大家所熟知的，在此勿庸多言。

(3)在此值得強調的是：
A. 享有資訊優勢之一方，在交易過程中，有多種方法展現其優勢地位，「隱瞞欺騙」
的手法，固不在話下。

B. 但也可以在不隱瞞欺騙之情況，透過揭露真實資訊的手段，向對手方「放訊號」，
脅迫其就範，進而「影響」或「干擾」對手方之決策自由度。

C. 而這種「釋放真實資訊」的威脅手段，本身即值得受到法規範之制止。因為它有
「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作用，會讓不好的交易變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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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威脅」要付諸實踐，首先是自己要付出一定的代價，還要小心隄防四週潛在的競
爭者。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所以商業環境中的很多威脅，不會被輕易付諸實施。

當然也不容許在交易過程中，有人「虛張聲勢」，即使「聲勢」內容為「真」。

4. 因此個人認為市場結構的正確認知與不當濫用方法，本身也是一種「資訊」的利用
或展現。

5. 身為法官，在從事審判工作這麼多年後，越來越感受到資訊議題的無所不在，而且
隨著社會實證環境的重大變遷，變的越來越重要。

(1)  事實上法官的審判工作，就是繞著資訊議題在打轉。例如說：
A. 詐欺、不實廣告間之區別，取決於錯誤資訊對接收者作成決策的影響力程度。
B. 訴訟法上的舉證責任、證據排除法則，甚或稅法上協力義務，無一不與資訊議題相
結合。

(2) 而現代社會在網路發達後，有大量的資訊被儲存，資訊被誤用或濫用的機會也越來
越多，這也給法院帶來諸多的新挑戰。例如「個人資料保護法」或「政府資訊公開

法」之適用。

6. 所以個人對此論文的認識角度，就著眼於「資訊」面向。
(三) 前面所說的「交易好或不好」，可以用「交易成本」的觀念來解釋，任何一個交
易如果「交易成本」高，在「交易好壞」的光譜上，就會向「壞交易」的端點挪

移。

(四) 交易成本如依學理作分類，可以分為：
1.尋找交易對象的搜尋成本。
2.為完成交易進行談判的締約成本。
3.交易完成後為確保雙方遵守約定所付出之履約成本。
(五) 但上述3類成本，在性質上均可視為「資訊」成本。因此我們幾乎可以說，「交易
成本」即「資訊成本」。

(六) 構成交易障礙的資訊成本有那些類型呢？在此可分析如下：
1. 交易參與者「積極」提供「假」資訊，試圖達成交易者。而這裏所稱的「假資訊」
範圍極廣，包括以下之類型：

(1)真、假訊息混合揭露之情形。
(2)釋放出足以「弱化」真實情形的「混淆資訊」。
2. 交易參與者利用自己在資訊上所享有的優越地位(資訊不對稱)，片面「隱瞞」部
分訊息，試圖作成「不好」的交易(屬「逆向選擇」類型，造成「締約」上的無效
率)。此等類型應注意以下議題：

(1) 眾多資訊中，那些「關鍵」資訊應予揭露，需有法規範之明文。
(2) 倫理誡命是否會帶來「揭露」義務，個人基本上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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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易參與者以「釋放真實資訊」之「放訊號」手段，來「威脅」對手方就範，試圖
完成交易者。

(七)「提供假資訊」或為「濫用資訊優勢地位」行為之出現時機：
1. 多出現在「搜尋階段」及「締約談判階段」。
2. 至於在「監管履約階段」所生的「道德風險」議題，即因「道德風險」因素，導致
市場力量濫用，進而發生「不好交易」之情形，或許是唯一不能單用「資訊濫用」

來解釋不好交易成因之案例類型。

(1) 但在此需特別強調，道德風險議題之形成，仍與資訊議題密不可分。實則「道德風
險」實與「道德」無關，而與「誘因」有關。

(2) 「道德風險」係強調交易參與者之受控可能，因其法律地位的改變而被削弱，進而
使其「誘因」改變，濫用其權限或市場地位，損害與其締約之交易對手方利益。

(3) 而其之所以濫用權限或市場地位，主要原因仍然出自交易對手方掌握資訊之不足
(當然也不能排除交易對手方受前約綁定之因素，不過這一因素之影響力較小)。

(八) 因此論文所極欲體系化之行為類型，即可用一個3×2的小矩陣，再加1，共計7種
類型的方式來呈現。即：

1. 在搜尋交易對象過程中，積極提供假訊息。
2.在搜尋交易對象過程中，違反誡命義務隱匿應揭露之關鍵資訊。
3. 在搜尋交易對象過程中，釋放有可信度的威脅訊息，迫使潛在之交易者別無選擇(這
種類型實施上有些困難)。

4.在締約談判過程中，積極提供假訊息。
5.在締約談判過程中，違反誡命義務，隱匿應揭露之關鍵資訊。
6.在締約談判過程中，釋放有可信度之威脅訊息，迫使交易對手方就範。
7. 利用前階段交易所形成之特殊履約環境，濫用其市場力量，迫使前階段交易當事
人，與其為後階段交易。

二、個人對論文之意見：

(一) 論文「參」，有關「公平法第25條之補充適用範圍」部分，如果把問題意識集中
在「交易行為」，而非「市場結構」，論文認為公平法第25條同時在限制競爭、
公平競爭與消費者保護三個領域均有適用。即有高度的說服力。個人亦贊同此一

見解。

(二) 論文「肆」，有關「窮盡規範原則(即補充原則)」之說明部分，其見解符合法規範
之體系架構，同樣具有高度說服力，個人也持相同看法。

(三) 論文「伍」，有關條文構成要件所稱「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詮釋部分，循著吳
老師的思考脈絡，個人有以下之感想及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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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實認定要從個案事實出發，判斷「交易尚未實際發生」之「交易環境」，或「已
成立的交易」，「好」還是「不好」(光譜式的分佈)。「好不好」的判準則如前
述，分別是「交易決策資訊之完整性」與「交易決策之自由度」。

2. 決定個案事實之交易或其交易環境「不好」，下面則看其有無「示範(或擴散)作
用」，而形成對整體交易秩序之影響。

3. 何謂「足以影響」：
(1) 論文提及「不以實際結果發生必要」，但需具備「抽象危險」或「具體危險」，同
時表明「三階門檻」之法律見解。

(2)個人則認為：
A. 「是否有危險」不是過去歷史事實之認識，而是未來事實發生機率之預估。認識
與估計之差異，會影響到證據方法(預估應接受統計數據)與調查方式。但實務作業
上，似乎沒有意識到此等差異。

B. 而「抽象危險」在刑事法之概念中，等於是「行為犯」，不要有危險內容之認定及
評估(預測)，只要確定有「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即可。具體危險才有認定其內
容及評估其發生可能性之問題。

C. 具體危險事實之「具體」認定是：確定個案之不好交易環境或交易本身，展望將
來，其存在本身將循何等路徑進行「示範」或「擴散」。「評估」則是說明示範及

擴散發生及其程度之機率值。

D. 現在實務作業，對危險機率的預估，並不嚴謹，僅能稱之為「猜想」(因為法官缺乏
此等能力)。

E. 個人大體認同三階門檻理論之精神，不過鑒於具體危險預估之困難，似可採「二階
門檻理論」即可，不正競爭行為類型，也適用抽象危險之標準。

(四) 論文「陸」，有關「欺罔」與「顯失公平」行為要件之意涵部分，個人想法如
下：

1. 同意吳老師之見解，認為有關「顯失公平」行為之判斷，與「效能競爭原則」無直
接關係。因為：

(1) 個人對公平法第25條規定之觀察，始終著眼資訊的角度，並以交易環境或交易本身
為觀察對象。從沒有想到市場結構的問題。

(2) 之所以如此，乃是基於某些想法所致。市場結構是特定時點下之靜態剖面圖示，並
沒有考量到「隨時間經過」的改變可能。

(3) 只有「人」透過其對市場動態運作的理解與預測，才能從中取利，其中無一不與
「資訊」有關。跳過市場結構直接由資訊的角度來認識公平法第25條之要件，會少
了很多不必要的干擾。

2. 至於「欺罔」與「顯失公平」之區別與公平法第25條案例類型之體系建構，個人試



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為例 147

圖用前面「3×2矩陣再加1」之方式來呈現，希望能在吳老師建立之既有架構下，供
一些新觀點供參酌。

(1) 吳老師論文中凡歸類為「欺罔行為」(下分「冒充或依附有信賴力之主體」、「未
涉及廣告之不實促銷手段」及「隱匿重要交易資訊」3類)之類型，基本上都發生在
締約談判過程中，行為方式不外是：

A.積極提供假訊息。
B.在締約談判過程中，違反誡命義務，隱匿應揭露之關鍵資訊。
(2) 吳老師論文中歸類為「顯失公平行為」之類型，其下位類型，與前述3×2矩陣再+1
之觀點相對比，可為以下之分析：

A. 吳老師分類為「以損害競爭對手為目的之阻礙競爭」與「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行
為類型，屬「在搜尋交易對象過程中，積極提供假訊息」。

B. 吳老師分類為「不當招攬顧客或不當爭取交易機會」之2種案例，可以分別歸類：
(A) 在締約談判過程中，釋放有可信度之威脅訊息，迫使交易對手方就範(瘦身美容案
例)。

(B) 在締約談判過程中，違反誡命義務，隱匿應揭露之關鍵資訊(教科書案例中，未來
有綁定作用之資訊未經充揭露)。

C. 吳老師分類為「不當利用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之類型，可納入前開矩陣外+1之案
型，即利用前階段交易所形成之特殊履約環境，濫用其市場力量，迫使前階段交易

當事人，與其為後階段交易。

D. 吳老師分類為「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類型，與其前述「欺罔行為」中之「隱匿
重要交易資訊」下位類型，似應歸為同一類。

E. 吳老師分類為「補充公平交易法限制競爭行為之規定」之類型，似屬「在搜尋交易
對象過程中，釋放有可信度的威脅訊息，迫使潛在之交易者別無選擇」。

F. 吳老師分類為「妨礙消費者行使合法權益」及「利用定型化契約之不當行為」類
型，可歸入「在締約談判過程中，釋放有可信度之威脅訊息，迫使交易對手方就

範」之類型。

G. 吳老師分類為「違背法令之顯失公平行為─僅供應店家之大賣場違規驗證不實，直
接開放消費者進入購買」之案型，似應依實際情況解為「大賣場在搜尋交易對象過

程中，釋放有可信度的威脅訊息，迫使潛在之交易者店家，只能屈服於其強勢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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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發展下之資訊壟斷與競爭政策

－以資料驅動之結合與法制政策發展為核心

邱映曦
*

摘要

數位經濟的市場環境，事業要取得競爭的優勢，持續不斷進行有效的商業模式

創新，以維持在動態競爭環境下市場競爭力，能否掌握並有效運用競爭所需要的「資

料」，有其關鍵性。尤其在大數據持續發展的環境下，「資料」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

相較於過往更加顯著，而成為近年來國際競爭法制政策極為重視的議題。而國際執法

近年來關注的層面，主要著重在大型數位資訊服務提供者，或跨國數位科技巨擘如何

目　次
一、前言

二、資料與市場競爭之關聯

　　（一）資料驅動的商業模式

　　（二）資料與市場力形成之關聯與角色

三、資料驅動相關產業之結合

　　（一）結合事業資之資料蒐集、應用狀態及其關聯性

　　（二）資料特性與結合審查之關聯

　　（三）結合事業資料整併之意圖與限制

　　（四）結合對於資料市場變動之影響

　　（五）大數據競爭相關市場之早期併購問題

　　（六）資料驅動事業結合之跨市場影響

四、競爭法制政策之發展與因應

　　（一）國際法制新興趨勢

　　（二）國內法制政策因應探討(代結論)

*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資深研究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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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各種手段取得於資料驅動市場競爭的優勢，包括運用市場力遂行濫用市場支配地

位之行為、以多角化的結合策略併購潛在競爭者或擴張多元資料來源，或透過跨市場

力之操作，不當運用所得資料進行不公平競爭等。其中，資料驅動之結合案件由於發

展較早，個案的累積以及相關法制政策的討論相對完整。故本文先行以資料驅動之結

合切入討論，佐以近期國際法制政策對於資料驅動數位市場環境相關議題之法制變

動、執法的趨勢與研析，提出對於國內法制政策因應之初步建議，供競爭法主管機關

參考。

關鍵詞：大數據、資料壟斷、資料競爭、競爭政策

一、前言

數位科技的快速變化，運用數位科技形成的商業模式亦不斷求新求變，帶動數

位經濟的整體發展。而在數位經濟的市場環境，事業是否能夠持續不斷進行有效的商

業模式創新，維持在動態競爭環境下之市場競爭力，能否掌握並有效應用競爭所需之

資料，有其關鍵性。因此「資料」對於市場競爭的影響，成為近年來國際競爭法制政

策極為重視的議題。尤其針對大型數位資訊服務提供者，或國際數位科技巨擘（例如 
Google、Apple、Facebook、 Amazon等，常簡稱為GAFA，近期部份執法調查亦會加
入Microsoft，合稱為GAFAM）如何運用其對於市場競爭資料之取得優勢，運用大數
據、演算法或相關反競爭行為之操作（如殺手級併購），鞏固其市場地位，更為近年

國際競爭法執法機關與相關競爭法制政策關注的核心。

國際上對於資料驅動市場環境之競爭議題，近年來透過個案處分與政策文獻的陸

續產出，對於資料市場的樣貌與競爭的特性，已逐步累積相當的討論，以及執法操作

的經驗，在部分國家甚至已嘗試投入法制配套的調整。然而就相關法制政策的看法，

國際間尚未形成共識，甚至基於各國整體數位政策的考量，或所屬產業於全球競爭市

場上之特性與定位，對於法制調整或執法方向皆有相當的歧異。可以說對於大數據發

展帶動的資料驅動市場競爭，在競爭政策上應該採取的態度或作法，仍屬於動態發展

的議題。但從國際競爭法主管機關、產業界與學術界對於此議題的關注，加上國內政

策環境亦進入重視資料經濟發展的階段，有必要對於大數據引發之資料壟斷等競爭政

策議題加以探討，作為因應往後數位市場環境變化的準備。

受限於本文之篇幅，以及國際法制與執法個案發展之情形，以資料驅動之結合案

相關探討較為豐富而成熟。故本文將從「大數據」與「資料」作為切入點，先從大數

據的定義及發展開端，探討何謂資料驅動的商業模式。從而探討「資料」與市場競爭

之關聯，如何運用大數據分析形成市場力。再就國際實務個案的討論，針對大數據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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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下資料驅動相關之結合議題進行探討。最終參酌國際政策、法制與執法的發展，以

及國內產業現況，提出對於主管機關未來競爭法政策層面可參考之建議。

二、資料與市場競爭之關聯

關於「大數據」之定義，目前實務或學界均無統一說法，無法單從產業所需的

數據「量」是否龐大來定義所謂「大數據產業」。Doug Laney在2001年提出大數據
為具備「3V」特色之資訊資產，即「數量」（volume）、「速度」（velocity）與
「多樣化」（variety），為目前較共通接受的定義1

。2010年IBM提出大數據除具有
數量（volume）、速度（velocity）、多樣化（variety），亦具有真實性（veracity）
的特性

2
，真實性指的是資料有一定程度的完整與正確性，足以讓企業信賴而作為

決策的依據
3
。Maurice E. Stucke和Allen P. Grunes於2011年更進一步提出大數據「價

值」（value）的特性4
，認為大數據除了3V的特性之外，必須要透過大數據分析進

行價值的轉換，才能實際發揮最大的綜效。2013年OECD報告中，雖對於大數據無
具體定義，但亦指出其應具備「數量」（volume）、「速度」（velocity）、「多樣
化」（variety）與「價值」（value）的特性5

。故總合而言，若要探討大數據特性對

於資料驅動產業競爭之影響，綜合上述文獻之探討，應考量數量（volume）、速度
（velocity）、多樣化（variety）、真實性（veracity）與價值（value）的5點特性，作
為討論的基礎。也就是說，扣合大數據運用，資料驅動產業之相關競爭策略，多與上

述5個大數據特性息息相關，包括透過資料量與規模構築市場參進的門檻；強化取得
資料之速度（含即時性）、多樣性與真實性，協助事業快速改善產品或服務品質，或

進一步形成創新商業模式之能量；並透過資料價值的創造，實際營造市場競爭優勢。

（一）資料驅動的商業模式

1. 大數據價值鏈
將大量資料（Data）轉變為有用的資訊（Information），再轉變為有價值的情報

（Intelligence），需經過一定的過程，此一過程可以稱之為大數據價值鏈。學者對於
大數據價值鏈的描述，為「大數據系統中的資訊流，作為從資料中產生價值和有用見

1 Doug Laney, “3D Data Management: Controlling DataVolume, Velocity, and Variety”, 
META Group Inc, (2001).

2 IBM, “The Four V's of Big Data,” https://www.ibmbigdatahub.com/infographic/four-vs-
big-data,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9/9.

3 Villanova University, “What is big Data?” https://www.villanovau.com/resources/bi/what-
is-big-data/,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9/9. 

4 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 , Big Data and Competition Policy, 1st ed.(2016).
5 OECD, “Exploring Data-Driven Innovation as a New Source of Growth: Mapping the 

Policy Issues Raised by “Big Data”” OECD Digital Economy Papers, No. 22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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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所需的一系列步驟
6
」大致可分為「資料蒐集」、「資料處理」、「資料分析」、

「資料應用」之四大階段：

(1) 資料蒐集
自企業如何獲得資料的角度，包括取得資料的方法或途徑、資料的來源或類型

等，皆屬於資料蒐集的一環。常見事業進行資料蒐集的途徑很多，以第一手資料之取

得來說，包括「透過技術設備自動產製的資料」：即透過智慧終端設備、聯網設備、

感測器等技術設備直接產製大數據資料，其所得資料屬於原先不存在之原始資料；或

從使用者端直接取得之資料，包含使用者直接提供，或運用網路或智慧裝置等技術取

得第一手資料（如透過數位平臺機制直接蒐集使用者行為資料）等；另有「自第三方

來源獲取資料」：指自組織相關資料盤點或自外部資料來源，取得原先已存在的資料

等，如運用科技工具（如爬蟲技術）爬取第三方網站資料，或透過各類資料來源（如

政府開放資料、資料庫、企業各部門資料等）獲取他人已取得之資料等屬之。

部分學者將企業內部資料與外部資料蒐集的過程，皆稱為「資料取得（Data 
Acquis i t ion）」，包含透過感應網路（Senser  Network）、事件處理（Event 
Processing）、資料串流（Data streams）等獲得各類結構化與非結構化資料7

。Babak 
Bashari Rad 和Pouya Ataei則指出，資料蒐集者（Data Collectors）除蒐集有關使用者與
設備的資料，並會留意其貢獻（attributes）與意見（attitudes）8

。實務上並可透過雲

端工具及各種軟體平臺，幫助企業蒐集、彙整來自不同管道所取得的資料，以利日後

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
9
。

(2) 資料處理
即針對蒐集的資料，所進行資料清理、資料整合、資料標籤、資料轉換、整合

等過程。有稱為「資料預處理」，如標籤化：指資料科學家以手動或自動方式，將原

始資料轉換為機器可讀的形式，作為後續資料分析的前置作業
10
。或是對於蒐集來源

不同的資料進行整理、組織與分類，最後再進行如資料結構化與檔案格式統一等資料

6 Jose Maria Cavanillas, Edward Curry, Wolfgang Wahlster, New Horizons for a Data-Driven 
Economy- A Roadmap for Usage and Exploitation of Big Data in Europe, 1st ed.(2016).

7 Id.
8 Babak Bashari Rad and Pouya Ataei, “The big data Ecosystem and its Environs,” 17(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Network Security (2017),“Data Collectors: 
as the name is descriptive enough, this group collect data about users and devices with 
attention to their attributes and attitudes.”

9 童啟晟，「台灣發展巨量資料產業之機會與挑戰」，證券櫃檯，第174期，45-
47(2014)。

10 黃仕宗，「美日歐數據共享政策分析」，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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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再加工，包括後續資料平臺之規劃、建置與營運，皆涵蓋於資料處理之範疇
11
。部

分學者並認為「資料儲存（Data Storage）」，包括透過雲端存儲（Cloud Storage）、
NoSQL資料庫等技術，用以紀錄與讀取資料，亦屬於資料處理範圍12

。

(3) 資料分析
指完成資料蒐集、處理後，進行資料整合，並依據各類工具進行分析之過程。

有論者將此一過稱為探索資料，並將所設資料概念化及系統化，以建構出一套預測

模型
13
。資料分析方法依據資料的類型與分析目的而有不同，如有透過機器學習進行

資料挖掘，探勘有價值的資訊，後續再鏈結到AI/演算法訓練模型的產出14
。或有自

「資料整合者（Data Aggregators）」之角度，著重於蒐集資料並據以繪製相關模型
（patterns），其後再進行分析、產生觀點，然後將其作為產品出售給其他有需要的事
業或組織

15
。

(4) 資料應用
指依使用者需求，進行資料加值應用服務開發。有稱為資料使用（D a t a 

Usage），用以形塑與強化企業在決策擬定、趨勢預測之能力16
；或稱為資料之「商

業化過程」，即分析終端消費者的行為數據，提供後端情報決策者作為判斷之依據，

發展預測模型以提供企業資料應用策略之基礎，並促使企業及時提供消費者最正確的

資訊與服務
17
。或利用所蒐集之資料，使事業自資料價值鏈中獲益，例如Google透過

Chrome瀏覽器取得使用者搜尋、利用行為的資料，以獲取可應用的資訊、進行演算法
之提升並創造其他競爭優勢等

18
。

2. 基於大數據價值鏈帶動之資料驅動產業型態
基於大數據之資料價值鏈，帶動了現代資料驅動之相關產業型態之發展。而依據

不同類型之事業，利用資料以形成產品、服務或提升競爭力的特性或能力，大致可以

將資料驅動之產業分為兩大類型：其一、以「資料」本身及與其密切關連之周邊服務

（如資料處理、分析等）為產品或服務（product）的事業，以及其二、運用「資料」
作為其他產品或服務發展或提升之資源（input）的事業。
(1) 以「資料」或其密切關連之周邊服務為產品之事業形態

11 趙祖佑、周駿呈、涂家瑋，「物聯網應用發展趨勢與商機：資料經濟篇」，財團法
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80-81(2015)。

12 Jose Maria Cavanillas, Edward Curry, Wolfgang Wahlster (2016).
13 童啟晟， 45-47(2014)。
14 黃仕宗(2019)。
15 Babak Bashari Rad and Pouya Ataei (2017).
16 Jose Maria Cavanillas, Edward Curry, Wolfgang Wahlster (2016).
17 童啟晟， 45-47(2014)。
18 Babak Bashari Rad and Pouya Ataei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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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前述大數據價值鏈各項內涵為產品或服務核心的事業形態，可能是單一類

型之產品或服務，或總和兩項以上功能之產品或服務。其主要服務對象為不具備執行

大數據價值鏈之單一或全部步驟能力之事業，或僅具備部分資料運用能力之事業等，

必須透過外部專業資料服務，方能於資料競爭環境中獲得大數據運用的利益。若用大

數據價值鏈主要步驟區分，可歸納為四大類：「資料蒐集服務提供者」：如各類資料

庫，包括對於社群輿情分析之資料庫等；「資料處理服務提供者」：提供對於大數據

資料之預處理以利後續整合與分析之事業，例如提供AI資料預處理之智慧標籤平臺、
標籤工具等；「資料分析服務提供者」：運用資料科學、機器學習或其他專業技術與

服務，提供特定產業透過資料分析，了解大數據背後隱含之商機，作出精準決策，例

如，提供網路社群口碑分析等服務等。

(2) 運用「資料」作為其他產品或服務發展或提升資源之事業形態
此類事業通常本身具備獨立執行大數據價值鏈相關步驟，或有能力與第三方合

作，完成資料加值應用或開發之整體流程，用以提升其服務品質或提出創新商業模

式，吸引或維持消費者的青睞，提升或鞏固市場競爭力。目前國際競爭法執法，尤

其涉及壟斷議題探討之相關數位科技事業，多數屬於此類事業形態，例如：Google、
Amazon、Facebook、foodpanda等。以Google為例，其Google Search即是透過累積使用
者之關鍵字搜尋與對搜尋結果之點選情形，透過機器學習不斷提升演算法之精確度。

foodpanda目前不但以自全球服務獲得之配送資料回傳德國開發配送演算法，並於各地
配置資料科學家，進行在地資料之探索優化，以透過演算機制的強化，使外送員能在

最短時間取得餐點進行配送等
19
。

區分以「資料」及與其密切關連之周邊服務為產品（product）之事業，或以「資
料」作為其他產品或服務發展或提升之資源（input）的事業，於競爭法之執法上有
其實益。雖說不同事業形態仍然必須依據個案進行資料驅動之市場力分析，然而，基

本的分類，有助於執法機關面對資料驅動產業時，進行初步的市場區隔及特性上的掌

握。前者，由於所涉「資料」本身即為產品，或為產品的核心，故於產品市場界定上

相較於利用資料作為其他商品或服務發展資源之產業型態，將更為單純。後者則由於

所涉「資料」運用的層面較廣，且可能出現跨市場之資料蒐集與影響，故於市場界定

及市場力之評估則有其個案上的難度。本文基於篇幅限制，暫不納入關於資料驅動市

場之市場界定探討。然國際法制趨勢層面，尤其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10次修正案當
中，對於資料之跨市場影響即已施以關注，將於本文第四部分進行概要的述及。

（二）資料與市場力形成之關聯與角色

19 Chris,「外送預測率高達 95%，foodpanda 怎從工人智慧走到人工智慧？」，INSIDE 
硬塞的網路趨勢觀察，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5953-foodpanda-AI，
2019/03/28，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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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於大數據發展下，如何能與產業之市場力形成關聯，以及其於市場競爭

可能扮演的角色，大致可以從兩個層面切入觀察，其一、為產業對於資料之運用，包

括其目的或功能；其二、則為個案所涉資料的特性。

於產業對於資料之運用目的與功能層面，參考2017年荷蘭經濟部委託歐洲研究
組織Ecorys公布之報告20

，當中提及資料能促使事業產生競爭力之因素可歸類為五

大項：分別是排他性（exclusivity）、學習效應（learning effects）、網路交互效應
（interaction on a network）、互補性資產（complementary assets）以及競爭商業模式
（competing business models）21

，可作為資料產業競爭市場力形成的討論基礎。

1.排他性（exclusivity）
指事業運用排他行為排除其他競爭事業取得或利用競爭資料的情形。亦即事業可

能透過技術、契約或因為法律的限制，使得競爭相關的資料無法由其他競爭者或潛在

競爭者所取得（包括無法獲取並建立具競爭效益的資料規模），或取得需要支付過大

的成本，造成競爭資料把持於單一或少數事業手上，對其他競爭事業產生排除近用的

效果，導致所涉資料具備排他性。論排他性對市場競爭之影響，必須先確定系爭資料

在相關市場之參進是否為不可或缺，或屬於關鍵性投入（essential input），而取得該
資料的可能性與困難度於所涉市場之競爭有明顯的影響

22
。造成資料取得困難原因，

可能有法律上限制（例如各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制或其他限制資料取得之相關規範）、

事業之資料分享意願、資料擁有者具備取得資料之特殊地位，例如具備法令或政府授

權之權利或角色，或居於得以即時或先於其他競爭者取得資料之位置等，而獲得資料

排他的優勢（含暫時性的排他優勢）等。

2.學習效應（learning effects）
指事業使用該資料可以改善或提升商品或服務時，所涉資料即是得以形成或促進

學習效應的資料。若以透過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反饋而改善之服務為例，所
涉服務吸引的使用者愈多，其從使用行為所能獲得的反饋也愈多。事業透過對大量反

饋資訊的分析，能夠就其產品加以強化改善並提出更貼近多數使用者需求的產品，形

成產品提升的滾動循環，若所涉資料可以促成此一循環的發生，則可被認定為係得以

促進學習效應的資料。

3.網路效應（interaction on a network）

20 Harry van Til, Nicolai van Gorp, Katelyn Price (ECORYS Research Group), Big data 
and competition, ECORYS (Client: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limate Policy, the 
Netherlands), 13th June, 2017.

21 Id. 12-15.
22 邱映曦，競爭法的數位紀元—論數位平台資訊力對競爭法適用之影響，國立政治大
學法律研究所博士論文(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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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事業所擁有之資料，能夠建立、促進或強化雙邊或多邊市場之網路效應。也就

是說對於平臺類型的數位服務（如Facebook），其資料的價值，很大的成分在於如何
創造目標參與者間的互動連結，形成有效的網路效應。因此對於此類服務型態，能夠

促成或強化網路效應的資料，對於其市場競爭力提升有其重要性，並可能是其市場競

爭之關鍵資源。

4.互補性資產（complementary assets）
此處所謂互補性資產所指的市場上除了個案所涉競爭必要資料外，其他能夠在相

關市場競爭產生影響之其他資料。大致分為兩個類型，其一為「替代性資產」，即影

響競爭之相關資料並非獨一無二，有其他具備類似功能的資料或資產可以取代，即使

競爭者無法從相同的資料來源獲取資料，亦可透過其他可替代資料或資產的協助，獲

得一定競爭機會；其二則為「補充性資產」，即事業得以用來強化現有資料價值的補

強資料或資產（例如可以協助大量而快速分析資料的演算法）。也就是說，資料驅動

之相關事業，若要提出可相互競爭的產品，未必要取得同樣的資料，市場上若有其他

可用於發展同類商品或服務之資料，或可運用相關技術填補資料不足之競爭劣勢，亦

可產生有效的競爭。

5.競爭商業模式（competing business models）
此處所指的是市場上是否存在採用不同之商業模式或資料來源，但與該事業

形成競爭的競爭者。此處主要著眼於市場上同類服務的競爭情況，即便使用資料類

型不同，但對於消費者而言相關服務具備替代性，而可能導致使用者多棲（multi-
homing23

），則該事業因所涉資料應用而取得之市場力即會降低。

至於個案所涉資料的特性，綜整學說實務的意見，大致可以包括：

1.集中性（concentration）
即資料集中控管於單一事業。美國眾議院於2019年10月18日，就「線上平臺和

市場力，第三部：資料和隱私在競爭之角色」舉辦聽證會中，美國學者Jason Furman
提出4點看法。其中一點為，其認為資料高度集中在主流數位平臺，在欠缺政策介入
管制的情況下，這種集中可能會持續存在，並對消費者造成不利影響

24
。歐盟執委會

在報告中表示，以特殊資料來源（special data resources）為目標的併購行為，可能
因為新服務讓資料設定更豐富，而有促進競爭效果。同時，也可能導致「具有價值

23 指使用者同時利用複數相同或相類服務而言，於數位網路服務或數位平台服務之探
討常見翻譯為「多點連結」、「多棲性」、「客戶多棲」、「多棲行為」等用語。

24 Jason Furman, Prepared Testimony for the Hearing “Online Platforms and Market Power, 
Part 3: The Role of Data and Privacy in Competition,” Professor of the Practice of 
Economic Policy, https://docs.house.gov/meetings/JU/JU05/20191018/110098/HHRG-116-
JU05-Wstate-FurmanJ-20191018.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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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able）且無法取代（non-replicable）」的資料被併購者集中控管，使得併購者相
較於其他市場競爭者有較好的資料近用（data access）機會，當併購者將不同資料，
以有價值方式整合在一起，可能強化其優勢地位

25
。

2.相互操作性或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
聯合國「2018年資料相互操作性（互通性）指南」說明，相互操作性（互

通性）是廣義概念，包含價值（value）、知識創作（knowledge creation）、協作
（collaboration）和目的適切（fitness for purpose）等內容26

，並指出資料相互操作性是

品質好之資料的特性之一
27
。然而，事業也可以透過技術的運作，限制所擁有之資料

資源與其他事業之資源間的相互操作性，提高對於所涉競爭資料的控制力。

3.不可模仿性（imperfect limitability）
1991年Jay Barney於「企業資源與可持續競爭優勢（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28
）」一文中提出的「資源基礎理論」中論及不可模仿性的資

源。依照Jay Barney見解，其指符合其一或同時兼備以下理由（1）企業取得資源的能
力仰賴獨特歷史條件（unique historical conditions）；（2）企業所擁有之資源和該企
業持續競爭優勢之間因果關係模糊（casually ambiguous）；（3）產生企業競爭優勢
的資源具複雜社會因素（socially complex）等，可以作為判斷個案當中所涉資料資源
是否具備不可模仿性的參考。

4.稀有性（rare resource）
指公司的競爭者或是潛在競爭者，尚未擁有「資料」的資源。可能是該資料本

身具備獨特性，為特定事業所獨有。或所涉資料的整合，非競爭事業所能形成等。

例如Airbnb和Uber此類共享服務平臺企業，其所擁有由供應方與需求方所組成的「雙
邊資料資源」則可能具有「稀有性」

29
。法德報告中也提到，資料稀缺性（scarcity of 

data）或是否容易被模仿（replicated），攸關資料可替代性，以及資料規模和範疇，
也影響事業經濟利益之取得，影響市場競爭力

30
。

25 Jacques Crémer, 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 & Heike Schweitzer,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 4 April 2019, at 110-111,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publications/
reports/kd0419345enn.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9/9.

26 Luis González Morales & Tom Orrell , “Data Interoperability: A Practitioner’s Guide to 
Joining up Data in the Development Sector,” 9 (2018).

27 Id.
28 Jay Barney,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105-107(1991) 

https://josephmahoney.web.illinois.edu/BA545_Fall%202019/Barney%20(1991).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9/9.

29 Id.
30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 “Competition Law and Data,” 66, http://

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doc/reportcompetitionlawanddatafinal.pdf, last visit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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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驅動相關產業之結合

資料驅動之相關產業結合案件審理的探討，為國際上對於資料經濟相關競爭法

執法問題產生關注的源頭。從2007年Google收購DoubleClick公司之結合案開始，關
注了大型數位服務事業早期多角化併購以資料為核心價值之小事業，對於未來潛在

市場競爭限制之問題。其後，陸續出現涉及數位網路服務之事業結合案，探討了程度

不等的資料競爭議題。其中較為受到關注的，例如2014年Facebook與WhatsApp之結
合案，涉及大型社群網路平臺與通訊軟體服務結合之個人資料集中之問題；以及2016
年的Microsoft與LinkedIn之結合案，關注了多角化結合事業間，產生的資料重疊與資
料互補關係，對於競爭市場之影響，並連結到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簡稱 GDPR）法制落實，所形成的資料應用限制，是否影響所
涉事業因為資料所能取得的市場力等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資料驅動的相關市場常以多角化經營的型態發展，並透過跨市場

經營的相關策略，擴大資料來源，延伸其市場力之影響，鞏固其市場地位。代表性結

合個案，包括Google/DoubleClick案31
、Facebook/WhatsApp案32

以及Microsoft/LinkedIn
案

33
皆為多角化結合的型態。歐盟於2020年6月開始審查之Google/Fitbit結合案34

，其中

Fitbit為穿戴式裝置開發及製造商，兩者之結合更涉及跨服務健康資料之蒐集與應用，
更為多角化結合的態樣。故於資料驅動相關市場之事業結合，執法機關就結合對於市

場影響的判斷上，極可能因為結合後對於原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看似沒有影響，形成對

於整體市場影響分析的誤判。若能從已發生之代表性個案處理的經驗，歸納出資料驅

動相關事業結合案處理應納入評估或可參考之執法要項，對於往後相關個案之執法應

有所幫助。以下針對近年來國際實務較為關注之資料驅動相關結合個案的審理方向與

重點，整理出資料驅動相關事業結合可納入評估之相關議題。

（一）結合事業之資料蒐集、應用狀態及其關聯性

對於資料驅動相關事業的結合案，個案當中執法機關首先會關注的資料議題，

在於結合是否會導致資料集中，個案當中對於資料蒐集或應用之關聯性等問題。而數

date：2020/9/9.
31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tatement Concerning Google/DoubleClick”, FTC File 

No. 071 0170, (Dec. 20, 2007),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public_
statements/418081/071220googledc-commstmt.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7/9; 
European Commission, “Google/DoubleClick,” COMP/M.4731, Dated 11/03/2008, C 
(2008) 927.

32 European Commission, “Facebook/WhatsApp”, COMP/M.7217, 03/10/2014.
33 European Commission, “Microsoft/LinkedIn”, Case M.8124, Dated 6/12/2016, C(2016) 

8404.
34 European Commission, “Google/Fitbit,” M.9660. Notification on 15.0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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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相關服務所涉資料類型繁多，不同的服務模式、產業型態與技術，可以取得或利用

之資料亦有所不同，故個案當中必須先行了解參與結合事業本身所涉及之資料蒐集來

源、類型、範圍與實際上之應用。方能更進一步探討結合事業分別具備與利用之資料

間是否具備重疊性，或是否有互補或加乘之關聯。以及所涉資料型態，是否涉及特定

法令規範之限制，可能影響相關資料於結合後之加成應用，與是否會提升結合事業之

市場力，及其程度。

於Google/DoubleClick案當中，DoubleClick所擁有之資料主要為透過提供給廣告
主或廣告發行商的服務，由消費者之行為自然產生的資料紀錄（consumer –provided 
data，簡稱CPI）35

有助於協助利用其服務的廣告主或廣告發行商了解消費者對廣告點

選的情形，掌握目標廣告的定位，以獲得更好的收益。若從Google的角度來看，廣告
中介服務為Google重要的收入來源，雙方結合直覺會考量到的，即為DoubleClick所擁
有之CPI，結合後若能為Google所用，將促使Google於廣告中介市場取得壓倒性的優
勢。此時即需要對所涉資料加以進一步分析，以了解雙方結合後，就所涉資料的應用

可能性或限制，或對於相關資料市場狀態之變動等，從而瞭解個案結合於資料驅動之

競爭層面，對於所涉事業之市場力消長與競爭狀態的影響。

Facebook/WhatsApps案之結合雙方亦分別於資料驅動競爭層面有不同的優勢，個
案審理必須分別予以探討，方能掌握其結合可能之目的。WhatsApp為結合當時為單純
之消費者通訊服務，主要有價值之資料，為消費者之手機聯絡人，且由於服務必須透

過消費者之手機進行驗證，故保有個別消費者之手機號碼
36
。除此之外，該平臺不蒐

集其他使用者資料，亦不保留任何消費者利用服務所傳輸之訊息資料
37
。Facebook為

社群網路，其產品市場主要核心在於用戶個人資料(user profile)、動態消息(newsfeed)
以及時間軸(timeline)38

。兩者所涉資料皆以「個人資料」為主，且就資料蒐集的範圍

而言，Facebook明顯優於WhatsApp，可以推論WhatsApp對於Facebook的價值未必在於
現有的資料價值，而可能在於其廣大的使用者群，及對於其他未來競爭利益的期待。

也就是說，WhatsApp可能為Facebook擴大資料來源策略的其中一個環節，必須於審查
當中納入考量。

此外，亦有參與結合事業彼此擁有之資料與服務差異甚大的情形，例如Microsoft/
LinkedIn案，Microsoft是透過主要之作業系統或軟體開發，獲取資訊產品或服務的研
發資料，具備高度獨特性。LinkedIn則為社群網站的一種，只是進一步屬於專業的社

35 European Commission, “Google/DoubleClick,”§179-181, at 50.
36 Facebook/WhatsApp”, §102, at 18.
37 Id. §166, at 29.
38 Id. §48,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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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網路，相較一般社群網站，更加著重於促使專業人士之間的連繫
39
，但主要競爭資

料仍為「個人資料」。兩者所擁有的資料優勢是否能夠形成互補，雙方對於資料整合

應用之意圖，或透過此一結合試圖消弭怎樣的競爭壓力，應納入評估。Google/Fitbit
案亦然，除了Google多角化經營之各類資料來源外，Fitbit作為智慧穿戴式設備之開
發、製造與經銷事業，所擁有之資料應為使用者利用其所開發之穿戴式裝置追蹤的健

康相關資訊
40
。兩者間資料類型亦有相當的差異，可以推測Google似乎在拓展新興、

多元而具備未來可能性的資料來源，其結合之目的可能涉及創新市場或新興領域業

務之開發，對於其資料應用之可能性與影響則不能僅以目前之市場狀態作為評量。歐

盟執委會亦是著眼於本案結合後資料應用層面可能帶來的影響，尤其是兩方結合後是

否會影響到目前已利用Fitbit提供之網路應用程式介面（Web API）進行資料接取之其
他事業或使用者，於未來取得資料之權益，而以附條件與負擔之方式准許其結合

41
。

執委會於此，要求雙方結合後，Google必須維持軟體應用程式，於沒有額外負擔的
情況下，透過Web API獲取使用者的健康及鍛鍊資訊，並維持相關安卓應用程式介面
（Android APIs）之免費開放與應用42

。

（二）資料特性與結合審查之關聯

除了前述結合事業擁有之資料類型與應用可能性之評估外，所涉競爭資料之特

性亦可能對於結合後之資料驅動競爭狀態有所影響。尤其於大數據環境下，幾乎只要

經營與數位網路相關服務的事業，或於一定程度採用資料科技的產品或服務，皆有機

會蒐集程度不等之各類資料，並進一步分析應用。且於免費市場之特性下，除非所涉

事業相關產品於市場上幾乎已無有效競爭者外（如Google Search），多數服務皆會面
臨使用者多棲的情形，因此一般消費者資料（如姓名、聯絡電話、電子郵件等）的

取得，對於以個人資料為主要競爭資料核心的事業形態，並不具備稀有性或獨特性。

例如，Facebook/WhatsApp案，以社群網路服務所取得之個人資料，歐盟執委會直接
認定市場上仍有許多未受到結合事業控制之資料，可以供競爭者取得

43
者是。資料不

具獨特性並不代表長期累積的資料優勢不會對於市場參進或競爭產生影響，例如Jay 
Barney提到企業資源的「不可模仿性」，即認為企業取得資源的能力若仰賴特定的歷

39  “Microsoft/LinkedIn”, §87, at 17.
40 European Commission ,Mergers: Commission opens in-depth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roposed acquisition of Fitbit by Google, Press release IP/20/1446, https://ec.europa.eu/
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1446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09.

41 European Commission, “Mergers: Commission clears acquisition of Fitbit by Google, 
subject to conditions”, press release IP/20/2484,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
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2484,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03/09.

42 Id.
43 Facebook/WhatsApp, §187-189, at 33-34.



大數據發展下之資訊壟斷與競爭政策－以資料驅動之結合與法制政策發展為核心 161

史條件，則該資源對於企業而言則是必須妥善發展而可能形成競爭優勢的資源
44
。此

外，大型數位平臺整合雙邊資料資源，可能會讓資料具備「稀有性」，故澳洲數位

平臺調查報告
45
因而認定Facebook以使用者帳號整合多方資料，使其掌握的資料具有

一定的價值，而造就市場力的形成。若將「稀有性」或「不可模仿性」納入歐盟對

Facebook/WhatsApp案之探討，則歐盟執委會對於雙方結合所涉資料對市場的影響，
應會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單一的資料特性，不足以用來評判個案整體於資料驅動競爭

之角色與影響力，仍應綜合不同特性，方能進行有效的判讀。

此外亦尚有其他資料特性於個案所屬市場之競爭可能產生影響，例如市場上是否

具備替代性資料，或雖然有替代性資料，惟替代資料的品質或特性於個案市場之發展

而言有明顯的落差等。例如，Google/DoubleClick案當中美國FTC就雙方資料替代資源
是否存在即認為，Google或其他網路廣告的服務提供者即使沒DoubleClick的資料，仍
有其他替代資料來源，因此認定此一併購對於Google是否未來會濫用市場力，沒有直
接的關聯

46
。Facebook/WhatsApp案歐盟執委會亦認定除了Facebook與WhatsApp外，尚

有其他平臺可以進行網路使用者資料的蒐集，在市場上仍然有不受Facebook控制之大
量資料，可供競爭者取得，故資料集中之影響不大

47
。Microsoft/LinkedIn案則是以系

爭個案替代服務是否存在切入判斷，認為因市場上仍有許多資料或開放介接之平臺，

而LinkedIn所屬「智慧銷售解決方案」（sales intelligence solution，簡稱SI）服務之市
場參進門檻不高，有相當可替代之服務存在

48
。因該服務於市場上仍然具備其他替代

的解決方案，對於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而言，仍有其他不受結合影響之替代性或補充

性資料可以利用，故結合後即使產生資料集中之情況，尚不至於對於市場競爭產生不

利的影響。

（三）結合事業資料整併之意圖與限制

大數據之取得、分析與利用，可能按其資料屬性，有對應之法制面規範。或於資

料之取得或利用，服務提供者會透過契約或服務規約等方式，建構相關之權利義務關

44 Jay Barney,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ournal of 
Management. New York: Mar 1991. Vol. 17, Iss. 1; at 105-107, available at https://
josephmahoney.web.illinois.edu/BA545_Fall%202019/Barney%20（1991）.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9/9.

45 ACCC, 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 final report, https://www.accc.gov.au/publications/
digital-platforms-inquiry-final-report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9/9）.

46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tatement Concerning Google/DoubleClick”, FTC File 
No. 071 0170, （Dec. 20, 2007）,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public_
statements/418081/071220googledc-commstmt.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7/9.

47  “Facebook/WhatsApp”, §187~189, at 33~34.
48  “Microsoft/LinkedIn”, §225, at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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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此外，大數據從蒐集到最終利用，有其技術上或資源上必須進行的整合。因此即

使結合個案涉及資料集中，結合事業於未來是否有能力、動機及資源，促使資料整合

價值的發生，實際提升其市場力，亦有未定。故涉及資料驅動事業之結合審查，必須

考量所涉資料之轉換或應用是否具備相當之法律或契約限制、技術整合之可行性、需

要投入之成本、結合事業整合資料的動機或可能之資料策略方向與相關能力等綜合評

估。

於Google/DoubleClick案，美國FTC與歐盟執委會皆注意到DoubleClick所取得之消
費者資料，實際上具備與客戶之契約限制，即使DoubleClick於結合前亦無法任意利用
所蒐集的消費者行為資料，故各該資料結合後未必可由Google所用49

。此時則有必要

從事業的策略規劃、意願、動機以及競爭事業的看法進行綜合判斷，Google是否可能
進行資料運用策略之改變，促使原有客戶契約之變更，或有其他可能的利用模式。而

歐盟執委會對於此處的看法，認為對於DoubleClick的經營型態而言，保障資料的機密
性，為維持其能夠持續經營的重要元素

50
，故雙方打破契約限制的可能性因而降低，

其資料集中導致的競爭影響亦會隨之減少。

於Facebook/WhatsApp案，歐盟執委會則提出了技術面整合的難度與雙方結合策
略方向的探討。認為，雙方結合於資料之分享利用層面，必須透過隱私權條款的修

改，並進行雙方平臺就使用者個人資料某程度的整合。整合的難易度，雖然Facebook
的聲明與第三方意見有所歧異，但因雙方對使用者認證機制不同，故資料整合仍

應有相當的技術障礙
51
。至於Facebook是否可能具備於結合後整合使用者帳戶之動

機，執委會則是從WhatsApp服務的特性來看，認為若讓使用者知悉Facebook將會自
WhatsApp蒐集使用者資料的事實，可能會導致部分使用者立即移轉至其他應用程式，
此一情形應降低了Facebook自WhatsApp使用者端蒐集資料的動機52

。此一推論於2016
年由Facebook直接推翻，宣布WhatsApp將與Facebook共享使用者資料，以利推動目標
式廣告

53
，WhatsApp並於網頁隱私和安全條款當中，明確說明其將與Facebook分享資

料
54
。致歐盟執委會於2017年5月對Facebook作出1.1億歐元高額罰鍰的處分，主張其於

49  “Google/DoubleClick”, §183,§255-257, at 51, 67.
50 Id. §276, at 72.
51 “Facebook/WhatsApp,”§160,185, at 29,33.
52 Id. §186, at 33.
53 Natasha Lomas, “WhatsApp to share user data with Facebook for ad targeting — here’s 

how to opt out,” https://techcrunch.com/2016/08/25/whatsapp-to-share-user-data-with-
facebook-for-ad-targeting-heres-how-to-opt-out/,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11. 

54 WhatsApp, “How we work with the Facebook Companies,” https://faq.whatsapp.com/
general/security-and-privacy/how-we-work-with-the-facebook-companies?eea=1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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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審查過程提供執委會關於資料整合技術面誤導的資訊
55
。

而Microsoft/LinkedIn案亦對於結合雙方進行資料整併之意圖與可能性進行探究，
並進一步指出，若即使雙方看似沒有資料整合之意圖或有技術上的難度，但若因為結

合，而使得雙方事業原先在市場上，以資料為基礎的競爭問題，因為雙方的結合而消

失，則仍應納入評估
56
。至於資料應用限制的部分，則由於本案審查已面臨GDPR生

效的時間點，而LinkedIn屬於專業的社群網站，其所擁有之資料多半為個人資料，故
結合後若要有所利用，必須受到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制的限制

57
。此處也帶出了個案

所涉資料可能因為適用之法律，影響其未來資料的轉移與利用的問題。然而，如同前

面Facebook與Google的個案，無論是契約條款、技術障礙甚至此處的個人資料保護限
制，皆有可以突破障礙的路徑與方法。以個人資料保護法制為例，其法制規範的核心

在於保障個人之資訊自決權，並非限制個人資料之利用。故只要依循所涉事業適用之

個人資料保護法制相關規定操作，結合後事業亦能對於原受到法令限制之資料，以新

的方式納入應用（例如重新取得使用者對新利用目的之同意）。故必須要更仔細檢視

所涉資料的整合，對於結合事業之利益何在，同時參考競爭事業與專業技術或市場分

析的情報或意見，進行綜合考量。

（四）結合對於資料市場變動之影響

資料驅動相關事業之結合案，在判斷結合對於市場之影響時，初步的探討可

能落在資料集中與資料壟斷是否會導致限制市場有效競爭。然而，事業未結合前資

料市場的狀態，亦有納入考量之必要。例如Facebook/WhatsApp案當中，執委會分
析了Facebook就其所取得之資料的利用，發現其本身並未將所得資料對外販售58

，

WhatsApp亦未對外提供資料服務，故認定雙方結合並不會對所涉資料市場之現況產
生影響。Microsoft/LinkedIn案亦如是，個案涉及客戶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簡稱 CRM）之產品市場的競爭者，雖然擔憂對CRM機器學習極有價值
之LinkedIn的SI服務資料，會因為兩者結合而導致資料壟斷，形成競爭資源之垂直封
鎖

59
。然而個案於結合前，亦未將其完整資料集或子集提供給第三方事業進行機器學

習，僅有將部分SI資料子集提供第三方作為CRM服務應用之資料。故歐盟執委會於
此即認為雙方即使未為結合，完整資料集能否由第三方CRM服務取得利用，亦須視

55 European Commission, “Mergers: Commission fines Facebook €110 million for providing 
misleading information about WhatsApp takeover”, press release IP/17/1369, https://
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7_1369 ,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15.

56 Microsoft/LinkedIn,” §179, at 34.
57 Id. 177-178, at 34.
58  “Facebook/WhatsApp,” §70, at 11.
59 Microsoft/LinkedIn,”§246 at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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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edIn後續營運之策略而定，無法於本案評估。且由於LinkedIn資料來源為其服務使
用者，有大量之個人資料，故其可否開放近用，以及開放近用是否可能引發使用者之

反感而對服務產生負面效益亦須評估
60
。

故原先未於市場上提供之資料，其他競爭者無論於現在或未來都可能無法取得，

且未來系爭資料是否會開放，以及就算未來有機會開放，當時該資料是否仍有結合案

審查當下所認定的價值，皆有極大不確定性。而系爭事業於結合前，單純基於資料驅

動之商業特性，於市場上取得資料優勢，並不會因而使其產生競爭法上之可非難性。

不得僅以結合會導致資料集中的結果，使得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可能無法取得相關資

料，作為禁止結合的理由。然而，若結合後事業為鞏固其市場力，運用契約或相關機

制，阻絕競爭所需資料由競爭事業或潛在競爭事業取得之機會，而該資料具備市場競

爭之關鍵地位時，則仍有必要納入審查。或事業雖未採取契約或其他機制限制資料由

第三方取得，但所涉個案資料類型或性質於特定技術開發或市場競爭具備高度價值

或關鍵性，則仍應對於可能之影響有所評估，甚或考量是否採取附條件的方式允許結

合，以確保關鍵資料之利用可能性。

（五）大數據競爭相關市場之早期併購問題

除前述關於結合事業所涉資料與其市場力之相關探討外，大數據發展下資料驅

動相關事業之結合，尚有一個極為困難的部分需要進行判讀，即如何判斷結合事業

是否透過早期併購的方式，將其透過大數據分析發現的潛在競爭者先行併購，以降

低未來可能的市場競爭壓力之問題。也就是晚近國際實務上所稱之「殺手級併購」

（killer acquisition）如何發現的問題。美國FTC為此，於2020年2月對美國五大科技公
司GAFAM發出特別命令，要求上述事業必須提出自2010年1月到2019年11月曾經進行
但未經通報結合審查之結合案，以進行潛在反競爭行為之調查

61
。

然而，要完全避免資料驅動相關數位產業進行早期併購的作為，實有一定難度。

尤其資料驅動產業草創之初，多採取免費策略以累積資料規模，銷售額可能不顯著，

且即便其已獲得具一定價值之資料，或具備某種具未來競爭力之資料分析優勢，其

市場占有率亦可能尚未達到結合審查之門檻，而容易被結合審查所忽略。由此可解釋

為什麼FTC要令GAFAM提出10年來沒有報請結合審查之併購案的原因。2016年法德
研究報告

62
即指出於大數據發展之際，為了獲取有價值的大量資料以取得競爭優勢，

60 Id. §247-248 at 53-54.
61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to Examine Past Acquisitions by Large Technology 

Companies”,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0/02/ftc-examine-past-
acquisitions-large-technology-companies,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11.

62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 “Competition Law and Data,” http://www.
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doc/reportcompetitionlawanddatafinal.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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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市場上新生的潛在競爭事業似乎已成為常見的商業策略。於Google/DoubleClick
案以及Facebook/WhatsApp案之審理當中，無論FTC以及歐盟執委會實際上皆有針對
DoubleClick或WhatsApp是否為Google或Facebook之潛在競爭者進行調查，然而就涉及
資料驅動之競爭的層面，皆得到類似的結果，即兩者於資料整合或利用上有障礙（契

約障礙或技術障礙）彼此間並沒有潛在競爭關係。然而卻無法解釋為什麼Google願意
以數十億

63
，或Facebook願意以190億美金之高價64

，併購DoubleClick或WhatsApp，而
未關注被併購事業於資料驅動競爭層面可以帶來的價值。

為了瞭解大數據環境下早期併購的問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讓本來因為無法達成

結合門檻的個案，依法必須提出結合的事前審查申報。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九次修

正案，為國際上首次針對此議題調整結合事前申報門檻之修法，認為結合當時尚未達

到一定程度的營業額甚至尚無銷售額之事業可能仍然具備影響市場競爭之能力或發展

潛力，需納入結合管制。故新增第35條（1a）項的規定，除原先第35條1項所規定的
全球營業額總計超過5億歐元且國內至少一家結合事業之營業額超過2,500萬歐元，且
另一個參與事業之營業額超過500萬歐元65

的門檻外，以下情況亦須適用結合審查之規

定：1. 達到第35條（1）項1款之全球整體總營業額達5億歐元門檻；2. 就合併前於德
國境內的上一個財政年度至少一家合併事業之營業額達2,500萬歐元，其他參與公司營
業額未達 500萬歐元；3.結合之交易價值超過4億歐元；4. 符合本項第2款之合併事業
於德國境內已具備相當程度的運作時，亦納入結合管制範圍

66
。其中第4款之結合交易

63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Dissenting statement of commissioner Pamela Jones 
Harbour in the matter of Googoe/DoubleClick”, File No. 071-0170, 2007, https://
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ublic_statements/statement-matter-google/
doubleclick/071220harbour_0.pdf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20.

64
“Facebook/WhatsApp,” §4 at 2.

65 此部分中文翻譯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公告，由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林易
典副教授翻譯之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2015年最新翻譯，第35條（1）項文字，為
第9次修正未更動之規定。https://www.ftc.gov.tw/upload/6488ee19-7b9a-4caf-b78a-
f41ed39a5af5.pdf，最後瀏覽日：2020/11/10。

66 GWB, § 35(1a)
(1a) Die Vorschriften über die Zusammenschlusskontrolle finden auch Anwendung, wenn
1.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Absatzes 1 Nummer 1 erfüllt sind,
2.  im Inland im letzten Geschäftsjahr vor dem Zusammenschluss
a)  ein beteiligtes Unternehmen Umsatzerlöse von mehr als 25 Millionen Euro erzielt hat 

und
b)  weder das zu erwerbende Unternehmen noch ein anderes beteiligtes Unternehmen 

Umsatzerlöse von jeweils mehr als 5 Millionen Euro erzielt haben,
3.  der Wert der Gegenleistung für den Zusammenschluss mehr als 400 Millionen Euro 

beträgt 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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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即是回應Google/DoubleClick案與Facebook/WhatsApp案的情形，藉由結合事業
彼此對於併購價值的判斷為引子，期望能夠適時發現早期併購之個案，或掌握可能限

制潛在競爭市場之作為。

（六）資料驅動事業結合之跨市場影響

資料驅動相關之事業結合，常走向多角化結合的方向，個案對於市場的影響亦

可能並非僅限於單一市場，而可能有跨市場之影響。故此類結合案之評估，必須就

個案所涉市場，以及結合後預定的市場策略併同評估，方能更精確分析個案結合對

於相關市場的影響。德國經濟及能源部於2019年提出限制競爭防止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簡稱GWB）第10次修正草案（Referentenentwurf zur 10. 
GWB-Novelle），並於2021年1月通過施行。其中於GWB新增第19a條，針對跨市場競
爭性之事業濫用行為進行認定與限制。雖是針對濫用行為，惟其所關注之跨市場競爭

問題，於結合案亦應納入考量。其中與資料驅動事業（尤其平臺類事業）相關者，則

包括於跨市場重要性的認定上，應納入「對於競爭相關資料近用」要素之判斷；以及

於得禁止之層面，新增「利用於另一邊支配市場取得之相關資料，整合自非支配市場

取得之競爭資料，於其他市場建立或增加參進障礙，或以任何方法阻礙其他事業，或

請求准許使用者類條款和條件者」以及「造成產品或服務的相互操作性或資料的可移

動性更加困難而阻礙競爭者」
67
。此部分認定要件，亦可考量是否納入結合對於市場

影響層面之探討。

4.  das zu erwerbende Unternehmen nach Nummer 2 in erheblichem Umfang im Inland tätig 
ist.

67  GWB, §19a. Missbräuchliches Verhalten von Unternehmen mit überragender 
marktübergreifender Bedeutung für den Wettbewerb
(1)  Das Bundeskartellamt kann durch Verfügung feststellen, dass einem Unternehmen, 

das in erheblichem Umfang auf Märkten im Sinne des § 18 Absatz 3a tätig ist, eine 
überragende marktübergreifende Bedeutung für den Wettbewerb zukommt. Bei der 
Feststellung der überragenden marktübergreifenden Bedeutung eines Unternehmens für 
den Wettbewerb sind insbesondere zu berücksichtigen:…

4. sein Zugang zu wettbewerbsrelevanten Daten,…
(2)  Das Bundeskartellamt kann im Falle einer Feststellung nach Absatz 1 dem Unternehmen 

untersagen,…
4.  durch die Verarbeitung wettbewerbsrelevanter Daten, die das Unternehmen gesammelt 

hat, Marktzutrittsschranken zu errichten oder spürbar zu erhöhen, oder andere 
Unternehmen in sonstiger Weise zu behindern, oder Geschäftsbedingungen zu fordern, 
die eine solche Verarbeitung zulassen,…

5.  die Interoperabilität von Produkten oder Leistungen oder die Portabilität von Daten zu 
verweigern oder zu erschweren und damit den Wettbewerb zu behinde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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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競爭法制政策之發展與因應

（一）國際法制新興趨勢

針對大數據的發展導致的資料驅動市場競爭，以及數位平臺發展導引之競爭法

執法問題，於國際上陸續有相當的討論，包括法制面是否應該有所因應，或是否能夠

透過新的執法觀念或方法，監督或調節涉及大數據或演算法應用相關之數位市場的競

爭問題，以維持或促進市場競爭的活絡。部分國家對於此議題之處理，採取調整競爭

法執法部門之組織或任務編組織方式因應，例如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ACCC）
成立之專業數位平臺部門（Digital Platform Branch），職司數位平臺相關之競爭執
法案件的審查

68
。英國CMA於2020年7月公布之「網路平臺與數位廣告市場研究期末

報告」（Online platforms and digital advertising-Market study final report）69
則建議，

應透過數位市場任務小組針對數位平臺市場發展新的促進競爭制度（pro-competition 
regime70

）等。

除了自組織面切入外，主要國際執法探討之重點，尚有兩個主要面向，其一、有

法制規範或執法判斷原則，有無需要調整之處；其二、可否搭配其他工具或作法強化

執法的有效性。

1. 國際主要法制或判斷原則之變化
近年來對於資料驅動之市場競爭議題，於國際法制政策與執法上皆持續發展中。

部分國家或國際組織已著手透過法制的調整，將數位市場（尤其涉及網路與多邊市場

的態樣）較為重要且廣為討論之議題，透過法制的研修、調整判斷原則、運用個案累

積執法意見或對於特定議題投入研析等方式，以為因應。以下歸納幾個與資料驅動之

數位市場競爭相關之主要法制政策趨勢，可作為我國後續評估國內法制政策研析方向

的參考：

（1）資料驅動數位事業市場地位之判斷
關於資料驅動之數位事業如何判斷其市場地位為德國GWB第9次修正的重點。然

而其修正並非針對全部的資料驅動的產業型態，而是針對涉及多邊市場與網路的相關

事業，新增市場地位評估的要項。亦即GWB第18條 （3a）項之規定，必須將以下5點

68 Australian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 ,“Digital Platform 
Inquiry”,https://www.accc.gov.au/focus-areas/digital-platform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11.

69 CMA, “online platforms and digital advertising market study interim report,” https://
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dfa0580ed915d0933009761/Interim_report.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9/9.

70 Id. §117-120, at 32.



第 2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68

納入考量
71
：

A. 直接與間接的網路效應
B. 使用者同時使用多種服務及轉換至其他服務的成本
C. 網路效應相關的規模經濟
D. 獲取競爭的相關資料
E. 創新競爭的壓力
德國的規範的內容實際上是把歐盟個案實務與學說上曾經對於雙邊市場或多邊市

場之討論，摘選重要的項目先行列入，並未窮盡關於資料對市場力影響之全部探討。

而2021年通過之第10次修正案，則是新增第18條 （3b）項，強調於多邊市場中之中介
者的重要性評估，也就是說，多邊市場的使用者對於所涉個案中介者的依賴性，應納

入市場地位的探討
72
。

而何謂「競爭的相關資料」，若參考於德國聯邦卡特爾署於Facebook處分案的判
斷，其認為Facebook的獲利型態，主要在利用所取得的使用者資料向廣告商行銷目標
式廣告服務。而關於消費者、使用者或第三方當事人之個人資料進行商業利用，於多

邊市場的各邊競爭皆有其重要性，故事業會窮盡可能獲取更多的資料，作為改善產

品、提供個人化服務或推行目標式廣告的基礎
73
。因此對於Facebook而言，甚至許多

網路服務亦然，其服務使用者之行為資料等，係關乎其服務之發展、精進及獲利之

重要資料，應可被認定為係「競爭的相關資料」，而得以作為判斷市場地位之部分因

素。

（2）個案資料利用與所涉資料類型的差異性應被關注
數位相關服務所涉資料類型繁多，不同的服務模式、產業型態與技術，可以取得

71  GWB, §18(3a)
 Insbesondere bei mehrseitigen Märkten und Netzwerken sind bei der Bewertung der 
Marktstellung eines Unternehmens auch zu berücksichtigen:
1. direkte und indirekte Netzwerkeffekte,
2.die parallele Nutzung mehrerer Dienste und der Wechselaufwand für die Nutzer,
3.seine Größenvorteile im Zusammenhang mit Netzwerkeffekten,
4.sein Zugang zu wettbewerbsrelevanten Daten,
5.innovationsgetriebener Wettbewerbsdruck.

72 GWB, §18(3b)
Bei der Bewertung der Marktstellung eines Unternehmens, das als Vermittler auf 
mehrseitigen Märkten tätig ist, ist insbesondere auch die Bedeutung der von ihm 
erbrachten Vermittlungsdienstleistungen für den Zugang zu Beschaffungs- und 
Absatzmärkten zu berücksichtigen.

73 Bundesskartellamt, Facebook Decision B6-22/16 (6 February 2019), §379,382, at 106-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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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利用之資料亦有所不同，故個案當中必須先行了解參與結合事業本身所涉及之資料

蒐集來源、類型、範圍與實際上之應用。歐盟「數位時代的競爭政策」專家報告書當

中亦提及，若要正確分析個案所涉資料於市場競爭之角色與影響，必須以個案為基礎

切實分析其所處市場、所涉資料的類型與資料的利用情形一併納入考量
74
。

此部分主要著眼在大數據只是一個統合的概念，大數據的應用對於不同產業而言

皆有不同的價值，也就是說，即使是同樣的資料，由不同的事業運用，其所能產生的

影響亦有其差距。而大數據分析，如前所述，其中一個特性即在於資料的多樣化，而

不同的資料可能從蒐集到利用所需要的資源或利用上的限制都有所不同，可能影響競

爭者市場參進或擴張的門檻。例如個人資料或非個人資料，其蒐集的途徑即有差異，

前者可能必須要透過產品之使用者直接參與，或取得合法之第三方資料來源，其取得

與利用並受到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制的規制；後者，則類型多元，可能是必須要經由

感測技術的開發與佈建，或透過機械設備的直接反饋等方式取得等。

不同的業務型態對於相關資料的需求亦有所差異，故需要明瞭個別事業取得資料

之目的。例如用以訓練特定演算法，或發展特定面向之AI技術，或需要透過資料分析
進行客製化服務或目標式廣告的推展，或用以作為市場參進分析的參考等，其所需要

的資料型態與數量也會因而有所差異。故適度對個案所涉資料與用途的差異性進行分

析，可協助執法機關對於個案面臨之資料競爭環境有更完整的掌握。

（3）結合審查門檻與審查重點之調整
A. 結合審查門檻之調整

觀諸國際競爭實務曾經處理過的案例，執法機關如歐盟執委會或美國FTC，
都曾經對於所涉個案結合之目的是否在消弭或減少市場競爭壓力，以及所涉事業

是否為潛在競爭者之問題進行探究。然而，就事後對個案之回顧而言，可以發現

個案審查當時的預測，往往與實際發生的情形有極大出入，足見預測潛在競爭於

資料驅動之市場確有相當的難度。不但如此，由於過往結合審查門檻主要以個案

事業之市場占有率、銷售額或營業額為基準，資料驅動的新創事業，通常無法達

到相當的市場占有率，甚至為擴張資料來源，一開始以免費方式提供服務（如

WhatsApp服務一開始為免費，其後才改為收費制度），更無法達到特定的銷售額
或營業額基準門檻。故可以推測實際上被早期併購的事業數量，應遠大於進入結

合審查的數量，此亦為美國FTC要求GAFAM提報過去10年未申報之結合案的原
因。

德國GWB第9次修正案，即於第35條（1a）項調整了結合審查門檻的規定，
除了既有的全球總營業額規範，另外加上了「結合之交易價值超過4億歐元」之

74 European Commission,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 (2019) , at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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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也就是說，即使個案結合之營業額並未達到門檻，但結合交易價值明顯與

其營業額或市占率不相當，可以推定受合併的事業必然對於併購者有特別的價

值
75
。應使相關個案有機會進入結合之事前審查，透過競爭法主管機關的介入適

當維持市場競爭的活絡，也可讓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資料驅動或其他新興事業發

展保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B. 結合審查之重點
至於資料驅動之結合審查應注意哪些層面，或必要進行那些項目的關注，

國際上目前沒有比較統一的作法。比較明確的討論為日本2017年發布的資料與競
爭政策相關檢討報告，提及關於事業的結合，應將資料是否缺乏、有無取代可能

性以及隱私問題皆納入考量，包括涉及演算法之事業形態，必須將所涉資料是否

具備提升產品或服務品質之效能納入評估
76
。此一檢討報告認為免費的數位平臺

（例如社群網站），對於使用者隱私的保護為品質競爭重要的項目，因此若結合

後更改隱私保障的程度將會降低其服務品質，並影響使用者權益，對於結合事業

的市場力也會帶來負面的影響。因此主張於此類結合，必須將隱私保障的變化與

否納入結合案之評估
77
。而此檢討報告基於保護消費者的立場，更進一步認為對

於需要將隱私納入考慮的個案，應採用相當作法避免結合事業未來過度運用個人

資料以建立、維持或強化其市場力。例如，透過附條件方式，要求結合事業於其

後不得更改隱私條款或為個人資料的交互利用者是。

惟本文認為，關於隱私的感受十分主觀，對於使用者或消費者而言，可能

要看所面臨的實際情境或服務型態為何，以個案進行評估。且從大數據或AI發
展的角度來看，利用資料形成市場力而取得一定之經濟地位，為未來資料經濟發

展必然的方向。過度限制資料的利用，將影響產業運用大數據進行創新，或改善

產品、服務的相關發展。即使嚴格如GDPR的規範，亦未禁止事業依循合法正當
的程序取得資料利用的機會，故是否要完全禁止特定類型結合案於結合後資料的

活化利用，必須謹慎評估。但本研究認同，於資料驅動之事業結合涉及以個人資

75 Maurice E. Stucke 及 Allen P. Grunes曾對於Facebook/WhatsApp之結合案的審查結果
提出批評，認為歐盟執委會於網路效應之評估並未完備，直言殊難想像Facebook
會花費巨額資金收購WhatsApp，卻沒有任何想要改變WhatsApp隱私規則或強化
雙方營運連結關係的意願，而資料驅動的結合個案，勢必存在結合事業於競爭利
益上的期待，此部分並未被執委會重視（參考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 
“Big Data And Competition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2-84(2016)）。

76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Competition Policy Research Center（公正取引委員会

競争政策研究センター）, “Report of study group on data and competition policy” （デ

ータと競争政策に関する検討会報告書）, 2017, at 61-65(En), 52-54(Jp).
7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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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為核心或個人資料集中之產品市場時，應將事業是否可能調整對於隱私保護的

策略或作法納入分析，方有助於更精確的評估事業結合後其市場力可能發生的變

化，以及對於個人資料作為產品或資源，是否會形成資源封鎖或壟斷等問題。

日本2017年檢討報告關於結合案之資料審查部分，另一個較為特殊的討論，
在於技術研發的資料利用。尤其是必須仰賴大量資料之大數據或AI相關技術的
研發，由於其未來發展具備高度的不確定性，無法於結合審查當時即確定對於市

場可能的影響，故須試圖將可能發生之風險盡可能納入評估。至於個案所涉產品

係以演算法之開發與持續發展為基礎，則須所涉資料是否能夠促進機器學習，或

強化產品功能改善的循環納入評估
78
，亦即須評估學習效應可能帶來的市場力變

動。

澳洲ACCC於前述2019之數位平臺調查期末報告79
則對於早期併購之問題，

建議必須於競爭法之結合審查部分，納入結合是否可能導致排除潛在競爭者之疑

慮，以及直接被收購者所擁有之資料或技術的價值
80
。至於個案所涉資料為產品

及服務發展資源的類型，該資料是否為所涉市場之關鍵資源
81
，結合是否會導致

該關鍵資源之取得受到限制，有關注的必要。例如Microsoft/LinkedIn案之調查當
中，相關市場之競爭者對於LinkedIn的SI資料是否可能會因為事業結合被壟斷提
出憂慮，其理由在於LinkedIn之SI資料對於CRM之機器學習極有價值。執委會對
於此部分之探討，係依循歐盟非水平結合準則中關於原料封鎖之條款，評估所涉

資料是否為下游產品之重要原料
82
的方式來分析，並同時關注所涉資料現在與未

來於市場上之情形。而資料的關鍵性，於國際法制層面亦受到重視，德國GWB
第10次修正，於第19條（2）項第4款即將「資料」納入關鍵基礎設施的判斷，規
定若具備市場地位之產品或商業服務之提供者或購買者，拒絕讓其他事業以合理

的對價取得資料、網路或其他基礎設施，而上述資源的取得，客觀上係於該市場

進行有效競爭所必要時，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
83
。因此於資料驅動結合個

78 Id.
79 ACCC, “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 final report,”(2019) https://www.accc.gov.au/

publications/digital-platforms-inquiry-final-report,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9/9.
80 Id.
81 Id.
82 European Commission,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non-horizontal merger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2008) , OJ C 
265/6 (Non-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 §34..

83 GWB, §19(2)
    Ein Missbrauch liegt insbesondere vor, wenn ein marktbeherrschendes Unternehmen 

als Anbieter oder Nachfrager einer bestimmten Art von Waren oder gewerblichen 
Leistungen…4. sich weigert, ein anderes Unternehmen gegen angemessenes Entgelt 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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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對於所涉資料之是否具備競爭的關鍵地位，須予以評估。必要時，應得透過

附負擔的方式，參考德國對於關鍵資料與濫用行為關聯性之討論，要求結合事業

對於所涉關鍵競爭資料保有讓競爭者以合理對價取得的機會。

（4）資料驅動相關事業之多角化發展與跨市場影響
本文前述之Facebook/WhatsApp案、Google/DoubleClick案、Microsoft/LinkedIn

案、Google/Fitbit案等皆為多角化結合之型態。由相關個案當中，可以看出資料驅動
的數位事業，如何透過多角化經營的方式，擴大其演算法與創新發展所需資料來源與

類型，藉由強大的大數據分析能力開發新興服務，並延伸跨市場的影響力。因此，資

料驅動相關事業之多角化經營，以及資料的跨市場流通與創新應用，對於相關事業的

市場力，不宜忽略。

目前國際法制政策對此一議題尚未有已實際落實之調整，然德國GWB第10次修
正當中，於第19a條特別提出必須對於具備跨市場重要性之事業予以認定，並對於須
禁止之行為加以規制。其所認定具備跨市場重要性之事業，可以從5個面向來判讀：
（1）該事業在一個或多個市場具備市場支配地位；（2）該事業之財務實力或取得其
他資源之管道；（3）於相關連市場中之垂直整合能力及其活動情形；（4）對於競爭
相關資料近用之管道；（5）事業活動對於第三方事業進入市場之重要性，以及對於
第三方事業業務之影響力等。而對於此類具跨市場重要性之事業，亦提出5項應禁止
之行為，其中與資料競爭相關者有兩個部分

84
：（1）第19a條第（2）項第4款，利用

einer solchen Ware oder gewerblichen Leistung zu beliefern, insbesondere ihm Zugang 
zu Daten, zu Netzen oder anderen Infrastruktureinrichtungen zu gewähren, und die 
Belieferung oder die Gewährung des Zugangs objektiv notwendig ist, um auf einem vor- 
oder nachgelagerten Markt tätig zu sein und die Weigerung den wirksamen Wettbewerb 
auf diesem Markt auszuschalten droht, es sei denn, die Weigerung ist sachlich 
gerechtfertigt.

84 GWB, §19a (1)
Missbräuchliches Verhalten von Unternehmen mit überragender marktübergreifender 
Bedeutung für den Wettbewerb
(1)  Das Bundeskartellamt kann durch Verfügung feststellen, dass einem Unternehmen, 

das in erheblichem Umfang auf Märkten im Sinne des § 18 Absatz 3a tätig ist, eine 
überragende marktübergreifende Bedeutung für den Wettbewerb zukommt. Bei der 
Feststellung der überragenden marktübergreifenden Bedeutung eines Unternehmens 
für den Wettbewerb sind insbesondere zu berücksichtigen:

1.seine marktbeherrschende Stellung auf einem oder mehreren Märkten,
2.seine Finanzkraft oder sein Zugang zu sonstigen Ressourcen,
3. seine vertikale Integration und seine Tätigkeit auf in sonstiger Weise miteinander 

verbundenen Märkten,
4.sein Zugang zu wettbewerbsrelevanten Da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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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另一邊支配市場取得的競爭相關資料，與自非支配市場取得之競爭資料整合，而於

其他市場建立或增加市場參進障礙，或以任何方法阻礙其他事業，或要求同意得以採

用同意前述行為之條款或條件；（2）第19a條第（2）項第5款造成產品或服務之相互
操作性或資料的可攜性更加困難，從而阻礙競爭

85
。此一修法之評估方向已涵蓋了涉

及資料驅動之數位平臺於多角化經營或進行跨市場運作主要需要判斷之重點，尤其涵

蓋了資料的流動、整合與跨市場影響，可作為後續主管機關對類似個案評估的參考。

2. 執法工具或作法之強化
資料驅動市場具有高度的創新性與變動性，加上大數據與演算法的應用與高度

發展，多角化經營產生的跨市場影響，皆使得對於個案實際的市場狀態、競爭情形

與對潛在及未來市場的影響，有評估上的難度，也造成執法上的困擾。以Facebook/
WhatsApp案為例，執委會於個案結合未來於資料整合可能性，即受到Facebook的誤
導。其他本文未及涵蓋之資料驅動競爭議題，包括演算法導致之勾結或濫用市場地位

等個案，於調查層面亦有相當的難度。因此是否可以透過相關的執法作法或工具，協

助競爭法主管機關面對此類個案，降低執法的難度，於國際上已逐漸出現相當的聲

浪。雖說部分執法工具的開發係以聯合行為之調查為出發點，尤其涉及演算法之部

分，惟相關作法於結合審查或判斷市場力之濫用等個案，亦有其幫助。主要的探討層

面大致如下：

（1）跨部門或公私協力，引入外部資源
德國獨占委員會（Monopolkommission）2018年於其雙年度報告86

中針對運用價格

演算法為基礎的勾結行為如何被識別之問題，提到此類演算法勾結的發現，可能得透

5. die Bedeutung seiner Tätigkeit für den Zugang Dritter zu Beschaffungs- und 
Absatzmärkten sowie sein damit verbundener Einfluss auf die Geschäftstätigkeit 
Dritter.

85 GWB, §19a (2)
Das Bundeskartellamt kann im Falle einer Feststellung nach Absatz 1 dem Unternehmen 
untersagen,
4.  durch die Verarbeitung wettbewerbsrelevanter Daten, die das Unternehmen gesammelt 

hat, Marktzutrittsschranken zu errichten oder spürbar zu erhöhen, oder andere 
Unternehmen in sonstiger Weise zu behindern, oder Geschäftsbedingungen zu fordern, 
die eine solche Verarbeitung zulassen,⋯

5.  die Interoperabilität von Produkten oder Leistungen oder die Portabilität von Daten zu 
verweigern oder zu erschweren und damit den Wettbewerb zu behindern; ⋯

86 Monopolkommission, Competition 2018-The Twenty-second Biennial Report by 
the Monopolies Commission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44 Paragraph 1 Sentence 
1 of the German Act against Restraints of Competition (XXII. Hauptgutachten der 
Monopolkommission gemäß § 44 Abs. 1 Satz 1 G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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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比較不同之相關地理或產品市場之價格達成。而競爭法主管機關雖有公權力，但對

市場價格的全面監控並非其權限，僅能針對必要的案件進行深入的調查
87
。因此建議

引入消費者保護團體參與市場廣泛性的價格監控，因其具有利害關係，也許相較由主

管機關針對可能有問題之個案進行查價，更有其效能。

國際競爭網路（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簡稱ICN）2020年4月於大數
據與聯合行為的研究計畫，提出一份對於數位化在聯合行為執法上之影響的範圍報告

（Scoping Paper）88
，認為於執法調查層面，引入外部資源或合作，有助於獲取更完

整之資料以進行個案的分析。而德國卡特爾署2019年對於一般政策處（General Policy 
Division）進行改組，獨立出一個「數位經濟單位」（Digital Economy Unit），以協助
各決策小組處理數位經濟相關的業務。於個案執行上並要求數位經濟單位，需與其他

內部支援部門（如資訊科技鑑識或資料科技部門）相互合作，並與其他機構進行必要

的交流
89
。足見若要有效運用數位證據或資料分析進行調查，如何藉由機制層面的設

計或操作，依個案調查需求適度引入外部資源的協助，有其必要性。

（2）建立演算法調查指引
德國與法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於2019年對於演算法與競爭公布的共同工作報告90

亦

試圖針對如何對於演算法進行調查，提出兩個部分的探討，第一部分在於調查演算法

於個案當中扮演的角色，第二部分則是對於就個別演算法功能上的比對與分析。後者

主要是針對技術層面調查，進行程序面的建議。前者則從商業策略面切入，首先，了

解事業利用所涉演算法之目的、執行的情形以及隨著時間產生的改變。接著，從演算

法運作所需要的資源著手，從資料的取得到利用，以及是否存人為介入的作為進行分

析，除有助於評估事業間是否存在資料面的合作情形外，於特定個案並能協助發現事

業間是否存在任何限制。最後從演算法所產出的結果，以及形成決策的程序加以分

析，有助協助主管機關發現事業潛在的協調情況與勾結之發生。此一作法係透過對於

演算法審查規則的設置，促使涉及演算法之個案調查更有效率。

（3）新興執法工具的開發或應用

87 Id. 4.2.3.2 §233-235.
88 ICN, “Big data and Cartels-The impact of digitalization in cartel enforcement”(Scoping 

Paper)(2020), https://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wp-content/
uploads/2020/06/CWG-Big-Data-scoping-paper.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12.

89 Bundeskartellamt, “Algorithms und Wettbewerb ,”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
SharedDocs/Meldung/EN/Pressemitteilungen/2020/16_01_2020_Algorhytmen%20
und%20Wettbewerb.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12.

90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 “Algorithms and Competition,” https://
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Berichte/Algorithms_and_
Competition_Working-Paper.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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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N於前述範圍報告中探討了如何運用資料與演算法作為偵測聯合行為的工具。
認為，事業流程的數位化對於勾結行為的偵查可能是個助力，國際上已有部分主管機

關為了數位證據的調查，設置專門的卡特爾偵測部門，其中甚至網羅能夠對於已刪除

或損害的數位資料進行還原之專家
91
。然而要透過資料或演算法進行卡特爾的調查，

競爭法主管機關也會面臨相當的挑戰，包括如何處理為調查而蒐集的大量資料，如何

讓事業所擁有的資料能夠競爭法主管機關近用，以及有沒有可能運用經濟理論與對資

料的統計分析協助主管機關預測特定產業於市場中形成勾結的可能性。最後，依據個

案的需求，必須引入競爭法主管機關以外之外部資源作為協助，並適度藉由宣傳或培

訓的機制，適度的提升事業對於卡特爾的認識。

（4）資料在地化之法制探究
關於如何發現與獲取資料，還涉及數位資料的在地化問題。部分主管機關採用相

當的機制，要求事業必須讓主管機關有權近用與調查相關的資料。但亦有主管機關只

能透過搜索票的方式於有限範圍內調查資料，如此一來搜索範圍將受到限制，且可能

無法取得事業置放於雲端的資料
92
。OECD於2018年提出之區塊鏈與競爭政策之報告93

亦指出，該如何賦予競爭法主管機關有權近用目標產業所建構的區塊鏈，從而提高主

管機關對價格波動或產業動態的掌握，以利數位環境相關之結合案或聯合行為的調

查
94
是需要討論的課題。

（二）國內法制政策因應探討(代結論)
對於大數據發展下資料驅動產業之市場競爭，法制政策或執法方式是否有必要有

所調整或補充，以使相關規範或措施符合數位時代資料驅動競爭趨勢的發展之問題，

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的看法未必一致。實際上進行競爭法本身規範之調修與持續性之

修法進度者，大致只有德國。其包括日本、美國、英國、澳洲等國基本上亦是從執法

方式、執法應思考的要項或原則等部分進行補充或調整，或透過新案例或商業行為之

調查，累積個案判斷的基礎。近期動作較大的美國FTC，針對GAFAM的壟斷以及相
關結合操作進行大規模的調查。而GAFAM皆為美國公司，各該公司實際上就是近年
來資料驅動競爭議題核心探討的事業，過往主要是受到其他國家或地區（尤其歐盟及

歐陸國家）的執法關注，如今卻反而受到國內執法機關的垂青，可以推測大數據資料

競爭與壟斷的議題，不再是國際競爭層面的議題，而可能同時影響了國內產業的發

91 Id. at 9.
92 ICN, “Big data and Cartels-The impact of digitalization in cartel enforcement”(Scoping 

Paper)(2020), at 10.
93 OECD,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Competition Policy”(2018), https://one.oecd.org/

document/DAF/COMP/WD（2018）47/en/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1/12.
94 OECD,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Competition Policy”(2018), 3.2,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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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甚至可能涉及國家整體利益及資料政策的評估。

因此，就國內法制政策層面如何應對資料驅動相關產業之市場競爭問題，本文以

為，基於資料競爭已為國際共通關注的議題，必須要同時關注國際法制政策與個案審

查趨勢，以及國內產業實務發展現況，從中取得平衡。以避免國內規範與國際趨勢走

向落差過大，使得產業無所適從，並同時能夠促使國內資料經濟於適當的市場環境下

持續發展。以下將從法制政策面（含）以及執法措施面嘗試綜整本文研究的觀察，提

出對於國內法制政策或執法因應之討論或建議，供主管機關參酌。

1. 法制政策面
國內資料驅動產業的現況，實際上處於尚在發展中，多數資料產業規模不大，且

部分仰賴政府計畫透過政策之鼓勵與協助，進行創新發展。國內產業與國際大型數位

平臺應該處於合作或依賴之關係，而個人與上述平臺，則多數居於使用者與服務提供

者的關係。法制政策面的考量宜關注到我國產業現況與發展進程，以及國內事業（尤

其是中小型企業）對於大型國際資料驅動數位平臺可能的依賴地位。並考量資料驅動

市場環境仍處於變動的狀態，宜採取漸進式的做法，以部分觀察、部分累積、部分先

行的方式規劃。

（1）「資料」相關影響納入市場地位或市場力認定，得先建構判斷之指引
德國於GWB第9次修正新增之第18條（3a）項明示競爭相關資料的取得為市場地

位判斷的要素。我國公平交易法之立法模式與德國GWB並不相同，除了在第7條規範
了獨占地位的認定，並無如同德國將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入法的情形，僅可透過第25條
處理關於相對市場優勢地位的議題。因此要如同德國作法直接將數位市場必要之市場

地位或市場力認定要素入法，有結構上的問題。惟對於資料驅動相關產業之市場力如

何認定，也許可以從國內外個案實務操作層面，整理出一些可參考之判斷要項，作為

個案審理過程之參酌。初步提出可以思考的幾個建議面向：

A.  界定所涉個案中，何者為競爭所需資料，可從市場參進、市場擴張、對產品或
服務提升之影響，以及維持事業持續創新等4個面向著手。市場參進層面，並
可同時評估所設資料，為對市場參進有幫助，或為市場參進之關鍵資料等。

B.  關於資料影響市場力之判斷要素，原則上與本文前述之要素相同，可從5個面
向切入：競爭所需要的資料類型、競爭資料的特性、競爭資料之市場狀態、競

爭資料本身對於該事業發展的效能、所涉資料是否有利用上的限制。

（2）新興結合申報門檻有研議必要，但須先行累積適當案例
以德國GWB第9次修正之第35條（1a）項關於結合審查門檻之修訂來看，其設置

結合交易價值超過4億歐元之新門檻，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將新創產業（包括小型具發
展性的資料產業）被高價併購的相關個案，不會因為資本額或營業額未達結合申報門

檻，而無法進入結合審查程序，由競爭執法機關把關審理，導致早期併購或所謂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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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併購過度猖獗，扼殺新創發展使得大型數位平臺等事業因缺乏有效競爭而呈現大

者恆大的情形。其第35條（1a）另一部分著眼於大型事業併購小型事業之做法，將大
事業併購於德國境內具備相當程度運作但營業額未達門檻之事業，亦能納入結合審查

（如前述）。此一作法使得執法機關有機會可以了解個案實務發展之情形，適當的踩

剎車或基於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透過負擔的設置，降低結合對市場競爭可能產生的

不利益。因此，對於結合申報門檻的部分，若有修法的機會，建議可於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結合申報事由，為大型事業併購新創事業或小型具潛力或競爭價值之事業（包括
具備資料競爭價值）預留進入結合審查的機會，並嘗試考量資料驅動相關產業之多角

化經營特性，進行規範的研議。

（3）建立結合要項指引，協助資料驅動結合個案審理
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個案的審理，一直以來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

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簡稱「結合申報處理原則」）作為結合審理標準明確化的

輔助，使結合審理對於事業而言具備預見可能性。其中關於資料驅動相關事業之多角

化結合的部分，可以結合申報處理原則第12點多角化結合之審查處理，此部分已包含
跨業經營影響、技術進步之跨業經營可能性、跨業發展計畫及其他潛在競爭可能性因

素的判斷，應可涵蓋資料驅動產業結合的需求。

惟結合申報處理原則係針對一般性之結合審查訂定之原則，至於資料驅動相關事

業之結合，應有哪些需要納入判斷的要素，則有必要另為整理，或可建立案件審查之

指引。以目前國際實務相關結合個案來看，涉及「資料」相關之分析要素，以及可搭

配評估之其他輔助要素大致可摘要如下，供主管機關參酌：

A. 個案判斷有相當的盲點，可能影響審查的認定
例如所涉事業擁有「很多」資料，並不代表其結合就會導致資料的集中或

走向壟斷，資料的數量僅為事業有機會透過擁有之資料取得市場力的其中一個因

素，尚需就其他相關因素綜合判斷。尤其必須注意到，於資料驅動的市場環境，

對於資料利用的限制，無論是法律面、技術面或契約面的存在，多數具備突破的

可能性。此外，資料驅動的商業模式有多元發展的可能性，主管機關很難直接確

認該結合案所涉事業實際期望的結合價值為何，可能著眼於結合事業目前的資料

優勢，亦可能是拓展未來的資料來源，抑或有其他目標策略（如降低競爭壓力、

跨市場參進需要等）。此時要考量的是面對資料驅動相關市場的動態發展，執法

機關想要採取的態度為何。是寧可錯殺一萬也不可放過萬一（誤殺），或是為維

持產業創新的動力，而傾向「錯放」，也許必須以國內資料經濟發展狀態，以及

執法機關所要維護之市場價值間取得一個平衡。

B.  須納入資料驅動結合個案判斷之參考要素，可以從所涉資料特性，以及結合案
本身之特性著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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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所涉資料特性層面，與前述市場地位之判斷雷同，考量要素可以包括所涉

資料之類型、規模、特性、市場狀態、結合對資料市場之影響，以及結合事業相

關資料利用限制（如法律、技術、契約等）等不同層面切入探討。

於結合個案特性層面，則可搭配評估結合事業突破資料利用限制之誘因與可

能性、結合事業特性與過往競爭策略、結合事業未來規劃之資料利用目的，以及

受合併事業之未來發展性與競爭可能性等要素。

 C.  其他得以作為輔助評估要素之事項，可包括：結合整體價值、結合事業採用
之技術及其可能之發展或預測、國際類似之技術或商業模式發展情形、相關市

場所涉產業或競爭者，對於市場趨勢之預期與相關意見等。

（4）促進中介服務公正性與透明度之法制思考
資料驅動的市場環境，數位中介服務也就是以數位平臺為核心的服務型態，基於

高度資料匯集與演算法之層疊運用的特性，並為多數與其技術與經濟地位不對等之中

小型企業與使用者所仰賴。由日本與歐盟的法制變化，以及目前國際上對於AI的研發
所強調之打破黑箱與透明化的發展趨勢。建構一個促進數位中介服務或大數據、演算

法運用之公平性與透明化的法制，以平衡市場上多數事業與巨型數位科技巨擘間於資

料競爭與經濟地位之明顯不對等的情形，降低以資料科技施行不公平競爭相關作為的

發生，有其必要，得納入後續法制層面之研議
95
。

2. 執法措施面
競爭法主管機關面對大數據環境下資料驅動的競爭，除了法制政策的考量外，亦

可考量是否可以透過輔助措施或新興執法工具的開發，強化執法的可能性或效能： 
（1）個案調查與諮詢機制的強化

現階段國內結合審查依據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0項之規定，主管機關得徵詢外
界意見，必要時委託學術研究機構提供產業經濟分析意見。故若個案所涉事業類型新

穎，或對其市場狀態與影響有疑慮時，主管機關則依法函請相關單位或學者專家提供

諮詢意見。惟諮詢函文除提供簡短之基本背景資料外，所諮詢之問題對於受諮詢對象

而言，時而出現範圍太大無法掌握問題重點，或並無現有之產業調查等相關資料可取

得，而無法於函文限制之時限內進行適度調查或分析之情形。

資料驅動之相關產業，其類型變化極大，且部分產業對於資料之應用複雜，需

要有一定時間或一定廣度的調查資料累積，以及更明確之問題導向，方有可能透過外

部研究之協助，有效取得與結合案更直接或精確之相關產業、技術與市場態樣分析建

95 European Parliament, “EU guidelines on ethic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Context and 
implementation”（2019）,at 1,4,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
BRIE/2019/640163/EPRS_BRI（2019）640163_EN.pdf ,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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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因此，為提高個案諮詢之效能，似可考量對於現行諮詢方式加以強化，例如對於

個案設計更為具體、有引導性之問題或問券，協助諮詢之學研專家或產業具針對性的

回應主管機關想要取得的資訊；或輔以公開意見徵詢之機制或工具，取得其他意見來

源，補充針對性之意見徵詢可能產生的盲點。

個案申請後短時間內要完善的建立具引導性之具體問題，對於主管機關而言恐有

難度。此部分可考慮以個案類型化的方式，搭配建立適當的審查要項指引（如前述對

於資料驅動事業結合設置之審查要項指引），甚至可搭配資訊系統的規劃，協助執法

機關對個案產製初步的諮詢引導文件，再由主管機關人員秉持專業及對個案初步分析

的結果予以調整，應有助益。至於個案類型化與審查要項的搭配，或是進一步建立之

諮詢題庫，皆應規劃滾動檢視的機制，著眼於新興科技與商業型態的變化，將新個案

或產業型態發展出之資料納入補強（包括採用機器學習的概念），使相關問題的導向

與產業市場實際發展，不致有太大的偏離。

此外，基於資料驅動產業類型多元，且多數服務於演算法之運用息息相關，執法

機關於個案審理之資料取得上常有其困難。故有論者提出，也許可以考量規劃當事人

自我揭露的機制，讓個案所涉事業具備主動提出所涉市場相關資訊的義務，甚至運用

類似於訴訟案之當事人對立制度，使競爭者不待主管機關的要求，主動提供必要的資

料，以協助主管機關形成心證。本文以為，上述兩種做法基本上有互補的功能，後者

為透過競爭者間利益的衝突，促使反向資料的主動出現，若能於機制面整合兩者之優

點，將有助於補充主管機關於個案審查之資料取得上的困境。

（2）適度引入外部專業資源，有助提升執法效能
如前所述，資料驅動之相關產業，其類型變化極大，且部分產業對於資料之應

用複雜，需要有一定時間或一定廣度的調查資料積累。國內的確有部分專業的研究機

構，長期進行市場觀測或產業發展動態的追蹤與分析。然而，研究機構自主追蹤的市

場方向，以及分析的重點，未必能夠切合競爭法主管機關就個案審理的需求，可能導

致個案發生時，無法提出充足適切的市場情報可回應主管機關的諮詢要求。若主管機

關能夠設計引入產業分析或技術分析專業人士或機構常態性協助重點市場調查與分析

的機制，並以競爭法執法需求為導向，適度要求調查與分析的重點，將可運用外部專

業資源有效率的為主管機關累積市場追蹤調查的資料。有助於主管機關於個案發生時

快速取得所需的市場背景資訊，專業分析單位並能更精確的針對個案需求提供意見，

而不受所涉事業提供之資料所限制。

此外，從前述ICN之意見以及德國卡特爾署就所屬「數位經濟單位」就個案調查
的要求可知，與數位經濟相關的案件調查，可能需要大量的資料分析與技術層面的比

對分析。故於個案審查必須與其他內部或外部單位相互合作，並針對個案發生之非常

態性外部合作，建立適當的程序或機制，以於個案審查保密的邏輯下，充足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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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類高度技術性與變動性之案件的審查能量。

（3）透過輔助工具的開發，提升主管機關對相關產業市場之了解
ICN於前述2020年之範圍報告中提及，是否有可能運用經濟理論與對資料的統計

分析協助主管機關預測特定產業於市場中形成勾結的可能性。也就是說，運用資料分

析的工具發現與偵查聯合行為是否可行的問題。技術上而言，現階段的大數據分析工

具可以做到建立產業經營或關聯的地圖，再運用結構分析方式對於所涉個案之公司進

行資料蒐集、應用結構或其他必要之分析，只是所取得之資料可能限於公開來源可取

得者，而無法涵蓋公司內部資料之判讀。因此若要對於個案所涉數位化之內部資料判

讀，則須考量前述ICN與OECD的看法，進一步從法制面賦予主管機關近用公司數位
資料（含透過雲端或區塊練存證之相關資料）的權力。

此外，就廣泛性的產業資料蒐集與分析，就現階段大數據分析而言，因仍是利用

已存在的過去資料，要做到對於未來潛在市場之精確預測有其困難。然若要建立資料

分析的模型，主管機關可考量先設定一個產業範圍，透過小規模的技術試行分析，觀

察其可行性與障礙，再逐步進行修正，建構符合主管機關需求之產業分析工具。

（4）充實主管機關內部資源與資料分析人才
由歐盟對Facebook/WhatsApp結合案的審查，以及結合事業的後續發展，可以看

出，過度依賴結合事業提供的資料，實際上可能受到結合事業之誤導而影響對於個案

競爭情形或對市場影響之判讀。因此除了引入外部資源作為協助之外，主管機關如何

充實內部資源與能量，亦須予以考量。而此處資源，可以包括建立必要的產業資料

庫，降低對當事人提供資料的依賴。初期可能需要先引入外部資源的協助，識別主

要的產業範圍，或搭配前述產業調查輔助工具的開發，有系統的整合調查的資源與方

法。

此外，如同ICN所述，此類事業調查過程必須處理與分析大量之數位資料。而大
數據分析並非一個全然自動化的過程，尚須資料分析相關專業人才的投入進行資料的

篩選、預處理、標籤化、建模的各項程序，方能於最終取得有用的分析結果。主管機

關內部必須培養基本的資料科學與分析人才，方能對於相關個案所需的資料進行有效

的分析，或於引入外部人才資源的情況下，對於外部分析的方式與結果得以適度的篩

選或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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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digital economy market environment, businesses must g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continue to innovate effective business models to maintain market 
competitiveness under dynamic competition. The ability to　obtain "data" required for 
competition will have a key role to the competition among data-driven businesses. Therefore, 
the influence of "data" on market competition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has become 
a critical topic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policies in recent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law enforcements lately has mainly focused on how a large digital service provider or so 
called the “Big Tech＂ can ear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data-driven market through 
various ways, including using their market power to abuse market dominance, using of 
diversified merger policies to acquire potential competitor, extending their cross-market 
power, including using data collecting from other markets, for the purpose to conduct unfair 
competition. Among all these issues, the development of cases and legal policies related to 
data-driven acquisitions are relatively complete at this stag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first start 
with the discussion of data-driven acquisitions, and then based on recent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legal policies, legal enforcements and studies related to data-driven 
competition to initiate a preliminary recommendations as a reference to establish domestic 
legal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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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王立達（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數據基本上有兩個層面的衝擊。資料可以區分為兩個市場，首先為資料或數據本

身作為產品直接銷售，其次為資料作為投入，例如：關鍵字廣告、個人化廣告、精準

行銷…等取材分析資料，但在個資法的限制下，直接銷售資料之情形較少，所以數據

會作為很重要的投入。個人在此提出的第一點是，資料作為投入的市場並未被仔細分

析。試問在傳統市場中，以智慧財產權作為某一產品關鍵投入，如何分析其市場？在

大數據下對於市場的分析是否已經推展到相同地步？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尚缺哪

一部分？講者文章中有提及多個結合案，由於競爭者仍有其他資料來源，因此在競爭

上可能影響不大。但我認為這是相當初步的分析，雖然資料有其他來源，然而其他來

源是否可靠、能不能持續、競爭強度如何，都應進一步討論。就一般產品而言，市場

分析通常包含市場占有率、競爭狀況、進入障礙、價格，而在資料市場是否都有相對

應的參數？尤其資料市場可能對於同一群人、同一批資料可以重新獲取，與傳統市場

已占據某一部分，則他人無法從重新占有的情況有異，因此即使資料無其他來源，仍

有可能有新的商業模式，或對同一批人取得新的資料，而這些都應納入相關分析。

第二點是當前涉及數據的結合案評估時，對未來預測性分析不夠，例如報告中所

述既有的隱私權政策是否改變。事實上既有的結合案分析方式，一方面是看結合後是

否有改變的能力，另一方面則是看是否有改變的誘因，此種分析方式目前看來並未使

用於大數據分析。但是為何不用？困難點在哪？在報告文章中並未見到相關探討。個

人提出的第三點是，同一案件從資料的獲取層面與產品競爭分析的層面探討，可能產

生不同的結論。以Google與Fitbit結合案為例，智慧手錶硬體本身有許多廠商在經營，
但作業系統廠商較少，Google除了作業系統外更跨足硬體市場，有可能使競爭更加激
烈。但大家擔心的是資料層面，Google本身可以取得的健康數據有限，卻在跨足智慧
手錶市場後可以取得大量資料，兩個層面對於本案的分析結果相去甚遠，而我們應如

何處理，以上均可以做更進一步的討論。尤其是在個資面向，我們相當憂慮單一主體

取得過多消費者個人資訊，但在傳統市場分析中可能會認為跨領域的多角化經營，對

於競爭具有正面影響，看法上有相當大的矛盾。

第四點是大數據的衝擊，可以使我們思考反競爭損害的新理論。舊理論可能無

法勝任，由於現在許多服務多為免費提供，以取得消費者個資或吸引其注意力作為替

代。但是原先反競爭損害建立於價格上漲、產量減少的基本量尺之上，在此種新發展

之下無法藉由產量呈現品質、多元性減少等反競爭所造成的損害。況且許多消費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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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輕易地便交出個資，德國法院便被挑戰蒐集個資究竟是否造成反競爭損害？給予較

多個資所造成的損害是否就必然較大？是否如同價格變化得以被量化？這些有關反競

爭損害的問題，若要從事業取得的數據與注意力試圖解決，將有相當的難度。另外在

雙邊市場中，服務端不收費，而向廣告商收費。反競爭損害可能呈現在廣告價格上

漲，但廣告為另一市場。Google在廣告市場與Facebook平分秋色，若無法建立在廣告
市場的市場力量，即使廣告漲價，是否能認定為反競爭損害，抑或應認定為廣告效能

提升，自然應該漲價，在這裡就會很難去評估。再者，若Google廣告變得更加精確，
使其變聰明的個資來源究竟是搜尋引擎、Gmail還是Youtube，因果關係難以建立，證
明上亦相當困難。

第五點是創新面向之反競爭損害。一般而言，市場競爭對於創新具有激勵的效

果，但過度競爭可能減少創新所產生之利潤。對於創新競爭之分析，最重要者為尚未

上市之商品，由於無法以產品市場分析其競爭情形，因此需特別關注。再者，事業的

創新有可能來自同業給予的競爭壓力，但若無他人所給的壓力，創新未必不會繼續

下去，就像Gooogle在搜尋引擎市場，那麼競爭分析要如何繼續下去？以結合案件為
例，結合之後倘若形成獨占業者，使競爭有明顯程度下降，則將不會允許該結合案。

但若就創新而言，即使結合後使競爭有相當程度之下降，仍適當保持一定程度之開

放，創新會不會持續下去？

吾人若能羅列出許多當前就大數據發展下競爭法分析之困難點後，或許較能釐清

所要解決的問題面向在哪裡，俾能做更進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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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技術在競爭法上之定位與爭議判斷

郭戎晉
*

摘要

區塊鏈是當前最受矚目的新興技術之一，但其實務應用也引發了諸多過往未曾想

見的問題。其中，區塊鏈技術在競爭法上之定位與爭議判斷，無疑即是探究區塊鏈此

一技術層面的新興「共通性技術」，於遭遇事業競爭此一應用層面的「共通性議題」

目　次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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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究應如何適用現有法規並評估規範有無進行必要調適之課題。區塊鏈在技術層面

所展現的若干特性，包括「去中心化設計」、「分散式帳冊」與「資料加密演算」

等，直接影響適法問題的判斷並肯否互見。另從應用層面而論，自區塊鏈1.0、區塊鏈
2.0乃至於區塊鏈3.0，在區塊鏈不斷拓展其應用領域之際，亦有必要審慎應對伴隨而
生的相關市場界定暨市場力量判斷問題。本文認為宜就區塊鏈分層結構進行分析，揆

諸個案情況梳理Layer 2「應用層」的具體應用態樣，再進而觀察「契約層」及Layer 1
各個底層技術層之設計與實際操作，甫得合理探究系爭區塊鏈應用型態的供需情形以

及是否存在替代性產品。長期而論，區塊鏈存在鬆動競爭法立論基礎之可能，抑或可

得與競爭法相輔相成，則有持續追蹤觀察之必要。

一、前言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簡稱WEF）創立者Klaus Schwab在「第
四次工業革命」（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一書中指出區塊鏈（blockchain）
技術將是驅動全球經濟成長最為重要的新興科技之一

1
。區塊鏈如其字面所示是由諸多

「區塊」串接成鏈，當交易資訊集結為全新的單一區塊後，透過雜湊函式（hashing）
添加到現有的區塊鏈序列之中，而前述的加密演算過程也確保了區塊資料的絕對真

實與不可變性（immutability）2
。分散式機制是區塊鏈的另一重要特徵，在沒有控制

中心概念的前提下，由參與者擔任節點（node）3
且保有記載交易紀錄的分散式帳冊

（distributed ledger），同時透過共識協議（consensus protocol）4
讓分散式帳冊所載資

料保持同步更新並確保持續處於最新之狀態，從而建立一套嶄新的信賴機制
5
。

1 Klaus Schwab,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1st ed., Currency Press, 155 (2016).
2 Christopher Kuner et al., “Blockchain versus Data Protection,” 8 International Data 

Privacy Law, 103, 103 (2018); European Parliamentary, Blockchain and 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3 (2019); Saravanan Krishnan et al.,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1st ed., Academic Press, 2 (2020); Marina Fyrigou-Koulouri,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 Interconnected Legal Framework for an Interconnected 
System,” 9 Case Western Reserve Journal of Law, Technology & the Internet, 1, 3 
(2018).

3 節點是區塊鏈被視為去中心化的分散式組織之主因，在節點相互連結下，由各該
節點負責建立及維謢交易紀錄總帳，除保管及維護載有交易紀錄的帳冊外，節點
亦肩負交易活動的確認與公告週知角色。而實務運作上可能因功能及權限設定上
的差異，而存在不同型態的節點概念。

4 由於區塊鏈擁有眾多節點，而分散各地的節點因處於平行狀態，故有必要設計一
套制度維護區塊鏈的系統運作順序與公平性，此一制度即為共識機制。現階段代
表性共識機制如比特幣的工作量證明(Proof-of-Work, PoW)與以太坊(Ethereum)的權
益證明(Proof-of-Stake, PoS)。

5 Jeffery Atik & George Gerro, “Hard Forks on the Bitcoin Blockchain: Reversible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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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各界對於區塊鏈的認知程度不一且不乏誇張的想像，公、私部門開始採納此

一嶄新技術已是明顯的趨勢
6
。世界經濟論壇預測2027年時全球將有10%的國內生產

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簡稱GDP）係透過此一技術加以紀錄與保存7
；而國際

知名研究機構Garner亦指出截至2030年時區塊鏈所創造的商業價值將達到3.1兆美元之
譜，著實驚人

8
。

世界因為嶄新科技不斷問世正逐漸翻轉，身處科技所打造的全球化世代，從大數

據、物聯網到人工智慧與區塊鏈，每隔一段時間新興資通訊技術便再次更新我們對當

前所處環境的認識。然而著眼新興技術採取的立法舉措往往面臨：1.如何跟上技術進
步；2.如何在促進技創新與保護基本權利和價值之間取得平衡；3.應順從社會多數共
識抑或應反其道而行；以及4.如何平衡手段的有效性與合法性等關鍵議題9

。在區塊鏈

技術深入人類生活各個層面的同時，其所帶動的破壞式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
也引發了諸多過往未曾想見的問題，如何降低技術發展及實務應用上伴隨而生的風險

旋即受到主要國家的普遍重視
10
。

 區塊鏈性質上屬於通用技術（general technology）11
，按理可得運用於各種領域

與不同行業。故其在競爭法上之定位與爭議判斷問題，無疑即是探究區塊鏈此一技術

層面的新興「共通性技術」，於遭遇事業競爭此一應用層面的「共通性議題」時，究

應如何適用現有法規並評估規範有無必要調適之課題。本文首先分析區塊鏈的重要概

念與分類，其次分別就「技術層面」與「應用層面」剖析遇有競爭法爭議時伴隨而生

的爭議問題，並針對相關適用問題提出具體建議，以期各界對此一饒富爭議的新興議

題能有完整了解。

Continuing Voice,” 1 Stanford Journal of Blockchain Law & Policy, 25, 26 (2018); 
European Parliamentary, supra note 2, at 3-4; Fyrigou-Koulouri, supra note 2, at 2-3.

6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Competition Policy, Directorate for Financial and Enterprise Affairs, 2 
(2018).

7 World Economic Forum, Unilateral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with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24 (2015).

8 Garner, “Gartner Predicts 90% of Current Enterprise Blockchain Platform 
Implementations Will Require Replacement by 2021,” https://www.gartner.com/en/
newsroom/press-releases/2019-07-03-gartner-predicts-90--of-current-enterprise-
blockchai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21.

9 Ronald Leenes et al., “Regulatory Challenges of Robotics: Some Guidelines for 
Addressing Legal and Ethical Issues,” 9 Law,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1-2 (2017).

10 Fyrigou-Koulouri, supra note 2, at 1.
11 European Parliamentary, Blockchain For Supply Chai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4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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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塊鏈技術與產業競爭規範

（一）區塊鏈基本概念

區塊鏈無疑是時下多數人聽聞過的名詞，但人們對於此一新興技術的認識仍十分

有限；同時人們在區塊鏈一詞使用上亦存在著不一致的情形，致使圍繞此一技術的術

語呈現混亂狀態
12
。歐盟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指出對於區塊鏈技術最為重要的

基礎知識便是並「沒有」一種特定技術可稱為區塊鏈技術
13
，無論是區塊鏈抑或所謂

的分散式帳冊（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簡稱DLT），事實上係一系列技術的集
結並在分層架構中將不同技術及治理結構適當地加以結合及操作，而相關底層技術大

抵在上世紀末便已逐一問世
14
。

加密演算是區塊鏈至為關鍵的底層技術之一，當積累的交易資訊集結為全新的區

塊後，即可透過雜湊函式添加到現有的區塊鏈序列之中，經過驗證的區塊涵括了諸多

類別資料，基本包括所有交易行為的雜湊值（hash value）、時戳（timestamp）以及依
序排列連結的各個區塊之雜湊值等

15
。由於區塊鏈上的資料係處於持續添加（append-

only）而不作刪除的狀態，在區塊彼此相連下，當特定區塊的資料遭到更動，就會改
動該區塊的雜湊值以及與其連接的後續區塊之雜湊值，從而使得區塊鏈具備強大的防

竄改特性
16
。

區塊鏈亦可視為一套採取分散機制而可得共享及即時同步的數位資料庫（digital 
database），透過共識機制在複數的節點上加以儲存並據此組成點對點網絡架構
（peer-to-peer network）17

。論者指出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不是由大型機構或中介者

建立信任之例
18
，在沒有控制中心概念（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的前提下，藉由共

識協議讓存放於區塊中的資料得以保持同步更新，並確保各個節點所持有的分散式帳

冊處於最新之狀態
19
。

（二）區塊鏈主要分類

12 Angela Walch, “The Path of the Blockchain Lexicon (and the Law),” 36 Review of 
Banking and Financial Law, 713, 718 (2017).

13 European Parliamentary, supra note 2, at 3.
14 European Parliamentary, supra note 2, at 3; Krishnan, supra note 2, at 2.
15 Fyrigou-Koulouri, supra note 2, at 3; European Parliamentary, supra note 2, at 3; 

Krishnan, supra note 2, at 2-3.
16 Fyrigou-Koulouri, supra note 2, at 3-4; Kuner et al., supra note 2, at 103; European 

Parliamentary, supra note 2, at 3; Krishnan, supra note 2, at 2-3.
17 Fyrigou-Koulouri, supra note 2, at 2; Kuner et al., supra note 2, at 103.; European 

Parliamentary, supra note 2, at 3; Krishnan, supra note 2, at 3.
18 Fyrigou-Koulouri, supra note 2, at 5.
19 Fyrigou-Koulouri, supra note 2, at 2-3; European Parliamentary, supra note 2, at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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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近用（access）權限與添加資訊的架構進行區分，現時實務可見的區塊鏈應用
可概分為「公共/非許可制區塊鏈」（public and permissionless blockchain）及「私人/
許可制區塊鏈」（private and permissioned blockchain）兩大型態20

。

1. 公共/非許可制區塊鏈
公共/非許可制顧名思義係向所有人加以公開且不作限制，網路使用者可輕易地搜

尋到公共/非許可制區塊鏈，並藉由下載及運作相關軟體成為公共/非許可制區塊鏈的
節點而無須獲取同意

21
，在多數情況下亦無須披露個人的身分 22

。公共/非許可制區塊
鏈保有高度的透明度，參與者可以取得完整的分散式帳冊並查看所有交易資料

23
。多

數人熟知的比特幣（Bitcoin）或乙太坊（Ethereum）均屬於此一類型24
。

2. 私人/許可制區塊鏈
於內部網絡（intranet）或虛擬私人網絡（virtual private network）環境運作的私人

/許可制區塊鏈，網路使用者必須經過管理者的授權後方能成為節點25
，而成功加入的

參與者在帳冊資料查看上也可能受到相關限制
26
。

在管理權限集中於經過挑選的特定節點之前提下，私有/許可制區塊鏈較易於成為
駭客攻擊的對象，也有較大的可能性出現擁有管理權限的節點合謀控制並捏造不實區

塊資料之情形
27
。

（三）區塊鏈、產業競爭與規範必要性

如同業已問世的諸多創新技術般，區塊鏈技術帶來降低價格、提高質量以及改變

現存的企業市場力量之機會
28
。OECD指出區塊鏈創建了一個富有效率的驗證及信賴市

場，而其所需成本僅是當前相關中介機構（intermediaries）所收取的服務費用之一小
20 Briseida Sofia Jiménez-Gómez, “Risks of Blockchain for Data Protection: A European 

Approach”, 36 Santa Clara High Technology Law Journal, 281, 288 (2020).
21 Anisha Mirchandani, “The GDPR-Blockchain Paradox: Exempting Permissioned 

Blockchains from the GDPR,” 29 Fordham Intellectual Property,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1201, 1210 (2019). Christian Catalini & Catherine Tucker, 
“Antitrust and Costless Verification: An Optimistic and a Pessimistic View of the 
Implications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82 Antitrust Law Journal, 861, 864 (2019).

22 Jiménez-Gómez, supra note 20, at 288.
23 Id. at 289. 
24 Id. at 288. Catalini & Tucker, supra note 21, at 864.
25 Catalini & Tucker, supra note 21, at 864.
26 Mirchandani, supra note 21, at 1211; Catalini & Tucker, supra note 21, at 865.
27 Primavera De Filippi & Aaron Wright, Blockchain and the Law: The Rule of Code, 1st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0 (2018).
28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Executive Summary 

of the hearing on Blockchain and Competition Policy, Directorate for Financial and 
Enterprise Affairs, 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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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29
。儘管區塊鏈發展上仍須解決諸如電力消耗

30
等問題，但區塊鏈可望帶來的成本

降低等效益，仍足以對現有的支付系統與關聯中介機構產生劇烈挑戰，並為早期採用

者與新進成員創造蓬勃發展的機會
31
。

面對區塊鏈引發的爭議，現今各國立法者的關注重點多為「區塊鏈『應用』立

法」，著眼基於區塊鏈所展開的各類應用中有必要進行適度規範之實例，諸如衍生自

交易型加密貨幣的「證券型加密貨幣」便是適例。綜觀區塊鏈各式應用，大抵可梳理

出所涉及的特定領域並確認對應之部門立法，各該部門立法能否契合區塊鏈技術特性

與發展需求而為妥適規定，須按其所涉業務個別確認無法一概而論。然而無論是何等

領域的應用，事業只消涉有反競爭行為或不公平競爭行為，即有受到包括國內公平交

易法（下稱公平法）在內相關競爭法規範之可能；析言之，競爭法適法問題無疑地是

區塊鏈各該實務應用共通面臨的課題。
32
美國司法部副部長暨反壟斷調查負責人Makan 

Delrahim便指出區塊鏈帶來了推翻現有壟斷結構的希望，但同時也可能催生新的壟斷
者並試圖透過此一技術鞏固自身之前景 。

作為通用技術的區塊鏈，就其本質而言其並無法單純以「促進競爭」

（procompetitive）抑或「反競爭」（anticompetitive）視之，而可能兩者兼有之33
。

如同所有濫用市場力量案件，競爭法執法機關首先要面對的，是如何界定系爭案

29 Id. at 3.
30 根據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在2019年所作研究，比特幣挖礦與系
統維運一年間所消耗的用電量約為60兆瓦小時，占全球整體用電量的0.28%，若
以國家作為比較對象，將超越用電量全球排名45位的瑞士。而用電成本直接影
響比特幣算力的分布情形，現階段全球65%比特幣算力集中於中國大陸，其中四
川更擁有逾半的54%算力，主要原因便源自當地豐沛水力發電下的低廉電費。但
即使擁有較低的用電成本，成功開採一個新的比特幣的成本仍逾4,000美元，若
比特幣市價低於所需付出的用電成本，挖礦旋即面臨入不敷出之情形。See Mike 
Scialom, “Cambridge Bitcoin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ndex launched,” https://www.
cambridgeindependent.co.uk/business/cambridge-bitcoin-electricity-consumption-index-
launched-9076175/,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12.

31 OECD, supra note 28, at 3.
32 Michael Ristaniemi & Klaudia Majcher, “Blockchains in competition law – friend or 

foe?,” http://competitionlawblog.kluwercompetitionlaw.com/2018/07/21/blockchains-
competition-law-friend-foe/?doing_wp_cron=1589946758.5593550205230712890625#_
ftn1,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14.

33 Makan Delrahim, “Never Break the Chain: Pursuing Antifragility in Antitrust 
Enforcement,” Remarks at the Thirteenth Annu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Economics, 
https://www.justice.gov/opa/speech/assistant-attorney-general-makan-delrahim-delivers-
remarks-thirteenth-annual-conference ,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26.



區塊鏈技術在競爭法上之定位與爭議判斷 195

件中的「相關市場」以及衡量涉案當事人之「市場力量」的問題
34
。惟無論是從法律

抑或自經濟學，區塊鏈本身均難脫模糊之嫌，就作為市場而言，區塊鏈係易變的，且

其單位價值均處於快速波動狀態
35
。

本文認為無論區塊鏈所涉應用領域與具體應用型態為何，其底層技術是相同的，

若僅重視區塊鏈在應面層面所表徵的商品或服務態樣，即可能輕忽區塊鏈技術特質產

生之影響。故在個案問題處理上，實有必要充分掌握區塊鏈技術層面所具備相關「技

術特質」，對於競爭法適用問題可能產生之影響，其中「去中心化架構」、「分散式

帳冊」與「加密演算」無疑是影響最大的因素。另就應用層面而論，在區塊鏈應用不

斷推陳出新下，各該應用是否已臻成熟並足以視為相關市場，如何建立區塊鏈應用層

面的相關市場暨市場力量的判斷標準，亦將是左右區塊鏈發展並避免抹消此一嶄新技

術所蘊含、助益提高競爭效率潛力之關鍵
36
。

三、區塊鏈「技術層面」引發之問題

（一）去中心化架構

1. 應受規範的區塊鏈參與者之判斷
公平法之立法目的在於保護市場上的競爭，其規範對象以在市場上從事交易活動

的「事業」為原則。國內公平法第2條第1項所定義的事業包括：1.公司；2.獨資或合
夥之工商行號；3.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前揭第3款為概括規定，
主要係指不具備前2款之組織形式，於符合「獨立性」與「經常性」兩項要件時將之
視為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

37
。

當系爭區塊鏈系統出現違反公平法情事時，挑戰之一即為確認區塊鏈架構下

所應實際負責的事業
38
。一般而言，區塊鏈架構下的參與者至少包括：軟體開發者

（software developers）、礦工（miners）39
、用戶（users）及節點（nodes）等四者，

34 陳志民，「大數據與市場力濫用行為初探」，公平交易季刊，第26卷第3期，11
（2018）。

35 Brian Seamus Haney, “Blockchain: Post-Quantum Security & Legal Economics,” 24 
North Carolina Banking Institute, 117, 142 (2020).

36 OECD, supra note 28, at 3.
37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第18版，公平交易委員會，13（2019）。
38 OECD, supra note 28, at 4.
39 在比特幣出現交易行為暨交易平臺之前，挖礦(mining)是獲取比特幣的主要方式，
每個新成立的區塊都設定發行一定數量的比特幣，只消計算出新比特幣的雜湊值
並經過驗證為真實後，就可以獲對應的比特幣。由於工作原理與開採礦物十分相
似，因此實務上即以挖礦稱呼此一獲取過程，而進行挖礦工作的勘探者也被稱作
礦工。除挖礦外，礦工亦可因協助進行交易資料的驗證工作而獲得特定比特幣作
為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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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參與者因其角色與權限的不同從而導致在遇有法律爭端時，其責任認定便可能產生

差異
40
。

針對區塊鏈實務應用上可能出現的違法情事，OECD政策報告中指出此際應由創
建區塊鏈的程式開發人員負責，抑或將劍指有權決定區塊鏈運作規範從而具備實際

控制決定權限（decision-making）之特定用戶，答案並不易確定41
。Aaron Wright及

Primavera De Filippi另指出或可應用「最近之人理論」（nearest person theory），由系
爭去中心化組織的創建者就其所造成並可得預見之損害承擔責任

42
。然最近之人理論

應用上除可能面臨當創建者為數眾多時，由於該理論聚焦於「作惡者」（wrongdoer）
之究責，但實務運作上並非所有創建者均如「DAO事件」明知其所造成之損害，同時
損害亦可能來自外部第三人（例如駭客）的舉措，而非內部最接近之人

43
。

退步言之，縱可確定區塊鏈架構下應受規範的參與者，由於公平法規範對象以事

業為原則，個人除在特定情形下擬制為事業外，原則上並不受公平法規範。觀察區塊

鏈實務現況，除「聯盟鏈」大抵由企業組成，若區塊鏈運作上並未就參與者的資格進

行限制，個人亦可成為參與者，特別是採取開放立場的公共/非許可制區塊鏈更是如
何，能否相繩參與區塊鏈的自然人，恐有疑問。另一方面，在未有實名（real-name）
要求之下，用戶亦多以匿名方式參與，無疑地亦加深了調查及確認參與者身分之難

度
44
。

2. 相關市場與市場力量界定問題
(1)參與者分布情形直接影響市場判斷

在限制競爭行為規範討論及適用上，首要步驟便是「特定市場」（relevant 
market）之界定。必須先就事業提供或需求的商品或服務之相關市場予以界定，進而
再評估為該限制競爭行為事業在該相關市場之市場力量，以及其行為是否足以對相關

市場之競爭產生減損、阻礙或排擠之效果
45
。

市場範疇的認定，除須考量對特定產品或服務的需求與供給之替代性，亦即所謂

40 European Parliamentary, supra note 2, at 44-47.
41 OECD, supra note 28, at 4.
42 Aaron Wright & Primavera De Filippi, “Decentralized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Lex Cryptographia,” https://ssrn.com/abstract=2580664,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30.

43 Dion Blummont, Blocking the future? The regulation of distributed ledgers,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Legal Research Paper, 36 (2016).

44 OECD, supra note 28, at 4-5.
45 廖義男，「相關市場界定之論證要求－從行政法院相關裁判觀察」，法令月刊，
第67卷第1期，1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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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因素
46
，一般而言係透過「特定產品市場」（relevant product market）與「特定

地理市場」（relevant geographic market）兩項指標進行判斷。
a.產品市場

產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用途、特性及價格等條件上，具有高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

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圍。其判斷原則就產品之功能、用途、特性、使用目的、便

利性等因素及價格條件，予以綜合判斷
47
。

就區塊鏈技術而論，此一問題直接所涉及該等技術的實務應用領域與具體應用型

態。特別是區塊鏈性質上屬於通用技術
48
，按理可得運用於各種可能的領域，一般而

言公共/非許可制區塊鏈係以通用基礎架構應用為主，而私人/許可制區塊鏈則多出於
特定目的或用途而加以設計

49
。故以產品市場界定而言，私人/許可制區塊鏈判斷上較

公共/非許可制區塊鏈明確50
。

b.地理市場
產品競爭只有在特定的地理範圍之內進行討論始有其實益，地理市場係指事業提

供產品或服務從事競爭的區域範圍，交易相對人在此區域內可得自由選擇或轉換其交

易對象
51
。由於交通運輸、地理特性甚至管理法規之限制等因素，同一個市場範圍還

可以再區分為數個不同之地理市場
52
。

針對市場界定問題，主要國家歷來無不嘗試建立貼近實務發展現況的判斷標準，

公平會亦在2015年制定「相關市場界定處理原則」，對市場界定問題進行原則性之規
範，作為實務執法之依據與準繩

53
。然網路及資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無疑地複雜化地

理市場判斷問題，公平會曾在「電子市集規範說明」中表示應留意科技發展對市場界

定之影響，必須同時考量科技的發展，並按動態且個案之狀況來加以認定
54
。

論者指出諸如大數據等基於電腦及網路所發展的商品或服務，其地理市場應可合

理推論是「全球」市場
55
。對原生於網際空間的區塊鏈來說，如同過往其他數位化商

46 公平交易委員會，前揭書，註37，38。
47 廖義男，前揭文，註45，118。
48 OECD, supra note 28, at 2.
49 Id.
50 關於區塊鏈應用層面所涉相關市場界定問題，將在第四章進一步討論。
51 廖義男，前揭文，註45，123。
52 公平交易委員會，前揭書，註37，37。
53 論者指出處理原則性質為一種行政規則，對限制競爭刪為案例涉及相關市場界定
之規範作用與影響，將視法院對之所持支持態度而定。廖義男，前揭文，註45，
116。

54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子市集之規範說明，2007年12月24日公壹字第
0960010884號令發布。

55 陳志民，前揭文，註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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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網路服務所遭遇的判斷難題，在網路無國界此一固有特性之下，其地理市場範疇

可能漫無邊際。加諸區塊鏈本身所具備的分散式架構等技術特性，在未作限制的前提

下，其節點亦可能分布全球各地，除加深受到設有域外效力（extraterritorial effect）條
款之立法如歐盟GDPR之規範風險56

，在涉及反托拉斯或不公平競爭問題時，其地理市

場範疇認定一事亦恐存在高度的不確定性
57
。

(2)參與者市場力量之衡量
公平法是以市場力量作為規範競爭行為的基本概念，諸如共謀勾串行為

（collusive）及排除行為（exclusionary）等限制競爭行為態樣，相關行為人的市場力
量成為系爭違法情事判斷上的關鍵因素。針對市場力量判定一事，常見作法係先劃定

相關市場，再計算系爭事業在相關市場的市場占有率，作為衡量事業市場力量之初步

指標。

就區塊鏈技術而言，相關市場的認定涉及區塊鏈實務應用之具體態樣，但無論是

何等應用，除前述應受規範的區塊鏈參與者之判斷課題，在去中間化之下，實務運作

上伴隨而生的另一問題，便是各該成員的市場力量之度量。當系爭區塊鏈在相關市場

上佔據主導地位，哪些參與者可得認定具優勢地位，有無可能出現所謂的「不存在壟

斷者的壟斷」（Monopoly Without a Monopolist）58
，無疑是區塊鏈涉及競爭議題時無

可迴避的重要課題
59
。

（二）分散式帳冊與資料加密演算

1. 區塊資料處於共享狀態之正反效益
(1)助益競爭調查與執法

區塊鏈可視為採取分散機制而由不同節點組成的點對點網絡架構，在沒有控制

中心概念的前提下，藉由共識協議決定寫入區塊的資料並保持同步更新，同時確保各

個節點所持有的分散式帳冊處於最新之狀態。其中，分散式帳冊所具備的透明度及可

資信賴等特質，使得主管機關較易於監控諸如「默示勾結」（tacit coordination）等情
56 Jiménez-Gómez, supra note 20, at 305.
57 Thibault Schrepel指出儘管現階段可見區塊鏈大抵使用通用語言別，然部分區塊
鏈係專注於本地市場，而其他則可能著眼全球化市場，地理市場判斷上只能按個
案進行分析，see Thibault Schrepel, “Is Blockchain the Death of Antitrust Law? The 
Blockchain Antitrust Paradox,” 3 Georgetown Law Technology Review, 281, 305 (2019).

58 Gur Huberman等人曾比較採取分散式架構的加密貨幣系統以及由特定壟斷者操
作的傳統電子支付系統，其指出最具代表性的比特幣係透過「協議」方式而非
由特定管理組織創造壟斷，並提出「不存在壟斷者的壟斷」此一概念，see Gur 
Huberman, Jacob Leshno & Ciamac C. Moallemi, Monopoly Without a Monopolist: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Bitcoin Payment System, Bank of Finland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35-36 (2017).

59 Schrepel, supra note 57, at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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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60
。

區塊資料保持公開透明，亦可得顯著加快主管機關在證據資料的蒐集速度並提高

所取得資訊之可靠性，消弭過往常見的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情形61
。

除助益競爭執法調查工作，若區塊鏈實際應用於事業之間所進行的併購活動，Michael 
Ristaniemi及Klaudia Majcher指出主管機關進行事業結合審查時，事業亦可藉由授予競
爭主管機構近用有關區塊資料之特定權限，藉以簡化結合審查流程

62
。

另一方面，在區塊鏈本身具備高度的可審計性（auditability）之下，故即使區塊
鏈實務應用上無法全然排除「反競爭行為」存在的可能性，前述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且

公告周知此一情形，或可能迫使卡特爾成員（cartel members）放棄使用區塊鏈63
。

(2)導致「反競爭」行為之可能
在區塊資料保持公開可見且未作任何限制的前提下，任何區塊鏈參與者均可輕易

地近用區塊資料。若處於共享狀態的區塊資料中涵括商品、服務之價格或成本等涉及

競爭之敏感資訊，而參與者亦涵蓋同一市場的競爭對手與潛在競爭對手，則區塊資料

共享一事便可能滋生反競爭法風險
64
。

論者指出資訊可能被利用作為反競爭之工具，特別是當同業事先將理應保密的

競爭資訊與競爭對手分享時，充分的訊息交換，反而將成為卡特爾成員間賴以進行協

商，形成價格、產業、規格標準合意，以及事後監督是否有成員悖離聯合行為協議之

利器
65
。

競爭對手在區塊鏈架構下相互合作，不無促進競爭之可能，諸如在區塊鏈架構下

制定有助於提高供應鏈效率並降低成本的行業標準
66
。但就區塊資料共享而言，論者

指出企業在區塊鏈架構下共享資訊，有無違反競爭法的關鍵因素即在於分散式帳冊上

可見資料的性質以及企業之間進行勾串的可能性
67
。

60 OECD, supra note 28, at 3.
61 Ristaniemi & Majcher, supra note 32.
62 Id.
63 Id.
64 Howard Ullman, “Potential Antitrust Issues Lurking in Blockchain Technology,” https://

blogs.orrick.com/antitrust/2018/06/20/potential-antitrust-issues-lurking-in-blockchain-
technology/,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07. Ullman同時指出對高度集中市場來說，
即便是價格之外的資料共享仍可能引發反競爭爭議。

65 陳志民，「競爭法下之『資訊不對等』問題－以『法易通』及『丹堤加盟』案為
例之分析架構」，公平交易季刊，第22卷第2期，70（2014）。

66 OECD, supra note 28, at 4.
67 Ristaniemi & Majcher, supra note 32; OECD認為如果特定領域的交易行為全數移轉
至區塊鏈，在交易資訊公開可見下，可能導致下游市場出現寡占事業(oligopolists)
心照不宣地自動地就價格等事務進行協調，OECD, supra note 28,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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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疑慮，論者如Howard Ullman等人咸認為區塊鏈設計上實有必要考慮針
對特定敏感資訊的近用進行必要限制，諸如在系統運作上資料防火牆（information 
firewalls）等權限設定機制納為考量68

。除就競爭資訊的近用進行限制外，Michael 
Ristaniemi及Klaudia Majcher另指出或可就敏感競爭資訊採取「脫鏈（off-chain）儲
存」等風險隔離作法

69
。

2. 資料加密演算衍生之問題
區塊鏈運用非對稱式加密（Asymmetric Cryptography）技術確保區塊資料的真實

與不可變性，當交易資訊集結為全新的區塊後，即透過雜湊函式添加到現有的區塊鏈

序列之中。

儘管分散式帳冊資料絕對真實與易於近用等特性，有助於提升區塊鏈的外部可見

性（visibility），在所有資料均經過加密保護，同時私有/許可制架構下可得設定用戶
的資料訪問權限時，區塊鏈仍可能出現「不透明效應」（opacity effect）情事70

。諸如

運用區塊鏈進行反競爭行為的勾結，主管機關及未參與勾結的競爭對手，事實上將難

以近用經過加密保存及設定閱覽權限的相關敏感資訊
71
。

OECD也指出在區塊資料具加密特性的前提下，已知的卡特爾案件調查方式，恐
面臨無法適用於區塊鏈所涉案件之處理，甚至包括「拂曉突襲」（dawn raids）等可資
運用於通訊軟體如WhatsApp及私人電子郵件的調查手法，亦勢將難以因應區塊鏈技術
引發之爭議

72
。

（三）共識機制與運算規則

1. 規則設計與反競爭
一般情形下「行業標準」（industry standards）有助於多數企業得以生產或共享具

可交換（interchangeable）或可協同操作（interoperable）特質的商品，從而被視為有
助於促進競爭

73
。然而行業標準的實際制定，事實上仍可能產生反競爭風險，諸如透

過行業標準建立或強化事業的市場力量；析言之，如果技術創新之目的是為了排除競

68 Ullman, supra note 64; Ryan C. Thomas & Peter Julian, “Blockchain Technology: a 
Future Antitrust Target?,” 30(2) Journal of the Antitrust, UCL and Privacy Section of the 
California Lawyers Association, 18, 35 (2020).

69 Ristaniemi & Majcher, supra note 32.
70 Thibault Schrepel, “Collusion by Blockchain and Smart Contracts,” 33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117, 150 (2019).
71 Id.
72 OECD, supra note 28, at 4. OECD同時指出在公共/非許可制區塊鏈下多數用戶係以
匿名方式參與，無疑地亦加深了調查之難度。

73 Ullman, supra note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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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對手，即有受到非議之虞
74
。

以支付系統競爭問題為例，特定支付方式一旦成為市場多數消費者所普遍採用之

系統，其因此所產生之「網路效果」（network effect），可能讓支配系統的業者有更
強的市場力來支配市場價格或決定支付系統的使用條件，或透過參與特定支付系統同

業間制定統一之交易規格，壓縮市場選擇不同支付系統的可能，增加競爭系統的競爭

成本與提高潛在競爭對手之市場參進障礙
75
。

行業標準側重於公平合理且非歧視性，是否影響競爭必須檢視所涉技術的本質

屬於開源抑或獨占、是否為進入特定市場的必經途徑、是否有其他替代選擇（Multi-
homing）可能等因素。而採取分散式治理結構的區塊鏈，其運作仰賴參與者建立
的規則並透過共識機制決定實際寫入區塊之資料。儘管特定共識機制如工作量證明

（Proof-of-Work，簡稱PoW），除具備較強運算能力的參與者可得在挖礦時具備優勢
外，任何參與者幾乎不可能在工作量證明機制下獲得優先地位，或相較於其他參與者

之不公平優勢
76
。

惟共識機制並不以工作量證明此一作法為限
77
，若區塊鏈應用上實際採行的共識

機制或所謂的共識演算法（Consensus Algorithm），其設計將導致區塊鏈的運作產生
偏頗，諸如設有因人而異的資料處理時間或存在抵制特定成員所進行之交易行為等情

形時，共識機制本身即有違反競爭法之虞
78
。

2. 聯盟鏈加深反競爭疑慮
在區塊鏈應用領域劇增的同時，聯盟鏈（Consortium Blockchain）79

所具備的效益

以及對企業產生之吸引力也日益提高，企業之間也開始探索合作發展區塊鏈解決方案

之可能
80
。儘管並非絕對，但以「企業」為基礎的私人/許可制區塊鏈海納同一市場的

74 Id.
75 陳志民，「支付系統競爭議題及規範架構之建立」，公平交易季刊，第27卷第3
期，1（2019）。

76 Thomas & Julian, supra note 68, at 22.
77 現階段除比特幣採用的工作量證明(Proof-of-Work, PoW)與以太坊採行之權益證明

(Proof-of-Stake, PoS)外，實務可見的共識協議還包括委託權益證明(Delegate Proof 
of Stake, DPoS)、拜占庭容錯演算法(Byzantine Fault Tolerance, BFT)等。

78 Ullman, supra note 64. 
79 論者如Jessica Peel將「聯盟鏈」與「公共/非許可制區塊鏈」及「私人/許可制區塊
鏈」并列為區塊鏈類型之一，本文認為聯盟鏈仍屬於私人/許可制區塊鏈，其差別
在於一般的私人/許可制區塊鏈僅有單一具控制權利的實體，而聯盟鏈則存在複數
以上具控制權利並擔任節點之實體，Jessica Peel, “The GDPR: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88 UMKC Law 
Review, 497, 508-09 (2019).

80 Peter Gratzke & David Schatsky, “Banding together for blockchain,” https://ww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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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對手與潛在競爭對手已是常見之事
81
。

OECD指出已有愈來愈多的企業攜手合作採用「聯盟模式」推動區塊鏈，此一
協作方式無疑地有助於競爭

82
。但另面而言，聯盟鏈也易於出現反競爭情形，特別是

相較於公共/非許可制區塊鏈，本質上屬於私人/許可制的聯盟鏈在參與者數量可控之
下，具備更大的資訊共享潛力以及自外部而言較低的交易可見性

83
；基此，聯盟鏈可

更輕易地實施特定的反競爭行為，尤其是Sherman Act第2條或TFEU第102條所規範之
行為

84
。

若聯盟鏈已在特定領域佔據重要地位，業已加入的事業便可能阻止競爭對手加

入或使用此一至關重要的區塊鏈
85
。事業在籌組聯盟鏈或組建後實際運作時，若刻意

就參與者的資格進行限制或存在其他限制競爭行為，即有違反反托斯法與競爭法之可

能
86
。

美國司法部曾舉食品供應鏈應用為例，複數企業共同建立採取私人/許可模式的海
鮮供應鏈區塊鏈，在區塊資料不可變性及分散式帳冊公開透明等特性下，有助於追踪

食品的產銷履歷並充分確保其質量
87
；但若複數以上相互競爭的事業同意接受特定價

格或供給數量，作為加入該區塊鏈之條件時，其即有違法之嫌，而競爭對手和消費者

恐將因此而蒙受巨大損害
88
。

deloitte.com/us/en/insights/focus/signals-for-strategists/emergence-of-blockchain-
consortia.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14.

81 OECD, supra note 28, at 3-4.
82 Id. at 3.
83 Thomas & Julian, supra note 68, at 23. 另面而言，儘管包括聯盟鏈在內的私人/許可
制區塊鏈有助於強化系統管理，但卻可能降低區塊鏈「去中心化」的特質，甚至
在可追蹤(traceability)及不可逆(irreversibility)等特性減損下，退化為單純的分散式
資料庫，see OECD, supra note 6, at 2; Catalini & Tucker, supra note 21, at 865.

84 Schrepel, supra note 57, at 306-08.
85 OECD, supra note 28, at 4.
86 Wendy Callaghan & Rajika Bhasin, “Leg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Use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Smart Contracts for Multinational Business,” 36(5) ACC Docket, 28, 33 
(2018).

87 相近實例如沃爾瑪(Walmart)與IBM合作「誠信食品計畫」(IBM Food Trust)。2018
年美國多州合計出現逾200例因食用生菜而感染大腸桿菌的確診病例，造成96人住
院治療、5人死亡，由於早期產銷履歷僅記錄生產階段，農產品進入包裝與配送流
程後便失去掌握，沃爾瑪要求所有蔬菜供應商加入IBM建立的產銷區塊鏈(誠信食
品計畫)，整合農產品生產、包裝、運輸及配送完整流程資訊，在掌握完整產銷履
歷之下，食安問題發生時即可依循相關紀錄精準回收受到影響的農產品，同時有
助於釐清責任歸屬問題。而農產品汙染問題過去平均追查時間約1週，應用區塊鏈
技術後則僅須2秒。

88 Delrahim, supra note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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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門檻設有限制，參與者亦可能會對新成員強加過往其加入時所無的條件，從

而大幅增加競爭對手加入區塊鏈的難度或成本
89
。此外，事業亦可能藉由掌握規範制

定權，迫使既有的區塊鏈參與者（競爭對手）難以負荷成本或無法符合最新的技術要

求，從而迫使其退出區塊鏈，導致近似壟斷之局面
90
。

然而阻止競爭對手加入區塊鏈是否違反公平法仍猶有變數，儘管集體抵制通常視

為核心侵權（hard-core infringements）行為，但另面而言事業並無招募競爭對手加入
聯盟鏈之義務

91
。惟有當系爭區塊鏈系統已成為事實上的標準，此時抵制其他事業加

入系爭區塊鏈之行為甫成為問題
92
。

四、區塊鏈「應用層面」引發之問題

（一）區塊鏈實務應用概況

Melanie Swan在「區塊鏈：新經濟藍圖」（Blockchain: Blueprint for a New 
Economy）一書中，曾將區塊鏈區分為3個主要發展階段，分別為：區塊鏈1.0－加
密貨幣階段

93
、區塊鏈2.0－智能契約階段94

以及區塊鏈3.0－治理應用階段95
；同時於

區塊鏈3.0階段，在各類應用發展成熟之下，將出現更多的整合應用（Coordination 
Applications）型態96

。

論者指出區塊鏈技術及加密貨幣的問世及崛起，相當程度出自於金融危機期間消

費者普遍失去對於傳統金融機構的信任
97
。多數人往往是先認識在過去數年蔚為風潮

的加密貨幣：比特幣後，才逐漸了解到區塊鏈此一在比特幣發展上居關鍵地位的技術

概念
98
；但也正因為比特幣的廣受歡迎，讓人們意識到區塊鏈的核心價值所在以及技

89 European Securities and Markets Authority (ESMA), Report on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Applied to Securities Markets, 11 (2017).

90 Id.
91 OECD, supra note 28, at 4.
92 Id. at 4.
93 Melanie Swan, Blockchain: Blueprint for a New Economy, 1st ed., O'Reilly Media, 1 

(2015).
94 Id. at 9.
95 Id. at 27.
96 Id. at 53.
97 Justin Hectus & Kristy Sambor, “Blockchain and GDPR-Frenemies?,” http://www.

lawjournalnewsletters.com/2018/07/01/blockchain-and-gdpr-frenemie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21.

98 Trevor I. Kiviat, “Beyond Bitcoin: Issues in Regulating Blockchain Transactions,” 65 
Duke Law Journal, 56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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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背後蘊含的龐大市場商機
99
。

作為通用技術（general-purpose technology）的區塊鏈，如今已廣泛應用於公、私
部門諸多領域

100
。就私部門而言，金融無疑是當前區塊鏈應用最為成熟的產業之一，

包括銀行、保險及證券等固有金融商業模式均不乏區塊鏈的應用身影
101
，其他還包括

國際貿易領域的商品溯源與貨物通關
102
、能源領域的電力市場管理

103
及醫療領域的病

歷管理與偽藥防制
104
等不勝枚舉的商業創新應用。儘管諸多行業均可窺見區塊鏈所帶

動的破壞式創新，但就影響程度而言，傳統上偏向封閉體系的行業更易於受到標榜透

明度和信任度的區塊鏈之衝擊
105
。

公部門層面的區塊鏈應用近期亦有加速之勢，以歐盟為例，歐盟執委

會（European Commission）近年持續進行歐盟區塊鏈基礎設施（blockchain 
infrastructure）推動工作，希望藉由導入區塊鏈優化公務機關所提供的服務及政策之
實施

106
。歐盟議會指出2035年時區塊鏈可望正式取代多個公領域的基礎設施，諸如稅

捐申報、電子身分管理及投票機制等，均可能改採區塊鏈技術
107
。亦有論者提出若可

將區塊鏈部署至現有的政府機構，可望在公開透明及可追溯性等特質下解決貪腐及恣

意浪費等公部門長期存在且無有效對策之弊病
108
。

99 Id.
100 OECD, supra note 6, at 2.
101 Deloitte, Deloitte's 2019 Global Blockchain Survey, 7-8 (2019); Ilija Acimovic, “How 

blockchain transforms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 https://www.fintechfutures.
com/2019/11/how-blockchain-transforms-banking-and-financial-service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0/20.

102 Daniel Kuhn, “IBM-Maersk Logistics Blockchain to Be Used by Thai Customs Agency,” 
https://www.coindesk.com/ibm-maersk-logistics-blockchain-to-be-used-by-thai-customs-
department,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0/21.

103 Nathan DiCamillo, “US Energy Department Funds Trial of Factom Blockchain to Secure 
Power Grid,” https://www.coindesk.com/us-energy-department-funds-trial-of-factom-
blockchain-to-secure-power-grid,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0/21.

104 Sam Daley, “Blockchain in Healthcare: 15 Examples Reviving the Industry,” https://
builtin.com/blockchain/blockchain-healthcare-applications-companie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0/21.

105 Fyrigou-Koulouri, supra note 2, at 1.
106 European Commission, “Study on opportunity and feasibility of a EU blockchain 

infrastructure,”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study-opportunity-
and-feasibility-eu-blockchain-infrastructur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0/22.

107 European Parliament, Global Trends to 2035 – Economy and Society, 54 (2018).
108 Julie E. Cohen, “Internet Utopianism and the Practical Inevitability of Law,” 18 Duke 

Law & Technology Review, 85, 9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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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用面下之產品市場界定問題：以加密貨幣為例

1. 臉書Libra引發之爭議
(1)Libra 1.0至Libra 2.0

臉書（Facebook）在2019年提出發行Libra幣構想，根據2019年10月發布的第一版
Libra白皮書（Libra 1.0），臉書最初的構想是基於區塊鏈技術推動全新的「全球通用
貨幣」（universal currency）並建立自身之浮動匯率制度。但Libra除須面對歷來加密
貨幣持續爭辯的法律定位問題外，其全球通用貨幣構想無疑地將直接鬆動各國央行的

鑄幣權，並打破既有國際匯兌制度
109
。

儘管臉書強調Libra的推動目的在於補充法定貨幣，而非替代法定貨幣110
，在強大

的反對聲浪下，臉書於2020年4月更新發布的第二版Libra白皮書（Libra 2.0）中，將
目標由原先的全球通用貨幣調整為「全球穩定幣」（global stablecoin）111

。根據臉書

的規劃，Libra除擬與各國法定貨幣對接外，並規劃納入各國計畫中的央行數位貨幣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簡稱CBDC）。在主要國家持續反對及合作夥伴相繼
退出

112
下，迄今Libra尚未正式發行。

(2)歐、美啟動反競爭調查
針對臉書推動Libra可能誘發的問題，主要國家關注的焦點包括了反托拉斯及不

公平競爭等適法疑慮。2019年8月歐盟執委會對Facebook Libra進行初步調查（initial 
questionnaire），突顯歐盟對於臉書Libra後續可能出現的排斥競爭對手情形之憂
慮

113
。無獨有偶，美國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House Financial Service Committee）也

在同年9月召開聽證會，針對臉書推動Libra之動機與目的提出質疑114
。

109 Lizzie R. Hobbs, “Facebook's Libra: The Social Media Giant's Pursuit of Global 
Financial Inclusion,” 24 North Carolina Banking Institute, 331, 331-32 (2020).

110 Kurt Wagner, “Facebook Says Central Banks Have Nothing to Fear From Libra,”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9-17/facebook-says-central-banks-
have-nothing-to-fear-from-libra,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30.

111 Libra Association, “White Paper v2.0,” https://libra.org/en-US/white-paper/,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30.

112 包括國際信用卡組織Visa、Mastercard、網路支付指標業者PayPal及英國電信集團
Vodafone在內、參與Libra管理機構：Libra協會(Libra Association)等原始成員，均
已公開宣布退出Libra計畫。

113 Lydia Beyoud & Aoife White, “Facebook's Libra Currency Gets European Union 
Antitrust Scrutiny,”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8-20/facebook-s-
libra-currency-gets-european-union-antitrust-scrutiny/,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24.

114 Bowdeya Tweh & Peter Rudegeair, “Facebook CEO to Testify at House Panel About 
Libra,” https://www.wsj.com/articles/facebook-ceo-to-testify-at-house-panelabout-
libra-11570638146,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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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主管機關的核心作用在於糾正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s），在歐盟執委會
進行調查時，Libra事實上仍處於倡議階段，執委會發出調查問卷之舉，無疑地是針對
「潛在的反競爭行為」（potential anti-competitive behaviors）所採取的行動，也反映
出監理機構對於高科技業者不斷增長的市場力量之高度擔憂

115
。

儘管臉書在「Libra白皮書」116
中未明文提及其區塊鏈系統屬性，但各界咸認

為Libra具備「私人/許可制區塊鏈」的基本特徵117
。論者指出Libra係以「協會」

（association）形式而非單一公司方式所成立，成員之間可能出現著眼反競爭的勾結
行為

118
；其次，Libra本身所採行的共識機制119

，亦可能引發技術層面的勾結風險
120
。

然各界對於Libra最大的疑慮當為其可能引發的「壟斷」爭議，特別是Libra與全
球社交平臺巨擘臉書之間的隸屬關係，縱使臉書擬將Libra打造為全然中立的開源平臺
並勠力淡化自身對於Libra的影響力121

，外界仍不免擔憂當Libra結合臉書龐大用戶，其
使用人數將超過全球任一國家之人口。同時在網路無國界影響之下，網路使用者或將

廣泛選擇及使用Libra，而非本國法定貨幣，從而嚴重破壞全球金融體系122
。對此，G7

國家中央銀行與財政首長即於2020年10月聯名表示除非通過適當的設計並遵循所應適
用的各項標準，充分滿足相關法規和監督要求，否則任何全球穩定幣均不應開放

123
。

2. 加密貨幣概念發展與所涉產品市場之界定
(1)封閉環境至開放環境

在「加密貨幣」一詞逐漸為世人熟悉之前，人們多以「虛擬貨幣」（virtual 
currency）或「數位貨幣」（digital currency）稱呼以電子形式存在的無實體貨幣。
2012年歐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簡稱ECB）提出的「虛擬貨幣架構報告」
115 Thibault Schrepel, “Libra: A Concentrate of "Blockchain Antitrust,” 118 Michigan Law 

Review Online, 160, 168 (2020).
116 Supra note 111.
117 ConsenSys Academy, Libra: Understanding Facebook’s Cryptocurrency, 7 (2019).
118 Schrepel, supra note 115, at 164.
119 依據Facebook公布的Libra白皮書，其所採取的共識機制為拜占庭容錯(Byzantine 

Fault Tolerant, BFT)算法。
120 Schrepel, supra note 115, at 164.
121 加入Libra協會的事業必須繳交至少1,000萬美元的會員費，事業每繳納1,000萬美元
即可獲得一票表決權，然包括臉書自身在內，個別企業在Libra協會最高只能擁有
1%的投票權重，藉以防止單一事業之壟斷。

122 David Z. Morris,“Facebook’s Libra Currency Could Threate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Here’s How,” https://fortune.com/2019/07/18/facebook-libra-cryptocurrency-
washington-hearings-financial-syste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0/30.

123 Jeff John Roberts, “G7 bankers set to block Facebook’s Libra currency,” https://fortune.
com/2020/10/12/facebook-libra-currency-g7-bankers-crypto/,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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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Currency Schemes），將虛擬貨幣區分為三大類型：
A、 封閉性虛擬貨幣（closed virtual currency schemes）：指與實體經濟幾乎無任
何連結、僅能在特定服務中所賺取之虛擬貨幣，如知名線上遊戲魔獸世界

（World of Warcraft，簡稱WoW）的魔獸幣（WoW Gold）124
。

B、 單向流通虛擬貨幣（virtual currency schemes with unidirectional flow）：得以
真實貨幣購買並設有一定的購入匯率之虛擬貨幣，持有者得使用該虛擬貨幣

交換特定的虛擬商品或服務，諸如臉書早期所發行的Facebook Credits（FB
幣）與遊戲公司任天堂發行之Nintendo Points，均可劃歸此類虛擬貨幣125

。

C、 雙向流通虛擬貨幣（virtual currency schemes with bidirectional flow）：性質開
始接近通常貨幣，持有者可得以虛擬貨幣購買眾多實體商品或服務，並具有

買賣匯率，如比特幣、萊特幣（Litecoin）等126
。

2008年問世的比特幣無疑地一改人們對於虛擬貨幣的認識，並開始真正的與現實
世界及法定貨幣產生雙向連結。在各界肯認比特幣具備一定財產價值的前提下，除網

路使用者間相互交易比特幣，比特幣也被廣泛運用於各種線上
127
及實體

128
消費支付場

景，甚至不乏科技公司以比特幣發放員工薪資
129
。

(2)交易支付至市場投資
近年「首次貨幣發行」（Initial Coin Offering，簡稱ICO）概念的興起，更讓加密

貨幣除「支付」此一應用場景外，也開始出現以完全以「募資」作為發行目的之虛擬

貨幣。以英國金融行為監督總署（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簡稱FCA）在2019年所

124 European Central Bank, Virtual Currency Schemes, 13 (2012).
125 Id. at 14.
126 Id.
127 包括Dell、Overstock.com及raddit等知名網路平臺均曾公開表示接受比特幣支
付，see Jonathan Marino, “Dell Is Now the Biggest Company to Accept Bitcoin 
Internationally,”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dell-becomes-biggest-company-to-
accept-bitcoin-internationally-2015-2,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19.

128 從奢侈品店家(如Reeds Jewelers)到一般餐飲(如Ducatus Cafe)，均不乏接受比特幣
支付之例，see Lauren Ohnesorge, “Why Wilmington-based Reeds Jewelers accepts 
Bitcoin,” https://www.bizjournals.com/triangle/blog/techflash/2014/08/why-wilmington-
based-reeds-jewelers-accepts.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19; Jessica Lin, “A Café 
Opened in Singapore That Accepts Bitcoin Instead of Cash and Has A Cryptocurrency 
ATM for People Running Low,”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cashless-bitcoin-cafe-
singapore-2017-12,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19.

129 包括日本網路業者GMO及新加坡新創公司TenX均讓員工可得選擇一定比例的薪
資以比特幣支付，see Laignee Barron, “Are Bitcoin Salaries the Future? This Japanese 
Internet Company Thinks So,” https://fortune.com/2017/12/14/gmo-bitcoin-salaries-
japa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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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的加密貨幣資產指引（Guidance on Cryptoassets）為例，其將虛擬貨幣進一步區
分為下列三者：

A、 交易型貨幣（exchange tokens）：非任何集中式機構所發行或支持，而作為
交易工具的加密貨幣，持有人無須透過傳統中介者，即可利用交易型貨幣進

行商品或服務之買賣
130
。

B、 證券型貨幣（security tokens）：完全出於投資目的之加密貨幣，具備與特定
投資工具相近的權利與義務，諸如受到法令監管之證券或債券

131
。

C、 功能型貨幣（security tokens）：綁定當前或規劃中的特定商品或服務之加密
貨幣

132
；析言之，此類虛擬貨幣係用以直接兌換特定商品或服務。

從上述英國金融行為監督總署指引分類，可知基於區塊鏈技術所發展的加密貨幣

型態以及各國之監管重點，已不以交易支付為限，更進一步及於證券投資領域。美國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簡稱SEC）
轄下的金融科技部門FinHub也在2019年發布「數位資產所涉投資契約分析框架報告」
（Framework for Investment Contract Analysis of Digital Assets），重申2017年針對「Dao
事件」所發布的調查報告中引用的Howey Test133

，並基此判斷加密貨幣是否具有證券

屬性從而應受到證券交易法規之規範
134
。

3. 影響加密貨幣產品市場判斷之可能因素
(1)交易型加密貨幣之法律定位

A、尚不具法定貨幣屬性
觀察近期主要國家對於加密貨幣所作分類，大抵如上述英國政府指引般區分

為：交易型貨幣、證券型貨幣及功能型貨幣等3種主要型態，其中證券型貨幣如
符合該國證券交易法就「有價證券」（securities）所作定義，原則上即應適用證
券交易相關法規，判斷上相形明確。

比特幣之所以一改人們對於虛擬貨幣或數位貨幣的認識，關鍵即在於其運用

區塊鏈底層的加密演算技術，使比特幣的發行總量自始即控制在2,100萬個，並運
用分散式帳本技術打造公開透明的交易環境。在成功創造「物以稀為貴」並使得

人們對比特幣趨之若鶩下，除透過挖礦（mining）此一方式原始取得比特幣，大

130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Guidance on Cryptoassets: Feedback and Final Guidance 
to CP 19/3, para. 1.9. (2019).

131 Id.
132 Id.
133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Report of Investigation Pursuant to Section 

21(a)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The DAO, 11 (2017).
134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Framework for “Investment Contract” 

Analysis of Digital Assets, 1-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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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加密貨幣交易平臺也急劇湧現，進而催生比特幣的市場價值與近似法定貨幣

之匯率機制。

當比特幣突破早期虛擬貨幣僅限於網路遊戲等封閉環境中使用或單向流通

之框架，開始進入真實世界並如同現時可見的支付工具般廣泛運用於各種民生

消費甚至薪資給付，除引發稅捐稽徵及洗錢防制等課題，勃發的交易活動讓人們

日益關注加密貨幣的「應有定位」，特別是其是否具備等同「法定貨幣」（legal 
tender）之屬性一事。

從貨幣學而言，法定貨幣除發行者是否為具備合法鑄幣權力的單位外，本身

必須具備三大特性，包括可作為交易媒介（medium of exchange）、可作為價值
計算標準（unit of account）以及具備價值儲藏特性（store of value）等三者135

。

儘管比特幣在前兩者開始趨近法定貨幣，但採取去中心化設計的比特幣在沒有任

何機構或組織介入下，自然也不存在任何擔保，其價值完全取決於市場需求，並

無任何價值儲藏可言，而主要國家也無例外地否定比特幣等加密貨幣具備法定貨

幣屬性。

B、視為虛擬商品抑或支付工具亦言人人殊
儘管各國未將加密貨幣視同法定貨幣，但並不代表否定其合法性。挪威、

中國大陸與我國均表明加密貨幣可視為「虛擬商品」，美國與澳洲等國則是以稅

法角度將加密貨幣解釋為持有人的「財產」（property）或「資產」（asset），
而日本與德國等國則是賦予交易型加密貨幣具備等同「支付工具」（payment 
mechanism）之地位136

。

就本文觀點，現階段國內將比特幣等交易型加密貨幣視為虛擬商品
137
，儘管名

為商品，但虛擬商品一詞事實上屬於不確定概念，除供給面實難明確界定其究屬商品

（如視為商品，屬於何種商品）甚或勞務外，自需求面而言似亦難以指出虛擬商品在

現實環境的可能替代產品
138
，遑論兩者之間的合理替代可能性或需求交叉彈性。

135 Gary E. Kalbaugh, “Virtual Currency, Not A Currency,” 16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Law, 26, 26-27 (2016); Carol Goforth, “The Lawyer's Cryptionary: A 
Resource for Talking to Clients About Crypto-Transactions,” 41 Campbell Law Review, 
47, 52-53 (2019).

136 Seth Litwack, “Bitcoin: Currency or Fool's Gol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Legal Classification of Bitcoin,” 29 Templ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Journal, 309, 323-24 (2015); 未廣裕亮，「仮想通貨の法的性質」，法学教室，449

号，52（2018）；金融法務研究会，仮想通貨に関する私法上・監督法上の諸問

題の検討，20-23（2019）。
137 中央銀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新聞發布第 282 號(比特幣並非貨幣接受者務請
注意風險承擔問題)，2013年12月30日。

138 2013年德拉瓦州地區法院Kickflip, Inc. v. Facebook一案中，針對社交平臺遊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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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步言之，若比特幣後續在國內可得以範疇相形明確的支付工具視之時，在相關

市場界定上，以現行可見的線上/行動支付機構而言，經濟部指出國內可區分為：金融
機構型、電子支付機構與電子票證型、零售商務型、通訊載具型與電信資服型等5種
類型

139
，比特幣等支付型加密貨幣是否為前揭各該機構所接受的支付工具，抑或將有

必要對應此一新興支付方式量身打造對應之支付機構資格規範，無疑地將左右產品市

場暨其替代產品存否與否之判斷。

(2)穩定幣應否視為獨立市場
包括比特幣在內的交易型加密貨幣之所以未被視為法定貨幣或所謂的「通用貨

幣」，除並非由官方發行外，其背後亦不存在任何擔保，完全以市場供需決定其價

值，連帶造成加密貨幣本身存在價格波動過大問題。以2020年比特幣市場行情為例，
最高價為2020年12月1日的19,493美元，最低則是同年3月17日的4,978美元140

，呈現極

大落差。

為解決價格波動過劇問題，交易型加密貨幣在近年發展出「穩定幣」概念，用戶

交易活動的進行維持去中心化，但發行方式則改採傳統中心化機制，並藉由提存特定

資產（例如美元）作為發行準備或擔保，俾利市場價格之穩定。以現階段最具代表性

的穩定幣：Tether（USDT）幣為例，採取每發行一個Tether幣即信託1美元方式作為擔
保，2020年Tether幣最高價為8月14日的1.02美元，而最低則是3月20日的0.96美元141

，

相較於價格快速變化的比特幣，Tether幣因對接美元，其價格呈現穩定狀況，性質上
也更接近人們所認知的法定貨幣。

針對臉書Libra正式發行後可能引發的競爭法問題，本文認為其在相關市場界定上
將面臨兩點爭議，其一為穩定幣應否視為獨立的產品市場，在特徵愈發趨近法定貨幣

下，後續不無與其他未有擔保的交易型加密貨幣加以區隔之可能。其二則是若限縮於

穩定幣此一範疇內進行討論，相較於Tether幣等與單一法定貨幣對接的幣別，以全球
穩定幣為目標的臉書Libra，無論是在產品市場抑或地理市場認定上，將受到其所實際
對接的貨幣種類（國家）之影響。另面而言，臉書Libra能否如數納入所有的法定貨幣
也受到廣泛質疑，特別是實際封殺臉書或對網路採取嚴格管制立場的國家

142
，幾無對

涉虛擬貨幣的相關市場界定問題，即論及如擬參與社交平臺遊戲並於遊戲中獲
利的唯一方式便是使用系爭虛擬貨幣，沒有替代物品可言，see Kickflip, Inc. v. 
Facebook, Inc., 999 F. Supp. 2d 677, 687 (D. Del. 2013).

139 經濟部技術處，2020臺灣產業地圖，初版，經濟部技術處，12-13（2020）。
140 CoinMarketCap, “Bitcoin Charts (Dec. 3, 2020),” https://coinmarketcap.com/currencies/

bitcoi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2/03.
141 CoinMarketCap, “Tether Charts (Dec. 3, 2020),” https://coinmarketcap.com/currencies/

tether/,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2/03.
142 北韓、伊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塔吉克(Tajikistan)、索羅門群島(Solo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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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其法定貨幣之可能。

(3)使用型加密貨幣性質與臺灣特色
論者指出加密貨幣廣義而言，係概念和技術的集結，並從而構成數位貨幣生態體

系之基礎
143
。當加密貨幣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除開端的交易型加密貨幣及出於募

資目的衍生之證券型加密貨幣，事業也開始思考能否藉由發行加密貨幣提升商品或服

務對於用戶的黏著度，進而催生專用以兌換特定商品或服務的「使用型加密貨幣」。

使用型加密貨幣最大特色即在於自始綁定特定商品或服務，若屬於有償發行，則

其性質可視為實務上泛稱的「禮券」。然現階段禮券在主要國家的定位與管理機制未

臻一致，有著眼禮券發行與流通制定專法進行規範者
144
，而未有專法的國家中，有視

為一般商品納入消費者保護法，亦有視為交易工具而納入金融支付立法者
145
。

觀察國內現況，禮券事實上亦有定位未明狀況。禮券最早可溯及「國家總動員

法」及依該法發布的「商品禮券發售管理辦法」，視為支付工具並由財政部擔任主管

機關。然在國家總動員法及管理辦法廢止後，禮券即欠缺明文管理規範，為保護禮券

持有人權益，行政院遂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規定分由各部會就其主管的商品/服務
制定相關「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146
。

禮券的表現形式並不以紙本為限
147
，有償發行的使用型加密貨幣無疑地可視為

一種「電子禮券」。但對視為支付工具的禮券而言，與其他支付工具事實上有著顯著

Islands)等國均封鎖臉書；而越南、埃及、敘利亞、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
拉、模里西斯等國家也曾短暫封鎖過臉書或就臉書境內使用行為設下不一限制，
see TechGenyz, “Countries Where Facebook Gets Blocked and Why,” https://www.
techgenyz.com/2020/01/22/countries-where-facebook-gets-blocked-and-why/,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29.

143 Haney, supra note 35, at 143.
144 禮券專法以加拿大(各省)為代表，包括New Brunswick、Prince Edward Island等均訂
有「禮券法」(Gift Cards Act)。

145 前者代表國家如澳洲，其於2011年生效的消費者法(Australian Consumer Law, ACL)
中納入禮券對應規範；後者代表國家首推日本，日本甚早便將禮券定位為預付
式票證並納入1989年制定的預付式票證規制法(前払式証票の規制等に関する法

律)，其後進一步併入2010年所通過的資金結算法(資金決済法)。
146 由於各部會僅就自身所轄商品/服務制定對應規範，包括零售業商品、餐飲業商
品及電信商品在內，累計達18部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為解決
各部會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內容紊亂情形，經行政院協調，已
由經濟部在2020年4月統一制定「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並會銜其他相關部會共同發布，原有規定均宣告廢止。

147 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前言即言明「禮券，指發行人發
行一定金額之憑證、磁條卡、晶片卡或其他類似性質之證券」，並不以紙本形式
為限。



第 2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12

差異，蓋無論是基於銀行法制定、於2015年廢止的銀行發行現金儲值卡許可及管理辦
法，抑或近年陸續實施的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及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前揭相關

立法下所發行的支付工具，係所謂的「多用途支付」工具，然而禮券本身則屬於「單

用途支付」工具，在未觸及「跨業」此一基線上，禮券發行者無須為受前揭金融法規

規範的相關金融服務業者，只須符合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無論事業所

處行業別為何，均可對外發行禮券（使用型加密貨幣）。

就本文研究，全球僅有臺灣將支付工具概分為「單用途支付」與「多用途支

付」，兩者應視為同一市場抑或分別而論，將是使用型加密貨幣引發爭議首須確定的

問題。在規範密度差異甚大之下，本文認為宜界定為不同市場；惟縱僅就禮券討論，

亦將因其所綁定的商品或服務之不同，而有評估進一步細分為不同市場的可能性。面

對不斷推陳出新的加密貨幣，如同使用型貨幣般，在市場問題處理上除參酌國際應用

情形外，亦應充分掌握國內與其他國家存在差異之處，方得為妥適判斷。

（三）區塊鏈「應用層面」之產品市場判斷建議

1. 根據應用發展階段進行判斷
論者指出按反托拉斯傳統之市場界定模式，係基於古典競爭概念，即廠商大部

分銷售無差異化的產品且僅在價格與品質上競爭；若市場界定上所仰賴的競爭假設係

靜態的且預先假定僅在價格與品質競爭之同質商品，將導致反托拉斯的市場界定變得

太過僵化
148
。特別是對時下的數位經濟來說，在免費經濟（Freeconomics）概念大行

其道下，如何界定所謂的「無價格市場」（zero-price markets）的市場範疇，著實不
易

149
。

Thibault Schrepel於探討區塊鏈所涉市場力量問題時，表示可觀察運行於區塊鏈上
的應用程式所表徵之商品或服務，並指出區塊鏈1.0、區塊鏈2.0及區塊鏈3.0在內的不
同區塊鏈型態（type of blockchain），將成為市場界定上的核心150

。本文認同以區塊鏈

應用型態作為相關市場（產品市場）的界定標準，蓋其優點為能結合當前實務具體應

用，避免市場認定過於空泛或抽象化。然論者所舉區塊鏈1.0、區塊鏈2.0及區塊鏈3.0
將成為判斷核心，則恐有引發誤解之虞。

就區塊鏈1.0（加密貨幣）而言，自前述討論已知當前的加密貨幣應用領域，實已
遠越概念濫觴比特幣問世之初的交易支付，涵蓋出於募資及表徵商品/服務等不同目的
之其他加密貨幣型態，Schrepel針對臉書Libra爭議曾指出歐、美反托拉斯監管機關所

148 顏雅倫，「市場界定、市場力量與智慧財產權授權－我國執法趨勢與挑戰」，月
旦法學雜誌，第279期，168（2018）。

149 John M. Newman, “Antitrust in Zero-Price Markets: Foundations,” 164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49, 159-60 (2015).

150 Schrepel, supra note 57, at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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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的調查舉措，或為阻止在「加密貨幣」領域引入新的競爭
151
，若僅採納區塊鏈1.0

此一概念而未進一步探究應用上之細部差異，實易於將整體加密貨幣視為單一市場。

其次，區塊鏈2.0階段側重智能契約應用，智能契約非真正的契約，而是指得用
以實現契約義務或所設條件的「程式（program）或電腦協議（protocol）」，在無須
第三方介入的情況下自動完成可得追蹤且無法顛覆之可信交易

152
。就智能契約性質而

言，屬於共通性概念而可得運用於不同領域
153
，故實務操作上亦不宜將智能契約逕界

定為相關市場，仍須進一步檢視智能契約所附麗的實際區塊鏈應用態樣。

2. 根據區塊鏈分層結構（應用層）進行判斷
區塊鏈本身並非單一技術，而是一系列技術的集結並在分層架構中將不同技術及

治理結構適當地加以結合及操作，一般來說區塊鏈包括Layer 1及Layer 2兩大構面，
前面屬於「底層技術」層，另可稱作「根區塊鏈」（root blockchain）；而Layer 2則
是「應用拓展」層，實務上亦有稱作「軟體層」（soft layer）者。若進一步細分，則
Layer 1可再區分為數據層、網路層、共識層及獎勵層等四者，而Layer 2則包括「應用
層」以及基於以太坊應用甫逐漸受到重視的「契約層」兩者

154
。

無論實務應用發展進程為何，均是在前揭分層架構下展開，故本文認為在涉及競

爭法爭議時，針對相關市場判斷問題，特別是產品市場之具體認定，可自上述區塊鏈

分層結構進行觀察，揆諸個案情況優先掌握Layer 2「應用層」的具體應用態樣，再進
而觀察相關應用有無採用智能契約以及底層技術設計上的差異，是否對系爭應用型態

的供需情形及供需替代性產生影響。

另兩點實務發展趨勢亦殊值留意：

A、 區塊鏈通常採取開源（open source）形式155
，在系統運作所需的程式碼處於

公開狀況下，開發人員可輕易地將基於區塊鏈所發展的應用與區塊鏈以外的

151 Schrepel, supra note 115, at 168-69.
152 Arizona HB 2417 14A (2017). Zachary L. Catanzaroa & Robert Kaina, “The Revolution 

Will Be Memorialized: Selected Blockchain-based Smart Contract Use Cases,” 94-OCT 
Florida Bar Journal, 52 (2020).

153 儘管智能契約可得廣泛應用於各個領域，論者指出就當前應用現況，成功建構智
能契約生態系(smart contracts ecosystem)的行業通常具有下列基本特徵：1、存在關
鍵交易活動的固有監管標準與基本規則，俾利作為智能契約之觸發基礎；2、交易
過程冗長繁複；3、為數眾多的利害關係人，see Scott A. McKinney, Rachel Landy 
& Rachel Wilka, “Smart Contracts, Blockchain, and the Next Frontier of Transactional 
Law,” 13 Washington Journal of Law, Technology & Arts, 313, 336-37 (2018).

154 分層結構、用語與具體內涵可能因討論者觀點的不同而產生差異，Farabi Shayor, 
Proof of Authenticity: Facts About Blockchain, 1st ed., Independently published, 49 
(2020).

155 Haney, supra note 35, at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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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相互連結，諸如Ripple幣開發團隊建構的區塊鏈平臺，除加密貨幣發行
外，還納入與銀行相近的實時全額支付結算系統（R e a l - t i m e  G r o s s 
Settlement），無形中擴大產品市場範疇與替代性產品存在的可能性156

。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B、 區塊鏈技術深富發展潛力已廣為人知，但並非所有事業均具備區塊鏈專業
知識與實用能力，也催生「區塊鏈即服務」（Blockchain as a Service，簡稱
BaaS）此一商業解決方案。BaaS係允許事業在服務供應商所開發的區塊鏈
基礎設施上構建及操作自身的區塊鏈實際應用，其與雲端運算的「軟體即服

務」（Software as a service，簡稱SaaS）極為相似，故經營雲端運算有成的
公司如Amazon、IBM及Microsoft等，幾無例外地投入並對外提供BaaS。析
言之，事業係以Layer 1的相關底層技術及Layer 2的契約層作為服務內容，就
BaaS而言，本身即屬於獨立的產品概念。

156 Ioannis Lianos, Blockchain Competition – Gai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Digital 
Economy: Competition Law Implications, CLES Research Paper Series 4/2018, 8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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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後續發展關鍵議題

（一）市場力量之判定

1. 相關判斷理論分析
區塊鏈參與者在相關市場所具有的市場力量將決定其所負責任之範圍， Schrepel

曾指出6款可得用以判斷區塊鏈市場力量（支配地位）的責任理論，分析如下：
(1)個別區塊鏈均視為具市場支配地位

此說係假定個別區塊鏈均具備市場支配地位，因此每一個區塊鏈（分散式帳冊）

應用均將獨立構成相關市場。在此之下，個別區塊鏈下的所有參與者均將視為具市場

支配地位之事業，並共同承擔反托拉斯法責任
157
。

然Schrepel自承此說係建立於假設之上，就邏輯而言不可能所有的區塊鏈均具有
市場支配地位，同時若參與者一經加入即必須共同承擔反托拉斯法責任，亦可能大幅

減損其參與及使用區塊鏈之意願
158
。

(2)根據「用戶量」認定區塊鏈之市場支配地位
此說係根據用戶量認定個別區塊鏈是否具市場支配地位，無論區塊鏈系統上之實

際應用為何，概以擁有最多用戶的區塊鏈，視為具市場支配地位之區塊鏈
159
。然蓋以

用戶量進行判斷，除用戶是否全數屬於事業存在疑問外，亦將面臨全體用戶可否認定

屬於集體市場支配地位之爭論
160
；析言之，所有用戶在區塊鏈使用上必須出於相同的

行動方針，就區塊鏈運作實務而言，顯係不可能之事
161
。

在本文觀點中，擁有最多用戶是否即代表最強大的市場支配地位，兩者並不必然

具備正向連結，同時其亦未充分考量市場上的可替代性；再者，區塊鏈架構下的相關

參與者，亦不以「用戶」此一角色為限，故單純以用戶數量的多寡作為判斷基準，實

有不妥。

(3)根據「交易筆數」認定區塊鏈之市場支配地位
此說係根據實際寫入區塊並作成紀錄的「交易筆數」，或交易筆數所反映的「收

益」或實際產製「區塊數量」作為判斷基準
162
。然此說亦存在論理上的缺陷，單純以

交易筆數的多寡認定具市場支配地位之區塊鏈，則對交易筆數最多的區塊鏈對言，是

否代表將由參與交易活動的所有用戶集體承擔反托拉斯法責任，恐難脫與前述各說相

157 Schrepel, supra note 57, at 302.
158 Id. at 302-03.
159 Id. at 303.
160 Id.
161 Id.
16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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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爭論，同時其亦未充分考慮市場可替代性因素，並非合適的判斷標準
163
。

(4)依據「用戶市場力量」認定區塊鏈之市場支配地位
此說係評估個別用戶自身的市場力量，若用戶在特定市場上扮演關鍵角色，即可

認定其所參與的區塊鏈具備市場支配地位。析言之，此說側重於個別用戶與外部市場

（external markets）的連結，而不必然與區塊鏈技術有關164
。

由於此一標準是依據個別用戶的狀況進行判斷，可避免強令所有用戶集體承擔

反托拉斯法責任伴隨而生的寒蟬效益，從而有助於保障絕大多數用戶之利益，並激勵

具市場支配地位的區塊鏈參與者，致力於防止在區塊鏈環境下可能出現的反競爭行

為
165
。然而依據個別用戶的市場力量進行判斷，無疑地將複雜化市場力量判斷一事，

連帶肇致相關法律之適用存在高度的不確定性。

(5)依據「治理模式」認定區塊鏈之市場支配地位
此說係根據區塊鏈所採行的治理模式，亦即基於其究為「公共/非許可制區塊鏈」

或「私人/許可制區塊鏈」進行判斷，並將公共區塊鏈及私人區塊鏈視為相互獨立之相
關市場

166
。

在本文觀點中，此說亦存在明顯的論理缺陷，蓋無論是公共/非許可制抑或私人/
許可制，事實上僅單純反映區塊鏈運作上所採行的治理結構，其與區塊鏈的實際應用

領域並無直接對應關係。就區塊鏈應用而言，其可得為公共區塊鏈，亦可得為私人區

塊鏈，關鍵在於選擇何者最能發揮區塊鏈技術所具備之效益，析言之，公共/非許可制
與私人/許可制區塊鏈兩者得於特定相關市場中併存，而非絕對分立之概念。
(6)依據「應用程式型態」認定區塊鏈之市場支配地位

此說係根據區塊鏈分層結構中實際建構於應用層（application layer）的「應用程
式型態」（type of applications）判斷區塊鏈的市場支配地位167

。換言之，此說係先觀

察運行於區塊鏈上的應用程式所表徵之具體商品或服務後，再進一步比較其他潛在的

非數位化替代方案（non-digital alternatives），除較具操作可行性外，亦可解決前述各
說普遍面臨的難以適用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等問題

168
。

針對可劃歸同一應用程序類別的區塊鏈，其相互間的市場力量之具體評估方式，

包括應否具體考量諸如用戶數量、實際完成的交易筆數抑或已成立之區塊數量等因

素，Schrepel指出現階段仍猶有變數169
。此外，針對特定應用程序所發展的市場力量

163 Id.
164 Id.
165 Id.
166 Id. at 303-04.
167 Id. at 304.
168 Id.
169 Id. at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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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作法，亦無法如數套用所有區塊鏈平臺
170
。

2. 本文觀點
(1)Layer 1及Layer 2契約層將是觀察指標

當區塊鏈應用涉及競爭法爭議，本文主張相關市場界定應自區塊鏈分層結構進行

觀察，檢視其Layer 2「應用層」之實際應用領域與具體態樣；而在市場認定具體判斷
上，包括有無採用智能契約以及Layer 1各個底層技術層的實際操作情形，均將成為市
場力量判斷上的可能因素。基此，除Schrepel提及的用戶數量、交易筆數與區塊數量
外，本文認為系爭區塊鏈所採行的治理結構、獎勵機制與算力等事項，亦是揆諸個案

情形判定相關市場暨市場力量時不應忽視的重要因素。

(2)獎勵機制與算力之特殊性
A、算力可能左右區塊鏈的效率與競爭力

去中心化是區塊鏈最重要的特徵之一，特別是完全由參與者共同維護與運作

的公共/非許可制區塊鏈，為鼓勵參與者投入交易活動的驗證工作，加速交易之完
成，發展出所謂的「獎勵機制」（incentive system）並衍生礦工此一角色。蓋比
特幣的原始取得除了「挖礦」外，礦工亦可因協助進行交易資料的驗證工作而獲

得特定比特幣作為獎勵。

交易活動的驗證需求，除創造所謂的代幣效應（The Token Effect）171
外，也

讓事業開始競逐一般人無法直接感知的算力（amount of computing）。從專業礦
機

172
到礦池模式，相較於個別使用者單打獨鬥，礦池可集結眾人的算力以增加獲

取加密貨幣或其他表徵成果的代幣之機率，再依據設定的分潤模式分發予各該參

與者
173
。特定參與者所代表的算力，也逐步成為左右區塊鏈運作的重要因素。

B、United Am. Corp. v. Bitmain, Inc., et. al案之觀察
近年活躍於加密貨幣挖礦行業的美國公司United American Corp.，於2018年

170 Id.
171 論者指出就網路效應而言，用戶數量與商品或服務的效用之間，存在著真正的聯
繫，但就發生於區塊鏈上的代幣效應而言，參與者加入區塊鏈的動機則未必與區
塊鏈對外表徵的商品或服務之效用存在連結。以礦工而言，其主要目的係透過獎
勵機制取得代幣(如加密貨幣)，當代幣的價值愈低時，參與者早期投入的意願可能
愈高，see  Schrepel, supra  note 57, at 298-299.

172 在人們對比特幣還未完全了解時，多數人都是利用一般家用電腦進行挖礦，隨
著愈來愈多人投入挖礦，挖礦也從最初的CPU挖礦，逐步出現GPU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挖礦及ASIC (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挖礦，後者亦即
所謂的專業礦機。

173 現階段國際前三大礦池業者分別為：Poolin、F2Pool及BTC.com，而較常見的分潤
模式則包括：PPLNS (Pay Per Last N Shares)模式、PPS (Pay Per Share)模式及FPPS 
(Full Pay Per Shares)模式等不一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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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向美國佛羅里達州南部地區法院提起訴訟174
，指控Bitcoin.com、Bitmain及

Kraken等多家企業，於2018年11月主流加密貨幣之一：比特現金（Bitcoin Cash; 
BCH）因開發團隊理念不同分叉為Bitcoin ABC與新鏈Bitcoin SV（BSV）時，透
過控制礦工方式將原先投入於比特幣（Bitcoin; BTC）的算力，改運用於BCH，
使得Bitcoin ABC團隊的算力得以勝過BSV團隊，並藉以達到操控BCH和BSV價格
之目的

175
。

United American Corp.認為Bitcoin.com、Bitmain及Kraken等公司的行為業已
違反Sherman Act及Clayton Act，並對United American Corp.和其他 BCH利害關係
人造成損害，遂提起訴訟要求法院禁止其反競爭行為並賠償原告所受之財產損

害。

佛羅里達州南部地區法院在2020年2月4日裁定駁回United American Corp.提
起之訴訟，承審法官Chris McAliley指出United American Corp.並未能說明其在同
年1月舉行的聽證會上所提出之質疑，包括本案所涉相關市場之界定、引入來自
中國大陸的算力是否足以導致反競爭（壟斷），以及相關被告之間是否確實存在

合謀勾結情事等。但法院同時表示United American Corp.可在裁定作成後1個月內
提交訴狀之修正版本，United American Corp.於2月底已提交修正後的訴狀續行訴
訟

176
。

C、後續影響
Chelsea D. Button指出即使因為算力的差異從而導致市場價格的漲跌，但在

BCH硬分叉後，BCH及BSV各有擁有者並使得雙方均得以倖存，其結果係增加了
競爭與加密貨幣之多樣性

177
。

然不可否認的，產品差異性（諸如安全性，容量，速度和匿名性）等可能會

保護占主導地位的加密貨幣
178
。要真正善用區塊鏈，需要大量的計算能力和技術

專業，隨著人們對於運算能力的需求持續增加，不具備技術能力的一般使用者對

於區塊鏈的近用將持續減少，而仰賴大量運算能力藉以運行區塊鏈一事，亦恐將

破壞區塊鏈所具備的去中心化與權力下放等重要立論基礎
179
。基此而論，去中心

174 United Am. Corp. v. Bitmain, Inc., et. al., No. 1:18-cv-25106 (S.D. Fla. Dec. 6, 2018).
175 Id. at para. 1.
176 Alison Frankel, “Case claiming antitrust manipulation of Bitcoin Cash network falls 

short, for now,”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otc-crypto-idUSKBN20030T,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28.

177 Chelsea D. Button, “The Forking Phenomenon and The Future of Cryptocurrency in the 
Law,” 19 UIC Revie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1, 22 (2019).

178 Lianos, supra  note 156, at 86.
179 Haney, supra  note 35, at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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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區塊鏈有無可能並未導致經濟的分散化，反而是讓經濟再次集中化於掌握此

一技術的少數科技業者，實值持續關注
180
。

（二）聯合行為協議/合意存否之認定
隨著區塊鏈應用領域逐步擴及各行業，事業有無可能透過區塊鏈從事聯合行為

（concerted action），成為此一新興技術受到矚目的重要競爭法課題之一。聯合行為
判斷上至為關鍵的「合意」（mutual understand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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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實務向採

實質認定觀點，除契約、協議等具拘束當事人法律效益之合意外，其他方式的意思聯

絡，不論有無法律拘束力，若「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或一致性行為者亦屬之
182
。

就處於公開狀態的區塊資料甚或區塊鏈運作上不可或缺的共識規則而言，有無可能變

相成為事業之間從事聯合行為時用以達成合意或協議的工具，備受關注。

由於私人區塊鏈在成員加入及區塊資料近用上均可能設有限制，若區塊鏈既有參

與者（事業）具備從事競爭所不可或缺的市場力量或其他類似條件，便有將競爭對手

排除於系爭區塊鏈之外，或運用分散式帳冊上的資訊達到拒絕交易或分配市場目的之

可能
183
。相形之下，採取開放立場的公共區塊鏈有無出現前揭情形的可能，則啟人疑

竇。對此，論者指出應就兩個層面進行觀察：其一為公共區塊鏈是否屬於事業用以達

成協議或合意之可用媒介；其二則是可否根據事業透過公共區塊鏈所交換的訊息，認

定事業之間存在違法協議或合意
184
。

1. 區塊鏈可否視為事業達成協議/合意之媒介
區塊鏈有無可能視為事業之間達成協議的媒介（medium），以美國法為例，

Sherman Act並未就「協議」（agreement）進行定義，司法實務判決則表明協議不必
為正式的書面文件

185
。根據美國最高法院見解，只消滿足「業已排除採取獨立行動之

可能」（the possibility of independent action is excluded）及「有意識地從事共同計畫」
（had a conscious commitment to a common scheme）兩項要件時，即可認定事業之間業

180 Id. at 156.
181 公平法第14條第3項規定。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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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019）。

183 Schrepel, supra note 70, at 133-34.
184 Id. at 128-29.
185 George A. Hay, “The Meaning of “Agreement” Under the Sherman Act: Thoughts from 

the “Facilitating Practices” Experience,” 16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13, 
127-28 (2000);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Guidance for Human Resources 
Professionals, 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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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達成協議
186
。論者指出參與者「同意創建與實際使用區塊鏈」，理論上而言應可視

為滿足前兩項要求
187
。

另一方面，針對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簡稱TFEU）第101條第1項前段所規範之足以妨害競爭之「事業間協議、事業
團體決議與一致性行為」，論者指出在公共區塊鏈場景下，複數事業創建區塊鏈或

共享區塊資料一事，應可得視為前揭條文所稱之協議
188
；而當事業團體出於反競爭目

的創建區塊鏈，或為協調所有成員行動而共享區塊資料時，按理亦可得視為事業團體

決議
189
。較有疑問者為一致性行為，根據歐洲法院見解一致性行為係指「企業之間所

從事的協調活動，尚未達到協議合致階段，然有意識地使事業之間的實際合作取代

競爭風險」
190
；法院在Tate & Lyle plc, British Sugar plc and Napier Brown & Co. Ltd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一案中進一步指出即使是單方面披露與市場有
關的訊息，亦可能構成一致性行為

191
。由於區塊資料共享是公共區塊鏈不可或缺之一

環，只要系爭資料內容彰顯反競爭的對象或效果，則資料共享性質上應可視為上述的

一致性行為
192
。

2. 區塊資料保持可見之影響
公開資訊（public information）交換一事在美國通常而言不視為違反競爭規則之

行為，聯邦最高法院曾指出涉及資訊交換的協議應根據理性規則進行評估，並重置實

質導致反競爭之證據
193
，當資料處於公開狀態時，競爭對手之間因資料交換從而產生

的風險事實上極低
194
。

歐盟在「橫向合作協議指南」（Guidel ines  on  Hor izonta l  Co-opera t ion 
Agreements）中表明一般情況下「真正的公開訊息」（genuinely public information）
之交換不太可能構成TFEU第101條規定之違反195

。而所謂的真正的公開訊息，則是指

就近用成本（costs of access）而言，所有競爭對手與客戶均可平等地獲取之訊息；為

186 Monsanto v. Spray-Rite Serv. Corp., 465 U.S. 752, 768 (1984).
187 Schrepel, supra note 70, at 129.
188 Id. at 130.
189 Id.
190 Case 48/69, 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Ltd. v. Comm'n, 1972 E.C.R. 619, at para. 64.
191 Joined Cases T-202/98, T-204/98 and T-207/98 Tate & Lyle, British Sugar plc and Napier 

Brown plc v. Commission [2001] ECR II-2035, para. 35 & 54.
192 Schrepel, supra note 70, at 130-3.
193 United States v. U.S. Gypsum Co., 438 U.S. 422, 438 (1978).
194 Spencer W. Waller, “Trade Associations,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Cartels,” 30 Loyola 

Consumer Law Review, 203, 206-07 (2018).
195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COM (2011) C 11/1, para.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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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使訊息真正公開，對於不屬於交換系統的客戶和事業而言，獲取訊息的成本不應比

交換訊息的事業為高
196
。

美、歐實務運作上均曾指出惟有訊息本身指涉未來的價格或策略時，甫受到非

議
197
，故有充分理由認定事業在區塊鏈上分享現時的價格資訊，應無違法之虞

198
。除

非負有舉證責任的原告可得證明特定資訊交換在相關市場導致實質性的反競爭效果，

否則單純創建及參與公共區塊鏈一事，不應視為違反競爭法之舉
199
。

3. 智能契約及演算法是否助長勾結亦值關注
對存在較高反競爭風險的聯盟鏈來說，參與者之間實施卡特爾協議（cartel 

agreement）的方式大抵有二：其一為運用傳統作法，亦即透過「離線」（off-line）
方式進行討論並達成協議，區塊鏈僅扮演敏感競爭資訊共享角色

200
；其二則是善用區

塊鏈技術，除共享資訊外，透過程式碼將其卡特爾協議編寫為智能契約，並運用智能

契約驅動反競爭行為
201
。惟持懷疑論者（sceptics）認為缺乏實際交流的前提下，如

欲實現真正的勾結，不僅是對人類，對於最為聰明的AI程式而言都將是極為艱鉅之任
務

202
。

儘管透過區塊鏈及智能契約進行勾結現時實有相當難度，論者指出在技術持續發

展下仍有發展檢測機制之必要
203
。另有論者指出就現時而言，預測區塊鏈將在跨行業

廣泛採用後成為事業用以實現反競爭目的之工具，或許尚為時過早。然隨著區塊鏈技

術日益成熟及嶄新應用型態持續問世下，如何未雨綢繆，避免或降低區塊鏈實務推動

上可能衍生的反競爭風險，仍有其實益與必要性
204
。

196 Id.
197 Am. Column & Lumber Co. v. United States, 257 U.S. 377, 399 (1921); Cimenteries 

CBR v. Comm'n, 2000 E.C.R. at para. 1531;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COM (2011) C 11/1, para. 74.

198 Schrepel, supra note 70, at 133.
199 Id.; Jones Day, Blockchains and Antitrust: New Technology, Same Old Risks?, 3 (2018).
200 Ai Deng, “Smart Contracts and Blockchains: Steroid for Collusion?,” 28(1) Journal of 

the Antitrust, UCL and Privacy Section of the California Lawyers Association, 101, 104 
(2018).

201 Id.
202 Giacomo Calzolari et 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ic pricing, and collusion,”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02/artificial-intelligence-algorithmic-pricing-and-
collusio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1/22.

203 Schrepel, supra note 70, at 164.
204 Thomas & Julian, supra note 68, at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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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新興資通訊技術的問世總不斷更新人們對於當前所處環境之認識，當區塊鏈逐漸

為你我熟悉並開始滲透各個層面的同時，也引發了諸多過往未曾想見的問題。其中，

區塊鏈技術在競爭法上之定位與爭議判斷，無疑即是探究區塊鏈此一技術層面的新興

「共通性技術」，於遭遇事業競爭此一應用層面的「共通性議題」時，究應如何適用

現有法規並評估規範有無進行必要調適與解釋之課題。

區塊鏈技術事實上並非單一技術概念，而是一系列技術的集結並在分層架構中將

不同技術及治理結構適當地加以結合及操作。作為通用技術的區塊鏈，就其本質而言

並無法單純以「促進競爭」抑或「反競爭」視之；然無論區塊鏈所涉應用領域與具體

應用型態為何，區塊鏈在技術層面展現的若干特質，無疑地直接影響反托拉斯或不公

平競爭問題之判斷。

採取「去中心化」設計的區塊鏈，在未作任何限制的前提下，任何人均得輕易地

加入區塊鏈並近用區塊資料，除相關參與者是否均屬競爭法所規範的「事業」存有疑

問，在區塊鏈參與者角色多元下，應由誰實際承擔相關違法責任亦言人人殊；其次，

原生於網路環境的區塊鏈，其節點亦可能分散全球並直接造成相關市場暨市場力量判

斷的複雜化。

區塊資料經過加密演算展現的絕對真實與不可變性，以及分散式帳冊技術打造

的資料公開透明環境，無疑是區塊鏈受到人們追捧的主因。區塊資料處於公開狀態正

面視之有助於競爭調查與執法，但若包括敏感競爭資訊，亦不無導致反競爭行為之可

能，關鍵即在於分散式帳冊上可見資料的性質以及有無採納必要防弊機制設計。資料

加密演算特質亦帶來正反效益，除「不透明效應」衍生弊端，亦可能造成當前已知及

可用的執法調查方式，無法適用於區塊鏈所涉案件之處理。另區塊鏈應用上實際採行

的運作規則與共識機制，運作上亦潛藏偏頗之虞，特別是近期廣受事業歡迎的聯盟鏈

模式，在封閉環境下相形易於實施反競爭舉措。

另從應用面而論，自區塊鏈1.0、區塊鏈2.0乃至於區塊鏈3.0，在區塊鏈技術不斷
拓展其應用領域之際，實有必要審慎應對伴隨而生的相關市場界定暨市場力量判斷問

題。諸如作為濫觴的加密貨幣，已不以最初的交易支付為限，進一步衍生證券型及使

用型等不同加密貨幣型態。交易型加密貨幣本身亦因對接法定貨幣或提供其他形式擔

保而出現「穩定幣」此一嶄新概念，而以全球穩定幣為目標的臉書Libra更引發主要國
家對其進行競爭調查。然在加密貨幣所涉相關市場問題處理上，除參酌國際應用與討

論情形，亦應充分掌握國內與其他國家存在差異之處，方得為妥適判斷。

本文認為在涉及競爭法爭議時，針對相關市場（產品市場）判斷問題，宜就區塊

鏈分層結構進行分析，揆諸個案情況梳理Layer 2中「應用層」的具體應用態樣，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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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觀察「契約層」及Layer 1各個底層技術層之設計與實際操作，甫得合理探究系爭區
塊鏈應用型態的供需情形以及是否存在替代性產品。其次在針對市場力量的判斷，在

現時國際尚無明確標準下，除用戶數量、交易筆數與區塊數量，系爭區塊鏈應用的治

理結構、獎勵機制與算力等亦將是重要判斷因素。

去中心化的區塊鏈被視為有助於促進經濟交易權力下放，其係將鬆動競爭法的規

範立論基礎抑或可得與競爭法相輔相成，現時仍未有明確答案。此外，區塊鏈相關技

術特質是否將創造過往未曾想見的反競爭態樣，諸如去中心化架構下的「不存在壟斷

者的壟斷」現象與獎勵機制帶動的「算力競賽」等，均是區塊鏈後續發展與應用上所

應持續關注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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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lockchain technology has the potential to revolutionize many industries, but some 
features of this hottest technology arise questions under competition related legislations. 
Viewed from a competition policy perspective blockchain might create opportunities to 
enhance competition and efficiency, but it also brings risks of anticompetitive conduct. 
The treatment of the competition law issues involved in blockchain must be analyzed both 
from the technical level and application level respectively. From the aspects of technic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found that “Decentralized design＂,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and “hashing/encrypting＂ may br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benefits when dealing 
with competition related issues. Toward the application level,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cryptocurrencies and makes the definition of "Relevant 
Market" and "Market Power"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he article compares theories of liability 
toward questions above and suggests focusing on the layered structure of the blockchain, 
in order to correctly define the product market involved in the relevant application and the 
actual market power of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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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顏雅倫（成功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在區塊鏈的發展下，首先會遇到的問題是反托拉斯法的既有規定是否能因應區塊

鏈的衝擊，反托拉斯法的基本工具，如市場界定、市場力量評估…等基本原則，仍有

其不可動搖的地位。而就區塊鏈本體而言，最大的挑戰在於區塊鏈發展極為快速，且

技術層面相當複雜，所以若要妥善進行分析，應先掌握其技術運用發展之具體情況，

在郭博士的報告之中，已有相當完整的介紹，但仍有部分尚未呈現，如：區塊鏈的議

題可以與破壞性創新於競爭法的議題有所相關，此外區塊鏈的發展上亦有平臺化之現

象，在討論與數位平臺相關的狀況亦可於區塊鏈的討論中發現其蹤跡，而相對的，區

塊鏈也有其特殊情況，例如：於數位平臺上較常討論的為網路效應，雖網路效應在區

塊鏈也會展現，但區塊鏈更因虛擬貨幣的發展，而有所謂貨幣效應的討論，有別於傳

統數位平臺網路效應、雙邊市場的討論。

區塊鏈最重要的核心理念為去中心化，而到目前為止呈現另一種有趣的現象，就

是倘若其亦具有平臺化的現象，那在平臺化之後可能會有集中化的問題；又例如說礦

工的情境，能掌握運算力的單位或組織體可能不是很多，故在去中心化後反而可能往

中心化發展，在觀察區塊鏈去中心化的發展之後，我認為對於反托拉斯法最棘手的挑

戰是責任主體認定與如何執行反托拉斯法。

一、反托拉斯法責任主體認定

有如在金融法的監管上，現在所流行的為去中心化金融，若在發生弊端時，究竟

應以何人為處罰主體？在反托拉斯法上就會連結到無獨占者的獨占地位問題，但是市

場劃定跟主體認定畢竟為兩件事，需要做很清楚的區別，不可以混為一談，而現在此

一面向，可能在本身具有獨占的結果，但是並不知道獨占者是誰，我認為這部分應該

回到是採用何種共識機制（consensus），以及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以及另外需要觀
察究竟區塊鏈為公有鏈抑或是私有鏈？若為私有鏈，基本上為少數人可決定的共識機

制，較能夠決定誰是主體，因此在反托拉斯責任主體認定最困難的會在公有鏈上，所

以在分類上便會影響其共識機制與特性。

二、反托拉斯執法

文章中有提到分叉（Fork）但並未詳細介紹何謂分叉，在這裡做簡單介紹，區塊
鏈分叉可以分成硬分叉與軟分叉，若為硬分叉會存在新舊兩條區塊鏈共存，若為軟分

叉原則上僅會留下一條鏈。在文章中所提到的美國案例，基本上為硬分叉的問題，在

硬分叉時會出現兩條鏈，在判斷競爭狀態、責任主體為何，均會有相互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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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鏈的本身也有市場界定與市場力量判斷的問題，在評估標準於各種不同應用

需注意各種不同細部區分，特別是目前主要運用在於金融部分，因此在文獻上會看到

很多對於金融管制衝擊的討論，但是若從競爭上的分析，區塊鏈在管制上可能會有法

規的要求，但在實際運用上並不侷限在目前各國既有法制的狀況，尤其是虛擬貨幣。

分叉一旦出現，便會分出呈現不同走向，分叉競爭會影響到平臺化時網路效應的

認定，也由於市場力量評估標準目前並無一致說詞，若與破壞性創新對於競爭法的衝

擊相連結，那便要考慮未來倘區塊鏈快速發展，傳統結構性市場占有率並沒有可用以

計算的指標，在未來應用於區塊鏈市場力量、競爭分析時，應扮演何種角色或地位，

都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

目前就區塊鏈而言較有趣的議題為勾結與競爭，而在此一部分仍需要依區塊鏈的

類別分別做討論，若為勾結部分，在區塊鏈本身資料上便是不可篡改，若在公有鏈上

資料便是公開，而資料公開是否會促成勾結，則與演算法勾結問題亦有相關；若排除

競爭來看，較有趣的問題會在許可鏈中接觸或進入的問題，現在亦有所謂聯盟鏈，聯

盟鏈多為私人或是許可的區塊鏈，可能在此擬定設計或研發標準的協議，便會是一個

標準聯合行為的議題，而在我國公平會究竟應如何處理，值得深思。

區塊鏈的執法確實為困難問題，目前方向可能為區塊鏈於開始時便應設定反托拉

斯法的法遵機制，然而在此亦涉有管轄權的問題，各國主管機關間如何看待此問題，

亦是未來可進一步關注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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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論文為公平交易委員會109年度委託研究計畫「技術創新與競爭議題之探討」
之部分成果改寫而成，本文作者十分感謝計畫主持人台經院研究九所所長譚瑾
瑜、以及計畫成員台經院研究員鄭子淳，對相關產業的資料蒐集與分析，提供許
多協助，也深深影響本文作者對產業的理解與問題意識。但本文若有任何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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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新興科技發展，產業界愈來愈廣泛應用相關技術，近期國際與各國競爭法執法

機關，均聚焦於在科技發展基礎下平臺業者如何衝擊現行競爭法法制，以及該如何因

應，然而卻少有針對製造業者應用新興技術是否衝擊競爭法制的相關討論，故本研究

特針對製造業應用新興科技之樣態，分析就目前製造業在應用新興科技過程，是否可

能造成現行競爭法制之不適用而須有所調整，並針對觀察到製造業之新興技術應用，

提供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政策建議。

本研究根據目前製造業較常應用之3類新興技術―物聯網、實境技術以及人工智
慧作為分析面向，3類技術之應用主要皆為優化生產流程，以強化生產效率，提升競
爭力，自動化產線即為一例，其綜合應用物聯網相關技術、實境技術以及人工智慧。

另一方面，實境技術之應用以及物聯網中家用物聯網、車用物聯網的應用，更接近

於在製造業基礎上包裝之服務應用，目的在優化使用者體驗，加上我國相關製造業外

銷、代工特性，故尚無促成限制競爭之疑慮。最後，可能產生疑慮者為將人工智慧應

用於定價、銷量預測，並據此作出策略調整，尤其是價格部份資訊，可能強化至少兩

種限制競爭手段，一是偵測價格並用於「限制轉售價格」，另一則是偵測對手價格並

做成「聯合行為」。

根據技術在製造業之應用面向的分析，本研究最後建議競爭法主管機關：（1）
因我國製造業導入新興技術程度尚不廣泛，因此需持續觀測新興科技發展及應用面

向；（2）短期內延攬具備資訊技術專業之專家，協助判斷，長期則培養具備資訊技
術知識的部門；（3）考量到現今國際上單邊主義盛行，建議協助我國業者提升國際
競爭力。

千禧年以降，網路技術的發展，為後續新興技術的發展鋪墊基礎。奠基於新興

技術之上的各式應用，為社會及產業帶來破壞式創新，衝擊及改變企業的傳統銷售模

式，這些模式的出現是否會改變業者在市場上的競爭的手段，抑或是改變限制其他業

六、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定位

　　（一）國際組織及各國執法機關應對技術創新之態度及動向

　　（二）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定位

七、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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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競爭的手段，是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所關心的議題。倘若技術帶來的改變可能對公

平競爭議題有所影響，可採取何種監管措施，以在「鼓勵創新」與「維持市場秩序」

之間取得平衡，亦是主管所關心的議題。

以網路技術為基礎而得到廣泛應用的新興技術，主要的特性包含降低蒐整資料的

成本，亦代表資訊傳遞的成本也因此下降，由於資料蒐集的成本大幅降低，資料、數

據的分析也因此較技術出現前更容易完成。過往企業透過人力進行資料蒐集、整理及

分析曠日廢時，如今僅需仰賴網路及新興技術，就能在極短時間完成上述流程。這類

技術最先影響的便是帶來線上平臺，線上平臺的營運模式大幅改變銷售的形式，也創

造出「共享」的商業模式，目前已有許多探討線上平臺與公平競爭議題的文獻，但隨

著技術發展，製造業也逐步導入新興技術，目前在製造業上可能應用的重要技術包含

物聯網（IoT）相關技術、實境技術（XR）以及人工智慧（AI），對於製造業應用這
些新興技術，是否也會對公平競爭造成影響，是本次研究的重點。

一、技術特性及發展趨勢

（一）物聯網相關技術

物聯網為將各種資訊傳感設備與網際網路相互結合以形成一個龐大網路，目的是

為了實現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將任何人以及任何事物（網路設備、機器）彼此之

間緊密串聯互通。

1. 物聯網相關技術的重要特性2

（1）連結性（Connectivity）
物聯網中的所有節點（Node）藉由藍牙、無線電波、Wi-Fi等通訊方法與雲端系

統平臺（Cloud Sever）進行連接，各事物串聯成物聯網後，資訊便可在設備及平臺之
間快速傳遞，作為物聯網最重要的特色，該特色代表物聯網為技術使用者實現可靠、

安全、即時及雙向的通訊，並快速地傳遞所需相關資訊。

（2）感測、傳感（Sensing）
物聯網的第二大特色為透過傳感器設備（sensor）檢測、測量環境中的任何變

化，像是溫度、濕度、震動、傾斜程度等，感測的特性意即物聯網得以蒐集「環境資

訊」的能力，物聯網的使用者藉由感測及傳感設備蒐集所處環境資訊，或是附著物體

的狀態，進而拓展物聯網的應用面向。

（3）主動積極參與（Active Engagement）
物聯網內的節點，多為具備感測特性的節點，為求資訊傳遞便利，節點多設定為

一定時間內自動回傳資訊，因此物聯網內的節點會主動提供所蒐集到的資訊，形成一

2 EDUCBA, “Overview of IoT Features,” https://www.educba.com/iot-features/,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0/12.



第 2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34

種主動積極參與的特性。 
（4）整合、集成（Integrating）

物聯網的連結特性，將各式產品、服務及技術串聯於物聯網中，並匯集各種跨域

模型，以豐富用戶體驗。

2. 物聯網相關技術重要應用與發展趨勢
（1）提高安全性（Security）

由於物聯網最重要的功用為傳遞資訊，因此對於開發、使用物聯網提供解決方案

者，資訊的傳遞、儲存過程，是否能確保資料的安全是重要問題，也攸關市場是否願

意積極使用相關技術。因此未來為進一步鞏固或推動物聯網的應用，資料安全性的提

升將是該技術的發展重點及趨勢之一，目前許多專家學者提及如何藉由區塊鏈（Block 
Chain）技術確保物聯網領域朝向更安全的方向發展。
（2）結合邊緣運算（Edge computing）

物聯網透過感測裝置等各種節點，蒐集各式資訊，並將資訊傳回系統平臺，並進

行各式資訊的分析，這意味著必須要建置系統平臺彙整資訊，所蒐集到的資訊方能利

用，因此物聯網與邊緣計算技術的結合，藉由強化物聯網中節點的功能，降低物聯網

的使用成本，並節省大量網路頻寬使用。

（3）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簡稱SaaS）
軟體即服務不需安裝步驟即可使用，最大的特色為軟體本身並沒有被下載到用戶

的硬碟，而是儲存在提供商的雲端或者伺服器的便利性，正逐漸成為物聯網的重要應

用趨勢，軟體即服務對於終端客戶和服務提供商而言，前者受益於大幅降低成本，而

後者則是有機會透過開發日益完善的解決方案，於市場銷售賺取報酬。

（4）數據資料分析（Data Analytics）
物聯網的重要功能即是蒐集資料，隨著物聯網的應用更為廣泛，數據蒐集量增

加，即可透過與機器學習以及人工智慧等技術的整合應用，進行數據資料分析，而物

聯網與其他技術的結合，並進行數據資料分析也成為物聯網的重要發展趨勢。

（5）智慧城市（Smart City）
智慧城市的應用類型中，物聯網為蒐集資訊，為各式「智慧化」的服務提供基

礎，近年來各國政府積極推動國民有感的公共服務，其中最大的願景即為「智慧城

市」，透過在城市環境中利用物聯網，打造數位化的城市環境，以改善國民所使用的

相關城市服務，提升國民生活品質。智慧城市中最為重要的分項工作即為，解決城市

中的「交通問題」，因此智慧交通作為智慧城市的重要一環，也將隨網路技術、人工

智慧的進步，更為蓬勃發展。

（6）工業物聯網（IIoT）
工業物聯網係指物聯網在工業領域的應用，聚焦於如機器對機器通訊（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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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achine，簡稱M2M）、大數據以及機器學習等技術方面，以協助製造業的生產運
作、流程優化、降低運營成本以及操作人員之安全性等，現今產線自動化即為最基礎

的工業物聯網案例，未來將朝向智慧化產線發展。

（7）智慧家居（Smart home）
除生產現場、城市環境導入物聯網，未來也將結合物聯網、語音識別技術，打造

智慧化的居家環境，透過語音識別技術及物聯網，使用者將能更為便利地掌控家中的

各式裝置及設備，因此未來家用物聯網的應用將更為普及。

（二）實境技術

近年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簡稱AR）與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簡稱
VR）成為重要、應用更為廣泛的技術，擴增實境為將虛擬資訊擴增至現實空間中的
一種新興技術，虛擬實境則主要透過頭戴式顯示裝置/顯示器（Head-mounted display、
helmet-mounted display，簡稱HMD）讓使用者體驗身歷其境的感覺。
1. 實境技術的特性

實境技術主要有兩大特性：分別是影音性，以及軟、硬體整合的特性。影音性指

的是實境技術透過影像畫面呈現，帶給使用者各類場景的體驗，也就是說，實境技術

所能傳遞的資訊主要為影像、聲音資訊；第二，軟硬體整合的特性則指，實境技術的

各類產品與服務必須結合軟體與硬體，所謂軟體指的是內容及軟體服務，硬體則為軟

體之載體。

2. 實境技術的重要應用及發展趨勢
（1）結合人工智慧

透過與人工智慧的結合，提高、強化擴增實境與虛擬實境的發展與應用，目前可

預期用於醫療領域，例如HTC的DeepQ AI平臺即可藉由分析手術相關的標註資料，在
3天內完成複雜腫瘤開刀的規劃建議3

。

（2）休閒娛樂應用
透過實境技術呈現遊戲場景或影片場景，為遊戲玩家、使用者提供更為真實且更

沉浸的休閒娛樂體驗。

（3）教育領域應用
擴增實境與虛擬實境技術亦逐漸應用於在教育領域，協助教師的培訓及教學，藉

由實境技術協助學生具象化教師所闡述的情景。

（4）零售應用
擴增實境與虛擬實境技術可與零售業者搭配，協助業者向消費者展示產品使用體

驗，目前常見應用類型有服飾業者，在不能試穿的情況下，藉實境技術協助消費者想

3 DIGITIMES網站，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cat1=20&cat
2=70&id=0000559499_ow05cndx8w9y89ltlklwe，最後瀏覽日期：202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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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穿著服飾的樣貌；另外業者改善產品說明書的說明方式也可應用實境技術，例如產

品需消費者自行組裝者多需要實務操作的組裝說明，因此相關技術亦可應用於此。

（5）房地產應用
擴增實境與虛擬實境技術可與房地產業者搭配，在預售屋階段，或是看屋階段，

都可以藉由相關技術，促進消費者想像房屋實體樣貌，該技術的應用，有助於降低買

賣雙方的交易糾紛，提高消費者權益。

（三）人工智慧

2019年，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簡稱
WIPO）出版《2019 技術趨勢―人工智慧（WIPO Technology Trends 2019–Artificial 
Intelligence）》提及，將人工智慧鏈結、整合至各個產業或其垂直領域以利數位轉
型，乃現今社會發展的當務之急

4
。

1. 人工智慧特性5

（1）取代低階、重複性的工作任務（Dull and Boring Tasks）
雖然人工智慧被期待如人類大腦完成各式工作任務，在該目標之前，首先，人工

智慧須可完成，有規則可循的、重複性高的工作任務，而藉由資料的歸納分析，目前

人工智慧已經可以取代部分重複性的工作任務。

（2）數據資料提取（Data Ingestion）
人工智慧既被期待如人類大腦完成各式工作任務，該技術對數據資料的分析功能

即為其特色，人工智慧能對龐大的數據資料進行有系統性地蒐集、整理及分析，以做

成有利的資訊提供予人們使用。

（3）模仿人類的認知（Imitates Human Cognition）
為了如人腦運作，人工智慧的部分發展方向，如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也

朝模仿人類思維模式以及解決問題之方式前進，因此人工智慧具備模仿人類認知的特

性。

2. 人工智慧重要應用與發展趨勢6

（1）預測未來
人工智慧的重要功能即為獲得周圍環境參數後並做出反應，並在感知環境後採取

相應的行動，因此人工智慧藉所取得的資訊進行歸納、分析後，可做成時間趨勢分析

4 WIPO, “Technology Trends 2019–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ttps://www.wipo.int/edocs/
pubdocs/en/wipo_pub_1055.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0/30.

5	 Data	Flair,	“Featur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The	New	Age	Electricity,”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0/13.

6 OOSGA網站，https: / /oosga.com/art if icial- intel l igence/，最後瀏覽日期：
202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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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關之預測，像是預測分析、風險分析與推薦引擎等應用。

（2）圖像辨識及處理
針對靜態圖像進行辨識，目前常見的應用實例為醫療用途之圖像辨識，協助醫生

歸納各式病灶，或是在結帳系統中的產品辨識，抑或是製造業產線上之品管監控，另

一常見的圖像辨識為生物辨識，如搭載於手機的人臉辨識系統。

（3）音訊辨識及處理
處理聲音數據之領域，包括語音識別、情感分析與語音搜尋等應用，為透過對音

訊資料的分析所完成的各式應用。

（4）自然語音辨識及處理
此類屬於分析字詞、處理語言之領域，包括自然語言理解與自然語言生成等應

用，常見的應用包含語音助理或是會議記錄軟體等，是針對語言資訊的分析及處理。

（5）動態影像辨識及處理
此類屬於處理動態影像的技術應用類型，如動態偵測。目前我國高雄第一科技大

學利用人工智慧對機車行徑軌跡的動態影像辨識
7
，希望建立汽車駕駛安全輔助系統，

降低汽車對機車的事故，以解決機車行車安全的問題。

二、技術對市場界定、市場力評估及市場參進的影響

考量目前各該技術在我國製造業的應用，可發現物聯網相關技術、實境技術及人

工智慧的應用面向，多應用於產線的優化，以持續降低生產成本，藉此達到利潤最大

化，以下將依序就各不同技術說明：

（一）物聯網相關技術

物聯網的應用場景有工業產線內的應用、居家環境的應用以及交通環境的應用。

在工業產線的部分，由於物聯網被用於串聯產線上各式設備，因此於工業物聯網中傳

遞的資訊為感測器所收集到的各式產線環境資訊。此時因為技術被用於改善生產流

程，對所生產出的產品的市場界定並未有影響，連帶市場力評估亦可使用既有的評估

方式。另一方面，導入物聯網於產線應用，與過去產業投資研發概念相同，由於導入

物聯網的業者能降低生產成本，因此該業者的競爭力勢必高於其他未投入該技術之同

業，因此物聯網相關技術的取得難易度將左右產品競爭力，可能因此影響市場參進障

礙，然而目前我國製造業導入物聯網的管道主要有二：第一，製造業者自行研發；第

二，尋求外部物聯網解決方案的服務業者，而物聯網解決方案服務業者眾多，因此就

目前我國產業現況，尚未有影響市場參進的疑慮。

物聯網另一常見的應用場景為居家環境，居家環境的應用模式則為藉由物聯網串

7 新通訊元件雜誌網站，https://www.2cm.com.tw/2cm/zh-tw/tech/41F2117831A44F65
A8B2C2DCC9A7BB93，最後瀏覽日期：202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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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居家環境中的各式設備，此場景的技術應用，其目的在促進居家環境的便利性，因

此物聯網傳遞的是居家環境參數以及使用者下達的指令，家用物聯網的應用模式為，

在既有的家電產品加上與其他設備連結的服務，因此該應用並不影響家電產品的市場

界定，因為消費者仍需消費家電產品以滿足需求，此時亦不影響相關產品的市場力評

估方式。另目前由於家電生產及居家環境並未全面數位化，因此家用物聯網的建置多

仰賴中控系統或平臺連結各式裝置或感測器，因此可連結各類裝置的中控系統或平臺

有誘因及能力形成生態系，如小米的「米家智慧」即為實現生態系的實例。然而除了

小米形成自家生態系並排除他品牌加入外，舉凡Google Nest mini、Amazon Alexa，並
未拒絕其他廠牌加入，目前即便家用物聯網形成「生態系」，只要並未拒絕其他設備

製造商加入，便未有影響市場參進的疑慮。

最後一類應用場景為車用物聯網，車用物聯網是為未來交通問題的解決方案

之一，也就是生成智慧運輸系統，然而由於採行中央控制式網路的緣故，若有任何

一個處於交通環境中的元素未能連上該網路，則容易出現單點故障（Single Point of 
Failure），因此在車用物聯網應用於智慧交通的領域上，並不需特別考量如家用物聯
網般形成各自生態系的可能性，也就是說若要建置智慧運輸系統，則須確保每台車輛

的資訊都能被系統獲取。然而如前所述，車用物聯網乃是提供交通資訊流通的一種解

決方案，相關的製造業者為交通工具製造商、感測器製造商及基礎建設的相關業者，

這類業者是改良產品始之得以與物聯網相關技術相容應用，就目前技術的應用範疇，

尚不致撼動相關製造業者所生產製品的市場界定，因此市場力評估的方式也可遵循既

有規定進行評估。

（二）實境技術

目前實境技術在產業的應用，最大的特色為軟、硬體整合，亦即AR/VR眼鏡或
頭盔的產品須與展示於眼鏡或頭盔的內容產業合作，雖可能發生內容獨家發行或僅能

與特定眼鏡或頭盔上運行，致使眼鏡及頭盔製造商可能獲益於內容的強大競爭力，然

而這並不影響市場界定，以實境技術與遊戲結合的應用為例，即便某款暢銷遊戲僅於

特定頭盔上獨家發行，並不會影響軟體市場（遊戲）以及硬體市場（眼鏡或頭盔）間

的市場界定，即使可能因為「獨家發行」的策略而造成軟、硬體市場的競爭力互有影

響，但並不會影響兩類產品的市場界定。另一方面，承上述軟體獨家發行於特定硬體

之策略，仍須個別觀測其銷量以確認產品於各相關市場內的市場力，因對消費者而

言，為獲取該消費體驗，必須同時購買軟體與硬體，因此軟體、硬體產品在其相關市

場的市場力，仍須以銷售金額為基礎進行計算，故目前實境技術應用於製造業領域，

雖受到軟體產品影響，但市場界定並無模糊空間，市場力評估亦應就目前計算方式衡

量。

最後，因實境技術應用之最大特色為軟、硬體整合，若採行「獨家發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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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能出現軟體產品的獨家發行，造成其他硬體設備商市場參進障礙的疑慮，然而，

各遊戲之發行策略或有不同，故第一，遊戲未必以「獨家」方式發行；第二，也未必

皆由某一硬體設備商取得暢銷遊戲的獨家發行，因此此類特性所可能引發市場參進障

礙的疑慮無須過度擔憂。另一方面，實境技術亦可能被製造業者用以虛擬建模、工程

設計以及產品組裝說明，擁有這類技術應用能力者，可有效改善生產效率及消費者購

買意願，雖該技術應用有助於提升產品之競爭力，但該技術主要用於改善生產流程或

協助對消費者揭露資訊，且少見製造業者自行研發實境技術，各製造業者多向外部購

買，故不至於形成參進障礙。

（三）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可說是最令人類畏懼又期待的技術，目前製造業主要利用該技術建置自

動化產線、強化品質控管系統，以提高生產效率。因此這類型應用並未影響現行市場

界定及市場力評估的方法。然而人工智慧是否會造成市場參進障礙？以人工智慧的運

作可簡單分為需要餵養大量資料的人工智慧，以及不需要餵養大量資料的人工智慧，

而需要大量資料的人工智慧則非常仰賴資料輸入，因此若製造業業者本身具備或有管

道取得可大量餵養、訓練人工智慧的資料者，則有能力自行發展相關技術。然而，即

便製造業廠商無法自行研發相關技術，亦可透過向提供人工智慧解決方案的服務供應

商採購相關服務方案，協助建置自動化產線，同樣能利用該技術以強化自身競爭力。

因此無須過於憂慮人工智慧在製造業的應用，將造成市場參進障礙。

三、技術創新與聯合行為

（一）物聯網相關技術

1. 工業物聯網（智慧製造）
聯合行為的一種常見型態為「共同漲價」，根據過往聯合漲價的實例來看，「共

同漲價」必須涉及價格資訊的交換，而另一種常見的聯合行為型態―「共同減產」，

也須涉及產量資訊的交換，然而工業物聯網（智慧製造）的應用，主要聚焦於生產線

優化，廠商可應用該技術，在生產線的生產裝置及設備上裝設感測器，蒐集裝置及設

備的運轉數據，並傳輸到共同的平臺上，確保產線上生產環節可被現場工作者一併掌

握，以達到生產效率的提升。因此工業物聯網的應用情境中僅限於內部生產過程的資

訊蒐集與交換，而並未涉及到廠商間價格、產量資訊的交換。

2. 家用物聯網（智慧家庭）
與工業物聯網應用相同，目前家用物聯網的發展目標為提供使用者「遠距控

制」、「節能」等使用便利性，因此處於家用物聯網內的各式家電、能源管線等，其

蒐集的資訊為使用者的使用習慣數據、收發使用者的遠距控制訊號等，以優化使用者

居家體驗為目標，而非蒐集產量、價格等資訊。因此就家用物聯網的應用現況，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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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有應用於強化或促成聯合行為的疑慮，原因在於蒐集的資料並不涉及銷量、定價

等資訊，因此即便物聯網內進行資訊交換及蒐集，也並不涉及價格資訊、銷量資訊的

傳遞。

3. 車用物聯網（智慧交通）
車用物聯網之應用為建立實用、可即時共享資訊的交通聯網系統，該聯網系統不

應遺落任何一輛車，否則形成單點故障，使交通聯網系統的實用性下降。為達建置車

用物聯網的目的，必然要求所有交通工具連上某一共通網路，並透過該網路傳遞、共

享車輛於道路上所蒐集的交通資訊，像是車流量、事故、車速等，資訊的共享並不包

含交通工具的銷量與價格，因此車用物聯網的資訊交換並不會促使聯合行為的發生。

另一方面，除交通工具連上網路形成的智慧交通系統外，另外一種聯網型態為

交通能源的聯網。以我國業者為例即為Gogoro Network的業務，該業者之電池交換系
統，會在電池回到充電站時，將電池效能、行經路線等資訊傳輸至其建置平臺，形成

專屬於該電池的能源使用數據庫，而這些所蒐集的數據則用以優化換電站的位置選

擇，目前除了睿能使用Gogoro Network電池交換系統以外，尚有宏佳騰使用該電池交
換系統，然而電池所蒐集的數據並不包含電池、電動機車的銷量與價格資訊，因此並

不會因為睿能與宏佳騰共用同一電池交換系統，而使此二廠商進行定價策略、生產量

資訊的交換。

（二）實境技術

目前實境技術的應用目標在於協助人類具象化、立體化各類畫面，也就是說，實

境技術被用以改善影像的體驗，目前應用場景多與內容產業結合呈現，例如遊戲、娛

樂及教育，另一個重要特性在「軟硬結合」，然而根據謝京蓓對臺灣擴增與虛擬實境

生態圈的分析，可以發現我國深根於擴增與虛擬實境的廠商家數，相較於美國少，且

大部分著重於硬體裝置開發，僅HTC結合硬體銷售、開發平臺與內容製作8
。針對我國

擴增與虛擬實境的硬體裝置製造商的產業特性，並無因實境技術而有強化或形成聯合

行為的疑慮。首先，實境技術的應用為優化視覺體驗，並無可用以強化聯合行為手段

的特性；第二，我國2018年擴增與虛擬實境產業有68%以上為5年以下的新創公司9
，

顯示我國該產業發展尚未成熟，目前正積極建立軟體、硬體商之合作機制；第三，硬

體裝置須與軟體內容結合，對消費者而言，硬體裝置作為呈現內容的輔助品，幾乎

無法脫離內容而銷售，但此類行為非屬聯合行為範疇。惟較為特別的應用為與房地產

業、零售業相結合。此類用途有助於消費者以更低的成本瞭解交易相關資訊，例如模

擬產品使用現況，交易相關資訊的揭露有助於提升消費者權益，但未涉及與同業交換

價格、銷量資訊，因此亦無法強化做成聯合行為的手段。

8 天地人文創，https://blog.tiandiren.tw/archives/23410，最後瀏覽日期：2020/10/15。
9 XR EXPRESS TW網站，https://www.xrexpress.tw/，最後瀏覽日期：2020/10/15。



技術創新與競爭議題之探討 241

（三）人工智慧

目前人工智慧之應用最為成熟的是「資訊預測」類型的應用以及「圖像辨識」

的應用，而製造業通常利用圖像辨識技術及物聯網進行品質管控，該類應用與工業物

聯網相同，因此並無促成聯合行為之疑慮。而在「資訊預測」類型的應用。根據陳和

全、陳志民（2019），監控演算法、平行演算法及信號演算法仍需人的行為，再藉定
價演算法完成，因此針對「人的行為」進行規範的現行法規架構足以因應。然而自學

演算法則為目前可能「無須透過人的行為」而達成合謀的技術，雖目前實務上無法達

成，但透過模擬可發現該情境存在的可能性
10
。因此人工智慧在「資訊預測」的相關

應用及其特性，由於可用於價格、產量資訊的交換，因此有強化廠商間聯合行為的可

能性，抑或促使市場出現外觀一致之行為，此時市場上出現同時調漲價格或同時減少

產量的現象時，將更難分辨背後是否存在廠商間的「合意」。根據不同市場類型，可

以區分為寡占市場與非寡占市場的人工智慧應用分析：

1. 寡占市場中應用人工智慧
若於寡占市場中，廠商使用相似之人工智慧定價或銷量預測公式，當業者設定類

似的利潤率或產量調整變數，並且面對相同的消費市場，同樣原物料價格變動或是其

他要素成本上漲，由於成本結構相差無幾，因此透過人工智慧所得出的定價或銷量預

測公式可能相似，此時業者可能採行相同的調價策略及相近的調價幅度，或是設定相

似的產量調整策略，但業者彼此間既無意思聯絡，更不可能有聯合行為之合意，此為

應用該技術的一種狀況。

因此當公平交易委員會面對業者使用人工智慧進行定價或調整產量，是否存在聯

合行為，重要的證據是確認業者導入以及調整人工智慧定價公式時的公式訂定依據以

及紀錄，確認公式訂定及調整過程，是否具備聯合其他業者之意圖，例如公式內是否

埋入偵測對手反應之機制，倘若公式中涉有偵測對手之預告價格、現行價格或對手生

產量等參數，並據此調整當下定價及產量，則該狀況就如同中油、台塑案類似，表示

業者藉由偵測對手價格以及利用公式調整價格及產量策略，業者彼此間進行價格、產

量資訊交流，因此可推斷此種促進行為即為廠商間達成意思聯絡及合意。

2. 非寡占市場應用人工智慧
非寡占市場目前並非我國公平交易法之管轄範圍，然而當物聯網、大數據分析

技術、人工智慧等發展愈趨成熟，且越來越多廠商透過此類技術計算產品定價、產品

銷量時，是否可能存在價格一致或產量策略相似的結果，而實質上達成市場不存在競

爭，亦是人工智慧應用的重要競爭議題。然而在非寡占的市場環境，本研究認為要達

到多數甚至全體廠商仰賴人工智慧進行決策，並形成價格一致等結果的可能性低，原

10 陳和全、陳志民，演算法與聯合行為等重大限制競爭議題之研究，公平交易委員
會108年委託研究（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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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於業者的定價策略為獲取最大利潤為目標，且因為廠商數量眾多，即便透過人工

智慧進行定價或銷量預測，仍可透過人為調整，或是利用其他銷售策略以獲取消費者

青睞，像是提供贈品、數量折扣或其他促銷手段，因此這類市場欲藉由人工智慧達到

市場不存在競爭行為實在過於困難。另一方面，非寡占市場代表廠商數眾多，這意味

著市場參進障礙不高，且目前市場規模足以使數量眾多的廠商留於市場內，因此若市

場不存在競爭，也會透過新進廠商的加入，迫使競爭行為再次發生，故無需過於憂慮

此類市場因為人工智慧而導致市場不為競爭。

四、技術創新與其他垂直限制競爭行為

（一）物聯網相關技術

本段所稱之物聯網通訊架構或標準，泛指物聯網運作時可能使用到的各式通訊

協定。隨5G網路逐步普及，物聯網的應用範圍將較過去擴大，過去沒有聯網需求的
汽車、路燈、垃圾桶等產品，未來都有連網需求，此時這些產品在製造過程中須符

合物聯網通訊標準，因此製造商若因為無法適用標準而被排除在外，則可能出現封

鎖效果。但就目前通訊標準發展狀況可以發現：第一，標準屬於開放使用，制定者

為跨國標準制定組織，如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簡稱IEEE）、第三代合作夥伴計劃（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簡
稱3GPP）、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簡稱
ETSI）、oneM2M等組織或夥伴計畫，歐盟亦在2015年與各主要物聯網標準組織發起
成立一個物聯網聯盟(The Alliance for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nnovation，簡稱AIOTI)。
第二，未見有如具公權力之政府要求規格統一之案例，尚不存在單一的共同標準；第

三，因標準制定組織或夥伴計畫在討論、訂定標準的過程中，通常都會要求參與標準

制定的成員簽署FRAND（Fair，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授權承諾，在標
準必要專利封鎖效果較不顯著。目前美國聯邦法院判斷何謂「合理」、「無歧視」的

授權金的標準有下列：以技術占產品元件比率計算專利授權費、授權費的金額逐漸下

降、專利權人先進行授權流程以及不能申請禁制令。

1.工業物聯網（智慧製造）
工業物聯網之應用，其目的為協助業者改善生產效率，透過連結產線內各生產

裝置、設備，整合有關生產流程裝置的運轉資訊，達到產線一體化及自動化，提高生

產效能及降低生產成本，由此可見，此類應用僅涉及生產行為，而不涉及交易行為，

更遑論利用此類技術完成杯葛其他廠商之行為。簡言之，目前物聯網於工業的應用場

景，其目的是藉由物聯網之連結性，連結產線中的各式生產裝置，達到生產過程中的

資訊蒐集及彙整，藉產線自動化、智慧化，降低人力雇用成本、提高生產效率，此類

應用場景，技術應用並不離開產線，也就是不脫離生產流程，因此工業物聯網並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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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或強化其他垂直限制行為；另一方面，提供給產業相關解決方案之市場亦非寡占

市場，因此解決方案之提供商，亦無法藉由該技術的掌握，對製造業造成其他垂直限

制競爭的行為。

2.家用物聯網（智慧家庭）
家用物聯網與工業物聯網相似，是為利用物聯網的連結特性，將居家環境中的各

式家電相互連結至中控系統，協助屋主快速及便利管理、使用家中各式電器。家用物

聯網依靠家電產品配有感測器、訊號接受發送器，令使用者掌控家電產品現時狀態，

並將狀態資訊傳送至使用者手上，或者使用者透過訊號改變家電產品的現時狀態，簡

單想像即為使用者可透過單一遙控器，控制家中所有家電，極致的「智慧家庭」則為

自建築的建造就埋入相關應用的技術及網路，透過鑲嵌於牆上的控制平板及手機操控

家中所有事物。

從韓國家用物聯網的發展歷程，發現家用物聯網的確具有建立生態系的傾向，而

有誘因且有能力建置生態系者為生產中控系統及平臺的廠商，另一方面也說明若家電

業者要建置生態系，則必須建置可應用於自家產品的中控系統及平臺，例如Apple、
小米。生態系與共同標準所產生的封鎖效果相似，然而就目前我國產業結構來看，有

誘因且有能力建置生態系的中控系統及平臺業者多非我國業者，具備品牌優良形象的

家電製造業者少，尚無能力亦無誘因建置專屬於自家產品的生態系，多數家電製造

商可能尋求與Google、Amazon等已開發出中控系統及平臺的國際廠商合作，而目前
Google及Amazon所開發出的中控系統及平臺並未限定單一品牌適用，也未要求任何與
自家中控系統及平臺配適的產品不得與其他中控系統及產品配適，不存在杯葛行為。

簡言之，雖然家用物聯網有組成生態系的傾向，然而在我國產業較不需擔憂家用

物聯網阻礙競爭的原因為：第一，我國消費者使用家用物聯網的習慣尚未建立，也就

是說該市場仍處於起步階段，我國廠商亦未有能力發展出生態系；第二，已形成生態

系的小米，以品牌為中心打造專屬於自家產品的生態系，屬個別廠商的經營策略，因

為若非對該品牌有極高忠誠度，否則品牌生態系不具通用性的特點，可能使消費者望

之卻步；第三，跨品牌的生態系雖逐漸形成，但Google、Apple並未拒絕可配對產品
不得與他廠中控連結，因此尚未有造成其他垂直限制競爭的疑慮。

3.車用物聯網（智慧交通）
車用物聯網的終極目標為建成「智慧運輸系統」，所有交通工具、環境參數須連

上該系統，方能發揮作用，因此根據該技術特色、使用目的，因此杯葛行為或封鎖效

果都不利目標達成，因此可以排除利用物聯網執行其他垂直限制競爭行為，或是因為

適用相關技術與否而產生共同標準之議題。除智慧運輸系統外，車用物聯網另一子項

為「車用能源聯網」，案例即為我國電動機車的換電系統。

我國的電動機車自2009年開始，政府推動電動機車產業發展，2011年環保署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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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系統補助辦法」，2013年經濟部標檢局公布「電動車輛直流充電
站」之介面、安全及通訊等3項CNS國家標準，同年環保署選定「城市動力」公司電
池為電池交換系統統一規格。2017年行政院擬改採換電式的Gogoro電池為新一代標
準，四大電動車業者（光陽、三陽、中華、台灣山葉）表達反對換電式電池，經濟部

則宣布電動機車推廣模式將改採充電、換電並行模式，2018年充電式電池標準已有共
識，但換電式電池因光陽等機車業者抵制Gogoro換電系統，因此換電式公版未達共
識。隨後Gogoro宣布將「免費授權」其他業者使用Gogoro的換電專利技術、電池及換
電系統，僅需支付相關零件成本，2019年宏佳騰發表首款採用Gogoro核心系統的Ai-1 
Sport電動機車。

換電系統即為車用能源聯網，雖然由於物聯網的特性―連結性，使得物聯網的各

式應用都帶有形成生態系的傾向，但是第一，如第二章所述，Gogoro換電系統蒐集電
池使用相關資訊，主要為協助業者分析電池使用狀況，以及換電站的設置位置，並調

整優化電池效能及調整換電站位置，協助業者提供消費者更良好的電池及更為便於取

得的電動車能源，此類優化流程的應用，並非將物聯網用於限制其他競爭行為。

第二，車用能源聯網同樣具有形成生態系的傾向，Gogoro宣布「免費授權」其
他業者使用Gogoro的換電專利技術、電池及換電系統的舉措，即為有意圖建置Gogoro 
Network的車用能源聯網，然而其「免費授權」的方式，並未排擠其他業者，亦未限
制其他業者建置電池網，因此目前Gogoro Network的建置及運行尚未構成封鎖效果。
惟須注意當Gogoro Network成為共同標準時，是否改變「免費授權」的方式，而有可
能造成其他垂直限制競爭。

（二）實境技術

實境技術在各產業的應用，其目標為向消費者具象化影像資訊，在娛樂、教育領

域的應用為協助相關產品的使用者獲得良好的影像體驗；在零售及房地產領域的應用

則為協助業者向消費者模擬消費品的售後體驗，降低消費者購買前後的體驗落差。因

此該技術之應用面向，並無用以限制其他廠商競爭之傾向；另一方面，前述亦說明實

境技術的市場包含軟體及硬體，但我國虛擬實境及擴增實境相關廠商，主要投入硬體

製造，內容部分則多由新創企業投入，僅HTC同時投入軟硬體。因此以實境技術為中
心的產業，存在軟體、硬體相互依存的特性，尤其是在娛樂領域。

以遊戲應用為例，若同時掌握遊戲內容及實境技術硬體的業者，採取僅可於單

一硬體設備上運行的獨家發行策略，且該遊戲的市場競爭力高，則該遊戲的獨家發行

可能連帶強化其獨家運行的硬體設備競爭力，同時削弱其他替代品的市場競爭力，但

這類策略並不屬於其他垂直限制競爭行為而僅屬於廠商的個別經銷策略，因為業者並

未禁止或阻礙其他業者授權、開發或取得類型相似遊戲的發行權，且即便存在這類行

為，該行為也並非因為使用實境技術達成，而僅是杯葛行為於應用實境技術的市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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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

（三）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目前在我國製造業的應用，主要是圖像辨識類型的應用，並與物聯網

結合，安裝於產線上，協助業者辨識瑕疵品，降低生產成本，提升生產效率。另一種

應用則為藉由歷史數據進行預測，預測類型的應用，自國際案例可發現應用於追蹤、

預測價格、市場需求等，並以相關分析為基礎做成定價或產量調整決策。第一種圖像

辨識技術的應用目的為強化生產效率而非限制其他業者，因此相關應用與其他垂直限

制競爭行為無關。另一方面，擁有該等技術之業者，並無法限制其他業者獲取相關技

術，人工智慧亦不存在某種特定標準而使其他業者無法進入市場，因此亦無封鎖效果

之疑慮。

然而，在第二種預測類型的應用，因其中包含蒐集各式資訊以做成決策的流程，

因此在蒐集資訊方面的應用，可能衍生出「限制轉售價格」的其他限制競爭行為。價

格監測技術的出現讓業者能以更為低廉的成本獲取市場的價格資訊，凡公布於線上通

路之銷售方價格，皆可透過爬蟲技術獲取，意即業者可隨時掌握各通路之定價，或可

達成價格追蹤，因此當價格監控技術被用以限制其他廠商之價格的依據時，將使業者

執行限制市場競爭的手段更為強壯。然而，價格監測技術雖能夠降低業者獲取價格資

訊的成本，但仍需廠商做出要求或禁止其他業者銷售，或威脅斷貨等行為，廠商並非

利用價格監控技術後，即不必做出杯葛或其他限制競爭行為，而達成其目的，也就是

說，目前相關技術應用能協助業者降低完成限制競爭行為之成本，卻無法替廠商完成

限制競爭行為，行為人仍為廠商，從歐盟競爭委員會裁罰華碩一案即可瞭解。

2018年歐盟競爭委員會指出華碩2011年至2014年間，透過監控筆記型電腦、顯示
器之線上零售價格，因而使歐洲消費者必須以更高價格購入商品，違反歐盟反托拉斯

法，並對華碩裁罰6,350萬歐元（約23億新臺幣）。在此案例中，華碩對線上零售商
採取「維持轉售價格（resale price maintenance）」，並為零售價格訂定下限，透過監
控技術，嚴密監控線上零售商的出售價格，一旦線上零售商以低於華碩希望的價格出

售，華碩便會要求線上零售商提高售價，倘若線上零售商不願意配合提高售價，華碩

將可能對該線上零售商停止供貨或收回供貨。

五、新創事業結合之限制競爭效果

近十年來全球大型科技企業併購活動相當活躍，Gautier及Lamesch（2020）指
出，Apple、Amazon、Google、Facebook、Microsoft等五大科技巨擘於2015至2017年
間合計併購數達175件，僅2017年這5家科技巨擘併購新創之金額即高達316億美元11

。

11 Marc Bourreau and Alexandre de Streel, 2020, “Big Tech Acquisitions: competition & 
innovation effects and EU merger control”, Centre on Regulation in Europe, F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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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人工智慧相關企業之併購案因而快速增加：依據CB Insights，2016年全球人工
智慧企業併購案件數為87件，2019年攀升至231件，四年間成長2.65倍12

，為創新併購

案件之大宗。而Apple、Amazon、Google、Facebook、Microsoft等五大科技巨擘之併
購案件逐年遞增，綜整其併購目的，以既有技術升級為主要考量，占將近7成；其次
為多角化經營之業務拓展考量，占3成左右13

。此外，觀察近年在人工智慧、物聯網與

車聯網、AR/VR等技術創新領域，其事業結合案件常見由大廠收購掌握關鍵技術或人
才或客戶資源的新創公司，且多屬該大廠積極開發的新產品功能或新事業版圖。

（一）新創事業結合議題之國際動向

新創事業結合之所以需要關注原因主要有二：分別是因為新創事業規模小，因

此不易達到結合申報的門檻，儘管其資產價值極高或是掌握的業務商業價值極高；

以及既有事業可透過併購排除潛在競爭者。根據2018年國際競爭網路（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簡稱ICN）結合工作小組（Merger Working Group）研討會議指
出，被併購事業雖屬小型或新創公司，以資產規模、營業額或資本額計算之市占率或

許很小，但可能掌握關鍵技術、人才或客戶基礎，合併後結合原本企業資源，可能造

成市場參進障礙之限制競爭效果。由於被併購事業具有很高的市場潛力，從經濟利益

面考量，併購者通常願意高價買下，此時併購案件之交易金額或許更能反映兩者合併

後之市場影響力
14
。另根據Cunningham、Ederer及Ma（2020）的實證研究發現，雖存

在既存廠商為維持既有市場優勢而發動「殺手併購」（Killer Acquisitions）的狀況，
卻因併購規模低於結合門檻的新創企業，得以規避主管機關的結合審查

15
。

而在避免潛在競爭而著手併購的議題中，歐盟執委會認為，此時應分析被收購

企業是否為併購企業的潛在競爭者，且對併購企業而言顯著存在競爭威脅：（1）潛
在競爭者已擬定具體市場進入計畫；（2）市場上未有足夠數量的潛在競爭廠商可對
併購企業形成壓力。並可從以下3個面向來判斷是否出現水平整合之限制競爭效果：
（1）併購企業因獲得被併購企業帶來的網路效果或使用被併購者擁有的關鍵資料，
而形成市場參進障礙並從中獲取利潤；（2）對現存技術領域或生態系形成競爭限制
效果，此為技術創新事業結合之主要目的；（3）技術創新事業結合後，因市場參進

12 Roberto Torres, 2020, “AI acquisitions hit record numbers in 2019 as consolidation wave 
grows”, CIO DIVE website, Jan. 24.

13 張嘉玲，「併購動向觀測系列：是大吃小還是武功升級、脫胎換骨的賽局？
以科技五哥併購為例」，FINDIT 早期資金資訊平臺，https://findit .org.tw/
researchPageV2.aspx?pageId=1062，最後瀏覽日期：2019/7/30。

14 楊佳慧、蔡惠琦，「出席『2018年ICN結合研討會』出國報告」，公平交易委員會
（2018）。

15 Colleen Cunningham, Florian Ederer and Song Ma, “Killer Acquisitions”, Penn 
Economics（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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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提高而使其市場力顯著增加。

（二）我國新創事業結合特性與限制競爭議題

相較於國際市場在過去十年間平均每年3.57兆美元的新創併購規模，我國在過去
十年間只有28例新創併購案。然而面對全球數位經濟崛起，各國以技術和資金為競爭
力戰場，加上物聯網與人工智慧等新興科技應用趨勢蔚為主流，國內科技業者也面臨

升級轉型問題，在既有企業結構無法迅速調整的限制下，併購新創成為企業加速創新

並提升競爭力的可行方式。資誠管理顧問公司於「2019臺灣CEO前瞻大調查」指出，
22%臺灣CEO希望透過合資來驅動企業成長，並有16%臺灣CEO希望透過併購方式16

。

另一方面，對臺灣新創企業而言，雖然長期目標主要係初次公開發行（IPO），但若
該新創企業的技術或創業概念尚無法轉換成為營收與獲利，此時被其他企業併購而達

成技術、人才與資金的互補，亦為良好的新創企業出場方式。以我國專注於AR/VR及
區塊鏈技術應用的新創事業為例，這類型新創事業尚在萌芽階段，新創業者普遍傾向

彼此間合併以壯大規模提高利潤。

六、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定位

（一）國際組織及各國執法機關應對技術創新之態度及動向

由於數位發展迅速，目前國際組織及各國執法機關，多聚焦於數位化對競爭的影

響，少有技術應用於製造業之探討。例如OECD於2018年1月31日在巴黎為競爭法執
法機關的官員舉辦研討會，以深入了解競爭法執法機關和其他機構如何識別和分析數

位化背景下出現的常見限制
17
。該研討會的目的是討論在數位化背景下對競爭制度的

評估，總共分為3個部分：第一部分著重於平臺帶來的變化，平臺縮減公司的最小有
效規模，並擴大潛在市場。在平臺上，交易仰賴信任以及平臺上供應商和消費者之間

的配對，雖然平臺扮演著「市場制度」的角色，有時卻不夠透明（例如，平臺搜索結

果的呈現未必公平）；第二部分涉及平臺對相關制度的挑戰。競爭管理部門需要表達

「尚不存在的未來競爭公司」和「尚未被服務的消費者」的聲音。此外，主管部門因

為具有技術專長，可以確定何種狀態是基於競爭不足或競爭過多而引起的問題，或問

題根本不是由競爭引起的；最後一部分包括有關如何更新OECD競爭評估工具的一些
建議。例如，可以增加新的概念（例如雙向市場、垂直限制或約束），包括更明確的

討論競爭與多個制度目標（包括社會目標）之間如何取捨，並可以考慮使用新技術來

16 科技新報，https://technews.tw/2019/11/14/ma-forum-in-meet-taipei-2019/，最後瀏覽
日期：2020/10/26。

17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Business Platforms as a Challenge for Regulation，https://
ec.europa.eu/competition/information/digitisation_2018/contributions/udo_milkau_
juergen_bott.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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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其他法規是否適用（例如「法規監理沙盒」和國際合作）。

除了OECD，歐盟執委會亦針對數位經濟發展，進行有關數位平臺市場的研究，
眾所周知，大型數位平臺具有擴散和網路效應，因此首要瞭解數位平臺主導整個市場

的狀況，並提出如何使用法律工具（New Competition Tool）將這樣的影響最小化。該
研究針對數位經濟的6個領域：首先，調查網路平臺企業；第二個是訪問權限問題；
第三是數位身份相關服務；第四是服務的互操作性；第五是在不同市場中，數據的所

有權；最後是資訊不對稱的現象，因為這個狀況將導致某些平臺用戶的轉換成本很

高。而該報告將成為即將制定《數位服務法》的基礎，該法訂定目的就是為了提出一

種新的競爭法工具，透過強大的網路效應來監管網路平臺市場，以確保市場的競爭性

並加強監管力道。

除了國際組織，德國聯邦卡特爾署也在2017年進行限制競爭防止法的第9次修
正。該法修正的重要目標在於應對數位市場內企業濫用市場地位，或是有關結合管

制相關的適用門檻。由於成功的數位平臺，其主要的特徵在能夠促進平臺不同端的使

用者產生交互的關係，亦即透過平臺促進各端的使用者產生間接網路效應（indirect 
network effect），因此在定義及評估網路平臺市場時，網路效應必須列入考量，例如
透過免費(或收取極少的費用)的方式，提高服務的使用率及影響力，這些服務雖然尚
未累積可觀的營業額，卻因為擁有眾多用戶而具備極高的市場力，原先競爭法對於結

合的管制門檻僅著重於營業額門檻的檢視，由於數位市場，尤其是數位平臺其市場力

與營業額的連結性轉弱，因此必須重新思考如何衡量數位平臺的市場力。

2017年日本亦對大數據於數位網路市場中涉及資訊而影響市場競爭的情況予以整
理及分析，對於現行法制的適用性及競爭政策上是否需要對資料相關的議題於法律規

範或執法的手段加以考量進行探討。由於現行結合門檻以營業額為衡量標準，但事業

結合過程卻可能因為數據、資訊在結合議題中所可能帶來的衝擊，日本公平交易委員

會競爭政策研究中心因此提出下列評估重點：在數位平臺結合時，須將隱私保護列入

結合審查項目，研究認為免費提供服務的數位平臺，例如社群網路服務(SNSs)，屬於
以個人資料為核心的服務，因此「隱私保障」將影響其服務品質及平臺使用者權益，

隱私保障弱化不但降低品質，也可能降低市場競爭力；部分透過資料分析進行研發的

市場(如AI相關的技術研發)，由於事業結合時尚無法判斷未來可能利用資料開發的產
品及其對市場產生的可能影響。在此種情形之下，仍需要將對該資料或資料集的利

用，可能建立的市場競爭力，及可能引發的相關風險列入考量；部分以演算法為基礎

的產品，透過免費服務所取得之大量資料，加以分析運用即可於短時間內改善產品或

服務的功能或品質；資料除了在上述研發上的角色外，有時也會被定位為多樣產品的

輸入資源，若事業合併時所涉資料為進入市場的關鍵資源，且該資料的蒐集僅集中於

特定的事業管道，亦將形成市場力；若資料本身被分開來作為交易的客體，而某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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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能會對於資料交易之市場競爭產生負面影響時，該資料交易，就會是競爭法規範

的範圍。

（二）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定位

1. 技術創新產業的競爭主體是國家
現行新興科技，如物聯網、人工智慧及實境技術之應用，皆仰賴晶片、通訊、語

音和影像辨識、感測裝置等高階研發與製造技術。此類技術由於研發成本龐大與知識

含量高，原本在全球市場即屬於少數廠商掌握關鍵技術與市占率的寡占市場，且少數

巨頭之間的競爭力不相上下、分庭抗禮，並分屬不同國家。例如，高通、聯發科和海

思合計占全球手機晶片71%市占率，且高通和聯發科分別為29%和26%，兩家差距甚
微 ；而高通、聯發科和海思分別代表美國、臺灣和中國大陸3個不同國家手機晶片產
業的龍頭廠商。

顯然，當物聯網結合雲端、大數據、邊緣運算、人工智慧、實境技術與5G通訊技
術後，所建構出的龐大智慧網路，透過網際網路及行動通訊的無遠弗屆，掌握其中的

關鍵技術或大數據或平臺運作規則，就掌握相關產業的全球市場力。故可見各國競逐

建立聯網通訊標準和設備規格，同時透過資料保護法、公平競爭法制來防範跨國科技

巨擘的不當競爭手段，避免國內龍頭企業的全球競爭力被削弱，也避免這些寡占巨頭

透過併購國內龍頭企業而箝制本國新興產業之發展。例如歐盟為促進其單一市場內數

位經濟的創新發展，並維持其單一市場內中小企業的數位競爭力，於2012年制定《一
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簡稱GDPR)取代1995年提出的
《個人資料保護指令》(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強化資料所有權人對所屬資料的權
限，藉由個人資料保護機制來建立大數據運用的公平競爭環境，作為因應Google、
Apple和Amazon等跨國科技巨擘運用大數據取得獨占力而提出的管理措施。
2. 技術創新趨勢下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角色

各國廠商會透過搶先制定產業標準並快速拓展該標準的普及率，來促使其他廠商

加入其生態系，或者進行生態系整合，在此過程中，產業標準多由具市場力的領導廠

商討論而定，不盡然符合相關市場內全體廠商之利益，也可能阻礙潛在競爭廠商進入

市場，而未必能與國際上發展較為快速之企業競爭，也可能必須使用國際已然發展的

標準，此時標準必要專利的權利金若過高以致我國業者無法單獨支付，可能形成不利

競爭結果。另一方面，由於新興技術的跨域應用或多個技術整合應用將可創造更大的

經濟效益，因此在技術跨域整合過程中，廠商為提高綜效會尋求合作夥伴，並逐漸形

成具特定共同目標的生態系，此時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宜在國內相關產業發展過程，

關注各生態系制定規格或內部相互分享資訊時，是否有排擠非生態系廠商。因此，為

促進我國製造業發展及維持市場秩序，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應關注：其一，密切關注

國內技術創新產業生態系形成過程，是否出現限制競爭行為而造成不公平競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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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大廠領先制定市場規則下我國產業應如何維持競爭力，抑或我國技術創新產

業具備制定國際標準的能量時該如何因應；其三，協助國內廠商面對其他國家時，瞭

解當地競爭法規並適時給予協助。

七、結論與建議

綜上所述，根據所選定之物聯網相關技術、實境技術及人工智慧，觀察各該技

術之特性及目前、未來預期應用領域，各該技術是否會影響重要公平競爭議題，如市

場界定、市場力評估、市場參進、水平限制競爭、垂直限制競爭等，簡要結論說明如

下：

（一）結論

1. 物聯網相關技術
由於物聯網相關技術之重要特性為「連結性」，透過網路技術連結各物品及平

臺，達到資訊傳遞、交換之目的，但由於我國製造業利用該技術之目的主要在優化生

產流程，例如「工業物聯網」，強化生產線之自動化、同步化以及即時偵測瑕疵，因

此既不改變產品的市場界定，亦未衝擊現行評估市場力的方法，而因物聯網目前主要

提供解決方案之服務予業者，藉由與各製造業者簽訂契約並逐案設計解決方案，因此

對市場參進影響亦不大。最後，雖物聯網應用涉及資訊交換，但實務上不論在「工

業物聯網（智慧製造）」、「家用物聯網（智慧家庭）」或「車用物聯網（智慧交

通）」皆非以交換產品價格、產量資訊為目的或達成目的之手段，因此物聯網相關技

術於各該應用情境亦不容易促成「聯合行為」。

另一方面，物聯網的連結性所帶來的便利，會促成物聯網內各層業者形成生態

系，然而物聯網之效益即建立於所有物品皆可連上該網路，以獲取大量資訊，因此各

形成之生態系多有擴大物聯網觸及客群範圍的誘因，因此為達該目的並擴大物聯網的

效益，物聯網生態系之策略應為廣納參與者，若出現其他透過生態系特性之限制競

爭，如排除特定廠商，仍可就現行法制處理。

2. 實境技術
實境技術的重要特性則為強化視覺體驗及視覺效果，實境技術製造業多用於產品

設計過程中的虛擬建模，降低實體建模的成本，因此該技術之應用也限於生產流程。

而含有實境技術的產品，其另一大特性為「軟、硬體整合」，該特性可能促成軟體及

硬體產品間競爭力的轉移，然而仍需同時擁有兩類產品，方能體現產品組合所帶來之

視覺效果及體驗，因此實境技術的「軟、硬體整合」特性，並不會影響產品的市場界

定，同時也因需同時購買，因此市場力評估亦可依循現行評估方式，另一方面，雖內

容產品（如遊戲、電影）可以採用獨家發行的經營策略，但因內容產品並非寡占市

場，因此藉由獨家授權的策略強化單一硬體設備製造商，進而形成市場參進障礙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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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低。

最後，有關實境技術是否能被用以強化水平及垂直限制競爭，答案是否定的，目

前實務上實境技術除用於提升內容產業的視覺體驗外，亦有結合零售及房地產業的應

用，然而目前的應用面向為向潛在客群展示商品，因此雖涉及交易資訊的揭露，但因

揭露對象並非同業，而是對消費者，因此該類應用對消費者權益有所提升，因此被用

於水平限制競爭行為可能性低，而實境技術的特性―「強化視覺體驗」、「軟、硬體

整合」也難以用於強化垂直限制競爭的手段。

3. 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的重要應用類型為「資料預測」及「圖像辨識」，兩類應用主要用作資

訊分析，分析後的資料主要協助業者降低生產成本、協助策略制定，因此就目前製造

業在人工智慧相關技術的大宗應用，並未有影響市場界定的疑慮，另一方面亦不影響

市場力評估的方式，而取得人工智慧的廠商是否會因此建立市場參進障礙，這部分疑

慮較有可能發生於平臺、服務業者，在製造業則較不常見，原因在於製造業者除可透

過自行研發人工智慧以優化生產效率外，也可透過尋求外部提供人工智慧解決方案的

服務業者獲得相關技術應用的效益，因此擁有人工智慧與否的市場參進障礙可不必過

於憂慮。

另一方面，人工智慧在限制競爭手段部分，「資料預測」類的應用存在強化限制

競爭手段的疑慮，一是透過爬蟲等技術蒐集網路上的各式價格、產量或經營策略的資

訊，二是將人工智慧用於定價或產量調整策略。第一類因可獲取對手、同業、上下游

廠商的各式資訊，因此有可能藉由獲取的資訊，完成限制競爭的行為，像是限制轉售

價格；而第二類則建立於獲取對手定價或產量相關資訊的基礎之上，依循對手的策略

聯合漲價、共同減產等，因此這類行為涉及聯合行為，故應為主管機關密切注意之應

用。

（二）建議

1. 持續觀測新興科技發展及應用面向
第一，目前新興科技的應用，以國際企業為大宗，尤其是網路應用服務業者、平

臺業者等最多，且各該技術之應用因涉及資料的利用，因此有大者恆大的傾向，然而

就國際案例，新興科技的製造業應用目前尚未觀測到此類現象，因各該技術之應用面

向聚焦於優化生產流程及提高產品競爭力；第二，由於目前我國製造業對新興技術的

應用尚未成熟，在技術應用尚不普及，因此就我國目前產業發展階段，應為大力支持

各該新興技術的產業應用，以強化我國產業競爭力，因此若此時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新

興科技應用抱有限制競爭疑慮，並在早期訂定相關因應對策，雖有超前部署之遠見，

但與國家發展整體方向不免背道而馳，亦不利我國產業發展。

因此綜觀國際案例，以及我國產業發展態樣，針對新興科技是否強化限制競爭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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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或是造成產業之獨占地位，該現象目前主要發生在平臺業，我國製造業未普遍地

導入相關新興技術，即便外國製造業導入新興程度較我國高，亦未見廣泛討論；另一

方面製造業新興科技的應用面向目前著重於強化產線的生產效率，或是將技術附加於

產品之上，優化產品以提高產品競爭力，應用面向與平臺業者不同，極少見到製造業

者利用新興科技強化限制競爭手段，因此目前主管機關之作法應為靜觀其變，待技術

發展更為成熟、技術應用更為廣泛時，市場上必定產生更為完整的，有關我國製造業

如何應用各該技術的資訊，此時主管機關再出手介入也更能對症下藥。

2. 培養具備資訊技術知識的部門
為確保市場公平競爭，主管機關必須培養對技術的相關知識，以避免因缺乏技術

理解而遺漏業者為限制競爭之證據，根據前述分析，目前可預見並得以強化限制競爭

手段之技術應用為人工智慧之「資料預測」應用類型，為解決這類問題，短期內主管

機關應延攬熟知人工智慧的專家，尤其是同時瞭解人工智慧以及廠商行為的跨領域專

家，借專家之力判斷廠商行為是否涉及限制競爭意圖或實質造成限制競爭；長期規劃

主管機關則應著手建立鑽研人工智慧或新興科技的部門，該部門不僅須具備新興科技

相關的技術知識，也應培養有關公平交易法相關之法律素養，並對廠商行為有深刻瞭

解，以協助主管機關觀測、判斷技術之應用面向及進程，且當廠商做出有違公平交易

法之限制競爭行為，該部門亦可協助主管機關獲取相關證據，或是利用新興技術蒐集

相關證據。

3. 協助我國業者提升國際競爭力
就目前國際情勢發展，各國競爭法多帶有一重要特色―保護本國產業，在全球化

的浪潮下，產業面對的不僅僅是本國競爭者，同時亦須面對國際競爭者，而就地理市

場區分，我國業者也未必只有本國市場，我國製造業之產品外銷者多，其地理市場可

能多位於國外，因此全球化下，市場上的競爭已不僅限於廠商間的競爭，更多時候會

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因此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除維持國內市場之秩序外，未來

亦可能須擔當協助我國業者於國際上競爭之角色。

第一，針對我國國內市場，目前Google、Apple、Amazon、Facebook等國際上的
重要科技公司，因為掌握龐大用戶資訊，有大者恆大的趨勢，且各科技公司積極推動

多角化經營，雖科技公司主業為軟體或服務，但其中不乏切入硬體製造產業鏈的科技

公司，這些科技公司挾帶可強化新興科技應用的龐大資料，勢必比我國製造業業者擁

有更為優秀的競爭力。其中，家用物聯網即為一例，由於目前我國製造業及技術發

展狀況，尚無誘因亦無能力建立如小米的品牌家用物聯網生態系，而必須與Google、
Amazon等所生產的產品合作，然而家用物聯網生態系卻有可能如同Google當初建構
Android作業系統生態系的過程雷同，具有在未來被用以限制競爭的可能性，此時將威
脅到我國製造業之產業競爭力，因此雖然目前主管機關尚不需要對新興科技的應用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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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過多疑慮以及施行監管措施，但仍需持續觀察國際企業於我國市場內的行為，以避

免我國製造業處於不利競爭的狀態。

第二，針對國外市場，我國製造業者所製造的產品銷往國外者多，為強化我國廠

商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政府其他部會多會以組織國家隊共同拓展海外市場，此時為

避免觸及海外市場競爭法，國家隊之銷售策略應如何調整，在避免觸法及確保產業獲

利之間進行權衡，是未來公平交易委員會及政府其他涉及產業發展業務的部會，可以

共同合作之處。另一方面，由於我國製造業產品多外銷，若未來國際情勢持續發展為

強烈的單邊主義，則我國業者可能於受到海外市場競爭法的指控，此時我國對相關議

題最為瞭解者非公平交易委員會莫屬，為避免此種情況，也降低我國業者拓展國際市

場之成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可考慮是否提供海外市場競爭法之法律研析供我國產業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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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the industry is increasingly applying 
related technologies. Recently,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competent authorities of 
competition law have focused on how platform operators impact the current competition 
law and legal system and how to respond. However, there are few discussions about 
whether manufacturers’ applica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will impact the legal system 
of competition. This study specifically focuses on manufacturers’ applica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alyzes whether it may cause the current competition legal system to be 
inapplicable and recommend appropriate adjustments.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three types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commonly used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e found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of Things, reality 
technologie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mainly to optimize the automated production, 
enhancing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competitiveness.	The	automated	production	line	is	an	
example,	which	comprehensively	applies	IoT,	reality	technologie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reality technolog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for 
Home and Vehicles are service applications packaged, with the purpose of optimizing the 
user experience. In addition, because mos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Taiwan are OEM 
and export-oriented, it is unlikely to enhance the restriction of competition with applications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However,	 the	ca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sed	to	monitor	and	
forecast price probably enhance the restriction of competition, like restriction on resale Price 
and concerted ac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aspect of technology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is	research	finally	recommends	Fair	Trade	Commission:	(1)	continuously	observe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aspects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2) build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sisting in collecting evidence; (3) assist our companies in 
enhancing thei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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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李素華（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在技術創新與競爭法議題下，可以注意的點都是在軟體與硬體之間的結合，在文

章中AI、物聯網、實境技術中都可以看到，我認為未來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面對技
術創新議題時，其核心問題在於軟、硬體之結合，改變了許多我們現有所熟知的競爭

法規範，也就是說，當技術創新在產業的應用結果是軟體與硬體結合，究竟應如何界

定市場，傳統的市場界定方式可能有所改變，可能不再只用實體商品觀察相關市場、

市場力量之界定。以喬山科技為例，該公司最近所推出的產品為魔鏡，對這樣硬體廠

商而言，最大的挑戰在於軟體的運用，也就是如何訓練軟體以運用於產品之上，大家

可以想見，其重點並非鏡子本身，而真正有價值的為軟體部分，此外，在智慧型手錶

產品也是相同的情形。

江老師在進行相關研究時，注意到國內相關產業多為進行代工，且多為硬體代

工，此點在世界浪潮下，真正具有市場力量及主導市場力量者是軟體業者，競爭法主

管機關在保護本土產業就會面臨軟體、硬體結合時，會對過往既定遊戲規則與市場界

定產生改變的議題。由於軟體與硬體的結合，會造成垂直與水平關係的改變，垂直整

合本身，可能會因軟、硬體結合，改變傳統上之界定，或許此一面向在技術創新與競

爭法中，將會是第一個面對的挑戰。在過往的硬體關係上，我們可能會覺得汽車就是

汽車，隨著軟、硬體的結合，電動車進入市場，使競爭關係改變，市場結構改變，加

上現今汽車亦可能大量需要軟體裝置，而可能才是其產品本身具有競爭力的重點。

此外，廠商之間的依賴關係可能也會有所調整，例如AI、物聯網或數位資訊，我
國係以代工相關產業為主，所以目前看來依此趨勢對國內廠商影響似乎較小，因為數

位平臺、軟體廠商，都樂於與大家分享軟體的智慧財產權，但是若過度依附軟體進行

開發，當軟體開始收費，在此依賴關係上，對競爭法主管機關在未來競爭法的適用上

勢必會造成衝擊，可能會造成市場參進障礙，對於這點我與江老師的見解略不相同。

最後回到競爭法執法機關的態度，我認為這是很大的一個挑戰，甚至在未來如

何發展，抑或是市場如何變化，現階段看到的可能都是比較偏向數位相關資訊，競爭

法主管機關有比較多單純針對數位內容或數位相關本身較多關注，但恐怕除了數位之

外，在軟、硬體結合的產業研發與發展趨勢，對於整個市場結構與廠商間的互動關係

本質上會有所調整，亦將撼動到競爭法執法的相關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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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世界衛生組織 （WHO）於2020年2月11日宣布正名武漢肺炎為COVID-19，並於
同年3月11日正式宣布進入全球大流行。OECD競爭委員會於2020年4月27日公布1份競
爭政策因應COVID-19之報告，在2020年5月25日及26日，OECD又公布了3份相關研究
報告。美國自2020年3月以來，聯邦交易委員會（FTC）就開始對COVID-19宣示一系
列的措施，並在其網站上成立了COVID-19專區，陸續發布對COVID-19有關的反托拉
斯法與不公平行為執法相關的措施；某些措施也與另一個反托拉斯法執法部門美國司

法部（DOJ）共同發布。從2020年3月以來，歐盟執委會也開始針對對抗COVID-19有
關的競爭法執法議題，陸續發布一些反托拉斯指導原則或說明，也一樣在網站上成立

了專區，陸續公告其相關的資訊。國際競爭法組織ECN和ICN也公布新冠期間適用競
爭法的聯合聲明和新冠災情期間和疫後的競爭聲明。由於本疫情對各國競爭事務主管

機關也是全新的挑戰，因此如何調整現有的競爭法架構與執法措施，以審慎面對本次

經濟危機，是各國勠力解決中可謂當前最重要的課題。

關鍵詞：新冠疫情、COVID-19、限制競爭、不公平競爭、OECD

一、前言

新冠肺炎最早從2019年11月從中國大陸逐漸開始向全球肆虐，臺灣則於2020年1
月21日產生首例確診病例，迄今從檢疫、隔離、疫苗研發仍在全球競速中，在防治上
不僅遠超過2003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1

的應變經驗，更可讓人追溯到醫

藥尚不發達的1918年代西班牙大流感，造成全球可觀人數殞落，甚至包括如全球知名
德國哲學家馬克思韋伯的逝去

2
。國際上各項防疫管制措施陸續出爐，包括歐洲的邊

境管制措施，封城和半封城更是少數不得已的抗疫方式
3
。世界衛生組織 （WHO）於

2020年2月11日宣布正名武漢肺炎為「COVID-19」4
，並於同年3月11日正式宣布進入

1 SARS的首例也是發生於中國大陸，2002年11月於廣州。從WTO資料觀之，全球
有8096名患者，影響及於29個國家，2002-2003為主要傳播期。參閱林偉修，「概
述新冠肺炎後中國的政經發展」，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第3期，12（2020）。
武漢肺炎病原體與SARS同為冠狀病毒，但傳染力與病原性並不同。參閱詹文
男等，「武漢肺炎對經濟的可能影響評估」，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
（2020/2/5），最後瀏覽日期：2021/1/7。

2 李建良，「臺灣公法的當代思維─跨入2020年代的回敘與挑戰」，月旦法學雜
誌，第300期，108-117（2020）。

3 2020年1月23日中國大陸湖北省武漢市全城封鎖。
4 CO代表冠狀（corona），VI代表病毒（virus），D代表疾病（disease），19則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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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流行（global pandemic）」。我國為全球第一個採取登機檢疫，亦是第一個
整備防疫物資之國家

5
。國內疫情尚控管得宜，並未封城、未停工、未停產

6
。

新型冠狀病毒不僅在流行病學、公衛方面引起了世界頂尖醫學期刊上的討論，對

於經濟、產業面的衝擊更是各國關注的焦點。國內文獻就此已開始有諸多討論，接踵

而來的是各國的紓困措施，例如臺灣在民國109年2月25日公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
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全文 19 條，本法大部分條文並回溯自109年1月15日起實施，
本條例施行期間為109年1月15日至110年6月30日，施行期間屆滿，得經立法院同意延
長之。由此編列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紓困1.0），
首波編列600億，包括紓困振興404億元和防治196億元。本條例並於109年4月21日修
正第 11 條條文，增訂第 9-1 條條文。由此編列第1次追加預算1,500億元（紓困2.0），
合計2,100億元，實施期程自109年1月15日至110年6月30日止。最新進度為立法院於
109年10月23日通過了紓困3.0相關預算（即第2次追加預算案），合計2,099億4,700萬
元。迄109年10月23日，已執行金額1,548億元，含防疫、紓困及振興7

。

從法學的角度而言，本傳染病引發的討論有屬憲法層次的緊急命令是否發布（憲

法增修條文第2條），強制隔離措施對人身自由的限制（可參釋字690號解釋），出入
境管制措施對旅行自由的限制（例如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

例第7條發布的出國禁令），屬行政法層次的依傳染病防治條例第17條及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實施辦法於2020年1月所建置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各項行政管制措
施，指揮中心並每日即時公布疫情相關訊息，政府的物資分配（例如口罩實名制）、

貿易管制措施等。國內文獻亦不乏有相關討論
8
。但以上尚非本文欲探究對象。疫情首

當其衝的是在經濟面向的大蕭條，文獻上有將本次疫情類比為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9
。

而執市場經濟牛耳的一般法源基礎是公平交易法，本文的研究課題為，從競爭政策與

競爭法的角度，探討新冠肺炎疫情帶來哪些值得探討的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議題。

臺灣現有的基礎案例包括口罩、耳溫量計、民生物資是否聯合漲價，公平交易委

員會(下稱公平會)於2020年1月及3月均有相關新聞稿。公平會官網並於公開資訊區設

疫情爆發的年份。曾雅蘋，「COVID-19對科學家的挑戰」，科技政策觀點，第10
期，2（2020）。

5 行政院編，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追加預算案總
說明。

6 國發會，「後COVID-19臺灣經濟發展對策」（2020/5/18），最後瀏覽日期：
2021/1/7。

7 行政院新聞稿，2020/10/23，行政院全球資訊網。
8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將本次主要防疫經驗收錄於官網，供一般大眾流覽下
載。

9 黃欽勇，斷鏈之後：科技產業鏈的分整合，大椽，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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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了新冠肺炎防疫物資專區，羅列相關法規並提供常見問答集。此可分積極面的查處

和消極面的管制。前者可涵蓋製造商與製造商間或零售商與零售商間是否在防疫物資

販售上或透過價格演算法有更多的暗默勾結構成違法聯合行為、製造商與零售商間是

否構成各種垂直交易限制、網路經銷是否存在最高或最低轉售價格限制、事業是否藉

由不同市場搭售或搭便車、對於防疫治療產品功效的不實廣告宣稱等。後者值得探討

如聯合行為例外許可是否考量防疫期間特殊需求得有較寬鬆的認定、結合事前申報異

議管制得否考量公衛方面非經濟因素等。

新冠肺炎的最新動態截止2021年1月6日為止：國內819例確診，724例境外移入，
56例本土病例，36例敦睦遠訓支隊、2例航空器感染及1例不明，確診個案中7人死
亡。全球累計86,346,788例確診，分布於191個國家/地區，病例中1,870,310例死亡10

，

全球致死率2.57%。COVID-19有如世界大戰，100多天內席捲全球11
。諸如德國總理指

出，新冠疫情是德國戰後最大的危機
12
，而英國首相、美國總統俱在確診之列。

本文研究方法將以文獻分析法視國際主要國家和國際組織在競爭法執法上對

COVID-19的因應與解方。以下貳說明競爭法主要國際組織OECD對COVID-19的因
應，參說明美國的作法及實務案例，肆說明歐盟的作法及實務案例，伍為結論。

二、OECD的作為

OECD競爭委員會於2020年4月27日發布一份競爭政策因應COVID-19之報告
（OECD competition policy responses to COVID-19），報告重點包括了三大部分：第
一部分是政府介入及競爭政策在疫情期間所扮演的角色，例如應建立明確和透明的競

爭中立性（competitive neutrality）規則，並舉例說明為確保國家介入時維持競爭中立
性的指導原則，產業政策不應引領向保護主義的各項措施，並提出了對政府單位和競

爭法主管機關的若干不同建議。第二部分是探討執法上，新冠疫情對廠商行為的短期

影響，例如有競爭疑慮的價格行為，並舉例說明透過價格政策對消費者形成剝削的有

關調查，競爭者間的合作協議，並示例說明，競爭法主管機關應謹慎評估危機卡特爾

（crisis cartels），並提出若干建議。第三部分是探討執法上，新冠疫情對市場結構的
中期影響，例如競爭法主管機關應仔細審查垂危事業抗辯（failing	firm	defences），競
爭法主管機關應持續謹慎關注公共利益，並以歐盟的垂危事業抗辯為例說明之，後並

10 疾病管制署新聞稿，「國際疫情仍嚴峻，請入境者務必配合防疫措施及 
居家檢疫」（ 2 0 2 1 / 1 / 6）， h t t p s : / / w w w. c d c . g o v. t w / B u l l e t i n / D e t a i l /
WB0vG8CvmMVZcjukN0EyFA?typeid=9，最後瀏覽日期：2021/1/7。

11 國發會新聞稿，「後COVID-19臺灣經濟發展對策」（2020/05/18）。
12 張弘遠，「新冠肺炎衝擊全球經濟」，工業總會服務網，http://www.cnfi.org.tw/

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magazine10904-601-2，最後瀏覽日：20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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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競爭法主管機關和政府單位提出一些建議。綜言之，政府部門可提供短期、透明的

產業補助，長期措施須促使市場回復自由公平的常態競爭；疫情對執法層面的影響，

包括如何因應企業的漲價行為，如何評估水平事業間的合作協議，如何評估疫情期間

聯合行為的暫時豁免，疫情對市場結構的影響，包括應如何進行對垂危事業結合的審

查，如何審查具有政策性產業的結合等
13
。

在2020年5月25日及26日，OECD又公布了新冠時期的結合管制（Merger control 
in the time of COVID19）、新冠時期的競爭者合作（Co-operation between competitors 
in the time of COVID19）、新冠時期的剝削定價（Exploitative pricing in the time of 
COVID19）3份報告。
（一）新冠與剝削定價

新冠疫情對產品供應端而言，引發了物資缺乏，也造成了價格上揚，競爭事務

主管機關究應如何因應此價格變動現象，避免產生競爭法所不樂見的剝削定價效應，

就此OECD建議了若干措施，諸如須要密切監管任何重要和快速的價格上揚行為。新
冠疫情期間，須確認在供應鏈的何處和何時有價格上揚事實，一方面可採取警告和行

動，以嚇阻因新冠危機帶來的剝削定價，另一方面則要積極地預防價格上揚的發生。

從短期的角度，一旦發現市場上存在競爭法上的獨占定價案例時，競爭事務主管機關

一方面要對市場和企業行為做審慎地分析，另一方面則要分析由新冠危機所造成的獨

占地位濫用行為。在這樣特殊的期間，競爭事務主管機關須與消費者保護或其他相關

主管機關合作，重要的地方在於保護消費者免於不公平的定價實務。OECD亦進一步
建議，各國可充分運用競爭倡議的方式，以了解價格管制措施其實會帶來哪些風險，

包括了生產可能因此減緩，或是對市場新進者降低了進入市場的誘因
14
。

除了上述OECD的研究報告之外，文獻上針對新冠疫情和剝削定價的關連也有討
論，主旨在於，本次疫情前所未有，並造成了對特定產品例如口罩、手套、藥品的快

速和重要的需求，供需的快速變遷，特別是當需求的增加超越了可供應的數量，經濟

現象上，就會引起價格波動，使得競爭事務主管機關就此不得不提高注意。從企業經

營的角度言，如何因應競爭事務主管機關針對新冠疫情依据競爭法的可能作為，可以

有下列幾個方式：其一，通常獨占定價較不適用於新產品和競爭對手可迅速進入市場

的情形，而如前所述，本次疫情前所未有，對競爭事務主管機關也可謂較無前例可

循，企業即可較容易提出漸進式的價格波動作為抗辯的理由；其二，因供應鏈瓦解，

13 梁珮玟，「競爭政策於新冠肺炎下所扮演的角色」，公平交易通訊，第94期，
16-19（2020）。

14 OECD, “Exploitative Pricing in the Time of COVID-19”, 26 May 2020, https://www.
oecd.org/competition/Exploitative-pricing-in-the-time-of-COVID-19.pdf, last visited on: 
2021/1/7.



第 2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64

新冠疫情可能造成產業供應鏈的短鏈、斷鏈效應
15
，事業的直接輸入的成本增加，因

此生產成本的增加即影響及於價格波動（本說理或最可能被接受），或再如前所述，

為快速呼應需求增加而須擴張產能，如此也會造成生產成本增加，企業可提出的抗辯

理由為提高價格是在反映真實成本，並可主張此為使事業能繼續維持營運而有必要採

取的競爭措施。最後電子商務平臺如Amazon 和eBay宣稱，會採取行動對抗價格詐欺
(price gouging)，並與反托拉斯主管機關就本議題進行協調16

。

（二）新冠與結合管制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間，競爭主法管機關面對的挑戰在結合方面有：如何在快

速且重要變遷的市場中來進行結合案評估；在本次嚴重疫情的環境如何進行結合矯正

措施（remedies）；如何評價垂危事業抗辯；以及是否主管機關可增加運用公共利益
的考量，不論係在同意結合或禁止結合等。針對產業資料，因新冠災情前所未見，對

某些產業部門而言，競爭事務主管機關從依賴過去的執法經驗和產業數據資料辦案面

對新的挑戰，這產生了新的建立產業資料庫的需求，因主管機關需要去蒐集產業部門

的最新動態資料，特別是指在受新冠疫情衝擊下的市場發展態勢的有關產業資料
17
。

新冠帶來了眾所週知的經濟危機，由此也提高了市場集中度的風險，甚至在許多部門

的市場力也因此被不當地強化，這樣的過程會造成抬高價格，並損害創新與生產力。

針對垂危事業的抗辯（failing firm defense，簡稱FFD）18
，新冠危機可能使得垂

危事業抗辯更頻繁地被提出。以英國為例，英國競爭法與消費者保護主管機關CMA
在新冠前後期評估了Amazon和Deliver的垂危事業結合，然英國在本次評估報告中顯
示，期中評估報告和最終評估報告CMA的態度並不一致，如以最終評估報告來觀察，
英國可謂並未因新冠疫情而改變或是放寬對垂危事業結合案同意與否的審查標準，基

本上係維持了英國競爭法一貫的審查標準，換言之，要通過CMA向來為數不多的垂危
事業結合，疫情並不會給很多加分的效果

19
。回顧OECD的經驗，當值2008年財政危

15 供應鏈的短鏈係指縮短供應鏈，斷鏈係指上游的斷料停產。
16 George S. Cary et al., “Exploitative Abuses, Price Gouging & COVID-19: The Cases 

Pursued by EU and National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Concurrences, e-Competitions 
Special Issue Competition Law & COVID-19, 30 April 2020, https://www.concurrences.
com/en/bulletin/special-issues/competition-law-covid-19-en/exploitative-abuses-price-
gouging-covid-19-the-cases-pursued-by-eu-and-national-en, last visited on: 2021/1/7.

17 OECD, “Merger Control in the time of COVID-19”, 25 May 2020, http://www.oecd.org/
competition/Merger-control-in-the-time-of-COVID-19.pdf, last visited on: 2021/1/7.

18 關於垂危事業抗辯之概念，可參考郭昱伶，「公平交易法結合管制下的垂危事業
抗辯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22卷2期，163-218（2014）。

19 OECD, “Merger Control in the time of COVID-19”, supra note 17, at 9; 王性淵，「疫
情衝擊下之結合管制—英國Amazon與Deliveroo結合案」，公平交易通訊，第96
期，20-2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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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的年代，OECD早先的討論為，競爭事務主管機關缺乏正當性放寬垂危事業抗辯的
審查標準，因為已存在其他可運用的政策工具（例如破產法和國家補貼法）可協助垂

危事業渡過難關，唯審查程序上的改變則是有正當性，例如確保一個更快速的審查過

程
20
。

就結合矯正措施而言，可區分為結構的矯正（Structural remedies）和行為的矯正
（Behavioural remedies），這兩者的情況在新冠疫情影響下的市場中如何適用：就結
構的矯正措施可能未必一直是可實行的選擇手段，肇因於資產價值的下降、尋找適當

買主的困難、無效地回應市場環境的快速演化等。執是，競爭事務主管機關可能需要

更有創造性，以避免結構的矯正措施成為難以落實，例如不論係在事業結合完成之前

就實現結構矯正措施命令，或是乾脆禁止事業結合並拒絕所建議的結構矯正措施。行

為的矯正措施則一般具有更彈性和可隨時間經過修正的特點，可促使事業適應快速變

遷的市場環境，行為的矯正措施在新冠災情期間或不失為一種可實行的解決方案
21
。

（三）新冠與聯合行為

在疫情危機期間，競爭者的合作有若干形式，OECD於其報告中也舉出了一些符
合競爭法意旨的合法合作協議範例，至於如何評估該等競爭者合作協議是否符合競爭

法，須考量的因素有本協議的規模，包含了協議所涵蓋的地理規模；進行本合作的實

際需求，例如確是為了對抗疫情引起的市場破壞；合作協議會持續的期間多長；以及

參與協議事業透過本協議所要達成的目標或意圖等
22
。

該報告綜合參考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也包括本文第三、第四部分更詳細介紹的

美國和歐盟），在疫情期間公布的指引，以及過去在經濟危機期間的一些方向，綜合

提出了其對新冠疫情期間，聯合行為合法性的共同判斷基準。

1.共同判斷基準
在疫情危機期間，評估聯合行為合法性時，要考量的項目包括該協議的範圍，包

括地理範圍，以及為克服疫情造成之市場破壞（market disruptions）對該聯合行為需
要的程度、其持續的期間，以及該協議的目的等

23
。

(1)採取聯合協議解決因新冠疫情帶來的具體市場破壞之必要性
許多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所發布的指引指出，在下述情形下，包括為維持或增加

供給、確保供應鏈的安全、滿足增加的需求，或者避免庫存堆積、囤積以及隨後的產

20 OECD, supra note 17, at 9-10.
21 OECD, supra note 17, at 5-7.
22 OECD, “Co-operation between competitors in the time of COVID-19”, 26 May 2020, 

https://www.oecd.org/competition/Co-operation-between-competitors-in-the-time-of-
COVID-19.pdf, last visited on: 2021/1/7.

23 Id.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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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短缺的負面效果等，而有必要採取該聯合行為時，主管機關很可能不認為其屬違法

而需採取動作
24
。

但是，各國主管機關均強調，這樣的合作應有範圍的限制，但又必須維持其有效

性。例如，一協議可以在廠商間分享關於解決貨物短缺有關特定事項的競爭資訊（例

如產能），但不允許分享關於其他事項之資訊（例如價格）。同樣地，該協議的範圍

應該僅限於產生該特定需求的產品或地理區域
25
。

(2)消費者福祉之目標 
許多國家的競爭法主管機關，認為該合作協議之合法性，必須對消費者產生正

向效果者。例如，英國的競爭法主管機關CMA就認為，該合作協議必須「讓消費者
對該協議產生的效益得到公平的分享」 （allow consumers a fair share of the resulting 
benefit），且在最小必要範圍內。該合作若是提供新服務，例如發送實物給最需要的
消費者，從競爭法的角度來看最沒有問題

26
。歐盟和美國的指引也提到類似的要求

27
。

(3)共同合作的持續期間 
許多國家的競爭法主管機關也強調，這些共同合作必須有嚴格的時間限制，通

常只能持續至該危機對特定產業預期結束日為止。例如，其只為了解決短期的市場破

壞，可持續到重新建立生產和供應鏈即可；或者，若其目的是要進行共同研發創新，

則可持續到該目標達成為止
28
。

2.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判斷疫情期間協議之合法性所面臨的挑戰
在疫情的特定期間內，競爭法主管機關適用上述共同判准評估聯合行為之合法性

時，可能會面臨一些挑戰，包括：

•	需要對企業提供即時的指引，以及快速的決定；
•	判斷該協議之必要性；
•	判斷正確的時間框架29

。

(1) 需要對企業提供即時的指引，以及快速的決定
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企業提出聯合行為之疑問時，需要快速地給予回應。

遲遲不回應所產生的寒蟬效果，有時候比起不執法的危險更高。為了確保疫情危機期

24 Id. at 6.
25 Id. at 6.
26 Id. at 7. 其引述的資料為CMA, Guidance on the approach to business cooperation in 

response to COVID-19,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ma-approach-to-
business-cooperation-in-response-to-covid19/cma-approach-to-business-cooperation-in-
response-to-covid-19.

27 OECD, supra note 22, at 7.
28 Id. at 7-8.
29 Id.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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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企業的有效運作，許多政府和競爭法主管機關選擇，在盡可能的範圍內，讓私人企

業自己評估（self-assessment）該聯合行為之合法性30
。

在作法上，競爭法主管機關可以提供一般性的指引，供企業可以在事前判斷所欲

進行的合作是否會引發爭議，或者可以針對特定期間的特定產業，制訂某種集體豁免

規定（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s）。這種方式的好處是，不需要主管機關費時的逐案
審查，但缺點是，企業自己對通用的指引可能解讀錯誤，或可能濫用豁免。因此，可

再加上一個設計，就是課予私人企業有義務將該聯合行為通知競爭法主管機關，並提

供該協議的細節。如此，競爭法主管機關可以事後確認這些合作的合法性，而不需要

事前就進行審查造成該合作執行的障礙
31
。

儘管有通案的指引告知可能不會違反競爭法的情況，但企業可能會碰到一些不太

確定的案例，而躊躇不前。此時，許多國家之競爭法主管機關，都設置了某種快速個

案諮詢指引程序，包括使用安心函（comfort letters）給予諮詢意見。這種機制下，可
能要在主管機關內附帶設置一個專門的小組，負責快速回應企業提出的詢問

32
。

要能順暢進行快速程序，競爭法主管機關通常會要求對該合作協議，描述其性

質、理由、時間和地理範圍，並提供相關資訊，例如協議內容。某些競爭法主管機關

在給予企業指引信時，可能會要求企業保留所有合作的紀錄，以便主管機關要求查詢

時，能夠及時提供
33
。

(2)判斷協議是否必要
第二項挑戰就是評估該合作協議之必要性。此種分析，本質上必須要求企業提

供當事人的預測，比較若沒有此種合作的結果，以及進行合作的預期結果。其也涉及

判斷該合作可帶來的促進競爭效果，以及檢查是否可以採取其他限制競爭較小的替代

方案。但是，由於須快速做出決定的時間壓力，以及對是否存在其他替代方案所知有

限，主管機關在判斷上會有困難。此時，競爭法主管機關也許可以採取在結合控制領

域中「若沒有」（but for）的必要性分析。另外，也可使用反事實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判斷，替代方案是否可能會帶來限制競爭較小之結果。當然，由於疫情危機
的不確定性，導致上述的分析中，也會預期出現不一樣的結果。更具體地說，為了解

決疫情危機帶來的短期問題，而找出解決方案的需求，當然會影響這些合作之必要性

的評估
34
。

30 Id. at 8.
31 Id.  at 8.
32 Id. at 8-9.
33 Id.  at 9.
34 Id. 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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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判斷正確的時間框架 
最後一項競爭法主管機關可能面臨的挑戰，就是一方面希望該合作能達到有效的

目標，卻要限制該合作的時間，而在決定該合作時間框架時產生困難。允許的時間太

短，或者太長，都可能產生不當的結果。因此，競爭法主管機關應該保持警惕，可及

時的限制或撤銷其同意，或者當疫情危機結束、該合作已經出現負面效果或不再需要

時，即可展開競爭法的執法
35
。

問題的關鍵在於，該合作方案對於消費者帶來的利益，取決於疫情的變化。因

此，主管機關要問的是，這個合作方案在疫情危機期間是否對消費者或對公眾有益，

以及何時就不再是如此。因此，為了研發創新的合作方案，和為了解決封城期間民生

需求的合作，兩者的時間框架就有所不同。不過，若要每一個個案逐案考量其時間框

架，也很複雜。在本文第三部分所介紹的美國，則採取一種方式，就是在企業提出詢

問，主管機關回覆給予諮詢意見認為不會違法時，該意見原則上僅有1年的效力，等
到1年快到期若企業需要延長，則需再次提出諮詢請求。另一種方案可能比較麻煩，
就是先不用事前判斷所需的時間框架，而是在同意其進行合作之後，定期追蹤監督

該合作，或者要求企業有透明或報告義務，確保該合作之執行的時間是在必要範圍

內
36
。 
前述所介紹OECD的各項分析報告，乃綜合擷取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各種對抗疫

情下的各種措施，提出綜合性的分析。這些分析中，也常舉美國和歐盟為例。以下第

三部分就美國的對應措施，第四部分對歐盟的對應措施，將分別進一步地詳細介紹。

三、美國的作為

美國自2020年3月以來，聯邦交易委員會（FTC）就開始對COVID-19，宣布一系
列的措施，並在其網站上成立了COVID-19專區，陸續發布對COVID-19有關的反托拉
斯法與不公平行為執法相關的措施。此外，某些措施也與另一個反托拉斯法執法部門

美國司法部（DOJ）共同發布。以下依序介紹其所採取的措施，包括1.結合與申報；
2.聯合行為之諮詢；3. 禁止囤積貨品或哄抬物價；4.與疫情有關產品的不實廣告案
例。這4項措施中，FTC對於不實廣告案例有非常多的實際警告與裁罰，而美國司法部
則對於禁止囤積貨品與哄抬物價，進行調查與起訴。

（一）結合與申報

1.暫時性電子申報系統
FTC在3月13日的新聞稿中宣布，結合事前申報辦公室（Premerger Notification 

Office，簡稱PNO）將採取暫時的電子申請系統。在此段期間，所有的文件檔案都必
35 Id. at 11-12.
36 Id. 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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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透過此系統提交，而其他實體紙本和DVD提交方式都暫時停止37
。結合事前申報辦

公室只會接受紙本和DVD的事前申報檔案，到2020年3月13日星期五下午5點。從3月
17日上午開始，只接受電子檔案申請系統提交的檔案38

。

2.提前終止等待期間
美國結合申報制度中，一般結合申報文件準備齊全後，結合需等待30天，但另有

所謂「提前終止等待期間」（early termination）制度。FTC宣布，在採用電子申報系
統期間，不會核發任何的「提前終止等待期間」

39
。

3月27日，FTC與DOJ共同宣布，欲恢復對於之前所宣布的暫停「提前終止等待
期間」制度。恢復的原因是，二機關認為此段等待期間不會採取任何執法行動。該

制度從3月30日開始恢復40
。但是，FTC也說明，希望廠商不要申請「提前終止等待期

間」，因為這會造成FTC職員負擔，且FTC說明只會有少數案例，在時間與資源允許
下，才會同意提前終止等待期間

41
。

3.司法部延長審查期間
此外，美國司法部對於結合的審查案，在第一次申請文件準備齊全後，可要求

第二次補充文件，並與雙方約定同意的延長結合完成期間（timing agreement），一般
為60天。而DOJ宣布，在當事人同意的延長審查時間之外，一律增加30天的額外審查
期。其理由主要也是因為疫情期間人力侷限所致

42
。

（二）聯合行為

美國司法部（DOJ）與聯邦交易委員會（FTC）於2020年3月24日，發表了關於
COVID-19之聯合反托拉斯聲明（Joint Antitrust Statement Regarding COVID-19）43

。此

37	 FTC,	Premerger	Notification	Office	Implements	Temporary	e-Filing	System,	March	13,	
2020,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0/03/premerger-notification-
office-implements-temporary-e-filing.

38 Id.
39 Id.
40 FTC, FTC to Resume Processing HSR Early Termination Requests on March 30, 

March 27, 2020,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0/03/ftc-resume-
processing-hsr-early-termination-requests-march-30.

41 Ian Conner, Bureau of Competition, “Resuming early termination of HSR reviews”, Mar 
27, 2020,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blogs/competition-matters/2020/03/resuming-
early-termination-hsr-reviews, last visited on: 2021/1/7.

42 Michael L. Sibarium, Jeetander T. Dulani, Drew A. Navikas, “U.S. Merger Review in the 
Time of Coronavirus: The FTC and DOJ are changing their approach to civil enforcement 
and merger review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March 20, 2020, https://www.
pillsburylaw.com/en/news-and-insights/merger-ftc-doj-enforcement-covid-19.html, last 
visited on: 2021/1/7.

43 Joint FTC-DOJ Antitrust Statement Regarding COVID-19, March 24, 2020, https://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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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聯合聲明的目的在於，讓民間公司知道，為了共同對抗COVID-19，公司間，包括
競爭者之間，可以共同參與一些促進競爭之合作，而不會違反反托拉斯法

44
。

1.快速諮詢
首先，兩機關都會致力於提供私人和企業相關諮詢，讓私人企業知道，如何確保

它們的努力符合聯邦反托拉斯法。在平時，個人和企業本來就可以透過司法部反托拉

斯局的「反托拉斯局企業審查程序」（Antitrust Division’s Business Review）以及「聯
邦貿易諮詢意見程序」（Federal Trade Commission’s Advisory Opinion Process）詢問
二機關，所欲進行的行為合法性，但通常這兩個程序都會費時數個月。為了快速對抗

COVID-19，二機關會加速所有與COVID-19有關的詢問，甚至若相關行文涉及的是健
康和安全事項，則在接收到所有必要資訊的7天內答覆45

。

FTC進一步說明，當事業或個人提出諮詢請求，FTC下的競爭局會提供指引，對
所欲進行行為在反托拉斯法上的可能分析，提出諮詢意見。FTC提供2種諮詢意見，1
種是委員會諮詢意見（Commission advisory opinions），1種是職員諮詢意見（advisory 
opinions issued by staff）。為了對COVID-19有關問題快速提供反托拉斯指引，競爭局
會對請求問題提供快速的職員諮詢意見，只要詢問者盡可能的提供充分的資訊和文

件。詢問者請求詢問時，可寄到專用信箱FTCCOVID19@ftc.gov46
。

詢問時，必須說明其與COVID-19的關係何在，並描述該行動提案的性質與理由
（包括參與者姓名、提案會涵蓋的產品或服務、該安排的期間與地理範圍），當事人

間欲簽署的契約或其他協議（包括記載該契約或協議的任何文件的複本）、主要預期

之大客戶姓名、其他任何關於對所欲提供產品或服務的其他提供者的競爭重要性的可

得資訊
47
。

競爭局回覆諮詢意見的效力，為從回覆開始之日起1年內有效。如果超過1年還需
要繼續該行為，則可再次利用該快速諮詢程序，詢問FTC的立場48

。

2.允許的聯合行為
由於企業之間為了提供市場上需要的產品、擴充既有的產能、開發新產品或服

務，而可能需要採取合資企業（joint ventures）的方式，因而，企業可以透過國家合
作研究生產法（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Act，後來被標準發展組
織促進法《Standard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Advancement Act》修正）提出申請，

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public_statements/1569593/statement_on_coronavirus_
ftc-doj-3-24-20.pdf.

44  Id. at 1.
45  Id. at 1.
46  Id. at 3.
47  Id. at 3.
48  Id.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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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機關也會加速審查
49
。

聲明也列出，為了對抗傳染病大流行以促進健康和安全，若干合作行為將會符合

反托拉斯法。例如：

1. 一般情況下，兩機關曾經說明，當公司間合作研發「經濟活動之提昇效率的整合」
（efficiency-enhancing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通常是促進競爭的50

。

2. 兩機關已經表示，分享科技的know-how，而非公司有關價格、薪資、產出、成本的
具體資訊，可能是「為達到某些合作的促進競爭效益所必要」

51
。

3. 兩機關已經說明過，除非具有例外情形，它們不會挑戰醫療提供者共同發展建議行
為參數（亦即病患管理之標準，以協助提供者在臨床決定之用），因為這也可以對

病患、醫療提供者和購買者提供有用的資訊
52
。

4. 兩機關已經說明過，在健康照顧提供者間大部分的共同採購安排，例如為了增加招
標採購之效率、減低交易成本，不會引起反托拉斯法之疑慮

53
。

5. 反托拉斯法通常會允許，針對想要使用聯邦緊急權限的私人遊說行為，包括私人產
業間與聯邦政府開會，討論對抗COVID-19的策略，「只要這些行為是對政府活動的
遊說，但尊重法律的通過與執行」

54
。

兩機關也會考量現實的緊急情況，評估企業間對抗COVID-19的努力及其後續。
例如，健康照顧設施可能需要共同合作，向社區提供資源和服務，其可能沒有辦法

立即取得相關的個人保護設備、醫療供應或健康照顧。其他事業過去若沒有製造和

銷售相關產品，可能需要暫時結合他人的製造、行銷、服務網絡，以促進COVID-19
相關產品的製造和銷售。這類的聯合行為，只要時間上有限制，且是為了協助受

COVID-19影響之病人、消費者和社區所必要，就可以認為屬面對緊急情況所必要55
。

49  Id. at 1.
50  Id. at 1.
51  Id. at 2. 其引述See Federal Trade Comm’n & U.S. Dep’t of Justice,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 at 15 (2000)及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Information Exchange: Be Reasonable (在資訊分享附近討論到「安全區」(safety 
zones))。 

52  Id. at 2. 其引述Federal Trade Comm’n & U.S. Dep’t of Justice, Statement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 Policy in Health Care at 41 (1996)。

53  Id. at 2. 其引述Federal Trade Comm’n & U.S. Dep’t of Justice, Statement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 Policy in Health Care at 53 (1996) (但也解釋了在何種情況下，共同採購
安排會引發問題)。

54  Id. at 2. 其引述Eastern R. Conf. v Noerr Motors, 365 U.S. 127, 138 (1961)，以及FTC, 
Enforcement Perspectives on the Noerr-Pennington Doctrine: An FTC Staff Report (2006) 
（討論其適用與限制）。

55 Id.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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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當政府向私人企業徵求對抗COVID-19的資源，兩機關也會協助，與美國
健康人類服務部共同合作，執行「國防生產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和「大流
行與全災害應變法」（Pandemic and All-Hazards Preparedness Act），以及在適當時與
其他的行政機關，共同合作對抗COVID-1956

。

3.勞工市場之反競爭行為
在上開第一份聲明最後，兩機關指出，若有人利用COVID-19傷害競爭與傷害美

國消費者，其仍然會立即採取法律行動。例如，如果事業間透過協議，想要透過提高

價格、降低工資、減少產出、降低品質，以限制競爭，或者獨占廠商想要使用市場力

量進行排他性行為，均不被允許。上述行為兩機關會立即採取行政制裁。此外，如果

事業間透過協議或勾結，維持價格或工資、圍標或分配市場，則DOJ也會提起刑事制
裁

57
。

在2020年4月13日，DOJ和FTC，又共同針對COVID-19與勞工市場上的競爭問
題，發表第二份共同聲明

58
。

該聲明的目的在於，強調兩機關對於COVID-19流行期間，企業主可能會共同協
調，而不利於勞工，對此等行為，兩機關密切保持監督

59
。其說明，雖然在上一份聯

合聲明中指出，公司在此段期間可以參與一些促進競爭的合作，但並不能以此為理

由，從事反競爭的行為去傷害勞工，包括醫護人員，在雜貨店、藥房、量販店、其他

基礎服務提供者工作的勞工
60
。

兩機關對下列行為會提高注意，包括雇主、人力公司（包括醫療旅遊與兼職安

排公司）和招聘者，在勞工市場上共同勾結，或參與其他反競爭行為，例如協議降

低時薪，或降低年薪、工作時數等。多年以來，兩機關對於違法的固定時薪（wage-
fixing）和互不挖角協議（no-poach agreements）、其他反競爭的不競爭協議，以及違
法交換有競爭性的敏感性員工資訊，包括年薪、時薪、福利或其他報酬資料等，都

會追訴這些行為。甚至，DOJ也會對參與明顯的固定時薪與互不挖角協議的事業或個
人提起刑事追訴。即便沒有達到勾結協議，競爭局也會對邀請其他事業加入勾結的事

業，提起行政追訴。此外，倘若單一事業在勞工市場上具有獨占力量，兩機關也會追

56 Id. at 2-3.
57 Id. at 3.
58 FTC-DOJ Joint Statement Announcing They are on Alert for Collusion in U.S. 

Labor Markets, April 13, 2020,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
advocacy_documents/joint-statement-bureau-competition-federal-trade-commission-
antitrust-division-department-justice/statement_on_coronavirus_and_labor_
competition_04132020_final.pdf.

59 Id. at 1.
60 Id.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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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其單方的反競爭行為。因此，從事雇用、招募、人才保留、勞工調派等公司，應該

要知道，若從事上述這些反競爭行為，都可能引來行政或刑事追訴
61
。

在該聲明中提到，兩機關不會縱容在勞工市場上的各類反競爭行為。因此，也鼓

勵任何人得知有上述勞工市場上傷害競爭的行為，可主動提出檢舉
62
。

（三）禁止囤積貨品或哄抬物價

美國競爭法中並沒有直接處理囤積貨品或哄抬物價行為之規定。即便針對獨占廠

商，美國反托拉斯法只處罰獨占行為或意圖獨占行為，但關於濫用優勢地位而索取過

度價格，屬於純粹的價格問題，美國競爭法並不處理
63
。事實上，美國的競爭法主管

機關FTC，長期以來都反對以競爭法處理價格操弄行為。甚至，當有聯邦議員想要提
案制訂反哄抬物價法時，FTC一直都持反對立場。FTC認為，當發生自然災害時，價
格的上漲乃是貨物短缺的自然反應，因而可以引導資源投入到短缺的市場。但是，如

果因為價格控制而扭曲了這種自然的價格訊號，消費者最終反而會比較糟
64
。在2005

年11月的卡崔娜颶風後，當時的FTC主席Deborah Majoras也公開說道：「我們可以理
解，消費者在短期之間當面臨劇烈的價格上漲時，尤其是在災害期間，會感到失望。

但是制訂哄抬物價法以控制物價，對消費者帶來的傷害會高於好處。沒有消費者喜歡

物價上漲，但是物價上漲可以降低需求，並讓短缺的持續期間縮短。
65
」

所以，美國在聯邦層級或競爭法中，沒有可以處理一般的哄抬物價的規定。在

美國這次疫情期間，在聯邦層級，主要是透過「國防生產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在各州層級，則各自運用州法相關規定66

。

國防生產法中，禁止囤積某些稀缺物品，只要：1.其囤積的量超過該企業、個
人、家庭消費所必須，且2.其目的是為了以超過一般市場行情之價格轉售。並且授權
美國總統有權指定哪一些貨品屬於稀缺物品

67
。違反上述禁止囤積或以高價出售的貨

61 Id. at 1.
62 Id. at 2
63	 Ivana	Rakić,	“Competition	Law	in	 the	Age	of	Covid-19”,	45,	April	30,	2020,	Anali 

Pravnog fakulteta u Beogradu, 2/2020, DOI: 10.5937/AnaliPFB2002025R,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650807.

64 Frederic Jenny, “Competition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COVID-19 Crisis: Business As 
(Un)usual ?”, 4, May 20, 2020,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606214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3606214.

65 Id. at 4-5.
66 可參考Derek Ludwin, Terrell McSweeny, Michael Fanelli and Kathryn Cahoy, “Federal 

and State Price-Gouging Enforcement in the Era of COVID-19”, April 14, 2020, https://
www.covcompetition.com/2020/04/federal-and-state-price-gouging-enforcement-in-the-
era-of-covid-19/, last visited on:2021/1/7.

67 50 U.S.C. § 4512 (“ Hoarding of designated scarce materials. In order to prevent 



第 2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74

品之行為，可處10,000美金罰金，以及最高1年有期徒刑68
。

美國總統川普在2020年3月23日，透過總統行政命令13910號69
，授權給美國衛

生部長，指定哪些物品屬於當前的稀缺物品。而衛生部在3月25日，公告了在對抗
COVID-19下，哪些是必要的醫療與健康資源，且屬於稀缺品，或者可能會被他人囤
積

70
。主要的貨品包括：1.個人防護性設備，如口罩、面罩或手套；2.人工呼吸機；3. 

通風機；4.具有奎寧（chloroquine phosphate或hydroxychloroquine HCl）活性成份的藥
品；5.殺菌服務；6.消毒服務；7.醫療用手術衣或衣服。

DOJ網站中，對於新冠病毒的因應措施中，特別提到要打擊囤積和價格哄抬，並
說明衛生部根據上述國防生產法所指定的稀缺物品

71
。此外，檢察總長也於3月24日發

出公開信
72
，說明將組成一個任務小組（Task Force），與衛生部合作，共同打擊市場

操作、囤積與價格哄抬行為。

（四）保護消費者免於詐騙與欺罔性行為

在前兩份聯合聲明的結尾均指出，兩機關仍然會持續調查與COVID-19有關的詐
欺或欺罔性行為。而前述有關聯合行為的快速諮詢意見程序，並不提供這方面的資

訊
73
。

FTC主委Joe Simons在3月26日，獨立發表了一個保護消費者聲明74
。FTC發現，

hoarding, no person shall accumulate (1) in excess of the reasonable demands of 
business, personal, or home consumption, or (2) for the purpose of resale at prices 
in excess of prevailing market prices, materials which have been designated by the 
President as scarce materials or materials the supply of which would be threatened by 
such accumulation....”).

68 50 U.S.C. § 4513 (“Any person who willfully performs any act prohibited, or willfully 
fails to perform any act required, by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ubchapter or any rule, 
regulation,	or	order	thereunder,	shall,	upon	conviction,	be	fined	not	more	than	$10,000	or	
imprisoned for not more than one year, or both.”).

69 Executive Order 13910, Preventing Hoarding of Health and Medical Resources To 
Respond to the Spread of COVID-19, March 23, 2020.

70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otice of Designation of Scarce Materials or 
Threatened Materials Subject to COVID-19, March 25, 2020. 

71 Department of Justice, Combatting Price Gouging & Hoarding, https://www.justice.gov/
coronavirus/combattingpricegouginghoarding.

72 Attorney General Bar, a memo to U.S. Attorneys, March 24, 2020, https://www.justice.
gov/file/1262776/download.

73 Joint FTC-DOJ Antitrust Statement Regarding COVID-19, March 24, 2020, at 4.
74 Statement from FTC Chairman Joe Simons Regarding Consumer Protection, March 26, 

2020,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public_statements/1569773/final_
chairman_covid_statement_326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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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OVID-19流行之後，市場上開始出現大量的詐騙者（Scammers），以及企業銷售
產品時可能出現不公平和欺罔性行為（unfair and deceptive practices）。FTC下的消費
者保護局（Bureau of Consumer Protection）開始接獲大量的檢舉。FTC主委宣示，其
不會允許任何人利用消費者對COVID-19流行的恐慌，進行詐騙或欺罔性行為75

。

一方面，FTC網站上製作了關於如何避免COVID-19詐騙的宣導資料，其也鼓勵
任何人對相關的詐騙（scams），主動向FTC提出檢舉76

。到2020年8月底為止的統
計，與COVID-19有關的詐騙或欺罔行為之檢舉，總共已有18萬件。

從2020年3月到8月，FTC正式採取的行動有非常多。以下依類型稍加整理分為7
類：

1.對有療效宣稱產品之公司寄發警告信
3月9日，FTC和美國食品藥物署（FDA）聯合發佈新聞，對7家公司的產品，

宣稱可以對抗COVID-19，寄發警告信。這些產品包括茶、精油、膠質銀（colloidal 
silver），宣稱可以對抗或防護新冠病毒。這些產品因宣稱有療效，一方面並沒有經過
FDA核准上市，其效果也沒有經過證實，屬於虛假宣稱，故會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
第5條之不公平或欺罔性行為77

。

4月14日，FTC又寄發10封警告信給10家公司，要求它們不得對其產品宣稱可以
治療或防護新冠肺炎，因為這些宣稱並未經證實。這些產品很多元，包括稱為「對抗

病毒組」（ANTI-VIRUS KIT）到「音波矽膠面刷」（Sonic Silicone Face Brushes）和
含有高劑量維他命C之靜脈內療法（intravenous (IV) “therapies＂）。某些產品在網路
上販售，某些治療則是在診所或消費者的家中提供。這些產品或治療未經FDA核准，
其療效也都未經證實

78
。

4月23日，FTC寄發警告信給21家公司，警告它們不得再宣稱自家產品（主要是
保健食品、維他命等）或治療方法，具有治療或防護COVID-19之療效79

。

75 Id. 
76 Id. 
77 FTC, FDA Send Warning Letters to Seven Companies about Unsupported Claims that 

Products Can Treat or Prevent Coronavirus, March 9, 2020, https://www.ftc.gov/news-
events/press-releases/2020/03/ftc-fda-send-warning-letters-seven-companies-about-
unsupported.

78 FTC Announces Latest Round of Letters Warning Companies to Cease Unsupported 
Claims that Their Products Can Treat or Prevent Coronavirus, April 14, 2020, https://
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0/04/letters-warning-companies-cease-
unsupported-coronavirus-claims.

79 FTC Sends 21 Letters Warning Marketers to Stop Making Unsupported Claims That 
Their Products and Therapies Can Effectively Treat Coronavirus, April 23, 2020,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0/04/ftc-sends-21-letters-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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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FTC寄發45封警告信給不同廠商，要求它們對其所販售產品或服務，不
能宣稱有治療或預防COVID-19之療效。相關產品包括一般治療產品、營養食品、藥
物、漢方草藥、靜脈注射療法、維他命C療法、空氣濾淨器、消毒劑、淨水器、脊椎
矯正治療、電磁輻射保護、順勢療法、震動醫療、臭氧療法等

80
。

5月22日，FTC再次寄發警告信給50家公司，要求它們對其所販售產品或服務，
不能宣稱有治療或預防COVID-19之療效。相關產品包括營養食品和漢方草藥治療、
針灸、順勢療法、噴霧器、臭氧療法、靜脈注射療法、水治療法、脈衝磁場治療和高

量頻率治療
81
。

6月4日，FTC再次寄發警告信給35家公司，要求它們對其所販售產品或服務，不
能宣稱有治療或預防COVID-19之療效。相關產品包括靜脈注射和臭氧療法、增強免
疫力注射、幹細胞療法、脈衝磁場封鎖區（Electromagnetic Field Blocking Patches）、
精油、順勢醫療、維他命、營養食品、銀、漢方草藥治療

82
。

6月18日，FTC再次寄發警告信給30家公司，要求它們對其所販售產品或服務，
不能宣稱有治療或預防COVID-19之療效83

。

2.對不實宣稱產品療效之公司正式起訴
4月28日，FTC公布新聞稿，其在4月24對一位販售健康食品（其主要成份為維他

命C和藥草）的廠商和其負責人Marg Ching，在地區法院提起訴訟，因為其宣稱所販
售的維他命「Thrive」有防禦病毒的效果，可以對抗COVID-1984

。新聞稿中指出，被

marketers-stop-making-unsupported.
80 FTC Sends 45 More Letters Warning Marketers to Stop Making Unsupported Claims 

That Their Products and Therapies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or Treat COVID-19, May 7, 
2020,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0/05/ftc-sends-45-more-letters-
warning-marketers-stop-making.

81 FTC Sends Letters Warning 50 More Marketers to Stop Making Unsupported Claims 
That Their Products and Therapies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or Treat COVID-19, May 21, 
2020,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0/05/ftc-sends-letters-warning-
50-more-marketers-stop-making.

82 FTC Sends Letters Warning 35 More Marketers to Stop Making Unsupported Claims 
That Their Products and Therapies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or Treat COVID-19, June 4, 
2020,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0/06/ftc-sends-letters-warning-
35-more-marketers-stop-making.

83 FTC Sends Letters Warning 30 More Marketers to Stop Making Unsupported Claims 
That Their Products and Therapies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or Treat COVID-19, June 18, 
2020,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0/06/ftc-sends-letters-warning-
30-more-marketers-stop-making.

84 “Thrive” Supplement Marketer Agrees to Preliminary Order Barring Him from Claiming 
It Can Treat, Prevent, or Reduce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COVID-19, April 2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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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已經同意FTC所提出的初步命令，不再做未經證實的虛假宣稱。同時，FTC另外也
直接對被告提起行政起訴（administrative complaint）85

。7月10日，FTC發佈新聞，被
告就行政起訴部分，也已經與FTC達成行政和解86

。

7月31日，FTC正式起訴加州的公司Golden Sunrise Nutraceutical，認為其欺罔性
地廣告一個要價23,000美金的治療方案「Emergency D-Virus plan」，其宣稱已經獲得
證實可以治療COVID-19。FTC在4月份就曾經寄發警告信給這家公司，要求其立刻移
除有問題的廣告宣稱

87
。然而該公司卻持續進行廣告，故FTC正式在法院起訴這家公

司
88
。

3.對多層次傳銷公司寄發警告信
4月24日，FTC寄發警告信給10家多層次傳銷公司，警告它們不得在行銷產品或

吸引下線時，宣稱所販售產品具有治療或防護COVID-19之療效，並宣稱因此加入行
銷體系可以賺大錢

89
。

6月5日，FTC第二波對多層次傳銷業者寄發6封警告信，警告它們不得在行銷產
品或吸引下線時，宣稱所販售產品具有治療或防護COVID-19之療效，並宣稱因此加
入行銷體系可以賺大錢

90
。

4.對協助或提供電話詐騙公司寄發警告信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0/04/thrive-supplement-marketer-
agrees-preliminary-order-barring-him.

85 In the Matter of MARC CHING, DOCKET NO. 9394, Administrative Complaint, April 
28, 2020,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d09394_administrative_
part_iii_complaint.pdf.

86 FTC Order Stops the Marketer of “Thrive” Supplement from Making Baseless Claims 
It Can Treat, Prevent, or Reduce the Risks from COVID-19, July 10, 2020, https://www.
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0/07/ftc-order-stops-marketer-thrive-supplement-
making-baseless-claims.

87	 FTC	Sues	California	Marketer	of	$23,000	COVID-19	“Treatment”	Plan,	July	31,	2020,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0/07/ftc-sues-california-marketer-
23000-covid-19-treatment-plan.

88 FTC v. Golden Sunrise Nutraceutical, Inc., Case 1:20-at-00540, Complaint for Permanent 
Injunction and Other Equitable Relief (Filed 07/30/20) (Cali. E.D., 2020).

89 FTC Sends Warning Letters to Multi-Level Marketers Regarding Health and Earnings 
Claims They or Their Participants are Making Related to Coronavirus, April 24, 2020,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0/04/ftc-sends-warning-letters-multi-
level-marketers-regarding-health.

90 FTC Sends Second Round of Warning Letters to Multi-Level Marketers Regarding 
Coronavirus Related Health and Earnings Claims, June 5, 2020, https://www.ftc.gov/
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0/06/second-round-warning-letters-to-mlms-regarding-
coronavirus.



第 2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78

3月27日，FTC寄發警告信給9家網路電話公司（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 
，簡稱VoIP），因為這9家公司協助與提供服務給違法的電話行銷或機器人電話
（Robocalls），內容乃是與新冠病毒或COVID-19有關的詐騙電話91

。

4月3日，FTC與美國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FCC），聯合寄發警告信給3家網路電
話公司，這3家公司發送與傳輸違法的機器人電話（Robocalls），內容包含與新冠病
毒有關的詐騙電話

92
。

5月20日，FTC和FCC再次寄發聯合警告信給3家網路電話公司，警告它們，有人
利用它們的系統撥打與新冠病毒有關的詐騙機器人電話，要求這3家公司應該停止為
其提供服務，否則也會負法律責任

93
。

5.對不實宣稱可提供救助貸款者起訴或警告
4月17日，FTC正式起訴一家羅得島上的借貸公司。為了拯救因COVID-19造成

的企業財務危機，美國通過了新冠病毒救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 Act，簡稱CARES Act），該法中有一個薪水支票保護
計畫（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簡稱PPP），由美國中小企業局（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簡稱SBA）執行。該案中被告對外宣稱，其乃是在執行SBA的貸款計
畫，並宣稱自己是獲得SBA下PPP計畫核准的貸款人。但事實上，該計畫的可貸款金
額已經快用盡，所以許多企業無法成功申辦貸款，因而，有上百家的企業受騙，向被

告提出貸款申請。FTC認為此屬於虛假與誤導宣稱，屬於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
之欺罔性行為

94
。

5月18日，FTC和中小企業局（SBA）共同寄發警告信給2家公司，要求它們的網
站不得有誤導性的表示，讓人誤以為這兩家公司與SBA有關，或者可以透過它們申請

91 FTC Warns Nine VoIP Service Providers and Other Companies against ‘Assisting and 
Facilitating’ Illegal Coronavirus-related Telemarketing Calls, March 27, 2020, https://
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0/03/ftc-warns-nine-voip-service-providers-
other-companies-against.

92 FTC and FCC Send Joint Letters to VoIP Service Providers Warning against ‘Routing 
and Transmitting’ Illegal Coronavirus-related Robocalls, April 3, 2020, https://www.ftc.
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0/04/ftc-fcc-send-joint-letters-voip-service-providers-
warning-against.

93 FTC and FCC Send Joint Letters to Additional VoIP Providers Warning against ‘Routing 
and Transmitting’ Illegal Coronavirus-related Robocalls, May 20, 2020, https://www.
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0/05/ftc-fcc-send-joint-letters-additional-voip-
providers-warning.

94 FTC Takes Action to Stop Company Posing as SBA Lender and Preying on Small 
Businesses, April 17, 2020,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0/04/ftc-
takes-action-stop-company-posing-sba-lender-preying-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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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水支票保護計畫（PPP）的貸款，或者新冠病毒救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CARES 
Act）所授權的其他計畫95

。

6月24日，FTC和中小企業局（SBA）共同寄發警告信給6家公司，要求它們的網
站不得有誤導性的表示，讓人誤以為這兩家公司與SBA有關，或者可以透過它們申請
薪水支票保護計畫（PPP）的貸款96

。

6.對不實宣稱購買產品可獲得政府激勵金之廠商警告
7月21日，FTC和密蘇里州檢察官共同寄發警告信給2家公司，認為他們在用郵件

推銷其助聽器產品時，標示購買助聽器可獲得政府激勵金。警告信要求他們停止這樣

的欺罔性不實宣稱
97
。

8月13日，FTC以行政起訴的方式，起訴Traffic	Jam	Events,	LLC及其負責人，認為
其從事多項欺罔性行為。其中，與COVID-19有關者，乃寄送郵件告知消費者，可以
獲得COVID-19的激勵福利98

。

7.對不實宣稱防護產品可即時送達之廠商起訴
7月8日，FTC正式在地方法院起訴一家線上零售商SuperGoodDeals.com, Inc.及

其負責人，因其虛假承諾消費者，會在隔天就寄出口罩以及其他與新冠病毒有關之

個人防護設備。從3月開始，該網站上顯示，相關產品「有庫存」、「今天付款、明
日寄出」。但實際上，通常該網站要花好幾個禮拜，才會寄出消費者訂購的防護產

品。且該網站並不提供退款機制。另外，新聞稿也指出，紐約東區地檢署檢察官，也

對被告的哄抬物價、郵件和網路詐欺等，提起刑事起訴
99
。FTC認為，被告之行為，

95 FTC and SBA Warn Operator of SBA.com and Lead Generator Lendio to Stop 
Potentially Misleading Coronavirus Relief Loan Marketing, May 18, 2020, https://
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0/05/ftc-sba-warn-operator-sbacom-lead-
generator-lendio-stop.

96 FTC and SBA Warn Six Companies to Stop Potentially Misleading Marketing Aimed 
at Small Businesses Seeking Coronavirus Relief Loans, June 24, 2020, https://www.ftc.
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0/06/ftc-sba-warn-six-companies-stop-potentially-
misleading-marketing.

97 FTC and Missouri Attorney General Warn Hearing Aid Sellers About Deceptive Stimulus 
Payment Claims, July 21, 2020,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0/07/
ftc-missouri-attorney-general-warn-hearing-aid-sellers-about.

98 FTC Adds Charges Against Auto Marketer For Deceptive “Prize” Mailers, August 13, 
2020,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0/08/ftc-adds-charges-against-
auto-marketer-deceptive-prize-mailers.

99 FTC Takes Action against Marketer That Falsely Promised Consumers Next Day 
Shipping of Facemasks and Other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July 8, 2020, https://
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0/07/ftc-takes-action-against-marketer-that-
falsely-promised-next-day-shi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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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虛假、誤導、未經證實，屬於違反了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之欺罔行為100
，另外

也違反了FTC的郵件、網路、電話訂購產品規則（Mail, Internet, or Telephone Order 
Merchandise Rule，簡稱MITOR，規定於16 C.F.R. Part 435）。該規則規定，若公司在
廣告中說可在特定時間內寄達商品，必須有合理基礎真的可以寄達。如果公司發現他

們無法在期限內寄達，應該獲得消費者同意遲延送達，或者給予退費。同樣地，違反

上述規則之行為，一樣屬於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之欺罔行為101
。

8月5日，FTC又發佈新聞，對於另外3家公司，一樣虛假承諾會在時限內寄達與
COVID-19有關之防護產品，卻沒有遵守期限，而違反了「郵件、網路、電話訂購產
品規則」，因而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102

。

四、歐盟的作為

從2020年3月以來，歐盟執委會開始針對對抗COVID-19有關的競爭法執法議題，
陸續發布一些指引或說明，也一樣在網站上成立了專區，陸續公告其相關資訊。歐盟

執委會在官方網站上提到，事業在面臨新冠病毒危機時，面臨了特殊挑戰。而這種特

殊例外情況與挑戰，會讓事業有需要一起合作，克服危機，而最終有利於消費者
103
。

首先須說明者，歐盟競爭法中，有一塊最特別的是所謂的國家補助（state aid）。
由於歐盟境內強調自由競爭、自由流動，所以某一個國家對特定產業或公司進行補

助，對其他國家的參與競爭事業，就可能有不公平競爭問題
104
。在新冠疫情流行期

間，各國當然都紛紛提出產業補助，而歐盟執委會也對國家補助問題，提出了各種的

指引或說明 105
。但由於此一議題，由於對我國沒有太高參考價值，本文不予討論

106
。

故以下僅針對對我國有參考價值的4個領域，進行介紹，包括：1.結合案件之申報；

100 FTC v. SuperGoodDeals.com, Case 1:20-cv-03027, Complaint for Permanent Injunction 
and Other Equitable Relief (Filed 07/08/20), at 9 (N.Y.E.D., 2020).

101 Id. at 9-11.
102 FTC Acts Against Online Sellers That Falsely Promised Fast Delivery of Facemasks and 

Other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August 5, 2020,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
press-releases/2020/08/ftc-acts-against-online-sellers-falsely-promised-fast-delivery.

103 EU Commission, Antitrust rules and coronavirus,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
antitrust/coronavirus.html .

104 主要規定於歐盟運作條約第107條。
105 詳細資訊，可參考EU Commission, State aid rules and coronavirus, https://ec.europa.

eu/competition/state_aid/what_is_new/covid_19.html.
106 對歐盟新冠疫情下國家補助與競爭法之討論，可參考Francisco Costa-Cabral, 

Leigh Hancher, Giorgio Monti, and Alexandre Ruiz Feases, “EU Competition Law and 
COVID-19”, 3-7, March 22, 2020, TILEC Discussion Paper No. DP2020-007,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561438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356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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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聯合行為之通告；3.打擊哄抬物價之宣示；4.與COVID-19有關的詐騙與不實廣告。
（一）聯合聲明

為了回應新冠肺炎疫情需求，歐盟執委會、歐洲自由貿易聯盟監督局（EFTA 
Surveillance Authority）和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National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共同組成的歐洲競爭網絡（European Competition Network），於2020年3月23日共同
發表了一份文件：「在當前新冠肺炎期間適用競爭規則的聯合聲明」（Joint statement 
by the European Competition Network on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during the Corona 
crisis）107

。 
由於文件很短，全文整理如下：「歐洲競爭聯盟完全瞭解在歐盟/歐洲經濟區因

COVID-19爆發帶來的社經後果108
。

不同的歐盟/歐洲經濟區之競爭政策工具（competition instruments）有其機制，當
適當和必要時，會考量市場和經濟發展。競爭規則要確保一個公司之間的公平遊戲場

域。在各公司和整個經濟體遭受此一危機時，上述目的仍很重要
109
。

歐洲競爭聯盟理解，此一極度例外的情況，可能會引起公司之間合作的需求，以

確保必要稀缺產品或服務對消費者的提供和公平分配。在當前情況下，歐洲競爭聯盟

不會積極介入，反對任何為了避免供給短缺所採取的必要和暫時性的措施
110
。

考量到當前情況，這種措施不太可能有問題，因為其既無法達到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條/歐洲經濟區協議第53條的限制競爭程度，或者其產生的效率極可能可以大過其
產生的限制。如果公司對於這樣的合作倡議是否符合歐盟/歐洲經濟區的競爭法有所
疑慮，他們可以隨時與執委會、歐洲自由貿易聯盟監督局或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聯

繫，詢問非正式指引
111
。

同時，最重要的是，對於當前情況下被認為是保護消費者健康所必要的產品（例

如口罩、洗手液），要確保可於競爭價格取得。因此，歐盟競爭聯盟對於想利用當前

情況進行聯合行為或濫用市場主導地位之公司，將不會遲疑立即採取行動
112
。

在此脈絡下，歐盟競爭聯盟想要指出，既有的規則允許製造商為他們的產品設定

最高轉售價格。後者已經被證明，是在銷售端限制不正當價格上漲的有用工具
113
。」

107 European Competition Network, Joint statement by the European Competition Network 
(ECN) on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during the Corona crisis, March 3, 2020,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ecn/202003_joint-statement_ecn_corona-crisis.pdf.

108 Id.
109 Id.
110 Id.
111 Id.
112 Id.
11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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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4月8日，歐盟也參與國際競爭網絡（ In terna t ional  Compet i t ion 
Network），發表了類似的聲明114

。

（二）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程序

歐盟執委會在2020年4月7日，針對新冠病毒疫情下的結合申報問題，提出了說
明

115
。

歐盟競爭總署已經採取一些措施，確保企業的持續營業，也確保歐盟結合規章

（EU Merger Regulation）的執行。歐盟已經執行了一些結合決定，以及處理了公司所
提出的結合申報

116
。

在當前情況下，歐盟競爭總署在某些情況下，由於新冠肺炎病毒爆發造成的混

亂，對從申報當事人處或第三人處（例如他們的客戶、競爭者和供給者）蒐集資訊面

臨困難
117
。因此，競爭總署鼓勵當事人與相關的案件團隊討論交易通報的時程（暗示

不用現在進行結合），以及鼓勵使用電子方式通報其交易
118
。

競爭總署會在此艱困時期致力於協助、支持企業。其也會盡可能的處理結合申

報案件
119
。競爭總署申明，如果該等公司可提出有非常重大理由（very compelling 

reason）不希望拖延結合申報的程序，競爭總署仍然可以處理案件120
。競爭總署另外

也建議，這段期間若想提出結合申報，建議以電子方式提出
121
。並說明雖然還是可以

直接提出紙本申報，但因為競爭總署的員工上班時間減少而有困難。

表面上，競爭總署主要是因為疫情關係造成職員工作時間有限、審查困難等，故

建議暫緩提出結合申報。實際上，在這種經濟危機時期，確實會有生意困難廠商想與

其他廠商結合。但短期內若貿然允許其結合，在經濟情況回穩後會有很強的後遺症。

因而，論者認為，競爭總署採取暫緩結合申報的處理，某程度也可緩和這類情況，是

一個好的方式
122
。

（三）聯合行為暫時架構之通告

114 ICN Steering Group Statement: Competition during and after the COVID-19 
Pandemic, April 8, 2020, https://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wp-content/
uploads/2020/04/SG-Covid19Statement-April2020.pdf.

115 EU Commission, Special Measures due to Coronavirus / COVID-19: Update of 7th April 
2020,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ovid_19.html.

116 Id.
117 Id.
118 Id.
119 Id.
120 Id.
121 EU Commission, Mergers, Practical information,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

mergers/information_en.html.
122 Francisco Costa-Cabral et al., supra note 10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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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8日，執委會制訂了一「暫時架構之通告」（Temporary Framework 
Communication），對於公司間為了解決新冠病毒爆發期間必要產品或服務供給短缺
的合作計畫，提出執委會評估這類合作計畫將依循的主要判准。這份文件也預期，

對於針對落入暫時架構範圍的特定的合作計畫，有需要提供公司個別的書面安心函

（written comfort letter）。 
暫時架構之通告的目的主要有二：1.解釋執委會將會對潛在的合作計畫，採取的

評估判准；2.一個執委會例外設計的暫時程序，亦即提供事業對具體、清楚限定的合
作計畫，給予個案的安心函（ad hoc written comfort）123

。

1.合作計畫之評估判准
由於在1/2003 競爭法令施行規則（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實施後，

事業不再能夠將其合作協議通報執委會，以取得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的個別豁免，
因而事業必須對自己的協議或運作，評估其合法性。執委會之前已經制定公告許多指

引
124
，讓事業可以參考並自我評估（self-assessment）。
執委會理解，事業間對於各種合作提案，需要更清楚的指引，以加速自我評估。

因此，執委會的競爭總署（Directorate General for Competition）已經設立一個具體

123 EU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emporary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antitrust issues related to business cooperation in response to situations of 
urgency stemming from the current COVID-19 outbreak (2020/C 116 I/02), para 5,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52020XC0408(04). 

124 這些指引包括1.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第101
條(3)之指引」（Guidelines on Article 101(3)）；2.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tal co-
operation agreements（「水平指引」（Horizontal Guidelines））；3.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垂直指引」（Vertical Guidelines））；4.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1217/2010 of 14 December 2010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3)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ertain categorie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s （「研發集體豁免規則」（R&D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5.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1218/2010 of 14 
December 2010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3)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ertain categories of specialisation agreements（「專業化
集體豁免規則」（Specialisation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6.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316/2014 of 21 March 2014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3)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ategorie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 （「科技移轉集體豁免規則」（Technology Transfer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7.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330/2010 of 20 April 2010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3)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ategories of vertical agreement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垂直協議集體豁免規則」
（Vertical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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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頁（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oronavirus.html）和一個專用的信箱
（COMP-COVID-ANTITRUST@ec.europa.eu），讓事業可以對具體的提案尋求非正式
指引

125
。

在發布暫時架構通告之前，已經有一些事業針對醫療用品短缺問題，想要提出一

些合作方案，而尋求執委會的指引。因此，執委會就以這些請求為例，說明評估時的

重點
126
。

為了應付供給和需求的落差，事業會做出許多調整。例如，對於短缺的貨品，事

業要提高生產。此時會導致其他產品生產的降低。這可能需要庫存的重新調整，因而

需要事業間同意，交換或溝通關於銷售和庫存的資訊。而為了提高生產，事業可能需

要將原來生產非必要/非短缺藥品（或其他產品）的產線，調整為製造因疫情爆發而需
要的醫藥或產品。此外，如果在一個特定生產地點，只生產一種藥物，則產出將會更

有效率；相對於將不同產品的產線做調整，需要時間整理機器設備等，效率較低。雖

然有規模經濟，但也要避免過度仰賴任何單一特定的生產地點
127
。

根據近期的經驗，執委會理解，在健康部門的合作，可能必須要信賴某一個交易

聯盟（或者一個獨立建議者、獨立服務提供者或公部門），去做下列行為
128
：

(1)協調輸入原料的共同運輸；
(2)有助於辨識，在可預期的生產中，哪些是有短缺危機的必要藥品；
(3)彙總產品和產能資訊，但不涉及交換個別公司的資訊；
(4)利用一模型，預測國家層面的需求，以及辨認供給落差；
(5) 分享彙總的供給落差資訊，並要求參與的事業，在個別的基礎上、不與競爭對手分
享資訊的前提上，指出他們是否可以填補供給落差滿足需求（不論是利用既有庫存

或增加生產）。

上述這些行為，不會引發反托拉斯關切，只要他們有做到足夠的防衛（例如不要

將個別公司資訊提供給競爭對手），例如執委會對於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適用於水
平合作協議之指引所規定的防衛

129
。

健康醫療產業可能需要更進一步的合作，才能克服嚴重的供給短缺問題。例如，

需要進一步協調，將生產重組（re-organisation of production），以增加或最優化產
出，避免所有事業都集中於單一或少數的藥品，使其他藥品仍然生產不足。這樣的重

125 EU Commission, Temporary Framework Communication, supra note 123, para 7. 
126 Id. paras 8-9.
127 Id. para 10.
128 Id. para 12.
129 Id. para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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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可能可以讓生產者滿足跨會員國間的急迫藥品需求
130
。

調整生產、庫存管理，以及可能會需要的產業間的分配，這些措施可能需要交換

商業上的敏感資訊，以及哪一工廠生產哪一藥品的某些協調，以避免所有事業都集中

於單一或少數藥品。這種事業間的資訊交換和協調，在平常時期，會有違反歐盟競爭

規則的問題。然而，在當前的例外情況下，這些措施在歐盟競爭法並不會有問題，因

為屬於緊急情況，且性質上為暫時過渡性，因而不屬於執委會執法的優先項目。只要

這些措施可以：(1)在設計上，且客觀上有必要，能以最有效率方式真正提高產出，解
決或避免必要產品或服務（例如用於治療COVID-19病患）之短缺；(2)性質上為暫時
過渡性，亦即，其只適用於COVID-19爆發期間有短缺風險或任何事件的期間；(3)其
不會超過為了達成解決或避免供給短缺之目的之嚴格必要範圍

131
。

論者指出，在上述的三要件下，只能是暫時的，主要是解決需求不足問題，所建

立的聯合行為。但是，在經濟危機時，可能會因為消費不足，廠商的生產過剩，而想

要進行聯合行為，控制產量或維持價格。但是，在上述評估標準中，並不允許為了生

產過剩而進行的聯合行為
132
。

在程序上，該暫時架構要求，事業間應將所有的資訊交換、內部協議等都保留

文件記錄，當執委會要求調閱時可提供給執委會。若是由公權力部門所鼓勵或協調的

合作，或者由公權力部門所建立的架構下進行的合作，也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此

時，可以認為，在歐盟競爭法下這種合作不會有問題，或者不是執委會優先要執法的

對象
133
。

最後，若是公權力機關命令事業暫時地合作，一起對抗與當前的COVID-19爆發
有關的緊急情況（例如，組織生產、發送產品，以滿足維持對COVID-19病患健康照
顧之運作的緊急需求），這種合作是被允許的

134
。

此外，歐盟執委會陸續針對一些農產品，發布了執委會施行命令，陸續對於馬鈴

薯部門
135
、花部門

136
、牛奶和奶製品部門

137
，同意其可以採取聯合行為以穩定市場，

130 Id. para 14.
131 Id. para 15.
132	 Ivana	Rakić,	supra note 63, at 43.
133 EU Commission, Temporary Framework Communication, supra note 123, para 15.
134 Id. para 16.
135 Commission Implementing Regulation (EU) 2020/593 of 30 April 2020 authorising 

agreements and decisions on market stabilisation measures in the potatoes sector, 
C/2020/2890.

136 Commission Implementing Regulation (EU) 2020/594 of 30 April 2020 authorising 
agreements and decisions on market stabilisation measures in the live trees and other 
plants,	bulbs,	roots	and	the	like,	cut	flowers	and	ornamental	foliage	sector,	C/2020/2883.

137 Commission Implementing Regulation (EU) 2020/599 of 30 April 2020 autho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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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效期間為2020年4月1日起6個月。
其法律依據，主要為2013年建立農產品市場共同組織之規章（Regulat ion 

1308/2013 establishing a common organization of the market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第
222條之規定。該條規定：「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1)之適用。1.在市場出現嚴重不平
衡的時期，執委會可以採取執行行為，讓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1)不適用於被認可的
製造者組織、其協會和被認可的跨部門的組織間，對於本規章第2條(1)之任何產業上
的協議和決定，只要該協議和決定沒有損害內部市場的適當運作，其目的乃嚴格地限

於穩定該產業，且符合以下一項以上的情況：...138
」。

2.對特定合作提供個別指引的例外程序
為了快速有效對抗COVID-19爆發，事業可能不確定其所採取的合作提案是否符

合歐盟競爭法，故執委會創造一個例外程序，可讓競爭總署針對事業與交易聯盟在歐

盟境內的特定合作倡議，提供指引
139
。

為了讓事業在緊急情況下能夠更確定其合作在法律上是否合法，執委會透過競爭

總署，在事業提出詢問時，依據其裁量權，在此種例外情況下，透過個案安心函（ad 
hoc “comfort＂ letter），提供事業指引140

。這裡所謂的依據裁量權，意味著並非每一

個事業提出詢問，競爭總署都要立刻回覆。

在執委會的新聞稿中說明，在2020年4月8日第一次使用了安心函程序，提供安心
函給「Medicines for Europe」這個協會。該案中，幾家製藥廠間（這些製藥廠有的是
該協會成員有的不是）提出了具體自願的合作計畫，該合作計畫是為了解決治療新冠

肺炎病人的必要醫院藥品的短缺風險而提出。學名藥廠製造了關鍵醫院藥品的最大部

分，而這些醫院藥品現在需求很大，而欲避免短缺。執委會認為，在當前情況下，這

種暫時過度的合作，考量其目的以及其採取的避免反競爭疑慮的防護機制，只要其計

agreements and decisions on the planning of production in the milk and milk products 
sector, C/2020/2887.

138 Regulation 1308/2013 establishing a common organization of the market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Article 222(1)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1) TFEU. 1. During periods of 
severe imbalance in markets, the Commission may adopt implementing acts to the effect 
that Article 101(1) TFEU is not to apply to agreements and decisions of recognised 
producer organisations, their associations and recognised interbranch organisations 
in any of the sector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1(2) of this Regulation, provided that such 
agreements and decisions do not undermine the proper functioning of the internal market, 
strictly aim to stabilise the sector concerned and fall under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139 EU Commission, Temporary Framework Communication, supra note 123, para 17.
140 Id. para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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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確實符合向執委會說明的範圍內，在歐盟反托拉斯法下看起來確實有其正當性
141
。

論者也建議，這種快速的諮詢建議意見，對廠商來說很重要，但會造成競爭法主

管機關的負擔。因而，其建議競爭總署不需要對所有的通報都予以回覆，而可根據裁

量權，只對1.明顯違反相關法規的聯合行為，予以回覆，以及2.倘若有其他相對限制
較小的方式，可以回覆建議。倘若競爭總署沒有回覆，或可視為競爭總署認為沒有疑

慮
142
。

（四）打擊哄抬物價之宣示

在上述暫時架構之通告的最後，執委會表達，對於哄抬物價或囤積貨品者，會進

行執法。其說明，在新冠肺炎流行此種例外情況下，事業和消費者更應該受到競爭法

的保護。執委會將會持續密切、主動監督相關市場發展，查緝事業有利用當前情況而

違反歐盟競爭法的情形。尤其，執委會宣示，其不會容忍事業有投機行為，利用此危

機，從事反競爭的勾結或濫用市場優勢地位（包括因為此危機之特定情況而賦予的市

場主導地位）；例如，剝削客戶和消費者（索取超過一般競爭水準之價格），或者限

制產量，而最終傷害消費者（例如，面臨供給短缺時，阻礙任何人提升產能）。執委

會因而鼓勵事業和公民，持續檢舉任何的卡特爾或違反反托拉斯法的行為
143
。

雖然有上述宣示，但是在歐盟競爭法下，並沒有可以直接處罰囤積貨品或哄抬物

價之直接條文；也許只能如該宣示所述，如果其行為同時有聯合行為或濫用市場優勢

地位（dominant position），方能予以處理。
若是濫用市場優勢地位不當決定價格，就價格是否過度及不合理，歐盟判例法已

經建立了許多判准，較不是問題
144
。真正的問題在於，必須具有市場優勢地位者，才

能夠處理其哄抬物價行為
145
。但是在COVID-19疫情期間，許多廠商，不論是製造商

或零售商，若剛好擁有必要貨品之庫存（例如口罩），且無法滿足市場上急遽上升的

整體需求時，其可能就會有廠商想要囤積貨物或哄抬物價。此時，如果只能對擁有市

場主導地位之廠商所為的過度及不合理價格進行執法，則無法解決實際的問題
146
。

過去歐盟執委會在1977年，曾經想要克服當時歐盟條約第86條（現在的歐盟運作
條約第102條）法條要件上的限制，用來處理在市場上發生緊急短缺問題時市場力濫

141 EU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Antitrust: Commission provides guidance on allowing 
limited cooperation among businesses, especially for critical hospital medicines during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8 April 2020,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
detail/en/IP_20_618.

142 Francisco Costa-Cabral et al., supra note 106, 15.
143 EU Commission, Temporary Framework Communication, supra note 123, para 20.
144 Francisco Costa-Cabral et al., supra note 106, 8-10.
145 Frederic Jenny, supra note 64, at 5.
146 Id.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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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問題。當時的案件涉及的是荷蘭的油品市場
147
，1973年底，一煉油廠部分地拒絕銷

售油品給ABG（荷蘭的Avia集團的19個聯合購買的會員），因為當時荷蘭被OPEC進
行禁運打擊，原油進口量比起10月份下降了50％。在那次石油危機中，零售商ABG希
望向煉油廠BP購買油品，但BP為了維持其他的長期客戶，而願意賣給ABG的量少於
其提出的需求

148
。該案的問題在於，在執委會決定中，一開始的理由就提到，BP具有

市場優勢地位，但實際上，當時在荷蘭至少有7家煉油廠，且ABG也同時跟至少其他6
家煉油廠購買油品。執委會的第二個理由在於，BP對ABG供應所減少的量，相對於其
他的客戶所減少的比例，來得更高，卻沒有正當理由。執委會認為，BP給予ABG不相
等的交易條件，導致ABG面臨明顯、立即、實質競爭上的劣勢149

。

對於為何BP具有市場優勢地位，執委會的理由指出：「由於荷蘭在石油危機期間
所出現的經濟限制，會實質的改變市場上有實質市占和存貨的供應商和其消費者之間

既存的商業關係。基於正常供應商可控制的其他理由，其消費者在此期間對於稀缺產

品的供應，會變得完全依賴於原來的供應商。因此，在此情況持續期間，供應商相對

於其平常的消費者，就具有優勢地位。
150
」

也就是說，在出現供給限制、需求暴增的短期不均衡情況，就會讓一廠商相對其

消費者，產生「優勢地位」；不論在短缺發生之前其真正的市占率多高，因為短缺發

生時，對消費者來說要轉換供應商是不可能的
151
。

不過，執委會此一決定，後來被歐洲法院推翻
152
。但是歐洲法院並沒有討論，在

市場短缺時期優勢地位的定義是否正確。法院指出，即使因為特殊的市場情況，導致

廠商確實相對其客戶具有市場優勢地位，但問題在於，BP在此石油危機中所為的特定
行為，是否就真的構成所謂的濫用

153
？歐洲法院認為，由於ABG與BP的關係是在石油

危機發生前才出現，BP在石油危機期間對ABG給予相對於其老客戶較不利的條件，並
不能被指控為濫用優勢地位

154
。

因此，倘若接受執委會1977年在ABG案決定中所採取的論理，只要在短期的貨物
短缺時間，供應商相對其客戶就具有市場優勢地位，那麼競爭法主管機關就可以對其

147 EC Commission decision (IV/28.841 - ABG/Oil companies operating in the Netherlands).
148 Frederic Jenny, supra note 64, at 5.
149 Id. at 5. 
150 EC Commission decision (IV/28.841 - ABG/Oil companies operating in the Netherlands).
151 Frederic Jenny, supra note 64, at 5.
152 Case 77/77 BENZINE en Petroleum Handelsmaatschappij BV, Amsterdam and others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Judgment of 29. 6. 1978).
153 Id. para 18.
154 Id. para 32.



新冠肺炎(COVID-19)對競爭法適用之影響及反思 289

價格濫用行為進行執法
155
。但是，論者指出，這個論理混淆了經濟上的依賴和市場優

勢地位兩者。根據執委會2009年對於優勢地位廠商所為濫用排他行為之指引156
第10段

所指出，所謂的優勢地位廠商，必須在相關市場（而非相對其客戶）具有經濟力量之

地位，且必須在一段期間擁有實質的市場力（而非短暫的時間）
157
。

因此，雖然歐盟執委會在上述暫時架構之通告最後，提到會打擊價格濫用行為，

除非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也有消費者保護功能
158
，其能做的有限。此外，所謂的濫用

價格，主管機關也必須證明索取之價格，乃過高且不合理（excessive and unfair），
這對主管機關也會產生舉證責任負擔。因此，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價格濫用之調

查，較為緩慢，且會有不容易成立之風險
159
。

儘管有上述競爭法條文要件上解釋的困難，但歐盟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面臨

COVID-19疫情嚴重、市場必要貨品短缺時，仍然對於過度的價格哄抬展開調查，包
括義大利（對於洗手液、一次性口罩）、波蘭（與向醫院提供個人防護設備有關）、

土耳其（與食品業有關）、烏克蘭（與口罩、機票、消毒劑和可長期存放食品），以

及荷蘭，都對哄抬價格展開調查
160
。

（五）與COVID-19有關之詐騙構成不公平行為
歐盟執委會的執法範圍，主要僅限於違反反托拉斯法和結合規範，至於不公平競

爭，主要法規為歐盟2005年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 Directive 
2005/29/EC)161

。由於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屬於指令，仍需要轉化為歐盟各內國法，

故在不公平商業行為這一塊的主要執法者，為歐盟各會員國內的主管機關。但是，

歐盟執委會對於不公平商業行為，則發佈了「執行適用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之指

引」（Guidance on the Implementation/Application of Directive 2005/29/EC on Unfair 

155 Frederic Jenny, supra  note 64, at 7.
156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 Guidance on the Commission's enforcement 

priorities in applying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to abusive exclusionary conduct by 
dominant undertakings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OJ C 45, 24.2.2009.

157 Frederic Jenny, supra note 64, at 7.
158 例如英國的競爭及市場管理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 Authority，簡稱CMA），
就有較多的執法工具可使用。Frederic Jenny, supra  note 64, at 7.

159 Id. at 7.
160	 Id.	at	7-8;	Ivana	Rakić,	supra note 63, at 30.
161 Directive 2005/2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1 May 2005 

concerning unfair business-to-consumer commercial practices in the internal market and 
amending Council Directive 84/450/EEC, Directives 97/7/EC, 98/27/EC and 2002/65/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nd Regulation (EC) No 2006/2004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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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Practices）162
。該指引最早版本為2009年發佈，但在2016年5月修正。

當新冠肺炎疫情在歐洲蔓延時，許多與COVID-19有關產品或服務的詐騙問題，
也越來越多。但關於詐騙議題之處理，則需要交由各會員國負責主管不公平競爭和

消費者保護的主管機關處理。但在歐盟執委會網站上，則放在消費者保護主題下
163
，

並說明由歐盟會員國組成的消費者保護合作（consumer protection cooperation，簡稱
CPC）組織，已經對COVID-19詐騙共同提出幾份官方文件。

該網頁指出，有證據顯示，許多交易者使用各種方式吸引消費者，其在網路上販

售的產品很多都虛假地表示可以治療或預防COVID-19感染，或者標示虛假的認證，
甚至詐騙者還會竊取消費者的e-mail和密碼164

。

在3月20日，歐盟執委會和消費者保護合作聯盟，對於「歐盟新冠病毒爆發下阻
止線上平臺的詐騙與打擊不公平商業行為」提出了一個共同立場

165
。其指出，在新冠

病毒蔓延歐盟時，網路平臺上的詐騙行銷技巧大量出現，利用消費者的害怕以銷售產

品，包括針對口罩、洗潔劑、其他物質等，虛假地宣稱其可以預防或治療COVID-19
之感染

166
。

各國的消費者保護主管機關都高度警覺這類網路詐騙。義大利競爭法與

消費者保護主管機關（AGCM）、德國聯邦消費者組織（Verbraucherzentrale 
Bundesverband）、英國廣告標準管理局和美國FTC，都已經對這類網路詐騙採取行
動；匈牙利競爭法主管機關 (GVH) 則頒佈了對事業和消費者的指引，而執委會和各會
員國都持續監督市場的活動

167
。

1.線上平臺業者的責任
歐盟執委會和消費者戶合作（CPC）網絡，目前正尋求線上平臺營運者（on-line 

platform operators，包括電子市集）的穩固承諾，因為他們可以採取具體和有效的措

162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Guidance on the Implementation/Application of 
Directive	2005/29/EC	on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SWD/2016/0163	final.

163 European Commission, Scams related to COVID-19, Actions of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Cooperation Network (CPC) on rogue traders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https://
ec.europa.eu/info/live-work-travel-eu/consumers/enforcement-consumer-protection/
scams-related-covid-19_en.

164 Id.
165 European Commission / Consumer Protection Cooperation (CPC) Network, Common 

Position of CPC Authorities, Stopping scams and tackling unfair business practices on 
online platform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in the EU, https://ec.europa.
eu/info/sites/info/files/live_work_travel_in_the_eu/consumers/documents/cpc_common_
position_covid19.pdf.

166 Id. at 1
167 Id.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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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移除其網站上非法的行銷廣告。同時，讓網路環境安全、讓其使用者免於傷害歐

盟消費者的違法商業行為，也對平臺業者有利。

在此脈絡下，根據歐盟2000/31/EC電子商務指令168
，以及2005/29/EC不公平商業

行為指令
169
第5條所要求的專業注意義務（professional diligence requirements），只要

在歐盟營運的平臺營運者，當他們得知在他們網站上發生任何的違法活動時，應該採

取適當的更正措施。

其中，電子商務指令第14條(l)(b)規定：「(b)提供者在知情或得知（obtaining such 
knowledge or awareness），立即移除或使人無法近用該資訊。170

」至於第14條(3)規
定：「本條並不影響，法院或行政機關，根據該會員國法律制度，可要求服務提供者

停止或避免侵權行為，也不影響會員國設立相關程序，規範如何要求移除資訊或使資

訊無法被接觸。
171
」因此，雖然有電子商務指令的豁免空間，但當法院或行政機關根

據會員國法律認定某網頁內容屬違法，仍可要求網路平臺取下內容。

2.平臺上廠商不公平之商業行為
根據上述條文基礎，歐盟執委會和消費者保護合作（CPC），在此具體通知網路

平臺業者，在新冠病毒在歐盟爆發的當下，下述幾種行為，屬於最普遍被通報的違反

168 Directive 2000/31/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8 June 2000 on 
certain legal aspects of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s, in particular electronic commerce, 
in the Internal Market . 一般簡稱電子商務指令。

169 Directive 2005/2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1 May 2005 
concerning unfair business-to-consumer commercial practices in the internal market and 
amending Council Directive 84/450/EEC, Directives 97/7/EC, 98/27/EC and 2002/65/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nd Regulation (EC) No 2006/2004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170 EU, Directive 2000/31/EC on electronic commerce, Article 14(1)(“Hosting. 1. Where 
an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 is provided that consists of the storage of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a recipient of the service,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the service 
provider is not liable for the information stored at the request of a recipient of the service, 
on condition that: (a) the provider does not have actual knowledge of illegal activity or 
information and, as regards claims for damages, is not aware of facts or circumstances 
from which the illegal activity or information is apparent; or (b) the provider, upon 
obtaining such knowledge or awareness, acts expeditiously to remove or to disable access 
to the information.”).

171 EU, Directive 2000/31/EC on electronic commerce, Article 14(3)(“This Article shall 
not affect the possibility for a court or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in accordance with 
Member States’ legal systems, of requiring the service provider to terminate or prevent 
an infringement, nor does it affect the possibility for Member States of establishing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removal or disabling of access t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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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法律的情形
172
：

(1) 對於宣稱產品可以避免或治療COVID-19感染的未經證實的宣稱（unsupported 
claims）
交易者（traders）會做出明示或默示的宣稱，宣稱他們的產品可以避免或治療

COVID-19的感染或增加抵抗力，可以幫助消費者從感染情況中康復，但卻沒有根據
穩固的科學證據支撐這些宣稱，或者所為的宣稱，並沒有完全符合官方專家對如何避

免感染COVID-19所做的建議173
。

案例1： 義大利的競爭與消費者保護主管機關 (AGCM) 封鎖了一個交易者的網
站，該交易者的廣告宣稱，其含有活性的HIV治療的抗病毒成分的藥物，
是「唯一可以對抗新冠病毒（COVID-19）」的藥物，以及「唯一可以對
抗新冠病毒（COVID-19）的救助」，但健康主管機關的官方陳述中，其
根本沒有任何治療效果

174
。

案例2： 交易者廣告某一常見的防護型口罩，宣稱為「新冠病毒口罩」，但一些
科學專家質疑該口罩對抗COVID-19的保護性質175

。

這些宣稱違反了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第5條和第6條所規定的，禁止對產品主要特
性為誤導性行為，以及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附錄1(f Annex I)的第17種行為，其在任何
情況下，禁止宣稱一產品可以治療疾病，例如COVID-19176

。

(2)壓力銷售技巧（Pressure selling techniques）和超額定價（excessive pricing）
交易者常常使用壓力銷售技巧，或提供市場情況或取得產品可能性之不正確資

訊，並索取高於一般的價格，希望讓消費者支付此高價
177
。

案例1： 交易者宣稱該產品「只在非常有限的期限內供應」或者「最快銷售」，
尤其當媒體報導政府打算要「徵收」大量的產品，例如防護性口罩時，

殺傷力最大
178
。

案例2： 交易者宣稱，因為防護性口罩的需求增加，所以他們所開價格為一般價
格提高600％，且市場上難以獲得179

。

上述這些行為都違反了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的第5條和第6條，禁止交易者對各式

172 European Commission / Consumer Protection Cooperation (CPC) Network, supra  note 
165, at 2.

173 Id. at 2.
174 Id. at 2.
175 Id. at 2.
176 Id. at 2.
177 Id. at 2.
178 Id. at 3.
179 Id.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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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包括產品是否可供應以及價格為誤導性行為，以及根據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附

錄1的第7種行為，在所有情況下都禁止陳述一產品只在一非常短期內供應，其並非真
實，且只是為了引發消費者立即的購買決定，剝奪消費者充足的機會或時間做出資訊

充分的選擇
180
。

甚至，當交易者利用這種壓力的特定情況，傷害消費者的判斷，影響他購買

商品的決策，也會違反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第8條和第9條所禁止的侵害性商業行為
（aggressive commercial practices）。此外，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附錄I的第18種行為，
禁止在所有情況下，傳送對市場情況或產品取得可能性的不正確資訊，其意圖在於對

消費者索取高於一般價格之價格
181
。

3.善用平臺聯繫方式進行「通知與行動」程序
根據電子商務指令第5條(1)(c)，資訊社會服務提供者，亦即線上平臺、電子市集

或線上廣告儲存服務提供者，都應該對服務的接受者、國家主管機關，以及消費者保

護合作規章規定的指定單位，提供容易、永久可近用的適當的聯絡資訊，包括email地
址，讓他們可以快速聯繫、直接有效地溝通

182
。

因而，網路平臺業者被要求提供給消費者保護合作網絡適當的聯繫資訊，當緊急

情況發生時，讓主管機關可以快速地指出在線上平臺上出現的詐騙訊息或不公平商業

行為 183
。

此外，如果一平臺營運者本身就是「交易者」，則對於自身的商業行為，必須遵

守歐盟消費者保護與行銷法律。尤其，交易者必須遵守不公平商業運作指令第6條和
第7條之要求，其要求交易者在從事行銷、銷售或供應產品給消費者時，不得有違誤
導性行為或誤導性省略 184

。

180 Id. at 3.
181 Id. at 3.
182 Id. at 3.
183 Id. at 3.
184 Id.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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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新冠從2019年挑戰全球以來，檯面上重要的國際組織包括世衛、歐盟、世貿、
聯合國、G20、G7等，都相繼提出應對措施或提出倡議185

。從競爭法的角度，則是

OECD、歐盟、ECN、ICN都紛紛發表正式聲明文件與各種新聞稿，做出政策建議，
或是提供非正式的諮詢意見，從主要的事業在本特殊期間從事有限制競爭疑慮行為之

合法與否的判斷，也包括不公平競爭行為的處罰。如何調整現有的競爭法架構與執法

措施，以審慎面對本次經濟危機引起的在短期、中期和長期的市場結構面、行為面和

績效面變遷，是各國勠力解決可謂當前最重要的課題。

2021年英國變種病毒的擴及再度讓全球陷入神經緊綳的態勢，各項封城、停航
的措施再度出爐，當全球第一劑對抗新冠肺炎的疫苖在英國對一位九旬老婦開始施

打以來，斯也英國，斯又英國。除了本論文所研究的OECD、美國、歐盟作為之外，
以德國為例，德國不遑多讓也積極地以競爭法的角度回應新冠疫情，在2020年5月
29日德國聯邦議會立法通過生效實施競爭法暫行法，其規定兩點改變：一在於延長
結合審查期間，另一在於對罰鍰處分的利息可遲延繳納

186
。針對德國限制競爭防止

法（GWB）可附帶一提的是，結合許可依限制競爭防止法第42條存在「部長許可」
（Ministererlaubnis）的特殊機制，其原即可應用於重大經濟變故，此為德國法不同於
其他國家競爭法的地方

187
。

臺灣的口罩政策成效卓著，舉世皆知，產量既可呼應國內需求，又可援助外邦，

對口罩的貿易限制措施一般並不認為會違反WTO相關規定188
。臺灣民眾迄本文截稿

前，可謂尚未能完全感受如同國外的嚴峻疫情發展，依公平交易法受罰的實務案例尚

不多見，如回顧2003年SARS期間，則存在一些處分案例189
。就疫情期間的囤積居奇

而言，主要的處罰法源是傳染病防治法第61條。
展望後疫情時代（Post Pandemic）的經濟發展，OECD陸續開啟相關研究，公平

會在與全球競爭事務主管機關同步經歷了前所未遇的公衛危機，雖未如其他國家和國

185 參閱張登及，「新冠肺炎與國際秩序」，思想（41）：新冠啟示錄，聯經，300
（2020）。

186 BGBl. 2020 I, S. 1067. 可參閱德國聯邦卡特爾署新聞稿，Corona-bedingte 
Änderungen im GWB treten in Kraft（2020/5/28）。

187 Vgl. WrP 66.Jahrg. Juli2020, Kartellrecht und Kartellrechtspraxis in Zeiten von 
COVID-19. 關於德國結合部長許可制度的介紹，可參閱劉華美，「論結合管
制」，競爭法與能源法，186-197（2009）。

188 參閱洪德欽，「新冠肺炎期間口罩禁止出口及紓困措施在WTO合致性之研究」，
月旦法學雜誌，第303期， 26-27（2020）。

189 例如公平會公處字第072號處分（2003）；公處字第098號處分（2003）；公處字
第058號處分（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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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組織以立法的模式、或以公布反托拉斯指導原則的模式、或以公開共同聲明的模

式、或以推出專題研究報告的模式等來渡過疫情帶給公平交易法的難關，也善盡各項

調查、檢舉處理、即時新聞稿、諮詢服務等各種回應措施，展現身為防疫政府團隊

的成員。公平交易法維護市場自由公平競爭秩序的立法意旨，因應新冠疫情而有所調

整，但其宗旨並不會改變，未來的執法且拭目以待。

法學的討論上，從公法、公共衛生法的角度迄今累積了一些研究文獻，但有關本

疫情對公平交易法執法上的影響及反思，並從國際汲取經驗，文獻尚鮮少，即便從經

濟法的角度，探討疫情對本法學領域帶來的挑戰與因應，目前文獻也甚有限，因此本

文以拋磚引玉之美意，深入分析如何兼顧本疫情的國家治理，和競爭法常態競爭秩序

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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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vel	coronavirus	that	afflicted	the	world	in	2020	was	named	COVID-19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on February 11, 2020, and was declared a pandemic 
on March 11, 2020. On April 27, 2020,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Competition Committee also released its competition policy responses 
to COVID-19 reports on May 25 and 26, 2020. Since March 2020,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lso set up a webpage with dedicated resources on COVID-19, as well 
as announced a series of measures pertaining to the enforcement of antitrust and unfair laws 
relating to COVID-19, a few of them which were jointly releas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similarly set up a dedicated COVID-19 
webpage and has since March 2020 also issued guidance on competition law enforcement 
and approaches in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crisis. ECN and ICN also released Joint 
Statement on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during the Corona crisis and Steering Group 
Statement on Competition during and after the COVID-19 Pandemic. Since the pandemic 
poses as a brand new challenge to competition enforcement agenc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existing competition law structure and enforcement measures should 
be adjusted in order to confront the economic cris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for all 
countries to resolve.

 
Keywords: COVID-19, restrictive competition, unfair competition, 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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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徐頌雅（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律師）

一、COVID-19的影響
世界上許多地方被封城、停班停課，所以就實務操作者（Practitioner）而言，新

冠肺炎嚴重延宕實務審查時程，而我們在想的便是如何不讓他繼續延宕，由於我們

時常需要提出結合申請，且不希望我們是最後申請成功的，而在面對其他國家申報

時也會遇到相同狀況。例如一個跨國交易可能要在歐洲、美國、日本、臺灣都要申

報，需要計畫案子多久可以通過，現況是大多都會延遲，而目前較多會採取特別規定

（derogation）方式。部分國家取得許可前，競爭法主管機關會給予特許，允許在特定
期間可以先做某種程度的結合，如果知道會引起須取得事先核准的主要國家之疑義，

那就會把那塊交易切分出，另一種則是採取垂危事業的抗辯。

在COVID-19時，很多公司都處於一個非常糟的狀況，若有人要併購它，就要把
握時機，任何的延宕都可能造成公司永久消失於市場上，所以快速取得結合許可便是

最終目標，而且需要各國執法機關予以大力協助。對COVID-19的回應會有很多競爭
法的問題，在相關當事人具有實質意義，像是交易價格改變、合約交易時程改變，都

是在交易時影響雙方很大的要素，均有競爭法上議題存在。COVID-19事實上會改變
宏觀經濟藍圖，就市場的定義或事業結合，主管機關會重新審視他先前的決定，今天

會分享相關案例。

二、對結合審查時程影響

COVID-19對時程之影響為延宕或是暫停，在實務上看到延宕的狀況主要有幾
種，一種是展延審查期間，一種是延長申報前的諮詢期間。像有些競爭法的管轄區

域，有正式送件前的諮詢機制，或是會鼓勵事業延遲提出申請，此外有些主管機關會

做市場測試，但因為COVID-19屬於特殊狀況，讓從事市場測試較為困難，因而延宕
申請案的審查，另外有些主關機關則會採取執行暫停計算時日之權力。

在COVID-19下採取較正面的影響像是E-filing，如：歐盟、美國、中國、俄羅
斯、南非；若需要聽證時，則會採取視訊會議，如：俄羅斯或巴西。以歐盟為例，鼓

勵事業延遲提出非緊急的申請，但以本位主義而言，沒有事業會認為自己是非緊急，

大家都希望交易可以快點通過結合審查；英國CMA則於諮詢期間以公告方式尋求公眾
意見；南非則是避免提出新的結合，除非涉及垂危事業。

三、解決方法

(一)特別規定（Dero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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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要求主管機關特許的狀況，在事前申報制的國家，若未經主管機管允許不能

進行結合，在許可以前，即使已簽約，在實務上仍然必須停止（standstill），不能進
行任何結合的動作，但是COVID-19是一個前所未見的狀況，所以在某些區域允許申
請特許。而依照實務上的經驗，交易需符合對競爭無不利影響，以及如果不給予特許

將對事業或第三方造成嚴重影響兩要件，而財務窘境是最常符合此一要件之事由。以

Santander / Bradford結合案為例，發生於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時，當時主管機關以若不
給予特許，將危及到存款交易市場，且由於兩者的市占率小，並無競爭疑慮。

(二)交易重組
交易重組有兩種方法，一種為carve-out(切分)，把可能引起主管機關競爭疑慮之

資產切割出來；另一種為option structure(選擇權架構)，目的是到選擇權行使階段始提
出結合申報，但運用上可能需要較為小心仔細評估。Canon/ Toshiba交易案被認為是兩
階段，應該在第一階段即提出申報而未申報，並非在第二階段行使選擇權時才申報，

因此被罰款。

四、結語

首先，在COVID-19下市場定義可能會變動，有些競爭者可能會退出，增加市場
集中度，主管機關審視關於市場之歷史資料以評估交易對競爭的影響。其次，貿易流

程亦有改變，若國家封城後，事業可能要移到另一個國家進行製造，改變地理市場，

這都是主管機關要面對的問題。再者，供給替代會改變，原本不在市場上的競爭者，

例如吸塵器製造商Dyson，可能試著進入醫療呼吸器市場，使供給的替代性也產生改
變。

此外，集團間交易增加，在我國結合下，同屬統一控制部分並不會引起結合要

件，但在印度、俄羅斯、南韓、沙烏地阿拉伯是會引起申報義務的，但也有主管機關

因應市場狀況作出原本決定的修改。而在委外部分，因應COVID-19許多企業將非核
心事業委託給他人代工，在某些國家可能也會產生結合申報的義務，構成處分重要資

產或是讓與重要資產的部分。

就英國而言，其實並沒有鬆綁對垂危事業抗辯的舉證責任，審查上仍然相當嚴

格。所以在109年4月時，針對Amazon / Deliveroo案作出了中間決定，CMA暫時接受
事業提出之垂危事業抗辯，認為Deliveroo可能會因COVID-19而退出市場；但是最後
公司經營狀況改善，所以最終並不是以垂危事業為由許可。

COVID-19使計畫延宕，因此各國執法機關對商業活動的執法期待性是非常重要
的一件事，所以也期待我國在無COVID-19的影響下，執法可以更透明，記取他國經
驗，預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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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主題為整理美國Actavis案後對「逆向給付」協議之司法及立法發展，
期許對剛引進專利連結制度的臺灣提供借鏡，以強化國內對競爭法介入藥品近用之討

論、發展與監督。

本文第一章為簡介，釐清「逆向給付」之定義，建立問題意識，並說明美國目前

實務運作情形；第二章重點在研究逆向給付之司法發展，整理2013年Actavis案及前後
之聯邦及州法院判決見解變化，並釐清近年相關爭議之發展與未解問題；第三章之重

點在研究逆向給付之立法規範，包含美國國會聯邦法修正草案與加州議會甫通過之法

案，除了說明草案內容與所解決的問題，亦比較兩者之差異；第四章則介紹我國逆向

給付規範，並比較我國與美國的規範差異或尚有未明之處；第五章討論與分析部分，

則係透過前揭章節所分析之美國立法與司法發展，針對我國應如何處理及規範逆向給

付提出建議。

一、前言

逆向給付協議因具有專利和解協議之外觀，競爭法如何介入仍是重要的法律爭

議，美國2013年Actavis案奠定以合理原則作為判定其違法性之標準後1
，業已有數件

司法實務案例，而原告負擔較重舉證責任的問題亦受到專注，除了目前修正中的聯邦

法律草案，加州受到該州最高法院In re CIPRO CASES I & II案之影響2
，於2019年通過

並施行「維持可負擔藥品近用法案」(Preserving Access to Affordable Drugs)3
推定疑似

逆向給付之協議皆具有反競爭效果，將舉證責任倒置為由藥商負擔，但另外亦明訂了

得以反證推翻前揭推定之事實態樣，具有高度參考價值。

鑒於我國自2019年8月20日施行所引進專利連結之藥事法部分後4
，業已有數件學

名藥申請案聲明專利無效或未侵權而取得銷售專屬期
5
，後續倘簽定專利和解協議將依

法提交至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或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爰參考美國最新實

1 Federal Trade Comm'n v Actavis Inc, 133 SCt 2223 (2013).
2 In Re Cipro Cases I & II, 348 P.3d 845, 866 (Cal., May 7, 2015).
3 AB-824 Business: preserving access to affordable drugs, California Legislative 

Information,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billTextClient.xhtml?bill_
id=201920200AB824 (last visited 2020.04.28).

4 衛生福利部，108年8月20日衛授食字第1081408168號令，本部108年7月1日衛授食
字第1081405973號令訂定之「西藥專利連結施行辦法」，自108年8月20日施行，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09385&log=detailLog (最後瀏覽
日 2020.04.28).

5 截至2020.06.23日止，共有5間學名藥藥商，就11張對照藥品許可證進行專利聲
明。https://plls.fda.gov.tw/Data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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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及立法究竟如何規範並判斷此類協議之違法性，具有實務上之必要性及急迫性。本

文以下將介紹美國在司法及立法對於逆向給付協議之評價發展，希望能協助我國盡快

釐清相關爭議及促進對相關問題之討論。

二、逆向給付

逆向給付協議常見於美國藥品「專利連結」及「專利舞蹈」制度下的早期訴訟和

解協議中。一方面，具有專利權人或專屬授權人身分之原廠藥藥商，本即有意願避免

學名藥上市競爭後造成藥品價格下降；另一方面，學名藥/生物相似藥藥商面對藥品
上市後仍可能遭原廠主張專利侵權之法律風險，以及與原廠藥及其他學名藥藥商競爭

之商業風險，其獲利遠不如與原廠合作分享獨占或寡占市場，兩者本即有達成不競爭

協議之動機。「專利連結」將藥品核准與專利爭端加以連結的特殊制度，由於將專利

訴訟被提前至學名藥／生物相似藥藥商申請藥證時，且獎勵首位挑戰專利學名藥商之

180天銷售專屬期具有阻礙其他學名藥藥商進入市場之效果，則進一步促進原廠藥藥
商與學名藥藥商在專利和解協議中，進一步達成互不競爭之合意，甚至合作排除後續

學名藥藥商進入市場。

美國聯邦法尚未明確定義「逆向給付」協議
6
，但行政機關、聯邦法院判決及州

法中，皆試圖定義逆向給付。在行政上，為嚇阻並減輕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簡稱FTC) 對於專利連結制度中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舉證困難，美國
食品藥品及化粧品法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簡稱FD&C Act) 於2003年修正後，
要求原廠與學名藥/生物相似藥申請人間針對藥品之製造與銷售、學名藥生物相似藥
申請人間針對銷售專屬期所簽訂之協議，皆應主動提報

7
。其中，當原廠與學名藥廠

間所簽訂之專利和解協議包含依原廠對學名藥廠之給付，及對學名藥廠銷售其產品

之限制時，由於和一般由被告向專利權人支付費用的情形有別，FTC將此類協議認定
為「逆向給付協議」(reverse payment agreement) 或「延遲給付協議」 (pay-for-delay 
agreement)8

。

6 目前確有許多尚在美國國會審議中之草案，但各有差異。
7 21 U.S.C. § 355 note.
8  “final settlements contain both explicit compensation from a brand manufacturer to a 

generic manufacturer and a restriction on the generic manufacturer’s ability to market 
its product in competition with the branded product” FTC, Agreements Filed with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under the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Improvement, 
and Modernization Act of 2003, Overview of Agreements Filed in FY 2016, A Report 
by the Bureau of Competition (2019)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
reports/agreements-filled-federal-trade-commission-under-medicare-prescription-drug-
improvement/mma_report_fy2016.pdf (last visited 2020.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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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上，在2013年Actavis案中，美國最高法院法官形容所謂「逆向給付協議」
的經典態樣，是當A公司起訴B公司侵犯專利權，兩家公司的條款達成的協議允許專
利權人A公司要求侵權的B公司在專利期限屆滿之前不生產專利產品，而專利權人A公
司向B支付數百萬美元者9

。

在立法上，目前定義最為明確者要屬2019年10月美國加州所通過之「可負擔藥品
近用法案」，將「涉及專利侵權和解及藥品製劑銷售之協議，而其內容包含由學名藥

/生物相似藥藥證所有人自專利權人取得任何有價值給付 (anything of value)，且該藥
證所有人同意在任何時期限制或放棄研發、製造、行銷或銷售其藥品之協議」，原則

上推定為具有限制競爭之效果且違反州競爭法相關規定，但明文排除了部分給付的態

樣，包含加速條款、國內不起訴之承諾、金額未超過所節省訴訟費之給付、允許藥證

所有人銷售同成分藥品之協議、不干擾藥品許可證審查之協議、原廠放棄請求風險上

市所造成損害之協議
10
。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統計， 2016年所接受通報之232件和解契約中，仍有30件涉
及原廠之給付與學名藥上市之限制 (其中29件以訴訟費用名義提供25萬至7百萬美金之
現金給付，1件涉及不銷售授權學名藥之非現金給付)，另外亦有14件涉及原廠之「可
能給付」

11
。

綜上，我們可以發現當專利和解協議同時涉及原廠對學名藥/生物相似藥申請人
之給付，以及後者承諾限制其產品之銷售或開發時，便可能被定義為逆向給付，而

分別受到美國行政、司法和立法上的特殊評價。當然，並非所有被定義為逆向給付

者皆會被直接評價為違法，僅代表該法規或判決所擬適用之範圍，比如須通報之契

約、被推定違反競爭法之契約等。另外，美國逆向給付契約之實踐雖然曾因為2013
年Actavis案的作成而下降幾年，惟2016年已經回到了2013年的水準，這或許與實務
上遭判定違法之案件少，且相關修法草案遲未通過而造成嚇阻力道仍不足有關，後續

9 “Company A sues Company B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The two companies settle under 
terms that require (1) Company B, the claimed infringer, not to produce the pat-ented 
product until the patent’s term expires, and (2) Company A, the patentee, to pay B many 
millions of dollars. Because the settlement requires the patentee to pay the alleged 
infringer, rather than the other way around, this kind of settlement agreement is often 
called a “reverse payment” settlement agreement” Fed. Trade Comm'n v. Actavis, Inc., 
570 U.S. 136 (2013).

10 DIVISION 114.01, 134002.(a)(2).
11 FTC, Agreements Filed With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Under the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Improvement, and Modernization Act of 2003: Overview of 
Agreements Filed In Fiscal Year 2016: A Report By the Bureau of Competition (2019) 
https://www.ftc.gov/reports/agreements-filed-federal-trade-commission-under-medicare-
prescription-drug-improvement-fy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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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須持續觀察。

三、美國司法發展

逆向給付之爭議在2003年時即已經被美國國會所知曉，也因此才要求專利連結下
藥商間的協議主動通報FTC。究竟應該以何種判斷標準審查逆向給付持續困擾美國司
法實務，亦是自當時以降即爭議不斷，直到2013年最高法院確立以合理原則審查後，
近年來該審查標準的內涵雖由許多下級法院實踐，一方面確實釐清了部分爭議，但另

一方面也產生更多問題，尤其是競爭法應如何在不審查專利有效性的情況下回答競爭

法問題的層面，以下詳述之。

(一) 早期爭議
逆向給付是否違反競爭法，其判斷標準至今仍是美國司法上的重要爭議，在2013

年Actavis案以前，早期的司法判決從對當事人較為有利的「專利範圍測試」(scope of 
the patent test)，到最高法院目前所採的「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以及對當事人較
不利的「快速審查」(quick-look rule of reason) 和「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 皆有，直
到最高法院於2013年所作出之Actavis案，確立以「合理原則」為主要判斷標準，以下
說明之。

「專利範圍測試」著眼於專利應被推定有效、法院鼓勵和解之政策，並認為除非

以不正方法取得專利或進行虛假訴訟，和解屬於專利的排他範圍。過去部分聯邦巡迴

上訴法院曾經以此標準判斷逆向給付之違法性，並多認為不違反競爭法相關規定
12
。

「合理原則」 (rule of reason) 則著眼於逆向和解契約之複雜性，個案判斷其違法
性，且原告負擔較重的舉證義務。其中，原告需先舉證被告行為限制市場競爭；其後

被告舉證其行為促進市場競爭；最後原告可舉證反駁該限制對促進競爭並無「合理必

12  Fed. Trade Comm’n v. Watson Pharmaceuticals, Inc., 677 F.3d 1298, 1312 (11th Cir. 
2012) In re Ciprofloxacin Hydrochloride Antitrust Litigation, 544 F.3d 1323, 1333 (Fed. 
Cir. 2008) In re Tamoxifen Citrate Antitrust Litigation, 466 F.3d 187, 212-213 (2d Cir. 
2006).

在司法上，在2013年Actavis案中，美國最高法院法官形容所謂「逆向給付協議」
的經典態樣，是當A公司起訴B公司侵犯專利權，兩家公司的條款達成的協議允許專
利權人A公司要求侵權的B公司在專利期限屆滿之前不生產專利產品，而專利權人A公
司向B支付數百萬美元者9

。

在立法上，目前定義最為明確者要屬2019年10月美國加州所通過之「可負擔藥品
近用法案」，將「涉及專利侵權和解及藥品製劑銷售之協議，而其內容包含由學名藥

/生物相似藥藥證所有人自專利權人取得任何有價值給付 (anything of value)，且該藥
證所有人同意在任何時期限制或放棄研發、製造、行銷或銷售其藥品之協議」，原則

上推定為具有限制競爭之效果且違反州競爭法相關規定，但明文排除了部分給付的態

樣，包含加速條款、國內不起訴之承諾、金額未超過所節省訴訟費之給付、允許藥證

所有人銷售同成分藥品之協議、不干擾藥品許可證審查之協議、原廠放棄請求風險上

市所造成損害之協議
10
。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統計， 2016年所接受通報之232件和解契約中，仍有30件涉
及原廠之給付與學名藥上市之限制 (其中29件以訴訟費用名義提供25萬至7百萬美金之
現金給付，1件涉及不銷售授權學名藥之非現金給付)，另外亦有14件涉及原廠之「可
能給付」

11
。

綜上，我們可以發現當專利和解協議同時涉及原廠對學名藥/生物相似藥申請人
之給付，以及後者承諾限制其產品之銷售或開發時，便可能被定義為逆向給付，而

分別受到美國行政、司法和立法上的特殊評價。當然，並非所有被定義為逆向給付

者皆會被直接評價為違法，僅代表該法規或判決所擬適用之範圍，比如須通報之契

約、被推定違反競爭法之契約等。另外，美國逆向給付契約之實踐雖然曾因為2013
年Actavis案的作成而下降幾年，惟2016年已經回到了2013年的水準，這或許與實務
上遭判定違法之案件少，且相關修法草案遲未通過而造成嚇阻力道仍不足有關，後續

9 “Company A sues Company B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The two companies settle under 
terms that require (1) Company B, the claimed infringer, not to produce the pat-ented 
product until the patent’s term expires, and (2) Company A, the patentee, to pay B many 
millions of dollars. Because the settlement requires the patentee to pay the alleged 
infringer, rather than the other way around, this kind of settlement agreement is often 
called a “reverse payment” settlement agreement” Fed. Trade Comm'n v. Actavis, Inc., 
570 U.S. 136 (2013).

10 DIVISION 114.01, 134002.(a)(2).
11 FTC, Agreements Filed With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Under the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Improvement, and Modernization Act of 2003: Overview of 
Agreements Filed In Fiscal Year 2016: A Report By the Bureau of Competition (2019) 
https://www.ftc.gov/reports/agreements-filed-federal-trade-commission-under-medicare-
prescription-drug-improvement-fy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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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 (reasonably necessary)，始能證明逆向給付違反競爭法。
「快速審查式合理原則」則是合理原則的變化型，僅要求原告舉證被告進行了與

當然違法態樣相似的行為 (使即使僅對經濟學有基本認識的觀察者，都能做出該行為
有限制競爭效果之結論)，直接進入由被告負擔促進競爭之階段。在這樣的審查標準
下，適用到逆向給付時，相對於合理原則大幅緩和了原告的舉證責任

13
。最高法院在

Actavis案中說明並非所有逆向給付皆能適用，但究竟是否完全拒絕了此種判斷標準的
適用可能尚有爭議。

「當然違法」則著眼於逆向給付下的原廠，除了能以對價排除被告進入市場競爭

以外，尚能透過專利連結下銷售專屬期能夠阻礙其他學名藥商進入市場的特性，將影

響進一步擴張到其他競爭者的特性，直接將逆向給付與價格控制、產量限制，市場分

配和抵制等行為一同視為當然違法。作為行政機關的FTC過去主要採此見解，並曾說
服法院採認

14
。

綜上，可以了解到直到Actavis案將審查標準統一前，不同法院採納的判斷標準相
異，造成逆向給付受到極為不同的評價。

(二) 2013年Actavis案 
1.事實背景

原廠Solvay 作為AndroGel之藥品許可證所有人及專利權人，學名藥申請人Actavis
提出藥證申請，並依據專利連結制度，於藥證申請程序中聲明該專利無效或未侵權。

後續Actavis (當時為Watson) 因停止發證期間屆滿而自FDA取得學名藥藥證，但卻與
原廠Solvay達成逆向給付協議，約定在一定期間屆滿前不上市販售該學名藥，改直接
向醫療人員推銷原廠藥AndroGel，以換取數百萬美元的利益。透過此種方式，可造成
銷售專屬期無法起算直至消滅事由發生。尤其此案之學名藥為2003年提出申請，可能
不適用同年始修法新增之銷售專屬期消滅事由規定，造成後續學名藥除非是將專利無

效，否則直至首位學名藥商將自身產品上市以起算銷售專屬期並屆滿，其他學名藥商

皆無法取得藥品許可證
15
。

2.判決內容
FTC對上述藥商提起訴訟，主張其行為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法第5章有關不公平競

爭之規定。一審的地方法院及二審的聯邦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依據「專利範圍測

試」判斷標準駁回了FTC的主張，認為倘專利是有效的，和解協議落入專利行使的範
圍內，上述法院亦強調政策上鼓勵當事人和解的重要性，法院不應該強制當事人繼續

13 In re K-Dur Antitrust Litigation, 686 F.3d 197, 214, 103 U.S.P.Q.2d 1497 (3d Cir. 2012)
14  In re Cardizem CD Antitrust Litigation, 332 F.3d 896, 2003-1 Trade Cas. (CCH) ¶ 74059, 

2003 FED App. 0195P (6th Cir. 2003).
15 Federal Trade Comm'n v Actavis Inc, 137 S.Ct 2223, 2225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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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訴訟以迴避不公平競爭的責任。

最高法院則推翻地方法院及巡迴上訴法院的見解，認為即使和解協議屬於專利

權的行使範圍，但並無法迴避競爭法的審查。法院認為由原告向被告支付數百萬美元

的和解形式是不尋常的，有理由擔心此種逆向給付協議具有限制競爭的效果。另外，

最高法院亦強調1984年引進學名藥制度及專利連結的Hatch-Waxman Amendment (下稱
HWA) 的核心在於促進競爭，鼓勵挑戰藥品專利並將和解協議主動通報。

最高法院舉出5個理由認為仍應由競爭法審查逆向給付協議。第一，逆向給付具
有對競爭產生實際負面影響的潛力，原廠藥獨占所帶來的高價將傷害消費者，且考慮

專利連結下的30個月停止發證期及180天銷售專屬期，與首位挑戰專利的學名藥申請
人達成和解將能進一步阻礙其他競爭者進入市場；第二，逆向給付協議的反競爭後果

有可能是不合理的，雖然亦可能存在合理之情形，但不能以此種假設作為駁回FTC主
張，剝奪其證明逆向給付協議為不合理的機會；第三，專利權人實際上能透過逆向給

付造成限制競爭損害，尤其給付的規模可作為其力量的重要指標；第四，法院的審查

具有可行性，且通常不需要透過爭執專利有效性來判斷競爭法爭議；第五，縱使「大

額且不合理的給付」需承擔違反競爭法的風險，亦不會阻礙當事人以其他不違法之方

式進行和解，例如在專利屆滿前允許學名藥上市，且無須向其提供給付等
16
。

最後，最高法院除了否定上訴法院「專利範圍測試」的判斷標準外，亦說明拒絕

採用「當然違法」或「快速審查式合理原則」，而認為應透過「合理原則」進行個案

上的判斷。Breyer法官的意見進一步說明，由於逆向給付的限制競爭效果涉及其給付
多寡、與給付者所預期之未來訴訟成本之關係、是否獨立於其他(被告)所提供服務、
缺乏其他合理化之理由等，其效果亦可能隨產業別而不同，這些複雜性讓最高法院認

為應該採用「合理原則」為主。但最高法院並不要求FTC爭執專利的有效性或所有相
關事實，所需證據可能在不同情況下有不同的要求

17
，審判法院在存在重大且不合理

的反競爭結果時，可建立合適的分析方式，一方面避免過度簡化，一方面需足以考量

一切可能的相關事實或理論
18
。

16  Federal Trade Comm'n v Actavis Inc, 133 S.Ct 2223, 2227 (2013) 
17 “To say this is not to require the courts to insist, contrary to what we have said, that the 

Commission need litigate the patent's validity, empirically demonstrate the virtues or 
vices of the patent system, present every possible supporting fact or refute every possible 
pro-defense theory. As a leading antitrust scholar has pointed out, “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of a sliding scale in appraising reasonableness,’ ” and as such “ ‘the quality of 
proof required should vary with the circumstances.’” Federal Trade Comm'n v Actavis 
Inc, 133 S.Ct 2223, 2238 (2013)

18 “As in other areas of law, trial courts can structure antitrust litigation so as to avoid, on 
the one hand, the use of antitrust theories too abbreviated to permit proper analysi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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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近年相關發展
最高法院作成Actavis案後，至今已近7年，許多法院進一步闡明了逆向給付違法

性認定之爭議，包含「大額且不合理之給付」之定義、合理原則審理價購之操作，以

及專利有效性在其中的角色等。

1.大額且不合理之給付
在「給付」之認定方面，Actavis案後曾經有部分法院一度認為逆向給付中之給付 

(payment) ，應僅限於現金給付，而不包含其他非現金給付19
，但目前至少第一及第三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皆認為應包含非現金給付
20
。這些非現金給付包含：原廠不在學

名藥銷售專屬期屆滿前自行推出「授權學名藥」
21
之承諾 (下稱no-AG agreement)、共

on the other, consideration of every possible fact or theory irrespective of the minimal 
light it may shed on the basic question—that of the presence of significant unjustified 
anticompetitive consequences…We therefore leave to the lower courts the structuring of 
the present rule-of-reason antitrust litigation.”

19   In re Lamictal Direct Purchaser Antitrust Litig. , 18 F. Supp. 3d 560, 567-68 (D.N.J. 2014)
King Drug Co. of Florence v. Smithkline Beecham Corp., 791 F.3d 388 (3d Cir. 2015); 
In re Loestrin Antitrust Litig. (Loestrin), 45 F. Supp. 3d 180, 190-93 (D.R.I. 2014).

20    “t]he thrust of the Court's reasoning is not that it is problematic that money is used to 
  effect an end to a patent challenge, but rather that the patentee leverages some part of 
  its patent power ... to cause anticompetitive harm—namely, elimination of the risk of  
  competition.” King Drug Co. of Florence, Inc. v. Smithkline Beecham Corp., 791 F.3d 
   388, 406 (3d Cir.2015); 

“True, Actavis does contain references to money. …But the key word used throughout 
the opinion is “payment,” which connotes a much broader category of consideration 
than cash alone. True, Actavis does contain references to money. …But the key word 
used throughout the opinion is “payment,” which connotes a much broader category of 
consideration than cash alone.” In re Loestrin Antitrust Litig. (Loestrin), 814 F.3d 538 (1st 
Cir. 2016); 
“Earlier this year, in In re Loestrin 24 Fe Antitrust Litigation, 814 F.3d 538 (1st Cir. 
2016), this circuit ruled that improper reverse payments may take the form of “non-
monetary” advantages. Id. at 549. The language and logic of Actavis dictated that 
outcome.” Earlier this year, in In re Loestrin 24 Fe Antitrust Litigation, 814 F.3d 538 
(1st Cir. 2016), this circuit ruled that improper reverse payments may take the form of 
“non-monetary” advantages. Id. at 549. The language and logic of Actavis dictated that 
outcome.” In re Nexium (Esomeprazole) Antitrust Litigation, 842 F.3d 34 (1st Cir. 2016).

21 所稱授權學名藥 (authorized generic)，實際上係由原廠循505(b)(1)或505(b)(2) NDA
途徑針對其自家新成分新藥或其他新藥取得第二張藥品許可證，雖然內容與第一
張藥品許可證相同，由於並非透過505(j) ANDA取得藥證，即非屬學名藥，該藥證
之取得不會受到首位學名藥銷售專屬期阻礙。在商業上，授權學名藥允許原廠透
過不同的品牌及定價策略，與學名藥進行競爭而不至影響原本以高價販售的原品



美國Actavis案後對逆向給付協議之管制 309

同研發及行銷協議
22
、針對其他訴訟之和解

23
等。

在「大額」之認定方面，Actavis案說明判斷逆向給付是否為大額且不合理，可考
慮的因素之一是與給付者所預期之未來訴訟成本進行比較。後續法院在判斷時，有認

為小於預期訴訟成本之給付是合理的，可解為一種事實上的安全港，但即使給付之價

值大於預期訴訟成本，亦不會直接被判斷為不合理，而需要參酌其他因素判斷之
24
，

比如該給付是否包含收受給付一方所提供服務之對價等
25
。當然在個案上，法院並有

時根據客觀給付額度認定 (個案上價值高達2億3300萬之no-AG agreement，即被認為係
大額給付

26)，在書狀階段亦可能在無計算客觀給付額度之情形下，依據藥商對外所聲
稱之價值及臨時禁制令擔保金認定之

27
。

牌原廠藥。
22 “Impax and Medicis negotiated a settlement and entered into two agreements: a license 

and settlement agreement and a joint development agreement…Under these agreements, 
Impax could begin selling its generic Legacy Strength Solodyn under Medicis's patents 
starting on November 26, 2011. …Medicis agreed to pay Impax $40 million upfront, 
with an additional $23 million in “milestones,” and there were several provisions for 
revenue sharing.” In re Solodyn (Minocycline Hydrochloride) Antitrust Litigation, 2018 
WL 563144 (D. Mass. 2018).

23 “…the Complaint fails to adequately address (1) the Caduet litigation; (2) the costs of all 
litigation; (3) the agreement to utilize Pfizer's bulk 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 
atorvastatin, in Canada. As such, the claim is implausible for failure to consider the 
Settlement Agreement as a whole, and to “account [for] a variety of factors.”” In re 
Lipitor Antitrust Litig., 46 F.Supp.3d 523 (D.N.J. 2014).

24 “I agree with the defendants that payments smaller than avoided litigation costs are 
presumptively not large and unexplained under Actavis, and represent a de facto safe 
harbor, and also that payments exceeding avoided litigation costs are not automatically 
deemed unlawful for that reason alone. Even if the payments exceed avoided litigation 
costs, the Actavis factors—the size of the payments, their scale in relation to litigation 
costs, their independence from other services for which they might be fair consideration, 
and any other convincing justification—still matter.” In re Aggrenox Antitrust Litigation, 
94 F.Supp.3d 224 (2015).

25 “A ‘large’ payment is anything more than the value of the avoided litigation costs plus any 
other services provided from the generic to the brand manufacturer.” In re Opana ER 
Antritrust Litigation, 162 F.Supp.3d 704 (2016).

26 “According to the Appellants' economic expert,48 the no-AG agreement was worth $233 
million to Anchen, Teva, and Impax—an amount that would qualify as large in most any 
context.” In re Wellbutrin XL Antitrust Litigation Indirect Purchaser Class, 868 F.3d 132, 
163 (2017).

27“The alleged reverse payment here was “large” enough to permit a plausible inference that 
Pfizer possessed the power to bring about an unjustified anticompetitive harm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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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合理」之認定方面，Actavis案中Breyer法官即舉出了幾個合理化給付之
理由，包含給付額度不超過訴訟所節省的費用、學名藥商承諾提供服務或產品 (例
如合作開發產品或協助銷售原廠藥) 之對價、給付僅反應了傳統的和解考量者，或
者其他理由

28
。其中比較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逆向和解契約中相對常見的no-AG 

agreement，由於其價值僅與180天銷售專屬期的資格相關，無論訴訟之輸贏，且對其
他未取得銷售專屬期之學名藥商亦有價值，因此在該個案中被第三巡迴法院認為是不

合理的
29
。另外，當逆向給付和解協議的內容尚涉及由學名藥廠提供服務的情形 (協助

原廠行銷或代工製造藥品、授權專利予原廠等)，究竟該服務是否屬於學名藥商之慣常
經營行為、該服務是否確實履約、服務契約內之權利義務是否合理、服務內容合意之

its patents and had serious doubts about the ability of those patents to lawfully prevent 
competition….Pfizer purportedly suffer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in lost sales 
following Ranbaxy’s entry into the Accupril market. Lipitor JA260 (DPP Sec. Am. 
Compl. 160). Upon suing Ranbaxy, Pfizer sought treble damages, Lipitor JA263–64 (DPP 
Sec. Am. Compl. 159, 172–74), and posted a $200 million bond to secure an injunction, 
“demonstrating that Pfizer placed great value on preserving its Accupril franchise,” 
Lipitor JA260 (DPP Sec. Am. Compl. 160). ... Pfizer itself told shareholders that it was 
likely to succeed on the merits of the case. Lipitor JA263 (DPP Sec. Am. Compl. 170). 
Despite those losses and the likely success of that litigation against Ranbaxy, Pfizer 
released its claim worth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JA264 (DPP Sec. Am. Compl. 
175). Those allegations sufficiently allege a large reverse payment; more detailed, 
advanced calculations related to those allegations may come later.” In re Lipitor Antitrust 
Litigation, 868 F.3d 231 (2017).

28 “As the FTC admits, offsetting or re- deeming virtues are sometimes present. Brief for 
Petitioner 37–39. The reverse payment, for example, may amount to no more than 
a rough approximation of the litigation expenses saved through the settlement. That 
payment may reflect compensation for other services that the generic has promised to 
perform—such as distributing the patented item or helping to develop a market for that 
item. There may be other justifications.”

29 180天銷售專屬期的適格要件與訴訟之輸贏無涉，首位學名藥廠即使未遭提起訴
訟，或者與專利權人和解，皆能繼續維持銷售專屬期。但倘首位學名藥廠敗訴，
由於需變更專利聲明的內容，仍會間接造成銷售專屬期資格的喪失。例外是當有
其他藥商共享180天銷售專屬期時，則須待該銷售專屬期屆滿、消滅或登載專利屆
滿，不得變更專利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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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點
30
、專利權人之給付是否超出「公平價值」等

31
，都可能成為判斷逆向給付是否合

理之考量。

2.合理原則之適用
最高法院雖在Actavis案中指示下級法院針對逆向給付建構合理原則審查標準，但

並未說明應如何在不審查專利有效性的情形下，配合「大額且不合理給付」之認定進

行操作。尤其最高法院似並未完全排除適用「快速審查合理原則」的可能性，這也導

致了下級法院近年出現截然不同的操作方式而可大略分為兩種，以下介紹之。

第一種作法將「大額且不合理給付」作為適用合理原則的前提，因此原告仍在

後續的一般性合理原則審查中負擔較重的舉證責任。此作法被目前許多地方法院及第

一、第三巡迴上訴法院所採取，要求原告先證明「大額且不合理給付」存在後，後續

再進行完整合理原則之審查
32
。第一巡迴法院在支持由原告先行負擔前揭舉證責任的

30 “the Plaintiffs have provided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the BMA and CPA in the Par/
Paddock settlement were merely vehicles to facilitate payment to the Generics for 
delaying entry. In addition to the size of the settlement—$12 million per year—the 
Plaintiffs’ experts opine that the BMA was out of step with industry practice and the 
Generics’ regular business practices.85 In particular, the Plaintiffs’ experts criticize 
the loose oversight over Paddock, the lack of any assurance that Paddock could meet 
Solvay’s manufacturing needs, Solvay’s inability under the contract to cancel if 
Paddock did not meet its manufacturing needs, and the fact that Paddock was unable 
to manufacture AndroGel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agreement’s term. In addition, 
there is evidence that the Defendants agreed to the reverse payment amount before 
negotiating the specifics of any services Par/Paddock were going to render.87 A 
reasonable jury could infer from such evidence that the BMA and CPA were merely 
post-hoc justifications when the true purpose of the settlement was to avoid the risk of 
competition. This evidence is enough to shift the burden to the Defendants to justify the 
payments as being procompetitive.” In re Androgel Antitrust Litigation (No. II), 2018 
WL 2984873, P.11 (N.D. Ga. 2018).

31 “The Actavis opinion makes it clear that evidence of a fair value exchange can “redeem[ 
]” an otherwise suspicious reverse payment. 133 S.Ct. at 2236. The Court understands 
this to mean that establishing fair market value is just one of many possible defenses 
available to a Defendant seeking to demonstrate procompetitive justifications for a 
reverse payment. Nowhere in Actavis does the Supreme Court suggest that fair market 
value is a silver bullet against antitrust scrutiny. Neither does the opinion place the 
initial burden on the Plaintiffs to prove, in their prima facie case, that a transaction was 
for something other than fair market value.” In re Nexium (Esomeprazole) Antitrust 
Litigation, 42 F.Supp.3d 231 (2014). 

32 “Most district courts read Actavis to hold that it is the “large and unjustified reverse 
payment” that creates the anticompetitive concerns, and only after finding such a 
payment in the settlement may courts engage in the traditional rule of reas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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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亦說明這在該階段並不要求原告詳細的數字或計算
33
，隨後該見解亦被第三巡

迴法院所採納
34
。

第二種作法則將「大額且不合理給付」併入合理原則的審查中，用以替代第一階

段原本由原告負擔較重舉證責任之部分，改要求被告負擔一部分提出證據之責任。詳

言之，合理原則之第一階段原本需要原告證明被告行為限制市場競爭，變更為僅需要

證明存在大額且不合理給付及接受給付藥商確有延遲藥品上市之即為已足，改由被告

舉證該給付具有合理之原因，比如並未超出預期訴訟成本、作違背給付方所提供服務

或商品之對價等，原告此時才須舉證該給付超出公平價值；合理原則第二階段則與傳

統相同，要求被告舉證其行為具有鼓勵競爭之效果；第三階段亦與傳統相同，允許原

告舉證反駁型為對促進競爭並無合理必要性
35
。此作法起源於加州最高法院，僅有極

United Food and Commercial Workers Local 1776 & Participating Employers Health 
and Welfare Fund v. Teikoku Pharma USA, Inc., F.Supp.3d 1052 (2014). 

33 “We agree with those courts that, rather than rejecting wholesale Actavis's applicability 
to non-cash payments, have required that the plaintiffs plead information sufficient 
“to estimate the value of the term, at least to the extent of determining whether it is 
‘large’ and ‘unjustified.’ ” In re Actos End Payor Antitrust Litig., 2015 WL 5610752, 
at *13. Consistent with Twombly, which declined to “require heightened fact pleading 
of specifics,” Twombly, 550 U.S. at 570, 127 S.Ct. 1955, we do not require that the 
plaintiffs provide precise figures and calculations at the pleading stage, In re Actos 
End Payor Antitrust Litig., 2015 WL 5610752, at *13. Requiring such a high burden 
would impose a nearly insurmountable bar for plaintiffs at the pleading stage because 
“very precise and particularized estimates of fair value and anticipated litigation costs 
may require evidence in the exclusive possession of the defendants, as well as expert 
analysis.” In re Aggrenox Antitrust Litig., 94 F.Supp.3d at 244–45. Nevertheless, the 
plaintiffs must allege facts sufficient to support the legal conclusion that the settlement at 
issue involves a large and unjustified reverse payment under Actavis. See In re Niaspan 
Antitrust Litig., 42 F.Supp.3d at 753 (describing Twombly's applicability to the Actavis 
inquiry).” In re Loestrin 24 Fe Antitrust Litigation, 814 F.3d 538 (2016).

34 “Therefore, to survive a motion to dismiss when raising an antitrust violation under 
Actavis, “plaintiffs must allege facts sufficient to support the legal conclusion that the 
settlement at issue involves a large and unjustified reverse payment under Actavis.” …If 
plaintiffs do so, they may proceed to prove their allegations under the traditional antitrust 
rule-of-reason analysis. See Actavis, 133 S.Ct. at 2237.” In re Lipitor Antitrust Litigation, 
868 F.3d 231 (3rd Cir 2017).

35 “…Court finds the logic behind the burden shifting in the recent California Supreme Court 
decision In re Cipro Cases I & II, 348 P.3d 845 (Cal. 2015)11 compelling. The California 
Supreme Court summarizes their application of the rule of reason to reverse payment 
settlement cases as follows:To make out a prima facie case that a challenged agreement 
is an unlawful restraint of trade, a plaintiff must show the agreement contains both a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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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聯邦地方法院採用，但卻是第一個法制化的逆向給付舉證規定，被訂入加州州法，

後續章節會詳細說明。

3.民事訴訟之當事人適格與專利之角色
Actavis案中係由FTC作為原告，其取得當事人適格雖需要舉證可能損害以及與逆

向給付間的因果關係，但並不若像民事原告般嚴格，當然最高法院亦未於該案件中處

理相關舉證責任之差異問題。但在後續由直接/間接之藥品付費者提起訴訟的民事訴
訟中，原告取得當事人適格之理論基礎往往包含：(1) 學名藥商本可取得專利無效或
未侵權之勝訴判決並提早上市；(2) 學名藥商本可不等待法院判決或簽定和解協議，
自行承擔侵權風險而上市；(3) 倘未簽訂逆向給付和解協議，學名藥商本可與原廠達
成另一和解協議，並允許學名藥更早上市

36
。由於前述民事訴訟中對當事人適格之要

求，舉證責任遂成為了訴訟中原告的明顯障礙，並造成多個法院對原告作出較不利之

認定
37
。值得注意的是，這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一個不怎麼令人意外的因素介入，即

專利的有效性與侵權爭議。

即使最高法院在Actavis案中說明法院不需要先針對專利進行爭訟即可回答競爭法
問題，但後續包含第三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在內之部分聯邦法院於判斷因果關係的過程

中，認為Actavis案對於當事人適格之要求本即較低，無法適用於民事訴訟中38
。倘民

on the generic challenger’s entry into the market and compensation from the patentee to 
the challenger. The defendants bear the burden [of production] of coming forward with 
evidence of litigation costs or valuable collateral products or services that might explain 
the compensation; if the defendants do so, the plaintiff has the burden of demonstrating 
the compensation exceeds the reasonable value of these. If a prima facie case has been 
made out, the defendants may come forward with additional justifications to demonstrate 
the settlement agreement nevertheless is procompetitive. A plaintiff who can dispel these 
justifications has carried the burden of demonstrating the settlement agreement is an 
unreasonable restraint of trade ...” IN RE K-DUR Antitrust Litigation, 2016 WL 755623 
(D.N.J. 2016).

36 In re Wellbutrin XL Antitrust Litigation, 133 F.Supp.3d 734, 757 (2015), see also United 
Food And Coml. Workers V. Teikoku Pharma (Lidoderm) , 296 F. Supp. 3d 1142, 2017 
WL 5068533 (2017), at *10-13., In Re Solodyn (Minocycline Hydrochloride) Antitrust 
Litigation , 2018 WL 563144, at *21-23. (2018).

37 In re Nexium (Esomeprazole) Antitrust Litigation, 42 F.Supp.3d 231 (2014).
In re Wellbutrin XL Antitrust Litigation Indirect Purchaser Class, 868 F.3d 132 (2017).

38 “In discussing its application of the rule of reason to reverse payment settlements, the 
Supreme Court in Actavis explained that it is “normally not necessary to litigate patent 
validity to answer the antitrust question” because “[a]n unexplained large reverse 
payment itself would normally suggest that the patentee has serious doubts about the 
patent’s survival.” Actavis, 133 S.Ct. at 2236. Actavis, however, was brought by the 
FTC. The FTC faces a different standard of causation in bringing agency antitrust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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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原告主張學名藥商本可取得勝訴判決，以及可能在未達成逆向給付/達成合法和解協
議之情形下將產品上市販售，法院在個案中仍可能要求原告針對專利有效性及侵權問

題舉證，並往往成為作出對原告不利認定之基礎之一
39
。

反之，亦有聯邦地方法院參考了最高法院Actavis案的啟示，主張專利與逆向給付
契約之認定無涉。以後續審理Actavis案之美國喬治亞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為例，便認
為判斷專利訴訟本應有何種結果具有高度假設性，尤其在許多情境下原本處理專利爭

議的法院可能並未進行即席判決 (Summary judgement)，甚至沒有進行申請專利範圍解
釋，進行專利爭端結果的假設在程序及行政上過度複雜 (更進一步涉及屬於事實或法
律問題、是否應由陪審團判斷，以及上訴後應由何法院管轄等問題)，又可能造成公私
訴訟之結果分歧，拒絕原告透過主張學名藥商本可勝訴、承擔風險自行上市作為因果

關係與當事人適格之理論基礎，該法院於是允許原告透過主張學名藥商本可與原廠達

成另一和解協議的方式舉證因果關係，並接受以非量化間接證據之方式舉證原廠與學

名藥商間於發生專利爭端時確實有簽屬合法和解契約之可能 (由專家證人說明原被告
勝訴之機率)，以適度緩解原告的舉證責任40

。

such as Actavis: the FTC must establish only that the defendant’s action is “likely to 
cause injury.” 15 U.S.C. § 45.44 Because the FTC Act’s causation requirement is broader 
and more relaxed than the Clayton Act’s, no showing of proximate cause is required. 
Compare 15 U.S.C. 45(n) with 15 U.S.C. § 15(a). The hurdle, therefore, that independent 
regulation poses for causation under the Clayton Act is not necessarily present in FTC 
Actions. In re Wellbutrin XL Antitrust Litigation, 133 F.Supp.3d 734, 764 (2015).

39 “To succeed on an at-risk launch theory, Plaintiffs must show that Impax could have 
launched at-risk lawfully, i.e., without infringing any lawful patent held by Medicis. 
See Nexium, 842 F.3d at 63; Wellbutrin XL, 133 F.Supp.3d at 764-67. Without such a 
showing, the patent held by Medicis would serve as ‘an independent regulatory bar’” 
In re Solodyn (Minocycline Hydrochloride) Antitrust Litigation, 2018 WL 563144 (D. 
Mass. 2018). 
“It is not enough for the Appellants to show that Anchen wanted to launch its drug; 
they must also show that the launch would have been legal. After all, if the launch were 
stopped because it was illegal, then the Appellants' injury (if it could still be called that) 
would be caused not by the settlement but by the patent laws prohibiting the launch. See 
In re Nexium (Esomeprazole) Antitrust Litig., 842 F.3d 34, 62-63 (1st Cir. 2016) (“[T]
he argument that [the generic manufacturer] would have incurred the risk of launching 
at risk or that [it] would have won its ... suit against [the patent holder] depends on the 
theory that ... [the] patents were invalid or not infringed by a generic version.”)” In re 
Wellbutrin XL Antitrust Litigation Indirect Purchaser Class, 868 F.3d 132, 166 (2017).

40 In re Androgel Antitrust Litigation (No. II), 2018 WL 2984873, P.13-17 (N.D. Ga.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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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結
綜上，可以從美國過去司法判決發展，了解到美國雖然在Actavis案訂定了以合理

原則為標準的審查基礎，一方面確立了即使專利和解仍有競爭法介入的空間，但另一

方面並未解決民事原告在因果關係舉證責任的難題。

在競爭法介入方面，最高法院在逆向給付中所確立之「大額且不合理給付」標

準，近年確實隨著下級法院所面對逆向給付內容的多樣性，確實有逐漸明朗的傾向。

但另一方面，究竟該標準如何與合理原則整合卻產生了相當迥異的結果，有部分法院

將其作為適用合理原則的前提，反加重了原告的舉證責任，但亦有部分法院將其整合

進合理原則第一階段中，並要求被告負擔一部份的舉證責任。

在舉證責任方面，雖然最高法院說明可在不爭執專利的有效性與侵權問題的前

提下，判斷逆向給付協議是否違反競爭法。但在近年的判決中，可以發現由於私人所

提起之競爭法民事訴訟需要舉證其損害與不公平競爭行為的因果關係以建立當事人適

格，部分法院仍將專利爭議作為判斷競爭法上因果關係之前提，且造成原告舉證上的

障礙，但鑑於目前僅有少數案件進入一部分聯邦上訴法院，後續的司法判決發展尚待

觀望。

四、美國立法發展

(一) 聯邦法
聯邦法尚未針對逆向給付契約的違法性問題完成立法，但自從2007年開始，相關

修正草案從未中斷的在美國參眾兩院被提出及審議。

目前最值得關注者，是2019年的「降低價格、更多治療法案」(Lower Costs, More 
Cures Act)41

。該草案中與逆向給付相關章節的由來，最早可以追溯到2007年及2009
年採取「當然違法」態度的「保留可負擔學名藥法案」

42
，後來經修改採用「推定違

法」並衍生2017年及2019年的「競爭藥品法案」(Competitive DRUGS Act)43
、2019年

41 H.R.19 - Lower Costs, More Cures Act of 2019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
congress/house-bill/19/text#toc-HED54167447304D93802FE45CAE60C898.

42 S.316 - Preserve Access to Affordable Generics Act (2007) https://www.congress.gov/
bill/110th-congress/senate-bill/316, H.R.1432 - Preserve Access to Affordable Generics 
Act (2007)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0th-congress/house-bill/1432, S.369 - 
Preserve Access to Affordable Generics Act (2009),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1th-
congress/senate-bill/369/text, H.R.1706 - Protecting Consumer Access to Generic Drugs 
Act of 2009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1th-congress/house-bill/1706/text.

43 H.R.4117 - Competitive DRUGS Act of 2017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
congress/house-bill/4117/text, H.R.1344 - Competitive DRUGS Act of 2019 https://
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house-bill/1344/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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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護消費者近用學名藥法案」(Protecting Consumer Access to Generic Drugs Act)44

並首次通過眾議院審查
45
，才終於納入目前的法案中成為其中的一個章節，並受到眾

議院兩黨的支持。

2019年的「降低價格、更多治療法案」規定，化學藥/生物藥藥證所有人及學名
藥/生物相似藥申請人所訂定之專利和解協議，後者直接或間接接受前者任何包含授
權在內之有價值給付 (anything of value)，而後者同意於一定期間內限制或放棄研究、
發展、製造、行銷或販售其所申請之學名藥/生物相似藥者，應被認定為違反「聯邦
交易委員會法」有關不公平或欺騙性行為或慣例之規定 (15 U.S.C. 45(a)(1)) ，除非能
以「清楚且令人確信的證據」(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證明上述給付僅是針對
學名藥/生物相似藥申請人所承諾提供商品或服務之補償46

。另外，法案也明文排除

了部分協議之給付態樣適用推定違法，包含：(1) 在專利或專屬期屆滿前允許學名藥
/生物相似藥之販售 (加速條款)；(2) 不高於$7,500,000之合理訴訟支出；(3) 不提起訴
訟之承諾

47
。該法案授權FTC得對違反規定者進行執法，包含發出禁止令 (cease and 

44 H.R.1499 - Protecting Consumer Access to Generic Drugs Act of 2019 https://www.
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house-bill/1499/text.

45 H.R.1499 - Protecting Consumer Access to Generic Drugs Act of 2019 https://www.
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house-bill/1499/all-actions.

46 SEC. 311. UNLAWFUL AGREEMENTS.
(a)  Agreements Prohibited.—Subject to subsections (b) and (c),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 NDA or BLA holder and a subsequent filer (or for two subsequent filers) to enter 
into, or carry out, an agreement resolving or settling a covered patent infringement 
claim on a final or interim basis if under such agreement—

(1)  a subsequent fil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receives from such holder (or in the case of 
such an agreement between two subsequent filers, the other subsequent filer) anything 
of value, including a license; and

(2)  the subsequent filer agrees to limit or forego research on, or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marketing, or sales, for any period of time, of the covered product that 
is the subject of the application described in subparagraph (A) or (B) of subsection (g)
(8).

(b)  Exclusion.—It shall not be unlawful under subsection (a) if a party to an agreement 
described in such subsection demonstrates by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that the 
value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a)(1) is compensation solely for other goods or services 
that the subsequent filer has promised to provide.

47 (c)  Limitation.—Nothing in this section shall prohibit an agreement resolving or settling 
a covered patent infringement claim in which the consideration granted by the NDA or 
BLA holder to the subsequent filer (or from one subsequent filer to another) as part of 
the resolution or settlement includes onl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1)  The right to market the covered product that is the subject of the application de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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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st order)、以訴訟請求不大於給付3倍之罰鍰 (civil penalty)，法院也得發布禁制令 
(mandatory injunctions) 或其他相等措施。

另外，該法案在逆向給付的重要性上除將符合特定條件之協議推定違法以外，

還納入了生物相似藥、擴張專利和解協議之通報範圍 (擴及30天內簽訂之其他相關協
議)、強化通報協議時之切結義務、修改180天銷售專屬期消滅/失權事由等，頗值關
注。

(二) 州法
加州最高法院是最早將「大額且不合理之給付」與合理原則整合，減輕原告舉證

責任者
48
，其後也影響前述聯邦法院之意見。但在司法體系外，加州州議會亦是首位

將上述法律見解法制化，將特定逆向給付協議推定為違法者，超前了美國國會的立法

進度。

如之前所述，加州於2019年通過並施行「維持可負擔藥品近用法案」(Preserving 
Access to Affordable Drugs)49

，其中規定倘專利和解協議涉及非對照藥品藥證所有人 
(即學名藥或生物相似藥藥證所有人) 收取任何有價值給付，例如專屬授權或原廠不銷
售授權學名藥之承諾，且該學名藥或生物相似藥藥證所有人同意限制或放棄同意於

一定期間內限制或放棄研究、發展、製造、行銷或販售其學名藥/生物相似藥者，應
被推定為具有限制競爭之效果且違法

50
，除非能以「證據優勢」(preponderance of the 

in subparagraph (A) or (B) of subsection (g)(8)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A)  any patent that is the basis of the covered patent infringement claim; or
(B)  any patent right or other statutory exclusivity that would prevent the marketing of 

such covered product.
(2)  A payment for reasonable litigation expenses not to exceed $7,500,000 in the 

aggregate.
(3) A covenant not to sue on any claim that such covered product infringes a patent.

48 In re Cipro Cases I & II, 348 P.3d 845 (Cal. 2015)
49 AB-824 Business: preserving access to affordable drugs, California Legislative 

Information,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billTextClient.xhtml?bill_
id=201920200AB824 (last visited 2020.04.28).

50 134002.(a)(1) 
Except as provided in paragraph (3), an agreement resolving or settling, on a final or 
interim basis, a patent infringement claim,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ale of a pharmaceutical 
product, shall be presumed to have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and shall be a violation of this 
section if both of the following apply:
(A) A nonreference drug filer receives anything of value from another company asserting 
patent infringemen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n exclusive license or a promise that 
the brand company will not launch an authorized generic version of its brand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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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 證明該學名藥或生物相似藥藥證所有人所收受給付之價值，僅係針對其保
證提供商品或服務公平且合理的對價，或者協議促進競爭之效果大於限制競爭之效

果
51
。

該法規亦明文排除了特定給付態樣，包含：(1) 於專利或專屬期屆滿前銷售學名
藥或生物相似藥之權利；(2) 於國內不就學名藥或生物相似藥提起訴訟之承諾；(3) 不
高於原廠所節省之未來合理訴訟費用，但必須是在和解6個月前認列，且不得超出以
下數額中之較低者：$7,500,000或超出藥證所有人預測前三年獲利之5% (如無預測則
不得超過$250,000) ；(4) 允許學名藥或生物相似藥藥證所有人銷售同成分但不同劑型
之藥品之協議，但不包含授權學名藥；(5) 原廠不得干擾藥證審查之協議，以及 (6) 原
廠放棄請求學名藥或生物相似藥風險上市所造成潛在損害之協議

52
。

該法規要求事實發現者於認定「證據優勢」反證時，應推定「相關產品市場」包

含提起專利侵權訴訟之原廠或對照藥品；遭控告之非對照藥品，以及其他任何生物相

似藥與被認定療效相等之學名藥
53
。反之，事實發現者不應推定：(1) 在專利或專屬期

屆滿前學名藥/生物相似藥不可能發生；(2) 在沒有確定裁決約束力之前提下，認定專
利皆可以執行且遭學名藥/生物相似藥侵權；(3) 該協議由於FDA並未核准其他學名藥
或生物相似藥而未造成其延遲上市；(4) 該協議由於學名藥或生物相似藥有侵犯其他
未主張專利之可能性而未造成損害；(5) 本部分不得被解釋為限制上述四款以外之證
據提出，亦不阻礙事實發現者考量所有證據而針對前四款之情事進行認定

54
。

(B) The nonreference drug filer agrees to limit or forego research,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marketing, or sales of the nonreference drug filer’s product for any period 
of time.

51 134002. (a)(3)
Parties to an agreement are not in violation of paragraph (1) if they can demonstrate by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that either of the following are met: 
(A) The value received by the nonreference drug filer described in subparagraph (A) of 
paragraph (1) is a fair and reasonable compensation solely for other goods or services 
that the nonreference drug filer has promised to provide. 
(B) The agreement has directly generated procompetitive benefits and the procompetitive 
benefits of the agreement outweigh the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of the agreement.

52 134002.(a)(2).
53 此部分極為重要，敘明僅有療效相等之學名藥可劃入相關市場，但生物相似藥則
不問是否可替代 (interchangeable) 皆劃入相關市場，以避免爭議。

54 134002. (b)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parties to the agreement have met their burden 
under paragraph (3) of subdivision (a), the factfinder shall not presume any of the 
following:
(1)  That entry into the marketplace could not have occurred until the expiration of 

the relevant patent exclusivity or that the agreement’s provision for entr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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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此州法之效果，將被課予「3倍給付額中合理歸因於違法之部分(reasonably 
attributable to the violation)」或$20,000,000 (兩者取其高)之罰鍰。認定前揭合理歸因於
違法之部分時，僅參考加州部分之市占

55
，且不得重複依據其他相關法規課予重複罰

鍰
56
。因此將大幅減少原告在因果關係上的舉證責任。最後，由於該法規被認為有牴

觸Actavis案引進快速審查式合理原則的疑慮，因此條文額外敘明縱使此法之一部被宣
告違憲，其他部分不受影響

57
。另外，此法並未如聯邦法草案般僅適用於主管機關提

起訴訟之情形，亦可能適用於由私人所提起之民事訴訟
58
，但必須在事實發生日4年內

nonreference drug product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any patent exclusivity means that 
the agreement is procompetitive within the meaning of subparagraph (B) of paragraph 
(3) of subdivision (a). 

(2)  That any patent is enforceable and infringed by the nonreference drug filer in the 
absence of a final adjudication binding on the filer of those issues. 

(3)  That the agreement caused no delay in entry of the nonreference drug filer’s drug 
product because of the lack of federal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approval 
of that or of another nonreference drug product. 

(4)  That the agreement caused no harm or delay due to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nonreference drug filer’s drug product might infringe some patent that has not been 
asserted against the nonreference drug filer or that is not subject to a final and binding 
adjudication on that filer as to the patent’s scope, enforceability, and infringement.

(5)  This subdivision shall not be construed to preclude a party from introducing evidence 
regarding paragraphs (1) to (4), inclusive, and shall not be construed to preclude the 
factfinder from making a determination regarding paragraphs (1) to (4), inclusive, 
based on the full scope of the evidence.

55 134002.(e)(1).
56 134002.(e)(3) 

If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is awarded penalties under subparagraph (A) of paragraph (1), 
it may not recover penalties pursuant to another law identified in paragraph (2). This 
section shall not be construed to foreclose the State of California’s ability to claim any 
relief or damages available in paragraph (2), other than those that are penalties.

57 134002.(d).
58 134002.(e)(2)

Each party that violates or assists in the violation of this section shall be liable for 
any damages, penalties, costs, fees, injunctions, or other remedies that may be just 
and reasonable and available under the Cartwright Act (Chapter 2 (commencing with 
Section 16700) of Part 2 of Division 7 of the Business and Professions Code), the Unfair 
Practices Act (Chapter 4 (commencing with Section 17000) of Part 2 of Division 7 of the 
Business and Professions Code), or the unfair competition law (Chapter 5 (commencing 
with Section 17200) of Part 2 of Division 7 of the Business and Professions Code), as 
ap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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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
59
。

(三) 小結
綜上，相對於美國司法較保守的發展，可以發現無論是聯邦法或州法的近期立

法，都有朝向減輕原告舉證責任的趨勢，這或許和美國近年來大眾關注高藥價問題有

很大關係。雖然將大額且不合理給付之標準併入合理原則的做法，在司法實務上並未

受到廣泛的支持，但觀察加州州法之法制化及聯邦草案對相同議題的類似立法模式，

無法排除在未來會反過來影響法院的操作。當然，加州此次立法亦遭有所爭議，雖然

受到民眾及藥品費用負擔者的支持，但卻受到原廠藥及學名藥藥商的反對，並遭AAM
代表後者提起違憲訴訟，地方法院判決原告敗訴，認為有關違憲部分之爭議尚未成

熟，且該法與聯邦專利法、競爭法、藥事法間皆無先佔問題
60
，目前案件上訴到聯邦

第九巡迴上訴法院
61
。

若比較目前美國國會較受關注之「降低價格、更多治療法案」與甫完成訂定之

「維持可負擔藥品近用法案」，可以發現兩者仍存在若干差異，其中較明顯者有四：

第一，所納入之和解契約範圍雖皆先推定違法，但反證之舉證標準不同，聯邦草案要

求「清楚且令人確信的證據」而州法僅要求「證據優勢」，因此聯邦草案下被告藥商

之舉證負擔較重；第二，在反證的內容部分，相對於聯邦草案之反證僅要求證明為學

名藥/生物相似藥藥商承諾提供產品或服務之對價即可，加州州法更進一步要求必須是
公平合理之價值；第三，在所排除給付態樣部分，兩者皆納入了加速條款、預期訴訟

支出、不提告之承諾3種態樣，但是加州州法進一步排除了授權銷售特定藥品、不得
干擾藥證審查、放棄請求損害賠償之承諾，可了解加州州法實際上給予了被告藥商更

大的彈性，而不至於使契約被推定違法；第四，在適用訴訟的類型上，聯邦草案僅處

理行政機關提起訴訟之情形，但州法由於亦適用於私人所提起之競爭法民事訴訟，因

此特別規範了事實發現者針對相關市場應有的推定，以及對於事實面不應有的推定，

其中便囊括了有關專利之爭議，這除了將簡化適用案件中有關相關市場的認定外，亦

能減輕民事原告在證明因果關係時負擔過重舉證義務，故解決了司法實務上原告提起

訴訟的重要障礙。

59 134002.(e)(4) An action to enforce a cause of action for a violation of this section shall 
be commenced within four years after the cause of action accrued.

60 AAM V. XAVIER BECERRA, 2:19-cv-02281 (E.D. California, 2019), https://www.
courtlistener.com/recap/gov.uscourts.caed.364454/gov.uscourts.caed.364454.29.0.pdf

61 AAM v. Xavier Becerra (20-15014), https://www.courtlistener.com/docket/24657/aam-v-
xavier-bece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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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國發展

(一) 現行法規
目前我國對於逆向給付之特殊規定，係規範於「藥事法」第48條之19及其法規命

令「西藥專利連結協議通報辦法」。

「藥事法」第48條之19規範應通報之範圍，係指新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所有人、
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所有人、藥品專利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間所簽訂涉及西藥
專利連結專章關於藥品之製造、販賣及銷售專屬期間規定之和解協議或其他協議，應

自事實發生之次日起二十日內通報衛福部，倘涉及逆向給付利益協議應另行通報公平

會。「西藥專利連結協議通報辦法」規定通報內容，應包含：一、協議當事人之姓名

或名稱、國籍、住所、居所或營業所；有代表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二、簽訂

協議之目的。三、協議生效日期。四、所涉及藥品許可證字號或申請案號。五、涉及

本法第四章之一關於藥品製造、販賣及銷售專屬事實發生日、專屬期間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內容。六、協議內容所涉專利權之證書號數。七、給付利益相關事項；涉及逆向

給付利益者，註明有無通報公平會。另外，有關事實發生日之判定，以協議生效日為

準，例外當學名藥查驗登記申請日在協議生效日之後者，改以查驗登記申請日為事

實發生日
62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得要求提供額外資料，或告知未通報之當事人儘速通

報
63
。

在競爭法方面，國內業已有文獻分別主張考量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45條 (依
據智慧財產權法規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依據第9條 (獨占)、第14條、第15條 (聯合
行為)、第25條 (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處斷64,65,66

。鑑於實

質上之逆向給付契約係廣泛指稱「涉及專利侵權和解及藥品製劑銷售之協議，而其內

容包含由學名藥/生物相似藥藥證所有人自專利權人取得任何有價值給付，且該藥證
所有人同意在任何時期限制或放棄研發、製造、行銷或銷售其藥品之協議」，本文亦

認無法排除個案上有成立獨占、聯合行為處理之可能，而非僅得依據公平法第25條處
斷

67
。

62 「西藥專利連結協議通報辦法」第2條。
63 「西藥專利連結協議通報辦法」第3條。
64 蔡鎛宇，「逆向給付爭議—競爭法與專利法之交錯」，科技法學評論，12卷2期，

127-162 (2015)。
65 張濱璿、顏雅倫，藥品專利連結制度與競爭法規範之研究－以逆向給付協議為中
心，公平會委託研究，367-378 (2016)。

66 李其航，醫藥專利保護之競爭法爭議——論專利連結制度之未來發展，台大法律
碩士論文，181-204 (2019)。

67 公平交易法第9條方面，雖逆向給付確實為雙方合意之和解契約，外觀上並非單
方行為，但倘由原廠自行、透過所控制藥商或授權合作藥商申請學名藥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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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缺乏公開實務案例
臺灣目前尚未有公開之逆向給付案例，主要是因為專利連結自2019年8月20日施

行，雖然已經有學名藥進入訴訟階段，鑒於首位適用相關規定之學名藥資料備齊日為

2020年1月2日，即使在次日完成以雙掛號通知專利權人之程序，最快也要到2021年1
月3日始有核准之可能，始能透過公開資料判斷是否有延遲上市之行為發生，但確實
有可能已經有原廠及專利權人提告後，簽署和解協議之可能。

(三) 小結
由上可知，目前我國僅規範通報之內容，且單獨以該協議是否涉及專利連結所涵

蓋之藥品製造、販賣及銷售專屬期間作為認定通報與否之標準，其中另外涉及逆向給

付利益者則需要額外通報公平會。但我國法規並未明文規範何謂「逆向給付利益」，

以及應該以何種標準判斷逆向給付協議之違法性，尤其我國公平會與美國相異，除需

自行處分違反公平法之案件，且無行政搜索扣押權，後續如何執行與適用尚待關注。

六、討論與建議

(一) 逆向給付之定義
從前面的章節可以了解到，美國不同法規對於逆向給付管理之目的與定義雖有差

異，但大致不脫離「有價值給付」與「限制研究、發展、製造、行銷、銷售」兩大要

素，我國目前通報範圍要求涉及「西藥專利連結專章關於藥品之製造、販賣及銷售專

屬期間規定」者皆須通報，不問是否存在專利權人或原廠之有價值給付，大致可涵蓋

與美國類似之範圍。

但在逆向給付之定義上我國尚不明確，違法之判斷上亦然，並不若美國司法體系

已經建立「大額且不合理給付」之判斷標準，亦沒有如同美國國會審議中草案及加州

州法於推定違法時排除特定給付類型之規定，此部分未來或有待發展，亦可參酌美國

規定設計。

(二) 相關市場劃定
過去公平會曾委託民間進行研究，探究我國公平法應該如何於逆向給付價劃定

並利用我國銷售專屬期無法起算之漏洞 ，阻礙包含自身在內之所有學名藥取得許
可證者，該原廠與學名藥商所簽訂和解契約之行為是否確實無法構成濫用市場地
位，容有疑問。
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5條之聯合行為方面，雖然逆向給付之雙方所為之行為不
見得係共同行為，但倘確實有證據可證明有共同阻礙或拖延其他競爭者進入市場
之合意，且該契約包含原廠不銷售授權學名藥、學名藥商不銷售學名藥之內容
者，或者其他涉及共同行為之契約者，則亦可能構成聯合行為而需事前申報許
可，非僅依據「西藥專利連結協議通報辦法」事後通報即可認不違反競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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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市場
68
，惟本文有不同見解。市場界定應基於科學上及法規上之可替代性或療效

相等性作為基礎，倘藥品未經衛生主管機關判定與對照藥品間療效相等性，即不具有

互相取代之可能，個案病患上之取代可能性乃係基於醫師依據不同病患生理狀況之判

斷，與適用於藥品主管機關所核准之治療病患群體範圍不同，係屬二事。另外，我國

健保署在核價時或可能將不具療效相等性之藥品劃為相同分類與價格，但核價之考量

與實際上是否得替代亦屬二事，當不宜作為劃定相關市場之標準。

倘觀察加州甫通過之立法亦可發現類似結論，其針對相關市場之劃定，係以原廠

藥及實際上具有療效相等性 (AB-rated) 之學名藥為準，在生物藥品之情形，或許鑒於
美國目前尚無通過可替代性 (interchangeable) 認證之生物相似藥，且政策上確實鼓勵
以生物相似藥替代原廠生物藥的情形，爰並未針對生物相似藥之種類再進行區別。

查我國藥品並未如美國橘皮書般將療效相等性判斷結果予以公開，惟所有同成

分、同劑型、同劑量、同適應症之學名藥查驗登記，皆係依據相同對照藥品或相關審

查基準 (部分指示藥及成藥) 辦理69
，爰應將有療效相等性之藥品推定為相關市場，並

於必要時根據當事人所提出查驗登記資料或徵詢藥品主管機關判定之 (例如：授權學
名藥、規格不同之指示藥品等)，但應排除不具療效相等性之其他新藥。另外，由於我
國藥品許可證仍以單一製造廠為原則，故部分原廠於變更或增加製造廠時亦會申請學

名藥藥品許可證，此亦應與對照藥品同樣劃入相關市場之範圍，自不待言。

(三) 違法性審查標準
如之前章節所述，美國的司法實務與立法政策發展呈現不同之面貌。最高法院

採用合理原則審查，雖然緩解了過去以專利範圍推定逆向給付為合法的情形，但仍然

在下級法院落實的過程中，造成了主管機關與私人作為原告的舉證困難。另一方面，

美國聯邦立法政策及甫修正的加州州法，則傾向排除部分「非大額且不合理之給付態

樣」後直接推定為違法，緩解原告的舉證責任。

我國目前尚未釐清應以聯合行為、獨占或其他不公平競爭定性逆向給付協議，惟

倘欲針對逆向給付之違法性審查標準有所規定，公平會或可參考美國相關判決及立法

內容，訂定以合理原則為審查精神之處理原則，敘明更詳細的判斷標準，甚至是合理

行為之範圍，尤其是針對符合一定條件之給付態樣 (加速條款、不提起訴訟之承諾、
給付金額小於訴訟預期開銷之合理金額等)，將其與其他違法疑慮較高之逆向給付協議
68 該報告針對美國相關市場的界定問題描述容有疑問，一方面說明FTC確實會將學
名藥與原廠藥劃入相同市場，但又稱其價格不會影響，排除其他具生體相等性藥
品之情形，結論則主張我國健保以同成分藥品核價，似認尚應包含無療效相等性
之新劑型、新適應症等其他新藥。張濱璿、顏雅倫，藥品專利連結制度與競爭法
規範之研究－以逆向給付協議為中心，公平會委託研究，18、42 (2016)
https://www.ftc.gov.tw/upload/31dd302d-c872-452f-ad2f-873e8c2e2a77.pdf.

69 倘依據指示藥品或成藥審查基準，即無指定對照藥品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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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同處理。

(四) 因果關係
美國司法實務在民事訴訟證明損害與逆向給付協議之因果關係過程中，發生專利

爭議再次遁入競爭法問題的情形，加州最新立法的解決方式，係針對法院之認定進行

一定程度之指導，說明事實發現者不應進行專利有效、受到侵權、無藥證核准即無損

害之推定，或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原告舉證程度過重之障礙。

在臺灣的情形，有關民事訴訟中因果關係之認定或可能須等待法院實務進行建

構，並考慮適度緩解原告在專利有效性、侵權等假設性問題上的舉證責任，惟倒置部

分舉證責任予被告部分，是否有法律保留之問題值得思考。

七、結論

本文介紹了美國近期針對逆向給付之司法與立法發展，從中發現兩者具有稍微不

同之趨勢。美國部分法院目前仍傾向保守態度，在個案落實合理原則並在當事人適格

問題中引入專利爭議作為因果關係判斷基礎的結果，似仍有造成原告舉證責任過重的

問題，但同時亦有法院採取；美國立法趨勢，則透過推定違法之處理以降低原告舉證

責任，除了在規範密度上有別 (例如舉證標準與給付之例外)，近期所訂定的加州州法
更進一步處理了相關市場界定、因果關係相關爭議，但未來如何適用尚有待觀察，並

值得我國在未來訂定相關規範或個案判斷時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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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bject of this research is sorting out the judicial and legisl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reverse payment" agreement after Actavi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aiwan, which has just introduced the patent linkage, to 
strengthen discussion, development and supervision of the intervention of competition law 
concerning the access of drugs.

The first chapter of this article is an introduction to clarifying the definition of "reverse 
payment", establishing issues, and explaining the current statu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apter 
2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urts‘ opinions concerning reverse payment, sorting out 
the developments of federal and state court opinions and unresolved issues before and after 
2013 Actavis in recent years; Chapter 3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legislative development 
of reverse payments, including the draft bill of the federal law waiting to be passed by 
United States Congress and the bill already passed by the California Congress, in addition 
to explaining the content of the bills, the problems they solved, this chapter als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rafted federal bill and the already-passed state bill; Chapter 
4 introduces Taiwan’s regulation concerning reverse payment,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aiwan’s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gulation, and discusses issues that remain 
unsolved; Chapter 5 is discussion and analyzes, based on the previous introduced U.S. 
judicial and legislative developments relates to reverse payments, provides suggestions on 
how Taiwan could handle and regulate the reverse 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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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許曉芬（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暨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副教授）

報告人已經詳盡介紹製藥產業的特殊性與發展，首先為其研發時間久、研發投入

成本高、不可預測性也高，在不同階段的實驗當中，隨時可能會失敗，前功盡棄。此

外，由於投入成本高，時間久，會造成價格高不可攀，而在製藥領域又牽扯到很大公

眾利益、國民觀感，甚至在歐洲或是我國更會牽涉到健保給付的問題，所以牽動著政

策與立法者的敏感神經，因此會牽涉到專利法與競爭法的界線究竟應該如何區分。

在談到專利法與競爭法的界線區分時，黃銘傑老師以相剋相生為比喻，我相當認

同，例如在reverse payment的情形，之前許多討論的問題都聚焦於，事業合法行使專
利權，未超過專利權範圍的逆向給付協議，到底可不可以豁免於競爭法？專利法是為

保護專利權人，所以合法執行專利權時，為何還需要擔心競爭法的懲罰。若從歐洲的

角度來說，我國與歐洲均有健保制度，某些程度上很接近，會比較擔心藥價問題，歐

盟執委會的態度了解歐洲製藥業的困境，因為他們要面對美國大廠的競爭，也理解智

財保護的需要，但是他們清楚地認為維持穩定的市場秩序才是產業永續發展及公眾健

康發展的關鍵，所以原則上反對專利權範圍內的行使可以免除競爭法的說法。在過去

的案例中，執委會曾在Servier案件中提到專利策略的應用、技術移轉或是訴訟和解是
合法的行為，但是若事業具有支配地位、濫用合法制度，使競爭者不能與其競爭，那

就應該被禁止，即應該受罰。

於2020年初，歐洲法院作出英國葛蘭素史克集團（GSK）與3個學名藥廠案件的
判決，判決中認為如果學名藥廠接受實質利益來換取不挑戰原廠藥專利，本質上是違

法的行為，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推定違法，它的標準其實是比美國更嚴格的，而且法院

也認為無論專利最後是否維持或者是否核發禁制令（該案是一個訴訟中案件），均不

影響競爭法主管機關基於競爭法所做的相關分析，但其也特別強調，並非所有利益均

會構成問題，還是須以利益的實質內涵去做判斷，此一部分則與美國看法較為接近。

此外，歐洲法院認為pay for delay只是逆向給付（reverse payment）的其中一項，它還
有其他可能態樣如No challenge（不挑戰）、No compete。因為美國有專利連結制度，
在美國會引起提早訴訟，所以事業可能希望爭執的狀況去終止訴訟，所以有不挑戰，

但在歐洲沒有專利連結，所以透過payment去導正調整的情況非常多樣。
在歐洲政策相對重視國民健康、國民福祉、健保支出，所以較為鼓勵學名藥，因

此在逆向給付這部分會較為嚴格，但是我國呢？在文章中對於我國分析較少，這部分

較為可惜。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就是我國的製藥業是以學名藥居多，是否要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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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藥的藥廠一直停留在保護傘底下？還是應該讓他們在某種程度置之死地而後生，轉

向研發型藥廠？

過去在研究這個主題時，我認為歐盟在對這個議題上相當針鋒相對，例如2013年
時，歐盟執委會副主委針對Lundbeck 案子便直言，藥廠應專注於創新與競爭，而非僅
想從病患身上撈錢，可能是因為在歐洲全民健保的負擔較重，所以希望以此避免這樣

的狀況。除此之外，在英國的上訴法院，Robin法官在呈報執委會的意見書中提出若
減少研究型公司的收入來源，事實上是以歐洲或全世界公民的健康為代價，威脅到未

來研究，在省錢的另一面，付出的卻是藥品的未來，會因為其他的考量，從競爭法的

角度限制逆向給付，甚至聰明或機巧的運用專利機制操作，在更上位的概念應該考量

的其實是競爭法與專利法的界線，在許多領域都有相互交錯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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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參考歐盟與日本的產業調查報告，就國內網路銷售產業進行實證評

估，根據初級資料、次級資料、訪談與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國內網路銷售產業雖然金

額逐漸擴大，不過以集中度比率、HHI以及熵指數等市場競爭衡量指標來看，均呈現
國內批發業或零售業的網路銷售市場競爭程度提高，並無廠商具絕對市場優勢現象，

國內零售批發商、製造商或平臺商比較常見的策略主要以獨家交易限制、限制廣告價

格以及最惠客戶限制等為主，從問卷調查結果也發現類似結果，惟是否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以及是否真的觸及違法行為，仍有待主管機關取得個案資料深入研析。

本研究建議在B2B2C模式可能出現雙/多邊市場特性的情況下，或可以盈利分析法
作為初步判斷是否為同一市場的參考，並應兼顧結構面與行為面的因素，或可將獨家

交易限制與最惠客戶條款列為優先觀察行為，並以3C產品、服飾鞋子以及生活用品列
為重點觀察商品，同時持續蒐集國外案例釐清限制競爭規範，對於產業生態系的發展

對競爭法的影響尤應預為綢繆，惟應先解決調查對象不易取得的問題，以及反競爭行

為的分析應更關注個案的差異性。

一、前言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與普及，透過網路銷售的電子商務逐漸盛行，改變了過去生

產、消費、行銷與企業競爭的型態，事業透過網路銷售商品，使消費者可24小時透過
網路於全球各地的網站採買商品、評比商家，直接與各式各樣的供應者交流互動並購

買。

根據聯合國貿易發展委員會(UNCTAD)發布的「2018年全球電子商務概況」報
告，2018年全球電子商務銷售值估計達25.6兆美元，較2017年(23.8兆)增加8%，占全
球生產總值30%。其中，B2B交易值估計達21兆美元，占整體電商交易的83%；B2C
約4.4兆美元，成長16%；跨境交易約4,040億美元，成長7%1

。其中UNCTAD所指的電
子商務係指使用多種格式如網路和電子數據交換（EDI），以及複雜程度不同的裝置
如個人化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和各種手機，以電腦網路進行購買、銷售商品

或勞務
2
。因此，電子商務可能涉及以數位交付的實體商品以及無形（數位）產品和服

1 https://unctad.org/press-material/global-e-commerce-hits-256-trillion-latest-unctad-
estimates.

2 The concept of e-commerce will cover purchases and sales conducted over computer 
networks, using multiple formats and devices, including the web and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using personal computers, laptops, tablets and mobile phones of varying 
levels of sophistication. E-commerce may involve physical goods as well as intangible 
（digit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can be delivered digitally. United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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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我國主計總處估計2018年企業網路銷售金額也達4.039兆元，比2017年成長
6.2%3

，占財政部營利事業銷售額的9.45%，其中網路銷售係指企業透過網路，利用特
定交易平臺、自行架設網站(網頁)或系統(含 EDI)進行商品或服務之接單、銷售作業；
但不包括僅提供商品資訊查詢及利用電子郵件、社群網站傳遞訂單

4
。至於經濟部與

財政部並未對網路銷售提供定義，但將應用網際網路進行交易或相關服務，所產生之

各種商務活動，稱之為電子商務，財政部則更明確指出利用網際網路所進行的商業活

動，包括商品交易、廣告、服務、資訊提供、金融匯兌、虛擬商城、市場情報與育樂

節目販售等，也就是以電子傳遞的型態經由網路完成傳統交易的模式，包括私人企業

內部網路、公司間的商業網路及公眾使用的網際網路，都是電子商務的範圍
5
。大抵

上，經濟部對電子商務的定義著重於商業活動所用載具和媒介（如網際網路），財政

部則進一步指出透過電子媒介或網際網路所涉及商業活動的內容。從各部會對網路銷

售與電子商務的定義來看，雖然名稱或文字定義不完全相同，不過，核心觀念均指向

透過網際網路完成各種商務活動或交易。而且無論電子商務或網路銷售不僅在國際上

重要性日增，在我國的企業銷售金額中，也逐漸占有一定的地位。

隨著電子商務的銷售規模逐漸擴大，各種與網路銷售相關的交易模式，例如企業

對消費者(Business to Customer，簡稱B2C)、消費者對消費者(Customer to Customer，
簡稱C2C)以及B2B2C(Business to Business to Customer)等，因為零售商（可包括企業、
生產商、經銷商、供應商）、消費者、平臺商等參與者在產業鏈中所扮演的角色不

同，而形成不同的模式。例如B2C模式係指企業以自建平臺方式接觸到消費者，有對
商品或服務的訂價權，不須經由中介平臺，不過，平臺商本身也可以透過採購商品或

服務，成為零售商的角色，直接銷售商品或服務給消費者；至於在C2C模式中，平臺
商較偏向於讓市場的兩邊直接進行交易，主要提供媒合服務功能，不介入金流和相關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Information Economy Report 2015 
– Unlocking the Potential of E-commer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Available at 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ier2015_
en.pdf (2015).

3 行政院主計總處，107年電子商務統計結果 (2019)。
4 行政院主計總處，「105年電子商務統計結果」，《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取自

https://www.dgbas.gov.tw/public/Attachment/851415500MKFPKGMR.pdf，最後瀏覽
日期：2020/5/1。

5 經濟部，「電子商務發展綱領(草案)」，《台北市電腦公會》網站。取自， http://
www.tca.org.tw/news_files/2014081217395483.pdf，最後瀏覽日期：2020/5/20。
財政部，「電子商務簡介」，《財政部》網站。取自 https://www.etax.nat.gov.
tw/etwmain/web/ETW118W/CON/675/6817430380880522488，最後瀏覽日期：
202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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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價約束，對商品或服務的規範亦較低，且商品或服務的價格係由賣家自行設定。而

在B2B2C模式中，平臺商的角色相對鮮明，主要由平臺商提供銷售平臺，並招來零售
商與消費者，就國內零售商而言，面對不同的平臺商需支付入會費、成交手續費、金

流費、物流費等費用不一，消費者則無需支付前述費用，顯見平臺商在B2B2C中對商
品或服務的供應端有實質訂價力

6
。

基於此多元的網路銷售模式，顯然異於過去傳統的產業生態，是否可能產生各

種限制競爭行為，在國際上逐漸受到關注。對此，本研究擬從理論上探討文獻上所探

討的限制競爭行為，再參酌日本、歐盟的相關報告，從實務上觀察可能的限制競爭行

為，對照國內的實證結果，期能得出我國目前可能需要關注的現象，並提出相關建議

供主管機關參考。另一方面，經由前述定義的探討可發現，電子商務涵蓋的面向相對

較網路銷售為廣，例如電子商務包含商品或服務交易時之廣告資訊、金流等，考量本

研究的重點係網路銷售市場競爭評估，因此將以商品或服務的所有權移轉藉由網際網

路媒介進行者為分析主軸。

本研究除了前言之外，第二節將從理論上探討網路銷售的市場界定問題，以及

廠商在既有的結構之下，為了提高績效所採用的不同競爭策略，可能出現垂直限制競

爭、水平限制競爭等行為，第三節主要參考歐盟與日本的產業調查報告，從中發現常

見的產業行為，並據此作為本研究設計訪談題綱與調查問卷的參考，第四節主要闡

述本研究透過國內次級資料、訪談資料與問卷調查資料所獲致的結果，最後為政策建

議。

二、限制競爭行為的理論上探討

本章從產業理論來看廠商為了提高自己的績效，在不同的產業結構下採用不同的

競爭策略，其中可能涉及限制競爭疑慮的類型，包括垂直限制、水平限制等，以下分

別加以說明。另一方面，限制競爭行為有可能違反限制競爭之虞時，主管機關會因行

為樣態不同，加以考慮當事人的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或服務

特性及實施情況對市場競爭的影響等綜合判斷，因此，市場界定在某些行為樣態中顯

得重要，因此，本章也就網路銷售市場的界定問題加以討論。

（一）可能涉及限制競爭疑慮之類型

產業經濟理論的基本論述是指，產業的市場結構會影響到廠商的市場行為，而產

業的市場結構與廠商的市場行為則會共同影響到廠商的經營績效，這三者之間的影響

關係就是產業經濟分析的SCP模式（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為了提高經營
績效，廠商會採用各種不同的策略來達成其經營績效，如垂直限制競爭（獨家交易、

6 此處並非指平臺會干涉商品或服務的訂價，而是指對於具備高流量的平臺而言，
可以對商品或服務的供應商收取較高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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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限制、轉售價格限制、廣告限制…等），但各種不同的策略常有違背市場競爭原

則的疑慮，尤其在數位經濟時代下，各種不同的創新策略及變化，已經不是傳統競爭

法所能規範。以下針對水平限制競爭疑慮及垂直限制競爭疑慮加以說明。

1.垂直交易限制
「垂直交易限制」（vertical restraints）為全球市場中常見之行銷安排，其定義為

事業基於商業策略之考量，利用「經銷」或「代理」方式，授權下游業者代其銷售

產品或提供服務，同時，往往會在相關的經銷或代理契約中，要求下游業者須遵守

關於銷售價格或非價格的特定交易條件，前者如維持「最低」或「最高」轉售價格於

一定的價格水準，又稱限制轉售價格（RPM,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後者較常見
者，則如「排他交易」(exclusive dealing)、「經銷區域限制」 (territorial restrictions)，
或「搭售」(tying )條款等，即所謂的「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Vertical Non-price 
Restraint）。

以下分別就獨家交易限制競爭、線上銷售限制、轉售價格限制、價格廣告限制、

最惠客戶限制、跨平臺價格與非價格限制等加以探討。

（1）獨家交易限制
所謂獨家交易(exclusive dealing)係指購買者或銷售者透過契約的約定方式，承

諾只銷售於特定的購買者或銷售者，購買與供給一種或多種產品的市場交易行為

(Hovenkemp, 1985)7
。獨家交易是常見的交易行為類型

8
，從競爭法的角度觀之，獨

家交易具有促進競爭效果。另一方面，獨家交易也會對競爭對手產生「封鎖–排除」
(foreclosure-exclusion)，提高市場參進障礙、提高競爭對手成本、便於聯合行為的形成
與維持等限制競爭效果。

由於獨家交易涉及不同交易行為，Frasco(1991)9
說明獨家交易與搭售(Tying)的關

係，購買者只有向賣方購買被搭售產品(tying product)之後，才能取得購買搭售產品
(tied product)的權利。在實務上二者的界線有時不易界定，例如將第一種產品視為搭
售產品，將後面購買的相同產品視為被搭售產品，此時的獨家交易則視為搭售。

「獨家交易或稱為排他性交易，有兩種型態；一為獨買，另一為獨賣。前者指上

下游間（即交易相對人間），由賣方要求買方只對其購買所需的商品，而不得與其他

供給人有類似之交易；後者則是相反，亦即是買方要求賣方只能對其賣出其所生產的

貨品，而不得與其他的需求者進行類似的交易。」
10
，是否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下稱公

7 Hovenkemp, H.(1985) Economic and Federal Antitrust Law, West Group.
8 陳韻珊，「獨家交易的違法判斷」，公平交易通訊，第62期，16-18（2015）。
9 Frasco, G. P.(1991) Exclusive Dealing：A comprehensive case study. Lamhan, Md,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10 公平會，認識公平交易法（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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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法)？依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公研釋105號解釋（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7條第2
項）規定「前項限制（含獨家交易等）是否不正當，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

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

（2）線上銷售限制
Mandrescu (2018)11

認為在互聯網時代，線上平臺公司常在商品銷售上，使用捆綁

方式，而採取商品為零定價策略，提供「免費」產品或服務。在某些情況下，捆綁案

件中使用零定價策略是濫用，零定價的使用並不意味著企業賺取零利潤或不再競爭，

而僅意味著企業在其他方面競爭，並且從不同但相關的產品或服務獲得利潤。

許多線上平臺的關鍵特徵是，它們可以透過在市場的投放廣告產生收入，並用

於補貼該平臺另一端所提供的免費服務。由於間接網絡效應，這種做法可能會在特定

的時間點對受影響方產生不利的影響，尤其是在平臺一端使用定價模型時，會給一組

用戶帶來不成比例的好處。因此，線上平臺採用上述交叉補貼模式，可能會對不同的

競爭平臺產生負面影響，所以製造商可能利用線上銷售限制的方法來增強其利潤，如

1.徹底禁止經由線上平臺進行交易；2.禁止經由特定平臺進行銷售；及3.實行雙重定價
系統，以區分在各個實體店和在線上進行銷售。例如，製造商可以要求分銷商必須至

少在其實際銷售點出售指定數量的貨物，並且還必須提供一系列的服務以支持其實際

銷售點的貨物。這些限制的目的是為了保留實體店的生存能力。製造商是否可以限制

或拒絕經由特定線上平臺銷售，就成為一個議題。

（3）轉售價格限制
Telser 教授於 1960 年的一篇重要論文中，指出上游製造商會期待下游經銷商向消

費者提供詳細的售前服務，以利其充分了解產品的特性。但提供售前服務，將增加下

游經銷商的成本，而當消費者可以在提供售前服務的經銷商處，取得其所需的相關產

品資訊後，再向未提供售前服務的經銷商以較低的價格取得該產品時，製造商若不加

以控制此一搭便車誘因，將無經銷商願意提供售前服務
12
。

其中RPM(Resale Price Maintenance)為事業間垂直交易限制之一，指上游製造商對
於下游經銷商，就所供給的商品設定轉售價格，限制交易相對人遵行該轉售價格的限

制交易行為。RPM型態又可分為max RPM與min RPM，前者為最高轉售價格，多數發
生於連續性獨占（successive monopoly）的市場結構；後者則為最低轉售價格，製造
商要求經銷商至少必須按照其所要求的最低價格出售商品，不准經銷商賣得太便宜，

以免導致搭便車行為，影響其產品的非價格競爭力。

11 Mandrescu, D.(2018),“The SSNIP Test and Zero-Pricing Strategies: Considerations for 
Online Platforms,” European Competition and Regulatory Law Review, 4(2), 244-257.

12 Telser, Lester G., “Why Should Manufacturers Want Fair Trade?” 3 The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88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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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不同的學者探討RPM對上下游廠商的影響，如Elzinga and Mills(2008)13
發

現製造商可能會使用RPM來誘使零售商接受誘人的利潤，以換取拒絕或接受競爭品牌
的報酬。如果此類RPM協議中的零售商在相關市場中擁有較大的市占率，那麼競爭品
牌可能會成本過高，並且可能阻止新進入者。Asker and Bar-Isaac (2014)14

表示，RPM
可能導致上游進入者被排除在外，因為垂直限制會產生一種準租金，零售商有不需要

透過零售商支持的動機，即對新進入者進行保護，而這種進入會減少垂直行業的利

潤。

有鑑於網路銷售市場和平臺的快速發展已經改變了零售關係，例如，Akman and 
Sokol (2017)15

透過不同國家的案例分析來探討線上RPM 與傳統實體RPM的差異，發
現線上RPM具有與傳統實體RPM的相同功能，其主要區別仍在於搭便車的發生，以及
使用線上平臺的效率。線上零售所提供的數據，零售商可以更好地觀察客戶的瀏覽歷

史記錄，並利用這些數據獲得競爭優勢(Mallapragada et al. 2016)16
，與傳統的線下市場

相比，線上銷售中的搭便車更為重要(Liu et al. 2016)17
。在Internet上查找信息的難易程

度會影響線上出售產品的價格和品質，這不僅是兩個線上網站間的搭便車問題，互聯

網也加劇了網路銷售與實體商店間競爭的搭便車問題(Wu et al. 2015)18
。客戶可以使用

實體零售商的售前服務，並以較低的價格在Internet上進行購買。
總體而言，RPM軟化製造商之間和/或零售商之間的競爭，特別是當製造商使用

相同的分銷商來分銷其產品，並且有少數或許多人都採用RPM，但在某些情況下，可
能有損害消費者的利益，當用於限制或防止來自網路零售商的價格競爭時，此限制是

競爭主管機關需特別關注的問題。

（4）價格廣告限制
魏杏芳(2018)19

指出在美國商業及司法案件中，無論是實體店或網路的最低價

13 Elzinga, K. G. and Mills, D.E. (2008). The Economics of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In 3 
Issues i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1841 (ABA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2008).

14	 Asker,	J.	and	Bar-Isaac,	H.	(2014),“Raising	Retailers’	Profits:	On	Vertical	Practices	and	
the Exclusion of Riva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2), 672-686.

15 Akman, P. and Sokol, D. D.(2017),“ Online RPM and MFN under Antitrust Law and 
Economics,”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50(2), 133-151.

16 Mallapragada, G., Chandukala, S.. R. and Liu, Q.(2016),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 
What” (Product) and “Where” (Website) Characteristics on Online Shopping Behavior,” 
80(2), Sage, 21-38 (2016).

17 Liu, L., Yu, H. and Chen, Y.(2016),“The strategic provision of parallel evaluation tools 
by online platforms,” Working paper.

18 Wu, C., Wang, K. and Zhu, T. (2015),“Can price matching defeat showrooming?,” 
Working paper.

19 魏杏芳，「論網路經銷的價格限制」，公平交易季刊，第26卷第2期，145-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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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都是製造商單方面加諸經銷商訂價行為的限制，要求經銷商不得以低於製造商所

訂的價格而為廣告。當網路經銷商的定價低於製造商要求的最低廣告價格時，製造商

會限制該價格將如何顯示，或者要求特別標示網頁所示價格只是廣告，甚至是延遲顯

示商品價格的時機。

由於線上銷售廣告增加網站訪問量，對企業而言它至關重要。但是，企業（例如

供應商）可能會受到阻礙，例如透過自己的經銷商或轉售商，利用線上搜尋廣告，以

獲得此類網站流量。而分銷商或轉售商可能會爭奪相同品牌產品的流量。邏輯上是，

由於針對一個特定關鍵字的線上銷售廣告，以多個出價形式相互競爭，當每次點擊的

費用增加，企業的總廣告費用也會增加。因此，供應商會在線上搜尋廣告中，對分銷

商增加其廣告的限制。

（5）最惠客戶限制
Boik and Corts(2016)20

指出在電子書和線上旅遊服務網中，經常發生平臺最惠國

待遇(platform most-favored-nation，簡稱PMFN)，平臺最惠國待遇（PMFN）條款是
一項合約限制，要求特定賣方不得透過與達成PMFN協議以外的平臺以較低的價格出
售。在賣方設定價格並透過中介平臺與買方進行交易時，可能會從賣方收取費用或佣

金的情況下，此類合約限制賣方不得經由任何其他平臺以較低的價格出售。有學者

針對PMFN的競爭疑慮問題深入研究，如Johnson(2017)21
發現，多個賣方在批發模型

wholesale model(由賣家設定批發價格，轉售商設定零售價格），會透過多種不同的中
介者銷售，或者採用代理模式，許多線上平臺市場也一樣，由賣家設定零售價格，平

臺則設定支付零售商的佣金，例如亞馬遜市場，電子書市場和線上旅行預定網站等線

上市場。

最惠客戶待遇條款涉及一個當事方的承諾，即像賣方對待其最佳客戶一樣，給予

買方優惠的待遇(Baker, 1996 )22
。在網路銷售市場中，最常見的最惠客戶是指賣方向

平臺保證，賣方在該平臺上為特定產品收取的價格不高於其他平臺對該產品收取的價

格(Akman, 2016 )23
。最惠客戶待遇受到了歐盟競爭管理機關的嚴格審查，其潛在的擔

憂是，當這些規定變得越來越普遍時，也限制了線上零售商或市場之間的價格競爭，

（2018）。
20 Boik, Andre and Corts, K. S.(2016),“The Effects of Platform Most-Favored-Nation 

Clauses on Competition and Entry,”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59(1), 105-134.
21 Johnson, J. P.(2017) ,“The Agency Model and MFN Claus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4(3), 1151–1185.
22 Baker, J. B. (1996),“Vertical restraints with horizontal consequences: Competitive effects 

of ‘‘Most-Favored-Customer” Clauses,” Antitrust Law Journal, 64(3), 517-537.
23 Akman, P. (2016),“A competition law assessment of platform most-favored-customer 

clauses,”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 12(4), 78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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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可能損害線上購物者的利益。由於零售最惠客戶待遇相當廣泛，導致分銷管道

逐漸僵化。歐盟委員會對最惠客戶待遇限制不採取任何行動，導致不同的國家主管機

關採用不同的執法方法。

（6）跨平臺價格限制
在Internet上查找信息的難易程度會影響線上出售產品的價格和品質，這不僅是網

路銷售點與實體商店間競爭的搭便車問題，也是兩個線上網站間搭便車的問題。客戶

可以使用某一個線上網站的售前服務，並以較低的價格在另一個線上網站購買。總體

而言，跨平臺價格限制降低兩個線上網站間的競爭，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有害於消費

者的利益。

2.水平交易限制
（1）價格透明度對競爭的影響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進步與電子商務平臺不斷發展，企業間的競爭更加激烈，

主要體現在價格競爭方面。電子商務平臺是透明、公開的網路平臺，無論是消費者還

是其他企業均可以看到彼此之間產品的價格，所以價格成了各企業之間的主要競爭對

象之一，而價格之爭勢必對企業的經濟效益產生一定的影響。當企業具有市場支配地

位，買方無法轉向購買其他賣方的產品時，價格不透明對競爭者會產生排斥效果，並

且部分消費者必須支付較高的價格，因此對消費者構成剝削。

（2）應用價格演算法對網路零售商定價決策之影響
Mehra (2015)24

提及越來越多企業將所蒐集到的新的、可用的AI數據、互聯網驅動
的互連功能，以及價格演算法銷售與傳統的供應鏈和銷售功能結合在一起。傳統的銷

售功能（如競爭情報收集和定價）已委派給軟體「機器人賣家」，「機器人賣家」只

要利用演算法定價就會導致更高的價格水準，就是一種聯合行為，即使公司間無明確

溝通或達成共識。機器人賣家的興起使得競爭法為解決寡占壟斷的困難更為加劇。另

外，利用搜尋引擎與比價網站，更可在彈指之間做到貨比三家不吃虧。但如果網路商

店彼此勾結而維持固定價格，或是受到上游供貨商的要求而限制轉售價格，以致於呈

現一致性的定價，將損及消費者比價的權益，也會降低市場自由競爭的效能。

（3）劃分市場範圍或交易對象之影響
依我國公平法第15條第1項「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而依第14條的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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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Mehra, S. K.(2015), “Antitrust and the Robo-Seller: Competition in the Time of 
Algorithms,” Minnesota Law Review,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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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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世界中，廠商為了避免價格競爭，彼

此間聯合起來，劃分市場範圍或交易對象，以獲取雙方利益，也有可能違反競爭法規

範。

（二）網路銷售市場之市場界定探討

以下先就網路銷售市場與雙/多邊市場的關係加以說明，再就其特性探討市場界定
問題。

1.網路銷售平臺與雙/多邊市場
網路銷售市場最基本的核心是透過網際網路完成各種商務活動或交易，形成無時

間、無空間限制，可以不存在實體店面、可以不用事先備貨、經營成本可能低於實體

店面的營運模式，但是網際網路的介面平臺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促使平臺在數位經濟

體系中普及化
25
，也使得平臺在網路銷售市場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惟當前的主要

研究和許多文獻對於平臺的定義、分類、主要功能等，仍為待定的問題
26
。

例如，多數學者都同意網路銷售透過平臺這一市場完成交易，有些認為平臺可

以藉由向一端的使用者收取較高價格，同時對另一端使用者等量收取低價，進而影響

平臺交易量，以讓兩邊的使用者都留在平臺市場，所以具有網絡外部性的市場為雙邊

市場
27
，也有認為有兩邊以上的使用者存在，且其等透過共同平臺進行交流而獲利，

平臺亦藉由媒合雙邊使用者以創造最大價值而從中營利，是為雙邊/多邊市場28
，實務

上，平臺能被用於不同產業之技術，能夠極小化交易對象間之交易成本，或是能創造

出原本不會發生的交易價值
29
，亦可視為雙邊市場。

綜言之，文獻上對雙邊市場或多邊市場之定義雖有許多討論，惟存在間接網絡

25 Néstor Duch-Brown,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of Online Platforms,” JRC Digital 
Economy Working Paper 2017-04 (2017).

26 JM Sanchez-Cartas, G Leon., “Multi-sided Platforms and Markets: A Literature 
Review,” CAIT Working Papers. Universidad Politécnica de Madrid. DOI: 10.13140/
RG.2.2.28475.31529/1 (2019).

27 Rochet, J. C. and J. Tirole. “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4), 990-1029 (2003).

28 顏雅倫，「雙邊／多邊市場之競爭與創新──論競爭法的因應」，科技法學評
論，第13卷第1期，219-266 (2016)及阮韻菁，「以雙邊市場角度分析搜尋引擎的相
關市場」，公平交易季刊，第26卷第1期，49-73 (2018)。

29 JM Sanchez-Cartas, G Leon, “Multi-sided Platforms and Markets: A Literature 
Review,” CAIT Working Papers. Universidad Politécnica de Madrid. DOI: 10.13140/
RG.2.2.28475.31529/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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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應即為雙邊市場，仍為相對簡易和直覺的定義，且大抵上係由某一業者擔任中間平

臺，並向兩組/多組消費群體出售兩種/多種不同商品或服務，同時知悉其中一組顧客
的需求取決於另一組顧客的需求，亦有可能反之亦然，

30
也因為係向兩組消費群體出

售兩種不同商品或服務，則能界定兩種明顯有別的價格水準和價格結構
31
。在許多產

業中，平臺尋求使用該平臺之雙邊（或多邊）進行互動者之支持，而平臺的使用費或

變動費將會影響雙邊的交易意願，以及從潛在交易而來的淨剩餘，平臺的會員資格或

固定費用則影響最終使用者是否存在於平臺上
32
，且若平臺間彼此存在差異時，將能

同時存在於市場上
33
。

參考歐盟之研究報告，在多邊市場裡不足以讓平臺經營者只從單邊市場中吸引消

費者加入平臺，假使市場另一邊未具規模時，市場的買方和賣方均不會參與平臺，故

為處理此一雞生蛋、蛋生雞（chicken and egg）問題，傳統上平臺都會對其中具價格
敏感性的一方進行補貼

34
。其次，多邊市場的競爭形勢受數個因素影響，其中最為相

關的是（間接）網絡效應
35
、規模經濟、多歸屬（multi-homing）可能性、容量限制

和差異化，若間接網絡效應為主要因素時，則某一市場通常被稱為雙邊市場或多邊市

場。

文獻指出雙/多邊市場包含下列類型36
：

（1） 造市者（Market-Makers）：讓不同群體的成員彼此交易、媒合賣方和買方，增

30 Néstor Duch-Brown,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of Online Platforms,” JRC Digital 
Economy Working Paper 2017-04 (2017).

31 Lapo Filistrucchi, “Market Definition in Multi-Sided Market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8).

32 Jean-Charles Rochet & Jean Tirole, “Two-Sided Markets: An Overview,” Toulouse 
School of Economics Conference (2004).

33 Rysman, M., “The Economics of Two-sided Market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3 (3), 125-143 (2009).

34 Néstor Duch-Brown,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of Online Platforms,” JRC Digital 
Economy Working Paper 2017-04 (2017).

35 直接網路效應係指，消費者從特定服務獲得的效用隨著其他消費者數量的增加而
上升，即愈多同類型的使用者使用同一項產品，愈能增加該產品的價值；間接網
路效應則指，市場一端的消費者數量愈多時，愈會吸引另一邊使用者增加。詳
見Katz, M. and C. Shapiro, “Network Externalities, Competition, and Compati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424-440 (1985)；Lapo	Filistrucchi,	“Market	Definition	
in Multi-Sided Market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8)及阮韻菁，「以雙邊市場角度分析搜尋引擎的相關市場」，公平交易季刊，
第26卷第1期，49-73 (2018)。

36 David S. Evans, The Antitrust Economics of Multi-Sided Platform Markets, 20 YALE J. 
ON REG. 325, 334-38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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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交易機會與降低交易成本之平臺屬之。

（2） 觀眾創造者（Audience-Makers）：此類平臺會生成吸引消費群的內容、累積客
群，再媒介廣告業者給予用戶群。

（3） 需求協調者（Demand-Coordinators）：此類型平臺會製造或提供能產生跨兩個
以上群體之間接網路效應的商品或服務。

（4） 操作系統：可嫁接應用程式開發者和使用者之平臺，並相容於硬體一起運作，
例如微軟的視窗作業系統。

（5） 電視遊戲機：類似操作系統，係連接遊戲開發者與玩家，差別在於軟體和硬體
是否由同一平臺提供。

（6） 支付系統：此類平臺係為了方便買賣雙方間的交易、降低金流成本，例如信用
卡支付系統。

2.雙/多邊市場之市場界定探討
傳統進行市場界定之方法包含需求替代分析、供給替代分析和假設性獨占者檢測

法
37
，然而，前述方法主要應用於相互獨立的單一產品市場

38
，未考慮雙邊市場特性

所建構的經濟理論與競爭政策分析工具無法直接適用於雙邊市場
39
。因雙邊/多邊市場

的競爭策略之一，會透過將其中一邊市場的價格訂為零以最大化吸引該市場的消費者

（例如註冊成為網站會員的費用），以創造另一邊市場的使用者，進而獲取利潤，因

而可能同時發生價格存在（針對商品供應商，即平臺裡的賣方收費）或不存在（指未

對平臺上的買方收取會員費和交易費）的情況。

由於透過平臺交易所形成的市場相當多元，再加上網絡外部性的運用或間接網絡

效應，使得平臺的市場界定益加困難。一般認為網路銷售市場具有雙邊或多邊市場特

性，亦即平臺具有可以同時向交易雙方收取不同價格（包含價格為零）的能力，進而

影響平臺交易量，以維持兩邊的使用者均留在平臺市場。

因為雙邊/多邊市場的競爭策略之一，會透過將其中一邊市場的價格訂為零以吸引
該市場的消費者達到極大化，以創造另一邊市場的使用者，進而獲取利潤，因而可能

同時發生價格存在與不存在的情況，使得傳統市場界定的方法不適用。考量競爭法中

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核心概念，在於識別出市場中的廠商所面對的「競爭約束」，從

而決定市場範疇。文獻中提出市場界定的方法包括質性和量化方法，其中可先採用質

37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公
平交易委員會網站。取自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
aspx?uid=1345&docid=13926，最後瀏覽日期：2020/5/29。

38 孫晋和鐘瑛嫦，「互聯網平臺型產業相關產品市場界定新解」，現代法學，第37
卷第6期，98-107 (2015)。

39 邱敬淵、李素華、張家馨、徐志翔、丘丞剛、許書豪、宋雲揚和王相傑，競爭法
下市場封鎖經濟效果之研究，公平交易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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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邏輯論證與訪談市場中的相關者，來判定是否為雙邊市場，再透過量化分析方法搜

集實際資料據以及設計問卷以釐清相關市場。

在量化分析方面，若價格不為零時，仍然可以應用SSNIP測試，但可以根據單個
產品或多個產品分別應用SSNIP測試加以評估；若價格為零時，則可改用SSNIC（分
析成本調漲對利潤的變化）或SSNDQ（分析品質調整對利潤的變化）加以取代，不
過，實務操作上均面臨困難。為克服此一難題，有學者提出改以較易收集的廠商收入

來源進行分析（盈利分析法），以瞭解收入來源是否有重疊性，據以判斷是否應歸為

同一市場。

三、歐盟與日本的產業調查主要結果彙整

實務上，歐盟執委會與日本公平會均已對電子商務產業展開產業調查，本研究根

據調查內容，分別歸納其主要的違法行為類型。

（一）歐盟

歐盟執委會於2015年5月起展開電子商務產業調查，針對零售商、製造商、電商
平臺、比價工具網站、付款系統供應商等，進行商品部分和數位內容的調查，確認電

子商務的關鍵特性，對經銷策略會產生重大影響，並可能導致潛在的競爭壁壘。

歐盟電子商務產業調查報告中有關網路銷售可能造成的限制競爭疑慮類型，基本

上可分為垂直限制與水平限制，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1.垂直限制競爭
造成垂直限制競爭主要的來源為合約限制，最常見的線上合約限制，包括區域性

獨家經銷協議、選擇性經銷、限制轉售價格、線上銷售限制、最惠客戶限制、價格監

控、其他價格或廣告限制（如製造商於其經銷合約中包含大量的詳細條款，說明其產

品於線上銷售及廣告的方式，包括使用製造商(受商標保護之)品牌名稱或限制使用或
限制競標某些製造商的商標，或僅可就特定位置進行競標等），其中除了線上銷售限

制則可區分為製造商與零售商間的限制、電商平臺與零售商間的限制，以及最惠客戶

限制可能來自電商平臺與零售商間的限制之外，其餘的垂直限制多來自製造商或供應

商與零售商間的限制關係。

其中區域性獨家經銷、選擇性經銷、最惠客戶限制若製造商和經銷商的市場占有

率低於30%，且未違反垂直集體豁免規則（Vertical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簡稱
VBER）中第4條所載明的核心(hardcore)限制，則可獲得VBER的豁免。

而確定最低或固定價格(或價格範圍)的協議，為VBER第4(a)條所指的核心限制，
也是歐盟運作條約（TFEU）第101(1)條所規範的競爭限制，只要符合市場占有率的門
檻規定，轉售價格即會受VBER規範。

至於價格比較工具的使用，是否有違反（以及於何種情況下會違反）TFEU第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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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歐盟執委會尚未採取立場，取決於案件的具體情況，因為限制使用價格比較

工具可能會剝奪業者使用引導客戶（包括零售商實體交易區域以外的客戶）至自身

（或授權）網站的手段，進而限制零售商使用網路作為有效的銷售管道，可能構成

VBER第4(b)及第4(c)條中對被動銷售的核心限制，所以歐盟執委會只禁止與品質標準
無關的價格比較工具。

而有些零售商完全無法透過網路銷售某些商品，後續應審查禁止零售商使用網路

作為行銷手法的契約規定，是否符合TFEU第101(1)條之規範，以及VBER第4(c)條所
指之核心限制。若於VBER第4(c)條所指的未經授權營業地點營運，則此類條款不得視
為選擇性經銷系統的限制項目，且其僅於符合TFEU第101(3)條所規定條件下的個別情
況，始得不受TFEU第101條的禁止規範。對於限制零售商導引客戶至其網站，使以網
路作為銷售管道的利用性受限，可能有違反TFEU第101條之虞。
2.水平限制競爭

蒐集、處理及使用大量的數據(通常稱為「大數據」)在電子商務中日益重要。蒐
集數據資料之目的五花八門，包括完成交付及管理與交付相關的通訊、執行付款交

易、履行售後服務、付款驗證與詐欺預防、機器人詐欺篩查、防止網站遭駭客入侵、

管理客戶關係、電商平臺行銷、進行績效分析、遵守會員國之個別法律(如：遵守不同
之增值稅稅率或消費者保護法規)，可用於不同的目的(如：帳單地址可用於將帳單送
達客戶並向其發送新聞通訊)。

根據歐盟產業調查報告，網路銷售市場的電商平臺會蒐集各式各樣不同的數據

資料，包括位置、產品、價格、購買及瀏覽歷史、訪問頻率，使用裝置及付款方式。

除了上述所列的數據資料外，電商平臺也會蒐集個人識別資訊(如：姓名、母姓，年
齡)、聯絡方式(包括實際及電郵地址，電話號碼)、電子識別資訊(如：裝置ID)、客戶
個人資料(喜好、習慣、聊天內容、語言、興趣、個人資料)、財務資訊(包括：帳單，
銀行帳號及付款系統數據)及反饋數據資料。

價格比較工具亦會蒐集不同類型之數據資料，通常涉及客戶所使用的裝置、訪問

頻率、網站上的瀏覽歷史、位置資訊等。此外，如不同類別客戶(如：註冊客戶及過往
客戶，可信評論之客戶)的個人識別資訊及聯絡方式、電子識別資訊，以及與個人無關
的匿名數據資料等，也有部分價格比較工具會蒐集，並作為第三方分析數據(如：關鍵
字、流量來源、操作系統、使用之瀏覽器及裝置)之用。

數據資料的使用程度相當廣泛，例如電商平臺及價格比較工具會使用部分所蒐集

到的數據資料給開收據的零售商，區分軟體(網路機器人)及人為點擊，有些價格比較
工具會對來自國外IP位址及來自本地IP位址的點擊收取不同價格，也可以做改善客戶
體驗的依據，經由所蒐集的數據資料的幫助，也可以分析客戶行為及需求(如：單一客
戶及經常客之數量，對促銷的反應)、於特定位置排序以更受歡迎、優化產品列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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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功能(搜尋演算法會自過往的歷史中「學習」)、改善行銷活動(例如顯示個人化橫
幅)，並開發其所提供的服務及其網站，藉以評估並改善業務績效。數據資料亦可使用
於建立安全防護與防止詐欺等問題。約有一半的電商平臺會與購買其產品之專業賣家

共享一些數據資料，通常不會將數據資料出售給第三方，惟少數的電商平臺及價格比

較工具會將數據資料賣給研究公司及廣告商。

（二）日本

日本公平會於2019年10月31日公告調查結果「關於數位平臺交易習慣調查報告」
（デジタ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マーの取引慣行等に関する実態調査報告書），並說明

為促進數位平臺競爭並提升消費者利益，日本公平會將審慎處理日本獨占禁止法所規

定的具體問題 。
該報告指出數位平臺的競爭隱憂有：1.濫用優勢地位；2.排除新進者；3.變更契約

條款排除競爭者；4.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大於整體經濟利益之結合。該報告並整理數位
平臺可能出現的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行為與議題，包括：1.平臺業者的優勢地位；2.片
面變更契約條款；3.使銷售商承擔退貨損失；4.利用銷售商消費者資訊為有利於己之
行銷；5.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等議題。

根據日本公平會調查，主要針對網路銷售平臺所為可能之限制競爭行為，主要

包括網路銷售平臺片面修訂契約條款、銷售商被迫接受退貨或退款、利用銷售商所蒐

集的交易資料為直接銷售、網路銷售平臺對銷售商的差別待遇、拒絕銷售、限制銷售

商業務之最優惠條款、限制使用其他應用程式商店、限制使用其他電子支付與佣金問

題。

日本公平會認為具有優勢地位的網路銷售平臺將契約條款修改為提高銷售商所

支付的費用，或銷售商必須使用付費的新服務，或使銷售商承擔因退貨或退款所致的

損失，而不公平地損害銷售商利益時，將可能違反「獨占禁止法」的濫用優勢地位規

定。

當網路銷售平臺透過利用銷售商所蒐集的交易資料，作為自身或關係企業的銷

售之用，或是針對佣金率或搜尋結果顯示給予銷售商不公平待遇，並以管理隨機搜尋

演算法的方式，給予網路銷售平臺或其關係企業上架於網路銷售平臺上的商品優惠待

遇，而不正干預與其有競爭關係的銷售商和消費者間的交易時，可能分別違反「獨占

禁止法」的不當妨礙競爭者與他人交易的規定以及不當差別待遇、不當妨礙競爭者與

他人交易之規定。

 一般而言，網路銷售平臺可以自由選擇交易夥伴，因此得拒絕某些銷售商於平臺
銷售。然若網路銷售拒絕的原因是「獨占禁止法」所不許的不正當目的，包含排除競

爭對手、維持商品價格等，可能違反「獨占禁止法」拒絕交易的規定。

當市場中強大的網路銷售平臺單獨或與其他網路平臺業者一起提供最優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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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生價格維持效應或市場封鎖效果（market foreclosure effects）時，可能會違反「獨
占禁止法」的限制交易規定。當網路銷售平臺的限制手段，是基於不公平介入消費者

與其他公司間的交易，且這些公司提供的服務又與網路銷售平臺提供的服務相互競爭

時，可能會違反「獨占禁止法」的不當妨礙競爭者與他人交易的規定。

針對應用程式商店平臺，若不合理限制使用特定電子支付，並禁止於應用程式外

付款、限制應用程式外的付款價格，或不合理地阻止消費者於應用程式外提供與付款

相關的資訊時，應用程式商店經營者可能違反「獨占禁止法」不當限制交易規定。其

次，當應用程式商店平臺於設定佣金的同時，給予他們自身或其關係企業優惠待遇，

或限制銷售商的促銷努力，因此排除競爭者與消費者交易時，或當應用程式的價格或

數位內容是為了阻止競爭者進入市場時，應用程式商店平臺也可能違反「獨占禁止

法」的不當妨礙競爭者與他人交易的規定。

四、我國網路銷售產業競爭評估實證結果

為進行我國網路銷售產業競爭評估，本研究採取量化分析與質化分析兩種方式，

其中量化分析採用原始統計分析法、次級資料統計分析法與問卷調查法，在原始統計

分析方面，主要運用主計總處工商普查有關電子商務相關統計銷售類型及管道、銷售

收入等，以便掌握國內有關電子商務的發展、運用以及市場結構等狀況；在次級資料

統計分析法面則運用主計總處、商業司網路商店調查報告以及各項國內外有關網路銷

售或電子商務的統計資料，加以分析歸納；在問卷調查法方面則參考歐盟電子商務問

卷，針對經銷商、製造商以及平臺商分別問卷內容，以上市公司貿易百貨業和電腦及

週邊設備業為對象，透過中經院近3年電商業者調查對象資料庫選出有使用第三方平
臺銷售之業者，分別針對平臺商和有使用第三方平臺銷售的中大型經銷商或製造商80
家進行調查。

在質化分析方面，則參考日本公平會報告以及歐盟電子商務部門調查報告的相關

內容，作為本研究研擬訪談題綱的參考。訪談對象包括製造商、零售商、平臺商等，

共計12人。以下分別說明評估結果。
（一）原始資料與次級資料評估結果

根據主計總處2018年電子商務統計，我國網路銷售金額總計約為新臺幣4.039兆
元，其中以工業部門最高，約為新臺幣2.87兆元，占整體網路銷售金額的比重超過
70%，服務業部門透過網路銷售的金額占整體比重約3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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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18年我國各業別網路銷售模式占比

註：1. 網路銷售金額係指透過網路，於特定交易平臺、網站或系統(含電子資料交換【EDI】)進

行產(商)品之接單、銷售作業，不包括僅利用電子郵件傳遞、追蹤訂單或下單交易。

2. 銷售予企業及個人(家庭)之金額：係指企業網路銷售金額中，分別銷售予企業及個人(家

庭)之金額。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19)。

表1　2018年主要行業網路銷售概況

行業別

網路

銷售

金額

(百萬
元)

結構

(%)

較106年增加
銷售予

企業

(B2B)
(百萬
元)

較

106年
增加

(%)

銷售予

個人

(家庭)
(B2C)
(百萬
元)

較

106年
增加

(%)

增加

金額

(百萬
元)

增加率

(%)

增加

貢獻率

(%)

總計 4,039,007 100.0 235,755 6.2 100.0 3,413,621 5.7 625,386 9.2
工業

部門
2,866,539 71.0 122,721 4.5 52.1 2,816,905 4.5 49,634 1.1

製造業 2,866,342 71.0 122,711 4.5 52.1 2,816,760 4.5 49,582 1.1
其他 197 0.0 11 5.7 0.0 145 0.2 52 25.1
服務業

部門
1,172,468 29.0 113,034 10.7 47.9 596,715 11.4 575,752 9.9

批發及

零售業
753,668 18.7 36,732 5.1 15.6 409,378 4.2 344,290 6.2

而產生價格維持效應或市場封鎖效果（market foreclosure effects）時，可能會違反「獨
占禁止法」的限制交易規定。當網路銷售平臺的限制手段，是基於不公平介入消費者

與其他公司間的交易，且這些公司提供的服務又與網路銷售平臺提供的服務相互競爭

時，可能會違反「獨占禁止法」的不當妨礙競爭者與他人交易的規定。

針對應用程式商店平臺，若不合理限制使用特定電子支付，並禁止於應用程式外

付款、限制應用程式外的付款價格，或不合理地阻止消費者於應用程式外提供與付款

相關的資訊時，應用程式商店經營者可能違反「獨占禁止法」不當限制交易規定。其

次，當應用程式商店平臺於設定佣金的同時，給予他們自身或其關係企業優惠待遇，

或限制銷售商的促銷努力，因此排除競爭者與消費者交易時，或當應用程式的價格或

數位內容是為了阻止競爭者進入市場時，應用程式商店平臺也可能違反「獨占禁止

法」的不當妨礙競爭者與他人交易的規定。

四、我國網路銷售產業競爭評估實證結果

為進行我國網路銷售產業競爭評估，本研究採取量化分析與質化分析兩種方式，

其中量化分析採用原始統計分析法、次級資料統計分析法與問卷調查法，在原始統計

分析方面，主要運用主計總處工商普查有關電子商務相關統計銷售類型及管道、銷售

收入等，以便掌握國內有關電子商務的發展、運用以及市場結構等狀況；在次級資料

統計分析法面則運用主計總處、商業司網路商店調查報告以及各項國內外有關網路銷

售或電子商務的統計資料，加以分析歸納；在問卷調查法方面則參考歐盟電子商務問

卷，針對經銷商、製造商以及平臺商分別問卷內容，以上市公司貿易百貨業和電腦及

週邊設備業為對象，透過中經院近3年電商業者調查對象資料庫選出有使用第三方平
臺銷售之業者，分別針對平臺商和有使用第三方平臺銷售的中大型經銷商或製造商80
家進行調查。

在質化分析方面，則參考日本公平會報告以及歐盟電子商務部門調查報告的相關

內容，作為本研究研擬訪談題綱的參考。訪談對象包括製造商、零售商、平臺商等，

共計12人。以下分別說明評估結果。
（一）原始資料與次級資料評估結果

根據主計總處2018年電子商務統計，我國網路銷售金額總計約為新臺幣4.039兆
元，其中以工業部門最高，約為新臺幣2.87兆元，占整體網路銷售金額的比重超過
70%，服務業部門透過網路銷售的金額占整體比重約3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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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

倉儲業
230,927 5.7 53,920 30.5 22.9 139,346 38.0 91,582 20.5

金融及

保險業
83,884 2.1 18,994 29.3 8.1 19,816 35.0 64,067 27.6

其他 103,989 2.6 3,388 3.4 1.4 28,176 3.1 75,813 3.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107年電子商務統計結果(2019)。

1. 臺灣網路銷售額占整體產業銷售額比率由2016年的9.22%提高為2018年的9.45%，其
中的8.0%是進行B2B網路銷售，1.5%是進行B2C網路銷售，即根據官方統計臺灣整
體產業B2C網路銷售占比仍很低，請見表2。

表2　整體產業銷售狀況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年
銷售額 占整體產業銷售額比率

整體產業 網路銷售 網路銷售 B2B B2C

2016 38,405,324 3,539,474 9.22 7.8 1.4

2017 40,302,752 3,803,252 9.44 8.0 1.4

2018 42,744,653 4,039,007 9.45 8.0 1.5

資料來源： 本文整理自行政院主計總處電子商務統計結果、財政部統計資料庫營利事業銷售額

（製造業、批發及零售業）、經濟部統計資料庫零售業網路銷售額。

2. 製造業銷售額的網路銷售占比由2016年的18.8%略降為2018年的18.7%，其中的
18.4%是進行B2B網路銷售，0.3%是進行B2C網路銷售，即根據官方統計臺灣製造業
B2C網路銷售占比很低，請見表3。

表3　製造業銷售狀況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年
銷售額 占整體產業銷售額比率

整體產業 網路銷售 網路銷售 B2B B2C

2016 13,608,109 2,608,124 19.2 18.8 0.4

2017 14,493,297 2,743,818 18.9 18.6 0.3

2018 15,322,654 2,866,539 18.7 18.4 0.3

資料來源： 本文整理自行政院主計總處電子商務統計結果、財政部統計資料庫營利事業銷售額

（製造業、批發及零售業）、經濟部統計資料庫零售業網路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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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灣批發及零售業銷售額之網路銷售占比由2016年的4.94%上升為2018年的4.98%，
其中的2.7%是進行B2B網路銷售，2.3%是進行B2C網路銷售，即根據官方統計臺灣
批發及零售業B2C網路銷售占比低，請見表4。但，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電子商務
統計、經濟部統計資料庫的零售業網路銷售金額，所計算出的零售業網路銷售占比

由2016年的4.84%（新臺幣2.05億/新臺幣42.32億）上升為2018年的5.49%（新臺幣
2.52億/新臺幣45.87億），呈現較快的成長。而零售業在網路銷售中以B2C占絕大多
數，搭配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年的電子商務統計和財政部的統計資料顯示，2016年
達97.2%，而批發業B2C占比只有25.3%40

。所以，B2C的主力是透過零售業網路銷
售，也是本研究關注的重點。

表4　批發及零售業銷售狀況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年
銷售額 占整體產業銷售額比率

整體產業 網路銷售 網路銷售 B2B B2C

2016 13,604,666 672,635 4.94 2.6 2.3

2017 14,360,351 716,922 4.99 2.7 2.3

2018 15,132,461 753,668 4.98 2.7 2.3

資料來源： 本文整理自行政院主計總處電子商務統計結果、財政部統計資料庫營利事業銷售額

（製造業、批發及零售業）、經濟部統計資料庫零售業網路銷售額。

另外，在電子購物業發展
41
方面，電子購物及郵購業（簡稱電子購物業）係指從

事以網際網路、電視、廣播、電話等電子媒介或郵購方式零售商品之行業，其中以網

路購物比重最大。隨著網路科技不斷發展，帶動民眾消費習慣轉變，電子購物業2018
年營業額達2,517億元，迭創歷年新高，年增超過12%，近8年平均每年成長超過8%，
優於整體零售業的1.1%，占整體零售業比重由3.2%增至5.5%，顯見國人消費管道轉
移，推升網購市場快速成長。經濟部預期在業者積極優化行動購物介面，提供多元支

付工具及跨業合作下，可望持續推升購物熱潮。

銷售商品以家電及資通訊商品為大宗。就電子購物業銷售商品結構觀察，2017年

40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年電子商務統計結果有將批發和零售業的網路銷售金額分開
呈現，所以可以分別計算，但2017年和2018年電子商務統計結果則未分開呈現，
故無法分別計算。

41 經濟部產業經濟統計簡訊，「今年電子購物業營收可望再創新猷」，2019年8月5
日；「主要國家零售業電子商務發展概況」，2018年10月5日。陳冠榮，「網購市
場成長，2019 年電子購物營收估破 2,000 億元大關」，2019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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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庭器具類占28.8%居首位，較2013年提高10.6個百分點最多，資通訊商品占22.6%
居次，較2013年增加6.1個百分點，兩者合計逾五成，顯示民眾對電子及家電產品透過
網路購買接受度提高；文教及娛樂用品類占比則從2013年的24.2%大幅下滑至2017年
的7.9%，減少16.2個百分點最多，主因少子化及資訊傳播多元化，書籍、雜誌及娛樂
用品銷售下滑所致，如圖 2所示。

圖 2  電子購物業商品銷售結構

電子購物業支付工具以信用卡為主，其中以消費者選擇的付款方式觀察，2017
年以線上刷卡占66%為主，選擇現金支付(指超商取貨付款及宅配貨到付款)占29.3%
次之、金融轉帳則占3.4%，其他支付方式(含「行動支付」、「電子票券(如悠遊卡
等)」、「現金禮券、商品券」等)比例僅占1.3%；隨著政府推動行動支付普及化，預
期未來使用比率可望進一步提升。

在產業經濟理論 (Tirole, 1998)中，一般以集中度比率 (concentration ratio，簡稱
CR)42

、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簡稱HHI)43
以及熵指數 

(entropy index)等，為主要的市場集中度衡量指標。鑑於前述分析可知，批發及零售
業為運用B2C電子商務模式之主要行業，本研究進一步參考主計總處發布的2011年和

42 美國經濟學家貝恩，將產業市場結構粗分為寡占型（CR8	 ≥	 40%）和競爭型
（CR4<30%或CR8<40%）兩類。其中，視指標為CR4或CR8可將寡占型進一步加
以細分為Ｉ（CR4≥85%或）至V型（30%≤CR4<35%或40≤CR8<45%）。

43 根據美國2010年「水平結合指導原則」，HHI＜1500，屬低度集中市場；1500＜
HHI＜2500，屬中度集中市場；HHI>2500，屬高度集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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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工商普查資料，以瞭解批發及零售業透過網路銷售的變化趨勢，以及運用集中
度比率、HHI以及熵指數等，掌握市場競爭程度演變，相關結果如表5所示。

依據主計總處的資料，統計批發業、零售業的集中度比率、HHI以及熵指數等
市場競爭衡量指標，發現不論批發業或零售業的前四大或前八大業者的集中度數據

（CR4或CR8），在2016年相對於2011年均有所下降，且批發業的降幅更為顯著，意
謂著市場競爭程度加劇，而HHI以及熵指數亦顯示相同結論，表示整體而言，國內批
發業或零售業的網路銷售市場相當競爭，並無廠商具絕對市場優勢現象。

除了觀察整體批發業和整體零售業的競爭程度外，本研究進一步依主計總處之行

業別分類，探討2011年及2016年批發業和零售業中的細業別競爭度及變化，衡量指標
同樣為集中度比率、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以及熵指數，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商品批發經紀業、農產原料及活動物批發業、文教育樂用品批發
業、燃料及相關產品批發業和其他專賣批發業等業別似有行業朝向大型集中化發展的

現象，特別是家用器具及用品批發業、燃料及相關產品批發業的前四家和前八家行業

集中度比率相當的高，已接近極高寡占型標準，值得持續觀察其發展。在零售業細業

別之市場競爭度方面，醫療用品及化粧品零售業為中度寡占型，建材零售業之前四大

和前八大行業集中度比率已超過95%，呈現產業中廠商漸由大型業者掌控的現象，亦
宜留意是否造成低度競爭問題。

至於與國內主要網路銷售平臺有關的電子購物及郵購業，不論是以產業集中度、

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或熵指數觀察，均顯示此產業為低度集中市場，競爭程度提

高。



第 2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50

項
目

類
別

2011年
2016

年

透
過

網
路

零
售

比
率

(%
)

生
產

總
額

(十
億

元
)

網
路
銷
售

網
路

零
售

銷
售

收
入

(十
億

元
)

行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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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度

指
數

(%
)

熵
指數

H
H

I

透
過

網
路

零
售

比
率

(%
)

生
產

總
額

(十
億

元
)

網
路
銷
售

網
路

零
售

銷
售

收
入

(十
億

元
)

行
業
集
中
度
指
數

(%
)

熵
指數

H
H

I
企
業

單
位

數
(家
數

)

跨
國

銷
售

(家
數

)

第
三

方
支

付
(家
數

)

C
R

4
C

R
8

企
業

單
位

數
(家
數

)

跨
國

銷
售

(家
數

)

第
三

方
支

付
(家
數

)

C
R

4
C

R
8

批發業

整
體
批
發
業

0.78
1,998

24,685

100年
無
資

料

100年
無
資料

76
72.24

74.68
2.97

386.50
1.23

2,046
29,106

2,754
2,698

115
36.85

39.41
5.99

93.40

員
工

人
數

<200
人

0.81
1,770

24,656
67

72.62
73.66

2.75
497.40

1.38
1,785

29,042
2,745

2,690
103

36.04
37.81

6.03
114.10

200人
以
上

0.59
228

29
9

88.1
99.03

1.54
300.60

0.64
261

64
9

8
12

67.74
77.66

2.46
184.80

營
業

收
入

<4000
萬
元

0.34
623

20,017
5

0.9
1.49

8.02
0.50

0.58
674

23,484
1,893

2,185
10

0.5
0.89

8.81
0.20

4000
萬
元

以
上

0.86
1,375

4,668
71

77.73
80.35

2.32
447.40

1.38
1,372

5,622
861

513
105

40.48
43.28

5.38
112.60

零售業

整
體
零
售
業

3.63
1,002

16,127
112

38.79
47.44

5.28
55.60

6.12
1,153

33,114
777

9,837
194

31.52
39.9

5.62
33.10

員
工

人
數

<200
人

3.02
637

16,060
52

16.94
21.02

7.15
11.60

5.81
683

32,988
770

9,811
99

15.77
23.62

6.98
9.60

200人
以
上

4.4
365

67
60

70.67
82.81

2.35
186.10

6.48
469

126
7

26
95

64.41
75.86

2.78
127.80

營
業

收
入

<4000
萬
元

2.16
398

15,077
18

0.83
1.62

8.75
0.30

3.42
436

31,647
673

9,510
30

0.51
0.99

9.20
0.20

4000
萬
元

以
上

4.2
604

1,050
46.45

56.8
4.05

79.70
7.17

717
1,467

104
327

164
37.37

47.31
4.44

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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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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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2011年與2016年批發及零售業細業別之網路銷售及市場競爭程度變化趨勢

項目

業別

2011年 2016年

行業集中度指

數(%) 熵指

數
HHI

行業集中度指

數(%) 熵指

數
HHI

CR4 CR8 CR4 CR8

批

發

業

W

商品批發經紀業 14.97 26.25 4.24 18.20 43.04 56.77 3.42 64.50

綜合商品批發業 30.56 42.94 3.93 35.10 25.13 34.67 4.59 33.90

農產原料及活動

物批發業
35.63 50.72 3.52 45.80 43.43 56.35 3.44 69.00

食品、飲料及菸

草製品批發業
23.84 30.82 5.08 27.40 13.66 20.38 6.13 9.10

布疋及服飾品批

發業
16.38 22.45 5.28 13.20 9.34 13.39 6.26 4.80

家用器具及用品

批發業
97.19 97.4 0.32 937.40 81.17 82.42 1.84 606.50

藥品、醫療用品

及化粧品批發業
27.35 34.6 4.60 42.50 15.01 24.41 5.51 11.00

文教育樂用品批

發業
9.5 15.53 5.54 7.40 26.1 31.54 5.30 40.50

建材批發業 25.63 38.84 4.25 29.10 8.62 12.73 5.92 5.00

化學原材料及其

製品批發業
42.26 58.07 3.32 78.60 9.65 16.16 5.20 8.40

燃料及相關產品

批發業
47.61 69.53 2.87 85.20 72.91 83.31 2.06 281.30

機械器具批發業 42.49 52.14 4.44 60.70 27.36 32.43 5.80 30.90

汽機車及其零配

件、用品批發業
84.15 86.12 1.35 673.20 27.22 35.14 4.86 24.90

其他專賣批發業 16.33 23.02 4.85 14.70 40.51 51.85 3.99 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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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售

業

綜合商品零售業 59.91 76.25 2.85 124.70 46.73 62.28 4.44 87.90

食品、飲料及菸

草製品零售業
49.02 52.81 4.28 165.20 19.45 26.48 6.15 13.10

布疋及服飾品零

售業
7.81 13.48 6.05 5.50 39.47 46.61 4.79 58.50

家用器具及用品

零售業
13.79 18.6 6.18 10.80 27.35 38.86 5.10 27.90

藥品、醫療用品

及化粧品零售業
39.52 50.09 4.39 57.60 43.09 58.24 3.77 67.20

文教育樂用品零

售業
16.6 25.28 5.64 11.70 27.1 38.16 5.05 27.60

建材零售業 31.59 41.71 4.05 43.60 97.61 98.03 0.45 854.60

燃料及相關產品

零售業
32.46 53.33 3.60 44.20 34.33 49.66 3.48 59.30

資訊及通訊設備

零售業
17.05 22.04 6.14 10.40 30.13 45.55 4.93 32.20

汽機車及其零配

件、用品零售業
57.37 68.05 3.47 119.70 21.01 29.31 4.81 18.70

其他專賣零售業 26.35 33.09 5.40 26.00 34.97 43.4 4.93 45.90

其他非店面零售

業
58.3 68.9 3.58 122.40 41.41 51.99 4.61 55.70

　電子購物及郵

購業
60.43 71.42 3.51 131.00 45.1 54.29 4.58 71.90

註：1. 行業集中度指數CR4（CR8）指，該分類當中的前四（八）大業者的網路銷售金額總計

數除以該分類當中的網路銷售總金額。

2. 熵指數指，第i業者的網路銷售金額除以該分類當中的網路銷售總金額（即市場份額），

乘以該市場份額取倒數之對數值。

3.HHI指，計算該分類當中各業者的市場份額，取平方值後乘以1000再加總。

4.各指標的計算公式如附件。

5.本表係以以有網路銷售為主體的樣本據以計算而成。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二）座談與訪談評估結果

本研究綜整與平臺商、零售與批發商、製造商、APP開發商座談與訪談的結果，
可歸納以下幾點：

1. 就與平臺商而言，國內網路銷售市場雖然包含B2B、C2C、B2C、B2B2C等模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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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C、B2B2C界線越來越模糊化，惟B2C和B2B2C兩套經營模式仍不相同，而由於
消費者購物糾紛的出現，使得平臺商越來越難卸責，所以平臺商介入B2B2C管理的
程度也愈來愈高。

2. 各平臺商定位不同，競爭方式也不完全相同，不過，網路銷售平臺所設定的競爭對
手並非其他網路平臺，而是零售的實體店業者。

3. 跨境電商或外國電商進入國內網路銷售市場對國內電商產業而言，有促進產業競爭
優化的可能性，主管機關應關注跨境運費過低造成不公平競爭的可能性。

4. 平臺都有使用自認為公平的搜尋演算法，惟確實會有讓自有品牌在網站頁面或廣告
頁面上排列在比較醒目位置的情況出現，值得主管機關持續關注。

5. 無論本身為單純的零售批發商或同時也是製造，以及APP開發商、平臺商，皆利用
自身的競爭優勢（擁有較高的市場地位），以競爭更多的利潤，惟不論廠商採取何

種策略，部份行為可能已涉及限制競爭疑慮而不自知。例如

（1） 平臺商透過行銷方式對供應商進行價格上的限制或對APP開發商進行廣告選擇上
的限制，造成供應商為了生存不得不妥協；

（2）平臺商以最惠客戶條款要求供應商；
（3）平臺商強制要求供應商投保某家公司的產品責任險；
（4） 同時經營實體及網路銷售的業者，為了追求利潤最大、成本最小，經常採取不

同的訂價方式來增加銷售額。

案例一（平臺商與供應商合作契約書）

平臺商與供應商的合作契約若未事先以書面方式，訂定明確的下架條件或標準，

則可能產生平臺商不當要求供應商下架或變更交易條件，有違反公平法第25條的疑
慮。至於有無違反公平法第19條規定，仍須視該契約是否屬於委託銷售契約，並未移
轉商品所有權，若該契約未移轉商品所有權，則無違反公平法第19條的疑慮。

另契約第12條第1項規定，甲方須對所提供之商品及服務，就其性質應為投保者
向XX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或其他保險公司投保產品責任險...。本條項可能涉及乙方
促使甲方對XX產險購買產險，須再確認乙方有無強制要求甲方向XX產險投保，再審
視是否違反公平法第20條與第25條的疑慮。
案例二（仿冒問題之處理）

根據對製造商或批發商訪談結果，得知中小企業所生產的流行性高或3D打印產品
易被仿製，因此會把握蜜月期銷售商品，過了蜜月期後就必須以價格競爭。由於企業

規模小，不會對仿冒品採取法律行動，因為要處理仿冒問題，必須先向平臺商檢舉，

但平臺的處理效率慢，只能要求下架該商品、停權或予以警告，對於蜜月期短的商品

緩不濟急，且無實益。

至於平臺商對於零售商產品上架前，產品經理會先了解是否有擁有代理證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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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足以證明擁有代理權，並須確定不是仿冒品才會簽約上架銷售，平行輸入的

水貨也可以在平臺上銷售。

案例三（淘寶臺灣的開店模式）

雖然淘寶臺灣已經停止在臺灣的營運活動，不過，他們的行銷與營運模式仍然值

得探討。

1.淘寶臺灣的營運模式
淘寶臺灣主要訴求「希望協助臺灣賣家與合作伙伴打造優質品牌、商品和服務，

整合資源與生態圈，並將好的商品與服務帶給臺灣消費者。」
44
淘寶臺灣提供臺灣賣

家兩種開店模式，針對已有貨源要在淘寶臺灣販賣者，屬於一般賣家模式，另有一種

模式針對無貨源或正在找貨想在淘寶臺灣販賣者，則淘寶臺灣提供淘貨小舖計畫（如

圖 3），賣家可從淘寶臺灣的系統裡挑選2,000萬支商品，由賣家擔任經銷商，直接在
淘貨小舖上選擇商品作為自己經銷的商品，亦即可銷售來自海外製造商或供應商提供

的產品，即所謂的跨境供銷模式。

圖 3  淘寶臺灣淘寶小舖計畫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淘寶臺灣於2020年中提供開店者「0運費、0廣告費、0開辦費、0手續費、0上架

44 引自淘寶臺灣開店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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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等「五0」全免開店優惠，活動期間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對供應商而言，不
只「寄出產品免運費」，若商品在鑑賞期內被消費者退貨，也一樣可以獲得「退貨運

費補貼」，加上免上架費、免手續費，對才開始在網路開店還不知道是否賺錢的供應

商極具吸引力。對消費者而言，只要在淘寶臺灣全站消費滿新臺幣199元，並且是選
擇 7-11、全家以及萊爾富三大便利商店取貨，就可以獲得「所有物流費用、不限次數
全都由淘寶臺灣買單」的優惠，是全臺灣唯一「全站正、逆(退貨)物流都有補貼」的
電商平臺。

2.淘寶臺灣的競爭分析
就淘寶臺灣提供「五0」開店補貼政策而言，由於當初以拍賣平臺起家的蝦皮

於2015年6月進入臺灣時，也曾採用免運費、免手續費等補貼方式快速擴張，公平會
曾於2017年11月立案調查，惟依據公平法第20條第3款規定，蝦皮雖有低價利誘的事
實，但市占率未超過法定的15%，尚無限制競爭之虞，因此不符合公平法規範的對
象。另一方面，因為蝦皮一開始採取免運費、免手續費，國內各業者為與之抗衡，也

採取低價手段參與競爭，反而促進國內電商產業的競爭，而且蝦皮2017年4月已陸續
取消免運費、免手續費等方式。若淘寶臺灣複製蝦皮模式，以價格作為進入臺灣市場

的策略，且優惠期間並非毫無限制，則淘寶臺灣難謂有違反公平法之虞。

至於淘寶臺灣提供淘貨小舖計畫，由於淘貨小舖的供應商可能多是大陸供應商，

有意擔任經銷商的賣家擔心向大陸供應商訂貨，一旦帳號個資被大陸供應商取得，可

能利用臺灣買家的帳號在平臺上下單，再於商品從大陸出貨後取消訂單，基於平臺保

護消費者（即買方）的大原則，買方通常無須承擔任何損失，但是因為該筆交易已經

下單而且出貨，所以商品不會送回大陸供應商，而會退回臺灣賣家，使得臺灣賣家貨

款可能因即時被扣款而造成交易損失。

雖然淘寶臺灣的跨境供銷模式，可能因為供應商利用買家帳號下單，因此造成臺

灣賣家損失，此為網路交易可能出現的詐騙問題，並未涉及交易平臺限制競爭行為，

即便國外供應商假借國內買家帳號，而有涉及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或顯失公平行為，由

於係屬國外事業，公平法管轄是否及於域外，仍有值得探討之處。再就淘寶臺灣的賣

家若採跨境供銷模式，當有買家訂貨時才請國外供應商供貨，與目前許多電商平臺賣

家的營運情況並無不同，似亦無違反公平法之虞。惟值得關注的是，事業從國外供貨

的售價是否遠低於國內售價？有無運費補貼情形？以致出現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

或顯失公平行為，而違反公平法第25條的可能性。
綜合來看，目前國內比較常見的主要以獨家交易限制、限制廣告價格以及最惠客

戶限制等為主，這可能與本研究訪談廠商家數有限，無法與歐盟與日本公平會所進行

的產業調查規模比擬，因此，在違法類型的歸納上也相對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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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調查結果

本研究從對批發商、零售商、供應商、平臺商的問卷調查結果中，所發現的問題

可大致歸納為以下幾項：

1. 供應商面對平臺商的限制，包括要求吸收運費、要求商品入倉、平臺商會銷售與自
家商品相同的產品競爭，另外，平臺商以要求供應商降價促銷、限量商品搭配贈

送、全館統一打折衝業績、吸收運費最多，並且多數在合約內提出。

2. 供應商不管銷售實體商品或數位商品時，所面對製造商或上游供應商的限制，包括
對銷售平臺的選擇、銷售地域限制、限制轉售價格、限制刊登廣告的價格、對轉售

價格或刊登廣告的價格有監督機制等，若不遵守，則面臨削減發貨數量、提高裝運

價格、減少折扣、拒絕供應其他產品、不給予折扣等對待。

3. 對於授權其他通路於線上銷售產品的公司，部分會限制線上轉售價格、限制線上轉
售刊登廣告的最低價格，若其他通路公司不遵守相關轉售約定時，也會採取削減發

貨數量、提高裝運價格、減少折扣、拒絕供應其他產品、不給予折扣等方式。

4. 不管B2C系統的平臺商或B2B2C系統的平臺商，都會提供APP行動應用程式，並且
使用大數據分析與演算法分析，可見平臺商都有使用方法分析個別供應商的數據資

料，已強化自身的營運效能。

5. 平臺商銷售非平臺自有產品的價格，主要由供應商決定，惟亦有平臺商會參與價格
決定，平臺商並會與供應商簽訂最優惠待遇條款。

本研究雖然發現國內網路銷售產業可能存在涉及獨家交易限制，而可能構成公平

法第20條第1款之違反；限制廣告價格而可能構成公平法第25條之違反或公平法第20
條第5款之違反；最惠客戶限制可能構成公平法第20條第5款之違反，可見國內實體商
品或數位商品的供應商多面臨垂直限制。惟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以及是否真的觸

及違法行為，目前的研究僅為初步瞭解，仍有待主管機關取得個案資料深入研析，本

研究無法逕為判斷。

五、政策建議

綜合前述研究結果，本研究針對網路銷售市場的市場界定問題、主管機關對網路

銷售市場的結構面與行為面立場、未來可能的執法重點或可能的違法行為類型等提出

相關建議，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國內網路銷售的市場界定

1.多數網路銷售市場的競爭分析可維持既有的產業分析方式
網路銷售市場型態多元，尤其在網際網路發達之後，平臺技術成熟，已成為不同

產業的應用工具之一，加上各產業間的行業分類明確，且競爭分析主要仍始於相關產

品或服務市場的界定，故若欲瞭解國內的網路銷售市場的競爭狀態，可依據行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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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援用傳統的市場界定分析方式，其中應包含實體商店與虛擬通路。惟若須探討

國內主要網路銷售平臺間的競爭關係，則建議以零售業項下之4871細類「電子購物及
郵購業」為市場界定範疇。

2.B2B2C模式可能出現雙/多邊市場特性
B2B2C模式使網路銷售平臺異於其他模式，在B2B2C模式下，只要網路銷售平臺

具有(1)存有及連接兩個以上的客戶群、(2)存在間接網路效應、(3)存在使用外部性和
會員外部性，以及(4)能對平臺上的各方具有價格控制力或影響力等，該網路銷售平臺
即具有雙/多邊市場特性。
3.以盈利分析法初步判斷是否為同一市場

因為雙邊/多邊市場的競爭策略之一，是平臺為吸引雙方的使用者進入平臺，可
能會透過訂定不同價格，以便獲取利潤，使得傳統市場界定的方法不適用，尤其當有

一方價格為零，甚至是補貼時。文獻中雖提出市場界定的方法包括質性和量化方法，

建議先採用質性邏輯論證與訪談市場中的相關者，來判定是否為雙邊市場，再透過量

化分析方法搜集實際資料據以及設計問卷以釐清相關市場，惟量化分析無論SSNIP、
SSNIC或SSNDQ迄今仍無法實務上操作，或許可先採用廠商收入來源，以觀察收入來
源是否具有重疊性，作為初步判斷是否應歸為同一市場的作法較為可行。

雖然未付費的一方沒有付出現金或是得到免費服務、搜尋、音樂、影片、遊戲軟

體等，不過，並非完全無償，因為他們可能同時交換了他們的個資給平臺，或因為他

們的加入，使得平臺得以吸引更多人的關注，也提高了另一方的效益，都構成市場的

一部份，進行市場界定時也應一併予以考慮。

4.兼顧結構面與行為面的因素
臺灣電子商務於2017年的營業規模約為56億美元，比起2016年成長了8.2%，最近

以來本產業的平均成長率約介於5%和10%之間45
。在數位經濟環境下，網路銷售市場

的參與者數量可能相當龐大，不過，廠商為了提高自己的績效，仍會採用各種不同的

策略來達成其經營績效，如獨家交易、價格限制、轉售價格限制、廣告限制、應用價

格演算法影響網路零售商定價決策、劃分市場範圍或交易對象，尤其在結構面具有影

響力的廠商，其經營策略的影響層面更為廣泛，主管機關在進行市場界定時，應先採

取較為寬鬆的市場界定標準，將可能參與者盡量納入，再分別依其經營模式探討行為

的受影響對象與關係者，逐步限縮至可能造成反競爭行為的關鍵市場，因此，探討網

路銷售市場的界定比傳統的市場界定更為複雜。

從本研究已進行的訪談記錄可知，不論是供應商、經銷商(批發商、零售商) 、平
臺業者，仍存在不少有限制競爭疑慮的市場行為，相較於歐盟積極執法的態勢，公平

45 公平會，舉辦電子商務與競爭（E-Commerce and Competition）國際反托拉斯區域
研討會會議報告，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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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需要以更前瞻的態度監督管理電子商務市場。在當今數位經濟、平臺經濟盛行的

時代，國際上多戮力於對內國或跨境電商平臺施以有效、持續的限制競爭和不公平競

爭法的監督，值得我國參考

（二）未來可能的執法重點

1.持續蒐集國外案例釐清限制競爭規範
在網路銷售市場中，廠商面對環境中快速的變化，所使用的各種不同的創新策

略，容易違反限制競爭行為，此現象已不再是傳統競爭法所能規範。例如主要平臺在

結構上擁有較大的市場力量，又握有大數據的優勢，在行為上常採取價格演算法來獲

取利潤，也經常採取獨家交易、轉售及廣告限制、最惠客戶條款等行銷手段來限制廠

商的行為，由於這些行為皆是基於網路技術的革新而產生的新問題，一旦糾紛產生，

公平會往往陷入無法可依的困境。因此，廣泛蒐集網路銷售市場的相關案例與持續檢

視公平法的規章制度，以明確規範水平、垂直限制競爭行為，事先提醒廠商，避免違

反公平法。

2.獨家交易限制與最惠客戶條款列為優先觀察項目
本研究經由訪談與問卷調查發現國內網路交易比較常見的限制行為，主要以上下

游供應商間的獨家交易限制、廣告價格限制、銷售平臺的選擇限制、銷售地域限制、

轉售價格限制、刊登廣告的價格限制並有監督機制等，若不遵守，則可能面臨削減發

貨數量、提高裝運價格、減少折扣、拒絕供應其他產品、不給予折扣等對待，而平臺

對於零售商則可能要求最惠客戶條款、要求吸收運費、要求商品入倉、銷售與零售商

相同的產品競爭，對供應商則是要求降價促銷、限量商品搭配贈送、打折、吸收運費

等，建議主管機關應將前述項目列為優先觀察項目，以及時掌握各種可能的違法類

型。

3.3C產品、服飾鞋子以及生活用品列為重點觀察商品
從歐盟的產業調查報告來看，可能涉及違法行為的廠商以銷售衣服和鞋子、運動

與戶外用品、3C產品等最常遇到合約限制，而本研究生活用品從訪談或問卷調查中也
發現服飾用品、3C產品以及生活用品等類別產品，比較常面臨製造商限制線上平臺
的選擇、銷售區域、轉售價格、刊登廣告等限制競爭問題，也面臨平臺商要求降價促

銷、限量商品搭配贈送、全館統一打折衝業績、提供高額回饋金、吸收運費、吸收退

貨損失、商品入倉、最惠條款等，建議列為重點觀察產品。

4.產業生態系的發展對競爭法的影響應預為綢繆
傳統的經濟分析多著重於對單一廠商的競爭行為分析，但隨著經濟發展的演進，

技術密集與資本密集產業快速成長，許多企業為了分散經營風險、增加企業價值、擴

大或調整營運範疇、追求創新、追求財務效率，以及統整交叉持股企業的綜效，企業

多朝多角化經營或以集團式發展。因此，主管機關未來應更關注的是企業集團的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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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發展及其對競爭法的影響。

例如透過集團旗下的相關事業，串聯虛實通路成為電商平臺的實體取貨據點，消

費者可以在電商平臺上購買集團關係企業的產品，並且與金融商品（付款方式、信用

卡、融資）、點數經濟結合，形成企業生態系統（business ecosystem），透過集團內
會員資料庫、交易資料庫等資訊共享，進行即時自動化交叉驗證，互補彼此的競爭策

略，取得動態競爭優勢。使其不僅在單一領域領先個別企業，進而在集團所涉及的產

業也獲得範疇經濟的利益，也有利於生態系統的發展，並賦予這些企業更強的競爭優

勢。

企業生態系統的形成，其所考慮的競爭市場界定，已非傳統的經濟分析對於市場

界定所考量的因素而已，而必須考量多個關聯產業的競爭對手、相關產品、供應商，

以及關聯產業間所交互形成的合作關係、互補關係，所要思考的限制競爭行為也非

單一的水平與垂直限制競爭，使得市場界定與經濟分析益形複雜，主管機關應預為因

應。

（三）其他

1.研議解決調查對象不易取得之問題
本研究在進行問卷調查時，面臨的困難有下列幾點，包括挑選有使用第三方線上

平臺銷售產品的供應商不容易、許多中大型供應商只會採取B2C管道銷售產品，但中
小型供應商業者也有不少使用C2C銷售管道、臺灣平臺商因為競爭者多，大都態度低
調，故資訊取得不易。即使政府官方公佈數據也只有涉及B2C沒有C2C，所以建議協
調相關的統計單位，研議如何解決調查對象不易取得的基礎問題，以利未來競爭評估

工作的進行。

2.反競爭行為的分析應更關注個案的差異性
網路銷售市場隨著網路技術的更臻成熟，以及企業對於競爭策略的操作更得心應

手，使得市場變化更快，各交易相對人或關係人的相互依賴性應該成為關注的焦點，

因此 Cremer et al(2019)46 認為在數位經濟時代，市場界定的重要性反而不如對關係人
的損害與對反競爭策略的認定與分析來得重要，尤其對於某些消費者粘著度很高的數

位生態系，在進行該數位生態系的反競爭分析時，相關的售後服務市場也應該加以考

量，因此，對於市場地位的討論也都應該根據個案的資料逐案研析。

46 Crémer, J., 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 and Heike Schweitzer,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 Final report”,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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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mainly refers to the industry survey repor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the domestic online sales industry. Based on 
primary data, secondary data,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it is found that 
the domestic online sales industry has gradually expanded in value.  While the market 
competition measures such as the degree of concentration ratio, HHI, and entropy index all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competition in the online sales market of the domestic wholesale 
or retail industry has increased, and no any firm has an absolute market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mestic retail wholesalers, manufacturers or platforms, the most common 
strategies used mainly focus on exclusive restrictions, restrictions on advertising prices, and 
most favored nation restrictions. Similar results have been found from the survey. However, 
it is subjected to authority in-depth study by case data.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B2B2C model may have dual/multilateral market 
characteristics, the profit analysis method could be used as a reference judgment and the 
structural and behavioral factor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exclusive restriction 
and most favored nation clause could be listed as a priority investigation behavior, and 3C 
products, clothing and shoes, and household appliances as the key observation products. 
At the same time, keep continuing study foreign online sales industry cases and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ecosystem to the competition as a precaution is important to the 
authority. While the survey sampling should be solved in advance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ase	specific	differences	when	under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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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杜怡靜（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兼法律學院院長）

透過這個實證研究，我們可以了解到網路串聯效果只會越來越嚴重，因為他的

經濟規模可以很大，加深了對獨占、寡占的問題，所以他的限制競爭問題也會越來越

嚴重，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網路霸主，如Apple、Amazon、Facebook，掌握了網路上各
式資源與權力，也是現在社會上普遍現象，因此他們之間不公平競爭的情形也會愈發

明顯。平臺在網路交易上擔任要角，網路的商業活動從傳統實體轉向虛擬，線上線下

的相互合作，使得彼此之間界線越來越模糊，而這個實證研究讓我們更瞭解在網路世

界裡面發生的公平交易法相關問題。

報告中提及網路的交易模式有B2B、B2C、B2B2C，而最主要是在B2B2C網路的
平臺所擔任的角色。但不論是哪一種類型，在法規範上都具有一定的障礙，因為平臺

越來越多元、經營多角化、愈趨複雜，造成監管上的難度。以亞馬遜為例，它平臺上

除了有店家，它自己也是出賣人、也可能是消費者，同時橫向還有其他廣告商的配

合，幾乎就是以它為中心，所以它可以垂直也可以水平，他的影響力就更大，所以所

謂多邊交易其實比我們想像中還要複雜。

這個研究計畫主要針對交易平臺，交易平臺有所謂「不可忽略的優勢地位」，

操縱了市場相關的產業鏈，所以在競爭法上問題相當嚴重，因此競爭法現在主要為國

際跨域合作，難以僅單一國家執法。另外，平臺所擔任的角色，可能為居間、出賣人

或債之履行輔助人，但一般消費者而言並不瞭解平臺所擔任的角色，因而對平臺提出

很多請求，使平臺消費糾紛所引發的問題亦較為嚴重，因此現在平臺議題無論是在公

平交易法或是消費者保護法都有許多問題需要探討。

這個研究提及對於單一廠商經濟分析下，已經不是只針對單一廠商，電商也都

是跨業，提供銷售、支付等功能，判斷市場影響力應該更加全面。就執法效力而言，

基於國內法效力可能屬人、屬地，而在競爭的問題上則有產生執法效力是不是要產生

更外擴於外國業者，例如日本就採取標的主義，也就是即便是海外事業若以本國為銷

售對象所為的不法行為，亦有適用。例如：日本免運費問題，首先毫無疑問樂天是個

大電商，運用其優勢地位使廠商都要配合免運費，是一種不公平交易的情形，而日本

公平會對其處以緊急停止命令，但是最後由於疫情的關係，認為緊急停止命令不具有

急迫性而被撤銷，由於此案，引發了大型平臺未來對於其店家更改契約條款，是否會

觸動相關規定的討論。

而公平交易法要創造公平交易秩序的同時，也需要給予企業創新空間，所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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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時代下，公平交易委員會負有更重要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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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內競爭限制之管制

以資通訊科技發展及產業趨勢為核心1

王明禮2

一、前言

日益著重品牌間競爭之促進，而放鬆品牌內競爭限制之管制，是美國反托拉斯法

過去近半個世紀以來一項明顯的趨勢。自1977年的Sylvania案3
起，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即不斷地放寬對各種垂直交易限制的容許程度。2007年的Leegin案4
，更一舉推翻了屹

1 倉促完稿，疏漏處處可見，引註更不完整（尤其是後半段），尚祈見諒。
2 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副教授。J.S.D., Stanford Law School. Email: 

mlwang@ncu.edu.tw.
3 Continental T. V., Inc. v. GTE Sylvania Inc., 433 U.S. 36 (1977).
4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v. PSKS, 551 U.S. 877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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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不搖近百年、反托拉斯法領域最著名判決先例之一的Dr. Miles5
。至此所有品牌內競

爭限制已全部改依合理原則寬鬆審查。

如果忽略程度與進程上的差異，上面所述或可謂全球性的趨勢。我國數年前修法

放鬆對轉售價格維持之管制，也與此潮流相符。此一政策走向，多數學者認為既減少

對事業經營策略的干預，且有助於品牌間競爭之促進，也多表示贊同
6
。

然而，回歸合理原則只是一個大原則，尚有眾多問題必須進一步釐清。對品牌內

競爭限制之管制究竟應放鬆至何等地步？有沒有可能（又是否可欲）建立適用於垂直

交易限制審查之「結構化合理原則」(structured rule of reason)？品牌內競爭限制是不
是可能成為不法水平聯合行為之變形？對品牌內競爭限制之放任，是否、在何等條件

下真地對同市場之品牌間競爭有所助益？管制與遵循成本的考量如何？對物價及消費

者福利之可能影響又如何……等等問題，雖已討論多年，文獻可謂汗牛充棟
7
，卻常給

人原地踏步、進展有限之感。

之所以如此，或與市場競爭實務之快速變化有關。蓋每當論及文首所提之競爭

政策演變，競爭法學者多半強調經濟學發展對司法實務之影響，而較少注意到，20世
紀以來產業界越來越強調商標識別與品牌形塑的經營策略走向，才是整個演化過程的

第一步。換句話說，是先有品牌間競爭逐漸凌駕品牌內競爭之產業趨勢，才讓吾人瞭

解到，原來競爭可以有不同的樣貌，並進而發現，這種新的競爭樣態，可能更有助於

價值之創造與消費者福利之提升。然而，正當我們為自己的新發現與新政策沾沾自喜

時，科技正已驚人的速度不斷推進，並早已帶動一波又一波的產業變遷。競爭，又已

出現新的樣貌。

基於以上之體認，本文將嘗試對當代資通訊科技發展趨勢，以及由此而生之市場

走向加以剖析，期能為合理原則進一步細緻化之討論提供一點幫助。相關研究與構思

都尚粗略，見解殊未成熟。謹此提出階段性的心得，就教於各界先進。 

二、品牌間競爭優先地位之確立

(一)競爭法與經濟學之交錯
競爭法學者一致同意，1977年的Sylvania案，將美國垂直交易限制導向合理原則

5 Dr. Miles Medical Co. v. John D. Park & Sons Co., 220 U.S. 373 (1911).
6 參見如陳志民，「To Sylvania and Beyond!：一項分水嶺判決之理論建構及延伸觀
點」，公平交易季刊， 19 卷 1 期，1  (2011)；周振鋒，「美國法對轉售價格維持
的新發展－兼論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的妥適性」，公平交易季刊，第 19 卷 1 期，
119  (2011)；馬泰成，「限制轉售價格與合理原則」，公平交易季刊，第 25 卷第 
4 期， 42 (2017)。

7 See, e.g., Richard A. Posner, Vertical Restraints and Antitrust Policy, 72 U. CHI. L. REV. 
22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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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正軌」，是美國競爭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8
。30年後的Leegin一案，則將垂直交易

限制最後一個「當然違法」的類型――轉售價格維持――也改採合理原則
9
。雖然該項

決定並非全無爭議，不僅有4位大法官持反對意見10
，學界提出批評者也不在少數

11
，

甚至曾經試圖遊說國會修法翻案
12
，但自此所有以品牌內競爭限制為主之垂直交易限

制，在美國競爭法實務上已全部落入合理原則的管轄，則是不爭之事實
13
。

這並不代表垂直交易限制已逐漸淪為次要的競爭議題。相反地，隨著數位、平臺

經濟時代之到來，垂直交易限制在反托拉斯法上之重要性將有增無減
14
。惟近年眾所

矚目的重要案件，絕大多數與Amazon、Apple、Facebook、Google及Microsoft為首之
高科技公司有關，少數例外也多涉及國際知名的大公司。爭議之焦點更主要集中在特

定行為是否可能強化彼等大公司之市場力甚至獨占地位，是否不當削弱其他競爭者與

彼等一搏之可能性。換言之，垂直交易限制之競爭分析，主要是放在獨占地位強化與

獨占力／市場力濫用之範疇，或至少是具有排斥競爭之嫌的行為類型。至於單純的品

牌內競爭限制行為，若行為人不具顯著之市場力，則通常甚少受到關注。

此項發展與經濟學理論的演化有密切的關連。20世紀60年代興起之芝加哥學派，
基於嚴謹的價格理論與實證研究主張從事垂直交易限制之廠商不一定是為了反競爭，

而可能有效率上的正當理由
15
。尤有進者，品牌內競爭限制更可能對品牌間競爭有正

面助益
16
。經濟理性之分析逐漸凌駕了法律形式主義。過去以法律概念區別行為類

型，然後動輒對不幸落入特定鴿子籠之行為，依毫無彈性的當然違法原則加以非難之

8 Sylvania案之重要性並不僅止於有關（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之層面，而有更深遠
之影響；參見陳志民，「To Sylvania and Beyond!：一項分水嶺判決之理論建構及
延伸觀點」，公平交易季刊，第 19 卷 1 期，1  (2011)。

9 See id.  另請參見周振鋒，「美國法對轉售價格維持的新發展－兼論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的妥適性」，公平交易季刊， 第19 卷 1 期，119  (2011)。

10 See Leegin,  551 U.S. at 908-29 (Breyer, J., dissenting).
11 See, e.g., Christopher S. Kelly, Note,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 The Final Blow to the Use of Per Se Rules in Judging Vertical Restraints — Why the 
Court Got It Wrong, 28 N. ILL. U. L. REV. 593 (2008).

12 參見陳志民，前揭註8，28。
13 See Brian Winrow & Kevin Johnson, The Rule of Law Is the Rule of Reason, 84 N.D. L. 

REV. 59 (2008); Peter M. Ellis, Note,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v. PSKS and 
Vertical Restraints, 34 N.C. J. INT'L L. & COM. REG. 569 (2009); Robert L. Hubbard, 
Applying the Rule of Reason to Resale Price Restraints: A Fresh Perspective, 29-FALL 
ANTITRUST 95 (2014).

14 陳志民，前揭註8，3。
15 See Richard A. Posner, The Chicago School of Antitrust Analysis, 127 U. Pa. L. Rev. 925 

(1979); 陳志民，前揭註8，13-17。
16 See C. Scott Hemphill, Posner on Vertical Restraints, 86 U. Chi. L. Rev. 105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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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模式，終於漸漸被法院與主管機關所揚棄，而被著重實質經濟效率之合理原則所

取代
17
。

(二)品牌意識之崛起
不論是競爭法理論與實務之演進，還是經濟學理論的推移，都有不能忽視的產業

與社會文化面的背景。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恐怕是20世紀品牌意識的崛起18
。尤其

在二次大戰後，隨著競爭品牌產品之品質日漸提高，領導品牌開始產生不能單靠品質

取勝之覺悟。品牌整體形象的塑造成了勝敗的關鍵，除了產品的品質與價格，商標、

包裝乃至公司形象等等都成了行銷的要素
19
。開發周邊商品來鞏固核心商品，同時進

一步拓展品牌之觸角。創造衛星品牌來區隔不同定位之商品，如較廉價之次級產品，

既能拓展客源，又能避免影響主要品牌之形象。不斷地透過廣告強化品牌之知名度、

認同感乃至忠誠度等等，都是日益常見之行銷手法。

品牌形象塑造與廣告之實務發展，也與大眾傳播媒體之演化亦步亦趨。19世紀之
報紙以文字為主，且缺乏色彩。廣告創意發揮的空間相對有限，以商品資訊之提供為

主。無線廣播之發明，為廣告帶來新的舞台。只是無線廣播所及之地域幅員有限，電

台數量眾多，廣告以地區性商品與品牌為主。電視――尤其是彩色電視――之發明，

才真正迎來廣告之黃金時代。不僅動態影音效果更佳，且提供了全國性之表演場域。

隨電影、電視之流行而興起的職業表演人員，協助將廣告之表現帶到更高的層

次。明星代言也蔚然成風
20
。如果能在高收視率的節目上以傑出的廣告創意抓住眾多

觀眾之注意力，則對品牌定位之塑造更可能有深刻且長遠之影響。Apple於1984年美
式足球超級杯之廣告，不僅幫助該公司奠定了與眾不同之品牌形象，也讓超級杯成為

廣告界的年度盛筵
21
。

基於這樣的體認，我們應更能理解為何經濟學界對廣告角色與作用之認知，會在

1960年代後出現重大之轉折。哈佛學派原將廣告視為廠商愚弄消費者之工具，目的在
讓消費者產生其品牌（商品）與眾不同之錯覺，進而增加市場參進之障礙。芝加哥學

17 參見陳志民，前揭註8，13-17。
18 See generally Ross D. Petty, A History of Brand Identity Protection and Brand 

Marketing,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ARKETING HISTORY 97 (D.G. 
Brian Jones & Mark Tadajewski eds. 2016).

19 See Marc De Swaan Arons, How Brands Were Born: A Brief History of Modern 
Marketing, ATLANTIC (Oct. 3 2011), 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
archive/2011/10/how-brands-were-born-a-brief-history-of-modern-marketing/246012/.

20 參見王明禮，「網路時代之薦證廣告與其管制」，東吳法律學報，28卷4期，129 
(2017)。

21 Jackie Mansky, What the Earliest Super Bowl Commercials Tell Us About the Super 
Bowl, SMITHSONIAN MAG. (Jan. 31 2019),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arts-
culture/what-earliest-super-bowl-commercials-tell-us-about-super-bowl-18097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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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興起後，主張理性之消費者如果甘願付較高的價格買有廣告之商品，乃是因為廣告

有助於降低其搜尋成本。早期敵視廣告之哈佛學派學者後來也逐漸同意此項見解
22
。

Posner即指出，此項轉變間接影響了吾人對垂直交易限制基本功能的理解。蓋對上一
代的產業經濟學者而言，廠商實施垂直交易限制之主要「藉口」，是為了鼓勵下游經

銷商戮力於售前服務，而所謂的售前服務，卻只是某種形式之廣告，缺乏真正的價

值。一旦售前服務乃至廣告之正面價值獲得正確的理解，品牌內競爭限制所受之敵意

自獲得緩解
23
。品牌間競爭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競爭法保護之主要對象。

三、品牌內外競爭之反思

(一)品牌意識、商品區隔與價格上升壓力
品牌意識的提升不但讓品牌間競爭成為市場競爭的主力，也連帶地使產品區隔

化成為企業重要的經營策略。對企業而言，產品區隔通常意味著兩個平行的主軸：品

牌形象之突顯與產品實質差異化。前者乃藉由廣告或其他方法，提升消費大眾對自家

品牌之喜愛，進而認為該品牌之商品較其他同類商品更有價值（即使其商品事實上與

他品牌同類商品並無不同）。後者則意味著創造、加強自身商品與競爭產品之實質差

異。

一旦一個廠商成功地將其產品與他人產品區隔開來，即可在市場上占據獨有之

「利基」(niche)。如果有多數廠商分別在同一市場中占據著不同之利基，即形成所謂
的「獨占性競爭」(monopolistic competition)24

。原則上，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

產品的同質性越高，市場越趨於完全競爭狀態；反之，若產品差異性越大，則獨占性

競爭的特性越顯著，推至極致甚且可能分裂為不同的產品市場。

在獨占性競爭市場裡，各家產品彼此間既非完全之替代品，交叉需求彈性自然隨

之下降。此時各廠商不再是價格接受者而是價格制定者，其行為將與獨占者類似
25
。

換句話說，其售價將偏離完全競爭市場的「理想售價」。不論個別消費者之產品偏好

如何，都難以用最低廉（等於廠商邊際成本）之售價買到所要之產品。

實證調查也基本上證實了此一預測。美國於30年代間，因逢經濟大蕭條，以低服
務但價廉之量販店乘勢而起，嚴重危及市區小商店之生存。於是在後者的遊說下，許

多州議會立法允許轉售價格維持，好讓小商店得以遊說上游廠商採取轉售價格維持措

22 See Posner, supra note 15, at 930-31.
23 Id.
24 See  PAUL KRUGMAN,  MAURICE OBSTFELD & MARC J .  MELITZ,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 202-07 (11th ed. 2018).
25 See id.; see also Warren S. Grimes, The Path Forward After Leegin: Seeking Consensus 

Reform of the Antitrust Law of Vertical Restraints, 75 ANTITRUST L.J. 467, 472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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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抵銷量販店之低價優勢。此舉並得到美國國會立法允許（以免州法抵觸聯邦法

之爭議），一直到1975年才廢止（恢復原狀）26
。於是從30年代至70年代，美國就轉

售價格維持一事處於一國兩制的狀態，有30多州陸續立法允許轉售價格維持，另有10
多州始終堅持當然違法。經過40年的「實驗」，證據顯示允許轉售價格維持與物價上
升有顯著之關連性

27
。

(二)價格與非價格競爭
以上現象，從競爭倡議的觀點應如何評價，值得進一步思考。首先應該澄清的

是，這並不是價格與非價格競爭孰優孰劣的選擇。競爭，原不僅限於價格上之競爭。

競相以最低之價格提供等值商品，和競相以相同之價格提供最「好」或最「適當」之

商品，分屬不同型態之競爭，本質上難分優劣，更無一方較他方更值得鼓勵可言。

問題是，非價格競爭意味著產品／品牌之差異化、利基市場之出現與價格競爭壓

力之減弱，產品售價將偏離完全競爭市場的理想。本質上，其後果與獨占狀態類似：

消費者福利與經濟效率下降。但我們不應誇大上述「問題」之嚴重性。完全競爭市場

和100% 的獨占類似，都屬經濟學上的理論及有用的討論起點，在現實世界原就難得
一見。換言之，即使沒有出現產品差異化與獨占性競爭，大多數的市場也非完全競爭

市場，而有一定的效率損失。

其次，在產品分殊化之後，每個廠商就其所處利基市場而言，雖然在地位上與獨

占者相當，卻必須面對需求曲線向左下方偏移之現實
28
。換句話說，除非該廠商之利

基市場很大（也就是該廠商之市場占有率很高），其收取獨占租之空間仍然有限，市

場的無謂損失也就有限。

再換一個角度觀察，只要一個市場尚未分裂成不同之產品市場，則其中的任何

產品――儘管已經分殊化――都尚禁不起假設獨占者測試法之考驗，也就是廠商尚無

實施SSNIP（通常為5%）之本錢。如果市場上其他品牌／產品之價格越接近完全競爭
市場價格（邊際成本），那麼利基市場「獨占者」之價格操弄，對市場經濟效率（與

消費者福利）之傷害就越小。反之，如果市場上其他品牌／產品也已高度差異化而分

別占據不同之利基市場，則整體市場售價可能皆向上攀升，而離完全競爭市場價格越

來越遠，對市場經濟效率之傷害也就越來越大
29
。只是經過分殊化後之市場，實施與

價格控制相關聯合行為的可能性會大幅縮小。所以若有此種現象，很可能不會同步進

26 此項廢止之效力旨究竟為何，即為該案正反雙方攻防之焦點之一。
27 此即為Breyer等4位大法官不同意見書的主要理由之一。
28 See KRUGMAN ET AL., supra note 24.
29 就結果論，此與Cournot competition的結論相當。只是Cournot competition以市場
上產品同質為前提，且通常只可能發生於寡占市場，此處卻是異質商品競爭之結
果，且與廠商數量無關，反與產品差異化的程度關係較大。



品牌內競爭限制之管制―以資通訊科技發展及產業趨勢為核心 379

行，而是緩步分別進行，認定上恐不容易。

最後，也許值得討論的問題是，價格競爭與非價格競爭對不同經濟階級消費者之

影響。大體上，經濟實力越強的高端消費者越重視產品的多樣性。相對地，對經濟弱

勢階級而言，低廉的售價更有實益。換言之，一個國家基本競爭政策之選擇，也許會

對不同經濟能力之消費族群產生系統性的差別待遇。越偏好品牌間／非價格競爭，對

經濟能力越高之消費者越有利，反之亦然。只是，一般而言，競爭政策與競爭法之執

法，可能不是調整階級貧富差距最適當的工具
30
，本文在此也就暫時忽略此一議題。

(三)品牌內競爭限制與排他性行為交互作用
品牌內競爭限制也可能為水平排他性行為提供掩護，2012年之Apple案31

即為著

例。Apple於2006年打響了iPhone的名號後，於2009年打算乘勝追擊，推出iPad平板電
腦。為了增加iPad的吸引力，同時也為了擴展自身內容服務至音樂以外之項目，準備
推出網路電子書店。惟進入電子書零售市場代表著正面挑戰網路零售服務與電子書平

臺之霸主Amazon，即令是Apple也沒有必然之勝算。藉由允諾以代銷而非經銷之方式
經營其電子書平臺，讓彼等擁有電子書零售價格之完全決定權，來拉攏對Amazon之
低價策略向有不滿之大出版社就成了Apple之主要策略。

從某個角度來看，六大出版社聯合施壓Amazon才是迫使後者改變電子書銷售模
式之關鍵，Apple之角色在於鼓動、誘導、策劃與促成該聯合行為之發生。美國第二
巡迴上訴法院多數意見將本案定性為軸輻式 (hub-and-spoke) 聯合行為，即是採取此等
觀點。法院認為，雖然Apple與個別出版社之各種約定，包括代銷契約關係與最優惠
待遇條款等，均非特別具反競爭嫌疑之垂直交易限制類型，應不難通過合理原則之審

查。然而Apple實居六大出版社對Amazon聯合作戰行動之核心，不能僅因其本身非出
版社、與彼等非處同一市場而逃避違法聯合行為之非難。

只是我們不得不承認，本案美國司法部獲勝關鍵之一在於充分掌握Apple與六大
出版社間長達數月之協商過程，包括眾多電子郵件往返紀錄，讓Apple促成六大出版
社透過共同行動迫使Amazon就範之意圖無所遁形。下一次，或下一個「Apple」，恐
怕就會知所防範。舉例而言，Apple可以不必鼓勵六大出版社採取聯合行動。而是以
個別擊破的方式，分別說服各大出版社，以代銷模式為誘因，以最優惠交易對象條款

壓陣，同時提醒各出版社避免橫向連繫，則聯合行為之指控恐將難以成立。誠然，對

Apple而言，此途徑之成本較高，成功機率較低；換言之，風險較大。但若果成功，
成效卻無二致。當其時，iPad的推出已如箭在弦，同時推出自營網路書店自有加分作
用，卻非iPad成功之必要條件。只要潛在之報酬夠大，以Apple之財力，此等程度之風

30 See A. MITCHELL POLINSKY, AN INTRODUCTION TO LAW AND ECONOMICS 
7-12, 155-64 (5th ed. 2018).

31 US v. Apple, Inc., 791 F.3d 290 (2d Ci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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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並不足以構成阻礙。而其一旦成功，則對消費者之傷害程度也無差別。

四、數位經濟時代的市場競爭

(一)數位經濟之演進
如前2.2所述，20世紀（尤其是二次戰後）品牌意識的崛起、媒體科技與市場的

演化以及企業行銷策略與手法之演進，直接促進了經濟學上對品牌內外競爭現象之理

解，更間接促進了競爭法上對垂直交易限制管制政策之改革。然而科技與市場之演化

從未停滯。正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藉Sylvania到Leegin之一連串判決將垂直交易限制之
基本規範法理歸於一統時，新的市場生態已悄然成形。

1977年4月（Sylvania案宣判的前兩個月），Apple II, Commodore PET 2001與TRS-
80（人稱「1977 Trinity」）連手開啟了個人電腦的時代32

。3年後IBM PC的推出，更
造就了Intel與Microsoft兩個後來將分別在硬體與軟體領域稱霸數十年的產業巨人33

。

尤其是後者，在IBM PC相容個人電腦成為業界標準後，充分利用雙邊市場平臺之特
性

34
，不斷擴張其作業系統之市場占有率，並徹底收服個人電腦相關軟硬體廠商，將

個人電腦的主要開創者之一的Apple逼到市場的小角落。90年代轟動全球的Microsoft
案

35
，雖然是以第一代矽谷獨角獸Netscape為主要的被害人，但當時Microsoft受到非議

之諸多手法，有不少從80年代末期就已逐漸開始使用。
緊接著，1992年網際網路開放商用，誘發第一波企業（與一般民眾）上網熱潮及

史上第一個網路經濟泡沫。企業投入了大量資金於網路基礎建設，成為後來雲端運算

重要的基底。對企業而言，上網成了生死存亡的關鍵任務，網域名稱之取得與維護、

官網的製作與美化成了品牌形象作戰的延伸。廣告與行銷，從此跨入新的時代。同一

時期，另一個網路――個人無線通訊網路――也開始發展，雖然一開始只有單純語音

通話的功能，但卻成功地讓社會大眾嘗到無線、可攜式通訊設備的便利，再也無法回

頭。

此一時期出世最重要的產業巨人為Amazon與Google。前者從實體書籍零售起
家，成為第一個成功的全國性網路購物商場。後者則從免費搜尋服務的提供立業，終

成為全球最大的廣告通路。兩者雖然所屬市場不同，事業經營模式各異，但仍有許

多共通點。例如：兩者均憑真本事很快地取代原來的市場領導者（Barnes & Noble 與
Yahoo），兩者均擅長將使用者的反饋轉換成自己的競爭優勢，兩者都勇於在運算資

32 個人電腦時代究竟何時開始，並無標準答案。本文選擇Apple II與Sylvania判決誕生
之1977，主要是紀念這個有趣的巧合。

33 IBM本身原已為電腦產業的巨人，自不待言。
34 雖然當時此一經濟學名詞尚未被提出。
35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253 F.3d 34 (D.C. Cir. 2001).



品牌內競爭限制之管制―以資通訊科技發展及產業趨勢為核心 381

源上大量投資，而此等投資最後都不僅止於內部使用，而成為對外服務之雲端運算平

臺。

Yahoo只比Google虛長2歲，既然技不如人，敗下陣來只是――借用當今的流行語
――剛好而已。但Barnes & Noble與其他大小實體書店於奮勇一搏之後依舊不敵，就
贏得不少同情。尤其是，網路商場猛搭實體店面便車的現象，為垂直交易限制的正當

性提供了非常好的範例，甚至預告了日後轉售價格維持之解禁
36
。

第一次網路經濟泡沫時期「鋪張浪費」的代表之一――寬頻網路（含骨幹與最後

一哩）的超量建置，在新的世紀初泡沫破滅後，為網路經濟的迅速重啟提供了重要的

動力。蓋已經鋪設的電纜屬於沈澱成本，而得以用低廉的價格提供給企業與消費者，

致使雲端服務不只可行，更越來越受歡迎。這個階段的數位經濟，最重要的關鍵字是

「社群」，Facebook自是最具代表性的企業。
2007年一月（Leegin案判決公布前數月）浴火重生的Apple推出iPhone，幫Bill 

Gates實現了「資訊隨手可得」（information at your fingertips）的理想37
。在3G乃至4G

網路普及（也就是無線頻寬充足）之後，網路從此成為普羅大眾生活的一部分。加上

社群化發展為網路增添的粘著度，「網際網路時代」(Internet era) 也就悄悄地禪位給
「網路社會」(network society)。

隨著其他技術――特別是虛擬化 (virtualization) 技術――的成熟，雲端運算也接
踵而至。而有了成熟的雲端運算服務，大數據與人工智慧才真正地突飛猛進。在商業

上，大數據的使用，將消費資訊分析帶到新的高度。特別是對直接面向終端消費者的

產業而言，消費資訊的大量蒐集與深入分析已經從非絕對必要的加值行為，逐漸成為

不可或缺的必要功課。另一方面，人工智慧讓電腦有了自主學習的能力。大數據是這

一波人工智慧得以突破的重要關鍵，而人工智慧則將大數據分析帶到新的境界。兩者

互相加持的結果便是經常為我們帶來新的驚喜（與驚懼）。正在逐步開展的5G網路服
務與工業4.0產品，將使未來上網的節點數出現爆炸性的成長。大數據與人工智慧，顯
然還有更大得多的發展空間。

(二)雲端平臺的關鍵性地位
前一小節總括數位經濟逾40年之發展，掛一漏萬在所難免，但已足以讓我們留意

到幾個重要特徵。首先，有效的大數據分析有數個成功的關鍵：巨量的原始資料、足

夠的硬體效能、適當的軟體工具以及足以駕馭前述三者的專業知識與技術。此等條件

顯非多數企業所能獨立成就，更遑論一般中小企業。借重第三方專家所提供之服務，

成了最受歡迎的解決方案。

36 參見馬泰成，前揭註6，36-37。
37 此為Bill Gates 1994年於Comdex演講的名言。當時他本人對該詞的詮釋自然受限於
當時之科技，與此處所突顯者略有不同。



第 2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82

上述四大關鍵又可以進一步分為兩組。軟體工具與專業服務因必須配合客戶的具

體需求，本質上即屬高度多樣化的服務。大公司可能選擇自行建置，其他企業則求助

大小軟體服務或顧問公司。相對地，巨量資料的蒐集與所需之硬體投資，則因所需成

本過巨，而逐漸集中於少數雲端平臺的經營者如Amazon、Google與Microsoft等手中。
這些平臺業者的共通之處，除了強大的雲端運算資源，就是無遠弗屆的滲透力與

因此而得之強大（個人）資訊蒐集能力。就這一點而言，若干尚未提供雲端運算服務

之數位經濟平臺巨人如Apple與Facebook也不遑多讓。這也是為何談到數位與平臺經濟
時代的競爭法議題， 「資料獨占」(dataopoly) 頓時成了最新的關鍵字38

。有學者並主

張資料獨占所造成之傷害，具有超越傳統獨占者所造成者，且可能更加持久
39
。

(三)垂直與水平聯合行為共舞
如前所述，美國自2007年的Leegin案後，垂直交易限制行為已統一於合理原則之

下。其他國家（含我國）也許尚未如此寬鬆，但也多已逐步放鬆。相反地，水平聯合

抬價，始終是各國競爭法嚴令禁止的行為。其他的水平聯合行為，也往往受到比較嚴

格之管制
40
。此等強烈的對比其來有自，雖然有時因被告行為之定性不易而生困擾

41
，

大體上仍不失競爭管制上簡單有效之基本分類。然新的經營手法將讓廠商得以藉新科

技之助，在此等「垂直／水平」寬嚴有別的二分體制中避重就輕。

如學者Ai Deng所言，一個單純的價格跟隨的演算法，也可能成為價格聯合的工
具

42
。例如，一個網路商場A可以透過演算法不定時提高產品售價，若對手商場B隨之

漲價自然最好，若B拒絕跟隨甚或調低售價，則A之演算法即立即降低售價至與B相同
之水準。假以時日，B可能發現A之操作手法，而與之配合行動。A與B無需交換隻字
片語，即足以享有價格聯合之成果

43
。

上述情節雖純屬虛構，國內學者想必有似曾相識之感，因為曾經轟動一時的中

油、台塑聯合行為案，即使用的類似之手法。根據公平會當年之調查，中油與台塑間

雖無直接接觸之證據，但中油透過新聞媒體公開價格資訊，而台塑則通常隨之。若後

38 See generally Maurice E. Stucke, Should We Be Concerned About Data-Opolies?, 2 
GEO. L. TECH. REV. 275 (2018); 另請參見廖義男等，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
評析─以獨占及其他（非聯合）限制競爭 行為為中心，公平會委託研究期末報告
初稿，667-68 (2020)；陳志民，「大數據與市場力濫用行為初探」， 公平交易季
刊 ， 26 卷 3 期， 25 -26 (2018)。

39 See Stucke, supra note 38.
40 如我國甚至採禁止為原則、例外許可。公平交易法第15條參照。
41 參見陳志民，前揭註8，25-28。
42 Ai Deng, What Do We Know About Algorithmic Tacit Collusion?, 33-FALL ANTITRUST 

88 (2018).
43 Id., at 88. 另請參見梁雅涵，論數位時代之垂直交易限制──以網路經銷限制為核
心，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68-7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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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拒絕跟隨，中油即立刻降價以對
44
。在此等聯合行動之套路裡，中油與台塑每一次

之價格決定仍有賴主事者之主動決策，屬有意識之行為。透過新聞媒體公布價格，乃

主動之表意行為。換言之，「人」之直接參與無可避免。繩之以默示勾結之合意，也

算言之成理。但在前述之假設案例裡，A與B只是單純利用網路商場價格透明易查之
特性，藉簡單的程式邏輯進行價格設定與追隨，欲以默示勾結論之，免不了得測試法

律擴張解釋的底線。

再假設A與B並非一般單純之零售商，而與上游製造商或大盤商有價格維持協
議，則情勢恐更為複雜。蓋在集團作戰的世界裡，一旦水平之協力操作得以隨演算法

與人工智慧之發達而自動化，並因而逃避聯合行為之非難，則兩個以上之集團，藉由

上下游乃至周邊市場參與者之整合，將可能出現原本難以想像跨集團聯合行為。

五、初步心得――代結論

本文無意挑戰Sylvania到Leegin (及Microsoft) 所建立的基本原則：回歸效率觀點
與經濟理性。只是希望透過對近年資通訊科技之發展與因應而生之產業趨勢之掌握，

瞭解在數位與平臺經濟的時代，應如何看待與垂直交易限制有關之競爭法議題。只是

囿於時間與能力，尚未能針對前面所描述之現象進行更仔細之分析。謹此簡述一些最

初步之心得，向各位先進請益。

首先，資料獨占之議題固非虛幻，常被提及之解決方案――比照過去電信網路

中立性之要求強制分享，或以禁止差別待遇等手段加以牽制――都有明顯的問題或缺

陷。經常被點名的這些企業，多為當今最有創造力的事業，與過去因占有關鍵性設施

或資源而怠惰的獨占電信事業大不相同。更何況，電信網路中立性之要求，目的在於

避免占據網路「核心」之電信服務業者阻礙網路「邊緣」創造力之發揮。目前這些資

料獨占者似無此類問題。更重要的是，目前並無真正的資料「獨占」者，而是有複數

的大規模資料蒐集者，而他們彼此之間的競爭極為激烈。

其次，品牌間競爭的確有可能因產品差異化與利基市場之形成，而出現價格上

漲之現象，但通常應不嚴重。審查時應特別留意獨占性競爭市場之存在與否，以及各

「利基獨占者」是否有平行漲價之情形。若有，則涉及該市場參與者之垂直交易限制

即應受較嚴格之檢驗。

最後，由4.3之分析可知，當有適當的條件配合（如適當的科技或商業環境）時，
單純的垂直交易限制也可能發生水平競爭限制之效果，不得不防。對垂直交易限制之

容忍原就建立特定的前提上：若非品牌間競爭原即相當充分，就是垂直交易限制有助

於品牌間競爭之強化，足以填補品牌內競爭之不足。因此，如果在特定個案中，垂直

44 公平會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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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限制之後果是品牌間競爭之減少，那麼前述之前提即不成立，系爭行為應受較嚴

格之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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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謝杞森（真理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不管是有形商品還是無形服務，除了價格競爭外，品質也相當重要，品牌內競

爭就是同樣商品由不同零售商販售，只要不維持轉售價格，仍會存在競爭；品牌間的

競爭則是不同品牌，若同時具有品牌內競爭與品牌外競爭，則可以使消費者有更多選

擇。而事業競爭的關鍵因素，從巨量的資料來看，如果硬體項目與軟體工具都具備，

會呈現跨世紀的經濟成果，科技即便進步，但要怎麼應用則是一門學問。

在競爭的過程中，業者提供給消費者的資訊為何？若是錯誤的廣告資訊會誤導

消費者，造成錯誤的選擇，此時應以公平交易法對於不實廣告與欺罔行為加以規範。

至於是否具有維持轉售價格的問題，如果是獨占事業維持轉售價格，那便沒有競爭存

在，那若是不同品牌間競爭激烈，而在同品牌廠商間維持轉售價格，又有何不可？因

此我認為在分析時可以做更細緻的探討，才能進一步針對個案釐清。因此我認為資訊

透明化相當重要，讓消費者有機會自己判斷，這樣就不需要公權力再作進一步的介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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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視訊市場範圍界定與競爭政策

陳志成　莊春發
*

摘要

本研究整理了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是否屬於同一相關市場的實證文獻，也利用

兩者的總體需求時間序列資料來檢視兩市場是否彼此顯著地相互替代，進一步檢驗兩

者是否真的處於同一相關市場，並根據美國FCC的條件，檢視各縣市有線電視市場是
否處於有效競爭；研究結果顯示，過去實證文獻皆支持兩者為同一相關市場的結論；

但本研究時間序列實證結果有線電視對電信電視並沒有顯著的替代關係，但電信電視

卻對有線電視有顯著的替代關係；最後，有線電視在開放系統業者跨區經營之後，有

新進業者進入的地理市場都尚未達到有效競爭的程度；不過，若將電信電視也計入計

目　次
一、緒論

二、市場範圍界定與有效競爭的衡量

　　（一）市場範圍界定之衡量

　　（二）假設性獨占者測試架構

　　（三）以「合理可替代性」角度看相關市場

　　（四）「有效競爭」（effective competition）的衡量
三、實證研究分析

　　（一）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是否為同一視訊市場

　　（二）有線電視經營區域「有效競爭」之實證    
四、公平會針對市場界定之經驗

　　（一）過去LPG（液化石油氣）與NG（天然氣）的經驗解析
　　（二）當前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關係之分析

五、結論與建議

* 陳志成：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
莊春發：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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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則全部的地理市場皆達到有效競爭的程度。本研究亦建議通傳會針對電信電視在

有線電視經營區域內的用戶資料加以蒐集公布，讓競爭法機關在衡量各地區視訊市場

的競爭狀態時能有更為明確而可用的數據。

一、緒論

數位匯流技術的出現，使得視訊平臺產生各種巨大的變動，既有的媒體平臺無法

像過去藉由技術屏障，阻礙市場其他的競爭者。舉例而言，有線電視在數位化之後，

除了提供過去的視訊服務之外，也可提供用戶寬頻網路之使用，而過去提供通訊與網

際網路服務的電信服務廠商亦可以提供視訊服務，形成產業界線逐漸模糊的現象，彼

此之間的競爭也早已不是舊聞，且仍在持續發展當中。以臺灣的有線視訊市場來說，

有線電視系統商與中華電信隨選視訊(MOD)（以下稱電信電視）之間的競爭即為一
例；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20)統計，電信電視在臺灣的訂戶數呈現逐年成長的
趨勢，且於2019年底突破200萬戶的水準，達到208萬戶1

。

另外，臺灣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所面對的競爭不僅來自於電信電視的挑戰，同時

也面臨了其他網際網路視聽服務供應商(Over-The-Top，簡稱OTT)的競爭，例如：最
受臺灣觀眾受歡迎的「YouTube」、「愛奇藝臺灣站」、「LINE TV」、「Netflix」及
「LiTV」等2

；這些OTT的視訊服務供應商提供消費者「隨時想看什麼就看什麼」的
服務，不受播出時間與頻道的限制，逐漸地改變民眾的收視習慣；在美國，OTT視訊
的普及形成了有線電視的「剪線潮」，造成有線電視收視戶的大幅下降

3
；在臺灣，

雖然有線電視的剪線潮並不明顯，但是整體的有線電視訂戶數也呈現出逐年遞減的趨

勢，並於2019年第4季來到497.5萬戶，低於500萬戶，且因此OTT等新型態視訊服務的
興起，已成為有線電視系統商的主要競爭對手之一。

另外，對於臺灣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而言，由於政府對於有線電視系統經營區域管

制措施的改變，也增加彼此之間的競爭程度；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稱通傳會)於
2012年解除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禁止跨區經營的限制，開放新進業者以全數位化跨縣市
經營，公告有線廣播電視經營地區劃分及調整以及受理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業務，

調整有線電視經營區以直轄市、縣（市）為最小經營區域，市場由51區變更為縣市的

1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20)，「中華電信MOD用戶數」統計，最後瀏
覽日期：2020/09/19。

2 唐子晴，「OTT專法來了！法規5大重點、催生始末、台灣產業生態圖⋯懶人包一
次看」，數位時代，2020/07/29出刊，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8626/how-
to-regulate-ott-streaming-services-in-taiwan，最後瀏覽日期：2020/09/15。

3 鄭勝得，「美有線電視剪線潮洶湧」，工商時報，2017/09/14刊登，https://www.
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914000074-260203?chdtv，最後瀏覽日期：
2020/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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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區，並開放新進業者申請及原既有業者得變更跨區營業，希望因有線電視彼此之競
爭，提供高畫質節目及服務，並讓收視戶多了自主選購符合需求之有線電視

4
；經過多

年的發展，4個地區因跨區經營政策競爭更激烈，包括都會區的臺北市、新北市與高
雄市，以及非都會區的彰化縣；開放跨區經營的這些年來，這些區域中的有線電視系

統商每股盈餘逐漸地由正轉負，至2019年起普遍出現負值5
，顯見跨區經營之開放所形

成的競爭，對於這些地區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之經營帶來相當的壓力。

因此，以臺灣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而言，當前所面臨的競爭至少來自於電信電

視、OTT及其他跨區經營的業者等3個部份，由於這些視訊內容都是以數位的方式提
供，因此將其稱為數位視訊供應商也不為過；也由於市場環境的如此改變，有線電視

業者希望主管機關在管制措施上能夠有所調整，尤其是希望通傳會能拉齊OTT、電信
電視與有線電視之間的規管標準

6
；業者認為，有線電視產業呈現訂戶數持續流失，而

電信電視(中華電信MOD)、串流影音(OTT)則持續蓬勃，主要原因為「有線電視管制
嚴格」，尤其在數位匯流科技發展下，有線電視、電信電視、OTT都可視為「視訊供
應平臺」，但因為經營者的不同而在管制法令上有極大差異，造成有線電視業者在競

爭上的劣勢；其他諸如黨政軍投資條款、用戶市占1/3上限、經營區域限制、任何內容
或頻道異動都需要審核獲許可等等的規範，有線電視業者也認為是其無法與電信電視

及OTT公平競爭的限制7
，因此希望主管機關通傳會能夠鬆綁各項管制措施，避免因為

管制而造成本身競爭力的下降。

另外，2019年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Communications�Commission，簡稱
FCC)認定某些地區有線電視業者面臨「有效競爭」而解除價格管制的案例，也增加我
國有線電視業者對於前述各項管制措施解除的期待；2019年10月，美國FCC針對投票
表決通過，針對有線電視系統業者Charter於2018提出的請願，將電信市話業者(Local�
exchange�carrier，簡稱LEC)AT&T所提供的的視聽串流服務TV Now，以及其他類似
OTT視聽內容服務，認定與有線電視服務存在「有效競爭」(effective competition)；
而此一決議對美國有線電視業者來說，將影響美國有線電視系統基本費率管制措施

的解除；因為美國1992年《有線電視消費者保護與競爭法(Cable�Television�Consumer�

4 通傳會，「開放新進及跨區業者進入有線電視市場成效」，2020/07/29, https://
www.facebook.com/ncc.gov.tw/posts/1744206355813712/，最後瀏覽日期：
2020/09/19。

5 方文，「跨區經營殺成紅海、系統商績效滿江紅」，2019/11/25，https://www.
tdcpress.com/Article/Index/2485，最後瀏覽日期：2020/09/19。

6 陳世昌，「鄭俊卿獲選有線寬頻協會理事長！爭取有線電視、M O D、
OTT公平競爭」，東森新聞雲，2019/09/05出刊，https:/ /www.ettoday.net/
news/20190905/1529383.htm，最後瀏覽日期：2020/09/19。

7 同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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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and�Competition�Act�of�1992)》規定，當有線電視市場已達充分競爭時，有線
電視系統的基本費率管制措施也將隨之解除；而FCC的此項決議等於認定全美（包括
夏威夷等）32個有線電視經營地區應均已達到有效競爭的程度，因此FCC亦將取消基
本費率管制措施

8
。

如前所述，臺灣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面對著電信電視、OTT及跨區經營業者的同時
競爭，但是在收費上卻要面臨主管機關以「區域獨占業者」、「保護消費者」等思維

下的「基本頻道收視費用」價格管制，形成經營策略彈性不足的困境，進而影響其經

營財務，績效不佳的現況不過是呈現產業經營困境的一個面向；因此對於有線電視業

者所經營的視訊市場之競爭程度應該也要進一步地檢視，如果已經面臨相當程度的競

爭，或是像美國所說的有線電視市場達到「有效競爭」，那主管機關的管制措施應該

給予相對應地移除，給予業者在經營上更多彈性；至於如何衡量我國有線電視市場是

否已經達到「有效競爭」程度，實為一重要的研究課題。

然而在研究此一課題之前，卻面臨一個重要的假設性前提：有線電視系統商與電

信電視處於同一個市場範圍；根據前述美國FCC對於有線電視市場面臨有效競爭的裁
決，其已將OTT與有線電視系統商視為相同市場上的廠商，才有有效競爭裁決的可能
性；同樣的，如果我國也要認定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處於有效競爭的環境，則前提要證

明，其與電信電視及OTT等處於同一市場；不過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OTT之間視為相
同市場範圍較無疑慮，可以美國FCC的裁決最作為判斷基礎；但是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與電信電視之間是否處於同一市場範圍，目前並沒有相關案例可尋；由於我國目前對

於電信電視業者與有線電視業者的規範法源不同而將之視為不同的市場，因此有線電

視系統業者才會提出拉齊與電信電視相同管制規範的要求，甚至提出解除地理市場1/3
市場占有率的公平交易法獨占限制；但實際上，若無法證明電信電視與有線電視處於

同一個市場，並在同一市場範圍的前提下證明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是否已經處於有效競

爭的市場環境，那這些改變管制架構或是管制解除的要求都不太可能；而為了解決此

一困境，在研究有線電視市場是否已經面臨有效競爭之前，應先討論有線電視與電信

電視是否為同一市場上的競爭性產品。

由於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所面臨的3項競爭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臺灣總體視
訊市場的競爭，為全部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電信電視與OTT之間的競爭，競爭的範圍
是全國整體的視訊市場；另一個則是地理區域內的地區性市場競爭，為不同有線電視

系統業者之間的競爭；因此在討論有線電視產業是否面臨有效競爭時，我們將從全國

市場與區域市場這兩個層面來討論；而就前者而言，由於我國並沒有OTT相關訂戶數

8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2019)，「FCC表決通過，認定OTT視聽串流服務是有線電
視系統的有效競爭者」，https://intlfocus.ncc.gov.tw/xcdoc/cont?xsmsid=0J210565885
111070723&sid=0J360361456475741517&sq=，最後瀏覽日期：2020/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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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計資料，但是電訊電視部分則有相關訂戶數的統計可作為分析之用，因此其與有

線電視總訂戶數之間的關係來討論總體視訊市場的競爭程度；而在地理市場部分，由

於我國有各區域內不同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訂戶數的統計，因此可以利用此一資料來檢

驗各地理區域的產業內競爭程度；希望在雙重市場的檢驗下，以說明當前我國視訊市

場是否已經達到有效競爭。

最後，本研究從消費者的角度將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電信電視視為同一市場上

的競爭對手，但在現行法規上卻將兩者視為不同的視訊服務供應的業者，進而影響到

我國視訊市場競爭程度的評估與產業管制及競爭政策的執行，因此將兩者是否視為同

一產業將是一個重要的議題，若將兩種服務視為同一收訊市場，除了解決兩產業間長

期以來的爭議外，也期望透過有效競爭程度的分析，進一步解除對有線電視業者的管

制措施，降低主管機關的行政成本。本研究後續內容為：第2節討論市場範圍界定與
「有效競爭」的衡量方式；第3節實證研究分析，分為總體視訊市場與地理區域視訊
市場兩個面向，並應用美國FCC針對有線電視地理市場「有效競爭」的認定原則，說
明兩者是否為同一市場所具備的管制意義。第4節利用過去天然氣與液化石油氣是否
為同一市場的案例，討論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是否在同一市場的認定；第5節則為本
文的結論。

二、市場範圍界定與有效競爭的衡量

（一）市場範圍界定之衡量

為了衡量我國的視訊市場是否已經處於有效競爭，因此需要先行驗證我國視訊市

場包含的產業/產品為何，才能夠近一步分析市場的競爭狀況，因此本小節將討論市場
範圍之界定方法。

在競爭法/反托拉斯法的領域中，之所以會討論市場範圍的界定，主要是因為結合
案中常涉及市場占有率與市場力量的計算，而市場範圍所界定的「相關市場」則是影

響這些指標高低的重要元素，因此對競爭法來說，市場範圍界定的衡量方式一直是重

要的課題，太大或太小的相關市場對於結合案的結果可能造成天壤之別的差異，因此

學界與各國執法單位對於此一課題皆非常重視。

不過，市場範圍界定的衡量方式其實已經有相當討論，以我國而言，公平交易

委員會(下稱公平會)2018年的委託案已經針對各項市場範圍的界定方式進行深入的討
論，不僅深入各項衡量方式背後的經濟學理，也整理了曾經應用的各項案例與實證研

究，並點出各項衡量方式的優缺點；該研究報告主要介紹3個常用的市場界定方法：
假設性獨占檢驗法、自然實驗法與模式分析法；其認為，假設性獨占檢驗法，理論

最完整，執行方法最不僵固，但需要嚴謹的確認資料適合以及估計的過程得當；而

能使用自然實驗法判別相關市場的機會可遇不可求，須剛好有適當的事件發生以及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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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資料方能對相關市場進行推斷；最後，模式分析法對價格資料需求相對較易，但

也必須有足夠的證據能夠排除價格的共同變化源於成本或市場結構的共同變化；而

Nevo(2015)也指出，由於經濟學對歐盟競爭政策的影響越來越提昇，因此針對相關市
場範圍界定的各項方法加以整理，儘管其認為產業經濟學與競爭法之間仍缺乏統合；

American�Bar�Association(2012)�針對反托拉斯中與市場範圍界定有關案例進行全面的
分析，其指出，市場界定為反托拉斯案例的核心問題，因為其決定了市場力量的存在

與否；該書詳述各項相關市場範圍界定的實務性指南，並透過不同的產業案例來說明

市場範圍界定方法的應用。

由於上述文獻已經對各項相關市場範圍界定的理論與實務案例加以整理，因此本

研究將不再贅述，以下將以公平會(2018)的內容說明美國競爭政策執法當局於 2010 年
提出的「水平結合處理原則」(Horizontal�Merger�Guideline)�中提供的「假設性獨占者
測試」(hypothetical�monopoly�test，簡稱HMT)做為協助界定相關市場範圍的方法稍加
說明。

（二）假設性獨占者測試架構

美國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相關市場範圍的界定方法中，針對候選的相關市場認

定，必須滿足「假設性獨占者測試」與「最小市場範圍原則」(the� smallest�market�
principle)；在運用 HMT 時，先採用一定範圍的相關產品或服務在特定地理區域作為
假設性獨占者的市場範圍，後假設這些獨占者具有「微小、但是顯著、且非暫時性的

價格提昇」(small,�but�significant,�non-transitory�increase�in�price，簡稱SSNIP)能力，即
假設其中某產品 (或服務)，或所有產品 (或服務) 的價格，在非短暫的期間內 (一年、
或兩年)，持續的保持某一小額的增幅(一般設定為 5% 或 10%)；對於廠商而言，此一
價格變動勢必對於廠商的利潤造成影響，因此最後檢視該假設性獨占者利潤的可能變

化來逐步擴大或縮小此一假設性市場，最後推定出最小的反壟斷市場的範圍(公平會, 
2018)。 

公平會(2018)指出，「臨界損失法」(critical� loss�analysis)�為 HMT-SSNIP 架構中
最常被運用的工具，在操作上，使用者僅需依據假設性獨占者的產品 (或服務) 市場
與市場所在的特定地理區域，推算價格上升特定幅度下「利潤變化為零的銷售量變化

率」，將之稱為「臨界損失」(critical� loss)，而後估計該相關市場在相同價格變化幅
度下「實際的銷售量變化率」，並稱之為「實際損失」(actual� loss)；最後進行臨界損
失與實際損失的比較，如估算後的實際損失大於臨界損失，則進一步擴大候選市場或

地理區域，並重複上述過程，直到所加入的候選市場後的「實際損失」小於「臨界損

失」為止，因此可決定出最少產品 (或服務) 種類的集合與最小地理區域。
雖然「臨界損失法」簡單易懂且易於取得資料，但�Hüschelrath�(2009)指出，此一

界定相關市場的方法在理論上雖然簡單，但是在執行時並非易於上手，過去的執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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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顯示，「臨界損失法」在需求函數、成本函數、產品同質，與/或市場結構上都有假
設過於嚴格的可能，讓所蒐集的的資料有可能在計算各項指標時讓其所具備的證據力

受到質疑，儘管如此，HMT-SSNIP 仍為目前美國與歐盟的反托拉斯執法單位中常用
之市場範圍界定方法。

（三）以「合理可替代性」角度看相關市場

另外，公平會(2015)也曾頒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
來說明公平會如何界定相關市場；其先在第2條的名詞定義中說明「相關市場」為
「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並定義「產品市場」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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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定義「地理市場」為「事業提供之特定商品或服務，交易相對人可以很容

易地選擇或轉換其他交易對象之區域範圍」；而後在第3條指出，公平會在審酌相關
市場時，「需求替代」主要審酌之事項，「並得視商品或服務特性考量供給替代」，

顯見公平會在考量相關市場的界定時，產品或服務的「替代性」為主要的考量。

基於這些替代性的考量，因此該原則在第6條特別點出其進行市場界定時，「將
審酌案關商品或服務及地理區域與其他商品或服務及地理區域間是否具有合理可替代

性，並得運用交叉彈性檢測法及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界定相關市場」，點出主要的衡

量依據為「產品或服務間的合理替代性」，並以後面的兩種方法作為相關市場界定的

輔助方法；該原則隨後於第7條定義「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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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主要判定依據，說明判定兩商品或服務

是否處於同一市場的面向其實包括了產品的「功能、特性、用途、價格或競爭之地理

區域」，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最後，該原則則在第8條針對「交叉彈性檢測法」與
第9條針對「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進行詳細的說明。

綜上所述，若要檢視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等視訊服務是否為同一市場，可根據公

平會的「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為出發點，透過此原則中對於「合理可替代性」

的各項判定面向做為基本的評估，若有所不足時，可進一步利用「交叉彈性檢測法」

與「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進行市場範圍檢測，以作為輔助的方法；不過，後兩者的

分析法皆需要先取得商品或服務的價格與銷售量的資料才有辦法進行檢測。

（四）「有效競爭」（effective competition）的衡量
我們在前言中提及，2019年美國 FCC認定某些地區有線電視業者面臨「有效競

爭」而解除價格管制的案例，也增加我國有線電視業者對於前述各項管制措施解除的

期待；關鍵的問題是，市場競爭必須到達何種程度時，才可能達到有效競爭？莊春發

(2020)根據美國有線電視市場解除費率管制的歷史，認為有線電視市場一旦達到「有
效競爭」時，主管機關應對於費率的管制放手，尊重市場上買賣雙方的交易自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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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在市場上選擇適當的交易對象。

其指出，美國進行有線電視費率的解除管制，即以有效競爭為準則，做為是否

給予費率管制解除的依據，但其準則隨著時間的更迭有所變動，分別有1984年準則、
1988年準則與1991年準則。現分述如下：
1.1984年「有線電視傳播法」的「有效競爭」原則

只要有線電視系統在經營區內，能接收到3個(或以上)B等級的無線電視頻道的訊
號，即屬處於有效競爭。其中，B等級訊號係指在該區內50%的地域在90%的時間可以
收視到訊號。實施後結果有96.5%的有線電視系統、99%的有線電視收視戶，均豁免
於費率管制。

2.1984年有線電視傳播法―1988年規則
只要有線電視系統在經營區內，能接收到3個(或以上)B等級的無線電視頻道的訊

號，即屬處於有效競爭。B等級訊號係指在該區內50%的地域在100%的時間可以收視
到訊號。實施後結果有97%的有線電視系統不受費率管制。 
3.1984年有線電視傳播法―1991年規則

有以下情況之一者，即屬符合有效競爭：

(1)有線電視在其經營區內能接收到6個無線電視頻道的訊號。
(2) 有線電視在經營區內，有另一個多頻道提供者遍佈50%的地域，並至少有10%以上
的訂戶率。

1991年的規則實施後，有18%收視戶地區不符合規範需進行費率管制。
4.2018年的美國FCC的年度競爭報告
(1)新進視訊服務廠商覆蓋率超過該特許區域市場的50％以上，
(2)最大廠商外的其他視訊服務供應商市場占有率達15％以上。

而2018年美國FCC的年度競爭報告的有效競爭衡量方式中，「新進視訊服務廠
商及其他視訊服務供應商」並不限於多頻道影音節目內容遞送商（Multichannel�Video�
Programming�Distributor，簡稱MVPD），即有線電視系統商。雖然此一有線電視市場
「有效競爭」的處理原則，主要是根據有線電視的經營區域市場來界定，因此屬於個

別經營上的競爭程度分析，而我國的有線電視市場也有進行經營區域的劃分，應可適

合當地應用；但是FCC的「新進視訊服務廠商及其他視訊服務供應商」已經不限於其
他有線電視系統商而已，而是將其他的視訊服務廠商也加以納入，所以才會在2019年
認定美國有線電視受到OTT的有效競爭而解除價格管制；而在臺灣，由於「新進視訊
服務廠商及其他視訊服務供應商」的OTT市場需求資料不容易取得，只有電信電視的
訂戶數資料可以取得，若依照美國FCC的有效競爭準則，則應將電信電視訂戶數資料
計入有線電視的市場競爭程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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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證研究分析

（一）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是否為同一視訊市場

傳統產業經濟學的「相關市場」範圍界定同時考慮產品市場與地理市場，因此在

討論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是否為同一視訊市場時，也應該從這兩個面向來討論。

1. 地理市場觀點
首先就地理市場來說，根據維基百科的內容，臺灣的電信電視是由中華電信所推

出的「中華電信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Multimedia�on�Demand�of�Chunghwa�Telecom)
所經營，是中華電信推出的隨選視訊的多媒體平臺（IPTV服務），一般將之稱為「中
華電信MOD」（CHT MOD）；該服務透過中華電信的寬頻網路將各種影音資訊傳至
機上盒，之後再轉到電視機上播放，2020年7月時提供205組頻道，其中包含194組HD
頻道，收視戶數達208萬戶。中華電信MOD的適用法律是《電信法》與《固定通信業
務管理規則》，不適用《有線廣播電視法》，因此不適用臺灣無線電視五大臺（臺

視、中視、華視、民視、公視）節目強制授權的規定；另外，也因為其不受《有線廣

播電視法》之規定，其經營的地理區域為我國全部區域，並不像有線電視產業一樣受

到經營區域的限制，換句話說，若是以地理市場而言，電信電視的地理市場為全臺

灣。

而就臺灣有線電視產業來說，目前全國有線電視系統商總共有54家，分屬於凱擘
集團(共12家)、中嘉集團(共12家)、台灣寬頻(共4家)、台固集團(共5家)、台灣數位光
訊(共6家)及獨立系統(共25家)；至2020年第二季為止，全國總訂戶數為4,914,724戶，
普及率為55.38%；由於政府管制措施的改變，於2012年對有線電視的市場經營區進行
調整，將原有的51區經營區限縮為22個經營區，企圖藉由擴大有線電視經營市場範圍
的手段，並允許業者跨區經營，以增加特定市場參與競爭廠商的數量，希望經此變革

之後，擴大市場範圍後的區內廠商能夠彼此競爭，以提升有線電視市場的競爭程度；

至目前為止，有線電視跨區經營政策讓臺北市、新北市、高雄市及彰化縣的有線電視

系統商產生激烈競爭。

綜上所述，有線電視的經營區域具有區域限制，但是中華電信MOD的電信電視
卻是以全臺灣為地理上的經營範圍，兩者的比較基準不同，因此無法從地理市場的概

念來分析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是否為同一相關市場；過去有許多討論有線電視與電信

電視是否為同一相關市場的研究，但是這些研究並未考慮到兩產業在經營區域上的地

理差異，直接以臺灣整體市場作為研究對象，並據此得出在某些價格變動的條件下，

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應屬於同一相關市場的結論；例如：台灣經濟研究院(2020)的
「有線電視與中華電信MOD替代性分析」、台灣經濟研究院(2017)的「數位匯流下視
訊服務市場界定及有線電視監理議題之研究」、賴祥蔚(2014)的「電視平臺之市場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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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 MOD 與有線電視為例」等皆是將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視為同一地理市場的前
提下所得到的推論。

2. HMT-SSNIP
由於我國並未針對有線電視經營區域內進行電信電視的相關統計，因此並無法利

用HMT-SSNIP來分析各區域內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之間是否為同一相關市場；由於此
一限制，本研究將延續前小節的討論，以整個臺灣為地理市場上的分析範圍，利用文

獻回顧的方式來說明兩者是否為同一市場。

根據本研究整理，賴祥蔚(2014)、公平會(2016)、台灣經濟研究院(2018)及台灣經
濟研究院(2020)等，皆為利用HMT-SSNIP來針對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的市場界定進行
檢測，而莊春發(2014)則是利用迴歸分析說明兩者在最終總體需求上具有替代關係，
以下將分別說明之；首先，賴祥蔚(2014)參考美國與歐盟所採用的SSNIP測量原則，
以需求彈性之弧彈性中間點公式概念，以量化問卷的方式取得消費者的數據，以計算

兩視訊服務間的需求替代彈性，其研究結果發現，由於兩者價格變動所產生的需求

彈性皆為正，因此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處於相關市場；而公平會(2016)主要目的為了
解民眾收視行為，是否因網路產業的發展，對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產生不同的選擇

進行測量，並進一步分析是否可將之劃為同一市場，也作為制定或修改維護交易秩序

與公平競爭等相關法規之參考依據；其透過分層隨機抽樣的問卷方式，調查消費者各

項收視行為之相關資料，其後根據臨界損失法也判斷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構成相關市

場；台灣經濟研究院(2018)則是針對有線電視、電信電視(中華電信MOD)和付費網路
視聽平臺(OTT)的價格上漲後消費者之消費選擇決策進行分析，數據來源也是透過問
卷調查整理；透過HMT-SSNIP 的應用，以臨界損失大於實際損失為市場界定之判斷
標準，認為在個別單一產品市場界定的情況下，不論有線電視、電信電視或付費網路

視聽平臺結果均無法單獨界定出相關市場；但是若將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當作同一市

場時，則臨界損施將大於實際損失，顯示兩者為相關市場；最後，台灣經濟研究院

(2020)亦針對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是否為同一相關市場進行分析，其利用問卷設計的
方式蒐集消費者對於兩種視訊服務需求在各方面的評價，並針對價格變動下的消費行

為進行討論；在HMT-SSNIP 的應用下，該研究的結論與台灣經濟研究院(2018)相同，
認為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應視為同一相關市場。

除了HMT-SSNIP 的應用外，莊春發(2016)則透過統計分析，探討電信產業與有
線電視產業的數位匯流情形；文中雖然沒有直接涉及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之間相關市

場範圍的界定，但是其從長期曲線的觀察發現，兩者總和的整體收視戶呈現增加的跡

象，且總收視戶已接近戶政機關的總收視戶，顯示視訊市場已接近飽和；而在2011年
以前，電信電視與有線電視收視戶長期呈現上升的趨勢，儘管後來電信電視的收視戶

持續成長，而有線電視收視戶出現些微下降的現象，但是否為兩者相互影響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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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則需要進一步檢視，在量化迴歸統計分析發現，若資料觀察點到2015年第2季，
則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在全國的視訊市場上存在替代關係。

綜上所述，若是以臺灣國內為地理市場，則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屬於同一相關產

品市場應該是可以肯定的；問題是，這樣的總體資料分析結果，是否可以拿來作為分

析各個有線電視經營區域的市場特性呢？其中是否會發生「分割推理謬誤」(Fallacy�of�
Division)？也就是說，在經濟分析的過程中，雖然證明兩種視訊服務在國家地理區域
內為同一相關市場，但是在有線電視個別經營區域來說，消費者是否也是如此看待兩

種視訊服務嗎？

3. 整體市場需求替代性分析
為了進一步討論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在總體需求之間的關係，我們以2004年第4

季到2020年第2季兩視訊服務的總訂戶數的變化，透過迴歸分析來討論兩者之間的替
代關係是否存在。

圖1 臺灣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總體訂戶數統計：2004Q4-2020Q1

圖1為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在此一研究期間的總定戶數曲線，我們可以發現，在
2011年以前，兩者的訂戶數都是逐漸上升的，因此在此段期間兩者間是不存在替代關
係的；而從2012年開始，電信電視的總訂戶數依然維持穩定的上漲趨勢，並於2017年
之後出現明顯的增加趨勢；但是同段期間有線電視的總訂戶數則出現先衰退的情形，

到了2015年時總訂戶數才又開始增加，但是到了2017年時又出現較為明顯的下降趨
勢，並於2019年第3季時開始低於500萬戶，顯見有線電視總體市場需求在2012年之後
開始出現瓶頸。其中2017年是為兩者市場總訂戶數變化方向相反且較為明顯的一年，
主要原因是中華電信2017年採取低價行銷策略，以「寬頻上網+MOD 平臺之套裝組合
優惠」，讓其用戶於2017年第4季突破160萬戶，而且到了2019年還增加48萬用戶；不
過此一策略是否顯著地影響有線電視總訂戶數的下降，仍需要進一步的檢視。

為了進一步檢視兩視訊服務總體需求之間是否存在替代關係，我們透過迴歸分析

來進行；由於兩視訊服務的總體資料皆為時間序列，因此在進行迴歸分析前，需先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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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其是否為定態序列(stationary�series)，表1為檢驗結果；檢定結果顯示，如果是原始
的總體需求數據，則兩種視訊服務的序列皆非定態序列，但是在1階差分之後就可變
為定態序列，因此以下的分析將以1階差分後的序列來進行分析，而差分後的序列則
以圖2來呈現；從圖2的曲線來看，兩種視訊服務在2011年第1季以前大部分的差分大
於0，換句話說，此段期間兩種視訊服務的總訂戶數大部分是呈現成長的；但是從此
之後到2014年第3季以前，有線電視的總訂戶數則出現一段相當長時間的衰退，但同
一期間電信電視的總訂戶數依然維持相當程度的成長；而在2014年第3季到2017年第2
季之間，兩者再次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而且有線電視的總訂戶數成長比電信電視來

得高；在此之後，電信電視的總訂戶數因為經營策略的關係而出現大幅度的成長，同

一期間有線電視則持續出現衰減的情形，可見中華電信此一策略算是相當成功。

表1 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總體訂戶數單根檢定

檢定方法

有線電視

Intercept�and�Trend
電信電視（MOD）

Intercept 

原始值 1階差分 原始值 1階差分

Augmented�Dickey-Fuller 0.9484 0.0276** 0.8255 0.0289**

Phillips-Perron� 0.9666 0.0225** 0.9544 0.0231**

說明：*代表達到90％顯著水準，**表示達到95％顯著水準。

圖2 臺灣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總體訂戶數差分後統計：2004Q4-2020Q1

另外，我們進一步對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總訂戶數差分後的結果進行自我相

關函數(autocorrelation� function，簡稱ACF)與偏自我相關函數(partial�autocorrelation�
function，簡稱PACF)的觀察，我們將之呈現於圖3中；根據圖3我們發現，兩差分序
列在自我相關的部份皆出現「正向而遞減」的情形，顯示兩者皆有正的自我相關；其

次，兩序列的偏自我相關都只有在一期的情形下顯著，因此兩者皆符合1階自我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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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correlation(1),�AR(1))的模型特徵，因此在迴歸分析時，應該將各應變數的落後一
期放入解釋變數中。

(A)有線電視差分序列���(B)電信電視差分序列

圖3 臺灣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總體訂戶數差分後之ACF及PACF統計

表2 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總體訂戶數差分序列迴歸分析

變數名稱

電信電視差分對有線電視差分迴歸
有線電視差分對電信電

視差分迴歸

所有期間 2014Q1～2020Q1 所有期間

係數 t值 係數 t值 係數 t值

常數項 9254.92** 2.3780 6454.78** 2.2131 8342.95 1.3704

應變數 
落後期

0.6259** 6.4682 0.7707** 8.5305 0.6681** 6.2372

對應變數 -0.1347* -1.9431 -0.1048** -2.4376 0.0124 0.0813

中華電信

2017策略 -12638.02* -1.7965 -9344.16** -2.0454 11193.82 1.0898

奧運 
轉播年

5610.87 0.9297 783.55 0.1464 2348.24 0.2635

R平方 0.6345 0.9268 0.5176

說明：*代表達到90％顯著水準，**表示達到95％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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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分別以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總體訂戶數差分序列來討論兩者之間的需

求替代關係；我們的假說如下：如果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具有需求替代性，則將任何

一方作為另一方解釋變數時之迴歸係數將顯著地為負，因此我們至少有兩條迴歸式，

一條是電信電視差分對有線電視差分迴歸，另一條是有線電視差分對電信電視差分迴

歸；不過我們針對前者增加一條以2014年第1季到2020年第1季的迴歸式，以了解此段
期間電信電視差分對有線電視差分的影響是否更為顯著；此外，我們也將2017年以後
的時間設立虛擬變數，以討論中華電信的促銷策略是否對有線電視需求變化造成影

響；最後，我們也將奧運舉行的年度作為虛擬變數，因為電信電視通常在奧運舉辦時

取得各項高畫質比賽的轉播權，可能因此吸引更多消費者訂閱其視訊服務，因此將之

納入模型中；各迴歸式的結果列於表2中。
從表2的結果發現，電信電視差分對有線電視差分的迴歸係數顯著為負，表示支

持我們的假說；但是有線電視差分對電信電視差分的迴歸係數為正，雖然不顯著，顯

示迴歸結果並未支持我們的假說；換句話說，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之間的替代性是不

對稱的，而且是單向的，兩者的需求替代性只存在電信電視對有線電視的總體需求影

響，但是不存在有線電視對電信電視的總體需求；其次，我們發現，電信電視於2017
年之後的促銷策略的確對有線電視總體需求造成負面且顯著的影響，顯示以一策略的

確對有線電視的總體需求造成顯著的傷害；最後，奧運轉播對於兩者總體需求影響皆

為正向，但是並不顯著，顯示奧運轉播並不會對兩種視訊服務的總體需求造成顯著的

變化，可能的原因是其舉行期間相當短暫，而視訊服務的訂閱則是一種長期契約，因

此對於兩視訊總體需求不會造成顯著的變化。

根據我們的迴歸結果，兩種視訊服務之間只存在電信電視對有線電視總體需求的

單向替代關係，並不存在彼此之間的相互替代的關係，因此是否可以將兩種視訊服務

視為同一相關市場，則本研究認為有待進一步的釐清。

（二）有線電視經營區域「有效競爭」之實證

本小節將討論有線電視特許經營區域的有效競爭程度，如前所述，2018年的美
國FCC的年度競爭報告表示，若一特許區域市場中（1）新進視訊服務廠商覆蓋率超
過該特許區域市場的50％以上，（2）最大廠商外的其他視訊服務供應商市場占有率
達15％以上，則此一特許區域市場已達有效競爭的程度，因此應解除價格管制；而
FCC的報告中更將新進視訊服務廠商及其他視訊服務供應商並非僅限於有線電視系統
供應商而已，也包括了OTT及電信電視等視訊服務；由於臺灣有線電視視訊服務為區
域特許事業，雖然在2014年開放新進業者進入或既有業者跨區經營，但是截至目前為
止則僅有臺北市、新北市、彰化縣及高雄市等縣市有新的系統業者進入市場中，因此

根據通傳會的統計資料，我們僅能計算新的系統業者進入這些特許區域市場後是否達

到2018年美國FCC所提出的「有效競爭」判定準則；至於電信電視與OTT等新興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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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統計部份，電信電視有全國性統計，沒有與有線電視對應之特許區域市場之統

計，而OTT部份則是完全沒有統計，因此並無法像美國FCC一樣直接將這些新興視訊
服務的市場占有率納入分析中。

因此，在分析有線電視經營區域的有效競爭時，本研究將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

是以NCC的統計資料為基礎，單純計算有線電視特許經營區域中真的有新進業者進入
的有效競爭分析；第二個部份則是利用NCC統計的全國電信電視總訂戶數，依據各縣
市的家戶數比例來計算各縣市電信電視訂戶數，將電信電視視為新進的視訊服務，並

依據FCC的準則來分析臺灣有多少有線電視經營區域是否達到有效競爭的程度。
1. 有新進業者進入的有線電視特許區域

根據NCC的統計，臺灣有線電視在調整成以各縣市行政區為特許區域之後，總共
有4個市場有新進業者進入，其分別為：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彰化縣、及高雄
市；因此我們將計算這些縣市中有線電視新進廠商的覆蓋率與市場占有率（以行政戶

數為計算標準），以利我們比較其是否已經達成有效競爭的程度，我們將計算結果列

於表3。而根據表3所示，若是以新進廠商的覆蓋率來看，除了高雄市外，其他各縣市
新進廠商的總覆蓋率皆達50％以上，也就是FCC市場有效競爭準則的第1條；然而在
計算市場占有率時，我們發現新進業者的市場占有率皆未達15%，因此這5個區域市場
都尚未達到有效競爭的程度。

表3 新進業者進入之區域及其覆蓋率與市占率(2020年第2季)

區域市場 行政戶數 覆蓋戶數 訂戶數 覆蓋率 占有率

臺北市 1,060,320 980,079 94,287 92.43% 8.89%

新北市 1,594,111 1,913,724 233,509 120.05%� 14.65%

臺中市 993,132 539,521 34 54.33% 0.0034%

彰化縣 394,507 203,081 30,442 51.48% 7.72%

高雄市 1,113,881 370,762 37,814 33.29% 3.392%

資料來源：通傳會「109年第2季各行政區裝設數位機上盒普及率」，本研究整理。

說明：*表示新進業者間有可能在相同的地區進行競爭。

2. 加入電信電視後的有線電視區域市場
本小節討論將電信電視總訂戶數依據各縣市的行政戶數比例來分配到各縣市中，

並與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彰化縣及高雄市的有線電視新進廠商的訂戶數加總，

而成為包含兩種新進廠商訂戶數；而新進廠商的覆蓋戶數部份，由於電信電視隨著寬

頻網路可以進入到臺灣的各家各戶中，因此我們認為其覆蓋戶數即為各縣市的行政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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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之後再與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彰化縣及高雄市的有線電視新進廠商的覆蓋

戶數加總，成為總的覆蓋戶數；最後，將加總後的覆蓋戶數與訂戶數除以行政戶數，

即可得到新進廠商覆蓋率與占有率，我們將計算結果列於表4中。根據表4的結果，我
們發現有線電視現有各經營區域的新進廠商覆蓋率皆達100％以上，超過美國FCC的
50％門檻；此外，新進廠商在各地區的市場占有率也都達到23.51％以上，也超過美國
FCC所規範的15％下限；因此，若將電信電視與有線電視視為同一相關市場，則目前
臺灣各有線電視經營區域階已經達到FCC所定義的有效競爭程度，在有線電視的價格
管制上應該予以解除。

表4 將電信電視視為視訊服務新進廠商在有線電視經營區域之覆蓋率與占有率

區域市場 行政戶數 覆蓋戶數 訂戶數 覆蓋率 占有率

基隆市 155018 155018 36448 100.00% 23.51%

臺北市 1060320 2040399 343590 192.43% 32.40%

新北市 1594111 3507835 608317 220.05% 38.16%

桃園市 834453 834453 196197 100.00% 23.51%

新竹市 169186 169186 39779 100.00% 23.51%

新竹縣 202656 202656 47649 100.00% 23.51%

苗栗縣 192076 192076 45161 100.00% 23.51%

臺中市 993132 1532653 233540 154.33% 23.52%

南投縣 179226 179226 42140 100.00% 23.51%

彰化縣 394507 597588 123199 151.48% 31.23%

雲林縣 242888 242888 57108 100.00% 23.51%

嘉義市 100858 100858 23714 100.00% 23.51%

嘉義縣 184112 184112 43289 100.00% 23.51%

臺南市 699095 699095 164372 100.00% 23.51%

高雄市 1113881 1484643 299710 133.29% 26.91%

屏東縣 290649 290649 68338 100.00% 23.51%

臺東縣 83395 83395 19608 100.00% 23.51%

宜蘭縣 171495 171495 40322 100.00% 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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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127030 127030 29867 100.00% 23.51%

金門縣 41425 41425 9740 100.00% 23.51%

澎湖縣 41378 41378 9729 100.00% 23.51%

連江縣 3313 3313 779 100.00% 23.51%

資料來源：通傳會「109年第2季各行政區裝設數位機上盒普及率」，本研究整理。

不過，我們在此要特別強調，由於我國並未針對電信電視於各縣市的訂戶數統

計，因此我們只能夠依據各縣市行政戶數比例來加以推算，因此數據上並非準確；而

若要了解將電信電視計入新興業者(包含新興視訊服務)後真正的區域市場占有率，則
建議主管機關應針對有線電視各經營區域內的電信電視訂戶數加以蒐集。

四、公平會針對市場界定之經驗

根據上述實證結果發現，就全國總體資料而言，電信電視對有線電視的需求存

在替代效果，尤其是在2014年之後的效果更為顯著，但是有線電視對電信電視並沒有
明顯的替代效果，顯示兩者之間並不存在對稱的替代效果；因此，若要說兩者為同一

相關市場，則在總體的證據上仍稍嫌薄弱，儘管過去許多以問卷方式所進行的研究

認為兩者間其實應屬於同一相關市場；因此對於公平會而言，要認定兩者是否為同

一相關市場仍是一個未解的難題。在此，我們認為，公平會在2002年對液化石油氣
（Liquefied�Petroleum�Gas，簡稱LPG，又稱液化瓦斯或桶裝瓦斯）與天然氣（Natural�
Gas，簡稱NG，又稱導管瓦斯）的市場界定經驗，可以作為界定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
是否為同一相關市場的參考；這是因為液化石油氣於家庭能源之需求上，主要之競爭

商品為天然氣，就最終使用目的而言，二者是相同的，均提供家庭部門與工業部門的

熱能；而電信電視與有線電視對於「閱聽人的娛樂需求」來說，兩者均能提供視聽娛

樂的功能，就最終使用目的來說兩者也是相同的，因此LPG與NG的相關市場界定經驗
對於電信電視與有線電視是否為相關市場界定上有相當的參考性。

（一）過去LPG（液化石油氣）與NG（天然氣）的經驗解析
根據公平會處分書(公處字第091050號)的內容，我們知道當時家庭熱能主要來源

為LPG與NG，以使用戶數為計算基準，液化石油氣約占全部用戶之7成；天然瓦斯約
占全部用戶之3成（臺東、花蓮、宜蘭3縣市與離島之澎湖、金門、綠島、蘭嶼、馬祖
等地區並未使用天然瓦斯，且天然瓦斯的使用仍以都會地區及新社區為主）。

就家庭能源之需求上，LPG與NG在最終使用目的來說是相同的，均提供家庭部
門與工業部門的熱能，因此公平會認定兩者為競爭商品；但是公平會最後並未將其劃

分為同一相關產品市場，是因為公平會還考慮了以下諸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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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成分：比較兩者之屬性發現，其所含化學物質有相當的不同，LPG是丙烷和
丁烷組成，NG是甲烷。
1.安全性：NG之安全性較LPG高；
2.氣體重量：NG比空氣輕，但LPG比空氣重；
3. 一般交易習慣：NG係以導管運送，每月查表收費，LPG則以桶裝形式直接由工人運
送到家，而且現場直接收費，故二者之交易習慣似有很大不同；

4. 生產與轉換技術：LPG與NG不論於生產技術相似程度、廠商產能、轉換之可能性或
程度並不高，即使可能轉換在時間上也曠時耗日。

綜合上述，公平會將兩者認定無直接之競爭關係，認定為兩個互為獨立之市場。

而就LPG經銷階段的地理市場而言，「……北誼興係9家經銷商中，唯一得跨區
提氣之經銷商，其餘經銷商基於運距及運費考量，倘屬南部地區提氣之經銷商如欲在

北部地區銷售，技術上並無困難，但顯居於競爭劣勢，惟經銷商仍多會自行吸收運費

成本參與競爭，而有跨區售氣現象………，故係以全國作為經銷市場之界定範圍」，

因此公平會認定液化石油氣的地理市場為全國市場；此外，該處分書並未對於NG的
地理市場範圍進行界定，不過前面有提到，天然瓦斯約占全國家戶之3成，且當時臺
東、花蓮、宜蘭3縣市與離島之澎湖、金門、綠島、蘭嶼、馬祖等地區並未使用NG，
且NG的使用仍以都會地區及新社區為主，顯而易見地，NG仍被視為特定區域才有的
能源項目。

（二）當前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關係之分析

延續前一小節針對LPG與NG的討論，此兩者是臺灣家庭中最重要的熱能來源，
若是以視訊市場的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來看，兩者皆提供臺灣家戶的視聽娛樂來源。

儘管如此，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的傳輸技術上並沒有太大的差別，皆為數位的傳輸技

術；不過兩者在最終的視訊配送市場的經營區域上有很大的差別。有線電視以我國地

方政府行政區域劃分為22個經營區域，在經過向事業主管機關通傳會申請跨區經營
後，便可以進入其他行政區域經營，而電信電視雖然為中華電信所經營，但是其並沒

有經營區域的限制，是以全國為經營範圍，因此兩者在經營區域上的限制甚為明顯。

另外，如果我們從兩種視訊商品在交易內容(品質)、交易方式及交易價格等面向
來討論兩者時，我們發現二者仍有相當的差異，例如：電信電視有基本頻道的訂閱套

餐設計，價格為99元，訂戶可以收看20個頻道內容，而有線電視在開放分組定價後，
基本套餐價格約為500元上下，訂戶可以收看100個頻道，因此兩者在交易內容上有顯
著的不同；而就內容的品質，若是以新聞頻道數來衡量，有線電視基本頻道中可收看

10個新聞頻道，然而電視電視目前只有壹電視、民視及寰宇新聞等，因此從新聞頻道
的多寡來看，兩種視訊服務也有相當的距離；此外，電信電視的其他節目品質也可

能優於有線電視所提供的節目，因為其目前提供208個頻道，而包含高畫質電視和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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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度頻道就有190個以上，而有線電視在通傳會的要求下，在2019年底完成基本頻
道高畫質(HD化)的目標；最後，也最重要的是，電信電視提供消費者更大的選擇主
動權，客戶可自選電視頻道套餐收看外，還可以隨選影片隨選隨看，也可以讓消費者

有多樣化的包月影片選擇，而且訂閱者可以使用手機或平版電腦等應用軟體APP來觀
看，讓訂閱者可以隨處收看，換句話說，電信電視給予消費者更大的自由；不過，有

線電視的節目的播放與視訊接收方式與傳統的電視節目無異，訂閱者必須透過電視觀

看，播放內容依照各個頻道所安排的時間表來播放，而且無法透過手機或平版電腦等

應用軟體APP來觀看，閱聽人的自主性與選擇性相對低落；或許因為這樣，我們才會
發現（3.1節的實證結果），閱聽人在兩種視訊服務間的選擇上，主要是由有線電視流
向MOD，而較少看到由MOD流向有線電視；我們將兩者的比較整理在表5中。

表5 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在各項特性上的差異

面向 有線電視 電信電視

基本套餐
價格約為500元上下，訂戶可
以收看100個頻道

價格為99元，訂戶可以收看
20個頻道

基本頻道中新聞頻道數 
（內容）

可收看10個新聞頻道 只有壹電視、民視、及寰宇

新聞等

節目品質
2019年底完成基本頻道高畫
質(HD化)的目標

目前提供208個頻道，而包含
高畫質電視和4K解析度頻道
就有190個以上

消費者選擇主動權

節目的播放與視訊接收方式

與傳統的電視節目無異

播放內容依照各個頻道所安

排的時間表來播放

客戶可自選電視頻道套餐收

看外，還可以隨選影片隨選

隨看，也可以讓消費者有多

樣化的包月影片選擇

可觀看的設備

必須透過電視觀看

無法透過手機或平版電腦等

應用軟體APP來觀看

可以使用手機或平版電腦等

應用軟體APP來觀看，

可觀看的地點 家中 訂閱者可以隨處收看

消費者自由度 較低 較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公平會在「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第7點明訂，認定兩
商品是否為同一相關市場時，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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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主要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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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也就是說，除了在價格的因素之外，其實應該把兩商品的特性進行完整性的討

論；而這樣的討論，我們也發現公平會曾將之落實於PLG與NG的相關市場界定案例
中；因此，儘管過去有許多的調查研究認為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應屬於同一個相關市

場，但是若進一步考慮兩者的諸多特性、經營區域與視訊品質差異時，則將兩種視訊

服務視為同一相關市場的觀點可能要需要稍作保留。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整理了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是否屬於同一相關市場的實證文獻，也利用兩

者的總體需求時間序列資料來進行兩市場是否彼此顯著地相互替代，進一步檢驗兩者

是否真的處於同一相關市場，並且檢驗如果兩者為同一相關市場時，則根據美國FCC
的條件，各縣市有線電視市場是否處於有效競爭；研究結果顯示，過去針對我國有線

電視與電信電視是否屬於同一相關市場的實證文獻，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加以統計

後，皆支持兩者為同一相關市場的結論；其次，本研究在檢驗兩市場是否彼此顯著地

相互替代時，先進行兩序列的定性檢定，結果發現原始序列皆不具序列定性，因此在

取差分後才具有序列定性；而後分析差分序列是否具有自我相關的情形，根據ACF及
PACF的圖形，我們發現兩者具有一階自我相關，因此在實證模型上採用AR（1）的實
證模型；實證結果發現，有線電視對電信電視並沒有顯著的替代關係，但是電信電視

卻對有線電視有顯著的替代關係，尤其是在2014年之後更是如此，因此兩者的替代關
係並不對稱；最後，由於有線電視在開放系統業者跨區經營之後，臺北市、新北市、

臺中市及彰化縣等的新進業者雖然在覆蓋率在50％以上，高雄市的新進業者普及率仍
未達此一標準，而在市場占有率方面更是沒有一縣市的新進業者達到15％，因此這5
個行政區域市場都尚未達到有效競爭的程度；不過，若將電信電視也計入計算，則全

部的行政區域皆達到新進業者覆蓋率50％，且市場占有率達15％的標準，因此若以美
國FCC的標準，則我國各縣市有線電視皆已經達到有效競爭的程度。

 上述討論包含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是否為同一相關市場、以及有線電視行政區域
內的市場是否已經達到有效競爭兩個面向，由於兩者前後相關，因為一旦認定兩者處

於同一相關市場，則後面的有效競爭的衡量也就跟著明確，更影響後續的事業主管機

關管制政策執行，因此競爭法機關對於兩者是否為同一相關市場的衡量甚為重要；畢

竟，如果兩者同為相關市場，則在計算有線電視的市場占有率時，由於將電信電視的

訂戶數計入，若既有業者在行政區域市場的占有率低於1/3時，則事業主管機關通傳會
應該針對該區域解除管制，讓該地區的視訊市場迴歸市場交易，全面降低管制成本；

反之，若公平會認定兩者並非在同一市場，則各縣市單一有線電視系統市場占有率則

無可能低於1/3的門檻，因此通傳會解除現有的價格與結構管制其實並無可能；因此，
我們從公平會針對液化石油氣與天然氣是否為相關市場的判決經驗中發現，公平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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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兩商品是否處於同一相關市場時，其實並非只有考慮需求替代性而已，也考慮到

商品的供給替代性及商品性質等因素；延續這樣的政策脈絡，我們認為在電信電視與

有線電視的相關市場判定時，也應該考量這些特性，因此並不建議兩者處於同一個相

關市場；而根據這樣的界定結果，則當前我國各行政區域的有線電視市場要達到有效

競爭程度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更別論期待通傳會移除當前對其各項的管制措施。

 最後，本研究所取得的實證資料為通傳會公布的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的全國性季
度統計，因此實證結果僅適合於分析全國市場，也就是說，從地理市場的角度而言，

本研究的實證模型已經以全國的視訊市場為分析範圍；但是有線電視的管制屬為分區

管制，因此將全國地理市場的實證結果直接應用於個別行政區域市場上，則可能產生

分割推理謬誤；換句話說，若要分析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在各區域市場的替代程度

時，其實應該運用各縣市的資料來進行個別分析較為合適，如此才比較符合當前我國

有線電視分區管制的精神；不過目前事業主管機關通傳會僅針對有線電視產業各行政

區域市場進行訂戶數的統計，但是在電信電視方面則沒有此方面的統計資料釋出，因

此無法進一步分析各縣市視訊市場的實際替代(競爭)狀態，甚為可惜；在此建議通傳
會針對此一部分的資料加以蒐集並公布，讓競爭法機關在衡量各地區視訊市場的競爭

狀態時能有更為明確而可用的數據；甚且，若有可能，則進一步將各縣市OTT的使用
者戶數加以統計，則對於視訊市場競爭狀態的分析將更為充分；其次，由於我國有線

電視的管制以行政區域市場為主，未來若認定該地理市場中電信電視及OTT對於有線
電視產生有效競爭（前提是處於同一相關產品市場），則在事業主管機關的管制措施

上，則應優先解除各項管制，讓該地區的視訊市場早日迴歸市場機制，而不需要等到

所有縣市區域市場都已經達到有效競爭時才解除管制，除了可以減少各縣市政府審查

有線電視費率的行政管制成本外，也可以讓業者能夠有更多的自由可以讓有線電視變

得更有活力，也才是消費者之福；最後，前述各項數據的蒐集與運用，則有賴於通傳

會與公平會相關處室的相互合作與努力才能達成，因此建議兩機構間相關處室可以多

加互動，若能因此對於視訊市場結構產生良好的質變，實為收視大眾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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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have� compi led � the � empir ica l � l i te ra tures � on � whether � cable � TV� and�
telecommunications�TV�are�in�the�same�related�market�in�this�study.�We�also�apply�the�time�
series�data�of�their�aggregated�demands�to�examine�the�significance�of�their�substitution�for�
furtherly�testing�whether�they�are�really�in�the�same�related�market.�Finally,�we�adopted�the�
conditions�of� the�FCC�in� the�United�States� to� investigate�whether� the�regional�market�of�
cable�TV�in�each�county�and�city�is�in�effective�competition�or�not.�We�find�that�the�results�
of�previous�studies�concluded�that�the�two�video�services�are�in�the�same�relevant�market.�
However,� the�empirical� results� from�time�series�model� indicate�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substitution� from� telecommunications� television� to�cable�TV.�Finally,� the�geographical�
market�of�cable�TV�with�new�entrants�has�not�yet�reached�the�level�of�effective�competition�
according�to�FCC’s�criterions.�Furthermore,�if�we�include�the�telecommunication�TV�in�to�the�
regional�video�market,�all�geographic�markets�will�reach�the�level�of�effective�competition.�
Thus,�we�suggest� that� the�NCC�should�collect�and�publish� the�number�of�subscribers�of�
telecommunication�TV�and�cable�TV�in�regional� level,�especially� the�operational�regions,�
so� that� the�competition�agency�can�have�clearer� and�usable�data�when�measuring� the�
competition�status�of�the�video�market�in�regional�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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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郭文忠（臺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公平交易委員會現行已訂有市場界定的處理原則，為重要的依循規範。此論文從

產品市場和地理市場兩面向檢視市場界定，提到美國FCC對於有效檢測的衡量指標，
提出實證觀點。莊教授在此論文採用兩個訂戶數的差分，觀察其相關性，結果並沒有

發現兩者有相互替代的關係。此外，從有線電視的覆蓋率，若包含中華電信，已經達

到新增戶數的百分之百，此為本報告論文一些主要研究發現。

就國際比較的觀點，若對比美國的有線電視收視費率，臺灣有線電視的費用頗為

低廉。然而消費者卻未必滿意品質，時常抱怨無選擇權，但又基於消費習慣與頻道商

擔心分組付費使訂閱戶數減少，致使廣告收入減低，使得分組付費推行不易。此外，

近來訂戶數確實因為網路平臺與OTT 業者興起而呈現緩步減少，然而相對於其他國家
此減少幅度尚屬較緩和，可能解釋原因為費率較低以及中老年族群消費習慣以及搭售

寬頻等理由。

有線電視現在新的趨勢為常於方案中搭售寬頻網路，且近年整併態勢也更加明

顯，需權衡規模經濟與避免壟斷疑慮，此外，內容業者也擔心盜版機上盒侵權問題。

然而相較而言，MOD的收視費率又更便宜，也常採搭配光纖之優惠。MOD近年用戶
數大幅成長，近來一個突破為推出自選組合方案，然而似乎目前自選方案戶數並未明

顯增長，其中一項原因為從供給的角度，MOD相對缺乏主流電視頻道上架，許多消費
者選擇MOD收視為搭配光世代訂閱。

OTT-TV則成長驚人，模式可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採取免費收視模式，但包含廣
告，而另一類則採取付費模式，如：Netflix，而Netflix等收視費率仍明顯低於有線電
視，尤其在美國、加拿大更產生是否課稅的議題。就個人觀察，臺灣的OTT業者經營
上相對辛苦，面對國際上業者的強勢競爭，獲利營運模式尚待建立，其原因可能為不

具規模、授權費用過高、內容選擇太少、面臨國外競爭等因素。

鑒於OTT持續成長，在未來的研究之中，建議應將有線電視、MOD和OTT-TV三
者合併觀察，我也瞭解相關資料取得的困難性，倘未來主管機關能夠更完整的取得資

料，則將有助於相關研究的進展。其中一個問題是Cable�TV與OTT之間關係是替代或
是互補？在我之前的初步研究中，發現它們不盡然是替代關係，也存在互補關係，此

種替代和互補關係將使得市場界定上更為複雜。而Cable�TV與MOD的關係在過往許
多研究中也呈現較不一致的結果，有些結果呈現有顯著關係，也有結果未發現顯著關

係。然而部分研究是採用問卷調查，其嚴謹性及代表性仍顯不夠。最後，不論是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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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OTT、MOD都往往搭配寬頻服務，寬頻在這裡的角色是什麼？其所扮演的角色
在過去研究中鮮少有被討論到，或許困難點在於許多寬頻都和收視採取被搭售方式不

易釐清，相信此點為未來研究之中值得進一步探討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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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觀諸各國付費電視市場長期以來所發生之交易紛爭，多肇因於業者間對於頻道授

權、頻道載送等交易條件、價格的缺乏共識；或由於市場盛行水平、垂直整合而有過

度集中化之現象，導致部分具有市場顯著力量的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可能基

於協商力的不對稱，在交易價格、條件上採取差別待遇，因而衍生競爭法上限制競爭

行為之疑慮。有鑑於此，本文試圖透過比較法分析，引介英、美兩國頻道授權、載送

之管理制度設計與運作實務，希冀為我國近年頻傳之頻道上下架爭議提供不同之解決

途徑，並提供我國不同視野之法制、政策建議。

一、前言

自世界各國視聽產業的發展經驗進行觀察，當有線電視系統、頻道市場過於集中

時，具市場顯著力量的系統經營者與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可能在頻道授權、載送交易

上採取價格或條件上的差別待遇，也因此導致市場上衍生頻道上下架相關之爭議。

觀諸我國有線電視產業之發展脈絡，可發現產業本身具有高度水平集中與高度垂

直整合之特性。以前者而言，五大多系統經營集團（Multiple System Operator，簡稱
MSO）市占率高達76％，且在我國既有51個經營區中，系統經營者長期以來多為獨占
或形式雙占，並因此擁有瓶頸獨占力（bottleneck monopoly power）；有關後者，因系
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基於營運利潤最大化之考量，故多透過MSO成立或入股頻道
代理商之方式，形成我國獨特之產業上下游垂直整合型態，並與市場主流、熱門之頻

道供應事業簽訂頻代理契約，透過「買斷/賣斷」之方式取得前述頻道公開播送權之獨
家行使權利。

然而，由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分別於2012年7月及2013年5
月公告有線廣播電視經營地區劃分及調整，受理新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業務；並於

2015年修正《有線廣播電視法》時予以法律化，透過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第6條
之規定，既有業者將申請跨區經營，新進業者申請有線廣播電視之經營地區時，亦可

以直轄市、縣（市）為最小經營地區之方式參進，也因此導致前述之產業型態在近年

逐漸發生質變。往後之發展，果如預期之政策效果，有多家新進系統經營者參進，與

既有系統經營者申請跨區經營，創造一波新的競爭氣象，卻也攪動了市場經長期整併

整合而趨於穩定的一池春水，掀起既有有線電視整合業者的對抗意識，致生諸多反競

爭行為。

有關頻道授權之爭議，例如，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於2016年10月，
決議認定全球數位、佳訊與凱擘3家頻道代理商，就其代理之頻道於2016年度之授權
價格，分別對多家新進及跨區經營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與既有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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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不同之交易條件，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且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20條第2款規定，分別裁處罰鍰4,000萬餘，並命限期改正；嗣後，經前
開3家頻道代理商向公平會提報改正方案，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傳會之調處，雖
與部分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達成調降授權價格之合意，然公平會仍於2017年9月認定
3家頻道代理商之交易條件，仍然構成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且有限制競爭之
虞，故決議未依先前處分改正，再次分別裁處罰鍰1,000萬餘，並命限期改正。惟此3
家頻道代理商均對公平會之裁罰不服而提起救濟，陸續獲得最高行政法院之逆轉式判

決，進而撤銷公平會之處分。

有關頻道載送之爭議，諸如早期易主前的「壹電視新聞台」無法上架案例以及近

期的MSO台灣寬頻與民視的下架斷訊事件，顯見系統經營者的瓶頸獨占力從未消失。
基此，有鑑於我國視聽產業市場頻生頻道上下架之爭議，本文希冀透過英國、美國頻

道授權紛爭解決機制之研析，為我國產業監理法制提供具建設性之法制及政策建議，

以確保產業公平競爭與保障消費者權益。

二、英國視聽產業競爭之管理法制

自2002年起，歐盟通過一連串的電子通訊、傳播指令，試圖建構新型態的管制結
構，以回應電信、媒體及資訊科技匯流所帶來之影響。為符合歐盟指令的要求，英國

於2003年通過《2003年通訊傳播法》（Communications Act 2003），大幅改寫英國通
訊傳播法制，引入歐盟指令的水平層級管制的架構，大幅取代1984年《電信法》，同
時修正1990與1996年《廣播法》（1990, 1996 Broadcasting Act），建構了通訊傳播單
一管制架構的雛形

1
。

英國《2003年通訊法》之立法係基於歐盟2002年電子通訊規範架構（2002 
Regulatory Framework）之精神所制定，因此管制原則上符合歐盟監理標準，係以
降低市場進入門檻，並以事後管理為原則，故在顯著市場力量（Significance Market 
Power，以下稱SMP）的定義、認定方法與管制架構，與前述之2002年歐盟電子通訊
架構，以及2018年通過之《歐盟電子通訊法典》一致。而依照歐盟競爭法於司法實務
上之見解，所謂具有主導地位之企業係指「企業的經濟力量足使該企業在不考慮競爭

者、客戶及消費者的情況下，獨自採取行動並達到可感受的程度，致有害相關市場的

有效競爭」
2
。

1 江耀國，「英國2003年通訊傳播法之研究－兼論我國通訊傳播匯流立法」，東吳
法律學報，第20卷第3期，143-144（2008）。

2 See “…a position of economic strength enjoyed by an undertaking which enables it to 
hinder the maintenance of effective competition on the relevant market by allowing 
it to behave to an appreciable extent independently of its competitors, custom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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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了確保歐盟會員國間管制的一致性，歐盟執委會依據《電子通訊架構

指令》第14條，即現行《歐洲電子通訊法典》（Europea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Code，簡稱EECC）第64條3

，先後於2002年公告《市場分析暨顯著市場力量評估指
引》（Guidelines	on	Market	Analysis	and	The	Assessment	of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並於2003年通過相關產品及服務市場建議；以及2007年相關產品及服務市場建議4

。而

執委會在發佈事前管制的相關市場建議後，會員國應依建議啟動國內市場界定、分析

程序，最後認定特定事業是否具有顯著市場力量，並決定對之課以事前義務
5
。

具體而言，英國視聽產業之競爭規範係採取雙軌制，通訊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簡稱Ofcom）在《2003年通訊法》第370條之規範下，被賦予與競爭
及市場管理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簡稱CMA）相互競合之任務，故
Ofcom實際上得以行使《1998年競爭法》（Competition Act）之相關權限6

，就《1998
年競爭法》（1998 Competition Act）第1章、第2章，以及《歐盟運作條約》（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簡稱TFEU）第101條與第102條所認定
之反競爭行為、協議進行調查。

然而，由於歐盟SMP認定指導方針的主要功能係提供原則性方針，故並沒有提
供具體的認定標準與內涵，故英國通訊主管機關Oftel（Ofcom前身）在2002年發布了
《英國市場分析準則》（Oftel´s market review guidelines: criteria for the assessment of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7

；Ofcom在其後亦針對相關調查，制定了《競爭法調查執
行指引》（Enforcement guidelines for Competition Act investigations）8

，進一步說明

ultimately consumers,” Case 322/81 Michelin v. Commission, [1983] ECR 3461, 3503; 
Case C27/76 United Brands v. Commission, [1978] ECR 207, 277, para.65.

3 執委會在經過公共諮詢，並最大限度的考慮歐洲電子通訊傳播監管機構（Body of 
European Regulators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BEREC）之意見後，應公布相
關產品、服務市場建議（The Market Power Held in One Market to Be Leveraged into 
the Other Closely Related Market），以做為歐盟會員國於界定市場時之參考。

4 惟2003年與2007年所發布之相關市場建議中，均未將付費電視產業納入事前管制
之建議範疇中，相關產業之管制與監理仍交由各會員國主管機關自主決定。

5 魏杏芳，「歐盟電信規範架構與匯流發展下的電信市場界定」，公平交易季刊，
第20卷第1期，14（2012）。

6 Ofcom (2017), Enforcement guidelines for Competition Act investigations, p.1. available 
at: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14/102515/Enforcement-
guidelines-for-Competition-Act-investigations.pdf (last visited Oct. 09, 2020).

7	 Oftel,	Oftel’s	market	review	guidelines:	criteria	for	the	assessment	of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available at: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28/86482/
smpg0802.pdf (Released: Aug. 05, 2020).

8 Ofcom (2017), Enforcement guidelines for Competition Act investigations, available at: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14/102515/Enforcement-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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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com在執行相關調查工作之程序、工作事項之規範。
（一）Ofcom競爭法調查執行指引

Ofcom基於英國《1998年競爭法》之授權，可就其主管之產業競爭問題進行調
查，進一步釐清該管企業、個人是否涉嫌違反《競爭法》，以確保市場秩序，以及

市場有效、公平之競爭。而其調查程序可約略區分為三階段，涵蓋前置評估（Initial 
assessment）、調查階段（Investigative phase），以及最終決策階段（Final decision 
making phase）。
1. 前置評估

本階段的重點在於主管機關將進行初步評估，決定是否有必要進入正式調查。

評估的發起，主要係主管機關接獲產業內、外部之股東（stakeholder）、吹哨者
（whistleblower）之投訴，或因常態性的監理資訊出現異常，因此有必要進一步界
定、進行調查，同時與當事人/企業進行初步接觸，要求業者提供相關資料並進行說
明

9
。

另一方面，也存在當事人自訴（Self-referrrals）之情況，因當事人察覺其可能有
違反《競爭法》之疑慮，主動聯繫主管機關進行說明，並透過自願改善計畫，主管機

關介入監控等措施，換取豁免、減少當局對其所制定之罰金（Financial penalties）10
。

而若是調查係基於《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與第102條之授權，Ofcom會再調查開始
前通知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並與執會會或成員國之競爭法主管機關
進行合作

11
。而在初步資料蒐集完成後，Ofcom會進一步決定是否進行公開調查。

2. 調查階段
本階段的重點在於針對反競爭行為之資料蒐集、調查與分析。基於英國《1998年

競爭法》第26條12
之授權，Ofcom得以發出資料提交要求，要求業者提具特定調查文

件、資料
13
，惟不得要求業者提供產品或特許通訊資料，諸如律師之法律諮詢意見，

或訴訟相關書見等。

Ofcom在發布公開調查通之後，會向投訴人與被調查方發布通知，並將調查
相關資訊同步公開於Ofcom的競爭與消費者執法公告（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for-Competition-Act-investigations.pdf (Released: June 28, 2017).
9 Ofcom, supra note 6, 2.9.
10 Id. at 2.13, 2.25.
11 Id. at 2.36.
12 See UK Competition Act 1998, section 26. About ‘‘Investigations: powers to require 

documents and information’’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98/41/section/26 
(last visited Oct. 09, 2020).

13 See UK Competition Act 1998, section 30. About ‘‘Privileged communications’’ http://
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98/41/section/30 (last visited Oct. 0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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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orcement bulletin，簡稱CCEB）網站14
。此階段將檢視事證是否足以證明有反競爭

行為之疑慮，因而終止調查，或正式進入後續決策階段，Ofcom將謹守調查過程之公
平、透明與效率等原則

15
，並公布初步調查意見，並給予被調查方撰寫反對意見、陳

述之機會。

3. 最終決策階段
本階段之重點在於發布最後調查結果與懲處條件。在上一階段公布初步意見調

查後，Ofcom將舉行公開聽證會（public hearing），提供被調查方不同意見陳述之機
會，並初步擬定懲處內容後公告，並執行相關懲處條件。

（二）英國《2003年通訊法》第316條強制授權規則之介紹
除了前述之調查機制外，英國並於《2003年通訊法》第316條16

中，建立有類似

的「強制授權規則」（must-offer rules）。在第316條的授權之下，Ofcom作為產業
部門的管制機關，在踐行完整之市場調查、分析後，若認為特定執照服務（licensed 
service）、相關服務（connected service）有損市場公平、有效競爭時，可以在合乎維
持市場公平競爭此一立法目的之前提下，援引本條針對上述服務之執照訂定合理之負

擔條件
17
。

然而，本條在實務上一直欠缺援引之實例。直至2010年，由於天空媒體集團
（British Sky Broadcasting Limited，簡稱BSkyB）拒絕授權其關鍵運動、電影頻道予市
場上其他付費電視平臺，衍生反競爭行為之疑慮，Ofcom介入調查後始有運用本制度
之始。

三、個案分析：英國BSkyB拒絕授權關鍵運動頻道案

（一）本案緣由與始末

英國BSkyB係英國付費電視市場的龍頭，且由於持有諸如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
（FA Premier League，簡稱FAPL，以下稱英超），以及第一輪好萊塢電影等關鍵內容
的獨家電視轉播權

18
。且即便在數位匯流－多元收視平臺、技術發展的時代下，英國

14 Ofcom,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enforcement bulletin, https://www.ofcom.org.uk/
about-ofcom/latest/bulletins/competition-bulletins (last visited Oct. 09, 2020).

15 Ofcom, supra note 6, 3.2.
16 See UK Communications Act 2003, Chapter 4, section 316. About ‘‘Conditions relating 

to competition matters’’,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03/21/section/316 (last 
visited Oct. 09, 2020).

17 Id. at p.33-8. BSkyB所擁有的電視執照係由1998《廣播電視法》（Broadcasting 
Act）所授權，故在此被認定符合第316條所對於執照服務之規範範疇，Ofcom因此
有設定附加條款之管轄權力。

18 Ofcom, Pay TV statement, 31 March 2010, p.1, available at: https://www.Ofco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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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仍舊沒有可以取代其持有關鍵內容、頻道內容的競爭者
19
。

在英國付費電視產業發展的歷史進程中，該公司一直也是主管機關所關切之重

點，在本案發生前即受英國公平貿易辦公室（Office of Fair Trading，簡稱OFT），以
及歐盟獨占暨結合委員會（Monopolies and Mergers Commission，簡稱MMC）所關
注

20
。1996年，OFT即認定英超集體銷售轉播權（collective selling of all PL television 

right）一事違法，販售全聯盟之獨家轉播權涉及聯合行為（cartel），有哄抬價格
（inflating	price）與限制供應（restricting supply）等效果。

其後，雖BSkyB與英超均提出抗議，前者認為只要轉播權的販售、購買程序公
平、公開，那麼擁有一定期間內的體育賽事獨家，排他性的轉播權是具有正當性的；

英超則認為一旦轉播權無法統一銷售，將導致球團與球團間關係的不平衡，甚至導

致聯盟的解體。1999年7月，英國限制貿易慣例法院（Restrictive Practices Court，
簡稱RPC）作出裁定，認定當時做出的限制合理，並未違背公共利益，且此一裁定
之期限將至2001年夏天，直到既存的合約結束為止21

。而為了避免轉播權取得上的

不確定性，並延長其市場領導地位，BSkyB在1999年提出併購英超豪門球隊曼聯
（Manchester united）之計畫，後被MMC認定併購案有礙公共利益，將強化BSkyB於
付費電視產業之領先地位，減少市場有效之公平競爭，否決併購案計畫之申請。此事

在之後也導致英超轉播權銷售方式的改變，從單一包裹銷售轉變為複數包裹銷售。

然而，BSkyB仍在2000年後的體育賽事轉播市場居於領先地位，但也由於該公司
的經營策略之一，係透過不授權內容予其他付費平臺播送，或透過設定較高的授權費

用建立市場障礙，以維持其市場領先地位。這樣限制競爭的商業策略，雖說可以保

護其自有衛星付費電視平臺的市占率之外，並降低該公司面對同一市場競爭者的風

險
22
，卻也被認為有構成反競爭行為之疑慮。

因此，Ofcom自2007開始，經過三輪的市場諮詢、調查與分析後，認定BSkyB
媒體集團本身具有市場力，且拒絕授權關鍵運動頻道一事確實涉及市場差別待遇，

將戕害付費電視平臺的競爭能力。因此，Ofcom基於《2003年通訊法》第316條對
BSkyB進行過渡性的不對稱管制，要求其「強制批發授權」（wholesale must-offer，

uk/consultations-and-statements/category-1/third_paytv#accordion__target-90899 (last 
visited Aug. 06, 2020).

19 Id. at 1.23.
20 Paul Smith, “The politics of sports rights – the regulation of television sports rights in 

the UK”, 16 (3)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316, 323 (2010).

21 Id. at 324.
22 Id. at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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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WMO）23
，也即透過設定頻道經營執照附款，課予BSkyB旗下2個運動頻道（sky 

sports 1 and 2）應授權予其他付費電視平臺之義務；但範圍不擴及電影頻道之部分。
惟考量HD高畫質版本之體育頻道於當時仍屬創新服務，Ofcom僅要求以合理、非差別
待遇之價格踐行強制授權，但SD標準畫質版本之頻道24

，則應依Ofcom採零售價格扣
減法（retail-minus）設定之批發價格授權25

。

然而，本案受到BSkyB的司法挑戰，其於2010年向競爭上訴專庭（Competition 
Appeal Tribunal，簡稱CAT）提起訴訟，CAT並於2012年以證據不足為由，判決Ofcom
敗訴

26
。Ofcom於其後向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提起上訴，上訴法院並於2014年

做出逆轉判決
27
，認定原審法院忽略Ofcom所提出的各項反競爭風險，判決Ofcom勝

訴。

2014年，Ofcom針對本案重啟評估，認為BSkyB拒絕授權關鍵運動內容之爭議已
經確實獲得改善，固有強制批發授權要求措施（WMO）已經沒有必要，故取消針對
BSkyB所提出的強制授權、價格管制等附加義務28

。

（二）Ofcom於本案作成之調查與處分
具體而言，Ofcom係透過市場界定、定義關鍵內容、調查關鍵內容對於消費者訂

閱偏好的影響等層面之調查，並透過本案所進行之3次諮詢所蒐集、研析之成果，做
成本案之強制批發授權處分。

在2007年11月發布了第一次付費電視的諮詢報告（Pay TV Concultation），並在
此基礎之上提出了對於市場運作的初步看法，並指出關鍵內容播送權利的集中化可能

涉及限制市場競爭，因而導致消費者利益的損害
29
。

在2008年9月所發布的第二次付費電視諮詢報告中，Ofcom亦針對其關切之內容
提出建議，其認為BSkyB作為一個垂直整合，且具有市場力的關鍵上游公司，在關鍵
頻道內容的分配上偏袒自有平臺與零售業者，因而阻礙公平、有效競爭。當時即建議

透過《2003年通訊法》第316條設定執照附款，針對關鍵頻道內容課予WMO相關義
務

30
。

23 Id. at 1.66.
24 BSkyB, Virgin et al. v. Ofcom [2012] CAT 20. p.7.
25 Ofcom, supra note 18, 1-54.
26 BSkyB, Virgin et al v. Ofcom [2012] CAT 20.
27 BT plc v. Ofcom, BSkyB, FAPL, Virgin Media et al. [2014] EWCA Civ 133.
28 Ofcom, Review of the pay TV wholesale must-offer obligation, available at: https://www.

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22/76081/Review-of-the-pay-TV-wholesale-
must-offer-obligation-.pdf (Released: Nov. 17, 2015).

29 Id. at 2.9.
30 Id. at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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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2009年6月的第三次付費電視諮詢報告中，Ofcom確立其立場，
認定B S k y B在付費電視批發、零售市場具有市場力，且受惠於內容的集中化
（aggregation）現象，該公司可以在關鍵運動與電視頻道市場中獲得並鞏固其市場領
導地位。報告中亦傳達當局因BSkyB限制關鍵頻道內容之授權，而對無線電視、有線
電視及IPTV所造成影響的關切31

。簡言之，內容授權的過度集中化墊高了市場進入門

檻，使得批發市場上缺乏可以供應相關內容的相關頻道，也導致短期不可能有新的供

應商進入市場
32
。以下茲就本案關鍵之調查內容進行介紹，以釐清何以BSkyB之經營

策略被認定有反競爭行為之疑慮。

1. 英國付費電視產業垂直整合暨內容集中化現象
關於英國付費電視市場的發展特徵，可以就付費電視產業垂直整合、其衍生的內

容集中化，以及形成市場獨占力之現象分別論之。付費電視產業的生態鏈主要係由上

游的內容生產者、頻道批發商、批發服務平臺、零售服務提供者與廣告商等角色所構

成，而英國一如各國付費電視產業生態，亦存在上下游垂直整合的狀況，如BSkyB、
Virgin Media等多頻道付費平臺業者之業務即涵蓋上游的內容生產、頻道批發，以及下
游的批發平臺服務、零售等業務內容，是付費電視產業垂直整合的典型。

其次，則是內容集中化的現象，由於特定內容由上述垂直整合的企業所持有，

雖然Ofcom表示內容的集中化原則上也會為消費者帶來利益，因為廣電事業聚集了具
有吸引力的內容，故可以建立或持續營運符合觀眾期待的收視頻道；並且，零售業

者將頻道進行包裹販售也有其必要性，因為可以因此建立與消費者期望相符的商品內

容
33
。

然而，這樣的內容集中化現象也導致了獨占租（monopoly rents）的形成，而
可能讓這些利益回流到上游

34
，而無法推動整體市場發展，甚至形成市場獨占力。

但Ofcom也提及，實務上難以區辨獨占租與支持優質內容生產之有限資源（scarcity 
rents），要準確辨識市場上因為獨占所取得的利潤是困難的35

。例如，支付足球菁

英、電影明星的高額薪資可能是市場力的判斷指標，卻也反映了足球技術與電影工作

的價值。

而在內容市場的經營策略上，由於內容產製的固定成本極高，且成本不會隨消費

者數量提升而有所改變，故一般頻道或內容製作業者的經營策略多是廣泛授權，亦即

盡可能在市場上傳播，尤其是以廣告收入維生的數位無線電視平臺。而對於付費電視

31 Id. at p.22 2.11.
32 Id. at 5.22.
33 Id. at 4.79.
34 Id. at 4.83.
35 Id. at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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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而言
36
，情況則稍微複雜一些，訂閱收入雖然會隨著內容的普及率增加而增加，

但前提是應用特定形式的差別取價（price discrimination），已觸及原本支付意願較低
的消費者

37
。

這樣的差別取價可以讓內容的生產、消費者同時獲益，一方面得以有效攤提高

固定成本的支出，並讓更多消費者取得商品；因此，此類差別取價常見於付費電視產

業
38
。而除了商業使用與一般民眾訂閱上存在價格差異之外，付費電視產業亦透過綑

綁式零售（retailing bundles）的模式進行差別訂價，以賺取更多收益，亦即，要求民
眾在訂購額外、加值的付費電視頻道前，必須先訂購基本頻道套餐，而不能單獨購買

特定付費電視頻道之內容
39
。

2. 英國民眾收視偏好與產業競爭策略
英國付費電視市場的特徵之一，在於內容產製的固定成本相當高昂，且成本不會

隨著訂閱戶數的增加而降低，故對於頻道業者而言，盡可能的推廣、販售內容會是其

最佳的經營策略。且付費電視平臺的發展，主要依賴於特定內容的需求，意即特定內

容的提供與否，高度影響該平臺對於消費者的吸引力，以及消費者的訂閱偏好。而具

體而言，運動、戲劇、電影分別為英國消費者收視偏好的前三名，顯見這三者對於消

費者的訂閱行為具有一定程度之影響力；然而，由於戲劇頻道可以透過免費的無線電

視平臺收視，故Ofcom最後僅認定體育、電影頻道是付費電視產業發展的重要、關鍵
推手

40
。

進一步檢視BSkyB公司的營運成本資料，體育內容的製作佔其製播成本的54％，
換算為總成本的21％；電影頻道則佔製播成本的16％，總成本的6％41

。此兩類頻道系

其內容製作的主要支出成本。但該公司也因此擁有66％的英超獨家轉播權，以及每週
的歐洲足協（Union of European Football Associations，簡稱UEFA）賽事。

英國付費電視的消費者意見調查亦顯示，付費電視平臺是否擁有英超轉播，將高

度影響消費者是否選擇或訂閱該服務之動機，且60％的消費者認為英超聯賽的頻道內
容是付費電視服務的基本要求。復因運動賽事的現場直播且具有高度即時性，且不可

複製，具有高度不可替代性，故具有高度之商業價值，以及伴隨而來的市場影響力、

顯著地位。是故，由於諸如運動、電影等關鍵付費頻道對於消費者而言具有高度之不

可替代性，故也被部分學者認定為付費電視產業的新形態瓶頸設施（bottleneck），因

36 Id. at 4.95.
37 Id. at 4.96.
38 Id. at 4.97.
39 Id. at 4.99.
40 Id. at 4.111.
41 Id. at 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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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構築一定程度之市場進入障礙
42
。綜上，以下將就英國關鍵運動頻道（CPSCs）之

市場概況與服務之替代率進行分析。

3. 英國關鍵運動頻道市場概況與替代率分析
Ofcom第二次付費電視產業諮詢報告中指出，驅動付費電視產業訂閱率具有兩項

重要特徵，其一在於內容具備廣大的吸引力；其次則是免費的無線數位電視平臺無

法、或有限收視
43
。在關鍵運動、電影頻道的市場上，由於BSkyB擁有關鍵、優質的

直播賽事內容，以及首輪（first	window）的好萊鎢電影的播送權利，故市場上沒有其
他頻道可以與其競爭，故其定價、收益均明顯高於市場競爭水準。

進一步檢視其產品特質與市場定位，市場上雖然有數位無線平臺所提供之運動頻

道，以及ESPN等收視選擇，但由於無線電視平臺主要播送的內容為溫布頓網球公開
賽、奧運、FIFA世界盃足球賽等非常態性賽事44

，僅有輕度的替代性；而ESPN雖是最
接近Sky1的獨立電視頻道，但也僅達中等替代水準，不足以作為付費電視頻道訂閱上
的替代選擇

45
。

而就BSkyB訂閱戶的意見調查統計數據而論，共有60％訂戶的訂閱理由係為觀賞
足球賽事現場直播，其中以觀賞英超賽事的訂戶則占28％，顯見該公司訂戶擁有十分
明確、特定之收視偏好。同時，由於消費者間擁有其支持的球隊、聯盟，故對於相關

賽事內容的收視有著強烈的需求
46
。

另一方面，雖然市場上仍存在免費的無線電視平臺，以及ESPN等播送運動賽事
的平臺，但由於重要賽事轉播集中於Sky1、Sky2等頻道，故頻道間的替代率仍然偏
低。

4. 市場力分析
在市場力分析的部分，Ofcom主要係以「假設性獨占者測試」（Hypothetical 

Monopolist Test，簡稱HMT）為方法。基於市占率分析，BSkyB擁有高於其資本投入
成本9％的利潤，其獲取利潤之能力明顯高於市場其他競爭對手；另一方面，BSkyB
的體育頻道內容不僅擁有英國付費電視市場最高的市占率，且其擁有關鍵、無可替代

之直播賽事內容。在此脈絡下，顯見該公司之獲利能力的差距是持續性的，且長期獲

益於高度市場參進障礙
47
，故BSkyB公司限制授權、禁止授權的經營策略，確實已經

構成反競爭行為之態樣。

42 Michael Harker, “Regulatory Gaming, Myopia and Ineptitude? Ofcom’s Intervention in 
the UK Pay-TV Market”, 6(1) JOURNAL OF MEDIA LAW 121, 121 (2014).

43 Id. at 4.105.
44 Id. at 5.7.
45 Id. at 5.139.
46 Id. at 1.23.
47 Id. at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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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雖該公司主張其現階段的營收只是反映了過去所承擔的風險，且近年仍積極

投資加值服務與新興內容，但Ofcom認為，這不影響其於高度市場參進障礙的獲益現
況，即該公司整體利潤高於資本投入的9％。故Ofcom於結論中仍認定BSkyB公司擁有
批發、零售市場之市場力

48
。

5. 本案作成之強制批發授權
根據上述之調查，Ofcom認為WMO強制授權措施的實施，將使不若BSkyB規模、

較小規模之付費電視零售業者仍可於成本可負擔的範圍內，於市場上與BSkyB所提供
之零售服務進行競爭，並獲取一定利潤，故此一措施之目的即在確保市場公平且有

效競爭；同時，Ofcom針對本案之強制授權價格進行折現現金流分析，具體之方法係
基於成本零售價格扣減法與成本加乘（Cost plus）等兩種計價結果進行核對，以確定
BSkyB的批發價格相較於其成本之投入，仍可使其取得合理之報酬49

。

換言之，此一強制批發授權措施的具體效果，將使市場上競爭之付費平臺業者得

以使用同樣的批發價格、成本提供相關服務，並間接促進業者對於創新服務之投資，

而非受制於BSkyB的訂價策略、結構。綜上所述，Ofcom在踐行3次之付費電視市場諮
詢後，認定透過設定價格，並將關鍵運動頻道進行強制批發授權係本案最佳之解決方

式。

（三）本案之司法判決回顧

然而，由於本案仍受到BSkyB所提出之司法挑戰，故本文以下將就主要訴訟爭點
進行簡要整理，以明晰本案發生之始末。

1. 英國競爭上訴專庭一審判決
英國競爭上訴專庭（CAT）於一審判決中判決Ofcom敗訴。本案訴訟上之主要爭

點在於，Ofcom是否有權透過《2003年通訊法》行使管轄權，以及BSkyB是否確實透
過限制或禁止授權關鍵運動頻道內容，以維持其市場領先地位。

在管轄權認定的探討上，BSkyB的主要論點係認為付費電視平臺的零售業務並不
在該條所言之執照與相關服務（licensed and connected services）範疇中，不符合該條
之構成要件，故Ofcom有逾越法律授權之疑慮50

。惟競爭上訴專庭肯認Ofcom之見解，
認為第316條之目的係為確保BSkyB作為CPSCs的提供者不會傷害市場有效、公平競
爭，故該條之適用不應限縮而僅及於批發或零售層級之業務，因此Ofcom實施WMO強
制授權措施自當合於該條所授權的範疇

51
。

在是否構成反競爭與限制競爭行為的探討上，Ofcom於調查報告中指出，BSkyB

48 Id. at 5.10.
49 Ofcom, supra note 18, 10.2, 10.3.
50 Id. at 15.
51 Id. 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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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鍵運動頻道的批發授權談判過程中，抱持著堅決、低度意願（strong reluctance）
之態度，主要目的係為了捍衛其自有直播衛星平臺零售業務的市場領先地位；其次則

是減少其市場競爭風險，便於其在內容播送權利的競標市場中勝出，而這樣的舉措已

經戕害了付費電視市場的公平競爭
52
。然而，由於競爭上訴專庭認為Ofcom對於付費

電視市場缺乏競爭的核心關切欠缺證據基礎，BSkyB選擇在其他付費電視平臺缺席，
背後所考量的並非是商業利潤最大化的策略

53
。換言之，法院認為Ofcom誤解商業談

判過程的證據，以至於所提出的關鍵證據與事實間有不一致之現象，不足以支持其結

論。Ofcom將BSkyB限制或禁止授權歸咎於該公司未能妥善溝通，但整體證據顯示其
已善盡溝通責任，與證據不符。

此外，雖然BSkyB在與市場上其他付費電視平臺協商CSPCs授權時，確實可能有
維持其零售業務地位之動機，但證據並未顯示BSkyB有拒絕批發授權之情事；且商業
競爭關係中，競爭者間本來就不可能會允許對方至自身平臺零售。最後，相關之證據

亦無法證明BSkyB存在動機或有實際行為，意圖弱化競爭對手有線電視業者維珍媒體
集團（Virgin Media）。

綜上，競爭上訴專庭雖肯認Ofcom於英國《2003年通訊法》第316條之授權下，當
市場上之執照與相關服務業者從事反競爭行為，而有妨礙市場公平、有效競爭之疑慮

時，可針對其執照設定附款；然競爭法院認為，Ofcom於調查意見中所提出之證據，
無法證明BSkyB未曾與其他付費電視平臺進行具建設性之商業談判，亦未能足證其有
透過拒絕授權與價格擠壓等經營策略，意圖規避市場競爭之事實。然而，由於Ofcom
無法接受一審判決之結果，故在其後提起上訴。

2. 英國上訴法院二審判決
二審判決中，法院認為本案的主要爭點有二，其一仍是Ofcom依據第316條對本

案事實有否管轄權；其二，則是審酌一審競爭上訴專庭在本案中訴訟過程中，於處

理Ofcom的調查意見，以及針對BSkyB執照設定附款等過程是否存在瑕疵，或未竟之
處

54
。

Ofcom對於本案的關切主要在於BSkyB對於頻道內容供應之限制爭議，調查報
告中指出，BSkyB在關鍵運動頻道的批發授權談判過程中，抱持著堅決、低度意願
（strong reluctance）之態度，Ofcom認為這樣的策略有兩項目標，其一是為了捍衛其
自有直播衛星平臺零售業務的市場領先地位；其次則是減少其市場競爭風險，便於其

在內容播送權利的競標市場中勝出，而這樣的舉措已經戕害了付費電視市場的公平競

52 Id. at 4.
53 Id. at 27.
54 Id.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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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55
。

（1）管轄權爭議
關於管轄權爭議，BSkyB主張其所擁有的頻道執照（Broadcasting licence）係1990

年、1996年《廣播法》所定義之「須照之電視頻道執照」（Television Licensed Content 
Service，簡稱TLCS），但不符合《2003年通訊法》之定義，故Ofcom無權以該條針對
BSkyB設定執照附款56

。同時，BSkyB主張英國作為歐盟成員國，應該遵循歐盟《視
聽媒體服務指令》（AVMSD）之規範，而歐盟指令之規範只涉及上游內容產製之規
範，但並未涉及內容之播送、分配等事項，故Ofcom作為產業主管機關應遵循上位階
之歐盟指令規範，不得干涉下游頻道內容播送業者之營運。

Ofcom則主張，若《2003年通訊法》被如此限縮解釋，將嚴重限制Ofcom在處理
產業競爭，以及產業垂直整合的問題。

上訴法院的判決中則認為，Ofcom之主要職責係透過引入市場競爭，深化消費者
之權益，同時認為BSkyB的解釋過於嚴格，並同意一審判決的見解；且肯認AVMSD
之管制並不涉及頻道內容傳輸平臺等市場競爭事項之規管

57
。

（2）授權價格與爭議
Ofcom認為，BSkyB雖將關鍵運動內容頻道授權給Virgin Media，但授權價格過

高，有構築市場進入障礙之疑義，因而認定其涉及價格擠壓（margin squeeze）；另一
方面，針對BSkyB對其合作廠商所提出之「普及率折扣」，Ofcom亦認為有涉及競爭
相關問題之疑慮。

法院首先肯認價格管制的目的不是為了保障英國電信（British Telecom，簡稱
BT）、維珍媒體集團（Virgin Media）等業者的經濟利益，而是為了保障市場可以讓
新進廠商進入、競爭，是為競爭關切。其次，則認定一審法院誤將兩者割裂處理而導

致理解Ofcom的主張。要之，Ofcom所提出的證據與說明非常清楚，BSkyB故意以過
高的授權價格拒絕授權頻道，以及「普及率折扣」的牌價是兩項不同的指控，分別且

顯著地構成了競爭關切。然而原審法院僅以尚不確定能否適用「普及率折扣」之牌價

為由，認定Ofcom未提供適切證據，顯然忽略了「拒絕授權」部分的論述與證據。基
此，上訴法院採納Ofcom與BT的主張，判決發回競爭上訴專庭更審，以進一步釐清
Ofcom所提出的證據。
3. 英國最高法院程序駁回上訴

2014年二審判決結果出爐後，BSkyB再度提起上訴，爭點除管轄權外；尚包括上
訴法院在審查競爭上訴專庭判決之正確性時，應採取何種審查標準。

55 Id. at 4.
56 Id. at part VI.
57 Id. at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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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英國最高法院程序駁回本案之上訴聲請，主因係認為該聲請並未提出法律

上足資討論之爭點。關於BSkyB所提及之兩爭點，最高法院一方面肯認Ofcom之管轄
權；另一方面，由於英國最高法院僅進行法律審，第二個問題主要與本案事實相關，

故不適合由最高法院進行審理
58
。

（四）2014年解除管制始末
2014年12月，Ofcom再次進行付費電視產業的諮詢。整體來說，Ofcom在本次的

回顧性調查中重申，其在2010年所提出的管制事由是適當且合理的，關鍵在於握有
關鍵運動賽事轉播權的BSkyB，故意拒絕授權或以高於市場競爭水準之價格提供頻道
內容授權，已傷害了付費電視市場的有效、公平競爭環境，且由於諸如英超、歐冠

（UEFA Champions League，簡稱UCL）等賽事內容具有高度之即時性，有不可複製
之特質，故對於消費者之訂閱選擇具有高度之影響力，因而將進一步鞏固BSkyB的市
場優勢地位，因而不利於多元收視平臺等創新服務、內容的提供與投資之挹注

59
。

然而，在本次的評估中，Ofcom亦表示針對BSkyB持有之關鍵運動頻道所設定之
強制授權措施（WMO）已不再具合理性。主因係關鍵運動頻道已廣泛供應於各付費
電視平臺，而目前之授權、供應模式不影響市場公平、有效競爭；另一方面，在2010
年做出WMO處分後，其他電信服務平臺所開展的付費收視服務已經逐漸開始發展，
且BSkyB在實務上也開始透過其他商業模式進行授權。故在綜合考量後，Ofcom取消
原本針對BksyB公司的sky sport1、Sky sports 2之TLCS執照所設定之強制批發授權措
施。

四、美國視聽產業競爭之規管趨勢

（一）付費電視產業結構概要

美國付費電視服務在豐富的影音內容產業鏈支撐下，成為全球最成熟的市

場，於節目播送之層面，美國傳統上可透過廣播（Broadcast）、有線電視（Cable 
Television）或衛星電視（Satellite Television）收看電視節目。是以，如服務提供者使
用有線線路或衛星科技提供影視節目給消費者，則可謂其為多頻道視訊節目供應事業

（Multichannel Video Programming Distributors，簡稱MVPD），此類型之服務供應商
所提供之影視包裹（Packages），一般而言會包含線性頻道（Linear Channels）與隨選
視訊（Video on Demand，簡稱VOD）之服務。態樣上，傳統有線電視頻道節目供應

58 UK Supreme Court, Permission to appeal decisions, https://www.supremecourt.uk/news/
flight-delay-compensation-pay-tv-retailers-in-administration.html (last visited Nov. 11, 
2020).

59 Id. at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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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電信公司與廣播衛星均屬之
60
。

而因應網際網路之發展，促使線上影視供應事業（Online Video distributors，簡
稱OVDs）興起，此類業者透過網際網路之方式向消費者提供影視節目，然因FCC歷
來將「頻道」理解為「預先排播的線性串流視訊節目」，故將播送線性頻道之OTT 
TV業者納入MVPD的範疇並稱其為虛擬MVPD（vMVPD），認應與既有之有線電
視業者負有同等義務及權利；惟提供VOD服務之OTT TV業者則不在此列，遂FCC
曾在2014年針對OTT TV視訊服務進行檢視並進行公眾意見諮詢（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簡稱NPRM），嘗試擴張MVPD的定義而得涵蓋藉由網際網路提供VOD
服務之業者，可惜該NPRM程序於2015年便因種種考量而暫停。

時隔多年，相較傳統有線電視面臨日益嚴峻的剪線潮，串流視訊內容之發展越

來越興盛、爭取廣告收入之競爭日益激烈，可觀察到vMVPD有隱隱取代MVPD之現
象。付費電視市場在此等衝擊之下，無怪MVPD甚或無線電視業者要求FCC重行考量
MVPD定義之呼聲不斷61

。而如果真如此，便得拉齊MVPD與OTT TV之權利與義務
關係（如均適用節目取得/載送規則、再傳輸同意、必載規則等），然FCC向來解釋
MVPD必須包含「傳播通道」（transmission path）與「內容」（content）之認定問
題，即亟待解決。總之，後續情勢演變將如何發展，仍值得觀察。

（二）頻道授權與載送規範

由美國的管制法規範觀之，頻道之授權與載送實為一體兩面的議題，頻道供應

事業固然有決定是否授權旗下頻道給予MVPD播送之權利，同樣地，MVPD也有決定
是否載送該頻道之權利。因此，頻道交易係頻道供應事業與MVPD業者之議價能力
（bargaining power）的角力戰場。換言之，一份播送契約應包含兩部分，其一是「頻
道授權」，另一部分則為「頻道載送」，亦即MVPD業者以何價格與條件允許該頻道
播送。

1. 頻道授權之規範架構
美國有線電視產業就頻道授權規範，主要規定於《1992年有線電視消費者保護與

競爭法》（Cable Television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1992，下簡稱
《1992年有線法》）中的《節目取得規則》（Program Access Rules）。為解決或避免
MVPD市場中，因MSO高度的水平兼併與垂直整合，進而透過市場力延伸（leverage 
of market power）阻礙市場的競爭，《節目取得規則》禁止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60 FCC, In the Matter of Communication Marketplace Report, REPORT, GN Docket N0. 
18-231, FCC 18-181 (Released: Dec. 26, 2018).

61 Johe Eggerton, TV Stations Ask FCC to Revive Item Regulating OTT, NEXT｜TV, 
https://www.nexttv.com/news/tv-stations-ask-fcc-to-revive-item-regulating-ott (last 
visited June 2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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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垂直整合頻道供應事業運用差別待遇或獨家交易契約等方式，拒絕提供頻道予不具

整合關係的MVPD，而使不具整合關係的MVPD喪失競爭能力。
《節目取得規則》是一種具有結構限制（structure limitation）功能之行為管制，

強迫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的整合頻道供應事業分享頻道予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

者之競爭對手，以降低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之替代平臺的市場參進障礙，進而發

揮矯治市場結構的功效。

《節目取得規則》的規定，在因應《1992年有線法》第19條之修正，即於《通訊
傳播法》（The Communications Act）新增第628條（即47 U.S.C. § 548），第628條規
範：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有系統經營者整合

62
的衛星有線電視頻道供應事業，

或衛星傳播頻道供應事業，不得以不公平方法從事競爭或從事不公平或欺罔行為，若

該行為之目的或效果係為阻礙或阻止系統取得衛星頻道節目。具體而言，透過包括

（但不限於）「獨家契約限制」、「歧視行為禁止」與「不當影響之禁止」3個手段
達成《1992年有線法》之立法意旨。

1984年《有線傳播政策法》與更加嚴格的《1992年有線法》攜手架構出有線電視
產業的管制框架。因此，甫通過《1992年有線法》後，D.C.聯邦地區法院便收受多起
挑戰該法合憲性之案件，1996年Time Warner案63

即屬一例，然而聯邦地方法院認為系

爭條款在於管制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業者和頻道供應事業之經濟性所有權（economics of 
ownership），延續聯邦最高法院在Turner I案64

之見解，植基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

者具有「瓶頸獨占力」
65
與獨特的「垂直整合企業」之特徵，則對有線廣播電視系統

經營者作限制性之差別待遇有其正當理由。

FCC也表達出主管機關之立場，認為為最終達到《1992年有線法》促進MVPD市
場的競爭與多樣性，以提供消費者更多、更好地選擇之目的，對市場上具優勢地位之

頻道供應事業與具有整合關係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供應者藉由特定交易行為而恐造成

反競爭效果之虞者，施加事前管制（ex ante regulation），透過不對稱之管制使得市場
之競爭得以活絡，進而矯正市場結構，縱有引起限制言論自由而違憲之疑慮，然Time 
Warner案已說明，系爭條款實非過度之限制。最後應注意的是，管制的正當性基礎，

62 所謂整合即具有「可歸因利益」（attributable interest）之頻道業者，指系統業
者在該頻道業者擁有（a）高級職員或董事席次；（b）無限合夥；（c）有限合
夥；（d）5％以上之股份，不論有無表決權，亦不論是否另外有股東持有50％
以上之股份。請參見江耀國，有線電視市場與法律，46（註43），元照出版公司
（2003）。

63 Time Warner Entertainment Co. v. FCC, 93 F.3d 957 (D.C. Cir. 1996).
64 Turner Broadcasting System, Inc. v. FCC, 114 S. Ct. 2445 (1994).
65 劉孔中，「修曼法對實施獨占之規範」，歐美研究，第26卷第1期，61-88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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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視整體視訊媒體市場之產業結構的變化而定。

（1）獨家交易限制
一般認為獨家契約是一種合法的競爭手段，其具有鼓勵創造、提昇並傳播新頻道

的效果。事實上，《1992年有線法》在處理無線電視與有線電視系統關係的部分，存
有許多獨家契約之保障規範，但在《節目取得規則》脈絡中卻顯然不同，獨家契約被

認為是不良善的，因為國會明確表示，新競爭者之參進價值要高於持續實行獨家播送

而產生的阻礙參進效果。理由在於如與任何有線廣播系統經營者簽訂獨家契約，實則

等同於「強制授權」，創造一個類似於「開放接取」義務之制度（§ 628(c)(2)(C)）。
因此，除法定豁免事由（§ 628(c)(4)各款）外，垂直整合頻道供應事業與任何有

線廣播系統經營者之間的獨家契約屬於當然違法。對此FCC認為基於有線廣播系統經
營者已長期在無競爭之情形下獲得發展，且能否取得頻道在「以設施為基礎的競爭」

（facilities-based competition）之發展中，是必要且不可或缺的，故以個案審查是否具
有豁免事由，並賦予業者承擔舉證責任。不過FCC指出，由於新頻道服務較需要財務
支持，且可增加媒體之多樣性，故大致上以新進小業者為保護取向，相對較易通過公

益測試。

（2）禁止歧視行為
具整合關係之衛星有線頻道供應事業與所有的衛星廣播頻道供應事業不得在銷

售頻道時，對「任何」MVPD進行價格或非價格之差別待遇（§ 628(c)(2)(B)）。此
處所謂違法之差別待遇、亦即「歧視」行為，係以不同之價格、約款或條件，售予競

爭MVPD相同或關鍵要素相同之頻道服務，而未符合任一法定正當事由。另外FCC表
示，價格歧視中的原則亦同樣適用於檢討非價格歧視。

對此，FCC採用「二步分析法」，而拒斥採用反托拉斯法之判斷標準，主要理由
可能係《1992年有線法》意圖提供超越《反托拉斯法》所能提供之市場矯正。而所謂
二步分析法，第一步先比較申訴人與「水平競爭」之MVPD間的頻道授權契約是否具
有差異；若存有差異，則行第二步，要求被申訴之頻道供應事業者為該差異說明，可

提出證據證明該差異符合各款法定正當事由，且「差異程度」合理，並有「最小容許

價差」（de minimis priced）66
之適用，以縮減行政成本。

在申訴案件中，牌價（rate card）上之價格資訊將扮演說明正當性不可或缺的角
色，因此FCC強烈建議頻道供應事業具體指明哪些因素影響了契約的價格、約款或條
件，並用以解決爭端，而非單純倚靠價目表上的基本資訊。尤其，證據顯示，MVPD
無法取得頻道供應事業之價格資訊係一普遍存在的問題，因此申訴人可要求被申訴之

66 所謂最小容許價差，即價格差異小於或等於每訂戶5美分、或較高者之5％時，不
要求被申訴人證立「差異程度」合理。因此在法規適用結果上，只要被申訴人可
證明價格差異符合任一款法定正當事由，FCC即給予其最小價差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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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供應事業提供相關資訊，若此要求遭拒或提供之資訊不充分，MVPD亦可據以提
出申訴

67
。

（3）禁止不當影響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於有利益介入之頻道供應事業欲

出售節目給無整合關係之系統業者時，不得有不正當或不適當的不當影響其銷售之價

格、條款或條件等行為
68
（§ 628(c)(2)(A)）。

所謂有線垂直整合企業間之不正影響，其實與歧視行為和獨家契約等可自外觀查

證之行為關聯相當密切，甚至很難獨立劃分出來而舉出具體實例。FCC因此表示此為
補充條款，如有內部告發人證明有線垂直整合企業間之不正影響確實引發或維持反競

爭之歧視行為或拒絕授權時，可援用之。至若其申訴程序，則大抵與前述獨家契約和

差別待遇相同。

2. 頻道載送之規範架構
在頻道交易實務中，若標的頻道相當熱門，頻道供應事業當然具有較大的議價

能力；然而，MVPD業者所掌控的訂戶數亦與其議價能力成正比，故隨著MVPD業者
議價能力的上昇，而能否在該系統上架成為頻道經營關鍵時，MVPD業者往往會要求
頻道供應事業做出授權價格的讓步，或是要求頻道供應事業提出更有利的條件，以換

取較好的頻道位置等。這些原本皆為正常的商業協議，惟若考量市場結構或反競爭

風險時，即有管制之必要。國會在《1992年有線法》第12條訂定「載送協議之管制」
（Regulation of Carriage Agreements），即《節目載送規則》。

美國法對MVPD一般的頻道規劃，不論聯邦或地方政府，原則上均尊重其編輯權
與市場機制而採取低度管制，惟針對其所具有之市場力量，及其與頻道供應事業垂直

整合所可能產生個案頻道規劃上之限制競爭疑慮，則例外管制之。

主要有兩個面向：一為根據《1992年有線法》新增的《通訊傳播法》第616條，
其規定MVPD業者就其與頻道供應事業間載送之約定加以管制，避免MVPD業者濫用
其市場地位與頻道規劃之權限，妨礙或限制頻道供應事業與其他MVPD業者從事交易
或競爭；以及第628條規範MVPD業者及與其具整合關係之頻道供應事業的行為，確
保不具整合關係的MVPD業者得取得所需之頻道節目，避免交易或競爭受到妨礙或限
制

69
。二為FCC長期依據《通訊傳播法》對審查業者間併購所衍生之各項執照移轉、

67 葉志良、王牧寰，「MSO與頻道代理商結合對於有線電視市場競爭之影響」，科
技法律透析，第31卷第5期，60（2019）。

68 江耀國，前揭註3，46。
69 劉定基，「有線電視頻道規劃的管制及其界線－以一般性頻道規劃與個別頻
道載送決定的管制為比較分析中心」，東吳法律學報，第26卷第3期，109-11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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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案，得附加相關條件之權利，亦常用於業者間或因垂直整合所生之限制競爭疑

義。

本規範之目的在防止MVPD以「強迫」頻道供應事業授予財務利益（即股權利
益、入股頻道供應事業）或獨家轉播權之方式，做為載送頻道之交換以及基於整合關

係的歧視行為。且《1992年有線法》也指示FCC之管制必須盡可能依賴市場機制，確
保消費者視訊服務的可及性。因此國會之意向即在於禁止反競爭行為之同時，必須盡

量不排除競爭市場的合法商業行為與協商。故FCC決議不禁止頻道供應事業與MVPD
在協商過程中討論獨家契約與入股協定做為載送交換的事宜；亦不禁止雙方同意下的

獨家契約與入股協定，亦即只要雙方同意，即排除「強迫」之構成。

然而，FCC並不抽象定義「強迫」與「歧視」，反而認為每個協商個案都有其獨
特的一面，故針對限制系統業者有關洽購頻道、播放節目之行為的申訴案件，以採取

「個案認定」之方法，進行更直接的測試與評估。其實務運作見解之分析如下
70
：

（1）索取財務利益
主要係在避免系統業者藉由其市場力或對頻道規劃的權限，強迫頻道供應事業

與其進行垂直整合，因此禁止任何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或其他多頻道電視節

目播送業者）以載送作為「必要條件」，要求頻道供應事業提供財務利益，然並未

定義何謂財務利益，應係指以入股。惟並不禁止系統業者與頻道供應事業透過協商

（bargaining）提供財務利益。
（2）給予獨家交易

主要是保護獨立（無整合關係）的頻道供應事業，禁止任何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

營者（或其他多頻道電視節目播送業者）明示或默示脅迫（coerce）任何頻道供應事
業與其進行獨家交易，作為載送的條件，或因頻道供應事業拒絕獨家交易而加以報復

（retaliate），可能包括拒絕繼續載送該頻道，或變更頻道位置、使用方式等。就其文
義而言，已具有整合關係的頻道供應事業也受到此一規定的保護。而實務上，FCC認
為如係業者間透過自由協商所達成符合「公共利益」之獨家交易協議則不在此限。

（3）實施差別待遇
禁止多頻道電視節目播送業者以是否具有整合關係，在「頻道選擇」或「載送條

件」上，對於不具有整合關係的頻道供應事業給予差別待遇，包括較差的頻道位置、

歸屬於訂戶數較少的層級、較差的付款條件等，以致於對頻道供應事業公平競爭產生

不合理地限制該頻道供應事業公平競爭之效果。而除獨立的頻道供應事業外，與播送

業者的競爭者具有整合關係的頻道供應事業亦應在保護之範圍內。

FCC的《節目載送規則》正處於重要時刻，隨著線性視訊服務市場受到來自非線

70 江耀國，前揭註3，54-56；劉定基，前揭註，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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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服務（如Netflix）越來越大的壓力，無可歸因性的頻道首當其衝的壓力，可能會增
加歧視性待遇的機會，遂可能更具誘因提出節目載送的申訴。然而，市場的變化也可

能使《節目載送規則》不合時宜（甚或違憲），而MVPD可能會重新挑戰規則，因為
他們將尋求最大的靈活性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產業環境。

而FCC雖然以《1992年有線法》執行對頻道載送之要求，但亦不過分干擾MVPD
與節目頻道供應事業之間的合法談判

71
。距今將近30年中，針對頻道載送所提出之申

訴案件不足10件，且申訴人均未獲得勝訴。隨著不斷發展的新服務方式的競爭，頻道
載送制度是否可以且應該用來確保節目多樣性及競爭力的工具，正面臨的巨大挑戰。

五、個案解析：自三個結合案以觀

美國付費電視產業不斷透過硬體與服務的數位創新、內容產製的垂直整合及水平

整併，增強競爭力，持續穩固MVPD的地位，並進而揮軍海外，有形成跨國大型傳媒
集團的趨勢。

FCC雖允許MSO與MVPD持續整併，以擴大規模經濟，進而利於開發新技術，
然FCC亦擔憂此等水平整併會擴大封鎖（foreclosure）頻道的誘因與能力，因此強調
《節目取得規則》管制頻道交易秩序之作用，避免市場力之濫用。故至少在允許大型

MVPD持續擴張的結合案件上，持續針對行為面加以管制。
OTT TV視訊服務漸成付費電視市場之競爭要角，自2010年Sky Angel v. Discovery

案
72
起便有多個案例依循結合附款的模式，將OTT TV的競爭關係納入考量。以下透過

3個結合案觀察美國對於付費電視市場競爭之評估，如何權衡新興與傳統付費電視平
臺間之競爭能量。此在美國網路中立管制正式撤廢後，更有存在於固網業者之結合附

款之價值與必要。

（一）2015年AT&T & DirecTV結合案
1. 案例背景
71 Jennifer Scullion, “Program Access and Program Carriage: Nearly 25 Years In, Where 

Do the Fraternal Twins of Video Programming Distribution Stand? Part Two”, 32(4) 
ENTERTAINMENT AND SPORTS LAW, 1 (2016).

72 FCC, In the Matter of Sky Angel U.S., LLC Emergency Petition for Temporary 
Standstill, ORDER, DA 10-679 (Released: Apr. 21, 2010). Sky Angle為OVD業者，其
與頻道商Discovery發生授權契約糾紛，因此欲援引僅適用MVPD的《節目取得規
則》尋求救濟，然誠如上開所述，FCC依循先例進行傳統的法規詮釋，認為MVPD
需具備提供「內容」及具有「傳輸通道」兩要件，然Sky Angel之影音串流服務雖
提供內容，但卻未使用自有的傳輸通道，也即電視頻道（TV channel）或有線電視
頻道（cable TV channel），因此裁定Sky Angel不具MVPD資格，亦即無《節目取
得規則》之適用。嗣後，因爭議擴大，方於2012年開啟NPRM程序，為求隨通訊
環境之變化與時代之進步，同步修正MVPD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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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雖為美國最大的電信事業，其旗下服務多頻道視訊平臺服務「U-verse」一
般雖被分類為電信電視（IPTV），惟因1999年達拉斯市案73

之影響，致增加「開放視

訊系統」（Open Video System，簡稱OVS）的參進障礙，美國電信事業之纜線型多頻
道視訊平臺服務在聯邦層級之登記或地方特許之取得，大抵皆為有線電視執照，故實

質上已與有線電視無異。故本案件實則為「有線電視業者與DBS業者之水平整併」，
合先敘明。

AT&T在固網佈建地區以「U-verse」為品牌提供高速寬頻、視訊與VoIP之三合一
服務。AT&T透過實施「Project VIP」計畫，將其固網佈建地區的75％升級，其地域
概可涵蓋5,700萬家戶（home-passed）；然而，只有其中約3,300萬家戶因升級為FTTN
或「光纖到戶」（FTTP），而可一併使用U-verse的視訊服務，換而言之，當中仍有
約2,400萬家戶只能接取高速寬頻服務與VoIP，仍非三合一服務74

。AT&T規劃在結合
後，目前或未來仍無法接取光纖網路而的用戶，可以直接選購DirecTV的視訊服務75

。

DirecTV提供訊號涵蓋全國的直播衛星（DBS）服務，DirecTV的衛星基礎設施只
能提供單純的MVPD服務，由於無法提供寬頻接取或語音服務，因此必須與各地三合
一服務業者如電信業者、有線電視業者或衛星通訊業者合作，才能提供綜合型綑綁式

服務（synthetic bundles），而AT&T就是合作夥伴之一76
。

2. FCC審查原則
FCC對於結合的審查基準主要檢視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便利性與必要性。在整體

公共利益部份，FCC會考量包括是否促進市場競爭、是否加速事業先進服務之佈署、
是否促進資訊來源與服務公眾的多樣性、頻譜管理之公益性等；具體而言，會檢視結

合是否會影響通訊服務之品質、是否能提供消費者新穎或額外的服務。基此，FCC將
考量通訊產業的技術與市場變遷趨勢等。

FCC的公共利益分析與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簡稱DOJ）有很大的不
同，FCC會考量DOJ所無之多樣性、在地化（localism）與其他公益層面；甚至在狹義
的競爭分析上，FCC的目標不僅在於維持競爭，而還要積極的促進競爭。

FCC的測試方法論如次：首先，檢視系爭結合是否合於法律、相關法規與FCC之
命令；其次認定結合所致之潛在公益損害與利益，然後考量附加適切之附款是否可治

癒公益傷害或確保公共利益；最後，衡量系爭結合所致之公益傷害與所增進之公益是

73 City of Dallas, Tx v. FCC, 165 F.3d 341 (5th Cir. 1999).
74 See FCC, In the Matter of Applications of AT&T Inc. and DIRECTV for Consent to 

Assign or Transfer Control of Licenses and Authorizations, Memorandum Opinion and 
Order, MB Docket No. 14-90, FCC 15-94 (Released: Jul. 28, 2015), 30 FCC Rcd 9131, 
11 (2015) (“AT&T-DIRECTV Merger Order”).

75 Id. 12.
76 Id.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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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衡平，且是否合於公益性的要求
77
。

3. 付費視訊服務市場集中度評估
（1）相關市場界定

FCC必須先解決傳統MVPD與線上視訊平臺（OVD）是否屬於同一產品市場的問
題。從現有的證據中顯示，雖然OVD提供的服務越來越多樣，最近亦有OVD開始提
供類MVPD線性頻道的串流服務以及原創頻道與全長電影之節目；但整體而言，大部
分OVD仍然無法提供MVPD所能提供之大量、一般民眾最受歡迎的頻道，包括運動
頻道與地方無線電視頻道，並且OVD也無法如同MVPD提供線性頻道組合。況且以數
據觀之，全美整體MVPD市場訂戶數約有1億零1百萬戶，但完全不訂閱MVPD服務，
僅FCC的測試方法論如次：首先，檢視系爭結合是否合於法律、相關法規與FCC之命
令；其次認定結合所致之潛在公益損害與利益，然後考量附加適切之附款是否可治癒

公益傷害或確保公共利益；最後，衡量系爭結合所致之公益傷害與所增進之公益是否

衡平、是否合於公益性的要求
78
。

FCC過去於MVPD結合案時，曾以有線電視特許區79
或DMA80

作為地理市場，惟於

本件，由於AT&T並未向FCC註冊為有線電視系統，且其可提供FTTP的佈建範圍，通
常也未完全覆蓋DMA全區，因此前揭兩種方法都不適合。FCC決定採取地方（local）

77 Id. 18-23.
78 Id. 53-68.
79 有線電視特許區通常是以市或州為單位，2006年時全美有超過3萬個有線電視特
許區主管機關（local franchise authority，簡稱LFA），因此大型電信業者若欲跨
州提供電信電視服務，必須向眾多逐一申請有線電視特許，LFA不但會收取高額
特許費，也會附加嚴苛條件，申請流程亦曠日費時（一般至少一年），尤其傳統
有線電視業者須近用路權之申照程序並不適用於已擁有路權之電信業者，故有
諸多不便。 See PETER W. HUBER, MICHAEL K. KELLOGG & JOHN THORNE, 
FEDERAL TELECOMMUNICATIONS LAW § 13.5 (2nd ed. 2011 supplement) 
(2011). 雖然有些州已立法通過州層級之有線電視特許，以簡化申請過程。參見石
世豪，「電信與有線電視產業跨業競爭新立法-德州參議院第五號法案對我國立法
之啟示」，收錄於氏著，向競爭轉的通訊傳播匯流法制，219-224（2009）。

80 美國的全功率無線電視臺的訊號涵蓋範圍較廣，其執照係由FCC授予地區性質之
執照，而全美共劃分為210個地理市場區（Designated Market Area，簡稱DMA）；
而各電視臺之地理市場，根源於「1992年有線電視消費者保護與競爭法」（Cable 
Television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1992，下簡稱「1992年有線
法」）中關於必載規範（Must Carry rule）之要求，為監視各地市場之變化，其
授權FCC依收視型態（viewing patterns）界定電視臺之地理市場區。 47 U.S.C. § 
534(h)(1)(C) (1992)(amended 1996). 而FCC則根據尼爾森（Nielsen Media Research）
之定義劃定之。 47 C.F.R. § 76.55(e) (1993) (amende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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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做為地理市場，其地域大小約莫等於郡（county）的等級81
。

（2）水平競爭效果分析
FCC首先進行單方效果（unilateral effect）之經濟理論與模型模擬82

證據分析。所

謂單方效果，係指在不考量其他廠商的預期行為與反應下，水平整併廠商透過提昇價

格或實行其他市場力而獲利的現象。FCC闡釋，在欲水平整併之二廠商所提供的商品
相互替代時，整併廠商單方提昇且高於整併前價格的誘因，確實會較該單一廠商或該

兩家個別廠商為高，然而，其所提供商品直接競爭或替代的程度，以及其他非整併廠

商所提供商品的替代性或快速因應並調整產品為高替代性的能力，皆係影響單方效果

是否發生的重要因素
83
。

分析結果顯示，結合後，與AT&T、DirecTV服務共存的地區市場集中度雖會上
升，但無論在消費者剩餘、MVPD市場競爭之減少、單一寬頻服務本身的價格變化，
都相當微小；反而，在增進綑綁式服務（bundled service）的競爭上，卻有明顯的利
益。即根據當前AT&T綑綁式服務的實際價格證據顯示，相較於與其他MVPD合作，
AT&T更願意在自家所提供的「整合型綑綁式服務」（integrated bundles）上，給予寬
頻服務折扣優惠。則經濟理論也說明，若AT&T對自家「整合型綑綁式服務」提供較
多的寬頻折扣優惠，則AT&T可據此優勢吸引更多的綑綁式服務訂戶，並獲得更多的
視訊營收；反之，若AT&T給予DirecTV推出之「綜合型綑綁式服務」較多的寬頻折扣
優惠，則反而會使DirecTV獲得更多的視訊營收84

。

因此，毋寧說系爭結合會帶給消費者更低廉的綑綁式服務與消費者經驗；更重要

的是，結合後業者會以更有效率地與有線電視業者行「整合型綑綁式服務」的競爭。

故FCC認為，本結合並不會造成整體性的公共利益傷害85
。

不過，考量到只負擔得起單一寬頻服務的低收入消費者，FCC為確保綑綁式服務
並非消費者唯一具有競爭性的選擇，對單一寬頻服務設有附款，要求AT&T必須提供
寬頻優惠計畫，合於一定條件之消費者提供折扣

86
。

81 Id. 69-71.
82 FCC所據以分析的模擬模型其結果，係由結合申請人所提供，該報告假設了所有
廠商對所有商品的價格決定，綜合了評估不同組合的視訊與寬頻捆綁服務、單一
寬頻服務、單一視訊服務之消費者需求，以預測系爭結合後的價格與消費者福
利。此結合評估報告相較於典型的評估報告，最不同的是其包括了不同組合的捆
綁服務，畢竟這些服務並非直接競爭與替代，甚至可能彼此互補，尤其，該模
型還考量了消費者可選購單獨的寬頻或視訊服務、抑或兩者的捆綁服務。 Id . 91, 
Appendix C.

83 Id. 84.
84 Id. 105-57.
85 Id. 125-6, 158-60.
86 Id. 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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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競爭與公共利益傷害分析
反對系爭結合者所提出的意見相當多，FCC亦有逐一分析，其中相對重要的論

點，首先結合案將限制其他MVPD取得頻道，反對者認為結合將擴大訂戶基礎，因此
相對地減少了閉鎖、也即拒絕授權旗下整合性RSN或其他頻道予其他MVPD的成本，
進而增加結合業者閉鎖頻道的誘因

87
。但FCC認為DirecTV的垂直整合RSN幾乎都非落

於AT&T的U-verse服務經營區，對大部分地區市場的RSN閉鎖誘因皆無影響，且原本
即係AT&T與DirecTV以合資共同營運之RSN，不會因結合前後而有所改變，再者，以
目前該RSN的頻道授權證據觀之，確實也已授權予該經營區的大多數MVPD88

。而其

他非RSN頻道，包括全國性頻道方面，FCC指出，AT&T與DirecTV結合反而更能確保
頻道授權交易落入監督與管制，原屬DBS之DirecTV除因受2008年結合案89FCC附款的
限制，於整合性RSN適用節目取得規則外，其餘整合性頻道自始不受節目取得規則管
制。不過，在本件結合後，因《1996年電信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增
訂《聯邦通訊法》第628(j)條90

，使公共載具即電信業者及其關係企業的整合性頻道亦

準用《節目取得規則》，DIRECTV將符合「公共載具之關係企業」的要件，所有的整
合性頻道反倒全數落入節目取得規則之管制。故FCC認為，透過現行既存的《節目取
得規則》，足以消除頻道閉鎖風險

91
。

其次，反對者主張結合後，AT&T將更有能力與頻道簽訂獨家契約。如DirecTV
獨家提供美式足球NFL每場非當地（out-of-market）賽事的現場直播，使DirecTV擁有
顯著的競爭優勢，而允許結合，將使得結合業者更有能力維持與擴張NFL賽事的獨家
契約，而傷害競爭

92
。對此，FCC維持過往的看法，頻道的獨家契約在經濟效果上，

87 Id. 163-5.
88 Id. 167, 171-2.
89 DirecTV原屬新聞集團（News Corp.）旗下，2008年Liberty Media以其持有News 

Corp.之16.3％股份和5億5000萬美元，向News Corp.換得38.4％之DIRECTV股
份與旗下3個RSN，正式併購DirecTV；DirecTV後與Liberty Media旗下Liberty 
Entertainment合併新設新公司，名稱依然是DirecTV。See FCC, In the Matter 
of News Coporation and the DirecTV Group, Inc., Transferors, and Liberty Media 
Corporation, Transferee, For Authority to Transfer Control, Memorandum Opinion and 
Order, MB Docket No. 07-18, FCC 08-66 (Released: Feb. 26, 2008), 23 FCC Rcd 3265, 
at 3340-41, Appendix B § III (2008).

90 《聯邦通訊法》第628(j)條之所以規定電信業者亦受節目取得規則之管制，乃因電
信業者在通訊市場的市場力使然，迄今電信業者在通訊市場仍實施許多反競爭行
為。

91 FCC, AT&T-DIRECTV Merger Order, supra note74, 168-70, 176.
92 Id.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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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具反競爭效果，亦有可能促進競爭。雖然《節目取得規則》一直原則性
93
絕對禁

止（per se prohibition）受管制的MVPD與其垂直整合頻道間簽訂獨家契約94
，但此畢

竟係過渡性質的MVPD市場結構矯正措施，且嗣後因市場結構矯正的目的業已達成，
FCC已於2012年令其落日。不過，FCC仍可依據《聯邦通訊法》第628(b)條不公平競
爭行為之概括禁止條款，就MVPD與其垂直整合頻道間之獨家契約行個案性的審查，
視其是否屬目的或效果為顯著阻止、或妨礙任何MVPD提供頻道予訂戶或消費者之不
公平競爭方法、或實施不公平欺罔行為。

基此，在AT&T與DirecTV結合後之整合性頻道的部份，FCC認為，既然如前述
AT&T與DirecTV皆落入《節目取得規則》的管制主體；且即便獨家契約禁止條款落
日，仍舊保有最低限度的管制規範；最重要的是，無論AT&T或DirecTV，都未有大量
的整合性頻道

95
。

至於非整合性頻道的部份，由於過往證據顯示，非整合性頻道依經濟理性傾向尋

求最多的MVPD載送，以謀利益最大化。再者，非整合性的高價值頻道與MVPD簽訂
獨家契約，未有證據顯示產生任何競爭問題；況且FCC再次申明，非整合性頻道的獨
家契約，同樣可落入《聯邦通訊法》第628(b)條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最低限度的管制，
故不成立競爭風險

96
。

最後，針對是否具有限制用戶收看OVD服務之潛在傷害方面，FCC早在《2010年
開放網路命令》

97
與其後的《2015年開放網路命令》98

中，一般性地認定寬頻服務提供

93 即設有以個案審查模式（case-by-case）尋求豁免的規定（47 U.S.C. § 548(c)
(4)）。

94 當然原本的管制主體僅限有線電視業者與其垂直整合之頻道（47 U.S.C. § 548(c)
(4)(D)），但後續透過修法與FCC審查結合案等機會，實質擴張準用與適用主體。

95 FCC, AT&T-DIRECTV Merger Order, supra note 74, 179-81.
96 Id. 182-4
97 FCC, In the Matter of Preserving the Open Internet; Broadband Industry Practices, 

Report and Order, GN Docket No. 09-191, WC Docket No. 07-52, FCC 10-201 (Released: 
Dec. 23, 2010), 25 FCC Rcd 17905, at 17916, 22 (2010).

98 FCC, In the Matter of Protecting and Promoting the Open Internet, Report and Order on 
Remand, Declaratory Ruling, and Order, GN Docket No. 14-28, FCC 15-24 (Released: 
Feb. 26, 2015), 30 FCC Rcd. 5601, at 5662,  140 (2015)(“2015 Open Internet Order”), 
aff’d, United States Telecom Ass’n v. FCC, 825 F.3d 674 (D.C. Cir. 2016), pet. for 
rehearing en banc denied, 855 F.3d 381 (2017), cert. denied, No. 17-504 (Nov. 5, 2018)
(2018 WL 5779073). 關於本結合案後美國網路中立性法制政策之發展，值得說明的
是，「2015年開放網路命令」於2016年經哥倫比亞特區巡迴法院判決合憲、且合
於美國行政程序法（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簡稱APA），且經被最高法院
拒絕移審（certiorari）。而川普政府任命之FCC新主席Pai上任後，於2018年公布
「恢復網路自由命令」，自2017年底廢止大部分《2015年開放網路命令》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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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誘因妨害與其旗下服務相競爭之第三方OTT服務的營運。因此FCC認為，AT&T
在結合後因偏好其與DirecTV的傳統視訊服務以及線上視訊服務，將會更有誘因透過
其寬頻服務歧視非整合性的OVD。尤其，目前全美家戶終端消費者在寬頻服務提供者
的選擇並不多，資料顯示，大部分的家戶終端消費者迄今只能在一家或兩家的寬頻服

務提供者中做出選擇，而約65％至70％的家戶最多也只能有兩家高速網際網路接取服
務業者供選擇，再者，更換服務業者也換面臨龐大的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99

。

在歧視非整合性OVD可能的手段上，FCC指出至少可能有透過流量上限（data 
cap）和網際網路互連（interconnection）100

兩種：

在流量上限方面，FCC首先指出，AT&T是全美主要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簡稱ISP）中，唯一針對固網寬頻用戶設置使用流量上限
的業者。加上AT&T與DirecTV目前皆全力發展OVD服務，如集結AT&T全國性先進無
線通訊網路與佈建範圍達21個州的固網寬頻，以及DirecTV的全國性訂戶基礎、並與
消費者在如STB等視訊服務上互動的經驗，FCC認定AT&T在結合後，當具有能力與
誘因透過流量上限來歧視非整合性OVD。為此，FCC設置附款，禁止結合業者透過包
括將自家服務流量排除於總流量計算等，對固網寬頻終端用戶設置流量上限之方式，

偏好自家提供之視訊服務，包括個別企業提供的線上視訊服務，結合業者提供的任何

「無所不在電視」（TV Everywhere, TVE）服務、與任何透過視訊服務提供的內容或
應用

101
。

而在網際網路互連方面，如Netflix等業者皆主張AT&T不斷透過拒絕提升訊務交
換中心（interconnection point，互連點）的交換量，允許訊務交換中心或與訊務轉接
業者間的壅塞，同時也拒絕內容傳送網路（content delivery network，簡稱CDN）102

而有業者以違反APA為由涉訟，如FCC, In the Matter of Restoring Internet Freedom, 
Declaratory Ruling, Declaratory Ruling, Report and Order, and Order, WC Docket No. 
17-108, FCC 17-166 (Released: January 4, 2018), 33 FCC Rcd 311 (2018) pets. for 
review	filed,	Mozilla	Corp.	v.	FCC,	No.	18-1051	(D.C.	Cir.	filed	Feb.	22,	2018)，後續發
展值得觀察。

99 FCC, AT&T-DIRECTV Merger Order, supra note 74, 205.
100 值得說明的是，此處FCC雖是用「interconnection」，但如同過去行政慣例，在網
際網路的脈絡下並非指實體的網路互連，而係指網際網路互連（peering）、訊務
轉接（transit）或兼含兩者。Id. 214, 219.

101 Id. 208-13, 395, Appendix B § IV.
102 CDN之概念係在離用戶近端佈署邊緣伺服器（Edge Server），當內容營運商提
供媒體串流時，先將機房內實體主機之內容推播到邊緣伺服器，而用戶則與邊緣
伺服器建立連線以接收媒體串流，如此以減輕網路負荷、同時穩定地提供用戶大
量媒體內容。 See Danny De Vleeschauwer & Dave C. Robinson, “Optimum Caching 
Strategies for a Telco CDN”, 16(2) BELL LABS TECHNICAL J., 115, 121 (2011);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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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免費網際網路互連，以降低終端使用者的經驗，進而向內容業者（edge provider）
與訊務轉接業者收取網際網路互連費用，或迫使其使用付費路徑，墊高其成本，致

AT&T是4家寬頻網路接取服務業者中，唯一可藉此獲取網際網路互連費者。故FCC考
量相關理論與具體營運證據，同意反對者的主張，認定AT&T確有透過網際網路互連
協議妨害內容業者，與透過轉置成本限制消費者回應不合理網路管理的能力與誘因。

又，根據相關研究指出，收看線上視訊時每延遲2秒，將會造成5.8個百分點的棄用率
（abandonment rate），基於等此證據，FCC認為，OVD服務屬對延遲高敏感（delay-
sensitive）的服務，極易因ISP的歧視行為受害。而AT&T於結合後具有歧視非整合性
OVD之能力與較高之誘因的狀況下，FCC同意應設置相關附款以消除此有害公共利益
之風險。

然而，FCC既於《2015年開放網路命令》中，採行了個案判斷模式（case-by-case 
approach），以審查網際網路互連實踐是否屬不公平、不合理、不正當之差別待遇；
於現實仍不願課予結合業者一體、全面適用之限制（blanket restriction）。故FCC於附
款將僅要求結合業者提供網際網路互連協議與參數，以供FCC監督，並適時進一步檢
視其是否公平

103
。

（4）FCC同意結合理由與附款措施
首先，FCC認為結合將會產生一個更有競爭力的MVPD，並提供消費者更多的選

擇與更低廉的價格。同時，結合後的新商業模式，也能夠長期地促進AT&T對於佈建
高速寬頻網路的投資，進而帶來更多的競爭並增加消費者的選擇。

然而，FCC也發現系爭結合可能會有創造潛在的競爭傷害，但這些疑慮在附加為
期4年的適切附款下，皆能妥善化解，故准予結合104

。其附款概為：A. 要求AT&T在4
年內按照加碼「Project VIP」計畫，佈署FTTP網路以涵蓋1,250萬家戶。此外，為加速
與有線電視業者滲透公共機構之競爭，應使其FTTP網路所涵蓋範圍―約6000所學校
與圖書館，有能力購用普及服務基金E-rate所支援的Gigabit級特高速網路接取，而此
佈建之要求，可實質拓展AT&T提供電信電視（telco TV, IPTV）之基礎設施，故可作
為因結合而減損一家MVPD業者，並可能對MVPD水平競爭有不利影響之替代措施；
B. 禁止其對固網寬頻之使用型態行差別待遇，並應揭露網際網路互連協議與參數，
進而幫助FCC監督數據訊務交換對用戶之潛在影響，或是否透過網際網路互連協議拒

also Daniel A. Lyons, “Internet Policy's Next Frontier: Usage-Based Broadband Pricing”,  
66 FED. COMM. L.J., 1, 34 (2013); Kendall Koning, “The Internet is A Packet-Switched 
Network”, 37 HASTINGS COMM. & ENT L.J., 273, 293-5 (2015); Sheraz Syed, 
“Prioritizing	Traffic:	The	Internet	Fast	Lane”, 25 DEPAUL J. ART, TECH. & INTELL. 
PROP. L., 151, 175-8 (2015).

103 FCC, AT&T-DIRECTV Merger Order, supra  note 74, 214-9, 396.
104 Id . Appendix B.



付費電視產業頻道上下架競爭議題研析―以英美兩國經驗為中心 441

絕或阻礙非整合線上視訊內容商對其網路之接取；C. 應對合於特定資格的低收入族
群，提供優惠的價格；D. 應增設聘僱外部獨立的公司遵循官（Company Compliance 
Officer），負責監督與向FCC報告任何附款的履行實情。
（二）2016年Charter等三家結合案

2015年5月，Charter以近900億美金分別與Time Warner Cable（下簡稱TWC）105
、

Bright House Networks（下簡稱BHN）106
進行結合。

一年後，FCC附附款准予結合107
，而美國司法部（DOJ）則提起反托拉斯訴

訟
108
，其聲稱由於合併後的New Charter將有更大誘因和能力來對頻道商施加或擴大契

約限制，從而阻礙他們通過OVD業者銷售內容的能力，惟後亦附附款准予結合109
，

使得結合後之Charter（下簡稱New Charter）在美國成為僅次於Comcast和AT&T的第
三大MVPD、第二大寬頻網際網路接取服務（broadband Internet access service，簡稱
BIAS）提供商，服務範圍將近40個州。
1. DOJ之水平競爭效果分析

OVDs為消費者提供了更多的視頻服務選擇，然DOJ表示New Charter恐通過提高
槓桿率來威脅競爭，這種槓桿作用將限制頻道商授權給OVD業者，進而剝奪消費者享
受創新和新產品的服務。

且TWC一直是此等產業的領導者，其與頻道商的契約中確保了替代傳輸方法
（alternate distribution method，簡稱ADM）條款，這些條款會阻礙頻道商將其內容分
發給OVDs，導致OVDs的競爭力下降。

是以，DOJ認為New Charter可以控制更多的寬頻網路接取，並且New Charter的用
戶將比結合前的TWC多60％，不難想像其將憑藉結合後更大的用戶基礎，影響網路互
連與訊務流量的價格，讓OVD業者的創新商業模式受到影響，無法有效與傳統MVPD
競爭，使New Charter得以維持自身MVPD的優勢從而獲得更多利益。
2. FCC之審查標準
105 Sid Weng，Charter小吃大併購時代華納 挑戰Comcast一哥地位，The New Lens關鍵
評論，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7450（最後瀏覽日：2020/09/12）。

106 DOJ, Motion and Memorandum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support of entry of Final 
Judgment, Case 1:16-cv-007590RCL, 2 (2016).

107 FCC, In the Matter of Applications of Charter Communications, Inc., Time Warner Cable 
Inc., and Advance/Newhouse Partnership for Consent to Assign or Transfer Control of  
Licenses and Authorizations, Memorandum opinion and order, MB Docket No. 15-149, 
FCC 16-59 (Released: May 10, 2016). (“Charter-TWC-BHN Merger Order”).

108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Charter Communications, Inc., Time Warner Cable Inc., 
Advance/Newhouse Partnership & Bright House Networks, LLC,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C., Civil Action No.: 16-cv-00759 (2016).

109 Cable TV Merger, 4268 PUR Util. Reg. New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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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沿用過去AT&T與DirecTV結合案的審查標準，再次重申其公共利益分析與
DOJ不同，FCC會考量DOJ所無之多樣性、在地化與其他公益層面；甚至在狹義的競
爭分析上，FCC的目標不僅在於維持競爭，而還要積極的促進競爭。FCC首先檢視系
爭結合是否合於法律、相關法規與FCC之命令；其次認定結合所致之潛在公益損害與
利益，然後考量附加適切之附款是否可治癒公益傷害或確保公共利益；最後，衡量系

爭結合所致之公益傷害與所增進之公益是否衡平，且是否合於公益性的要求
110
。

而因為TWC與Charter均為大型或中型MVPD，並透過其有線電視纜線提供可取得
OVD服務之BIAS，因此FCC之審核重點著重於MVPD與OVD間之競爭。
（1）FCC對於潛在公共利益損害之分析

針對New Charter是否有誘因透過其所擁有之寬頻網路，或其增加之頻道授權市
場議價能力，限制OVD所能提供之服務，進而戕害整體視訊市場之競爭111

，其認為基

於2010年至2015年之調查資料證實，當地擁有最多僅兩家提供下行速率25 Mbps以上
之BIAS業者的全美家戶比例，自97％降至約70％，顯示一般美國家戶缺少選擇；且
美國BIAS普遍存在過高的轉換成本，因此若申請人結合後透過契約方式，使用戶收
看OVD之品質降級，用戶的反應與應對能力是不足的，大多仍會選擇留在原本的供應
商。FCC認為，申請人結合後，將擁有1,940萬BIAS用戶與1,730萬MVPD訂戶，透過
BIAS之契約方式使旗下用戶難以收視OVD，進而確保旗下MVPD用戶的黏著度，具有
相當可觀的獲利回收誘因

112
。

在閉鎖頻道節目授權予OVD的部分，則端視OVD與申請人所提供之傳統視訊服
務間，究屬替代關係或互補關係。FCC認為，當時市面上也許某些OVD主要提供屬於
補充財或互補財之過季節目內容或VOD片庫服務；但其也有與New Charter具有更大重
疊性之VOD服務，此部分當屬替代財。更有甚者，像是DirecTV旗下之Sling TV服務、
Sony透過PlayStation提供的Vue服務（註：已於2020年終止服務），都是提供有線電視
頻道串流並與VOD綑綁銷售的替代競爭者，這類服務近日將會越來越多；而即便是以
提供VOD為主的Amazon Prime與Netflix，亦逐步增加其原創節目，進而非屬定義上的
補充或互補財

113
。故FCC認為New Charter與OVD之間並非單純的互補關係，而更趨向

於替代關係，因此New Charter當有誘因影響其競爭能力，以維持自身之收益。
針對New Charter是否會對家用BIAS收費政策改為「設流量上限」、或依流量取

價（usage-based pricing，簡稱UBP），以增加BIAS用戶接取OVD之成本，進而阻礙

110 FCC, supra note 107, 26-30.
111 Id. 34.
112 Id. 38.
113 Id.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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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D與New Charter競爭114
。

（2）MVPD市場的競爭
雖有利害關係人認為，3家有線電視業者之結合，將導致MVPD市場競爭之減

損。惟FCC認為，MVPD之地理市場，並非全國性質，而係處於各有線電視特許區之
「地方」性質。然而，原本3家有線電視事業本就未於同一地理市場重疊經營，就算
有，也是極少部分。因此FCC認定系爭結合將不會減少現有MVPD之間的競爭115

。

FCC提及，美國的頻道授權實務中，存在有兩種主要類型的契約約款，而可能被
New Charter加以運用，戕害OVD的競爭，分別是替代傳輸方法（ADM）與最惠國待
遇（most favored nation，簡稱MFN）。所謂ADM，係指契約中含有禁止或限制頻道
商授權其節目予非MVPD之替代平臺，如OVD等；其限制多為一定之「媒體週期」
（window）期間後始得為之，甚或不得為之。MFN則為使一付費電視平臺獲得已授
權予其他平臺之有利契約約款，尚分為有條件與無須滿足任何條件之MFN116

。FCC認
為，由於水平結合使New Charter增加訂戶規模，同時也減少頻道授權市場的買家，
亦減少購買市場的競爭，因此增加其於頻道授權市場的議價能力，而有能力要求頻

道商安排前開契約約款，例如透過ADM要求頻道商不得授權，或於一定期間後始得
授權OVD播送其節目，否則拒絕採購其頻道；又例如透過MFN，迫使頻道商降低與
OVD簽訂較New Charter優惠之授權契約的誘因，以避免必須給予New Charter相同之
優惠

117
。

3. 附條件同意結合與矯正措施
FCC認為系爭結合之潛在公共利益甚微，因此必須透過附款確保潛在公共利益傷

害不會發生，始准予結合。而DOJ在評估New Charter之反競爭影響後，仍以整體競爭
環境要求Charter不得與內容提供者簽訂或執行任何協議，影響或阻礙內容提供者將內
容提供給其他OVD業者118

之附款，防免New Charter藉由契約阻礙其他OVD傳輸New 
Charter的頻道內容，因為這些服務（包含OVD）依靠寬頻網路連接消費者，避免New 
Charter成為網路服務之不可避免的守門員（unavoidable gatekeeper）。故在結合後之7
年內

119
，New Charter不得與頻道商訂立或執行任何將會禁止、限制或創造誘因影響頻

114 Id. 41.
115 Id. 153-154, 159.
116 Id.  206-207.
117 Id. 213-215, 217, 221.
118 宋佩珊、鄭嘉逸、許芳瑜、楊証淙、黃上川、林玉書、陳雨平，通訊傳播事業投
資整併對產業相關影響及監理機制之委託研究，50，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之
成果報告（2018）。

119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Charter Communications, Inc., Time Warner Cable Inc., 
Advance/Newhouse Partnership & Bright House Networks, LLC, United States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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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商提供節目內容給其他OVD業者之協議120
。

因此，FCC在官方文件說明檢視New Charter與DOJ達成的條件外，將透過附加
條款降低對於公共利益可能的損害；DOJ也在官方文件中表示基於FCC已對於New 
Charter附加不得對OVD業者差別待遇之義務，因此不重複附加相同條件。二主管機關
透過協調確保不重複附加相同條件，以確保保障不同層面之公共利益

121
。

（三）2018年AT&T-Time Warner結合案
Time Warner旗下擁有HBO、CNN和Turner Brodcasting System等頻道，還有數十

個FCC給予許可執照，但由於本次結合並不涉及轉讓FCC所監理之廣電執照，FCC便
不對其進行冗長的公共利益審查

122
，於是DOJ成為唯一審查AT&T與Time Warner結合

的聯邦主管機關。

而若參與結合的事業為具有上、下游關係者，則屬垂直結合。於評估此等結合型

態時，通常需綜合考量上下游市場之反競爭效果及促進競爭效果，惟因美國反托拉斯

法對垂直結合採取「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的寬容態度，近40年來主管機關
未曾成功阻止任何產業之垂直結合。

近年傳播媒體市場發生急遽的變化，尤其是網路媒體的興起，諸如Netflix、
Youtube、Amazon等視訊傳輸平臺崛起，讓訂閱付費頻道對消費者逐漸失去吸引力，
即便先前AT&T併購DirecTV受到不錯的評價，但訂戶數仍呈現衰退趨勢，故2016年
AT&T宣布收購Time Warner以利提升其競爭力。而AT&T併購Time Warner為節目內容
與傳輸設施的上下游垂直整合，DOJ擔心結合後會成為超媒體集團，進而對市場競爭
造成損害，遂對之起訴並試圖阻止此次結合。

爭點在於結合後，會否因此墊高競爭對手取得Turner或HBO等頻道之成本、或
提高市場參進障礙之風險？DOJ援引Shapiro教授的經濟模型，預測槓桿的增加將導
致競爭受到損害，因為Turner的節目內容對於付費電視訂戶而言具有高度需求，因
此屬於AT&T競爭者（尤其是虛擬MVPD）之「必備」（must-have）頻道，取得該
頻道始能在視頻傳輸市場中擁有足夠的商業吸引力，從而進行有效競爭（compete 

Court for The D.C., Civil Action No.: 16-cv-00759, 9 (2016). 但五年後Charter可申請重
新評估是否仍需受制於相關禁止規範。

12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Charter Communications, Inc., Time Warner Cable Inc., 
Advance/Newhouse Partnership & Bright House Networks, LLC,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C., Civil Action No.: 16-cv-00759, 5-7 (2016).

121 宋佩珊等，前揭註119，49。
122 Thomas Gryta, FCC Chairman Says Doesn’t Expect Agency to Review AT&T-Time 

Warner Deal: Ajit Pai says no role for FCC since no airwave licenses being transferred, 
2017-02-27, https://www.wsj.com/articles/fcc-chairman-says-doesnt-expect-agency-to-
review-at-t-time-warner-1488212231 (last visited July 2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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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ly）。
1. 地方法院

首先地方法院
123
認為DOJ所提出的證據均無法證明本結合案對競爭將有所危害。

所謂「必備」一詞僅是用來暗示該節目內容頗受消費者歡迎的術語而已，Turner的節
目內容並非視頻傳輸平臺業者成功經營的關鍵要素。且DOJ對於頻道供應事業可影響
頻道授權之價格的假設與現實並不一致，畢竟頻道供應事業之最大利益考量是將收視

戶最大化，故並無誘因隨意自下游的視頻傳輸平臺下架，進而損失授權費與廣告費。

據業界證詞，除以往案例並未因垂直結合而提高頻道授權之價格外，頻道供應事業的

身分為何，亦從未在授權考量之列。

何況美國消費者選擇訂閱傳統的有線電視仍屬大宗，雖現今正逐漸轉移至線上的

收視方式，然AT&T並未在線上經營層面具有優勢地位，故Turner的議價能力與談判
地位並不會增加。依照經濟理性，特別是AT&T正在開發5G技術，AT&T更有誘因讓
Turner的節目內容出現在所有的視訊傳輸平臺，尤其行動裝置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
腦等。基此，地方法院認為DOJ所仰賴的證據均未能解釋為什麼兩家公司都願意以下
架作為威脅，而放棄對虛擬MVPD或SVOD授權內容後可產生的訂閱費和廣告收入。

其次，地方法院不認同DOJ所聲稱AT&T於結合後將有誘因與能力以HBO作為吸
引與留住用戶的促銷手段，阻礙競爭對手與之競爭。需知HBO的經營模式高度依賴視
訊傳輸平臺，且HBO並不會投放廣告，故而僅以訂閱費支撐其主要的收入來源。是以
無從解釋何以AT&T會採取危害HBO的經營模式，只為排擠競爭對手而做出不理性的
決策。且證據顯示其他MVPD尚有Netflix、Showtime等作為HBO的替代品，遂地方法
院對於DOJ唯恐AT&T封鎖HBO之授權，從而損害競爭的論調表示尚欠論斷。

最終，DOJ放棄上訴而順利完成結合。起初FCC不審查本次結合案受到參議員的
質疑，但FCC主席Ajit Pai堅持不需要進行「公共利益」分析之決定124

，亦不支持DOJ
的起訴

125
。

但在地方法院判決後，FCC向聯邦上訴法院出具法庭之友126
意見書指出，主要是

123 United States v. AT&T Inc., 310 F. Supp. 3d 161 (2018).
124 Ali Breland, Dems press FCC chief on AT&T-Time Warner merger, https://thehill.com/

policy/technology/322982-senators-press-fcc-chief-on-att-time-warner-merger (last 
visited Aug. 17, 2020).

125 Jon Brodkin, FCC says court made error in approval of AT&T/Time Warner merger, 
https://arstechnica.com/tech-policy/2018/08/fcc-says-court-made-error-in-approval-of-
atttime-warner-merger/ (last visited Aug. 17, 2020).

126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lantiff-appellant, v. AT&T Inc.; DIECTV Group Holdings, 
LLC; and Time Warner Inc, Defedants-applellees, On Appeal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No. 1:17-cv-2511 (Hon. Richard J. L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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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地方法院駁回FCC相關調查與AT&T在併購DirecTV時所提交給FCC的文件之證明
力一事，係為錯誤的結論。其中文件係指2010年AT&T認為Comcast與NBCU的結合，
將可能導致Comcast之競爭者取得授權的成本提高。

首先，儘管FCC對「公共利益」審查在某些方面要比傳統尚須經過法院監督及須
遵守較嚴格法規要件的反托拉斯分析更為廣泛（或較具不確定性），但FCC歷來將競
爭分析納入公共利益審查的一環，並在執行時以DOJ的《結合指南》為準則。就早前
AT&T提交聲明的案例而言，儘管FCC並未阻止Comcast收購NBCU，但也確實遂行競
爭分析，並附加Comcast-NBCU Order作為防止反競爭行為的條件，這便類似於DOJ對
AT＆T和Time Warner所關注的行為。

地方法院謬誤在於認為FCC與《反托拉斯法》兩種標準之間存在差異，使得提交
給FCC的文件中關於市場分析的陳述未能發揮證明效果，植因於FCC禁止故意或過失
的虛假陳述，即便AT&T試圖影響競爭者之競爭，其提交給FCC的備審文件也必須為
真實，故而早前AT&T在併購DirecTV所提交的文件必也遵守相同的真實性標準，不會
因彼此間為競爭者，便減損其陳述之可信性。

2. 聯邦上訴法院
DOJ重申其擔憂AT&T會利用所謂槓桿理論（leverage theory），即當Time Warner

的頻道與DirecTV的傳輸管道相結合，會因為倚仗AT&T龐大的訂戶數讓Time Warner拒
絕授權成本變低，使其在與競爭對手協商時，可運用頻道封鎖策略，擁有更高的談判

力。

聯邦上訴法院
127
僅針對系爭結合事業是否可能利用槓桿理論於結合後的授權費協

商過程中，透過長期拒絕授權（blackouts）作為威脅，以墊高競爭對手取得Turner旗
下頻道之成本。

首先，上訴法院贊同地方法院之DOJ現實證據不足的見解，認為無法證明Turner
在結合後即可憑藉優勢地位而長期封鎖頻道作為要脅，進而提高議價能力之假設，加

之Turner實也未曾發生過長期封鎖的紀錄，故DOJ之槓桿理論的預測並不準確。況且
證詞顯示，結合後封鎖頻道策略的成本仍舊高昂，是以判定Turner並不會忍受長期閉
鎖所導致的訂閱費與廣告費之災難性損失。加上Turner提出保證不封鎖之不可撤銷的
「棒球式仲裁協議」，此等矯正措施，已然適當的解決競爭問題。

再者，根據《休曼法》第1條，母公司與全資子公司不能論以共謀，即其應視為
單一經濟體，而擁有多個部門的公司必須追求整體公司之共同利益。對此，法院表示

頻道供應事業之所有者身分，並不會影響現實中授權費的議價能力，故為追求最大利

Brief of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as Amicus Curiae in Support of Nether 
Party, No. 18-5214 (2018).

127 United States v. AT&T Inc., 916 F. 3d 102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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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便不會採行長期封鎖策略而導致整體公司連帶利益受損，反倒是會尋求可得播送

其節目內容的平臺，並予以授權。

又，DOJ也同意結合前，AT&T與Turner均獲得超額利潤，而結合後降低對AT&T
之Turner的頻道授權費，將會消除雙重邊際化成本，而Shapiro教授稱其將將轉嫁給消
費者以求利益最大化的說法，法院並不贊同，不啻因為結合後並無法提升Turner的議
價能力，且就AT&T自本身消除成本的方式，亦能達到公司利潤最大化之目標。

總之，聯邦上訴法院表示，系統業者若需要藉由強制頻道授權進而削減其他業者

的競爭力，仍要看待當地數位匯流之發展程度，若閱聽眾可透過不同平臺或載具收看

內容，那麼以強制授權頻道之手段已非必要。

六、綜合分析與建議

（一）英美兩國管制經驗之借鏡

英、美兩國制度設計之初衷，均在於維護市場秩序，確保有效、公平競爭此一政

策目的，故或可做為我國未來在處理視聽產業限制競爭行為時的政策方向。

1. 引入英國強制授權規則條款之可行性評估
英國《2003年通訊法》第316條規定有《強制授權規則》（must-offer rules）。

在第316條的授權之下，Ofcom作為產業部門的管制機關，可以在認為特定執照服務
（licensed service）、相關服務（connected service）有損市場公平、有效競爭時，在
合乎維持市場公平競爭此一立法目的之前提下，援引本條針對上述服務之執照訂定合

理之負擔條件。

衡酌本條款之立法目的，係以維繫產業公平競爭、有效發展為前提，僅有在頻道

業者的經營行為、策略上，可能衍生相關爭議或已構成具體反競爭行為時，方有援引

本條款使用之空間。也因此，為確保對於TCLS執照所設定之負擔為合理之條件，不
至影響、妨礙市場發展，Ofcom將依照競爭法調查執行準則，踐行完整之市場界定分
析、評估，以完備相關產業調查與程序，並據此制定足資合理之不對稱管制措施，以

達有效維護市場秩序，促進產業正向發展之立法目的。

回顧我國有線廣播電視產業之發展脈絡，目前產業內多有上下游垂直整合之經

營型態，且由於數位匯流之發展，新興視聽服務平臺大量出現，也因此導致有線電視

市場邁向高度競爭時期，故如何維繫市場公平競爭與有效發展係監理機關所面臨之挑

戰。近年則因為部分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業者與頻道代理商間，因授權價格、條件無法

達成共識，衍生部分電視頻道因此拒絕授權、播送與系統業者之相關爭議。雖通傳會

依照《有線廣播電視法》第55條，持續邀集有關業者進行調處，惟調處機制之效果有
限，難以發揮實效，也因此難以解決目前市場紛爭。

不同於英國，我國現行廣電三法並無類似英國強制授權條款之設計，惟是否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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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引入相關機制之設計，仍值得再三考量。因英國《2003年通訊法》的強制授權條
款之適用，係以完整之市場界定、調查為前提，需仰賴大量經濟、財務背景之專業技

術人員之投入，而雖通傳會於2020年5月已與公平交易委員會達成協調結論，未來若
有頻道節目因授權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未能達成共識，衍生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上、下

架爭議，將由通傳會依法處裡。惟考量現行通傳會有限之組織能量，不宜貿然移植相

關機制，而需待組織員額擴充，引入相關專業技術人員後，再行考量。

2. 仿效美國以結合案附款之方式矯正市場
美國頻道沒有執照，係直接規範「授權者」的權利義務關係，而授權者本身即可

包含頻道供應事業與「頻道代理商」。而頻道載送針對頻道供應事業，Cable、DBS、
IPTV等均包含在內。且因為美國的有線電視市場呈現高度整合關係，是以規範均著重
在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間是否具有「整合關係」，如有，則對其會有較嚴謹的

禁止規範，以避免損害市場競爭。

相較於我國對於頻道上下架的管制，美國原則上較尊重系統經營者之編輯權與市

場機制，僅例外管制在個案上具有之市場力量，及其與頻道供應事業垂直整合將可能

引起限制競爭疑慮者，一般禁止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向頻

道供應事業索取財物利益、進行獨家交易，或給予差別待遇。

而依照美國的實務經驗來看，首先課予申訴人先就相關違法事實盡初步舉證責

任，提供主管機關判斷的比較基礎，通常會就其是否與具整合關係之頻道處於相似位

置（分組是否有差異），以及多種「情況證據」綜合考量，像是頻道性質（如節目的

內容或組成之型態占比）、收視率、授權費高低、目標觀眾或廣告商之類型是否類

似、區塊化規劃，或其他事項等，並會考量系統經營者之成本效益分析，即是否有合

理的商業理由，且依照證據程度高低，給予不同的決定機關與判斷期限。與我國最重

要的差異是FCC除有裁罰權限外，並有強制載送特定頻道或逕行決定載送的價格或條
件的權力。

此外，自《1996年電信法》訂定後，即未大幅修正美國聯邦通訊法規，OVD此等
新興服務，尚非立法當時所能預見，而FCC彼時亦欠缺新的授權依據，為處理產業間
競爭疑慮，FCC透過結合案件作為管制機會，除表明其非僅MVPD之主管機關，而乃
係整體視訊產業之主管機關，尤其推動平臺間之競爭，力促OVD之發展。

FCC藉由結合案之附款方式，賦予舊法新解的管制決策，效果等同結合事業不得
以不正方法影響頻道商對OVD之授權，實質拓展《節目取得規則》之理念與精神，防
止頻道交易時將市場力延伸至OVD市場，從近期美國FCC對於大型媒體結合案之執法
歸納而看，除針對其所控制之寬頻網路進行行為監理、禁止對固網寬頻之使用型態行

差別待遇、明令禁止採取流量上限與依流量取價費率，及要求揭露網際網路互連協議

內容，以監督是否有從事反競爭行為，嶄新地認定結合後業者有誘因與能力透過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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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授權市場中提升的議價能力，以替代傳輸方法（ADM）與最惠國待遇（MFN）
等契約約款，迫使整合或非整合之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拒絕授權，或以較次級之權利授

權予OVD等，通盤考量線上視訊平臺（OVD）等內容業者（edge provider）是否受到
歧視，而減損對傳統付費電視平臺之競爭能量。

值得一提的是，自解除有線電視費率管制之面向來看，FCC已將有線電視與IPTV
劃歸同一市場，至於OTT TV的參進，是否亦屬有效競爭，近期而言，FCC多持肯定態
度，惟仍需持續觀察。

（二）兼顧產業發展與競爭防護之政策建議

如自下表以觀，本文認為基於影視產業「內容為王」（content is king）的特色，
即無論付費電視平臺這個水平產銷階段有多麼強健、發達，其終究只是肩負傳輸訊號

予終端訂戶之傳輸平臺，若其服務欠缺具有吸引力之頻道或節目內容，訂戶終將移情

別戀，轉換至其他平臺；尤其在數位匯流的影響下，線纜型多頻道付費電視平臺的技

術能量已趨於相同，若非付費電視平臺處於區域的事實上（de facto）獨占而有上游
批發市場與零售市場之影響力，訂戶也沒有被套牢（lock-in）於特定付費電視平臺的
必要性與可能性，當可自由選擇較具有優質頻道節目內容的付費電視平臺，而進行轉

換。

表1 英美兩國與我國頻道授權與頻道載送相應規範對照表

美國 英國 我國

頻道授權

事前管制 過渡性強制授權
過渡性強制授權與

價格管制
無

事後管制
以禁止差別待遇為

核心

須踐行競爭法市場

分析

禁止差別待遇（但

從未實施）
128

頻道載送

事前管制 無 無
頻道變更許可/公平
上下架原則

事後管制

1. 禁止要求財務利益
2. 禁止基於整合關係
之差別待遇

公平合理

無歧視原則
無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繪製。

128 我國《有線廣播電視法》第37條第4項所規定之「系統經營者、其關係企業或其直
接、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者，不得以不正當方法，促使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無線電視事業對其他系統經營
者或其他供公眾收視聽之播送平臺事業，給予差別待遇」，類似美國頻道授權之
不當影響禁止，但我國實務上並未見到以本條項處理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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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也是美國FCC闡述《1992年有線法》之《節目取得規則》的立法意
涵：雖然最終的政策目的是頻道節目內容的多元發展，但於手段上並非「直接」作

用於頻道市場；而係透過強制授權關鍵頻道先培養既有有線電視的競爭對手，促使

MVPD市場的競爭，進而解開MVPD市場的獨占後，始讓頻道節目供應事業能有公
平、有效競爭的頻道交易市場環境。

然而，反觀我國產業情況，在當今網際網路串流服務（OTT TV）已然盛行之時
代，是否有必要仿照美國或英國，採取過渡性的頻道強制授權政策，必須考量法制文

化、現實人力、物力與時空背景因素。一則，美國節目取得規則中禁止獨家交易之規

定，乃係國會明確授權FCC執法，且國會大抵僅規範管制目的與具體的管制類型，詳
細法規命令和程序事項則概括授權FCC自行發布。因此FCC在運作《節目取得規則》
時，實係基於類似「準司法機關」的角色，讓申訴人與被申訴人各自負擔動態之舉證

責任，況且事證調查還有行政法官能以詳實的聽證會佐理，其審議程序與我國行政程

序法制大相徑庭。

其次，若採取英國模式，授權通傳會得課予業者多種多樣矯正措施之權限，惟須

踐行類似競爭法分析之先行程序，進行市場界定、市場分析、認定SMP、再論證課予
適切的管制措施，還必須定期檢視、事實調整或解管，其任務之艱鉅，得以想見。是

以，若欲採用英國模式，也許應先從組織層面之改造及培力開始思考。

最後，英美兩國之頻道強制授權管制經驗距今約莫有十年的時間，當時超高速寬

頻網路遠不如今日之發達。誠如英國Ofcom在2010年對Sky旗下「電影頻道」與「運動
頻道」之分析，即是因為考量前者於網際網路上已有電影之隨選視訊（VOD）服務可
供消費者為替代之選擇，才做出不管制與課予強制頻道授權措施之雲霓之差的決定。

因此，若要採取頻道強制授權政策，恐怕還得進一步分析我國整體傳播匯流市場下的

實態，故而有從長計議的必要。

至此本文認為，從通訊傳播自由、營業自由與契約自由等角度觀之，系統經營者

應有一定自主排頻之權利；惟主管機關亦有競爭防護之任務，故兩者如何調和，方為

政策建議之所在。

首先，現行頻道變更及上下架監理之管制密度過高，我國採行嚴密的事前管制，

於國際上並不多見；加諸我國系統經營者若每每申請頻道變更，通傳會行政成本也終

將不堪負荷。因此從理論上、國際比較上與監理實務面，都可推導出有適度解除管制

之必要。

然而，或有論者認為，貿然解除頻道變更及上下架監理管制，恐將導致新一波市

場亂象。基此，本文認為，解除系爭管制可逐步實施。要之，中期內可借用「管制假

期」（regulatory holiday）之概念，將解除頻道變更及上下架監理管制作為諸如採取
「實質」分組付費的政策誘因。也即，若系統經營者願意主動採取確實有利消費者之



付費電視產業頻道上下架競爭議題研析―以英美兩國經驗為中心 451

分組付費方案或措施，真正將選擇頻道節目內容之權利交還消費者，則主管機關即無

必要以「保障消費者權益」或「尊重消費者收視習慣」為由，令頻道位置與所謂基本

頻道如此難以變動。於此，或可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申請頻道規劃及其類型

變更許可辦法》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訂定上下架規章參考原則》中，增訂符

合前開意旨之豁免或政策寬容條款。

至若長期，主管機關則可視現行各大經營區之地理市場競爭情狀，具體為個案決

定是否解除載送管制。然而，所謂「去管制」（de-regulation）之同時，亦必須以「再
管制」（re-regulation）為配套，建立起適切之競爭防護機制。本文建議，觀察英美兩
國頻道載送監理實務，皆係以「差別待遇」為事後管制之核心，擔保「公平合理無歧

視」（FRAND）之市場秩序，我國亦應順應國際標準，轉向類同之監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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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洪貞玲（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在臺灣的電視產業市場秩序及交易現狀確實出現許多爭議性案例，主管機關在判

斷是否介入管制時，在法律的落實上面臨許多問題。本篇報告透過對美國、英國規範

及案例分析，渠等審酌個案之依據為何，也就NCC作為通訊傳播主管機關，應如何因
應付費電視市場管制之相關議題提出簡要建議，我認為這些建議非常具有參考價值。

本篇文章試圖要告訴我們，在電視、影視產業裡就公平競爭的角度而言，首先

就必須談到主管機關的分工及管轄權，站在今天主辦單位公平會的立場，在臺灣電視

產業相關制度上，牽涉到公平會與NCC兩者間各自的管轄權限與分工，在過去廣電三
法內對於通訊傳播主管機關介入競爭秩序規範較少，後來在有線電視法內加入了比較

重要的規範，也因此開啟了NCC與公平會幾度針對相關議題的分工協商。比較重要的
是有線電視法第37條第4項賦予主管機關對於有線電視產業之間，若有差別待遇之情
況，主管機關可以介入之權限，因此在過去兩年，兩個主管機關所做的協調，尤其是

涉及第37條差別待遇的問題，便會依法交給NCC來處理。最重要的案例便是由三大代
理商介入的差別待遇情況，因為代理商並非廣電三法中授權NCC監理的影視產業對
象，所以該案移交給公平會處理。

公平交易法主管機關與通訊事業主管機關除了分工，兩機構依法的管制目標亦不

相同，公平會受限於處理公平交易議題，所以應維持市場上公平競爭，而通訊傳播主

管機關NCC，依法也是應該維護市場的公平競爭，但除此之外，NCC在廣電三法中被
賦予的權限更廣，包括公共利益、大眾閱聽權、整體產業發展，因此管制目標更為多

元、更為積極。此外，電視市場的公平競爭會牽涉到市場非常複雜上下游關係，所以

整個電視產業不只是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更牽涉到上游頻道商、中游代理商，在加入

新科技與應用後，現在看的則是匯流與數位化的狀況，所以電視產業牽涉到非常關鍵

的問題就是市場界定，這也是美國、英國及本報告所關注的重點，而市場是否具有替

代性更是一個重要的判斷標準。

就臺灣而言，目前較為關注於傳統有線電視市場與MOD服務、OTT服務，雖看似
均提供影視產品，他們的市場之間是否存在替代關係，在國外的案例中傾向認定為可

以替代的市場，而臺灣目前不論是從服務、內容都認為尚不存在替代關係，目前在臺

灣還比較不會放在同一個市場考量，這也是在臺灣目前認為牽涉到市場共同競爭或造

成差別待遇的現實性問題，也就是我們所看到的差別待遇不是不同有線電視系統間彼

此透過不正方法使頻道不能到競爭系統業者上架，而是對於MOD市場存在潛規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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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在有線電視上架的頻道無法進入MOD平臺上架，而是否為通訊傳播主管機關需要處
理的，依照有線電視法答案是肯定的。

最後，我認為市場界定屬於一個動態調整過程，由於技術與應用其實是不斷在推

陳出新，本篇論文整理出的表格我認為十分具有價值，後續在政策討論時可以此表格

為基礎近一步提出建議。但有一點我與作者持不同的見解，在表格整理中顯示臺灣為

高密度管制，但是我並不認同，因為我們從作者所提出的頻道授權與頻道載送的兩個

面向觀察事前管制與事後管制，我想並不是主管機關對頻道上架具有同意權，便等同

為高密度管制，因為在其他頻道授權管制其實有法律規範但是從來沒有使用，在法律

授權與執法情況上來說有所落差，可能是我國執法上有點跟不上市場需求，或是對於

消費者權益的保護不足。可以參考的是，美國雖然傾向以附加條件通過一些結合案，

可是其實美國的主管機關對爭議個案具有決定價格的權限，加拿大CRTC其實也有這
樣的權限，過去NCC也有嘗試想推仲裁相關規範以補目前法律上的不足，也可能是一
個不錯的方向。此外，我相當認同作者所提出應加強主管機關對於市場、公平競爭的

專業以及調查執法能力，這樣才能夠落實執法。其實法律已經存在很久，但過去NCC
沒辦法落實執法，說是高度尊重市場機制，但我認為這不太能作為主管機關不介入這

些可能損害公平競爭及消費者權益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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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鑑於第五代行動通訊技術（5G）佈建成本高昂，行動通訊業者將陸續締結各種網
路共用協議以降低佈建成本並提升服務提供品質，而歐盟電信及競爭法規已逐步確立

網路共用類型並建立競爭影響評估框架提供成員國參考。雖然我國電信管理法及競爭

法規鼓勵網路共用，惟網路共用協議市場競爭評估影響規制仍有待調整。本文將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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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行動通訊網路共用競爭及通訊規管法制，亦釐清歐盟現行網路共用具體定義，再

依據網路共用協議類型盤點市場競爭評估框架，並針對5G網路佈建特性及歐盟監管實
務綜合研析，最後提出競爭法規調適建議。

一、前言與研究架構

世界各國為加速引進第五代行動通訊技術（5G），已陸續開展釋照作業，惟鑑
於5G使用頻段及技術特性，行動通訊業者必須大量佈建5G基地臺始能提供服務，因
此，除獨立佈建外，業者間將締結各種網路共用協議（Network Sharing Agreement，
簡稱NSA），以履行執照覆蓋義務。

網路共用類型包含被動式共用（Passive Sharing）、共構（Co-location）、共站
（Site Sharing）、天線桅杆共構（Mast Sharing）、主動式共用（Active Sharing）、無
線接取網路共用（RAN Sharing）、多業者無線接取網路共用（MORAN Sharing）、
多業者核心網路共用（MOCN Sharing）、頻率（譜）共用（Frequency/Spectrum 
Pooling）、漫遊（Roaming）、核心網路共用（Core Network Sharing）及後端網路共
用（Backhaul Sharing）等，而不同NSA將對市場競爭造成不同程度之影響，尤其行動
通訊市場之集中度相對較高，NSA除應符合電信法規，亦應受競爭法規範。

歐盟電子通傳監理機構（Body  o f  European  Regu la to r s  fo r  E lec t ron ic 
Communications，簡稱BEREC）於2019年6月發布「行動通訊基礎設施共用共同立場
文件（BEREC Common Position on Mobile Infrastructure Sharing）」，具體定義網路共
用類型，亦提供NSA與歐盟競爭法規調適方式。

而我國於2019年中旬三讀通過電信管理法，明文容許網路共用，而第一波5G釋照
已於2020年初落幕，電信業者陸續開始5G網路佈建，由於佈建成本高昂，業者間或將
締結NSA。因此，本研究採用文獻資料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先決定欲研究
的主題後，再蒐集相關文獻資料，含歐盟電信及競爭相關政策文件、法規、決定及文

獻等，進行摘錄並整理，再客觀地檢視與論證，有系統地歸納統整進行論述。同時輔

以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 Research），對於歐盟及我國現行制度進行比較研究，先
確立網路共用類型，再比較競爭法規與網路共用相關之法制，最後提出我國法規調適

建議。

在研究架構上，首先梳理歐盟行動通訊網路共用競爭及通訊規管法制，亦釐清歐

盟現行網路共用具體定義，再依據NSA類型盤點市場競爭評估框架，並針對5G網路佈
建特性及歐盟5G NSA監管實務綜合研析後，最後提出競爭法規調適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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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網路共用定義及市場監管概要

（一）網路共用協議與一般競爭法

行動網路業者（Mobile Network Operator，簡稱MNO）獨立佈建行動通訊基礎
設施固然具有獨立基礎設施相關決策權，惟合資佈建及合資營運行動通訊設施更可

節省成本，且於行動網路使用率低之處進行網路共用，收益相對較高。而締結NSA
可於短、中或長期增強個別業者、合作夥伴或所有市場參與者市場力量，惟同時亦

可能成為競爭者（包含虛擬行動網路業者，即Mobile Virtual Network Operator，簡稱
MVNO）市場進入或市場力量增強障礙。

依據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簡稱TFEU）
第101條第1項，禁止締結限制競爭協議，而豁免事由載於同條第3項，故任何MNO間
所締結之NSA皆應先評估反競爭目的（Anticompetitive Object）及本條第1項中現行或
潛在限制競爭效果存否，而若存在限制競爭之虞，則業者應負構成第3項豁免事由相
關舉證責任。

（二）網路共用協議與歐盟電子通訊法規

依據2002年已施行並曾於2009年修訂之歐盟電子通訊規範架構（Europea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Framework），各國應基於促進市場競爭、內部市場發
展貢獻及促進歐盟公民權益等目標監管電信市場。另於2018年12月20日實施之歐洲
電子通訊規則（Europea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Code，簡稱EECC）再次申明
促進競爭、內部市場及終端用戶利益等3項既存主要監管目標，此外，亦增加連接
（Connectivity）及接取超高容量網路等監管目標，並強調應納入基礎設施高效競爭
於市場競爭監管。EECC亦將促進新基礎設施佈建及現有基礎設施升級之有效投資與
技術創新列為重要監管原則，即應確保任何接取義務均須妥適考量投資風險，允許投

資者及尋求分散投資風險者之間進行各種合作安排，同時確保落實市場競爭與平等原

則。

為達成前開市場監管目標，歐盟電子通訊規範架構及相關指令（2002/19 / EC、
2002/20 / EC、2002/21 / EC及2002/22 / EC等）揭示多項監管手段，茲分述如下：
1. 競爭法主管機關得於頻譜使用權增添如涵蓋範圍或品質要求等條件，以符合比例原
則、平等及公開透明方式達成監管目的。

2. 若取得路權（Rights of Way）而設置被動式基礎設施，競爭法主管機關得強制被動
式共用。

3. 競爭法主管機關應確保任何轉讓或累加頻譜使用權不會扭曲競爭，必要時得禁止任
何權利轉讓或附條件轉讓。因此，頻譜共用一旦涉及使用權轉讓，即皆須經競爭法

主管機關核准，且具有轉讓禁止或附條件轉讓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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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ECC亦揭示基礎設施共用監管手段，分述如下：
1. 個別無線電頻譜使用權附條件：依第47條，競爭法主管機關為確保頻譜高效、最大
化使用及涵蓋範圍擴大，應為個別頻譜使用權附條件，例如：

（1）頻譜共用、被動式或主動式設施共用
（2）締結商業漫遊接取協議
（3）共同佈建（Jointly Roll-out）

有效及高效頻譜使用、涵蓋範圍增加及網路快速佈建對於人口密度較少之地區至

關重要。

2. 市場分析評估：依第51、52條，授予、調整或更新頻譜使用權時，競爭法主管機關
應採取相應措施以確保有效競爭，避免扭曲內部市場競爭，並應以市場分析方法評

估措施採取必要性。如為協助新電信業者進入市場而強制開放漫遊，即存在市場分

析評估必要性。

3. 強制共用：依第44條，競爭法主管機關得基於環境保護、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國
家規劃等考量，強制取得路權並設置基礎設施之電信業者共用基礎設施。

4. 課予被動式共用或區域漫遊協議締結等義務：依第61.4條，競爭法主管機關僅於符
合以下情形時始能課予本類義務：

（1） 區域性漫遊（Localized Roaming）或被動式共用應與倚靠頻譜使用之區域服務提
供存在直接必要性。

（2）任何企業皆無法公平合理地提供終端用戶可行替代接取方式。
（3）頻譜使用權授予時已明訂強制共用可能性。
（4） 以市場導向佈建提供網路或服務基礎設施，惟受制於無法克服之物理或經濟障

礙，導致終端用戶難以或無法接取網路或獲得服務。

網路接取或被動式共用仍無法解決上述困境時，競爭法主管機關得強制主動式共

用，且有義務於商業談判破局自行作成具約束力之裁決以解決紛爭。

綜合上述，EECC賦予競爭法主管機關新興重要監管手段，包含：於特殊情形強
制被動式或主動式共用，惟應優先考量強制被動式共用，而主動式強制共用或強制漫

遊為最後手段；得基於公益強制被動式共用。然而，不論何種強制共用手段，EECC
要求競爭法主管機關於強制業者共用前應詳細評估，且網路共用仍應遵循競爭法規。

歐盟部分成員國NRA（National Regulatory Authority，簡稱NRA）有權依競爭法
處理NSA、一致性行為（Concerted Practice）或單方行為（Unilateral Behavior）相關
市場競爭限制及扭曲爭議，惟主要仍交由競爭法主管機關、法院事後監管及競爭法

執法處理。然而，各歐盟成員國NRA為網路共用相關立法時應於特定情形下遵循競
爭法及競爭法評估方式，並將歐洲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簡稱
CJEU）形成之相關法理、歐洲競爭規則決策實務等納入考量，齊力處理相關市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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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網路共用類型競爭問題。

（三）網路共用協議潛在優劣

歐盟電子通傳監管機構（Body  o f  European  Regu la to r s  fo r  E lec t ron ic 
Communications，簡稱BEREC）於2011年6月與歐盟無線電波頻譜政策小組（Radio 
Spectrum Policy Group，簡稱RSPG）聯合發布「BEREC-RSPG行動或無線通訊網路
之基礎設施共用及頻譜共用報告（BEREC-RSPG Report on Infrastructure and Spectrum 
Sharing in Mobile/Wireless Networks）」，闡述當時基礎設施共用類型，並提及基礎
設施共用協議一些潛在利益。BEREC嗣於2018年6月發布「BEREC基礎設施共用報告
（BEREC Report on Infrastructure Sharing）」，本報告針對30個歐盟成員國NRA蒐集
意見研析後闡述歐洲市場行動通訊基礎設施共用特徵，除揭示共用協議主要源於商業

安排外，亦提及共用協議潛在優劣。

由於5G時代下基礎設施共用將更加頻繁，BEREC於2019年6月13日發布「行
動網路基礎設施共用之共同立場（BEREC Common Position on Mobile Infrastructure 
Sharing）」1

（下稱共同立場文件），本份文件更新基礎設施共用協議優劣，茲述如

下：

1.基礎設施共用協議潛在優勢
（1）降低成本

多數歐盟NRA可以預期電信業者參與基礎設施共用動機為節省成本，至於節省成
本多寡多取決於網路設計及當時情境，故實際成本節省估算難以量化。NRA亦提及主
動式共用可比被動式共用節省更多成本，節省成本可能影響因素為：涉及之通訊技術

類型、基礎設施共用位置（市心或偏鄉）及共用實施時期（網路整合或綠地）等。至

於消費者權益保障上，一些NRA認為對業者不一定將成本節省回饋給消費者，除非存
在足夠誘因，然仍可能透過節省變動成本（Variable Cost），以降價、提升網路涵蓋
範圍及服務品質方式回饋消費者。 
（2）提升效率

依據BEREC-RSPG行動或無線通訊網路之基礎設施共用及頻譜共用報告，基礎設
施共用潛在優勢包含效率提升，尤其頻率重複使用可使尚未充分利用之頻譜釋出供用

戶使用，有助於頻譜資源有效利用。

而除前揭報告揭示共用得提升頻譜使用率及容量擴增外，一些NRA亦反應另一項
潛在優勢―行政效率提升，亦即得降低獲取建立網路必要文件相關成本及勞力。

（3）增加消費者之選擇權

1 BEREC, BEREC Common Position on Mobile Infrastructure Sharing (Jun. 13, 2019), 
https://berec.europa.eu/eng/document_register/subject_matter/berec/download/0/8605-
berec-common-position-on-infrastructure-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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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報告聲明基礎設施共用於不損害市場競爭之前提下，即有益於終端用戶。此

外，依據NRA執法經驗及相關證據，基礎設施共用協議反而可以進一步保留一些地
理區域中服務導向競爭，乃因業者於共用情形下，可擴大營運範圍或於原區域繼續營

運，而於該區獨立佈建網路，反將造成巨大負擔且降低佈建及服務提供效率，惟此高

度取決於市場情境並仍存有市場競爭問題。

（4）促進公共利益
前揭報告稍加提及環保及健康安全亦屬共用協議之潛在優勢，惟調查結果顯示

環保優勢非處處皆同，端視各地類型，例如有保存必要之獨特景觀（國家公園及古蹟

等）及業者於基礎設施佈建時同時協助城鎮規劃之區域或可達成環保理想。共用協議

客觀上亦可減少能源消耗、碳足跡，為氣候變化應對盡一份心力。

2.基礎設施共用之潛在劣勢
（1）減少投資誘因或降低競爭能力

鑑於新投資產生服務收益（例如涵蓋範圍及網路品質提升）都可能與其他共用協

議參與者共享，因此共用協議可能減少業者投資自有基礎設施意願。而其他共用協議

參與者透過基礎設施共用獲益多寡因共用協議類型而異，惟於調整共用協議或可減少

此類影響，例如制定一套決策流程或運用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簡稱KPI），以確保持續投資自有基礎設施建設。

又於共用協議涵蓋範圍，參與者獨立競爭能力可能較低，而自有獨立核心網路以

提供服務之業者較有競爭優勢，尤其若於主動式共用情形限縮獨立設置主動式設備能

力，此等潛在劣勢將相當明顯。

投資誘因減少及競爭能力降低將同時減少終端用戶選擇權（包含於不同基礎設施

提供商間及於不同服務產品間之選擇權），此問題已於前揭2011年報告及BEREC基礎
設施共用報告（BEREC Report on Infrastructure Sharing）提出，對市場影響程度將因
共用情境而異。惟於廣闊區域，選擇於基礎設施共用協議中增加參與者網路建設投資

誘因，相較於1家業者必須自建全部網路，較能減少服務涵蓋提供成本。
（2）增加參與者間協商之必要

共用協議需要參與者間深度協商及至少交換一些資訊以合作佈建網路，存在默契

性聯合行為（Tacit Collusion）成立及競爭法違法風險。此外，共用協議可能因官僚主
義滲透共同決策過程，延宕佈建進程，與網路設計及演進相關之戰略層級或與網路實

際佈建相關營運層級皆可能受影響，進而減少網路佈建誘因。

又基於基礎設施共用協議，整合兩個相異網路可能因協議參與者必須拆除站點及

多餘之設備衍生額外支出，即便可能透過共用協議獲利填補，然而對原自有網路業者

而言，締結協議仍具備此等潛在風險。

（3）主網路或站點需求增加可能降低網路使用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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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共用可能降低特定區域行動網路之總體彈性，如終端用戶遇到自身主機

網路無法使用時，將因存在較少獨立行動網路，進而降低用戶切換備用網路能力。又

於無線接取網路共用時，網路問題爆發時可能大範圍影響無數終端用戶，因此，此等

風險應於共用協議締結時納入考量。

（四）網路共用類型

行動網路基礎設施共用之共同立場文件彙整並明確定義被動式共用、主動式共用

及其他共用類型，茲述如下：

1.被動式共用（Passive Sharing）
被動式共用係指兩家以上業者共同使用各自網路之被動元件（P a s s i v e 

Element），又被動元件為未整合專供信號傳送系統且無法以任何方式轉換或處理電信
信號之元件，又名「無動力元件」（Unpowered Component），乃因被動元件通常毋
須接電，惟仍存在一些例外，例如空調為冷卻設備被動元件卻需要外部供電。此外，

被動式共用包含被動後端元件（Passive Backhaul Element）共用。
被動式共用包含共構（Co-location），共構係指業者共用同一位置（如屋頂

及基地臺站點等）裝設基地臺。此外，亦可共用桅杆、其他支撐結構（Supporting 
Construction）、托架結構（Mounting Construction）或機櫃包含配套裝置（如空調及
電源等）達成共構。

共構包含共站（Site Sharing），共站係指兩家以上業者同意自有桅杆或其他支撐
結構裝設於同一地點，典型共站模式為各業者提供後端網路、自有桅杆、機櫃及主動

式設備。

共站包含天線桅杆共構（Mast Sharing），天線桅杆係指兩家以上業者同意使用
相同桅杆或其它支撐結構。

2.主動式共用（Active Sharing）
主動式共用（Active Sharing）係指兩家以上業者共同使用各自網路主動元件

（Active Element），又主動元件得產生、放大、處理及控制信號，包含許多不同類型
具有發送、放大、接收及解碼等功能之硬體及軟體。

天線先前已被分類為被動元件，惟因應技術進步，已產生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由於主動式天線系統（Active Antenna System，簡稱AAS）已成為5G網路關
鍵元件，當天線（或天線陣列）裝設射頻單元（Radio Frequency Unit）如信號處理元
件及放大器元件時被視為主動元件。此外，5G及虛擬技術等創造新形態網路共用，如
建立特定服務共用網路切片（Common Network Slice）。

主動式共用包含無線接取網路共用，即兩家以上業者於使用自有核心網路前提

下，同意使用相同網路接取設備（含基地臺主動式設備及天線）。此共用類型可再依

業者是否共用相同頻譜區分成兩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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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僅設備共用且未頻譜共用：即多業者無線接取網路共用（MORAN Sharing），
各家業者終端用戶僅能使用該業者獲配頻率接取服務。

（2） 所有無線接取網路之要素（含頻譜）皆可共用：即多業者核心網路共用
（MOCN Sharing），各家業者終端用戶可透過接取網路中所有共用頻率以接取
服務。

主動式共用亦包含國內漫遊（National/ Local Roaming），即1家業者使用同國其
他業者行動服務，以提供該業者終端用戶行動服務。

3.核心網路共用（Core Network Sharing）
亦即業者同意共用自有核心網路，核心網路共用範圍可自連接核心網路元件之

數據傳輸環（Data Transmission Ring）延伸至核心網路元件本身，如本籍位置記錄器
（Home Location Register，簡稱HLR）之交換中心、加值服務（Value-added Services, 
VAS）及計費平臺（Billing Platform）。
4.後端網路共用（Backhaul Sharing）

係指1家以上業者提供後端網路元件共用。若共用被動元件（如管線及桅桿）即
屬被動式共用；反之，共用數據傳輸網路元件則屬主動式共用。

三、歐盟網路共用協議評估框架

（一）一般競爭法評估框架

依據「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水平合作協議適用準則（Guide l 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2011/C 11/01）」，行動通訊NSA是否限制競爭評
估上，於短期競爭、中長期競爭及協調可能性等面向存在不同考量因素，茲述如下：

1. 短期競爭評估：應考量行動通訊NSA訂定對消費者之影響，尤其消費者是否於基礎
設施共用協議實施後，仍得適當地行使選擇權以獲得利益。

2. 中長期競爭評估：應規避須由協議參與者放棄單方面已預定之投資等不可逆投資
（Irreversible Investment）情形，且參與者除現有商業合作外，仍具備維持投資及自
主決策（含新站點佈建等）誘因。

3. 協調可能性評估：應注意參與者間重大共同性變動成本或策略資訊交換，可能增加
基礎設施投資協調可能性或短期競爭。

行動通訊網路業者間訂定任何基礎設施共用協議時，皆必須檢視協議是

否限制自主決策權或限制互相競爭可能性。另外，共用協議亦存在反競爭封鎖

（Anticompetitive Foreclosure）隱憂。
如果NSA各參與者已被評估不具市場力量，則該協議未必限制競爭，惟相關行動

通訊市場通常高度集中，行動網路業者亦通常具有市場力量，因此限制競爭影響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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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任何1家業者市場力量消滅或個案評估而徹底排除。
因此，共用協議限制競爭效果評估方式為：假設協議成立及不成立兩種情形後再

為比較與評估，並於評估業者獨立執行合作計畫能力時，應考量協議成立前各業者原

有基礎設施情形。

反之，若共用協議成立TFEU第101條第1項限制競爭效果，協議參與者欲主張同
條第3項豁免事由，則必須滿足本項所有要件：未消除競爭、提升市場效率、限制為
不可或缺及消費者得公平分享協議所生利益等。例如，參與者應舉證協議得促進技術

或經濟進步、商品生產或配送等利益足以填補協議競爭弊害。至於參與者必須佐以4
個事項證明以成立效率主張（Efficiency Claims）：各主張可能性及影響程度之本質、
各主張可能性及影響程度、協議與市場效率連結、可達成所主張之效率方式及時間。

（二）BEREC建議評估框架
依據行動網路基礎設施共用之共同立場文件，BEREC建議NRA依職權評估業者

間共用協議時點為：

1. 主管機關準備釋照時：主管機關或NRA可能於授予頻譜使用權時，為特別針對有效
且高效頻譜使用、確保地方服務提供或競爭問題等附加條件。例如，主管機關為降

低新進業者市場進入門檻，或將評估引進暫時性漫遊義務；主管機關為實現高涵蓋

率，或將增添共用義務。惟於釋照時應將附加條件具體明確，並通知與徵詢利害關

係人意見。

2.主管機關、其他政府單位、電信業者或其他實體要求NRA評估時。
3.NRA應解決紛爭時。
4.NRA依國家法律得評估共用協議時。

NRA評估時應考量各種特殊情形，以確保未來NSA符合NRA監管目標且於任何情
形下均不違反競爭法。而當NRA評估基礎設施共用協議時，NRA應達成或維持至少以
下3項監管目的：
1.有效競爭：
（1）高效基礎設施競爭（Efficient Infrastructure-based Competition）：

EECC明確提及主管機關應追求高效基礎設施競爭，因基礎設施競爭可確保獨立
自主能力及保有各參與者投資誘因，進而佈建獨立網路，透過提供用戶更大利益（例

如擴大網路涵蓋範圍）或因效率提高衍生更有價值的服務，大發利市之願景除刺激投

資外，亦成為增建行動通信基礎設施之主要誘因。當協議參與者市占率越大，挖掘額

外客戶之投資誘因越小，又競爭壓力因共用協議縮小時，透過提供更好服務及增加投

資以維持現有客戶誘因越小。惟於行動通信使用率較低之地區，相較於電信業者各自

獨力佈建基礎設施，合資佈建及經營行動通信基礎設施除可節省成本，網路共用效益

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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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務導向競爭（Service-based Competition）：
除基礎設施競爭外，服務導向競爭亦相當重要。服務導向競爭包含服務提供價

格、頻寬、服務品質、數據量等市場競爭，如對新進業者而言，無法一開始僅本於自

有基礎建設即單打獨鬥，故可能需要與其他業者締結暫時性國內漫遊協議（Temporary 
National Roaming Agreement），以獲得與既有業者相當之有效競爭技術及經濟條件，
始進入市場；又擴增額外涵蓋範圍可能不符合經濟效益，因此電信業者或將透過締結

NSA，共用基礎設施及形成一定經濟規模。準此，NRA於評估共用協議時，應確保參
與者間有效競爭及保障終端用戶利益。

2.優化連接：
（1） 除擴大涵蓋範圍外，亦改進服務品質，包含服務連續性、吞吐量或其他關鍵性

能參數（如可靠性及低延遲等）。

（2） 促進機器類型通信（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物聯網及網路切片發展；
管理生命週期長之服務或遺留技術，如使用GSM技術之e-Call接取等。

（3） 依據寬頻成本減少指令（Broadband Cost Reduction Directive）降低高速電信網路
被動基礎設施佈建成本。

3.高效頻譜使用：
由於頻譜使用權稀缺，頻譜使用權獲得即為行動服務提供之交易市場進入障礙，

同時亦為電信業者網路擴建瓶頸，因此NRA應依法確保高效及有效頻譜使用監管目
標評估共用協議。為評估共用協議是否合於有效競爭、優化連接及高效頻譜等監管目

的，NRA常用「反事實分析法（Counterfactual Analysis）」，例如，與未共用情形相
較，比對以判定非經共用則無法達成之具體正面影響。惟反事實分析法非放諸四海皆

準，於NRA已施加被動式共用義務或1家以上共用業者將無法獨立網路佈建時，即可
能需要調整。

此外，BEREC行動網路基礎設施共用之共同立場文件提供NRA於評估時應考量
之一系列參數，分述如下：

1.競爭市場力量演進（總體市場及非共用業者）
由於共用協議或將影響市場競爭，NRA應至少依據以下面向評估競爭市場力量之

演進。

（1）市占率或競爭力
若其一共用參與者原已因強勢市場地位獲益時，締結共用協議或將危及市場結

構，故NRA除審視共用協議是否不利於共用者間競爭外，亦導致共用參與者之一或全
體共用者強加商業策略於市場，對其他競爭對手產生進入市場障礙或網路擴建障礙。

（2）共用參與者數量
由前開面向可推知共用參與者數量及未參與共用業者數量皆為重要考量因素，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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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多數締結共用協議以共同做成基礎建設決策，而缺乏足夠強大外部力量來挑戰或

破壞，及對共用基礎設施參與者限制競爭。

（3）相關技術
共用協議包含愈多具競爭力且有待大量投資之技術（4G及5G等），則愈有必要

為基礎設施共用。

（4）地理範圍
即共用深度影響競爭之區域。

（5）期間範圍
共用協議競爭影響應區分為不同期間範圍（如短期或長期）審視，例如是否屬於

旨在協助新進業者進入市場之暫時性共用協議，或旨在促成業者間永久共用之參據。

2. 競爭可行性之級別
由於各成員國地理環境及相關考量皆不盡相同，故必須考量各個成員國特殊性以

界定地理範圍，以決定是否及以何程度得為基礎設施競爭，例如，部分成員國於全國

人口稠密或中等人口密度區域可以實施全境基礎設施競爭。此外，使用頻段不同亦將

影響地理環境對基礎設施競爭可行性評估，故逐案評估本參數較為妥適。惟BEREC仍
建議可以概略區分為三個級別進行評估：

（1）基礎設施完全競爭可行性高之地區
於人口稠密區佈建自有基礎設施對電信業者而言即有利可圖，透過佈建於限定區

域即以滿足一大部分網路需求，因此，於該區促進基礎設施競爭具備可行性，並可透

過競爭鼓勵創新、投資及造福用戶。

（2）須個案評估基礎設施競爭可行性之地區
如於人口密度中等地區實行一定程度基礎設施共用常能實現有效競爭、優化連接

及高效頻譜使用等監管目標，然而亦可能弊害相隨，缺乏基礎設施競爭會減少投資誘

因及創新、降低業者自主決策權，杯葛零售及批發市場有效競爭。

（3）基礎設施競爭可行性低之地區
於人口稀疏地區佈建及擴建網路成本高昂，而共用基礎設施可降低佈建及營運成

本並提供用戶足敷使用之網路服務，反之，獨立佈建或實行基礎設施競爭則可能無法

達成一定網路服務品質。準此，NRA應仔細審視共用條件是否保留與其他業者共用之
餘地，乃因網路共用對偏遠地區涵蓋率提升至關重要。此外，於一些室內、隧道及地

鐵等限制僅得佈建一個基礎設施之處亦同。

然而三個級別區域中，可能存在不可複製之站點或佈建之地（Non-Replicable 
Sites or Deployment），亦即缺乏可用站點、空間或存在其他基本輸送（例如電源監
控可能性、電源連接可用性及後端網路連接等）等限制，以致電信業者無法自行佈建

平行網路；又如於高人口密度區域或室內大量佈建小型基地臺，客觀上對業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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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共用基礎設施以達成業者間競爭。主管機關或於兩種情形允許共用或施加共用義

務。

3.共用類型
不同類型設施共用對市場競爭影響不盡相同：被動式共用較容易實施且對市場影

響較小；反之，主動式共用將劇減設施進行投資。

4.共用業者間資訊共享
即便共用業者間資訊共享勢在必行，原則上仍嚴格限於協議本身相關資訊，並僅

供共用網路維運必要人員知悉，資訊交換不應限制競爭、減少投資誘因及對共用參與

者能力設限。舉例而言，若立即告知共用參與者獨立升級計畫相關資訊，則業者間投

資將會一併連動，進而減少投資誘因及存在阻礙升級計畫潛在可能性，意即除暫時性

競爭優勢（Temporary Competitive Advantage）消滅外，亦無從自共用參與者獲得客戶
收益。

5.可轉換性（Reversibility）與契約履行
由於共用協議富含共用業者間承諾，俾使共用參與者透過共用獲益，故不具彈

性，惟僵化強度應適可而止，應盡可能保持共用網路拓展、升級或其他方面等調整空

間，因此，應檢視共用協議或共用業者間合作結構（如合資設立獨立基礎建設公司、

共用業者間批發安排及資產交換等）是否存在可轉換性。

（三）BEREC建議評估框架與網路共用類型之指示性分析
BEREC於行動網路基礎設施共用之共同立場文件中揭示部分網路共用類型適用前

開建議評估框架分析方式，茲述如下：

1.被動式共用
BEREC認為被動式共用如未不利於有效競爭，則對全境推行被動式基礎設施共用

樂觀其成，主要理由如下：

（1） 所有共用參與者均保有營運自由（如仍具有獨立佈建站點能力）前提下，被動
式共用協議不太可能減損共用參與者差異化能力。

（2）被動式共用協議有益於增加涵蓋範圍或加速佈建。
（3） 被動式共用協議允許業者減少待佈建站點數量，邁向高效佈建並同時兼顧環境

保護。

（4）被動式共用協議對共用參與者而言可能具成本效益。
2.主動式共用

BEREC建議依據前述提及之競爭可行性級別評估主動式共用協議，茲述如下：
（1）基礎設施完全競爭可行性高之地區

係指基礎設施競爭比主動式共用更有利之區域，例如人口稠密區，依據各成員國

相關主管機關依國情（包含競爭力），或將限制逾一定規模以上電信業者為主動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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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2）須個案評估基礎設施競爭可行性之地區
本區可能人口密度中等，故存在維持一定程度基礎設施競爭之需，建議主動式共

用協議應個案評估。

（3）基礎設施競爭可行性低之地區
3. 本區無法透過基礎設施競爭及獨立佈建臻至最低水準的服務品質，惟主動式共用有
助於提升偏鄉涵蓋率，寬認共用協議訂定同時，為確保市場競爭，應檢視共用條件

是否保留與其他業者共用可能。惟三級別區域中可能存在不可複製站點或佈建之

地，主動式共用可能成為市場競爭客觀必要條件，故主管機關有時為促進服務導向

競爭，甚至強制業者主動式共用。

頻譜共用即共用複數業者獲配頻率，各業者終端用戶可透過接取網路中所有共

用頻率，以獲取各業者提供服務。頻譜共用雖然存在降低共用參與者差異化能力之疑

慮，但可協助如於偏鄉等基礎設施可行性低之地區達成涵蓋率，進而以更大的頻寬提

升服務品質。而於多數歐盟成員國，頻譜共用協議締結須經NRA或國家主管機關核
准。

依EECC第61.4條，實施國內漫遊即可能需要頻譜共用，故頻譜共用應審慎個案考
量相關地區基礎設施競爭是否可行及各家業者頻譜組合（Spectrum Portfolio），且受
主管機關定義之頻譜共用條件應具備以下要件：

（1）除載明頻譜使用技術及操作條件外，亦明列頻譜共用者權利義務。
（2）遵循公平、公開透明及無歧視原則依預定標準制定。
（3）將現有頻譜使用者形塑之國家特色納入考量。
（4）存在有效監控頻譜共用餘地。
4.國內漫遊

由於行動通訊服務業者（Hosted Operator）完全依賴合作業者（Host Operator）
之獲配頻譜及設備佈建以提供服務，此等完全不對稱性可能限制漫遊業者部分差異

化能力，如必須沿用合作業者提供之服務品質及涵蓋率，又漫遊業者於零售市場服

務提供能力取決於批發市場條件限制等。準此，漫遊可能不利於終端用戶及未能有

效管理使用頻譜，故僅於非常有限投資誘因及基礎設施競爭不可行之地區，未定期間

（Undetermined Time Period）漫遊協議始准許締結。
5.過渡性協議

為彌補如後進入市場等客觀障礙而締結之大型主動式共用協議僅能作為過渡性

協議，且協議應於締結動機消滅時終止。例如新進業者進入市場時可能依靠締結暫時

性漫遊協議，惟提供新進業者接取之國內漫遊不應逾越其投資建設自有網路之必要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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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未定期間但服務提供可得預見之協議
未定期間共用協議須經具體及審慎分析，於部分情形中，行動網路業者間主動式

共用具客觀必要性以確保有效競爭，對此，應檢查競爭對手是否於可得預見之未來具

備複製部份網路接取能力，以實現限制競爭（Competitive Constraint），又網路服務需
求必須各自存在，而服務提供之關鍵亦應為網路接取之相關部份。例如：

（1）高可用性（High Availability，簡稱HA）服務之具體需求
例如公路駕駛需要接取特別可靠網路，部份公共機關需要使用此等嚴格時間要求

之應用，或其他高可用性及彈性服務相關應用，即須透過網路共用以滿足此等需求，

惟應僅開放一定數量業者共用，且應就對基礎設施競爭影響進行個案審查。

（2）為達成複雜區域涵蓋率而締結網路共用協議
如於地下運輸線路、商業購物中心及體育中心等難以接取網路或空間受限區域，

可能需要透過共用以符合佈建技術及經濟條件，以達成涵蓋率。

（3）傳統技術之網路共用協議
未來如2G及3G等傳統技術使用頻率降低，若繼續使用則將增加增量成本

（Incremental Cost），基礎設施共用可降低持續提供此等技術服務之個別業者成本。
且若傳統技術共用協議載明原分配給個別業者使用之頻段得日後重新分配供新技術使

用，則符合高效頻譜使用之監管目的，惟涉及頻譜釋照條件變更時尚須經主管機關或

NRA許可。

四、歐盟5G網路共用協議監管實務

（一）5G網路共用協議架構
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簡稱ITU）於2015年9月確

立5G網路三大應用場景（Use Case），描繪5G網路進入成熟期之未來展望，而三大應
用場景分別為增強型行動寬頻（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簡稱eMBB）、極低延遲
的可靠通訊（Ultra-reliable and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s，簡稱uRLLC）以及巨量
物聯網通訊（Massive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s，簡稱mMTC），所交織之應用場
景又可歸納為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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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5G應用場景

資料來源：Setting the Scene for 5G: Opportunities & Challenges, ITU (2018),

https://www.itu.int/en/ITU-D/Documents/ITU_5G_REPORT-2018.pdf

然而，現行5G網路處於佈建初期，無法達成圖1所描繪之5G應用場景，至少需
要進一步引進5G核心網路，並靠近用戶佈署特定核心網路功能，如多接取邊緣運算
（Multi-access Edge Computing，簡稱MEC）等，及透過增加使用Sub-6 GHz或毫米波
頻段之基地臺數量以大量密集佈建RAN網路，直至得以發展高頻寬、大連結及低延遲
等應用場景，始能謂為5G網路成熟期2

。

於5G網路佈建初期締結NSA時，應考量網路共用態樣、涵蓋地理範圍、涉及之
行動通訊技術、涉及之頻段及NSA形式等，茲述如下3

：

1. 網路共用態樣：包含常見之被動式共用及更深入合作之主動式共用等態樣。 
2. 涵蓋地理範圍：NSA可以為全國性、大部分或特定地區涵蓋，而為達成特定區域涵
蓋締結之區域性協議又可細分為兩種協議，分別為劃設特定門檻以下居民數量之市

區NSA，或僅於網路白點（White Spot）或灰點（Grey Spot）等現行完全沒有涵蓋範
圍之處或僅由一家電信業者涵蓋之處締結NSA。

2 Zoltán Pápai, Aliz Mclean, Péter Nagy, Gábor Szabó, and Gergely Csorba. 2020. THE 
IMPACT OF NETWORK SHARING ON COMPETITION: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EARLY VERSUS MATURE 5G. Available at https://www.mtakti.hu/wp-
content/uploads/2020/month/CERSIEWP202033.pdf.

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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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涉及之行動通訊技術：新NSA可能僅涉及5G網路共用或更多代行動通訊網路共用。
4. 涉及之頻段：網路共用頻段為小於1GHz之低頻、中頻或更高頻段皆須納入共用協議
考量，且通常與協議涵蓋地理範圍存在一定關聯。

5. 組織形式：NSA契約訂立將決定雙方合作方式。純粹訂立雙向租賃契約則為受競爭
法規範之NSA，惟若設立合資企業，如設立負責規劃、佈建及維運共用網路之輕資
產合資企業，此種情形仍可能被評價為NSA。
而當5G網路邁入成熟期後，屆時NSA除依前開面向評估外，應再將網路佈建密

度（含小型或微型基地臺佈建必要性）納入考量，尤其當5G技術成熟且使用更高頻
段時，始有大量佈建小型基地臺之必要，另由於都市人口稠密，佈建可能性受限，即

可能需要締結NSA利於小型基地臺佈建；反之，網路佈建密度對工業區亦可能至關重
要，但並非必須締結NSA，且電信業者亦可能直接與大客戶洽談佈建事宜，根本欠缺
網路共用動機

4
。即便5G NSA有助於促進5G網路佈建，對市場競爭仍存在以下隱憂5

：

1. 協議可能導致市場質變，導致所有市場主要電信業者間較容易成立默契性聯合行為
（Tacit Collusion），且更穩定或有效地影響市場競爭。

2. 協議可能改變NSA任何協議參與者競爭能力或誘因，使競爭對手無法或耗資甚鉅以
接取其行動網路基礎設施或服務之元件，且可能間接負面影響零售市場。

3. 可能構成水平單方效果（Horizontal Unilateral Effect）：NSA締結後，電信業者服務
某些方面將趨近一致，進而降低技術自主性及差異化能力或減少競爭動機，或因固

定成本可得變動調整，進而減少參與者之市場競爭誘因。

4. 可能構成水平共同效果（Horizontal Coordinative Effect）：實行NSA即須於佈建初
期、營運與決策時進行一定程度資訊交換以擴建網路，惟資訊共用可透過逐漸攀升

之市場透明度致生壟斷結果，或使壟斷結果更加穩定。

5. 可能構成垂直限制競爭（Vertical Effect）：一些市場競爭者仰賴接取相關上游基礎
設施始能提供下游服務，故於特定垂直市場中，NSA可能改變任何協議參與者競爭
能力或誘因，從而使其競爭者無法或須支付更多費用以接取其行動通訊網路基礎設

施或服務要件，此等要件可為被動基礎設施或MVNO需用之批發行動通訊服務。
6. 可能構成不正競爭（Unfair Competitive）：對潛在未加入NSA之業者可能致生不正
競爭問題。

惟前開競爭隱憂部分似存在解決之道，茲述如下
6
：

1. 電信業者零售服務仍可能存在許多差異，包含價格、市場銷售策略、服務範圍、數
據傳輸量、網速、品質及涵蓋範圍等，其中部分與無線網路（如涵蓋範圍）有關，

4 同前註。
5 同前註。
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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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部分與所使用頻譜質與量有關，而更多則取決於未受NSA影響之核心功能及設
置結果，因此差異化能力降低並非當然影響市場競爭及減少消費者福利。

2. 水平共同效果仍存在許多方法可以防免，包含制定資訊交換範圍最小化限制、資訊
交換類型限制及接收資訊對象限制等。

3. 垂直限制競爭得透過NSA參與者承諾以公平公正方式提供接取權利防免。
另針對前文所述，BEREC行動網路基礎設施共用之共同立場文件初步提及NSA

減少創新及投資誘因隱憂，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簡稱EC）曾於
2017年陶氏化學公司與杜邦公司合併案中，創設5階段創新誘因能力降低審驗標準7

：

（1）創新必須為相關產業市場競爭之重要參數；（2）參與者須為市場上重要之創新
者；（3）參與者須為相似創新競爭者；（4）參與者合併須重大影響短期既有市場競
爭；（5）其餘競爭者必須無法填補競爭損失。惟此等標準尚似無法一體適用於電信
市場，乃因通訊市場創新能力即新技術取決於設備製造商，係由設備製造商依電信業

者置換設備需求提供新設備
8
。

又對於MNO而言，不論是否進行網路共用，皆具備盡快增加涵蓋範圍以盈利之
誘因，因此佈建過程中，不應斷定由共用所致之涵蓋範圍相似性限制競爭，應僅於涵

蓋率低於未訂協議時之涵蓋率始構成限制競爭，且實際上可能杞人憂天，乃因透過提

高投資成本效益，NSA可以妥適增加參與者誘因，以加速佈建及達成更廣且較高品質
之涵蓋範圍

9
。

此外，於5G網路成熟期所締結之NSA可能較無差異化能力降低、成本共通性
（Commonality of Costs）10

增加及垂直限制競爭等隱憂。茲述如下
11
：

1.差異化能力降低並非必然
5G網路成熟期屆至前，主要區分為兩種服務差異化類型，即商業差異化及商業

差異化。商業差異化主要發生在零售層次，故不受網路共用影響；惟於技術差異化情

7 Carles Esteva Mosso, Innovation in EU Merger Control, EC (Apr. 12, 2018), https://
ec.europa.eu/competition/speeches/text/sp2018_05_en.pdf.

8 Zoltán Pápai, Aliz Mclean, Péter Nagy, Gábor Szabó, and Gergely Csorba. 2020. THE 
IMPACT OF NETWORK SHARING ON COMPETITION: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EARLY VERSUS MATURE 5G. Available at https://www.mtakti.hu/wp-
content/uploads/2020/month/CERSIEWP202033.pdf.

9 同前註。
10 成本共通性（Commonality of Costs）係指NSA 參與者變動成本（Variable Cost）比
例呈現共通性。EC,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EC (Jan. 14, 
2011), https://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C:2011:011:0001:00
72:EN:PDF.

11 同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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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下，雖然RAN與核心網路皆扮演要角，但核心網路為差異化主角。另現行NSA一部
或全部為被動基礎設施共用或RAN共用而非核心網路共用，併予敘明。

惟當5G網路成熟期來臨，核心網路比起以往網路架構更加重要，故比5G佈建初
期更加縮小差異化整體相似度，係由5G技術新興重要特性及功能所致，包含：
（1） 虛擬化技術（Virtualization）及服務導向架構（Service Based Architecture，簡稱

SBA）等新核心網路功能係特別為促進靈活使用及開展新通訊服務而設，亦即
存在差異化可能性。

（2） 去中心化之5 G核心網路元件，如多接取邊緣運算（M u l t i - a c c e s s  E d g e 
Computing，簡稱MEC）或行動網路內容遞送服務（mobile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簡稱mCDN）系統將增加服務及服務特性之差異化可能性，並且可以
由共用協議參與者個別獨立建設及營運。

（3） 網路切片允許將虛擬專用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簡稱VPN）作為服務提
供給企業、政府或其他用戶，同時為差異化重要因素，網路切片主要為獨立設

置及獨立提供，RAN共用亦同。
2. 此外，5G網路成熟期之NSA有望擴增RAN共用結構選擇權，5G技術成熟增加參與者
共用或不共用維度數量選擇權，故參與者可以更好地微調協議，並可以更輕鬆地處

理潛在差異化不足之隱憂。成本共通性增加並非必然。

雖然EC於 2010年發布之水平合作協議適用TFEU第101條協議指南提及NSA可能
增加成本共通性進而促使MNO成立默契性聯合行為，惟未明確指明增加至何種程度才
可能會構成默契性聯合行為。

5G網路成熟期所締結之NSA中可能影響成本共通性程度重要要件如下：
（1） 技術世代：整合參與者全部網格（包含所有新一代技術）導致大部分網路成本

除相對一般網路核心相關之成本外，逐步具備共通性；反之，於僅共用5G網路
情形，將大幅降低共通成本。惟未來隨著關閉先前技術網路，5G網路使用成
長，成本共通性程度也可能攀升。

（2） 頻段：僅共用特定5G頻段（如僅共用700 MHz）則可能會降低成本共通性。
（3） MORAN共用或MOCN共用：因MORAN共用協議未共用頻譜，故不像MOCN共

用協議具備明顯的頻譜成本共通性。

（4） 地理範圍：網路成本中很大一部分與涵蓋範圍息息相關，因此共用協議地理範
圍直接影響成本共通性程度。

（5） 佈建密度：除發展基本涵蓋範圍外，成熟5G網路還需要密集網路佈建（可能包
含小型基地臺大量佈建），故成本共通性程度高度取決於參與者共同佈建或獨

立佈建。

NSA包含越多上述要件，則網路成本共通性比例越大，但是將共通成本與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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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市場所提供之服務總成本（包含零售成本）比較以評估成本共通性程度亦相當重

要，故網路共用範圍很大也並不意味著具備高度成本共通性。

3. 此外，市場界定亦影響成本共通性之判定，例如成熟5G eMBB服務可能與由其他技
術世代提供之現行一般行動通訊服務被界定為相同相關市場，因此即使廣泛訂定5G 
NSA（尤其其他技術世代不共用時），一般行動通訊服務亦可能呈現中度成本共通
性。另於新興成熟5G技術市場，即使共用提供基本全國性5G涵蓋之RAN網路，引入
新成熟5G服務所需之大部分網路發展（如MEC佈建或商用站點周圍網路密集佈建）
也可以單方面完成，故新成熟5G服務所需大多數網路元件於單方完成情形下，皆係
單方獨立地提供使用，且成本共通性程度可能微乎其微。垂直限制競爭並非必然。

垂直限制競爭隱憂可能包括拒絕下游業者接取（或趁機提高價格）上游關鍵投入

要素或封鎖市場，而上游關鍵投入要素包含被動式基礎設施及後端網路等，以下概述

可能衍生之垂直限制競爭效果態樣及緩解方式。

（1）被動式共用NSA之垂直限制競爭效果及緩解方式
本類NSA隱憂為參與者可能於整合網路同時拆除站點，即減少基礎設施提供其他

MNO使用，惟若僅為新5G RAN佈建及營運而共用網路，因新網路推出可能需要新站
點而非拆除先前站點，則此隱憂就不太可能出現。但必須注意若5G NSA同時包含其
他技術，於NSA締結後導致參與者RAN網路完全被整合亦可能必須注意此等隱憂，而
因參與者可以透過出售或出租未使用之被動式基礎設施予其他MNO，因此得以緩解垂
直限制競爭。

此外，由於成熟5G網路尤其於人口稠密區仰賴密集佈建5G網路，被動式基礎設
施近年可能成為瓶頸，而目前大多數基礎設施元件（如屋頂、燈柱等）可提供被動式

基礎設施佈建為私有或由市政當局所有，市政當局可以透過建築法規增加MNO於特定
地區難以或禁止自建獨立實體網路相關限制，即可間接迫使MNO網路共用。
（2）後端網路共用NSA之垂直限制競爭效果及緩解方式

因應成熟5G網路，傳輸量及站點數量將大幅增加，要求後端連接數量及容量顯著
增加，尤其光纖後端可能成為5G電信業者更重要的投入，故可能引起應對相關市場潛
在垂直影響評估之爭論，惟透過參與者自行承諾或實施行業規範得減輕此等隱憂。

（二）5G網路共用實務
此外，提供虛擬業者批發行動通訊服務意味者第三個垂直相關市場，除現行

MVNO外，隨著5G技術成熟，可能發展新相關零售市場（如聚焦於特定客戶之個人需
求）及新相關批發市場，因此，垂直競爭限制效果尚未可知。

由於5G快速佈建有益於確保歐盟產業競爭力，且網路共用日漸普遍，可以透過降
低成本促進電子通訊網路佈建，即屬更快、便宜地佈建行動基礎設施之一種手段，因

此EC樂見此等商業安排，然而網路共用亦需要競爭者間深入協調及詳細資訊交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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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損及市場競爭，故為確保效率市場競爭及電信用戶權益保障，NSA仍必須於合作與
競爭間找到適當平衡並遵守歐盟反托拉斯規則。

義大利電信（Telecom Italia）與沃達丰（Vodafone）皆積極提供義大利消費者、
企業行動通訊及固定電信服務，而鐵塔公司INWIT被兩家業者收購後即成為一家合資
企業，致力於整合Telecom Italia及Vodafone位於義大利之鐵塔，再將鐵塔空間出租給
電信業者。

對此，EC於2020年3月6日依據歐盟結合法規（EU Merger Regulation）核准由
Telecom Italia及Vodafone聯合收購INWIT之提案，惟核准條件須完全遵守Telecom Italia
及Vodafone提交之一系列承諾。以下概述EC闡明之競爭隱憂、承諾及對兩家電信業者
NSA的態度12

。

1.競爭隱憂：
（1） 減少出租鐵塔空間給位於義大利城市（擁有超過35,000位居民）佈建網路之電信

業者此相關市場之競爭，尤其將涉及行動網路業者及固定無線接取業者。

（2） 藉由限制其他電信業者接取位於義大利城市（擁有35,000位以上居民）之Italia 
Telecom及Vodafone所有鐵塔，將其他電信業者趕出電信市場，尤其不利於需要
佈建網路之其他現有或新進行動網路業者。

2.承諾：
為排除前開競爭隱憂，Italia Telecom及Vodafone提交5點承諾，茲述如下：

（1） INWIT將依約定時程及以合理及非歧視性條件，於擁有超過35,000位居民之義大
利城市出租4,000座鐵塔空間，以提供第三方得於鐵塔上佈建、營運、維護及使
用提供現行及未來固定無線及行動通訊服務之相關設備。

（2） INWIT將適當地公告可租賃之鐵塔空間。
（3） INWIT將採用及時回應第三方鐵塔接取請求之程序，並僅限於技術原因，得書

面附理由拒絕請求。

（4） 若發生鐵塔接取爭端，將建立快速爭端解決機制，並由獨立專家仲裁。
（5） INWIT、Telecom Italia及Vodafone不會對所有既存託管契約及框架協議行使任何

提早終止權，並將提供延展契約及協議之機會。

EC認為三方若完全遵循前開承諾，則本結合案將免除競爭隱憂。
3.支持網路共用協議

Telecom Italia及Vodafone為快速於義大利推出5G網路，開展一系列合作協議，包
含成立合資公司INWIT，而Telecom Italia及Vodafone規劃將現有被動式共用協議（含

12 EC, Mergers: Commission clears acquisition of joint control over INWIT by Telecom 
Italia and Vodafone, subject to conditions, EC (Mar. 6, 2020), https://ec.europa.eu/
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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桅杆及鐵塔共用）範圍擴大至義大利全境，此外，於擁有超過10萬居民城市及人口密
集度高之近郊發展2G、4G及5G網路主動式共用（含訊號處理設備共用）協議。兩家
電信業者將保留自有頻譜使用權及核心網路，並在義大利作為兩家商業上獨立行動通

訊業者繼續營運，而這些合作協議未經事業結合調查。

依據本案EC初步調查框架，Telecom Italia及Vodafone已決定於人口稠密城市及經
濟重鎮（即約義大利人口30％以上及數據傳輸量超過33％之處）縮小主動式共用規
模，由於此等做法不僅增加Telecom Italia及Vodafone繼續維持網路品質競爭之地理範
圍（及義大利人口比例），同時保有於其他城市及農村網路共用利益，故EC相當樂見
此等安排。

考量義大利電信市場存在5個行動網路業者，市場集中度不若其他歐盟成員國，
並且此等結合決定及上開承諾條件已解決新進業者網路佈建憂慮，或可緩解Telecom 
Italia及Vodafone締結之NSA可能衍生之競爭隱憂，對此，EC表態將繼續監測事態發
展。

本結合案具有劃時代意義，承前，EC揭示一些5G NSA競爭法審查指標，包含市
場集中度、主動式共用規模、地理及人口涵蓋範圍等。惟此等指標存在諸多疑義，茲

述如下：

1.市場集中度未必為適當之競爭法審查指標
EC向以相關市場競爭者數量作為區分NSA具有競爭效果及反競爭效果之指標。

EC於2016年10月啟動之捷克網路共用反壟斷調查13
中，認定由3家業者組成之捷克電

信市場為高度集中，故容易產生網路共用反競爭效果（Anticompetitive Effect）；反
之，義大利零售通訊服務市場由5家電信業者組成，具較低市場集中度，NSA反競爭
性效果較低。然而，由4家業者組成之電信市場即為灰色地帶，EC未曾表態是否可能
產生反競爭效果。

本指標存在兩項缺失
14
：

（1）EC高估市場參與者數量之重要性
一旦NSA參與者受到充分市場競爭約束，則無論市場中電信業者總數或NSA參

與者市占率多寡，該NSA皆將無法重大影響市場競爭。如由3家電信業者組成之市場
中一家強大競爭者，可能比起由4或5家電信業者組成之市場中兩家以上小型市場參與

13 EC, Antitrust: Commission opens formal investigation into mobile telephone network 
sharing in Czech Republic, EC (Oct. 25, 2016),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
presscorner/detail/en/IP_16_3539.

14 Damien Geradin, and Theano Karanikioti. 2020. Network sharing and EU competition 
law in the 5G era: A case of policy mismatch.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
abstract=362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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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更能限制NSA參與者從事反競爭行為。
（2）電信市場集中度不恆等於電信市場參與者

具有5家MNO之市場可能比具有3家MNO市場更集中，例如雖然義大利零售行動
通訊服務市場中存在5家電信業者，但其中三大MNO具有相當高市占率，第四大業者
市占率僅為4.4％，而第五大業者甫於2019年取得電信業者地位，兩者是否能對NSA共
用參與者造成競爭壓力存疑，於本案中或僅面臨第三大MNO競爭約束。
2.主動式共用不一定比被動式共用更加限制競爭

EC於義大利網路共用案，喜見NSA參與者逐漸減主動式共用之策略，且未反對電
信業者於全義大利共用網路被動元件（桅杆或鐵塔等）之意圖，亦即EC認為由於主動
式共用不允許NSA參與者將網路及服務差異化，故主動式共用比被動式共用對競爭的
限制更大。

此見解較為粗糙，應更深入討論如下
15
：

（1） 由於NSA參與者於主動式或被動式NSA中皆具有相同數量共用站點，因此兩
種共用形式中NSA參與者基本網路涵蓋程度相同，涵蓋範圍內網路差異化能
力即相差無幾，而  NSA參與者皆可另外透過佈建獨立站點或使用其他頻譜
（Additional Spectrum）達成涵蓋範圍差異化，即非取決於被動式或主動式
NSA。

（2） RAN共用不會剝奪MNO網路容量差異化能力。業者可以對大部分RAN參數調
整，且因並未共用頻譜故可透過使用其他頻譜以獨立增加自有網路容量。

（3） 由於MNO不共用核心網路及服務平臺，故可以在連接性、端到端服務（End-to-
End，簡稱E2E）功能及商業優惠措施等有所區別。例如可以限制每個用戶或每
個月最高通話分鐘數或數據傳輸量；提供每個用戶或每個應用程式保證速度；

採行公平使用政策及其他使用限制；可以推出具有吸引力的產品組合或制定不

同價格。

（4） 由於所有電信業者網路功能具備一定共同性，因此網路功能差異化主要取決於
技術創新及標準化進展，故無論締結任何類型NSA或獨立佈建網路皆可能會提
供相當相似網路功能。隨著5G核心網路相關多元接取技術（WiFi、行動通訊及
衛星等）進展，同時RAN以外技術創新及新興網路功能亦正蓬勃發展，RAN共
用對創新影響逐漸降低。

3.地理及人口涵蓋範圍未必為適當競爭法審查指標
EC認為NSA地理及人口涵蓋範圍越廣，則越容易違反歐盟競爭法TFEU第101條。

惟考量傳輸量會為MNO帶來收益，即MNO係依據每區傳輸量作成相關投資決策，比

1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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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以地理及人口涵蓋範圍評估網路共用，更應以網路傳輸量評估共用對競爭之影響。

而於高傳輸量高區域（如主要商業中心），MNO將致力投資基礎設施提供額外容量以
滿足用戶需求；反之，於傳輸量有限之地區，MNO通常僅提供足敷用戶使用之基本涵
蓋範圍

16
。

此外，EC認為網路共用可能對網路競爭產生負面影響，如減少共用參與者對自有
網路投資動機。惟依據先前及現行技術（如2G、3G及4G）網路佈建實務，可以推知
此隱憂屬於無稽之談，乃因MNO於引進每代技術後幾年內即大量投資網路佈建，並已
擴大2G、3G及4G網路涵蓋範圍。即便減少網路競爭理論上可能影響消費者，但EC未
具體說明網路競爭減少何以不利於消費者，如於服務品質及創新層面，尤其MNO並非
純為投資而投資佈建網路，而是為提供用戶優質服務，因此當網路品質出眾時，增加

投資先前技術網路不會為用戶帶來額外利益，故未增加額外投資並不會造成限制競爭

效果
17
。

又針對NSA違反TFEU第101條適當救濟方式，透過義大利網路共用案可推知EC傾
向要求採取結構性救濟方式，尤其為縮減共用規模以減緩反競爭效果。EC於核准義大
利網路共用案時，鼓勵NSA參與者於人口密集市區及經濟重鎮縮小共用規模。然而，
在限制一定比例人口區締結NSA以消除競爭隱憂做法並無一定標準，係取決於每個國
家或地區具體情況，可能使用人口涵蓋率及人口密度作為指標，惟由於此評估方式必

須針對特定國家，即無法提供整個歐洲MNO適當指導，因此難以準確地特定締結NSA
將生競爭隱憂及違反TEFU第101條之地理區域。對已成立之NSA縮小網路共用規模，
可能比維持具有更大地理及人口涵蓋範圍之NSA更不利於競爭，乃因縮減共用規模需
要參與者更換共用設備、購買及裝設新自有設備，此將轉化為MNO成本負擔且降低
服務品質，從而損害消費者權益。尤其並非所有共用站點皆具裝設其他設備之物理條

件，MNO被迫拓增現有站點容量或收購新站點，而城市中心基於空間限制、規劃考量
或公共政策等原因可能會阻礙新站點許可佈建，又即便增設新設備（如天線）至現有

站點亦可能需要重新調整尺寸及校準網路，因此，於恢復網路提供品質前，服務品質

將受不利影響
18
。

此外，尤其對遍布眾多城市或近郊（即需要縮小共用規模之人口密集區）的國

家而言，以技術角度視之，縮小共用規模將增加邊界區（即共用網路與參與者自有網

路交接之區域）數量，衍生更多邊界區切換問題，進而降低服務品質並損害消費者權

益，增加整個網路管理難度至明
19
。

16 同前註。
17 同前註。
18 同前註。
1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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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減共用規模作為適當救濟方式牴觸EC優先促進5G網路佈建的考量，現行5G網
路係基於現有的4G基礎架構發展，縮減共用規模將影響創新，乃因為耗時重整4G網
路將延宕佈建5G網路，從而損害用戶利益。此外，被勒令縮減共用規模之MNO可能
犧牲現行可用於佈建新技術網路預算，支付網路重整及新站點或設備投資衍生之額外

費用。基於5G佈建耗資甚鉅，5G時代網路共用勢不可擋，即便於EC認為可能需要縮
減現有網路共用規模之城市亦可能需要5G網路共用20

。

五、我國5G網路共用協議監管調適建議

由於5G初期建設成本相當高，且我國電信管理法第58條提供頻率共用法源依據，
共頻共網已大勢所趨，如遠傳電信與亞太電信於2020年11月宣布「共頻共網」及「頻
率交換」合作：共頻共網合作上，雙方就各自取得之700MHz頻段進行共頻共網，且
亞太電信將分攤共頻共網所產生之相關成本與費用九分之二；頻率交換合作上，亞太

電信就持有之723-728 MHz及778-783 MHz共計10MHz頻寬與遠傳電信所持有之2595-
2615 MHz共計20MHz頻寬交換21

。準此，兩家電信業者透過締結NSA，活用雙方持有
頻譜使用權，於可預見之未來實現連續頻寬，並擴大5G涵蓋範圍，健全網路容量及涵
蓋範圍。

因此，5G網路共用號角已然響起，我國電信及競爭法主管機關應開始應對5G 
NSA衍生競爭問題。我國2019年通過之電信管理法，及依該法第52條第8項、第53條
第3項、第57條第3項、第5項及第58條第5項所制定之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試圖
處理共頻共網相關競爭隱憂，如依本辦法第19條第3款，主管機關為電信管理法第58
條第1項或第3項之准駁時，應考量市場公平競爭影響，並得附加附款。另於本辦法
第20條，主管機關應依下列事項審酌市場公平競爭影響：（一）市場占有率及集中程
度之變化。（二）從事價格或服務競爭之可能性。（三）促進網路設置與技術升級之

可能性。（四）形成市場進入障礙之可能性。（五）其他可能影響市場競爭之因素。

此外，主管機關考量消費者權益影響時，應審酌下列事項：（一）整體服務品質提升

之可能性。（二）促進服務互通之可能性。（三）增進用戶多元選擇服務之可能性。

（四）其他可能影響消費者權益之因素。

而依本辦法第18條，電信事業申請頻率提供使用或頻率共用時，應由供給人及
承用人共同檢具相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其中包含提供使用或共用之協議書

（第1項第2款）、供給人及承用人網路設置計畫及營運計畫（第1項第4款）。協議書

20 同前註。
21 「亞太電信與遠傳電信擴大頻譜資源合作5G再創新猷」，亞太電信，2020
年11月5日，https://www.aptg.com.tw/corporate/news-center/press-releases/
PressRelease-000832/（最後瀏覽日：2020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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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載明頻率提供使用或頻率共用之頻段、頻寬、區域、期限等（第2項第1款），而網
路設置計畫及營運計畫應依據電信管理法第37條撰寫，準此，主管機關似可透過審視
前開書面，參考BEREC將地理範圍、期間範圍、資訊共享、協議可轉換性及契約履行
等面向納入評估參數。

此外，考量5G網路成熟期與5G網路佈建初期存在不同NSA競爭隱憂，即便尚有
緩解隱憂之解決方式，惟現行仍尚未可知，因此，本辦法以「其他可能影響市場競爭

之因素」概括規定未來潛在更多NSA競爭評估因素，留予主管機關廣大裁量空間，值
得肯定。

除頻譜共用NSA外，如BEREC行動網路基礎設施共用之共同立場文件中所揭示
之被動式共用、主動式共用、核心網路共用及後端網路共用等，因5G技術使用頻段特
性、技術成熟度及我國佈建空間限制等，未來將開展更多基礎設施共用協議。

另依據電信管理法第36條第8項訂立之公眾電信網路設置申請及審查辦法，申請
設置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網路者依第13條應檢具網路設置計畫，而計畫審查基準
包含應符合營運計畫之通訊型態、網路架構及性能，其中限制5G行動通信網路重要核
心網路共用，列舉應自建之軟體或硬體元件，包含接取管理功能（Access Management 
Function）、連結管理功能（Session Management Function）、認證伺服器功能
（Authentication Server Function）、統一資料管理功能（Unified Data Management）、
政策控制功能（Policy Control Function）、用戶平面功能（User Plane Function）。準
此，主管機關得透過公眾電信網路設置申請審查排除部份核心網路共用態樣。

然而，綜觀電信管理法、公眾電信網路設置申請及審查辦法、公平交易法、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及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數位匯流相關事業跨業經

營之規範說明等相關規範，雖然立法保障用戶權益、有效競爭及高效頻譜使用，惟研

析本文探討之歐盟法令、政策及實務，我國NSA競爭規制至少存在以下缺失：
1.未具體明文不同NSA類型。
2.未根據不同NSA設置不同密度競爭評估審查標準。
3. 未訂定NSA參與者間資訊共享條件及限制（如資訊交換範圍最小化限制、資訊交換
類型限制及接收資訊對象限制等）及默契性聯合行為成立標準。

4. 未明訂NSA締結後可能形成新MNO、MVNO及未來新型態虛擬業者進入電信市場門
檻之應對措施。

而依據電信管理法第3條第1項第6款及2項，電信業者得以共用或租用基礎設施，
即廣開締結NSA之大門，縱使現行以非獨立組網（Non Standalone）模式佈建5G網
路，即利用現有4G LTE基地臺廣泛佈建，惟因應智慧應用而日漸攀升之用戶需求，勢
必於寸土寸金之處佈建大型或微型基地臺，NSA締結勢不可擋，準此，電信法規或競
爭法規皆必須超前部署，或可參酌本文提及之歐盟競爭法規、BEREC行動網路基礎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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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共用之共同立場文件、實務或規範建議逐步建立NSA規管架構，保障電信市場有效
競爭並維護用戶權益。

又電信管理法揚棄電信事業特許制改採登記制，意即人人皆可成為電信業者，

NSA即為雙面刃，可透過過渡性NSA締結進而降低新進電信業者市場進入門檻，然而
仍可能因NSA漏洞或疏於監管，躍升成為新進業者舉步維艱之瓶頸。

綜合上述，本文建議我國電信主管機關及競爭法主管機關全盤檢視所有NSA態
樣，同時參酌歐盟競爭法規、歐盟電子通訊法規、政策文件及實務等，進一步研議具

體競爭規管措施及法制，提供現行及未來電信事業NSA締結時參考，以落實電信管
理法立法目的：健全電信產業發展，鼓勵創新服務，促進市場公平競爭與電信基礎建

設，建構安全、可信賴公眾電信網路，確保資源合理使用與效率，增進技術發展與互

通應用，保障消費者權益等（第1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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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high deployment cost of fifth-gener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5G), mobile operators will successively conclude various network sharing 
agreements to reduce deployment costs and improve service delivery quality. EU 
telecommunications and competition laws have gradually established network sharing types, 
as well as competition assessment framework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member states. 
Although Taiwan's Tele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 Act and competition regulations 
encourage network sharing, the regulation of the market competition assessment of network 
sharing agreements still needs to be adjusted. This paper will sort out the EU mobile 
communication network sharing competition and communication regulation legal system. 
It also clarifies the specific definition of the EU's current network sharing, and then takes 
an inventory of the market competition evaluation framework based on the type of network 
sharing agreement. Besid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5G network deployment and EU regulatory 
practices will also b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and analysis, this 
paper will finally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he adjustment of competition regulations.



歐盟與我國行動通訊網路共用與競爭法規之調適 485

與談

與談人：劉崇堅（臺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本報告對歐盟有很深入的探討與解說，大致分為兩個部分，一為歐盟的法規範，

另一則為歐盟的電信、競爭法規與我國相關規定的比較。其中在歐盟部分，由於技術

快速進步，歐盟電信與競爭法規已經逐步確立網路共用類型，並建立競爭影響評估框

架來提供成員國參考，相較於歐盟，國內法規對於網路共用協議市場競爭評估影響機

制仍有待調整。文章中第2節至第4節有關歐盟制度部分，架構明確、解說詳細，頗具
參考價值，而第5節將會是本人之後評論的重點。本人基本上認同作者的建議，也理
解疑慮之所在，惟因「電信管理法」於民國108年6月通過實施，尚處於新舊法3年過
渡期內，NCC目前有多項法規命令仍在研擬中，或者正如作者所指正的，規範不足處
仍多，完整的法體制尚待整備。

報告中提及，我國的「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不像BEREC有評估參數，也沒
有具體揭示主管機關在審核頻譜共用條件時，是否檢視頻譜使用技術操作條件、頻譜

共用者權利義務、公平、公開透明及無歧視原則制定共用條件等，我認為這個管理辦

法第18條第4款已有規定，申請時必須把頻譜供給人與承用人的網路設置計畫跟營運
計畫提報主管機關審驗，而設置計畫及營運計畫在「電信管理法」第37條也有詳細規
範，在這種狀況下似乎已滿足頻譜使用技術及操作條件。

其次，報告提及NSA協議（network sharing agreement）是雙面刃，一方面會降低
新進業者進入市場門檻，但另一方面也可能變成新進業者舉步維艱的瓶頸，也就是競

爭障礙，對於文章所提到排除競爭的部分顧慮我認同，但對於頻譜或網路的共同使

用，也可以從較為正面的角度觀察，毋需凡事都認定為阻礙競爭，在「電信管理法」

促進競爭之原則下，除囤積頻率或妨礙公平競爭等「影響」市場競爭者外，對於共頻

共網合作案件，亦宜從「促進」或「健全」市場競爭角度審理之。因此，如有「無線

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第 20 條第 2 項所列，具提升整體服務品質、促進服務互通、
增進用戶多元選擇服務之可能者，似可考慮提供業者合作的誘因與獎勵，如延長5G設
備之投資抵減年限、協助排除建設障礙等。而在歐盟此方面是否有相關規定？

最後一點，目前「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第19條、第20條中，主管機關對
於電信事業申請頻譜提供使用或共用之准駁綜合考量要素，涉及公平會與NCC如何分
工，NCC在審駁時，公平會的意見應如何納入考量，我認為依照公平交易法第46條規
定處理即可，亦即競爭法主管機關公平會意見，由申請人依規定向公平會提出審理即

可，對於公平會已審查通過之項目或內容，通傳會應無重複審查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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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對新興薦證廣告之適用與因應

楊智傑　劉姿汝　林郁翔　王思原
*

摘要

現今社會人們上網時間越來越長，並且會上各種社群媒體、影音分享平臺，因而

興起了所謂的網紅。這些網紅有大量的追蹤粉絲，對粉絲行為有很大影響力。網紅會

接受廠商利益，推薦廠商產品或服務。另外，廠商也可能付費給一般網民，在產品留

言板留言給予商品正面評價或負面評價。網紅的推薦文，以及網民的留言評價，成為

新興的薦證廣告形式。但對於這兩種新興薦證廣告形式，如何規定其應有的規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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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新議題。

本報告主要研究美國、加拿大、歐盟、英國、日本對於此種新興薦證廣告的相關

法規範，以及執法經驗，以供我國借鏡。此外，對於各國重要法規文件，包括官方重

要說明報告，或者重要的執法指引。

本研究主要使用比較法研究、文獻蒐集整理與案例研究。本研究主要比較美國、

加拿大、歐盟、英國、日本等國家對於此種新興薦證廣告之相關法規文件，並整理處

理案例，瞭解各國之作法。進而分析回顧臺灣相關法規與案例，對臺灣法規或執法方

式提出建議。

美國、加拿大、英國，對於網路影響者行銷，均要求需於貼文中清楚且明顯地揭

露一般大眾無法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對於何種利益關係該揭露、何種揭露方式才屬

於清楚且明顯，均有明確規定，或制訂明確的案例指引。日本目前也正思考是否要將

此種新興薦證廣告納入規範。

美國、加拿大、英國，對網紅未揭露利益關係，以及素人收受利益對產品為負面

評價留言卻未揭露利益關係，均已有裁罰案例。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規範說明」中，對於未揭露利益關係相關條文，

可參考外國法規進行修正。對該揭露的利益關係清楚定義，對揭露的方式也應以文字

明訂，並對該規範說明之案例，進行調整與修正。

另外，可參考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執法機關所訂定的「網路影響者行銷指

引」，訂定臺灣版之「網路影響者行銷指引」，讓臺灣廣告代理商與網紅均有所依

循。

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1條與第25條之關係，仍有待審慎思考是否應調整。不論欲將
影響者行銷未揭露利益關係，歸於第21條或第25條處理，均應思考是否應修法調整，
如何直接處罰廣告代理業者與薦證者。

關鍵詞： 新興薦證廣告、網紅、負面薦證廣告、社群媒體、揭露利益關係、非一般大
眾可合理預期、不實廣告、欺罔

一、前言

網路社會之基本價值，透過網路分享生活經驗，已為現代人的生活習慣，也因此

買東西、選餐廳及找服務等，常有先上網查看他人分享之消費經驗及評價。因為消費

者樂意參考網路上他人分享的消費經驗，作為購買商品的重要依據。

現今社會人們上網時間越來越長，並且會上各種社群媒體、影音分享平臺，因而

興起了所謂的網紅。這些網紅有大量的追蹤粉絲，對粉絲行為有很大影響力。網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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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廠商利益，推薦廠商產品或服務。另外，廠商也可能付費給一般網民，在產品留

言板留言給予商品正面評價或負面評價。網紅的推薦文，以及網民的留言評價，成為

新興的薦證廣告形式。但對於這兩種新興薦證廣告形式，如何規定其應有的規範，成

為一個新議題。

本研究之主要研究方法乃進行各國比較研究，主要研究美國、加拿大、歐盟、英

國、日本對於此種新興薦證廣告的相關法規範，以及執法經驗，以提供我國借鏡。此

外，對於各國重要法規文件，包括官方重要說明報告，或者重要的執法指引，本研究

均詳細整理。

本研究也分析「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規範說明」(下稱薦證廣告規範說
明)之內容與範例，並說明其中若干問題。最後，對於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就
不實廣告的執法案例與相關爭議，也進行詳細探討。經本研究整理，目前為止公平會

只在三星寫手門案，處理了負面薦證廣告問題，但尚無其他處理新興網紅行銷貼文的

具體案例。

最後，本研究綜合各國法制與執法經驗比較，以及對我國規範與執法案例的詳細

分析後，對幾個具體問題提出綜合討論與建議。

二、新興薦證廣告之現況與發展

（一）新興薦證廣告形式

以下先介紹說明，網路時代下產生的特殊新興薦證廣告形式。

1.網紅的分享文
許多人會在社群網站放自己使用商品或者到哪家餐廳的經驗分享文。若在個人的

臉書、Line等作此等資訊分享並無可厚非。但不乏許多名人（尤其是藝人）會刻意經
營自己的臉書粉絲社團、Youtube頻道等，除了分享自己的生活、時事感想等，也穿插
所謂的業配開箱文來介紹商品，通常會宣稱自己使用的效果相當好而做推薦。

在薦證廣告的3種主要類型（名人薦證廣告、專家薦證廣告與素人薦證廣告）
裡，名人薦證廣告顯然是最受廣告主歡迎的一種

1
。網路時代興起的各種網路紅人，利

用網路世界的特性而使廣告更加生活化與無形化。網紅可以每天透過網路直播，宣稱

體驗過各式各類的產品或服務，但實際上卻是與業者進行業配。

2.線上直播主
線上直播主除了透過直播方式來宣傳自己獲得打賞的類型外，不乏是透過直播來

宣傳販賣商品，相當類似電視購物台的現場直播節目。直播主亦是可能透過自己或請

來賓來說明使用商品之經驗。但要注意的是，直播主或許並非如購物台的購物專家只

1 王明禮，「網路時代之薦證廣告與其管制」，東吳法律學報，第28卷第4期，139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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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持節目，而是自己即是販售商品的業者，若為如此，直播主應該當廣告主。

3.製造口碑模式
製造口碑的方式，除了透過上述的網紅、名人的開箱文來製造口碑之外，例如公

平會處分的三星寫手門案一般，廣告主透過行銷公司聘請素人寫手到相關產品的討論

平臺網路做分享的手法，不但以自身體驗的方式來誇示商品的優點，甚至還攻擊具有

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商品。或者，自行建立討論社團，再用類似手法請人寫不實的使用

經驗等方式。

(1)素人薦證廣告
素人薦證廣告，就是以許多一般民眾的推文，進行口碑行銷（ B u z z 

Marketing）2
。王明禮指出，素人薦證者的大量湧現，其中許多無需賴此為生，使廠

商得以極低微之代價來換取網路推文。目前常見之小誘因包括低價贈品、試用品、商

展貴賓券或入場券、新產品發表會參與機會或其他優先接觸尚未上市產品之機會、抽

獎等等，不一而足
3
。素人薦證廣告通常必須以量取勝。既然網路上素人薦證者招募容

易且代價低廉，某些廣告主或廣告商甚至與某些網友進行長期合作，在熱門消費者論

壇類之場所擔任其品牌之常業護衛軍，也就是所謂的「寫手部隊」。近年來甚至出現

專業機構，專門負責組織「圍事」性質的寫手部隊
4
。

(2)負面薦證廣告
所謂負面薦證廣告，指的是以薦證廣告之手法（例如陳述自己的使用經驗），對

競爭對手的產品進行反推薦。基本手法又可分為2種，一種是由薦證者指陳對手產品
之缺點或貶抑對手之公司形象，另一種則是由具明顯負面形象之人來推薦對手產品，

藉以讓後者與薦證者的負面形象發生連結
5
。

（二）新興薦證廣告之市場發展

根據臺灣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Digital Media and Marketing Association，簡
稱DMA）於2020年6月的調查報告顯示6

，2019年臺灣數位廣告總產值達新臺幣458.41
億元，相較於2018年的新臺幣389.66億元，整體投資金額成長幅度達17.6%。其廣告
類型占整體廣告產值比率由高至低，依序為展示型廣告（Display Ads.）占35.78%、
關鍵字廣告（Search Ads）占24.62%、影音廣告（Video Ads）占24.24%、口碑7/內容

2 王明禮，同上註，138。
3 王明禮，同上註，138-139。
4 王明禮，同上註，139。
5 王明禮，同上註，139。
6 Taiwan Digital Media and Marketing Association (2020/6/9)，Taiwan Digital Advertising 

Statistics Report 2019,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jYA-uSfQeksrWBWIjq_
MGRTwXbOJ67_/view。

7 口碑係指人際間針對某一品牌、產品或服務，在非正式及無商業利益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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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Buzz/Content Marketing）占15.04%，以及其他廣告類型占0.21％。儘管口碑/
內容行銷僅排第四，但其中網紅業配（即網紅薦證廣告）的金額，就佔了整體金額的

48.2%，將近5成，達33.23億新臺幣。企業投資薦證廣告金額，較去年（2018年）成長
12.5%。

拜資訊科技進步所賜，消費者已能透過電腦或各種行動裝置，收看網紅薦證廣

告
8
，作為消費決策之參考依據

9
。目前已有許多研究證實，網紅是影響消費者決策的

重要關鍵
10,11,12

。故近年來，國內外許多的電商或直播平臺（如淘寶、Youtube Live、
臉書、17直播、Instagram、Twitch或鬥魚[DouYu]…等）紛紛透過網紅行銷產品。

在社群媒體使用方面，根據創市際於2017年的調查顯示13
，目前臺灣社群媒體

使用者使用社群媒體比例，以觀看Facebook臉書直播所占比例最高，達83.4%，其次
依序為Youtube的62.2%、Instagram的17.4%、17直播的14.0%，其餘直播平臺收視均
不超過10%。前三名以社群和影音網站為主，收看族群以女性居多，男性則使用直
播平臺比率較高。然而，在收看直播的內容中，競爭白熱化的商品銷售直播收看率

有25.7%，且收視族群男女差異不大，此與販賣商品路線廣泛有關。對此，創市際市
場研究顧問的調查進一步指出

14
，收看商品銷售直播的消費者有52.3% 是透過社群媒

體；其中，77.1% 的消費者是透過臉書收看，其他則有12.5% 的消費者是透過購物網
站收看。綜上所述，顯示臺灣使用者主要是透過手機或平板的社群媒體（尤其是臉

進行口頭上的溝通過程（Arndt, 1967）。
8 薦證廣告係指廣告薦證者（如網紅、知名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機構及一般消費
者）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
現或親身體驗結果，製播而成之廣告或對外發表之表示，https://www.ftc.gov.tw/
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65&docid=13021。

9 Zhou, J., Zhou, J., Ding, Y., and Wang, H., “The Magic of Danmaku: A Social Interaction 
Perspective of Gift Sending on Live Streaming Platforms,” 34 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8-15(2019).

10 Zhang, X., Xiang, Y., and Hao, L., “Virtual Gifting on China’s Live Streaming Platforms: 
Hijacking the Online Gift Economy,” 12(3)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16(2019).

11 Wohn, D. Y., and Freeman, G., “Live Streaming, Playing, and Money Spending 
Behaviors in eSports,” 15 (1) Games and Culture, 1-16 (2019).

12	 Wan,	J.,	Lu,	Y.,	Wang,	B.,	and	Zhao,	L.,	“How	Attachment	Influences	Users’	Willingness	
to Donate to Content Creators in Social Media: A Socio-Technical Systems Perspective,” 
54(7)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 837-850 (2017).

13 創市際（2017年7月6日），「創市際2017合作專題一：臺灣直播市場『臺灣網友
直播看什麼？』調查」，https://www.ixresearch.com/news/news_07_06_17。

14 財團法人臺灣網路資訊中心（2018年12月）2018臺灣網路報告，https://www.twnic.
net.tw/doc/twrp/201812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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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收看網紅薦證廣告。

再者，根據We Are Social公司和Hootsuite社群媒體平臺於2020年7月發布的全球
網路使用行為調查報告

15
顯示，臺灣的活躍社群媒體用戶占全國總人口數88%，與韓

國同為全球第二，僅次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99%，且臺灣人平均每天花102分鐘瀏
覽社群媒體。根據數位時代雜誌與AI網紅數據平臺「KOL Radar」於2020年的「2020
百大影響力網紅數據洞察報告書」顯示，Facebook、YouTube、Instagram是臺灣網
友主要使用的三大社群平臺；其中，Facebook以文字為主、Instagram為圖文整合、
YouTube以影片為強項。對此，本研究利用Google Trend進一步了解近一年臺灣網友搜
尋「Facebook」、「Youtube」、「Instragram」之趨勢。整體而言，在三大社群媒體
的搜尋趨勢中，以「Facebook」為最多（平均為93%），其次為「Youtube」（平均為
33%），而「Instragram」排第三（平均為43%）。

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DMA）的調查所示，2019年臺灣的網紅業配金額已
占業者口碑與內容行銷預算（68.93億元）中的48.2%，超過33億元新臺幣。2020年在
COVID-19的疫情肆虐下，已有不少業者開始進行網紅行銷，光是第一季，就邀請多
達3,303位網紅進行導購貼文，創造出近1.4萬篇內容。

三、各國重要法規文件與案例

本文鎖定歐盟、美國、日本競爭法主管機關，對薦證廣告所發佈的法規文件或相

關案例，進行深入研究。以下本章將依照美國、加拿大、歐盟、英國、日本等順序，

詳細介紹該國之重要法規文件與執法案例。

（一）美國

1.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
美國聯邦政府對於廣告管制的主要主管機關為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簡稱FTC）16
。FTC肩負保護消費者與促進競爭之雙重使命17

。對於商業

廣告之規範管制為聯邦交易委員消費者保護之一環，其主要法律基礎為聯邦交易委員

會法第5條對於「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不公平或欺罔之行為或慣行」之禁止18
。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a)(1)規定：「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不公平競爭方法

15 Kemp, S. (2020/7/21), Digital 2020: July Global Statshot Report，2020年10月21日，取
自：https://datareportal.com/reports/digital-2020-july-global-statshot。

16 Carol Anne Been & Kate Hart, Native Advertising: What You Need to Know, 72 
INTA Bulletin, December 1, 2017. https://www.inta.org/INTABulletin/Pages/Native_
Advertising_7220.aspx。

17 https://www.ftc.gov/about-ftc/what-we-do.
18	 William	C.	Holmes,	“FTC	Regulation	of	Unfair	or	Deceptive	Advertising:	Current	Status	

of the Law”, 30 DePaul L. Rev. 555, 556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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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不公平或欺罔之行為或手段，構成違法。」（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and 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are hereby declared unlawful.）19

。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a)(1)前段的「不公平競爭方法」（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包括了違反Sherman法和Clayton法的主要行為；而後段的「影響商
業之不公平或欺罔之行為或手段」（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又可區分為「不公平行為」和「欺罔行為」。

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所處罰的對象，並不限於參與
競爭的事業。根據第5條(a)(2)規定：「委員會被授權避免，任何人、合夥、公司，除
本法第57a(f)(3)所規定的銀行、儲存和貸款機構，第57a(f)(4)所規定之聯邦信用聯盟、
貿易相關法律所規範之大眾運輸，美國法典第49本第VII章A節所規範航空載運和國外
航空載運，以及受1921年Packers and Stockyards Act 法（經修正放於7	U.S.C.	181條以
下）所規範之個人、合夥和公司，除該法第406條(b)（7	U.S.C.	227(b)）之例外，不可
使用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不公平競爭方法，或者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不公平或欺罔行

為或手段。」

2. 2009年FTC薦證廣告指引
2009年FTC發布「有關於廣告中使用薦證之指引」（Guides	Concerning	 the	Use	

of Endorsements and Testimonials in Advertising）。本指引說明FTC在審酌薦證廣告之
合法性（特別是FTC法第5條之規定）所採取之一般原則，並提供這些原則之應用範
例

20
。所謂薦證指消費者可能相信為反映廣告主以外之人之意見、信仰、發現或經驗

的任何廣告訊息。任何提供前述訊息之個人、團體或機構均為薦證者（endorser）21
。

FTC將推薦（endorsement）與證言（testimonials）視為同義詞。在本指引以推薦
（endorsement）一詞涵蓋推薦（endorsement）與證言（testimonials）22

。因此，就美

國法而言，可將endorsement翻譯為薦證。
16 CFR § 255.1規定了薦證廣告的一般考量因素，其包括下述重點：

(1)薦證必須反映薦證者之誠實意見、發現、經驗23
。

(2) 薦證訊息無須與薦證者之措辭完全相同，但不得以抽離情境脈絡之方式利用薦證，

19	 15	U.S.C.	§ 45. 關於該條文的解釋操作，可參見廖元豪，「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
法第五條與其他反托拉斯法之關係—兼論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範
圍」，公平交易季刊，第8卷第4期，1-30（2000）。

20 16 CFR § 225.0(a).
21 16 CFR § 225.0(b).
22 16 CFR § 225.0(c).
23 16 CFR § 255.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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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將之以扭曲之方式改寫
24
。

(3)若廣告呈現薦證者使用該產品，薦證者應為真正使用者25
。

(4) 廣告主須為薦證中之不實或無事實根據之陳述負責。廣告主亦有責任揭露自身與薦
證者間之實質關係。薦證者亦須為其於薦證中之陳述負責

26
。

進一步，在16 CFR § 255.5中，明確規定薦證者應揭露重要關連性資訊。其規
定，當薦證者與廣告產品的銷售者間，具有某種關聯，會重要地（materially）影響該
薦證可信度（例如，該關聯無法被一般消費者可合理預期），此種關聯必須被充分揭

露。例如，當一個電視廣告中出現的薦證者，既沒有被呈現為是專家，也不為一般消

費大眾中相當一部分人所認識，那麼，該廣告主就必須清楚且明顯地揭露，在交換該

推薦前是否有給予報酬或承諾後謝，或者薦證者知道或有理由知道或相信，在對該廣

告產品薦證後，某些利益（例如出現在電視上）將會擴及回薦證者身上。下述案例可

作為額外的指引，包括透過其他媒體所為薦證的指引
27
。

3.2013年「.com揭露：如何在數位廣告中有效揭露」
針對如何在線上廣告中作成合乎FTC主管法規規範之「明確且顯著之線上揭

露」，FTC於2013年3月發布「.com揭露：如何在數位廣告中有效揭露」（.com 
Disclosure: How to Make Effective Disclosure in Digital Advertising）28

。

其特別針對如何就線上廣告，對消費者做出明確且顯著的揭露，說明其為廣告。

傳統上，FTC要求揭露必須以「清楚且明顯」（clear and conspicuous）之方式呈現。
此一標準須依照理性消費者的觀點來判斷。其關鍵在於對該廣告之「整體淨印象」

（overall net impression）--亦即，廣告是否真實且具備佐證29
。揭露是否合於清楚且明

顯之標準無法一概而論，需視該揭露之資訊及廣告之性質而定。FTC發展出7項評價特
定揭露是否為清楚且明顯時的考量：

•	 揭露在廣告中的位置及其與所要限定的宣稱之距離（鄰近性）；
•	 該揭露之顯著性；
•	 該揭露是否為不可避免的；

24 16 CFR § 255.1(b).
25 16 CFR § 255.1(c).
26 16 CFR § 255.1(d).
27 16 CFR § 255.5.
28 FTC, .com Disclosure: How to Make Effective Disclosure in Digital Advertising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center/guidance/com-disclosures-
how-make-effective-disclosures-digital.

29 FTC, .com Disclosure: How to Make Effective Disclosure in Digital Advertising, p. 
6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center/guidance/com-
disclosures-how-make-effective-disclosures-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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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中的其他內容可能會移轉消費者對於該揭露注意力之程度；
•	  為了有效傳達，該揭露是否必須被重複呈現；或者由於消費者進入該廣告之途
徑不同，而錯失該揭露；

•	  以聲音訊息呈現之揭露，是否以適當之音量及韻律呈現；視覺揭露顯示之時間
是否夠長；

•	 該揭露所要傳達之對象是否能了解其中之用語30
。

FTC一方面使用這些傳統因素來評價線上廣告之揭露是否滿足明確且顯著之標
準，但另一方面也承認，線上廣告的特殊性—包括透過社群媒體平臺或行動裝置傳

達—可能會影響對於揭露之評價
31
。在文件的7-21頁，FTC討論了如何適用傳統標準於

線上廣告揭露之評價。例如，在某些情況下，難以將揭露與其所要限定的宣稱或產品

資訊，顯現於同螢幕/同框（same screen），以及使用超連結（hyperlinking）揭露等問
題。

此外，該指引特別提到一種「空間有限廣告」（space-constrained ad），主要包
括tweet這種社群網站中的薦證廣告，由於空間有限，且會被他人分享，就必須在適當
的位置為清楚明顯地揭露。在該指引案例14到案例17，均屬於對tweet薦證廣告的實例
說明。其詳細舉例說明，在空間有限的推文中，要以何種方式為清楚且明顯的揭露重

要關連性。

4.對新興薦證廣告之裁罰案例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於2019年和2020年，在其網站上的案例資料庫中，陸續公布

4則與新興薦證廣告有關的處理案例，2則案例是FTC自己行政裁罰，2則案例則是FTC
向聯邦地區法院提起訴訟。這4則案例，剛好涉及4種形式的新興薦證廣告問題。
(1)2019年FTC v. Devumi案：販售虛假社群網站影響力指標

該案例中被告之行為，乃營運Devumi.com、TwitterBoost.co.、Buyview.co和
Buyplays.co等網站。透過這些網站，被告銷售假的社群媒體影響指標（fake indicators 
of	social	media	influence），包括假的追蹤人數（followers）、訂閱人數、觀看數、點
讚數，給不同社群媒體平臺的使用者，這些平臺包括LinkedIn、Twitter、YouTube、
Pinterest, Vine和SoundCloud32

。

30 FTC, .com Disclosure: How to Make Effective Disclosure in Digital Advertising, p. 
7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center/guidance/com-
disclosures-how-make-effective-disclosures-digital.

31 FTC, .com Disclosure: How to Make Effective Disclosure in Digital Advertising, at 
5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center/guidance/com-
disclosures-how-make-effective-disclosures-digital.

32 FTC v. Devumi, Case 9:19-cv-81419, Complaint for Permanent Injunction and Other 
Equitable Relief (S.D. Florida, 1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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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年 Sunday Riley Modern Skincare案：員工撰寫假評論意見
該案乃涉及，化妝品公司指示員工上產品留言板，對自家商品進行留言評論，卻

未揭露其為該公司員工
33
。

(3)2019年UrthBox,	Inc.案：贈送產品給消費者交換評論
2019年4月，FTC對於UrthBox提出了行政起訴草稿34

，認為其張貼在網站上正向

之消費者評論，並沒有揭露這些評論者與該公司之間具有重要關聯，並且同時也公布

了與UrthBox公司間的協議命令書草稿35
。經過公告徵求意見後，FTC於2019年5月17

日公布了正式的行政起訴書，以及經過被告協議同意的行政處分書。

(4)2020年Teami, LLC案：網紅薦證減肥茶未揭露
2020年3月6日，FTC對於Teami, LLC公司，提出了起訴書，起訴於佛羅里達州中

區地區法院。該案涉及廠商請多名網紅薦證減肥茶的行為，在薦證貼文中網紅卻沒有

揭露其與廣告主之間的關係
36
。

（二）加拿大

加拿大法規中，關於薦證廣告的規定，除了規定於競爭法（Competition Act）
中，另外也規定於廣告標準準則（Code of Advertising Standards）。
1.加拿大競爭法

加拿大競爭法第52條(1)規定：「虛假或誤導性表達（False or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s）。任何人不得為了直接或間接促銷供應或使用任何產品之目的，或為
了直接或間接促銷任何商業利益，透過任何方式，明知或重大過失對公眾為表達，該

表達在重要面向上為虛假或誤導性。
37
」

33 FTC, In the Matter of Sunday Riley Modern Skincare, administrative compliant, at 1-2, 
(10/21/2019),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192_3008_sunday_
riley_complaint_0.pdf.

34	 FTC,	 In	 the	Matter	 of	URTHBOX,	 INC.,	 a	 corporation,	 et	 al.,	 draft	Complaint	
(4/3/2019),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172_3028_urthbox_
complaint_4-3-19_0.pdf.

35	 FTC,	In	the	Matter	of	URTHBOX,	INC.,	a	corporation,	et	al.,	draft	Decision	and	Order	
(4/3/2019),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172_3028_urthbox_
decision_and_order_4-3-19.pdf.

36 FTC v. Teami, Case No. 8:20-cv-518-T-33TGW, Complaint for Permanent Injunction 
and Other Equitable Relief , (M.D. Florida, 3/17/2020),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
documents/cases/teami_-_entered_stip_ord.pdf.

37 Canada, Competition Act, Section 52(1)(“ No person shall,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supply or use of a product or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ny business interest, by any means whatever, knowingly or 
recklessly make a representation to the public that is false or misleading in a material 
re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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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競爭法第74.01條(1)規定：「對公眾為不當表達（Misrepresentations to 
public）。任何人參與一個可審查之行為，其直接或間接為了促進產品之提供或使用
之目的，或直接或間接為了促進企業利益之目的，透過任何方式，(a) 對公眾為一表
達，該表達在重要面向上是虛假或誤導性；(b)對產品之表現、效能、使用期限以陳
述、擔保、保證等方式公眾為表達 ，但並非根據適當且適合之檢測，該證據存放於為
表達之人處；或(c)向公眾唯一表達，其形式之意圖為(i)對產品之擔保或保證，或(ii)承
諾會替換、維護、維修一零件或任何部分，或者重複或持續一服務，直到達成一特定

結果，如果該意圖之擔保、保證之形式，乃實質上誤導性，或者不具合理期待其可以

被履行。
38
」

所謂的不實或誤導性的薦證廣告，包括，薦證者並不是真正使用了該產品，並沒

有揭露實質的關連性（例如：他們有收受報酬，是該公司的員工，或收到免費產品以

交換該見證）
39
。

上述一般性的誤導廣告條文，加拿大競爭法也有特別的條文，要求所謂產品表現

的宣稱（performance claims），必須在宣稱之前真的測試，亦即表現宣稱必須有「適
當且適合的測試」

40
。

對於薦證，有一條獨立的規定，是1999年修正時加入的第74.02條。其規定：「一
人參與可審查行為，為了直接或間接促銷供應或使用任何產品之目的，或為了直接

或間接促銷任何商業利益，對公眾表達（representation），任何人已經對該產品之表
現、效能、生命期作測試，或出版對該產品的見證（testimonial），除非對公眾表達
或出版該見證之人，可以證明：(a)該表達或見證是由該人自己測試或見證，或 (b)這
樣的表達或見證，在公開之前，由該表達或見證之人以書面方式同意或允許，且該表

38 Canada, Competition Act, Section 74.01(1)(“ Misrepresentations to public 74.01 (1) A 
person engages in reviewable conduct who,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supply or use of a product or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ny business interest, by any means whatever, (a) makes a representation to 
the public that is false or misleading in a material respect; (b) makes a representation 
to the public in the form of a statement, warranty or guarantee of the performance, 
efficacy	or	length	of	life	of	a	product	that	 is	not	based	on	an	adequate	and	proper	test	
thereof, the proof of which lies on the person making the representation; or (c) makes a 
representation to the public in a form that purports to be (i) a warranty or guarantee of 
a product, or (ii) a promise to replace, maintain or repair an article or any part thereof 
or	to	repeat	or	continue	a	service	until	 it	has	achieved	a	specified	result,	 if	 the	form	of	
purported warranty or guarantee or promise is materially misleading or if there is no 
reasonable prospect that it will be carried out.”).

39 http://www.canadianadvertisinglaw.com/testimonials/.
40 http://www.canadianadvertisinglaw.com/testimon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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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或見證符合了之前所做的、以出版、已同意的表達或見證。
41
」

2.競爭署官方政策說明
加拿大競爭法之主管機關為加拿大競爭署（Canadian Competition Bureau），其

針對虛假性和誤導性廣告行銷，做出了許多官方政策文件。其中，跟網路新興薦證較

有關者，為2015年出版的「加拿大欺罔性行銷運作摘要」（The Deceptive Marketing 
Practices Digest）第1篇（Volume 1）的第3部分，為「線上評論」（online review）。
另外在2018年出版的「加拿大欺罔性行銷運作摘要」第4篇（Volume 4）―對於影響力
行銷（Influencer	marketing）。
3.加拿大廣告標準協會與廣告標準準則

加拿大另有一個加拿大廣告標準準則（The Canadian Code of Advertising Standards 
，該準則是由加拿大的廣告產業，於1963年自己成立並推定制訂的一個準則，其乃是
加拿大廣告業自我管制的基本規定。其內容乃由加拿大廣告標準協會（Ad Standards）
所管理，持續更新，以符合消費者和社會的期待。目前其內含14個基本規定，建立了
廣告的可接受標準，包括必須是真實的、公平的、正確的廣告

42
。

該廣告標準準則第7條，乃對薦證廣告的獨立規定：「試用、背書或其他意見
或偏好的表達，必須反映出為該表達之個人、團體或組織的真正、合理、現在的意

見，且必須立基於對該特定產品或服務之使用經驗的適當資訊，且不能有其他詐欺情

事。
43
」

41 Canada, Competition Act, Section 74.02(“ Representation as to reasonable test and 
publication of testimonials74.02 A person engages in reviewable conduct who,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supply or use of any product, or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ny business interest, makes a representation 
to	the	public	that	a	test	has	been	made	as	to	the	performance,	efficacy	or	length	of	life	of	
a product by any person, or publishes a testimonial with respect to a product, unless the 
person making the representation or publishing the testimonial can establish that
(a)  such a representation or testimonial was previously made or published by the person 

by whom the test was made or the testimonial was given, or
(b)  such a representation or testimonial was, before being made or published, approved 

and permission to make or publish it was given in writing by the person by whom 
the test was made or the testimonial was given,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r testimonial 
accords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or testimonial previously made, published or 
approved.”).

42 https://adstandards.ca/code/（最後瀏覽日：2020/8/5）.
43 Canadian Code of Advertising Standards, provision 7 (“ 7. Testimonials

Testimonials, endorsements or other representations of opinion or preference, must 
reflect	the	genuine,	reasonably	current	opinion	of	the	individual(s),	group	or	organization	
making such representations, and must be based upon adequate information about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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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廣告標準協會（Ad Standards）針對該廣告標準準則，詳細制訂了解釋
性指引，其中對於薦證廣告指定了第5號解釋性指引（Interpretation Guideline #5 – 
Testimonials, Endorsements, Reviews），明訂了具體的揭露要求。其要求必須揭露，在
背書者、評估者、影響者，或者做出該宣稱者，以及製造該產品提供給背書者的實體

之間，任何的實質關連；且該實質關連揭露必須是清楚和立即的，且該揭露必須與對

該產品或服務之宣稱有緊密連結
44
。

4.影響力行銷之揭露指引
在廣告標準協會下，協調廣告業者組成了影響力行銷掌舵委員會（Influencer 

Marketing Steering Committee），並在2019年1月，出版了揭露指引（Disclosure 
Guidelines）。該份指引中，對於各種新型態的社群網站上，影響者在以各種利益交換
方式替廣告主貼文薦證時，是否應該揭露、如何揭露重要關連性資訊，做了詳細的原

則性說明。

基本上，該指引主要參考了美國FTC2013年的「.com揭露」指引。其要求必須揭
露的重要關連性資訊，包括五大類：(1)影響者獲得金錢報酬或佣金，(2)影響者收到免
費產品或服務，(3)影響者收到折扣，(4)收到免費旅程或活動票券（free trips or tickets 
to events），(5)和廣告主間有家族或社會關連性（family or social connection）45

。

在說明完原則之後，該揭露指引對於具體的社群媒體平臺，包括Youtube之影
片、Instagram之照片與貼文、Snapchat之貼文、Twitter之貼文、部落格之貼文等，針
對每一種平臺以及內容的揭露方式，以案例說明，具體建議適當的揭露方式，以及不

足的揭露方式。

（三）歐盟與英國

1.歐盟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2005）與附件行為清單
歐盟對於競爭法的架構，區分為競爭法與不公平行為法兩大塊。競爭法乃直接規

定於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聯合行為）及102條（濫用獨占地位），歐盟執委會並因
而發佈許多具體的指引，該部分由歐盟執委會自行執法。另一塊為不公平行為，主要

法規為歐盟2005年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	Directive	2005/29/
EC)46

。

experience	with	the	identified	product	or	service	and	must	not	otherwise	be	deceptive.”).
44 https://adstandards.ca/interpretation-guidelines/（最後瀏覽日：2020/8/5）.
45 James Hale, Canadian Government Officially Warns 100 Brands And Ad Agencies To 

Comply	With	Influencer	Marketing	Laws,	On	February	10,	2020,	https://www.tubefilter.
com/2020/02/10/canada-competition-bureau-influencer-marketing-laws-in-canada-ad-
standards/（最後瀏覽日：2020/8/5）.

46 Directive 2005/2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1 May 2005 
concerning unfair business-to-consumer commercial practices in the internal marke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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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跟廣告最有關係的是該指令的第6條，為誤導性行為（mis l ead ing 
actions），以及第7條的誤導性刪除（misleading omissions）。所有網路廣告，可能違
反不公平商業行為者，可能都跟這兩個基本條文有關。

但是，什麼樣的情境，會被認為屬於誤導性行為或誤導性刪除，該指令另外提

供2個附件，第1個附件是「在所有情況下被認為是不公平的商業行為」（ANNX 1 
Commercial	Practices	which	are	in	all	Circumstances	Considered	Unfair），一共列出了31
種具體的情境。其中，跟薦證廣告特別有關者有2種，第11種情況規定：「在媒體上
使用編輯內容促銷一產品，在內容中沒有清楚標示此乃促銷內容，或者沒有用影像或

聲音清楚讓消費者可識別其乃促銷內容（報導式廣告）」
47
。另外，在第22種情況規

定：「不實的宣稱或創造一印象，該交易者並非為了自己的交易、事業、技藝或專業

而行為，或者不實地表達自己是一消費者。
48
」

2.英國保障消費者免於不公平交易法
英國對新興薦證廣告管制之主要法規範基礎為 2008年保障消費者免於不公平

交易法（the	Consumer	Protection	from	Unfair	Trading	Regulations	2008	(CPRs)	）(SI 
2008/1277)）（以下簡稱「不公平交易法」）。本法為履行歐盟2005年不公平商業行
為指令（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之國內立法。

不公平交易法所禁止之不公平行為包括：

（1）構成第3條所規定之不公平商業行為（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者；
（2）構成第5條所規定之誤導性行為（misleading actions）者；
（3）構成第6條所規定之誤導性遺漏（misleading omissions）者；
（4）構成第7條所規定之侵略性（aggressive）商業手法者；或
（5）構成附件一（Schedule 1）所列舉之31項行為之一者。

第3及第5至7條，規定被禁止的不公平行為，對於這些規定的違反，事業除了從
事該行為外，該行為必須對平均消費者的行為產生影響或有影響之虞。平均消費者大

amending Council Directive 84/450/EEC, Directives 97/7/EC, 98/27/EC and 2002/65/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nd Regulation (EC) No 2006/2004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47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	ANNX	1,	point	11(“	Using	editorial	content	in	
the media to promote a product where a trader has paid for the promotion without making 
that clear in the content or by images or sounds clearly identifiable by the consumer 
(advertorial).”). 

48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	ANNX	1,	point	22(“	Falsely	claiming	or	creating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trader is not acting for purposes relating to his trade, business, 
craft or profession, or falsely representing oneself as a 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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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上被假定為合理地被告知，合理地遵守細心及謹慎。平均並不是指統計上的平均消

費者。若某一商業行為以某一特定團體為目標，或者可以合理地預見，某一團體的消

費者對於該行為，將會特別脆弱，那麼，所謂的平均消費者，指的是該團體的平均成

員。第3條及第5到7條所禁止之不公平行為，並不限於影響消費者是否購買商品或服
務的決定，還包括諸如消費者是否瀏覽某一產品，聯絡事業或者造訪商店，以及做成

不購買某產品之決定。不公平交易法的附件一列舉31項，被認為當然不公平，從而必
須禁止的行為。

表 1構成不公平交易法不公平性之要件

條文 行為 效果

第3條 違反專業盡責(professional 
diligence)規定

(可能)實質上損害一般消費
者作知情的決定(informed 
decision)之能力 並產生此結
果

造成(或可能造
成)一般消費者
作出不同之(交
易性)決定

第5條 為誤導或詐欺有關條文所列

重要因素之行為
和

第6條 遺漏(或不明確/未及時提供)
重大消息

和

第7條 騷擾、脅迫或不當影響等侵

略性商業手法

(可能)實質上損害一般消費
者的選擇自由與行為

並產生此結果 

附件1 條列31項禁止行為 不適用(無損害或交易性決定檢測)

資料來源：	Guidance	on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from	Unfair	Trading	Regulations	2008,	p.	18.

3.英國競爭及市場委員會
英國2013年企業及管制改革法（the 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 Reform Act）廢除

了本有的競爭委員會（Competition Committee）及公平交易辦公室（the Office of Fair 
Trading）並創設「競爭及市場委員會」（Competition and Market Authority ，簡稱
CMA）為其業務承繼者。CMA之任務在於為消費者之利益，促進英國內外之競爭49

。

CMA是英國主管競爭及消費者事務的主要機關。
(1)2015年CMA「線上評論及推薦」研究報告

CMA認為線上評論及推薦對於消費者資訊供給之貢獻良多，但也憂慮某些作

49 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 Reform Act 2013, ss. 25-6. CMA組織及運作之細節規定於
本法之附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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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能於法不合。為深入了解線上評論及推薦，CMA於2015年2月26日開始徵集
相關資訊，並於2015年6月19日發布關於「線上評論及推薦」（Online reviews and 
endorsements）研究報告50

。

(2)CMA/CAP影響者廣告指引
在英國，關於廣告之管理者，除了競爭及市場委員會之外，還有廣告業自律

組織，主要為「廣告實務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Advertising Practice，簡稱
CAP）。

CMA與CAP於2018年9月28日聯合發布影響者廣告指引（Influencer’s guide to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51

。CMA與CAP於2020年2月6日更新該指引。該指引所
稱影響者（influencer）泛指部落客、影音部落客、名人及其他社群媒體人物52

。

(3)處罰新興薦證廣告之案例
2014年4月至今，CMA處理與本研究相關之線上評論與薦證案件共30件53

。其中

與線上評論有關者3件，與薦證有關者27件。與薦證有關之27件中，有20件為2019月1
月網路影響者向CMA提出正式承諾之案件。

50 CMA, ‘Online reviews and endorsements: Report on the CMA’s call for information’ (19 
June 2015, CMA 4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nsultations/online-reviews-and-
endorsements.

51	 CMA/CAP,	‘Influencers’	guide	to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	(28	September	2018),	
https://www.asa.org.uk/resource/influencers-guide.html.

52 CMA: ‘Social media endorsements: being transparent with your followers’(23 January 
2019)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social-media-endorsements-guide-
for-influencers/social-media-endorsements-being-transparent-with-your-followers.

53 CMA,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nsumer-enforcement-outcomes/
consumer-outcomes-secured-by-the-cma-since-april-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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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英國CMA案例

Name Business
sector Effective date outcome

1
Total SEO &
Marketing
Ltd (等3案)

Online 
reviews

4 March
2016

The search engine optimisation and 
online marketing company Total SEO 
& Marketing Ltd (Total SEO), and 
its directors, have undertaken to the 
CMA that they:
(1) have ceased the practice of writing 

fake reviews for their clients; and
(2) will take steps to remove the fake 

reviews already posted online.
In addition, the CMA has written to 
Total SEO´s clients to warn them 
that third parties writing fake reviews 
on their behalf might lead to them 
breaking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themselves.

2 Adam Rock
(等4案)

Online
endorsement 

4 April
2016

MYJAR, Starcom Mediavest and 
TAN Media  have  a l l  p rov ided 
undertakings to the CMA that they 
will ensure all advertising and other 
marketing in articles and blogs is 
clearly	labelled	or	identified	so	that	it	
is 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opinion of 
a journalist or blogger.

3 Social Chain
Ltd (等3案)

Online
endorsements

11 August
2016

Social Chain has agreed undertakings 
that will ensure all advertising it posts 
or arranges will be clearly labelled or 
identified.

4 Alexa Chung
等20案

社群媒體推薦

Social media
endorsements

23 January
2019

16  i n f l uen ce r s  have  p ro v ided 
undertakings to improve disclosures 
in their social media posts to make 
it clear when they have been paid or 
otherwise incentivised to endorse a 
product or servic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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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國廣告自律機制
(1)廣告實務委員會（CAP）

英國廣告管制之特色在於以自律制度作為法律管制的執行及補充機制。所謂自

律意指由廣告業自發性建立並支應的自我管制機制
54
。英國廣告自律制度產生於1961

年，當時廣告英國廣告業界（代理商、媒體及廣告主）組成廣告實務委員會（CAP）
並制定廣告實務守則。隔年CAP設立廣告標準機構（The Advertising Standards 
Authority，簡稱ASA）作為執行守則之獨立管制者。自律制度的創設是當時廣告業界
為避免國會引進美國直接立法管制模式所採取的對應措施

55
。時至時至今日，雖然廣

告法令已為數眾多，廣告自律制度仍為市場行銷訊息產生的紛爭，提供了替代性的，

甚或在某些情況下是唯一的解決途徑。某些對於消費者信心具有重大影響力的事項而

言，例如品味高低或高尚與否，難以由法律加以評斷。此時，可以透過自律機制，激

勵業界採行高標準
56
。

(2)英國非廣播廣告暨直效與推廣行銷守則
英國非廣播廣告暨直效與推廣行銷守則（ the	 UK	 Code	 of 	 Non-Broadcast	

Advertising and Direct & Promotional Marketing，以下簡稱CAP守則）是英國廣告業自
律組織廣告實務委員會所訂定之自律規範。CAP守則由另一獨立組織廣告標準機構
（ASA）負責執行57

。

第2條要求廣告必須可被輕易地認識其為廣告
•	  行銷訊息應可明顯被辨識（be obviously identifiable）為行銷訊息；（Rule 

2.1）
•	 行銷訊息不得宣稱或暗示行銷者為消費者或無行銷目的；（Rule 2.3）
•	  行銷者應表明業配文為行銷訊息。（Rule 2.4）
第3條規定為避免誤導消費者廣告應遵循之規則
•	  行銷訊息不得實質誤導或有誤導之虞（明顯誇大不構成誤導）；（Rules 3.2 & 

3.2）
•	 行銷訊息不得以省略重要資訊之方式誤導消費者；（Rule 3.3）
•	 行銷訊息不得以省略行銷者身分之方式誤導；（Rule 3.5）
•	  主觀之主張不得誤導消費者；行銷訊息不得暗示意見之表達為客觀陳述。

54 Lorraine Conway, Regulation of Advertising by the ASA,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Briefing	Paper	CPB	06130,	20	August	2020,	at	4.	

55 ASA/CAP, ‘Our History’, https://www.asa.org.uk/about-asa-and-cap/our-history.
html#1961%20onwards.

56 The CAP Code, at 106.
57 ASA, https://www.asa.org.uk/uploads/assets/uploaded/c981689d-505e-4edf-

848bf469eb6719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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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3.6）
(3)廣告標準機構（ASA）之執行

ASA之任務為確保自律系統之運作符合公共利益。ASA之活動包括調查、投訴
之裁決及進行研究。如果ASA裁定廣告違反守則，該廣告必須撤下或修正。對於不遵
守的事業，ASA有多種制裁方式。對於持續違反守則之事業，ASA可將之移送TSS或
CMA，依不公平交易法進一步訴追58

。

在所研究ASA之處罰案例中，大部分針對網紅貼文未清楚明顯揭露利益關係者，
ASA都是認為違反CAP守則規則2.1、2.3、2.4等條文，亦即未明顯地標示該訊息為行
銷訊息。

（四）日本

1.日本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以「贈品表示法為中心」
日本的不實廣告規範與我國相同，散見於不同規範目的的各種法規之中。但其

中，乃以「贈品表示法」為主要規範。所謂贈品表示法，其正式名稱是「不当景品類

及び不当表示防止法」的簡稱（日文簡稱「景品表示法」），臺灣一般簡譯成「贈品

表示法」，亦有直接使用日文「景品表示法」，本研究採贈品表示法為譯詞。此乃是

一部規範不當「贈品」與不當「表示」的法規，但由於簡稱「贈品表示法」，而容易

被誤認為是一部是有關贈品的專法，實則一半討論贈品問題，另一半討論廣告議題。

為何使用「表示」一詞而非廣告，主要因為標示商品、服務資訊的方式相當多元，如

同我國公平法第21條亦使用了表示、表徵一詞。
贈品表示法本屬於日本「獨占禁止法」之補充法，制定於昭和34年（昭和三十

七年法律第百三十四号），主管機關為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日本公平

會」），但於2009年主管機關移管至消費者廳，但由於該法的內容與大多數相關處理
原則皆規定於日本公平會所管時代，且廣告問題本來就同時牽涉競爭與消費者權益問

題。因為，從競爭法的角度，若使交易相對人因不實廣告做出錯誤的交易決定，將影

響廣告主與競爭者間之公平競爭；而從消費者保護之觀點，消費者因不實廣告而受到

錯誤認知而做出不當之交易決定，將損害消費者權益。因此，即使贈品表示法有這樣

的演變，無礙其成為我國公平交易法與公平會之參考。因應本研究的主題，僅討論贈

品表示法中關於不當表示的規範部分。

2.尚未規範未揭露利益關係之類型
贈品表示法中並未如我國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21條第5項與第6項明確定

義出廣告薦證者的角色並規定相關責任，當然亦無如公平會訂有「薦證廣告規範說

明」。但贈品表示法對於與專家、機構等薦證廣告相關的問題，著重於判斷所薦證之

58 CMA, ‘Online reviews and endorsements: Report on the CMA’s call for information’ (19 
June 2015, CMA 41) at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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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性能之真偽，即是所謂「非實證廣告」規範。

另外，關於透過社群網站等媒體，由事業自己或利用收受利益之第三者，以消

費者未能察覺的方式製造看似中立客觀口碑新式宣傳方式，日本稱為「隱性行銷（ス

テルスマーケティング，Stealth Marketing。亦有稱作秘密行銷）59
」亦引起矚目與討

論
60
。以目前贈品表示法與相關處理原則之規定與說明，僅在該行銷宣傳方式涉及虛

偽不實、引人錯誤時，有違反該法第5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之「優良誤認」、「有利
誤認」的問題。但值得注意的是，僅是廣告主製造虛假口碑，或是薦證者收取廣告主

利益後進行薦證卻未為標示等行銷行為，本身是否已涉及不實廣告而違法，仍未見明

確判斷。目前消費者的態度偏向僅此等行為尚未至違法階段，重要的是薦證內容的真

偽。但此等宣傳行銷手法，在美國已有違反FTC法第5條之可能性，日本學界與實務界
也開始討論贈品表示法等法規可以介入規範的可能性與做法。尤其是由日本律師聯合

會所提出之「有關隱性行銷規範之意見書（ステルスマーケティングの規制に関する

意見書）」，相當值得參考
61
。

四、綜合比較與討論

（一）我國相關規範與案例

1.相關規範
公平法對於廣告的規範主要在第21條，公平會並制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

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對本條之要件解釋與適用提出明確說明與基

準。

另外，某些特殊廣告議題，無法明確適用公平法第21條之規定者，亦可適用公平
法第25條之「欺罔」，作為補充規定。

本條文雖無特別敘及「薦證廣告」，但於第5項與第6項則是分別明文規定廣告薦
證者之責任與定義，公平會並訂有「薦證廣告規範說明」，則是具體定義薦證廣告，

並舉例與說明廣告之模式、態樣，與可能違反之規定與罰則。

薦證廣告規範說明第3點解釋「薦證廣告真實原則」，並規定5種類型：「(一)廣
告內容須忠實反映薦證者之真實意見、信賴、發現或其親身體驗結果，不得有虛偽

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五)薦證者與廣告主間具有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

59 陳皓芸、楊燕枝、汪志勇、杜怡靜、王震宇，「公平交易法對網路廣告之適用與
因應」，公平交易季刊，第28卷第3期，63(2020)，文中使用「秘密行銷」。

60 板倉陽一郎，「ステルスマーケティングの法的問題」，消費者法ニュース，

No.109，138-139(2016)。
61 https://www.nichibenren.or.jp/document/opinion/year/2017/170216_2.html，(最後瀏覽
日期：202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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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關係者，應於廣告中充分揭露。」薦證廣告規範說明第4條規定：「薦證廣告之商
品或服務有下列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者，涉及違反本法第二十一條規

定：......」進而，薦證廣告規範說明第5條規定：「薦證廣告以社群網站推文方式為
之，如薦證者與廣告主間具有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而未於廣告中充分

揭露，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涉及違反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

此時，稍微引人困惑的是，在第3條中，認為未揭露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
益關係，違反廣告真實性原則，但不並認為屬於違反公平法第21條之「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而認為屬於違反公平法第25條之「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
為」。

因此，本文所探討的新興薦證廣告，不論是網紅之推薦貼文未揭露利害關係，或

者素人之產品評論留言未揭露利害關係，究竟屬於公平法第21條處理之範疇，或者屬
公平法第25條處理之範疇，產生疑義。
2.相關案例
(1)多數案例乃適用第21條之不實廣告問題

以薦證廣告或薦證者為關鍵字，可以搜尋到以下案例，大部分以違反公平法第

21條被公平會處分，有一件是適用公平法第24條（現行法第25條）。若將關鍵字改成
「推薦」則有高達40餘件，且近年來亦有不少案件。

表 3 我國公平會薦證廣告案例

編號 處分書字號
適用法條

公平法
案例 搜尋關鍵字

1 公處字第 
103046 號 第21條 舒酸定牙膏案 薦證廣告

2 公處字第 
102040 號 第21條 高露潔牙膏案 薦證廣告

3 公處字第

101089號 第21條 深層震動美體按摩機案 薦證廣告

4 公處字第 
098138 號 第21條 全方位活力健身機案 薦證廣告

5 公處字第 
098115 號 第21條 護髮療程案 薦證廣告

6 公處字第 
098094 號 第21條 全竹炭塑身衣案 薦證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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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處字第 
098054 號 第21條 PHS案 薦證廣告

8 公處字第 
097133 號 第21條 健康大師專利有氧塑身運動機 薦證廣告

9 公處字第 
097078 號 第21條

全竹炭塑身衣案（與前第6案
同事件） 本件業經行政院院
臺訴字第0970094902號訴願決
定確定部分撤銷）

薦證廣告

10 公處字第 
096177 號 第21條 「黑鑽石全竹炭塑身衣」案 薦證者

11 公處字第 
096130 號 第21條 「5133 窈嬌帶」（與案2為同

事業）
薦證廣告

12 公處字第 
094126 號 第21條 紅酒酵母商品案 薦證者

13 公處字第

100175號
第24條

(現行法第25條) 求職服務之比較廣告 薦證廣告

資料來源：表格由本研究案自行整理。

以薦證為關鍵字搜查之案件，幾乎都認定違反公平法第21條而處分之，僅1件為
公平法第25條。上述以「薦證」為關鍵字所搜尋到的案例，多僅認定廣告主違反公平
法第21條，而且無較近年之案例。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公平會過去的裁罰案例
中，最在意的問題點還是廣告內容的真實性。

薦證廣告案件適用第25條之案件，僅有修法前適用第24條之「求職服務之比較廣
告案」

62
。本案中因為yes123求職網中登了一則「yes123 有七成以上企業不在104找

人」的全版廣告。其中，列出一位薦證人（求職者）畢業於台科大化學系求職成功為

品保工程師，由於該校並無應用化學系涉及內容造假。本案公平會的處分書中指出，

廣告中「目前在 yes123 求才企業中，有 85%不在104找人……」及「yes123有70%企
業的工作機會在104找不到」等內容，顯係就他事業之服務內容為不妥適之簡述或詮
釋，致整體印象上造成不公平競爭之比較結果，並使被比較之事業因而喪失交易機會

之虞，而違反商業正當交易秩序及市場效能競爭，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

失公平之行為，違反公平法第24條規定（現為第25條）。但公平會認為此等廣告詞給
予人的印象僅在表達104與 yes123 兩家人力銀行網站徵才企業家數不重複之比例，不
致讓一般或相關大眾誤認104人力銀行網及yes123求職網之徵才企業家數及工作機會相
當之情事，故難認此廣告內容涉有違反公平法第21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而薦

62 公平會100年公處字第100175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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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者學歷的部分，雖然台科大雖無「應用化學系」，但薦證人提出畢業於台科大某系

所之碩士學位證書，其選讀該系所之應用及理論化學組，故填寫履歷表時，略稱台科

大應用化學系。公平會據此認為薦證人確實具有應用化學領域之專業背景，並擁有高

於廣告宣稱之學歷，廣告之文字內容雖與事實有間，惟不致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

認知或決定之虞，並不違反公平法第21條第3項。
但由於修法後之第21條第2項對於足以影響交易之事項可包括的範圍相當廣泛，

只要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服務的廣告亦同（第3項），所以本件
或許有適用現行公平法第21條之可能性。
(2)三星寫手門案

本研究案中多次提及之三星寫手門案
63
，三星公司是本案網路行銷服務之出資者

及商品出賣人，與行銷顧問公司簽訂病毒行銷服務契約，本於銷售三星公司各類別產

品之意思，再委託另一公司聘用工讀生於Mobile 01等討論平臺為隱匿事業身分進行議
題操作，散布自身或競爭對手商品之資訊與意見，並依約支付服務報酬費用，除就三

星產品進行推廣外，尚包括對三星產品負評之消毒，以及與競爭品進行比較，並帶出

自身產品較優或指稱競爭品缺點較大等行為。

公平會在本件就直接指出：「事業與寫手間之利益關係，其存在與否影響觀者對

相關意見之信賴度，依一般交易習慣，難謂非屬重要交易資訊，是以倘寫手未揭露其

與事業間之利益關係，容有構成隱匿重要交易資訊之欺罔行為。故事業聘請寫手倘積

極欺瞞或消極隱匿事業身分行銷自身商品，及對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商品為負面比較或

評論，致交易相對人無從判斷或合理預期該等資訊係因事業推動為之，而信賴為一般

第三人之意見，據納為交易決定之參考，而有增益交易相對人與該事業交易，或降低

與其競爭者交易可能者，屬違反公平法第24條規定（現行法第25條）」。公平會認為
廣告主及受委託之另外2家行銷公司，未揭露與寫手間之利益關係，屬隱匿重要交易
資訊，該當第24條（現行法第25條）之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

本案出現所謂收受報酬在網站上寫對商品感想意見的寫手，其內容包括薦證廣

告主商品，以及用比較的方式下對競爭者商品做出負評。公平會認為這是一種口碑行

銷，「倘係以匿名發言之外觀呈現及行銷手法，對消費者而言，會降低對事業行銷的

認知，並無法知悉係事業所為，而提升該等寫手目的性發言內容之可信度；而對競爭

同業而言，隱藏身分發言之工讀生所發言內容，使競爭同業亦無法知悉究是競爭對手

所為，抑或是消費者之言論，……而無法同普通商業競爭手段爭議般，採取行政或司

法救濟。是以，被處分人以人為製造之討論熱度及一人分飾多角、多人輪替共用帳號

等方式，佯裝一般人發文博取網友信任之行銷手法，乃屬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實受

63 公平會102年公處字第102184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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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促進為言之重要交易資訊。」因為是廣告主透過顧問公司的口碑行銷手法，找工

讀生共用帳號、一人分飾多角，不是找第三人提供利益來做薦證，所以本案完全沒有

使用薦證廣告與薦證人之關鍵字詞。雖然處分理由中提及廣告主未揭露與寫手之利益

關係，違反公平法第24條（現行法第25條），卻未提及此行為符合薦證廣告說明規範
第5點。
（二）討論與建議

1.5種利益關係
現行「薦證廣告規範說明」第2條名詞定義中規定「(三)利益關係：指薦證者與廣

告主間具有僱用、贈與、受有報酬或其他有償等關係。」其使用了「利益關係」。

相對於美國F T C薦證廣告指引（2 0 0 9），使用了重要關連性（m a t e r i a l 
connection）此一用語64

，而此一用語也被加拿大所接受，明文寫於其廣告標準協會

2019年1月出版的「揭露指引」65
。

何謂重要關連性？美國原本的薦證廣告指引，並沒有明確整理包括哪些類型，

只提到會重要地影響該薦證可信度的關連性。在加拿大廣告標準協會之揭露指引

（2019）中，明確指出有5種關係：(1)影響者獲得金錢報酬或佣金，(2)影響者收到免
費產品或服務，(3)影響者收到折扣，(4)收到免費旅程或活動票券（free trips or tickets 
to events），(5)和廣告主間有家族或社會關連性（family or social connection）。美國
FTC在2019年11月出版的「設群媒體影響者揭露101」中，簡化地說明所謂的重要關連
性包括：「個人的、家庭的、工作上的關係，或者財務上的關係，例如品牌商付費給

你，或者提供你免費或折扣的產品或服務。」

經比較後，現行公平會對於薦證廣告規範說明的利益關係，所涵蓋的僱用、贈

與、受有報酬或其他有償關係，基本上涵蓋了加拿大5種重要關連性關係的第1、2、4
種，但「折扣」是否包含於「贈與」或「其他有償關係」，並不明確。另外，也未包

含第5種「有家族或社會關連性」關係，或者美國所謂的「個人的、家庭的」關係。
因此，建議對「利益關係」之定義，明文增列「折扣」，以及「存在其他私人、

家族之關係」。

2.應非僅限於社群網站貼文
現行「薦證廣告規範說明」第5條規定：「五、(利益關係之揭露義務）薦證廣告

以社群網站推文方式為之，如薦證者與廣告主間具有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益

64 美國明文規定於16 CFR § 255.5.
65 該指引主要參考了美國FTC2013年的「.com揭露」指引。其要求必須揭露的重要
關連性資訊，包括五大類：1.影響者獲得金錢報酬或佣金，2.影響者收到免費產
品或服務，3.影響者收到折扣，4.收到免費旅程或活動票券（free trips or tickets to 
events），5.和廣告主間有家族或社會關連性（family or social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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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而未於廣告中充分揭露，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涉及違反本法第二十五條

規定。（第1項）前項社群網站推文包括網路部落客推文及論壇發言等方式。（第2
項）」

從上述條文架構與案例，可發現一個先決問題，第3條所講的薦證廣告之真實原
則，包含了所有媒體上的薦證廣告，並非只限於網路上的薦證廣告；而第5條所講的
薦證廣告之揭露義務，所約束對象只限於「社群網站之推文」。但是第3條所附的利
益關係揭露的案例，卻是「部落格」，屬於第5條第2項所謂「前項社群網站推文包括
網路部落客推文及論壇發言等方式」，亦即部落格貼文也屬於社群網站貼文。

倘若「薦證廣告規範說明」所要求的揭露利益關係之薦證廣告，涵蓋所有媒體上

的薦證廣告，而非只限於網路上的薦證廣告，則第3條、第5條必須更加以釐清。若再
詳細對照，第3條範例6，以及第5條之範例，均是參考美國FTC薦證廣告指引第255.5
條下之案例而來，第3條範例6為第255.5條下之案例7，第5條之範例為第255.5條下之
案例8。美國FTC薦證廣告指引在第255.5條講述重要關連性揭露時，並非只針對網際
網路之薦證廣告，仍包含一般的電視廣告與電視節目中的置入性行銷。但我國「薦證

廣告規範說明」第5條，卻只針對「社群網站推文」，未提及其他媒體的薦證廣告揭
露，似乎不夠周延。

3.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
參考美國FTC薦證廣告指引（2009）第255.5條的說明66

，有的時候，薦證者和廣

告主的關係是「可為」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以下先以FTC薦證廣告指引第255.5條所
附9個案例，思考哪種廣告形式下的利益關係，是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者，而需要
揭露。

從FTC薦證廣告指引第255.5條所附9個案例大約可歸納以下重點：
(1) 典型的名人代言，且讓人很清楚該訊息是廣告，不需要揭露利益關係，因為該利益
關係為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案例2）

(2) 若是名人在專訪中提到自己使用的產品或服務，則需要揭露，因為該利益關係非一
般大眾可合理預期。（案例3）

(3) 若是專家薦證，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該專家有收取廣告代言費，此點不需要揭露。
但專家對產品或服務之銷售可抽取利潤，或者他擁有該公司部分股票，則需要揭

露。（案例4）
(4) 電視購物節目上，看似素人的體驗薦證，實際上有收取利益，應該要揭露（案例

6）。
(5) 網紅收取免費產品、折扣或報酬而在網路上貼文薦證，應該要揭露（案例7）。

66 16 CFR § 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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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家公司員工在在論壇或用線上評論工具推薦自家產品或對手產品，應該要揭露
（案例8）。

(7) 素人獲取免費產品、折扣或報酬，在網路上薦證產品，應該要揭露（案例9）。
4.具體利益揭露之可行方式

關於具體利益揭露之可行方式，美國、加拿大、英國，大致上均要求應該以「清

楚且明顯」的方式，揭露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害關係。但具體而言，網際網路

上的薦證，必須考量到各種網際網路的媒體型式不同，如何滿足「清楚且明顯」之方

式，可能有不同的揭露方式。例如，薦證訊息若是影片，則揭露應該出現在影片中，

而非出現在影片的描述文字中。另外，如果影片是直播影片，由於消費者可能不是從

影片一開始就觀看該直播，故要每隔一段期間就重複該利益關係之揭露。由此例子可

知，不同的媒體型式，會影響揭露的方式。

本研究所蒐集整理的對象中，包括美國和加拿大，均有提出具體的揭露方式指

引。美國和加拿大的具體指引，主要包括美國FTC的「線上揭露：在數位廣告中如何
有效的揭露」（2013），以及「對社群媒體影響者的揭露101」（2019.11），和加拿
大廣告標準協會揭露指引（2019）。這3份文件各自以具體案例和截圖，教導薦證者
在不同的媒體型式，說明不同的揭露方式。

其中，「線上揭露：在數位廣告中如何有效的揭露」（2013）由於年代較早，其
只針對部落格貼文，以及所謂的「空間有限廣告」，亦即twitter的短貼文，如何清楚
明顯地揭露，提出說明案例。而「對社群媒體影響者的揭露101」（2019.11），則化
繁為簡，僅提出清楚與明顯揭露的最基本原則，而不逐一以範例說明。加拿大廣告標

準協會揭露指引（2019）年代較新，且逐一針對Youtube影片的揭露方式、Instagram照
片的揭露方式、Snapchat的揭露方式、Twitter貼文的揭露方式、部落格接文的揭露方
式等，逐一以截圖方式舉例並說明。

因而，倘若公平會欲制訂某種指引，教導薦證者在網路上為薦證時，可以遵循的

揭露方式，以下提出2種建議：
第一種方式，倘若不針對每一種不同的社群網站提供案例，說明各自的揭露方

式，而只提出最重要的揭露基本原則，則可參考美國FTC「對社群媒體影響者的揭露
101」（2019.11）。

第二種方式，倘若欲針對每一種社群媒體與貼文的特性，教導薦證者具體的揭

露方式，可綜合擷取美國「線上揭露：在數位廣告中如何有效的揭露」（2013）中對
Twitter的案例，以及加拿大廣告標準協會揭露指引（2019）的其他社群媒體案例，綜
合整理出一個完整的版本，公布於公平會網站上，作為網紅與網路薦證者的參考指

引。

5.薦證者是否應該成為處分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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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薦證者是否應該成為處分對象負行政責任，提出以下看法：

參與不實廣告之角色，以公平法第21條而言，有廣告主、廣告媒體業、廣告代理
業與薦證者。依第21條的規定下，只有廣告主需要負行政責任受到公平會之處分，而
其他人僅須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而已。因為從競爭法的角度出發，不實廣告乃是破壞

廣告主與競爭者間之不公平競爭行為，主要影響並主導的是廣告主。但要確認所謂的

薦證者是否該當廣告主的要件，否則應負廣告主責任。(1)以目前公平法第21條之規
定，薦證人是以民事責任為主。(2)薦證廣告規範說明中對於薦證者之責任不夠明確，
可以看出廣告主是主要規範對象，但難以確認薦證者應該負擔之義務。(3)薦證者未揭
露利益關係，屬於公平法第25條之規定，但公平法第25條之事業的範圍，是否可認定
較為廣泛？或者可引用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為據，認定薦證者是故意與廣告主共同
施行不實薦證廣告，容有爭論空間。(4)現在社群網站中有許多薦證商品的網紅可能自
己亦同時販售商品，或許可以直接以廣告主之行為處理。

經過本研究所比較的主要國家中，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可能認為屬於消費者保

護法規，故處罰對象並不限於「競爭事業」。本文研究之美國、英國法規，對於薦廣

告之處罰對象，不限於事業，包括任何人，亦可包括網紅等薦證者。其次，對於處罰

時的具體裁罰考量因素，美國主要乃以剝奪不法利得為準，但若配合執法通常只執行

罰款的十分之一；日本則有具體公式。這2種方式均可供公平會參考。

五、結論

本文進行各國比較研究，主要研究美國、加拿大、歐盟、英國、日本對於此種新

興薦證廣告的相關法規範，以及執法經驗，以供我國借鏡。

美國部分，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認為，薦證廣告未揭露與廣告主之利益
關係，也會構成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之「欺罔行為」。FTC在2009年發布了
「有關廣告中使用薦證之指引」，其中對於薦證廣告必須揭露與廣告主一般大眾無法

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並舉出具體範例說明何種情境下為一般大眾無法合理預期之利

益關係。此外，FTC在2013年出版「.com揭露：如何在數位廣告中有效揭露」，其中
所舉案例中，特別針對Twitter等空間有限媒體的網紅薦證廣告，如何清楚且明顯地揭
露受廣告主的利益，輔以截圖以具體案例說明。在FTC執法活動上，一方面FTC曾經
多次教育與警告網紅業者的貼文問題，二方面FTC在2019年至2020年，陸續公布4則與
新興薦證廣告有關的處理案例，2則案例是FTC自己行政裁罰，2則案例則是FTC向聯
邦地區法院提起訴訟。上述這些指引與具體案例，均值得我國參考。

加拿大部分，加拿大競爭法第52條、第74.01條、第74.02條，乃規範不實廣告與
薦證廣告等條文。另外，在官方說明與指引中，加拿大競爭署於2015年出版「加拿大
欺罔性行銷運作摘要」（The Deceptive Marketing Practices Digest）第1篇（Volu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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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3部分，為「線上評論」（online review）；另外在2018年出版的「加拿大欺罔性
行銷運作摘要」第4篇（Volume 4），對於影響力行銷（Influencer marketing）。其中
最重要的說明在於，加拿大受到美國影響，認為未揭露影響者與廣告主間之重要關連

性資訊，也一種欺罔。此外，加拿大尚有加拿大廣告標準協會此一自律組織，在廣告

標準協會的廣告標準準則中，也明確提到，影響者必須揭露其與廣告主之間的關連性

資訊。該協會並在2019年1月，出版了揭露指引（Disclosure Guidelines）。該份指引
中，對於各種新型態的社群網站上，影響者在以各種利益交換方式替廣告主貼文薦證

時，是否應該揭露、如何揭露重要關連性資訊，透過截圖與案例情節，做了詳細的原

則性說明，對我國有高度參考價值。在競爭署執法上，2015年曾經有一則案例處與虛
假網路評論，2019年底則對品牌商與廣告代理業者寄出警告信。

歐盟與英國部分，歐盟對於業者之廣告行為或不公平商業行為，主要為2005年之
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以及附件之行為清單。英國部分的2008年保障消費者免於不公平
交易法，轉化歐盟2005年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之國內立法，故其內容與歐盟指令內容
幾乎相同。尤其在該不公平交易法的附件行為清單中，第22點與前述歐盟行為清單禁
止的行為一樣。英國競爭法執法機關為競爭及市場委員會（CMA），在2015年出版
「線上評論及推薦」（Online reviews and endorsements）研究報告，在2018年則與廣
告自律組織「廣告實務委員會」（CAP）共同出版影響者廣告指引（Influencer’s	guide	
to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2014年以後，競爭及市場委員處理之與本研究相
關之線上評論與薦證案件共30件，其中與線上評論有關者3件，與薦證有關者27件。
此外，上述英國廣告產業的自律組織CAP，訂有「非廣播廣告暨直效與推廣行銷守
則」，對行銷訊息有具體規範要求，並交由廣告標準機構（ASA）負責執法。

日本方面，主要的不實廣告規範為「贈品表示法」（不当景品類及び不当表示

防止法）。其主管機關在2009年時，從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移轉至消費者廳，故屬於
消費者保護法規。關於透過社群網站等媒體，由事業自己或利用收受利益之第三者，

以消費者未能察覺的方式製造看似中立客觀口碑新式宣傳方式，日本稱為「隱性行

銷」。以目前贈品表示法與相關處理原則之規定與說明，僅在該行銷宣傳方式涉及虛

偽不實、引人錯誤時，有違反該法第5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之「優良誤認」、「有利
誤認」的問題。目前消費者廳的態度偏向僅此等行為尚未至違法階段，重要的是薦證

內容的真偽。但此等宣傳行銷手法在日本學界與實務界也開始討論贈品表示法等法規

可以介入規範的可能性與做法。尤其是由日本律師聯合會所提出之「有關隱性行銷規

範之意見書（ステルスマーケティングの規制に関する意見書）」。

經本研究整理，目前為止公平會只在三星寫手門案，處理了負面薦證廣告問題，

但尚無其他處理新興網紅行銷貼文的具體案例。

最後，經過各國法制與執法經驗比較，以及對我國規範與執法案例的詳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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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對幾個具體問題提出綜合討論與建議。包括何謂「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益

關係」，本文提出更具體之修正建議。另外，本文也建議，公平會可參考歐美等國之

揭露指引，訂定具體利益揭露之可行方式或指引，公布於公平會網站上，作為網紅與

網路薦證者的參考指引。

至於對此種新興薦證廣告，對廣告主及薦證者之具體裁罰考量因素。其中，必

須先說明，本研究所比較國家中，例如美國、加拿大、英國，確實可以直接處罰薦證

者；但在我國公平法處罰對象僅限於事業，不論依據公平法第21條或第25條，對於事
業之範圍能否包含薦證者，本報告有所討論。其次，對於處罰時的具體裁罰考量因

素，美國主要乃以剝奪不法利得為準，但若配合執法通常只執行罰款的十分之一；日

本則有具體公式。這2種方式均可供公平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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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people spend more and more time online, and there are various social 
media and audio-visual sharing platforms, so so-called internet celebrities have emerged. 
These Internet celebrities have a large number of followers and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fan behavior. Internet celebrities will accept the interests of adversors and recommend their 
products or services. In addition, the adversors may also pay ordinary netizens to leave a 
message on the product message board to give positive or negative reviews of the product. 
Recommendations from Internet celebrities and comments from netizens have become 
a new form of recommendation advertising. However, for these two emerging forms of 
recommendation advertising, how to regulate their due standards has become a new topic.

This research mainly compares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legal docu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Kingdom,	Japan	for	this	emerging	
recommendation advertisement, and sorts out and handles cases to understand the practices 
of various countries. It then analyzes and reviews relevant Taiwanese regulations and cases, 
and makes recommendations on Taiwan's regulations or enforcement method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for	online	influencer	marketing,	
it is required to clearly and conspicuously disclose the interests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cannot 
reasonably expect in the postings. In those countries, there are clear regulations or clear 
case guidelines on which interests should be disclosed, whether the disclosure be clear and 
obvious, and which methods of disclosure. Japan is currently considering whether to include 
this new type of recommendation advertisement into the norm.

In	The	U.S.,	Canada,	 and	 the	U.K.,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cases	about	 internet	
celebrities who undisclosed their interests with advertisor, also some cases in which ordinary 
people have left messages with negative comments on products, but have not disclosed their 
interests.

In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s Specification of Recommended Advertising",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undisclosed interests can be revised with reference to foreign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interest	relationship	of	the	disclosure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the	method	
of	disclosure	should	also	be	specified	in	words,	and	the	cases	described	in	the	specification	
should be adjusted and revised.

In addition, Fair Trade Commission can refer to the "Internet Influencer Marketing 
Guidelines"	issued	by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nd	formulate	 the	Taiwan	version	of	 the	"Internet	Influencer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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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s" so that let Taiwanese advertising agencies and Internet celebrity could Follow.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icle 21 and Article 25 of the Fair Trade Law, 

it remains to be carefully considered whether it should be adjusted. Regardless of whether 
Fair	Trade	Commission	want	 to	attribute	the	undisclosed	interests	of	 influencer	marketing	
to Article 21 or Article 25, it should consider whether the law should be revised and how to 
directly punish advertising agencies and testimonials.

Key Words：Emerging endorsement and testimonial advertisements, Internet celebrities, 
negative recommendation advertisements, social media, disclosure of interests, Non-general 
public can reasonably expect, false advertisements, decep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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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陳皓芸（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針對報告人所提的案例本人在此稍微延伸一下，分享我的看法。在薦證廣告的部

分，一般討論上會區分成涉及有一定影響力人物所做的薦證，或是一般人所做薦證。

關於前者，如同報告人所介紹，目前在各國主管機關都會提供較為具體的指引，也就

是說大家都有揭露的共識，而且知道要如何揭露，主管機關似可參考外國相關規範，

針對各個社群平臺究竟應如何揭露才是充分合適的形式做出規定，大多數國家使用負

面表列的形式，而非抽象的說明，在明確性部分上可能較有幫助，但在參考外國規定

導入負面表列指引時，我認為也需要注意不同語言、社群平臺，因為它們視覺設計的

界面有所不同，並非所有其他國家所舉的案例標準可以理所當然的適用到我國中文的

文脈之下，可能需要作文字上或者更細緻的調整。

針對一般人在平臺上所做的薦證廣告來說，如未揭露利益關係，實務上是利用

公平法第25條處理，有一個問題在報告中比較沒有探討到的是，若提供評價或口碑者
其實是機器人、人頭帳號時，也就是假的評論，這目前實務上相當常見，像是Google 
Map對於各個店家的評價，有些是可以用人頭帳號洗出來。在這狀況下，事業可能偽
裝成有一個消費者存在的樣子去提供評價，但實際上並沒有此人存在，此時形式上而

言似乎並不該當於薦證廣告的構成要件，因為並無定義上所謂真正自然人的薦證人存

在，但個案上倘事業以第三人名義的表示是否有「招徠效果」，進而對交易決定產

生影響，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則可能有公平法第21條所稱之不實廣告的問題。在美國
2019年的案例中，便處理過這樣的問題，為販售網路影響力指標的行銷公司，運用機
器人帳號洗評價，在該處分之中，雖然行銷公司並非直接做不實表示，係因為透過這

種方式來做出不實表示的工具或手段，等於是用較為間接的方式認定該公司協助虛偽

不實的行為，而這樣適用的界線在哪邊，在我國法下應如何處理，究竟是使用公平法

第21條或第25條，可能是未來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而對於廣告媒體業應否保留課予行政責任的空間，在我國實務上會區分廣告主與

廣告媒體業，基本上只有廣告主負有公平法第42條之行政責任，其他廣告媒體業或是
薦證者頂多負連帶民事責任。目前公平會實務上對於廣告主認定，會做行為人是否立

於出賣人地位銷售商品並直接獲得利潤之實質認定，但若反思不實廣告的規範目的，

不實廣告會影響消費者做出正確的決定，從這角度來看，則不限於廣告內容有不實，

與廣告相關連的各個面向（不侷限於廣告內容，如薦證者的追蹤人數即為一例）皆有

可能成為影響消費者決策的關鍵因素，而不限於廣告主所投放的不實廣告內容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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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有必要思考是否因參與廣告之行為人身分差異，而異其法律責任？因此，立法

政策上，似不應機械式地以身分異其責任的區分，而應保留給主管機關對於廣告主

之外之廣告媒體業或薦證者，處以行政責任的裁量空間存在，這是大家可以思考的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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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反托拉斯與消費者權益之探討

江雅綺　郭迺鋒　楊宗翰　程法彰
*

摘要

本文首先將整理經濟學與競爭法之間關係的歷史軌跡，由不同經濟學派的分析角

度出發，分析不同的競爭法架構和執法重點。其次指出當行為經濟學對傳統經濟學的

「理性」假設提出挑戰，也是行為經濟學對競爭法(公平交易法)提出的挑戰。尤其在
當世界各國的競爭法框架、對新興的數位平臺經濟已漸漸不敷使用，本文希望藉行為

經濟學的分析角度，重新認識何謂「公平」、引注新經濟理論思維至公平交易法的實

務，以期進一步保障消費者權益，並達到公平競爭的秩序。

本文整理了行為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對競爭法的影響與議題變遷。整體而言，行

為經濟學較偏重於個人(消費者)端的偏誤，對傳統經濟學下重視市場結構與企業行為
的反托拉斯法，提出了新的視野與補充。雖然目前行為經濟學可能更加適用於消費者

保護的議題，而現有的經濟學分析架構尚未有明顯不足。但對於經濟學理論前沿的探

索與分析，並以具體案例了解行為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應用於反托拉斯法的差異，有

目　次
第一章、經濟學與反托拉斯法的發展：以美國為例 
　　第一節、經濟學與反托拉斯法 
　　第二節、行為反托拉斯的概念與分析方法 
第二章、行為經濟學、消費者保護與競爭政策 
　　第一節、行為經濟學派之啟發與局限 
　　第二節、行為經濟學應用於競爭法制的議題分析

* 江雅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智財所副教授。
郭迺鋒：世新大學財金系副教授。
楊宗翰：國立清華大學環文系助理教授。
程法彰：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科法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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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我們了解現行執法潛在的不足、並做為未來因應新局的基礎。

關鍵詞：行為經濟學、競爭法、消費者保護

第一章　經濟學與反托拉斯法的發展：以美國為例

本章首先介紹美國反托拉斯法經濟學之發展，以討論法律與經濟學之互動、續之

行為經濟學之發展。其後，本文根據Heinemann於2015年發表之一文要旨，提出行為
反托拉斯（Behavioural Antitrust）的分析方法舉例。最後，本章也整理行為反托拉斯
的重要文獻，特別是關注該學派於美國、歐洲與英國之發展，分析行為偏誤與反競爭

市場類型，以作為後續討論之基礎。

第一節 經濟學與反托拉斯法
經濟學下的競爭法概述與理論演進息息相關。以美國為例，競爭法最早可回溯至

1890年的休曼法案(Sherman Act)，由於休曼法的文義過於模糊，故在休曼法通過後的
20年到30年間，美國最高法院透過個案判決，逐步形成「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
等執法基礎。1930年代哈佛學派及結構學派的興起，產生S-C-P三段論模型，並逐步
發展到1970年代強調效率的芝加哥學派以及可競爭市場理論等。1990年代後芝加哥學
派與新產業組織理論應運而起，開始利用賽局理論、資訊經濟分析、動態競爭等，關

注焦點從「解除管制」，逐漸轉化為解除管制後，如何能確保市場效率的持續順利運

行。

一、休曼法之制定與早期發展：1890年－1936年
(一)休曼法之誕生

美國於南北戰爭後，全國性鐵路網的建成促成市場整合，也孕育出市場力量遍及

全國的大型托拉斯企業。大型企業挾其經濟與資源優勢，在各市場攻城掠地，引起中

小企業的生存危機與強烈不滿；在此背景下，「壟斷」遂成為1888年美國總統大選的
重要議題。主張制定聯邦反壟斷法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哈里遜（Benjamin Harrison）
於1889年贏得總統選舉，並委由俄亥俄州參議員約翰休曼（John Sherman）提交反壟
斷法案，以實現哈里遜總統的大選政見

1
。

1890年7月，哈里遜總統簽署美國國會以240票贊成、0票反對、85票棄權所通過
的「保護交易及商業免受非法限制及壟斷案」(An Act to Protect Trade and Commerce 
Against Unlawful Restraints and Monopolies)，此法案即俗稱的休曼法(the Sherman Act 
of 1890)。此法案雖僅有短短8條，且被批評語意過於模糊抽象，但是代表美國近代全

1 胡祖舜，競爭法之經濟分析，4-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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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性執行反托拉斯政策之開端，具有重要歷史意義
2
。

值得注意者，休曼法係出於民粹(populism)對於大型企業壟斷恐懼下所制定。立
法者在制定過程中，主要關注獨占對消費者價格的影響，並不在經濟上的分配效率，

而引起當時多數經濟學者的反對與批評。從經濟學理論之發展脈絡觀察，休曼法係於

1890年通過，而柏拉圖最適效率(Pareto efficiency)則是於1909年始發表之理論，從而
休曼法在制定過程中並未著重經濟效率的分配，且當時多數經濟學者認為，大型企業

及托拉斯反而有助於增加市場產出與降低產品價格
3
。

此外，由於休曼法的法條文義過於模糊抽象，使執法機關在詮釋立法目的及執

法時充滿爭議。以休曼法第一條為例，該條規定：「任何(every)限制州與州間或對
外交易與商業(in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的協議(contract)、托拉斯型態的結合或其他任何形式、或共謀(conspiracy)，都
被視為違法。」由於此條文在解釋面上，相當於禁止一切具有商業交易行為，顯然造

成執法上的困難。

(二)合理原則的興起
聯邦法院在休曼法通過後的20年到30年間，透過個案的判決解釋休曼法的模糊

文義，以因應及釐清休曼法在執法面上的困難。聯邦法院於此時期透過個案累積，尤

其是代表性的Standard Oil Co. v. United States (1911)案，逐漸解決休曼法第一條「任
何限制商業與交易的協議都被視為違法」的爭議，並建立出「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作為分析反托拉斯法的重要基礎。
(三)重要案例
1.United States v. Trans-Missouri Freight Association (1897)

此案中，被告Trans-Missouri Freight Association係由18家鐵路運送公司組成的協
會

4
。被告協會進而成立委員會，決定運送貨物至密西西比河以西之固定運費價格及規

則，且僅有在非協會會會員提出競爭報價(competitive pricing)時，才會改變固定運費
價格。原告政府訴請解散被告協會，並上訴到最高法院，本案爭點為被告協會的章程

約定(即固定運費價格)是否違反休曼法。最高法院認為該約定違法休曼法，主要理由
即為國會在休曼法中已經明訂，所有的限制商業交易的協議或結合，將毫無例外的視

為違法。

最高法院在本案中並未採用合理原則，而是採用嚴格的文義解釋，認為應依照休

曼法的字面意義判斷案件。

2 顏雅倫，臺灣金融產業的競爭政策－以競爭法的觀點出發，21-23(2014)。
3 顏雅倫，同前註2，23。
4 166 U.S. 290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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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Standard Oil Co. v. United States (1911)5

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是老羅斯福總統任內最重要的反托拉斯法案
件。美國政府認為標準石油公司及其他37間公司的結合，在石油煉製市場高達90%的
產量，形成獨占，故對標準石油公司以違反休曼法提起訴訟。聯邦上訴法院認為被告

標準石油公司等的結合，確實構成限制商業交易，並在石油產業形成獨占，因此判決

標準石油公司應予解散。

最高法院維持聯邦上訴法院之判決，認為從表面證據(prima facie)中，就可發現標
準石油公司有意圖不透過正常產業發展，而是透過廠商結合的方式在石油產業取得獨

占力量。此外，最高法院也發現標準石油公司試圖排除其他廠商進入市場，並且試圖

控制石油產業在州際間的商業貿易(interstate commerce)，因此聯邦上訴法院認為標準
石油公司違反休曼法的判決，應予維持，並將標準石油公司拆解為34間公司。

此案的重要性在於，最高法院確立以「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作為判斷具體
個案是否違法之分析基礎，而不採用文義解釋休曼法第一條「任何」限制交易的協議

或結合，均毫無例外的視為違法。此外，法院亦開始對被告不合理的排他行為進行分

類，法院甚至認為，只有基於損害公共利益意圖所採行的不合理限制，才是反托拉斯

法應該非難的違法行為；亦即在判斷個案是否違反反托拉斯法時，必須具體探討個案

的「特定事實」及「實際效果」，而不能一概以個案有限制交易的協議，即逕認為違

法。
6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國會和聯邦政府對反托拉斯法執法的看法顯有歧異，部分保

守派的法官亦認為應嚴格解釋休曼法
7
，為加強反托拉斯法的執行，且避免法官基於

個案裁量權，透過「合理原則」的運用而實質上削弱休曼法，美國國會遂於1914年通
過克來登法(Clayton Act)及聯邦交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其中，
克來登法將「價格歧視」(price discrimination)、「排他契約」(exclusive contracts)、
取得他事業股份(acquisition of stock of another corporation)、「交叉董事」(interlocking 
directors)等4種行為列為禁止規定，限縮法官在個案中運用「合理原則」判斷的裁量空
間。

8

二、哈佛學派與結構學派：1936年－1972年
(一)時代背景

1933年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錢伯林(Edward Chamberlin)提出「獨占性競爭理論」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即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下，沒有一個廠商可以獨占市場，雖

5 221 U.S. 1 (1911).
6 胡祖舜，同前註1，8。
7 顏雅倫，同前註2，24。
8 胡祖舜，同前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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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上產品互有取代性，但廠商仍有能力製作出差異化產品，在個別產品上有些許獨

占力(monopolistic market power)，而能提高售價以獲取較高額利潤。獨占性競爭理論
強調，在現實的市場結構下並非完全競爭狀態，而仍存有產品差異等特性，因此政府

可將反托拉斯法做為政策工具，介入市場以規範競爭。

(二)結構學派與S-C-P三段論模型
結構學派的代表學者為哈佛大學的梅森(Edward S. Mason)及班恩(Joe S. Bain)，提

倡透過實證研究分析市場競爭，並重視集中化、市場進入障礙、市場結構及寡占連結

等市場結構議題。

班恩透過市場實證研究，觀察出以下論點
9
：第一，利潤率與市場集中度，通常

存在正向關係；第二，規模經濟在多數市場中並不顯著，因此規模增加，不一定會提

升效率；第三，普遍存在市場進入障礙，當具市場控制地位的廠商掌握市場後(即市場
集中度提高)，反而不一定提高市場績效；第四，在市場集中度較低的寡占市場，仍會
產生合謀的狀況。

在此基礎下，班恩提出「結構―行為―績效」 (S t ruc tu re  ―  Conduc t  ― 
Performance)模型(即所謂S-C-P三段論模型)。S-C-P三段論模型認為市場結構會支配行
為，而行為又會影響市場績效，故如何規範市場結構，實為最關鍵因素。從而，哈

佛學派(即結構學派)主張，應嚴格運用反托拉斯政策干預市場結構，例如控管企業合
併、監督具市場控制地位的優勢廠商等，以確保市場競爭並獲取滿意的市場績效。

1968年美國司法部公布的「結合處理原則」(Merger Guidelines)，即充分反映班恩
的S-C-P三段論模型，對不同集中度市場下的廠商結合，以廠商的市場占有率作為判
斷指標之一。

(三)重要案例
1.United States v. Aluminum Co. of America (1945)

美國鋁業公司(Aluminum Co. of America)在全美占有超過90%的鋁生產量，而達到
極高的規模經濟。美國政府認為美國鋁業公司對初生鑄碇(virgin ingot)市場，已構成州
際和國際的獨占，且美國鋁業公司在1936年的協議係共謀限制交易的行為，因此訴請
解散美國鋁業公司。

聯邦上訴法院認為，美國鋁業公司意圖維持對市場現有的壟斷地位和獨占力量，

構成休曼法禁止的獨占，並判決應拆解美國鋁業公司。上訴法院亦發現，1936年、
1937年和1938年的第一季度，鑄碇的進口量均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本案承審法官
Learned Hand指出，維持非集中性市場結構本身即為執法機關的正當目標，而不需考
慮高成本或無效率等代價。在此推論下，承審法官Learned Hand認為美國鋁業公司維
9 辜海笑，美國反托拉斯理論與政策，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胡祖舜，同前註1，

13；顏雅倫，同前註2，27。



第 2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528

持市場壟斷地位，即代表具有壟斷的意圖，此相當於實質宣告壟斷即為當然違法的行

為。
10

三、芝加哥學派：1973年－1992年
(一)時代背景

於西元1970年前，因當時外國企業大量進入美國市場，而該大型跨國企業在傳統
哈佛學派的競爭法管制下，不斷受到壓抑，因此不斷有呼聲認為嚴厲的反托拉斯政策

導致了美國經濟的衰退，抑制了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扼殺企業活力，當時便有學者

不斷倡導實行寬鬆的反托拉斯政策，因寬鬆的反托拉斯政策能夠促進企業有效率地運

用其資源而使消費者福利最大化，如Robert H. Bork法官所述：「美國反托拉斯法的唯
一價值目標，是消費者福利的最大化」

11
，於是，強調優勝劣敗之經濟學達爾文主義

下的芝加哥學派，取代先前強調管制的哈佛學派而成為1970年代至1980年代之反托拉
斯法主流學派。 
(二)經濟效率為芝加哥學派之主軸

Aaron Director教授為芝加哥學派的創始者，認為效率應該是反托拉斯政策追
求的主要目標，他亦認為從事掠奪性定價的企業自身也會遭受損失，提高或恢復價

格時，又會引誘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因此企業定價上會自行尋找一平衡點，而非

一昧地行掠奪性定價，在其倡導經濟效率後，經濟效率一詞在芝加哥學派的論點中

反覆被強調，經濟效率包括生產效率(Productive Efficiency)與分配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生產效率是以廠商所生產資源之價值除以所耗費之資源之比值，該比值
數字越大及代表該廠商之生產效率高；而後者則是以帕雷托標準（Pareto Criterion），
即市場價格最終會等同於邊際成本。

(三)市場力量集中度不再是市場原罪，而是促進經濟效率所必須
前開理論推翻了哈佛學派所認為的「集中度決定利潤率」之單一因果關係，此論

點始於Harold Demsetz提出如果不存在明顯的參進障礙，企業的高利潤是其高效率的
報酬，因此市場集中僅代表市場條件與生產技術調整後，有效率的廠商存活下來的自

然結構，按照芝加哥學派所主張之理性假設與效率考量，市場集中化毋寧是經濟效率

最佳化後的自然現象，相較於廠商自己追求經濟效率所造成之可能的參進障礙，政府

的干預或法律限制才是參進障礙的來源
12
。

(四)卡特爾組織難以維繫成員之勾結合謀，必然存在脫離之誘因
即便廠商因其優越的經濟效率導致市場逐漸集中化，但集中化之後為提高利潤所

10 胡祖舜，同前註1，15；顏雅倫，同前註2，30。
11 Robert H. Bork , The Antitrust Paradox, 2n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12 George Stigler, Barriers to Entry, Economies of Scale and Firm Size, Homewood; lL： 

Irwin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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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的高價，皆會吸引潛在競爭者的參與競爭，而使該集中之市場力量被削弱，且即

便集中之市場力量是透過卡特爾組織所形成，或縱使卡特爾組織中廠商在集中化市場

中能協調價格，該等卡特爾組織之內部成員仍然繼續以其他方式競爭，例如提高客戶

服務等方式，因此除卡特爾組織內部成員極可能是最大的潛在競爭者外，競爭途徑隨

著產品差異化，而使得卡特爾組織限制市場競爭之能力大大受限，且於差異化後之產

品利潤甚豐，對於卡特爾組織內部成員認為脫離組織為最有效率的情況底下，組織成

員該差異化商品之利益，可能隨時背離卡特爾承諾，而獨自坐享鉅額利益，最終導致

企業無法維持。

1.United States v. General Dynamics Corp.案與可競爭市場理論
美國70年代尼克森總統任命之聯邦法院法官，於1974年的United States v. General 

Dynamics Corp.一案中，即認為市場力量高度集中並非等同於反市場競爭，於此後，
芝加哥學派的效率說即主導了反托拉斯案件的認定方向，1982年美國司法部更將1968
年公布的「結合處理原則」進行修正，將市場結構由決定性因素改為參考性因素，同

時提高結合門檻並高度重視合併帶來的效率、市場參進與潛在競爭等因素，此後所發

生的第4次公司合併浪潮，即屬競爭法主管機關放寬對企業結合的管制之成果，1980
年代當時，亦有William Baumol提出「可競爭市場（contestable Market）理論」13

，主

張市場可自由進出而無沉沒成本存在，任何潛在競爭者均得迅速進入及退出市場，既

存廠商有鑑於潛在競爭者的參進甚為容易且難以防範前提下，並無法行使市場力量，

而僅得以競爭性定價避免吸引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此論點也招來經濟學家Oliver 
Williamson的批評，其認為因市場參與者比起市場既存廠商有更高的風險，融資提供
者會對新參進的廠商收取高額利息或費用以對沖風險，致市場參進者面對較高的資金

成本而仍然會形成參進障礙。 
(五)芝加哥學派末期造成之產業後果

以上種種對於集中市場力量的鬆綁和司法上合理原則的寬泛解釋，導致市場集中

力量難以被約束，導致美國人口中1％最富有的人群所擁有的財富從1976年的18％翻
倍至1989年的36％，也導致芝加哥學派的觀點重新被檢視，但此不代表其後新產業組
織理論被提出後芝加哥學派會向哈佛學派回歸，而是成為修正後的後芝加哥學派。

四、後芝加哥學派與新產業組織理論：1992年－
(一)時代背景與新產業組織理論之崛起

1980年代第4次合併浪潮之後，美國眾多產業的市場集中度明顯提高，寡占廠商
的市場結構成為經濟主流，原先芝加哥學派對於集中市場力量即相當於經濟效率結果

的靜態解釋已無法應對集中市場力量所造成的限制市場競爭效應，此時，利用賽局理

13 William J. Baumol, John C. Panzar & Robert D. Willig, Contestable Markets and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N.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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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資訊經濟分析寡占市場與動態競爭的新產業組織理論便應運而起，關注焦點由原

本芝加哥學派重視之解除管制轉化為解除管制後市場效率如何持續順利運行。

(二)策略性參進障礙
新產業組織理論不僅關心靜態效率，更關心動態效率，亦即市場結構分析已不再

是判斷是否有限制競爭的標準，而須納入對市場行為的分析，檢視策略性行為改變市

場環境與影響競爭對手之預期，從而排擠對手或阻礙對手參進市場，最終導致市場失

靈，此即新產業組織理論所提出之策略性參進障礙（Strategic Barrier to Entry），認
為參進障礙不僅只是市場靜態的結構問題，更多是企業行為本身決定，只要參進時需

要耗費大量沉沒成本，則市場內部既有之企業極可能在面臨潛在競爭者參進市場之威

脅時，迅速以削價來增加參進者的沉沒成本，或是透過提高競爭對手生產或銷售成本

之方式排擠參進者，於規模經濟顯著之靜態市場結構下，將更可能導致參進者面臨大

規模進入市場後，卻需要先以調降價格降低利潤之削價競爭作為策略，甚至面臨沉沒

成本無法回收的困境，於此潛在市場競爭者的制衡效果便非如芝加哥學派所預期的顯

著。

(三)後芝加哥學派應用新產業組織理論對芝加哥學派之修正
新產業組織認為，市場既有廠商提高參進者成本的行為，可以讓參進者無法達

成經濟規模或僅能使用次級生產資源，則市場既有廠商進一步能維持相較於參進者更

有利的價格，這樣的策略不容易被察覺與面臨訴訟，另外，新產業組織理論更針對芝

加哥學派對於勾結合謀之卡特爾組織有「內部協議不穩定難以持續，因此對於市場限

制競爭力量有限」此一特性，透過賽局理論之解讀，認為當廠商可以透過媒體廉價溝

通
14
時，達成一致性的協議就不是那麼的困難，況且芝加哥學派已假設勾結合謀僅為

一次性協議，而在一次賽局下，廠商背離協議的誘因比遵守協議要大，然而現實市場

更相近於無線重複賽局，廠商反而會考量到背離協議爾後造成的排擠效果，背離協議

後的新市場若對該廠商之有利與否不那麼明確，則廠商會傾向於勉強維持協議，也比

被排除在協議之外來的要好，加上合謀協議往往有「最優惠條款」，讓內部成員均享

有同樣優惠待遇，用以降低每個賣方削價的動機，價格領導者也能更有效率的統合價

格，都可以增加合謀的機率
15
。

在原先芝加哥學派觀點中，垂直限制或整合具有增進市場效率的作用，然而新產

業組織理論認為擁有識場力量的廠商也可能透過垂直安排來提高參進障礙，尤其是在

14 Joshep Farrell & Mathew Rabin (1996), “Cheap Talk”,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0.

15 Steven C. Salop (1986), “Practices That Credibly Facilitate Collusion”, in Joseph E, 
Stiglitz & G. Frank Mathewson (eds.),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Analysis of Market 
Structure, the MIT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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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生產同質化高的市場中尤然。

(四)市場行為動態分析應考量資訊產業網路效應
以芝加哥學派對於市場靜態結構分析的方法論上，存在對於資訊產業所生動態網

路效應之分析盲點，於網路效應下企業的策略行為，成為新產業組織理論主要研究的

課題，其認為於網路效應下，軟體產業中具市場支配地位的產品可能並非是最好的產

品，原先芝加哥學派認為的市場效率會被軟體產業之網路效應所干擾，即使是合法利

用網路效應獲得市場力的事業，也可能經由將消費者使用習慣鎖定在已有的產品或服

務上來排擠競爭對手。

(五)單方效果理論
後芝加哥學派在水平結合的領域更提出單方效果理論，認為在價格差異化的市

場，製造類似產品類型的廠商，在結合後可能有能力提高其價格，當參與結合之事業

所生產之商品越類似且參與結合事業所生產之商品與其他廠商生產的商品不類似，價

格提高幅度就越大，此方法可以評估水平結合對於限制競爭效果的幅度，進一步完善

對於限制競爭行為的評估。

1. Eastman Kodak Co. v. Image Technical Service, Inc案與市場支配力之解讀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次大量引用賽局理論、資訊經濟與交易成本等新產業組織理

論進行案例分析的乃1992年的Eastman Kodak Co. v. Image Technical Service, Inc.案16
，

許多學者將此案判決之1992年作為傳統芝加哥學派與後芝加哥學派之分水嶺，此案
中，上訴人Eastman Kodak公司（以下稱Kodak）從事製造和銷售影印機和顯微照相設
備之營業。Kodak同時也為其設備提供服務和更換零件。被上訴人是18個獨立服務組
織（ISO），它們在1980年代初開始為Kodak之影印和顯微照相設備提供維修服務。
Kodak隨後採取政策而限制了ISO取得零件之可能性，進而使ISO在維修Kodak設備方
面更加難以與Kodak競爭。 

此後，被上訴人聯合起來向地方法院控告Kodak違反Sherman法第1條及第2條規
定，地方法院作出對Kodak有利的簡易判決。經被上訴人上訴後，第九巡迴上訴法院
推翻原審判決。上訴法院認為被上訴人提出的證據已充分證明Kodak在服務和零件市
場中所具有影響市場的力量。因此，上訴法院否定Kodak的論點，即當設備市場上沒
有這種影響力存在時，即可假定Kodak在服務和零件欠缺影響市場的力量。隨後，
Kodak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最高法院認定被上訴人提出充分的證據證明Kodak之前是
可以將零件與設備分開來銷售的，但是Kodak採行的新政策，即提供零件跟購買設備
之綁定與搭售行為(tying arrangement)，使得被上訴人無法取得Kodak零件，致使其無
法提供服務而減少營收甚至退出市場，也就是Kodak其利用綁定與搭售行為排除IOS與

16 504 U.S. 451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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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競爭之可能，故違反Sherman法第1條及第2條規定。Kodak提出的抗辯理由為設備市
場和售後服務市場是不同的，Kodak在設備市場之高市占率，不代表他在售後服務市
場具有支配的影響力。但最高法院認為，根據法律，Kodak在設備市場上缺乏市場支
配力，並不排除在零件和服務的衍生售後服務市場上擁有市場支配力的可能性。

微軟(Microsoft)案是本時期另一著名的搭售案例，司法部亦援引新產業組織理論
中的策略性參進阻礙（strategic entry deterrence）及提高對手成本（raise the costs of 
rival）等賽局理論，然而本件因後續司法部與微軟取得和解而不了了之，然而經濟學
裡的賽局理論與動態分析方法均因此被引進司法實務中，作為法官認定是否違反托拉

斯法之依據。

(六)後芝加哥學派之反思
後芝加哥學派所著重的策略分析與動態行為分析等方法雖然可以提供反托拉斯政

策判斷之依據，然而該分析卻可能因為動態因素與賽局因素眾多，而導致分析過程過

於複雜，對於執法之確定性而言可能是一種無可避免的傷害，況且與經濟學中的假設

命題不同，司法實務上面臨的問題往往是事實不全的，能否直接做出某種類型的假設

而開始後續分析也是一大問題，適用複雜經濟結構分析理論最終可能導致司法更無所

適從，甚至會否分析各種賽局因素的結果成為一種政治分析，而非基於確定且對於規

範對象可預見之法規所做出的判斷，也是後芝加哥學派所受到的抨擊之一。

(七)後芝加哥學派
無論後芝加哥學派如何改進芝加哥學派，與哈佛學派對政府力量之支持，該等學

派均有3個共識，共識之一為不鼓勵非經濟目標，例如說扶植中小企業或鼓勵特定產
業等政策目標作為考量因素，第二個共識為贊同個別廠商對於其選擇產品、定價與行

銷方面有更大的自由，甚至認為過度積極執行反托拉斯法，可能反而弱化政策執行機

關之角色，而有司法取代行政之虞，反而導致社會成本因此提高；第3個共識為：法
院與反托拉斯法執行機關應注意反托拉斯法之邊界與自身限制，反競爭或限制競爭行

為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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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行為反托拉斯的概念與分析方法

表2-1：行為偏誤列表

行為偏誤 說明

有限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

錨定效應

anchoring 
effect

面對不熟悉的未知參數，傾向設定一個錨點，再加上調

整，但通常都調整不足，所以最終的估計值都很靠近錨

點。(錨點可能是無意識的暗示)因為人們對於絕對數值不熟
悉，但對於相對會比較有畫面與意識。

這種偏見也被稱為「相對性陷阱」(relativity trap)，當人
們對某個事物進行定量估測時，會將一個特定物當作基準

值，並與其他物件比較。餐廳菜單就是個典型的例子，總

會有些主菜特別貴，有些價格較合理；我們常常選擇那些

「中等」的選項，因為它不會太貴，也不會太便宜。只要

基準點定了，評價標準也出來了。

過度自信

verconfidence 
bias

自認為擁有較多知識、能力與訊息，高估自己對機率的預

估能力(知識幻覺illusion of knowledge)；加上認為成功來自
於自己的努力，失敗是其它必然的外部因素(自我歸因偏誤
self-attribution)。

維持現狀偏誤

status quo bias

傾向維持現狀，不做出改變(meme： this is fine)，也不去向
外追求其他可能的好標的，並非出於有意識的思考，而是

習慣跟懶惰；當與稟賦效果與避免後悔加在一起，會傾向

極端不願做出改變。

稟賦效應

endowment 
effect

傾向對目前擁有的東西賦予較多價值，針對同一物品願付

價格與願售價格有落差。

可得性捷思法

availability 
heuristic
可及性偏誤

availability 
bias

將容易回想的事件(印象深刻、近期事件等)視為高機率事
件。

代表性捷思

representative 
heuristic
代表性偏誤

representative 
bias

錯誤的將新資訊與過往無關的經驗連結、分類在一起，導

致過度加重新資訊的機率權重(過度反應)。

後見之明偏誤

hindsight bias

已發生的事情會被自然的解釋邏輯性、必然性的結果，而

非不確定性與機率性的；若恰好看對，會解讀為明智的決

策；若恰好看錯，會解讀為難以避免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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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

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

害怕損失，所以不願實現虧損(停損)；更害怕獲利被剝奪，
所以獲利抱不住(提早了結)。

保守偏誤

Conservatism 
bias

過度重視過去經驗與過去的推論結果，輕視新資訊的重要

性，以貝氏理論的角度，就是過度加重基礎條件的機率

(overweight the base rate)。

控制錯覺

illusion of 
control

投資人誤以為自己有能力控制或影響結果；若提供抉擇機

會、熟悉度、競爭、主動參與機會等，會誘發投資人自認

為握有對於最終結果的控制權。

心理帳戶

mental 
accounting

對待相同金額的資金有不同看法，基於心理的認定(固定
月薪vs年終獎金、薪資所得vs資本利得、休閒開支vs必需
品)，並且認定金錢的心理名目為不可互換。

框架效應

framing effect
在不同框架下(問的方式、用詞…)，回答同一問題的答案不
同。

自我控制幻覺

self-control 
illusion

由於缺乏自律，無法實現自己設定的長期總體目標；往往

由於難以在短期滿足感(食物、偷懶、貪圖小利)與長期目標
(減肥獲取健康、考取CFA、為退休儲蓄)中做取捨。

歸因偏誤 
attribution bias

指的是認知者系統地歪曲了某些本來是正確的信息，有的

源於人類認知過程本身固有的局限，有的則是由於人們不

同的動機造成的。由於主觀上的原因而造成的歸因偏向和

差別，是不當歸因的主要形成原因。

從眾效應 
bandwagon 

effect
羊群效應 
herding 
behavior

指人們受到多數人的一致思想或行動影響，而跟從大眾之

思想或行為。

確認偏誤 
confirmation 

bias

過度關注、重視、在乎可以支持自己信念的證明，在做決

策時給予這些證據過多權重；並忽略反對信念者。

派系偏見 
ingroup bias

派系偏見與確認偏誤類似，人們受到催產素影響，對於團

體內的夥伴有著更緊密的親近感，並且對團體外的人感到

疑慮、恐懼，甚至藐視。這種偏見使人們過於高估所屬團

體，也容易看輕外人的價值。

賭徒謬誤 
gambler's 

fallacy

這是一種錯誤的信念，人們習慣把先前發生的事件放大

化，並相信它們會影響到未來的結果。「擲硬幣」就是一

種賭徒謬誤，如果連翻了5次「頭」後，我們或許會認為下
一次擲到「字」的機率會增加，但實際上仍是一半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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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

購後合理化 
post-purchase 
rationalization

有時候買了一個沒有必要、有缺陷，或者價格過高的產品

時，卻覺得自己的決定一點問題也沒有？這就是購後合理

化，也被稱作「買家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我們說服自

己將原則與心裡頭的慾望保持一致，以避免陷入認知失

調。

忽略機率 
neglecting 
probability

我們很少意識到開車有多危險，對於搭乘飛機在3萬5000
英尺高空卻感到惶恐。確實，飛行看似是一件很危險的活

動，然而在車禍中喪生的機率比遇上墜機事故遠遠高出許

多。人們不能準確地考慮一項行為真正的風險，往往會誇

大相對無害的活動。

觀察選擇偏誤

observational 
selection bias

當我們觀察到一件事情之後，會突然覺得這件事情發生的

頻率增加了。舉例而言，阿饒左挑右選，終於買了一輛原

以為「與眾不同」新車，後來卻發現滿街都是一模一樣的

車子。這是因為我們將某件事放在大腦裡，所以較常注意

到它，但發生機率其實始終不變。

消極偏誤 
negativity bias

與悲觀與否無關，人們就是比較在意「壞消息」。社會科

學家認為，人類對負面消息有特別深刻的印象，也因為多

疑或純粹太無聊，往往給予壞消息較高的信賴度。

投射偏誤 
projection bias

人們總會毫無理由地相信「大多數人跟我一樣」，而將自

己的情感、意志、性格投射到別人身上，這個認知缺陷也

可能導致「虛假共識偏見」出現，即高估一個意見的可能

性，還認為所有人都能夠同意。

當前偏誤 
the current 

moment bias

我們時常想像未來的艱苦，並相應地改變現階段的行為與

期望，多數人寧願在當下快樂，也不要在未來遠離痛苦。

福勒效應

巴納姆效應

當人們用一些普通、含糊不清、廣泛的形容詞來描述一個

人的時候，人們往往很容易就接受這些描述，而卻認為描

述中所說的就是自己。

損失領導物 
loss-leader 

effects

是一種刻意將商品的價格訂得比成本還低的促銷手段。其

原理是透過低價來吸引顧客，再透過顧客購買的其他商品

來增加利潤。

有限意志力

bounded willpower
人在面對經濟決策時，雖然知道最優選擇，卻因為自我意

志的原因，往往做出基於短期利益而非長期利益的選擇。

有限自利

bounded self-interest 人的動機遠比簡單的利己主義的假設要複雜和微妙。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17

17 參考PIMCO官方網站，http://www.pimco.com.tw/zh-tw/resources/education/
behavioral-science/recognizing-your-behavioral-biases以及本文中相關文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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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Heinemann於2015年發表對於競爭法提出更實際的分析方法，該文被收錄在
同年歐盟行為法與經濟書籍中，文獻研究顯示出從競爭法觀點中發現更多重要的行

為層面，行為經濟學不僅影響相關市場基礎概念，也對於特定行為在競爭法中的影

響性，如垂直協議（vertical agreements）、售後服務（practice on aftermarket）、搭
售（tying and bundling）、條件式回扣（conditional rebates）、掠奪性定價（predatory 
pricing）、合併控制（merger control），雖然行為的洞察會影響法律制裁和補救措
施，但是作者認為這種發展應描述為「行為轉向」（behavioral turn）而不是「行為革
命」（behavioral revolution），因為傳統分析並沒有被取代，而是得到了補充，未來
目標「更實際的方法」（more realistic approach）不再視需求越來越多，而是要以更可
靠的基礎制定競爭法

18
。

一、Google搜尋引擎 vs Microsoft（1998）
以下採取更實際的方法（more realistic approach）舉例如下，Edlin 和Harris 於

2013年發表轉換成本在反托拉斯分析中的作用，不僅透過古典經濟學角度看1998年
Microsoft作業系統遭受法院控訴，也比較並說明Google搜尋引擎在當時可能會觸及反
托拉斯議題

19
，呼應相隔7年後的現今，Google成為被美國司法部控訴的對象，而行

為反托拉斯學者Stucke於2012年也比較Google與Microsoft兩家公司20
，因此，探討當

時學者與現今美國司法部如何看待Googe搜尋引擎服務。前者是以古典經濟的角度探
討Google搜尋引擎，後者是以行為經濟學角度；前者探討Microsoft的作業系統，後者
則探討Microsoft的播放器（Windows Media Player），就算是以古典經濟學者角度看
Google一事，因為是策略性地造成移轉成本上升，認為Google是違反競爭法的。

18 Heinemann, A. (2015), Behavioural Antitrust-A'More Realistic Approach'to Competition 
Law, EUROPEAN PERSPECTIVES ON BEHAVIOURAL LAW AND ECONOMICS, 
211-242.

19 Edlin, A. S., & Harris, R. G. (2013), The role of switching costs in antitrust analysis: 
a comparison of Microsoft and Google, 15(2) YALE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169-214.

20 Stucke, M. E. (2012), Behavioral antitrust and monopolization, 8(3)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AND ECONOMICS 545-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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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lin 和Harris於文章中說明由於Microsoft經營作業系統已經達30年之久（1975-
1998），除了Windows有的Office作業軟體外，還有IE瀏覽器、Server、Outlook
等，不論是鎖住（lock-in）消費者的成本類型都相較Google高，其中包含相容性成
本（compatibility costs/ network effects, indirect/ undirect）、合約成本（contractual 
costs）、交易成本（transactions costs）、搜尋成本（search costs）、學習成本
（learning costs）、不確定性成本（uncertainty costs）、購買成本（shopping costs）。
因為Google成立時期相對較短，轉移成本（轉換不同商品間的成本）相對較低，若移
轉成本（switching costs）是屬於內在的就不罰，如果是策略性則要受罰，而對於歷史
悠久的Microsoft，在布局作業系統、瀏覽器、伺服器(系統成本)等商品上，在使用者
之間策略性地提高轉移成本的作為，由古典經濟學中轉移成本的角度來看是需要受到

法院的制裁，此篇文獻並沒有提及相關的行為經濟學觀點。

然而，Stucke除了透過古典經濟學探討相容成本的網絡效應，也透過行為偏務探
討Google搜尋引擎案例以及Microsoft的播放器（Windows Media Player）。說明Google
案例，其中以意志不完全（willpower is imperfect）、不公平（people will incur costs 
to punish unfair behavior）、相互（people care about treating others, and being treated, 
fairly）、捷思（biases and heuristics affect decision-making）、群眾（herding）、
最小化試誤（minimum amount of trial-and-error feedback）、預設（power of default 
options）、新網絡效果（new form of network effects）、現狀偏誤（status quo bias）、
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s）、沉沒成本（sunk cost fallacy(locked-in effect)）、遲滯
（inter alia）。

說明Microsoft的播放器，以最小化試誤（minimum amount of trial-and-error 
feedback）、預設（power of default options）、新網絡效果（new form of network 
effects）、現狀偏誤（status quo bias）、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s）、沉沒成本（sunk 
cost fallacy(locked-in effect)）、遲滯（inter alia）、拖延（procrastinate）說明Microsoft
案例，並提及市場一開始時，廠商不了解消費者，消費者也不了解廠商，當供需雙方

互相了解時，便會使最小化試誤（minimum amount of trial-and-error feedback）成本提
高，促使進入成本上升。從過去到現在，由古典經濟學轉化為行為經濟分析，使分析

方法更加實際、更加貼近市場行為。

二、Google被美國司法部指控違反反托拉斯法案例
我們另舉例「更實際的方法」（more realistic approach）是什麼?用Google被美國

司法部指控違反反托拉斯法案例（2020），Google花錢買了Apple介面功能作為「預
設」瀏覽器，此一搜尋引擎於2010年芝加哥學派已提出說法，相隔4年行為經濟學者
也提出說法，2020美國司法部對Google指控案，民間智庫也提出實務見解，我們比較
三者不同學理或實務界是如何看待搜尋引擎的行為偏誤，又如何攸關違反市場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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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芝加哥學派Bork and Sida （2010）看待搜尋引擎，Bork是曾經是華盛頓特區
巡迴法官、也是奠定芝加哥學派的前鋒，著作反托拉斯法的矛盾（The Antitrust 
Paradox），是建立以完全理性、意志、自私的標準經濟學角度，說明人是完全理性
的，對於Google搜尋引擎一事而言，它是一個創新，對於消費者權益福利是有增進效
應，競爭法是保護競爭過程不是競爭者，從雙邊市場來看，Google是平臺服務商，雙
邊市場中一邊是沒有收費的搜尋引擎服務而另一邊是廣告服務，消費者點擊就離開

（click away）有足夠的自主權，說明網路保持中立性，人們只要點擊離開就離開，不
存在交易成本或移轉成本，具有中立性，因此認為Google搜尋引擎是不具有排他性，
沒有獨占的觀點。

Candeub於2014年發表的文章見表2-3，透過成本類型及行為偏誤類型來看，搜
尋成本、認知成本、網絡效果、關鍵設施、垂直引擎演算法(會使用內容為基礎的方
法)，行為偏誤提及自我控制的概念21

。當人們在Daniel Kahneman所稱雙系統下的決策
模式，人們善於在雙系統運作過程中，會產生認知鬆懈（cognitive ease）進而停留在
系統1情形當中，形成認知成本，若Google搜尋引擎會引發人們認知成本上升，導致
習慣的養成，引此對新進者就是阻卻進入的機制。

21 Candeub, A. (2014), Behavioral Economics, Internet Search, and Antitrust, 9(3) ISJLP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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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演算法使用極小化擴張樹（Minimum Spanning Tree）的方法，建立人們使
用地圖、電子信箱、瀏覽器等網絡效果，形成樹狀網絡效應如圖2.1，讓人們難以脫
離該應用程式的依賴性。透過Daniel Kahneman展望理論價值函數取代標準經濟學的預
期效用函數看人們在長短期決策中會有自我控制的問題，由計劃我及執行我形成的雙

我，會有不一致的問題。當人們的系統1在做決策時，因為會受到網絡效應、移轉成
本的行為偏誤影響，導致認知成本上升，即便有品質好的搜尋引擎可做為替代商品，

使用者也不會移轉，因此作者認為此案例有阻卻競爭的效果。

行為學者談到人們因為行為偏誤導致認知成本的存在，因此認為網路是不具有中

立性的。而美國司法部對Google指控，花錢買Apple預設功能，預設角度與行為經濟
學相同，民間智庫認為預設偏誤（default bias）、現狀偏誤（status quo bias），會引
發遲滯行為（inertia），人們會擔心使用其他的搜尋引擎而產生不確定性；移轉使用
時會有壞處考量而產生損失趨避(loss aversion)決策，此案美國司法部便使用行為經濟
學用語，預設的角度的現狀偏誤，引發消費者損失逃避的傾向，作為控告的第二項捆

綁違反排他性原則，以及第三項說明與Apple達成了一項長期協議，要求Google成為
Apple流行的Safari瀏覽器和其他Apple搜索工具上的預設搜索引擎，更大幅造成消費者
移轉成本的提升

22
。

圖2-1 極小化擴張樹（Minimum Spanning Tree）
資料來源：Candeub, A. (2014). Behavioral Economics, Internet Search, and Antitrust. ISJLP, 9(3), 

407.

22 https://www.justice.gov/opa/pr/justice-department-sues-monopolist-google-violating-
antitrust-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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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經濟學、司法部指控、民間智庫的看法，已經非常擅長使用行為經濟學中

的行為偏誤、認知偏誤，討論廠商的行為是否會因為行為偏誤，而攸關到市場競爭效

果。

Bork建立芝加哥學派時，1970年之前反托拉斯法經濟理論背景比較薄弱，他也表
明「應用好理論治癒壞理論才是有效的處方」，用更好理論的補強過去理論的不足，

反映出行為經濟學和芝加哥學派是互補的，現今不只有新的學派進入，實務界已經相

當善長使用行為經濟學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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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7年Leegin一案之後提出於競爭法下維持轉售價(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RPM)的新方法，具有行為經濟學的批判層面。2008年提出行為分析法的方法論2008
年消費者保護法。Tor於2011年發表「Behavioral Antitrust： A New Approach to the Rule 
of Reason after Leegin」，表2-5說明理性原則(ROR)取代了長期存在維持轉售價格本身
的規則，推翻垂直限制價格本身是非法一事，長期以來，學者們不斷爭論RPM的優缺
點，認為該作法將造成競爭與反競爭的結果，然而最高法院引用ROR分析取代了RPM
傳統本質的違法，認為經濟證據表明這種做法有時會增強福利，對於有限的RPM、逐
漸消逝有限理性RPM、行為實證架構的理性原則提出行為偏誤的問題存在，像是錨定
效應(Anchoring)、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對於價格調整都有不同的決策，最後，對於
RPM提供更充足的資訊、結構化的方法來分析Leegin案，該事件的審判更加奠定行為
經濟學使用於競爭法的基礎

23
。

根據2013年文獻，透過以下案例說明理性假設，如Brooke Group Ltd. 控訴 Brown 
& Willian Tobacco Corp.，最高法院依據《休曼法》第2條的掠奪性定價，對非法壟斷
指控進行了法律制裁，需要倚賴理性假設來解釋，而法院宣布，除非被指控者的定價

低於某種成本，且掠奪者「有合理的遠見或根據《休曼法》第2條，具有從較低的成
本中彌補損失的可能性」，否則該行為將不構成掠奪性定價，並無證據說明存在競爭

損害；Wayerhaeuser Co. 控訴Ross-Simmons Hardwood一案中，拒絕掠奪性投標的指
控，因為「沒有合理的期望」（a reasonable expectation）的補償之下，一家理性的公
司不會願意遭受確定的短期虧損；法院對於反托拉斯原則的合理性假設，不僅限於倚

賴《休曼法》第2節的掠奪，對於第1條所指的競爭對手之間掠奪性，橫向陰謀的指控
已暫時被駁回。

在Brooke Group成立幾年之前，一旦法院裁定串謀將要求被指控的串謀者採取非
理性行為。基於這種推理，Leegin法院發現RPM在某些有限的環境中可能具有合理的
反競爭性，但在許多其他環境中卻具有合理的非競爭性，因此有必要視具體情況而

定，而不是自動進行理性的對待。正如在售後市場中的案例所表明的那樣，除了對生

產企業的理性假設的重要作用之外，對消費者理性的假設還取決於反托拉斯學說和政

策。

簡而言之，透過個人、廠商、行為反托拉斯機構的觀點，說明行為經濟學中有限

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上是如何影響決策過程。

23 Tor, A., & Rinner, W. J. (2011), Behavioral antitrust：A new approach to the rule of 
reason after Leegin, U. ILL. L. REV.,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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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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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洲-英國的發展
Amelia Fletcher於2015年提出行為經濟學應用於反托拉斯如表2-7、表2-8，分別以

行為偏誤與反競爭市場類型，說明在不同反競爭市場類型中行為偏誤的影響；及行為

偏誤與成本模型，說明透過搜尋與轉移成本模型、非對稱的信息、需求估計模型衡量

不同行為偏誤影響決策結果
24
。

24 Amelia Fletcher (2015), Behavioural economics and its possible implications for 
antitrust, Center For Competition Policy,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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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行為經濟學、消費者保護與競爭政策

第一節 行為經濟學派之啟發與局限
一、行為學派法律經濟分析的主張

(一)局限性的合理性、意志力與自利
1998年的3位作者，提出行為法律與經濟學的基礎，不同於新古典經濟學所界定

的基本原則，亦即假定個人是理性的、自利且擁有完美意志力。其在真正實驗中檢視

理性假設時，發現人類在特定情境下，其行為乃是侷限性的合理性、侷限性的意志力

與侷限性的自利。

所謂侷限性的合理性，主要強調人們會採用心理捷徑或仰賴經驗法則。最常見的

就是人們常受困於既定偏見，例如過度樂觀或者是自我建構的公平概念。經驗法則或

過去的經驗也常會引導我們做出錯誤的結論。換言之，人是習慣的動物，人們在決策

時，可能會傾向改變最少現狀的選項，又稱之為現狀偏見。

侷限性的意志力，係指人類如果受到誘惑或者短視近利，可能會採取與其長期利

益相互衝突的行為。所以在制度的設計上，有銷售冷靜期甚至是強迫儲蓄。

侷限的自利也遠超過傳統經濟學的預測，例如許多市場中，參與者非常關切是否

能被公平對待，而且也願意以同樣公平條件對待他人，只要其往來對象同樣遵守公平

原則。因此，行為經濟學模式下的代理人，有可能比古典理論假設的代理人更良善，

但也可能在其自認未被公平對待時更充滿惡意。

(二)行為經濟學的法律經濟分析與自由家父主義
一般熟悉寇斯定理認為法律所為之權利分配，在交易成本與財富效果為零的時

候，不會影響最終的權利分配結果。例如法院為判斷結果後，如果交易成本與財富效

果趨近於零，此時雙方皆無實質利益，則達成和解的機率很高。但行為經濟學有不同

意見，認為縱使交易成本與財富效果為零，法律權利的分配可能會相當影響協商結

果。

再者，人類向來重視損失甚於所得，且資訊呈現方式又對於選擇與接收資訊結果

有重大影響，則實際上往往變成資訊提供者通常就能夠實質影響決定，因此規範重點

有時應擺在資訊如何提供，而非僅僅是要求應提供資訊，否則只是癱瘓選擇的結果。

傳統的法律與經濟學反對家父式保護，認為應該由市場自行發揮效率，然而行為

經濟學派則主張不應反射性反對家父主義，而應取決於借入與否之成本與利益分析結

果而定。

「A Behavior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的共同作者，又後續發表了一篇
「Libertarian Paternalism is not an Oxymoron」(自由家父主義並非矛盾修辭)，鼓吹所謂
自由家父主義，亦即保留選擇自由但鼓勵私人或公立機構引導民眾選擇可提升民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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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福利的方向。而自由家父主義與非自由家父主義最大的差別則是在於前者堅持保留

選擇的機會。

二、對行為經濟學的批評

(一)不完整性、欠缺系統化及預測性
部分經濟學者認為「A Behavior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並未說明行為

經濟學到底是甚麼，僅是用反面的方式加以定義，亦即行為經濟學乃是減去人類會理

性極大化其滿足的假設，其本質是反理論的。且行為經濟學描繪的行為者，是理性與

非理性的綜合體，其在既定情境下到底會怎麼做並不清楚。

行為經濟學較少探討事業一般的行為模式，而著重於對為何貌似非理性的行為不

能完全絕跡並因而引導事業以經濟學模式未能預測的方式運作等提供解釋，然而，最

大的問題仍是行為經濟學欠缺一套有組織性的基本原則。

(二)政府過度介入的風險
另一個對於行為經濟學主要的批評為，行為經濟學太仰賴政府，而政府的規範，

也同樣會犯錯，如果其介入手段是錯誤的，可能實際上反而會擴大消費者或社會的損

失。一但放鬆對於人類理性的假設後，就面臨太多以家父式保護非理性市民等口號偽

裝的政府管制。因此當政府介入想要解決非理性行為時，消費者處境反而可能更糟。

溫和家父主義本質上更難被控制也更容易被濫用，進而偏離或擴大其原先的使用

範疇，容易進而使強勢家父主義越來越有吸引力。

(三)對行為學派之批評：過於聚焦於個人
行為學派雖是最年輕的學派，卻已大大改變人類理性與行動行為動機的理論。經

過行為學派的洗禮，學界如今對人類的心理行為已有更全面的認識。

行為學派試圖從個人去了解整個社會。嚴格來說，他們的思考起點也不是個人，

而是人腦中的心智過程，這是優點也是缺點。關注太細，他們經常看不見整個經濟體

系，他們真的沒必要如此，畢竟Simon關於經濟體系也論述豐富。行為學派卻有太多
學者都只關注個人，尤其是鑽研實驗經濟學的那些，他們只想透過有控制的實驗，測

驗人類有多理性或多自利。還有神經經濟學的學者，也只關注大腦活動與特定行為之

間的關聯。著墨都在認知科學與心理學，碰到科技與總體經濟，行為學派會有其限

制。

第二節 行為經濟學應用於競爭法制的議題分析
Adam Candeub 提出在現行的競爭法秩度下，網路的市場行為關於習慣與資訊成

本會擾亂傳統的經濟學假設。行為經濟論的提出者(Daniel Kahneman)說明人類行為決
定有兩種選擇模式：直覺式的模式與深思熟慮的模式，而大部分的行為都是屬於直覺

式的模式。消費者為了減少前述認知上的成本，導致消費者會採取固著的網路使用模

式，因而造成反競爭秩序的現象。該論者提出關鍵設施(essential facility)理論，因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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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設施的地位而引起反托拉斯的疑慮，其並主張主要的搜尋引擎業者為關鍵設施。其

進一步藉由證明本文所討論的搜尋引擎(google)介面，正是直覺式模式的具體展現，
而google所為減少消費者認知上成本的努力(例如將YouTube連結放在登入頁)，使得
google成為關鍵設施並引發反托拉斯的疑慮25

。

Amada P. Reeves & Maurice E. Stucke在其行為的反托拉斯(Behavioral Antitrust)一
文中，對於行為經濟理論與反托拉斯兩者之間的互動，有著詳細的描述。作者首先說

明傳統的經濟學派相信市場參與者都是理性的立場，在金融危機市場失靈後受到行為

經濟學派的挑戰。行為經濟學者認為人類的理性與自我控制是受限的，因為人類往往

對於自己相信的事給予不合理的證據比重，藉以支持自我的認知。同時亦有研究顯示

人類往往選擇立即的利益而非長遠的損益理性分析。作者在文中分為4個部分討論行
為經濟理論有助於反托拉斯的理解與討論

26
。 

首先，傳統經濟理論認為進入門檻低的市場通常不會產生反托拉斯的顧慮，因為

理性的利益最大化市場參與者會保證有效率的市場運作。例如傳統上法院認為，欠缺

市場進入障礙代表掠奪性的訂價策略不會產生效果，即為一例。但是這樣的理論卻無

法說明不理性的參與(不參與)市場的情況。不理性的參與市場可能是由於參與者的過
度樂觀、對外在無法掌握的情況誤判或是對於市場容量或競爭對手的錯誤評估。而不

理性的不參與市場則可能是由於潛在的市場參與者對於風險或不確定因素未做出理性

的判斷、或是其對於自身過度缺乏自信。因此為正確評估市場參與者的成功，需要更

進一步理解其對於參與市場與否認知上的謬誤。

其次，傳統經濟理論認為企業合併通常是為了其運作更有效率。但是近年來對

於企業合併是否確實是真能使其運作更有效率，則開始有不同的看法。在1997與2010
的指導原則說明中強調，企業合併是否真能使其運作更有效率不易驗證。因為其有效

率的證明，往往掌握在合併雙方手中，同時雙方當下的善意認知未必在日後會成為

事實。例如在2008金融風暴時許多銀行間的合併都未能達成其原本預期獲利成長的目
標，即為一例。其原因雖然有可能是由於不完整的資訊或是不可預期的事件發生，但

其亦有可能是由於行為經濟學下不理性偏見所產生的結果。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在

拍賣或競標過程中不理性的行為，另一個可能則是在於決策階層對於合併決策的過度

自信，認為該合併會產生合併前相同或更好的效率。因此作者認為企業合併是否真正

有助於運作的效率，仍有待進一步藉由行為經濟學的觀察研究。再者，傳統經濟理論

認為有強大議價能力的合理買方，足以抗衡聯合壟斷的另一方。但是在行為經濟學的

概念中，具有強大議價能力的買方有可能未能正確評估其議價的能力，同樣的仍有待

25 Adam Candeub (2014), Behavioral Economics, Internet Search, and Antitrust, 9 ISJLP 
407.

26 Amada P. Reeves and Masurice E (2011). Stuke, Behavioral Antitrust, 86 IND. L.J. 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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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藉由行為經濟學的觀察研究。

最後，傳統經濟理論認為刑事(罰金)制裁具有強大的嚇阻力。但是如此的罰金是
否真有嚇阻效力，卻是相當難以評估。行為經濟學認為來自社會與倫理的壓力，此種

非正式的道德規範對其行為有高度的影響力。此外，亦應考量違反規範的行為人，其

預期逃過可能制裁的非理性心理。

一、傳統的經濟學派與行為經濟學派與反托拉斯的互動

在前述的觀察下，行為經濟學者對於如何提出傳統的經濟學派與行為經濟學派與

反托拉斯的互動，提出如下建議：

(一) 利用經驗法則的觀察，對於事實現況與傳統(正統)經濟學理論不相一致時，藉以修
正相關反托拉斯政策的制定。

(二) 將行為經濟學納入現行反托拉斯政策中一環的可行性：在高度困難的案件中，對
於傳統經濟學理論認為無反競爭秩序時，以行為經濟學作為第二道的檢驗基準。

而同時主管機關可將其與消費者保護(避免消費者受到欺騙)的任務相結合，更進
一步藉此保護消費者的選擇權。此外，藉由行為經濟學觀察特定領域原本按傳統

經濟學不屬於反競爭秩序的行為，更可將其歸納本質即屬反競爭秩序的行為。最

後，將行為經濟學納入現行反托拉斯政策中一環的做法，在調查程序上使得主管

機關有更多方式，並可作出相應的行政處分與規則，使得日後法院在決定可供其

作為參考。

The Global Competition Law Center在其名為「行為經濟學與支配地位的濫用：由
不同角度解讀歐盟運作公約第102條(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Abuse of Dominance：A 
Proposed Alternative Reading of the Article 102 TFEU Case-Law)」，其觀察認為歐盟競
爭法相關規範已經與行為經濟學的理論加以整合。在該報告中指出，不論是在評估市

場支配地位或是在確認市場地位的濫用議題上，歐盟在相關案例的判斷上都有行為經

濟學的見解涵蓋在其中
27
。 

首先在評估市場支配地位議題上，主要討論兩件事：市場的界定與行為人在該市

場的地位上。在市場界定上，歐盟所採取的SSNIP測試法，其主要是藉由受競爭秩序
調查行為人的客戶，是否會在該行為人的產品價格小幅(5%-10%)且永久性上揚的情況
下，轉向其他替代的產品，藉以界定該案件行為人的市場範圍。而行為經濟學對前述

的市場界定法提供有趣的觀察。非理性的消費者對於行為人有品牌的產品相較於相類

似但沒有品牌的產品，可能認為該沒有品牌的產品不具有替代效果而導致其市場不包

含該不具品牌的類似產品，例如學名藥與原廠藥的市場不同即為一例。即便非理性的

27 Nicolas Petit and Norman Neyrinck,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Abuse of Dominance: A 
Proposed Alternative Reading of the Article 102 TFEU Case-Law available at: http://hdl.
handle.net/2268/6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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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認為行為人有品牌的產品沒有其他的替代品時，該消費者也不會選擇在SSNIP
測試法下所認可的替代產品。在歐盟市場界定時，其明示以開放的態度面對經驗證據

(如銷售資訊與市場訪談)，在個案中運用所有可得的資訊加以判斷市場範圍。至於行
為人在該市場是否具支配地位的討論上，經驗證據亦說明即使市場進入障礙低，行為

人有可能因為新的潛在市場參進者不願意冒險進入新的市場，使得行為人被認定對於

該市場具支配地位。相反的，即使市場進入障礙高，對於非理性的新潛在市場參進者

可能因為過度自信等因素而進入市場，即使其最終失敗，現有的市場既存者仍會受約

制而非具有市場的支配地位。在歐盟討論市場進入障礙時，其主要判斷在於是否有

「可能、及時與充分」進入市場。

至於在市場地位的濫用議題上，行為經濟學對於許多濫用類型的案例上，亦有所

影響。以掠奪性價格的議題而言，傳統經濟學認為當行為人訂定低於成本的掠奪性價

格時，其會預期長遠可得利益，因此若是在無法證明其損失的回補可能時，以前法院

往往認為行為人掠奪性價格的指控不成立。但就行為經濟學角度觀察，非理性的掠奪

性價格行為人，其行為有可能是出自於過度樂觀、驕傲、自大、或是復仇等心態所引

起的價格戰。在歐盟的競爭法中，對於由行為經濟學觀察不理性行為人的角度，亦會

納入其判斷中。依據歐盟執委會的指導文件中，決定是否為掠奪性的濫用行為主要是

在於低於成本價格的因素。因此，在歐盟的觀念中，行為人是否其損失可回補並非討

論的重點。

除了掠奪性價格的市場地位濫用議題外，在該文中亦提到搭售的市場地位濫用議

題。在傳統經濟學認為搭售的問題主要是在於強迫消費者購買搭售的物品。但就行為

經濟學角度觀察，搭售行為人可能在沒有強迫消費者的情況下，利用消費者直覺的偏

見來搭售其他商品。例如微軟作業系統免費內建Window Media Player即為一例。即使
微軟並未強迫消費者購買或使用，但是此種利用消費者的慣性所為的搭售，仍被歐盟

認為是違反競爭秩序的行為。

拒絕交易是文中提到的另一市場地位濫用議題。傳統經濟學主要考量的點是在於

若是強迫其交易，對於具市場地位者投資意願所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但在行為經濟

學的考量下，其認為具市場地位的行為人拒絕交易，往往是對其競爭對手要求不合理

的價格與過分評價自己的商品，因而在歐盟較不討論對於具市場地位者投資意願所可

能產生的不利影響。

最後，在文中提到不同於美國，歐盟利用行為經濟學的理論對於具市場地位者所

為的不合理價格與不公平交易情況，作出處分。其主要認為具市場地位者會利用消費

者的認知偏見，進行「隱藏消費者支出」的商業模式，例如過高的懲罰性違約金。

Andreas Heinemann在其論文中主張競爭法處理是真實世界的行為，在案件中假使
消費者不認為某一產品具有替代性，即使由傳統經濟學中的理性消費者看來該產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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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替代性，其仍非案件所界定的市場範圍
28
。 

Lucia A. Reisch & Min Zhao在其論文中，主要討論行為經濟學對於消費者行為研
究與消費者保護政策的影響，尤其討論行為經濟學中對消費者所產生的影響(如現狀偏
差、稟賦效應、沉沒成本效應、啟發式認知偏向)29

。

Dieter Paeman & Aleksander Tombiński一文主要在介紹2017年google在顯示比價搜
尋結果時，獨厚其自身的比價服務一案，被歐盟認為其違反競爭秩序。該文作者認為

在該案件中，其利用一市場(搜尋引擎市場)的支配地位以幫助另一(比價服務的市場)以
取得支配地位，被認為是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在歐盟已有前例可循

30
。

對於前述藉由有關行為經濟學的相關論述中，可以理解到認知限制（cognitive 
limitations）、自我控制（self-control problems），以及社會偏好（social preferences）
甚至是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等有限理性的行為，已逐漸進入到公平交易法中對於市
場界定甚至是獨占或限制競爭秩序行為的類型判斷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與其說是其

改變公平交易法的理論基礎，倒不如說是其為競爭秩序的判斷，注入新的選項。由目

前蒐集到的文獻中觀察，似乎歐盟在此一議題上的發展更為快速，而反觀美國的競爭

秩序主管機關―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則似乎顯得較為保
守，其似乎大多僅止於學術上的討論與建議。同時在討論行為經濟學的文獻論述中，

其討論的角度亦可能有所不同，行為人或是消費者都是行為經濟學可能的討論角度。

藉由初步的文獻回顧分析，可以對於問題的現況有所掌握，並可提供未來在作進一步

的深入研究分析，提供良好的基礎。

28 Andreas Heinemann, Facts over Theory: the Contribution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to 
Competition Law available at: https://www.ius.uzh.ch/dam/jcr:22524f17-8cc8-4289-
a87d-f76442510091/Heinemann%20Facts%20over%20Theory.pdf.

29 Lucia A. Reisch and Min Zhao (2017), Behavioural Economics, Consumer Behaviour 
and Consumer Policy:State of the Art, 1(2) BEHAVIOURAL PUB. POL’Y 190.

30 Dieter Paeman and Aleksander Tombiński, The Google comparative shopping case―A 
critical take on the arguments available at: https://www.cliffordchance.com/content/dam/
cliffordchance/briefings/2017/10/cli-article-on-the-google-comparative-shopping-case-a-
critical-take-on-the-argumen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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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will begin with a historical review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 
theories and anti-trust laws. By illustrating various perspectives from economic theorists 
on anti-trust laws and legal practice, it is noted that the laws and legal practice of anti-trust 
laws have been evolv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refore, 
it is worth attention that emerging behavioral economics theories challenge more and more 
assumptions of traditional economics and look at economic activities from a more diversified 
view, it is time to re-think the anti-trust law and legal practice. After examin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conomic theories in the first phase, this research will continue to analyze the 
relevant case rulings or new rules made by anti-trust authorities in other advanced countries. 
The ultimat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offer a more diversified perspective on the legal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aiwan’s Fair-Trade Act to further advance the discussion regarding consumer 
rights and the fair competition in market.

As this research categorizes the anti-trust legal issues framing by the economic 
theoretical structure in different period of time, it is worth attention that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economic analysis, behavioral economics is premised on the bounded rationality 
of individuals which likely to lead to a sub-optimal decision-marking. While the conventional 
antitrust laws focus more on the structure of corporations, behavioral economics provides a 
new insight into individual consumers’ behavior biases. From this perspective, rather than 
substitut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set by traditional economics, behavioral economics is 
to shed new light in the analysis of anti-trust laws which might help us to deal with emerging 
challenges by new business models. 

There main contribution of this research includes the following: 
1  Categorize various types of behavioral biases after a thorough literature review on 
behavioral economics. 

 2  Mapping the evolution of anti-trust laws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eories in 
different period of time. 

3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economic perspective and 
behavioral economic analysis on anti-trust cases. Analyze the various consideration factors 
of anti-trust authorities in the case at issue. 

4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case studie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guide for the anti-trust authority to rethink the value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how to apply it to advance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fair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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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anti-trust laws. 
Based on this research, it is a pity that we haven’t found any anti-trust case is reasoned 

bluntly based on the assumptions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Maurice E. Stuckey stated clearly 
in the article that this new theory has not been accepted by the anti-trust authority in the 
US yet. Contrast to that, another article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Abuse of Dominance: 
A Proposed Alternative Reading of the Article 102 TFEU Case-Law” by The Global 
Competition Law Center, pointed out the EU competition laws has already integrated with 
the behavioral economics. Yet, after comparing the cases in EU and the UE, we would 
suggest that EU is more flexibl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nti-trust laws, instead of that EU has 
already adopted behavioral economics as the foundation of its anti-trust legal practice. 

Taking the issue of predatory pricing as an example, traditional economics considers 
one is aimed at long term profits in exchange of predatory pricing, therefore the courts 
usually rule that predatory pricing accusation is susceptible to the possibilities of making up 
for the losses. If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making up for the losses of pricing, the accusation 
would be groundless. Nonetheless, whether it is possible to make up for the losses under the 
predatory pricing is not an issue in EU, and behavioral economists would agree with that 
based on the presumption that predatory pricing is typical behavioral bias entitled to anti-
trust remedies. 

Bundling with the abuse of market power is another example. Traditional economists 
thought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in bundling is to force consumers to buy the bundled 
products. In the Microsoft case, EU concluded that even Microsoft didn’t force consumers 
to buy or use its products, bundling which took advantage of consumers’ habitual behaviors 
was considered anti-competition. In this context, the habitual behaviors of consumers are a 
similar concept to the bounded rationality assumed by the behavioral economics. 

Refuse to deal is another problem arising from the abuse of market power. Traditional 
economists mainly considered the negative impact towards the investors’ willingness to 
invest in the market. Contrary to it, in the anti-trust legal context in EU, the negative impact 
upon the willingness of investors is weighed less and the behavioral bias resulting from 
forced deal is weighed more. Unlike the US, EU anti-trust authorities are more inclined to fix 
the unfair pricing and unfair deal issues in the market. In Tetra Pak’s II case, EU penalized 
the huge amount of contractual damages based on the reasons include taking advantage of 
consumers’ cognitive biases and hiding consumers’ costs.  

Regarding whether the collection of personal data or the application of algorithms 
to analyze data shall be regulate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anti-trust laws is a hot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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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etheless, we have not found a single case in the field hence the discussion of this issue 
is more of journey of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In the Algorithms and Collusion: 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Digital Age report proposed by OECD in 2017 explored the potential threats of 
algorithms towards anti-trust laws, nonetheless, there are still legal gaps to be filled to apply 
the anti-trust regulations on algorithms. 

Based on our research, it is concluded that behavioral economics adds new perspective 
in the conventional framework of anti-trust laws. It may help the anti-trust authoritie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umers’ behavioral biases apart from the structure of corporations. It may 
also provide new perspective while analyzing the anti-trust cases. Some may argue that the 
behavioral economic approach would not change the decisions mad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economics, it is meaningful to take a created diversified path and make the anti-
trust laws more richer.  

Our research suggests to keep an ey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new behavioral branch 
of economics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anti-trust laws, but no need to rush into applying 
this approach in field cases at this point. As emphasized by the behavioral economists, 
this approach is evidence-based, it may not be ready to offer a systematic substile for the 
conventional economic framework underpinning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anti-trust laws, the 
new perspective would help to build up a more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and rethink how 
to achieve the goal of anti-trust laws: to protect consumers by maintaining a fair market 
competition. 

Key Words:behavioural economics, antitrust laws,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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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洪財隆（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行為經濟學的應用是從2002年卡納曼（Daniel Kahneman）得諾貝爾獎經濟學獎開
始興起，然後是2017年美國經濟學家賽勒（Richard H. Thaler），再來是2019年3位研
究發展經濟學的學者得獎，包括巴納吉 （Abhijit Vinayak Banerjee）、杜芙洛（Esther 
Duflo）及克雷莫（Michael Robert Kremer），廣義來說都是行為經濟學的門派。

行為經濟學的應用不只環境、金融、勞動經濟學，甚至在國際關係領域都有所

適用，是很新興的一門學問。因為報告人江教授本身為法律背景，所以我在此補充一

下，簡單來講，大家知道新古典經濟學假設人為絕對經濟理性，很重要的一個假設就

是偏好穩定而且可明白排序，而行為經濟學第一個要打破的就是人的選擇與偏好是

「完全理性」的假設，很多受到脈絡、文本（context）也就是參考點的影響。本報告
中也有整理卡納曼所提出的3種偏誤，分別為代表性偏誤、可得性偏誤，以及錨定效
應（anchoring effect）。個人的認知除可能受到偏誤的影響之外，另外也提出損失規
避（loss aversion）的概念，有別於傳統經濟學所提出的「預期效用理論」，即人對於
價值的判斷是取決於財富水準；而卡納曼所講的是脈絡，所以把財富水準的角度翻轉

為差距、變化，對於同樣的事情可能可以表達為損失或是利得，有些不對稱的關係，

就不是傳統經濟學或新古典經濟學所可以解釋的。而這樣的損失規避理論後來更衍伸

出稟賦效應、現狀偏誤，也就是說人面對同樣利得或損失時，對於損失的感受到的痛

苦是較大，也就產生不對稱。並可應用在許多領域，包括行為反托拉斯。

有關數位平臺，歐盟處分案件時有特別提到現狀偏誤（status quo bias），這就是
應用了行為經濟學，我自己的觀察，相對於美國，歐盟更願意採取行為經濟學的方

法，也有許多學者就此進行研究，對於行為經濟學在反托拉斯法、競爭法的應用，

作為法律經濟學家的Maurice  E. Stucke在其文章中做了很清楚地闡釋，在文章中提到
行為經濟學對於競爭法可以有4個貢獻，第一個，可以拉近現實與理論的差距；第二
個，讓我們重新反思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真實性；第三，讓我們重新思考競爭法的

目的與競爭的意義；最後，讓各國競爭法執法機構執法標準更靠近，透過閱讀這篇文

章，可以回探新古典經濟學在競爭法的運用與限制，也可以進一步反思法律與經濟間

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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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論非經濟效率因素作為競爭法之目的：從秩

序自由主義及新布蘭迪斯學派的發展談起

謝長江
*

摘要

觀察競爭政策的演進，不同的時代思潮每每形成競爭法的理論維度，其中最重要

且歷久彌新的議題，應屬競爭法之目的。近來，不同於芝加哥學派以經濟效率或消費

者福利為競爭法核心（或唯一）目標的主張，逐漸凝聚且擲地有聲。在歐洲，對於歐

盟競爭法提供了重要理論奧援的秩序自由主義（Ordoliberalism），德國弗萊堡學派乃
是其中要角，其以經濟自由為理論基礎，雖不完全反對芝加哥學派的論述，但強調需

目　次
一、前言

二、秩序自由主義

　　（一）概說：思想淵源與影響層面

　　（二）核心理念

　　（三）歐盟競爭法的保護對象與適用範圍：秩序自由主義之影響

三、新布蘭迪斯學派

　　（一）從布蘭迪斯到「新布蘭迪斯」：背景與緣由

　　（二）核心人物及其主要理念

　　（三）消費者福利與競爭過程：理念或路線之爭？

四、比較評析

　　（一）競爭與民主

　　（二）競爭法之目的論

五、結論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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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兼容其他利益權衡的元素。反觀競爭法原產地的美國，大約近十年來對於經濟力量

逐漸集中至巨型企業的反省，也催生了以顛覆芝加哥學派典範為職志、現今已屬美國

反托拉斯學界不可忽視的新布蘭迪斯學派（New Brandeis School），其主張正是回到
休曼法的立法初衷：反制巨型企業對於民主社會及政經體系的壓迫。本文透過相關理

論文獻之耙梳和比較分析，希冀能為我國競爭政策的發展增添新的動力。

本文認為秩序自由主義和新布蘭迪斯學派對於芝加哥學派的「分進合擊」並非巧

合，毋寧是經濟活動對於社會各層面的實際影響，致使芝加哥學派獨以消費者福利為

依歸，「讓經濟的歸經濟」的想法或有不足之處。秩序自由主義以經濟自由為核心的

競爭觀，背後連結的是政治自由與一定程度的社會正義。而新布蘭迪斯學派本於直截

了當的核心論述――經濟力與政治力的連結，其競爭政策的關懷自然不會也不能限於

所謂經濟效率。

本文在介紹前述競爭政策思維之後，進行歸納分析以初步探索競爭與民主的關

係，以及競爭自由如何成為競爭政策核心，並影響具體法律操作等議題。並試舉例說

明，我國競爭法制的立法經過、學說論述與實務運作也存在秩序自由主義的色彩，以

示本文競爭政策的反省並非遙不可及，且有更細緻探究的價值。

一、前言

觀察競爭政策的思潮演進，不同的「時代思潮」每每形成競爭法的理論維度
1
，

其中最重要且歷久彌新的議題，應屬競爭法之目的。從1890年休曼法（Sherman Act）
開始，競爭法的法律文字即使用了眾多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例如休曼法第 1 
條的「限制交易或商業」）

2
，我國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亦同，立法目的因而

成為相關執法標準形成以及個案利益衡量之準據
3
。然而，公平法第1條可謂「兼容並

蓄」的立法目的之中，「交易秩序」、「（自由與）公平競爭」、「消費者利益」、

「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其間之主從或輕重關係，無論從立法史的考察或學說論

述，皆容有爭議
4
。本文擬就歐美競爭政策思潮的晚近發展，對於秩序自由主義

5
及近

1 William Kovacic & Carl Shapiro, Antitrust Policy: A Century of Economic and Legal 
Thinking, 14 J. OF ECON. PERSPECTIVES 43 (2000); Barak Orbach, The Present New 
Antitrust Era, 60 WILLIAM & MARY L. REV. 1439 (2019).

2 ERNEST GELLHORN, WILLIAM KOVACIC, AND STEPHEN CALKINS, 
ANTITRUST LAW AND ECONOMICS IN A NUTSHELL, 5TH ED., 37 (2004).

3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修正之重點與理由」，載：氏著，公平交易之理論與立
法，295(1995)。

4 張長樹，「公平交易法之基礎」，載：賴源河編審，公平交易法新論，二版，27-
33(2002)。

5 秩序自由主義在國內有譯為「歐朵自由主義」或「德國新自由主義」，本文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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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美國學界興起的New Brandeis School（下稱新布蘭迪斯學派）進行初步的引介和
比較分析，希冀能為我國競爭政策的發展增添新的動力。

在美國及歐盟法制上，並無類似公平法第1條之規定6
，然兩地學說及實務各自循

其法制與經濟的互動及發展情形，對於競爭法目的何在的討論迄未停歇。本文所選取

的新布蘭迪斯學派及秩序自由主義，分別屬於美國「新秀」及歐陸「老將」，有趣的

是前者主張復古，後者推陳出新，而二者之核心思想又有共通之處，因此觸發了本文

寫作的動機。

就歐美競爭思潮的互動而言，歐洲從二戰後受到美國作為戰勝國的影響，並且反

省自身經驗而發展競爭法制，其中提供了重要理論奧援的秩序自由主義，承繼並轉化

了休曼法防止巨型企業危害民主社會及政經體系的立法思維。90年代後，受美國芝加
哥學派所主導的思潮影響，由歐盟執委會倡議引入經濟分析思維及分析方法的「更經

濟模式」（More Economic Approach），在學界亦引起相當的論辯7
，其中秩序自由主

義作為歐盟競爭法重要的傳統理論，不時成為批評及改革的對象，但亦不乏論者仍持

傳統立場，並對秩序自由主義的理論內涵予以澄清
8
。反觀競爭法原產地的美國，約近

十年來對於國內經濟力量逐漸集中的反省，也催生了新布蘭迪斯學派，其核心訴求正

是顛覆芝加哥學派典範下的理論主張與分析方法，而回到休曼法的立法初衷，現今已

屬美國反托拉斯思潮不可忽視的一部分，然本文觀其細部主張，與歐盟法的傳統思考

卻又若合符節。

譯為「秩序自由主義」，原因在於ordo應來自拉丁文，對應英文的order一字，而
依秩序自由主義的理念若翻為「秩序」應較能促進理解。另方面，所謂「德國
新自由主義」應來自英語世界將ordoliberalsim稱為“German neo-liberalism”，
取其來源國及主張係自古典自由主義而另闢蹊徑。See, e.g., DAVID J. GERBER, 
LAW AND COMPETITION IN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 PROTECTING 
PROMETHEUS 232 (1998). 但秩序自由主義在二戰後影響擴散之範圍已不限於德
國，且若稱「德國新自由主義」，其創始又早於1980年代後發展的「新自由主
義」。此外，其主要創始者Eucken亦曾指出，其具獨特性之ordoliberalism主張被
稱作「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係有所偏。See Peter Behrens, The 'Consumer 
Choice' Paradigm in German Ordoliberalism and its Impact Upon EU Competition Law, 
Europa-Kolleg Hamburg Discussion Paper No. 1/14, https://ssrn.com/abstract=2568304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2568304, 17 (2014). (Last visited on 17 Nov 2020) 綜
上，本文以下以「秩序自由主義」稱之。

6 參見石世豪，「立法目的及法律適用」，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行
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九十二年合作研究報告七，36-47(2003)。

7 See e.g., Ioannis Liano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Question of the Goals of 
EU Competition Law, CLES Working Paper Series 3/2013, https://ssrn.com/
abstract=2235875, 1-2 (2013). (Last visited on 17 Nov 2020)

8 顏雅倫，臺灣金融產業的競爭政策：以競爭法的觀點出發，62-6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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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介紹秩序自由主義的文獻主要為介紹德國或歐盟法制時附帶提及
9
，尚乏系

統性介紹其理論及在競爭法上影響者，而新布蘭迪斯學派近期在美國學界掀起的討論

潮，亦有在國內引介的價值。故本文對前述競爭政策思維進行歸納分析，作為相關議

題的初步探索。由於相關論述各涉及歐美競爭法的層面甚廣，本文聚焦於其中有關

「競爭法目的」之素材
10
，除介紹二個學派的重要理論主張之外，旁及的相關案例及

對經濟分析方法論，則以說明題旨所需者為限。本文認為秩序自由主義和新布蘭迪斯

學派對於芝加哥學派的「分進合擊」並非巧合，毋寧是經濟活動對於社會各層面的實

際影響，致使芝加哥學派獨以消費者福利為依歸，「讓經濟的歸經濟」的想法或有不

足之處。然而，二個學派如何將「非經濟」或「非效率」因素納入競爭法的目的論之

中？是否或如何避免競爭法的運作失去焦點或可預測性？為本文分析的重點。

準此，本文首先呈現秩序自由主義的形成背景及理論內涵，以及在歐洲的發展。

而後介紹新布蘭迪斯學派的崛起與重要主張，並與秩序自由主義進行比較分析。末從

我國實證法及相關學說的角度切入，分析公平法的實務運作也存在著類似的考量，以

示前述競爭政策的反省並非遙不可及，且有更細緻探究的價值。

二、秩序自由主義

（一）概說：思想淵源與影響層面

秩序自由主義源於德國西南部，靠近法國與瑞士邊境的佛萊堡，1933年時其主
要人物――經濟學者Walter Eucken與法律學者Franz Böhm及Hans Grossmann-Doerth同
時在此大學城任教，基於對威瑪時期的經驗及嗣後對納粹的抵抗與反省，這3位學者
共同發展出一套以「秩序」為核心的理論（Ordungstheorie）11

，故外界對於秩序自由

主義亦有稱為弗萊堡學派。秩序自由主義在思想上受到傳統自由主義及德國歷史法學

派的影響與啟發，但對於當時的社會與經濟思想皆持批判性，而欲找出資本主義和社

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路」
12
。其認為自由主義影響下的經濟學理論與社會及政治現

實脫節，故其在認同個人自由應受保護免受公權力干預的同時，認為私法秩序應由政

9 例如顏雅倫，同前註，54-64。吳秀明、楊坤樵，「憲法與我國經濟部門之基本秩
序」，載：蘇永欽主編，部門憲法，208 (2006)。

10 前述背景下，美國與歐盟各自檢討其競爭法制之目的，相關文獻可謂汗牛充棟。
本文並未處理所有相關文獻及觀點，在此僅欲說明：秩序自由主義對於歐盟法傳
統的形成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但在美國新布蘭迪斯學派仍只代表少數、新進的觀
點。

11 GERBER, supra note 5, 232-36; BERNARD CHAVANCE,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42 (2009).

12 Ignacio Herrera Anchustegui, Competition Law through an Ordoliberal Lens, 2 Oslo Law 
Review 139, 142-43 (2015); GERBER, id. at 237&239; CHAVANCE, id. at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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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保障及維持，而非主張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其經濟理論被認為發展自奧國學
派

13
，惟相對於奧國學派認為競爭過程應由社會中的個體自發形成，秩序自由主義雖

亦認同個體自由形成競爭秩序的重要性，但其前提在於國家建立與維持經濟運作的規

則，包括保護個人免受他人獨占傾向以及利益團體的危害（其所謂競爭的自我毀滅傾

向），此等關於競爭秩序的規則及制度，就是所謂「秩序政策」（Ordungspolitik）的
主要內涵

14
。

秩序自由主義理論的終極關懷在於追求人道價值、社會正義，實現保障人格尊

嚴和個人自由的社會，而經濟秩序和競爭所帶來的經濟發展，則是其所倚賴的重要手

段
15
。基於自由主義理念，秩序自由主義強調市場對於其他社會生產模式的優越性，

反對一切類型的集體主義，也因如此除了積極維護市場秩序之外，秩序自由主義反對

其他的政府干預行為，例如凱因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
16
。影響所及，其對於獨占的

概念觀（conception）包括對於經濟或社會中的控制地位，而其從威瑪體制及納粹經
驗中反省、發展的獨占防止概念，係以法律規制構成自由濫用的壟斷行為，其功能不

但與政治上的分權體制相通，皆為防止任何人運用其（政治或經濟上的）自由，限制

或剝奪他人自由
17
，並注意到以經濟力壓制他人行使政治權力之問題，以及在工業革

命後，社會上經濟力懸殊形成民主制度的挑戰，乃至在該歷史背景下，認為「馬克思

主義真正的勁敵只有一個：基本權利民主制度的經濟管制，也就是反獨占法」
18
。

二次戰後，秩序自由主義的影響開始從佛萊堡向外擴散，例如戰後德國「社會市

場經濟」的指標人物經濟學家Alfred Müller-Armack、長期擔任德國經濟部長的Ludwig 
Erhard即被歸於「第二波秩序自由主義」19

。在歐債危機時，德國關於撙節政策的堅

持，部分論者認為係受秩序自由主義的影響，而引起學術討論，惟亦有論者指出秩序

自由主義在歐洲政治及經濟上的影響逐漸消散，如今幾已不存
20
。

然而，競爭秩序乃是秩序自由主義的重要關懷，多數學者認為秩序自由主義對

13 GERBER, id. at 237.
14 CHAVANCE, supra note 11, at 43.
15 GERBER , supra note 5, at 239-41.
16 Thomas Biebricher & Frieder Vogelmann, Introduction, in THE BIRTH OF AUSTERITY 

GERMAN ORDOLIBERALISM AND CONTEMPORARY NEOLIBERALISM 
THOMAS 5-6 (BIEBRICHER & VOGELMANN EDS. 2017).

17 Wolfgang Fikentscher（著），蘇永欽（譯），國際政治之集團與獨占，45-
47(1981)。

18 Wolfgang Fikentscher（著），蘇永欽（譯），同上註，56。
19 GERBER , supra note 5, at 236-7; Anchustegui, supra note 12, at 144.
20 Josef Hien & Christian Joerges, Dead man walking? Current European interest in the 

ordoliberal tradition, 24 EUROPEAN L. J. 142 (2018).



第 2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586

歐盟競爭法的發展以及歐盟法院的解釋適用至今仍具重大影響
21
。現今歐盟運作條

約第101及第102條可溯自1057年羅馬條約第85及86條，雖有學者從條約的協商紀錄
（Travaux préparatoires）認為秩序自由主義的影響並不存在22

，但許多秩序自由主義

人士（例如Alfred Müller-Armack）皆影響或參與德國的協商行為，其主張較Eucken固
有所調整，但確實反映在羅馬條約第86條的內容23

。此外，秩序自由主義的許多主張

亦影響了歐盟法院對於條約的操作，包括歐盟競爭法的目的論
24
。又儘管秩序自由主

義以及其所影響之下的歐盟競爭法實務，遭受諸如過度傾向干預主義或是偏重行為形

式而怠於把握實際經濟效果等批評，仍有論者持續說明與澄清這些對於秩序自由主義

主張的誤解
25
。準此，歐盟競爭法今後是否會持續走向後芝加哥時代的美國主流，固

未可知，但秩序自由主義的傳統仍持續發揮其影響力。

（二）核心理念

1. 經濟憲法
秩序自由主義將社會理解為各種「秩序」的相互依存，例如政治秩序、法律秩

序、經濟秩序等，而認知、思考一個經濟或社會中正在發生作用的秩序及其特徵與結

構是秩序自由主義的首要任務，由此而生的政策即所謂「秩序政策」
26
。以經濟領域

而言，透過經濟數據及資料的解讀，Eucken認識到兩種不相容的基本秩序：分散的交
易經濟及中央計畫經濟，在前者之中最重要的元素即為競爭秩序，而只有競爭秩序能

夠確保一個繁榮且人道的社會
27
。

秩序自由主義認為競爭能夠產生有效率的結果，其理由與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相

同，惟認為「經濟秩序」有其相應的「法律秩序」，市場並非自然可以「自然」達成

有效率的資源配置，其背後須有法律提供平等的生產及消費自由、私有財產權、契約

自由及損害賠償等制度，對於市場參與者同時予以支持及管控，Böhm稱之為「經濟

21 Elias Deutscher & Stavros Makris, Exploring the Ordoliberal Paradigm: The 
Competition-Democracy Nexus, 11 COMPETITION L. REV. 181, 182 (2016); GERBER, 
supra note 5, at 232-33.

22 PINAR AKMAN, THE CONCEPT OF ABUSE IN EU COMPETITION LAW 59 (2012).
23 Peter Behrens, The Ordoliberal Concept of 'Abuse' of a Dominant Position and its Impact 

on Article 102 TFEU, https://ssrn.com/abstract=2658045, 6-13 (2015).
24 參見本小節第（三）部分。
25 Peter Behrens, The 'Consumer Choice' Paradigm in German Ordoliberalism and its 

Impact Upon EU Competition Law, Europa-Kolleg Hamburg, Discussion Paper No. 1/14, 
https://ssrn.com/abstract=2568304, 17-18 (2014). (Last visited on 17 Nov 2020)

26 Biebricher & Vogelmann, supra note 16, at 4-5.
27 Biebricher & Vogelmann, id.; Christian Ahlborn & Carsten Grave, Walter Eucken and 

Ordoliberalism: An Introduction from a Consumer Welfare Perspective, 2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197, 199-200 (2006); GERBER, supra note 5, at 2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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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Wirtschaftsverfassung; economic constitution），認係市場運作的構成性原則
（constituting principles），同時也是競爭秩序發揮作用的基礎所在28

。

Eucken並透過對於競爭秩序的觀察，認為交易經濟與經濟自由的作用，市場參與
者本身即有尋求獨占及避免競爭的傾向（競爭的自我毀滅面向），須透過國家法律定

義及維持「遊戲規則」，以確保競爭秩序，此為經濟憲法的管制性規則（Regulating 
principles）29

。

2. 競爭的民主連結
如前所述，秩序自由主義本於自由主義的理念，認為經濟秩序不只導致經濟上的

結果，也產生一定的民主連結（competition-democracy nexus），可分為消極和積極二
個層面：

30

(1)消極層面
威瑪時期的經驗顯示，自由放任的經濟體制下，由於國家未能維護競爭的「遊戲

規則」，私人經濟力量的集中導致競爭與經濟受到私人控制，從而具有凌駕他人權利

與自由的能力，並得以不當地將他人排除於市場之外。這種「競爭的自我毀滅傾向」

不但使市場機制失去「市民自治」的正當性，強大的經濟力且能夠轉化為政治力，而

作為利益團體虜獲（capture）政府機構（競爭法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進而危及民
主機制的程序公平性。更有甚者，在納粹體制中，經濟力的集中與競爭的消失，使市

場獨占者或卡特爾與國家之間最終產生相互控制與支持的關係，而走向集權的政經體

制。

(2)積極層面
相對而言，運作良好的競爭亦能對於民主體制的正當性形成正面作用。首先，

秩序自由主義從政治、社會與經濟秩序相互依存的觀點，證明經濟自由對於民主的重

要性：如果個別公民的經濟自主性受限，其也難以完全享有或行使政治上的基本權

利。從而，基於經濟自由不受壓迫對於公民平等行使各種自由權利的重要性，可以

導出：經濟自由的行使亦須以不妨害他人的經濟自由為其限度。此外，經濟力在公共

與私人部門的分散，一則可減低前述消極層面影響的風險，二則透過加強競爭機制，

可能間接促進政治自由與民主運作的正當性。第二，秩序自由主義認為，類比於政治

過程，競爭市場中的消費者選擇猶如市場表意的「票決程序」，市場參與機會的公平

性與由此而生的市場多元性亦能增加，而強化市場機制作為一種決策程序的正當性。

最後，秩序自由主義認同競爭對於促進社會整體福利，是最有效率的工具，能夠促

進整個體系運作的正當性。在此之正當性，係屬產出（output-oriented）或結果導向

28 Behrens, supra note 25, at 14-16; Behrens, supra note 23, at 17.
29 Ahlborn & Grave, supra note 27, at 201-2; Anchustegui, supra note 12, at 147.
30 摘錄自Deutscher & Makris, supra note 21, at 1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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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quentialist）性質，相對於前述二項正當性屬於投入導向（input-oriented）或具
本體價值（deontological values）。因此，秩序自由主義主張效率的追求須與經濟自由
和市場的平等參與機會相調和，且以不犧牲這些價值為前提，從而效率是競爭過程所

產生的附屬產品（by-product），並非終極目標。
3. 競爭秩序：觀點與競爭政策
(1)初始主張

秩序自由主義最原始的競爭政策出自Eucken31
，市場力量對於Eucken來說是

威脅競爭秩序乃至民主體制的存在，國家應該維持市場於「完全競爭」（complete 
competition）的狀態，亦即沒有市場參與者具有妨害他人參與競爭的市場力量。因
此，對於獨占事業的優先措施是加以拆解，若獨占屬不可避免（例如自然獨占情形）

而無法拆解，則由政府加以管制，並須使獨占事業皆以「有如完全競爭」的方式從事

營業（所謂as-if標準，具體而言即邊際成本定價）。至於寡占情形，Eucken認知到多
種可能情形：其可能過渡至獨占或集體獨占，而依前開方式處理，其亦可能因為競爭

機關的管制，而採取完全競爭下應有的競爭行為
32
。秩序自由主義將市場競爭行為區

分為「效能競爭」（Leistungswettbewerb; performance competition）及「妨害競爭」
（Behinderungswettbewerb; impediments competition）兩種類型，後者係以損害競爭者
的競爭地位為目標，並未增進自身競爭效能而阻礙對手發揮最佳效能之行為，例如杯

葛、忠誠折扣、掠奪性定價等，係在完全競爭下無法實施而應禁止之行為
33
。

(2)競爭自由（Wettbewerbsfreiheit; freedom to compete）
Eucken後續的秩序自由主義者提出，競爭法的目的在於保護競爭自由：藉由保障

事業參與競爭過程的自由，以維護競爭秩序，在歐盟法院採用此一主張的相關案例中

又稱之為「經濟自由」
34
。由於競爭自由以及競爭過程的保護，本身即為目的所在，

故此一主張與強調保護競爭係以促進福利為目的之結果取向思維，顯有出入。雖然

Eucken等秩序自由主義的草創者並未提及競爭自由的概念，但本文認為其可由前述核
心理念中導出，故雖有論者認為競爭自由的保護係源於海耶克等新自由主義者所主張

「競爭作為發現過程」的理論，而與秩序自由主義的理念不符――其對於競爭的保護

是出於競爭秩序本身，而非競爭者
35
，惟只要把握「保護（競爭者的）競爭自由」係

31 Eucken認為所有經濟政策的措施都有維護競爭秩序的功能，而構成競爭政策的一
環，其亦區分為「構成性原則」及「管制性原則」，前者除了Böhm提及的基本法
律制度以外，尚包括穩定的貨幣政策、不受國家或私人干預的開放市場、穩定的
經濟政策等。 Ahlborn & Grave, supra note 27, at 203-04.

32 Id. at 203-06.
33 Id. at 205; Lianos, supra note 7, at 25; Anchustegui, supra note12, at 155-56.
34 Lianos, id. at 24; Anchustegui, id. at 154.
35 Frank Maier-Rigaud, On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s of Competition Law –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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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競爭過程的工具性概念，雖非案件的決定性因素，但可作為利益衡量的因子
36
，

競爭自由仍可作為競爭秩序的一個必要條件。

(3)競爭概念的修正
秩序自由主義者受到海耶克的影響，體認到完全競爭的假設在現實世界並不存

在，諸如產品差異化及生產成本差異等因素的作用，導致實際上某種程度的市場力量

――漲價或是擴大自身市場份額的能力――不但隨處可見，而且正是競爭的前提所

在。也因如此，關於獨占，只要市場地位是合法取得、並非來自於結合之外部成長，

且未被濫用而傷害市場結構及消費者的選擇自由，本身並不能認為違法。準此，秩序

自由主義者放棄「完全競爭」，轉而採用「可運作競爭」的概念
37
。

另一方面，秩序自由主義者肯認海耶克「競爭作為發現的過程」之理論，更為強

調消費者與生產者在市場中的行動自由與選擇自由，藉以提供資源有效配置相關的資

訊，導引市場的運作。從而，市場集中度成為一個重要參數，如果非通常競爭行為導

致市場集中度降低，而損害生產者的競爭機會或消費者的選擇自由，即應認屬限制競

爭行為。對此或有誤認：秩序自由主義著重競爭者的保護，惟由上可知，秩序自由主

義者關心的仍為競爭過程本身
38
。

（三）歐盟競爭法的保護對象與適用範圍：秩序自由主義之影響

競爭法在歐盟的發展，係伴隨歐洲整合進程，作為一種調和各種發展效果的法

律工具，本身即帶有多元目的，俾使歐盟的民主社會能夠駕馭市場發展的各種負面影

響
39
。歐洲法院對於競爭法的目的，向來採取兼容並蓄的態度，其中也包括對於秩序

自由主義競爭觀的肯認
40
。例如在T-Mobile Netherlands案，其表示歐盟運作條約第101

條及條約的其他競爭規範「不但保護個別競爭者和消費者的立即利益，也保護市場結

構及依此而生的競爭」
41
。在Continental Can案，其亦表示條約第102條「不但是針對

直接損害消費者的行為，也是針對透過影響有效競爭結構而對之生損害者」
42
。

Political Freedom and the Freedom to Compete, in THE GOALS OF COMPETITION 
LAW 139-50 (Zimmer ed., 2012).

36 Lianos, supra note 7, at 26.
37 Behrens, supra note 25, at 18-19.
38 Behrens, id., at 21-23.
39 Conor C. Talbot, Ordoliberalism and Balancing Competition Goal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61 THE ANTITRUST BULLETIN 264, 264-66 (2016).
40 Deutscher & Makris, supra note 21, at 196.
41 Case C-8/08, T-Mobile Netherlands BV, KPN Mobile NV, Orange Nederland NV and 

Vodafone Libertel NV v Raad van bestuur van de Nederlandse Mededingingsautoriteit 
[2009] ECR I-4529, para 38.

42 Case 6-72, Europemballage Corporation and Continental Can Company Inc.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73] ECR I-215, para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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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自由主義背後連結的是政治自由與一定程度的社會正義，是以面對民營化、

全球化乃至數位經濟的一波波浪潮，受到秩序自由主義影響的歐洲競爭法學界持續發

展經濟效率以外的目的論，關注諸如環境永續、勞工權益乃至巨型數位平臺對政經體

制帶來威脅等公共政策議題
43
。

三、新布蘭迪斯學派

在美國，反托拉斯近年來不但成為媒體與政治的焦點之一：川普政權對大型媒

體和科技企業的譴責與司法部所執行的一連串措施，加上意識型態偏左的民間團體與

民主黨人士聯手倡議的反托拉斯改革運動
44
，於是「後芝加哥時代」的主流反托拉斯

專業社群，對於「民粹主義」挾帶了「從左至右」的政治及社會勢力捲土重來
45
，也

有重要的法律和經濟權威親自出手，雖對「新布蘭迪斯學派」的核心主張仍然嗤之以

鼻，但也承認美國的反托拉斯政策宜有執行上的調整
46
。

新布蘭迪斯學派為上述美國反托拉斯改革運動的要角之一，如後文所述，新布蘭

43 Anna Gerbrandy, Rethinking Competition Law Within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nstitution, 57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131-35 (2019).

44 Aurelien Portuese, Beyond Antitrust Populism: towards Robust Antitrust, 40 ECONOMIC 
AFFAIRS 237, 242 (2020).

45  所謂美國反托拉斯的民粹主義（Populism），係指稱帶有反菁英、反主流、反大
企業之性格，且主張競爭政策應有其社會及政治目標，源於十九世紀後期的美國
南方的農民政黨，其與鐵路工人等組織之複雜利益，曾對休曼法的立法產生一定
影響，且在後續實施一直都有是否休曼法的適用應考慮經濟力與政治力的聯繫等
較多元目標的爭議。See Portuese, id., at 237-38. 自芝加哥學派興起至今的多年期
間，反對反托拉斯與政治與社會目標脫勾者，雖非主流但仍持續發聲，例如前美
國聯邦交易委員會主委Robert Pitofsky在1979年即撰「反托拉斯的政治內涵」一
文；至2013年，Barak Orbach教授於Fordham Law Review主編的「反托拉斯目的之
追尋」（Antitrust’s Pursuit of Purpose）專輯中，所收錄的論文仍大抵在消費者福
利及效率為主、較中性的競爭，以及認為應考慮－非經濟因素的三個大方向中，
呈現各種更細緻的論述。See, e.g. Robert Pitofsky, Political Content of Antitrust, 127 
U. PA. L. REV. 1051 (1979); Barak Orbach, Foreword: Antitrust’s Pursuit of Purpose, 
81 FORDHAM L. REV. 2151 (2013). 90年代末期，論者以是否反對芝加哥學派為標
準，將Hovenkamp教授歸於「民粹主義者」，見張長樹，同前註4，7-13。時至今
日，Hovenkamp不但已成為美國反托拉斯法權威，且對於承續民粹主義的新布蘭
迪斯學派，挺身為後芝加哥時代中，基本上採納芝加哥學派理論預設的「新哈佛
學派」而辯，亦令人感到競爭政策思潮的遞嬗。See Herbert Hovenkamp, Whatever 
Did Happen to the Antitrust Movement?, 94 NOTRE DAME L. REV. 583 (2019).

46 Hovenkamp, id. at 624-28; Carl Shapiro, Antitrust in a time of populism, 6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714, 737-4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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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斯學派及認同其理念的論者中，共同主張應在於推翻芝加哥學派就反托拉斯之目的

與執行理念所建立的典範，而使反托拉斯回到布蘭迪斯大法官的核心關懷。本節首先

簡介新布蘭迪斯學派興起的背景與緣由，以便呈現其關於反托拉斯之目的與相關理念

及主張後，從主流觀點的回應中，分析其中有關競爭法目的之論爭，以及其與競爭法

分析方法及執行理念的關聯。

（一）從布蘭迪斯到「新布蘭迪斯」：背景與緣由

1. 休曼法之目的：從布蘭迪斯到柏克
在現代反托拉斯法出現之前，普通法上的壟斷（monopoly）係指王權所特許的專

賣權，而美國立憲時的反壟斷，是一種反特權、反階級的概念
47
。休曼法又被稱為反

托拉斯法（Antitrust Act），作為現代國家首部施行於全國而針對私人企業的反壟斷立
法

48
，其雖有標準石油公司等巨型企業所形成問題之背景，卻也是在小型製造商及農

民、鐵路工人等團體等多元利益交織之下而制定
49
。是儘管提案者休曼參議員在立法

程序中明確表示不能讓大企業藉由經濟上的統治而成為另一種意義的王權，呈現了所

謂民粹主義或經濟民主的思維，但由於立法過程已對其原提案大作修改，故仍有論者

認為尋找休曼法的立法原意乃是不可能的任務
50
。

在前述背景之下，休曼法模糊的法律文字乃在法院為主的實務解釋適用與學者論

述的互動之間，在多個時代開啟了不同的執法典範。在此不贅述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

反托拉斯各個執法時代的演變
51
，惟就本文所關注之競爭法目的而言，有論者指出在

芝加哥學派出現以前，有關美國反托拉斯執法的具體標準及其寬嚴，雖因時代背景、

經濟情勢及執政者的理念而有間歇性的變動，但大抵上不脫休曼參議員和布蘭迪斯

大法官所持對抗經濟力聚集以及產業集中化之立場
52
。直到出身於芝加哥大學的柏克

法官（Robert Bork）以及後續波斯納法官、經濟學家史迪格勒等人的倡議，開啟了芝
加哥學派的影響之後，美國的反托拉斯自此隨著聯邦最高法院對於相關理論之逐步採

認，而逐漸進入了以促進消費者福利為唯一考量的時代
53
。

柏克法官最具影響力且受聯邦法院採納的主張，即為「消費者福利」（consumer 

47 Steven G. Calabresi & Larissa C. Leibowitz, Monopolies and the Constitution: A History 
of Crony Capitalism, 36 HARV. J.L. & PUB. POL'Y 983, 984-85.

48 參見胡祖舜，競爭法之經濟分析，5(2019)。
49 Portuese, supra note 44, at 238-39.
50 See Portuese, id., at 239; TIM WU, THE CURSE OF BIGNESS: ANTITRUST IN THE 

NEW GILDED AGE 31-32 (2018).
51 就此的詳細說明，可參見胡祖舜，競爭法之經濟分析，2019年9月，第一章。
52 Daniel A. Crane, Antitrust's Unconventional Politics, 104 VA. L. REV. ONLINE 118, 

122 (2018).
53 Portuese, supra note 44, at 2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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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fare）乃休曼法之唯一目的。其在休曼法諸多混亂且彼此矛盾的立法資料中，獨
採其中有關保護消費者利益的主張，以遂其主張

54
。除此之外，柏克主張反托拉斯訴

訟的原告原則上應證明被告的行為造成消費者福利的損害（通常以市場價格上升判

斷）
55
，復以司法自制的理念包裝此一簡明的判準，相對於考量較多元目的反托拉斯

政策會增加執行上的不確定性（柏克認為會增加司法的恣意性），實務界採用其見解

的誘因相對較高
56
。同時，芝加哥學派透過「可競爭市場」及相對於「政府失靈」較

為可靠的「市場的自我修正功能」等概念，合理化發動反托拉斯措施門檻的升高，雖

然相關理論的預設及內容在「後芝加哥時代」受到產業經濟組織理論的質疑與修正，

但是並未變動其基本主張（例如仍以消費者福利為唯一判準）以及背後偏向保守的意

識型態
57
。

相對地，成為新布蘭迪斯學派精神標竿的布蘭迪斯大法官，其認為反托拉斯的

核心理念在於維護一個與民主相容的經濟體制，因此必須對抗大企業對於產業自由乃

至人性的壓迫，反托拉斯必須對抗產業集中、促進經濟民主
58
。布蘭迪斯為威爾遜總

統於1912年競選時擬定反托拉斯政策方針，對抗競選對手老羅斯福總統所提出由國家
主導壟斷企業的「新民族主義」（New Nationalism）觀點，並在威爾遜勝選後的任期
中協助使國會通過了克來登法及聯邦交易委員會法，再次確認並強化了美國的反托拉

斯體制
59
。布蘭迪斯的理念可能最具體顯現於由韓德（Learned Hand）法官主筆的美

國鋁業案，該案雖不否認當時占有全美鋁生產量90%的美國鋁業公司具有規模經濟的

54 WU, supra note 50, at 89-90. 多數學者似認為休曼法之立法背景及原意並非如柏克
所宣稱的單一，國會係透過模糊的法律文字授權法院藉由個案形成具體標準，而
Eleanor Fox教授認為真正的問題在於論者對於維護市場功能的前提認識和觀點不
同。SEE GELLHORN ET AL., supra note 2, AT 39-40 (2004); Eleanor M. Fox, Against 
Goals, 81 FORDHAM L. REV. 2157, 2159-60 (2013).

55 WU, id. at 88-89 柏克原所主張的「消費者福利」，為經濟學上「消費者剩餘」
（consumer surplus）及「生產者剩餘」（producer surplus）的總和，惟現今美國
通說所採認為休曼法目的之「消費者福利」，則僅包括「消費者剩餘」，反映
在具體案件的標準上，即視系爭行為是否導致價格上升或、產出減少或品質下
降，而判斷「消費者福利」是否受損。至於聯邦最高法院雖然引用柏克之論述，
並認促進消費者福利為休曼法的誡命，其內涵為上述何者，迄今仍不確定。See 
Hovenkamp, supra note 45, at 589-91.

56 WU, supra note 50, at 90-91.
57 胡祖舜，同前註48，17-18。
58 Lina M. Khan, The New Brandeis Movement: America’s Antimonopoly Debate, 9 

JOURNAL OF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 PRACTICE 131, 131 (2018); 
WU, supra note 50, at 33.

59 WU, id., at 74-77. 另參陳銘祥，「布蘭迪斯大法官─民眾的律師、社會的法官」，
月旦法學雜誌，第63期，16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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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且未認定有濫用市場力的行為，但以其高市占率本身為違法，且表示「偏好小

製造商體系」為國會的選擇
60
。布蘭迪斯反對公共及私人權力的集中，取其文集的標

題「大之詛咒」（The Curse of bigness），被新布蘭迪斯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Tim Wu
（吳修銘）教授引為其暢銷書之主標題，並表示欲復興其失落的經濟願景

61
。

2. 美國的市場集中化問題：數位巨頭的詛咒？
在前述反托拉斯政策成為政治與媒體焦點的過程中，媒體報導及有實證文獻顯

示，近年來美國罹於所謂「市場力問題」（market power problem）：市場集中度提高
（主要係金融、媒體、航空、電信以及Google、Facebook、Amazon 3個科技平臺），
在營運效率並無顯著提升之下，各產業中的事業大型化、同期間之成本加成（markup; 
price-cost margins）及利潤提高，並附帶造成工資水準成長遲滯、所得分配惡化62

。部

分論者認為反托拉斯機制的弱化是可能的原因
63
。

雖然產業集中度的成因是否反托拉斯的執行不力所致（抑或由於資訊科技等技

術進步有利規模經濟及資本投資），以及集中度的提高是否有害或達到應採取反托拉

斯改革的程度，甚至集中度的衡量是否以正確的市場定義為基礎，皆非無爭議
64
。然

而，另有研究顯示，美國公司利潤的GDP佔比在近年逐漸提高，且集中於少數產業領
導者，加上參進企業減少、生產力增長趨緩等趨勢，顯示市場中既有廠商可能正因進

入障礙而獲益
65
。

前述市場力問題及指向市場競爭弱化的現象，大致在1980年代開始發生，亦即芝
加哥學派開始影響美國反托拉斯的時期。新布蘭迪斯學派於是批評芝加哥學派之理論

及意識型態，使美國反托拉斯的執法走向消極，乃是造成前開問題的元兇，幾已成為

該學派論述的起手式（詳後）。

關於產業集中度的提高，部分學者認為是數位經濟的發展所致，而這又連結到新

布蘭迪斯學派的另一個論述重點：科技巨擘問題。該學派強調反托拉斯與民主制度的

連結，主張Google、Facebook、Amazon等數位經濟平臺在個別產業的獨大，受芝加哥
60 可參見胡祖舜，同前註48，15-16。
61 See LOUIS D. BRANDEIS, THE CURSE OF BIGNESS: MISCELLANEOUS PAPERS 

OF LOUIS D. BRANDEIS (FRAENKEL ED., 1934); WU, supra note 50, at 33.
62 See, e.g., Gustavo Grullon et al., Are U.S. Industries Becoming More Concentrated?, 

Swiss Finance Institute Research Paper Series N°19-41, https://papers.ssrn.com/sol3/
papers.cfm?abstract_id=2612047, 2 (2018). (Last visited on 17 Nov 2020); WU, supra 
note 50, at 15-21; Marshall Steinbaum & Maurice E. Stucke, The Effective Competition 
Standard: A New Standard for Antitrust, 86 U. CHI. L. REV. 595, 595.

63 See e.g., Gustavo Grullon et al., id. at 30-31.
64 Shapiro, supra note 46, at 717-31; Hovenkamp, supra note 4566, at 621-22; Portuese, 

supra note 44, at 243-46.
65 Shapiro, id., at 7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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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派影響的政府機關無法妥善論處，除傷害相關市場之外，尚會造成一般大眾在隱私

及資訊權利的危害，進而妨害民主機制的妥善運轉
66
。

（二）核心人物及其主要理念

新布蘭迪斯學派
67
的核心推動者為開放市場研究所（Open Market Institute，創

辦人暨所長Barry Lynn為記者出身），以及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吳修銘與Lina 
Khan68

。在猶他大學經濟系2019年10月25日舉辦的「反托拉斯的新未來？」（A New 
Future for Antitrust?）研討會中69

，The New Brandeis School in Antitrust場次的報告人之
一Daniel Crane教授對其他「新布蘭迪斯學者」問道：「你們實際上究竟有什麼和現有
反托拉斯政策相異的主張？」似質疑其盡批評之能事，但未有明確的建議。嗣後，該

場次主持人猶他大學經濟系教授Marshall Steinbaum、Tim Wu及Lina Khan共同發表了
「猶他宣言」（The Utah Statement），陳列其具體訴求及主張70

。Crane教授該場次的
論文係發表於2019年12月的Antitrust Bulletin期刊，其所針對的「新布蘭迪斯學者」包
括Tim Wu、Lina Khan及Fordham法學院教授Zephyr Teachout 3人。

基於本文篇幅及寫作目的，以下先從前述學者的相關著作，並參考猶他宣言，歸

納其有關反托拉斯目的及分析方法之理念後，再旁及於前述反托拉斯改革倡議中理念

相通且有具體建議的文獻，以作為進一步分析之對象
71
。

66 WU, supra note 50, at 15; Zephyr Teachout & Lina M. Khan, Market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Law: A Taxonomy of Power, 9 DUKE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 PUBLIC POLICY 37,46-52 (2014).

67 亦有貶抑者稱之為新民粹主義（New popul ism）、文青反托拉斯（hipster 
Antitrust）。關於布蘭迪斯學派興起背景的簡介，可參見Peter Coy, How ‘Big Is Bad’ 
Has Become a Big, Big Deal,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10-26/
how-big-is-bad-has-become-a-big-big-deal (2020). (Last visited on 17 Nov 2020)

68 Lina Khan在2017年發表於耶魯法學評論的首篇學術文章，即係批判現行芝加哥
學派典範下的美國反托拉斯機制，無法回應Amazon所採掠奪性定價及垂直整合
而破壞競爭機制的行為，掀起學界的議論。See Lina M. Khan, Amazon's Antitrust 
Paradox, 126 YALE L.J. (2016).

69 該研討會議程及錄影可參見：https://economics.utah.edu/antitrust-conference/
schedule.php。（最後瀏覽日：2020年11月17日）

70 關於「猶他宣言」的發表經過，可參https://attheu.utah.edu/facultystaff/what-is-the-
utah-statement/，內容參見https://onezero.medium.com/the-utah-statement-reviving-
antimonopoly-traditions-for-the-era-of-big-tech-e6be198012d7。 （最後瀏覽日：2020
年11月17日）

71 前述研討會場次另一發表人為開放市場研究所法務長Sandeep Vaheesan。其他曾表
贊同該學派或理念相近之論者包括：猶他大學經濟學教授Mark Glick、田納西大學
法學院教授Maurice E. Stucke以及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
Marc Jarsu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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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托拉斯作為鞏固民主的手段
(1)經濟民主的概念

吳修銘教授「大之詛咒」一書的目的在於回復布蘭迪斯大法官的經濟願景：布蘭

迪斯所持「經濟民主」的理念，抱持對於人性的終極關懷，而關注經濟對於個人人格

與國家精神的影響，且認為產業集中於巨型企業與民主的本質及人民經濟生活的條件

是不可切割的
72
。

(2)「大」是一種詛咒
新布蘭迪斯學派從多個角度說明產業集中所產生對於民主的弊害。首先，引用

「集體行動的邏輯」理論，當主張產業利益集中於少數人，其相對於分散而難以整合

的交易相對人（例如中產階級），較能夠自我組織並投入資源進行產業遊說，從而能

夠虜獲相關政府機關，影響公共政策後獲取相關利益後進行分贓。對於此種私人經濟

力量集中對於民主體制的威脅，反托拉斯法就是最後的制衡手段
73
。

新布蘭迪斯指出，當一個事業的規模不斷擴大，越過了「規模經濟」的產量之後

即會形成「規模不經濟」，即規模越大而平均成本越高。此時，企業繼續增大的誘因

來自於能夠操作其經濟力與政治力：包括（獨自或聯手競爭者）抬高價格、提高進入

障礙、投注政治資源以影響媒體、輿論以及租稅、補貼、政府的人事與政策，甚至在

勞資關係中擁有更大的談判力量
74
。

另一方面，集中化的產業更易受國家掌控，走向法西斯主義的另一種危險，此曾

助長納粹的權力，也是1950年「反結合法」（Anti-Merger Act）所欲防範的75
。

2. 下架芝加哥學派
幾乎所有新布蘭迪斯學派的文獻都將芝加哥學派指為美國產業集中化及反托拉斯

弱化的罪魁禍首，其主要批評有三：

(1)曲解休曼法的目的
如前所述，柏克法官對於休曼法立法原旨的解讀，使多數學說及實務見解背離了

反托拉斯保障民主體制及經濟自由的目標。採用消費者福利的其中一個動機，在於芝

加哥學派主張，經濟學工具能透過此單一目標的操作，提高反托拉斯法的決策穩定度

和可預測性。實則，消費者福利和經濟學工具並未能夠發揮此等功能，反托拉斯實務

是透過推定行為合法而由原告負舉證責任的「合理原則」，形成多數被告勝訴的「穩

定」結果
76
。

72 WU, supra note 50, at 33.
73 See WU, id. at 56-58; Teachout & Khan, supra note 66, at 72-74.
74 WU, id. at 68-73; Teachout & Khan, id. at 41-60.
75 WU, id. at 79-80.
76 Lina M. Khan, The End of Antitrust History Revisited, 133 HARV. L. REV. 1655, 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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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自由市場的誤信
芝加哥學派將其理論假設當成事實：認為獨占者因受到潛在競爭者的威脅，無

法採取超額利潤的定價，亦無排除現有競爭者的誘因
77
；縱使短期內市場存在進入障

礙，長期亦將自我修正為充分競爭的配置，相對而言，政府措施介入的錯誤則無法自

我修正，反而造成市場機制的不當限制，從而，相對於政府錯誤介入原本有效率的行

為反而可能創造市場力，怠為糾正市場行為所造成的不效率較不嚴重，蓋市場終將自

我修正為有效率的狀態
78
。其對於自由市場功能的誤信，也導致法院課予並提高訴訟

原告或行政機關的舉證責任，牴觸了休曼法及克來登法等法的精神。影響所及，近年

除卡特爾以外的反托拉斯案件數量大為減少，且除微軟案之外幾無大型獨占案件
79
。

(3)分析方法導致執行偏誤
由於消費者福利標準在執行上偏重於價格的觀察，使機關和法院傾向於靜態價

格競爭及生產效率的分析，而避免動態競爭效果以及競爭對於價格以外的因素的影響

（例如隱私權、弱勢群體歧視、品質、市場瓜分以及消費者選擇機會等）
80
。

3. 重塑反托拉斯之目的及執法標準
新布蘭迪斯學派承接布蘭迪斯大法官對經濟結構與產業民主對於社會各層面影響

的關懷，對於市場競爭所影響的面向關懷甚廣，幾乎對於所有受市場行為影響的利害

關係人（stakeholders），皆認為其應受某程度的保護，例如消費者、勞工、競爭者、
上下游廠商乃至個人自主與福祉、經濟分權以及經濟機會的公平等等

81
。這不但是其

批評消費者福利的觀照面向過於狹隘的原因，其也據此主張應保護「競爭」本身，以

達到前開法益的保護，且私人力量的分散應是主要的目標
82
。新布蘭迪斯並強調，市

場競爭並非「自然」形成的狀態，市場是由法律所建構，而競爭並非僅聚焦在消費者

剩餘就能得到確保的
83
。

(1)聚焦於保障競爭過程
在前述目的下，新布蘭迪斯對於競爭的保障，不但不要求考慮消費者福利，且實

際操作上會及於所有「市場參與者」，包括消費者、勞工與競爭者。舉例而言，具有

單方影響市場能力的事業，若以排除競爭者或維持市場力的目的，持續進行掠奪性定

76 (2020); WU, id. at 135-36.
77 WU, id. at 106.
78 Khan, supra note 76, at 1669; Steinbaum & Stucke, supra note 62, at 589-99.
79 Steinbaum & Stucke, id. at 596 & 599.
80 Steinbaum & Stucke, id. at 616; Khan, supra note 68, at 721.
81 Steinbaum & Stucke, id. at 600-02; WU, id. at 40.
82 WU, id. at 136. Steinbaum 和 Stucke兩位教授稱之為「有效競爭」標準（effective 

competition standard）。 Steinbaum & Stucke, id.
83 Steinbaum & Stucke, id. at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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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時，不須要求其能否在未來漲價回收利潤，即已構成對於競爭者的傷害，而屬限制

競爭的違法行為
84
。

(2)推定違法取代合理原則
隨著競爭保護標準的擴張，法院應體認反托拉斯法所追求的多元價值，惟

對於合理原則等利益衡量之複雜化，可能導致錯誤、不確定甚至利益團體的捕捉

（capture），其則提倡轉向事前制定規則推定違法行為，以取代個案衡量的作法。如
此亦可改善現行反托拉斯實務已成為「數據密集」且程序過於昂貴而使原告怯步的狀

況，降低個案執行成本
85
。

(3)全面緊縮結合審查
為回復克來登法第7條在初期防止市場力量累積的功能，鑒於美國現行結合訴訟

中係由執法者舉證結合的限制競爭效果（通常藉由對價格的影響），造成執行效果不

彰。是新布蘭迪斯主張，只要結合涉及一定程度的集中度增加，或參與結合事業已經

具有顯著的市場力時，應由結合事業證明其不具限制競爭效果，並應考慮對於上游事

業及勞工等市場參與者之影響，如無補償機制，則不能假設該影響會與下游市場所生

效率相互抵銷
86
。

4. 小結：新結構學派？
由上述主張觀之，新布蘭迪斯之主張為透過「競爭過程」中參與者的保護，而

保護競爭的「過程」及（市場）「結構」，進而維護所謂產業自由
87
。從而，保護市

場競爭的結構與過程本身即是反托拉斯的目的，反托拉斯之分析從市場競爭的「結

果」，轉而針對市場行為是否產生進入障礙、市場瓶頸或其他傷害市場參與者或增加

市場優勢的作為――即所謂市場競爭的結構面與程序面
88
。相對於從前的結構學派，

針對市場結構之原因係認此影響市場行為及績效，新布蘭迪斯關注競爭的結構與程

序，卻自始以之為保護的對象，蓋傷害競爭的結構與程序之行為，即屬傷害競爭。最

直接改變市場結構之行為就是結構矯正措施，或許這就是該學派偏好此種措施的原

因
89
，是本文認為或亦可稱之為「新結構學派」。

84 Steinbaum & Stucke, id. at 605-08.
85 Steinbaum & Stucke, id. at 619-21.
86 Steinbaum & Stucke, id. at 609-10.
87 Khan, supra note 68, at 737-43.
88 Khan, supra note 68, at 744-746. Khan, supra note 58, at 132.
89 Steinbaum & Stucke, supra note 62, at 617; WU, id. at 1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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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費者福利與競爭過程：理念或路線之爭？

Hovenkamp教授主張，近年來對於反托拉斯的檢討聲浪的根源，在於反托拉斯
的專業化，其解方也只要針對所引發執行上的弊病加以調整即可，現行由「行家」

（cognoscenti）掌舵反托拉斯並無理論上的瑕疵可言，但卻可能受到極端政治的危
害。

Hovenkamp教授認為消費者福利的目標――透過競爭使市場提供最高的品質、產
量，由此產生更低的價格――提供了一個理論上可資運用的量尺。相對而言，民粹主

義所主張的目標，諸如控制政治力、財富均等化或保護小企業等，都是難以評估且在

個案措施的效果上可能互相衝突，將使執法者無所適從
90
。相對而言，新布蘭迪斯學

派則主張，芝加哥學派提倡的消費者福利，聲稱在執行上較為明確，但在實際上並非

如此，對於市場行為效果在個案上的衡量極其複雜，使得芝加哥學派的承諾落空
91
。

新布蘭迪斯學派指出，消費者福利的模型使法院過度著重於短期的價格效果，而

未能審究長期的、價格以外的變項
92
。對此，Hovenkamp教授則認為，任何講求證據

的反托拉斯程序都會面臨長期變項難以處理的問題。舉例而言，雖然許多理論模型可

以說明為何優勢地位事業可透過掠奪性定價，在長期導致高於競爭價格的結果，但實

務上所採的Areeda-Turner test僅針對短期價格，實出於事實調查上的限制以及對於證
據的正當程序要求，而與消費者福利的目標無關

93
。

從掠奪性定價的例子，可以進一步釐清各學派之間的差異。Hovenkamp教授說明
了芝加哥學派與新哈佛學派的差異：前者認為掠奪性定價是不理性而幾乎不可能成立

的，對於這種降價行為最好的處理方式就是認定其當然合法，但實務所採的新哈佛學

派則認為，若有機會回收利潤，該等行為就是理性的，故以短期邊際成本或平均變動

成本作為標準
94
。至於布蘭迪斯學派則是關注掠奪性定價對於競爭結構的傷害（例如

競爭者的機會是否因為進入障礙的提高而減損），並非以消費者福利是否減損作為違

法的判斷基準，因此其可以參採的變數較多（例如只要具有市場優勢地位，並採取單

純排除競爭者或是提高進入障礙的措施，即可採認非價格的因素認定違法），一方面

固然可能降低證明違法的證據門檻，但可納入考量的價值面向一旦擴張，自然也可能

增加判斷過程及決策結果的不確定性。

對於Hovenkamp教授而言，「行家」的反托拉斯堅持正當程序、講求證據，由
於反托拉斯訴訟的原告通常需負舉證責任，以致會出現系統性的阻卻不足，只要調

90 Steinbaum & Stucke, id. at 620-23.
91 Khan, supra note 76, at 1675-76.
92 Khan, supra note 68, at 710.
93 Hovenkamp, supra note 4566, at 593-94.
94 Hovenkamp, id. at 6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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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舉證責任的分配即可適當調整（例如在結合管制的情形，降低推定違法的集中度

門檻）
95
。但新布蘭迪斯學派所關心的，應是消費者福利標準背後所隱含的意識形態

――把市場自我修正功能從假設昇華至信念。其認為芝加哥學派對於市場運作的想像

過於簡單而美好，於是做了過多「相信市場」的推定，相對地認為執法者的錯誤無法

「自我修正」而較為嚴重。其結果，大多數的行為採取「合理原則」審查，並將過多

的舉證成本加諸於政府或民事訴訟的原告，經濟上的舉證要求也造成訴訟成本高昂。

另一方面則致對於傷害「競爭者」的行為視而不見，僅要求市場的結果並非不利消費

者，而布蘭迪斯學派則引用1988年第九巡迴上訴法院Hasbrouck v. Texaco案，認為「對
於競爭的傷害必然至少包括了對於某些競爭者的傷害」，而競爭就是「由競爭者之間

的敵對關係所構成」
96
。

支持消費者福利標準的哈佛大學法學院Einer Elhauge教授，贊同新布蘭迪斯學派
前述指摘：舉證責任過度偏袒被告，造成程序成本過高，以及反托拉斯有系統性的執

行不足。與Hovenkamp教授不同的是，Elhauge教授認為反托拉斯太過專業，而使一般
人民甚至法官都無法理解，導致反托拉斯的執行無法獲得公眾支持，是執行不足的原

因所在。因此，其認為解決之道在於，反托拉斯應該更加倚賴「當然違法」的法則，

而反托拉斯的專業應該致力於形成易於理解的法則，讓法官及陪審團更容易理解那些

法則在多數情況能夠極大化消費者福利
97
。

Elhauge教授所指出強化反托拉斯的「路線」，其實與新布蘭迪斯學派有共通之
處：必須藉由適用相對明確的法則（rule），減少透過較模糊的標準（standard）進行
「合理原則」審查的情形，以簡化限制競爭行為的證明方法，並減少其程序成本及不

確定性。然而，Elhauge教授認為消費者福利作為目標沒有問題，僅需調整其適用形
式，布蘭迪斯學派則是從實質面下手，納入保護更多的「法益」，俾利法則或標準的

形成與明確。

本文認為，消費者福利標準在執行上所觀照的面向不足，應該才是重點，因為其

從競爭的結果判斷行為的合法性，由於涉及結果的預測，其困難及不確定性才是「法

則」無法形成的原因。以Hovenkamp教授為代表的新哈佛學派，其實已經盡力透過較
為明確的標準（例如Areeda-Turner test），減少執行面的困難，也緩和了芝加哥學派
的保守意識型態，而舉證責任的分配雖然重要，但無法根本解決問題，且似乎只是把

95 Hovenkamp, id. at 626-28.
96 Lina M. Khan, The Ideological Roots of America's Market Power Problem, 127 YALE L.J. 

F. 960, 973 (2018). 
97 John Briggs, “An Interview with Einer Elhauge”, 6th Bill Kovacic Antitrust Salon: 

Where is Antitrust Policy Going?, https://www.concurrences.com/IMG/pdf/gwu_2018_-_
speakers_interviews.pdf?54267/e1c062016b68dc04788f5b88dffc295cbadf78ef (2018). 
(Last visited on 17 Nov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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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轉移到其分配的準則。總之，相較於民粹主義的多元利益標準，消費者福利較為

「明確可操作」的說法，似已難以成立，至少可說雙方各有所擅。

有關反對「經濟分權」、「產業自由」、「維護民主」等價值作為違反托拉斯目

的，另一個從「實質面」出發的理由為：相較於其他法律和政策工具，反托拉斯較不

適合達成這些政策目標
98
。例如：關於巨型企業對民主的威脅，應從政治獻金管制、

反貪機制及公民權保護等政策著手，對於工資與所得問題應循就業及所得重分配政策

處理，對於勞工的壓迫有勞工政策更適合解決問題等等。上述說法固有其理，但似未

能正面回答：既然休曼法乃至後續立法的立法原旨未能完全排除前述「消費者福利」

以外的價值，其究竟是否屬於反托拉斯政策的一環？受保護的範圍及方式為何？欲回

答這些問題的答案，應尚須探討市場競爭如何影響這些價值的實現，以及前述公共政

策工具如何與市場機制互動等議題。 

四、比較評析

經以上介紹，不難發現二學派接從政治與經濟相互依存，以及市場競爭須在法

律所建構與維護的制度之下運作的理論預設之下，開展其競爭政策。其核心精神皆在

於個人自由及自主，雖各有所著重之面向，惟彼此並不矛盾，且在時代發展上一前一

後，實有可互補之處。本小節比較及評析二學派對於競爭法之目的論後，再回頭檢視

我國公平法之立法體系與若干實務操作。

（一）競爭與民主

新布蘭迪斯學派對於民主，係以布蘭迪斯大法官維護個人自主以及小企業得以發

展的產業自由為基底，加以關於經濟力量與政治力量聯繫之新進研究，而秩序自由主

義則是從威瑪及納粹時代的經驗出發，而發展了對於經濟秩序的獨特觀點。

二者的共通點，在於認為競爭政策應該作為私人經濟力量的制衡，對於產業的

集中化應採取一定的預防或管制措施，主要表現在其對於結合的嚴格觀點以及結構矯

正措施的肯定態度。然而，新布蘭迪斯有關經濟民主與經濟分權的主張，其理論圖像

似仍不夠清晰，仍須再觀察其對於結合審查標準之具體主張。秩序自由主義所提出消

費者選擇作為經濟運作的「票決程序」，對於所謂的「經濟民主」則有一定的啟示作

用。具體而言，消費者對於產品及服務的選擇與消費行為，如同生產者的生產決策

行為，都會影響社會中有關環境、勞動、食品安全或資訊平臺使用者的資訊隱私等公

益，在具有外部性、規模經濟、網路效應等經濟因素運作的情形尤其如此，凡此都是

所謂市場機制的一部分。然此一「經濟票決」之比擬在競爭法上的具體意義為何，可

能須在具體經濟領域及個案上，考慮競爭政策與公共政策介入經濟自主運作的程度與

98 Shapiro, supra note 46, at 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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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的互動關係，從事更進一步的研究。

（二）競爭法之目的論

1. 經濟自由作為競爭秩序的一環
秩序自由主義所謂「競爭秩序」的基礎在於「經濟自由」，主要包括生產者的

「競爭自由」以及消費者的「選擇自由」。而新布蘭迪斯學派所謂「經濟自由」則表

現在對於競爭結構及產業民主的保護，具體而言則是經濟機會的公平，也包括競爭自

由在內。由此觀之，新布蘭迪斯對於反托拉斯法之目的設定自可能較秩序自由主義為

廣。

必須強調的是，二者均非拒卻效率在競爭法上的地位。秩序自由主義認為效率是

競爭秩序之所以能夠實現及正當化自由社會的重要手段，但是經濟自由以及競爭秩序

與民主體制彼此相維，其本身即是目的，而效率只是手段、是競爭秩序所生的「副產

品」。布蘭迪斯學派雖未對於效率的重要性多所著墨，但也是強調對於競爭過程之保

護自然會帶來有效率的結果。差別在於，秩序自由主義將效率納入民主正當性的元素

之一，只是其考慮須劣後於經濟自由。

2. 保護對象之議題：「競爭者」或「市場參與者」 
雖然二個學派都強調對於競爭的保護，但是從上述經濟自由定義的廣狹，在操作

上會產生重要的差異。新布蘭迪斯學派認為，對於競爭過程的保護應及於所有的市場

參與者，包括消費者、上下游競爭事業以及勞工之經濟自由與機會公平等利益，並以

私經濟力量的分散為其目標。在具體操作上，如此寬泛的保障目的似可能陷於保障範

圍過廣或違法標準難以形成的困境。惟其強調觀察市場行為對於市場結構及進入障礙

等競爭過程要素的傷害，似仍以競爭自由及市場競爭性的維持為首要任務。

反觀秩序自由主義則以競爭自由作為競爭秩序的核心，雖亦強調消費者的選擇自

由，但其意義於存在競爭自由而確保市場多元性之前提下，應在於確保生產及消費不

受國家干預，俾利個體自由選擇以得出有效率的市場結果。值得一提的是，二者對於

競爭自由的保護，其目的都是維護競爭過程，此亦從秩序自由主義強調「效能競爭」

及「妨礙競爭」的分野可資說明：在前者情形並無限制競爭問題；在後者情形，保護

競爭者即等同保護競爭。

3. 競爭法的保護範圍與利益權衡：以競爭自由為核心 
無論是秩序自由主義、新布蘭迪斯學派甚至芝加哥學派，都會聲稱「競爭」是

其所保障的核心價值，惟差別在於其保障途徑及終極目的為何。前二者都以競爭者的

競爭自由（事業參與競爭的機會）作為競爭的核心事項。秩序自由主義並將經濟自由

與其他經濟相關因素（例如效率、市場多元性或競爭者以外市場參與者之其他福祉

等），給予輕重不同的利益權衡權重。此外，相對於消費者福利標準係以競爭行為的

效果為斷，秩序自由主義以傷害競爭自由所涉程序性價值之行為，因其損害競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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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已經明顯，因此不必再證明其限制競爭效果，除非行為人能證明可達成其他更

為優越的價值（redeeming values），否則即屬違法。準此，秩序自由主義的論理作為
歐盟法院所採「目的限制競爭」（restriction by object）的理論基礎99

。

如前所述，新布蘭迪斯學派所提出的「有效競爭標準」也提出「違法推定」

（presumption of illegality）的作法，加以支持消費者福利標準的哈佛大學Elhauge教授
認為應該增加以理論形成規則的當然違法操作（per se rules），似可看出競爭法改革
有「回到規則」的傾向。

4. 秩序自由主義在我國法之繼受與發展
(1)立法經過與立法目的之探討

公平法在廖義男教授所擬草案第1條原規定：「為維護有效之營業競爭秩序，確
保營業競爭行為之自由及正當，促進國民經濟之繁榮及安定，並保護市場上競爭之企

業、交易之相對人、以及消費者大眾之利益，特制定本法。」就「維護有效之營業競

爭秩序」及「保護市場上競爭之企業、交易之相對人」部分，似有濃厚之秩序自由主

義色彩。惟最後通過之條文將「競爭秩序」改為「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並

列，並刪去「保護市場上競爭之企業、交易之相對人」，雖已不易確認是否不欲採取

秩序自由主義之觀點，但該法通過之實體規範則大致相同。

如前所述，立法之後我國學說對於第1條之解釋方向容有爭議。惟結合審查之內
容係「整體經濟之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而聯合行為許可之要件係「有

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且包括促進中小企業經營之規定。凡此設置延續至今，

均顯示我國法制並非僅採消費者福利作為唯一之目的。至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可參照民國104年2月4日施行之同法第20條第3款，對於「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
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之規定，學說及實

務亦認為適用上毋須考量消費者福利
100
，應屬藉由保護競爭自由而維護競爭秩序，消

費者充其量為間接、或有地受到保護。

由上可見，我國法制之立法目的雖兼容並蓄，且及於「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

榮」，惟在體例上帶有秩序自由主義之色彩。

(2)相關實務操作
按秩序自由主義理解下之競爭秩序，以競爭者之競爭自由及消費者之選擇自由為

核心，我國實務上結合審查對於「整體經濟利益」之操作，即包含此等競爭秩序之內

涵。以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線電視相關事業之規範說明第6點為例，「數位匯流發

99 Deutscher & Makris, supra note 21, at 205-06.
100 至於該條文所參考之德國法規定，以保護受處罰者之競爭事業為目的，更為明
確。參見王銘勇，「論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行
為」，公平交易季刊，24卷4期，3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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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與競爭」及「跨平臺產業之競爭」屬於「競爭自由」，「提供消費者多元選擇」及

「節目內容多元化」則屬「選擇自由」之範疇，而以上均為審酌「整體經濟之利

益」時，予以著重考量之要素。

五、結論

平心而論，競爭法之目的為何，應反映各國社會對於市場經濟運作所追求，

以及在該過程中所欲維護及保存之價值
101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自身及國際施

行的經驗中，對於競爭法制與市場表現之間關係的認知，也會影響目的之選擇。

美國反托拉斯的重要法律學者Herbert Hovenkamp及經濟學者Carl Shapiro，對於新
布蘭迪斯學派不約而同提出的質疑是：以非經濟效率之目的操作反托拉斯法將會

損害競爭，導致更高的價格或較低的品質及產量，甚至以經濟發展作為代價
102
。

相對於現今著重於競爭結果之消費者福利標準，秩序自由主義及新布蘭迪斯學派

皆以保護競爭自由及市場結構為首要之務。至於競爭結構與競爭結果乃至經濟表

現之間的關係，究竟支持何者之說法，則有待實際資料之檢驗。

我國公平法係因應貿易國際化以及新自由主義的浪潮而生，惟在體例上帶

有秩序自由主義色彩，法制發展上也與歐洲較為相近。施行近三十年以來，在發

展上兼受歐美法制及思潮之影響，且歷經自由化與全球化的洗禮，我國逐漸走向

巨型企業與中小企業併存的經濟體
103
。值此歐美政經體制皆面臨全球與區域經濟

整合盛極而衰之時刻，歐盟競爭法原欲與美國法接軌，卻漸呈自主發展之勢，而

美國因經濟情勢，同時出現檢討芝加哥學派典範的聲浪。就秩序自由主義之發展

而言，就憲法基本權相關規定與公平法制之實踐非無一定之基礎，且有深化的空

間。從而，我國競爭法似宜持續觀察歐美法制演進，因應自身政經體制，審度法

制之目的及發展方向。

101 Ariel Ezrachi, EU Competition Law Goals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Oxford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 17/2018, https://ssrn.com/abstract=3191766, 19 (2018). (Last 
visited on 17 Nov 2020)

102 Hovenkamp, supra note 4566, at 620; Shapiro, supra note 46, at 745.
103 參見林宗弘、胡伯維，「進擊的巨人：臺灣企業規模迅速成長的原因與後果」，
載：李宗榮、林宗宏主編，轉型中的臺灣經濟與社會，258-260(2017)；謝斐宇，
「從頭家島到隱形冠軍：臺灣中小企業的轉型，1996-2011」，載：李宗榮、林宗
宏主編，轉型中的臺灣經濟與社會，34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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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can be observed from the evolution of competition policies tha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re always induced by different ideological trends. And the goal of competition 
law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eternal issue. Recently, theories that makes contrast to the 
Chicago School, which takes economic efficiency or consumer welfare as the core, if not 
only, goal of competition law, are gradually converging and gaining clout. In Europe, 
Ordoliberalism, in which the German Freiburg School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has offered 
critical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EU competition law. Basing its theory on economic freedom, 
though Ordoliberalism is not totally against perspectives from the Chicago School, it places 
emphasis on considering more factors than economic efficiency or consumer welfare in 
competition law. On the other hand, the U.S. sees the New Brandeis School, which has 
aimed to overthrow the paradigm of the Chicago School and been unignorable in American 
antitrust� law,�after�nearly�ten�years�of�reflection�on�the�gradual�concentration�of�economic�
power in the titan enterprises. It is their opinion that the original intent of Sherman Act 
is to be restored and the oppression by the gigantic businesses to the democratic society 
and political economy to be countered. This contribution hopes to add new momentum to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mpetition policy by studying related theoretical literature and 
conducting comparative analyses. 

Instead of sheer coincidence, the similarity or convergence of perspectives between 
Ordoliberalism and the New Brandeis School should be deemed to be resulting from the 
insufficiency�of�the�only�resort�of�the�Chicago�School�to�consumer�welfare�with�thoughts�that�
“let the economic be economic” and overlook the real impacts on various societal aspects 
caused by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Ordoliberal conception of competition, which has its core 
of economic freedom, is linked to political freedom and, to certain extents, social justice. And 
for the New Brandeis School, which based its fundamental theory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the scope of competition policy naturally stretches beyond 
so-called�economic�efficiency.

After introducing the aforementioned thoughts on competition policy, this article will 
conduct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etition 
and democracy, how competitive freedom is situated at the core of competition policy 
and influences practical legal application. Examples in our legislative process, academic 
discourses, and legal practice will also be provided to demonstrate the Ordoliberal 
influence�herein,�and�the�fact�that�reflection�of�competition�policy�in�this�contribution�is�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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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nsiderable but worth further in-depth research. 

Keywords: consumer welfare standard, economic analysis, economic freedom, German neo-
liberalism, Chicago School, Sherman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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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牛曰正（東海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

本文章聚焦在競爭法目的，從近年來討論及發表的文獻而言，是較為特別的、

值得大家關切的內容，本文就非經濟的效率因素對於競爭法適用上到底有何種意義，

這樣的議題本人長久以來都有所關注，在閱讀過程中得到相當多的啟發。在閱讀文章

的過程中，我發現秩序自由主義跟新布蘭迪斯學派主要關切的重點在於獨占跟結合管

制，相較之下對於聯合行為的規範觀點討論相對稀少，可能與近年來Google新興數位
平臺崛起所產生執法相對不足的現象有所關係。

競爭法規範主要目的為何？就我的觀點而言，我認為可以從行為本身與競爭法所

要保護的行為，或許它影響了市場、勞工權益、或它侵害了其他法益的時候，公平法

應該要介入的觀點來進行規範。換一個角度來說，若是做為行為的正當理由，何種理

由應作為公平法判斷正當性的理由？這是不是也可能是一種公平法規範目的的考量？

我從前在做相關研究時，對於非經濟的正當理由是較為好奇，而文章對公平法規範、

保護的對象包含什麼範圍，比較有趣的地方在於文章後面，談到外國法認為利益衡量

的標準，在操作之下相對不甚恰當，外國也有許多文章在討論合理原則的運作，是不

是最後都變成保護被告的方式，但是在這樣的觀點之下也如同作者所提到的，就把此

種結論轉成應採取更多的當然違法原則或推定違法的判斷標準。規範模式的轉變從目

前的實務運作是否有足夠的背景支撐？我個人持較為懷疑的態度，而且實際上若要採

取推定違法或當然違法的觀點，是不是會犧牲某些行為背後所可能產生的正當理由考

量在個案當中適用的可能性，而必須由事業自行舉證其正當理由存在，如此的舉證責

任分配在競爭法上是否合理，值得未來做更近一步的討論。

在文章中有提到歐盟法的發展過程中，有一些秩序的自由主義在立法的過程，乃

至於個案中具體被應用的案例，但我認為實際上在做判決分析時，事後分析法官裁判

使用的文字，並不等同於法官於個案中採取的觀點，實際上法官在案件中是否真的明

確是表達這樣的一件事，以及它實際上採取這樣的解釋觀點，對於個案的影響是否真

的這麼顯著，是我們在探討判決是否採用秩序自由主義時可以進一步思考的問題。特

別是提到T-Mobile的案件，它是涉及到第101條，其所涉及的爭點並非獨占或結合管
制，但卻出現秩序自由主義的色彩，那跟後面提到有關獨占的問題，在脈絡上是否具

有一致性，這是可以再進行確認的地方。另外一個是，公平法立法的過程當中，在廖

義男老師起草的條文之中，提及「秩序」相關文字，以及後來變成現行法的一些相關

規定，但實際上從文獻上可以發現的是，後來公平法所通過的草案為經濟部所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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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而非廖義男老師在一開始時所提出的草案，在兩相對照下，到底是不是我們可

以從這樣立法的脈絡當中來得到支持的結論，我認為可以再稍加斟酌。在討論到美國

文獻時，會提到若採取的是A學派觀點時，那針對行為會採取什麼樣的結論，那B學
派觀點時會有什麼樣不同的結論，若可以在文獻當中稍微使讀者獲得，這樣的思想論

點，對於法律具體運用、詮釋、執行的結果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就我自己作為一個

讀者會希望從這個過程當中去確認到的。

最後一個觀點，在文章中讓我對於競爭與民主的討論獲得相當多的啟發，像是產

生集中或獨占的情形之後，是不是會透過一些利益團體的遊說或相關的方式來擄獲政

府機關的觀點，那我覺得在此一部分，不論是哪一方的學說的相關論述都相當有趣。

但是除了獨占的概念外，或是實際上聯合行為或同業公會運作情形中，與獨占形成間

的關係，實際上是否只有獨占的狀況才會對民主產生巨大影響，是否有可能把這樣執

法的觀點做更廣泛層次的討論，又或者說實際上像遊說政府機關的請願行為，在美國

法特別針對請願行為有除外適用的規定，是否代表未來在競爭法執法時，也必須思考

獨占事業的請願行為所產生的影響，是否可能從這樣的觀點進一步的思考。但另一方

面來想，獨占事業對於政府相關的介入，除了競爭法，或期待透過法院體制進行規範

之外，是否在於政治獻金法等相關規定介入，比競爭法的規範施行更為直接，更能有

效解決競爭法所希望處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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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申報義務與豁免之比較研究

―以美國法為中心

翁章傑
*

摘要

我國申報義務之規定一直存在不明確的問題，並具體反映在訴訟數量與社會輿論

中，統計上有半數左右與結合相關之爭訟涉及申報義務之爭議，而光是一件大聯大案

就引起超過10篇的文獻進行各種討論。而細觀申報義務引起爭議的緣由，不難發現聚
焦於兩類條款，在「結合定義」以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5款「直接間接控制他事
業人事或業務」最具爭議，而在「申報門檻」則以同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與第2款之

目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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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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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界定」最常為爭執所在。

然而，如果比較美國實務就可以發現美國結合程序之相關爭議比我國少非常多，

而且爭訟之焦點也不在於結合定義與結合門檻。因此本文以比較兩國申報義務之方

式，試圖釐清哪些制度上差異可能是造成兩國穩定性差異之主因，並藉此尋找我國可

能的調整方向。經比較分析後，本文主要有兩方面的建議：首先，本文認為應改變劃

分結合與一般交易之方式，不應單以控制權作為理解，而需要採納多元價值才能兼顧

形式效率與實質正義；其次，應將申報門檻中關於市占率之標準刪去，並建立配套措

施彌補其影響。本文希望這些初步建議能激發更多的思考，並使申報義務法制能從效

率與實質正義的夾縫中，走出一條不一樣的路。

關鍵字： 結合審查、申報義務、金額門檻、直接間接控制他事業人事或業務、統一維
力、大聯大、HSR Act、Clayton Act § 7A

壹、緒論

程序的好壞在於所花費的金錢與時間成本，還有該程序的穩定性。若以此標準，

我國「申報義務」相關制度可能還有相當的進步空間。首先，由統計數據可見申報義

務為我國結合審查的主要爭訟來源。自1993年立法以來，共有18件結合相關案件進入
高等行政法院爭訟

1
，涉及申報義務者占其中13件，而在最高行政法院共有11件結合相

關案件
2
，涉申報義務者占其中5件，申報義務在整個結合審查中具有較高的爭議性。

另外，實際個案則可以凸顯出申報義務不明確的具體問題。2009年統一取得維力
剛好半數董事之案件，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與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從競爭法角
度認為該案已經構成「直接間接控制他事業人事或業務」，然而最高行政法院則以該

案未達「積極正面之控制」而推翻高等行政法院的見解，迭經更審、上訴與再審共歷

時5年後終於確定該案無須申報3
。公平會與法院間對於結合定義的不同理解會使申報

義務人難以遵循，而且若法院最後認定該案應為申報，將在結合5年後才進行審查，
縱為違法也已對市場造成長久傷害，而且難以回復原本的獨立性。

然而，要提升申報義務之明確性誠屬不易。首先，申報義務由「結合定義」、

1 此數據已扣除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更審之案件，本文統計資料包含民國80年立法
後，至民國109年7月5日在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中已經上傳的所有資
料。參見，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efault_
AD.aspx（最後瀏覽日：2020年7月5日）。 

2 此數據扣除發回更審後的上訴案件。
3 參見，公平會公處字第098035號處分、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訴字第2814號判
決、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判字第1346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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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門檻」與「豁免條款」三者組成，其不穩定也是三者共同作用的結果，若未釐

清不穩定的主因會難以做出有效調整。其次，不穩定問題往往來自於法規中的概括條

款與不確定法律概念，如結合定義的「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

免」，或計算市占率時涉及的市場界定等。但完全除去概括條款或不確定法律概念非

常困難，而縱然確實以形式標準取代該不確定法律概念，也會進一步產生制度過於僵

硬與容易規避的問題。

對上開問題，本文會分成3個部分進行分析。首先，在「貳」部分會先介紹申報
義務在美國法的規定與實務操作情形，觀察美國法如何增加申報義務之穩定性，以及

如何權衡形式效率與實質正義的兩難。接著，在「參」部分介紹我國申報義務相關制

度，並從統一與大聯大案分析我國制度背後隱含的競爭政策與可能的問題。最後，本

文於「肆」部分比較兩國制度，試著提出我國可能的調整方式。希冀藉由這些文獻、

個案與比較法的分析，能夠清楚介紹美國的制度、釐清我國制度的主要問題，以及提

出務實的初步建議。

貳、美國法之結合申報義務

一、申報義務之發生

（一）申報義務之基本規範

為了避免事後分拆違法結合時，參與結合事業彼此財產、人員與管理階層，在

漫長的訴訟與執法過程中已緊密相融、難以分拆
4
，社會上逐漸產生應事前申報且審

查期間須暫緩交易之呼聲。然而，審查將耗費當事人與主管機關相當的資源，並可

能造成交易延宕，因此美國在1976年完成之哈特-史高特-羅帝諾反壟斷改進法5
（The 

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s Act of 1976，下稱HSR Act）屬於權衡當事人
利益與管制效率之立法。其中一項理念就是「僅有少數最大型公司的併購受到該法管

制」，甚至當時立法者表明僅當時最大的500間企業彼此進行併購時，方須進入結合
申報

6
，而申報義務就是落實這項立法政策的工具。具體內容規定於HSR Act第a項：

「除了第c項豁免外，任何事業直接或間接取得他事業任何附表決權有價證券或資產
時，如果

（1） 收購方或被收購方從事商業活動，或其他足以影響商業活動之行為，且；

4 Andrew G. Howell, Why Premerger Review Needed Reform- And Still Does, 43 WM. & 
MARY L. REV. 1703, 1714-15 (2002).

5 此翻譯參見公平交易法之注釋研究系列（一）之翻譯用語。該法也被稱為Clayton 
Act第7A條，規定於15 U.S.C § 18a (2000)。廖義男等，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
列（一）第一條至第十七條，公平交易委員會委託研究，36（2003）。

6 Howell, supra note 4, at 1716-20.



第 2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614

（2） 併購結果會使收購方從被收購方取得總價值達2億美元的附表決權有價證券或資
產；

或是收購方從被收購方取得總價值介於5千萬美元至2億美元的附表決權有價證券
或資產，而且收購方之總資產達1億美金、被收購方之總資產超過1千萬美金時（如交
易雙方為製造業，其年度淨銷售額達到上開金額時，亦符合標準），雙方參與結合事

業都需要依照第d項第1款進行申報，並且於第b項等待期間經過後，才得以取得上述
有價證券或資產

7
」。從法條用語中可以看見「取得資產」、「符合法定金額門檻」與

「未豁免」三者都符合時就會具備申報義務，分述如下。

（二）取得附表決權有價證券或資產

「取得附表決權有價證券或資產」要件，強調的是收購方必須取得該有價證券或

資產之所有權或實質受益權。用以區隔暫時且有限的使用權，如使用借貸、租賃、技

術授權等。但事實上有限的使用權與完整的所有權存在光譜漸進關係，如果單純從形

式上對所有權進行認定，將使制度容易規避，比如藉由長期且沒有使用限制的租賃代

替直接購買等。因此美國法對於「取得」採取實質認定的判斷方式，可以從主管機關

相關文件與過往案例歸納出以下判斷標準。

對於「租賃」與「所有權」之界線，主管機關曾於非正式解釋中提及，如果租賃

涉及實質所有權之移轉（a transfer of beneficial ownership），會被評價為資產收購。至
於是否為實質所有權之移轉，則依據兩個條件判斷，第一，該租賃期限已經涵蓋該資

產之全部生命週期；第二，設定在一定條件下就能收購該資產，並呈現出收購該資產

之目的，有任一條件達成即推定實質所有權已經移轉
8
。

對於技術或專利「授權」與「取得（受讓）」之界線，則依照產業有不同之判

斷標準。在非製藥產業中是以「製造、使用、銷售（Make, Use or Sell Standard）」
作為判斷，如果專利以不可撤回的專屬授權他方使用專利開發產品、製造產品與銷

售產品，則該專利授權就會被認為已經構成HSR Act之「取得」9
。然而，在製藥產業

（pharmaceutical industry），雖然曾經也採取製造、使用、銷售標準，但因為原權利
人若保留部份製造權就可以豁免於申報義務，可能造成漏洞，而且原權利人如果與被

授權人共有專利權之完整權利時，是否應申報也不明確
10
，於是FTC於2013年在聯邦

公報中發布針對製藥產業的準則，以被授權人是否已經取得該專利權之「全部主要之

7 15 U.S.C. § 18a(a) (2000).
8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PREMERGER NOTIFICATION PRACTICE MANUAL 51 

(5th ed. 2015).
9 Premerger Notification; Reporting and Waiting Period Requirements, 78 Fed. Reg. 

68,706 (Nov. 15, 2013).
10 Id.



結合申報義務與豁免之比較研究―以美國法為中心 615

商業利益（all commercially significant rights）」作為判斷標準11
。並且明示如果原權利

人保留有限製造權，但沒有再授權給其他人製造權時，依然屬於主要商業利益已經移

轉給被授權人之情形。此外，原權利人與被授權人使雙方都擁有專利完整權利時，被

授權人因為已取得全部商業利益，故原則需要申報
12
。

雖然FTC在修正規則時明示目前僅製藥產業適用新的規則，其他產業不受影響。
但相關評論也指出，針對個別產業適用不同判斷標準並不符合主管機關過往慣例，目

前區別適用之原因很可能在於實質判斷之新標準不夠成熟，在執法上需要負擔更高成

本，不過當操作已經明確且穩定時，很有可能會推廣到所有產業，畢竟製藥產業適用

舊規則所發生之各項漏洞或爭執在其他產業也有發生。因此對該標準如何解釋適用，

無論在何領域都須一併觀察
13
。

（三）法定金額門檻之審查架構

符合「取得」要件後就需要檢驗申報的法定金額門檻，具體上分為「交易規模

（The Size of Transaction Test）」與「當事人規模（The Size of Person Test）」兩階
段測試。應先檢驗交易規模，太大會直接認定具有申報義務

14
，太小則會直接豁免申

報
15
，在特定區間時會需要進一步檢驗是否達當事人規模

16
。

11 Id., at 68, 707.
12 Id.
13 Shepard Goldfein & James A. Keyte, FTC Broadens Filing Requirements for Exclusive 

Patent Licenses, 250 N.Y.L.J. 112 (2013).
14 HSR Act所定原本金額門檻為2億美金，2020年公告之最低門檻則為3億5990萬美
金。See , Revised Jurisdictional Thresholds for Section 7A of the Clayton Act, 85 Fed. 
Reg. 18 (Jan 28, 2020).

15 HSR Act所定原本金額門檻為5千萬到2億美金區間，2020年公告之門檻則為9千萬
美金至3億5990萬美金區間。Id.

1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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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20申報金額門檻

交易規模 當事人規模 申報義務

交易金額超過3億7600萬美元 N/A 有

交易金額超過9400萬，而在3
億7600萬以下

交易之其中一方的資產或銷

售額高於1億8000萬美元，另
一方高於1800美元

有

任何一方低於上述門檻 無

交易金額在9400萬美元以下 N/A 無

資料來源：See, Revised Jurisdictional Thresholds for Section 7A of the Clayton Act, 85 Fed. Reg. 18 

(Jan 28, 2020).

另外，因為交易規模與當事人規模在具體計算上都涉及非常龐雜的法規，因此先

以下表呈現出整個審查的輪廓
17
，幫助後續理解，後文會逐一說明各項內容。

17 以下審查步驟主要參考FTC對於申報義務的指引。See, FTC, TO FILE OR NOT TO 
FIL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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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法定金額門檻之審查內容

審查

階段
審查內容 法規 處理問題

交

易

規

模

測

試

是否應累加計算

§ 18a(a),
§§ 801.13, 801.14, 
801.15

涉「交易標的」之判斷：若不是本次

交易而是先前已經取得的股份或資產

是否算入，本次交易同時取得的不同

種資產是否加總計算。

如何累加計算個別財

產價值
§§ 801.10, 801.13

涉「各標的價值之計算」：股份、資

產或非法人利益個別有不同的價值計

算方式。

表決權股之申報門檻 § 801.1(h)
涉「股份收購的特殊門檻」：僅有累

積達到一定數量的股份收購才需要申

報。

當

事

人

規

模

測

試

參與結合事業之認定 § 801.1(a)(b)(c) 涉「當事人」之判斷：最終控制事業

的判斷與其個別要件的定義。

當事人規模之計算 § 801.11
涉「當事人價值」之判斷：要採用銷

售額或總資產計算、自然人與新創公

司之價值要如何計算。

資料來源：See general, FTC, TO FILE OR NOT TO FILE (2008).

（四）法定金額門檻―交易規模測試

當符合交易規模門檻的法定金額就可能具備申報義務或進一步進行當事人規模審

查，但實際上該次結合之交易價值其實並不容易計算，包含「哪些交易內容需要納入

計算」，以及「應採用何種方式計算交易價格」等問題。為釐清這些技術問題，FTC
設計一系列的複雜而細緻的行政規則，以下分成「是否累加計算」、「如何計算個別

財產價值」與「表決權股之申報門檻」三者進行說明。

1.是否應累加計算？
「累積加總計算」之法律依據為HSR Act(a)(2)18

，具體計算方式則規定於16 C.F.R. 
§§ 801.13、801.14與801.15這3條行政規則。原則上收購方從被收購方所累積取得且
持續持有之「表決權股（voting securities）」、「資產（assets）」與「非法人團體之
利益（non-corporate interests，簡稱NCI）」三者需要加總一起作為交易規模之計算標

18 “as a result of such acquisition, the acquiring person would hold an aggregate total 
amount of the voting securities and assets of the acquired person…” See, 15 U.S.C. § 
18a(a)(2)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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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9
，但具體上有許多原則與例外規定，以下區分各收購類型進行說明。

(1)附表決權有價證券之收購
無論先前已經持有，或在本次交易將會取得，只要是相同被收購方所發行之表決

權股原則都需要列入計算
20
。但若本次交易單純為資產收購，且先前已經取得之股份

已符合申報門檻並進行申報，則這些已經取得之股份價值不需與本次資產價值加總計

算
21
。

(2)資產收購
原則上只要是向相同被收購方收購且於本次交易完成後依然持有之資產都要算入

交易規模
22
。若交易完成時已經不再持有，或交易完成時尚未取得之資產則原則不須

算入。然而，若是「已經締約但尚未履行之資產收購」在以下條件下需要算入計算：

A.若簽約至今尚未逾180天，且
B. 先前資產收購未曾申報，則這時收購方雖然尚未取得該資產，依然要算入交易規模
之測試

23
。

(3)非法人團體（NCI）利益之收購
原則上收購方先前從相同非法人團體取得的利益應與本次交易所取得之利益加總

計算
24
。

(4)有價證券、資產與非法人利益各價值應合併計算
藉由前文(1)-(3)判斷出交易規模測試中有價證券、資產與非法人利益之範圍後，

原則上3種交易標的需要加總才能作為交易規模測試之標的。然而有兩種例外情況不
需把3種標的全部加總：第一，雖然收購方持有被收購方控制之非法人團體之利益，
但本次收購後該非法人團體之控制權並不會移轉，則該非法人團體之利益不需要與資

產、有價證券合併計算
25
。第二，若各別的資產、有價證券或非法人利益涉及豁免條

款，則該部分的價值不需要加總
26
。

2.如何計算個別財產價值？
前面「1.是否應累加計算」提到計算交易規模之標的，進一步問題在於如何計

算這些標的的價值。對於這些問題FTC規定於16 C.F.R. § 801.10與§801.13兩條條文
中。以下也依照不同資產的類型分別說明其價值之計算方式。

19 16 C.F.R. § 801.14 (2005).
20 16 C.F.R. § 801.13(a)(1) (2005).
21 § 801.13(a)(3).
22 § 801.13(b)(1).
23 § 801.13(b)(2).
24 § 801.13(c)(1).
25 § 801.13(c)(2).
26 16 C.F.R. § 801.1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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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交易完成時「將取得」之附表決權有價證券
區分是否在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而不同。在集中交易市場交易，原則上以「市場價

格（market price）」與「收購價格（acquisition price）」何者為高作為其價格，但如
果本次收購價格尚未決定，則僅以市場價格為計算方式

27
。不在集中交易市場，則優

先判斷是否已經決定本次交易之收購價格，若已經決定，則依據該價格，但若還沒決

定則依照「公平市場價值（fair market value）」作為其價格28
。

(2)本次交易前「已取得」之附表決權有價證券
區分是否在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而不同。在集中交易市場交易，以「市場價格」作

為其價格
29
。若不在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則依據「公平市場價值」決定其價格

30
。

(3)資產之價值
無論過去已經取得，或本次交易會取得，也或是本次交易前已經締約但未履行，

只要是資產之價值計算都相同，以「收購價格」與「公平市場價值」何者為高作為其

價格，但若收購價格尚未決定，就單以公平市場價值計算
31
。

(4)非法人利益之價值
區分「本次交易取得」與「過去已經取得」之非法人團體利益有所不同。本次交

易取得者，原則上以「本次收購價格」作為計算基礎，但若本次收購價格尚未決定，

則由「公平市場價值」作為計算基礎。若是過去已經取得者，則皆以「公平市場價

值」作為計算方式
32
。

(5) 「市場價格（market price）」、「收購價格（acquisition price）」與「公平市場價
值（fair market value）」3者之計算方式
首先，「市場價格」僅用於集中交易市場，因此計算上主要問題在於以哪一時間

點為計算。區分是否以公開收購方式取得股份有所不同。

A.  以公開收購方式從市場上取得股份時，以收到宣誓書前（即主管機關收受申報時）
或交易完成前45天內之最低收盤價格作為其市場價格33

。

B.  以前述以外之方法取得股份時34
，以簽署意向書或收購契約後、交易完成前之期間

27 16 C.F.R. § 801.10(a)(1) (2011).
28 16 C.F.R. § 801.10(a)(2) (2011).
29 換言之，計算過去已經取得的股份價格時，不是依照過去取得時之股價，而是依
照本次交易時之股價作為其價格。16 C.F.R. § 801.13(a)(2) (2005); § 801.10(c)(1).

30 16 C.F.R. § 801.13(a)(2) (2005); § 801.10(c)(3).
31 若是過去已經取得的資產，其「收購價格」就是「過去取得時的價格」，並與
「現在的公平價值」兩者比較何者為高作為計算。§ 801.10(b).

32 § 801.10(d).
33 § 801.10(c)(1)(i).
34 § 801.10(c)(1)(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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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最低收盤價格作為市場價格。但如果前述時間長於45天，則由交易完成前回推
45日為其期間，以該期間最低收盤價格為計算。

C.  若在前述期間內無交易進行，則以最接近該期間尚存之最後交易價格，作為計算基
礎。又若同時在多個集中市場進行交易，則申報義務人可以自由選擇應以何者為交

易價格
35
。

其次，「收購價值」之計算則較為單純，應將該交易中所有股份或資產之對價都

算入即可
36
。再其次，「公平市場價值」之計算方式是在提出申報前或完成交易前60

日內，交由最終控制主體（ultimate parent entity）的董事會基於誠信（good faith）而
作出決定；若在非法人團體則由擁有相似功能之機關作出決定；亦可由前兩者所委派

之機關進行決定
37
。

3.表決權股之申報門檻（notification threshold）
收購標的為表決權股時，尚須超過下一階段之法定申報門檻，才需要算入交易

規模，藉此避免當已經持有超過一定金額後，無論增加多少持股都必須重複申報之問

題
38
。門檻共分成5個階段，如下表3所示。每當進行結合申報後，當事人在等待期間

過後1年內，可以收購超越申報門檻之金額，在達到所申報之門檻以前都不須再為通
知

39
。若當事人收購股數超過所申報之門檻或超過其他較低之門檻，則在接下來五年

內只要未超過下一層門檻，都不需再進行申報，但若超過下一層門檻，則依然需要進

行申報
40
。此外，當公司存在多重股權結構時有特殊規定。應先算出收購方在該類型

股份之持股比例，再乘上該類型股份所得選出之總董事人數占全部董事人數比例，藉

此得知該類型持股比例對於控制權之影響，最後再把全部類型之持股相加，即可以得

知該收購方之整體控制權比例
41
。

35 § 801.10(c)(1)(iii).
36 § 801.10(c)(2).
37 § 801.10(c)(3).
38 FTC, supra note 17, at 10.
39 16 C.F.R. § 803.7(a) (2005).
40 如A公司目前未持有B公司股份，而申報要收購B公司超過表決權股共2億美元（達
第二階段申報門檻），在申報之等待期間過後1年內，A持續買進B股份，只要總
額未超過9億4000萬美元（第三階段門檻）皆不須再為申報；若當事人於1年期間
內確實購得2億美元之表決權股（達第二階段門檻），則接下來5年內，若未購買
超過9億4000萬股（第三階段門檻），則都不須再為申報；又若A於1年內僅購入
1億美元（達第一階段門檻），則在接下來5年內，只要未購入達1億8800萬美元
（第二階段門檻），則皆不須再為申報，縱然已經逾9400萬之交易規模測試亦
同。See , 16 C.F.R. § 802.21 (2011); FTC, supra  note 17, at 10.

41 例如，若被收購方有兩類型股份，A股有2表決權共25股，B股有1表決權共50股，
A股所得選出董事人數占全部之一半，則收購方持有13股A股，25股B股，則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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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HSR Act表決權之申報門檻

收購階段 該階段門檻 附註

第五階段 9400萬美元 & 50%表決權股

最高階段，達到此階段後，後續交易

都不須再申報。若金額超過9400萬美
元，但未達1億8800萬美元，可能從第
一階段直接跳躍進第五階段。

第四階段 18億8800萬美元 & 25%表決權股

第三階段 9億4000萬美元

第二階段 1億8800萬美元

第一階段 9400萬美元 達到第一階段以前都不需申報

資料來源：See, Revised Jurisdictional Thresholds for Section 7A of the Clayton Act, 85 Fed. Reg. 18 

(Jan 28, 2020).

最後應注意者，如果表決權股未超過其申報門檻，則僅代表在計算交易規模測試

之價值時，不須加入表決權股部份，但資產與非法人團體之利益依然需要加入。若交

易規模金額介於9400萬美元至3億7600萬美元，則需要進一步審查其當事人之規模。
（五）法定金額門檻―當事人規模測試

當事人規模測試就是以當事人有多少經濟實力作為衡量是否需要申報之程序。因

此會面臨「誰是當事人」及「如何計算規模」兩個問題，分別就相關規定說明如下。

1.參與結合事業之認定
在美國行政規則中當事人（person）的定義為「最終控制事業（ultimate parent 

entity，堅稱UPA）」與「所有該事業所直接間接控制之事業」42
。因此無論是計算交

易金額，或計算當事人規模都以整個集團整體為計算基礎。又「最終控制事業」的定

義為任何不再由其他事業所控制之事業主體
43
。而「控制」之判斷有兩個基本標準

44
：

第一，持有「不少於50%表決權股」，或擁有不少於50%的「利益（the profits of the 
entity）」或「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the right in the event of dissolution）」為標準；第
二，能夠指派不少於一半的董事席位。兩標準中只要有一者成立就構成「控制」。兩

方具有過半表決權之控制權比例（13/25×1/2+25/50×1/2＝51/100），若同時交
易金額超過9400萬美元，則將超過第四階段申報門檻。See, 16 C.F.R. § 801.12(b) 
(2001).

42 16 C.F.R. § 801.1(a)(1) (2018).
43 § 801.1(a)(3).
44 § 801.1(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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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是以50%而非超過50%為限，因此可能有複數最終實質控制人45
。

至於最終控制事業的「事業（entity）」，並不限於公司，「自然人（natural 
person）」與非法人團體也可以作為結合審查之主體，如「基金（fund）」、「信託
（trust）」等，但不包含任何外國政府與美國政府46

。最後，對於持有股份或利益之

「持有」，係依據「具有直接或間接受益權（beneficial ownership）」作為標準47
。

然而，受益權應如何認定則未明定，一般認為擁有股份增值之利益、享有利息、承擔

股份之損失、擁有表決權等屬於「擁有受益權」
48
。此外，受益權並不需本身直接持

有，藉由契約、信託等方式持有該利益亦可
49
。而若涉及夫妻及未成年子女需要合併

計算視為同一持有人
50
。

表4　HSR Act中「當事人」認定

相關名詞 法規 判斷方式

當事人 § 801.1(a)(1) 「最終控制事業」與其子孫公司

最終控制事業 § 801.1(a)(3) 無其他「控制」事業之「事業」

事業 § 801.1(a)(2) 任何非政府之法人、自然人與非法人團體

控制 § 801.1(b)(1) 「持有」半數以上股權、利益；指派董事席位

持有 § 801.1(c)(1) 擁有直接間接之「受益權歸屬」

受益權歸屬 無 依利益、剩餘財產分配、表決權等為實質認定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2.當事人規模之計算
知道哪些主體屬於參與結合事業後就可以計算當事人規模的金額。這時候會面臨

下一步問題在於以什麼標準計算規模，以及這些標準怎麼操作。以下規範就是處理上

開問題。

(1)規模之認定標準
45 在此應注意，因為政府並非本法之當事人，縱然外國政府同時為A與B兩公司之唯
一實際控制權人，在本法之計算上亦不算入A與B之「控制事業」，故此時A與B皆
為本法下之「最終控制事業」，兩者皆無其他控制人。

46 § 801.1(a)(2).
47 § 801.1(c)(1).
48 FTC, supra  note 17, at 11.
49 Id.
50 § 801.1(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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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製造業（a person engaged in manufacturing），需要同時衡量年度淨銷售額
（annual net sales）與總資產（total assets）兩者，有任一計算方式超越門檻都需要進
行申報；若非製造業，則僅衡量總資產即可

51
。

(2)規模之計算方法
當事人申報前或完成交易前15個月內的財報為判斷52

。「年度淨銷售額」由最近

一次例行製作之年度損益表（annual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se）為判斷，「總
資產」則由最近一次年度資產負債表（balance sheet）為依據53

。並且計算上不論海

內外之母子公司、海內外之資產，都要算入
54
。也不論其他公司有沒有編入合併報表

（consolidated in its financial statements），只要實質認定上符合本法「當事人」之要
求即應算入

55
。

(3)自然人之規模計算
自然人為當事人時，僅限於投資型資產（investment assets）、具表決權證券或其

他增進收益之財產（income-producing property）才需要列入HSR Act下「總財產」之
計算

56
。因此自然人控制之事業總資產需要算入，但若不涉及創造收入之資產，如住

家、自用汽車等則不須算入。

(4)新設公司（Newly-formed person）之規模計算
若新設公司為收購方，基本上所有在結合完成後將持有之財產、現金都要算

入
57
。若被收購方為新設公司

58
則需要算入被收購方全部之資產，具體如依據合資契約

或相關擔保協議願意投入之總資產
59
。若經由(1)-(4)之方式計算當事人規模後，其中一

方的資產或銷售額高於1億8000萬美元，另一方高於1800美元，則原則上具備申報義
務，但可以因為豁免事由而免除義務。

（六）規避條款、義務違反之裁罰與PNO之函詢機制
為了避免申報義務在設計上太過僵化與避免漏洞，HSR Act子法規定「以任何手

段刻意規避HSR Act之申報義務者，都視為依然具有申報義務，並適用相關規定」60
。

51 15 U.S.C. § 18a(a)(2)(B) (2000).
52 16 C.F.R. § 801.11(b)(2) (2005).
53 § 801.11(c).
54 § 801.11(a).
55 § 801.11(b)(1).
56 § 801.11(d).
57 縱然交易完成後將會作為對價而出售，此時依然需要算入。
58 此時指不同公司、事業合資成立一新公司、事業之情況。需要交易完成後新設公
司才會成立。在此時，原本投資方本法定義為「收購方」，新設立公司則為本法
之「被收購方」。See, 16 C.F.R. § 801.40(a) (2005).

59 § 801.11(e)(2).
60 16 C.F.R. § 801.90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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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規範的抽象與概括用語是基於填補法律漏洞所設計。最具代表者如HSR Act立法初
期的「合夥漏洞（partnership loophole）」，在立法初期對於「控制」的定義尚不完
善，僅規範指派半數董事或持有半數股份者具有控制權

61
。因此收購方與被收購方的

控制股東彼此共組成合夥，並使用該合夥與收購方一同收買被收購方股份，此時收購

方並無合夥之直接控制權，故在法規字面上會認為屬於「收購方」與「合夥」兩者各

自進行收購，藉以規避收購方之申報責任
62
。對此，主管機關就使用規避申報義務條

款，使實際上享有全部收購利益與控制權之收購方依然負擔申報義務
63
。

若未完成HSR Act所規定應申報之交易，任何參與結合事業、決策機構、董事，
或合夥人，將會逐日受到罰鍰（civil penalty），直到履行本法所定之行為義務64

。從

HSR Act用語可知承擔義務之人，包含但不限於參與結合事業，公司董事或合夥人等
個人也可能負擔責任

65
。而罰鍰金額則會隨經濟發展調整，在2020年1月14日公告生效

的聯邦公報中，違反HSR Act的每日罰鍰為43,280美元66
。除了罰鍰，主管機關得同時

實施其他衡平救濟措施
67
，例如分拆未經申報之合併

68
，或要求繳交從併購方賺取之所

得
69
。

從上開複雜的制度加上規避條款的空泛用語，可以想見對程序並不熟悉之當事

人可能無法準確釐清自身有無申報義務。為了上述問題，美國法設計兩方面制度作為

配套措施。其一，PNO進行的非正式法規解釋與個案諮商；其二，機關裁罰之廣泛裁

61 現在則包含持有半數受益權之類型。受益權內含包括股份增值之利益、享有利
息、承擔股份比例及價值之損失、擁有表決權等，而且不須本身直接享有利益，
藉由契約、信託等方式持有該利益亦可，夫妻及未成年子女，並須合併計算。參
見本章第三節第一項第二款，當事人規模測試部份。

62 ABA, supra note 8, at 468.
63 Complaint at 4-5, United States v. Tengelmann Warenhandelsgesellschaft, 1989 WL 

90361 (D.D.C. Jun. 7, 1989) (No. 89-1621).
64 15 U.S.C.§ 18a(g)(1).
65 法律用語為“Any person, or any officer, director, or partner thereof, who fails to 

comply⋯”可見個人責任也包含其中。See, FTC, PRE-MERGER/HART-SCOTT-
RODINO ACT: SOURCE BOOK 19 (1999). 

66 Adjustments to Civil Penalty Amounts, 85 Fed. Reg. 9 (Jan 14, 2020).
67 § 18a(g)(2).
68 ABA, THE MERGER REVIEW PROCESS 14 (Ilene K. Gotts ed., 3rd ed. 2006).
69 雖然FTC針對非法利得應如何沒收的申明（Policy Statement on Monetary Equitable 

Remedies in Competition Cases）已經於2012年聯邦公報中撤回，但在同份文件中
也強調FTC依然會依照競爭環境與消費者利益，將非法合併所取得之收益予以沒
收，只是並不限於在前份申明所提即之要件。Withdrawal of the Commission Policy 
Statement on Monetary Equitable Remedies in Competition Cases, 77 Fed. Reg. 152 (Aug 
7,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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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權。PNO的諮詢建議指任何人都可以向PNO提出抽象法規如何解釋適用之諮詢，也
可以就具體個案是否應該申報與PNO進行討論70

。但需要特別注意者，這些諮詢結果

或非正式解釋並不具有拘束力或法律效力，所以可能出於誤解、沒有檢索到最新解釋

或PNO提供錯誤意見之風險。為了緩和這些問題，美國法下另設計機關裁罰之裁量權
作為搭配，使當事人違反申報義務時不一定會受裁罰。若當事人因為疏忽而未申報，

但在發現時立即申報且有合理解釋，FTC很可能不會作出裁罰71
。如在2018年共受理

33件事後補正申報（post-consummation corrective filings），但並沒有任何一件受到裁
罰

72
。

二、豁免條款

HSR Act關於豁免之規定，分別規定於HSR Act第c項第1到12款，以及16 CFR Part 
802的各條中，共有逾40多種豁免規定，而所有規範之共同特徵就是該種交易型態原
則上沒有反托拉斯法疑慮

73
。為了較清楚地說明各豁免條款的內容，以下把規範理由

較接近的豁免條款歸類在一起，分成以下8類豁免事由進行說明74
：

(一)該物品或不動產收購僅為平常交易過程之一部份。
(二)該交易為單純投資行為。
(三)該交易之收購方為被動或非自願取得相關資產。
(四)該交易涉及非營利團體或合資公司之設立。
(五)該有價證券之收購不會增加收購方之表決權或控制力。
(六)該交易之內容已經在進行審查。
(七)涉及外國之標的或當事人。
(八)該交易涉及國家之行為、受到國家特許之行為。

就各款內容分述如下：

（一）該收購僅為平常交易過程之部份

資產收購難與一般商品交易行為明確區分，但若所有交易都需要申報會涵蓋過

廣，故HSR Act第c項第1款以「日常交易過程（the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作為

70 ABA, supra note 68, at 72-3.
71 FTC & DOJ, HART-SCOTT-RODINO ANNUAL REPORT FISCAL YEAR 2018 8 

(2018).
72 Id.
73 15 U.S.C. § 18a(d)(2)(B) (2000). FTC, supra note 37, at 16.
74 這些僅為方便說明所為之粗略分類方式，可能同一條款包含多項理由，但僅呈現
於其中一類事由進行介紹。此外，因為篇幅有限，但豁免條款多而複雜，因此本
部分僅著重描述有哪些事由可能有豁免可能，但具體要件與效果等還請詳見於各
條款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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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線
75
。具體認定方式規定於16 C.F.R. §§ 802.1, 802.2, 802.3這幾個條文中。此外，

16 C.F.R. § 802.4, 802.60, 802.63, 802.64與802.65這些規範雖非用以解釋何謂日常交易
過程，但依然與前述條款有關，故一併說明如下。

1.貨品（goods）收購之豁免
涉及「貨品」之收購，規定於16 C.F.R. § 802.1。本款將貨品大致分為4種，「營

運單位（operating unit）」、「新製造產品（new goods）」、「目前存在之消耗品
（current supplies）」與「二手耐久財（used durable goods）」。在判斷上除了第一
種「營運單位」之收購原則上不能豁免，其他3種皆屬於「日常交易之一部分」可豁
免申報

76
。又對於營運單位之定義為「被收購方基於特定地點、產品或服務之商業目

的，所營運之財產
77
」，且縱然該財產並不具法人身分也不影響其判斷

78
。

2.不動產（real property assets）收購之豁免
其次是「不動產」之收購，規定於16 C.F.R. § 802.2。如同貨品收購，在不動產

收購中也細分成多種類型為規定，本條共有8種不動產類型：
(1)新設立之不動產（new facilities）

被收購方出於賣出目的所建造或出於轉賣目的所持有之不動產，且尚未為持有

人產生收入（produce income），至於是土地、廠房或設備等都可以包含於本條規定
中

79
。該類不動產原則上豁免於申報義務

80
。

(2)已使用之不動產（used facilities）
特定承租人在該不動產還未經他人使用時，就承租並單獨且持續占有、使用該不

動產；而該出租人係出於金融之目的，在其日常業務範圍內出租於承租人，則該承租

人向出租人購買該不動產時，可以豁免申報義務
81
。

(3)不具生產力之不動產（unproductive real property）
該不動產在收購前36個月內所創造之價值、收益並未超過500萬美元，則該不動

產之收購原則豁免申報
82
。此外，應注意者，該不具生產力之不動產也有可能是具有

75 § 18a(c)(1).
76 16 C.F.R. § 802.1 (2018).
77 “assets that are operated by the acquired person as a business undertaking in a particular 

location or for particular products or services, even though those assets may not be 
organized as a separate legal entity”. See , § 802.1(a).

78 Id.
79 16 C.F.R. § 802.2(a) (2005).
80 Id.
81 16 C.F.R. § 802.2(b) (2005).
82 在此應注意，若不具生產力之不動產與具有生產力之不動產「相鄰（adjacent）」
或具有「關聯性（conjunction）」，則會被認為是具有生產力不動產之部份，不得
豁免。「相鄰」指100畝土地上，有10畝是正運作的廠房，90畝是無生產之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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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價值，但僅尚未開發使用之不動產
83
。

(4)辦公室或住宅（office and residential property）
辦公室與住宅包含辦公大樓與住宅之建築本身、前兩者內部所包含之公共空間，

如停車場等，對於這些不動產之收購原則上豁免申報
84
。

(5)飯店與旅館等不動產（hotels and motels）
飯店等包含飯店本身與一併出售之相關內部設施，如游泳池、高爾夫球場等

85
，

對這些不動產之收購可能豁免於申報
86
。

(6)休閒設施（recreational land）
休閒設施包含高爾夫、游泳池等，可能豁免申報

87
。

(7)農用設施（agricultural property）
原則上豁免於申報義務

88
，但若是牲畜屠宰場或食物加工廠、相關業務或土地相

連之不動產，抑或是涉及林業，則不屬於本條之農用設施
89
。

(8)空間租賃設施（retail rental space; warehouses）
如購物中心或倉庫之收購，原則豁免於申報義務，除非收購方正是從事不動產業

務之事業（a business conducted on the real property）90
。

3.碳基石油類礦藏（carbon-based mineral reserves）收購之豁免
碳基石油類礦藏包含石油、頁岩油、煤炭等，也包含一同收購之相關的探勘、開

發設施，對這些礦藏之收購在總價值少於一定金額下
91
也可以豁免申報義務

92
。

4.涉及日常交易過程之金融活動
F T C認為日常交易中常見的金融行為可能豁免申報，包含證券承銷商

兩者物理上連接在一起，這時候90畝空地也會認為是廠房一部份。「關聯性」指
空地與廠房雖然不相連，但空地係用以擺放廠房之原料或產品等，則該空地依然
屬於廠房一部份，不能或免申報。See, § 802.2.

83 如一片空地過去36個月唯一收益來自於砍伐少部份木柴，該木柴價值少於500萬美
元，即可豁免，縱然地底蘊含豐富礦藏，而且出售方與收購方也確實因為該礦藏
而購買，收購價值大於500萬美元，都依然可以豁免申報義。See, Id.

84 § 802.2(d).
85 § 802.2(e)(1).
86 Id.
87 § 802.2(f).
88 § 802.2(g).
89 Id.
90 § 802.2(h).
91 該金額隨礦物種類而異，詳見於該條款。See, 16 C.F.R. § 802.3 (2005).
9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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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writers）在日常交易過程所收購之有價證券93
、債權人（creditors）基於抵押或

清償債權進行之收購
94
、機構投資人（institutional investors）在一定控制權比例下對非

競爭者之收購
95
、基於金融協議並僅出於投資目的收購非法人團體之利益

96
等。不過

具體豁免條件尚包含單純投資目的、一定比例或金額限制等不同限制，詳見於各規範

中。

（二）單純投資目的

僅出於投資目的之交易為財務獲利之考量，並不會影響競爭設施之流動或競爭者

之控制權，故可能豁免於申報義務。

1.收購少於10%之股份
對於附表決權有價證券之單純投資行為，若投資後持股並未超過發行人在外流通

股份的10%，原則不須申報97
。

2.單純投資目的之金融活動
金融、信託、保險或投資機構，僅為單純投資目的，而依照重組或清算程序收購

表決權股，或在日常業務範圍內收購資產也豁免申報
98
。

3.投資性出租用資產（investment rental property assets）
投資性出租用資產之收購原則上豁免於申報義務

99
。投資性出租用資產指收購方

僅以出租或投資之目的而購買該財產，並僅以維持與管理該財產之方式參與財產之使

用
100
。購買人不會直接使用該財產，而僅以出租或投資等方式獲得利益。

4.員工利益信託（employee trusts）所進行之收購
員工利益信託所對該員工所屬公司股份進行之收購也可能豁免於申報義務

101
。

（三）收購方被動取得資產

基於贈與、法定繼承、遺屬而取得資產，或設立人（settlor）移轉其財產給不可

93 16 C.F.R. § 802.60 (2013).
94 16 C.F.R. § 802.63(a) (2004). 
95 16 C.F.R. § 802.64 (2005).
96 16 C.F.R. § 802.65 (2005).
97 15 U.S.C. § 18a(c)(9) (2000).
98 § 18a(c)(11).
99 16 C.F.R. § 802.5(a) (2005).
100 § 802.5(b).
101 例如A公司依照特定員工福利法規為該自身員工信託，而且A公司有權決定該信託
之利益分配方式時，該信託買進A公司或其子公司之股份不須申報。See, 16 C.F.R. 
§ 802.35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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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信託（irrevocable trust）102
，原則上豁免於申報義務

103
。

（四）涉非營利團體之設立或新設公司之成立

與新設公司或團體有關之豁免條款有二，第一為「非營利組織（not-for-profit）」
之創設原則豁免於申報義務

104
；第二涉及新事業

105
之成立，若被收購方為新設之公

司
106
，則該公司豁免於申報義務

107
。

（五）不會增加表決權或控制力之收購

如果該收購不會增加收購方的表決權或是控制力量，則不會產生競爭法疑慮，因

此豁免於申報義務。這些條款包含收購不具有表決權之有價證券
108
、對已經具有完全

控制權之對象進行收購
109
，以及各種不增加表決權比例之收購，如股票分割（stock 

splits）、分配股利（stock dividends）或重組（reorganizations）所取得之新股等110
。

（六）交易內容已為審查

若應該要申報之內容已經受到機關審查過，則無再為申報之必要。而若距離前次

審查，僅增加些微持股或控制權，也不會對市場結構產生改變，並無競爭法疑慮，因

此豁免於申報義務。如未逾下一階段表決權股申報門檻（notification threshold）之附
表決權有價證券收購

111
，或機關已經在進行審查之交易等

112
。

（七）涉外國之標的或當事人

若交易之標的為位於外國之資產或外國註冊公司之股份且價值有限，則對於美國

本土之競爭環境自然影響有限，因此可能可豁免申報。如涉及「外國資產」之收購，

102 在此應注意，涉及「不可撤回信託」部份係指任何人把自身財產「移轉給信託
時」豁免申報義務，但若是「受益人（beneficiary）」從信託收受資產時，則並
不在本條款涵蓋範圍。See, Jay D. Waxenberg & Jason A. Lederman, The Intersection 
of Trusts and Anti-trust: Why You, an Estate Planner, Should Care About Hart-Scott-
Rodino, 51 REAL PROPERTY, TRUST AND ESTATE L.J. 431, 440 (2017). 

103 16 C.F.R. § 802.71 (2011).
104 16 C.F.R. § 802.40 (2005).
105 此指任何新成立之公司或非法人團體，原條文用語為：「corpora t ions  o r 

unincorporated entities at time of formation」。 
106 在合資成立新公司時，收購方指「出資人（contributors）」，其有申報義務，而
被收購方指「合資公司」，該公司在結合申報時尚未成立，自無申報義務。See, 
16 C.F.R. § 801.50 (2005).

107 16 C.F.R. § 802.41 (2005).
108 15 U.S.C. § 18a(c)(2) (2000); 16 C.F.R. § 802.31 (2011).
109 § 18a(c)(3); 16 C.F.R. § 802.30 (2018).
110 § 18a(c)(10); 16 C.F.R. § 802.10 (2005).
111 16 C.F.R. § 802.21 (2011).
112 16 C.F.R. § 802.80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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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該資產進口美國之價值少於法定金額
113
；或涉及對「外國公司股份」之收購，且金

額小於法定金額，原則上都可以豁免申報
114
。此外，若交易一方涉及外國政府，且對

該外國政府之資產或有價證券進行收購，基於對外國主權之尊重，也豁免申報
115
。

（八）涉及國家主體或特許行為

競爭法原則上為規範私經濟行為之法規，國家行為與法律所特許之行為往往涉及

公共利益之目的，並且出於對於國會決定之尊重，原則上豁免於申報義務。具體規範

包含國家、州或其機關
116
作為當事人之結合

117
、聯邦法規法明文豁免之主體或交易

118

或，涉及其他聯邦機關依聯邦法所特許之交易
119
，或是基於FTC或法院命令或和解處

分所為之收購
120
及政府主導與監督之收購

121
都豁免於申報義務。

從以上各豁免條款可以發現美國之豁免條款非常繁雜而多元，涵蓋各種不同的因

素，同時也涉及多項概括條款，如日常交易行為、單純投資行為、被動取得資產等。

換言之，表面上美國法對於交易門檻之設計雖然非常著重機械性與形式性的金額門

檻，但實際上也隱藏著很多實質要件作為平衡，而這些實質要件也構成結合審查中最

常見的爭訟所在，必須同時了解美國法的規範與實際的操作才能理解其制度的全貌，

因此以下進一步說明美國實務之發展。

三、實務常見爭議與發展
122

雖然HSR Act規範事項眾多，但實際上發生執法與引起爭執者其實相當聚焦。自
1984年以來共有57件涉及「應申報未申報」、「申報不實」、「等待期間未完成即結

113 16 C.F.R. § 802.50(a) (2005).
114 16 C.F.R. § 802.51(b) (2005).
115 16 C.F.R. § 802.52 (2011).
116 在此僅指美國的聯邦與州政府。
117 15 U.S.C. § 18a(c)(4) (2000).
118 § 18a(c)(5). 
119 § 18a(c)(6), (7), (8); 16 C.F.R. §§ 802.42, 802.53.
120 16 C.F.R. § 802.70 (1998).
121 16 C.F.R. § 802.80 (2005).
122 以下整理 1 9 8 4年 H S R  A c t立法以來至 2 0 2 0年 7月 5日所有執法案
件。See ,  ABA,  supra  no te  8 ,  a t  238-92;  FTC,  Cases  and  Proceedings , 
h t t p s : / /www. f t c .gov /en fo rcemen t / ca ses -p roceed ings?combine=&da te_
filter%5Bmax%5D%5Bdate%5D=&date_filter%5Bmin%5D%5Bdate%5D=&fiel
d_case_action_type_value=All&field_enforcement_type_tid=4094&field_mission_
tid=2974&field_release_date_value%5Bmax%5D%5Bdate%5D=&field_release_date_
value%5Bmin%5D%5Bdate%5D=&items_per_page=20&selected=0 (last visited 
Jul.5, 2020); DOJ, Antitrust Case Filings, https://www.justice.gov/atr/antitrust-case-
filings?f%5B0%5D=field_case_type%3Acivil_merger&f%5B1%5D=field_case_
violation%3A7226 (last visited Jul.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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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等受到第7a條民事罰鍰（Civil Penalty (7a)）之案件123
。而分析案件內容可以發現

雖然爭點各異，但其中3類事由構成將近70%之執法案例124
：

第一，未申報即搶先結合（gun  jumping），並取得他事業之實質受益權
（beneficial ownership）。此類型有11例，共占全部執法19%左右。

第二，當事人認為自己有HSR Act第c項第9款之「純粹投資目的（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investment）」豁免，但實際上沒有豁免。有高達18件案例，占全部執法之
31%，為最常見之類型。

第三，涉及16 C.F.R. § 801.90之規避申報義務行為。此類有10例，占17.5%之執
法案件。因此以下就針對這幾種案件進行討論。

（一）搶先結合與實質結合

搶先結合指雖然已經提出正確內容之結合申報，但等待期間尚未屆滿就進行結

合。而實質結合則指雖然表面上尚未結合，資產等也尚未移轉，但實際上收購方事業

已經取得收購資產之實際使用權，或是實際參與被收購方之資產處分與商業決策。在

歷年實際執法情形中，搶先結合與實質結合通常伴隨出現，並作為HSR Act的主要執
法原因

125
。

具體而言，在結合審查制度下的併購契約中，時常會約定在審查期間雙方有保持

約定狀態之義務，藉以確保在結合後能取得與約定時相同價值與狀態之事業或資產。

但商業環境隨時都在變化，僵固的約定所有資產都不能管理或處分將對結合雙方都有

所不利，因此常會進一步約定結合有關之事業或資產，可以在對方同意或參與決策下

進行變動。然而，如此的設計將使收購方對於被收購對象有越來越高之影響力，甚至

對交易所涉資產或營運單位具有某種使用與決策權。因此搶先結合與實質結合其實處

理的問題核心是收購方對被收購方之資產使用限制達到什麼程度時，會構成「取得資

產或股份」而違反HSR Act。
若涉及「對他事業整體的收購」時，該界線可能在於是否涉「被收購方之商業

決策」。如有前案指出，若合併契約要求被收購方進行競爭相關活動，如客戶接觸或

制定營運與價格策略等都應先徵求收購方同意，則主管機關會認為該事業已實質合

併
126
。類似案件也有當事人於等待期間屆滿前，提前將彼此的決策單位統合在一起，

並共同分配市場與客戶及討論價格策略，最後該結合案的結合審查雖然通過，但此階

123 此即涉及HSR Act的所有爭議案件。
124 分類方式參考自美國律師協會。See, ABA, supra note 8, at 238-92.
125 本文自行閱讀案件與歸納。
126 Complaint at 8-9, United States v. QUALCOMM Inc. and Flarion Techs., 2006-1 Trade 

Cas. (CCH) (D.D.C. 2006) (No. 1:06CV00672).



第 2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632

段之合作須承擔違反等待期間與聯合行為之責任
127
。

若結合僅及於重要資產或部份營運單位時，主管機關則相對倚重另一個判斷標

準，就是「實質受益權（beneficial ownership）」。以收購方是否已經收受獲益及承擔
風險作為判斷。如審查尚未結束，表面上原所有人也依然占有特定化學原料之廠房與

營運單位，並且也由原所有人進行管理，但所創造之收益已經歸屬於收購人，相關營

運虧損或資產保管費用也已經由收購人承擔，則此時就會認為收購方已經實質上取得

該資產與營運單位之所有權，並承擔違反等待期間之責任
128
。

在商業決策的干預最有可能影響彼此的競爭關係或從競爭轉為合作，甚至與結

合完成無異，因此應於審查完成後才得以為之，屬於相當合理的解釋方式。不過合併

契約本身就必然帶有對他方決策之干預成分，因此具體界線仍有不明之處，初步從歸

納前案，本文認為是否使收購方取得與影響被收購方之顧客關係、價格資訊等競爭敏

感資訊，或許為可能的界線，並且環繞在是否以「維持原有價值所必要」為判斷。而

在實質受益權方面也存在類似問題，如果是取得該資產少部分的受益權與承擔微小風

險，是否違法也不明確。本文認為大多時候取得資產之利益與風險無涉於原有價值之

維持，因此應以維持原有財產使用狀態為主，否則容易被認為規避等待期間之限制。

（二）單純投資目的

在HSR Act第c項第9款規定：「如果對他事業表決權股份之收購僅出於投資目
的，並且收購之比例未逾他事業已發行總表決權股份數之10%，則得以豁免申報義
務」。此外，從前面對豁免條款的介紹也可以發現許多豁免條款都涉及「僅出於投資

目的（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investment）」的要件，該要件屬於是否能豁免的關鍵
因素之一。然而，單純投資目的本身就是不確定法律概念，而且又涉及交易時的主觀

動機，難以客觀判斷，因此該條款最常作為應申報而未申報之抗辯事由，但也發生最

多爭執。

實務上，主管機關也意識到上開不確定性，為了避免法律漏洞往往對該條款進行

相當嚴格的解釋。常見被認定並非出於投資目的之事證包含：

1. 當事人於收購他事業股份之前後曾與他事業進行合併意願之洽談129
，

2. 收購股份之後再次對剩餘股份發動公開收購130
，

127 Complaimt at 19-20, United States v. Gemstar-TV Guide Int’l, 2003 WL 21799949 
(D.D.C. July 11, 2003) (No. 1:03CV00198).

128 Complaint at 5, United States v. Atlantic Richfield Co., 1991 WL 290711 (D.D.C. Jan. 
31, 1991) (No. 91-0205).

129 Complaint at 4-5, United States v. Manulife Fin. Corp., 2004 WL 1944847 (D.D.C. May 
27, 2004) (No. 1:04CV00722); Manulife , 2004 WL 1944847 at *1.

130 Complaint at 6, United States v. Farley, 1995 WL 76920 (N.D. III. Jan. 11, 1995) 
(No.92C1071); ABA, supra  note 7, at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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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曾在當事人本身董事會或相關主管會議中，提及有部份主管或董事想要擔任該他事
業之董事，或想要影響與參與他事業經營決策之意願

131
，

4. 主管機關也曾以兩事業間存在競爭關係而否決純粹投資目之抗辯132
，

5.  此外，董事收購自己任職事業之股份達到申報門檻時，主管機關認為董事身分代表
具有參與事業決策之意圖，因此並非單純投資目的而無豁免空間

133
。

從這些前案可以發現實務上將「僅出於投資目的」嚴格解釋為「不具有其他目的

的可能性」
134
。必須從交易的背景或是從行為人前後行為趨勢觀察，都完全沒有取得

控制權或影響他事業決策之效果或意圖，才符合該條款之要求。本文認為以嚴格限縮

之方式適用該條款符合「僅」出於投資目的之文義，而且可以使涉及主觀動機之規範

在操作上更加客觀與穩定，符合有無申報義務應當明確穩定之要求。然而在當事人參

與程序時就需要特別留意，如果收購方在被收購方具有董事身分或有競爭關係，就足

以否定單純投資豁免之適用。

（三）規避申報義務

規避申報義務之規範雖然看似抽象且廣泛，但實際解釋適用其實相當穩定，大致

上分成以合夥人或家族等「共同收購」之情形，以及「分拆原本應申報之交易」兩大

種類。前者係將收購主體分為不同部份，但實際為相同控制人；後者則是將交易客體

分拆不同部份，但實際上為相同交易。就不同收購主體者，如1992年Beazer案，該案
中Beazer公司（英國建築公司）為收購Koppers公司（美國建築公司）股份，而設立
Beazer全資子公司，並使該子公司又與另外兩間不同公司共組為合夥（BNS合夥），
每個合夥人權益都不超過49%，接著使BNS合夥與其他不同公司共組成另一間公司
（BNS公司），每個股東持股也未達49%，再透過BNS公司收購Koppers公司股份。表
面上Beazer都無控制權，但實際上Beazer與參與合夥及合資的每間公司都已經以契約
約定Beazer有管理權，並且應於一定條件下收購所有參與合夥與合資之公司。因此主
管機關認為從契約觀察，Beazer應具有實質控制權，並且也享受該收購之最終利益，
故負擔規避申報義務之責任

135
。

131 Complaint at 5-6, United States v. Pennzoil Co., 1994 WL 655049 (D.D.C. Oct. 28, 
1994) (No. 1:94CV02077).

132 Complaint at 4-5, United States v. Smithfield Foods, 2004 WL 3167628 (D.D.C. Nov. 12, 
2004) (No. 1:03CV00434); ABA, supra note 7, at 431.

133 Complaint at 6-7, United States v. Diller, 2013 WL 4101693 (D.D.C. July 3, 2013) (No. 
1:13CV01002).

134 常見用語為：「[their] intent included the possibility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management」，而認為並非單純出於投資目的。See , Complaint at 5-6, Pennzoil , 
1994 WL 655049 (No. 1:94CV02077).

135 Complaint at 9, United States v. Beazer PLC, 1992 WL 220784 (D.D.C. Aug. 14,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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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拆交易之典型案例可見於Illinois Cereal Mills案136
。在該案中，Illinois Cereal 

Mills公司（下稱Illinois），想收購Lincoln Grain Company（下稱Lincoln）之資產，但
資產價值超過申報門檻，因此先以接近但未達申報門檻之金額收購磨坊與軌道，再分

別以租賃加上期貨等不同方式，取得Lincoln其他資產的使用權以及未來的購買選擇
權。主管機關認為該租賃實際上等同資產之收購，而全部收購金額總和大於申報門

檻，因此負擔規避申報義務之責任
137
。

綜上，規避申報義務之判斷在實務上係以申報義務主體與申報標的是否刻意分割

為不同部份作為判斷，並且以實質受益權、實質所有權等方式，使契約、合夥或租賃

等行為都納入計算。可能因為執法方向明確，多數案件都聚集於法規建置初期，在近

10年都未有相關案件138
。然而該制度對於法規漏洞的填補依然有其意義，其立法與推

論過程也足供我國參考。

參、我國法之結合申報義務

一、申報義務之發生

在民國80年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立法時，我國便創設結合審查制度，藉以避
免因為結合導致市場結構惡化與限制競爭之危險

139
。審查程序可能使參與結合事業與

主管機關負擔額外成本，但也可能有效的避免限制競爭的風險實現，因此我國立法理

由就明示我國並不對所有結合進行干涉，僅參與結合事業達到一定市占率時，國家

才會要求事前申報
140
，採取有條件之監督機制

141
。具體而言，就是透過申報義務之設

計達到該立法目的。我國申報義務之發生共由3個主要要素所組成，第一、符合結合
定義；第二、符合申報門檻；第三、並無豁免條款適用。當結合案件同時符合3項要
件後，取得資產或控制權之一方當事人就會具有申報義務，並應於交易前提出法定資

料，各項要件分述如下。

（一）結合定義

公平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結合，指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No. 92-1881).
136 FTC v. Illinois Cereal Mills, 691 F. Supp. 1131 (N.D. Ill. 1988).
137 See , ABA, supra note 8, at 284.
138 統計至2020年7月5日。See, ABA, supra note 8, at 238-92; FTC, supra note 122; DOJ, 

supra note 122.
139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立法，7-9（1995）。
140 民國80年2月第11條制定條文說明。
141 若達到一定門檻時需在完成結合前先審查通過，屬於事前審查；若未達門檻則可
以自由完成結合，但公平會依然可以就已經完成結合之案件進行事後的結合審
查，因此屬於混合事前審查與事後審查制度。廖義男，前揭註139，8-10(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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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他事業合併。

二、 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
分之一以上。

三、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四、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

五、 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這些條款就涵蓋我國所有定義
結合之方式，分別說明如下。

1.第一款「事業合併」
「合併」是指參與結合事業全部消滅，由新成立之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

部權利義務，或其中一參與結合事業存續，並概括繼承其他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

務，並以存續或新設公司之股份、或其他公司之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之行

為
142
。此時多數經濟結合為單一經濟體，同時聚集更高經濟力量，也同時使原本競爭

關係消失，直接對市場結構造成影響
143
。

2.第二款「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
本款係指事業取得他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或有限公司或合夥之出資額達1/3時，

事業內部管理與決策有趨於統一之可能，為避免競爭之危害，將此情況納入結合定

義，使之有加以管制之可能
144
。如此規定係因為達1/3。又所謂1/3股份總數或資本額

依公平法第10條第2項規定，係以受相同事業所控制之全部事業對他事業持股之總和
為計算

145
。至於受相同事業所「控制」之認定，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下稱公平法

細則）第6條第1項146
：「本法第十條第二項與第十一條第二項所稱控制與從屬關係，

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事業持有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他事業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
資本總額半數。

(2) 事業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致一事業對另一事業有控
制力。

(3) 二事業間，有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所定情形，而致一事業對另一事業
有控制力。

(4) 本法第十一條第三項之人或團體及其關係人持有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
超過他事業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共有4款定義「控制從屬

142 企業併購法第4條第3款。
143 汪渡村，公平交易法，53（2015）。
144 廖義男，前揭註139，89-90(1995)。
145 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2項。
146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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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之方式。

其中公平法細則第3款僅以公平法第10條第1項第3款或第4款判斷有無公平法第
10條第2項與第11條第2項之控制權，因此進一步問題為公平法第10條的其他結合定義
是否也可以構成「控制」。沒有被涵蓋的結合定義包含第1款「合併」、第2款「持股
1/3以上」及第5款「實質控制力量」。就「合併」而言，此時其他參與結合之法人格
已經消滅，無控制從屬關係之問題。而第5款之實質控制力量則在公平法細則第6條第
1項第2款有類似規定。至於第2款「持股1/3以上」則難以單從法規了解有無涵蓋，但
目前實務似認為若兩事業彼此符合「結合定義」之關係，就原則上構成「控制從屬關

係」
147
。因此公平法細則雖然未把「持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

作為控制從屬關係之判斷方式，但依然可以構成本條款之控制從屬關係。

3.第三款「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本款聚焦於財產收購的結合型態。所謂「受讓」係指當事人一方基於契約關係取

得他方所讓與標的之所有權；「承租」則指一方以租物給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

租金之契約。「主要部分」實務上認為除應從財產在價值的「量」占讓與事業總財產

之比例，以及財產的「質」相較其他資產對於讓與事業在競爭上的重要性外，也需要

衡量該交易對參與結合事業市場地位之影響
148
。具體上可以綜合考量4項因素149

：

(1) 讓與部分之財產或營業占讓與事業之總財產價值比例及營業額比例。
(2)  讓與部分之財產或營業得與事業分離，而得被視為獨立存在之經營單位。
(3)  從生產、行銷或其他市場情形，讓與部分之財產或營業具有相當之重要性。
(4)  受讓公司取得讓與部分之財產或營業，將構成讓事業經濟力之擴張，而得增加其
既有之市場地位。

4.第四款「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
首先，「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包含損益共同的「經濟一體性」與須服從統

一指揮權的「經營一體化」
150
。所謂損益之分配通常係以契約分配損益，而且需經常

共同經營，僅偶爾為之則非本款內容
151
。「合資企業」就屬於本款的常見類型

152
。此

147 有實務見解直接表示，基於公平法一貫以事業對外擴張行為之監控為目的，「結
合型態規範（即公平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到第5款），自亦得作為事業間是否屬
於公平交易法上所稱具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判斷基準」。換言之，兩事業彼此關係
「符合結合定義」原則上就構成「控制從屬關係」。參見，最高行政法院96年判
字第1461號判決。

148 汪渡村，前揭註143，57。
149 公平會，認識公平交易法，65。
150 同前註，66。
151 同前註。
152 公平會定義合資企業包含以下5項要件：1 從事合資經營事業契約關係之存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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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同事業的一部分競爭資源在於同一指揮下，可能更傾向彼此合作而非競爭，因此

有予以審查之必要。其次，「委託經營」指一事業將其全部一部之營業交由受託事業

為經營，但由委託者名義為之，且經營之損益亦由委託事業承擔
153
。此時，委託事業

擁有指揮監督之權，並須支付受託事業一定報酬，受託事業則擁有一般情況下的經營

權，此時可能使受託事業同時擁有自身以及委託事業之市場力量，因此納入結合定

義
154
。

5.第五款「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本款係結合定義之概括規定，用以填補前幾款可能之漏洞

155
。「直接控制」是指

參與結合事業一方將因為本交易取得他方業務或人事之控制權；「間接控制」則指參

與結合事業一方透過第三人持股或藉由實質所有人（Beneficial Ownership）而取得他
事業之控制權

156
。本款之「控制關係」在業務經營面表現於重要營運事項之選擇，包

含交易對象與條件之決定等，而在人事任免方面則指經理等管理人員之任免
157
。又在

控制之程度上，實務認為僅限於「單方正面的控制」，若僅具剛好半數董事席次，且

持股未達1/3也非最大股東時，並不具有單方直接形成營運決策之能力，因此不構成本
款之結合

158
。

6.我國結合定義之設計特徵
從以上結合定義可以發現我國在結合定義在立法設計上存在兩項特徵，注重「實

質審查」，而且以「取得他事業的控制權」作為其核心概念。注重實質審查可見於諸

多不確定法律概念，如「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經常共同經營」或「控制他

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等，如此可以防止規避的行為，但也造成解釋上的不確

定，並使結合定義成為我國審查最大的不穩定因素之一。當這些條款出現解釋上疑慮

就需要透過概括條款尋找其規範的核心價值。結合定義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

人事任免」作為概括條款，並以「單方正面的控制」作為解釋方式，這些都凸顯出我

國結合定義以「控制權」為其核心概念。換言之，我國以「是否對他事業產生單方與

正面的控制力量」作為結合與一般交易的基本界線。如果僅對他事業產生影響，但還

不至於產生控制力量就很可能不會認為屬於結合需要申報。如統一案就因為「僅有半

共同利益之存在；3 共享利潤及共同負擔損失；4 對事業有共同經營權；5 股東間
基於誠信原則有互相信賴之關係。同前註。

153 同前註。
154 廖義男，前揭註5，36。
155 同前註，245。
156 吳秀明，競爭法之發軔與展開，417-422（2004）。
157 汪渡村，前揭註143，58。
158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判字第1346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訴更一字第155號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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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董事席位，而認為不構成結合；再如大聯大案也以「僅出於投資目的」，說服

公平會該案並非以取得控制權為目的，縱然確實取得大股東地位與將近1/3的表決權，
依然不屬於結合。

（二）申報門檻

1.我國申報門檻之內容
若已符合前述之結合定義，則需要審查該交易是否符合申報要件，具體規定於公

平法第11條第1項到第6項、公平細則與金額標準。公平法規定若「結合前，參與結合
之單一事業市占率達到1/4」，或「參與結合後，市占率達到1/3」，抑或達到「法定
金額門檻」，有符合三者任一門檻就應提出申報。至於市占率原則上以相同市場中各

事業間之銷售額為計算基礎
159
。以市占率1/4與1/3作為門檻係比較外國法，並且基於

當時經濟情況，認為不宜採過低門檻，故設定於該比例
160
。至於法定金額門檻之數額

多寡則因為不同國家的經濟結構不同，尤其我國中小企業較多，因此未直接沿用外國

的門檻，而是依照歷年案件為參考對象，以該產業類別的市占率1/4之事業所具備之平
均銷售額為主要依據，再考量禁止或附條件不禁止案件之銷售額決定法定金額門檻，

並依照經濟成長與通貨膨脹等因素，每年進行調整
161
。具體之數額如下

162
：

(1)  參與結合之所有事業上一會計年度全球銷售額總計超過新臺幣（下同）400億，且
至少兩事業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額超過20億；

(2)  參與結合之事業為非金融機構事業，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150億，而與
其結合之事業，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20億；

(3)  參與結合之事業為金融機構事業，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300億，而與其
結合之事業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20億。並將各款內容呈現於下表。

159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4點。
160 戴貝宜、邱佳芸、陳惠君，我國結合申報門檻之檢討，公平交易委員會108年度研
究發展報告，45（2019）。

161 同前註，56。
162 事業結合應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之銷售金額標準與計算方法第1點。應注
意，以上金額為2016年修正該標準後之金額，且2016年修正後該數額尚未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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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我國2020年之金額門檻

金額門檻 申報義務

所有事業之全球銷售

額總和大於400億

至少兩事業國內銷售額大於20億 有

只有一事業達20億，或全數少於20億 無

全球總額少於400億

非金融業：

一者國內銷售額超過150億，另一者超過20億 有

金融業：

一者國內銷售額超過300億，另一者超過20億 有

參與結合之任一方少於上述標準 無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以上之金額門檻是以「參與結合之事業」的規模做為計算的基礎，在具體計算

上需要注意各項金額的計算都並非僅計算單一企業，而是整體集團之銷售額，有相同

最終控制事業所控制之所有關係企業應加總計算
163
。蓋相同控制權的集團會依據相同

利害進行競爭活動，因此在分析上應綜合整體控制權結構，不應拘泥於組織外觀，方

能顯現參與結合之真正規模，並正確評估該結合之市場影響
164
。又所謂「最終控制事

業」並不限於公司，若自然人與其他團體具有「控制性持股」也可納入計算
165
。至於

何謂「控制性持股」則指特定人或團體或該人與團體之「關係人」，持有他事業過半

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者
166
。又「關係人」指具有公平法第11條第5項關係之人或事

業，包含「配偶與特定血親」、「該特定親屬所控制之事業」、「相同團體之代表

人、控制人及其配偶」與「前述代表人與其配偶所控制之其他事業」。此係因為實務

上許多集團內部之控制關係並非直接建立於明確的表決權股之持股關係，而是混合管

理階層或董事長及其家人所控制之事業，及以信託等其他方式控制之事業，並藉此隱

藏企業彼此之關係
167
，故本法特別以上開方式穿透組織形式外觀，以實質控制關係判

斷是否符合申報門檻。

至於金額門檻之計算是以「銷售額與銷售金額」為標準，但該用語的定義在不同

163 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2項。
164 民國104年2月公平交易法第11條之修法理由第2點。
165 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3項。
166 如自然人小明持有A與B兩間股份有限公司之過半股權，就代表小明對兩公司具有
控制性持股。此時若A公司併購他人之C公司，需要計算A公司是否符合法定金額
門檻時，因為小明對A與B公司具有控制性持股，因此需要加總兩公司之銷售額。
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4項。

167 民國104年2月公平交易法第11條之修法理由第3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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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有所不同。就「非金融業」部份，「銷售額」係指「營業收入總額」，亦即尚未

扣除任何成本費用的收入總額
168
。若是「金融機構」則再細分不同種類有不同內涵：

(1)  銀行業之銷售金額為「公開發行銀行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綜合損益表之「淨
收益」；

(2)  金融控股公司以「金融控股公司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綜合損益表之「淨收
益」作為銷售額；

(3)  證券商以「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綜合損益表之「收益」為銷售額；
(4)  保險業以「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綜合損益表之「營業收入合計」作為
銷售額

169
。

綜合而言，「非金融業」及「保險業」計算銷售額時都以營業收入為計算，未扣

除成本費用；但「銀行業」、「金融控股公司」與「證券商」則以「淨收益」與「收

益」作為計算基礎，需要先扣除成本費用，各行業之計算方式有相當差異。最後，以

上銷售額之累計期間是以「上一個會計年度」為基礎，若該企業未滿1年，則應將實
際營業期間之銷售額除以實際營業之月份，算出目前平均每月之銷售額後，再乘12方
式為計算

170
。

2.我國申報門檻之設計特徵
從以上規範中可以發現我國幾項立法特徵，以下先點出這些規範特徵與影響，藉

以作為後續與美國法比較之基礎。首先，我國單以「當事人規模」為申報門檻，並不

會考量交易金額之多寡。這可能使擁有特殊技術而市占率正在快速擴張之新創公司與

他事業之結合，縱然因為前景看好而高價收購，也可能無須申報
171
，但因為我國依然

有市占率做為門檻，因此僅兩間小公司收購可以真正避免申報義務，錯放疑慮之影響

有限。其次，我國混用「金額」與「市占率」兩者來衡量當事人規模。市占率可以防

止規避金額門檻之行為，而且市場界定若錯誤的劃定過廣使市占率太低，也可以透過

金額門檻加以平衡。然而，若市場界定太小導致市占率過高，將難以透過金額門檻加

以平衡。因此市占率仍然可能造成我國門檻之不確定。這些特徵都與美國法存在部分

差異，其優劣與可能的調整建議詳述於後文比較法處。

二、豁免條款

若符合上述申報門檻，就會進入有無豁免條款之審查。我國法豁免條款之設計較

為簡單，分別規範在公平法第12條與「不適用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之結合類型
（下稱豁免類型）」兩者，共有10條條文。主要可以分成「不影響控制權」與「庫藏

168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項。
169 事業結合應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之銷售金額標準及計算方法第5點。
170 事業結合應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之銷售金額標準及計算方法第5點。
171 戴貝宜，前揭註160，35、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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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收回」兩類。

「不影響控制權」為我國豁免條款的主要類型，公平法第12條第1款、第2款、第
3款、第5款，及豁免類型的各點都屬之。內容包含，「母子公司」或「兄弟公司間」
之結合，或「轉投資成立100%持股之子公司」。這些交易內容僅涉及原有經濟體內
部之調整，並非當然產生規模經濟擴大、市場競爭機能減損之效果，並無管制之實

益
172
。另一類則僅有公平法第12條第4款，若事業依照公司法或證券交易法合法買回

自身股份，並導致該公司股東控制權比例上升達申報門檻時，豁免於申報義務。此係

因買回股份乃事業負責人依照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所行使之正當權利，且繼續持有股

份之人之控制權擴張係由於發行股份之公司之行為所致，與結合管制係避免事業主動

透過結合方式擴大自己經濟力量之目的有間，因此立法上排除該申報義務
173
。

綜上，我國共有兩類主要之豁免類型，其一，以「控制權並未變更」作為核心，

此觀點也呼應以有無控制權作為核心概念之結合定義；其二以「不可歸責」及「無控

制權」作為核心，此觀點則凸顯我國以「行為人」為行政責任之前提，而申報義務即

為行政責任之一環，因此表決權提高之人既然非作出股份買回決定之人，則自然不應

因為他人行為而使自己負擔申報義務此一行政責任。最後若符合結合定義，並具備申

報要件，且無豁免條款，則法定申報義務人應依申報表之要求提出相關資料。

三、我國案例分析

從本文緒論處已提及申報義務之有無屬於我國結合案件之主要爭議來源，為了釐

清相關爭議的真實樣貌，並且試圖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前文已就相關規範、其設計

的內涵與可能的影響進行說明，以下則進一步藉由具體個案呈現出相關規範的不穩定

問題，並試圖剖析其中的原因。提及之個案為大聯大案與統一案，前者不但在近年引

起廣泛討論，而且包含申報義務中多面向的議題；後者則能更深刻的體現出我國結合

定義之政策立場與其中的問題。

（一）大聯大案

1.事實經過
2019年底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聯大）欲公開收購水平競爭同業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文曄）共30%股權，並可能成為當時文曄最大股東。對
此，大聯大於公開收購說明書提出以下聲明與承諾

174
：「為明確表示公開收購人財務

性投資之立場，公開收購人聲明及承諾，在被收購公司本屆董事任期內：(1) 文曄公

172 參見，民國91年2月公平交易法第11條之1修法理由第2點，與民國104年2月公平交
易法第12條修法理由第5點與第6點。

173 參見，民國91年2月公平交易法第11條之1修法理由第3點。
174 參見，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碼 3036)
公開收購說明書，收購目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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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依法召集之股東會，大聯大公司均將依通知出席並參與表決；(2) 在大聯大公司取
得文曄公司股權後，將獨立行使股東權，不與任何第三人約定共同行使表決權，亦不

自行向主管機關申請召集或與任何第三人共同協力召集股東會；(3) 在大聯大公司取
得文曄公司股權後，文曄公司依法召開之股東會，大聯大公司均不對外徵求委託書，

取得超過大聯大公司持股以外之表決權；(4) 大聯大公司對於文曄公司之持股，將維
持不高於30%之股數，不再在資本市場加購文曄公司股票；(5) 大聯大公司不會提名或
參選文曄公司之董事」。

大聯大並於108年12月19日至公平會陳述表示該公司不會在文曄本屆董事任期
內，在股東會上提出涉及文曄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之提案，又倘在股東會上有關涉

及文曄公司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之提案，該公司將不行使表決權
175
。以上收購為文曄

所大力反對，並引起各界關注，公平會最後於109年1月15日第1471次委員會議通過決
議，認定該案不須向公平會提出申報

176
。在收購完成後大聯大取得文曄29.9%之表決

權股，一時為單一最大股東，但之後又因為祥碩與文曄之合作，最後大聯大持股被稀

釋至23.26%，祥碩持股23.26%為最大股東177
。

2.本案爭點分析
本案在法律爭議上同時涉及「結合定義」與「申報門檻」兩方面之問題，以下依

照各方意見分別說明。

(1)文曄及其委託之法律意見178

在「結合定義」上，文曄認為該收購使大聯大成為單一最大股東，已經具有實質

控制力量，而且兩者為同業競爭關係，具有取得控制權之誘因，該收購應構成公平法

第10條第1項第5款「直接間接控制他事業人事或業務」之結合定義。此外，文曄也強
調大聯大所提出之相關不取得控制權之承諾都僅限於文曄「本屆董事任期內」，並不

能僅因為上開承諾而認為大聯大確實無取得控制權之意願。

其次，在「申報門檻」上，文曄強調兩事業為我國最大的兩間半導體通路商，若

175 有關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多30%股
份乙案，依現有事證及大聯大公司財務性投資等說明，尚不須向公平會申報
結合，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
aspx?uid=126&docid=16172（最後點閱時間2020年11月17日）。

176 同前註。
177 「文曄、祥碩換股結盟過關！『白衣騎士』祥碩增資換文曄股從溢價2成打回
原形」，數位時代，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7354/wt-asmedia-exchange-
stock-price-down（最後點閱時間2020年11月17日）。

178 整理自：「對手加價26%來收購股票，文曄拜託股東別賣！鄭文宗的下一
步？」，數位時代，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5610/wt--microelectronics-
wpg-hostile-merge（最後點閱時間2020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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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將使臺灣市占率高達7成，在亞洲扣除日本市占率5成，已經符合公平法第11條第
1項之申報門檻，自應提出相關申報。
(2)大聯大與公平會採信之意見179

在「結合定義」上，大聯大與公平會主張該案僅持股30%未達持股1/3，不構成公
平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之結合，又僅為單純投資行為，無涉被收購方之控制權移轉，
故非公平法第10條第5款「直接間接控制他事業人事或業務」之結合型態，不構成結
合定義。主張之依據就是大聯大聲明在文曄本屆董事任期內不會再增加持股或表決

權，不會提出或參加股東會中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之提案，也不會提名或參選董事。

此外，在「申報門檻」上，大聯大與公平會採計Gartner報告、世界半導體貿易統計組
織（WSTS）統計資料、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資料等，認為兩公司於全球、亞太
地區或我國整體半導體之合計市占率均不及1成，於半導體零組件通路之合計市占率
也至多3成多，縱然符合結合定義也未達到申報門檻。
(3)是否符合「結合定義」之討論

在學說討論上主要分成「結合定義」與「申報門檻」兩部分之討論。在結合定義

部分，主要問題聚焦於本案是否構成公平法第10條第1項第5款「直接間接控制他事業
人事或業務」之結合定義。肯定見解基於以下理由認為該案屬於結合

180
：

A.  不能因為收購股權低於 1/3 門檻就直接認為該案無第5款實質控制力量。

179 整理自：公平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180 因為不同論者彼此意見有部分重疊或彼此援引，為方便理解，本文將各討論意見
整理成5點主要理由，各論者具體的意見可見於以下各文中：王立達，「大聯大
是結合審查網的試金石」，蘋果日報，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20191127/
KCPJTIYUVFNYSD7FBMOKGC5XRQ/（最後點閱時間2020年11月17日）；牛
曰正，「公平會為何自我縮現行政權？」，鉅亨網，https://news.cnyes.com/news/
id/4429075（最後點閱時間2020年11月17日）；石世豪，「何不透過結合申報建
立敵意併購審議常軌？大聯大併購文曄案或許就是典範」，聯合報，https://udn.
com/news/story/7238/4286348（最後點閱時間2020年11月17日）；徐政義，「大聯
大應說明為何收購文曄」，蘋果日報，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20191202/
T7GI3QEWWMAA5VSLJ2LK3I5HGQ/（最後點閱時間2020年11月17日）；陳明
賢，「大聯大收購文曄股權 一堂大學財務管理購併課的省思」，鉅亨網，https://
news.cnyes.com/news/id/4423187?fbclid=IwAR1SUSXsSgOJl-6FdKJ-qEpKIcWQGN_
nyLNv5-N4HHFwblcw5dFQ0ruxhw4（最後點閱時間2020年11月17日）；楊宏
暉，「論結合管制之立場，分析市場影響」，聯合報，https://udn.com/news/
story/7238/4252127（最後點閱時間2020年11月17日）；顏雅倫，「敵意併購不
應成結合管制破口」，蘋果日報，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20191205/
UVQNVQYUHOBIVUUWTYSCNTDXZE/（最後點閱時間2020年11月17日）；
顏廷棟，「大聯大收購文曄30%股權的『To be, or not to be』」，鉅亨網，https://
news.cnyes.com/news/id/4424189（最後點閱時間2020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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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從過往股東會出席股東持有的股權比例判斷，30%表決權數只要在徵求10%表決權
就可以取得實質上過半之表決權數；相反文曄僅持有10%表決權，要再徵求30%表
決權才可能抗衡，幾乎難以達成。

C.  從外國案例觀察，收購競爭者20%、30%股權的結合案也會納入審查。
D.  再從美國的單純投資豁免條款觀察，僅限於持股10%以內才有適用，我國雖然無該
豁免條款，但也可以反面論證投資目的但取得30%持股者在學理上有申報必要。

E.  最後從財務分析角度可以發現該案應該不是單純出於投資目的，蓋以近27%的溢價
率來取得5%至30%的文曄股份，不但溢價過高而且持有量也太大，無論從股價與獲
益角度而言，大聯大自身股票或其他投資選擇都可能更好。

相反，認為該案並不構成結合定義之學說則聚焦於實質控制力量之有無上，提出

兩點該案無控制力之理由
181
：首先，從比較法觀點，美國法下對「控制」之判斷係以

取得50%表決權數為依據，本案僅30%應不具控制力；其次，大聯大已作出5點不做干
預之聲明及承諾，難以想像此時依然可以影響文曄之營運，除非另有事證足以證明大

聯大具控制文曄之能力，否則不宜僅以推估之理由而影響結合。

本文認為本案公平會之判斷符合實務過往對公平法第10條第5款「實質控制力」
之立場，蓋實務經常以「單方正面之控制力」作為該款之解釋方式 ，182

而僅持有30%
股權且聲明文曄本屆董事期間不參與營運事項，從實務過往觀點大聯大應無單方正面

控制文曄之力量。然而，如此理解結合定義並不妥適，是否構成結合應從最廣義下有

無限制競爭疑慮作為判斷，蓋縱然符合結合定義，也依然需要有相當規模才具有申報

義務，而且縱然提出申報，也不一定會禁止結合，若自始連結合定義都不符合，等同

自外於一切的監督，連「有無限制競爭疑慮」之審查機會都自始不存在，不可不慎。

本案中屬於競爭者間的收購行為，本有取得控制權或以合作取代競爭之誘因，

高達30%之持股並為最大股東，也使大聯大具影響文曄營運與決策的力量，而且兩公
司彼此持股越高，彼此利害關係就越趨一致，彼此競爭程度自然也會下降，這些都創

造限制競爭之可能性，不應自外於整個審查機制。從比較美國法的單純投資豁免也可

以得到類似啟發，該豁免不但限於10%以內的持股，而且實務運作係以嚴格限縮之方
式理解「僅」出於投資目的，FTC甚至明言若涉及競爭者會強烈推定該案非純粹的投
資，且縱然收購當下確實僅有投資目的，只要從股權結構上有影響他方營運之能力或

181 范建得，「論結合管制之申報門檻-以大聯大/文曄案為例」，蘋果日報，https://
tw.appledaily.com/headline/20200115/IOANXM5SFW2JBIHFSLPLGOFM6I/（最後點
閱時間2020年11月17日）。

182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判字第1346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訴更一字
第15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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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因，也依然無該豁免之適用
183
。因此大聯大縱然此刻確實出於投資目的，也確實遵

守其承諾，但因為兩者存在競爭關係與相當高的持股，影響文曄之誘因與能力在文曄

本屆董事任期屆滿後也依然存在，故不應豁免於申報。

此外，在公開說明書之目的以及在公平會非正式程序所作出之承諾也無明確法律

效力，縱然之後違反承諾並控制文曄，也僅有受到裁罰之可能，不一定影響控制文曄

之事實，縱然事後進入審查甚至決定分拆，也已經造成高昂社會成本，有失審查制度

原意。因此從結合定義的功能上觀察，不應單純以「可能出於投資目的」就認為該案

不符合結合定義，真實目的不但主觀而且因時而異，應以客觀市場結構與股權結構判

斷有無控制的誘因與力量方可防止規避申報之行為。

(4)是否符合「申報門檻」之討論
本案另一項議題就是是否符合申報之門檻，尤其是否達到公平法第11條第1項第

1款與第2款之市占率。對此大部分文獻都強調此部分應交由公平會實質審查才得以確
知，但也有提出多項重要意見。首先，大聯大與文曄屬於半導體通路商，而且屬於我

國國內最大的兩間事業，占我國國內70%之市占率，但若把產品市場從「半導體通路
商」改為「半導體」產業，或把市場界定為亞洲或全球，其市占率會大幅減少為不到

10%184
。其次，實際上如何界定市場各論者也強調應綜合在功能、特性、用途、價格

等方面上是否具合理替代可能性而定，並因為常見的官方或商業報告僅公布產業或行

業別的統計，但競爭法的市場界定分析必須依「產品」為分類，通常只有競爭法主管

機關才能掌握
185
，較妥善方法應是公平會依所有可能為相同市場之事業的產品進行分

析才較為準確。

由以上討論可以凸顯出我國申報門檻不穩定的問題，不同當事人基於不同立場或

認知背景就可能對市場界定產生截然不同的差異，並造成有無申報義務之不同。而且

當事人縱然想要精確劃定所處市場的範圍也相當困難，蓋當事人難以取得產業中其他

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的產品資訊，導致市占率與申報義務之不穩定。此外，公平會所

進行之市場界定雖然有公權力支撐，可能取得較完備之資訊以利分析，然公平會也要

開啟程序後，才能以當事人所申報之產品資訊作為核心，逐步從各個可能的競爭者中

劃定產市場範圍，現行法卻要求在決定有無申報義務前，先準確的劃定市場範圍，縱

183 相關討論，參見本文貳、二、（二）「單純投資目的」部分。
184 楊宏暉，「論結合管制之立場，分析市場影響」，聯合報，https://udn.com/news/

story/7238/4252127（最後點閱時間2020年11月17日）；「文曄：被大聯大收購會
形成壟斷！ 這是欺負我們不懂IC通路產業嗎？」，蘋果日報，https://tw.appledaily.
com/headline/20200110/TK2APWMTB6OR56DEHOGLG77CPU/（最後點閱時間
2020年11月17日）。

185 張宏浩，「由大聯大公開收購文曄事件談競爭法的結合管制」，聯合報，https://
udn.com/news/story/7238/4252269（最後點閱時間2020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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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公平會也不容易在極為有限的時限下完成。換言之，現行法下無論公平會或參與

結合事業都難以在時間與資料的局限下，完成準確的市場界定，僅能依賴政府或研究

報告進行粗略的評估，並因為研究報告本身目的或單位之差異，導致各種有無申報義

務不確定的結果。以上結合定義或申報門檻之討論都已點出現行法的不確定性問題，

就調整方式將詳述於後文比較法處。

（二）統一案

1.事實經過
在2008年間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就維力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維力）之投資事宜與維力之大股東Long Life Intl.Co.,Ltd（下稱大股東）簽訂投
資協議。協議中大股東願意協力使統一取得半數董事席位，大股東取得另外半數董

事席次。而後統一收購維力31.84%之表決權股，而大股東持有66.2%表決權股，並於
2008年10月6日舉行董監事選舉，統一100%間接持有之孫公司美商力望公司（下稱力
望）當選3席剛好半數董事席次，統一並指派自身公司之總經理與副總經理作為力望
之代表人參與維力董事會

186
。對此公平會以統一取得維力實質控制權而未申報做出裁

罰，統一則隨之提出相關爭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維持公平會之裁罰，但最高行政法

院廢棄北高行判決，發回更審，更審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採取最高行政法院見解，並

撤銷訴願決定與原處分。而後公平會又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與提起再審之訴，但未改

變處分被撤銷的決定。

2.本案爭點分析
本案爭點在於「剛好取得半數董事席位」是否構成公平法第10條第1項第5款之

「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人事或業務」而符合結合定義？

(1)公平會與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一次審理時之意見
公平會主張結合定義之「控制」不限於「積極主動的控制」，也包含「消極被動

的控制」。蓋結合之認定著重於原有兩事業間彼此競爭與牽制關係是否會因為結合而

消失，若達到消極被動的控制就足以使被影響之一方不能有效進行競爭，應認為已構

成結合
187
。本案中統一擁有半數董事席位，已經擁有否決所有不利議案之權利，自應

認為有「控制」力量
188
。

(2)統一、最高行政法院與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更審時之意見
認為不符合結合定義者將「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人事或業務」解釋為對他

事業具有「正面積極之控制」，而不及於「負面消極之控制」。蓋消極被動之控制頂

186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098035號行政處分；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訴字第2814
號判決。

187 同前註。
18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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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使維力消極地無法一定行為，最高行政法院與高等法院並進一步認為限制競爭必然

為積極行為，若僅消極使維力董事會無法有效運作，自然也無法進一步做出傷害維

力自主權或其他限制競爭之行為，無管制必要
189
。至於具體上是否具有「正面積極控

制」，以上法院認為並非以形式上是否超過或等於半數董事席次為判斷，而係綜合董

事會與股東會表決權比例為實質判斷。本案中基於以下理由認為統一在事實上不可能

對維力有積極正面之控制力量
190
：

A.  統一並無過半董事席次，無從積極作出控制行為；
B.  統一持股未達維力之1/3，而大股東則持股達66.2%之表決權股，若無大股東對於統
一之支持，統一將無從取得半數董事席次，因此基於雙方投資契約與股東會弱勢地

位，統一也不會刻意杯葛、否決或侵害維力與其大股東之主導權與利益；

C.  統一若確實透過杯葛癱瘓董事會運作，也頂多使維力之營運由目前之總經理主導，
並不會影響維力之自主性。因此認為統一並無直接或間接控制維力之人事或業務，

不符結合定義。

(3)學說討論
對本案見解採持支持意見者係基於法律明確之考量，蓋結合定義對於申報義務

之有無，以及整個審查程序影響甚鉅，各條款之操作上必須存在明確界線。在現行法

下，既然規定1/3持股才落入結合定義，而且也無董事兼充的相關法規，基於對於立法
政策之尊重，就不應以第5款「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人事或業務」擴大該法之適
用範圍，否則今日未達1/3持股也未逾半數董事席次就因為「消極控制」而落入結合定
義，下次更少持股是否也可能因為有某種影響而又落入結合定義？如此操作將使當事

人限於高度不確定中
191
。

反對見解則以「獨立性」與「限制競爭效果」作為第5款「控制」之解釋原則，
認為本款之控制並不限於對他事業具有直接指揮或決定其政策之力量，若得以影響他

事業之充份營運自主性，如具有否決他事業相關決策之能力，也構成控制之一種
192
。

蓋此時他事業無法為積極的競爭行為，僅能以做出有利於收購者的決議或不做出任何

董事或股東會決議，這些都足以削弱他事業做為獨立經濟個體進行充分競爭之能力，

影響其獨立性，也造成市場競爭之下降，應進入審查知必要
193
。

(4)本文見解
189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判字第1346號判決。
190 同前註。
191 張甘穎，「結合審查基準之研究－以統一維力結合案為例」，公平交易季刊，第

22卷第4期，60-61（2014）。
192 黃銘傑，「公平交易法結合管制之問題點與盲點」，公平交易季刊，第25卷第2
期，32-33（2017）。

19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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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上開不同見解分別點出我國結合定義之不同問題。反對本案判斷之見解

點出現行結合定義與「限制競爭效果」脫離之問題。本案之實務見解乃至於前文大聯

大案中，實務都以「積極正面之控制」、「全面的控制」作為結合之核心概念，並認

為若被收購之一方僅營運受到干預，但不足以直接將被收購者整合入收購方之指揮支

配下，此時收購方之市場力量沒有明顯擴張，尚無進入結合管制之必要。然而，公平

法之結合管制實應以「限制競爭疑慮」作為核心概念，而非以「全面控制力量」之有

無。蓋未達全面控制依然可能造成限制競爭之疑慮，如學說所提及之「反面控制」也

可以使競爭對手之營運效率下降，使市場競爭結構受到減損。此外，競爭者藉由交叉

持股與董事兼充更可能促使聯合行為或非明確合意的共同行為出現，競爭者彼此的競

爭敏感資訊都在董事會中彼此暴露，而且各方高層也參與彼此未來競爭策略之形成，

縱然未明言共同漲價也極容易達成一同漲價之行為。若彼此還有交錯持股，各方利害

關係就更趨一致，以合作取代競爭之誘因就更嚴重。然而，這一切都可能自始不符合

結合而無庸申報，也因為無「合意」而非聯合行為，這正是以「控制」觀點取代「限

制競爭」觀點之弊。

因此本文認為不應採取「積極正面之控制」與「全面之控制」來理解第5款之結
合定義，而應回到「限制競爭效果」進行判斷。統一案正是上開各問題之體現，從

「反面控制」觀點，統一之半數董事席次以足以杯葛或阻撓維力之有效競爭，而若兩

者自始自終不是站在削弱彼此競爭的角度，則有促進聯合行為或非合意共同行為之嚴

重疑慮，此從兩者的投資契約也可見一斑，契約目的在於使統一可以監管與輔助維力

之財務結構與投資決定，統一若未參與維力之實際營運，不可能實現該契約目標，而

「投資」也直接涉及產品研發與競爭策略之決定，無論從董事會組成或投資契約內容

都凸顯該案具限制競爭之虞，不應自始豁免於申報。

然而，若以「限制競爭效果」作為解釋「控制」之方式，將會造成支持本案之學

說所提出之問題，第5款「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人事或業務」在解釋上將會過度
膨脹與不確定之問題，也有倒果為因的風險，蓋結合定義係用以決定是否需要進入審

查，但需要審查後才知道有無限制競爭風險，這些問題將使結合定義難以操作。換言

之，我國真正問題在於結合定義在解釋適用上的兩難，然而從美國結合實務觀察，似

乎並未落入此種困境，因此後文以比較美國法之方式，試圖尋找可能的問題點與調整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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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兩國比較分析

一、兩國差異一覽

依據本文統計，美國1984年HSR Act立法以來近40年間194
，共有57件涉及結合申

報程序之案件，並且近8成案件聚焦於「違反等待期間而搶先合併」、「有無單純投
資豁免」、「規避行為」與「填寫申報資料」。然而，我國自1991年建立結合申報至
今30年間195

，已有69件涉及申報程序之裁罰案件，並且有高達67件與申報義務相關。
換言之，我國結合審查制度比起美國有更多的執法案件，尤其在有無申報義務方面有

更大差距。若再考量美國每年有數千件結合申報案件，而我國每年僅數十件申報案，

更可以凸顯出美國申報義務之相關制度比起我國擁有更高的穩定度。因此以下將臚列

兩國差異，試圖尋找造成上開差距之可能原因。

綜觀前文中兩國申報義務制度，可以簡略歸納出4點差異：
（一）  我國結合定義的相關條款較多，但皆以「控制權」作為核心概念。相比之下，

美國法並無對結合明確定義，但有同樣作為界定一般交易與結合界限之類似制

度，即「取得（acquire）」的概念，必須取得他事業的財產、股份或利益才需
要進行後續審查，屬於極度寬鬆的劃分方式。

（二）  我國豁免條款規範非常簡單，並同樣以有無取得或強化「控制權」作為大多
數條款的核心概念。美國法下則有極其複雜的豁免條款，包含「單純投資」、

「日常交易過程」、「不影響控制」等多種價值。

（三）  在申報門檻上，我國法僅考量「當事人規模」，並混用市占率之實質判斷與
金額門檻之形式判斷。美國法則包含「交易規模」與「當事人規模」，但僅以

「金額」為門檻，同時設計「規避條款」避免金額門檻過度形式化之問題。

（四）  在開啟正式程序以前，兩國都存在提供當事人諮詢之機制，而且機關對於裁罰
也都具有一定裁量權，但美國法下相關機制更加明確與完整。以下就逐一討論

上開差異之意義與影響。

二、應以多元價值作為一般交易與結合行為之界線

結合審查制度其中一塊重要環節就是劃分「結合行為」與一般交易行為的界線。

我國法是以「結合定義」作為一般交易與結合行為之主要分界點，並以「積極正面的

控制力量」作為核心概念。然而，如前所述，控制權概念與限制競爭概念並不相同，

現行實務操作會使具有限制競爭疑慮之案件自始排除於審查機制。但若使結合定義考

量完整的限制競爭效果，又會產生過度模糊以及重複審查之問題。

194 統計至2020年7月5日。See, ABA, supra note 8, at 238-92; FTC, supra note 122; DOJ, 
supra note 122.

195 資料來源：公平會「本會行政決定」檢索系統，https://www.ftc.gov.tw/internet/
main/decision/decisionlist.aspx（最後點閱時間：2020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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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相比，美國法雖然沒有「結合定義」的概念，而且申報門檻也僅考量交易規

模與當事人規模，並未排除任何一種交易型態，但卻沒有發生一切大公司間交易行為

都需要審查之困境。仔細觀察其法規設計就可以發現實際上美國法以「取得」與「豁

免條款」擔任劃定結合行為與一般交易行為之角色。「取得」涉及交易的進展程度或

收購人對於資產的控制程度，代表一個交易在哪一個階段開始會構成結合。「豁免條

款」則涉及交易的類型，指什麼樣的交易會進入審查，什麼不會。換言之，結合在美

國法之積極定義是：「若該商業行為使交易一方取得他事業的附表決權有價證券或其

他資產的實質所有權，且無豁免條款適用」，就是結合行為。

比較我國法與美國法模式，可以發現兩國主要有3點差異。其一，我國與美國雖
然都涉及「取得」要件，但我國對於取得的客體有所限制，僅限於取得1/3以上表決
權、主要資產或控制權才構成結合，美國法則無限制取得之客體。其二，兩國豁免條

款之複雜度有相當差異。我國豁免條款有約10條條款與類型，而反觀美國立法例有超
過40條豁免條款。其三，兩國概括條款的設計不同。我國法以「單方正面的控制權」
作為區分一般交易與結合之核心概念；美國則未直接定義結合內涵，而是以反面排除

方式，盡可能臚列出「非結合」的典型情況，包含「日常交易過程之一部份」、「純

粹投資目的」、「非自願收購」、「不影響現有表決權與控制力」、「已經經過審查

或特許」、「純粹涉及外國事業與市場之交易」等多種概念。

從規範的功能觀察，兩國都存在篩選案件之機制，藉以避免過多申報之問題，而

兩國也都以不確定法律概念避免規範漏洞，並面臨規範不明確的風險。真正差異在於

我國僅有「控制權」單一種不確定法律概念與核心價值，美國法則運用多種不確定法

律概念與規範價值。期望以單一價值積極界定結合的輪廓正是我國真正問題所在。如

大聯大案就是試圖以「控制權」的概念處理「投資目的」，造成解釋上的兩難，蓋兩

者本為不同的價值，若要使「控制權」包含對「投資目的」的評價，就勢必要過度擴

張控制權的內涵。統一案也類似，控制權與限制競爭效果兩者存在不同內涵，完全不

具有控制權雖不影響競爭，但未達積極正面的控制力量，依然可能有限制競爭效果，

要使控制的概念包含所有限制競爭之情況，就必須擴張其內涵，而造成不明確的問

題。

美國法存在，但我國法沒有的反面結合定義包含「日常交易過程之一部份」、

「純粹投資目的」、「非自願收購」、「已經經過審查或特許」、「涉及外國事業與

市場之交易」等
196
。若觀察以上各豁免條款之內容與目的，會發現個條款都難以互相

涵蓋，但又都存在合理性與必要性。比如「單純投資目的」的概念著重在從市場與股

權結構上不存在控制之誘因與能力，而自然不涉及限制競爭效果；「日常交易過程」

196 各分類與內部個條款的介紹說明，詳見本文貳、二、「豁免條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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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強調該交易經常且普遍的發生，若需要申報對各方影響過大。彼此存在不同的重要

內涵，若單以任何價值作為劃分一般交易與結合之界線，都會出現審查範圍過廣過窄

或不穩定的問題。

因此，我國結合定義應該朝兩個主要方向修正，第一，不再以狹義的單方正面控

制權作為核心概念，第二，同時增加更加多元的定義或豁免條款。而具體設計可以參

考美國法的諸多豁免條款，並衡量我國政策需要。如保留結合定義部分，但適當放寬

第5款的解釋空間，同時考量各條款之目的與必要性而為設計，如美國法的「日常交
易過程」豁免與我國結合定義之「主要資產」條款擁有相近功能，可以依照政策選擇

較容易操作之規範方式。

三、申報門檻應以其他制度取代市占率標準

如前文所述，市占率在衡量上的困難與不確定使我國申報門檻存在不穩定的問

題，這些問題不只在於如何解釋法規，更在於進入審查前並不適合處理市占率的認

定
197
。如大聯大案與相關學說的討論，無論是當事人或機關都難以在有限的時間與資

源下準確的界定市場範圍，這使市場界定本身的不確定性更為擴大，並造成當事人有

無申報義務不明與相關爭議迭起。因此本文認為實有刪除市占率標準之必要。

然而，市占率標準對於現行法具有重要的功能，要改變相當困難。最直觀而言，

如此設計可以避免以金額作為申報門檻容易規避，實際上我國有半數左右之案件以市

占率作為申報事由
198
。而從體系上也可以取代「交易規模」的功能。蓋僅以金額衡量

當事人規模時，可能會無法衡量新興產業龍頭收購具有高度價值之新創公司之案件，

因為新興產業整體規模較小，縱然市占率最大之事業可能也不一定達到當事人規模之

金額門檻，而被收購的新創事業雖然前景看好，但目前規模也不大，在這些情況下僅

以金額衡量當事人規模就可以有所遺漏，如WhatsApp和Facebook的結合案就有類似
特徵並引起各國討論

199
。然而，我國因為存在市占率門檻，縱然是規模較小的新興產

業，只要該企業市占率高就可以納入審查，因此可以避免上開問題。因此，市占率雖

然僅為申報門檻的其中兩款事由，但其實與整個申報門檻的設計息息相關。

就避免金額標準容易規避的問題，或可以參考美國法對於規避條款的設計與實

務發展，以特別的漏洞填補條款作為因應，但如此可能招致另一個明確性問題，因此

除了需要了解美國實務之論理外，更需要有相關函詢機制與機關裁量作為配套
200
。至

197 詳見本文參、三、（一）「大聯大案」部分。
198 戴貝宜，前揭註160，66-67。
199 同前註，35、41-43。
200 如我國可以函詢主管機關釐清有無申報義務，而機關對於未申報案件也會依照案
件嚴重程度有不同裁罰。若我國法建立「規避條款」，或如前文「肆、二、」所
建議設計更多元的豁免機制後，可能使相關法規範更加複雜，主管機關與人民就
具體案件的提前溝通，以及機關對案件之裁量都可能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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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文認為規避條款比起市占率更適合作為填補漏洞工具的原因在於規避條款在操作

上還是較為穩定。從規範內容觀察，規避條款依然環繞於客觀金額，當事人自己得以

清楚知悉，機關也較易取得與計算，在操作上若非當事人刻意分拆交易主體或交易標

的通常不會有該條款適用。美國實務近10年沒有相關執法案件亦可證其操作之穩定
性

201
。

另就當事人規模之金額門檻無法有效評價新興產業與新創公司方面，我國現行

立法設計與美國法分別提供不同之解決方式。無法有效評價新興產業係因該產業整體

規模較小，因此其龍頭事業也未達法定金額，然若將法定金額依不同產業個別界定適

當數額就可以避免上開疑問，正如我國目前區分金融業與非金融之立法設計。若區分

產業別為不同設計過於繁瑣，則可以參照美國法並用「交易規模」與「當事人規模」

之方式。蓋當事人規模係以總資產或銷售額進行規範，所反應者為參與結合事業目前

的規模，然交易規模則能夠凸顯對被收購方前景的期待，若參與結合事業規模相對較

小，但前景受到市場高度重視時，依然能涵蓋於交易規模中。

綜上，本文認為基於申報義務之穩定性，不應以市占率作為申報門檻之標準，但

除刪去該條款外，應一併建立相關配套措施以茲因應。主要有兩方面調整。首先，應

建立避免規避的法規，藉此緩和金額門檻過於僵硬的侷限。其次，應調整目前申報門

檻之內容。若要維持目前當事人規模的設計，可能須對規模特別懸殊的產業制定特殊

的金額門檻。另也可以參考美國法並用「交易規模」與「當事人規模」之方式，但還

需要依據我國競爭政策進一步研擬交易規模與當事人規模兩者如何並用以及金額門檻

等具體內容。

伍、結論

從我國訴訟案件之統計、與美國之比較及相關個案之研究，都凸顯出我國申報

義務之不確定性問題。尤其公平法第10條第1項第5款「直接間接控制他事業人事或業
務」與同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與第2款之「市場界定」這兩部分最具爭議。從表面上
觀察可能會直觀的認為這涉及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解釋，並可能透過實務發展而逐漸具

體，但上開問題實際卻未因時間而趨於穩定。若細查其原委，乃因制度本質使然。

首先，就結合定義而言，現行法單以控制權為理解，實乃忽略「控制」與「限

制競爭效果」為不同概念。不具任何控制力量固然無限制競爭之可能，但未達全面控

制者卻依然可能因「消極之控制」或「共同效果」而生限制競爭效果。事實上，一般

交易與結合之界線既曖昧又複雜，單以「控制權」之概念實難以涵蓋所有影響「限制

競爭效果」之關鍵因素，如是否「僅出於投資目的」或「日常交易所生」等概念就難

201 See , ABA, supra note 8, at 238-92; FTC, supra note 122; DOJ, supra  note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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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透過對控制的理解加以處理。任何單一標準都有窮盡之處，總會走向應「顧及限制

競爭效果」或「維持規範明確」之兩難，縱有案例之累積也不易從困境中尋得解方。

故追本溯源之道，乃在於建構足以囊括多元價值之結合定義。美國法透過寬鬆的界定

「取得」，再於豁免條款中考量各種因素，不失為一種選擇。若不採美國法之設計，

也能透過對「控制」概念的放寬，同時增加豁免條款的多元性，達到類似的效果。

其次，就申報門檻而言，現行法並用「市占率」與「金額」兩者，雖然有避免漏

洞之效果，但其不確定性卻造成更大的社會成本。該市占率之問題不只來自市場界定

本身之不確定，更來自於在程序定位上的困境。蓋當事人難以知悉其他競爭者的產品

及價格資訊，而開啟程序前公平會也尚未取得申報資料，而且也不一定有時間與資源

向各可能的競爭者進行調查。往往各方都只能在資訊不足之情況下拼湊出可能的市場

範圍，此時參與結合事業與公平會就市占率有不同判斷也就不足為奇。若程序定位未

變更，該不穩定的問題也難因為案例累積而消失。故本文認為應刪去市占率之標準，

申報門檻才能趨於穩定。而市占率所涉及的廣泛影響中以「防止規避」與「充分評價

新興產業之結合」兩者最為重要，前者可以參考美國法之規避條款填補漏洞，後者則

可能透過更細緻的金額門檻或交易規模門檻達到相同的功能。

結合審查中只有極少數案件會受到禁止，但所有案件都可能因申報義務之有無

而有影響。因此本文藉由以上討論，試圖在呈現兩國規範外，能釐清現行法的核心問

題。上述建議之具體內容，還需要實務工作者或後續研究之投入，但希冀能藉由文中

所整理的問題與建議，能夠提供初步的思考方向，讓申報義務之法制能更加明確與穩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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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lurriness of the statutory filing obligations which are burdened by entities of 
mergers has always been a concern not only for scholars, but also for practitioners in Taiwan. 
This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fact that more than half of merger lawsuits in Taiwan are 
disputing over filing obligations. Besides, there are more than ten articles discussing just 
a single case about the merger between WPG Holding Limited and WT Microelectronics. 
Observing key issues of those disputes, we may find that two categories of provisions are the 
most controversial: the requirements which may constitute a “merger”, and the thresholds 
of filing. Among those requirements constituting a merger, the definition of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ontrols the business operation” mentioned in Article 10, Section 1, Subsection 
5 in the Fair Trade Act of 2017 is the most contentious. As for the thresholds of filing, the 
definition of “market share” mentioned in Article 11, Section 1, Subsection 1 and 2 in the 
same Act is also unclear.

However, if we make comparisons to the merger proced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may 
find that it is much less controversial. Even though disputes still happen, the disputes in issue 
were not usually focusing on the requirements constituting merger and the threshold of filing. 
Hence, in this article, I try to figure out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regulations of the two 
countries since they lead to different stability of the merger procedure.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is to suggest authorities in our nation a possible direction of revising current 
regulations. In this article, I would like to make two preliminary suggestions: First of all, I 
argue that the way we us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merger and ordinary transaction should 
be changed. Shares of control may not be the only consideration for the distinction. Instead, 
multiple value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order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effectiveness and 
substantial justice. Secondly, the standard of “market share” should no longer be adopted as 
one of the filing thresholds. 



第 2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656

與談

與談人： 謝國廉
           （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教授兼財經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就研究目的而言，在美國結合審查的實務爭議上，不論是FTC或司法部的相關部
門所處理的問題，都是跟減少競爭相關問題而禁止結合，比較特別的是這篇文章討論

申報義務與豁免條款，比較沒有選擇減少競爭的相關問題，而是選擇實務上爭議較少

的申報義務還有豁免的問題，我建議此部分可以於前言中稍加說明。我特別提出這一

點是因為，在後面分析臺灣的案例時，涉及控制是否為積極控制或考慮市占率的問

題，看起來不單純為技術上計算相關門檻或比較規模的問題，如果在比較法上捨棄美

國這個部分的討論，後續討論上會比較沒有交集。

關於立法目的的問題，在文章緒論提到處理這個問題可以增加程序的穩定性，

避免違法結合之後拆分時，因為股份相關問題不清楚而造成困難，我認為此一部分相

當重要，若有機會可以再做補強。因為（Hart-Scott-Rodino Act，簡稱HSR）立法時
強調的立法目的，第一個是有充分的資訊可以做實質審查，第二個是有充足的時間進

行實質審查，甚至倘若時間不夠，主管機關還可以發出second request延長結合審查的
時間。近年美國FTC更強調，申報制度一方面能提醒執法機關去知道結合案件確實存
在，第二個是讓執法機關能及時保護購買商品與服務的消費者，包括個人、企業、

目前正在進行採購的政府機關，免於受到反競爭結合（anticompetitive mergers）的危
害，所以這部分的立法目的建議可以補強。

關於正文的部份，這篇文章從第4頁到第20頁談到很多申報義務、交易金額認
定、門檻、豁免條款這些細節，這些細節規定主要是要讓主管機關有充足資訊可以加

以判斷是否有反競爭結合的存在，以及有充足的審查時間，文中提到相關爭執是相當

聚焦的，僅涉及特定的條款，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會建議從第4頁文章一開始的地
方到中間的部分，應比較鎖定他主要爭議的相關條款，比如說文章中有提到的單純投

資目的的豁免，在美國法實務上有好幾件精彩的判決，可以多加著墨，相較於交易金

額細節的討論來說會更加精彩。

關於結論的討論，首先，作者非常強調要採取多元價值結合，結論有說應該要效

法美國，就取得（acquisition）作較寬鬆的認定，另外再就豁免條款考量各種因素，
這結論需要再補強，我認為豁免的部分相當程度上為例外條款，就像文章中所提到各

種豁免極其複雜且多元，既然如此，又要採取多元價值審查的話，意味著提出審查申

請的事業必須準備大量且多元的數據，倘若如此，申請結合的事業必須耗費相當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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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物力在多元價值資料的準備上，這樣的狀況是否需要調整已於美國引起改革的聲

浪；另就主管機關而言，要審查大量的數據意味著更長時間的審查，但從申請人的角

度來看，商機在瞬息萬變的商場稍縱即逝，可能會因審查效率的問題而受到阻礙。第

二個問題則是，在第37頁結論部分指出應刪除市占率標準，因為準備結合事業和公平
會僅能拼湊市場範圍以判斷市占率，這點我並沒有很贊成，原因是因為市場範圍界定

不易以及市占率判定困難，乃是事業與公平會認定任何限制競爭行為時都會遇到的問

題，處理獨占或聯合行為都會面臨相同的挑戰，以此作為刪除市占率的理由，我覺得

可能要再思考一下。另文章中亦提到，爾後也提到倘若能學習美國「透過更細緻的金

額門檻或交易規模的判斷」，達到「充分評價新興事業結合」的目的，我如果是公平

會的人員，一定會很怕這一點，因為這邊會涉及到相關模型與代表數據是否能充分評

價新興事業的結合，這其實是一個很模糊的東西。如果這一點我們都可以做到，則提

升界定市場範圍與判斷市占率的精準度，亦非不可能，感覺美國在這方面的判斷似乎

較我們更為複雜，我並不認為市占率的審查基準有這麼糟糕，因為審查結合的目的，

不外乎是在於防止事業假結合之名行聯合行為之實，或防止事業假結合之名行取得獨

占地位之實，進而濫用市場地位。既然現行法禁止聯合行為及濫用獨占地位的規定，

皆以市占率作為判斷事業市場力量的因素，則在審查結合時將此因素納入考量，應尚

屬合理。不過，若參考美國，有一點是可以考慮的，特別是討論到專利或智慧財產權

授權在金額上的判斷標準，或許考慮將市占率標準修正為市場力量標準，可能在實際

判斷上會更加精準。最後展望未來的部分，在執法的優先性考量，以HSR Act為主的
美國相關法規，訂定了許多金額門檻和商業規模等的細節，很多文獻上都指出美國政

府亦給予執法機關相對應的大量人力和物力資源以認定反競爭的結合，所以審查多元

資訊需有大量政府資源的投入，否則難以實現，在這邊涉及到的是公平交易法業務優

先性的問題，也就是在美國是具有優先性的業務，可能非我國具有優先性的業務，或

是是否具有充分的資源，這可能是需要納入考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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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競爭法對於域外結合案件審查處理方式 
之研究

石世豪
*

摘要

隨著經濟貿易活動持續全球化發展，原本以國內市場為主要適用範疇的競爭法，

不僅規範主體愈來愈常見跨國企業，事業依法應受管制或禁止的限制競爭行為，跨國

進行或造成跨國效果者也愈來愈普遍，關於競爭法有無「域外效力」及法院如何針對

「域外」案件適用內國競爭法，卻始終在各國間爭議不斷。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

稱「公平會」）為處理涉及外國事業，或者，在我國領域以外進行的事業涉及競爭相

關行為，特別頒定多份規範文件；其中，「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域外結合案件之處理

原則」（以下簡稱「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由於觸及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

平法」或視前後文簡稱「母法」）上結合管制規範及事業遵循、主管機關執法等行政

作業面向，與法院被動受訴「域外」案件畢竟不能等同視之。本文針對「域外結合案

件處理原則」規範內容及其實務應用情形加以分析，再從各國結合管制演進歷程的比

目　次
一、「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及其演進

二、競爭法域外適用問題

三、各國結合管制模式：單軌或雙軌

四、域外結合管制比較：我國特殊之處

五、域外結合處理原則再衡酌

六、結論與建議

* 國立東華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本文根據公平交易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各國競爭
法對於域外結合案件審查處理方式之研究」期末報告改寫而成，曾以研究計畫名
稱為標題，發表於「第27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由於原委託研
究所涉議題範疇較廣，不易收斂歸納結論，有鑑於此，本文聚焦我國公平交易法
執法實務上較為直接相關的申報審查規範，刪節前揭期末報告內容並改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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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觀點立論，認為該處理原則及其他相應規範如今已有修正調整必要。

關鍵字：域外效力，管轄，結合，申報門檻，審查程序，限制競爭，矯正措施

一、「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及其演進

公平會針對域外結合案件，特別制定「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對照美國、歐

盟、日本、韓國、英國、新加坡、紐西蘭等7個國家或超國家組織競爭法及其結合管
制實務，目前均無類似規範，我國遂成為上述研究計畫比較範圍內唯一採行此種特殊

規範方式者
1
。回溯我國公平法上結合管制規範依循各國競爭法演進趨勢轉變為申報異

議制的法制背景
2
，以及，對照「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在實務運作上與各國競爭法

同儕執法情形出現高度反差
3
，其實可以發現：公平法於1991年制定時，結合管制核心

規範，不僅結合要件（1991年舊法第6條，現行法第10條）、許可或不禁止審酌標準
（1991年舊法第12條，現行法第13條第1項）並未調整，就連結合申請或申報門檻規
定，其核心規範迄今亦未作實質修正。此點，或許正是目前公平會處理域外結合申報

案件，在實務上遭遇諸多問題的制度根源所在
4
。

由於個別國家或超國家組織競爭法制原已各有其特色，其執法機關及法院對於

域外反競爭行為是否及如何適用也各有立場；至於授權主管機關或執法機關「事前」

受理申報、審查及決定是否附加矯正措施或予以禁止等高度干預權限的結合管制，其

「域外效力」問題又涉及行政權運作的「羈束與自由」
5
，與針對事業違反競爭法或

反托拉斯法行為的取締或訴追並不完全相同
6
。整體而言，個別國家或超國家組織競爭

1 就此，參閱：石世豪等，各國競爭法對於域外結合案件審查處理方式之研究，213
（2020）。

2 相關說明，參閱：石世豪等，前揭註1報告，215以下（2020）。
3 就此，詳請參閱：石世豪等，前揭註1報告，199以下（2020）。
4 相關說明，參閱：石世豪等，前揭註1報告，218-220（2020）。
5 關於行政權與司法權同屬執行權一環，行政機關依法行政，與司法機關依據法律
獨立審判，（從憲法層面觀之，）彼此性質仍有相當差距；其中關鍵，端在行政
部門既須受法律羈束，又在憲法及法律容許範圍內，握有更為廣泛的形成權限
（及責任）。上述貫通憲法的行政法基本原理，參閱：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
用，增訂第11版，81-84（2010）。

6 針對反競爭行為的取締及訴追，在美國等英美法系國家，終須透過法院裁判始得
強制；即使在大陸法系國家，對於行政不法行為處以行政罰，亦須比照刑事不
法行為訴追遵循「處罰法定主義」；相關說明，參閱：陳清秀，「處罰法定主
義」，收錄於：廖義男主編，行政罰法，51-82（2008）。在同屬大陸法系的德
國，事業違反GWB遭處以秩序違反法上（OWiG）罰鍰者，卡特爾官署裁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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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原已各有其特色的結合管制規範，適用於域外結合案件上又呈現更加繁複多樣現

象。在上述法制背景下，事業跨國結合已向其他競爭法主管機關提出申報，或者，營

業活動跨越多個競爭法制適用範圍的大型事業參與結合，同時或先後向數個競爭法主

管機關提出結合申報，難免在審查處理程序及終局實體決定等面向上彼此錯落歧異。

公平會於2000年第457次委員會議通過，並於同年8月18日施行「域外結合案件處
理原則」。未久，為配合我國公平法結合管制由申請許可制改為申報異議制，公平會

於2002年第555次委員會議修正該處理原則第4點及第5點；3年後，公平會於2005年第
688次委員會議又修正該處理原則名稱、第1點、第2點及第5點，2012年該會第1057次
委員會議再修正該處理原則名稱及第1點，3年後，2015年該會第1213次委員會議復修
正該處理原則第2點及第6點；次年底，配合該會行政規則3年全面檢討計畫，公平會
再於2016年第1307次委員會議修正該處理原則全文。

在現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中，明定其適用對象為「二以上外國事業在

我國領域外之結合」，且符合公平法第10條關於結合定義者；「結合事業分屬我國及
外國領域內」或「外國事業於我國領域外結合，導致其所屬我國領域內之關係企業或

分公司間」，分別符合公平法第10條關於結合定義者，雖然並非真正「域外」結合案
件，也準用該處理原則關於提出申報的程序規定

7
。而參與結合的「二以上外國事業」

應向公平會申報的門檻，則與本國事業無異。至於在行政程序上負有申報義務者，根

據該處理原則第5點規定，除了「在我國設有關係企業、分公司或辦事處者，亦得由
其關係企業、分公司或辦事處具名代向本會提出申報。必要時，本會仍得命該最終控

制之事業提出相關資料。應申報事業尚未設立者，由參與結合之既存事業提出申報」

等延伸規定之外
8
，基本上也與相同情形下的本國事業無異。在「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

則」中，異於本國事業類似規範而較為特別者，主要為第3點關於域外結合案件「管
轄」決定的考量因素：

（一）結合效果對我國市場有無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

（二）結合行為對本國與外國相關市場影響之相對重要性。

（三）結合事業之所在地及主要營業地。

（四）影響我國市場競爭之明確性程度及其預見可能性。

僅具有起訴功能，仍須由檢察機關準用刑事訴訟程序經法院裁判後加以執行；相
關說明，參閱：Bechtold/�Bosch,�GWB�Kommentar,�9.�Aufl.,�§82a, Rn. 2 (2018)。

7 參照：該處理原則第6點規定。
8 關於結合案件申報義務人，依公平法第49條規定具備授權法規性質的該法施行細
則，亦於第8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之事業結合，由下列之事
業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者，為持有或
取得之事業。但持有或取得事業間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者，或受同一事業或數事
業控制者，為最終控制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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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結合事業所屬國法律或政策造成衝突之可能性程度。

（六）行政處分強制執行之可能性。

（七）對外國事業強制執行之影響。

（八）國際條約、協定或國際組織之規範情形。

（九） 參與結合事業在我國領域內有無生產或提供服務之設備、經銷商、代理商或其
他實質銷售管道。

（十）其他經本會認為重要之因素。

上述10款「管轄」考量因素中，第1款幾乎抄自美國已經法典化的「效果原
則」，第4款大抵源自於相同的立法意旨，第2款也依循「效果原則」權衡市場影響
的相對重要性，第5款在「禮讓」觀點之外其實頗有對比其他國家類似體系的參照意
味，第7款、第8款既兼顧比例原則、遵守國際法等觀點也包含「禮讓」其他競爭法
制相關考量，第3款、第6款及第9款則大致與「執行管轄」相當的考量因素。此外，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也保留第10款作為彈性調整依據；然而，對於可能適用該
處理原則的擬申報事業而言，此款概括規定反而增加遭公權力干預的相當程度不確定

性。

從「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簡要的6點規定中，既須同時扣合母法（公平法）
上關於結合管制規範及事業遵循、主管機關執法等行政作業面向，又須兼顧上述「效

果原則」、「執行管轄」、「禮讓」等跨境執法問題，就不難發現：現行「域外結合

案件處理原則」試圖兼顧母法既定規範、競爭法先進國家「域外管轄」有關概念與我

國執法實務考量，將程序、實體等不同性質規範一併納入單一行政規則，卻又以簡要

的6點條文籠統規定，難免顧此失彼，實際套用於「域外結合」案件時是否果真有助
於「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或統整同類業務處理方式

9
，值得進一步

研析。

首先，從規範體例看來，我國「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所規範結合管制相關事

項，與公平法、該法施行細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以下

簡稱「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等不同層級、性質的法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規

範內涵不無重疊之處；就「域外」及涵蓋範圍更廣的「涉及外國事業」所觸及涉外因

素而言，又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涉外案件之處理原則（除舊規範之外，以下依現行

規範簡稱「處理涉外案件要點」）題旨相近。

對照公平會於2016年第1307次委員會議中，審議「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涉外案

9 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規定：「行政規則包括下列各款之規定︰一、關於機關
內部之組織、事務之分配、業務處理方式、人事管理等一般性規定。二、為協助
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
及裁量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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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處理原則」檢討修正案時，決議第2點特別提及：「本處理原則不對管轄權實質
事項進行規範，僅處理涉及外國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之程序事項」，對於「認定管轄

權（歸）屬程序之實質事項」尚且字斟句酌，頗為慎重。現行「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

涉及外國事業案件要點」中，大抵仍以資料蒐集、程式、文書、送達等行政手續事項

為主要規範內容，對照「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相關規定包括上述「效果原則」、

「執行管轄」、「禮讓」等廣泛觸及實體範疇與後續法律執行事項；兩者同為處理外

國事業適用公平法的行政規則，規範事項及其所涉及實體範疇卻有如此明顯差異。

然而，再對照主管機關處理「域外結合」案件行政作業規範，「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

則」並未針對異於處理其他各種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以致於無法統一規範於

「涉外案件之處理原則」的特殊情形明文加以規定
10
。

就制度功能而言，結合管制不僅聚焦於市場集中化所衍生的限制競爭問題，因而

授權競爭法主管機關提前介入事業之間原本合法的組織、業務及人事整合活動進行干

預，與競爭法其他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規範以禁止事業特定違法活動為主的禁

止規範型態相較之下頗有特色。另一方面，基於國家安全及其他整體利益考量的外國

人投資限制法規，往往也針對持有股份、出資額等事業活動設定成套管制規範
11
，不

免與相當常見的股份或資本取得型結合重疊規範
12
，甚至在行政實務上出現外國人投

資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行使職權時依附於結合管制，導致管制措施疊床架屋

從而衍生適法性爭議及誘因偏差等複雜問題
13
。

反觀我國公平法上的結合管制規範，其實並非一成不變；自該法施行以來近30
年間，也經歷過至少2次重要轉折。公平法於1991年制定時，即已明定結合定義、管

10 關於涉及外國事業的結合申報案件，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涉及外國事業案件要點
第7點第1項僅籠統規定：「涉及外國事業結合申報案件之申報文件，應依事業結
合申報須知辦理」，除指向主管機關所公告的結合申報書程式，並無實質規範內
涵。

11 外國人投資條例第4條第1款規定：「本條例所稱投資如下：一、持有中華民國公
司之股份或出資額」；該條例第7條規定：「下列事業禁止投資人投資：一、對國
家安全、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國民健康有不利影響之事業。二、法律禁止投資
之事業。（第1項）投資人申請投資於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而限制投資
之事業，應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或同意。（第2項）第一項禁止及第二項
限制投資之業別，由行政院定之，並定期檢討。（第3項）」

12 公平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結合，指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
額三分之一以上」。

13 此類問題，近年在我國目的事業管制上所衍生的爭議及其背景說明，參閱：石世
豪，「目的事業參與結合之多重管制問題及其制度革新芻議－以通訊傳播領域為
例」，公平交易季刊，第25卷第2期，1-3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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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規範如申請門檻、審查標準等規定，以及，針對違法結合案件得採取解體、處罰等

矯正與制裁手段。公平法於2002年初大幅修正，結合管制由申請許可制改為申報異議
制。公平法於2015年初再次大幅修正時，關於結合管制部分，條序隨整部法典體例重
新排列：結合定義規定不再單獨列於總則章，移入第二章「限制競爭」，與其他結合

管制實體規範並列；關於事業集團藉由個人或事業以外團體，對事業控制性持股者，

新法也於第11條增訂明文納入規範；解體處分則改列第六章「罰則」，與罰鍰及後續
勒令歇業或停止營業處分相互銜接。

至於結合管制執法實務常規，也隨著我國公平法制度變革、參照各國競爭法主

管機關執法指導原則及公平會處理案件經驗累積而不斷發展，其規範框架則整理彙

編為「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該處理原則於2006年公平會第762次委員會議首次
通過，當年7月6日發布；2011年公平會組織法循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體例修正，
2012年初公平會依新組織法改組更名，該處理原則先於2月間配合修正名稱及第1點，
同年8月間再全文修正；2014年6月該會第1181次委員會議修正「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
則」第5點至第8點、第11點及第13點，2015年3月該會第1220次委員會議又修正該處
理原則第2點至第4、第7點、第8點、第10點及第11點；「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最
近一次修正，則在2016年5月公平會第1280次委員會議通過，主要修正內容則是我國
結合管制實務上相當重要的「簡化作業程序」適用案件類型（第7點），以及，市場
占有率基本上變動不大而市場集中化風險並不明顯的「多角化結合」審查重點（第12
點）。

純就規範體例而言，「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所規範事項，並非不能分別納入

「處理涉外案件要點」及「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尤其，後兩者分別在涉外案件

處理、結合申報案件處理方面，理應更全面、周延規範涉外執法事務及結合申報受理

審查業務，「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反倒單獨規範域外結合案件管轄、申報義務人

等事項，而判斷是否管轄的因素又兼含「事業之所在地及主要營業地」、「事業在我

國領域內有無生產或提供服務之設備、經銷商、代理商或其他實質銷售管道」等處理

涉外競爭法案件通常便於「入手」的主體連繫因素，以及，「對我國市場有無直接、

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對本國與外國相關市場影響之相對重要性」、「影響

我國市場競爭之明確性程度及其預見可能性」等既是據以建構「域外效力」理論的所

謂「效果原則」核心因素，又屬於結合管制進入實質審查並衡酌「限制競爭不利益」

與「整體經濟利益」，甚至，後續進一步發動公權力採取必要矯正措施及裁罰的重要

考量事項；倘若上述事項依其性質分別納入「處理涉外案件要點」及「結合申報案件

處理原則」之中，或許後兩者更可以配套相關涉外案件行政手續及結合申報審查規

範，進一步發展成為更周延、完整的行政規則。

然而，在全球各主要競爭法體系發展過程中所謂「域外效力」議題，往往牽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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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法制運作特色、國家利益考量及國際互動關係等錯綜複雜面向
14
。正如同卡特爾

等限制競爭行為被害人挑選提供三倍損害賠償、強大審前調查程序的美國提起民事救

濟，在國際間引發競爭法域外適用競合的「選購法院（forum shopping）」問題，轉
到各國紛紛實施結合事前申報制度所伴隨的（行為或效果）跨境結合案件多國重複管

制情境中，也引起申報義務人跨國「選擇行政機關」現象；而申報義務人為爭取時效

（使各該管轄國家結合申報「等待期間」同時進行）多重申報，極易衍生寬嚴不一的

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間就同一結合案件彼此決定矛盾，激化國際間經濟貿易關係的

衝突與對立相關問題
15
。本文以下，首先從國際法及涉外法律適用觀點，釐清其中關

於規範面向的問題所在。

二、競爭法域外適用問題

根據國際法上的一般概念，國家領域（Staatsgebiet）一方面既是國家的構成及發
展要素之一，另一方面又是國家對於活動其上的本國人及外國人實施支配權限的空間

及領域。因此，國家除對於領域外國民實施屬人管轄權限之外，基本上僅在其領域內

實施領域主權（Gebietshoheit）16
。國家領域因此具有劃定國家之間彼此主權獨立、排

他行使界限的國際法上功能：在國際法上別無外交禮遇、元首豁免等例外規範之際，

在任何國家領域內實施統治行為者僅限於該國本身或經該國所同意的外國主權措施，

此即所謂「禁止於外國實施統治行為」原則
17
。

與上述「禁止於外國實施統治行為」不同而應相互區分的國際法問題，則是國家

法律秩序得否就具有外國連繫因素的事務加以規範？根據常設國際法院（StIGH）於
「蓮花號案（Lotus Fall）」判決見解18

：國際法並不禁止國家法律規範基於國家領域

14 相關問題的背景說明，參閱：Unoki, Ko（卯木孝）, Competition Law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9-112（2020）。

15 尤其，在美國及歐盟等針對結合申報設有嚴格期限規定的競爭法制中，競爭主管
機關尚須儘早決定是否進入實質審查或甚至禁止結合，更提高跨國（或具有國際
性質的）結合案件在不同國家競爭主管機關決定之間有所出入的可能性。關於美
國與歐盟就跨國（或具有國際性質的）結合案件管制差異及透過多邊協議解決問
題等相關分析，參閱：林心怡，「論全球化時代美國與歐體國際結合管制差異與
衝突之緩和」，公平交易季刊，第13卷第2期，101-178（2005）。

16 關於國家領域概念的詮釋，歷來有傳統所有權理論、19世紀受黑格爾思想影響所
形成的德意志國家「特質理論（Eigenschaftstheorie）」、空間理論、維也納學派
所發展出的「權限理論（Kompetenztheorie）」等變化，相關說明，參閱：Knut 
Ipsen,�Völkerrecht,�5.�Aufl.,�S.�277�(2004)。

17 相關說明，參閱：Ipsen, a. a. O., S. 310 ff.。
18 PCIJ, Lotus Case (France v. Turkey), PCIJ Ser. A, No. 10 (1927)，轉引自：Ipsen, a. a. 

O., S.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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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個案事實，例如：人員、財產、行為等連繫因素，經由司法機關審判及行政機關

執法延伸其事務適用範疇（der sachliche Anwendungsbereich）於涉外事務；至於該國
立法機關制定法律的空間效力範疇（der räumliche Geltungsbereich）仍以國家領域為
其界限，國家不得恣意制定法律跨越其空間效力範疇，延伸至觸及外國事務的適用範

疇。整體而言，法律的空間效力範疇與事務適用範疇原則上必須相互調和，將適用範

疇延伸至空間效力範疇之外終究屬於例外情形。然而，國際法僅劃分主權國家彼此之

間的統治權行使界限，關於國家跨境行使統治權則任由國家彼此互動形成習慣法或簽

訂條約明文加以規範
19
。

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4款規定：「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
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

立」。此條成文國際法規定，確認國家的領土主權並由此確立禁止干預他國領域內事

務的基本原則。基於此項原則，可以推導出：一國立法規範涉及外國事實者，必須以

其中存在「真實連繫（echte�Verknupfung,�genuine�link,�sufficient�connection）」為其前
提；亦即，一國制定規範外國事實的法律規定，必須其中涉及內國事實，而該內國事

實必須與擬規範的外國事實之間「真實」或「實質且充分」連繫。根據常設國際法院

上述「蓮花號」判決意旨，國家固然得對於具有外國連繫因素的事實行使其統治權，

卻始終須於其本身領域內為之。由此可知：國家將其領域外的人員、財產及行為納入

法律規範或司法管轄，於其法律規範的空間效力範疇外對人或對事例外加以適用，僅

能透過其本身機關於自己的主權領域內為之。國家秩序適用於涉外事務者僅限於涉及

外國的人、物及行為，不可誤以為法律因此適用於外國主權領域
20
。

近年來隨著經濟貿易活動全球化，域外適用問題在競爭法中的重要性漸增；其中

較為迫切的待處理議題，首推涉及多國的跨境結合與國際卡特爾，兩者皆不侷限於單

一國家管轄範圍內。然而，一國關於跨境反競爭行為的禁止或管制規範，倘若無法及

於在外國的限制競爭活動，其規範效力勢必無法充分發揮
21
。由於美國Sherman Act制

訂於1890年遠早於歐盟等其他競爭法體系，加上該法除刑事制裁之外尚有私人訴請三
倍損害賠償制度，美國訴訟制度又提供廣泛的審前調查（pre-trial discovery），因而吸
引跨國反托拉斯案件的被害人試圖透過美國法院尋求救濟，美國法院順勢將該國反托

拉斯法適用於域外案件，長久以來在英國及歐盟陸續引發美國反托拉斯法域外適用相

關爭議。近年來，又因美國僅具有間接連繫因素的競爭法案件也轉向美國法院尋求救

19 相關說明，參閱：Ipsen, a. a. O., S. 318 ff.。
20 相關說明，參閱：Ipsen, a. a. O., S. 320 ff.。
21 美國鋁業案（US v. Aluminum Co of America, Alcoa, 148 F 2d 416, 1945）為此見解
的重要來源，相關說明，參閱：Ipsen, a. a. O., S.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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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關於美國法院就反托拉斯案件的管轄權爭議再度成為各方辯論焦點
22
。

其實，美國法院在Sherman Act施行最初半世紀內尚不熱衷於反托拉斯法的域外
適用；大法官Oliver W. Holmes在「美國香蕉案（American Banana）23

」中主張：「一

般而幾乎普遍的規則是：行為合法或違法的性質，必須完全由行為（施行）所在國家

的法律決定」。Holmes在「美國香蕉案」中所提出的域外行為合法性判斷標準，此
後雖然幾經修正、限制，卻也從此成為避免Sherman Act「支配世界」的有效防堵機
制

24
。到了1945年「美國鋁業案（Alcoa）」判決推翻「美國香蕉案」中關於Sherman 

Act域外適用的法律見解25
，並發展出「效果原則」持續獲得聯邦最高法院支持，美

國法院關於反托拉斯法域外適用的立場從此轉趨積極
26
。美國聯邦第2巡迴上訴法院

由韓德（Learned Hand）法官主筆的判決認為：「對於不在向其（統治）效忠範圍內
的人，就其疆界外的行為，其後果發生於其疆界內而為該邦國（州）所非難者，任何

邦國（州）均得課予責任；此等責任，其他邦國（州）通常均將予以認許」
27
。該法

院認定設立於加拿大而接手Alcoa的鋁業有限公司（Aluminum Limited）與數家歐洲
鋁業公司協議生產配額，先後以由聯盟收購及向聯盟繳納權利金等方式處理超額產

量，「此二協議如係在美國境內所為，將明顯違法……倘其行為意圖影響進口，並確

已發生影響，即使在國外所為，亦屬違法」。美國法院基於所謂「效果原則（Effects 

22 相關說明，參閱：Alison Jones/ Brenda Sufrin, EC Competition Law, 2nd Edition,  
1234-1235 (2004)。

23 美國香蕉案概要案情及判決摘要說明，併請參閱：陳榮傳，「涉外反競爭行為
的管轄權與準據法」，公平交易季刊，第22卷第2期，99-100（2014）。該案中
關於Sherman Act域外適用問題Holmes大法官意見，參閱：American Banana Co. 
v. United Fruit Co., 213 U.S. 347, 356, 29 S. Ct. 511, 512 (1909)，轉引自：Herbert 
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ctice, 3rd 
Edition,  767 (2005)。

24 相關說明，參閱：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767 (2005)。針對Sherman 
Act法條用語中的「任何人」、「任何契約」等用語，聯邦最高法院在「美國香蕉
案」中不得不限縮解釋其意義：「美國無意以本法之規定，對於在巴拿馬或波多
黎各所為之行為，以刑罰相繩，相當明顯」，譯文引自：陳榮傳，前揭文，100
（2014）。

25 美國鋁業案概要案情及判決摘要說明，併請參閱：陳榮傳，前揭文，100-101
（2014）。

26 相關說明，參閱：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767 (2005)。
27 美國鋁業案（Alcoa）：United States v Aluminum Co of America, 148 F 2d 416 

(2nd Cir 1945)，判決文轉引自：Richard Whish/ David Bailey, Competition Law, 9th 
Edition,  498-499 (2018)，中譯由本文作者撰寫，特別配合原文所論述的法律衝突
制度背景，將“state”譯為邦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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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rine）」的反托拉斯法域外適用立場，從此確立28
。

美國法院在「美國鋁業案」之後所採取的反托拉斯法域外適用立場，引發許多

國家的反對聲浪及反制措施，例如：英國國會早在1964年就通過「運送契約與商業文
件法（Shipping Contracts and Commercial Documents Act 1964）」禁止業者向美國當
局揭露資訊，1980年又制定「貿易利益保護法」反制29

；澳洲也於1979年制定「外國
反托拉斯判決限制執行法（Foreign Antitrust Judgement Restriction of Enforcement Act 
1979）」，加拿大則於1985年制定「外國域外措施法（Foreign Extraterritorial Measures 
Act 1985）」30

。

關於「效果原則」，1976年第9巡迴上訴法院於「Timberlane木材案（Timberlane 
Lumber）31

」判決中承認：「Alcoa案的主張涉及牴觸國際法、禮讓及良善裁判，在外
國評論者之間引起全面爭論」；然而，「Timberlane木材案」判決依舊主張：「美國
法院堅持在Sherman Act之下有某種域外管轄」。關於美國評論者及法院之間就管轄究
竟可以延伸多遠並無共識，以及，「效果原則」未能兼顧其他國家的利益，也未就行

為者與美國之間究竟有何關係全面納入考量，該判決於是提出「三方面分析」加以補

充：首先，對於美國對外商務有某種實際或意圖產生的效果；其次，該效果大到足以

顯示其對原告造成可以辨識的損害（因此構成違背反托拉斯法的民事違法責任）；第

三，美國的利益及連繫，包括該效果在美國商務上的影響程度，相較於其他國家，是

否強到足以正當化域外管轄的主張。關於第三方面的國家利益及連繫強度，法院認為

應考量7個因素：(1)與外國法律或政策衝突程度、(2)當事人國籍或效忠國家或公司主
要營業所、(3)相關邦國（州）執法可期待的遵循程度、(4)比較該效果對美國及對其
他國家的相對重要性、(5)損害或影響美國商務的明顯意圖、(6)該影響的可預見性、

28 判決譯文及摘要說明，引自：陳榮傳，前揭文，100-101（2014）。
29 該法試圖阻止英國公司遵循美國反托拉斯法的域外執行，例如：該法第1條授權國
務大臣下命英國公司向其報告外國法所規定措施將影響國際貿易並危及英國貿易
利益，國務大臣並得禁止英國公司遵守此類措施；同法第2條授權國務大臣禁止
英國公司依外國當局要求提交該國領域管轄外的商業資訊；該法第3條則訂有罰
則，並且重申英國關於跨境事務的一貫國際法傳統解釋，亦即：領域及國籍管轄
原則；該法第4條則規定英國法院不得提供外國法院司法協助以至損及英國主權。
此外，英國法院也在British Nylon Spinners v ICI及Rio Tinto Zinc v Westinghouse 
Electric等案中反制美國關於反托拉斯法域外適用的司法判決實務。相關說明，參
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512-514 (2018)。

30 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512 (2018)。
31 關於Timberlane木材案概要案情及判決摘要說明，併請參閱：陳榮傳，前揭文，

102-103（2014）；判決資料來源Timberlane Lumber Co v. Bank of America, 549, F. 
2d 597 (9th Cir. 1976)，轉引自：Jones/ Sufrin, EU Competition Law, 1236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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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美國境內被控違法行為與在外國行為比較下的相對重要性32
。上述判斷標準，在

1979年的Mannington Mills案中，又增加了：美國法院行使管轄權對於外交關係的影
響；倘若法院提供救濟，當事人是否被迫在任一國從事非法行為或面對兩國之間的矛

盾要求；外國法院提供類似救濟，在美國是否也能接受；美國與該國有無就此締結條

約等因素
33
。顯然美國法院關於是否管轄反托拉斯（民事）訴訟，其利益權衡往往隨

每件（私人尋求救濟的）個案所涉及情境不同而有變化。

美國國會於1982年制定「外國貿易反托拉斯改進法（Foreign Trade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簡稱FTAIA）34

」，以美國法院須就「涉及與外國貿易或商務的行

為」拒絕管轄的形式，規定Sherman Act得例外適用於：1.該行為對於美國國內貿易或
商務、對美國境內貿易或商務有影響的出口貿易或商務，有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

的效果者；2.此效果得依該法提出主張者35
。由此可見，我國「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

則」中所採納的「效果原則」規範形式，最主要仍是襲自美國上述成文法律規定
36
。

美國國會制定FTAIA之後，法院仍持續參與形塑美國反托拉斯法的域外適用法
則。1993年聯邦最高法院在「Hartford案（Hartford Fire Insurance）37

」再次重申：就

「外國行為意圖在美國產生且事實上確實產生某種實質效果者」，法院即可行使（民

事訴訟）管轄權
38
。1997年第1巡迴法院在「日本紙業案（Nippon Paper）39

」判決中，

法院就司法部反托拉斯署（Antitrust Division, DOJ）對於數家日本公司在日本針對輸
美傳真紙聯合定價行為所提起刑事訴訟，認為最高法院在Hartford案中已經「癱瘓」
反托拉斯執法的禮讓（comity）觀念，因而表示：「我們看不出任何站得住腳的理由

32 判決引文，轉引自：Jones/ Sufrin, EU Competition Law, 1237 (2004)。
33 關於Mannington Mills案（Mannington Mills Inc. v. Congoleum Corp）, 595 F. 2D 

1287 (3rd Cir. 1979)及其概要說明，轉引自：Jones/ Sufrin, EU Competition Law,  
1237 (2004)。

34 收納於15 U.S.C.A. §6 a。
35 進口貿易或商務雖非該法所規範對象，仍得循「美國鋁業案」的「效果原則」處
理；法條引文及相關說明，引自：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ies, 767-768 
(2005)。

36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3點第1款規定中「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等
文字，幾乎直接自FTAIA對應規定翻譯而來。至於其他各款規定，也不乏類似
「Timberlane木材案」及「Mannington Mills案」判決書中所提及的法院管轄考量因
素。

37 Hartford案：Hartford Fire Insurance Co v. California, 509 US 764 (1993)；關於該案概
要案情及判決摘要說明，併請參閱：陳榮傳，前揭文，103-105（2014）。

38 判決引文，轉引自：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499 (2018)。
39 日本紙業案：United States v. Nippon Paper Industries Co., 109 F. 3d (1st Cir. 1997)；
關於該案概要案情及判決摘要說明，併請參閱：陳榮傳，前揭文，105-106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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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藉由禮讓原則庇護日本事業免於刑事訴追」；該案也因此成為第1個將反托拉斯法
刑事管轄權限延伸到域外案件的首例

40
。

聯邦最高法院在2004年作成的「維他命案（Empagran）41
」判決中，根據FTAIA

認定，原告既非美國事業，買入聯合定價的牛隻用維他命因此受有損害，又分別發生

在烏克蘭、巴拿馬、澳洲、厄瓜多，即使被告的跨國卡特爾已遭美國反托拉斯法執

法機關取締，就其域外所受損害也無法在美國法院訴請救濟
42
。至於美國事業的子企

業，在域外採購聯合定價的零組件而受有損害，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也認為：由於卡特

爾的直接受害人是該域外子企業，其域外所受損害與該卡特爾在美國的任何效果並非

不可分，因此，該美國事業不得就此損害向美國法院尋求救濟
43
。

在歐盟方面，由於歷來經濟共同體條約
44
、歐體條約

45
，以及，現行歐盟運作條

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簡稱TFEU）雖然並未明文規定
本身及其限制競爭規範的域外適用

46
。然而，歐盟限制競爭規範中「影響成員國間貿

易」的扼要文字，經由競爭法主管機關的寬鬆解釋，並不難適用於域外限制競爭行

為；歐盟執委會在個案執法實務上，就發展出下列3種域外適用原則：1.「單一經濟體
（single economic entity）原則」；2.「實施（implementation）原則」；3.「修正的效
果（qualified�effects）原則」。以下分別扼要說明47

：

（一）單一經濟體原則：

在1972年的「染料案（Dyestuffs）48
」中，歐洲法院穿透母子企業之間的個別法

40 判決引文及相關說明，轉引自：Jones/ Sufrin, EU Competition Law, 1239-1240 
(2004)。

41 維他命案：Hoffmann-La Roche Ltd v Empagran SA, 544 US 155 (2004)；關於該案概
要案情及判決摘要說明，併請參閱：陳榮傳，前揭文，106-107（2014）。

42 在本案中，不僅法院慎重考量過度開放三倍損害賠償救濟予非美國原告，將對卡
特爾參與者造成過度嚇阻；此外，英國、德國、加拿大及美國職機關都曾就本案
提出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意見，向聯邦最高法院指出此種風險。判決引文及
相關說明，轉引自：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500 (2018)。

43 此乃Motorola案（Motorola Mobility LLC v AU Optronics Corp, 775 F 3d 816 (2015)）
由Posner法官所主稿的上訴審判決。判決意旨及相關說明，引自：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500 (2018)。

44 亦即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又稱羅馬條約。
45 該條約係由Treaty of Amsterdam amending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the Treaties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certain related acts加以通盤修正，後者又
稱阿姆斯特丹條約。

46 相關說明，參閱：陳榮傳，前揭文，113-114（2014）。
47 相關說明，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502 (2018)。
48 染料案：Cases 48/69 etc. ICI v Commission EU: C: 1972: 70；關於該案概要案情及
判決摘要說明，併請參閱：陳榮傳，前揭文，115-11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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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外觀，認定非歐盟事業的母企業與屬於歐盟事業的子企業形成單一經濟體，因此，

非歐盟事業的ICI必須就其透過屬於歐盟的子企業參與聯合定價行為，接受歐盟競爭法
主管機關依歐盟法律（標的管轄）訴追其違法行為（執行管轄）。此項原則最關鍵判

斷標準在於：母企業是否對子企業施加決定性的影響力
49
。

（二）實施原則：

在1988年的「木漿案（Wood Pulp）50
」中，歐洲法院並未理會執委會所提出的效

果原則主張，認為本案事實逕依國際法上普遍承認的屬地原則即可處理。由於本案卡

特爾在歐盟境內實行，因此，其實施行為究竟透過歐盟境內的子企業、代理商、次代

理商或分支部門何者為之，就本案應適用歐盟競爭法而言並不重要
51
。

此外，在1999年的「Gencor案52
」中，歐盟初審法院將上述「木漿案」的「實施

原則」適用在域外結合上。即使參與結合的2家南非礦場並未在歐盟境內從事生產活
動，歐盟初審法院仍支持執委會見解，認為本案已達到歐盟結合管制規則（EUMR）
所規定的營業額門檻，至於EUMR（recital 11）規定參與結合者在歐盟境內須有「實
質營運（substantial operations），既可以是生產也可以是銷售；在本案中，參與結合
者在歐盟境內有超過2億5千萬歐元的營業額，意謂參與結合者必定以某種方式在歐盟
市場上有所活動。由於歐盟初審法院在判斷本案管轄是否違反國際公法時，曾經認為

擬議中的結合將在歐盟境內發生直接而實質效果；雖然，歐盟初審法院在該案中僅就

不干涉內政、比例原則等禮讓觀點審視管轄權問題，關於其中涉及歐盟法院究竟如何

面對「效果原則」，在後續的「Intel案」中終究由歐盟法院正面回應53
。

（三）修正的效果原則：

面對執委會及其法律總顧問多次提及「效果原則」，歐洲法院在2017年的「Intel
案（Intel v Commission）」中，首次支持執委會援引「效果原則」處罰美國事業Intel
支付中國事業聯想（Lenovo）回扣，藉此阻礙超微（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
簡稱AMD）進入晶片及相關產品製造市場參與競爭。歐洲法院認為：正如同「實施
原則」主要著眼於防範事業選擇歐盟境外地點進行協議以規避歐盟競爭法規範，「修

49 相關說明，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502-503 (2018)。
50 木漿案：Cases C-89/85 etc. A. Ahlström Osakeyhtiö and others v Commission EU: C: 

1988: 447；關於該案概要案情及判決摘要說明，併請參閱：陳榮傳，前揭文，117-
118（2014）。

51 該案判決要旨及相關說明，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503 (2018)。
52 關於Gencor案（Case T-102/96 Gencor Ltd. v. Commission of European Committee, 

Judgement of 25. March 1999, ECR Ⅱ-753, 4 CMLR 971）概要案情及判決摘要說
明，併請參閱：陳榮傳，前揭文，119（2014）。

53 關於Gencor案裁判要旨及其說明，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507-50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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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效果原則」也以防範歐盟境外行為所可能產生的歐盟境內反競爭效果為其目的。適

用「效果原則」的效果須具備可預見、直接且實質等要件；可預見性標準僅須行為的

「可能」效果即可滿足，至於實質標準則須綜合判斷違法行為者的整體競爭策略而非

割裂判斷回扣等個別行為
54
。

歐洲法院在上述「Intel案」中，否認Intel所主張的歐盟法院並未承認「效果原
則」立場，似乎已經脫逸出法學者長期觀察歐盟法院判決實務基本上遵循「域內行

為」管轄原則的既往軌跡
55
。另一方面，長期反對美國藉由「效果原則」延伸反托拉

斯法適用範疇的日本官方，近年來也已經有所轉變：在1997年的「日本紙業案」中，
日本政府還曾經向法院提交「法庭之友」意見，認為域外適用美國反托拉斯法將牴觸

國際法。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JFTC）於2015年針對日本松下集團（Panasonic）旗下
的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子企業與韓國三星集團（Samsung）旗下的馬來西亞子企業
參與國際卡特爾以維持映像管價格，開罰總額達32億日圓；由於採購系爭映像管的電
視製造商主要為日本電器製造商的東南亞子企業，而JFTC計算罰鍰金額係以日本境外
銷售交易的映像管為基準，下游上述電視製造商所生產最終商品又未必均銷往日本，

本案裁罰因此不僅被認為JFTC轉而採取「效果原則」，甚至遭學者批評為競爭法域外
適用「射程最遠（furthest-reaching）」者。此外，日本所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
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and�Progressive�Agreement�for�Trans-Pacific�Partnership，簡稱
CPTPP）」第16章第16.1條第2項雖然規定：會員國致力於其境內就全部商業行為適用
其內國競爭法；該條項註解卻附記：本項規定，不得解釋為排除會員國就其境外商務

活動於其境內具有反競爭效果者適用其競爭法，隱然承認會員國其實可以採取「效果

原則」域外適用其內國競爭法
56
。

綜觀上述競爭法域外適用相關爭議，各國行政管制及司法審判實務不僅尚在演變

之中，其彼此之間也頗有差異；通盤解決圍繞此議題所引發的國際間競爭法重疊及管

轄衝突，最終仍須仰賴雙邊或多邊條約、協議或習慣法加以調和，或者，藉由各國競

爭法主管機關（及競爭法專業律師）參與的國際合作平臺，從經驗交流、資訊交換、

彼此諮詢等更為務實的操作層面，逐步建構經濟貿易全球化趨勢下的競爭法和諧適用

環境
57
。

54 關於Intel案（Case C-413/14 P Intel v Commission EU: C: 2017: 632）判決要旨及其
說明，參閱：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504-505 (2018)。

55 關於歐盟執法機關處罰域外所為反競爭行為處罰的理論依據，其一為「效果」，
其二為擴大「域內行為」併納入「實行」概念，歐盟法院基本立場似乎傾向於後
者；相關案件整理及說明，參閱：陳榮傳，前揭文，120（2014）。

56 相關說明，參閱：卯木孝，前揭書，82-85（2020）。
57 參閱：Ipsen, a. a. O., S. 324；卯木孝，前揭書，85-88（2020）；關於第二次世界大
戰後國際貿易組織（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ITO）的哈瓦那憲章（Hav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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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國結合管制模式：單軌或雙軌

競爭法上的結合管制，追本溯源，係由1890年美國Sherman Act第1條將「與其他
任何一人或數人結合…獨占…貿易或商業任何部分」定為重罪開始，繼而透過Clayton 
Act第7條強化禁止規範內涵；在上述足以實質減少競爭或導致獨占的結合行為禁止規
範（以下稱為「結合管制第一軌道」、「第一軌道」或「禁止違法結合行為規範」）

之外，美國國會為強化反托拉斯執法，於1976年通過HSR Act，增訂證券及資產交
易申報制度，則為結合管制的事前行政監督控制規範（以下稱為「結合管制第二軌

道」、「第二軌道」或「事前行政監督控制規範」）。自此，美國反托拉斯法執法機

關針對違法結合的事後追懲與事前申報「雙軌」併行，成為競爭法後進國家仿效的結

合管制典範。例如：日本國會於1947年以第54號法律案制定的「獨占禁止法」，基本
上也循美國反托拉斯法模式，針對「股份持有、董監事兼任、合併、分割及營業受

讓」及「一般集中」兩類結合，逐步建構「禁止違法結合行為規範」與「事前行政監

督控制規範」雙軌併行的結合管制架構。

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新興的另一個競爭法典範，歐盟競爭法最初係以羅馬條

約第81條、第82條（相當於現行TFEU第101條、第102條）禁止協議限制競爭及濫用
市場支配地位兩類行為，勉強發展「結合管制第一軌道」；有鑑於條約規範不足以完

善因應結合問題，針對結合單獨立法的呼籲始終不斷。直到1990年9月間，終於通過
理事會4064/89號規則及理事會2367/90號規則，正式確立結合申報新制建構「第二軌
道」，前者並於第14條第2項針對經執委會宣告「與共同體不相容的集中化」、違逆
執委會所課予結合矯正措施者，明定得科處銷售金額10%以下罰鍰的嚴厲制裁措施，
讓歐盟競爭法上結合管制「雙軌」從此一步到位。

至於英國及新加坡、紐西蘭等大英國協成員，除了英國（曾經）屬於歐盟成員，

在「共同體規模」以上結合管制悉依歐盟競爭法規範之外，基本上均未採取美國反托

拉斯法、歐盟競爭法兩大典範下的強制事前申報制度，毋寧基於事業自動申報建構其

「第二軌道」，結合管制重心仍在「禁止違法結合行為規範」；即使此等國家結合管

制的「事前行政監督控制規範」以事業自動申報為基礎，在「第一軌道」執法力道撐

持下依舊可以視為「雙軌」併行的結合管制架構
58
。

Charter）第5章包含反托拉斯成文規範，其後GATT與WTO均未納入事業經爭規
範，WTO於2004年多哈回合（Doha Round）之後正式放棄競爭政策，此外，國際
組織如OECD、UNCTAD、ICN均（曾經）致力於推動競爭規範國際化，以及，歐
盟與美國、加拿大、日本、南韓、瑞士、巴西等國簽訂合作協議等說明，參閱：
Whish/ Bailey, Competition Law, 514-519 (2018)。

58 各國競爭法上結合管制規範的比較觀察，參閱：前揭註1報告，2 1 6 - 2 1 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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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國公平法上的結合管制架構，於1991年該法制訂之初，係針對達市占率或
銷售金額門檻的結合案件，採取類似聯合行為規範的「禁止－申請許可」管制模式；

然而，相較於當時聯合行為例外許可已有持續性事後監督規範，針對違法聯合行為另

設行政處罰與刑事制裁併行的「雙軌」管制架構，早期公平法上結合管制規範既未明

定主管機關得附加各類矯正措施作為監督手段，違法結合要件又緊扣結合申請許可程

序不備，且違法結合法律效果僅以類似「回復原狀」方式加以規定，加上罰則要件重

複實體規範中的結合申請許可程序不備規定而罰則又輕，以致於舊制幾乎全面仰賴申

請許可程序因此淪為「單軌」管制架構。至於該版本中的結合申請門檻以市占率為主

流，在其「單軌」管制架構下據以連結主管機關許可與否的核心判斷標準「限制競

爭之不利益」，立法邏輯上既無謬誤，亦不致發生如今改採申報異議制之後尚須「提

前」審酌市場界定、市場占有率等須個案實質判斷事項的實務操作困擾。

然而，公平法於2002年將結合管制自申請許可舊制改為申報異議新制，結合申
報門檻卻仍維持2款舊制下以市占率為計算標準的過時規定，就一般結合案件對於擬
參與結合的國內事業已造成困擾，對於「涉外」及「域外」結合案件中的外國事業而

言，據以起算等待期間的法定要件「提出完整申報資料」，在不熟悉我國市場結構、

上下游交易環境及「市場界定」等執法實務的情形下，完全配合主管機關申報審查作

業難度更高
59
。

四、域外結合管制比較：我國特殊之處

從各國域外結合案例處理程序與公平會處理我國近期域外結合申報案件概況，在

彼此大致相仿的申報審查程序構造上相互比較，可以發現下述顯著差異：公平會就其

受理域外結合案件似無所謂「單純」程序性處理空間，即使類似內部程序上即決定中

止後續行政作業的所謂「中止審議」，公平會卻依舊須界定參與結合事業重疊的產品

或服務品項，並針對「本案結合後對我國相關產品市場之影響」概要分析相關產品市

場下游交易可能變化情形
60
。

其次，公平會處理我國近期域外結合申報案例，即使均未涉及顯著限制競爭疑

慮，因而亦未以附加矯正措施或禁止結合等不利決定結束審查程序，卻普遍與申報人

多次書函往來，且公平會均曾要求申報人補正申報資料。另一項「單純」涉及程序性

處理方式的特色則是：即便近期域外結合申報案例均未涉及顯著限制競爭疑慮，公平

會明快函復申報人不予禁止並縮短等待期間者僅有1件；然而，該案嚴格而言並非真
正「域外」結合案件，其實，按照一般「非域外」的「涉外」結合案件，依公平法、

59 相關說明，參閱：前揭註1報告，218-220（2020）。
60 相關比較，參閱：前揭註1報告，208-2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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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細則及「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處理亦無不可
61
。

再者，即上述非真正「域外」結合案件準用「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問題，在

另一件案例中也曾經出現。純就結合申報審查程序而言，本文認為：類似案件其實按

照一般「非域外」的「涉外」結合案件，依公平法、施行細則及「結合申報案件處理

原則」處理即可。倘若結合申報「涉外」因素使其行政作業手續複雜化，將類似議題

納入「處理涉外案件要點」中一併處理，似乎更能讓各該行政規則兼具規範齊一與體

例嚴謹的正面作用。

至於競爭法主管機關於審查程序中與申報人之間的互動方式，相較於歐盟執委

會以「反對聲明」表達對於申報案件所涉及限制競爭疑慮，藉此揭露心證並促使申報

人積極參與審查程序，又准許申報人檢閱敏感資料，並透過「交涉會議」及正式會議

等不同管道與申報人溝通，換取申報人主動提出更貼近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立場的矯

正承諾（美商WD透過愛爾蘭子公司收購新加坡商HGST全部股權案）62
；類似情形倘

若發生在我國，公平會在現行公平法、行政程序法及相關法規命令框架下，是否僅有

「函請補正」一途可循
63
？公平法第11條第10項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就事業結合之申

報，得徵詢外界意見，必要時得委請學術研究機構提供產業經濟分析意見」，於涉外

結合申報案件中又如何運用？

此外，域外結合案件申報人亦有提及結合交割在即，公平會處理上不免感受時程

壓力者。然而，相較於南韓、中國已核准該案結合，奧地利競爭法主管機關文件「載

明未要求於卡特爾法院進行深入調查」，德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文件也「載明無違反競

爭法規定之禁止結合標準」，「美國部分係載明核准提前終止等待期間」，公平會仍

須以「尚可合理預見，我國…業者在向製程設備商採購…時，仍有相當之議價能力，

不因本結合案而有顯著影響」，以及，「縱然本會禁止本結合案或附負擔准予結合，

則國內…業者對該等產品仍有需求時，僅能透過第三方或是其他方式分頭購買…供應

者仍需要需求者使用產品後之回饋資訊，作為未來精煉或創新產品之憑據……業者具

備有買方力量」，凡此涉及抗衡力量及採取矯正措施與否，相當於部分國家競爭法主

管機關進入「第二階段」審查甚至更後階段中始實質判斷、個案權衡的複雜因素，才

決定「不予管轄」。行政資源及時間耗損，與案情輕重緩急相互對照，明顯失衡
64
。

另一項導致域外結合管制在各國間顯而易見的對比差異，則源自於競爭法上結合

管制規範至今仍未能彼此調和：由於我國公平法上關於結合申報門檻，迄今仍保留2

61 相關案例分析，參閱：前揭註1報告，206-208（2020）。
62 相關案例分析，參閱：前揭註1報告，203-204（2020）。
63 其規範準據，似乎僅為公平法第11條第7項規定「事業自主管機關受理其提出完整
申報資料之日起算」的等待期間開始條件。

64 相關說明，參閱：前揭註1報告，2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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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市場占有率規定，不僅在域外結合案件申報上普遍引發（準）申報人疑惑，其中不

乏在市場界定、競爭對手銷售數量等相關資訊難以精確掌握情況下「料敵從寬」自行

擴大申報範圍者，公平會也動輒因市場界定及數值如何採計問題勞師動眾，雙方各自

認定及計算卻往往歧見叢生；甚至，關於控制與從屬事業之間是否比照銷售金額門檻

累加計算其市占率，實務上也曾經出現不同見解
65
。

最後，由於公平會根據「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3點規定，係考量10款因素
始「決定是否管轄」。公平會處理我國近期域外結合申報案例中，幾乎所有個案審查

程序中均觸及者係（九）參與結合事業在我國領域內有無生產或提供服務之設備、經

銷商、代理商或其他實質銷售管道；申報人或公平會（擬不予管轄時）間或直接提及

的因素則為（一）結合效果對我國市場有無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其他如

（二）結合行為對本國與外國相關市場影響之相對重要性，在部分個案中也曾經（間

接或於問題背景判斷上）觸及；而（四）影響我國市場競爭之明確性程度及其預見可

能性，在某些案件中還被延伸至（欠缺）此「意圖」進行判斷
66
。

追本溯源，我國處理域外結合案件申報審查作業明顯異於各國，終究與「域外結

合案件處理原則」及其所依附的公平法上結合管制門檻有關。

五、域外結合處理原則再衡酌

公平會於2000年首次制定「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時，公平法上結合管制架
構仍是申請許可制；公平法於2002年修正將結合管制由申請許可制轉為申報異議制之
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隨即小幅修正第4點及第5點；其後「域外結合案件處
理原則」再經過4次修正，其體例及主要規範內容並未大幅變動，始終以第三點關於
「是否管轄」考量因素為其核心規範。然而，就在「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首次

制定之際，上述我國行政法制重大轉變已經陸續啟動：行政程序法1999年初制定、公
布，並於2001年1月1日正式施行。關於行政機關「管轄權」準據，根據行政程序法第
11條第1項規定：「行政機關之管轄權，依其組織法規或其他行政法規定之」，同條
第5項進一步規定：「管轄權非依法規不得設定或變更」，此即行政法學上所謂「管
轄法恆定原則」的明文規定。學者認為：基於法治國家法律安定要求，管轄權規定無

論涉及行政機關對人民為干涉或給付權限，均應以法律或法規命令（外部法）規定，

不得以內部法性質的行政規則作為其規範準據。由此觀之，作為一種行政規則的「域

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顯然不得就公平法所未直接規範或授權由法規命令規定的管

轄相關事項，自為規定
67
。

65 參照：公平法第11條第2項規定。
66 相關說明，參閱：前揭註1報告，210-211（2020）。
67 相關說明，參閱：前揭註1報告，230-23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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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行政法學上所謂「管轄法恆定原則」，終究係以「事務管轄」為其主要適

用情形，土地管轄則不在此限
68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3點關於公平會對於域

外結合案件決定是否管轄所得考量因素的規定內容，並未變更公平會依其組織法所規

定執掌事項
69
，亦未擴張或限縮公平法第1條、第6條、第10條至第13條、第26條至第

28條、第39條等規定，賦予公平會主管結合管制事務的法定權限。因此，「域外結合
案件處理原則」第3點所觸及的管轄權議題，主要在於土地管轄範圍如何劃定問題。

公平會為公平法主管機關，公平會執行該法的「土地管轄」範圍，理論上即與

該法的施行區域相當。關於法規施行區域，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5條規定：「法規定有
施行區域或授權以命令規定施行區域者，於該特定區域內發生效力」。由於公平法並

未就其施行區域另為規定，而該法又為中央立法，其施行區域自與我國主權行使範圍

相當。此外，公平法第39條針對事業違法結合及各類違反結合管制措施、未配合履行
矯正措施等行為課處罰鍰及各類不利處分，根據2005年初制定、公布的行政罰法第6
條規定，更應嚴格遵循屬地主義原則：「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

罰者，適用本法。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之中華民國船艦、航空器或依法得由中華民國行

使管轄權之區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以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論。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之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其中，第3項關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行為或結果，須至少其一在我國境內
的明文規定，即為「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3點關於公平會是否處理域外結合案
件，進而發動罰鍰或其他不利處分的最大範圍。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3點雖然針對「域外結合案件管轄考量因素」明文
規定，由於「事務管轄」涉及「管轄法恆定原則」，行政規則不得欠缺法律授權基礎

下自行規範；至於「土地管轄」問題，在我國境內尚能透過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處

理，「域外」案件管轄範圍則以我國法律施行區域為準，涉及裁罰權限者無法超越

行政罰法「屬地主義」範圍。整體而言，「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作為行政規則一

種，既無法擴張、亦不得限縮公平會管轄範圍
70
。

另一方面，行政程序法公布施行之後，制定於該法之前的公平法上結合管制規

範，亦隨之邁向依法行政的新階段；其中，除各項行政法上一般原則均應一體適用之

外，各類行政行為的程序標準化及行政機關得依效能原則選擇相應行政程序，堪稱行

68 相關說明，參閱：陳敏，行政法總論，953（2019）。
69 參照：（現行）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第 2 條規定：「本會掌理事項如下：一、
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擬訂。二、公平交易法之審議。三、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
之調查。四、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之調查及處分。五、多層次傳銷政策、法規之
擬訂及有關案件之調查及處分。六、公平交易政策及法令之宣導。七、其他有關
公平交易事項」。

70 相關說明，參閱：前揭註1報告，221-22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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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治化及現代化最重要里程碑。此外，有鑑於事業結合可能對於參與事業以外其他

競爭者、上下游事業及消費者造成廣泛影響，早有學者建議：允宜擴大適用行政程序

法第54條以下及第107條至109條聽證程序相關規定，在申報程序中引進事前公告、公
開徵詢意見及關係人表示意見相關規範，亦有助於強化第三人權益保障與相應行政措

施的程序正當性基礎
71
。

關於「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的規範體例，公平會早在2000年制定「域外結
合案件處理原則」之前，已於1996年制定「處理涉外案件要點」，後者並於1998年、
2002年、2004年、2005年、2012年、2016年多次修正發布；關於參與結合事業均屬外
國事業、結合地點在國境外等具備多重「涉外」因素的域外結合案件何以未一併納入

「處理涉外案件要點」完整規範，原因令人費解。尤其，（現行）「處理涉外案件要

點」第7點，竟還明文規定：「涉及外國事業結合申報案件之申報文件，應依事業結
合申報須知辦理」，再度指向另一份對外不具備法規效力的行政文件。各類法規、行

政規則及文件錯落紛陳，擬申報域外結合案件的外國事業恐怕難以「一目了然」。

此外，公平會在結合管制改為申報異議制4年之後，又自2006年制定「結合申報
案件處理原則」並多次修正公布，其訂定目的即在於「使結合申報案件審理標準更

臻明確，俾利事業遵循」，內容則包括需求替代等「名詞定義」、「相關市場之界

定」、「市場占有率之計算」、「審查程序」、「審查重點」、「適用簡化作業程

序之結合申報類型」、「簡化作業程序類型之例外」、「水平結合限制競爭效果之考

量因素」、「顯著限制競爭疑慮之水平結合」、「垂直結合限制競爭效果之考量因

素」、「多角化結合之審查方式」、「整體經濟利益之考量因素」、「結合附加條件

或負擔之原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意見」、「特定產業之審查基準」。整

體而言，「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除了並未提及「涉外」或「域外」結合案件如何

申報、審查之外，母法及其施行細則中關於結合申報異議及後續附加矯正措施等規

範，幾乎已經完整闡明其含意及操作定義
72
。

純就規範體例而言，域外結合案件申報人須就我國公平法上結合管制基礎規範、

授權法規、申報（格式）須知、申報及審查相關（專業）詞彙釋義與流程解說、「涉

外」文件及資訊流通手續、「域外」結合對於我國市場或產業「影響」認定方式與各

類「管轄」考量因素，分別從6份以上官方正式文件中反覆翻查、拼湊、對照、解讀
相應規範準據，顯然不符立法或規範經濟，頗有刪裁整併必要

73
。

結合管制及域外結合案件處理所涉各類規範，依其規範階層與性質分類，計有4
類7種以上規範或文件、格式，亦即1.母法：公平法；2.法規命令：公平法施行細則；

71 參閱：廖義男等，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三），第四章，9（2005）。
72 相關說明，參閱：前揭註1報告，227-228（2020）。
73 相關說明，參閱：前揭註1報告，22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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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政規則：「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處理涉外
案件要點」，以及，公平會針對特定產業訂定所謂「該特定產業之結合處理原則」，

例如：「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數位匯流相關事業跨業經營之規範說明」第六點規定；

4.不具法規效力的官方說明文件及文書格式：「事業結合申報須知」74
。

由於不同規範階層各有其制定程序及不同正當化基礎，在法治社會不得彼此混

淆，上述規範中的1.及2.尚須經國會立法、依法律授權始能制定或修正；因此，僅3.及
4.得由公平會依職權訂定或調整，其中，4.規範性質及功能明顯異於3.，兩者雖然並非
不得相互整併，但其體裁終究差異不小整併不易。整體而言，最適合相互整併者，厥

為並非針對特定產業特性全面解釋相關法令、認定事實、行使裁量權，而係跨產業別

就「結合申報」、「域外結合」、「涉外案件」等事項分別訂定的解釋性規定及裁量

基準。

關於「域外」（及「涉外」）結合申報審查作業涉及所謂「管轄」議題特殊之

處，尚須再次強調者：事業跨國結合已向其他競爭法主管機關提出申報，或者，營業

活動跨越多個競爭法制適用範圍的大型事業參與結合，即使未必符合各該競爭法制所

規範的結合要件或申報門檻，為了避免涉及違反結合申報義務疑義或遭到各該競爭法

執法機關後續限制競爭案件調查，轉而根據各該競爭法制規範，主動向事業設立國以

外多個競爭法主管機關提出申報者，在各國律師事務所協助處理結合案件實務上並不

罕見。在此情形下，無論我國對各該申報案件有無所謂「管轄權」，申報人均已主動

接受公平會就其審查其申報案件行使公權力；雖然，在此情形下，公平會倘若後續擬

發動裁罰權限、啟動行政執行程序，依舊無法超越我國法律有效施行範圍
75
。

六、結論與建議

透過上述規範分析及域外結合案件申報審查實務歸納整理，可以發現：行政法上

「管轄法恆定原則」無法以行政規則形式撼動，關於「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3
點所謂「管轄」考量問題，一方面既非「域外結合」案件所獨有，各類「涉外」限制

競爭及不公平競爭行為亦須顧及；另一方面，公平法第28條規定新增的「中止調查」

74 根據公平會法規檢索系統分類，「事業結合申報須知」被歸類為「行政規則」，
其「法規體系」欄位則註記為「處理原則／結合」。然而，就其內容觀之，並不
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1 項關於行政規則的立法定義：「上級機關對下級機
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
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之規定」；其實，主管機關積極向外（針對潛在
結合申報人）提供資訊及文書格式，而非所謂「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才
是「事業結合申報須知」主要功能所在。

75 參照：行政罰法第6條，以及，行政執行法第4條、第6條、第26條及第35條等相關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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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彈性，其實在該法第11條第7項、第9項及第10項中，也存在類似彈性規定，公平
會可以在既定法律規範中建構相應程序裁量基準

76
。基此，本文建議：「域外結合案

件處理原則」可以廢止，其中相關規定則可以移置於其他規範文件之中。

就規範體例而言，「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3點似可併入「處理涉外案件要
點」中，補強並充實現行「處理涉外案件要點」第7點規定內涵。至於「域外結合案
件處理原則」其餘各點規定，則須視其內容是否涉及有待法律授權事項，分別併入公

平法施行細則或「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並由「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完整說

明「涉外」、「域外」結合案件在申報、審查程序上，與一般案件相較有何特殊之處

及其相應特殊規範為何。

倘若「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中所謂「管轄」，其範圍自始至終均與公平會法

定權限相符，「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3點僅「解釋」公平會既有法定權限行使
方式，稱此為「管轄」應屬誤會或用詞不夠精確；然而，第3點文字明顯表述其裁量
規定意涵，倘若其規範效力無法擴張、亦不得限縮公平會管轄範圍，僅就既有法定權

限衡酌其是否在程序上擱置相關行政措施，則改稱其為「（暫不）處理」或許更為貼

近其規範意旨。

再者，所謂「管轄」問題，公平法上各類「涉外」與「域外」案件均可能觸及，

並不限於結合申報審查作業，且「涉外」與「域外」兩者僅就外國連繫因素多寡、強

弱略有差異，處理「管轄」問題所需面對議題則並無二致，因此，「域外結合案件處

理原則」第三點似可併入「處理涉外案件要點」中。

回歸結合管制在競爭法上的特殊地位，其實源自於其先後發展「禁止違法結合行

為規範」與「事前行政監督控制規範」兩套架構「雙軌」併行背景。公平會訂定「域

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幾乎完全著眼於「第二軌道」，忽略我國自從結合管制改採

申報異議制以後，「第一軌道」的相對重要性隨之提升，對照美國反托拉斯法制及受

其影響甚深的日本「獨占禁止法」，或者，基本上也先後發展「第一軌道」及「第二

軌道」的歐盟競爭法制，即不難得知。

相較於「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聚焦於結合管制「第二軌道」，「處理涉

外案件要點」明顯偏重於「涉外」案件中，須依公平法第26條「依檢舉或職權調查
處理」的各類型案件，具體建構其「第一軌道」在資訊、證據取得相關手續及文件

作業規範，對於「涉及外國事業結合申報案件之申報」，則僅就其文件處理方式，

指向「事業結合申報須知」不另設規定。有鑑於上述比較法制觀察上所發現強烈

反差，本文因而建議：公平會得參考美國2017年“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ENFORCEMENTAND COOPERATION＂體例，將「域外結合案件

76 關於本文結論及修法建議，併請參閱：前揭註1報告，243以下（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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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原則」第3點規定移入「處理涉外案件要點」中予以統合，以便與後續針對其他
限制競爭行為所採取的調查及矯正措施共通事項合併規範。「域外結合案件」所涉及

結合管制「禁止違法結合行為規範」與「事前行政監督控制規範」兩套架構，自此可

以順利「雙軌」併行。

至於「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3點所列舉10款所謂「決定是否管轄」考慮因
素及概括規定，倘若移置於「處理涉外案件要點」中，不再強調所謂「管轄」考量，

轉而務實改為主管機關是否「續行」調查處理（「第一軌道」）或審查（「第二軌

道」）的裁量基準，重新定性之後，其實很值得再次加以檢視：

「本會處理與公平交易法有關之涉及外國事業案件程序事項時（ＸＸＸＸ…），

得考量下列因素，決定是否中止調查處理或審議（ＸＸＸＸ）：

（一）ＸＸＸＸ對我國市場有無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

（二）ＸＸＸＸ對本國與外國ＸＸ市場影響之相對重要性。

（三）ＸＸ事業之所在地及主要營業地。

（四）影響我國市場競爭之明確性程度及其預見可能性。

（五）與ＸＸ事業所屬國法律或政策造成衝突之可能性程度。

（六）行政處分強制執行之可能性。

（七）對外國事業強制執行之影響。

（八）國際條約、協定或國際組織之規範情形。

（九） ＸＸＸＸ事業在我國領域內有無生產或提供服務之設備、經銷商、代理商或其
他實質銷售管道。

（十） 其他經本會認為重要之因素。」（ＸＸＸＸ或ＸＸ為本文建議移置於「處理涉
外案件要點」時，須配合改寫之處）

至於上述建議「得考量下列因素，決定中止調查處理或審議」，就「主管機關對

於涉有違反本法規定…情事…調查處理」情形，固然尚能配套公平法第28條規定以資
活用；就「涉外」或「域外」結合案件申報情形，其配套規範如何安排，尚須針對結

合管制特殊之處通盤規劃設計。

域外（或「涉外」）結合案件依上述建議（移置「處理涉外案件要點」中並修

改後的）訂定新規範「中止審議」，根據公平法第11條第7項規定，嗣法定（相當於
「第一階段」）30個工作日屆滿次日起，申報人即可自由實施該申報結合行為，就該
申報案件而言，從此脫離我國公平法結合管制的事前干預範疇（「第二軌道」）。就

此，似與上述「中止調查處理」情形大不相同，難免有論者懷疑主管機關是否「怠

於」行使職權。其實，此種疑慮並未兼顧結合管制在「事前行政監督控制規範」之

外，尚有「第一軌道」追究違法結合者法律責任；即便藉此「偷跑」者進而「得

逞」，公平法亦就後續「單方」效果所涉及濫用獨占地位行為，以及，「共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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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及聯合行為或垂直限制競爭行為，依法加以追究（此亦反托拉斯法或競爭法上

「第一軌道」彼此緊密接軌的制度設計理念）。結合管制額外擴充「事前行政監督控

制規範」，其制度本旨也僅止於「預警」並且儘可能「預防」市場結構惡化，既不可

能完全攔阻市場競爭條件變化，更不可能「滴水不漏」封堵事業提升市場力量的所有

人為安排。更何況，域外結合案件申報多出於外國事業主動，其中不乏受理機關原本

並無「管轄」機會者；尤其，域外結合申報案件往往同時或先後尚有其他競爭法主管

機關處理，倘若國際合作順利進行則不啻多個競爭法同儕「聯防」。因勢利導，運用

得宜，並無所謂「怠於」行使職權問題。

回歸結合申報處理程序，公平法第11條第9項規定：「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七項
但書之延長通知或前項之決定者，事業得逕行結合。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逕行

結合：一、經申報之事業同意再延長期間。二、事業之申報事項有虛偽不實。」其

實，業已提供緩解事業藉由扭曲資訊「偷跑」問題的規範對策，讓結合管制向前延伸

的「第二軌道」，也能仿照主管機關針對違法行為「調查處理」，活用公平法第26條
及第28條規定即可相當程度「收放自如」情形。然而，結合管制「第二軌道」終究僅
具「預警」及（部分）「預防」功能，在申報異議制下的「等待期間」原本就相對短

促，與「調查處理」所能運用的「裁處權時效」不能相比。

袪除所謂「怠於」行使職權疑慮之後，針對域外結合申報案件另須「正面思考」

者，毋寧在於多個競爭法主管機關先後或同步處理的情形下，如何善用其他競爭法同

儕既已投入的寶貴資源及其專業判斷，或者反之，儘管其他競爭法同儕已經有所決定

可資參考，依舊自行發展具有國別特色的矯正措施及其他處理方式。就此，可以善加

利用的既有規範準據，厥為公平法第11條第7項規定：「事業自主管機關受理其提出
完整申報資料之日起算三十工作日內，不得為結合。但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將該

期間縮短或延長，並以書面通知申報事業」，以及，上述同法第11條第9項規定。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依上述建議，將所謂「管轄」相關規定移置於「處理

涉外案件要點」中，現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其餘規定或實務處理方式涉及更

為細緻的申報審查程序規範者，則可以移置「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中，現行「結

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7點及第8點等規定，即須配套進行調整修正。
承上，「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3點移置於「處理涉外案件要點」中，改為

「決定中止調查處理或審議」的裁量基準規定，則結合申報案件中須考量「涉外」或

「域外」因素特別處理者，大多須先行檢視裁量基準並依「處理涉外案件要點」相關

規定機動處理，少數通過裁量基準轉依標準化程序審查者，則依循納入原「域外結合

案件處理原則」中相關程序規範並配套調整後的「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辦理；基

本上，採行標準化程序的「涉外」或「域外」結合案件，其申報及審查作業與一般本

國結合案件並無二致，即使現行「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7點及第8點關於「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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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作業程序之結合申報類型」及「簡化作業程序類型之例外」等規定，「涉外」或

「域外」結合案件亦應一體適用，自不待言。

關於「涉外」或「域外」結合案件相對於一般本國結合案件所特有情事中，可以

援引為加速其案件處理者，例如：同時或先後尚有其他競爭法主管機關處理，而申報

人檢附有利於其申報案件相關決定文件者，或者，申報案件擬實施時程緊迫，公平會

因而在處理上不免感受時程壓力等，其實均可在現行「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7
點及第8點中增訂配套條款以資因應。

反之，「涉外」或「域外」結合案件相對於一般本國結合案件所特有情事，導致

其申報審查更為曠日廢時者，例如：申報人不熟悉我國市場結構、上下游交易環境及

「市場界定」等執法實務，主管機關須反覆函請「補正」或以其他方式強化彼此溝通

者，或者，申報結合案件牽涉我國產業及內需市場情形複雜、影響廣遠，有必要深入

查核比對產業資料（庫）、諮詢其他機關、國內相關產業公協會及專業研究機構、智

庫，甚至舉行公聽會、聽證以提高程序周延程度與正當性者，亦須依上述公平法第11
條第7項、第9項及第10項規定，增訂延長等待期間的配套程序規範。

至於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採行未必涉及立法或授權法規的「軟法」形式，例

如：在適度保障資料本人隱私及營業秘密等合法權益前提下，公布「最佳實務（Best 
Practices）」讓潛在結合申報人得知結合管制實務運作規律，據以規劃安排較無違法
疑慮的結合交易，自主提升法律遵循（compliance）程度，一方面固然事業因此得以
控制參與結合所承擔的風險及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減少主管機關在審查程序及後續

矯正措施上的不必要浪費，將有限行政資源挹注於重大案件積極進行（周延而詳實

的）產業調查分析，非常值得我國結合管制借鏡。就此，政府資訊公開法上相關限

制，以及，公平會內規上相關規範，理應一體注意；具體可行措施，則頗有選擇彈

性，例如：除去秘密或機敏段落、摘要或節選值得參考且未涉及機敏資訊、去識別化

再現案例精華等，實務上皆可嘗試。當然，主管機關設置專人提供個案諮詢服務，或

建置包含經濟、法律等不同專業背景人員所組成的專責單位密集審理結合申報案件，

從美國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及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實務經驗中可以得知：繁簡分流、

簡案速辦、大案妥處，正是強勢競爭法制面對來自全球的眾多結合申報案件，依舊可

以集中行政資源留下不少事前「預警」甚至「預防」市場結構惡化的典範案例關鍵所

在。

此外，針對「涉外」或「域外」結合案件申報人不熟悉我國市場結構、上下游交

易環境及「市場界定」等執法實務等現象，現行「事業結合申報須知」其實可以在申

報書格式、附件資料範例，以及，「結合申報及聯合行為申請線上填報系統」介面等

方面，提供更多實用指引或案例說明、開發更為友善的申報環境。另一方面，公平會

也可以考慮開放予申報人更多積極參與提供資訊、引導程序順利終結的各種管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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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針對公平會審查時各項考慮因素，設計由申報人得自評或試算的相應表格；關於

足以化解公平會關於限制競爭疑慮的矯正措施，也可以突破職權發動的既有框架，讓

申報人可以基於本身利害考量主動提出相關建議或具體方案。

再者，現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3點第2款「…對本國與外國『相關』
市場影響之相對重要性…」，對照公平法2015年全文修正時將原第5條第3項規定「特
定市場」改為「相關市場」，「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上述規定卻未配合刪改文

字，以致在實務上極易遭誤解，錯以為該款係指相當於公平法修正後第5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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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效

果原則」源起地美國當初法院僅籠統判斷對於原告可能造成損害及內國商務上影響程

度，到我國反而「精益求精」過早啟動市場界定及市場占有率估算作業，平添困擾。

就此，謹建議刪除或修改現行「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二點所謂「對本國與外國

『相關』市場影響」中的「相關」2字，杜絕不必要的爭議以節省寶貴行政資源。
最後，然而，始終是我國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在國際比較上呈現強烈反差的關鍵

因素，厥為公平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至今仍保留「市場占有率」作為申報門
檻，導致我國結合申報審查程序幾乎不存在「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差異，在不

修改母法前提下，幾乎已無貼近國際通行標準的務實對策可資運用；甚至，在「決定

是否管轄」或本文建議修改的「決定中止…審議」之前，即須就申報案件是否已達

「市場占有率」門檻而勞師動眾，多方查核比對不同資料來源。治本之道，終須繼續

推動公平法修正俾能與時俱進、接軌世界；例如：將過時的申請許可舊制殘存「市場

占有率」門檻規定，移置「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判斷標準中，即與美國或歐盟各項結

合指導原則操作方式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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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in Taiwan is concerned about 
shortcomings and feasible improvements of the merger control procedure for extraterritorial 
cases.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swer that concern through comparing different merger control 
regimes among competition jurisdi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nion, Japan, 
Korea, United Kingdom, Singapore and New Zealand. Accordingly, relative issues focus 
on the applicable norms of the administrative guidelines for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of 
Taiwan for processing extraterritorial merger cases. Finding that there are no corresponding 
norms in the selected merger control regimes, this article further reviews literature about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antitrust law. First developed in the US case law and then 
adopted in other jurisdictions,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deals mainly 
with�remedies�of�anti-competitive�behaviors�abroad.�Notifications�of�extraterritorial�merger�
cases in practices, on the other hand, proceed mostly on a voluntary compliance basis. 
The research team then endeavors dogmatically as well as pragmatically and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is extraterritorial merger processing guidelines and other administrative 
guidelines should be amended and re-organized. Among other amendments are procedural 
accelerating,�simplified�formats�and�more�transparency.�Re-examing�the�clause�of�notification�
thresholds for merger cases in the Fair Trade Law is also recommended.

Keywords: extraterrestrial effects, jurisdiction, merger, threshold, review procedure, 
lessening of competition, rem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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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陳志民（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兼院長及系主任）

目前公平會的域外管轄處理原則中，在實質合理可預見的原則底下，其實很難

不去界定相關市場而能夠判斷其中的要件，所以到底處理原則本身代表的是純粹的管

轄權判斷指標，或是要求公平會初步做出效果上的判斷後再決定是否管轄，這其中的

概念可能就會有些衝突。在本報告中所談的主要是針對法制面的探討，特別是在行政

法學方面。我在讀的時候有點辛苦，究其原因是我把焦點放在「域外」二字，而本篇

文章很大部分是在談論結合申報後續審查的階段，包含結合申報門檻、具體審查要件

等，我的想法是，本篇報告首先應該探討域外管轄權如何界定的問題；其次，一旦界

定後，再去判斷行使域外管轄的案件在實體結合審查過程中，是否應建立起不一樣的

審查要件。

首先，我想域外管轄主要之目的在避免域外結合將來侵害到我國，所以第一個重

要的功能就是嚇阻，藉由對外宣示具有管轄發生於域外之行為，來嚇阻事業進行相關

行為，但是因為要行使域外管轄去管別人的事情，所以必須要有一些連結點，在競爭

法中便是必須對於國內市場產生競爭效果。第二個功能可能是為策略性法規適用防衛

的考慮，簡單來說，倘若他國可以管到我國的事情，但我國卻嚴格遵守國內管轄的原

則，在不對等的情況下我國可能就會處於劣勢。有時域外管轄的效果可能導致國內法

規難以實施，最典型的例子為我國公平交易法內對於聯合行為有出口卡特爾的豁免，

雖然我國允許國內廠商透過聯合行為把東西賣到其他國家去，認為該行為是符合競爭

法規範而可以豁免的，可是一旦他國具有域外管轄效力，則此一法規形同虛設，所以

對於整個法規適用，國際間的互動也是相當重要的。若以法規競爭的角度觀察，域外

管轄權的存在也不能太過強烈，也就是說若域外管轄管的過多，可能會導致企業不願

進入該國家經營事業，在希望實現嚇阻目的的同時，又希望避免過度嚇阻，必須要達

到適度平衡。而從這個角度可以理解到為何就域外管轄而言，不論是歐洲、美國或臺

灣都強調禮讓原則，以適度自我限縮。因此，從功能目的的角度觀察，比較能夠理解

域外管轄的判準當中，有這些相關元素的出現，例如禮讓原則、效果等，其實就是在

呼應域外管轄的功能與角色。

若域外管轄是基於前述目的及功能而存在，那結合的域外管轄跟其他類型違法行

為的域外管轄有何差異？我覺得最大的差異在於，結合審查為事前預測的審查，也就

是說在結合尚未完成、公司治理組織還沒改組前，預先評估結合通過後對於市場所會

產生的危害，所以基本上是一個預測（prediction）與猜測（speculation）的過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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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聯合行為較為不同，聯合行為主要為事後審查，事情已經做了、效果也已經顯

現了，所以對這類行為要行使域外管轄，客觀而言較有一些指標與證據，可用來協助

判斷行為對於本國的傷害有多大，但是發生於國外的結合行為，如何預測其在外國結

合完成以後，將來對臺灣市場所會產生的影響，應透過何種方法預測？我認為這才會

是結合與其他類型的域外管轄較為不同的地方。基於前述差異，對於域外結合管轄是

否要制定一些判斷標準去決定是否要管，可能對於結合案件的必要性要較聯合行為或

其他違法行為更高一點，原因在於它本身性質為預測性，預測性通常對企業會產生高

度不確定性，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覺得特別針對結合的域外管轄給予企業一些初

步的、具體的、客觀的指標，反而是有利於結合行為的審查過程。當然，接下來的問

題便是這些指標應如何訂定？一個可行的方法便是，於域外管轄指標中，基於微罪不

罰的概念，訂定有些結合案件即便未來可能發生傷害，但基於傷害對於本國經濟是微

乎其微固可以不進行審查。舉例而言，結合案的金額大小或許可以做為判斷的指標之

一，因為其結合規模並不大，即便帶來損害，影響也不大。談到這點也涉及到剛剛所

談論到的市占率、營業額標準的爭論，這地方所涉及到的問題是，營業額在結合審查

當作指標的功能到底是什麼？可能很多人會認為說那是一個對於市場競爭有無可能受

到限制的指標，從我的角度，我會傾向把它當作是一個微罪不罰的概念。這個可從美

國HSR法案訂定的申報門檻，其實是根據美國每年GDP調整的，其所代表的意義便是
這個金額門檻對於全體美國經濟影響程度的高低，所以即使放過營業額不高、但是市

占率很高的行為，這個行為對於美國經濟的影響相當小，因此某些情況下並不需要除

惡務盡，而是應該捉大放小，如果從這樣的角度去看，也許市占率的條件便不是那麼

重要。

如前所述，對於域外管轄是否應介入的問題，第一步為確定是否該管？若確定

後，後續審查程序如申報門檻、單方效果、協同效果、抗辯事由、是否附負擔，其實

與國內事業主適用的規範是相同的。倘若是如此，我認為在管轄權選擇的指標，也可

以採取前述思維，用一些事業比較容易事前清楚掌握、客觀上較容易判斷的項目作為

判斷基準，而後續的審理則是以一般審理原則來加以審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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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式　蔡委員文禎閉幕致詞

各位貴賓、各位先進、各位同仁，大家好：

經過了兩天的熱烈研討，第27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即將圓滿
落幕，各位嘉賓於會議期間的精闢建言及寶貴意見，使本會獲益良多，謹代表公平會

感謝大家的參與，及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給予的協助。

一場研討會的成功，不單單是來自於主持人、論文報告人及與談人的辛苦投入與

無私分享，還有在座各位的參與也是十分重要，因為有您們的支持，才使本研討會能

夠持續辦理27屆，在此，謹向各位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公平交易法立法的目標，在於創造一個自由、公平且有效率的市場競爭環境。然

而，隨著經濟的自由開放及競爭環境的急速變化，使得競爭法主管機關的執法面臨了

嚴峻的挑戰，如何建立切合本國經濟發展需要及國際潮流趨勢的競爭政策、如何提升

主管機關解決問題的能力並有效執法，以促使市場機制得以發揮，從而帶動國家整體

經濟發展與產業積極、正面的效益，是本會持續面對的核心課題。

回顧本次研討會4場次的議題：「公平交易法執法案例之研究與評析」、「競爭
法的新興議題」、「電子商務、數位匯流產業與競爭法」及「結合及其他競爭法議

題」，與會學者專家或針對本會過往執法案例及司法判決進行整理、評析並提出建

言；或就產業發展與市場競爭評估進行實證研究；或對於各國競爭法相關規範從事比

較法研究；或探討數位經濟發展及新冠肺炎疫情下競爭法規的適用與挑戰。各議題的

報告人及與談人已進行充分的討論及回應，並從不同角度及層面研析探討，提出精闢

的見解。此外，我們也樂見公平交易法的領域有更多的新血投入，這些寶貴的建言都

是驅策本會與時俱進的動力。

本次研討會已接近尾聲，最後，謹代表公平會再度感謝所有主持人、報告人、與

談人及各位嘉賓的參與，也希望大家繼續給予本會支持與鼓勵。敬祝各位心想事成、

平安順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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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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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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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錄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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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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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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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錄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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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錄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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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錄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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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錄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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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錄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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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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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錄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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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錄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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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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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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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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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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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獨占及其他（非聯合）限制競爭行為為中心
　廖義男、莊弘鈺、黃銘傑、謝國廉

設計專利、競爭法與誠實信用原則：以帝寶副廠車燈案一審判決為例

　王立達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之司法審查

　王銘勇

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為例
　吳秀明、楊宏暉、牛曰正

大數據發展下之資訊壟斷與競爭政策－以資料驅動之結合與法制政策發展為核心

　邱映曦

區塊鏈技術在競爭法上之定位與爭議判斷

　郭戎晉

技術創新與競爭議題之探討

譚瑾瑜　江雅綺

新冠肺炎(COVID-19)對競爭法適用之影響及反思
　楊智傑、劉華美

美國Actavis案後對逆向給付協議之管制
　吳東哲

網路銷售市場競爭評估之實證研究

　王素彎、劉華美、邱永和、靖心慈、蕭富庭、鄭睿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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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內競爭限制之管制以資通訊科技發展及產業趨勢為核心 
　王明禮

數位視訊市場範圍界定與競爭政策

　陳志成、莊春發

付費電視產業頻道上下架競爭議題研析―以英美兩國經驗為中心

　胡家崎、楊儷綺

歐盟與我國行動通訊網路共用與競爭法規之調適

　王以均

公平交易法對新興薦證廣告之適用與因應

　楊智傑、劉姿汝、林郁翔、王思原

行為反托拉斯與消費者權益之探討

　江雅綺、郭迺鋒、楊宗翰、程法彰

初論非經濟效率因素作為爭法之目的：從秩序自由主義及新布蘭迪斯學派的發展談起

　謝長江

結合申報義務與豁免之比較研究―以美國法為中心

　翁章傑

各國競爭法對於域外結合案件審查處理方式之研究

　石世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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