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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大數據」(Big data)之定義及其競爭重要性

一、「大數據」之定義(OECD 2014)

依據OECD 於2014年針對「大數據」所作的定義，「大數

據」具有以下4“V”特色：

(一)Volume of Data：係指大數據資料庫的資料量愈來愈

龐大。

(二)Velocity of Data：隨著科技的進步，資料的運算、傳送

速度日益加快。

(三)Variety of Data：資料的多元性，舉例而言，資料能夠

以文字、圖片、影音等方式呈現，具有多元性。

(四)Value of Data：在大數據分析工具與能力不斷精進下，

大數據資料的運用價值也與日俱增。

二、「大數據」之競爭重要性

從上述的4V特色可推知，在資訊科技進步的時代下，掌控大

數據者，將能夠有效實現「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甚至建立

起市場參進障礙，排除其他競爭者，進而對特定產業產生外部衝

擊。因此，大數據時代的來臨將對競爭分析有一定程度的啟發。

根據2016年New Vantage Partner就44家Fortune 1000公司

之一項調查顯示，只有5.4%的企業尚未進行和大數據相關之策

略規劃，也就是說，有94.6%的企業已經進行和大數據相關之策

公平會電子報歡迎上網訂閱，網址：www.f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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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規劃。又依據McKinsey與MIT的研究顯示，對

大數據的投資，可提高企業獲利約6%-9%。大數

據就如同一座巨大的礦山，事業透過數據的收集

與分析，有利於了解消費者或使用者的行為、偏

好，並用於改善自身之產品和服務，對商業競爭

策略有高度的重要性。因此，數據的取得將成為

一項得以讓企業取得競爭優勢的重要經濟資產，

部分論者更將其稱之為是「網路上的新貨幣」

(“the new currency of the internet”)！

貳、「大數據」分析與運用之可能競爭

問題

一、「大數據」分析運用與市場競爭問題：樂觀論

Darren S. Tucker 與 Hill B. Wellford兩位律

師對於大數據分析運用與市場競爭的問題，採取

較為樂觀的看法，認為大數據分析運用並不會有

太多競爭法上的問題，即使有相關問題，也不會

對現有競爭法的分析架構造成挑戰。其論點分述

如下：

(一)「數據」是無所不在(ubiquitous)

根據2014年White House Report 提到：

「We live in a world of near-ubiquitous data 

collection.」又依據2011年McKinsey Report

提到：「Digi tal  data is now everywhere-

in every sector, in every economy, in every 

organization and user of digital technology.」

由此可知，大數據資料的取得並不困難，且取得

的成本低，因此並不會形成市場競爭的障礙。

(二)「數據」的使用者涵蓋各種不同規模的組織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前主任委員Edith 

Ramirez認為：「Big data is no longer the 

province of a few giant companies.」因此，小

公司和大公司一樣，有能力取得大數據，甚至小

型組織對「數據」的創意性使用，將創造新型態

的市場競爭，並推翻既有之產業競爭態樣。

(三)「數據」之取得成本低

一般而言，大部分的事業本身均可在生產過

程中創造大量的「數據」，例如事業與客戶的交

易與互動資料等，而儲存與分析這些「數據」

的成本也隨著分析軟體的成熟而大幅下降，甚至

於免費，例如Hadoop即是免費的大數據分析軟

體。根據2013年7月12日Financial Times的報

導：「單一潛在消費者個人詳細資料之取得成本

低於美金1元」，因此從資料收集與銷售廠商取

得關於消費者的數據成本也不高。    

(四 )「數據」之收集與使用不具敵對性 (non-

rivalrous)

網路使用者針對相同的目的使用不同的搜尋

平台，或不同之網路平台使用不同的廣告網絡，

因此多數網路服務業者可同時取得同一網路使用

者之消費訊息，使得「數據」之收集與使用不具

敵對性。

(五)多數的「數據」是歷史性數據，得用以預測

趨勢，但是對於「即時性」(real-time)的商

業決定並無太大的用處。「數據」具有「飛

逝的價值」(fleeting value)，收集後若未經

整理與結構化，則大部分的數據是沒有太大

價值的。

綜合以上五點，大數據的分析運用並不會形

成市場競爭的門檻障礙。

二、「大數據」分析運用與市場競爭問題：審慎論

Maurice Stucke與Allen Grunes兩位學者，

對於大數據分析運用與市場競爭的問題，則採取

較為審慎的看法，認為數據如果真的無所不在，

則廠商沒有必要付出成本或以免費提供服務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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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如Facebook)來取得相關的數據，顯見有些

大數據並非隨手可得，大數據的取得需要付出成

本，事業也願意花費巨額取得大數據。

其次，取得數據的價格(成本)不當然等同於

數據對廠商之價值，數據對廠商之價值愈高，則

廠商防止他人取得的誘因也會更高，進而出現反

競爭的問題。學理上所稱的「網路效應」，係指

當一種產品對用戶的價值隨著採用相同的產品，

或可兼容產品的用戶增加而增大時，所產生的網

路外部性。故掌握的數據量愈多，其網路效應也

更強，讓競爭對手可能因無法取得足夠的數據

量，以進行有效率的競爭。同樣的，數據在不同

規模的數據組合中價值不同，而掌控數據的廠商

也較有機會能夠從使用者的數據了解並修正數據

分析邏輯運算之錯誤。

再者，數據運用上的不具敵對性，但事業

分析公開可得數據後所得之可被用於行銷或新

產品研發的新數據資訊，則受法律的保護，具

有排他性。以PeopleBrowser Inc. v. Twitter, 

Inc. (2013 WL 843032, US Dist. Ct. ND Cal. 

March 6,  2013)一案為例，Twit ter拒絕繼續

讓PeopleBrowser在推特上進行資料探勘，而

PeopleBrowser則是專門在推特上蒐集資訊，並

將分析結果作為商品的資料探勘公司，Twitter的

拒絕開放使用，對PeopleBrowser將產生重大的

經營限制，顯然大數據資訊並非隨手可得的公共

財，而是具有商業價值的一項生產要素。    

三、大數據分析與運用之可能反競爭行為類型

(一)「大數據」市場中之結合行為

當「數據」成為市場競爭之重要投入要素

時，廠商即可能會有誘因進行結合取得大量的大

數據資料，並且透過「網路效應」讓競爭對手難

以取得足夠的數據量，形成市場進入障礙。此

外，「大數據」分析提供巨量數據擁有者預測與

分析未來產業發展趨勢的競爭工具，廠商得以預

先收購未來的競爭事業以消弭未來的競爭。

(二)「大數據」市場中之市場排除行為

此種單方排除行為，是以廠商具有「市場力

量」為前提的議題，而市場力量的取得則是源

於廠商取得大數據後所創造的規模經濟與範疇經

濟，讓其更有可能藉此來建立市場參進障礙。主

要的市場排除行為類型有下：

1.拒絕「數據」近用 ( refusal  to  provide 

access to data)：此種行為可能引用關鍵

設施理論，課予數據持有者交易的義務，

然而適用此理論的前提如下：首先，事業

若無法取得此數據，將無從進入市場；其

次，事業無法合理地複製此項數據； 三、

使用數據將可創造出具有充分需求之新產

品或研發活動； 四、市場競爭將因無法近

用數據而受到封鎖。

2.「數據」近用之差別待遇

3.「數據」近用之差別取價

4.「數據」近用之排他交易安排：此項行為

類似於獨家經銷，一旦取得特定事業提供

的數據後，則受到特定事業的拘束，禁止

與其他事業進行數據交易。

5.「數據」近用之搭售行為：例如大數據與

大數據分析軟體的搭售行為。

(三)「大數據」市場中之市場勾結行為

在大數據市場中，市場透明度的增加，將提

供「數據」之競爭者間悖離勾結協議的誘因降

低，形成一項有力的卡特爾內部監督機制。事實

上，早在大數據尚未出現的1990年代，美國即發

生著名的「航空公司訂票系統案」，航空公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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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間透過訂票系統code sharing，能夠清楚得知

各家航空公司票價，有利於形成一致性的價格調

整行為。進一步言之，「大數據」競爭者間亦可

採行相同或可整合對手市場價格反應的訂價演算

法(algorithms)，使採行勾結協議的成本降低。

2015年美國司法部(DOJ)調查Amazon中的海

報公司透過訂價演算法(algorithms)觀察同業降

價，進而形成一致性行為，即屬一例。

四、「大數據」與「隱私權」－競爭法議題？

侵害隱私權的問題，能否透過競爭法處理？

理論上，可將隱私權視為是一項消費者需要的產

品或服務，而隱私權保障則是一項非價格(品質)

競爭，而利用市場競爭的力量，而促使業者保障

隱私權。然而，Maurice Stucke和Allen Grunes

則認為市場競爭壓力不一定能促使事業提供更多

與更明確的隱私權保障機制。消費者於網路上之

選擇行為，並不當然能反映其對隱私權的重視程

度，特別是當被取得數據的類型、程度及數據被

利用的方式等訊息消費者無法取得時，資訊不對

稱的問題仍然存在，消費者無法對行為的成本效

率進行評估。

參、「大數據」分析與運用可能競爭問

題之規範政策比較

一、2016年5月10日法國競爭局及德國聯邦卡特

爾署合作研究計劃報告「競爭法與數據」

(Competition Law and Data)，特別著重於

「結合」及具支配地位事業所可能採行之

「以數據為基礎」(data-based)的濫用行

為。就市場力量的界定部分，報告建議於

調查之初即應深入考量網路產業之特色，

例如：「網路效應」、「路徑多宿」(multi-

homing)及「動態市場」等對於市場取得市

場力之影響，再評估「數據」是否具有創

造、維持，或強化市場力量之效果，評估過

程應特別重視數據的稀少性或複製的可行

性，以及數據收集之規模與範疇對競爭是否

會產生影響。

二、2014年10月OECD「為成長與幸福之數

據驅動創新」(Data-driven Innovation for 

Growth and Wellbeing) 研究計畫期中綜整

報告，提出數據創新對經濟成長之貢獻及

受利之產業類型，再從供給與需求方來看

未來可能面臨的挑戰。所謂的「供給面的

挑戰」(supply-side challenge)係指和數據

「提供和分析」相關之挑戰，包括行動寬

頻的投資對數據自由流通之障礙、數據近

用(access)、所有、誘因議題，以及數據分

析與雲端計算之近用問題；「需求面的挑

戰」(demand-side challenge)，則是指和

利用及享有「數據驅動創新」利益之能力

限制，包括進行數據管理及分析技能和能

力、組織改變與數據分析之互補性，及企業

取得資金與勞動力等管制規定對企業才能

(entrepreneurship)的影響。相對的，其也

可能對民主市場經濟及人民福祉產生負面衝

擊之社會改變，包括個人自主性及自由權利

的喪失、市場集中度及支配力的增加、傳統

安全控管手段之限制等。此份報告建議政府

應積極創造一個可被信賴且包容之「數據驅

動創新」環境，特別是應追求保護消費者隱

私損害及市場競爭之執法綜效，以及確保廠

商以能提升隱私權保護效果的投資作為競爭

工具之誘因。

三、2016年11月OECD競爭委員會「大數據：

將競爭政策導入數位時代」 ( B i g  D a t a : 

Bringing Competition Policy to Digital Era)

秘書處的「背景說明書」(Background note 

by the Secretariat)，指出既有競爭分析工

具界定「大數據」相關市場之不足之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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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SSNIP市場界定方法，係透過該項產

品價格(P)提高後，觀察其他具有替代可能

性的產品，進行市場界定，然而大數據市場

有些服務是免費的(P＝0)，此項傳統方法將

受到挑戰；其次，Multi-sided platform雙

邊市場，甚至多邊市場，將成為大數據競爭

分析必須面對的難題。「背景說明書」提

出兩項解決方法：首先，由非價格變數(如

品質)的變動來界定相關市場，如SSNDQ 

(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decrease in quality) ，但需以「品質」差

異可以被衡量為前提；第二，在SSNIP法

則下，將單一市場價格對其他市場之外部效

果(如需求的變動)，內化為該市場假設獨占

廠商因價格調整所生之利潤改變。此外，針

對隱私權保障納入結合審查之可行性，此背

景說明書提出幾項觀點：首先，「隱私權保

護」可作為一項品質競爭；其次，即使網路

使用是免費，但使用者因使用網路而導致隱

私權的流失，可視為是使用服務的價格增

加，或品質降低；第三，並非所有的數據收

集行為均對使用者不利，有些甚至有助於業

者改善服務品質。

四、「重組數位生態系統之競爭政策架構」

(Resetting Competition Policy Frameworks 

for the Digital Ecosystem, October 2016)

全球行動通信產業組織GSMA所提出之研究

報告，提出以下四大建議：

(一)市場定義及市場力量之估算：應具前瞻

性，且能充分將相關市場中之變化納

入考量，執法焦點也應置於反競爭行

為本身，避免從市場結構推論市場力

量的存在。

(二 )審查標準之選擇：應以「整體福利」

(total welfare)標準來取代「消費者福

利」標準；在審查數位市場中之結合行

為時，應聚焦在「動態效果」的評估。

(三)「事前」(ex ante)及「事後」(ex post)管

制之平衡：「事前」之管制規定較適合用

於具持續性市場力量之市場，同時也要注

意這些「事前」管制法規對投資風險的影

響及和競爭法間之一致性問題。

(四)制度面設計(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為解決「事後」管制法規調查與裁決

曠日費時所產生的執法無效率問題，應

善用「中間措施」(interim measures)，

以此一制度調整來維持數據市場中的動

態競爭效能不會受到限縮。

五、Maureen K.  Ohlhausen & Alexander 

P. Okul iar,  在Competi t ion,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The Right [Approach] to 

Privacy一文中，提出處理大數據市場競爭

問題的三階段檢視方法。第一階段應先檢視

競爭損害的類型究屬商業、個人，或其他類

型的損害，例如契約的爭議無須以競爭法處

理，與經濟效率、消費者剩餘有關的問題，

才需以競爭法處理。第二階段則檢視數據使

用者與提供者關係之本質。第三階段則應考

量不同處理方法的成本與效益。

因此，無須嘗試將消費者保護和競爭法規融

合來解決大數據市場的競爭問題，因為此一作法

有可能會混淆了競爭法與消保法之基本原則。此

外，隱私權問題也不宜與競爭法相互混淆。

肆、美國與歐盟之執法經驗：結合案

參酌美國與歐盟之執法經驗，與大數據議題

相關的結合案如下：

一、歐盟執委會2008年 TomTom/ Tele Atlas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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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案

二、Facebook / WhatsApp結合案

三、FTC Alliance Data System / Conversant結

合案

四、Google / NestLabs and Google /Dropcam

結合案

五、Google / Waze結合案

六、DOJ Bazaarvoice / PowerReviews結合案

伍、對我國公平交易法之啟示

一、對競爭問題分析的啟示

「數據」在絕大多數的情形，均是生產最終

產品(提供服務)的一項中間投入要素，「數據」之

使用與交易安排本身是否不利競爭，仍應考量其

他投入要素(例如：技術、原料、資金等)之影響。

「大數據」特殊的「競爭」議題，不是對既

有競爭法分析原則性架構的顛覆，而是對既有分

析工具的改良，包含因應「免費」服務與相關

市場之界定、雙邊與多邊市場、網路效應等議題

所為之調整。競爭法既有分析原則性架構，仍以

「替代性」與「水平市場力」作為執法前提，並

以此作為與其他法領域的重要區別。

二、隱私權保護議題

隱私權保護並不是「要」或「不要」的問

題，消費者對保護程度有相當不同的需求光譜。

從法政策的角度來看，上述光譜式的差異，代表

並非「大數據」市場出現關切隱私權的聲音，就

需要全部獲得法律的回應，而是要追求「最適管

制」，而非「完全管制」。

即使法律必須回應隱私權保護問題，公平交

易法也並非是最適的回應法律。「大數據」市場

隱私權保障的「財產法則」(property rule)，係

指「數據」之收集及使用者須事先取得數據提供

者「放棄隱私權」之同意，因此以事前協商成本

低為前提；「大數據」市場隱私權保障的「責任

法則」(liability rule)，則指「數據」使用者得使

用所收集之數據，但若提供者認為不合理，則需

負補償責任，由法院判斷，則以事前協商成本高

為前提。因此，「財產法則」似不需以「市場力

量」為限，而「責任法則」則涉及數據使用行為

於隱私權保護光譜上落點及其合理性的判斷，

具高度「個案性」。對數據提供者重要的「隱

私」，與對加盟店屬於重要的加盟資訊，二者有

明顯的不同，公平會難以用類似「處理原則」的

方式來進行事前的規範。

再者，將「隱私權保護」的提供視為是「大

數據」市場廠商的一項「非價格競爭」，仍可

能是競爭法(公平交易法)處理此一問題的最好方

法。然而，對於此一競爭很可能會因「數據」的

提供者對於數據被濫用的可能與濫用的態樣無

法事先掌握與控管，而出現品質(隱私保障)不升

反降的「失能均衡」(dysfunctional equilibrium, 

Joseph Farrell用語)。若是如此，則公平交易法

的功能在於維持市場競爭，讓數據的提供者有不

同的交易選擇，並更能掌握數據被濫用的可能與

型態。因此，主管機關分析的重點在於「大數

據」是否有可能被用以建構市場之進入障礙，或

排除既有競爭等市場結構面的效果，與「數據」

被使用的方式是否有違「隱私權」保障並無必然

的關係。

（本文係講座民國106年4月21日於公平會

競爭中心發表之演講內容，經國立政治大學經濟

學研究所楊宗霖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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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產業參進門檻高

投資經營有線電視，除需向主管機關NCC申

請許可取得執照外，尚需投入大量資本在硬體設

備，例如佈建網路線纜及相關系統設備，沉沒成

本很高；除此之外，業者開播，也需要靠大量資

金去購買節目、製作節目等等。因此，有線廣播

電視法施行細則對系統經營者的最低實收資本額

設有相關規定(約為2億元)。另依公開資訊觀測站

各系統經營者的財務報表資料，業者每年尚需投

入數億元的營業成本，然而這一連串的投資經營

活動，其資金回收期又相當的長，因此有線電視

產業較其他產業的參進門檻，相對較高。

今日少一競爭者　明日多一些利潤

據NCC統計，有線電視涵蓋率約6成，且近年

來未有大幅度的成長與波動，此涵蓋率乃既有業

者於這10、20年間經營的成果。因此，既有業者

在市場上已有穩定的訂戶數及較高的營業收入，

具有先行者優勢。民國104年間新進業者於相關市

場陸續開播，提供與既有業者相同或類似的視訊

服務，一切從零開始，新進業者為攻城掠地，掙

些訂戶數及市場占有率，提供優惠之價格來招攬

訂戶。而既有業者為固守江山，則以低於營運成

本或與市場競爭價格顯不相當的價格，來回應新

進業者的參進。短期而言，消費者固然可嚐到既

有業者極優惠價格的甜美果實，長期而言，這會

是均衡狀態嗎？試想既有業者既具先行者優勢，

如果透過低於成本或顯不相當之價格招攬訂戶，

讓新進業者無利可圖，則新進業者是否會因不堪

虧損而退出市場。此外，當產業存在相當程度的

參進障礙，潛在競爭者亦無法迅速進入市場時，

消費者是否仍可在僅存的既有業者中享受到先前

所嚐到的低價甜美果實？答案應該是顯而易見。

0元優惠方案仍有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

因此，據公平會調查，3家有線電視既有業

者，A公司、B公司及C公司，市場占有率皆於其

所在地區達3成以上，其中1家更高達8成，卻於新

進業者參進市場之際，對新進業者之客戶實施0元

收視有線電視基本頻道1年之優惠，前述優惠價格

顯然低於其平均變動成本，且與該等業者過去對

一般訂戶之收費價格(臺北市政府及新北市政府核

定之收費上限分別為每月495元及500元)顯然有很

大的差距，經公平會綜合判斷該3家既有業者之意

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或服

務特性及實施情形對市場競爭之影響，認定該3家

既有業者0元優惠方案屬以低價利誘方式阻礙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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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線電視0元看1年　是件好事嗎？
有線電視產業因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NCC)開放新進及跨區後，進入了戰國時期，新舊系統經營

者價格戰開始展開，然而既有業者有先行者優勢(First-mover Advantage)，如果以０元優惠方案回應新進業者

的參進，將有限制競爭之虞。

■撰文＝詹麗玲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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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A公司計畫採用B公司原廠所生產的網路

交換器參與某大專院校104年度校園資訊設備

採購案公開招標案，為準備投標資料，於是請

B公司原廠在國內的代理商C公司向B公司報備

(Booking)，並填報包含代理商名稱、經銷商、

報案日期、個案名稱、聯絡方式、總案金額及

採購產品的型號等資訊，C公司並提供A公司專

案支援產品報價單。然而C公司在A公司得標之

後，卻告知A公司已有其他廠商向B公司報備，

所以無法以專案支援產品報價銷售網路交換器

給A公司。之後A公司向B公司原廠反映，B公司

原廠表示基於D公司與B公司原廠的長期合作關

係，所以B公司原廠不支持A公司參與前述招標

案。另外，A公司向B公司原廠在國內的其他代

理商及經銷商詢價，其中有經銷商表示曾收到B

公司寄發的「專案保護」通知，內容提到不得銷

售網路交換器給A公司。如果A公司無法在期限

內交付B公司原廠所生產的網路交換器給某大專

院校，就會違約而需繳付罰款。

投標前必須先向原廠報備，且僅給予1家經

銷商專案價格，構成差別待遇

B公司將原廠的專案報備計畫予以「在地

化」，訂定「專案報備(Booking)辦法」，要求

代理商或經銷商在參與招標採購案件前，必須先

向B公司「專案報備」，B公司再依據經銷商報

備的時間先後等因素，決定是否給予專案價格支

援。B公司表示，在同一件網路設備採購案中，

通常只會給予1家經銷商專案價格，除非所有經

銷商報備的時間非常相近，該專案客戶又沒有固

定經銷商提供服務，才可能給予2家以上報備經

銷商專案價格，否則縱使其他經銷商事先報備，

也只能依照一般經銷價出貨。案關招標案曾有1

個以上的下游廠商透過代理商表達參標意願，但

B公司只給予其中1家專案價格，藉以保障該經銷

商及其關係企業得標的機會，對參與相同採購案

件的經銷商構成差別待遇。

B公司並無正當理由

B公司雖然宣稱專案報備的目的，是讓B公

司能夠提前瞭解市場需求，B公司則會提供報備

經銷商專案價格的支援，使得該經銷商增加得標

機會、鼓勵該經銷商專注於提供終端客戶的售前

與售後服務等理由。然而專案價格實際生效是取

決於經銷商能否得標，如果該經銷商未能得標，

就無法從專案價格支援中獲取利益，所以專案價

格支援並無法賦予經銷商回報市場需求資訊或投

入售前與售後服務的經濟誘因。況且B公司對於

經銷商的專案價格，是取決於經銷商報備的先後

給予特定廠商專案價格是否影響市場競爭
資訊設備業者對於參與相同採購案之下游經銷商，以報備制度只給予特定1家經銷商專案價格支援，藉

以保障該經銷商得標之機會，屬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

■撰文＝陳浩凱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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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而不是提供市場情報的價值或投入售前與

售後服務的努力及成果。另外，從B公司與下游

廠商間的電子郵件顯示，B公司給予經銷商差別

專案價格，實際目的是要保障獲得支援的經銷商

在競標過程中，免於來自其他經銷商的競爭壓

力。正常競標過程是由招標單位透過競標、比價

過程選擇出得標廠商。B公司給予參與相同招標

案的經銷商差別專案價格，等同由B公司依據報

備時間先後、是否具長期合作關係等非競爭性因

素，在競標或比價發生之前，就已經預先決定優

勝者，扭曲了原本應「以較有利之價格或交易條

件爭取交易機會」的正常競爭過程，也剝奪終端

客戶原本從投標廠商間競價所能獲得的利益。因

此，B公司的差別待遇行為並無正當理由，且有

限制競爭之虞，所以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

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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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A公司為國外知名美髮化妝品的進口代理

商，因曾有美髮沙龍店向A公司反映網拍賣家及

其他美髮沙龍店商品售價有較低之情況，誤以為

是A公司低價銷售而與美髮沙龍店競爭，所以A

公司以各式產品授權銷售同意書約定下游美髮沙

龍業者若有削價競爭之行為，A公司將有權終止

授權、實施停止出貨。

限制下游美髮沙龍業者轉售價格的具體事證

公平會發現，A公司與其下游美髮沙龍業者

間屬於賣(買)斷之交易關係，即下游美髮沙龍業

者於交易後擁有商品所有權，並自行承擔銷售盈

虧風險。然而A公司卻以各式產品授權銷售同意

書約定，下游美髮沙龍業者若有削價競爭行為，

A公司得逕行終止授權、停止出貨。

另依據多家美髮沙龍業者表示，A公司業務

人員若發現美髮化妝品售價低於A公司沙龍價格

表之建議零售價，或促銷價低於建議零售價之9

折，會要求、提醒或勸導美髮沙龍業者改善，且

調查發現多家美髮沙龍業者販售美髮化妝品價格

與A公司要求並無二致，可見A公司各式產品授

權銷售同意書約定及業務人員作為，屬於公平交

易法規範之限制商品轉售價格行為。又A公司雖

表示實務上美髮沙龍業者經A公司勸導、要求，

多配合辦理，並無採取終止合約之違約措施，不

過，下游美髮沙龍業者若違反A公司各式產品授

權銷售同意書約定，可能遭到A公司終止授權、

停止出貨處罰，對下游美髮沙龍業者之心理容易

形成壓迫。因此，有關A公司各式產品授權銷售

同意書約定及業務人員作為，已實質限制下游美

髮沙龍業者自行決定轉售美髮化妝品零售價格之

自由。

無正當理由限制商品轉售價格

事業採取限制下游業者轉售商品價格的措

施，可能是出於促進品牌間之競爭或其他有關競

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等原因，所以公平會仍

須考量A公司之行為是否具有「正當理由」。

A公司提出為維持美髮沙龍市場價格一致，

避免擾亂市場造成惡性競爭，作為該公司限制下

游美髮沙龍業者轉售商品價格之理由，並未提出

該公司限制轉售價格與促進競爭之關聯。又公平

會調查發現，A公司要求下游美髮沙龍業者銷售

商品須依該公司建議之零售價或促銷價不得低於

建議零售價之9折，然而A公司之供貨價格(即下

游美髮沙龍業者之進貨成本)尚遠低於建議零售

價或該售價之9折，而且各下游美髮沙龍業者規

模、營業模式及管銷成本等均不相同，限制轉售

商品價格已抑制美髮沙龍業者自行訂定商品售價

之自由，並削弱品牌內之競爭。因此，公平會認

定A公司所稱，非屬與維持競爭秩序有直接關聯

之合理或必要性事由，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

第1項規定。

若要限制價格，請給我正當理由！
事業為維持商品的市場行情，而限制下游業者轉售商品的價格，是否為正當理由？

■撰文＝吳建興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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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我國為手機產銷主要國家之一，上自晶片製

造、下至手機代工及手機品牌，供應鏈完整；而

高通公司 (Qualcomm Incorporated)為無線通訊

之主要專利授權事業，我國手機業者多數仰賴高

通公司的晶片供應或專利授權。民國104年間公

平會在瞭解晶片相關市場概況時，獲有事業反映

高通公司所為疑涉及限制競爭情事，即主動立案

調查。

產業特性

行動通訊係無線通訊的一種，欲達到其通訊

與數據傳輸目的，須有符合該通訊及數據傳輸所

定通訊標準協定之終端裝置(手機)及該終端裝置

(手機)需內建可以達到通訊及數據傳輸之關鍵零

組件，基頻晶片即為行動通訊關鍵零組件之一。

我國自民國94年開啟3G行動通訊服務，主流標

準包括CDMA及WCDMA，103年起導入4G之通

訊服務，主流標準為LTE；各世代之通訊標準，

彼此間並不替代，但有向下相容之特性。為生產

各行動通訊標準之基頻晶片產品，仍需取得不同

技術標準之專利授權，而本案行動通訊基頻晶片

之產銷與CDMA、WCDMA及LTE等行動通訊標

準必要專利息息相關。

違法事實

據公平會歷時2年8個月的調查，調查範圍包

括國內外手機業者(含品牌商及代工商)、國內外

晶片製造商及通訊設備業者等，並徵詢相關產業

主管機關及研究機構之意見，期間並與其他國家

競爭法主管機關交換經驗與心得，得知高通公司

擁有相當多數之CDMA、WCDMA及LTE等行動

通訊之標準必要專利(SEP)，同時也是CDMA、

WCDMA及LTE各行動通訊標準基頻晶片市場之

獨占業者，其以垂直整合支配市場之地位，挾其

於行動通訊標準之優勢，拒絕授權競爭同業行動

通訊標準必要專利，防止專利因授權競爭同業而

於基頻晶片層級耗盡；要求手機業者不簽署專利

授權契約則不提供基頻晶片，致使手機業者於晶

片需求之考量下接受對高通公司較為有利之授權

條件；而高通公司再利用對主要交易對象提供獨

家交易以獲取授權金優惠之誘因，使競爭同業因

無法取得授權，喪失或降低爭取交易之機會，或

立於價格競爭之劣勢。競爭同業因無法迴避高

通公司標準必要專利(SEP)又無法取得授權情況

下，礙難不與高通公司簽署須提供含晶片價格、

銷售對象、銷售數量等敏感性資訊以供查核之契

約。

高通公司拒絕授權競爭同業並要求訂定限制

條款、不簽署授權契約則不供應基頻晶片及對特

定業者以獨家交易為條件提供授權金優惠等作

高通公司商業模式損害基頻晶片市場之競爭
拒絕授權競爭同業並要求訂定限制條款、不簽署授權契約則不提供晶片及對特定事業以獨家交易為條

件提供折讓等作為之交互作用、環環相扣，損害基頻晶片市場的競爭。

■撰文＝陳淑華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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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交互作用、環環相扣，致提升高通公司競爭

同業供應基頻晶片之價格，降低交易相對人對於

高通公司競爭同業基頻晶片的需求，排除競爭同

業競爭，進而穩固其商業交易模式。高通公司的

整體經營模式，損害基頻晶片市場之競爭，以確

保、維持或加強在基頻晶片市場支配地位，已嚴

重影響我國競爭秩序且事證明確。

結語

高通公司因濫用專利優勢與晶片獨占地位，

拒絕授權晶片競爭同業並要求訂定限制條款、採取

不簽署授權契約則不提供晶片之手段，及與特定事

業簽署含有排他性之獨家交易折讓條款等行為損害

基頻晶片市場之競爭，屬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

間接阻礙其他業者參與競爭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9條第1款規定，經公平會第1353次委員會議

決議通過，處以234億元罰鍰，除令高通公司停止

違法行為外，並要求其改正之措施，將使我國業者

與高通公司可展開公平對等之協商與交易機會，以

健全我國手機產業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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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A公司為一完成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該公

司於民國104年5月18日向公平會報備之傳銷課程

商品品項為網路入門課程每堂3小時、網路基礎課

程每堂3小時、網路進階課程每堂3小時、網路高

階課程每堂3小時、商開基礎課程每堂2小時、商

開進階課程每堂2小時；嗣於104年11月18日完成

報備「鑽石級入會配套」，其課程內容為前揭課

程各1堂所組成，課程總時數為16小時。

違法事實

公平會於民國105年3月至該公司說明會現

場瞭解授課情形時，發現授課內容與報備資料不

符，據公平會調查發現，A公司自105年1月開始

即將網路入門、網路基礎、網路進階、網路高

階、商開基礎及商開進階等課程修改為每堂課均

為1小時並已開始對外實施，換言之，該「鑽石級

入會配套」課程總時數由原報備之16小時變更為6

小時，而與報備之課程時數不符。又A公司於105

年8月份辦理「入會大方送暨推薦三重送競賽獎勵

活動」，該獎勵活動達成資格後，可分別獲得某

公司200至5,000股不等之股票，該獎勵活動亦涉

及傳銷商之佣金、獎金及其他經濟利益與獎金發

放數額變動之情事，卻未於實施前依法向公平會

報備，前述2項行為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7

條第1項規定。

另公平會調查發現，A公司多位傳銷商於民國

105年7月至8月分別辦理解除契約與終止契約，惟

A公司均未依法於傳銷商契約解除或終止生效後30

日內辦理退出退貨，亦分別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第24條準用第20條第2項及第21條第2項規定。

結語

公平會呼籲多層次傳銷事業，倘報備銷售商

品資料有所變更，應於實施前向公平會辦理變更

報備，並應依法令規定之期限內對傳銷商辦理退

出退貨，以避免觸法；另公平會亦提醒傳銷商，

購買服務型之商品，於使用時應注意該商品內容

與報備是否相符，以維護自身權益。

傳銷商購買服務商品別讓傳銷事業偷斤減兩
了！
近幾年來有傳銷事業與網路購物平臺簽署商業合作，讓網路課程套裝成為傳銷商品，惟網路課程套裝

內之個別品項如有涉及內容及價格的變動，即應視為不同套裝組合商品，應於實施前向公平會辦理變更報

備。

■撰文＝黃麗明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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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公平會接獲民眾檢舉，S建設公司於預售建案

之樣品屋臥室畫有虛線，並設置書桌、衣架、架高

地板等室內空間使用情境，疑將陽台納為室內空間

之一部分，涉有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

條第1項規定。

注意樣品屋廣告的「虛線」

S建設公司於預售樣品屋廣告之室內空間臥室

畫有虛線，就廣告整體內容綜觀之，予一般消費大

眾之印象係案關廣告之虛線部分可合法供室內空間

使用。

然經公平會調查後發現，S建設公司自承案關

廣告虛線部分標示為室內空間之一部分，但依核定

工程圖樣原屬空間為陽台空間，故廣告與核定工程

圖樣不符，並未符合相關建管法令規定。另據地方

政府之專業意見，依據建築法第39條及第87條規

定，倘施工現場未依照核定工程圖樣施工時，應依

規定修改現場，使其與核定工程圖說一致或辦理變

更設計。而本案倘原陽台空間變更為室內空間涉及

增加容積樓地板面積時，依目前核准圖說已無多餘

容積可供變更。

對一般消費者來說，多數人並不了解樣品屋廣

告中劃有「虛線」的意涵，也無從知悉倘依該樣品

屋廣告將「虛線部分」原陽台空間變更為住宅室內

空間使用，因與核定工程圖樣之用途不同，有遭主

管機關行政懲處之風險。消費者倘事先知悉無法如

廣告呈現內容般合法使用該「虛線空間」，勢必會

影響其購買該建案房屋之交易決定。是故，S建設

公司所為廣告內容之表示與事實不符，且已足令一

般消費者產生錯誤之認知致作出錯誤決定，並將導

致市場競爭秩序失去其原有之機能，使競爭同業蒙

受失去顧客之損害，而足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謹慎檢視樣品屋廣告內容

公平會呼籲，消費者於購屋前除需考量建案地

理區位、生活機能、價格等因素外，應小心注意建

商樣品屋廣告呈現內容是否合於相關建築法規，以

免花大錢卻買到違規建案。

預售建案樣品屋廣告標有虛線─小心恐為違
建！
建商於預售建案接待中心設置之樣品屋往往是消費者認識欲購建物之外觀、室內空間配置等內容之重

要參考，惟樣品屋廣告以虛線標示之空間，消費者可以比照規劃並合法使用嗎？

■撰文＝吳佳陵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資料來源：檢舉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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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美國伊利諾州計程車業者，指控芝加哥市

政府對計程車業者在法令及成本上課以較重

的負擔，然Uber在內的交通運輸網路提供者

（Transportation Network Providers，TNPs）

卻無須遵循同一法規與負擔相同成本，計程車業

者主張此舉係違反其憲法權利。

計程車業者主張

計程車業者指控，於2014年5月28日所制定

管理TNPs的新規章（ordinance），在保險、

司機資格條件、車輛規範及費率等各方面，並未

採取與計程車法規同等的管制密度。例如：計程

車業者應由芝加哥警局進行背景審查，TNPs則

為自行審查；計程車業者每年須提交由當局認可

之用藥檢測報告，TNPs僅有用藥規定但無須檢

測；計程車業者之車輛須依市府規定進行定期

安全與維護檢查，TNPs的檢查則較寬鬆且不受

制於市府規定；計程車業者面對的不僅是繁雜

法規，甚至公共責任及勞工醫療保險成本也較

TNPs為高；又計程車最高費率係由市府訂定，

而TNPs則可自行設定費率，爰計程車業者認為

芝加哥市政府未對TNPs採取相同程度的管制，

等於剝奪計程車業者財產權、減損計程車營業牌

照價值及已登記計程車之排他營運權，遂向聯邦

地方法院提出財產權主張。

聯邦地方法院的認定

聯邦地方法院2015年9月22日判決認為：

一、 本件欠缺需要保護的財產利益，因原規章並

未保障營業牌照的最低價值，且新規章並未

對計程車業者的權利或義務有所調整，計程

車仍能使用其牌照。又由於經營價值與收益

具不確定性，財產利益不能延伸至取得執照

事業的繼續經營價值。

二、 計程車業者也主張芝加哥市政府違反州契約

法，認為原規章規定已構成法律意義上之契

約，給予計程車運輸業在芝加哥市排他營運

的權利，芝加哥市政府對TNPs所訂新規章

等同違反該契約。對此，聯邦地方法院認

為：芝加哥市政府能夠增加計程車營業牌照

數量，在營業牌照供給量大的情況下也會降

低其市場價值，原規章並不構成法律意義上

的契約，也不存在違反州契約法。

三、 計程車業者還主張，芝加哥市政府對計程

車業者與TNPs採取不同管制措施，違反美

國憲法的平等保護條款（Equal Protection 

Clause）。對此，芝加哥市政府認為計程車

業者與TNPs並不具相似性，因民眾無法在

街上隨意招攬TNPs之車輛、TNPs運輸係事

先安排、TNPs與消費者間事先存在契約關

係、消費者對TNPs司機並非無從知悉，認

美國計程車業者與Uber間之爭議及走向
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於2016年10月7日作出對芝加哥市計程車業者與交通運輸網路提供者有關之判決，

認可芝加哥市政府在面對共享經濟與新興商業模式發展時的管制態度。

■撰文＝林文宏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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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計程車業者主張係無理由。然聯邦地方法

院對此卻持相反看法，認為：「在路邊伸手

招車」與「在app輸入地點要求即時運輸服

務」並無顯著差異、計程車亦得如同TNPs

般事先安排，且由於計程車乘客上車即形成

契約關係，故TNPs與消費者事先存在契約

關係而產生差異之主張僅屬虛構。其次，消

費者可於計程車內得知駕駛的照片與姓名並

可透過執照號碼進行追蹤，相較app上的照

片與敘述，兩者在程度上並無差異。又計程

車費率係芝加哥市政府創設之人為差異。聯

邦地方法院認為計程車與TNPs在現階段具

有相似性。此外，芝加哥市政府雖在「提升

成本、效益運輸」、「出租運輸市場多樣性

及消費者選擇性」利益具合法性，但對聯邦

地方法院而言，前述宣稱之差異性及差別管

制間的關聯性已違反平等保護原則。

聯邦地方法院的以上認定，形成「部分勝

訴，部分敗訴」，計程車業者與芝加哥市政府皆

不服，遂向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提起上訴。

聯邦上訴法院的裁判

聯邦上訴法院認為計程車業者之主張相當薄

弱。首先在財產權方面，芝加哥市政府並未將執

照沒收，其僅係增加來自Uber及其他TNPs的競

爭，而財產權並未包括「免除競爭」的權利，例

如：獲咖啡店經營執照者，並不表示即得阻止茶

店開幕；專利權人獲得製造及銷售專利權產品獨

家權利，但無權避免競爭者創新替代品來侵蝕專

利權人利潤。新科技或新的營運模式汰舊換新顯

而易見，倘原有業者認有排除新進業者進入既有

市場的憲法權利，則經濟將停滯不前。本案計程

車業者既無法排除來自公車、火車、自行車、出

租汽車、步行等的競爭，亦不能排除計程車增加

新進業者，何以要排除來自Uber的競爭？換言

之，芝加哥市政府賦予計程車業者在芝加哥經營

計程車業之權，然此並非排除計程車業者與其他

運輸服務業者競爭的權利。

至於計程車業者受到差別管制之歧視性措

施主張，聯邦上訴法院認為，要求Uber及其他

TNPs採行與計程車規章相同之執照與費率，此

係反競爭論點，即假定每一位市場新進業者被迫

遵循適用在市場內既有業者之法規。除非新進業

者擁有較既有業者更低的成本優勢，否則無法在

此法規要求下參與競爭，此舉係削弱新進業者優

勢，無疑是加諸競爭障礙且不利於消費者。

聯邦上訴法院進一步指出，芝加哥市政府透

過篩選計程車司機以確保適格及統一費率制度來

保護乘客，相較之下，TNPs對消費者最大差異

是在使用Uber服務前須進行登錄，透過登錄來構

成對於費率、駕駛人資格、保險及特殊需求的契

約關係，Uber的責任係篩選合格的駕駛人，並

提供消費者可預先得知的駕駛姓名、照片、車輛

資料等資訊。又TNPs廣泛招募兼職駕駛，其平

均車輛里程數低於在街上攬客的計程車，代表車

況較優及較少事故或拋錨風險。基於以上考量，

聯邦上訴法院認為兩者在本質上為不同的商業模

式，也合理化芝加哥市政府的差別管制措施。畢

竟，基於對便利性的一般認知，倘消費者認為兩

者服務相同且無選擇利益，TNPs在芝加哥市便

無立足之地。

聯邦上訴法院還提到，自1970年代起，解

除管制風潮興起，在競爭優於管制的浪潮下，也

導致如民用航空局等政府管制機關消失，許多城

市在有TNPs之前即已鬆綁計程車服務的法規限

制，解除管制浪潮隨著TNPs到來而更加興盛，

芝加哥市政府選擇解除管制與競爭，而非傳統計

程車業者的獨占，此係法律可允許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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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此聯邦上訴法院判決結果不僅是芝加哥市政

府的勝訴，也顯示在共享經濟及新商業模式蓬

勃發展的今日，芝加哥市政府正視Uber及其他

TNPs與計程車業者的差異並採取差別管制措施

的作法與態度，或可提供我國相關單位在面對此

一議題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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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7年9月6日歐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CJEU）駁回普通法

院（General Court）在2014年對Intel市場力

濫用一案之判決，對競爭法有關折扣行為之

審理原則產生轉變的可能。該案經歐盟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調查認為，中央處理

器大廠Intel透過施行折扣計畫，誘使委託製造廠

商（OEM）使用Intel本身x86處理器產品，甚或

因而停止與Intel之競爭對手交易，違反歐盟運作

條約（TFEU）第102條，於2009年對Intel開罰

高達10.6億歐元之罰鍰。2014年盧森堡普通法院

駁回Intel上訴，維持執委會對Intel之裁罰決定，

Intel復上訴至歐盟法院。歐盟法院認同Intel上訴

理由，表示普通法院審理時並未全面考量所有事

證，且未就Intel所提反證加以審理該折扣行為之

限制競爭效果，將此案退回普通法院重審。

案例背景

本案始於2000年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AMD）向歐盟執委會控訴Intel透過施行排

他性折扣之交易策略，意圖排除AMD於市場競

爭之機會。執委會遂展開調查，並於2009年對

Intel濫用其在x86中央處理器市場之主導地位判

處10.6億歐元之罰款，其被處分的濫用市場力行

為有以下兩種：

1.附條件折扣（conditional rebates）：Intel

向4家OEM廠商（Del l、Lenovo、HP、

NEC）提供折扣計畫，條件是必須由Intel供

應全部或近乎全部之x86中央處理器產品。

2.赤裸限制（naked restrictions）：Intel向

一零售商Media-Saturn-Holding（MSH）

支付對價，要求其僅銷售含有Intel x86中央

處理器之電腦；Intel亦以同樣方式向HP、

ACER和Lenovo等OEM廠商要求延遲、取

消或限制使用AMD之處理器產品。

執委會調查並認為，Intel在2002年10月至

2007年12月間持續違反TFEU第102條，以排除

市場上其他競爭者為目的，濫用其在x86處理器

市場之優勢地位，透過施行忠誠折扣計畫及支付

對價，企圖誘使OEM廠商和MSH零售商大量購

買Intel產品，從而降低Intel競爭對手在該市場之

競爭力。另考量投資於該市場之研發、智慧財產

權及生產設備具有不可恢復性（unrecoverable 

nature），市場進入障礙較高，Intel此等行為將

降低市場創新的激勵效果，導致消費者最終選擇

減少。

Intel上訴

針對歐盟執委會之處分，Intel向普通法院提

起上訴，並要求法院撤銷處分，或至少應大幅度

降低罰鍰。2014年6月12日普通法院駁回Intel上

Intel案與審理原則之轉變？！
 歐盟執委會過往認定擁有市場力量之事業所施行之忠誠折扣行為具有反競爭效果，然而歐盟法院最

新判決是否會對未來審議類似案件產生影響，後續值得進一步觀察。

■撰文＝吳佳蓁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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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對於Intel主張包括對於反競爭效果評估與未

能全面性地考量事證等爭點，普通法院認為執委

會已盡舉證責任，並維持依Hoffmann-La Roche

一案對優勢地位事業施行排他性折扣行為所採

當然違法原則之認定標準，執委會沒有必要評估

Intel行為確實能夠限制競爭。

Intel復向歐盟法院提起上訴，就普通法院並

未全面考量有關折扣行為之事證，Intel提出以下

抗辯：

1.Intel認為TFEU第102條條文內容或其架

構，均未指出當具有市場優勢地位之事業行

使特定行為時，必須在本質上即被認定具有

反競爭效果。故只有當考量所有相關事證

後，以確認折扣行為是否能夠限制競爭，忠

誠折扣行為方能被認定為有濫用之虞。Intel

指出普通法院並未全面檢視相關事證，也未

評估忠誠折扣行為限制競爭之可能性。

2.Intel另指出普通法院並未審視歐盟執委會

在該案所採用之「同等效率競爭者」（as 

efficient competitor，下稱AEC）測試，尤

其未就Intel所提反證進行分析。

法院判決

歐盟法院判決結果於2017年9月6日出爐，

其中一關鍵爭點即為究竟具有市場優勢地位事業

所施行之忠誠折扣能否限制競爭。歐盟法院再次

引述Hoffmann-La Roche一案有關優勢地位事

業施行排他性交易（不論契約交易或忠誠折扣行

為）之可責性，暗示此等行為仍被視為具有反競

爭效果；然而歐盟法院表示，倘若被處分事業就

其被指控濫用支配地位行為提出證據，主張其所

為之行為不會對競爭產生影響時，執委會必須就

其抗辯確實考量所有有關情況以進行競爭影響評

估，包括（1）事業在相關市場上的主導地位；

（2）行為涉及之市場份額；（3）折扣計畫之條

件與安排方式；（4）折扣計畫施行之期限和金

額大小；以及（5）策略性排除同等效率競爭者

之可能性。

歐盟法院另指出，由於優勢廠商進行折扣行

為所生封鎖排除效果的壞處，亦可能因具有增進

效率的好處而受到抵銷，甚至有益於消費者，故

執委會進行正反面效益評估時，必須分析該等行

為是否足以排除同等效率競爭者，以確認該行為

屬於TFEU第102條禁止之範圍內。

同等效率競爭者檢測法

同等效率競爭者檢測法係指，具有同等效率

之競爭者是否並未處於無法忍受之持續性損失下

從事競爭，若優勢廠商之行為可能造成至少與其

經營效率相當或效率更高的對手被排除於市場之

外，則構成違法。

為評估折扣計畫是否能夠阻礙其他同等效

率競爭者之擴張市占率或進入市場，執委會認

為必須確定買方之真實購買價格，即考量買方

從折扣計畫中享受之利益。當該有效購買價格

（effect ive pr ice）相較於優勢廠商平均銷售

價格（average price）越低，則市場封鎖效果

（foreclosure effect）越強。一般來說，倘若經

衡量有效購買價格低於廠商之可行成本（viable 

cost），則折扣計畫即能排除同樣有效率的競爭

者。

歐盟法院認為，執委會雖強調折扣行為本質

上即具有限制競爭效果，而且在其處分決定中進

行深入AEC測試，並得出此等折扣計畫將會排

除市場上其他競爭對手之競爭，顯示關於折扣計

畫能否對同等效率競爭對手產生封鎖效果，AEC

測試在此案中扮演重要評估之角色，然而普通法

院沒有評估Intel所提關於執委會應用AEC測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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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歐盟法院同時重申，TFEU第102條不是

要確保效率較低的競爭者得以在市場上生存，而

且倘若廠商以其優勢競爭（competition on the 

merits），的確可能排除市場其他效率較低，或

對消費者而言在價格、選擇多樣性、品質及創新

上不具競爭力之廠商，故歐盟法院認為，普通法

院應就Intel提出對本案AEC測試之挑戰進行審

查。

後續可能影響

本案判決結果被部分支持者視為勝利，認為

未來優勢地位廠商能夠以此作為防禦，以效果面

分析（effects-based analysis）評估其所施行之

折扣計畫。儘管歐盟法院支持現行判例法所認定

排他性折扣具有反競爭效果之原則，但卻明確指

出，倘若優勢地位廠商能夠提供證據支持其折扣

計畫並無可能限制競爭，則競爭法主管機關必須

將其證據或抗辯納入評估，使廠商得以反駁過往

判例法之當然違法之推定；然而舉證責任在於事

業，故事業須提出證據證明其折扣計畫無反競爭

效果。

然而本案歐盟法院似未釐清所謂具有限制競

爭「能力（capability）」之概念含義，過往判例

法雖明確表明沒有必要證明對競爭產生實際之不

利影響，卻隱含著當事業違反TFEU第102條，

必須是「可能（likely）」具有反競爭效果。然有

評論指出，歐盟法院於判決中僅使用「能夠限制

競爭（capable of restricting competition）」字

眼，並無提及限制競爭效果必須是可能的。

此外，本案另有學者認為，歐盟法院僅認為

普通法院並未分析執委會決定內容所稱之反競爭

影響，並非直指Intel行使該策略係屬合法，故本

案判決影響仍不確定。惟能夠確定的是，本判決

確認廠商有權要求法院對處分決定之影響因素進

行全面性審查，倘若歐盟執委會已進行市場競爭

影響評估，並依此認定Intel違法，Intel可在上訴

時對該項影響評估進行抗辯。

結語

歐盟法院將此案退回普通法院重審之決定，

讓已纏訟8年之Intel案將繼續下去，普通法院現

今必須審查本案中所有相關事實與經濟證據，以

評估有關忠誠折扣計畫是否能夠對同等效率競爭

者產生封鎖效果。此次歐盟法院之判決是否暗示

著未來審理原則將朝向效果面分析，並因而讓競

爭法主管機關重新審視對市場優勢地位廠商行為

之看法，值得後續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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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競爭暨消費者委員會（A u s t r a l i a 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下

稱ACCC）為澳洲競爭法執法機關，與公平會

同為獨立機關，主要負責執行競爭暨消費者法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s Act 2010，簡稱

CCA），維護市場交易秩序、促進競爭、管制國

家重大基礎建設與增進經濟效率，以維護該國人

民之利益。而這次代表公平會前往澳洲參與為期

6週的交流活動，則是基於我國公平會與ACCC間

雙邊合作協議，對於能夠爭取到公平會推薦名額

並出國交流，在此感謝主管們的支持與科內同仁

於業務上的協助支援，讓我能夠有此機會體會到

不同國家的辦公生活與文化，為公務生涯中增添

一次特別的工作經驗。

本次交流經 A C C C安排至執法調查處

（E n f o r c e m e n t  D i v i s i o n），該處執行長

（Execut ive General  Manager,  EGM）為

Scot t  Gregson，管理旗下4大分部，分別為

Victoria & Tasmania、Western Australia & South 

Australia、Queensland & Northern Territory、

NSW&ACT等單位，每個分部各再有一位經理

（General Manager, 下稱GM）管理。我所服務

的單位是在澳洲首都坎培拉的辦公室，隸屬於

NSW&ACT單位，部長為Richard Fleming，主要

工作是調查反競爭行為與消費者保護爭議案件，

包括獨占力濫用之行為、不實廣告、不公平競爭

行為等議題。

交流期間主要參與我所派駐組別負責之2項調

查案件，包括不實廣告與濫用市場力行為案件，

分別和組內不同同仁合作進行調查，從瞭解個別

案件內容與調查進度、參與電話會議到協助撰擬

提會報告與檢視調查函之提問，每天每週都有新

的事物與進度要學習，工作相當充實且愉快，參

與案件討論的過程更是讓人印象深刻，工作夥伴

注重效率與良善溝通的工作方式，讓我能夠在短

短時間內熟悉法令、瞭解案件重要爭點與處理流

程，盡快地進入狀況並融入其工作氛圍。

此外，本次交流期間恰逢澳洲議會通過CCA

修正案，這次修正主要是依據澳洲政府於2015

年所發表之競爭政策評估（Harper Competition 

Policy Review）報告，是澳洲20年來首次對其競

爭政策所作重大審查，修正內容包括卡特爾、價

格訊號（price signaling）與共謀、排他條款、

強制與第三方交易（third line forcing）、維持

轉售價格、結合授權與非結合授權、申報與集體

豁免（notifications and class exemptions）、

檔案獲取與證據規則（access and evidentiary 

provisions）等方面。回想修正案甫通過時，同組

夥伴還特地借我參閱相關法律文書，提供修法前

後條文對照，並向我說明修法後之可能影響。

由於ACCC所屬業務單位並非如公平會以產

我在澳洲ACCC的日子

■撰文＝吳佳蓁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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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別來區分，而是以功能性業務區分，如結合行

為、消費者保護與限制競爭行為、聯合行為等，和

公平會業務單位以產業別區分大不同，又其執法並

不僅限於競爭法，也包括消費者保護議題，於辦案

思考方向上會同時兼顧競爭與消費者保護，這次能

夠有此機會與ACCC交流，學習不同制度與執法邏

輯，真的是一次難得的經驗。而在案件調查人力配

置方面，ACCC大多以2至4人負責同一案件調查，

有時還會有跨組人員調配合作，辦案期間小組會密

集討論並交換意見，以激盪出不同意見，同時會透

過電子郵件或電話會議徵詢法律與經濟專家之建

議，作為辦案過程的參考。

ACCC在對待國外競爭法主管機關交流人員的

經驗相當豐富，能夠適時提供對交流人員有所助

益的資訊與學習機會，更不吝於讓交流人員參與

各項會議及小組討論。這次交流時間雖然僅短短6

週，但服務期間不但被安排與資深調查人員共同

處理案件，讓我能夠瞭解其辦案流程與思維，並

藉由討論明白彼此想法上異同並相互學習，副組

長更費心思安排我與其他部門人員對談，以更進

一步瞭解ACCC整體執法樣貌。

人生中有此難得機會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

同工作，親身瞭解其工作實務與平日生活情況，

並體會不同國家的風俗民情，對我來說真的是非

常難忘又值得珍惜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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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統計｜

為建立國內公平合理的競爭秩序，公平會除辦理檢舉案、申請聯合行為案、結合申報案及請釋案

外，並積極主動對可能涉及違反公平會主管法規，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成立專案調查。民國106年公平

會成立主動調查案件計328件，進行審理431件（含截至105年底未結103件），完成338件，平均每案

結案天數132天（圖1）；自81年創會累計至106年底成立之主動調查案計4,075件，已處理完成3,982

件，結案率達97.7％。

就案件處理結果分析，因違法而作成處分之主動調查案件計80件（占完成件數23.7％；計發出80

件處分書，處分94家事業）、不處分104件（占30.8％）、行政處置2件（占0.6％）、停止調查135

件（占39.9％）；自民國81年創會累計至106年底完成主動調查3,982件，經作成處分1,267件（占

31.8％），計發出處分書1,417件，受處分事業達1,998家（表1）。

圖1 主動調查案平均結案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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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動調查案處理結果統計

民國106年主動調查案發出80件處分書，裁處罰鍰金額達234億9,205萬元；依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

為態樣分析（同時違反2條以上條文採重複計算原則），以為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29件（占36.3％）

最多，其次違反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為28件（占35.0％）、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10件（占

12.5％）（圖2）；就罰鍰金額觀察，以違反獨占行為234億元（高通拒絕對晶片競爭同業授權專利技術

並要求訂定限制條款案）最多，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為2,685萬元次之。    

圖2　106年主動調查發出80件處分書-按違法行為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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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活動｜

■ 11月2日於新北市公務人員訓練班講授「公平交易法及相關案例研析」。

■ 11月3日、10日及17日於臺中市政府舉辦106年度「中部菁英公平交易法與案例研習營」。

■ 11月14日為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師生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11月16日於臺北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線電視相關事業執法說明會」(系統業者場)。

■ 11月29日邀請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陳志民教授演講「從2017 年歐盟法院Intel 案判決，談公平法
審理折扣(讓)案件之法律經濟分析架構及政策啟示」。

■ 12月1日於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辦第24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

■ 12月15日舉辦「競爭法經濟分析參考手冊—個案實務演練」教育訓練。

■ 12月19日舉辦公平會106年度第2次「競爭法國際發展及個案研討訓練」。

民國106年11、12月份會務活動一覽表

3

1

4

2

1.公平會於臺中市政府舉辦106年度「中部菁英公平交易法與案例研習營」。
2.公平會為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師生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3.公平會於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辦第24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
4.公平會舉辦106年度第2次「競爭法國際發展及個案研討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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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11月14日至16日赴韓國首爾參加OECD-韓國政策中心競爭計畫「市場研究研討會」。

■ 11月17日赴韓國首爾參加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舉辦之「第21屆競爭政策國際研討會」。

■ 11月21日、22日赴日本東京參加「第42屆臺日經濟貿易會議」。

■ 11月22日顏廷棟委員、郭淑貞委員及同仁拜會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並與該會官員舉行「臺日競爭
法主管機關雙邊會議」。

■ 12月4日至8日張宏浩委員率團赴法國巴黎參加OECD競爭委員會各項會議、「全球競爭論壇」及
「亞太地區競爭法機關高階代表會議」。

■ 12月13日、19日及20日分別參加ICN機關成效工作小組、單方行為工作小組及卡特爾工作小組第2
分組電話會議。

民國106年11、12月份國際交流活動一覽表

1.公平會赴韓國首爾參加OECD-韓國政策中心競爭計畫「市場研究研討會」。
2.公平會顏廷棟委員(左4)及郭淑貞委員(右3)等與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官員合影。

｜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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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通訊

公平會新建置「公平交易APP」，於106年12月27日上架於iOS「App store」及Android
「Google Play」。「公平交易APP」設有「檢舉信箱」、「法規專區」、「宣導專區」及

「最新消息」等專區，俾供民眾能不受時、地及設備等限制向公平會提出檢舉，亦可隨時

查閱公平會主管法規，即時獲悉公平會針對重大案件之說明、多層次傳銷之警訊、法令修

正、講座等訊息，歡迎民眾踴躍下載。

 
※「公平交易APP」之QRcode如下，歡迎下載：

公平會競爭政策資料及研究中心位於公平會12樓，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

下午5時；服務項目包括開放閱覽、圖書借閱及網路查詢等，歡迎參觀使用。

公平會「電子報」設有「專題報導」、「焦點案例」、「活動＆最新消息」及「學術

論著」等單元，e化內容清晰易懂，歡迎上網訂閱，公平會網址：www.f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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