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合行為及其他限制競爭行為之規範與案例 

公平交易委員會 
109年11月13日 



   公平交易法立法宗旨 

  公平交易法(§1) 

 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 

 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 

 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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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規範主體 

 事業(§2) 

 公司 

 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 

 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 
具獨立性、經常性並從事經濟交易活動的人或團體 

行政機關以私法行為提供具有市場經濟價值的商品或
服務 

 事業所組成之同業公會或其他依法設立、促
進成員利益之團體 
例如：台北市保全商業同業公會、液化氣體燃料商業 

       同業公會、攤販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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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的核心概念－競爭 

公平法的核心價值－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 

『競爭』之定義 

 二以上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利的價格、數量、

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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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市場定義(§5) 

 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
區域或範圍 

 產品市場 

 地理市場 

相關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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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架構 

聯合 

限制轉售價格 

其他限制競爭 

不當贈品贈獎 

公平交易法 

不實廣告 

 

 獨占 

限制競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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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冒 

結合 

營業誹謗 

其他欺罔或顯失
公平 

不公平競爭行為 



 限制競爭(一) 

獨占(§7~§9) 

 不禁止獨占，但不得有濫用市場地位行為 

結合(§10~§13) 

 原則自由，但達一定門檻需事前提出申報 

 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不利益 

聯合行為(§14~§18) 

 原則禁止，例外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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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行為定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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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

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 

 聯合行為之合意，得依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

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當依據之因素推定之。 

聯合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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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成要件 

 主體：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 

 方式：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 
 內容：相互約束事業活動 (價格、數量、交易對象等) 
 效果：足以影響市場功能      微小不罰(10%) 
 
 
 
 

 

 
 

 

聯合行為微小不罰之認定標準【105年3月1日公法字第10515600941號令】 

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總和未達10％者， 

推定不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但事業之 

聯合行為係以限制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交易對象或交易地區 

為主要內容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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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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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為聯合行為。 

 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所組成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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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實務見解：約束事業活動為聯合行為 

【102年10月23日102年度訴字第751號】 

 同業公會之章程或其會員大會、理監事會所為決議，是否符合(行為時)  

  公平交易法§7第4項所稱約束事業活動，不得僅自形式上依章程或決議之 

  用語是否具有強制性，或對於不遵守者是否定有罰則而為判斷。 

 尚應綜觀同業公會於上述會議中訂定章程或做成決議之動機與目的， 

  及章程或決議之內容實質上已否對會員產生一定規制效果等因素而定。 



案例：○○公會藉會員大會決議及其他方法限制保 
      全公司自由決定駐衛保全服務之報價案 

• 背景：本會接獲X市政府函詢有關○○公會擬編列關於駐衛保全人員
之報價費用項目及金額，如○○公會統一將該表所列費用列為向公寓
大廈管理委員會報價時之費用，是否涉及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規定，
爰立案進行調查。 

被處分人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公會章程」及章程附則「優良
保全公司基本規範實施辦法」，若有會員報價低於依「法定成本分析
表」計算金額，被處分人即以會員違反該辦法第3條第15款規定加以
裁處，要求會員將暫收款捐贈予被處分人。 

被處分人限制會員報價不得低於依法定成本分析表計算金額之行為，
並非只是重複勞基法等法令規定，而是增加既有法律以外之限制因素，
且優良保全實施辦法係經被處分人會員代表大會通過，而法定成本分
析表係為執行該辦法第3條第15款規定之配套措施，尚難謂不具法律
效力。又被處分人要求報價低於該分析表標準之會員，必須受到裁罰，
使受裁罰之會員承受不利益，顯具約束力，尚難謂僅屬參考性質。
【公處字第10603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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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令 

關係企業間是否會構成聯合行為？ 

  【105年5月12日公法字第10515602811號令】 

關係企業間彼此利害關係同一，基於集團整體利潤極大化之
考量，接受集團「同一決策主體」之指令從事經濟活動，難
謂具有經濟獨立性與自主決定力。是倘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
「同一經營團隊」所為「單一行為決意」，就集團旗下各公
司所持有及經營之百貨商場辦理共同行銷，尚與聯合行為具
競爭關係同一產銷階段事業「合意」之要件有間。 

判斷標準：有無經濟獨立性與自主決定力。 

            關係企業間具有實質上控制從屬關係者，不具 
            經濟獨立性與自主決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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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寵物用品聯合漲價案 

• 背景：102年以來因○○○、○○○等大型寵物食品及用
品連鎖品牌前往○○市拓店，於新店面開幕期間進行降價
促銷，當地原有業者亦競相降價促銷，部分品項售價低於
供應商之批發價。 

被處分人等7家業者於9月召開○○市寵物業者聯誼座談會，
討論如何穩定○○地區寵物食品（飼料、零食）、用品
（貓砂、尿布）零售價格，供應商及零售業者應共同維持
寵物食品及用品價格平穩。 

被處分人等7家業者於○○市「寵物食品及用品市場」市
場占有率合計17.34％。【公處字第1041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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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鮮奶聯合漲價案 

國內鮮乳市場 

甲公司 

乙公司 

丙公司 

其他 

37% 

30% 

1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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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占市場 
有助於聯合

行為 



甲公司X品牌77元 

乙公司Y品牌76元 

丙公司Z品牌76元 

甲公司X品牌83元 

乙公司Y品牌82元 

丙公司Z品牌82元 

14 

1公升鮮乳共同調漲6元 
 

• 生乳為鮮乳之主要原
料，產製比例約為1：1 

• 中央畜產會100年9月5日
發布，自10月1日起調高
生乳收購價格每公斤1.9
元 

一致性超額調整參考建議售價 

96年調漲生乳收購價格
4.5元，每公升鮮乳售價
調漲7至8元，為生乳收購
價之1.7倍，本次每公升
調整達6元，達3倍之鉅 

 



案例2：鮮奶聯合漲價案(續) 
品牌競爭性產品維持一致性價格區間 

•3業者調幅一致，彼此品牌間維持過往之價格階梯，沒有逸脫價
格設定區間做競價(1公升：77~83元區間) 

 

一致性超幅調漲設定率 

•甲公司、乙公司調漲設定率8％，丙公司則為9-10％ 

調價時點一致性 

•丙公司9月26日，甲公司、乙公司9月27日電郵通知下游賣場確認
鮮乳價格調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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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無法舉證說明，其價格調整係出於市場客觀合理之因素。冬季
為鮮乳需求淡季，被處分人等倘非有合意，殊難達成一致性大幅度調價，
故認被處分人等已有聯合超額調漲而避免競價之聯合行為，共處分
3,000萬元罰鍰。【公處字第100204號】 

 



案例3：工業用紙聯合行為案 

• 背景：國內○○股份有限公司、○○○工業用紙股份有
限公司及○○紙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事業於98年11月至99年
3月期間調整工業用紙價格，涉有聯合漲價之嫌，本會爰
主動立案進行調查。 

三家業者於系爭期間一致性調漲工業用紙價格  

三家業者一致性調價未具合理說明之證明 

三家業者成本及營業各項占比不同 

由工業用紙業者之市場結構及行為論證，若無進行調價意思

聯絡之事實，即無法合理解釋其一致性調價行為。 

【公處字第09905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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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行政法院支持公平會處分並重視經濟分析： 
肯認得以間接證據推論聯合行為之合意存在：聯合行為之
合意存於當事人內心，主管機關不易掌握證據，因此，在
聯合行為之認定上，縱無直接證據，然若透過間接證據之
採證與分析，可合理推論若非事業間採取聯合行為，否則
無法合理解釋市場上一致性行為之現象時，即可推論事業
間有聯合行為合意之存在。  

大量援引經濟學理論，作為聯合行為合意存在之佐證：最
高行政法院判決中，除使用圓餅圖、折線圖等相關表格說
明案情外，並大量援引經濟學理論，透過這些經濟學理論
之研析、闡述，作為本案一致性行為係出於聯合行為合意
之佐證。【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第26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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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工業用紙聯合行為案(續) 



18 

一級廠市占率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其他 

A公司 
51.20% B公司 

28.20% 

C公司 
19.10% 

其他，1.50% 

二級廠市占率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其他 

其他 
45.21% 

A公司 
24.10% 

B公司 
14.16% 

 C公司 
 16.50% 

國內用紙產業依其產業性質可區分為
上中下游3種不同層次，生產工業用紙
之原紙(瓦楞芯紙、面紙)者為一級廠，
中游為二級廠，生產瓦楞紙板，下游
為三級廠，製成各種生產紙器等，而
上訴人等均兼營一級紙廠、二級紙廠
事業(參圖表所示)，三廠商於98年度
國內一級工業用紙(原紙)市場產量占
有率由高至低依序為A公司(51.2%)、B
公司(28.2%)、C公司(19.1%) 

級別 產品 產製者 

一級廠 瓦楞芯紙、面
紙(及原紙) 

A、B、C 

二級廠 瓦楞紙板(平
板) 

A、B、C餘及
另33家廠 

三級廠 製箱 A、B、C餘及
另數千家廠 

【以上文字、表格與圖案均取自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原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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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11月 98年12月 99年1月 99年2月 99年3月 

A公司 11,000 11,000 12,000 14,500 16,000 

B公司 11,000 11,000 12,000 14,300 16,000 

C公司 11,000 11,000 12,000 14,000 16,000 

工業用紙業者發票價彙整表 

寡占市場之競爭者為確定彼此間之價格均衡點，除透過意思聯絡以達成合意之

外，實務上亦常見有透過定價策略作為聯繫訊息方法之情形。本件被上訴人經

由通知上訴人等提出處分期間所開立之發票資料，以及向其下游廠商要求提供

發票等相關資料比對之結果，認上訴人等係藉由發票之開立以交換資訊，其等

所報之「發票價」實為「實收價」之計算基準，以此操作方式按月同步，同一

形式一致性調價(參下表所示)，由此亦可探知上訴人等確有聯合行為之合意，

此等聯合行為已足可損及市場競爭之機制，至其等事後於個別交易時對客戶折

讓之實收價，尚不致影響原有聯合行為之成立。 

【以上文字、表格與圖案均取自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原文內容】 



原則禁止 例外許可 

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 

惡性卡特爾(hard core cartels): 

固定價格 

圍標（如為政府採購案─公
共工程） 

生產限制、生產配額 

分配顧客、交易區域  

其他 

標準化(規格） 

合理化（共同研發） 

專業化 

輸出聯合 

輸入聯合 

不景氣聯合 

中小企業聯合 

其他為促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
或經營效率所必要之共同行為 

聯合行為之禁止、例外許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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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行為許可案例 

 42家事業申請延展小麥聯合採購合船進口之聯合 
  行為許可期限案【公聯字第109005號】 

 
• 42家事業申請延展合船採購小麥之許可期限，有益於整
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但書
第5款及第16條第2項規定，附加負擔准予延展，期限自
109年10月1日起至114年9月30日止。 

 
• 為消弭限制競爭之疑慮及監督實施執行情形，爰依公平
交易法第16條第1項規定附加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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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恕政策 

 執法機關尚未察覺或充分掌握違法事證前，對提

供聯合行為違法事證並協助調查之涉案成員，給

予免除或減輕處罰之優惠，提高事業舉報違法行

為、協助調查之意願，適用條件： 

 情況一：公平會尚未知悉或進行調查前，提出

書面檢舉或陳述具體違法+檢附事證+協助調查 

 情況二：公平會案件調查期間，陳述具體違法

+檢附事證+協助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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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托拉斯基金 

 聯合行為違法態樣逐漸發展為國際卡特爾案件 

 強化聯合行為之查處 

 執行競爭法之國際合作交流 

 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 

因聯合行為具高度隱密性，實務上常有蒐證之困擾，
而事業內部員工較容易獲得消息。 

為鼓勵其揭露違法聯合行為，明定檢舉違法聯合行
為獎金之支出為反托拉斯基金用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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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競爭行為（二）：垂直限制 

限制轉售價格(§19) 

其他限制競爭行為(§20) 

 杯葛 

 差別待遇 

 不當低價利誘 

 迫使參與限制競爭行為 

 不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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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轉售價格(§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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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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轉售價格(續) 

 屬上下游廠商間垂直限制競爭行為 

 

  觀念釐清 

 經銷與代銷 

 商品印製建議售價之適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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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轉售價格(續) 

 正當理由之審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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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進之效果 

促進品牌間之競爭 

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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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商甲 

經銷商A 經銷商B 

   製造商乙 

經銷商C 經銷商D 

品牌間競爭：製造商甲、
乙不同品牌產品的競爭。
除產品本身的競爭外，
亦透過經銷商提供促銷
加強產品競爭力 

品牌內競爭：經銷商A、
B為銷售甲產品所為之競
爭(包括以價格、服務、
促銷等競爭方式)，轉向
服務競爭 

品牌內競爭：經銷商C、
D為銷售乙產品所為之
競爭(包括以價格、服
務、促銷等競爭方式)，
轉向服務競爭 

品牌內競爭與品牌間競爭 



案例：○○藥品公司限制轉售價格案 

• 背景：○○公司與下游事業(藥局)針對○○專櫃商品之雙方
交易關係簽訂○○專櫃專案合約書。依合約書約定：「乙方
(及藥局)同意依照雙方協議或甲方(即○○公司)建議之商品售
價銷售商品，乙方如違反時，為維護本專案合作體系、商品形
象及維護市場秩序，甲方得逕行終止合約，並取消回饋。」 

 ○○公司主張其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係為維護品牌及產品通路市
場形象，提供由專業藥師介紹商品之服務品質，但○○公司並
未提出事證說明○○專櫃商品之一般市場行情價被維持時，將
有何促進品牌間競爭之正面效益，或提出事證說明○○專櫃商
品之零售價相較一般市場行情價格為低時，何以減損品牌間之
競爭，且亦未提出限制轉售價格外，已無其他不生阻礙競爭效
果之方法可達成其目的。【公處字第10602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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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限制競爭行為(§20) 

 
•杯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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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別待遇：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 

•不當阻礙競爭者參與競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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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當使他事業參與限制競爭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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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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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有限制競爭之虞（必須有一定之市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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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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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同時存在三方當事人，即杯葛發起人、杯葛參
與人及受杯葛人 

•差別待遇：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 

 採合理原則 

 應審酌市場供需情況、成本差異、交易數額、信
用風險或其他合理之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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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責任(§34~44) 

 行政責任 

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罰鍰 

 不公平競爭行為：5萬～2,500萬元 (第2次×2) 

 限制競爭行為：10萬～5,000萬元 (第2次×2) 

 違法結合：20萬～5,000萬元 

 情節重大之獨占及聯合行為：最高可處上一會計年度銷售
金額之10％ 

 刑事責任：限制競爭行為第2次違反之行為人 

 民事責任：三倍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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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責任 

 依行為類型，處3年（獨占與聯合行為）或2年（其

他限制競爭行為）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1億元或5,000萬元以下罰金(§34、§36、§37) 

民事責任 

 除去侵害請求權、防止侵害請求權(§29) 

 三倍以下損害賠償(§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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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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