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平交易法之規範與案例解析 

公平交易委員會 

Page 1 
109年9月10日 

簡報僅為講師個人意見 不代表公平交易委員會見解 



公平交易法立法宗旨 
 

第1條立法宗旨 

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

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

定與繁榮 



公平交易法的意義 
• 自由經濟市場自由定價 

例外：獨占定價、聯合定價、限制轉售價格 

• 透過競爭，間接保護消費者 

競爭→較多選擇、較低價格、較高品質、較
佳服務→消費者獲益 

• 規範事業的反競爭行為 

規範主體:事業 

規範客體:營業競爭的行為 

 



公平交易法規範主體 
• 事業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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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會、漁會、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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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 

聯合 

限制轉售價格 

其他限制競爭 

仿冒他人商品或服務表徵 

不當贈品贈獎 

營業誹謗 

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 

公平交易法 

公平交易法架構 

不實廣告 

獨占 

限制競爭行為 

不公平競爭行為 



限制競爭行為概述 
• 第二章 限製競爭 

獨占(第7~9條) 

結合(第10~13條) 

聯合(第14~18條) 

限制轉售價格(第19條) 

其他限制競爭(第20條) 



獨占 
• 獨占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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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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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關市場(第5條) 

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
或範圍。 



獨占(續) 
• 獨占事業之認定標準 

一事業在相關市場占有率達1/2 

二事業在相關市場占有率達2/3 

三事業在相關市場占有率達3/4 

• 不列入獨占事業 

個別事業未達1/10 

上一會計年度總銷售額未達公告金額(20億元) 

• 雖有前2項不列入認定範圍之情形，本會仍得認
定其為獨占事業。 



獨占(續) 
• 獨占事業禁止之行為 

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
與競爭 

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
持或變更 

無正當理由，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 

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結合 
• 管制緣由：結合有導致獨占、限制市場競

爭之可能，僅對達到一定規模之事業結合

進行規範 

• 管制架構-事前申報異議制 

須於結合前向公平會提出申報，法定期間

內未提出異議時，事業始得進行結合 

原則上不禁止事業結合 

 

 

 



結合(續) 
• 結合定義 
與他事業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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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以上 

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 

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結合(續) 
• 結合之申報門檻 

 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1/3 

 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1/4 

 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中央
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 

所有結合事業全球400億元，至少2事業個別20億元 

非金融機構國內銷售金額：1事業150億元及另1事業20億元 

 銷售金額，應將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
事業及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控制之從屬
關係事業之銷售金額一併計入。 

 



結合(續) 

 限制競爭不利益 

整體經濟利益 

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者，不得禁止其結合 
得附加條件或負擔，以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結合(續) 

整體經濟利益 
 

限制競爭效果 
 

  

多角化結合 
 1.經濟效率 

2.消費者利益 
3.結合事業原處於交

易弱勢之一方 
4.結合事業之一屬於

垂危事業 
5.其他有關整體經濟

利益之具體成效 

水平結合 
  

 

垂直結合 
 

1.單方效果 
2.共同效果 
3.參進程度 
4.抗衡力量 
5.其他因素 

1.結合後其他競爭者  
選擇交易相對人之  
可能性 

2.非參與結合事業進
入相關市場之困難
度 

3.結合事業於相關市
場濫用市場力量之
可能性 

4.增加競爭對手成本
之可能性 

5.其他可能造成市場
封鎖效果之因素 

多角化結合事
業所屬特定市
場，倘具有重
要潛在競爭可
能性，以其產
生類似水平或
垂直結合之狀
態，適用水平
或垂直結合限
制競爭效果之
考量因素。 
 

 受理申報日起30工作日內決定，得延長60工作日 



聯合 
•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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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產銷階段水平聯合，影響市場功能為限 

 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之意思聯絡。 

• 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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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法規範之聯合行為。 

 



聯合(續)-合意認定 

平行行為 

無合意 

相同行為 

合意 

一致性行為 

違法 不違法 

1.直接證據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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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等相當依據因素 
  推定之 
 



聯合(續)-例外 
例外申請許可 

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第15條) 

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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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促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或經營效率 



聯合(續)-微小不罰 
• 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市占率總和未達
10%，推定不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 

• 但聯合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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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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續)-寬恕條款 
• 公平法第35條： 

 違反第15條之事業，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主管機關事
先同意者，免除或減輕罰鍰處分： 

當尚未為主管機關知悉或依本法進行調查前，就其所參與
之聯合行為，向主管機關提出書面檢舉或陳述具體違法，
並檢附事證及協助調查。 

當主管機關依本法調查期間，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為，陳
述具體違法，並檢附事證及協助調查。 

• 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或減輕罰鍰實施辦法： 
 訂定適用對象之資格要件、裁處減免之基準及家數、違法

事證之檢附、身分保密及其他執行事項。 



聯合(續)-檢舉獎金 
• 公平法第47條之1 

為強化聯合行為查處，檢舉違法聯合行為
獎金，由反托拉斯基金支出 

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 

訂定檢舉獎金適用之範圍、檢舉人資格、
發給標準、發放程序、身分保密…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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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轉售價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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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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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轉售價格的態樣 

直接限制轉售價格： 

原廠    批發商、經銷商 

間接限制轉售價格： 

原廠    批發商、經銷商   零售商 

固定轉售價格：售價○元 

最低轉售價格：售價不得低於○元 

區間轉售價格：售價○元至○元 

限制轉售價格(續) 



限制轉售價格(續) 
正當理由之審酌因素(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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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限制競爭 
 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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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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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限制競爭(續) 
不當阻礙競爭者參與競爭：以低價利誘（施27）或其

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 

低價利誘：低於成本或顯不相當之價格 

不當使他事業參與限制競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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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28）
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 

搭售、獨家交易、地域及顧客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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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競爭行為概述 

• 第三章 不公平競爭 

不實廣告(第21條) 

仿冒(第22條) 

不當贈品贈獎(第23條) 

營業誹謗(第24條) 

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第25條) 



不實廣告 
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
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
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或表徵 



 

 
 

虛偽不實 

引人錯誤 

表示或表徵與事實不符，
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
大眾所接受，而有引起
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者。 

表示或表徵不論是否與
事實相符，而有引起一
般或相關大眾錯誤認知
或決定之虞者。 

不實廣告(續) 



不實廣告(續) 

為何規範廣告不實？ 

事業透過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
示或表徵以爭取交易機會，將對其
他守法之競爭同業形成不公平競爭，
並誤導交易資訊而使消費者權益受
損，因此必須規範。 



仿冒 
 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得有下列行為： 

 以著名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包裝、
外觀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為相
同或近似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淆，或販賣、運送、輸出或
輸入使用該項表徵之商品者。 

 以著名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標章或其他表示他人營
業、服務之表徵，於同一或類似之服務為相同或近似之使用，
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者。 

 著名表徵：指具有相當知名度，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周知者
(商標法第30條) 

 保護範圍：以未註冊著名商標為限；已註冊商標依商標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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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贈品贈獎 
• 事業不得以不當提供贈品、贈獎之方法，爭取交易之機

會 
事業提供贈品贈獎額度辦法 
贈品價值上限 
商品或服務價值在100元以上，為其價值1/2 
商品或服務價值在100元以下，為50元 

贈獎總額上限 
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30億元以上者，為6億元 
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7.5億~30億元者，為銷售金

額1/5 
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7.5億元以下者，為1.5億元 

贈獎最大獎項之金額，不得超過5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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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誹謗 
• 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
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 

• 告訴乃論（刑訴法第237條第1項）/行政罰法
第26條 

• 構成要件 

為競爭之目的 

陳述或散布不實之情事 

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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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罔或顯失公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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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質：屬公平法各條規定之補漏條款 

欺罔：對於交易相對人，以欺瞞、誤導或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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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
爭或營業交易者。 

 



公平會資訊與聯絡方式  
本會地址：臺北市濟南路1段2-2號12-14樓 

本會服務中心電話：(02)23510022 或 

 (02)23517588轉380 

南區服務中心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政南街6號9樓 

南區服務中心電話：(07)7230022 

網址：http://www.ftc.gov.tw 

 E-mail：ftcpub@f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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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報告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