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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的意義 

自由經濟自由定價 
 例外：獨占定價、共同定價、約定轉售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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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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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第２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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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法規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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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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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占行為 

結合行為 

聯合行為 

限制轉售價格 

其他限制競爭行為 

不實廣告行為 

仿冒他人商品或服務表徵行為 

不當贈品贈獎行為 

營業毀謗行為 

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公平交易法 

限制競爭行為 

不公平競爭行為 



獨占>(第7條、第8條、第9條) 

 原則不禁止，但不得濫用市場地位 

結合>(第10條、第11條、第12條、第13條) 

 原則自由，但達一定規模須事前申報 

 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不利益 

聯合行為>(第14條、第15條) 

 原則禁止，例外申請許可 

約定轉售價格>(第19條) 

其他限制競爭行為>(第20條) 

限制競爭--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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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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
範圍。 

獨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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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占事業認定 
 積極要件 

 事業無下列各款情形者，不列入獨占事業認定範圍：    

      1.一事業在相關市場市占率達二分之一 

      2.二事業在相關市場市占率達三分之二 

      3.三事業在相關市場市占率達四分之三 

 事業設立或進入市場受法令、技術限制(ex.關鍵性的專利權)
或其他可排除競爭情事者 

 消極要件 

     市占率未達十分之一或總銷售額未達20億元 

獨占-(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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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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占-(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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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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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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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異議制 

原則上不禁止事業結合。 

參與結合事業達一定申報門檻之規模者，除有
法所列舉之除外適用情形外，須於結合前向公
平會提出申報，未經該會於法定期間內提出異
議時，事業始得進行結合。 

 

結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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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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結合所有事業全球400億，至少二事業個別20億 

• 非金融機構事業國內銷售金額：一事業150億及另一事業2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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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限制競爭不利益 

整體經濟利益 

結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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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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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申報日起30工作日內決定，得延長60工作日 

結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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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經濟利益 

 

限制競爭效果 

 

  

多角化結合 
1. 消費者利益。 
2. 結合事業原處於交

易弱勢之一方。 
3. 結合事業之一屬於

垂危事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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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特定市場之
困難度。 

3. 結合事業於特定
市場濫用市場力
量之可能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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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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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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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行為(續)-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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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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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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行為(續)-例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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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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行為(續)-例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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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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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行為(續)-寬恕條款(第35條) 

18 



公平交易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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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大幅提高檢舉獎金的額度 

    最低發放金額：10萬元 

聯合行為(續)-檢舉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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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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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觀念釐清 

經銷與代銷(所有權移轉) 

商品印製建議售價之適法性 

 

限制轉售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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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轉售價格之態樣 

直接限制轉售價格：如原廠       批發商 

間接限制轉售價格：如原廠       批發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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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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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轉售價格原則禁止，但在某些情況之下，限制轉
售價格或有較於自由訂價，更具促進競爭效果時，則
例外允許。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5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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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轉售價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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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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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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及其他合理之事由。 

其他限制競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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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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脅迫利誘參與結合、聯合或垂直限制競爭 

不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如搭售、獨家交易、
劃分地域及顧客 

其他限制競爭行為(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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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限制競爭之虞的考量因素 

意圖 

目的 

市場地位 

所屬市場結構 

商品或服務特性 

實施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 

其他限制競爭行為-(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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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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罔或顯失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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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用或依附有信賴力之主體，如：不肖業者假藉當
地公用天然氣事業安全檢查名義，銷售瓦斯安全器
材。 

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如：加盟業者於締結加盟
經營關係前，未提供加盟重要資訊。 

榨取他人努力成果，如：購買競爭同業事業名稱之
關鍵字廣告，使人誤認兩者屬同一來源，而藉以推
展自身商品。 

 

欺罔或顯失公平案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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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報告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