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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公平交易法、公平交易委員會、獨占地位濫用、垂直交易限

制、歐盟競爭法、平台經濟、數位經濟、限制轉售價格、相關市場、限制

競爭之虞 

一、研究緣起 

本研究之主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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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公平法現行之規範架構與其他國家競爭

法制大致相同，除屬於結構規範之結合管制、水平競爭者間之聯合行為規

範外，就是具有相當市場力之事業所為單方限制競爭行為。現行公平法就

此種單方的垂直限制競爭行為規範，主要規定於第 9 條之獨占地位濫用、

第 19 條之限制轉售價格、第 20 條之垂直交易限制等規定。本研究之主要

研究重心，在於蒐集現行公平法第 9 條、第 19 條及第 20 條之國內重要法

院判決，並加以分析、整理及評析，嘗試從其中得出我國法院判決有關上

開各條規定之發展趨勢，以提供我國法院及公平會未來執法之參考。  

此外，鑑於我國現行獨占及垂直交易限制相關規定的制定，受歐盟競

爭法影響頗深，加上歐盟競爭法最近發展正面臨轉型期，處於從傳統以行

為 形式 （ Form-Based ） 為 其 規範 手 法 ， 逐漸 轉 型 至以 競 爭效 果

（Effects-Based）分析為其規範方式的時期  ，此種從「形式」到「實質」

或「效果」之發展歷程，值得我國參考，從而亦特別針對歐盟競爭法有關

禁止濫用優勢地位之規範與實務發展，加以探討。  

最後，鑑於近年來因數位經濟、平台經濟等新型經濟型態所帶來的挑

戰，GAFA 等跨國巨型科技企業經濟力量的急遽上昇，此等具全球規模的

大企業所擁有之全球規模的資料量，以及因此所引發之「資料獨占」

（Dataopoly），使得獨占地位濫用規範受到高度重視，各國競爭法主管機

關希冀藉由其規定的有效運作，抑制該等資料獨占企業之獨占力的濫用。

鑑於我國未來經濟發展將以促進數位經濟、平台經濟等為目標，我國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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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未來亦勢將面臨與美、歐等國同樣之挑戰，事先研析美、歐競爭法制如

何因應此等挑戰，以為我國公平會未來執法之參考，允為重要課題。本研

究亦將針對數位經濟、平台經濟等新競爭型態對現行競爭法規範所帶來之

挑戰，從美國反托拉斯法、歐盟競爭法之規範經驗，分析對我國法未來相

關規範發展可有之參酌及啟示。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從以上敘述可以窺知，在有關我國垂直競爭限制行為規範相關重要構

成要件、程序規範及法院判決分析等之探討上，鑑於外國競爭法制、特別

是於本次研究課題上與我國法相當趨近之歐盟競爭法，就此已有長久的發

展經驗及重要案例可資參酌，從而本研究計畫首先所欲強調之研究方法，

就是比較法研究之法學研究方法了。透過對歐盟競爭法垂直限制競爭行為

規範之實體規範、程序規範之規範理念與內容、運作方式、相關配套措施

等之分析，釐清其法制設計的優劣之處，與我國現行法及實務運作比較後，

採行的可能性與可行性，作為分析我國公平會相對應制度、法院實務判決

內容之比較、對照基礎。  

其次，本研究將從司法院判決書資料庫、與公平會相關同仁之討論中，

廣泛蒐集我國法院相關之垂直限制競爭行為判決，並依據現行公平法第 9

條各款條文、第 19 條及第 20 條各款條文之區分，將判決理由中對應於各

該條文規定逐一分門別類，藉此以釐清我國法院判決關於各種垂直限制競

爭行為類型之判決理由陳述、邏輯是否一致，以及判決有關各該研究主題

之發展軌跡及方向。於此所運用之研究方法，則為判例法之研究模式。  

 

三、重要發現 

於國內相關判決發展趨勢之分析上，本研究發現公平會就獨占事業不

正行為，自公平法施行至今共計有作成 16 件處分，而此處分中有提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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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並經最高行政法院作成裁判者，計有 11 件。且此 11 件判決中，有 6

件是最高行政法院支持公平會處分，有 2 件是反對，有 1 件是部分支持部

分反對，有 2 件是未進行審酌（理）。故而公平會在獨占事業管制之處分結

果上，有相當高之比例（即 6 件）要為最高行政法院所支持；而未為最高

行政法院所支持之公平會處分中，其一為專利權引發公平法糾紛之飛利

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包括 2 件），另一則是近期之台化纖芒硝案、

台塑燒鹼案（共 2 件）。可見公平會在專利法與競爭法交錯領域，以及獨占

事業拒絕交易之違法認定上，尚有改進之空間。  

就現行公平法第 19 條及第 20 條之相關判決分析結果而言，本研究發

現不僅無法從法院判決中，發現其判決發展有一定的脈絡可尋，而可整理

出其發展趨勢；甚至還發現，法院判決關於垂直交易限制類型、其限制競

爭效果、違法性判斷、認定方式，存在著不少錯誤的認知，而蘊藏著諸多

問題點與盲點。本研究告遂一一指出此等問題點、盲點之內容及其可能的

發生原因，並針對未來法院判決、甚至公平會處分可有能的改善方向及作

為，提出建議。  

就歐盟競爭法禁止獨占地位濫用規範之研究成果而言，本研究發現相

關市場的動態變化，已大幅增加歐盟執委會認定濫用優勢地位行為的困

難，濫用優勢地位的行為往往是經過縝密計畫且長期執行的商業手段，就

歐盟之微軟案、英特爾案、高通案、谷歌案觀之，系爭的行為皆持續數年

之久。然而，在此數年之中，相關市場的界線以及市場參與者的市場力量

的消長，皆可能出現明顯的變化，而此種動態的發展態勢，必將決定行政

處分的結論是否具有說服力。其次，優勢事業的行為，是否已造成具體的

負面影響而應被界定為違反歐盟競爭法的濫用規範，其相關爭議包括，如

何證明優勢事業的行為造成具體的負面影響？證明的方法有無明確的法律

依據？證明的方法有無實證經濟學的模型可供檢視？有無產業研究的實證

資料可供佐證？本研究基此而認為，未來我國公平會應有如下執法作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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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第一，若主管機關將實證經濟學中尚具有高度爭議性的模型、計算

方法或資料作為證明具體負面影響的依據，則受處分事業未來於法院提起

撤銷原處分的行政訴訟時，極可能將具有爭議性的證明方法，作為爭執的

重點。換句話說，證明具體負面影響的方法於實證經濟學的共識愈高，法

院維持原處分的可能性愈大，反之則愈小。；第二，主管機關應考量實證

經濟學模型、計算方法或資料與競爭法規之間的關聯性，避免微軟案與谷

歌案行政處分可能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的爭議；第三，主管機關應避免將

相關市場的範圍界定得過小。縮小相關市場範圍雖幫助主管機管輕易地將

特定廠商認定為優勢事業，但一旦市場的界定出現瑕疵，則優勢事業的市

場力量判斷以及濫用行為的判斷，將會變得毫無意義可言。  

最後，於有關數位經濟、平台經濟所涉及之競爭法議題探討上，本研

究發現美國及歐盟在數位經濟及平台經濟之執法上，是存有「小同大異」

之情形。美國與歐盟就案件之發展及進行上，實係存有相當大的差異。先

就案件調查處理的進度來說，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甚至是法院，迄今為止

可以說是幾乎未作出任何關於平台業者之終局決定；但歐盟及其成員國之

競爭法執法機關實要為積極，不但是有針對共謀行為、濫用市場力量、侵

犯個資隱私之反競爭行為，都有機關作成處分外，甚至是已有部分之案件

進入訴訟程序。另一方面，就平台業者訴追究責之細緻程度而言，因為歐

盟就相關案件之處理較為積極，近年間也積累了相當多且豐富的調查與執

法經驗，執法機關愈益對於平台業者商業獲利模式有所了解，也愈益增加

其對於平台業者可能違法之行為態樣進行更進一步的調查。本研究認為，

未來公平會若要針對平台業者執法，雖不欠缺執法之依據及師法之對象，

但或許在採取下一步行動前，應先行思考執法之選擇及立場問題。蓋就我

國過去公平法執法之歷史觀點來看，從過去的 Microsoft 公司調查案到近來

的 Qualcomm 公司處分案，皆係傾向於採取較為保留之立場。準此，我國

未來處理此類平台業者之案件時，亦是有可能循此歷史軌跡，對於平台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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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採取較為保留之立場。另一方面，再就現實而論，以現行公平會既有之

人員編制及資源來看，執法之人力及物力資源亟其有限，恐難認為公平會

會有足夠之量能來處理平台業者之反競爭案件。  

 

四、主要建議事項 

（一）立即可行之建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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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 20 條第 2 款差別待遇係以妨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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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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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長期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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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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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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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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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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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並將施行細則相關規定提升至母法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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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問題提起與研究架構 

 

第一節 研究主旨 

 

現今世界各國競爭法制關於限制競爭規範，大多以聯合行為規範、獨

占地位濫用規範及結合管制為其主要規範對象。惟美國最初之反托拉斯法

-1890 年休曼法-並無結合管制規定，而係於 1914 年方由克萊登法第 7 條規

定結合管制，以及歐盟競爭法於其最初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TEEC）第 81 條、第 82 條

等競爭法條文並未包含結合管制，而係遲至 1989 制定、1990 年施行之第

4064/89 號理事會規則1，方始正式將結合管制納入其競爭法規範體系；從

此等美、歐競爭法發展沿革，或可窺知，結合管制之規範理念及手法，與

聯合行為及獨占地位濫用規範二者，實有重大差異。申言之，相對於聯合

行為及獨占地位濫用等規範，係屬於行為規範、事後管制，藉由禁制違法

行為的實施或繼續，以回復遭受破壞的競爭秩序及機制；結合管制則是一

種結構規範、事前管制，藉由事前的申報機制，制止於未來可能影響競爭

秩序及機制健全運作之市場力的發生。亦因此故，於從事競爭法制相關研

究時，當有必要對此二種規範理念、管制手法皆有差異、甚至對立之行為、

結構規定，加以區隔，而從不同角度、研究方法出發，切忌混為一談，導

致研究對象、結果之不明確。  

此外，再就屬於行為管制類型之聯合行為及獨占地位濫用等規範加以

觀之，其規範對象亦因各國法制不同，而於實定法規定設計上，存在重大

差異。最重要者在於，所謂「聯合行為」，除水平競爭者之水平聯合外，是

                                                 
1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of 21 December 1989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OJ L 395, 1–12（1989） . 



2 

 

否尚包括垂直交易相對人間為搭售、獨家交易等垂直交易限制所為垂直聯

合類型？美國休曼法第 1 條、現行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第 101 條，將水平聯合及垂直聯

合二種類型同時納入其規範對象中；相對於此，日本獨占禁止法、韓國限

制獨占暨促進公平交易法、我國公平交易法（以下稱「公平法」）等國之聯

合行為規定，則將其規範對象僅限定於水平聯合類型，對於搭售、獨家交

易等垂直交易限制行為，則係以單方行為規範方式，分別於獨占地位濫用、

不公平交易方法等規定中加以規範。  

就聯合行為規範與包含獨占地位濫用在內之其他垂直限制競爭行為規

範的執法趨勢而言，以競爭法法律執行歷史最為悠久、且經常受到各種學

派影響之美國反托拉斯法主管機關之執法趨勢為例，該國自 1970 年代後受

到芝加哥學派的挑戰及影響，逐漸將其執法重心聚焦於，原則上對市場競

爭造成實質限制之價格、數量、市場分割及圍標等屬於當然違法（Per-se 

Illegal）範疇的「惡質水平聯合行為（Hard-Core Cartels）」，及可能形成或

強化市場力的「水平結合」二者，對於獨占地位濫用及其他垂直競爭限制

行為的執法與取締，則逐漸趨於消極2。然而，近年來，因為新經濟所帶來

的挑戰，跨國巨型科技企業經濟力量（最著名者為 Google、Amazon、

Facebook、Apple 之 GAFA 四騎士）的急遽上昇，此等具全球規模的大企

業所擁有之全球規模的資料量，以及因此所引發之「資料獨占」

（Dataopoly），使得獨占地位濫用規範受到高度重視，各國競爭法主管機

關希冀藉由其規定的有效運作，抑制該等資料獨占企業之獨占力的濫用 3。 

我國經濟早已成為國際經濟體系的一環，與國際經濟情勢發展息息相

關，而從最近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稱「公平會」）之「高通案」處理過程

                                                 
2  See Robert Pitofsky, How the Chicago School Overshot the Mark – The Effect of 

Conservative Economic Analysis on U.S. Antitrust ,ed.（2008） . 
3 See, e.g., Tim Wu, The Curse of Bigness: Antitrust in the New Gilded Age （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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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亦可窺見跨國巨型科技企業於我國市場所擁有之獨占地位，及其行為

對市場競爭可能帶來之影響；與此同時，從公平會對高通公司之處分於後

者提起行政訴訟後，雙方在智慧財產法院達成訴訟上和解一事，亦可窺知，

獨占地位濫用規範所蘊含之複雜性及困難度，往往會因為對於市場界定、

對市場競爭效果或影響等認知或評估的不同，而於違法性認知上發生重大

差異。如何藉由其他國家競爭法制關於獨占地位濫用規範之執法經驗的研

究，以提供我國公平法未來相關規範執法之參考，就電子科技等 ICT 產業

產值於整體經濟產值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我國經濟而言，實具有重大意義。  

就我國現行公平法之規範內容而言，除現行第 25 條之補遺條款外，直

接針對上述包含獨占地位濫用之垂直限制競爭行為加以規範者，計有：第

7 條至第 9 條之獨占地位濫用規定、第 19 條之限制轉售價格規定及第 20

條垂直交易限制規定。此種規範方式所衍生之主要問題在於，針對同一搭

售、差別待遇、獨家交易或其他垂直限制競爭行為，可能同時適用第 9 條

各款之獨占地位濫用規定，及第 19 條或第 20 條之垂直交易限制規定；而

依據現行公平法及公平會之實務運作規範，獨占地位濫用規定係以系爭事

業滿足同法第 7、8 條之獨占概念為前提，亦即「一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占有

率達二分之一、或二事業全體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三分之二、或三事業

全體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四分之三」，而其個別事業或全體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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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

此，依據公平會 2016 年 2 月 17 日第 1267 次委員會決議，公平法第 20 條

各款規定之適用對象主體，則以其於相關市場擁有 15%之市場占有率為已

足4。若此，則除非主管機關認為系爭行為，其違反「情節重大」而有必要

                                                 
4 該次決議就其修正理由及適用方式說明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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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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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公平法第 40 條第 2 項規定之營業金額連動型罰鍰，否則當無必要特地

認定高度市場占有率而適用第 9 條之獨占地位濫用規定，而得僅適用較低

市場占有率門檻之第 20 條，即可達成其禁制危害競爭秩序或機制之行為的

實施或繼續存在。  

同樣的問題，亦可見於現行公平法第 19 條之限制轉售價格規定。倘若

限制轉售價格亦屬於一種垂直性的交易限制，則當其要求限制轉售價格之

主體為獨占事業時，其所為此類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或可能屬於公平法第 9

條第 1 款之「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或同條

第 2 款所稱「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甚或

是第 4 款之「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惟如同前述，公平法第 9 條規定

之適用對象主體為前述擁有高度占有率之獨占事業；相對於此，同法第 19

條限制轉售價格規定，則全然沒有市場占有率之要求。此種同一類型之限

制競爭行為同時有二以上規定得以適用，且各該規定所要求市場占有率高

低全然不同之問題，是否僅因其有無公平法第 40 條第 2 項之營業金額連動

型罰鍰規定適用的有無，而得以正當化？抑或，既然公平法關於限制競爭

行為規範，係以系爭行為對市場競爭產生一定的限制效果為前提，則此一

限制競爭效果或違法門檻，針對同一類型行為，理當同一？對於此種規範

問題，外國競爭法制發展及實務運作經驗，得提供何種參考，實有必要加

以研究。 

此外，公平法於定位上或可視為屬於一種經濟基本法，其規範必須與

我國經濟發展現狀、產業結構特色、市場競爭環境及經濟學（特別是其中

的產業組織論關於競爭、產業組織之理解的深入），而與時俱進。職是之故，

各國競爭法所使用之用語，諸如相關市場、獨占、不正當方法、無正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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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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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限制競爭（之虞）等，皆屬於高度不確定法律概念，其內涵會隨著前

述經濟發展現狀、產業結構特色、市場競爭環境及經濟學研究之發展，而

於不同發展階段因彼此間互動產生不同的內涵。以最有名的系爭行為是否

產生公平法第 20 條本文「限制競爭之虞」之情形為例，依據同法施行細則

第 26 條第 2 項、第 27 條第 2 項、第 28 條第 2 項等規定，判斷上應綜合考

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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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要素。此種判斷手法，顯然受美國反托拉

斯法「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分析之影響；若此，則其規範手法及

分析方式，不僅限於第 20 條各款之限制競爭行為，對於在美國反托拉斯法

下同屬於「合理原則」分析手法適用對象之獨占地位濫用規範，於我國公

平法第 9 條第 1 款所稱「不公平之方法」、第 4 款之「其他濫用」行為的判

斷上，亦有適用餘地。 

「合理原則」分析手法所必須綜合考慮之要素如市場地位、市場結構、

商品（服務）特性或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不僅相當複雜且需要高度專業，

其判斷亦不時因為判斷主體對於競爭理念認知、競爭機制自律性高低等主

觀認知的不同，而可能產生差異。因此，僅因我國現行公平法第 9 條或第

20 條之判斷方式或分析手法，係仿效美國「合理原則」分析或歐盟競爭法

之競爭效果分析手法，並無法因此得出於具體個案上法院就上述各項要素

係於何種規範、認知理念下，進行具體的綜合分析。為瞭解我國法院針對

包含現行公平法第 9 條、第 19 條、第 20 條等垂直限制競爭行為之反競爭

效果的分析，當有必要對於我國法院有關上開條文之判決加以蒐集、整理、

分類及分析，釐清法院針對各該條文及其構成要件之解釋與適用後，公平

會方能有效依據法院之解釋及適用認知及要求，對於各種垂直限制競爭行

為的垂直競爭效果為分析，以符合法院之認知及要求之方式，於處分書中

具體加以呈現。唯有如此，方能有效確保公平會之行政處分，能於法院司

法審查過程中，為法院所支持而得能更為正確、及時、周全且有效規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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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造成重大危害之垂直限制競爭行為。  

此際，必須特別注意的是，如同前述，「合理原則」分析手法涉及高度

專業知識及判斷，公平法有鑑於競爭規範所需之高度專業性，特別於該法

第 6 條指定公平會作為其第一線的執法機關，並於同法第 4 章賦予該會各

種調查及裁處權限、同法第 6 章亦授予公平會對於違反該法之事業得處以

行政罰權限。若此，則於面臨前述相關市場、獨占、不正當方法、無正當

理由、限制競爭（之虞）等各種不確定法律概念，而其事實認定、判斷在

在需要高度專業時，法院之司法審查於多少程度或範圍上，應尊重公平會

之判斷或裁量。就此，我國法院參考德國行政法學所發展出之「判斷餘地」，

應於何種事項上、何種程度上，限制法院之司法審查範圍，令屬於專業委

員會之公平會其關於前述各該不確定法律概念所為之認定及判斷，得於法

院訴訟過程中受到一定的尊重。與此同時，若欲於事後之司法審查過程中，

令其法律解釋、事實認定等有「判斷餘地」法理之適用，則公平會本身於

各個具體案件之證據調查、事實認定、法律解釋及適用等程序上，又應建

立起何種機制，方能使法院確信其相關事實認定及法律解釋適用係具有高

度專業性，且其整體行政調查、處分程序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故應

尊重其「判斷餘地」，亦有必要加以檢討。凡此種種，當有必要透過比較法

之研究，得到一定啟示。  

於上述認知下，本計畫藉由歐盟競爭法相關實定法規定、法院判決發

展等之蒐集、整理與分析，與我國法院有關垂直限制競爭行為的重要判決

內容，加以對照、比較，釐清外國法制實務運作與我國法制實務運作之異

同，進而針對我國法院判決理由中所呈現與外國法制實務運作之不同處，

釐清發生不同實務運作結果之理由、分析其可能的優點及缺點、闡明未來

我國實務運作可能的改善方向與內容。希望能藉由上述歐盟競爭法制的比

較研究、我國法院重要垂直限制競爭行為判決之蒐集、整理、分類與研析，

以及與外國法制實務運作之比較研究成果，提供公平會未來有關垂直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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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規範實務運作的改進方向及內容，同時釐清司法機關對於公平會相關

事實認定及判斷之司法審查界線，並於何種事項及程度上應尊重公平會之

「判斷餘地」。與此同時，本計畫亦將針對近年來數位經濟、平台經濟發展

所引發之獨占地位濫用等垂直交易限制問題，從美國反托拉斯法、歐盟競

爭法之規範經驗，提示出對我國法未來相關規範發展可有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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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背景分析 

 

我國公平法現行之規範架構與其他國家競爭法制大致相同，除屬於結

構規範之結合管制、水平競爭者間之聯合行為規範外，就是具有相當市場

力之事業所為單方限制競爭行為。現行公平法就此種單方的垂直限制競爭

行為規範，主要規定於第 9 條之獨占地位濫用、第 19 條之限制轉售價格、

第 20 條之垂直交易限制等規定。其中，獨占地位濫用規範除獨占事業公告

外，其規範內容自原始公平法立法迄今，並無重大變動。依據現行公平法

第 9 條規定：「獨占之事業不得有左列行為：一、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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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該條第 1 款及第 4 款屬於排除競爭或阻礙

競爭規範，而第 2、3 款則屬於榨取規範。相對於獨占地位濫用規範之實體

規定內容，並無重大變更。第 19 條之限制轉售價格、第 20 條之垂直交易

限制，則於 2015 年修法時，有重大轉變。  

首先，就第 19 條之限制轉售價格規定以觀，2015 年 2 月 4 日之修正，

將修法前原本列於不公平競爭章節中之第 18 條限制轉售價格規範，依其規

範本質改置於限制競爭章節中條次並變更為第 19 條，且配合對其規範性質

的重新認知及釐清，並將條文內容由原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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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力規定方式，變更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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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禁制規定方式，並增加第 2 項之服務準用規

定。立法理由對此規範性質及方式的重大變動，如此說明：「本條之立法意

旨，係為防止事業對商品轉售價格為限制，惟現行條文所採約定無效之規

定，究屬民事契約之效力規定，或係歸責該行為具限制競爭內涵之違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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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而為禁止規定，時有爭議。為杜爭議，爰明定禁止限制轉售價格之行為，

另參酌國際潮流之趨勢，如最高轉售價格等有正當理由者，即不在此限，

爰於第一項增列但書規定5。」 

其次，於第 20 條之垂直交易限制規定上，2015 年 2 月公平法修正將

修正前之舊公平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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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祕密之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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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為現行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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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述現行第

19 條規定相同，本次第 20 條修正最重要者在於將原本被置於第三章不公

平競爭章節中之本條規定，正確調整至第二章之限制競爭章節中，配合此

種規範理念認知的變化，該條本文原本存在的「妨礙公平競爭」用語，亦

因此而配合刪除，僅留存「限制競爭之虞」之對市場效果要件。同時刪除

                                                 
5 有關該條規定之立法沿革、規範內容變更及應有規範理念、手法等之說明，參照黃銘

傑，「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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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平交易季刊，第 27 卷第 3 期，41-8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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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第 5 款之營業秘密保護規範，將營業秘密保護回歸至營業秘密法中。  

由以上敘述可知，相較於原則違法或在國外時而被以當然違法原則加

以對待之水平聯合行為規範、以事前申報管制為原則之結合管制，公平法

關於事業單方之垂直競爭限制行為規範，不僅於類型上更為多元且多樣

化，且於實體規定內容上，更是存有眾多不確定法律概念的法條用語。例

如，在獨占地位濫用規範上，第 7 條第 1 項規定中之「相關市場」、「無競

爭狀態」、「壓倒性地位」，第 9 條第 1 款之「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

同條第 2 款之「不當」，第 3 款之「無正當理由」、「特別優惠」，第 4 款之

「其他濫用」；其次，第 19 條之限制轉售價格規定但書之「正當理由」；最

後，公平法第 20 條本文之「限制競爭之虞」，各款中之「無正當理由」、「差

別」、「不正當方法」、「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等。上述

種種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存在，配合公平法限制競爭規定係以維護競爭秩序

或機制正常運作為目的之規範理念，從而須於具體個案中闡明系爭個案限

制競爭之所在等要求，使得此等不確定法律概念之充實及限制競爭效果、

促進競爭效果等之評估，在在需要高度的競爭專業。  

雖然，公平會亦嘗試於施行細則、各種處理原則中，盡量明確化上開

各種不確定法律概念、限制競爭效果、促進競爭效果之內涵，但成效難謂

昭著。例如，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至第 28 條雖然嘗試釐清第 19 條、第

20 條各款所稱「正當理由」、「無正當理由」、「不正當方法」、「不正當」、「限

制競爭之虞」等內涵。惟如此作法反而引來更多的不確定法律概念。例如

施行細則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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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之「市場地位」內涵為

何？應擁有多少市場占有率使得滿足該條第 1 項各種不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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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市場地位」？

市場結構之衡量基準為何？各種不同的市場結構對於各種不同垂直限制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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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行為是否違法所扮演之角色為何？商品（服務）特性與市場結構之關係

為何？「對市場競爭之影響」與「限制競爭之虞」之關係如何？其他所謂

意圖、目的、市場地位、市場結構等要素，不就是為判斷系爭行為對「市

場競爭影響」如何、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而存在嗎？  

此種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大量存在，不僅對於公平法主管機關之公平會

帶來莫大的挑戰，同時亦可能於具體個案的司法審查過程中，在公平會與

法院的見解中，發生重大歧異。毫無疑問，職司司法審查的法院對於法律

解釋與適用，擁有最終的解釋權限，公平會理應尊重法院的見解及判斷。

然而，現今關於行政與司法間之關係，並非將二者視為完全相互對立之機

關，而係認為二者間係處於一種「連續＝合作」之關係，二者皆以正確、

適當實現法令條文規範目的為己任，並於此正確實現法律規範目的的大方

向下，各自擔負其應有角色及功能並相互合作，以達成法律規範所課予之

任務6。若此，則依據公平法第 6 條規定，以競爭專業作為公平法第一線執

法機關之公平會，其基於長期累積的競爭專業，針對前述各該不確定法律

概念所為之解釋、認定及適用等，法院亦不應全盤加以否定，無視其競爭

專業的特質，而當有必要基於我國行政法學界及實務界參考德國行政法學

所發展出之「判斷餘地」法理，對於公平會之專業判斷給予一定程度的尊

重，並於司法審查時設定一定的界線，避免不當或過當之介入。  

當然，究竟對於何種事項、於何種程度上，法院應尊重公平會的「判

斷餘地」，並自我抑制司法審查範圍，應依據我國法院之判斷。然而，雖然

我國公平法施行將要邁入第 30 個年頭，惟相較於其他國家競爭法實施經

驗，仍有不足之處，且行政法上「判斷餘地」法理之發展，亦非相當成熟；

更何況結合競爭法法律執行與「判斷餘地」法理之適用關係的探討，亦幾

                                                 
6 島村健太郎，「獨占禁止法行政手續司法審查位置：及比較法的檢討」，一橋法學，第

18 卷第 1 號，124-12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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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寥若晨星？）7。而從過去所謂「超商現煮咖啡案」、「鮮乳案」的最高

行政法院判決，針對事實行為相當接近的二件聯合行為處分案，其不同庭

各自做出合法及違法之判斷結果，亦可窺知，最高行政法院關於公平會應

享有之「判斷餘地」、其本身應有之司法審查界線，亦存在重大歧見。於此

情形下，當有必要參考外國法制，一方面研究其競爭法關於垂直限制競爭

行為實體規範之學說理論及實務發展趨勢，並介紹其重要垂直限制競爭案

例，以為主管機關之參酌；另一方面，亦有必要針對外國法院於具體案例

中，針對其司法審查與競爭法主管機關之處分二者間的規範關係，加以研

究，釐清外國法院究竟於何種前提要件下，肯定公平法認事用法之判斷餘

地。於後者之情形，尚可區分為，有關競爭法主管機關關於類似前述實體

法律條文本身所存在之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判斷餘地」及司法審查範圍問

題，以及有關競爭法主管機關關於罰鍰金額之計算及決定、特別是相當於

我國公平法第 40 條第 2 項之營業金額連動型罰鍰之問題。  

於此認知下，並鑑於本研究計畫執行期間僅有 7 個月，勢必無法於垂

直限制競爭行為的實體規範之學說發展及重要案例蒐集、評析、以及實體

規定及罰鍰金額等之認事用法及計算、決定上，就所有主要國家之競爭法

制及有關「判斷餘地」等問題加以研究，而必須有所取捨。基此，本研究

遂決定於未來外國法制之研究上，將以歐盟競爭法為比較法之研究對象，

其理由主要如下：（1）一般而言，競爭法主要有二大規範體系，一為美國

反托拉斯法體系，另一則為歐盟競爭法體系，鑑於我國現行公平法關於獨

占地位濫用規範實係源自於歐盟競爭法第 102 條，故選擇以歐盟競爭法為

比較研究對象較為妥適；（2）歐盟競爭法最近發展正面臨轉型期，處於從

傳統以行為形式（Form-Based）為其規範手法，逐漸轉型至以競爭效果

                                                 
7 少數關於此一議題之文獻，可參考王銘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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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季刊，第 15 卷第 4 期，129-168（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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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Based）分析為其規範方式的時期8，此種從「形式」到「實質」

或「效果」之發展歷程，值得我國參考；（3）於有關「判斷餘地」及司法

審查範圍上，美國反托拉斯法存在「實質證據法則」規範，大幅約束法院

的司法審查範圍9，日本獨占禁止法於 2015 年法律修正前，亦明文規定此

種實質證據法則之適用，其結果使得於有關「判斷餘地」及司法審查範圍

之參考上，美、日等國競爭法難能作為我國法之有效參考對象；（4）歐盟

競爭法發展大幅受到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之影響，其關於「判斷餘地」、司

法審查概念，亦可見有德國法之蹤影存在，歐盟一般法院及歐洲法院

（CJEU）有關於此之見解，當有不少得為我國法參酌之處；（5）我國現行

公平法第 40 條第 2 項規定，係源自於歐盟競爭法規範，而與美國反托拉斯

法或日本獨占禁止法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如何運用

營業金額連動型罰鍰制度、其計算基礎、方式為何？歐盟一般法院及歐洲

法院對於計算方式及罰鍰金額之裁量、判斷餘地，又是如何看待？將可提

供我國公平會未來重要之參考依據。  

此外，如同前述，近年來因數位經濟、平台經濟等新型經濟型態所帶

來的挑戰，GAFA 等跨國巨型科技企業經濟力量的急遽上昇，此等具全球

規模的大企業所擁有之全球規模的資料量，以及因此所引發之「資料獨占」

（Dataopoly），使得獨占地位濫用規範受到高度重視，各國競爭法主管機

關希冀藉由其規定的有效運作，抑制該等資料獨占企業之獨占力的濫用。

鑑於我國未來經濟發展將以促進數位經濟、平台經濟等為目標，我國公平

法未來亦勢將面臨與美、歐等國同樣之挑戰，事先研析美、歐競爭法制如

                                                 
8 See, generally, David J Gerber, “Two Forms of Modernization in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31 Fordham Int'l L.J.,1235（2008）; Patrick Rey, James S. Venit, “An Effects-Based 

Approach to Article 102: A Response to Wouter Wils”,38 World Competition, Issue 1 

（2015） . 
9 有關「實質證據法則」之規範內涵，參照 Frank E. Cooper, “Administrative Law: The 

“Substantial Evidence” Rule”, 44 ABA Journal, 10（19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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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因應此等挑戰，以為我國公平會未來執法之參考，允為重要課題。本研

究亦將針對數位經濟、平台經濟等新競爭型態對現行競爭法規範所帶來之

挑戰，從美國反托拉斯法、歐盟競爭法之規範經驗，分析對我國法未來相

關規範發展可有之參酌及啟示。  

於上述認知下，本研究計畫將研究對象主題設定於以下各項：（1）以

我國現行公平法第 9 條、第 19 條及第 20 條之國內重要法院判決案例蒐集

及評析為研究重心；（2）為使國內判決評析有比較法依據，除參與研究人

員平時所累積之外國競爭法之專業知識外，並以歐盟競爭法為比較法研究

對象，蒐集其有關垂直競爭限制重要法院判例及學說理論之發展趨勢；（3）

藉由歐盟競爭法之發展經驗，從實體條文之解釋、適用相關的「判斷餘地」

及司法審查範圍，以及有關營業金額連動型罰鍰之競爭法主管機關應享有

的「判斷餘地」及司法審查範圍二者切入，釐清我國公平法主管機關及法

院，未來關於此等事項之「判斷餘地」、司法審查應有的作為及改善方向；

（4）從美國反托拉斯法、歐盟競爭法等針對數位經濟、平台經濟所為之執

法作為，提示出可資未來我國公平會及公平法執法之參考及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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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方法 

從以上敘述可以窺知，在有關我國垂直競爭限制行為規範相關重要構

成要件、程序規範及法院判決分析等之探討上，鑑於外國競爭法制、特別

是於本次研究課題上與我國法相當趨近之歐盟競爭法，就此已有長久的發

展經驗及重要案例可資參酌，從而本研究計畫首先所欲強調之研究方法，

就是比較法研究之法學研究方法了。透過對歐盟競爭法垂直限制競爭行為

規範之實體規範、程序規範之規範理念與內容、運作方式、相關配套措施

等之分析，釐清其法制設計的優劣之處，與我國現行法及實務運作比較後，

採行的可能性與可行性，作為分析我國公平會相對應制度、法院實務判決

內容之比較、對照基礎。  

其次，本研究將從司法院判決書資料庫、與公平會相關同仁之討論中，

廣泛蒐集我國法院相關之垂直限制競爭行為判決，並依據現行公平法第 9

條各款條文、第 19 條及第 20 條各款條文之區分，將判決理由中對應於各

該條文規定逐一分門別類，藉此以釐清我國法院判決關於各種垂直限制競

爭行為類型之判決理由陳述、邏輯是否一致，以及判決有關各該研究主題

之發展軌跡及方向。於此所運用之研究方法，當然為判例法之研究模式。  

二、研究過程與步驟 

本研究計畫由社團法人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理事長廖義男先生擔任計

畫主持人，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黃銘傑特聘教授、高

雄大學法學院財經法律學系謝國廉教授兼系主任及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莊弘鈺助理教授等擔任協同主持人。各該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於本研究計

畫內擔任之角色為：（1）黃銘傑教授負責公平法第 19 條、第 20 條判決之

評析；（2）謝國廉教授負責第二章「歐盟競爭法垂直競爭限制行為規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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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發展與趨勢」之研究及撰寫；（3）莊弘鈺助理教授負責公平法第 9 條

判決之評析，以及第三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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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及撰

寫；（4）廖義男理事長則對於上述所有判決評析及美、歐競爭法相關議題

之研究及啟示，逐一加以檢視，並統籌本研究計畫之結論。  

 

第四節 研究計畫目次 

在本研究所設定之研究對象主題、工作項目及預期完成之研究成果

下，本研究計畫章節構成如下： 

第一章 問題提起與研究架構  

第二章 歐盟競爭法垂直競爭限制行為規範之理論發展與趨勢  

第三章 我國法院有關垂直限制競爭行為規範之重要判決內容及發展

趨勢 

第四章 我國法院有關垂直限制競爭行為規範之重要判決之評析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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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研究發現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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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歐盟法禁止濫用優勢地位之規範與實務發展 

 

第一節 前言 

本章的研究目的，在於說明及分析歐盟競爭法中涉及濫用優勢地位的

規範、釐清可能引起誤解的用語與概念，並進一步探討相關法制與司法實

務的最新發展。歐洲聯盟（the European Union; the EU）發展過程中最早的

競爭政策（competition policy）理念，揭櫫於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的 1957 年羅馬條約（the Treaty of Rome）。

歐洲經濟共同體常被稱為「共同市場」（the Common Market），而根據羅馬

條約，歐洲經濟共同體應建立「一個得以確保共同市場之競爭環境不被扭

曲的體系」10。經過了超過半世紀的發展，此項政策目標已然實現。此一

完備而成熟的法令與政策體系，即為一般所謂的歐盟競爭法（ EU 

competition law）。歐盟競爭法並非歐盟特定法律的名稱，而是歐盟規範競

爭秩序之法令的統稱。此一法律領域的規範複雜、範圍寬廣，加上長期以

來，歐盟執行委員會（The European Commission；以下簡稱「執委會」）、

歐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28 個歐盟會員國的競

爭法主管機關（national competition authorities，常被簡稱為“NCAs”）以

及會員國法院（national courts）在處理競爭法實務爭議的過程中11，建立

                                                 
10 此項目標揭櫫於羅馬條約的第 3條（ f）款，其原文為：Fo r  the  p urpo ses  se t  o u t  

i n  Ar t i c l e  2 ,  t he  ac t iv i t i es  o f  the  Co mmuni t y  sha l l  i nc lude ,  a s  p ro vid ed  in  th i s  

Trea ty and  in  accord ance  wi th  the  t i me tab le  se t  o u t  t here in  （ f）  t he  

ins t i t u t io n  o f  a  sys t em ensur ing  tha t  co mpe t i t i on  in  the  co mmo n market  i s  no t  

d is to r ted .  
11 值得特別說明的是，自 2004 年 5 月 1 日起，歐盟會員國的競爭法主管機關
有權直接適用當時的歐洲共同體條約（ The Trea ty Es tab l i sh ing the  European  

Co mmuni ty）第 81 條和第 82 條，亦即現今的歐盟運作條約第 10 1 條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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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許多重要的法律原則，因此歐盟競爭法已成為一個兼具廣度與深度的經

濟法領域。 

歐盟競爭法係一區域型的跨國經濟法，其規範的商業協議與行為雖與

各國（廣義）的公平交易法制有部分類似之處，但相異之處亦所在多有。

因此，若利用特定國家的法制概念及理論觀察、理解歐盟競爭法，恐將引

起許多誤解。舉例來說，臺灣公平交易法所規範的兩大類行為，分別為「限

制競爭行為」和「不公平競爭行為」12，但基本上，僅有「限制競爭行為」

為歐盟競爭法所規範的行為。換句話說，若直接利用臺灣「規範不公平競

爭行為」的相關概念理解歐盟競爭法，恐將引起許多誤解。因此，本章的

                                                                                                                                          
102 條，確保競爭秩序不售扭曲或限制。同時，會員國法院亦得適用此二條
文 ， 確 保 會 員 國 國 民 的 相 關 權 益 。 請 參 考 執 委 會 的 官 方 網 站 。 European 

Co mmiss io n  （ 2020 ） ,  “Ant i t r us t :  Overv ie w” ,  

h t tp : / /ec .europa . eu/co mpet i t io n/ant i t r us t /o ve rview_en .ht ml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賦予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權的法律為「 200 3 年競爭
法令施行法」，其全名為 Co unc i l  Regula t io n （ EC） No  1 /2003  o f  16  December  

2002  on the  imp lementa t io n o f  the  ru le s  o n co mp et i t io n la id  do wn in  Ar t ic le s  

81  and  82  o f  the  Trea ty  （ Text  wi th  EEA re levance）  [2003]  OJ  L1 /1，此法
常被簡稱為 “Regula t io n  1 /2003 ”。此外，執委會與與會員國主管機關透過名
為「歐洲競爭網絡」（ Europea n Co mp et i t io n  Ne twork）的機制相互合作，打
擊採取跨國界之限制競爭手段的企業。 European  Co mmiss io n （ 2020） ,  

European Co mp et i t io n  Ne twork :  Overview,  

h t tp : / /ec .europa . eu/co mpet i t io n/ecn / index_ en.h tml ,  last visited on date ：
2020/12/5） .  執委會與與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 10 年來的密切合作，已取
得了豐碩的成果。 201 4 年 7 月，執委會公布了一分研究報告，名為「反托
拉斯執法的 10 年：成果與未來展望」（ Ten Year s  o f  Ant i t r us t  Enforcement  –  

Achievement s  and  Future  Per sp ec t ives）。根據此報告，執委會希望能強化會
員國主管機會的執法者地位，以確保歐盟競爭法得以有效地施行。舉例來
說，執委會希望未來得以強化會員國主管機關在執法時所享有的獨立性
（ i ndep endence），並使主管機關能享有充分的資源（ suff i c i e n t  r e so u r ce s）。
請參閱：Euro pean  Co mmiss io n  （ 2014）,  “Ten Year s  o f  Ant i t r us t  Enforcement  

und er  Regula t io n 1 /20 03:  Achievement s  and  Future  Per spec t ives  （ COM

（ 2014）  453 ,  9 .7 .20 1 4） ” ,   

h t tp : / /ec .europa . eu/co mpet i t io n/ant i t r us t / l egi s l a t io n/ant i t r us t_ enforcement_1

0_ year s_ en.pd f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5.  
12 公平交易委員會編，認識公平交易法，增訂第 18 版，公平交易委員會，3、

35、 231（ 20 19）。然而，公平交易委員會早期有時會將「限制競爭行為」稱之為

「反托拉斯行為」。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overview_en.html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ecn/index_en.html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legislation/antitrust_enforcement_10_years_en.pdf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legislation/antitrust_enforcement_10_years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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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將不會迂迴地由特定國家（廣義）的公平交易法制延伸至歐盟競爭

法制，而是直接將探討的重點，聚焦於歐盟競爭法中的反托拉斯法令

（antitrust rules） 涉及濫用優勢地位（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的規範，

特別是歐盟運作條約（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第 102 條。必須特別說明的是，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所規範者，係反競

爭協議（anti-competitive agreements）。此條第 1 項及第 2 項係禁止反競爭

協議的相關規定，第 3 項則以例示的方式，列出了豁免反競爭協議的條件

13。由於本計畫分析的主題為垂直限制行為，因此除了探討歐盟運作條約

第 102 條所規範的濫用優勢地位的相關議題，本章亦將探討歐盟運作條約

第 101 條所規範的反競爭「垂直協議」（vertical agreements）。 

反托拉斯（antitrust）作為一個名詞，昔日幾乎可以說是「歐盟競爭法

                                                 
13 反競爭協議為全球消費者以及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極為厭惡的行為。在一相關市場

中，倘若有反競爭協議的存在，則消費者往往無法以低廉的價格取得商品和服務。同

時，在此相關市場中，消費者基本上別無選擇，僅能購買參與反競爭協議之事業所提

供的商品及服務。在此前提下，參與反競爭協議的事業，大都無意提升商品和服務的

品質，遑論更進一步採取各種創新的策略。長此以往，消費者必將成為反競爭協議下

的受害者。在歐盟，競爭法雖未針對參與重大反競爭協議的事業經營者，訂定刑事責

任的條文，但參與重大反競爭協議的事業，依法必須負擔高額的行政罰。2006 年 6 月，

執委會修正了「競爭法案件罰鍰核處指引」（guidelines for setting fines in competition 

cases）。「競爭法案件罰鍰核處指引」係一簡稱，其正式名稱為 Guidelines on the method 

of setting fines imposed pursuant to Article 23（2）（a） of Regulation No 1/2003 （2006/C 

210/02）.其後，根據此指引所核處之水平聯合案件的罰鍰，往往遠高於昔日類似案件

的罰鍰。按執委會所提供的資訊，就涉及卡特爾的案件（cartel infringements）而言，

在單一卡特爾案件（a single cartel）中，單一企業遭核處行政罰的最高紀錄（ the largest 

fine imposed on a single company），超過了 8 億 9600 萬歐元（over €896 million），約

合新臺幣 365 億 3000 萬元。European Commission （2013） ,“Cartels: Leniency”,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cartels/leniency/leniency.html , last visited on date ：

2020/12/4. 此外，在單一案件中，所有參與的企業遭核處之行政罰的最高紀錄，合計

超過了 14 億 7000 萬歐元（over €1.47 billion），約合新臺幣 599 億 3200 萬元。Case 

COMP/39437 - TV and computer monitor tubes, Commission Decision of 5 December 

2012. 由此可知，歐盟對於造成重大惡害的反競爭協議，可謂深惡痛絕，希望藉由高

額的罰鍰加以遏止。關於歐盟水平聯合行為的相關統計資訊，請參閱：European 

Commission （ 2014 ） ,“Cartel Statistics”,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cartels/statistics/statistics.pdf , last visited on date ：

2020/12/5.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cartels/leniency/leniency.html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cartels/statistics/statistic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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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同義辭。按執委會於 2002 年出版的「歐盟競爭政策用語彙編：反

托拉斯與集中化管制」（Glossary of Terms Used in EU Competition Policy – 

Antitrust and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一書14， 反托拉斯一辭係指歐盟的

「競爭法與政策」（Field of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若以現今的觀點加

以檢視，此項定義的精確性不足，其原因在於，競爭法與競爭政策的範圍，

除了包括反競爭協議與濫用優勢地位的規範之外，尚包括歐盟對於國家補

貼（state aids）與合併（mergers）等行為的規範，以及相關程序法的規定。

然而，即便如此，吾等仍可由上述的定義得知，所謂的反托拉斯法令，亦

即對於反競爭協議以及濫用優勢地位之行為的規範，乃是歐盟競爭法與競

爭政策中，極為關鍵的內容。  

應特別說明的是，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的規定，僅有條號不同於歐

盟運作條約施行日（2009 年 12 月 1 日）之前的歐洲共同體條約（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The EC Treaty，以下簡稱「歐體條

約」）第 82 條，其內容並無二致，因此本章討論涉及歐體條約第 82 條的爭

議時，將以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的條號取代之。就分析的架構而言，本

章的第二部分，將優先本章的研究途徑與方法。第三部分將探討歐盟競爭

法的規範目的並詮釋相關的與重要概念用語的意涵。第四至第六部分將分

析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對於濫用優勢地位的規範，先依序釐清相關市場

與優勢地位的概念，接著針對濫用行為或正常交易行為的判斷，進行系統

性的分析。 

 

                                                 
14 Dir ec tora te -Genera l  fo r  Co mpe t i t io n （ 2002）,  “Glo ssary o f  Terms  Used  in  EU 

Co mp et i t io n  Pol i cy  –  Ant i t r us t  and  Co ntro l  o f  Co ncent ra t io ns ” ,  

h t tp : / /ec .europa . eu/ t r ansl a t io n /span ish /do cuments /g lo ssary_ co mpe t i t io n_ arch

ived_ en.pd f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5. 

http://ec.europa.eu/translation/spanish/documents/glossary_competition_archived_en.pdf
http://ec.europa.eu/translation/spanish/documents/glossary_competition_archived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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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分析途徑 

由於本章所分析的議題，涉及了多項濫用優勢地位的經濟行為，故而

無法且不適合以單一的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分析所有相關的爭

議行為以及競爭法主管機關（the competition authorities）相對應的規範手

段。本章將研究的視角，提升至方法論（methodology）的層次，採取近

10 餘年來於學術界及實務界廣受重視的一項方法論，亦即「以影響作為依

據之研究途徑」（the effects-based approach）15，本文簡稱為「影響途徑」。

與此研究途徑相對者，乃是「以形式作為依據之研究途徑」（ the form-based 

approach），可簡稱為「形式途徑」。約略於 25 年前，執委會、歐盟法院以

及學者，大多採取「形式途徑」，基本上並不重視相關協議或行為對於競爭

環境及消費者所產生的影響16。「形式途徑」分析的重點，一方面聚焦於競

爭法制設計在理論上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重視個別的協議或行為是否符合

競爭法禁止規定的要件，與我國公平交易法學界所泛稱的「制度學派」分

析模式，有類似之處。 

至於採行「影響途徑」的實務界專家及研究者，則採取截然不同的觀

點，渠等極為重視相關協議或行為對於競爭環境及消費者所產生的實際影

響。作為一種方法論，「影響途徑」所涵括者，並非單一研究方法。舉例來

                                                 
15 2011 年 10 月，位於比利時之歐洲學院的全球競爭法研究中心（ t he  Globa l  

Co mp et i t io n  La w Centr e ,  t he  Col lege  o f  Europe）舉辦了該中心第 7 屆年度競
爭法學術研討會，此屆研討會所探討的主題，即聚焦於「歐盟競爭法中以
影響作為依據之研究途徑 10 年來之發展：發展現況與各項觀點」，相關資
訊 可 參 考 該 研 究 中 心 為 此 屆 研 討 會 所 彙 整 的 網 頁 內 容 ： The Globa l  

Co mp et i t io n  La w Centr e  （ 2020）,  “Seventh Annual  Co nfe rence :  Ten Year s  o f  

the  E ffec t s -Based  App roach in  EU Co mp et i t io n Law:  Sta t e  o f  P lay and  

Persp ec t ives ” , h t tp s : / / www.co leurope . eu /webs i t e / r esear ch/g lob al -co mp et i t io n -

la w-cent r e / co nfe rences/ arch ive /seven th -annua l -co nfer ence ,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2/5.  

16 Demien  Gerad in  and  I an is  Gi rgenso n  （ 2011）,  “The Co unte r fac tua l  Method  in  

EU Co mpe t i t io n  La w:  T he  Corner s to ne  o f  the  E ffec t s -Based  App roach ” ,  

h t tp : / /paper s . s srn. co m/so l3 /p aper s . c fm?ab s t rac t_ id=1970 917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5. 

https://www.coleurope.eu/website/research/global-competition-law-centre/conferences/archive/seventh-annual-conference
https://www.coleurope.eu/website/research/global-competition-law-centre/conferences/archive/seventh-annual-conference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97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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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反事實方法」（counterfactual method）即為「影響途徑」的一種新興

研究方法，可用來評估一真實事件或假設事件帶來的影響（ the effects of an 

actual or a hypothetical event）。所謂的「反事實」（counterfactual），係一特

定的真實事件或假設事件並不存在的情境。首先，倘若特定事件係一確實

發生過的事件，則操作反事實方法者必須假想，若發生了不同於真實事件

的另一種情況，則其後的情況如何。其次，倘若特定事件係一實際上並未

發生的事件，則操作此方法者必須假想，未來可能發生之事件的情境為何，

其後的情況又係如何。「反事實方法」或類似的概念，已見諸於歐盟合併管

制（merger control）的案件中17， 歐盟執委會和歐洲法院經常必須假想二

以上計畫合併的事業於合併之後，新的單一事業對於相關市場可能帶來的

正面或負面影響，並據此進一步考量是否准予合併的問題。  

值得特別說明的是，即便「影響途徑」所涵括者非僅單一研究方法，

但採取此途徑分析競爭法議題之人，必然關注著一個關鍵問題，亦即：如

何界定特定協議或行為對於競爭所造成的「限制效果」（restrictive effect）？

回答此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並不容易。此問題的答案有幾個可能的選項，

而此等可能的選項，即為本文採行「影響途徑」時所關注的幾項重點。首

先，所謂的限制效果，可能係對於案件當事人之行為自由（ freedom of 

action）的限制，此處的行為自由，乃是從事特定商業行為的自由。其次，

限制效果所指的亦可能是對於競爭環境的架構（structure）所造成的限制。

此乃歐洲法院經常抱持的觀點。此外，如何判斷限制效果確實存在？單一

競爭指標（one isolated parameter of competition）所顯示的潛在（限制）效

果（a potential （restrictive） effect），是否已足以使歐盟執委會和歐洲法

                                                 
17 近 5 年來，已有學者討論「反事實方法」或類似的分析模式是否已被納入特定的歐盟
競爭法規範之中。此外，學者亦開始分析以「反事實方法」處理反競爭協議與濫用優
勢地位之爭議的妥適性。Geradin and Girgenson, n. 16 abov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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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認定限制效果確實存在？或者，吾等須進行跨國的觀察，確認特定的協

議或爭議行為是否確實對全體消費者造成負面影響（ the negative effect on 

the consumer as a whole）18。 

 

第三節 規範目的與重要概念詮釋 

「競爭」一辭，指的是竭力爭取優勢（struggle for superiority），在商

業的世界中，競爭係指努力爭取市場上消費者的光顧（custom），或者爭取

他人的業務（例如訂單）19。英國昔日的競爭事務主管機關，亦即競爭委

員會（ the Competition Commission）和公平交易局（ the Office of Fair 

Trading）曾指出，從主管機關的角度觀之，所謂的競爭，乃是不同的公司

相互對抗的過程（a process of rivalry），於此過程中，不同的公司努力提出

較好的商業條件，試圖在一定期間內爭取與消費者交易的機會 20。  

競爭乃是推動自由經濟市場的引擎。在現代經濟學中，有完全競爭

（perfect competition）市場的概念。按照「經濟學人」雜誌的定義，完全

競爭市場係一假想的極度競爭市場（ the most competitive market 

imaginable），由於此市場的競爭程度極高，因此所有的買受人和出賣人對

於產品的市場價格（market price），幾乎未有任何的影響力。在完全競爭

                                                 
18 Jacques Bourgeois and Denis Waelbroeck （eds.）,Ten Years of the Effects-Based Approach 

in EU Competition Law: State of Play and Perspectives, 13 and 14. 
19 Richard Whish and David Bailey, Competition Law, 7th ed., 3（2012） ,. 
20 其原文為：Competition is viewed by the [the Competition Commission and the Office of 

Fair Trading] as a process of rivalry between firms seeking to win customers’ business 

over time by offering them a better deal. See para. 4.1.2 of Merger Assessment Guidelines 

of the Competition Commission and the Office of Fair Trad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Competition Commission and the Office of Fair Trading （2010） , Merger Assessment 

Guidelines （ CC2 revised and OFT 1254 ） ,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284449/OF

T1254.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5.值得補充說明的是，目前英國的競爭事務主管
機關為競爭與市場署（ the Competition & Markets Authority）。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284449/OFT1254.pdf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284449/OFT125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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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產品具有同質性（homogeneous），且資訊流通的程度極高。市場上

的所有人，皆為價格的接受者（price takers），且企業僅能賺得正常的利潤

（only normal profit），所謂的正常利潤，係指僅足以使企業在其產品市場

中生存的最低利潤（ the bare minimum profit necessary to keep them in 

business）21。在完全競爭市場，眾多的賣方（numerous sellers）竭盡所能

地使提升自身商業運作的經濟效益。渠等盡量以最低的勞力成本及原料成

本，在可能範圍內爭取最大的利潤。然而，由於所謂的完全競爭市場，在

真實世界中並不存在，競爭秩序遭到操控的情況所在多有，因此藉由競爭

法的介入以確保事業（undertaking）之間的公平競爭，有其絕對的必要性。

歐盟競爭法有 2 項主要的立法目的。第 1 項目的，乃是確保歐洲內部市場

得以妥適地運作（functions properly）。第 2 項目的，則是讓消費者得以享

受伴隨自由市場體系而來的利益（the benefits of a free market system）22。

更具體地說，訂定歐盟競爭法與相關政策的目的，在於達成以下 5 項目的： 

一、讓消費者以低廉的價格取得商品和服務；  

二、鼓勵事業提升商品和服務的品質；  

三、促使事業提供消費者更多商品和服務的選擇；  

四、促使事業採取各種創新（innovative）的策略；  

五、幫助歐洲事業於全球市場（global markets）取得更強大的競爭力

23。 

歐盟競爭法、事業（an undertaking）和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

乃是 3 個基本但卻重要的辭彙。第一，就歐盟競爭法一辭而言，歐盟正式

使用歐盟競爭法一辭的時間是 2009 年 12 月 1 日。歐盟條約（the Treaty on 

                                                 
21  The Economist （ 2014 ） , “Perfect Competition", 

http://www.economist.com/economics-a-to-z/p#node-21529574,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5. 
22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European Union Explained: Competition , 3（2014） . 
23 European Commission, n.22 above, 3. 

http://www.economist.com/economics-a-to-z/p#node-21529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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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Union）簽訂於荷蘭馬斯垂克（Maastricht, the Netherlands），常被

稱為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必須說明的是，歐盟雖然成立於

1993 年 11 月 1 日歐盟條約生效之時，但 1993 年 11 月至 2009 年 12 月之

間，歐盟法於條約層級的競爭法規範，係存在於歐體條約，而非歐盟條約

之中。2007 年 12 月 13 日，當時的歐盟會員國於葡萄牙首都里斯本（Lisbon, 

Portugal）簽訂了里斯本條約（the Treaty of Lisbon），並以里斯本條約與歐

盟運作條約作為歐盟的基礎。由於先前歐體條約的競爭法規範，已被納入

歐盟運作條約之中，因此歐盟於 2009 年 12 月 1 日歐盟運作條約生效之時

（亦即歐洲共同體之名稱走入歷史之際），正式開始使用歐盟競爭法一辭。 

第二，歐盟反托拉斯法令所規範的客體為事業。根據執委會的見解，

事業一辭，係指任何從事特定經濟活動的實體，而所謂的經濟活動，指的

是在特定市場中提供商品或服務的活動，至於此一實體的法律地位及其資

本取得的方式，則非所問。此外，事業的認定，並不以特定實體具有營利

目的為必要。再者，歐盟競爭法並未將公務機關排除於事業範圍之外 24。

舉例來說，私人設立且以營利為目的的求職公司固然是競爭法意義上的事

業，但以政府預算設立的非營利就業介紹站，亦為事業。  

第三，就相關市場（a relevant market）而言，無論實務上出現的是反

競爭協議、濫用優勢地位，或是結合的爭議，吾等皆須分析相關市場是否

受到負面影響。倘若相關市場確實受到負面影響，則此影響的程度為何？

在界定特定爭議之相關市場的範圍前，任何人皆無法進一步分析此等問

題。依據執委會於 1997 年公告的「相關市場界定通知」（“Commission Notice 

on Relevant Market Definition ），相關市場包括相關產品市場（ relevant 

                                                 
24 其原文為：For the purpose of EU antitrust law, any entity engaged in an economic activity, 

that is, an activity consisting in offering goods or services on a given market, regardless of 

its legal status and the way in which it is financed, is considered an undertaking. To qualify, 

no intention to earn profits is required, nor are public bodies by definition ex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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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markets）以及相關地理市場（relevant geographic markets）25。按

執委會的見解，首先，當消費者考量一特定市場上的商品（或服務）的特

性、價格及用途之後，若認為某些商品（或服務）具有「可交換性」

（interchangeable）或「可替代性」（substitutable），則此等商品（或服務）

即存在於相關產品市場，此乃「可替代性原則」（ the principle of 

substitutability）。其次，若數個販賣商品（或提供服務）的事業於特定地

區的競爭條件相當類似，則此等事業即處於相關地理市場。  

 

第四節 反競爭的垂直協議 

由於本計畫分析的主題為垂直限制行為，因此在探討濫用優勢地位的

相關議題之前，有必要扼要地探討具有反競爭性質的「垂直協議」。歐盟競

爭法的學界與實務界經常討論的「卡特爾」（cartels），乃是水平的反競爭

協議26。除了水平的反競爭協議之外，早在歐洲競爭法制的草創時期，具

有的反競爭性質的垂直協議，即曾引起過爭議。  

 

一、反競爭垂直協議應受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規範 

不同於反競爭的水平協議，反競爭的垂直協議存在於相關市場中不同

水平的事業之間（between undertaking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market）。垂

直協議是否為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所規範的協議？昔日曾一度有人認

為，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可能完全不適用於垂直協議的案件27， 但歐洲

                                                 
25 Commission Notice on the definition of relevant market for the purposes of Community 

competition law OJ C 372, 9.12.1997, p.5. 為方便引用此法規，本文以下將其簡稱為
「Commission Notice on Relevant Market Definition」。  

26 
“Arrangement（s）  between competing firms designed to limit or eliminat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m, with the objective of increasing prices and profits of the participating 

companies and without producing any objective countervailing benefits.”. 

Directorate-General for Competition, supra note 14, at 8. 
27 Richard Whish and David Bailey, n.19 above,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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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已 於 1966 年 的 É tablissements Consten S.à.R.L. and 

Grundig-Verkaufs-GmbH v. The Commission 案（以下簡稱「Consten and 

Grundig 案」）28，明確地否定了此項見解。在 Consten and Grundig 案中，1

德國家電產品製造商與其位於法國的家電經銷商訂定了垂直協議，雙方同

意以下 2 點：第一，由法國經銷商取得在法國的獨家（exclusive）銷售權

利。德國製造商一方面同意，絕不提供其所生產的商品給同樣位於法國的

其他家電經銷商，另一方面亦承諾，其位於法國以外之其他國家的經銷商，

亦不會絕不提供商品給位於法國的其他家電經銷商。第二，法國經銷商不

得於法國販賣德國製造商之競爭對手的家電產品。歐盟法院於「初步判決」

（preliminary ruling）中指出，此德國製造商與其位於法國的家電經銷商所

訂的垂直協議，係屬應禁止的反競爭協議29。 

昔日之所以會出現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不適用於垂直協議案件的主

張，其原因在於大部分的反競爭垂直協議係由相關市場中不同水平的事業

所訂定，未必會影響相關市場中其他製造者、銷售商和零售商的正常運作。

換句話說，即便特定的垂直協議本身具有反競爭的性質，在消費者尚有眾

多其他類似商品或服務可供選擇的情況下，反競爭垂直協議或許無足輕

重，其對於相關市場可能不會造成任何負面影響。  

然而，應該特別說明的是，上述的推論，或許在類似完全競爭市場的

相關市場中具有解釋力，但反競爭垂直協議於現實的世界中，可能出現於

同類商品或服務相對較少的市場，此時上述的推論恐欠缺說服力。舉例來

                                                 
28 Joined cases 56 and 58/64 [1966] ECR 299. 
29 As to how to determine whether an agreement which contains a clause “granting an 

exclusive right of sale” comes within the field of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 TFEU, the 

Court stress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in particular whether it is capable of 

bringing about a partitioning of the market in certain products between Member States and 

thus rendering more difficult the interpenetration of trade which the Treaty is intended to 

create”. Case 56/65 ECR 235 Société Technique Minière （L.T.M.） v. Maschinenbau Ulm 

GmbH （M.B.U.） , para.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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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在「Consten and Grundig 案」出現的 1960 年代，歐洲的新型家用電器

尚屬高科技產品市場，並無眾多同類家電可供選擇，又例如 1980 年代的商

用影印機市場，少數企業販賣的產品深受消費者喜愛，但其他企業生產的

商用影印機則未有太多選擇。因此，即便反競爭垂直協議僅由相關市場中

不同水平的事業（例如製造商與不同歐盟會員國的經銷商）所訂定，但此

等協議仍會對於相關市場中其他製造者、銷售商、零售商以及終端的消費

者，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因此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應無不適用於垂直

協議案件之理。  

 

二、任天堂案：同一案件中的複數垂直協議  

根據歐盟 2002 年任天堂案的行政處分（the Nintendo Decision），執委

會認定日本任天堂公司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因此核處該公司及 7

個位於不同歐盟會員國的經銷商（distributers）約 1 億 6780 萬歐元的罰鍰。

值得注意的是，該案並非歐盟反競爭協議相關案件中較常出現的水平協議

案件，而係一垂直協議案件。  

執委會作出該處分前，由於歐盟各會員國對於任天堂公司生產、販賣

的遊戲機及卡匣（consoles and games）有著高低不同的喜好程度，因此相

關產品在不同的歐盟會員國市場，出現了極大的價格差異。舉例來說，任

天堂遊戲機和卡匣的價格在英國較低，在德國和荷蘭較高，其價格的落差

可高達 65%。在價差的誘惑之下，當時有不少從事平行貿易（parallel trade）

的貿易商，會在價格較低的會員國大量購買任天堂的遊戲機和卡匣，其後

運送至價格較高的會員國販賣。貿易商透過巨大的價差獲取高額的利潤，

而身處價格較高的會員國的消費者若不太在意難以取得原廠售後服務的問

題，則他們往往樂於以較低廉的價格，購買完全相同的商品。不難想像的

是，當時任天堂公司並不樂見此種跨會員國的巨額交易行為，因為此種交

易行為的進行，已於數年內大量減少任天堂公司在價格較高的會員國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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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銷售量。 

執委會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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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總額 1 億 6780 萬歐元的罰鍰而言，任

天堂公司應負擔的部分為其中的 1 億 4900 萬歐元。執委會指出，任天堂公

司乃是推動上述違反歐盟競爭法的行為的主要力量（driving force），且該

公司於知悉執委會的調查行為後，仍繼續從事相關的違法行為。執委會於

作出此案的行政處分時，曾指責任天堂公司以人為的方式維持相關商品的

高價，而此舉使得歐盟的消費者，無法以市場上可能出現的最低價格（ the 

lowest price that the market can possibly offer）購買任天堂的遊戲機和卡匣。 

第五節 相關市場之界定基準 

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將限制生產、市場或限制技術發展的濫用優勢

地位行為，亦列為禁止的對象30。根據歐洲運作條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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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本文所引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的中譯文，係本計畫研究者依該法的英文版本翻譯，

原則上盡量講求與台灣公平交易法的用語一致。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的原文為：  

Any abuse by one or more undertakings of a dominant position within the common market 

or in a substantial part of it shall be prohibited 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in 

so far as it may affect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  

Such abuse may, in particular, consist in:  

（a）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mposing unfair purchase or selling prices or other unfair trading 

conditions; 

（b） limiting production, markets or technical development to the p rejudice of consumers; 

（c）  applying dissimilar conditions to equivalent transactions with other trading parties, 

thereby placing them at a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d）  making the conclusion of contracts subject to acceptance by the other parties of 

supplementary obligations which, by their nature or according to commercial usage, 

have no connection with the subject of such con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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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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運作條約之所以禁止事業濫用其優勢地位，係因濫用優勢地位的

行為，將對相關市場造成程度輕重不一的負面影響。在此，有必要特別強

調的是，在分析一事業是否具有排他的經濟力以及其該事業否濫用其優勢

地位之前，必須先界定相關市場的範圍，否則將無從進行相關的分析。  

 

一、原則上以「可替代性」為判斷原則  

依據執委會的「相關市場界定公告」，相關市場包括相關產品市場和相

關地理市場31，但值得注意的是，執委會的行政處分或歐盟法院的判決中

出現的相關市場一詞，指的大多為前述的相關產品市場。除非有必要特別

考量地理因素對於相關市場界定產生的影響，否則執委會或歐盟法院較少

提及相關地理市場的概念。  

執委會於「相關市場界定公告」中指出，就相關產品市場而言，當消

費者考量一特定市場上的商品（或服務）的特性、價格及用途之後，若認

為某些商品（或服務）具有「可交換性」或「可替代性」，則此等商品（或

服務）應被劃歸相關產品市場32。然而，針對此處的「可替代性」要件，

執委會進一步指出：「各個事業於競爭環境中所面臨的限制力量，主要有 3

                                                 
31 Commission Notice on Relevant Market Definition, para. 7.  
3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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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來源：需求可替代性、供給可替代性以及潛在競爭。從經濟的角度觀之，

為了界定市場，需求替代對於特定產品的提供者，帶來了最為立即且最有

效的規制力量」33。 

由此可知，執委會基本上係從經濟的角度將「可替代性」理解為「需

求的可替代性」。倘若不同的商品能於一定期間內滿足消費者的特定需求，

例如機車與電動機車皆可於一定期間內滿足上班族的通勤需求，則此 2 種

商品將會被劃歸同一相關商品市場。相同的概念亦可用來界定相關服務市

場。必須接著考慮的問題是，即便消費者的特定需求得到了滿足，但滿足

的程度或有差異，若執委會不論滿足程度的高低，將所有能滿足需求的商

品或服務皆劃歸同一相關商品或服務市場，則必然會出現相關市場範圍過

於寬廣或模糊的問題。因此，近年來歐盟法院的實務見解有限縮上述可替

代性概念的趨勢。  

 

二、 用來界定相關市場範圍的可替代性概念受到限縮  

執委會近年來於判斷一事業於相關市場是否擁有優勢地位時，經常引

用歐盟的第一審法院（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及其後普通法院（the 

General Court）作出的 3 個判決34。法院在 1997 年的 Deutsche Bahn v. 

Commission 案、2003 年的 British Airways v. Commission 案以及 2010 年的

AstraZeneca v. Commission 案中指出，為了調查一事業於特定商品市場或服

務市場是否擁有優勢地位，必須評估該相關市場中是否仍存在著競爭的可

能性。進行此一調查時，必須先確認此一相關市場之中，究竟包括了那些

                                                 
33  The Commission stated that “[u]ndertakings are subject to three main sources of 

competitive constraints: demand substitutability, supply substitutability and potential 

competition. From an economic point of view, for the definition of the relevant market, 

demand substitution constitutes the most immediate and effective disciplinary force on the 

suppliers of a given product”. （emphasis added） Commission Notice on Relevant Market 

Definition, para. 13. 
34 歐盟的第一審法院於 2009 年 12 月 1 日更名為普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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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或服務。為了判斷特定的商品或服務是否落入特定的相關市場之中，

必須考量此等商品或服務的特性，評估此等商品或服務是否能持續滿足特

定需求，並且於有限的範圍之內具有替代其他商品或服務的效果35。 

首先，法院提出以上的見解，主要是為了界定相關市場的範圍。換句

話說，此等見解與評估一事業於特定市場的經濟力強弱，雖無直接的關係，

但由此亦可了解，界定相關市場的範圍，與評估優勢地位的有無，有著密

切的關係。其次，審視法院的見解可知，界定相關市場的範圍時，不能僅

概略地認定各個商品之間（或各個服務之間）是否具有「可交換性」

（interchangeable），便將不同的商品（或服務）劃歸同一相關市場，或不

同的相關市場。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商品的可交換性，或服務的可交換性，必須嚴格

界定，否則相關市場的範圍，將會相當寬廣而模糊。舉例來說，智慧型手

機和平板電腦皆有拍照、錄影、（於安裝應用軟體後）連結各個社交平台（例

如 LINE、FACEBOOK 和 INSTERGRAM 的功能）。然而，智慧型手機的使

用者通常難以進行文書處理工作，而平板電腦使用者則不會有此問題，他

們大都可以進行簡單的文書處理。此外，與智慧型手機不同的是，平板電

腦一般不具有手機的通話功能。因此，若按歐盟法院的見解，以較為嚴謹

的方式界定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之間的「可交換性」，應當會得到二者不

具有「可交換性」的答案。換句話說，即便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具有一

些類似的功能，但從競爭法的角度觀之，二者各自有其獨立的相關市場。  

 

第六節 優勢地位之概念與判斷基準  

 

                                                 
35 Case T-229/94, Deutsche Bahn v. Commission, EU:T:1997:155, para. 54; Case T-219/99, 

British Airways v. Commission, EU:T:2003:343, para. 91; Case T-321/05, AstraZeneca v. 

Commission, EU:T:2010:266, para.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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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優勢地位之概念 

當熟悉經濟學基本知識的人得知一企業於特定市場中擁有優勢地位

時，通常會立刻聯想到以下種種可能出現的現象：市場中產品的價格受到

人為哄抬、市場中商品或服務的供給受到限制、研發遲滯 36。當此等現象

出現時，政府似有立即規範該企業的必要。然而，從競爭法的角度來說，

一企業並不會單純因為優勢地位的取得，而構成競爭法的違反。舉例來說，

若一企業取得特定市場優勢地位的方式，係藉由投入較競爭對手更多的人

力及物力，採取能夠提升產品或服務品質的管理策略，進而改善產品或服

務的品質並降低其價格，最終贏得消費者的肯定，則此種優勢地位的取得，

由於對於消費者權益及市場秩序皆無負面影響，因此並無禁止的必要。在

此必須強調的是，取得優勢地位並未違反競爭法，僅濫用優勢地位，方構

成競爭法的違反。  

歐盟競爭法中所謂的優勢地位，與台灣公平交易法中優勢地位概念相

同，相對應的英文辭彙係 dominant position 或 dominance。一般而言，擁

有一相關市場的優勢地位，係指一事業得以不顧競爭者與消費者的好惡，

擁有獨自排除相關市場中有效競爭（effective competition）的能力。這樣

的定義涵括了兩個要素，一為獨自運作的能力，另一為排除有效競爭的能

力。於相關市場中，一家有任意提高價格的能力或已經任意提高價格的事

業，係一擁有優勢地位的事業，亦即壟斷者（monopolist）37。在此市場中，

                                                 
36 不僅如此，根據經濟學家的研究，優勢尚可能導致競租（ rent-seeking）行為的出現、
組織鬆弛（organisational slack）以及財富分配不均等現象。首先，優勢之所以容易導
致競租行為，係由於優勢可能帶來高額利潤，因此廠商有意願採取各種手段，例如遊
說民意代表、設法禁止國外產品進入國內競爭，設法使自身成為優勢廠商，或者維護
既得的優勢地位。其次，由於缺乏競爭，優勢廠商即使生產不在成本最低處亦可存活，
因此容易浪費，出現冗員過多以及成本偏高等組織鬆弛的現象。第三，優勢大多係加
入障礙所造成，其他廠商無法分得優勢的利潤，因此優勢廠商的財富可持續增加，最
終造成社會上財富分配不均。參照熊秉元、胡春田、巫和懋、霍德明，經濟學：2000

跨世紀新趨勢，3 版，雙葉書廊， 225（2003）。 
37 John Shenefield and Irwin Stelzer, The Antitrust Laws: A Primer,4th ed., 36（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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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享有優勢地位的事業，係一價格決定者（price maker），而其競爭對手則

為價格接受者（price taker）38。然而，實務上究竟如何判斷所謂獨自運作

的能力﹖排除有效競爭的能力所指為何﹖相關認定並不容易，因此有必要

進一步分析實務上的判斷基準。  

 

二、關於判斷基準之實務見解 

（一）優勢事業無須理會競爭者、買受人和消費者  

歐盟法院於 1983 年 NV Nederlandsche Banden Industrie Michelin v. 

Commission 案以及 2015 年 Slovenská pošta v. Commission 案指出，具有優

勢地位的事業，有能力排除維持有效競爭（prevent effective competition）

的力量，並在相當的程度上有忽視競爭者和買受人的影響力而獨立運作的

能力39。歐盟法院於 1978 年 United Brands and United Brands Continental v. 

Commission 案、1979 年 Hoffmann-La Roche v. Commission 案和 2007 年

Microsoft v. Commission 案皆指出，擁有優勢地位的事業具有相當大的經

濟力（economic strength），此等事業不僅可忽視競爭者和買受人的影響力，

他們最終甚至得以忽視消費者的影響力而獨立運作40。 

總體而言，相關市場中所有的競爭者、買受人乃至於買賣過程中末端

的消費者，在理論上皆有影響市場的能力，但市場上若出現具有優勢地位

的事業，則該事業的經濟力，往往已足以讓其獨立思考調整供給量、調整

價格甚至調整售後服務提供方式等議題。不過，實務上較為困難的問題是，

市場乃是一個動態的環境，當特定事業的經濟力於一定期間內出現明顯的

                                                 
38 Id. 
39  Case 322/81, NV Nederlandsche Banden Industrie Michelin v. Commission, 

EU:C:1983:313, para. 37; Case T-556/08, Slovenská pošta v. Commission, EU:T:2015:189, 

para. 112. 此外，請參考執委會於「相關市場界定公告」的相關說明。  
40  Case C-27/76, United Brands and United Brands Continental v. Commission, 

EU:C:1978:22, para. 65; Case 85/76, Hoffmann-La Roche v. Commission, EU:C:1979:36, 

para. 38; Case T-201/04, Microsoft v. Commission, EU:T:2007:289, para.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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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長時，該事業是否完全無需考慮競爭者、買受人或消費者的意見，有時

會出現不易認定的情況。  

 

（二）高市占率以及競爭者之間的市占率落差為重要判斷指標  

首先，歐盟法院於 1991 年 Akzo v. Commission 案、2007 年 France 

Télécom SA v. Commission 和 2012 年 Telefónica SA v. Commission 案指出，

高市場占有率的存在（the existence of a very large market share），長期以來

皆為判斷一事業是否擁有優勢地位的重要依據。在大部分的情況下，高市

占率即為優勢地位的證據，而所謂的高市占率，指的是 50%以上的市占率

41。在 1991年的 Hilti v. Commission案、2003年的 Atlantic Container Line and 

Others v. Commission、2010 年的 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v. Commission

案和 2012 年的 Telefónica SA v. Commission 案，被指控濫用優勢地位的事

業皆擁有 70%至 80%的市占率，按歐盟法院的見解，此等高市占率本身即

被指控的事業於相關市場中擁有優勢地位的明確指標（clear indication）42。 

其次，相關市場中競爭者之間的市占率差異，亦為評估一優勢事業的

實際經濟力的重要指標。歐盟法院於 2003 年的 British Airways v. 

Commission 案指出，一優勢事業的市占率與其他（單一或數個）主要競爭

對手的市占率之間的差異值，乃是具有高度顯著性的指標（ a highly 

significant indicator）  43。本研究以為，此一所謂具有高度顯著性的指標，

並非用來判斷一事業是否擁有優勢地位，而是用來判斷一優勢事業於相關

                                                 
41 Case C-62/86, Akzo v. Commission, EU:C:1991:286, para. 60; Case T-340/03, France 

Télécom SA v. Commission, EU:T:2007:22, para. 100; Case T-336/07, Telefónica SA v. 

Commission, EU:T:2012:172, para. 150. 
42 Case T-30/89, Hilti v. Commission, EU:T:1991:70, para. 92; Joined Cases T-191/98, 

T-212/98 to T-214/98, Atlantic Container Line and Others v. Commission, EU:T:2003:245, 

para. 907; Case T- 66/01, 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v. Commission, EU:T:2010:255, 

para. 257; Case T-336/07, Telefónica SA v. Commission, EU:T:2012:172, para. 150.  
43 Case T-219/99, British Airways v. Commission, EU:T:2003:343, para.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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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實質影響力。舉例來說，A 事業於一相關市場的市占率為 52%，此

時市占率最高的競爭者 B 事業的市占率為 30%，或為 3%，雖不會影響 A

事業的優勢地位，但倘若 B 事業的市占率為 30%，則 A 事業於考慮大幅提

高商品售價或減少售後服務時，必然會考慮原有客源是否會流向 B 事業的

可能性。 

 

（三）阻礙競爭者的能力亦為重要判斷指標  

歐盟法院於 1978 年的 United Brands and United Brands Continental v. 

Commission 案和 1979 年的 Hoffmann-La Roche v. Commission 案中指出，

一事業於相關市場中是否有能力阻礙競爭者進入市場，或阻礙市場中的競

爭者擴大營運，亦為判斷該事業是否擁有優勢地位的關鍵因素。進一步來

說，阻礙競爭者的壁壘可分為兩類，一類為防止潛在競爭者（potential 

competitors）進入相關市場的壁壘，另一類則為阻礙市場內實際競爭者

（actual competitors）擴張營運活動的壁壘44。 

值得特別說明的是，在 70 年代至 90 年代，法院於前述 2 案所謂的「進

入壁壘」（barriers to entry）和「擴張壁壘」（barriers to expansion）究竟以

何種具體的形式存在，當時並無明確的答案。前歐盟法院大法官 David 

Edwards 教授和英國愛丁堡大學法學院 Robert Lane 教授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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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第七節 從歐盟法實務探究濫用行為之判斷基準  

                                                 
44 Case 27/76, United Brands and United Brands Continental v. Commission, EU:C:1978:22, 

para. 122; Case 85/76, Hoffmann-La Roche v. Commission, EU:C:1979:36, para. 48.  
45 David Edward and Robert Lane, Edward and Lane on European Union Law, 765（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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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業並不會單純因為優勢地位的取得，而構成競爭法的違反，僅濫

用優勢地位的行為，方構成競爭法的違反。此處的關鍵議題是，何謂濫用

優勢地位的行為﹖既有濫用優勢地位的反競爭行為，必然有與之相對的正

當競爭行為。首先，濫用優勢地位行為的認定之所以是一項重要議題，係

因：若一競爭法過度地從寬界定濫用優勢地位的行為，則禁止濫用優勢地

位的條文，必定成為壓縮各個事業行使正當商業行為的工具，進而破壞市

場秩序、侵害消費者權益，顯然不符合競爭法的立法目的。其次，認定濫

用優勢地位的行為雖非易事，但一般而言，一事業利用其優勢地位時，若

訂定不合理的高價且（或）降低其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的品質，明顯損害消

費者的權益，此即構成優勢地位的濫用。亦即，特定行為是否構成對消費

者的侵害，係一認定的重點。 

本章選擇了歐盟近 20 年來 4 件具有指標意義的濫用優勢地位案件。此

4 案及其涉及的濫用優勢地位行為分別為：  

一、微軟案：（一）限制生產，造成消費者權益之損害；（二）限制市

場發展，造成消費者權益之損害；（三）限制技術發展，造成消費者權益之

損害；以及（四）強迫消費者接受契約內容以外的額外義務。  

二、英特爾案：（一）在市場利用不當交易手段，造成競爭對手權益之

損害。（二）限制生產，造成消費者權益之損害；（三）限制市場發展，造

成消費者權益之損害；以及（四）限制技術發展，造成消費者權益之損害。 

三、高通案：（一）在市場利用不當交易手段，造成競爭對手權益之損

害。（二）限制生產，造成消費者權益之損害；（三）限制市場發展，造成

消費者權益之損害；以及（四）限制技術發展，造成消費者權益之損害。 

四、谷歌案：（一）在市場利用不當交易手段，造成競爭對手權益之損

害。（二）限制生產，造成消費者權益之損害；（三）限制市場發展，造成

消費者權益之損害；以及（四）限制技術發展，造成消費者權益之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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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軟案 

本研究所謂的歐盟微軟案，係歐盟法院於 2007 年 9 月 17 日所作的微

軟案判決46。應特別說明的是，此判決與上述 2004 年 3 月 24 日執委會的

行政處分有密切的關係；法院判斷的重點即在於認定執委會的行政處分應

否撤銷。為避免混淆，本研究的論述引用執委會的行政處分或法院的判決

內容時，將特別標明以玆區別。  

微軟案的判決雖有長達 1373 段的文字，但扼要地敘述微軟公司於此案

中產生爭議的行為並非不可能。因此，本文於此將依序介紹以下三個重點： 

（一）與此案有關的特定市場（relevant markets; 亦有直譯為「相關市

場」）； 

（二）微軟公司的「市場力量」（market power）； 

（三）微軟公司所為的濫用優勢地位的行為（ abuses of dominant 

positions）。 

此外，為避免混淆，有 2 點應優先敘明。首先，作出微軟案判決的法

院為當時的歐洲法院，但本研究使用此法院目前的正式名稱，亦即歐盟法

院。其次，微軟案所涉及的歐盟競爭法條為文歐體條約第 82 條，但本研究

統一使用此條文目前的條約名稱與條號，亦即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 

 

（一）微軟案之事實與判決理由 

1.特定市場 

按執委會的認定，與此案相關的特定市場係三個跨國產品市場

（worldwide product markets），分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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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ase T-201/04, Microsoft Corp. v. Commission [2007] ECR II-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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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47。執委會對此三個市場的界定如下：  

(1)第 1 個市場：就用戶端個人電腦作業系統市場而言，所謂的用戶端

個人電腦，指的是具備基本功能，同時間供一人使用且具有連接

網路功能的電腦48。至於操作系統，則是一種「系統軟體」 （“system 

software”），能控制電腦基本功能的運作，並能讓使用者操作電腦

並使用應用軟體49。 

(2)第 2 個市場：就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市場來說，此伺服器作業

系統，係用以提供共同「基礎設施服務」（ “basic infrastructure 

services”）給連接於中小型網路中數量相對較少的個人電腦50。 

(3)第 3 個市場：就串流媒體播放器市場而言，所謂媒體播放器，指的

是能讀取數位形式的聲音及影像內容的軟體產品，亦即，此產品

得以將相關數位資料解碼（decoding the corresponding data），並轉

譯（translating）為給予硬體（例如喇叭或螢幕）的指令。串流媒

體播放器，可用來讀取「源自」（“streamed”）於網際網路的聲音

與影像內容51。 

 

2.市場力量 

根據執委會的判斷，微軟公司於上述三個特定市場中的前兩個市場，

擁有優勢地位（dominant positions）52。執委會對於微軟在此三個市場中所

擁有的市場力量，有以下的認定：  

(1)就用戶端個人電腦作業系統市場而言，微軟自 1996 年或更早之前

                                                 
47 para. 23, n. 46 above. 
48 para. 24, n. 46 above. 
49 para. 24, n. 46 above. 
50 para. 25, n. 46 above. 
51 para. 28, n. 46 above. 
52 paras. 22 and 30, n. 46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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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擁有優勢地位53。執委會的判斷標準主要為：第一，微軟的產品

於此特定市場，擁有超過 90%的市場占有率（market share）。第

二，微軟享有穩定而持久的市場力量（Microsoft’s market power has 

‘enjoyed and enduring stability and continuity’）  54。 

(2)就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市場來說，微軟自 2002 年或更早之前

即擁有優勢地位55。執委會的認定標準主要為：第一，根據保守估

計，微軟的產品於此特定市場，擁有至少 60%的市場占有率。第

二，微軟於此市場有三個主要競爭對手，其生產的產品及市場占

有率分別是：NetWare 的 10%至 25%、Linux 的 5%至 15%以及

UNIX 的 5%至 15%56。 

 

3.濫用優勢地位之行為：限制生產、限制市場或限制技術發展，造成消費者

權益之損害、強迫消費者接受額外義務  

 

按執委會與法院的判斷，微軟公司濫用優勢地位的行為有二，茲分述

如下。 

 

（1） 拒絕將相容資訊授權他人 

a.爭議 

就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市場而言，於 1998 年 10 月至 2004 年 3

月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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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與微軟

                                                 
53 para. 30, n. 46 above. 
54 para. 31, n. 46 above. 
55 para. 30, n. 46 above. 
56 para. 33, n. 46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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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相互競爭的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 57。微軟是否願意將互動資訊授

權他人使用，與此作業系統市場的發展有何關係﹖此係執委會須清楚認定

的問題。 

首先，執委會指出，所謂的相容資訊，是微軟「視窗工作伺服器作業

系統」（Windows work group server operating systems）中所有「被執行協定」

（implemented protocols）的完整且正確的詳細資訊（complete and accurate 

specifications）58。簡單來說，此處的互動資訊，係指微軟工作群組伺服器

作業系統與非微軟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的完整「對話機制」。微軟之外

的軟體開發公司，若無法取得此對話機制的詳細資料，則無法編寫能夠與

微軟工作伺服器作業系統互動的產品。也就是說，在微軟擁有工作群組伺

服器作業系統市場的優勢地位的情況下，已經使用微軟工作群組伺服器作

業系統的眾多企業或其他組織，日後幾乎不可能購買與現有微軟系統無法

互動的非微軟產品。  

舉例來說，若一家提供合法音樂及電影下載服務的公司，於業務發展

初期，購置 10 台大型伺服器與 10 套微軟公司生產的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

系統，建立大型數位影音資料庫，提供消費者下載音樂及電影的服務，俟

業務擴張後，該公司欲另行購置 10 台大型伺服器與 10 套工作群組伺服器

作業系統，以擴大儲存數位影音內容的空間。理論上來說，此影音下載服

務公司除了有可能再次選擇微軟公司生產的伺服器作業系統，此公司亦有

可能考慮其非微軟的伺服器作業系統，在比較同類產品的功能與價格之

後，作出選擇。然而，此處的關鍵問題的是，若購置非微軟的伺服器作業

系統，則此產品與原先已購置的微軟伺服器作業系統，必須能夠順利地相

互連結，否則即無法達成擴建影音資料庫的目的。職是之故，從微軟的競

                                                 
57 para. 36, n. 46 above. 
58 para. 37, n. 46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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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對手的角度來看，欲開發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必須先取得微軟產

品的相容資訊，否則開發新系統的投資純屬浪費。  

微軟公司於法院審理本案的過程中，對前述執委會的見解提出反駁，

主張其拒絕提供互動資訊的行為，並未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禁止濫

用優勢地位的規定59。微軟之所以主張其並未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

禁止濫用優勢地位的規定，主要基於以下兩點理由。第一，相容資訊係屬

營業秘密（trade secrets），受到智慧財產權法的保障，因此拒絕提供相容

資訊並非濫用優勢地位60。第二，依照歐盟法院於先前判決（case law, 即

不成文法）中所建構的相關基準，歐盟法院於本案不應要求微軟將相容資

訊授權第三人61。 

 

b.判決重點 

歐盟法院於此案判決中所認同者，係執委會而非微軟公司的意見。本

研究在此將判決的重點扼要敘述如下。法院首先強調，一擁有優勢地位的

事業，若拒絕授權第三人使用其享有智慧財產權的產品（a product covered 

by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並非當然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禁止

濫用優勢地位的規定；僅智慧財產權人於例外情況（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下行使其排他權（exclusive right）時，方有違反歐盟運作

條約第 102 條之虞62。至於微軟拒絕他人使用相容資訊的行為，是否屬於

例外情況下行使營業秘密，故而構成優勢地位之濫用﹖法院採取肯定的見

解，並提出以下的理由。  

必須優先釐清的是，那些情況係屬上述的例外情況﹖法院指出，分析

                                                 
59 para. 312, n. 46 above. 
60 para. 312, n. 46 above. 
61 para. 312, n. 46 above. 
62 para. 331, n. 46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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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先前的相關判決，可知以下三種情況可視為例外情況：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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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該拒絕行為排除此鄰近市場中所有有效競爭行為。  

三、該拒絕行為阻礙了具有潛在消費需求的新產品的出現63。 

第一，相容資訊是否為不可或缺的資訊﹖法院採取肯定的見解，認為

非微軟產品與微軟相關視窗產品的互動性（interoperability）之欠缺，必將

增強微軟於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市場中的競爭優勢（ to reinforce 

Microsoft’s competitive position），其主要原因在於，這個欠缺相容性的情

況，將誘使消費者選擇微軟銷售的相關產品64。此外，法院發現，即便微

軟本身亦不得不承認，所有其建議的作法，皆無法讓非微軟產品與微軟相

關視窗產品充分相容（high degree of interoperability）65。 

第二，微軟的拒絕行為，是否帶來排除鄰近市場中競爭活動的風險﹖

法院採取肯定的看法66。法院認為，當歐盟執行委員會作出以下結論時，

其評估並無明顯錯誤（did not make a manifest error of assessment）：就工作

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市場的演進（the evolution of the market）來看，該市

                                                 
63 para. 332, n. 46 above. 由於此段判決內容極為重要，茲將原文引述如下：  

It also follows from that case-law that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in particular, must be . 

considered to be exceptional: 

in the first place, the refusal relates to a product or service indispensable to the exercise of. 

a particular activity on a neighbouring market;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refusal is of such a kind as to exclude any effective competition on . 

that neighbouring market; 

in the third place, the refusal prevents the appearance of a new product for which there is . 

potential consumer demand. 
64 para. 422, n. 46 above. 
65 para. 435, n. 46 above. 
66 para. 620, n. 46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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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競爭活動確實存在著被排除的風險67。法院特別指出，該市場的競爭

活動，確有被排除的風險，其原因在於，該市場的部分特性，有可能使已

採用微軟視窗工作群組伺服器的機構，打消轉而使用微軟競爭對手的產品

的念頭68。 

第三，微軟的拒絕行為，是否阻礙了新產品於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

統市場的出現﹖對此問題，法院亦採取肯定的見解。首先，法院主張，此

問題的判斷，涉及到微軟的行為是否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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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ting 

production, markets or technical developments to the prejudice of consumers）

的規定69。就此，法院的見解是肯定的，其原因在於：微軟以拒絕授權相

容資訊的方式，保留其「人為優勢」（artificial advantage），藉此讓競爭對

手喪失開發新型伺服器作業系統的念頭；此結果明顯地對消費者造成不利

益70。微軟拒絕行為所造成的結果為：微軟的競爭對手因其產品於市場的

價值不高，因此處於一種相對的不利位置（placed at a disadvantage by 

comparison with Microsoft）71。法院指出，須特別注意的是，微軟拒絕提

供相容資訊的行為，是否會減少其競爭對手進行研發的誘因（ the incentive 

for Microsoft’s competitors to innovate）72。此外，關於是否造成對消費者

不利益之判斷，法院指出，根據法院先前的相關判決，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第 2 項 b 款所謂損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指涉的不僅是可能直接損害消

                                                 
67 para. 618, n. 46 above. 
68 para. 619, n. 46 above. 
69 para. 643, n. 46 above. 
70 para. 653, n. 46 above. 
71 para. 653, n. 46 above. 
72 按法院的見解，判斷此問題的關鍵點，並不是「微軟拒絕提供相容資訊的行為是否會

減少微軟本身進行研發的誘因，而是此行為是否會減少其競爭對手進行研發的誘

因」。其原文為：“the issue to be decided is the impact of the refusal to supply on the 

incentive for Microsoft’s competitors to innovate and not on Microsoft ’s incentives to 

innovate”. para. 659, n. 46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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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權益的商業行為，亦包括以損害「有效的競爭環境」（ effective 

competitive structure）的方式，間接損害消費者權益的商業行為73。就此案

而言，微軟以取得顯著市場占有率（a significant market share）的方式，損

害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市場活絡的競爭環境，因此屬於間接損害消費

者權益的行為態樣74。總體來說，法院認為微軟拒絕提供相容資訊的行為，

已限制技術發展，進而構成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第 2 項 b 款所謂損害消

費者權益的行為，法院因此認定：微軟的行為，已阻礙新產品於工作群組

伺服器作業系統市場的出現75。 

 

（2） 捆綁銷售 

a.爭議 

按執委會的認定，於 1999 年 5 月至 2004 年 3 月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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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執委會因此認定，微軟的捆綁銷售行為係屬濫用優勢地位，構成歐體條約

第 82 條之違反77。執委會就此認定提出以下的理由：  

一、微軟於用戶端個人電腦作業系統市場擁有優勢地位78。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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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三、微軟並未給予消費者購買微軟視窗（Windows, 即微軟生產的用戶

端個人電腦作業系統）但不購買微軟視窗媒體播放器（Windows 

                                                 
73 para. 664, n. 46 above. 
74 para. 664, n. 46 above. 
75 para. 665, n. 46 above. 
76 para. 43, n. 46 above. 
77 para. 44, n. 46 above. 
78 para. 854, n. 46 above. 
79 para. 855, n. 46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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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layer, 即微軟生產的串流媒體播放器）的選擇權80。 

四、微軟捆綁銷售視窗媒體播放器的行為，排除了串流媒體播放器市

場中各種產品的競爭81。 

 

b.判決重點 

歐盟法院於本案判決中，對上述執委會的見解表達了贊同之意，認為

執委會的相關分析既符合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的意涵，亦符合歐盟法院

先前於相關判決中所提出的見解82。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針對上述執委會

的第三點理由，法院除表達贊同之外，亦藉由該契約成立的條件加以說明。

由於消費者不得於未取得微軟視窗媒體播放器的情況下獲得微軟視窗用戶

端個人電腦作業系統，法院因此認為，該契約成立的先決條件，係消費者

對於額外義務的接受（subject to acceptance of supplementary obligations）；

若此先決條件未滿足，則契約不成立83。微軟將此額外義務加諸於消費者

的行為，係法院同意執委會見解的主要理由84。 

此外，對於上述執委會的第 4 點理由，法院針對微軟與「原始設備製

造商」（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OEMs）之間的關係說明特定市

場的情況。所謂原始設備製造商，台灣產業界稱之為代工廠，亦即大陸產

業界所說的「貼牌生產商」85。在此，原始設備製造商，係指從不同來源

取得電腦軟體與硬體並加以組裝的企業，這些企業不販賣單一的軟體或硬

體零件，而是直接向末端消費者販賣已組裝完成的個人電腦（ ready-to-use 

                                                 
80 para. 856, n. 46 above. 
81 para. 857, n. 46 above. 
82 para. 859, n. 46 above. 
83 para. 961, n. 46 above. 
84 para. 975, n. 46 above. 
85 許多著名品牌的製造商，在產品的供應上無法滿足市場的需求，或需要特定的零件，

因此經常向原始設備製造商，亦即代工廠訂貨，請求其代為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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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86。自 1999 年 5 月起，微軟僅向組裝個人電腦的原始設備製造商提供

帶有視窗媒體播放器（即串流媒體播放器）的視窗作業系統（即用戶端個

人電腦作業系統），但不提供未附加視窗媒體播放器的視窗作業系統。87 此

供給方式，必然會影響微軟、原始設備製造商以及其他媒體播放器製造商

於串流媒體播放器市場中的關係，大幅改變市場競爭的平衡狀態，進而造

成對微軟有利但對其競爭者極其不利的情況88。此係法院認定微軟已排除

串流媒體播放器市場中各種產品的競爭的主要原因89。 

 

（二）評析 

歐盟法院指出，一擁有優勢地位的事業，若拒絕授權第三人使用其享

有智慧財產權的產品，並非當然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禁止濫用優勢

地位的規定；僅智慧財產權人於例外情況下行使其排他權時，方有違反歐

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之虞。如上所述，法院認為，

分析先前的相關判決，共有 3 種情況可視為例外情況。此 3 種例外情況可

被視為「三部分析法」（three-part test）。法院運用這 3 個步驟決定微軟拒

絕授權的行為是否構成其於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市場濫用優勢地位的

行為。首先，此分析法的第 1 個部分所關注者係系爭產品的特色。此處的

關鍵在於此產品是否為鄰近市場欲進行特定活動時所不可或缺。若該產品

並非不可或缺，則即便鄰近市場中企業的業績不佳，此結果亦不可歸責於

擁有優勢地位的事業。其次，此分析法的另外 2 個部分所著重者係微軟拒

絕授權所造成的結果。法院所關注者係拒絕授權是否排除了有效的競爭行

為以及拒絕售權是否阻礙了新產品的出現。  

                                                 
86 para. 923, n. 46 above. 
87 para. 1034, n. 46 above. 
88 para. 1034, n. 46 above. 
89 para. 1090, n. 46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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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緊接著將對歐洲法院的判決理由進行分析。就此分析法的第 1

部分而言，法院指出，非微軟產品與微軟相關視窗產品的互動性之欠缺，

必將增強微軟於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市場中的競爭優勢。此外，這個

欠缺互動性的情況，的確誘使消費者選擇微軟銷售的相關產品。以上見解

係法院歸納當時市場情況所得的結論，並無可爭執的空間。然而，就此分

析法的第 2 部分而言，法院未能清楚說明為何微軟拒絕授權的決定已然排

除了鄰近市場所有的有效競爭活動。  

 

1.「風險原則」之有效性令人質疑 

三部分析法的第 2 部分所關注者係微軟拒絕授權的決定是否排除了有

效的競爭行為。就此而言，首先，法院有必要先定義何謂「有效競爭」。若

無法精確界定「有效競爭」的意涵，則法院根本無法進一步確認微軟拒絕

授權的決定是否已然排除了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市場的「有效競爭」。

其次，欲認定有效競爭是否已被排除，法院應考量微軟拒絕授權的決定是

否已造成顯著的負面影響，故而破壞有效競爭。法院至少應考量微軟拒絕

的決定是否極有可能對相關市場的有效競爭造成損害。換句話說，若微軟

拒絕的決定並未對市場的有效競爭造成顯著的負面影響或可能的損害，則

法院不宜貿然認定，微軟拒絕的決定已然排除市場的有效競爭。  

基於上述兩個標準，本文認為歐洲法院於微軟案的判決理由存在明顯

瑕疵。首先，法院並未定義「有效競爭」一辭，如何能精準確認微軟拒絕

授權的決定已然排除了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市場的「有效競爭」﹖其

次，法院並未考量微軟拒絕授權的決定是否已造成顯著的負面影響。第三，

判斷有效競爭是否已被排除時，法院所採取的判斷原則是一種「風險原

則」，思考一項風險的有無；其重點在於：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市場中

的競爭是否有被排除的可能性？法院指出，「當歐盟執行委員會作出以下結

論時，其評估並無明顯錯誤：就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市場的演進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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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市場的競爭活動確實存在著被排除的風險。」法院表示，其對於執委會

以下的結論頗為滿意：「該市場的競爭活動，確有被排除的風險，其原因在

於，該市場的部分特性，有可能使已採用微軟視窗工作群組伺服器的機構，

打消轉而使用微軟競爭對手的產品的念頭」。  

以上判決理由，涉及數個值得深入探討的重要議題。首先，執委會與

法院並未指陳，究係那些市場特性，可能造成已採用微軟視窗工作群組伺

服器的機構，打消轉而使用微軟競爭對手的產品的念頭﹖其次，若工作群

組伺服器作業系統市場確實具有上述特性，此等特性實際上是否造成了上

述結果﹖執委會與法院顯然採取肯定見解，但皆未說明此見解係立基於何

項經濟數據。尤有甚者，執委會與法院既未明確指出微軟拒絕授權的決定

是否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亦未嘗試確認此拒絕的決定是否極有可能減少

此特定市場的有效競爭活動。簡單來講，法院的見解是，特定市場的競爭

活動有遭到排除的風險。換句話說，法院僅對以下的事實有所確信：特定

市場具有某些特性，此等特性可能使已採用微軟視窗工作群組伺服器的機

構，喪失購買非微軟視窗產品的興趣。  

必須強調的是，上述的「風險原則」對於判斷所有有效競爭活動是否

遭到排除，並無實益。其原因在於，即便特定市場存在競爭活動，微軟所

採取的許多簡易但有效行銷策略（例如降價），仍然有可能使微軟視窗使用

者喪失購買非微軟視窗產品的興趣。職是之故，究係微軟的拒絕授權決定，

或者是微軟與其競爭者的激烈競爭，使得微軟視窗使用者不願購買非微軟

產品的決定？此顯係一難以回答的問題。換句話說，微軟拒絕授權的決定

未必會排除特定市場的有效競爭活動；兩者之間並未存在明確的因果關係。 

本研究以為，法院至少應檢視微軟於特定是場的市占率在 2004 年 3

月前的數年的增長幅度。若微軟的市占率與其競爭對手的市占率於這段期

間大致維持不變，則法院應調查微軟是否利用其拒絕授權的決定或者運用

其他商業手段，阻礙其競爭對手提升市場占有率。然而，事實上法院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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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此時期微軟與其競爭對手於市占率的變化，相關的判斷僅奠基於其模

糊的風險原則。  

總體而言，風險原則的適用，已對電腦軟體產業中的眾多企業，特別

是在研發方面成果輝煌的企業，構成極大的威脅。ㄧ個從事軟體研發與行

銷的公司，如何有能力確認那些商業策略可能使消費者失去購買其他公司

產品的興趣？此項確認的工作雖非絕無可能，但對一軟體公司而言絕對極

為困難。當研發成果輝煌的電腦軟體企業發現此項確認工作幾乎不可能進

行時，此等企業極可能放棄特定的商業策略，以免此等商業策略遭歐盟執

委會或歐洲法院認定為濫用優勢地位的行為。  

 

2.「新產品原則」之瑕疵 

三步分析法的第 3 個部分所關注者，係微軟拒絕授權的行為，是否阻

礙了具有潛在消費需求的新產品（新的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的出現。

本研究稱此原則為「新產品原則」。歐盟法院建立「新產品原則」的目的，

係為認定微軟的拒絕行為是否妨礙研究、發展、生產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

系統，甚至阻礙了此市場的發展。誠如法院所言，微軟的行為阻礙新產品

出現與否，應考量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 b 款的規定。根據此款，「限制生

產、市場或限制技術發展，造成消費者權益之損害」係一應禁止的濫用優

勢地位行為。亦即，判斷微軟的行為是否阻礙新產品出現，法院關注的重

點在於微軟的拒絕行為，是否限制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的生產、市場

或限制相關技術發展，故而損害消費者的權益。  

就本案而言，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中所謂生產及技術發展等辭彙，

是否意指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市場中所有產品的生產與技術發展，亦

即包括微軟產品的生產與發展？或者此等詞彙僅指涉微軟競爭對手產品的

生產與發展？此問題的答案極為重要，值得審慎考量。本研究認為，此二

詞彙應指所有產品的生產與發展，原因有二。首先，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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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本身並未限縮此二詞彙的意涵。其次，就此款的立法目的而言，其欲達

成的目標係避免消費者的權益因相關產品的生產、市場或技術發展受限制

而蒙受損害。只要擁有優勢地位的事業全力研發與製造高品質產品或提供

高品服務，消費者便必然得以從中獲益。換句話說，優勢事業於研發與製

造商品上所付出的努力，確保了有效的生產與顯著的技術發展或者確保了

相關市場中高品質服務的提供，此等努力顯然滿足了消費者的權益。須特

別說明的是，無論是微軟或其競爭者皆竭盡心力於軟體研發工作，力圖滿

足消費者對於高品質軟體的需求。  

本研究因此認為，所謂的「新產品原則」，理應包括兩個部分：  

1.法院應考量微軟的拒絕行為，是否將會大幅降低微軟競爭者研發新

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的誘因。  

2.法院亦應同時考量微軟的拒絕行為，是否能確保其本身享有足夠的

誘因以繼續研發與生產新的作業系統。  

有必要進行此 2 項重要分析的原因在於，無論微軟的拒絕行為所降低

者，係微軟本身或其競爭對手的誘因，總體而言，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

統的生產、市場發展或技術發展，皆會受到阻礙，而此種阻礙勢必損及消

費者的權益。 

吾等不難發現，微軟若選擇上述的第 2 項判斷標準進行抗辯，對其顯

然較為有利。其原因在於，此標準易用來判斷是否有足夠的商業上誘因微

軟促使其繼續生產與研發新的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由此觀之，微軟

進行以下的抗辯也就不令人意外了：微軟指出，微軟拒絕提供相容資訊的

行為會減少微軟本身進行研發的誘因。然而，由結果觀之，法院顯然未將

優勢廠商自身的研發誘因置於重要的位置，法院所關心者，顯然是優勢廠

商的競爭對手是否能持續享有充足的研發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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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特爾案 

近 20 年來，美國企業於全球多項高科技產品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而

來自各國企業、消費者的高度肯定，已逐漸轉化為高市場占有率（high 

market shares）。然而。然而，伴隨高市占率而來不單是取得勝利的喜悅，

高市占率同時也造成了競爭對手的憂慮，而此種憂慮，往往會演化為競爭

對手向歐盟競爭法主關機關所提出的「美國企業濫用優勢地位」（abuses of 

dominant positions by U.S. businesses）申訴案。每當歐盟處理競爭法業務

的行政機關─執委會啟動調查程序，遭調查的企業無不感到相當困擾。  

產生此種困擾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不論是歐盟國家或及歐盟以外

國家的高科技企業，一旦遭認定有濫用優勢地位的行為，往往必須付出高

額的行政罰。舉例來說，就本研究所關注的另一件垂直限制案件，歐盟「英

特爾案」（the Intel decision）而言，執委會作出了裁處 Intel 10.06 億歐元鉅

額罰鍰的行政處分。就此高額的行政罰而言，不僅各國的高科技企業憂心

不已，學者亦質疑如此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商業領域如此強勢的介入，究

竟有無必要90？第二，由於亞洲企業對於歐盟競爭法制較不熟悉，因此對

於涉及高度法律風險的商業行為往往毫無警覺，遑論對於相關法律風險加

以嚴格控管。以我國而言，為提升台灣企業對於各國競爭法規範的認知並

降低企業違法的成本，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亦於民國 100 年 10 月 12 日通

過「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企業訂定反托拉斯遵法規章之指導原則」

以及「企業關於反托拉斯之遵法行為守則」91。 

                                                 
90 Professor Damien Geradin doubts whether antitrust intervention is necessary in a market 

of a high-tech product characterised by increasing output, decreasing prices and sustained 

innovation. Just as he has noted, ‘[t]hese characteristics alone should raise serious doubt 

about claims of anti-competitive foreclosure and consumer harm’. D. Geradin, “The 

Decision of the Commission of 13 May 2009 in the Intel Case: Where is the Foreclosure 

and Consumer Harm?”,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490114##,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91 劉又銓，「企業應訂定內部反托拉斯遵法規章」，公平交易通訊，第 42 期，12-13（2011）。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49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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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於此部分將分析歐盟在微軟案後處理濫用優勢地位爭議的新標

準，並將焦點集中於「同等效能競爭者測試法」（“as efficient competitor” 

test）的理論、實務與相關法律爭議。2009 年的英特爾案，係一在微軟案

之後另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行政處分，涉及濫用優勢地位的爭議 92。何以

稱其為歐盟的新標準？舊標準究竟採取何種處理方式？基本上所謂的舊標

準，即為歐盟競爭法中原有的標準。  

此處所謂的歐盟並非歐盟法院，而是執委會，亦即歐盟最重要的行政

機關。它適用競爭法中的一些基本判斷基準，但也常被批評並未依據實證

經濟學的證據來處理競爭法的爭議，先前引發高度爭議者當屬本研究已分

析的微軟案93。執委會在 Intel 案的行政處分雖運用了實證經濟學的原則，

但此舉似乎引起了更大的爭議。對於引發爭議的歐盟新標準，文後將有更

完整的說明。執委會於 2009 年 5 月時作出這個行政處分，但於 9 月 21 日

才公布；公布的內容剔除了其中涉及商業機密的重要資訊，譬如優勢事業

製造相關商品的成本、代工廠（OEM）購買這些產品的價格等，所以它是

一個並未提供所有相關數據的版本。  

 

                                                 
92 Commission Decision of 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under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and 

Article 54 of the EEA Agreement （COMP/C-3/37.990 - Intel） . 
93 Commission Decision 2007/53/EC of 24 March 2004 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pursuant to 

Article 82 EC and Article 54 of the EEA Agreement against Microsoft Corp.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on 1 March 2007, the Commission, by means of a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warned Microsoft of further penalties （of up to €3 million per day） over its unreasonable 

pricing of the interoperability information （IP/07/269）. The Commission later reached the 

conclusion that up until 21 October 2007 Microsoft had failed to comply with its 

obligation pursuant to the Commission decision to offer access to the interoperability 

information on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terms. As a result, on 27 February 2008, 

the Commission adopted a decision pursuant to Article 24（2）  of Regulation 1/2003, 

imposing on Microsoft a penalty payment of €899 million for non -compliance with its 

obligations. The relevant period of non-compliance runs from 21 June 2006 to 21 October 

2007,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microsoft/implementation.html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microsoft/implement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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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實與爭點 

本案受處罰的公司是 Intel Corporation，理由是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禁止濫用優勢地位的規定94。Intel 涉及的行為是運用一些商業策略

與行為，排除特定的中央處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s; CPU）市場中

的競爭對手，而歐盟認定此係濫用優勢地位的行為。此案涉及 86 型的 CPU

的市場。Intel 於此相關市場中為一優勢事業，就此類型的 CPU 製造、生

產、銷售而言，其於相關市場的市占率非常的高，這些商品賣給一些 OEM，

而 Intel 在商業手段上採行了給予 OEM 折扣的方案（rebates scheme）。此

時出現的爭議是：給予下游廠商折扣違法嗎？給予折扣乃垂直行為，雖不

能說垂直行為必無違反競爭法的疑慮，但一般認為，垂直行為必須有較明

確的負面影響，行政機關方可確定是否須限制或處罰95。 

Intel 的主要競爭對手 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 （AMD）向執委會

提出申訴，指稱 Intel 的行為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構成濫用優勢地

位，其後執委會便進行了相關的調查。所有歐盟競爭法的爭議，特別是濫

用優勢地位的爭議，須優先思考的問題是，特定企業或被申訴的企業販賣

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務是什麼？此即「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s）的確認。

接著須評估特定的企業於相關市場中的的市場力量，若此企業擁有極高的

市場力量，則必須繼續觀察它有無濫用此市場力量。  

 

（二）執委會行政處分之結果與理由  

                                                 
94 The text of Article 102 TFEU was untouched by the Amsterdam, Nice, and Lisbon Treaties, 

but what is now Article 102 was numbered Article 82 EC until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Lisbon Treaty on 1 December 2009. 
95 Discounting practices have been considered anti-competitive in some circumstances, but 

discounting is a vertical practice that is presumptively pro-competitive. Just as Professor 

Herbert Hovenkamp has noted, ‘[i]t should be condemned only in the presence of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and proven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H. Hovenkamp, “Discounts 

and Exclusions”, University of Iowa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5-1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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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委會認為本案的相關市場有兩種可能的界定方式。第一種界定方式

是將本案相關市場認定為一個整體的產品市場，這個市場的產品是所有類

型電腦中使用的 86 型的 CPU，而所謂所有類型電腦指的是桌上型、筆記

型及伺服器型電腦。另一種界定方式是將本案相關市場認定為三個不同的

市場，亦即桌上型電腦的 86 型 CPU 市場、筆記型的 86 型 CPU 市場、伺

服器型電腦的 86 型 CPU 市場。 

然而，關於 Intel 的市場力量評估，不論是上述第一種或第二種認定方

式，Intel 生產的 86 型 CPU 皆長期擁有極高的市場占有率。根據第一種認

定方式，在 6 年的觀察期內，Intel 於整體產品市場至少有 80%的市占率。

按第二種認定方式，Intel 於任一個別市場也有 70%的市占率。可補充說明

的是，在其他產品市場往往見不到如此高的市占率。如此高的市占率多半

出現於高科技產業，特定的優勢事業進入市場的時機或研發、生產商品的

時機往往非常好，甚至相關商品標準的訂定都是由特定優勢事業所主導。

回到認定 Intel 的市場力量的議題，執委會認定：Intel 的競爭者進入這個市

場時，或者進入市場後計畫擴大市占率之時，Intel 皆擁有顯著的阻擋力，

執委會稱此阻擋力為「顯著壁壘」（significant barriers）。所謂顯著的壁壘，

主要是 Intel 所擁有的智慧財產權，這些為數可觀的權利，實際上不外乎是

與中央處理器有關的專利、營業秘密等。  

須強調的是，在相關市場擁有強大的市場力量，本身並無違法的問題，

因為擁有極高的市占率可能僅係企業努力的結果，出現濫用優勢地位的行

為方有處罰與否的問題。關於濫用地位的行為，於本案中可分作兩個部分

檢視，一是「折扣方案」（rebates scheme）的執行，另一是「明顯限制」（naked 

restrictions）的實施。 

執委會對於 Intel 折扣方案的論理如下：首先，Intel 於 86 型 CPU 市場

擁有優勢地位，它所執行的特定折扣方案對於競爭對手造成相當大的排除

效果，可將競爭對手推出市場之外，但如何判斷排除效果則需要有一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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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學的指標。執委會的基本見解是，Intel 於販賣相關產品、從事特定競爭

活動時採取虧本販賣的方式，亦即以低於成本的價格排除競爭對手。此見

解說來簡單，但稍有經濟學知識的人必定懷疑，為此判斷時究竟要如何計

算所謂的成本？經濟學上的平均成本有平均變動成本（Average Variable 

Costs; AVC）、平均可避免成本（Average Avoidable Costs; AAC）等種類，

但執委會所計算者，究竟為何種成本？若將一優勢事業的生產過程切割為

「按照原訂計畫生產」的階段以及「以排除競爭對手為目的（在原計畫之

外）增加產量」的階段，由於 AVC 涵蓋兩階段的成本，但第一階段的成本

與系爭競爭行為並無關係，因此運用 AVC 於此案中不具實益。  

執委會採取的是「同等效能競爭者測試法」，此測試法之所以將觀察的

重點置於 AAC，其原因在於：一優勢事業於未與特定競爭對手對決時有一

原訂生產計畫，但由於新的競爭對手出現，因此進行額外的生產活動，並

將額外生產的產品以較高的折扣賣給下游廠商，讓下游廠商以低價購得產

品。執委會所關注者，即為此額外的、涉及特定競爭行為的成本。此成本

的範圍較為清楚，不至於與原計畫的成本一並計算，此時特別觀察折扣後

的售價是否較 AAC 這個成本還來的低，若確係如此，則可知此折扣方案

極不合理，此係同等效能競爭測試法的一項關鍵 96。此外，同等效能競爭

者測試法尚有另一層意涵：假設一競爭者與此優勢事業的生產能力、管理

能力等皆相同，但是連此同等效能競爭者都無法以如此低的價錢販賣產

品，亦即以如此低的價錢販賣產品必定會虧本，一旦確定此事，即可確知

此優勢事業的定價顯不合理。  

                                                 
96 In the Intel Decision, the Commission used the cost benchmark of AAC to assess the 

exclusionary effect of the rebate schemes implemented by Intel. When effective price  

（standard price minus the rebate it grants to its customers）  is set below AAC, the firm 

experiences a negative cash flow on its sales at that price. Prices below AAC should 

trigger antitrust inquiry because they suggest that the firm is making sales unpro fitable and 

may reflect an effort to exclud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Competition and Monopoly: 

Single-Firm Conduct under Section 2 of the Sherman Ac t, 65（2008） . 



57 

 

 

（三）評析 

假設 Intel 的經營者給予 OEM 高折扣，亦即讓 OEM 購得較便宜的

CPU，此折扣對於末端消費者將產生正面或負面影響？一般認為應為正面

影響，因為 OEM 組裝電腦時可用較低的成本購得 CPU，因此賣給消費者

的價錢亦應較低。若最終對消費者產生正面影響，則何須處罰？從結果而

言，歐盟調查後認為此折扣方案的運用係濫用優勢地位，違反歐盟運作條

約第 102 條，但此處的問題在於究竟那些折扣方案對市場產生正面影響？

那些產生負面影響？界線其實並不清楚，若此市場有數個生產者，為了要

讓 OEM 都向我方購買商品，我方給予 OEM 的折扣較其他生產者為高，因

此 OEM 向我方買多一點，其他生產者發現此一狀況後可能調高折扣，因

此其他生產者與我方之間是有競爭關係的。由此觀之，不同的折扣方案應

是刺激競爭，為何是破壞競爭？  

顯然執委會必須運用一個讓各界信服、實證經濟學特性較高的方法，

這就是執委會於此案中所運用的「同等效能競爭者測試法」。歐盟運用此方

法檢視 Intel 的商業行為，這在歐盟競爭法實務中是具有革命性的一項經濟

學方法，當然，此項方法的使用亦引起了不少爭議。其中最主要的爭議在

於：在歐洲的科技市場運作、經營的企業，對此項行政機關所運用的革命

性方法一無所知，且操作相關檢測方法的細節以及相關的資訊，於歐盟運

作條約或其他的歐盟成文法中皆付之闕如。  

 

1.執委會於此案中所運用的「同等效能競爭者測試法」究竟為何？  

本章嘗試在此舉一例說明「同等效能競爭者測試法」的原理。須強調

的是，本案的行政處分並未提供類似的例子。舉例來說，假設一優勢事業

為了與對手競爭，在原計畫之外生產了 800 個 CPU，每個 CPU 的變動成

本為 850 歐元，則此處的 AAC 為 850 歐元。計算方法是：800 個額外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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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PU 乘以 850 歐元（每個 CPU 的變動成本），除以 800 個單位，得出的

AAC 為 850 歐元97。若此優勢事業的 CPU 的標準價格為每個 CPU 1,000 歐

元，但此優勢事業執行了一項折扣方案：若一 OEM 同意與此優勢事業交

易，購買此 OEM所有或大部分生產所需的 CPU，則此優勢事業給予此 OEM 

20%的折扣。依據 20%的折扣計算，折扣之後的價格為每個 CPU 800 歐元。

以 800 歐元售出是否虧本？此係判斷的關鍵。此時，比較折扣後價格與

AAC，由於折扣後價格 800 歐元遠低於 AAC 850 歐元，因此折扣後如此低

的實際價格將使得競爭對手無法生存，因此執委會認為實施如此的折扣方

案將產生破壞競爭秩序的排除效果。  

在「明顯限制」的部分，執委會根據其調查，認為 Intel 給予了 OEM

一些經濟上的利益，限制裝有特定 AMD 產品的電腦進入商品化

（commercialisation）階段。執委會指出，此等 OEM 同時向 Intel 及其競爭

對手 AMD 購買產品，而 AMD 必定希望 OEM 盡快讓這些裝有 AMD 產品

的電腦上市，但 Intel 卻給予 OEMs 一些利益以限制商品化的進程。此外，

執委會亦認為 Intel 的行為對於此等 OEM 的決策具有明顯的影響力，此影

響力限制了上述商品化的進程。基於以上理由，執委會作出了裁處 Intel 

10.06 億歐元罰鍰的行政處分。  

 

2.執委會見解之評析  

針對此行政處分存在的爭議，以下逐一作詳細的說明。  

                                                 
97 Suppose that a CPU producer holding a dominant position on the x86 CPU market 

produces 1,000 CPUs at a variable cost of €700 each with no fixed costs. There is a major 

rival for the dominant firm on the market of x86 CPUs. The dominant firm produces 

additional 800 CPUs at a variable cost of €850 each with a view to compete with the major 

competitor. Since the dominant CPU producer would have sold 1,000 CPUs without 

making an attempt to compete with the rival firm, the potentially foreclosing increment is 

800 CPUs. The dominant firm’s AVC is approximately €767 per CPU. The dominant firm’s 

AAC is €850 per CPU. （800 CPUs at €850 each）  divided by 800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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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執委會未就相關市場之動態審慎評估  

執委會並未非常審慎地考慮相關市場的動態，其評估 Intel 的市場力量

時僅觀察兩個部分，其一為市占率，其二為與跟智慧財產權有關的壁壘，

此等壁壘阻礙 Intel 的競爭者進入相關市場時或阻止其進入市場後遂行擴

大市占率的計畫。執委會此項見解並非全然錯誤。誠然，Intel 於相關市場

擁有非常高的市占率，此事實無人得以否認，但一個擁有高市占率的公司，

是否必定能非常自由地運用其市場力量？有時或許未必，其原因在於 86

型 CPU 市場中的 OEM 非僅一家，OEM 必定希望以相對較低的成本取得

其所需的 86 型 CPU，於此前提之下，由於市場上製造、販賣此類產品的

企業非僅有 Intel 一家，因此各個 OEM 常游走於幾個生產者之間、伺機殺

價，竭力以較低的成本取得其所需的 CPU。以上分析，或許得以解釋何以

Intel 對於執委會的見解全然無法接受98。 

 

（2）執委會運用「同等效能競爭者測試法」之瑕疵  

                                                 
98 In response to the Intel Decision, Intel argued, inter alia, that it was able to discount its 

products because it had made consistent investments in developing th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these investments were successful. Stressing that ‘Intel never sells 

products below cost’, Mr Paul Otellini, Intel President and CEO, stated on 13 May 2009 

that Intel ‘consistently invested in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and in developing 

leadership technology. The result is that we can discount our products to compete in a 

highly competitive marketplace, passing along to consumers everywhere the efficiencies of 

being the world’s leading volume manufacturer of microprocessors’. （emphasis added） 

Intel Corporation,“EC Ruling: Statement by Intel President and CEO Paul Otellini”, 

http://www.intc.com/releasedetail.cfm?ReleaseID=383625&ReleasesType=Financial%20N

ews,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In addition, in a statement entitled ‘Wh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Intel Decision is Wrong’, Intel expressed a similar viewpoint, noting that 

‘[o]ur ability to discount springs from ongoing investments in the latest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the efficiencies gained from being the leading volume manufacturer of 

microprocessors’. （ emphasis added ）  Intel Corporation, “Wh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Intel Decision is Wrong”, 

http://www.intel.com/pressroom/legal/docs/EC_response092109.pdf ,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2/4. 

http://www.intc.com/releasedetail.cfm?ReleaseID=383625&ReleasesType=Financial%20News
http://www.intc.com/releasedetail.cfm?ReleaseID=383625&ReleasesType=Financial%20News
http://www.intel.com/pressroom/legal/docs/EC_response0921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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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雖然執委會於此行政處分中曾論及「同等效能競爭者測試法」

的理論基礎，但以公眾或高科技公司的角度觀之，僅對基礎思維作出說明

顯然是不足的。文前申請人所舉的例子，是依據一些法律經濟學的文獻所

設計出來的99。須特別說明的是，執委會作出了裁處 Intel 10.06 億歐元罰

鍰的行政處分，但此長達 517 頁的行政處分，居然未提供計算 AAC 的明

確算式？而企業又應如何以 AAC 和折扣後的價格相比較？執委會並未運

用明確的範例加以說明，僅於提供一些基本概念後便開始操作「同等效能

競爭者測試法」。此外，由於公開的行政處分已刪除涉及商業機密的資料，

其中並無相關的重要數據，外界無從以一般的公式回頭計算執委會對此測

試法的適用是否有誤。尚未遭受處罰的高科技企業，是否會感受到寒蟬效

應？申請人認為不無可能。由於歐盟競爭法就此測試法未有隻字片語的規

範，因此這樣的模糊性，對於眾多在歐洲各個不同市場內運作的企業極可

能造成寒蟬效應，特別是對於在某一些科技產品市場中擁有優勢地位者。  

此外，如同先前的說明，關於本案系爭的折扣方案，由於相關市場中

非僅一家 OEM，因此這樣的折扣方案事實上是動態互動之下的結果，OEM

希望殺價或提高折扣的金額，但 Intel 萬不得已必定不願對 OEM 的要求照

單全收100，因此這是一個長期互動出來的結果。執委會的想法過於天真，

它認為此折扣方案可由 Intel 自行訂定，且訂定後無須考量 OEM 所提出的

                                                 
99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 test is that as long as a dominant firm sells its products at an 

effective price （standard price minus the rebate it grants to its customers）  that is above 

a certain measure of its costs, the rebate in question must be legal, even if it has the effect 

of eliminating less sufficient competitors, namely weaker competitors. Geradin, n. 90 

above, at 16. 
100 Intel stated that the degree of buyer power in the market indicated that Intel cannot 

behave independently of its customers. Intel made reference to paragraph 71 of the 

Hoffman-La Roche judgment to support its argument. ‘[T]he fact that an undertaking is 

compelled by the pressure of its competitors’ price reductions to lower its own prices is in 

general incompatible with that independent conduct which is the hallmark of a dominant 

position’. Case 86/76, Hoffman-La Roche v. Commission [1979] ECR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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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價方案或提高折扣金額的方案101，這項想法不無爭議。  

 

（3）執委會有違反「法律確定性原則」（the principle of legal certainty）

之疑慮 

歐盟競爭法中的濫用優勢地位行為有那些種類？除了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明確的例示規定，例如直接或間接訂定不公平的買賣價格等行為，

執委會另發布了一些「指南」（guidance），這是一種說明行政機關如何適

用法律的文件，就其法規範的位階而言，它比較接近於我國的行政規則而

非法規命令，若是法規命令則爭議較小。歐盟法具有法律上拘束力的規範

主要是條約（treaty）、法律（regulation），指令（directive）3 種，但「指

南」不在其中。「指南」是國際法學者所界定的「軟法」（soft law），法律

上的拘束力是不確定的。不論歐盟運作條約或其他的歐盟成文法，皆未提

及執委會於本案所適用的同等效能競爭者測試法，僅一 2009 年 2 月執委會

公告的「指南」提及此測試法102，而公告此指南主要是為了說明執委會適

用歐體條約第 82 條的方式。此處的關鍵問題是：何以主管機關能適用一個

沒有法律上拘束力的文件？  

究竟執委會是否適用了這樣一個沒有法律拘束力的文件？執委會明確

指出其並未適用，不過它強調，此行政處分的結果，恰巧與此指南的意旨

一致（in line）。此指南的意旨、方向提及同等效能競爭者測試法，而執委

                                                 
101 In the present case, the Commission did not take into serious account the dynamics of the 

relevant markets. Intel was faced with probably a dozen of OEMs holding strong 

bargaining power and always being ready to play Intel and its major competitor AMD off 

each other. Stressing that the rebates scheme seen in the Intel Decision represent efficient 

risk-sharing mechanisms, Professor Geradin has noted that in the present case, ‘OEMs 

make high volumes condition on low prices and suppliers make low prices conditional on 

large volumes’. Geradin, n. 90 above, at 8. 
102  On 24 February 2009, the Commission published ‘Guidance on the Commission’s 

enforcement priorities in applying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to abusive exclusionary 

conduct by dominant undertakings’ （ the ‘Guidance Paper’） . [2009] OJ C4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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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指出其並未直接適用此文件，僅恰巧運用了此測試法，避開了適用法律

錯誤或適用無法律拘束力文件的爭議。反過來說，若執委會承認其適用了

無法律拘束力的文件，則一旦 Intel 請求歐盟法院撤銷本案行政處分，僅憑

此一理由，法院即可作出撤銷該行政處分的裁定。  

然而，觀察此行政處分，其中大量的經濟分析適用了同等效能競爭者

測試法，因此本人認為執委會很明顯地適用了上述指南，特別是此指南所

提供的測試法。對於此爭議，法院應關注的焦點為：Intel 是否能夠清楚瞭

解執委會將會適用同等效能競爭者測試法檢視 Intel 的折扣方案，讓各個企

業明瞭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若一主管機關期待所有企業皆能遵循特定的

檢測折扣方案的方法，則至少應讓這些企業認知到執委會將會適用此檢測

方法，原因在於適用此檢測方法是為了判斷一事業是否濫用其優勢地位，

判斷的結果將可能為此事業帶來極大的不利益。  

另一個關鍵是這個指南公告的時間是 2009 年 2 月，而執委會作出 Intel

案的行政處分的時間是 2009 年 5 月，亦即 Intel 於執行系爭折扣方案時，

該指南尚未公告。既然 Intel 當時無從得知該指南的內容，其必定無法利用

同等效能競爭者測試法，判斷其成本與折扣後的價格之間的關係是否合

理。因此，執委會違反了法律確定性原則（the principle of legal certainty）。

根據此項歐盟法的重要原則103，  若特定的法規範涉及負面法律效果，且

此負面法律效果係由相關的被規範者承受時，此等規範應清楚（clear）、精

準（precise）且具有可預測性（predictable）  104。執委會於處理本案時顯

                                                 
103 Case C-110/03, Belgium v. Commission [2005] ECR I-2801, para. 30; Case C-2/06, 

Kempter [2008] ECR I-411, para. 37; and Case C-201/08, Plantanol [2009] ECR I-00000, 

para. 43-44. 
104 Case C-226/08, Stadt Papenburg [2010] ECR I-00000, para. 45; see also Case C-63/93, 

Duff and Others [1996] ECR I-569, para. 20; Case C-17/03, VEMW and Others [2005] 

ECR I-4983, para. 80; and Case C-76/06 P, Britannia Alloys & Chemicals v. Commission 

[2007] ECR I-4405, para. 79. An introduction of this principle recognised by the European 

Court can be found in T. Hartley, The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ommunity Law  ,5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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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未能遵守此等要求。須強調的是，若行政機關得任意選擇一個其認為頗

為有效的經濟測試工具，並將此測試工具視為法規範並以其約束企業，則

此作法令人極其憂心；若此經濟工具已跳脫出現行歐盟經濟法令之外，則

主管機關適用此經濟工具的作為不僅將令企業膽寒，實際上亦會破壞整個

歐盟競爭法所蘊含的依法行政精神。  

同等效能競爭者測試法作為一經濟工具，其本身並未引起太多爭議，

就成本與價格的計算而言，此測試法的基本精神是：擁有優勢地位的事業

於販賣產品時不應採取賠本販賣的作法。若賠本販賣是為了打擊尚未進入

市場的潛在競爭對手，或是將已進入市場的競爭對手排擠到市場之外，此

作法由於明顯破壞經濟秩序，因此應受限制。對於此測試法的概念、理論

基礎以及價值，吾等不應否定。倘若主管機關確有適用此測試法的需要，

則歐盟立法機關應於未來以立法或修法的方式，將其納入歐盟經濟法令

中，此作法應較為妥適。若行政機關適用一不具法律拘束力的文件，則此

作法將引起更多的爭議。值得補充說明的是，Intel 於執行系爭折扣方案時，

並無以該測試法先行檢測的義務，畢竟當時該指南根本尚未公告。  

執委會關於「明顯限制」的見解，亦存在著明顯的瑕疵。執委會於行

政處分中並未提出非常充足的證據，證明 Intel 的確給予了 OEM 一些經濟

上的利益，限制裝有特定 AMD 產品的電腦進入商品化階段。此外，執委

會認為 Intel 的行為對於此等 OEM 的決策具有明顯的影響力，而此影響力

限制了上述商品化的進程，但執委會亦未就此提出具體的證據。由於執委

會此等見解並非奠基於充分的證據之上，或許相關議題將是 Intel 與執委會

在歐盟法院攻防的重點。當然，目前尚無法得知雙方攻防的情況；法院作

                                                                                                                                          
edn.,146-151（2003） . Case C-158/06, Stichting ROM-projecten v. Staatssecretaris van 

Economische Zaken [2007] ECR I-5103, para. 25; and Case C-345/06, Heinrich [2009] 

ECR I-00000, para. 44. Case C-158/06, Stichting ROM-projecten v. Staatssecretaris van 

Economische Zaken [2007] ECR I-5103, para. 26; Case C-94/05, Emsland-Stärke [2006] 

ECR I-2619, para. 43; and Koninklijke Coöperatie Cosun, para.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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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判決的時間點可能在數月之後。因此，根據本研究計畫提出時的初步研

究成果與預測，申請人以為，法院應撤銷執委會就 Intel 案所作出的行政處

分。 

 

三、高通案 

歐盟執委會於 2018 年 1 月作出高通案的行政處分，認定高通公司

（Qualcomm）於長期演進晶片（Long-Term Evolution baseband chipsets）

市場中濫用其優勢地位，因此裁罰高通公司總計 9 億 9743 萬 9 千歐元（約

合 12 億 3 千萬美元）。高通乃是全球最大的長期演進晶片的製造商，而此

種產品在資訊科技業與媒體上經常被稱為 4G 晶片（4G chipsets）或數據機

晶片（modem chips），其主要功能在於實現 4G 智慧型手機的聲音和訊號

傳輸（voice and data transmission）。 

本章將扼要地分析高通案的行政處分，特別是此案中高通公司與蘋果

公司引起重大爭議的一項協議。由於高通已於歐盟普通法院提起訴訟，請

求法院撤銷此案的行政處分，因此，分析的重點接著將聚焦於高通於此案

訴訟中所提出的主張及理由，特別是高通與蘋果的協議是否造成「潛在的

反競爭效果」（“potential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高通案的相關市場為長期演進晶片市場，但為了方便說明，本計畫將

此場簡稱為 4G 晶片市場。根據執委會的調查，至少在 2011 年至 2016 年

期間，高通在全球 4G 晶片市場擁有極高的市場占有率，在此期間內的經

常有 90%以上的市場占有率。此外，4G 晶片市場有頗高的「市場進入壁

壘」 （high barriers to entry），其主要理由在於，4G 晶片的研發成本極高，

而高通公司又已掌握了許多 4G 晶片研發成果的智慧財產權。  

按執委會的調查，高通公司於 2011 年與蘋果公司簽訂協議，按此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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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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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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蘋果公司推出一新產品而此產

品裝置了高通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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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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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所謂「一大部分」的比例為何，執委會並未公布 2 公司在該協

議中約定的數字。  

執委會指出，高通公司和蘋果公司的協議具有「潛在的反競爭效果」，

其主要理由在於，高通公司以上述「可觀的金額」，換取蘋果公司僅使用高

通晶片的承諾，此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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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歐盟法院贊同執委會見解的可能性極高，其主要理由在於，首先，

高通公司和蘋果公司的協議的確對於高通公司的競爭對手造成了顯著的負

面影響。其次，相關市場上的商品生產、整體市場的發展、相關技術的發

展，皆會因為高通公司和蘋果公司的協議而受到明顯的限制，而在此等限

制的衝擊之下，消費者權益必然蒙受損害。  

 

四、谷歌案 

歐盟執行委員會於 2018 年 7 月作出谷歌案的行政處分，認定 Google

公司於 3 個相關市場中濫用其優勢地位，因此裁罰 Google 公司及其母公司

Alphabet 總計超過 43 億 4 千萬歐元（約合 49 億 6 千萬美元）。 

總公司設於美國加州的 Google，乃是全球知名的網路服務提供者。在

此案中，歐盟執行委員會指控 Google 公司自 2011 年開始，將違反歐盟競



66 

 

爭法的限制，加諸於使用 Android 系統的通訊產品製造商，並將違法的限

制，強加於網路系統的經營者。此處將分析谷歌案的行政處分，特別是此

案中 Google 公司所涉及的濫用優勢地位的行為。由於 Google 公司已於歐

盟普通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撤銷此案的行政處分，因此，分析的重點，

接著將聚焦於 Google 於此案訴訟中所提出的主張及理由，特別是執委會界

定相關市場以及認定優勢地位所引起的爭議。  

根據執委會的行政處分，Google 於 2011 年之前已長期在電腦的一般

網際網路搜尋（general internet search）市場中擁有優勢地位。自 2011 年

起，Google 為了將此優勢地位延伸至智慧型手機的搜尋市場，因此將違反

歐盟競爭法的限制手段，加諸於以下 2 類廠商，一為製造裝置安卓系統的

手機製造商（Android device manufacturers），一為移動通訊系統的營運商

（mobile network operators）。 

執委會的行政處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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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此案，本研究以為，執委會此一行政處分有較明顯的 2 項爭議，

而此 2 項爭議皆與相關市場的界定有極大的關係。首先，此案的第 2 個相

關市場為「授權型智慧裝置作業系統」市場，而此處的「授權型智慧裝置

作業系統」，指的主要為 Android 系統。然而，眾所周知的是，蘋果公司有



67 

 

自行開發運用的 ios 作業系統，因此，「授權型智慧裝置作業系統」和蘋果

公司有自行開發運用的 ios 作業系統之間，實際上存在著一定的可替代性，

因此所謂的 2 個相關市場是否存在著明顯的界線，不無疑問。就此而論，

倘若僅有包括以上 2 類作業系統的「智慧裝置作業系統」市場，則 Google

在此市場上是否尚有優勢地位，則需要額外的調查。  

第二，此案的第 3 個市場為「安卓系統應用軟體的線上商店」市場，

但實際上安卓系統應用軟體與 ios 系統應用軟體對消費者而言，有一定程

度的可替代性，因此「安卓系統應用軟體的線上商店」是否獨立存在，亦

不無疑問。由此觀之，若「各類系統的應用軟體線上商店」方為一界線明

確的相關市場，則 Google 是否在此市場有優勢地位，則亦需進一步的調查。 

 

 

第八節 核處罰鍰之基準 

對於違反歐盟競爭法的事業核處罰鍰的主要目的，在於處罰與遏止（to 

punish and deter）此等事業的違法行為105。應優先說明的是，就罰鍰的計

算方式而言，歐盟最主要的規範乃是歐盟於 2006 年訂定的「競爭法案件罰

鍰核處指引」106。值得優先說明的是，競爭法案件罰鍰核處指引是用於反

競爭協議與濫用優勢地位的行為。換句話說，歐盟並未就此兩類違法行為

訂定不同的規範。  

首先，依據競爭法案件罰鍰核處指引，執委會核處罰鍰時應先核算「基

本罰鍰」（basic fine），而核算基本罰鍰應審酌以下事項。第一，確認基本

額度：確認與事業違法行為有關的（商品或服務）年度銷售金額（ the 

                                                 
105  European Commission, “Fines for Breaking EU Competition Law” ,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cartels/overview/factsheet_fines_en.pdf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106 關於「競爭法案件罰鍰核處指引」以及重要案件罰鍰的統計資訊，請參考前揭

註 13。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cartels/overview/factsheet_fines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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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s annual sales），並以此銷售金額的一定比例作為核算罰鍰的基準

點（starting point）。按競爭法案件罰鍰核處指引第 21 點，此處的一定比例

的上限為 30%。此處的重點在於，須考量者係與事業違法行為有關的銷售

金額，而非事業的年度總營業額，而此作為計算基礎的基本額度將落在與

違法行為有關的銷售金額的 0%與 30%之間107。第二，將基本額度乘以違

法行為實施的時間。舉例來說，若違法事業實施違法行為的時間為 3 年 6

個月，則應將基本額度乘以 3.5。第三，若為水平反競爭協議案件，則就

第二步驟核算出的數字加上與違法行為有關的銷售金額的 15%與 25%，以

達到遏止相關行為的目的。  

其次，執委會應考量違法行為所造成的惡害大小，亦即嚴重程度

（gravity），決定是否就基本罰鍰的金額予以增減。舉例來說，若違法事業

為水平反競爭協議的領導者或違法事業有多次違法的行為，又或者該事業

阻礙執委會的調查（obstruction of investigation），則應於基本罰鍰金額之

上增加罰鍰。但倘若違法行為的嚴重程度有限，則應以基本罰鍰為準予以

酌減。 

以英特爾案為例，第一，英特爾公司販賣系爭晶片的年度銷售額約為

38.7 億歐元。第二，考量英特爾公司實施違法行為的行為時間雖長達數年，

但此行為為單一行為而非多次的相關違法行為，因此將計算比例定為 5%。

準此，38.7 億乘以 5%為 1.935 億歐元。第三，英特爾公司實施違法行為的

行為時間為 5 年 3 個月，因此執委會將 1.935 億歐元乘以 5.5，得出超過

10.6 億歐元的罰鍰金額。執委會去除此金額的尾數後，最終核處英特爾 10.6

億歐元的罰鍰。  

此外，當受處罰的事業於歐盟法院提出撤銷執委會處分的訴訟時，執

委會核處罰鍰的妥適性，經常是事業爭執的重點之一，但應特別強調的是，

                                                 
107 「競爭法案件罰鍰核處指引」第 21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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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法院既不會於判決中針對執委會所計算的罰鍰加以驗算，其亦並未於

案例法中建立一獨立於「競爭法案件罰鍰核處指引」的審查基準。其主要

原因在於，受處分事業以往難以（甚至無法）具體地指出執委會的罰鍰計

算方式的錯誤之處，因此通常僅能籠統地質疑執委會罰鍰核處的合理性。  

以 2014 年歐盟普通法院的 Intel 案判決為例，Intel 請求法院減免執委

會所核處的罰鍰108，並提出 2 項主張。第一，此案的處罰已具有刑事的嚇

阻性質，因此依據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僅有「獨立及公正之法庭」（an 

“independent and impartial tribunal”）方有核處處罰的權力，而執委會並非

「獨立及公正之法庭」109。第二，比較執委會先前於其他案件所核處的罰

鍰，特別是微軟案的罰鍰，可知執委會於英特爾案所核處的罰鍰過高，有

違比例原則（disproportionate）110。針對第一項主張，普通法院指出，執

委會雖非法庭，但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並未禁止行政機關（an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核處罰鍰，而受處分事業針對執委會所作的處分，包括處分中

的所有爭點，亦有權請求司法機關（judicial body）作後續的審查（subsequent 

review），因此普通法院認為 Intel 的第一項主張無理由111。就第二項主張

而言，此領域中不同案件的事實往往有極大的差異，而即使是同為濫用優

勢地位的微軟案，其事實亦與英特爾案有頗大的差別。由於 Intel 無法具體

指出英特爾案的事實與其他案件的事實具有可比較性（comparable），因此

普通法院認為 Intel 的第二項質疑違反比例原則的主張亦無理由112。 

 

第九節 結論 

濫用優勢地位行為之所有加以規範的必要，係因此種濫用行為會破壞

                                                 
108 para. 50. 
109 para. 1605. 
110 para. 1613. 
111 para. 1610. 
112 para.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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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市場的秩序，進而損害消費者的權益。然而，無論是對於市場秩序的

破壞，或對於消費者權益的損害，二者各有其程度高低的差別，因此濫用

優勢的位的行為究竟需造成何種程度的損害，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執委會

和歐盟法院方認為有加以處罰的必要。本章所關注者，係執委會和歐盟法

院審酌的主要重點。依序分析了微軟案、英特爾案、高通案、谷歌案等執

委會行政處分或歐盟法院判決之後，本研究以為，執委會和歐盟法院的審

酌重點有二。第一，具有優勢地位的事業於相關市場擁有極大的市場力量。

第二，優勢事業的濫用行為對於競爭對手（現有與潛在）的生存與發展，

是否造成明顯的限制。此外，本章的結論部分，除了將分別就此二審酌重

點加以說明，亦將展望歐盟未來認定濫用優勢地位行為時，可能遭遇的挑

戰。 

 

一、審酌重點 

首先，具有優勢地位的事業於相關市場是否擁有極大的市場力量，乃

是歐盟實務上的審酌重點。根據本章的分析，所謂極大的市場力量，其特

徵有二。第一，在微軟案、英特爾案、高通案、谷歌案，受處分的優勢事

業皆擁有相關市場中 70%以上的市占率。第二，優勢事業是否擁有與相關

商品或服務市場密切相關的智慧財產權，亦為判斷的重點。舉例來說，在

微軟案、英特爾案、高通案中，受處分的優勢事業皆擁有關鍵的專利權或

營業秘密，而優勢事業得以利用此等智慧會財產權維持甚至強化其已取得

的優勢地位，因此若將智慧財產權與市場力量畫上等號，亦不為過。值得

補充說明的是，在平台經濟下，平台環境與相關市場的關係密切；一特定

的平台環境往往自成一獨立的相關市場。若一事業在特定平台環境舉有優

勢，則此事業在該平台市場極可能占有優勢地位。就此而論，每當新的平

台環境出現，原本在其他平台環境優勢事業，極可能竭力利用原本的優勢

地位，爭奪新平台環境的優勢地位。舉例來說，在谷歌案中，Google 於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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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前已長期在電腦的一般網際網路搜尋市場中擁有優勢地位。自 2011

年起，Google 便試圖將此優勢地位延伸至智慧型手機的搜尋市場。換句話

說，在平台經濟下，一事業於其他平台市場是否已擁有優勢地位，亦為市

場力量大小的評估重點。  

其次，優勢事業於相關市場中的濫用行為，是否已對現有與潛在競爭

對手的生存與發展，造成明顯的限制，亦為審酌的重點。值得優先敘明的

是，執委會與歐盟法院近 10 年來特別強調，擁有優勢地位的事業有維護歐

盟內部市場（ internal market ）競爭環境的「特別責任」（ special 

responsibility）。須強調的是，歐盟此一「特別責任」要件，並非見諸於歐

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的要件，其性質明顯為法官造法的不成法要件。進一

步來說，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雖有不公平價格、技術發展、市場發展、

消費者權益等要件，但認定是否符合此等要件並非易事。舉例來說，價格

高低與競爭強度有關，競爭對手技術發展不佳原因很多，未必為優勢事業

的商業手段造成，而影響市場發展與消費者權益的因素極多，亦未必為優

勢事業的行為使然。因此究竟應如何定優勢事業的行為已符合此等要件？

本研究以為，分析執委會與歐盟法院的實務見解可知，現有與潛在競爭對

手的生存與發展是否受到明顯的限制，乃是判斷的關鍵。其主要理由在於，

倘若優勢事業所訂的不公平價格或不當手段已直接影響對手，則競爭對手

必難以生存。若無競爭者竭力研發新興技術，則相關市場中的技術必然難

以進步，長此以往，市場整體的發展將必然陷入遲滯，此時消費者便無法

於市場上獲得價低而質精的商品或高品質的服務。由此觀之，執委會於微

軟案、英特爾案、高通案、谷歌案核處優勢事業鉅額的罰鍰，似亦有其一

以貫之核心價值。  

 

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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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相關市場的動態變化，已大幅增加執委會認定濫用優勢地位行

為的困難，而此一困難於平台經濟時代將會更加難以處理。濫用優勢地位

的行為往往是經過縝密計畫且長期執行的商業手段，就微軟案、英特爾案、

高通案、谷歌案觀之，系爭的行為皆持續數年之久。然而，在此數年之中，

相關市場的界線以及市場參與者的市場力量的消長，皆可能出現明顯的變

化，而此種動態的發展態勢，必將決定行政處分的結論是否具有說服力。

就相關市場的界線而言，谷歌案中的智慧型手機的線上服務產業有多元化

與變化快速等特徵，因此執委會界定的第二個相關市場「授權型智慧裝置

作業系統」市場及第三個「安卓系統應用軟體的線上商店」市場，在動態

環境下是否有明顯的界線，不無疑問。就相關市場參與者的市場力量而言，

英特爾案中英特爾公司的競爭對手亦可能針對該公司的折扣方案提出更為

誘人的方案，但執委會直接假定英特爾公司的競爭對手將成為靜態環境下

受該公司折扣方案的受害者，顯然忽視了動態環境上競爭者的防禦和攻擊

能力。 

其次，優勢事業的行為，是否已造成具體的負面影響而應被界定為違

反歐盟競爭法的濫用行為？相關的爭議頗多，在微軟案、英特爾案、高通

案、谷歌案曾被提出的議題包括：如何證明優勢事業的行為造成具體的負

面影響？證明的方法有無明確的法律依據？證明的方法有無實證經濟學的

模型可供檢視？有無產業研究的實證資料可供佐證？總體而言，本研究以

為，第一，若主管機關將實證經濟學中尚具有高度爭議性的模型、計算方

法或資料作為證明具體負面影響的依據，則受處分事業未來於法院提起撤

銷原處分的行政訴訟時，極可能將具有爭議性的證明方法，作為爭執的重

點。換句話說，證明具體負面影響的方法於實證經濟學的共識愈高，法院

維持原處分的可能性愈大，反之則愈小。第二，主管機關應考量實證經濟

學模型、計算方法或資料與競爭法規之間的關聯性，避免微軟案與谷歌案

行政處分可能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的爭議。第三，主管機關應避免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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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範圍界定得過小。縮小相關市場範圍雖幫助主管機管輕易地將特定

廠商認定為優勢事業，但一旦市場的界定出現瑕疵，則優勢事業的市場力

量判斷以及濫用行為的判斷，將會變得毫無意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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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法院有關垂直限制競爭行為規範之重要判

決內容及發展趨勢 

 

本章係本研究計畫研究人員針對 2000 年 1 月至 2020 年 5 月我國法院

有關現行公平法第 9 條、第 19 條及第 20 條相關判決，逐一加以檢視、分

析，並就其中較具代表性者加以評析而統合整理成第 4 章後，嘗試摸索法

院獨占地位濫用、限制轉售價格及其他垂直交易限制行為等之構成要件的

判斷，可能蘊含的發展趨勢或可能蘊藏的問題點與盲點，並嘗試提出未來

公平會及法院有關此等構成要件應有的解釋、適用及執法作為。  

 

第一節 獨占地位濫用規範 

 

公平會就獨占事業不正行為，自公平法施行至今共計有作成 16 件處

分，而此處分中有提起救濟，並經最高行政法院作成裁判者，共計有 11

件，如下表 3-1 所示。且此 11 件判決中，有 6 件是最高行政法院支持公平

會處分，有 2 件是反對，有 1 件是部分支持部分反對，有 2 件是未進行審

酌（理）113。故而公平會在獨占事業管制之處分結果上，有相當高之比例

（即 6 件）要為最高行政法院所支持；而未為最高行政法院所支持之公平

會處分中，其一為專利權引發公平法糾紛之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

案（包括 2 件），另一則是近期之台化纖芒硝案、台塑燒鹼案（共 2 件）。

可見公平會在專利法與競爭法交錯領域，以及獨占事業拒絕交易之違法認

定上，尚有改進之空間。  

 

                                                 
113 本研究中關於獨占事業之 11 則判決評析，最高行政法院就電信資費廣告案並未有進

行實體審理，此可參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度裁字第 4657 號裁定，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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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獨占案件整理表 

 案件 公 平

會 認

定 

法院立場 行為類型 獨

占

地

位 

濫用情事（公

平法舊法 §10

各款） 

1 2 3 4 

1 大台北區

瓦斯提高

基本度數

案 

有 違

獨 占

規範 

支持 基本費超收 有  有   

2 中油拒絕

文久交易

案 

有 違

獨 占

規範 

支持 拒絕報價要求 有 有    

3 飛利浦、

新力、太

陽誘電獨

占案 1 

有 違

獨 占

規範 

北

高

行 

支

持 

不當維持授權

金 

授權條件限制 

有  有  有 

最

高

行 

未

審

酌 

 ？  ？ 

4 中油拒絕

續約案 

有 違

獨 占

規範 

支持 不當差別取價 

無故拒絕續約 

有  有  有 

5 周星科技

檢舉應用

材料案 

無 違

獨 占

規範 

支持 發函稱採取法

律行動 

無     

6 金盈檢舉 無 違 支持 拒絕交易（下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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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案 獨 占

規範 

游廠商） 

7 電信資費

廣告案 

無 違

獨 占

規範 

支持 掠奪性定價 無 無 無  無 

8 飛利浦、

新力、太

陽誘電獨

占案 2 

有 違

獨 占

規範 

智

財

法

院 

支

持 

不當維持授權

金 

授權條件限制 

有  有  有 

最

高

行 

部

分

支

持 

 有  無 

9 台化纖芒

硝案 

有 違

獨 占

規範 

反對 拒絕交易（下

游廠商） 

有    無 

10 台塑燒鹼

案 

有 違

獨 占

規範 

反對 拒絕交易（下

游廠商） 

有    無 

11 飛利浦、

新力、太

陽誘電獨

占案 3 

有 違

獨 占

規範 

支持 不當維持授權

金 

 

有  有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莊弘鈺教授自行繪製。  

 

若再就本研究評析之判決觀察，仍就可各構成要件，即獨占事業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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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行為態樣判定二部分，再細部歸結如下：  

 

一、公平會獨占事業之認定結果全為法院所採（公平法第 7 條） 

由於我國經濟及產業發展之特殊性，重大民生產業及重點產業多是由

政府所主導，因而造成我國過去之獨占事業，多是國營、具官股成分、政

府重點扶植之事業，此包括瓦斯、石油、鋼鐵、電信、塑膠事業等。相對

而言，真正無官方色彩之民間企業成要認定為獨占事業之情形，是較為少

見的。另外，在民營化之趨勢及發展下，過去經認定為獨占之事業，於現

今所提供之產品，因為在市場上逐漸出現可代替產品，故而公平會在認定

是否為獨占事業時，多已有針對現今市場及社會之發展，進行更合時宜之

認定。 

 

即令公平會在獨占管制之執法上，所涉及之事業型態多有所不同，有

包括具政府色彩之事業、純民間企業、民營化後之國營事業，但是公平會

就此些企業所認定之獨占地位，皆係為法院所支持。申言之，不論是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智慧財產法院、最高行政法皆是支持公平會之獨占事業認

定結果，且無一例外。惟若再進一步地探究，是可以發現過去針對瓦斯、

石油事業之獨占地位認定，因為囿於過去法令與政策之限制，認為屬於獨

占事業，自屬當然。但是相對地，針對純民間企業、民營化後之國營事業，

要如何認定該等事業在相關市場中是獨占事業，本研究認為公平法處分及

法院判決之論理依據上，尚有不足，而有待發展。對此，外國法制與實務

上（尤其是歐盟）對於優勢地位、市場力量之認定及判斷已行之有年，並

也累積相當豐富之執法經驗及案例，而此或許可以作為公平會或是法院未

來處（受）理相關案件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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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阻礙事業參與競爭不限於水平市場（公平法第 9 條第 1 款） 

就獨占事業違法之行為態樣而言，本研究評析之 11 件判決中，有 1 件

是針對獨占事業阻礙他事業參與市場競爭之案件。法院最終判決亦是支持

公平會處分結果，認為此所謂之參與市場競爭，並不僅限於同一水平市場，

換言之，獨占事業阻礙他事業參與下游市場之競爭，亦應有此獨占事業禁

止規範之適用。公平會及法院如此見解擴大了獨占事業規範之適用可能

性，亦長年為我國實務所採，但是如此情形卻有可能造成獨占事業規範（即

公平法第 9 條）與垂直交易限制（即公平法第 19 條及第 20 條）適用上之

衝突與競合。對此，或許應該認為在既有之規範架構下，既然公平法第二

章限制競爭部分已經就上下游業者間之垂直交易限制已有規範，因此對於

獨占事業規範之適用範圍應再有所限制為宜。  

 

三、不當價格決定或限於形式決定（公平法第 9 條第 2 款） 

本研究評析之判決中，有 5 件是獨占事業不當決定、維持、變更商品

價格之案件，對此公平會之處分結果幾乎全為法院所支持。其中針對何謂

「不當」或適當之價格決定，或有可能使得公平會淪為價格決定機關之指

摘，並有涉入市場機制運作之嫌疑。而為歸避此指摘及嫌疑，公平會及法

院目前之執法及審理似乎多僅就「形式」進行認定。也就是說只要價格決

定、維持、變更之方式並非不當的話，則無有公平法適用、公平會介入的

空間。然而，公平會及法院如此便宜地就形式進行認定未免過於速斷，且

在實務操作上實不難進行規避，對此或許再應處理價格之實質內容，要為

審慎。申言之，如果是事業就其獨占地位之運用要有取得不當「高額」利

潤時，就此亦應認有公平法適度介入之空間為妥。  

 

四、其他濫用市場地位行為法院多作不同認定（公平法第 9 條第 4 款） 

本研究評析之判決中，法院和公平會針對獨占地位認定、阻礙參與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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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不當維持價格之判斷上，其結果幾乎要為一致，業如前述；但是針對

拒絕交易及專利授權內容之限制，公平會處分結果有相高之比例是被法院

所推翻。尤其是在拒絕交易之行為類型上，有 2 案件是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和最高行政法院皆撤銷公平會之處分，認為獨占事業是有正當理由拒絕交

易，此要是我國公平法制之一大突破，但是可惜的是，法院在判決中之論

理依據似有所不足。對此，或許可以參酌外國法制實務，考量是否以關鍵

設施理論、不可或缺原料作為判斷標準，以作為未來法制之明確依循。最

後，在專利授權內容限制之違法認定，最高行政法院最終是採取得更寬鬆

之認定，不使專利權之利用動輒違反公平法此實有助於完善我國之智慧財

產權法制，並完善創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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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垂直交易限制相關規範 

一、前言 

一般而言，垂直交易限制（Vertical Restraints of Trade）係指事業藉由

與上游或下游事業間之交易行為或過程，對他方事業價格決定或其他事業

活動自由加以限制，其目的則在於藉此取得競爭優勢或排除競爭事業。我

國公平交易法（以下稱「公平法」）於第 19 條、第 20 條各款規定中，針對

此類垂直交易限制加以規範。原本，契約自由、交易自由乃是現代資本主

義經濟體制、特別是流通經濟體系高度發達的核心要素之一，整體法規範

體系原則上亦保障事業應享有的契約自由及交易自由，惟當事業於契約或

交易過程不當濫用其自由，導致支持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得以有效運作之基

本動能的競爭機制受到不當破壞、影響時，就有必要藉由公平法介入、管

制形式自由的濫用，確保實質自由得為所有參與市場競爭之事業所共享。

於此情況下，公平法第 19 條、第 20 條有關垂直交易限制之規範，就變得

相當微妙。一方面其規範依舊必須在尊重契約自由、交易自由的理念下為

之，另一方面對於可能發生限制競爭之虞的不當形式自由的濫用，又必須

加以適當規範。然而，由於依照我國實務運作見解，成為公平法第 19 條、

第 20 條規範對象主體之事業，其市場占有率並不須達到同法第 9 條規定之

獨占地位，而只須其市場占有率逾 10%或 15%以上114即可；惟當事業於相

關市場上尚有其他高達 85%或 90%的交易對象可以選擇的情況下，僅擁有

                                                 
114 2016 年 2 月 17 日前，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稱「公平會」）實務運作對於現行

公平法第 20 條之規範門檻，係以事業擁有 10%以上市場市占率為基準。參照施錦村、

溫永松，「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及其法律效果關連性之評價─公平會案例之驗

證」，公平交易季刊，第 21 卷第 2 期，89（2013）。惟 2016 年 2 月 17 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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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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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或 15%市場占有率所為的垂直交易限制行為，是否可能發生限制市場

競爭之虞，實不無疑問115。 

亦係有鑑於此質疑，公平會實務運作上對於垂直交易限制，雖以 10%

或 15%市場占有率為其介入門檻，但亦著重第 19 條、第 20 條各款規定中

之「正當理由」、「不正當方法」、「不正當」等規範文言，僅於系爭垂直交

易限制無正當理由或不正當時，方始認定系爭行為違法。依據公平法施行

細則第 26 條第 2 項、第 27 條第 2 項及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該等正當理由

有無或是否正當，「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

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此種相

當於外國競爭法上「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的違法性判斷方式，使

得前述尊重契約、交易自由與管制不當形式自由濫用的規範平衡之調節，

變得更為複雜且困難；而公平會、法院實務運作過程中，如何達成此一規

範平衡，避免僅以（或過度重視）10%或 15%的低市場占有率，即理所當

然推論出系爭行為具有限制競爭之虞的對市場效果，就變得非常重要且是

定期應加檢視之課題。 

本報告透過 1999 年 1 月起至 2020 年 5 月止，我國法院有關公平法第

19 條、第 20 條之判決的蒐集及分析，嘗試從判決理由中，整理出法院於

解釋、適用該等條文構成要件時，係基於何種認知為之，而整體法律解釋

與適用是否有一定發展脈絡可尋。其後，藉由上開法院判決之整理與分析，

呈現出現行我國法院垂直交易限制判決理由陳述中，可能存在的盲點及問

題點，並同時闡明未來我國法院判決、甚至公平會處分因應該等問題點及

盲點，應有的法律解釋、適用之道，提供法院及公平會未來有關垂直交易

限制實務運作之參考。以下第二節，首先就垂直交易限制規範於我國公平

                                                 
115 有關於此之批評，參照黃銘傑，「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廢止之試論」，公平交易季刊，

第 27 卷第 2 期，12-1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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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整體規範架構中的定位、規範類型及功能，予以整理、釐清；第三節則

針對不同垂直交易限制規範類型，法院判決對其規範理念、目的之認知，

構成要件、正當理由抗辯等判斷，加以分析，嘗整理出現行我國法院判決

關於垂直限制競爭規範之發展趨勢；第四節則從前一節之分析中，整理出

現行法院判決針對垂直交易限制規範可能存在的盲點及問題點，並嘗試提

出其可能的因應對策及解決之道；最後的第五節，則就本報告整理敘述，

做一總結。 

 

二、垂直交易限制規範之規範定位與功能  

就我國公平法第 2 章「限制競爭」之規範架構而言，除有關市場結構

規範之結合管制外116，其他屬於行為規範的第 9 條、第 15 條、第 19 條及

第 20 條各款規定；而依據其所造成限制競爭之類型加以分類的話，基本上

可大致分為（1）事業間應為競爭而於彼此間停止競爭的停止競爭類型、以

及（2）市場有力事業藉由交易過程中之價格、行銷或其他限制手段，排除

或阻礙其他事業進入市場或參與競爭的排除競爭類型。前者之停止競爭類

型中，當其推動係由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藉由合意共同決定價格等競爭

變數，而相互約束彼此事業活動時，屬於公平法第 14 條第 1 項所定義之聯

合行為，並非本報告垂直交易限制（Vertical Restraints of Trade）所欲探討

之對象117；若此，則就停止競爭類型以觀，該類型中之行為得以構成停止

                                                 
116 有關公平法結合管制規定之探討，參照黃銘傑，「公平交易法結合管制之問題點與盲

點─以結合類型與實體規範要件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 25 卷第 2 期，29-54（2019）。 
117 惟須注意者，其實質規範內容應屬於聯合行為規範，但於公平法規範架構上，卻將

其置列於第 20 條之垂直交易限制規定，且實務運作中經常將實質屬於聯合行為者，

藉由該款規定加以規範者，厥為該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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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或為垂直限制競爭之行為。」之規定。公平法

第 20 條第 4 款規定不僅因為幾乎未見於其他國家競爭法制，而屬於我國公平法規範

之創舉，其規範本身性質亦非屬於正統的限制競爭規定，因其強調「脅迫、利誘或其

他不正當方法」等競爭手段本身的不公平性或商業倫理的可非難性，故屬於行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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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行為者，即非屬競爭事業或不同品牌事業間彼此合意所停止的限制競

爭行為，而通常係同一品牌中之下游經銷事業與上游事業合意或受其指示

而各自實施之行為，其結果造成該品牌內下游銷售競爭遭受限制或有受限

制之虞，其典型事例為限制轉售價格（第 19 條）及銷售區域（顧客）限制

（第 20 條第 6 款），一般亦有稱此類垂直交易限制為品牌內競爭限制。。  

另一方面，於排除競爭類型中，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架構而言，屬於

此一類型者主要為第 9 條第 1、4 款及第 20 條各款（第 4 款除外）規定。

由於本報告研究對象主要在於非獨占事業所為之垂直交易限制行為，故而

公平法第 9 條相關規定並非本報告主要討論對象，僅於論及第 20 款各款規

定之解釋、適用涉及該條規範內容時，一併討論之。依據第 20 條各款規定

之順序，可知該條所規範之對象行為有間接杯葛（第 1 款）、差別待遇（第

2 款）、低價傾銷（第 3 款）、搭售、獨家交易、銷售地域（顧客）限制等118。

此等排除競爭行為，尚可依據其所排除競爭之相關市場，係與行為人處於

同一階段之相關市場、抑或是不同相關市場、或上下游市場而作更為細緻

的分類。 

排除競爭效果發生於與行為人同一相關市場者，包括間接杯葛、低價

傾銷及獨家交易；排除競爭效果發生於與行為人有交易關係之上下游市場

者，為差別待遇；排除競爭效果發生於其他相關市場但並非與行為人有交

易關係之上下游市場者，則為搭售。此種區分之重要性在於，當發現有垂

直交易限制行為時，必須針對相關規定所欲保護之相關市場（亦即其競爭

秩序可能受到不當影響之相關市場），其排除競爭效果加以分析，進而確認

                                                                                                                                          
違法之行為不法類型，而於其他限制競爭行為強調應對市場競爭帶來一定不利效果之

市場不法類型，有所區別。有關此等「行為不法」、「競爭手段不法」及「市場不法」、

「競爭結果不法」等概念，參照吳秀明，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初版，元照出版公

司，  123-135（2004）。 
118 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第二十條第五款所稱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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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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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相關市場競爭是否確有受到限制之虞，而有必要藉由公平法相關規定，

加以禁制。就此，最明顯之事例乃是搭售。依據公平會所出版「認識公平

交易法」一書之說明：「在判斷搭售是否違法時，應考慮以下因素：（1） 出

賣人須在主產品擁有一定程度之市場力‧‧‧（2）  有無妨礙搭售品之市

場競爭之虞‧‧‧（3）  是否具有正當理由‧‧‧」119可知，因搭售而其

市場競爭受到影響者，並非行為人擁有市場力之主產品市場，而係搭售商

品之市場；因此若欲知悉該相關市場競爭是否有確實受到限制之虞、從而

有必要介入管制以恢復其競爭秩序時，即有必要針對受影響之搭售商品市

場，其限制競爭效果加以分析，而非僅以行為人於主產品市場上擁有市場

力，於未就搭售商品市場競爭限制效果詳加分析的情形下，即遽然作出其

行為違法之結論。我國法院判決實務運作，即出現過此種相關市場認知及

推論的錯誤120。 

依據前述排除競爭、停止競爭之類型，以及發生限制競爭效果相關市

場之不同，加以組合排列，可以將公平法規範對象的垂直交易限制行為，

做如同下表一之分類。 

表 3-2 垂直交易限制之限制競爭類型及其所影響之相關市場  

 排除競爭 停止競爭 

同一相關市場 （A）間接杯葛、（B）低

價傾銷、（C）獨家交易 

 

不同相關市場 （D）搭售  

                                                 
119 參照公平交易委員會編，認識公平交易法，修訂第 18 版，公平交易委員會，189-190

（2019）。 
120 參照本章第二節三、（D）所述。此外，公平會實務運作中，亦經常有此錯誤的認知

及推論；或許，正確的說，法院判決的錯誤認知及推論，係源自於公平法處分理由中

之錯誤認知及推論。有關公平會搭售規範實務運作之問題點，參照黃銘傑，「公平交

易委員會搭售規範之弔詭─論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適用於搭售行為之合理

性」，氏著，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2 版，元照出版公司，163-165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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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除競爭 停止競爭 

上下游市場 （E）差別待遇 （F）限制轉售價格、（G）銷

售區域（顧客）限制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黃銘傑教授自行繪製。 

 

當然，上述分類，僅是從其主要限制競爭效果所為，同一類型行為其

限制競爭效果依其行為人動機、目的之不同，所欲針對的相關市場亦可能

有所差異。例如，（E）差別待遇中之價格差別，倘若行為人僅針對特定交

易族群收取相當低廉的價金，而該當族群卻又是其競爭事業主要交易相對

人的話，則系爭差別待遇所造成的限制競爭效果，實質上其實是與（B）

低價傾銷一樣，其目的在於排除與行為人處於同一相關市場之其他競爭事

業。類似地，具有同樣限制競爭效果之不同類型，其法條適用亦可能因此

而不同。例如，（A）間接杯葛與（C）獨家交易，同樣是以排除行為人自

己的競爭事業為目的及效果，而要求其交易相對人不得與他人交易，但前

者之法條適用為公平法第 20 條第 1 款，後者則是同條第 5 款規定。此外，

當限制競爭效果發生於上下游市場時，其競爭類型即一般所稱之品牌內競

爭。當一般提及品牌內競爭限制時，通常會有主張行為人限制品牌內競爭

目的，在於促進品牌間競爭121。惟須注意者，此種主張之有效性，僅存在

於停止競爭類型之（F）限制轉售價格及（G）銷售區域（顧客）限制等品

牌內競爭限制行為，而不能含括排除競爭類型之（E）差別待遇。蓋品牌

內競爭限制之所以可以促進品牌間競爭，乃是因為同一品牌內之經銷商

等，其內部團結、無意於內部相互對抗而使槍口可以一致對外，與其他不

同品牌商品展開激烈競爭；主導品牌內競爭限制之事業，希冀藉此內部相

                                                 
121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主要亦係基於此種促進品牌間競爭之理由，而將其長期以來視為

當然違法類型的限制轉售價格，變更為應以合理原則判斷其違法性， see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 551 U.S. 877 （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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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合作而得於品牌間競爭上取得競爭優勢。相對於此，同一品牌內的差別

待遇，導致遭受不當差別待遇者因而喪失其原有的競爭能力及優勢，最終

可能必須被迫退出市場；主導此種差別待遇之事業，其目的並不在於品牌

間競爭上取得競爭優勢，而在於將特定下游事業從其經銷管道中，予以排

除。職是，對於同屬品牌間競爭限制行為，對於（F）限制轉售價格、（G）

銷售區域（顧客）限制二種類型，可以允許其舉出促進品牌間競爭理由，

作為抗辯、正當化其作為；但（E）差別待遇，則不能以促進品牌間競爭

正當化其差別待遇，而必須以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26 條第 1 項所列市場供需

情況、成本差異、交易數額、信用風險等作為其正當理由、抗辯違法之判

斷。 

於此認知下，我們可以進一步檢討我國法院歷來有關垂直交易限制行

為之判決，是否確實意識到上開各種不同行為類型所帶來的不同限制競爭

類型與效果、所影響到的不同相關市場，並基此而正確對號入座、針對各

類行為所欲針對的相關市場、限制競爭效果，加以分析、論斷其違法性。  

三、有關垂直交易限制之法院判決概觀及解析  

本報告透過司法院裁判書查詢資料庫，蒐集 1999 年 1 月起至 2020 年

5 月止，我國法院有關現行公平法第 19 條、第 20 條122之判決。搜尋結果

顯示，有關現行公平法第 19 條案件計有 9 件，第 20 條有 38 件。現行公平

法第 19 條 9 件判決中，法院判決全數支持公平會原處分；現行第 20 條規

定 38 件判決中，與公平會原處分不同意見者（包含撤銷原處分、及於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審理階段撤銷原處分但經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更審者）計有 9

件，但其中 4 件屬於同類事實之頻道代理商所為「最低保證戶數」之交易

條件。其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1833 號判決，因同時涉及

                                                 
122 因為蒐集時間跨越公平法 2015 年 2 月修正，故對於修正前判決之蒐集，以修正前公

平法第 18 條及第 19 條之判決為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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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公平法第 19 條之（F）限制轉售價格、及第 20 條第 5 款的（G）銷售

區域限制，故而分別列於各該條文之案件計算對象中。  

以下，表二針對限制轉售價格案件判決，依「代銷關係」、「品牌間競

爭」、「最高維持轉售價格」及「市場力或市場占有率」等項目，說明行為

人於訴訟過程中曾主張之抗辯理由，並加以分類及敘述。表三則針對現行

公平法第 20 條（舊公平法第 19 條）各款規定之判決，從其「行為類型」

及「代銷」、「市場占有率」、「正當理由」抗辯、「品牌間競爭」抗辯等加以

分類，說明訴訟過程中各該案件主要爭點。雖然，從表二及表三中可以觀

察到，於各該案件訴訟過程中，行為人曾提出各種類型的抗辯，但幾乎全

軍覆沒，除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判字第 472 號民航局廣告招標案判決，承

認行為人所提其投標資格限制係為維護國際形象之抗辯外，其他所有抗辯

事由，一概不為法院所接受；法院當然亦不會就（F）限制轉售價格、（G）

銷售區域（顧客）限制二種品牌間競爭限制，是否有促進品牌間競爭效果

二者，加以比較衡量、進行分析。是以，在我國法院判決中，垂直交易限

制行為似乎只要滿足 10%或 15%市場占有率的適用門檻要件，就幾乎成為

當然違法行為，前述本應作為違法性判斷要素、抗辯事由或阻卻違法事由

之「正當理由」、「不正當方法」、「不正當」等要件，或由其所衍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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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原則」判斷手法，似乎僅

是畫餅充飢而欠缺其實際規範效力及功能。當然，其中亦不乏行為人未能

善盡舉證或抗辯之責，但法院判決對於此等要件、抗辯事由適用之消極態

度，由此可見一斑。  

 

表 3-3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相關判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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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判決字號 適 用 條

文 

行 為 類

型 

市 場 占

有率 

行 紀

關 係

抗辯 

正 當

理 由

抗辯 

品 牌

間 競

爭 抗

辯 

1 最高行政

法院 90 年

度判字第

1311 號判

決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8 條 

（ F）限

制 轉 售

價格 

無 無 有 無 

2 最高行政

法院 92 年

度判字第

825 號判

決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8 條 

（ F）限

制 轉 售

價格 

無 有 有 有 

3 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

97 年度訴

字第 576

號判決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8 條 

（ F）限

制 轉 售

價格 

無 無 無 無 

4 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

101 年度

訴更一字

第 2 號判

決等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8 條 

（ F）限

制 轉 售

價格 

有，公平

會 認 定

廣 播 藥

品 市 場

占 有 率

為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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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判決字號 適 用 條

文 

行 為 類

型 

市 場 占

有率 

行 紀

關 係

抗辯 

正 當

理 由

抗辯 

品 牌

間 競

爭 抗

辯 

43.67% 

5 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

102 年度

訴 字 第

215 號判

決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8 條 

（ F）限

制 轉 售

價格 

有，公平

會 認 定

為 市 場

上 同 類

商 品 三

大 品 牌

之一，具

有 市 場

優 勢 地

位 

無 無 無 

6 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

103 年度

訴 字 第

1046 號判

決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8 條 

（ F）限

制 轉 售

價格 

無 無 無 無 

7 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

105 年度

訴 字 第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第 1

項 及 第

（ F）限

制 轉 售

價 格 、

（G）銷

有，公平

會 認 定

中 式 辛

香 料 製

無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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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判決字號 適 用 條

文 

行 為 類

型 

市 場 占

有率 

行 紀

關 係

抗辯 

正 當

理 由

抗辯 

品 牌

間 競

爭 抗

辯 

1833 號判

決 

20 條第 5

款 

售 區 域

（顧客）

限制 

品 市 場

占 有 率

達 30% 

8 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

106 年度

訴 字 第

336 號判

決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第

1 項 

（ F）限

制 轉 售

價格 

無 無 有 有 

9 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

106 年度

訴 字 第

795 號判

決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第

1 項 

（ F）限

制 轉 售

價格 

無 有 無 無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黃銘傑教授自行繪製。 

 

表 3-4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相關判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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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判 決 字

號 

適 用 條

文 

行為類型 市場占有率 行

紀

關

係

抗

辯 

正當

理由

抗辯 

品

牌

間

競

爭

抗

辯 

1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院 89

年 度 訴

字 第

1095 號

判決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第 2 款 

（E）差別

待遇 

→（1）政

府機關等

之綁標行

為 

無 無 有 無 

2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4 年度

判 字 第

1059 號

判決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第 6 款 

限制交易

相對人之

事業活動 

無 有 無 有 

3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3 年度

判 字 第

6 號 判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第 2 款 

（E）差別

待遇 

→（1）政

府機關等

之綁標行

有，公平會認定

佔進口總值 10% 

無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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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判 決 字

號 

適 用 條

文 

行為類型 市場占有率 行

紀

關

係

抗

辯 

正當

理由

抗辯 

品

牌

間

競

爭

抗

辯 

決 為 

4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院 89

年 度 訴

字 第

1938 號

判決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第 6 款 

（D）搭售 有，公平會認定

占有率達 34.7% 

無 無 無 

5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院 90

年 度 訴

字 第

5653 號

判決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第 3 款 

（C）獨家

交易 

有，公平會認定

88 年國小教科書

市場占有率名列

第一 

無 無 無 

6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2 年度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A）間接

杯葛、散佈

不實消息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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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判 決 字

號 

適 用 條

文 

行為類型 市場占有率 行

紀

關

係

抗

辯 

正當

理由

抗辯 

品

牌

間

競

爭

抗

辯 

判 字 第

1910 號

判決 

第 1

款、第 3

款 

7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3 年度

裁 字 第

1572 號

判決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第 2 款 

（E）差別

待遇 

→（2）拒

絕交易 

無 無 有 無 

8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院 91

年 度 訴

字 第

3772 號

判決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第 3 款 

以贈送等

值洗車券

方式促銷

油品，為以

利誘之方

法，使競爭

者之交易

相對人與

自己交易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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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判 決 字

號 

適 用 條

文 

行為類型 市場占有率 行

紀

關

係

抗

辯 

正當

理由

抗辯 

品

牌

間

競

爭

抗

辯 

9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院 94

年 度 再

字第 12

號判決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第 6 款 

（G）銷售

區域（顧

客）限制 

有，公平會認定

占有率達 10% 

無 有 有 

10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5 年度

判 字 第

1876 號

判決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第 6 款 

（G）銷售

區域（顧

客）限制 

有，公平會認定

占有率達 29.54% 

無 有 有 

11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6 年度

判 字 第

396 號

判決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第 6 款 

（G）銷售

區域（顧

客）限制 

有，公平會認定

占有率達 10%以

上 

有 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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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判 決 字

號 

適 用 條

文 

行為類型 市場占有率 行

紀

關

係

抗

辯 

正當

理由

抗辯 

品

牌

間

競

爭

抗

辯 

12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院 93

年 度 訴

字 第

1281 號

判決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第 4 款 

促使他事

業參與聯

合行為 

有，公平會認定

其為市場上最大

進口商 

無 無 無 

13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6 年度

判 字 第

1481 號

判決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第 1 款 

（A）間接

杯葛 

有，公平會認定

在台中地區百貨

公司業之市場占

有率達 33.4% 

無 無 無 

14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院 93

年 度 訴

字 第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第 1

款、第 2

（A）間接

杯葛、（E）

差別待遇 

→（2）拒

絕交易 

有，公平會認定

占有率為 18% 

無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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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判 決 字

號 

適 用 條

文 

行為類型 市場占有率 行

紀

關

係

抗

辯 

正當

理由

抗辯 

品

牌

間

競

爭

抗

辯 

1633 號

判決 

款 

15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6 年度

判 字 第

1752 號

判決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第 4 款 

促使他事

業參與聯

合行為 

有，法院認定金

門地區市場占有

率約 62% 

無 無 無 

16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院 94

年 度 訴

字 第

2668 號

判決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第 6 款 

（C）獨家

交易 

無 無 有 無 

17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8 年度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E）差別

待遇 

→（1）政

有，公平會認定

高雄捷運施工期

間在高雄地區預

無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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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判 決 字

號 

適 用 條

文 

行為類型 市場占有率 行

紀

關

係

抗

辯 

正當

理由

抗辯 

品

牌

間

競

爭

抗

辯 

判 字 第

1435 號

判決 

第 6 款 府機關等

之綁標行

為 

拌混凝土需求市

場占有率已超過

10%以上 

18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8 年度

判 字 第

1327 號

判決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第 3 款 

以不實資

訊騙取交

易相對人

進 行 交

易，妨礙公

平競爭 

無 無 無 無 

19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院 96

年 度 訴

字 第

340 號

判決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第 5 款 

獲取他事

業之產銷

機密 

無 無 無 無 

20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E）差別

待遇 

有，公平會認定

第一、二航廈設

無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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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判 決 字

號 

適 用 條

文 

行為類型 市場占有率 行

紀

關

係

抗

辯 

正當

理由

抗辯 

品

牌

間

競

爭

抗

辯 

99 年度

判 字 第

472 號

判決 

第 19 條

第 2 款 

→（2）拒

絕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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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原告就該商業廣

告空間之出租之

市場，具有顯著

之市場力量 

21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9 年度

判 字 第

777 號

判決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第 3 款 

以不實資

訊使交易

相對人拒

絕與原告

交易 

無 無 無 無 

22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00 年

度 判 字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0 條

及第 19

（E）差別

待遇 

→（2）拒

絕交易 

有，公平會認定

市 場 占 有 率 為

19.88% 

無 有

（參

加人

提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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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判 決 字

號 

適 用 條

文 

行為類型 市場占有率 行

紀

關

係

抗

辯 

正當

理由

抗辯 

品

牌

間

競

爭

抗

辯 

第 1368

號判決 

條 第 2

款 

出） 

23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99 年

度 訴 字

第

00103

號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第 4 款 

促使他事

業參與聯

合行為 

無 無 無 無 

24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05 年

度 判 字

第 207

號判決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第 4 款 

促使他事

業參與聯

合行為 

無 有 有 無 

25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促使他事

業參與聯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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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判 決 字

號 

適 用 條

文 

行為類型 市場占有率 行

紀

關

係

抗

辯 

正當

理由

抗辯 

品

牌

間

競

爭

抗

辯 

法 院

101 年

度 訴 字

第 1092

號判決 

第 19 條

第 4 款 

合行為 

26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103 年

度 訴 更

一 字 第

15 號判

決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第 3 款 

（B）低價

傾銷 

有，公平會認定

愛 西 塔 洛 能

（Escitalopram）

藥品市場之占有

率為 98.39% 

無 有 無 

27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05 年

度 判 字

第 267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第 6 款 

（C）獨家

交易 

有，公平會認定

在廢錐管玻璃市

占率為 100%，在

廢面板玻璃市占

率為 52.4% 

無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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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判 決 字

號 

適 用 條

文 

行為類型 市場占有率 行

紀

關

係

抗

辯 

正當

理由

抗辯 

品

牌

間

競

爭

抗

辯 

號判決 

28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105 年

度 訴 字

第 1833

號判決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第

1 項 及

第 20 條

第 5 款 

（F）限制

轉 售 價

格、（G）

銷售區域

（顧客）限

制 

有，公平會認定

中式辛香料製品

市 場 占 有 率 達

30% 

無 有 有 

29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09 年

度 判 字

第 23 號

判決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20 條第

2 款 

（E）差別

待遇 

→（3）最

低保證戶

數 

有，公平會認定

全國頻道代理市

場之市場占有率

約為 22.74% 

無 有 無 

30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08 年

度 判 字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20 條第

2 款 

（E）差別

待遇 

→（3）最

低保證戶

有，公平會認定

全國頻道代理市

場之市場占有率

約為 24.83% 

無 有 無 



102 

 

序

號 

判 決 字

號 

適 用 條

文 

行為類型 市場占有率 行

紀

關

係

抗

辯 

正當

理由

抗辯 

品

牌

間

競

爭

抗

辯 

第 481

號判決 

數 

31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09 年

度 判 字

第 25 號

判決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20 條第

2 款 

（E）差別

待遇 

→（3）最

低保證戶

數 

有，公平會認定

全國頻道代理市

場之市場占有率

約為 25.41% 

無 有 無 

32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106 年

度 訴 字

第 1442

號判決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20 條第

3 款 

（C）獨家

交易 

有，公平會認定

市 場 占 有 率 為

41.9% 

無 有 無 

33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20 條第

（C）獨家

交易 

有，公平會認定

市場占有率約為

47.7% 

無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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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判 決 字

號 

適 用 條

文 

行為類型 市場占有率 行

紀

關

係

抗

辯 

正當

理由

抗辯 

品

牌

間

競

爭

抗

辯 

106 年

度 訴 字

第 1439

號判決 

3 款 

34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106 年

度 訴 字

第 1438

號判決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20 條第

3 款 

（C）獨家

交易 

有，公平會認定

市場占有率約為

51.11% 

無 有 無 

35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106 年

度 訴 字

第 1650

號判決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20 條第

2 款 

（E）差別

待遇 

→（3）最

低保證戶

數 

有，公平會認定

全國頻道代理市

場之市場占有率

約為 24.83%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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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判 決 字

號 

適 用 條

文 

行為類型 市場占有率 行

紀

關

係

抗

辯 

正當

理由

抗辯 

品

牌

間

競

爭

抗

辯 

36 智 慧 財

產 法 院

行政 99

年 度 行

公 訴 字

第 1 號

判決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第 3 款 

以不實資

訊使 

交易相對

人拒絕與

原告交易 

無 無 無 無 

37 智 慧 財

產 法 院

100 年

度 行 公

訴 字 第

1 號 判

決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第 6 款 

（C）獨家

交易、限制

轉租價格 

有，公平會認定

市 場 占 有 率 為

37% 

無 有 無 

38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01 年

度 判 字

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19 條

第 6 款 

（C）獨家

交易、限制

轉租價格 

有，公平會認定

市 場 占 有 率 為

50% 

無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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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判 決 字

號 

適 用 條

文 

行為類型 市場占有率 行

紀

關

係

抗

辯 

正當

理由

抗辯 

品

牌

間

競

爭

抗

辯 

第 1070

號判決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黃銘傑教授自行繪製。  

 

以下，即依前述（A）間接杯葛、（B）低價傾銷、（C）獨家交易、（D）

搭售、（E）差別待遇、（F）限制轉售價格、（G）銷售區域（顧客）限制之

分類順序，逐次對於與各該類型有關之重要判決及其主要判決理由，加以

闡述。未能歸類於該等行為類型中之 2015 年 2 月公平法修正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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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於修正後已變更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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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第 3 款）之不同行為類型，而

已無探討必要，故於本報告中不加以說明123。此外，修正前第 19 條第 4

                                                 
123 屬於 2015 年 2 月公平法修正前第 19 條第 3 款之判決者，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0 年

度訴字第 5653 號康軒限制下游書局案、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度判字第 1910 號鴻海檢

舉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1 年度訴字第 3772 號台塑洗車券案、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

度判字第 1327 號貿元防火檢舉案、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判字第 777 號日盛檢舉聲動

警告函案、智慧財產法院行政 99 年度行公訴字第 1 號洛科檢舉案等。其中，特別是

有關警告函之競爭法議題，參照黃銘傑，「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

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之法理及規範邏輯疑義」，全國律師，

第 15 卷第 1 期，4-15（2011）；黃銘傑，「智慧財產侵害警告函與公平交易法之適用─

專利權權利行使之意義與界限」，台大法學論叢，第 32 卷第 5 期，119-169（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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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現行法第 20 條第 4 款）之案例124，皆屬於原本應以聯合行為規定加

以規範之行為，但卻逃遁、避難到適用該款規定。為何要有如此逃遁、避

難作為，公平會所欲為何，令人不解。學界對此法律適用方式，早有批評，

本報告於此不再討論125。此外，尚有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裁字第 767 號

裁定四維檢舉艾利丹尼森營業秘密案，因修法後已刪除原公平法第 19 條第

5 款之營業秘密規定，而統一由營業秘密法處理此類營業秘密侵害問題，

故本報告亦不予討論。 

（A） 間接杯葛 

該當於本款之行為類型者，有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1481 號新

光三越杯葛衣蝶案、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3 年度訴字第 1633 號揚聲伴唱

帶差別待遇與杯葛案。 

向來，針對間接杯葛規範之違反，是否以行為人擁有 10%或 15%以上

市場占有率為其適用前提，迭有爭議。有認為其違法性重心應置於受話人

之交易自由是否受到強制或壓迫，若有則其強制或壓迫行為本身即屬違

法；另一方面，亦有認為該款之違法性應回歸「限制競爭之虞」的合理原

則判斷方式，檢討是否因被杯葛人喪失交易機會而於相關市場上產生限制

                                                 
124 屬於本款規定之案例，包括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3 年度訴字第 1279 號檳榔業利誘他

事業參與聯合行為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3 年度訴字第 1280 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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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1 號檳榔業利誘他事業參與聯合

行為案、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1752 號金門聯宏瓦斯共同調價案、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103 號佳祥餐盒限制投標案、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207

號新世紀求才廣告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1092 號竹山地區桶裝瓦斯

共同漲價案等案判決。  
125 吳秀明教授稱呼此種法律適用方式為「遁入第 19 條之獨占管制」、「避難到不公平競

爭的聯合行為管制」，參照吳秀明，前揭註 117，79-142、365-368（2004）。此外，陳

志民教授於公平法施行 20 週年研討會中，就公平會有關現行公平法第 9 條及第 20 條

的二者運用關係，亦有如下敘述：「上述依第 19 條規定處分的案例中，從市場占有率

來看，均有可能依第 10 條之規定來加以處理。」參照陳志民，「公平交易法關於濫用

獨占力規定之執法檢討與展望」，公平交易委員會編，公平交易法施行 20 週年─回顧

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公平交易委員會，8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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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效果，進而有違法可能126。公平會公處字 092152 號處分，則同時將

此二種面向列為其違法性判斷要素，而謂：「被處分人之行為，亦已減損

市場之自由競爭機能。此外，對交易相對人亦造成不當壓抑，有妨礙交易

相對人自由決定交易對象之情形，已減損市場之自由競爭機能，自屬限制

競爭之行為」。故在本報告將間接杯葛歸類為排除競爭類型的認知下，行

為人藉由間接杯葛得以發生限制競爭效果者，當是其於自身所處相關市場

擁有一定程度的市場力，方得因此排除競爭者而產生限制競爭之虞。  

不論如何，於上開二案判決中，法院皆有考量到行為人之市場占有率，

在新光三越杯葛衣蝶一案中，法院認定行為人之市場占有率為 33.34%，而

於揚聲伴唱帶差別待遇與杯葛一案中，行為人之市場占有率則為 18%，二

案行為人市場占有率皆超過 10%，對其交易相對人指名道姓不得與何人交

易，且未提出有效抗辯事由，故構成現行公平法第 20 條第 1 款之違反。較

值得深究者，則為另一件與新光三越杯葛衣蝶案行為手法相當類似的最高

行政法院 95 年度判字第 1876 號太平洋百貨營業區域限制案。該案中，行

為人要求其專櫃廠商「為了避免不必要兢爭，非經甲方（即原告）同意，

乙方（即專櫃廠商）不得在甲方賣場半徑 2 公里之商圈內販賣與本約相同

或類似商品，或為相同或類似之服務或營業」雖然未指名道姓，但一般合

理專櫃廠商皆清楚瞭解到該條款所欲杯葛之對象為何，僅因沒有明白指名

道姓，公平會及法院即認為其不該當於第 20 條第 1 款中「特定事業」之要

件，故認其行為屬於（C）獨家交易。然而，除非可將該案相關市場定義

為行為人「賣場半徑 2 公里之商圈」否則其專櫃廠商依舊可與該商圈以外

之人從事交易，嚴格而言實難能認其行為屬於獨家交易。事實上，公平會

處分及法院判決，亦未將相關地理市場限定於該「賣場半徑 2 公里之商圈」。 

（B）低價傾銷 

                                                 
126 參照黃銘傑，前揭註 11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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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言之，迄今為止，並無適用現行公平法第 20 條第 3 款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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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判決者。

但於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31 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度訴更

一字第 15 號之和安行藥品 1 元案判決中，公平會處分及法院判決所適用之

條文為 2015 年公平法修正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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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發生舊法時代

條文之規範內容、範圍，是否與現行法相同，而對於行為人可以適用舊法

時代規定之疑慮。  

本案訴訟過程中，公平會就此持肯定見解，主張：其「係將公平交易

法第 19 條第 3、4 及 5 款歸類為『不公平競爭』行為，而將第 1、2 及 6

款歸屬『限制競爭』行為之範疇。所謂『限制競爭行為』，係居市場控制地

位事業濫用經濟力、事業結合、聯合，乃至於具市場一定優勢地位事業所

為之個別限制競爭行為，因可能對於相關市場之正常競爭秩序構成危害，

故在規範上，乃著眼於競爭機能及整體經濟秩序之維持‧‧‧如屬限制競

爭行為，其非難性為對市場競爭結構之不當影響，故需一定市場力量者，

始可構成。而所謂『不公平競爭行為』，因此類行為將對個別事業之商業活

動造成損害，乃在促使事業依據一般商業習慣從事經濟活動，維護商業關

係之忠誠堅實。亦即，不公平競爭‧‧‧所重者乃系爭行為是否具有商業

倫理之非難性。換言之，不公平競爭行為，其非難性為其競爭手段本身已

違反商業倫理與違反效能競爭，故為不公平競爭行為之事業不以具有一定

市場力量為限。」  

依此見解，則本案行為之違法性當在於，其行為本身具有商業倫理道

德的可非難性，行為本身違法；然而，相當弔詭地，公平會同時卻又主張，

行為人於相關市場擁有高達 98.39%市場占有率。如此法律解釋適用方式，

令人不甚理解公平會所欲主張為何？對於公平會上開主張，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原審判決並不贊同，其認為：「其他不正當方法之解釋，應具有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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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之『脅迫』、『利誘』共同特徵，即相對人之交易意願受到強制、不正當

誘引，而使其無法為適當判斷，始足當之‧‧‧故所謂不正當方法之判斷，

應考量行為之性質、有無其他增進之利益、行為人之動機、因果關係、及

其他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關係與商業習慣等而為認定。」於此認知下，原

審判決遂認定：行為人「所稱因聽聞競爭事業欲進行價格競爭，而為保有

原交易對象，遂亦採用低價競爭之策略，衡情並非全無可能‧‧‧原告就

此金額非鉅之交易，與東竹公司為價格競爭，就其獲利情形或許不符經濟

考量，然原告如同時考量其他商業因素，亦難逕認原告系爭交易，無經濟

理性之合理事由。」 

對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原審判決，最高行政法院則認為「不正當方

法」，應為如下之解釋：「本款所指『其他不正當方法』當解釋為『脅迫、

利誘』以外之其他一切不正當方法，並非以具有『脅迫、利誘』之共同特

徵為限，即不以相對人之交易意願受到脅迫、利誘而無法適當判斷為限。

又所謂『不正當方法』，參照該規定之立法理由：『維護交易秩序，確保公

平競爭，為本法之立法目的，故有礙公平競爭之行為，應予禁止：…七：

所謂無正當理由或不正當方法，應從其阻礙公平競爭之性格加以解釋。通

常應綜合行為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及履

行情況後，從維持公平競爭秩序之觀點，個別加以判斷。』」於此，最高行

政法院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公平會於訴訟過程中，曾苦口婆心闡明前述

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各款規定中，有屬於具有商業倫理可非難性致其行為

本身違法之行為不法類型，以及因其行為對市場競爭造成限制之虞的市場

不法類型。惟最高行政法院對於此種分類，似乎不加聞問，其認為，縱使

在屬於行為不法類型的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3 款之「不正當方法」判斷

上，不僅要針對行為本身加以判斷，還要加入市場不法類型的「市場地位、

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及履行情況」等各種判斷，完全無視國內外競爭

法制關於行為不法、市場不法應有之違法性判斷方式。亦因一開始就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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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不法、市場不法類型未能有正確的認識，導致最高行政法院對於行為

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3 款的適用，似乎暗示其適用前提必須同時滿足行為本

身不法及對市場競爭造成限制二種要素，其如此敘述：「故判斷事業行為是

否為不正當方法、有無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自應就行為人是否

出於明知故意而採行手段以排除其他競爭者，使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

如欠缺正當理由，則係典型的不公平競爭行為，具有高度的可非難性，其

結果亦同時影響其他競爭事業於市場上為積極自由地從事效能競爭之可能

性，而產生限制競爭之實際效果。」因此，倘若公平會未來法律執行時嚴

格遵守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上開訓示，則我國公平法的法律執行或將成為世

界奇蹟，將一般國家鑑於其規範對象、規範功能、規範目的不同，從而分

別制定不同法律之反托拉斯法或限制競爭防止法以及不公平競爭防止法二

者，僅於一款條文中，就完全加以統合、毫無窒礙。  

不論如何，倘若鑑於本案行為時公平法尚未修正，而無相當於現行公

平法第 20 條第 3 款之低價傾銷、甚或掠奪性定價行為，因而找不到其他合

適條文得以作為法條依據，則尚情有可原。然而，當公平會本身已經清楚

認定行為人市場占有率高達 98.39%時，已可相當肯定行為人理當屬於公平

法上之獨占事業，其藉由低價競標所欲達成者，當屬現行公平法第 9 條第

1 款「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之濫用獨占地

位行為；對此獨占事業濫用獨占地位之行為，理應以較為嚴格法律責任的

獨占地位濫用規範處罰之，方能有效落實其規範之實效性。但公平會似乎

不願「濫用」此種獨占地位濫用規範，而寧願「濫用」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其執法理念、態度，實仍有再思考之餘地127。 

（C） 獨家交易 

法院判決中，屬於本項行為類型者，有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127 詳細論述，請參照第四章第五節第 20 條案件  二十一  和安行藥品 1 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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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號中台廢玻璃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度訴字第 1442 號天外天阻

礙全國數位案128、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1070 號瑞影伴唱帶案129等

判決。此外，因為法院對於系爭垂直交易限制類型，未能於判決中為正確

區分，導致原應歸類於本類（C）獨家交易類型者，被歸類為其他例如（G）

銷售區域（顧客）限制；前述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度判字第 1876 號太平洋

百貨營業區域限制一案判決，即為一例。如同前述（參照本章第二節三、（A）

間接杯葛），本案之限制內容為：「為了避免不必要兢爭，非經甲方（即原

告）同意，乙方（即專櫃廠商）不得在甲方賣場半徑 2 公里之商圈內販賣

與本約相同或類似商品，或為相同或類似之服務或營業」。就此限制，公

平會主張其為（G）銷售區域（顧客）限制，法院判決亦予肯定。然而，

相當弔詭的是，訴訟過程中，公平會主張：「本案並非一般獨家交易安排

之上游供應商限制下游經銷商，藉助限制交易條款，保障其投資利益之回

收，而係具市場地位之下游通路商（原告）以限制交易條款限制上游供應

商與其競爭對手交易，以阻礙競爭對手進入此一市場，此等行為於美國甚

至將之歸類為『當然違法』之限制競爭行為類型。」雖然，不知道公平會

所為「此等行為於美國甚至將之歸類為『當然違法』之限制競爭行為類型」

之說法，從何而來，但至少可知，本案行為類型正確而言，乃是（C）獨

家交易，而非（G）銷售區域（顧客）限制；蓋上開限制所強調者，並非

專櫃廠商只能在何種地理區域範圍內銷售，而是在此區域範圍內不能與其

他事業進行交易。  

如同前面之說明，只有屬於品牌內競爭限制之（G）銷售區域（顧客）

限制，方能主張促進品牌間競爭之抗辯，屬於排除競爭類型的（C）獨家

                                                 
128 與本案訴訟事實、違法行為相當近似者，尚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度訴字第 1439

號金頻道阻礙北都案判決，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度訴字第 1438 號大安文山阻

礙北都案判決。  
129 與本案訴訟事實、違法行為相當近似者，尚有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裁字第 2643 號

裁定之弘音伴唱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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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則不能有此主張。從判決中之訴訟攻防及判決理由觀之，本案判決

或可謂是首度有討論到「搭便車」、品牌間競爭等問題之判決；但相當遺憾

地，由於公平會於其處分一開始就未能正確區辨其行為類型，導致其主張

指鹿為馬，於排除競爭類型的（C）獨家交易中，闡述不得成為其抗辯事

由的「搭便車」、品牌間競爭等問題。結果所導致者，乃是法院判決未能針

對本案排除競爭效果，加以詳細討論，反而集中於「該等條款已限制專櫃

廠商之商品價格不得高於其他商場之零售價，且促使專櫃廠商考量倘於同

一商圈另行設櫃時，品牌間競爭是否對其設於原告之專櫃營業額產生不利

影響，進而因未達約定基本營業額遭撤櫃，即足以避免專櫃廠商未評估品

牌間競爭問題而濫行設櫃及搭便車之情事發生，足見原告尚無增訂前開區

域限制條款以避免專櫃廠商為搭便車行為之必要。」等品牌內競爭概念才

會強調的「搭便車」問題。  

同樣錯誤認知行為類型者，亦發生於天外天阻礙全國數位案等一系列

判決中。該等案件之事實皆為，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為確保公寓大廈之整體

收視戶客源，而與其管理委員會訂定一定排除其他競爭事業爭取與該公寓

大廈進行交易之條款，此種行為明顯屬於（C）獨家交易行為，但相當令

人不解的，公平會處分對於此種行為卻適用以行為時公平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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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明顯屬於限制競爭、市場不法類型的行為，強硬變

性為不公平競爭、行為不法類型之行為。當公平會於本案訴訟過程中闡明，

本案相關市場中僅有「全聯公司及原告 2 家有線電視業者」時，則行為人

不僅符合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6 款適用門檻所需 10%以上市場占有率，

其與全聯公司二者更可認定為公平法上之獨占事業，而各該事業所為排除

其他競爭事業之行為，不啻就是行為時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以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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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之濫用獨占地位行為。惟公平

會於原處分中130，以下列理由，未將其認定為獨占事業，處分理由二如是

說明：「被處分人於本案相關市場之占有率為  50.31%，雖達二分之一，得

依公平交易法第  8 條規定列入獨占事業認定範圍，惟考量天外天公司於

本案相關市場之占有率仍有 41.86%，得與被處分人競爭，且新進業者全

國數位公司於 104 年 5 月參進市場，被處分人及天外天公司市場占有率

略減，就本案相關市場競爭情形觀之，尚難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7 條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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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獨占定義之構成要件，爰應就被處分人案關行為是否涉及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予以論處，合先敘明。」於此，不知何

種原因，公平會處分似乎刻意忽視公平法第 7 條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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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從而處分理由中並未針對被處分人與天外天公司二者

是否該當於第 7 條第 2 項規定之情形，加以檢討。  

在正確認知屬（C）獨家交易之中台廢玻璃案、瑞影伴唱帶案中，同

樣亦有發生逃遁、避難至現行公平法第 20 條第 5 款之問題。於中台廢玻璃

一案中，公平會處分及法院判決皆清楚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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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廢錐管玻璃處理

市場具有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倘若原告是相關市場上的「唯一」事業，

則其所具有者就不是所謂的「相對市場優勢地位」，而是屬於獨占事業的「絕

對市場優勢地位」。同樣地，瑞影伴唱帶一案中，最高行政法院亦有如下之

認定：「本件相關產品市場乃界定為 MIDI 伴唱產品，且 MIDI 伴唱產品為

音樂著作權物，事業於取得授權後即得發行與經銷，並無地理上之限制，

應以『全國』為地理市場，而 97 年間 MIDI 伴唱產品市場之主要參與者為

                                                 
130 參照公處字第 106082 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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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弘音公司、美華公司及優世大公司等事業，97 年 MIDI 產品代理

商主要為弘音公司、上訴人、美華公司及優世大公司，依其 MIDI 產品營

業額計算，97 年弘音公司及上訴人於 MIDI 伴唱產品市場之市占率分別為

37%及 50%，合計超過 80%以上」。其與弘音公司二者，亦皆可認定為公

平法上之獨占事業，惟各該事業皆因前述上一會計年度之總銷售金額未達

認定標準，而未能認定為獨占事業131。 

值得注意的是，在瑞影伴唱帶一案訴訟過程中，行為人主張其所為獨

家交易限制目的係為（1）增加經銷商之競爭力、忠誠度、（2）維持原告產

品品質及供應商之信譽。對此（1）之抗辯，本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原審判

決認為：行為人「係以經銷商會議、公告及契約等不同方式為獨家交易限

制，且限制對象廣泛擴及『承包商、經銷商及本公司所有合作伙伴』，即各

層級經銷商皆受其限制，足見原告並非係提供較有利之經銷利潤予區域承

包商，使區域承包商據以自行選擇（或決定）經銷何種品牌 MIDI 伴唱產

品較為有利，進而產生所謂經銷忠誠度，且原告挾其較多新歌專屬授權之

市場優勢，多方限制經銷商及放台主獨家交易，亦非產生經銷商競爭力與

忠誠度之正當行為」，而否定其抗辯。此外，針對（2）之抗辯，原審判決

亦認為：「原告之 MIDI 伴唱音樂軟體，由經銷商經銷（轉租）後，即為放

台主（伴唱產品出租業者）之多項投入成本之一，店家針對放台主所提供

之硬體設備或軟體內容及維修服務等品質，自行選擇放台主，故放台主所

提供之伴唱機出租服務，與原告之 MIDI 伴唱信譽無直接關連，且如經銷

商或放台主涉有盜版或非法重製等侵權著作權之情事，原告自得依著作權

法主張權利，難謂須以獨家交易限制競爭之手段始得保障其著作權而維護

其品質或信譽，原告之行為已逾越保護著作權人正當行使權利之必要、合

理範圍。」而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對此原審判決理由，亦皆加以維持。的確，

                                                 
131 參照公處字第 104056 號處分理由三（二）、公處字第 106007 號處分理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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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為人實質上已擁有獨占地位的情況下，其所為排除競爭者進入市場或

參與競爭之行為，於絕大多數皆難肯定其抗辯有正當事由。本案判決否定

原告正當事由之抗辯，亦有其理。  

最後，實質上屬於本項（C）獨家交易系列，但不論是於公平會處分、

抑或是於法院判決中，皆未清楚加以定性者，厥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4

年度訴字第 2668 號光泉生乳收購案判決。該案中之限制競爭行為為：行為

人「限制酪農戶不得自行加工、販賣自產生乳，或擅自交乳予非屬原告之

第三人」。就此限制內容以觀，酪農戶不僅不得與其他行為人之競爭事業進

行交易，亦不得自行從事加工、銷售等行為，而成為行為人之競爭事業，

其限制行為屬於（C）獨家交易，當無疑問。問題在於，依據判決內容所

示，公平會並未具體舉證出行為人之市場占有率，而僅是說明：行為人「諳

知酪農戶之營運囿於上開生乳特性、地理環境之限制及原告品牌之優勢市

場地位，對於原告有相當之依賴程度，故與所有酪農戶簽訂之系爭合約書

中均訂有系爭不公平交易條款，即屬不當。」此種敘述，令人懷疑，現行

公平法第 20 條第 5 款並非限制競爭規範，而是不公平交易規範，其行為本

身違法，而非因其發生限制競爭效果或有發生之虞。  

本案中，行為人曾抗辯，其之所以實施系爭行為乃是「為防止酪農戶

一方面提供生乳與原告，另方面又自行進行生乳加工販售，並對外標榜來

源與原告相同，致使消費者誤認酪農戶所自行生產與原告相同，如其所生

產之牛乳產生問題，將導致消費者認為原告所生產之牛乳亦會有相同問題

而影響原告之商譽。」惟判決中對此抗辯，竟答非所問予以回應：「原告與

酪農戶訂定生乳收購，其重點應在就酪農戶所提供給原告之生乳是否符合

品質及衛生要求，以保障原告公司產品品質及聲譽，至酪農戶是否合法取

得乳品工廠資格而經營生乳加工及販賣自有品牌乳製品，係屬酪農戶是否

違反食品衛生管理相關規定問題，尚與原告無涉‧‧‧酪農戶自行加工或

販賣自有品牌乳製品是否不符安全衛生標準，與原告之乳製品是否因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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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安全衛生標準或影響原告品牌產品商譽等，係屬二事。」 

然而，從行為人之陳述中，當可窺知，行為人所憂心者，並非酪農戶

所販售之乳品是否符合食品衛生相關規定，而是縱使其乳品符合食品衛生

安全規定，但僅是宣稱其乳品「對外標榜來源與原告相同」一事，就有可

能搭行為人長期經營所得商譽之便車，更何況倘若一旦乳品產生問題，容

許其得以為如此宣稱之結果，將益加導致行為人聲譽受損。本案違法性判

斷重點依舊在於，行為人於相關市場是否擁有高度的市場地位，導致其交

易相對人倘若不接受其交易條件，就無法另行覓得其他相對人可以購買其

生乳；倘若行為人並未享有如此高度市場地位，而酪農戶其實可以在行為

人與其他生乳購買業者間，擁有相當程度選擇交易相對人自由的話，則不

願意接受行為人之交易條件者，自然可以選擇其他事業進行交易，當無所

謂因此就發生限制生乳交易市場競爭之虞的問題。本案判決在完全未界定

相關市場、分析原告事業之市場力、市場占有率的情況下，所導出存在限

制市場競爭之虞的結論、反駁原告事業所提抗辯之理由，不無商榷餘地。 

（D） 搭售 

屬於本項限制之判決，僅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89 年度訴字第 1938 號

機車搭售強制險一案判決。  

本案判決中，對於行為人違法事實及理由如此說明：「本件原告要求台

北市地區銷售三陽機車之區域經銷商、專賣店及一般機車行，在銷售三陽

機車時，必須要求消費者一併購買系爭保險之行為，已構成公平交易法所

稱之『搭售』行為。又三陽機車 87 年在台北地區機車市場占有率為 30.35%，

已如前述，原告透過三陽機車既有之經銷體系，侵害三陽機車消費者或潛

在消費者之自由交易權利，並對市場上其他保險代理人及經紀人產生排除

競爭之效果，已嚴重扭曲機車責任險市場之公平競爭秩序，其不當之搭售

行為，顯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

業活動為條件，與其交易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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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不得為之』之規定」。 

法院判決或許認為，行為人於機車市場占有率已達 30.35%，遠遠超過

行為時一般認為公平法第 19 條第 6 款所要求之 10%以上市場占有率，從

而其搭售行為足以影響市場競爭，當無疑義。然而，如同前述 132，依據公

平會之實務見解：「在判斷搭售是否違法時，應考慮以下因素：（1） 出賣

人須在主產品擁有一定程度之市場力‧‧‧（2）  有無妨礙搭售品之市場

競爭之虞‧‧‧（3） 是否具有正當理由‧‧‧」。據此，則認定搭售行為

違法時，除必須認定行為人於機車之主商品市場擁有一定程度市場力量

外，尚須因此而對搭售商品的機車強制險之相關市場，帶來限制競爭之虞

的效果，惟判決對於該當相關市場之限制競爭效果，完全未有分析。迄今

為止，並未見有實務或學說見解主張，事業於主商品市場上所擁有的市場

力，就等於渠於搭售商品市場上所擁有之市場力。倘若本案判決認同或持

有此種見解，則應於判決中舉出理由，說明為何機車市場上所擁有的市場

力，可以視為該事業於機車強制險市場上所擁有之市場力，因而對於機車

強制險市場帶來限制競爭效果。判決所認定之行為人於機車市場的 30.35%

市場占有率，乃是基於其前一年度機車銷售金額計算所得。然而，從台灣

有機車銷售迄至本案判決日為止，台灣機車總數並非僅是行為人前一年度

機車銷售數，而是歷年所有機車廠商全體銷售數量扣除已報告機車數，若

硬要說機車數之市場占有率等同於機車強制險市場之占有率，則必須從此

所有期間的機車銷售總數扣除已報廢數，方能得出其正確結果，而非僅以

前一年度機車銷售數量，就認為該等數量涵蓋所有必須加入強制險之機車

總量。本案判決於此顯然有重大錯誤認知，而就公平會於處分操作上開搭

售違法考量因素，亦存有論證矛盾，均有待進一步商榷。 

（E）差別待遇 

                                                 
132 參照公平交易委員會彙編，前揭註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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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差別待遇判決之類型，尚可細分為三種類型：（1）適用政府採購

法之政府機關或國營事業以買方地位所為之綁標行為；（2）其差別待遇為

拒絕交易之行為；（3）頻道代理商之「最低保證戶數」交易條件。  

（1）政府機關等之綁標行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89 年度訴字第 1095 號北捷不當限制投標案、最高

行政法院 93 年度判字第 6 號台電不當限制投標案以及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

度判字第 1435 號高捷限制混凝土案等判決，乃係有關政府機關、準政府機

關或國營事業就其需求所為對外招標案；此等招標案件時而必須適用政府

採購法，進而產生公平交易法與政府採購法間法條適用競合之問題。就此，

公平會與公共工程委員會曾於 1998 年底進行協商，並就公平法與政府採購

法未來有關政府採購之適用與分工方式，達成下列結論：「（一）政府採購

法施行後，與政府採購有關之行為涉及競爭秩序，政府採購法已有規範

者，由政府採購法主管機關或相關權責機關依政府採購法處理。（二）政

府採購法施行後，機關辦理政府規劃或核准之交通、能源、環保、旅遊等

建設，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放廠商投資興建、營運者，其甄選投資

廠商之程序，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依政府採購法處理。（三）至於

得標廠商與其分包廠商間所生違反競爭事件，政府採購法雖未規範，但涉

及公平交易法規範者，由公平交易委員會依公平交易法處理。」 

無論如何，上述政府機關進行採購時，係基於需求者地位與事業進行

交易，從而其相關市場就必須從供給者之角度出發，探討究竟對於需求者

而言，有多少供給者其間具有替代性而可以提供其所需商品或服務、此等

需求者是否同屬於同一個相關地理市場？於此思考邏輯下，倘若政府機關

等就其需求有特殊要求，進而將此特殊要求記載於其招標文件中，則理論

上僅有符合此等特殊需求之供給者全體，方始構成一個相關市場，不符合

此等資格要求者，即非屬於該相關市場中之事業，自無因為資格限制導致

其參與競爭機會，受到不當阻礙。從而，真正會構成差別待遇之綁標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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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其所設定的資格限制與其特殊需求並無關連，卻作出不必要的限制，

而被認為對亦得以參與投標者有差別待遇之嫌。本系列 3 件判決中，北捷、

高捷案係以其投標資格限制攸關未來大眾運輸安全為由，而台電則以其限

制攸關未來作業安全、供電穩定為由，抗辯其必須有此投標資格限制，但

胥為公平會處分及法院判決所否定。然而，究竟公平會或法院是否具有此

種專業，得以判斷其安全等之必要性？抑或此類政府採購本已有會計法、

政府採購法嚴格管控其招標行為、有效運用政府預算，且於發生問題時相

關人員必須為此負起政治責任、行政責任，公平法是否必須、有必要介入

其採購行為？或有待商榷。  

（2）拒絕交易 

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度裁字第 1572 號國立編譯館差別待遇案、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 93 年度訴字第 1633 號揚聲伴唱帶差別待遇與杯葛案、最高行

政法院 99年度判字第 472號民航局廣告招標案以及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

判字第 1368 號金盈檢舉中鋼壟斷案等判決中，皆涉及行為人拒絕與下游交

易相對人進行交易之單方拒絕交易行為。依據各該案件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2 款之實務運作慣例，該款規定之啟動應以行為人於相關市場擁有

10%以上市場占有率為前提，但於國立編譯館差別待遇及民航局廣告招標

二案判決中，不僅未有市場占有率之認定，甚至連相關市場都未加以清楚

界定之。 

於國立編譯館差別待遇一案判決中，行為人未經公開招標程序而逕行

將其擁有著作權之教科書，交由「部編本國民小學教科用書印行處」（以下

簡稱印行處）印製推廣。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認為：行為人之舉導致「具

有印行能力之書局無法參進市場參與交易，而損害其於教科書市場公平競

爭之權益，核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禁制規定之差別待遇行為

甚明。」究竟本案相關市場，是以行為人所擁有之著作權授權所成立的相

關市場？抑或是所有教科書印製事業所構成之相關市場？還是只要擁有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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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工具及能力而可承接印製工作者，皆屬於相關市場中的事業？判決在完

全未就相關市場加以界定的情況下，即直接認定系爭行為違法。或許，違

法的真正理由可見於判決中如下之敘述：「按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之規定，

係規定智慧財產權之正當行使行為，排除公平交易法之適用，蓋公平交易

法之目的雖在建立公平之競爭秩序，惟著作權在本質上皆為法律所賦予之

獨占權，此種合法之權利與公平交易法本質產生衝突時，有明文界定之必

要；但事業適用本條除外規定之範圍，僅限於反壟斷法（即獨占地位之濫

用、結合事先申請及聯合之禁止）之部分，對於反不當競爭法（如妨礙公

平競爭）部分則無除外規定之適用，否則會造成鼓勵事業從事不公平競

爭，從而，原告此項主張，洵不足採。」原來如此，在法院的觀念中，現

行公平法第 20條第 2款根本不是以其對市場競爭產生限制效果為條件之市

場不法規定，從而該款規定的違法性根本不用探究其限制競爭效果，只要

對於交易相對人有任何差別待遇，即屬違法。此種對於公平法第 20 條第 2

款規定法律屬性都認知錯誤之判決，著實令人遺憾、再遺憾。  

此外，於民航局廣告招標案中，亦未有此相關市場及市場占有率的認

定，而僅說明：行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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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原告就該商業廣告空間之出租之市場，具有顯著

之市場力量。」倘若果真如同該判決理由所言，其廣告空間「具有其他廣

告媒體不易替代之廣告效果」，則就直接據此認定與其他廣告服務不具有替

代性即可，若此則行為人將於此一相關市場中擁有 100%市場占有率。然

而，事實當非如此，不論判決所認定國際機場廣告空間再怎麼具有廣告效

果，對於眾多廣告事業而言，無非亦是渠等所提供浩瀚如海的廣告服務之

一，行為人之採購金額可能僅是滄海一粟吧！  

不論如何，本類案件中，最令人矚目者在於 4 件案件中，有 2 件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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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理由而抗辯成功。於民航局廣告招標案中，行為人以國際機場中之廣

告攸關我國國際形象為抗辯，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皆支持其

主張而謂：「該招標案設置地點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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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設置廠商是否能符合原告招標案之要求，達一定之水準，即

屬甚為重要，若因該廠商實力不足一定之水準，導致得標後不符合招標案

之規定或有其他違規之情形，須再重新招標，實屬下策。因此原告於上揭

履約保證金之外，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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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謂無正當理由，被告以此為原告為本件限制競爭

之違法，亦有違誤。」 

另一方面，於金盈檢舉中鋼壟斷案判決中，行為人以系爭拒絕交易行

為係屬契約自由範疇，公平法不應恣意介入為由，提出抗辯；不僅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支持其抗辯而認為拒絕交易行為不違法、最高行政法院亦支持

原審判決之見解。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判決中，以如下強硬態度訴說：「相

較於原告事實上並無任何被限制競爭之情形，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

則及利益衡量原則，參加人選擇中碳公司作為交易相對人之委託處理安排

之交易權利，自應優先於原告而受到法律之保障，亦難認參加人有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情事‧‧‧公平交易法係為保障公平競爭之市場

交易秩序，而非使原告可任意選擇供應來源而強制供應者須與其締約」然

而，既然本案判決皆認定行為人擁有 19.88%市場占有率，而滿足行為時公

平法第 19 條第 2 款適用之市場占有率門檻，其所意味者即是其所實施謂的

拒絕交易行為有可能對市場競爭造成限制競爭之虞；而倘若其行為結果果

真有限制市場競爭之虞，則縱令參加人舉出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之大纛，

亦難能因此而免責。  

或許，本案真正免除違法判斷之重點，並不在於判決所稱契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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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原審判決所為以下事實認定：「系爭物料有其他替代

品，且均可自由進口，原告就使用燃料或增碳劑，除向中碳公司或其下游

經銷商購買外，因貿易商可自由進口系爭物料及其替代品，原告亦得選擇

自國外進口系爭物料、無煙煤、焦碳及其他替代品以維持其於增碳劑市場

之競爭活動，故對於最終需求者而言，市場競爭機制可以維持充分競爭的

狀態」。若此，則判決所認定行為人擁有 19.88%市場占有率一事，果真屬

實嗎？本案判決上開事實認定及論證方式，可能蘊含二種意義：（1）本案

相關市場界定錯誤，倘若被拒絕交易事業可以自由自國外進口系爭商品，

則其相關市場應包含國外市場，而非僅侷限於國內市場，於此情況，行為

人之市場占有率就會大幅降低；（2）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2 款適用前提

之 10%市場占有率門檻，有過低之嫌，從而縱令行為人擁有幾近 20%的市

場占有率，其所為拒絕交易行為，依舊不會對於系爭相關市場競爭帶來任

何不利影響。若被認定為不違法之理由屬於後者，則公平會及法院當有必

要檢討其過去之 10%、現在 15%的市場占有率設定，是否有過低之嫌。  

（3）最低保證戶數（Minimum Guarantee, MG） 

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判字第 23 號全球數位 MG 案、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481 號凱擘 MG 案、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判字第 25 號佳

訊 MG 案以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度訴字第 1650 號凱擘 MG 2 案等判

決，係有關頻道代理商於有線電視法廢止一區一家獨占之規定後，對於新

進入市場之有線電視系統，要求以開播區域之內政部公告行政總戶數 15%

作為計價戶數基礎（即一般俗稱之 MG），但新進系統業者則要求應以實際

收視戶作為計價基礎，且頻道代理商對於原有系統業者並未有此 MG 要

求，卻獨獨針對新進系統業者有此要求，不無有差別待遇之嫌的判決。以

下，僅就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判字第 23 號全球數位 MG 一案判決，加

以檢討。 

本案判決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支持公平會處分認定行為人確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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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違反現行公平法第 20 條第 2 款規定；對此，最高行政法院持不同看

法，認定公平會處分違法，但並未將該案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而係逕

行廢棄原判決、自為判決。就行為人是否擁有足以啟動公平法第 20 條第 2

款適用之 15%市場占有率門檻，原審及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皆認定行為人擁

有約 22.74%市場占有率，已跨越適用門檻；而針對是否存在差別待遇，二

個審級的法院雖對於差別待遇發生於何種行為上，有不同看法，但亦率皆

肯定存在差別待遇。二個判決中見解中最大的不同處在於，行為人所為差

別待遇是否正當。就此，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原審判決從（1）市場供需情況、

（2）成本差異、（3）交易數額、（4）信用風險、（5）商業慣例、（6）既有

系統業者之優勢協商力量等各種因素及理由，一一詳加分析，結論認為行

為人基於 MG 所為差別待遇，並無正當理由。  

相對於原審判決從此細部的成本差異、交易數額、信用風險等觀點進

行分析，最高行政法院則從有線電視系統主管機關將原先一區一家獨占經

營之規定，加以鬆綁而開放新進系統業者的市場進入之宏觀、巨視角度出

發，認為：「倘謂上訴人對於系爭系統經營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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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結構也可能因被上訴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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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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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認知下，最高行

政法院對於公平會處分未能重視有線電視主管機關開放系統業者進入之宏

觀政策，即輕率對原告事業予以處分之舉，且其處分內容令人難以窺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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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禁止行為內容為何，提出質疑而謂：「原處分並未考量因通傳會開放政

策，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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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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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違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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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誠如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所言，有線電視主管機關為促進有線電

視系統之市場進入，修正過去一區一業者的獨占經營規範方式，重新規劃

分區、將各該區域地理範圍擴大，令各區得以容納更多新系統業者的市場

進入，希冀藉此促進系統業者間之競爭。此種促進競爭效果，於公平會原

處分中，究竟佔有何種地位？公平會處分本身就此並未加以探討，而僅是

汲汲於認定原告所為 MG 要求，是否於形式上在既有系統業者與新進系統

業者間產生差別待遇。然而，所謂 MG，實為一般商業交易、特別是涉及

智慧財產權授權交易中，經常可見之商業慣例。蓋一般而言，權利人所收

取之授權金整體，除可能有一開始之固定金額的初始金額外，通常係以被

授權人於特定期間內之商品、服務銷售數量或金額，計算其應支付給權利

人之權利金金額。被授權人銷售數量或營業額越多（高）、必須上繳之權利

金就越多，權利人收入越多、就越有意願更為廣泛授權，讓更多消費者得

以享受系爭商品或服務。然而，倘若被授權人於授權後，怠惰而未能充分

實施系爭智慧財產權，致使相關商品或服務銷售數量無法擴展，將使得授

權人無法收取原本預期的權利金，亦喪失該授權原有美意。於此，遂有必

要設計出促使被授權人有積極實施系爭智慧財產、推廣相關商品或服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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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因，MG 機制即是其中一種重要手段。於 MG 條款下，被授權人倘若未

能有效實施授權、將相關商品或服務銷售至所定最低數量，因為仍舊必須

支出最低額權利金，導致其可能因此遭受虧損，被授權人乃有積極實施授

權之誘因。 

同樣地，本案中 MG 條款之目的，亦應在此。當有線電視主管機關擴

大系統業者可經營之地理範圍，希冀藉此引進新進系統業者與既有系統業

者從事有效競爭，令消費者得因此激烈競爭態勢而獲利的情況下，倘若新

進系統業者未能積極拓展客戶數量，且無 MG 機制作為制衡、懲罰其消極、

怠惰的話，則縱使開放新業者的市場進入，各該區域內仍未能存在有效的

競爭態勢，造福消費者。就此而言，MG 機制本身，並無不合理之處，且

因其存在所可能發生的形式上差別待遇，正如同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所言，

亦非全然無其合理事由。倘若的確因為 MG 機制而發生差別待遇，且此差

別待遇會對市場競爭造成不利影響的話，則當是 MG 標準設定過高，令新

進業者再怎麼積極努力都無法達到其所要求之最低客戶數。此際，MG 其

實已經成為一種排除事業進入市場之手段。申言之，過高的 MG 標準所導

致者，已經不是一般的差別待遇，而是拒絕交易、拒絕業者的市場進入。

從而本案中應詳加探究者當是，系爭 MG 其標準設定是否已經高到相當於

拒絕交易之水準，致使新進業者根本無法有效進入市場、與既有系統業者

從事有效競爭。就此，從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中所舉「大豐公司跨區之實際

訂戶數 51,998 戶，更已逐漸趨近於 MG15 之簽約計價戶數 58,196 戶」之

事例來看，本案系爭 MG 並非嚴苛、過高到阻礙市場進入的程度。公平會

原處分在未能深切體認到 MG 可能的促使事業積極行銷、促進競爭的正面

效應下，僅以既有系統業者與新進系統業者因 MG 而於形式上存在差別待

遇，即逕行認定其已有限制競爭之虞，論理上不無疑問；更可能是因為對

於 MG 機制在競爭效果上的不確定，方會導致公平會處分文中，要求行為

人所應為者、不應為者，其禁制內容究竟為何，難謂明確，從而引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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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院對於公平會處分不明確之指謫，進而撤銷其處分。  

實則，就本報告將（E）差別待遇歸類為品牌內排除競爭一事，已可窺

知，差別待遇之「排除」競爭對象與效果與（A）間接杯葛、（B）低價傾

銷、（C）獨家交易、（D）搭售等之「排除」競爭對象與效果，有所差異。

蓋（A）間接杯葛、（B）低價傾銷、（C）獨家交易、（D）搭售等所欲「排

除」之事業，皆為與行為人處於同一相關市場之競爭事業，因此「排除」

行為所導致者，乃是該相關市場結構更為集中，行為人市場力量更為強大，

而更容易行使其市場力、發生限制市場競爭之虞。相對於此，（E）差別待

遇若確實發生於行為人之下游市場，行為人究竟從此差別待遇可以獲得何

種利益？倘若確實發生因差別待遇而導致被差別事業因此退出下游市場，

進而導致下游市場中受優惠待遇事業擁有更大的市場力、享有相對於上游

行為人有更強大的交涉力量，為何行為人要自行藉由差別待遇創造出此種

具有與其可以相互睥睨、甚至平起平坐之下游事業？此等問題，實亦存在

於同屬品牌內競爭限制但其類型為停止競爭型態之（F）限制轉售價格及

（G）銷售區域（顧客）限制等行為中。倘若能夠充分、徹底理解品牌內

競爭限制之此類問題點，或許公平會於處分時必須深思之處在於，頻道代

理商究竟有何誘因或可從中獲得何種利益，而訂定 MG 條款。倘若頻道代

理商之獲利，係源自於其收視戶數之多寡，則其不應設置任何 MG 條款阻

礙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市場進入或導致其因此而喪失有效競爭能力，退出

市場。蓋縱使未達 MG 要求，任何一有線系統業者所爭取得到的新收視戶，

皆可反映至其獲利中，增加其獲利機會；惟倘若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因其差

別待遇而無法有效進入市場或因而退出市場，皆大有可能導致其收視戶數

的減少、對其負面造成負面影響。於此認知下，頻道代理上依舊規定 MG

條款，其目的當不在於阻礙或排除下游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之市場進入或

競爭，而在於如同上述，希冀藉由此類 MG 條款，促使新進入的有線電視

系統業者更為積極、努力進取，獲取更多的收視戶，以促進下游市場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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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限制其競爭。當然，倘若頻道代理商及下游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中存

在特別合意或關係企業等上下游整合情事，上下游業者有意藉由此種 MG

條款阻礙新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市場進入或排除其市場競爭時，則此種行

為已非品牌內限制競爭之（E）差別待遇問題，而屬於下游有線電視系統

業者藉由（C）獨家交易、甚或（A）間接杯葛等方式，排除其相關市場上

之競爭事業，應處罰之真正行為人在於該下游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而其行

為類型則是以（C）獨家交易、（A）間接杯葛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直接或

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之態樣。  

展望未來，公平會未來若欲爭執其有關 MG 條款處分之正當性，可採

取之對應之道有二：（1）提出充分證據證明系爭 MG 條款所設定的比例過

高，已達實質上拒絕交易、排除市場進入之程度；（2）以頻道代理商及下

游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中存在特別合意或關係企業等上下游整合情事，直接

針對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之（C）獨家交易或（A）間接杯葛等行為，檢討其

限制競爭效果、進而據此加以處分。  

（F）限制轉售價格 

在本報告所蒐集的 8 件限制轉售價格判決中，以 2015 年 2 月公平法修

正作為其分界點，行為人於訴訟中的主張，發生可見的明顯變化。蓋於是

次法律修正前，當時公平法第 18 條規定，只要一旦有限制轉售價格行為，

即當然違法，不問行為人是否擁有市場力、不問其限制轉售價格策略是否

具有正當理由，一律違法，屬於當然違法之類型。從而於此期間中，得提

出之最有力抗辯，就是當事人間並無買賣關係，而僅是代銷關係，故無「轉

售」行為存在的代銷抗辯。於 2015 年 2 月公平法修正後，現行法第 19 條

第 1 項但書容許「正當理由」抗辯，從而其後所發生之案件，多可看見行

為人提出類似促進品牌間競爭之正當理由作為其抗辯 133。此外，發生於

                                                 
133 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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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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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 月公平法修正前，但於該次法律修正進入訴訟程序之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 1046 號蘋果限制 iPhone 轉售價格判決，則是唯一

提出最高轉售價格抗辯者。最後，不論是於 2015 年 2 月公平法修正前、抑

或是修正後，依據相關規定條文文言，皆不以行為人具有市場地位或優勢

地位為要件，但卻有判決理由指出行為人因具有市場地位或優勢地位而實

施限制轉售價格，從而違法。以下，即依據「代銷」、「品牌間競爭」、「最

高轉售價格」等抗辯及「優勢地位」的規範定位，闡明相關判決有關於此

之態度。 

（1）代銷 

由於公平法限制轉售價格規範係以甲賣商品給乙，針對乙賣商品給第

三人時得銷售之價格，加以限制；從而，倘若甲與乙間並未發生買賣關係，

乙於整體交易鏈中僅是居於行紀或代銷地位時，則上開買賣關係實際上係

直接發生於甲與第三人間，並無所謂「轉售」行為的存在。因此，倘若甲

若能舉證其與乙之間乃是行紀或代銷關係，則即可因此免於限制轉售價格

的究責。認定代銷關係成立與否，有 2 項判斷要素，一為所有權移轉之有

無，另一為銷售風險負擔之歸屬；二項要素並非全然是獨立於他方的個別

存在要素。一般而言，除非契約有特別約定，否則一旦商品所有權移轉給

他人，其後危險負擔等自然由該他人承受；惟形式上似乎有所有權移轉，

但是否有確實移轉而無法肯定時，可藉由其危險負擔歸屬，反向判斷是否

確實存在所有權移轉。從而，代銷關係存在有無，除當事人間須有所有權

移轉外，且其移轉必須是實質的移轉，相關商品銷售等風險由移轉後之所

有人承擔，而非該當風險仍由移轉前之所有權人負擔。若風險仍由前手之

所有權人承擔，則縱使有形式上的所有權之移轉，當事人間仍屬代銷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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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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經銷關係134。 

在最高行政法院 92年度判字第 825號立明限制清潔液轉售價格案及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度訴字第 795 號杏輝限制藥品轉售價格案二案判決

中，行為人皆以其與商品直接承接人間，處於代銷關係，故該等承接人對

第三人所為銷售價格縱係依據其所規定之價格而為，亦不構成限制轉售價

格行為，但二案有關於此代銷之抗辯，胥不為法院所接受。例如，在立明

限制清潔液轉售價格案判決中，最高行政法院即清楚闡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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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人因未能滿足此等判斷要素，故其所主張代銷關係並不成立。  

原本，判決強調應以實質方式，而非僅憑契約形式，認定是否存在代

銷關係，本應予以肯定，因其符合公平法規範強調實質之精神。然而，遺

憾的是，上開判決理由嗣後於認定本案相關事實時之下列敘述，似乎又回

到強調形式作法，未能貫徹其強調應實質認定的作為，判決如此說明：「本

案與上訴人所謂以『代銷』交易之連鎖店，係以該店所屬公司或分公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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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品牌間競爭  

                                                 
134 參照廖義男（計畫主持人），「註釋公平交易法之研究系列（一）─第一條至第十七條」，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2 年度合作研究報告 7，108-11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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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 月公平法修正容許行為人得就其限制轉售價格提出搭便車、

促進品牌間競爭等正當理由抗辯後，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1833 號濟生胡椒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度訴字第 336 號櫻花限制設

備轉售價格案等二案判決過程中，即可見行為人提出相關抗辯。然而，二

案判決中法院皆以行為人未能舉出具體事證支持其抗辯，從而否定其抗

辯。惟何謂具體事實，不無疑問。難道是要曾經發生過實際的搭便車、減

少售前（後）服務等具體案例後，方能基此理由而限制轉售價格？而不能

以事前預防、防止此類行為發生之觀點，限制轉售價格，因而得避免該類

不當情事發生嗎？  

不論如何，於濟生胡椒案判決中，當行為人主張：渠「與下游廠商約

定上開條款，主要目的係為避免下游廠商惡意以競價或哄抬價格之方式導

致商品價格混亂，而不利胡椒商品之公平、自由競爭，因下游各該經銷業

者、盤商取得供給胡椒商品之成本不同，倘原告未為系爭約款之限制，苟

取得商品成本較低之業者刻意採極低之利潤為惡性競爭，其他取得稱品成

本較高之業者因無成本優勢，將陷入無利可圖之窘境，自無誘因提升售前

服務之效率或品質」而對於行為人上開正當理由抗辯，判決除認定其並未

舉出具體事實以支持其抗辯外，尚以下列敘述開示行為人應有商業作為，

其謂：行為人「與下游經銷業者之交易模式均為買（賣）斷制，是其經銷

商取得產品後本應自行負擔產品銷售之盈虧風險，原告殊無限制轉售價格

以保障下游經銷商營業利潤之必要；縱取得成本較高者須以品質、服務或

技術等吸引購買而導致銷售成本增加，亦屬其自行因應市場競爭之活動，

原告無理由介入；況產品之市場價格本依供需法則而定，低價銷售亦屬市

場競爭之一環。原告於中式辛香料製品市場占有率達 3 成，如依原告所訂

之銷售模式以觀，不論進貨成本高低，在各下游經銷商均依原告之建議售

價表販售時，因價格趨於僵化，但需求不減，經銷商均得獲穩定之利潤，

易使其等無誘因致力於價格以外之競爭因素，以免提升營運成本，減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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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反之，若無上開轉售價格之限制，原告經銷商因進貨來源相同，原告

產品於各下游事業間具同質性，為創造產品、服務差異化，價格、品質、

服務等即屬競爭之關鍵。是原告上開限制其經銷商轉售價格之行為，並未

能提出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所規定之正當理由，亦堪認定。」  

上開判決理由敘述，乍看之下，堂而皇之、言之成理，頗有商業大老

教導新生代之味道，然而正如同判決所言：「經銷商取得產品後本應自行

負擔產品銷售之盈虧風險，原告殊無限制轉售價格以保障下游經銷商營業

利潤之必要」的確，保障下游經銷商之獲利水準，對於行為人而言，其並

無法分享此一利潤保障，蓋其獲利乃是銷售給經銷商之價格減去商品成

本，而經銷商以多少價格銷售系爭商品，並不影響原告針對每個商品之獲

利。於此認知下，判決繼續闡明：「在各下游經銷商均依原告之建議售價

表販售時，因價格趨於僵化，但需求不減，經銷商均得獲穩定之利潤，易

使其等無誘因致力於價格以外之競爭因素，以免提升營運成本，減少利

潤；反之，若無上開轉售價格之限制，原告經銷商因進貨來源相同，原告

產品於各下游事業間具同質性，為創造產品、服務差異化，價格、品質、

服務等即屬競爭之關鍵」本段敘述認為，因為存在限制轉售價格，因此價

格僵化但需求不減，經銷商因此獲利趨向穩定，故缺乏誘因提供判決所認

為於無限制轉售價格下將會發生的「服務差異化」作法。此段敘述之著眼

點，僅在於品牌內競爭問題，完全未將品牌間競爭加以考量。對於行為人

而言，果真如同判決所言，只要容許下游經銷商得以自由定價，則下游經

銷商即會為此而提供各種不同的服務，並於其彼此間形成強烈的競爭，增

加銷售數量、提供原告整體之獲利水準？  

當國內外大多數公平法學說、實務多認為135，事業之所以限制品牌內

                                                 
135 參照馬泰成，「限制轉售價格與合理原則」，公平交易季刊，第 25 卷第 4 期，31-66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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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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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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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其目的在於促進品牌間競爭、鼓勵各品牌經銷商提供各種售前（後）

服務時，本案判決卻反其道而認為，容許品牌內競爭才能鼓勵下游經銷商

競相提供各種差異化服務，增加其品牌競爭力及銷售數量。或許，判決所

忽略的是，假設沒有本案原告所實施的限制轉售價格，積極進取、提供特

別優質服務的下游經銷商，其所提供之服務將增加其銷售成本，而為維持

其獲利水準，該經銷商遂有必要提高其產品售價；與此同時，消費者在享

受前述以自己成本積極提供各種服務的經銷商之優質服務後，發現其商品

售價過高，從而轉而探聽是否有其他經銷商針對同樣商品但賣得更便宜，

結果就很容易發現到，其他未提供該種所謂優質服務的競爭經銷商，因為

無須為該種服務的提供而付出高額成本，從而可以以低價賣給消費者，結

果就是對於價格敏感的消費者在享受優質服務後，轉而向其他未提供服務

但售價較低的經銷商，購買商品。在看到如此結果後，原本提供優質服務

的經銷商，當然不願繼續當冤大頭，因此也不再提供優質服務，結果所導

致者，就與本案判決所預測的結果完全相反，是所有經銷商大家都不願意

提供該等優質服務。相對於此，倘若確保所有經銷商皆須依據一定價格銷

售，則不論有無提供系爭優質服務，都必須以同樣價格銷售，對於消費者

而言，既然在享受到優質服務的經銷商，與未提供此一服務的經銷商，二

者售價皆屬相同，則其理當於享受優勢服務後直接向該提供服務的經銷商

購買系爭商品，使得經銷商存有誘因提供此種優質服務、提高其競爭力。

當原告所有下游經銷商皆致力於提供此種優質服務時，原告品牌之商品，

就會比其他品牌商品更具有吸引力、競爭力，其銷售數量也會增加，原告

事業獲利因此也會提高。當判決苛責行為人未提出具體證據以證明其正當

化事由時，判決上述訓示行為人時所提示的各種看法、主張，豈非更沒有

「具體證據」支持之？ 

                                                                                                                                          
適性」，公平交易季刊，第 19 卷第 1 期，  119-15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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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在櫻花限制設備轉售價格一案判決中，行為人主張：「其限制

各區總經銷商轉售價格之理由係為瞭解其成本及定價之條款，更希望下游

經銷商不要致力於價格的競爭，而在行銷廣告、售前、售後服務等方面提

升品質，以共同合作的方式提升總經銷商整體對商品服務的層次，促進『櫻

花』品牌在不同品牌間的商品競爭力，防免搭便車」對此主張，法院依舊

認為：行為人「仍未提出具體事證說明何以必須限制下游經銷商轉售價格

始可瞭解原告商品在市場行銷價格？何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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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被告未認原告上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有公

平交易法第 19 條但書所稱正當理由，自難謂係於法有違。是原告此部分主

張，仍無可取。」  

然而，當判決認定行為人之「各總經銷商之營業規模、區域、營運模

式及管銷成本均不相同」時，其實就蘊含著，倘若消費者可以在各該總經

銷區域間游離，跑到售前服務比較好的經銷商接受服務後，再到未提供售

前服務從而可以壓低售價之經銷商處採購時，則搭便車情事即有可能發

生。此際，藉由限制轉售價格的實施，當可抑制此種不當的搭便車行為。

更重要的是，本案所涉及者乃是，安全性非常重要的瓦斯爐、熱水器等產

品，基於使用安全維護等社會安全理由，限制轉售價格的實施，更有其必

要性。若此，則行為人所提希望各總經銷商「在行銷廣告、售前、售後服

務等方面提升品質，以共同合作的方式提升總經銷商整體對商品服務的層

次，促進『櫻花』品牌在不同品牌間的商品競爭力，防免搭便車」，實非

毫無理由。判決實難能僅以一句「未提出具體證據」即一蹴之，而應基於

職權主義、闡明權的適當行使，積極促使行為人就此提出更為詳盡的說明，

並請公平會說明若其將原告答辯重新考量於其處分過程中時，是否依舊會

做出同樣處分？然而，或許是行為人對於公平法認識的不足、不具有競爭

法專業知識與能力等因素，而成為訴訟上不利於其之結果。或許，基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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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正確運用公平法第 19 條規定之職責，公平會或有必要對一般事業提示

出，對照於其他國家競爭法制，事業欲證明所謂「正當理由」時，可以提

出諸如何種證據。以對於外國法制知之甚稔、經常參與國際會議的公平會

而言，如此作為當非難事，既可協助事業積極提出抗辯，避免無辜事業遭

受處罰，亦可充分落實公平法限制轉售價格規範之意旨，何樂而不為？  

（3）最高轉售價格  

2015 年 2 月公平法修正時，第 19 條修正理由有如此說明：「參酌國際

潮流之趨勢，如最高轉售價格等有正當理由者，即不在此限，爰於第 1 項

增列但書規定。」由此可知，最高轉售價格得以作為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

正當理由抗辯。蓋如同筆者過去於其他文章中之敘述：最高轉售價格之目

的在於「避免雙重剝削之問題。一般而言，倘若下游經銷商處於競爭狀態，

則上游製造商實無誘因課賦最高轉售價格維持義務。蓋此時零售價格已趨

於競爭價格水準，上游製造商可因此獲致最多銷售數量及利益，毋庸再行

干涉下游經銷商之價格設定策略。職是，上游製造商若實施最高限制轉售

價格，當係鑑於下游零售市場中未見競爭存在  ，致使最終零售價格過高造

成上游製造商整體銷售數量的減少、獲利受損。申言之，此際上、下游事

業間發生『連環獨占』（successive monopoly）之現象，由於各該獨占事業

的價格設定係以其各自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為準，從而最終零售價格受

到『雙重剝削』（double marginalization），呈現價格過高景況  。於此情形，

上游製造商遂有誘因及必要性，以最高限制轉售價格介入下游經銷商的價

格訂定行為、控制其價格支配力，藉此以抑制不當過高售價情事之發生，

增加全體銷售數量，於造福本身獲利能力的同時，亦令消費者可因最終零

售價格的降低而獲益。不論是將競爭政策之目標定位於經濟效率的提升、

抑或將之視為消費者利益的增進，最高限制轉售價格於此皆有助於二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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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之達成，而應受到高度肯定」136。 

當係基於同樣的認知，2015 年 2 月公平法修正時，遂於立法理由中明

文將最高轉售價格列為得為抗辯的正當理由之一。問題在於，於是次法律

修正前，當時公平法第 18 條對於所有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不論是固定價

格、最低或最高轉售價格，一律認為其屬當然違法行為，而不承認其抗辯。

倘若行為發生時間點在於是次法律修正前，但訴訟程序則於修法後才展開

的話，則行為人於訴訟中提出最高轉售價格抗辯，法院應否基於是次法律

修正精神，肯定其抗辯？就此，法院的回答是，不能！於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 103 年度訴字第 1046 號蘋果限制 iPhone 轉售價格案判決中，當行為人

主張系爭行為類型係屬最高轉售價格，並未產生限制競爭效果時，法院判

決即如此回應：行為人「復主張：縱認伊曾透過契約約定限制電信業者之

綁約手機價格，至多僅屬維持最高轉售價格之態樣，並無任何限制競爭之

效果，自無違法‧‧‧‧裁處時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前段，明定事業應容

許其交易相對人自由決定商品轉售價格，且未將限制最高轉售價格之行

為，排除於該條規制範圍之外，原告主張維持最高轉售價格非屬該條所禁

止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已難採憑。」申言之，對於法院而言，縱令公平

法之規範目的在於維護市場自由公平競爭秩序，而系爭最高轉售價格縱使

無限制競爭效果，但因為行為時公平法第 18 條並未區分有限制競爭效果及

無限制競爭效果之限制轉售價格，故所有限制轉售價格一律違法，即使法

院於判決時已經知悉前述法律修正時肯定最高轉售價格之正當性，但仍無

礙於其對於行為時、可能無任何限制競爭效果之最高轉售價格，認定違法。 

（4）市場地位或優勢地位之規範定位  

不論是 2015 年 2 月公平法修正前、抑或是修正後，公平法限制轉售價

格規範，皆未要求行為人必須擁有一定市場占有率或市場力，方能該當於

                                                 
136 黃銘傑，前揭註 5，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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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規範對象之行為主體。絕大多數法院判決於論斷限制轉售價格違法性

時，亦未就此市場地位問題，有所著墨。惟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

訴字第 215 號祥美限制豆米奶轉售價格案判決中，法院卻罕見地討論到行

為人的市場地位。蓋於訴訟過程中，公平會曾主張：「系爭商品為市場上

同類商品三大品牌之一，並為國人重要民生食品，以量販通路業者滿足消

費者一次購足之經營模式，所販售商品即須齊全，故由系爭商品之具體供

給與需求交易關係觀之，系爭商品於交易實務上，乃量販店必備商品，且

原告顯具有暫緩供貨或斷貨之能力，原告自具有相對優勢地位」。對此主

張，本案判決給予正面的回應，曰：「因事業是否具有相對優勢地位，應

以市場供給與需求雙方於特定交易關係中，是否生相對經濟依賴關係而

斷，故通路商與供應商何者優勢，仍應視具體個案認定。系爭商品於交易

實務上，乃量販店必備商品，已如前述，且由前揭系爭電子郵件之內容觀

之，原告顯具有暫緩供貨或斷貨之能力，是以，原告以『立即暫緩正常供

貨及爾後促銷安排活動』之手段，達到其限制系爭轉售價格之目的，要無

疑義。原告主張原處分對該全國性合約未予注意、調查，而稱原處分有得

撤銷之原因，係出於對事業相對優勢地位概念之錯誤理解，自無可採。」

故依照公平會及法院判決之邏輯，似乎是因為行為人擁有相對優勢地位，

因而處於可以對其交易相對人暫緩供貨或斷貨之能力，故其相關價格告知

行為，就不僅止於建議價格性質，而是已經達於不法的限制轉售價格。  

依據本案判決論述邏輯，似乎必須是行為人擁有一定優勢地位或市場

地位，其所為限制轉售價格，方始違法。惟由於本案判決前後有關限制轉

售價格行為之各個判決，並未以此行為人市場地位作為其違法性判斷要

素，故仍難能僅以本案判決論述，認定限制轉售價格之行為人應擁有市場

地位或至少擁有相對優勢地位，其行為方可認定為法。  

（G）銷售區域（顧客）限制 

如同前述，本項（G）銷售區域（顧客）限制與（F）限制轉售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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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屬於品牌內停止競爭之垂直限制交易類型，從而於限制轉售價格案件

中，行為人所提出代銷、促進品牌間競爭等抗辯，亦可見於本項銷售區域

（顧客）限制相關判決中。例如，在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396 號南

一書局經銷區域限制一案判決過程中，行為人即以其與經銷商間之關係屬

於「居間」關係，而非「交易」，進行抗辯，但並未為法院所採信。較值得

注意的是，最高行政法院於本案判決中之下列指摘：「查教科書及參考書

市場因具有較為封閉之特性，並上訴人於國小教科書市場更已達獨占之市

場地位，則上訴人以學校劃分經銷商之經銷地域，業已剝奪該經銷商之交

易對象選擇自由‧‧‧上訴人此經銷區域之限制，自已限制同一品牌參考

書市場關於顧客及價格之自由競爭」判決所謂「自已限制同一品牌參考書

市場關於顧客及價格之自由競爭」之限制競爭效果，究竟為何？一般而

言，既然在最高行政法院眼中，行為人已經是獨占事業，則又有何必要特

地設計出所謂的區域限制，以限制「顧客及價格之自由競爭」。蓋既然不

論是於商品市場、抑或是於地理市場，行為人都已經擁有獨占地位，則普

天之下，莫非獨占；一切價格，由我決定；提供多少產品給顧客，亦是由

我決定。於此情形下，設定區域限制之意義，究為何？ 

同樣是屬於教科書、參考書出版商銷售區域限制案者，另有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4993 號育橋文教經銷區域限制案判決。該案中，

行為人主張：其係「基於管理便利及考量區域特性將營業區域劃分為數區

域經銷商，僅於方便原告管理、控管公司庫存」，進而基此以激勵經銷商之

忠誠度。對此抗辯，法院並不採認，其認為：行為人「主張其限制之正當

理由，係基於管理便利及考量區域特性將營業區域劃分為數區域經銷商，

僅於方便原告管理、控管公司庫存云云。然查有關經銷區域之限制雖可激

勵經銷商之忠誠，然亦同時影響經銷商之營業自由受限制，不再有品牌內

之競爭，另亦使消費者購買選擇自由受限制，常有缺貨之情事，非原告所

主張而幾可適用於各交易市場之『方便管理、控管庫存』一語所能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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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以原處分所指原告之意圖及目的應係在確保新的九年一貫學程經銷商

之利潤，以減少並限制品牌內競爭為可採。」  

倘若就教科書或參考書間是否存在所謂「品牌」間競爭概念或效果一

事，暫且不論137，而依據法院判決認定行為人與其他出版商間具有競爭關

係一事來看，本案判決完全沒有品牌間競爭概念，其所認為的競爭概念僅

是停留於品牌內競爭；而對於行為人而言，其真正的競爭戰場，在於與其

他出版商、其他品牌間之競爭。正是因為對此認知的差異，使得對於原告

而言其品牌間競爭的利器之「激勵經銷商之忠誠」、「確保新的九年一貫學

程經銷商之利潤」等手段，在法院眼中充其量只不過是限制品牌內競爭的

手段，除此之外，別無其他任何正面效應。  

有關銷售區域限制之最後一件判決，乃是前述（F）限制轉售價格類型

中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1833 號濟生胡椒案。該案中，行為

人同時實施二個典型的品牌內競爭限制，亦即（F）限制轉售價格以及本

項（G）銷售區域限制。行為人對於其所為銷售區域限制，主張乃係基於

以下正當理由所為：「避免偽貨、賊貨進入市場倒貨致價格混亂、避免單

一經銷商獨大、壟斷致對消費者不利益」。對此主張，本案法院認為：其

主張「顯係臨訟杜撰之詞，已無可採；此參原告未能說明限制經銷區域與

避免偽貨、賊貨進入市場倒貨等二者間之關聯性與必要性益明。」判決並

進一步認定：行為人「以維持市場秩序為由，挾其市場地位訂定上開限制

約款，禁止下游經銷業者越區經銷，經綜合判斷已減損品牌內競爭，且造

成之市場封鎖排除效果程度亦高，已對於市場有限制競爭之影響，而違反

                                                 
137 理由在於，就參考書銷售而言，當學校採用特定教科書之後，其他教科書出版商所

出版的參考書，是否與行為人針對其教科書所發行的參考書間，存在替代關係？倘若

該等不同教科書出版商各自為配合其教科書內容所出版的參考書彼此間，並不具備替

代性，則一旦學校採用特定版本的教科書後，消費者可能因此而被鎖入（ locked-in），

只能購買該對應於版本教科書之參考書，從而就此參考書成立一個售後相關市場。於

此相關市場中，單一版本出版商，就可能擁有獨占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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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5 款規定，即屬有據。」就本案法院而言，所謂「競

爭」就只有「品牌內」競爭，從而當系爭行為已造成品牌內競爭限制時，

就只有違法一途，無庸再去深入探討行為人是否還有其他競爭對手存在、

渠與此等競爭對手間是否有「品牌間」競爭的問題。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早於 1977 年 Continental T.V., Inc. v. GTE Sylvania, Inc.138一案判決指出，

品牌間競爭才是「反托拉斯法的主要關心對象」139時，我國法院在進入 21

世紀後，似乎依舊未能理解品牌間競爭概念之重要性及真諦。  

四、我國法院判決關於垂直交易限制之問題點、盲點及可有的因應對策  

從前一節針對我國法院關於垂直交易限制案件各該判決之解析，或可

窺知，雖然脈絡不是很清楚，但法院判決已逐漸對於競爭概念有更清楚的

認識，特別是當最高行政法院基於宏觀、巨視觀點，從有線電視主管機關

開放市場進入、推動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間之競爭出發，論述頻道代理商

MG 條款之促進競爭效應時，更是令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此外，雖然

依舊難認為已對品牌間競爭概念有充分理解，但近來法院判決已開始逐步

討論行為人於訴訟過程中所提出之搭便車、促進品牌間競爭等抗辯，假以

時日，或可經由訴訟的累積，更加理解、釐清品牌間競爭概念，而以更為

正確的態度，對應此類抗辯事由。當然，整體而言，不得不說，法院有關

垂直交易限制之判決，依舊問題重重，蘊含著諸多問題點與盲點，而有必

要加以指明，提供未來法院判決、甚至公平會處分時參酌。  

以下，基於前一節針對各個判決之解析所得，將迄今為止法院判決關

於垂直交易限制行為所蘊含的問題點及盲點，逐一加以陳述，必要時並同

時提出可能的解決之道。  

（一）問題點 

                                                 
138 See Continental T.V33 U.S. 36 （1977） . 
139 Id., at 52 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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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能正確區辨各種不同垂直交易限制類型及其競爭意涵  

如同前述，現行公平法所規範的各種具體垂直交易限制，可以從其屬

排除競爭或停止競爭類型、同一市場（品牌）內競爭限制或不同市場（品

牌）間競爭限制，而區分為各種類型，各該類型其違法性判斷方式、得為

抗辯之正當理由，亦屬不同，從而於判定系爭垂直交易限制行為是否違法

時，當有必要先行正確認定其行為類型，方能對於市場競爭限制效果、正

當理由等抗辯，給予正確定位及判斷。然而，很可惜地，部分判決卻對於

系爭垂直交易限制之類型，在未能正確認定其行為類型下，即作出判決。

例如，在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度判字第 1876 號太平洋百貨營業區域限制一

案判決中，法院判決將應屬於（C）獨家交易類型者，錯認為（G）銷售區

域（顧客）限制，進而討論到只有（G）銷售區域（顧客）限制才有的搭

便車等抗辯事由。同樣地，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度訴字第 1442 號天

外天阻礙全國數位案判決，在行為人市場占有率已經確定在 10%以上時，

其行為明顯屬於（C）獨家交易類型，但法院判決卻適用以行為時公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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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將明顯屬於排除競爭、市場不法之類型，硬

生生以不公平競爭、行為不法類型，進而論斷其違法性之作法，實有待商

榷。 

展望未來，法院、甚或公平會當有必要對於各種垂直交易限制類型及

其限制競爭意涵、得為抗辯事由之內涵，加以正確理解、掌握及認定，方

能作出合法的處分及判決。  

2.未能適當理解品牌內競爭與品牌間競爭之概念及其競爭意涵  

迄今為止，雖然於不少案件中，行為人、特別是（F）限制轉售價格、

（G）銷售區域（顧客）限制等屬於品牌內停止競爭類型的行為人，曾提

出各種搭便車、售前（後）服務之提供、維繫商譽、促進品牌間競爭等正

當理由抗辯，但大多被法院以行為人未能提供具體事證，以證明其的確是



141 

 

為該等正當理由而有必要實施該類交易限制為由，而依舊被認定違法。此

類判決中，法院不僅未能體會到此類抗辯對於事業與其他品牌事業從事競

爭的重要性，甚至時而完全沒有意識到此類品牌間競爭概念的存在。而於

行為人舉出品牌間競爭抗辯時，法院依舊自說自話、自我陶醉在其品牌內

競爭限制的論述中，完全未能意識到其論述與行為人所主張者，根本未有

交集。最明顯之事例，厥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1833 號濟生

胡椒案判決，判決理由洋洋灑灑論述一大堆，卻不無對牛彈琴的遺憾，而

其教導行為人應如何架構、規劃其商業策略方屬合理之訓示，更是在未能

理解品牌間競爭方是事業競爭所關注之重心，當因品牌間競爭失利、退出

市場，還能去關心什麼品牌內競爭嗎？  

因此，在品牌間競爭才是「反托拉斯法的主要關心對象」140之認知下，

未來法院判決應當更為謹慎、細緻處理行為人所提促進品牌間競爭等抗辯

事由，切忌以一語未舉出具體事證、即刻駁回其抗辯。蓋如同本章第第二

節四、（二）所述，在上下游事業間未有協議或合意存在，而係由上游事業

單方面所加諸之垂直交易限制條款，大多具有商業正當理性及事由，對於

市場競爭多未帶來限制競爭之虞，屬合法行為。從而，至少當法院認定系

爭（F）限制轉售價格、（G）銷售區域（顧客）限制等行為，係由上游事

業單方面所為時，對其所提各種促進品牌間競爭抗辯，應予積極考量，並

應仔細檢討，行為人無法提出充分具體事證，究竟是因為其訴訟智識所限、

抑或是由於垂直交易限制有效協助下游事業主動提供各種服務、防止搭便

車行為發生，故而並未發生有具體的反面事證、得以作為支持其促進品牌

間競爭之證據。  

3.未能有效區隔市場不法及行為不法二種類型  

在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31 號和安行藥品 1 元競標一案判決

                                                 
14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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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僅將屬性屬於排除競爭類型之低價傾銷行為，錯誤認知為行為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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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不法類型，且當原審判決認定行為不法類型，其

違法性在於「系爭行為是否具有商業倫理之非難性。換言之，不公平競爭

行為，其非難性為其競爭手段本身已違反商業倫理與違反效能競爭，故為

不公平競爭行為之事業不以具有一定市場力量為限。」最高行政法院卻指

鹿為馬，認為該款規定中之「不正當方法」應「應從其阻礙公平競爭之性

格加以解釋。通常應綜合行為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

商品特性及履行情況後，從維持公平競爭秩序之觀點，個別加以判斷。」

在不公平競爭、行為不法與阻礙、限制競爭、市場不法二種係屬完全不同

類型，其違法性判斷、認定要素並不相同的情況下，最高行政法院該案判

決卻將作為認定系爭行為是否有不正當「限制」競爭判斷因素，移花接木

直接適用於行為不法之不公平競爭行為中，顛覆一般人對於各」有其規範

理念及目的之限制競爭規範法律與不公平競爭防制法律的認識。  

展望未來，在現行公平法第 20 條經過 2015 年 2 月修正的重大變革，

其條文已從原先不公平競爭章節，更換到正確定位其規範屬性之限制競爭

章節，惟相當遺憾地，公平法第 20 條本身依舊存在著妾身不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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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款規定。如同前述141，該款規定於現行實務

運作結果，僅是將原本即應藉由聯合行為規定禁制之行為，逃遁、避難到

適用該款規定，而無其他真正得以促進競爭效益的執法目的。然而，只要

該款規定一日不廢止，未來不無可能繼續發生上述最高行政法院錯將逢京

當馬涼的錯誤解釋，而有必要避免之。  

4.尚未清楚釐清「不正當」、「正當理由」之規範定位  

                                                 
141 參照前揭註 125 所引用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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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現行公平法垂直交易限制規範之第 19 條、第 20 條各款規定中，

都存在有「正當理由」（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第 20 條第 2 款）、「不正當方

法」（第 20 條第 3 款）、「不正當」（第 20 條第 5 款），惟應注意其法律性質、

規範定位的不同。申言之，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中的「正當理由」，依

該項條文規範方式乃是因行為人所為限制轉售價格原則上違法，僅於例外

在行為人得舉出「正當理由」抗辯時，承認其抗辯、進而阻卻違法性的發

生。從而，該項但書規定的法律性質為阻卻違法事由。  

相對於此，公平法第 20 條各款（第 4 款除外）規定中之「不正當方法」、

「不正當」等要件，並非阻卻違法事由，而係縱令行為外觀、形式該當於

該條各款規定之行為類型，但並非僅因此等行為類型存在即構成違法，而

係必須無正當理由或不正當實施各該行為時，方始違法。有鑑於此，公平

法施行細則第 26 條第 2 項、第 27 條第 2 項、第 28 條第 2 項，方會規定於

判斷系爭行為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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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第 20 條各款規定中之無正當理由、不正當等要

件，乃是各款規定本身之違法性構成要件之一，其舉證責任在於公平會，

行為人僅於公平會依據該等規定善盡舉證而依舊認定有違法時，方有必要

提出類似搭便車、促進品牌間競爭、成本差異、信用風險等正當事由，進

行抗辯、尋求阻卻違法之可能。  

由上可知，當系爭垂直交易限制屬於現行公平法第 20 條各款規範之對

象行為時，公平會於作出違法認定前，當有必要就前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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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綜合予以判斷，之後才是行為人提出抗辯、阻卻違法之問題。

惟於判決中，經常可見只要行為人市場占有率超過 10%，其違法即幾乎已

成定局，而所謂當事人意圖、目的、商品特性及履行情況等，不少都成為

當事人必須自行舉證、抗辯之事由。最為明顯之案件，厥為有關頻道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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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MG 條款等案之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原審判決中，即花費非常多的

精力及篇幅，在駁斥頻道代理商所提（1）市場供需情況、（2）成本差異、

（3）交易數額、（4）信用風險、（5）商業慣例、（6）既有系統業者之優勢

協商力量等各種抗辯事由，其中屬性屬於違法性判斷要素者，有之（（1）

市場供需情況、（5）商業慣例、（6）既有系統業者之優勢協商力量）；屬於

違法性阻卻事由者，亦有之（（1）市場供需情況、（2）成本差異、（3）交

易數額、（4）信用風險）。  

展望未來，法院、甚至公平會本身，當有必要對於此等違法性判斷要

素、阻卻違法事由等要素，再加以清楚分類，方能合理分配當事人間應有

之舉證責任，維護訴訟程序的公平性。  

5.市場占有率要件未能於所有應要求其存在之案件中加以認定  

除（F）限制轉售價格外，其他垂直交易限制既然被歸類為限制競爭行

為類型，而要求其行為人應擁有 10%或 15%以上市場占有率，則應於所有

案件中確實遵守此一違法性構成要件，否則當不足以認定違法。然而，依

舊有部分案件，在未清楚界定相關市場、確定其市場占有率的情況下，即

輕率認定違法，實不恰當。例如，在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度裁字第 1572 號

國立編譯館差別待遇案中，原審判決理由僅以：行為人之舉導致「具有印

行能力之書局無法參進市場參與交易，而損害其於教科書市場公平競爭之

權益，核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禁制規定之差別待遇行為甚

明」，即認定其違法。該判決不僅未能舉出行為人之市場占有率、甚至連相

關市場都未能加以界定。究竟該案相關市場，是以行為人所擁有之著作權

授權所成立的相關市場？抑或是所有教科書印製事業所構成之相關市場？

還是只要擁有印製工具及能力而可承接印製工作者，皆屬於相關市場中的

事業？同樣地，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4 年度訴字第 2668 號光泉生乳收購

案中，亦未針對行為人市場占有率加以討論，而僅是說明：行為人「諳知

酪農戶之營運囿於上開生乳特性、地理環境之限制及原告品牌之優勢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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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對於原告有相當之依賴程度，故與所有酪農戶簽訂之系爭合約書中

均訂有系爭不公平交易條款，即屬不當。」判決既然肯定行為人「品牌之

優勢市場地位」，為何不再花一點功夫，討論其市場占有率呢？  

展望未來，既然公平會已經於其 2016 年 2 月 17 日第 1267 次委員會決

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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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未來於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案件中，當有必要

明確、清楚指出行為人之市場占有率，方能作出正確的合法、違法之判決。 

6.未能釐清限制轉售價格之違法性與市場力間之關係  

不論是於 2015 年 2 月法律修正前、抑或是於該次法律修正後，我國公

平法（F）限制轉售價格規範，從未於其條文中有暗示行為人必須擁有一

定市場力，方得認定其行為違法之規定內容。然而，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215 號祥美限制豆米奶轉售價格案判決中，法院判決肯定

公平會所稱行為人擁有優勢地位之主張，而謂：「系爭商品於交易實務上，

乃量販店必備商品，已如前述，且由前揭系爭電子郵件之內容觀之，原告

顯具有暫緩供貨或斷貨之能力，是以，原告以『立即暫緩正常供貨及爾後

促銷安排活動』之手段，達到其限制系爭轉售價格之目的，要無疑義。原

告主張原處分對該全國性合約未予注意、調查，而稱原處分有得撤銷之原

因，係出於對事業相對優勢地位概念之錯誤理解，自無可採。」依此公平

會主張及法院判決邏輯，似乎是因為行為人擁有相對優勢地位，故得認定

其限制轉售價格行為違法。同樣地，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1833 號濟生胡椒案判決中，法院亦認為：行為人「於中式辛香料製品市場

占有率達 3 成‧‧‧在各下游經銷商均依原告之建議售價表販售時，因價

格趨於僵化」，進而認定其系爭行為違法。 

就本報告之立場而言，將限制轉售價格與其他垂直交易限制行為，於

判斷違法性時區分成不同類型、適用以不同標準，從而認為前者違法性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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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行為人有一定程度市場力，而後者類型行為人必須具備一定程度市場力

之區別，並無道理。若此，則該等案件判決以市場占有率作為其違法判斷

要件之一的作法，值得給予肯定142。然而，對照本報告所限定之判決蒐集

期間，其他有關限制轉售價格判決，皆無提及行為人之市場力、亦未有判

決認定行為人市場力有無得左右其違法性判斷之見解，從而倘若法院通說

見解已認為限制轉售價格之違法認定，並不以行為人有市場力（不論是相

對或絕對）為前提，則未來判決似有必要避免牴觸此種見解之事實認定或

理由陳述。 

7.差別待遇、特別是拒絕交易與契約自由之關係尚待釐清  

在（E）差別待遇案件、特別是單方拒絕交易案件判決中，行為人時而

會以其行為屬契約自由原則所保障之合法行為，法院不應認定違法。例如

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判字第 472 號民航局廣告招標案及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368 號金盈檢舉中鋼壟斷等案中，行為人即提出此種主張。民

航局廣告招標一案判決中，法院肯定行為人所提其投標資格限定目的在於

維護我國國際形象之抗辯，從而未就契約自由原則一事，加以判斷。惟於

金盈檢舉中鋼壟斷案中，法院從契約自由原則間之利益衡量觀點出發，強

調契約自由原則之重要性，進而否定系爭拒絕交易之違法性；法院判決如

此說明：「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及利益衡量原則，參加人選擇中

碳公司作為交易相對人之委託處理安排之交易權利，自應優先於原告而受

到法律之保障，亦難認參加人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情事‧‧‧

公平交易法係為保障公平競爭之市場交易秩序，而非使原告可任意選擇供

應來源而強制供應者須與其締約」。 

如同前述（本章第二節三、（E）（2）），本報告認為或許該案判決之所

以認定系爭拒絕交易並未違法，實係因為「系爭物料有其他替代品，且均

                                                 
142 有關於此之理論陳述，參照本章第二節四、（二）2.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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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由進口，原告就使用燃料或增碳劑，除向中碳公司或其下游經銷商購

買外，因貿易商可自由進口系爭物料及其替代品，原告亦得選擇自國外進

口系爭物料、無煙煤、焦碳及其他替代品以維持其於增碳劑市場之競爭活

動，故對於最終需求者而言，市場競爭機制可以維持充分競爭的狀態」。若

此，則縱使被拒絕交易，只要尚有其他替代事業可以與之從事交易，被拒

絕人並不會因為系爭拒絕交易即陷入被排除於市場競爭的危險性，若此則

不會有限制競爭之虞。申言之，在（E）差別待遇於分類上，屬於排除競

爭類型的認知下，系爭拒絕交易之違法性，當在於被拒絕人因而無法另尋

有效之交易相對人，致其於下游市場上無法成為有效競爭事業、致使其相

關市場競爭受到影響。此種違法性認定，與日本獨占禁止法單方拒絕交易

之違法性認定，不謀而合。在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的實務運作中，單方拒

絕交易只有在（1）其行為係為達成獨占禁止法上其他違法目的之手段、（2）

市場有力事業作為排除其本身競爭者之手段而為，且因此導致被拒絕者事

業活動因此陷入困難之虞者、（3）市場有力事業所為拒絕交易之目的，僅

是為使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陷入困難等情形143。 

展望未來，在單方拒絕交易與契約自由二者關係尤其密切的情況下，

除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26 條規定所提各項違法性判斷要素外，對於差別待遇

中之單方拒絕交易行為，或可參照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實務運作之見解，

將適用情形限定於被拒絕人因系爭拒絕交易，而導致其事業活動持續陷入

困難而有被排除競爭之虞時，避免過度著重於市場占有率滿足 15%要件之

偏頗判斷，期能於競爭維護與契約自由保障二者間，謀求均衡。  

8.錯誤認知搭售之限制競爭效果所在相關市場  

從本報告所限定之判決蒐集期間中，唯一一件屬於搭售之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 89 年度訴字第 1938 號機車搭售強制險案判決可知，法院判決對於

                                                 
143 參照白石忠志、多田敏明編著，論點體系─獨占禁止法，初版，第一法規，1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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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售行為中所應檢討之「其市場競爭受不當影響的相關市場」，並未有正確

認識。搭售之相關市場有二，一為主產品市場，行為人應於此主產品市場

中擁有相當程度的市場地位；另一則為搭售產品市場，應檢討系爭搭售是

否於該搭售產品市場中造成排他或封鎖效果，而有限制競爭之虞。然而，

很可惜地，法院判決僅就行為人於主產品市場擁有一定程度市場力，即認

為系爭搭售違法，完全未就搭售產品市場競爭有無受到影響、受到如何影

響，進行任何判斷及認定，其判決實有重大缺失，而有必要於未來予以改

善。 

9.獨占事業實施銷售區域限制之必要性  

如同本報告關於各種垂直交易限制之分類，（G）銷售區域（顧客）限

制屬於品牌內停止競爭之類型，其主要目的在於藉由內部團結、槍口一致

對外，以取得品牌整體競爭之優勢，從而使得消費者有更多品牌產品可以

多元選擇、可以因此享受各品牌廠商及其經銷商所提供的各式各樣售前

（後）服務。於此認知下，倘若系爭事業已經是屬於獨占事業，而於相關

市場上「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地位時，

則其是否尚有實施一般認為其主要目的係為促進品牌間競爭的（G）銷售

區域（顧客）限制之必要？在本報告所蒐集三件屬於（G）銷售區域限制

判決中，除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1833 號濟生胡椒案外，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4993 號育橋文教經銷區域限制案及最高行政

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396 號判決南一書局經銷區域限制案判決，皆涉及國中

小教科書、參考書經銷區域限制之問題。  

正如同筆者於過去文章中，對於教科書及參考書關係、地位之說明：「因

審定制度所引發教科書版本（品牌）的限制，使得教科書市場本身即受到

政府之嚴格管制，此一情形又因選用權限與實際使用人間之分化、教科書

所享有的著作權保護等情事而益形惡化，結果導致教科書與參考書間之鎖

入現象，較諸一般商品或服務所生之不當情況更為嚴重，教科書出版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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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於各該版本之參考書市場上擁有幾近百分之百的獨占地位」 144。若

此，則教科書、參考書出版商因此而享有獨占地位時，其是否尚有必要就

其獨占商品於行銷過程中，加諸限制轉售價格、銷售區域限制等品牌內競

爭限制？其所為如此限制之目的為何？既然獨占事業已可基於本身利益最

大化觀點，設定對其而言最合理的價格及產量，而所謂「競爭」本就不存

在於此相關市場中，其所為任何品牌內競爭限制行為，又如何「限制」「競

爭」？其實，問題癥結在於「獨占」本身，而非其所為品牌內競爭限制，

只要此種獨占結構一日不除，消費者就必須受制於其所設定的獨占價格及

產量。故未能正確界定相關市場、確實認清行為人之「獨占」地位，將導

致其違法性論證過程受到嚴重質疑。  

展望未來，對於公平會或因受制於法條規定、或因對於系爭相關市場

界定錯誤，而將原本應適用以獨占地位濫用規範者，逃遁、避難到現行公

平法第 20 條各款規定之作法145，法院當有必要謹慎以對，針對實際上已

                                                 
144 參照黃銘傑，「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參考書市場競爭行為與公平交易法」，公平交易

季刊，第 13 卷第 3 期，23（2005）。 
145 如同前述（參照前揭註 125，及其所註釋之本文敘述內容），或許，公平會係鑑於現

行公平法第 8 條第 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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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而無法將實質上已具有獨占地位之

事業，藉由同法第 9 條規定加以處理，故而不得不適用第 20 條第 5 款規定。惟對此

公平法有關獨占地位濫用之規範邏輯，不得不提出質疑，蓋現行公平法第 8 條第 2 項

之銷售金額門檻原本應僅是公平會介入、調查該事業與否之程序規定，而非因此就直

接可以推論其非屬獨占事業；縱使系爭相關市場非常狹小、事業銷售金額不高，依舊

無法否定其屬於相關市場中獨占事業之本質。只是，對於規範如此小的事業，是否必

須動用公平會稀少的人力、物力加以調查、處分，並非因此而否定其屬於獨占事業之

本質。因此，應檢討之對象，或許不在於對於該等事實上擁有獨占地位、且是一家獨

占之事業，是否應適用以公平法第 20 條第 5 款之問題，而在於其第 8 條第 2 項以銷

售金額排除其獨占事業認定之現行法規範方式。鑑於我國公平法上的「獨占」事業，

並非僅限於經濟學意義之「獨占」，而尚包含寡占事業群在內，現行公平法第 8 條第 2

項原本規範意旨，應是有意排除此等寡占事業群中市場占有率低（故而難能期待未於

聯合其他高占有率的事業下，會單獨濫用獨占地位，進而引發交易相對人叛逃至其他

高占有率的「獨占」事業）且銷售金額不高的寡占事業。惟現行實務運作結果，卻有

可能將一家獨占之獨占地位濫用行為，都排除於獨占地位濫用規定的規範範圍外，如

此規範方式幾乎未見於其他國家競爭法制中。未來可以思考之改進作法，有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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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獨占地位者，倘若其行為並非屬於阻礙或排除競爭事業市場進入或參與

競爭之行為，而是屬於品牌內限制停止競爭之類型者，法院判決更應以積

極、肯定的態度審酌行為人所提，為避免上下游事業「連環獨占」所導致

「雙重剝削」之最高轉售價格抗辯、或為維護獨占事業商譽、產品服務品

質所為之正當事由抗辯，避免對於理論上本就已無實施品牌內競爭限制必

要之事業，尚以其限制行為無合理事由而認定違法。  

（二）盲點 

除以上各項問題點外，法院判決針對垂直交易限制行為，似乎尚有以

下未能正確認知或理解之盲點存在。  

1.代銷與經銷區別之必要性 

如同本報告於參（F）、（G）所述，當系爭行為屬於品牌內停止競爭類

型時，行為人經常會提出代銷等關係之抗辯，主張其與下游業者間並不存

在買賣或交易關係。此等抗辯雖然胥不為法院所接受，但亦可見我國事業

認知到，公平法區隔非屬買賣或交易之代銷關係與其他屬於買賣等之經銷

商的不同。然而，當公平法限制競爭章節其規範目的係在於禁制有限制競

爭效果、或有產生此種限制競爭效果之虞的行為時，區分上下游事業間之

商品移轉關係究竟屬於代銷關係、抑或為經銷關係，究竟有何實益？就此，

重點仍在於，該等限制競爭行為是否對於市場競爭造成不當的限制效果？

過度強調此種商品移轉的法律形式關係，可能導致原本應以經銷商方式方

能有效推廣其產品者，為規避公平法相關條文之適用，而不得不引進更無

效率的代銷關係146。 

                                                                                                                                          
刪除銷售金額之門檻規定；（2）修該現行公平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為「個別事業於相

關市場占有率未達十分之一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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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得排除獨占地位認定者，必須同時

滿足市場占有率及銷售金額二項門檻要件。  
146 論者對於歐洲法院此種過度強調法律形式關係之規範態度，即曾提出類似批評，see 

Roger Van den Bergh, Comparative Competition Law and Economics, 288 -291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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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競爭法發展沿革，係起因於傳統法體系過度強調形式的契約自由保

障，導致有濫用契約自由危害他人自由、特別是競爭活動、營業活動之自

由時，從而藉由競爭法禁止此種濫用形式的契約自由、限制競爭之行為，

謀求市場所有競爭事業的實質自由與平等時147；時至今日，我國公平法法

律執行卻依舊困囿於形式的法律關係中，而未能掌握實質面向切入問題所

在、進而尋求合適的解決之道。對於此種執法態度，陳志民教授曾引用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 Continental Television v. GTE Sylvania148判決，而有如下陳

述：「至於判例中提及垂直限制有違習慣法中保護所有人有『讓與的權利』

的精神，以及無法保護獨立經銷商價格決定自由等理由，大法官在 Sylvania

判決的註腳 21 中意有所批判。對於前者，聯邦最高法院引用 Stewart 大法

官在 Schiwinn 案中的不同意見書認為，400 年或 100 年前的習慣法如何規

定，與反托拉斯法如何看待垂直經銷限制對今日美國經濟所生之負面效

果，二者並無關聯。至於保護對市場產品或服務價格、品質、或數量全無

影響力經銷商之營業自主權，將使反托拉斯政策因與市場考量分離，而喪

失客觀的判準」149。 

當然，法院判決及當事人之所以如此重視形式法律關係，或許是鑑於

現行公平法第 3 條交易相對人規定的存在，認為只要是有交易關係規範之

規定，就必須於判決過程中事先釐清當事人間是否屬於該條規定所稱之交

易相對人。倘若事實果真如此，則公平會當有必要檢討現行公平法第 3 條

存廢之必要。在其他國家競爭法規範中，幾乎未見有類似規定的情況下，

而我國公平法第 3 條規定的存在，竟然可能導致法院緬懷「400 年或 100

年前」的法律規範概念時，該條規定不僅不必要、亦不僅只是雞肋而已，

                                                 
147 參照黃銘傑，「經濟法基本性格論」，政大法學評論，第 58 期，230-233（1997）。 
148 Supra note 138.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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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第 1 期，17-18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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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有害於公平法規範實質效力、導致法院過度重視與競爭效果或競爭概

念並無關連之法律關係形式問題，故應回歸一般國家競爭法並無此交易相

對人定義的常態。  

 

2.價格與非價格交易限制區別之合理性  

上開過度著重形式或忽略實質之法律執行方式，當然亦存在於刻意區

分屬於價格垂直交易限制的（F）限制轉售價格、與非屬於價格垂直交易

限制的（G）銷售區域（顧客）限制上。如同前述（參（F）、（G）），即使

是同樣屬於品牌內停止競爭類型之（F）限制轉售價格與（G）銷售區域（顧

客）限制，就其限制競爭類型、效果而言，當屬同類，法理上本應依據同

樣的違法性判斷方式，認定其行為違法有無。然而，現今法院判決及公平

會處分，卻因為公平法將該等垂直交易限制分別規定於第 19 條及第 20 條

第 5 款規定中，不僅對於前者違法性不要求一定程度市場力或市場占有率

要件，且其違法認定方式係以限制轉售價格本身原則違法，僅於行為人提

出最高轉售價格等正當理由抗辯時，方因此而阻卻違法；相對於此，（G）

銷售區域（顧客）限制不僅以行為人須擁有 15%以上市場占有率為其介入

門檻，且於滿足此市場占有率門檻後，尚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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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確認確實「不正當」影響市場競爭而發生限制競爭之虞時，方得

認定其違法。屬於同樣品牌內停止競爭類型之行為，為何於違法性判斷上，

會發生如此重大差距，令人難以理解。倘若行為人為規避現行公平法第 19

條如此嚴苛之規範方式，則實際上亦非不可直接（G）銷售區域限制，以

達成與（F）限制轉售價格同樣之效果。蓋當特定區域內僅能有一家經銷

商存在時，該經銷商就該品牌之商品銷售而言，實質上已於該地理區域內

                                                 
150 參照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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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獨占地位，而得訂定如同限制轉售價格之價格水準，而使得其限制品

牌內競爭效果實際上與限制轉售價格一樣，但卻可享受重大不同的違法性

認定方式，論理上仍有待商榷。  

或許，該是好好傾聽競爭法學界關於價格垂直交易限制與非價格垂直

交易限制二者，應適用同一套違法性認定標準及作法的主張的時候了151。

此正如同陳志民教授就此之慨嘆及警語所示：「至少在法律上，主管機關或

法院，已很難再將垂直的價格限制，認為是必然對市場競爭無益的競爭行

為，可以直接認定其必定違法，而無須再就行為所處市場結構與產品特質

等因素加以評估…公平會深知單從公平法第 18 條及第 19 條規定文字本

身，形式化的去合理化法律的差別適用，將難以服人」152。 

3.美國及歐盟競爭法對於垂直交易行為「合意」要件之啟示 

本報告無意就美國反托拉斯法及歐盟競爭法有關垂直交易限制規範，

予以探討，國內迄今為止已有不少有關此一課題的佳作，可資參考 153。於

此，再一次提醒注意者厥為，美國休曼法第 1 條、第 2 條區分聯合行為及

獨占地位濫用之規範。其中，針對未擁有獨占地位者154，若其有實施類似

我國公平法所規範之垂直交易限制行為時，則以其承認垂直聯合概念的第

1 條規定加以規範之155。類似地，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151 參照馬泰成，前揭註 135，61-62；施錦村，「公平交易法對於價格垂直限制與非價格

垂直限制之評價」，公平交易季刊，第 23 卷第 1 期，189（2015）。 
152 參照陳志民，前揭註 149，46-47。  
153 參照陳志民（計畫主持人），「非價格垂直限制適用「合理原則」之違法考量因素」，

公平交易委員會 102 年度委託研究報告 1，（2013）。  
154 於此，暫且不論美國休曼法第 2 條所規範之「企圖獨占」（attempt to monopolize）行

為。 
155 雖然，法律規範上，美國克萊登法（The Clayton Act）第 2 條、第 3 條等規定，亦針

對各種垂直交易限制行為加以規範，惟現今美國學說及法院判決皆於強調經濟分析、

實質限制競爭效果重於法律形式的見解下，認為休曼法第 2 條與克萊登法該等垂直交

易限制規範，二者違法性判斷標準本質及功能係屬一致，而無後者得適用更為輕微的

違法性判斷標準之問題。See, e.g., Daniel A. Crane, Antitrust, 1st ed., Wolters Kluwer 

Law & Business, 105 （2014） . 就此，Richard A. Posner 氏精闢點出，法條文言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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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第 101 條、第 102 條亦區分聯合行為及獨占

地位濫用規範，而針對不具有獨占地位之事業所為相當於我國公平法垂直

交易限制者，亦以其承認垂直聯合概念之第 101 條規範之。不論是美國休

曼法第 1 條、抑或是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其違反前提皆以事業間有「合

意」（agreement）為前提，從而倘若無法證明事業間存在有關垂直交易限

制之「合意」，即無法藉由該等規定管制其垂直交易限制，而僅能藉由獨占

地位濫用規定予以規範。  

此種以「合意」有無作為其違法性認定前提的最大啟示在於，當垂直

交易限制並非基於上下游事業合意所共同推動，而係由上游事業單方面基

於其一般經濟理性思考而為時，應認定其垂直交易限制有其正當理由而合

法。正如同美國反托拉斯法權威 Herbert Hovenkamp 於其反托拉斯法教科

書（Hornbook）所述：「when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or a nonprice restriction 

is imposed without an agreement, then the restriction is output enhancing and 

should be generally be regarded as efficient. By contrast, suppose a powerful 

local dealer forces its suppliers to impose RPM on competitors in order to 

support its own higher resale prices. We could properly infer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powerful dealer and the various suppliers, for the latter are  not 

acting according to their independent best interest.」156重視經濟分析、限制

競爭效果的 Hovenkamp 教授認為，垂直交易限制之所以會發生競爭效果，

大多數情形乃是其限制並非出於上游事業主動，而係具有高度市場地位下

游事業單獨或共謀要求其為之而存在「合意」時，此類垂直交易限制方會

產生銷售數量減少之限制競爭效果。此外，倘若系爭垂直交易限制，係上

                                                                                                                                          
重要，問題癥結在於是否有反競爭效果，氏如此說明：「 the specific statutory rubric is not 

important. The question in every case is whether the practice is anticompetive…」Richard 

A. Posner, Antitrust Law, 2nd ed., 193（2001） . 
156 Herbert 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 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ctice , 

6th ed., 601 （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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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競爭事業彼此間為確保其共謀或聯合行為實效性之手段時，亦會發生限

制競爭效果而應認定違法 157。但若僅是上游事業單方面所為垂直交易限

制，則縱使該事業擁有高度市場力量，亦難直接基此而認定其所為垂直交

易限制具有限制競爭效果，Hovenkamp 教授如此說明：「Even when the 

manufacturer is a monopolist, however, someone must explain how it can 

increase its profits by dividing territories. More importantly, will these 

increased profits come from reduced output or increased output？ The most 

plausible explanations for vertical territorial restrictions, even when the 

manufacturer is a monopolist, is that they ensure dealer compliance with 

distribution contracts. In that case, the restrictions are designed to increase 

output –  not a very good argument that intrabrand competition has bee 

“lessened”158」. 

過度著重於價格高低、價格固定問題，而忽略公平法所欲維護之競爭

不僅在於價格，尚有數量、服務、甚至創新競爭之執法態度，使得法院判

決時而對於限制競爭效果，發生誤解。例如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

訴字第 1833 號濟生胡椒一案判決中，法院以行為人「於中式辛香料製品市

場占有率達 3 成，如依原告所訂之銷售模式以觀，不論進貨成本高低，在

各下游經銷商均依原告之建議售價表販售時，因價格趨於僵化，但需求不

減」為由，認定違法。倘若如同法院判決所述，行為人市場占有率約為 30%，

則其交易相對人尚有其他 70%的事業可以成為其交易對象，而於因系爭行

為「價格趨於僵化」後，為何依舊「需求不減」，其理由何在？法院應加深

思，當經濟學供需法則一般認知，乃是價格增加、需求減少時，法院竟然

以背離經濟學一般認知的理由，認定系爭行為違法，令人不知所措。實則，

                                                 
157 Id. at 596-628. 
158 Id. at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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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分析、限制競爭效果而言，若欲正確判斷系爭垂直交易限制是否具

備限制競爭效果，必須就其行為是否導致產量或銷售數量加以判斷，而非

著重於形式的價格高低問題。聚焦於價格之違法性判斷方式，早已被批評

為「迷思」159，著名的反托拉斯經濟學者更直言：「市場產量的減少乃是

證明限制轉售價格具有限制競爭效果之必要前提」160。  

迄今為止，我國法院判決、甚至公平會處分，完全未就上下游事業間

是否存在垂直交易限制的「合意」加以探討。當於品牌內競爭限制類型中，

倘若各自單獨並不擁有獨占地位的事業彼此間未有聯合行為存在，則單一

事業所為品牌內競爭限制行為，又如何得以維持其高價格於不墜，不被其

他尚有競爭力的品牌商品所擊倒；倘若系爭垂直交易限制並非由下游市場

上具有獨占地位所單獨、或不具有獨占地位之競爭事業間聯合共謀強力要

求上游事業為之，則其限制價格、產量行為在其他競爭品牌的制衡下，又

如何遂行其限制競爭目的。展望未來，法院判決、甚至公平會處分當有必

要從美、歐競爭法，針對非獨占事業所為垂直交易限制規範，以上下游事

業間應具備「合意」為其構成要件之啟示，由此觀點出發，詳細檢討究竟

系爭垂直交易限制係屬上游事業為強化其本身品牌競爭力所推出之合理

的、促進品牌間競爭的合法行銷策略，抑或僅是上游事業間為確保其聯合

行為實效性、下游單獨擁有市場力事業為不當濫用其市場力而強求上游事

業所為，或者是下游事業為確保其聯合行為實效性而共同要求上游事業為

之者161。此等可能發生限制競爭效果之垂直交易限制，都可發現其中存在

                                                 
159 See Pauline M. Ippolito, “RPM Myths that Muddy the Discussion”, 55（1）  Antitrust 

Bulletin, 151, 154-156（2010） . 
160 See Benjamin Klein,“Assessing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fter Leegin, in: Einer Elhauge 

（ed.）”, Research Handbook on the Economics of Antitrust Law , 1st ed., 198（2012） . 
161對於本文如此主張，或有見解認為，歐盟競爭法對於限制轉售價格規範雖亦承認經濟

效率的抗辯，但基本上認其屬於「核心限制」（hardcore restrictions），適用以幾近當然

違法的違法性判斷方式。然而，倘若仔細檢視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所強調限制轉售價

格之限制競爭類型及效果，當可知悉，其所關心者依舊在於上游事業彼此間或下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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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意」要素，而可從此「合意」要素進一步探求其限制競爭效果所在及

程度，進而認定其違法有無。  

                                                                                                                                          
業彼此間的水平聯合、抑或是擁有高度市場力的上游或下游事業藉由限制轉售價格阻

礙其相關市場競爭。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 2010 年所公布的「垂直交易限制指針」

（ Commission notice -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 Official Journal C 130, 

2010/5/19.）Para 224 如此說明：「RPM may restrict competition in a number of ways. 

Firstly, RPM may facilitate collusion between suppliers by enhancing price transparency in 

the market‧‧‧Secondly, by eliminating intra-brand price competition, RPM may also 

facilitate collusion between the buyers, i.e. at the distribution level‧‧‧Thirdly, RPM may 

more in general soften competition between manufacturers and/or between retailers, in 

particular when manufacturers use the same distributors to distribute their products and 

RPM is applied by all or many of them. Fourthly, the immediate effect of RPM will be that 

all or certain distributors are prevented from lowering their sales price for that particular 

brand. In other words, the direct effect of RPM is a price increase. Fifthly, RPM may lower 

the pressure on the margin of the manufacturer, in particular where the manufacturer has a 

commitment problem, i.e. where he has an interest in lowering the price charged to 

subsequent distributors. In such a situation, the manufacturer may prefer to agree to RPM, 

so as to help it to commit not to lower the price for subsequent distributors and to reduce 

the pressure on its own margin. Sixthly, RPM may be implemented by a manu facturer with 

market power to foreclose smaller rivals‧‧‧Lastly, RPM may reduce dynamism and 

innovation at the distribution level.」上開 7 點理由中，（1）乃是上游事業間聯合行為規

範的問題；（2）則為下游事業間的聯合行為規範問題；（3）其實同樣是有關上游事業

或下游事業藉由限制轉售價格限制彼此間競爭之問題；（5）則發生於下游事業要求上

游事業實施限制轉售價格之情形，此際倘若下游事業單獨或共同具有相當程度的市場

力量，當無法令上游事業同意（agree to）其要求；（6）則是上游獨占事業阻礙市場進

入之問題。此等水平聯合行為或獨占地位濫用，本就應該藉由各該規定的嚴格執法，

予以取締，實不能因為部分事業有此目的及作法，即認為所有限制轉售價格理當亦有

同樣目的及作法，而認定其當然違法。此外，（4）之理由則似乎完全認為品牌間競爭

無法有效抑制或制衡品牌內競爭限制可能發生的弊端，惟倘若品牌間競爭確實存在，

特定品牌無視如此激烈競爭態勢，依舊藉由限制轉售價格維持其高價格，試問其如此

作為，合理嗎？反之，倘若不存在品牌間競爭，則該事業屬於獨占事業，其不當過高

價格行為自有歐盟競爭法第 102 條第 1 款「直接或間接要求不公平價格或其他交易條

件」的適用。同樣地，（7）之理由所述說者，似乎是不存在品牌間競爭而由獨占事業

所為限制轉售價格之結果，蓋倘若確實存在品牌間競爭，限制轉售價格實乃上游事業

激勵、誘使下游事業積極創新、提供各種售前（後）服務之動能，而非導致創新減少

之負面誘因。由此可知，倘若限制轉售價格係為事業間遂行其水平聯合或獨占事業濫

用其獨占地位的手段之一，則真正得以回復市場有效競爭者，當是直接針對此類水平

聯合行為或獨占地位濫用行為，加以規範，而非著眼於其手段之一的限制轉售價格，

並因此而認定所有限制轉售價格僅有限制競爭效果，而無促進競爭之效果。此種論理

方式，不得不謂見樹不見林。對於歐盟競爭法限制轉售價格規範之批判。See,, Matthew 

Bennet et al.,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Explaining the Controversy and Small Steps 

Towards a More Nuanced Policy”, 33 Fordham Int'l L.J., 1278（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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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報告從各種不同垂直交易限制可能發生的限制競爭效果出發，依照

其屬於排除競爭 v.停止競爭、限制品牌內競爭 v.限制其他市場競爭等觀點

出發，就垂直交易限制行為進行各種不同分類；並認為屬於同一類型之垂

直交易限制其限制競爭效果所在、違法性認定方式，亦應以同樣方式為之。

之後，藉由 2000 年 1 月起至 2020 年 5 月止，我國法院有關現行公平法第

19 條、第 20 條等規定之判決蒐集及分析，嘗試釐清我國法院關於垂直交

易限制之認知及其可能的發展趨勢。  

然則，相當遺憾地，本研究不僅無法從法院判決中，發現其判決發展

有一定的脈絡可尋，而可整理出其發展趨勢；甚至還發現，法院判決關於

垂直交易限制類型、其限制競爭效果、違法性判斷、認定方式，存在著不

少錯誤的認知，而蘊藏著諸多問題點與盲點。故本報告遂一一指出此等問

題點、盲點之內容及其可能的發生原因，並針對未來法院判決、甚至公平

會處分可有能的改善方向及作為，嘗試提出建議。  

本報告以為，在公平法乃是競爭與法律合體的產物下，有關其違法性

判斷及認定，實不能過度拘泥於法律形式問題，而應從實質觀點、從其限

制競爭效果有無、所在及程度出發，方能確實認清其問題癥結，作出正確、

合適的判決，有效解決問題所在、回復市場競爭秩序應有態樣。此種強調

實質觀點、分析限制競爭效果之法律論證、違法性判斷方式，或許對於法

院而言勢將造成重大負擔，但就公平法維護自由公平競爭、促進經濟繁榮

與健全發展之立法目的而言，卻是不可欠缺的。展望未來，期待法院能夠

體認本報告中所指陳的各項缺失及問題點，並認清其盲點所在，重新就垂

直交易限制案件，針對應認定之限制競爭效果所在及程度、判決理由推論

及違法性認定方式等，架構起正確的論證方式，令其判決得以真正實現公

平法促進自由公平競爭之規範理念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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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法院有關垂直限制競爭行為規範之重要判

決之評析 

第一節 前言 

公平交易 2015 年 2 月之全盤修正，不僅重新整理、釐清限制競爭與不

公平競爭之規範架構，而將原先被置於不公平競爭章節中之修正前第 18

條限制轉售價格、第 19 條之垂直交易限制等規定，於修法後正確列置於限

制競爭章節中之第 19 條及第 20 條規定中，且針對原先存在於修正前第 19

條規定中的行為不法類型，除現行法第 20 條第 4 款規定外，亦予以修正或

廢止，使該條各款規定更名符其實趨向市場不法或限制競爭行為類型。本

研究計畫以 2000 年以後迄至 2020 年 5 月止，行政法院有關現行公平法第

9 條、第 19 條及第 20 條等規定之裁判為研究範圍。由研究助理先進行蒐

集、彙整，並依其涉及之當事人或事項命名其「案例名稱」，例如「大台北

區瓦斯提高基本度數案」、「杏輝限制藥品轉售價格案」、「太平洋百貨營業

區域限制案」等。每一案例均列其歷審法院，包括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之裁判文號，並分析歷審當事人之主張、法

院就事實之認定及聯合行為構成要件解釋之裁判理由，共計 56 案。又案例

之排序，係以該案件最初第一審法院裁判之年度及案號為凖。  

針對此等 56 件案件，再詳細依照前述現行公平法第 9 條、第 19 條、

第 20 條各款規定等（其中濟生胡椒案因同時涉及第 19 條及第 20 條第 5

款規定），整理出各該判決針對各該條文所為之判決理由，由本計畫研究人

員分別就其負責部分針對各該判決理由加以評析。  

以下，本章第二節針對本研究之判決評析方法與步驟，加以說明；第

三、四、五節則分別針對現行公平法第 9 條、第 19 條、第 20 條之法院判

決，加以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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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判決評析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蒐集司法院判決書資料庫中自 2000 年起至 2020 年 5 月份止，

我國最高行政法院、各級高等法院、各級地方法院已定讞之垂直限制競爭

行為判決（僅行政判決，不含民、刑事判及裁定），將蒐集之判決依據判決

理由主要所涉條文予以分門別類後，再依據各判決之事實分別予以命名（例

如：國立編譯館案、凱擘 MG 案等），最終彙整而成第 9 條、第 19 條和第

20 條判決之案件列表。 

案件列表包含編號、案名及該案件之第一審案號，排序方式為依據該

案件之第一審案號年份及案號數字大小由早至晚、由小至大依序排列。其

中，有複數當事人，而經法院合併辯論或合併裁判者，均整理為一案，並

列出相關案號；若案件間具有連續關係，例如原告經公平會裁罰而提起行

政訴訟後，因行為仍繼續實行而遭公平會再次裁罰，原告因而再次提起行

政訴訟者，則將案件命名為相同名稱，並標示 1、2…等以表示時間先後關

係。此外，一案若同時涉及不同研究對象之法條者，均分別於各條文之案

件列表中列入。  

依據案件列表，再整理各案件之主要事實以及其上下級審之判決理

由，呈現以案件作為單位之判決分析，作為未來判決評析之基礎資料，藉

此以釐清我國法院判決關於各種垂直限制競爭行為類型之判決理由陳述、

邏輯是否一致，以及判決有關各該研究主題之發展軌跡及方向。  

一、第 9 條、第 19 條第 20 條之案件列表 

表 4-1 第 9 條案件列表 

編

號 

案名 案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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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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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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討論第

9、1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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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黃宏仁、謝佳縈、魏尊助理共同繪製。 



162 

 

表 4-2 第 19 條案件列表 

編

號 

案名 案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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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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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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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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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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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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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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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黃宏仁、謝佳縈、魏尊助理共同繪製。  

 

表 4-3 第 20 條案件列表 

編

號 

案名 案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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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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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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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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高行曾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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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 1683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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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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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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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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黃宏仁、謝佳縈、魏尊助理共同繪製。  

 

二、判決分析格式說明 

為完成判決評析，本計畫依據前述整理之案件列表，將案件以如下方

式整理為判決分析。  

圖 4-1 本計畫判決分析之基本格式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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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判決分析先於標題部分敘明本件案件名稱，並列出以及歷審判決字

號，如為合併裁判者，則將一併就相關法院判決字號均予以列明。案件整

理內容共分為 5 項：一、事實概要；二、本案爭點；三、歷審判決理由；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五、本案評析。  

就一、事實概要部分，再區分為實體事實和程序事實。實體事實為案

件內容事實，程序事實為案件從處分到各判決的歷審過程。  

就二、本案爭點部分，再區分為原被告主張，整理原被告之重要攻防

內容，以及敘明本案之重要爭點。  

就三、歷審判決理由部分，整理各級審法院見解，並應特別標示高行

和最高行見解差異部分，並在駁回上訴、廢棄原審判決中概述廢棄理由。  

就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部分：介紹本案與其他案件之差異，或是

本案有無開創性之法律見解等。  

就五、本案評析，則針對本案之內容進行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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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第 9 條判決評析 

第 9 條案件 一 大台北區瓦斯提高基本度數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0 年度訴字第 1091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度判字第 1904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原告被檢舉於民國 87 年 1 月 25 日辦理瓦斯費用結清及申請拆表手

續，延遲至同年 2 月 9 日始拆除瓦斯表，並收取二月份瓦斯基本度費用新

臺幣（下同）204 元等情。案經被告調查結果，以原告就檢舉人反映事項

之處理過程及行為尚無非難性，惟原告藉其獨占事業顯著性市場地位，透

過為用戶裝置較大流量之瓦斯計量表（即五號燈表），提高基本度數，持續

獲取不當利益，濫用市場地位對商品價格不當決定之行為，違反行為時公

平交易法第 10 條之規定，乃以 89 年 5 月 29 日（89）公處字第 083 號處分

書，處原告罰鍰 500 萬元，並命原告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

前項違法行為，對既有五號燈表用戶，無須更換燈表，改以三號燈表之基

本度計收費用。原告不服，以其並未強制用戶使用五號燈表，非屬濫用市

場地位，且超收度數於核定價格時已列入分母計算而降低每度價格，無獲

取不當利益云云，提起訴願，亦遭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  

（二）程序事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於 91 年 3 月 7 日，判決原告

之訴駁回。原告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認上訴無理由，於 92 年 12

月 31 日，判決上訴駁回，本案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原告無瓦斯價格決定權……按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民營公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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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監督條例第 7 條、煤氣事業管理規則第 18 條第 1 項及煤氣事業氣體

售價審核作業要點第 3 點規定，原告雖經公告為獨占事業，但因所營

瓦斯事業涉及民生用品，與一般民眾之利益息息相關，故合理利潤之

決定及商品價格之訂定，皆須經主管機關嚴格把關，不論係瓦斯售價

之訂定或更改，皆須依上開法令提出客觀可靠之數據供主管機關依計

算公式予以計算、核准，是原告實非前開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

定所欲規範之獨占事業，在商品價格決定上並無強大經濟優勢，並無

就商品價格為決定之權，更遑論為不當決定。……主管機關於核准基

本度、基本費及每度瓦斯費時，即已依法令考量並限制原告應得之合

理利潤，是以，未達基本度之情形，已在計算式中之氣體成本項下一

併考量。……一般用戶不論使用幾號燈表，用戶發生使用量未達基本

度乃無可避免之情形。 

（2）按瓦斯計量表即屬經濟部頒定之度量衡器施檢規範第 256 條規定

中之膜式氣量計，故原告為用戶裝設瓦斯燈表時，除應配合用戶之實

際需要外，不可違反度量衡器施檢規範第 256 條之規定。至於何種瓦

斯燈表始為適當，非僅涉及足敷使用或熱水夠不夠熱等問題，倘給予

用戶選擇權，用戶為降低基本費而要求原告裝設二號或三號等違反上

開規定之燈表時，原告及設計人員將面臨違法之難題。……為避免使

用度數測量之誤差所造成瓦斯使用度數及瓦斯費計算之錯誤，以致於

違反前開度量器施檢規範第 256 條規定，原告為一般家庭用戶裝設五

號燈表確屬合法正當。 

（3）依經濟學之角度，用戶不論瓦斯使用量多少，一旦申請裝設瓦斯

燈表，即應分攤上開成本。主管機關鑑於需裝五號燈表之用戶所享用

之基本設備成本較三號燈表者為高，而規定較高之基本度，乃係基於

經濟上之分析考量與計算。原判決容許五號燈表之用戶享受三號燈表

用戶之收費標準，係明顯獨厚消費者而將不合理之成本歸由原告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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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造成原告之損害甚明；亦無法使消費者公平分攤建設成本，明顯

欠缺適當性及必要性之原則。  

2.被告主張 

（1）根據被告調查所得事證，足認原告確有藉其獨占事業顯著性之市

場地位，透過為用戶裝設較大流量之瓦斯計量表，提高基本度數，持

續獲取不當利益，……按基本度與瓦斯費用息息相關，所謂基本度係

用戶每月須繳交最低費用之起算點，如被裝置五燈表，最低費用即是

18度（約 180-200元），而被裝置三燈表，最低費用即是 12度（約 120-140

元），倘用戶每月使用未達 12 度，卻被裝置五號燈表，其基本度數即

徒增 6 度，以每度 12.42 元計算，用戶即須多繳交 72 元，是以，原告

如單方決定用戶裝設燈表種類，自可謂其已替用戶決定使用瓦斯之起

算價格，事實上已足以影響原告收入及用戶繳納之金額……。 

（2）瓦斯用戶究應裝設何種燈表，雖無法律明文，但依前述營業規程

之規定，原告即有依據用戶確實使用瓦斯器具情形，建議用戶裝設最

適當計量表之義務。惟據被告調查結果，發現原告使用燈表之流量與

其他煤氣事業之燈表流量雖無差異，其裝設五號燈表之數量占總戶數

之比例卻明顯高於其他煤氣事業，且觀裝置五號燈表用戶繳交基本度

費用之比例，原告亦高於他事業八至數十倍之多，……一般家庭用戶

使用二號燈表尚無瓦斯不足之情形，若裝設三號燈表確已充足，而無

裝置五號大型燈表之必要。……本案原告確有藉其獨占事業之優勢地

位，利用與用戶處於資訊不平等之情形下，逕予大量裝設五號燈表，

持續獲取不當利益，核屬不當決定商品價格，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之規定，且因用戶並無三、五號燈表及基本度等相關知識，

在此種欠缺資訊之狀況下，原告辯稱用戶有絕對之自由選擇權，實屬

卸責之詞。 

（3）按所謂使用者付費，於本案係指瓦斯用戶可依其需求選擇裝設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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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之種類，並依該燈表配置之各項設備應分攤之成本費用，負擔一定

金額之基本費，然據上述被告調查之各項事證，均顯示一般家庭用戶

（家中有一雙口台爐及一熱水器）僅需裝設三號燈表即可，又台灣地

區其他導管瓦斯同業裝設三號燈表者所收基本費用，亦足以提供業者

管線設備成本之需耗，且觀原告裝設五燈表之用戶，有高達 27000 餘

用戶甚至使用不到基本度，顯見原告確有將原使用三號燈表即已足夠

之用戶，逕為裝設五號燈表，藉此提高基本度數之行為。原告復辯稱

氣價是由全年配氣量為分母計算而得，然其配氣量包含超收之度數，

使單價降低，足見原告在總收入不變之情況下，交叉補貼，以原本裝

設三燈表即足敷使用卻被裝設五燈表用戶之溢繳基本度費用補貼其較

低氣價收入之不足，美其名是以較低之氣價供氣給用戶，卻將此部分

轉嫁向被裝設五燈表卻用不到 18 度基本度之用戶收取，讓該等用戶受

有損害，此應非一獨占事業所當為之行為。 

（4）被告並非禁止原告使用五號燈表，倘在資訊充分揭露及用戶可自

由選擇裝設何種燈表之情況下，原告仍可依用戶之需求裝設五號燈

表，是原告訴稱被告係以二號燈表及三號燈表之存在及使用比例而否

定五號燈表之必要性，以及未追究南部業者使用三號燈表之不當等，

均與本案重點有間，而有關熱水不夠之情形，亦非瓦斯流量不足，而

係水壓不足所造成。再者，原告辯稱瓦斯業者為一般用戶安裝二、三

及五號燈表皆合法正當，惟因各型燈表之基本度並不相同，而基本度

為每月使用之底度，即使用戶用不到基本度，亦須繳交基本度費用，

用戶將因裝設不同燈表而會有不同負擔之收費起算點，故究應裝設何

種燈表，實與用戶之權益關係甚鉅，而應由用戶自行選擇決定，而非

由原告暗中決定負擔起算費較高之五號燈表。  

（二）本案爭點整理  

1.原告是否為獨占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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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告之行為是否構成濫用獨占地位？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依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第 17 條規定，民營公用事業，如其性質在

同一區域內不適於並營者，非經中央及地方監督機關認為原有營業

者，確已不能再行擴充設備至足供公用之需要時，同一營業區域內，

不得有同種第二公用事業之設立。原告營業範圍內尚無第二家天然氣

供應業者，且市場中存有法令上之參進障礙，應屬公平交易法第 5 條

第 1 項所指之獨占事業，合先敘明。  

2.原告對一般家庭用戶所裝設之瓦斯計量表五號燈表數量及比例較三

號燈表為多，五號燈表數量及比例較之同業高出甚多……，而裝設五

號燈表用戶每月僅繳交基本度之戶數及比例亦遠高於同業，高達

8.65%之事實……。是被告以原告為獨占事業，依煤氣事業管理規則第

25 條及原告所定營業規程第 22 條第 2 項之規定，其有依用戶確實使

用瓦斯器具情形，建議用戶裝設最適當計量表之義務，……原告並未

詢問家中使用瓦斯器材數量，顯係逕予裝設五號燈表。又一般家庭用

戶之瓦斯使用量若未達各型燈表之基本度數時，則收取各型燈表之基

本度，原告之三號燈表基本度為 12 度，五號燈表之基本度為 18 度，

是裝設五號燈表之用戶每月若使用未達 12 度，亦需繳交 18 度之基本

費，用戶將因被裝設較大型號燈表而繳基本費，原告於用戶不暸解計

量表特性之情況下，將原使用三號燈表即已足夠之用戶，逕為裝設五

號燈表後，其基本度數徒增 6 度，若以每度 12.42 元計算，計達 72 元

之多，原告之收費基準事實上業已調高，而原告裝設五號燈表用戶每

月僅繳交基本度之戶數及比例與同業相比，明顯不合理，因認原告透

過為用戶裝置較大流量之瓦斯計量表（即五號燈表）提高基本度數，

持續獲取不當利益之行為，係濫用市場控制地位對商品價格為不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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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有違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 

（二）最高行政法院  

1.上訴人於提起上訴時，主張上訴人為用戶裝設瓦斯燈表時，除應配

合用戶之實際需要外，不可違反前開度量衡器施檢規範第 256 條之規

定。以一般家庭用戶同時使用一台雙口瓦斯爐及十號熱水器而

言……，倘使用三號燈表，其壓力損失將超過 15 毫公尺水柱，不符度

量衡量器施檢規範第 256 條之規定。……惟上訴人就其所主張如使用

三號燈表，其壓力損失將超過 15 毫公尺水柱之事實，並未舉證證明

之；縱上訴人此項論點為可採，而前開論點係立於一般家庭用戶「同

時」使用「一台雙口瓦斯爐」及「十號熱水器」之基礎，對「非同時」

使用或使用質、量較小之瓦斯器具之用戶言，上訴人所述即無從認為

真實；況依原審業已認定之上訴人曾提供用戶選擇，部分用戶選擇裝

設三號燈表之事實……若上訴人認有違法之虞，其亦非即有為用戶裝

設之義務，上訴人亦無因而違法之可言，是上訴人於提起上訴後始主

張用戶自由選擇裝設表燈必然產生違法情事，進而謂原判決違背法令

一節，並非可取。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法院認定被告利用獨占地位，為用戶裝置大流量的瓦斯表，影響基本

度數，產生對價格不當影響，構成濫用獨占地位。  

五、本案評析 

本判決關於獨占地位之認定上，是根據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第 17

條規定：「民營公用事業，如其性質在同一區域內，不適於並營者，非經中

央及地方監督機關認為原有營業者，確已不能再行擴充設備至足供公用之

需要時，同一營業區域內，不得有同種第二公用事業之設立。」因而認為

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在營業範圍內尚無第二家天然氣供應業者，要

係市場中存有法令上之參進障礙，故屬公平法第 5 條第 1 項所謂之獨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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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此甚無疑義162。 

然而，本案較具爭議之處在於「基本度數費超收」之法律上評價及所

應適用規範究係為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之不當價格決定、維持或變更，抑

或是同條第 4 款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概括規定。  

查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於用戶不暸解計量表特性之情況下，將

原使用 3 號燈表即已足夠之用戶，逕為裝設 5 號燈表後，其基本度數徒增

6 度，若以當時每度 12.42 元計算，計有達 72 元之多，收費基準事實上業

已調高，經法院認定有濫用市場控制地位，對商品價格為不當之決定，而

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但是基本度數費之超收（即約 72 元之超

收），是否該當為所謂的「不當」，恐須再為思考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

之意旨。揆諸該規範所禁止之獨占性定價，主要是對於獨占事業之價格決

定行為加以監督，以避免獨占事業在缺乏外在競爭機制之情形下，對於交

易相對人收取不當之高額利潤163。而本案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透過

為用戶裝設較大流量之瓦斯計量表，使得用戶之最低用量提高，而收取較

高之基本度數費164，此對交易相對人所超收之基本度數費（即 72 元左右），

是否可該當前揭之不當「高額」利潤，實不無疑問。甚且就天然氣之收費

而言，本案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所取收之每度瓦斯費都是依中央主

管機關所核准之費率，實無單價特別提高之情形，故而本案要否屬於公平

法第 10 條第 2 款所規制「就商品價格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之情形，

亦不無疑問165。 

倘若本案果係該當不當價格決定，而有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之適用，

但是適用之結果，實係有可能造成當與不當間之界線變得模糊。質言之，

                                                 
162 另參何之邁、張懿云、林廷機、陳志民，公平交易法：司法案例評析，2 版，元照，

21（2016）。 
163 何之邁、張懿云、林廷機、陳志民，同前註，22。  
164 何之邁、張懿云、林廷機、陳志民，同前註，22。  
165 何之邁、張懿云、林廷機、陳志民，同前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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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本案基本度數費（約 72 元）之超收即可謂不當，則任何價格決定、維

持、變更之情事，皆是有可能該當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所規範之不當，故

而本文以為或許應該對該規範所謂之「不當」一詞從嚴解釋，要係限於高

額、嚴重之例外情事，始為適用。如此一來，更可以避免公平法受指摘成

為價格管制之機關、以其職責決定何謂當或不當之價格。甚至是本文以為

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所謂之不當價格決定，要係可以就實體面及程序面分

而論文，前者要係針對價格之實質內容，後者要係針對價格之決定方式。

針對價格之實體面，本文以為公平會或應避免涉入，或應避免評斷何謂當

或不當之價格實質內容；相對地，公平會所應涉入的要係程序面之價格決

定方式166。而今本案所為爭執的是由原使用的 3 號燈表，逕改裝設為 5 號

燈表，而造成基本度數費之超收。此要屬前開之價格決定方式、程序事項，

故而應有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之適用。  

退步言之，本案除有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外，亦可能有同條第 4

款規定之適用。蓋依煤氣事業管理規則第 26 條所訂定之營業規程第 22 條

第 2 項規定：「計量表之燈數由本公司依據用戶裝置瓦斯器具之最大同時使

用瓦斯量，建議用戶採用最適當之瓦斯計量表。」準此以言，本案中大台

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實係存有提供相關資訊以供用戶選擇適當瓦斯計量

表之義務167。是以本案中所應非難者是，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於安

裝瓦斯燈表時，未充份揭露 5 號燈表及 3 號燈表之使用及基本度數差異等

相關資訊，致使用戶於資訊不對等之情形下，無法選擇其認為最適之燈表

168。故而本案亦可評斷為，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本其獨占地位，未

揭露交易重要資訊，造成用戶於無法獲得充分資訊之情形下，均裝設流量

                                                 
166 參何之邁、張懿云、林廷機、陳志民，同前註，70-71；何之邁、林怡君「荷蘭皇家

飛利浦光碟案判決評析－以公平交易法對於『獨占』之規範為中心」，月旦民商法雜

誌，第 11 期，91-105（2006）。 
167 何之邁、張懿云、林廷機、陳志民，前揭註 162，22。 
168 何之邁、張懿云、林廷機、陳志民，前揭註 1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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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之瓦斯計量表，增加基本度數費之支出，或有公平法第 10 條第 4 款「其

他濫用市場地位」之違犯，末此敘明169。 

                                                 
169 何之邁、張懿云、林廷機、陳志民，前揭註 1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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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案件 二 中油拒絕文久交易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0 年度訴字第 5882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度判字第 795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緣檢舉人文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文久公司）係於中正機場經營

國際線航機加油服務業者，其經營形態係向原告購買航空燃油，再為客戶

航機加油，賺取加油入機服務費及經銷利潤。嗣中正機場啟用國內航線後，

文久公司於民國（下同）88 年 9 月間接獲立榮航空公司要求評估 89 年提

供該公司國內及國際航線加油服務，經其於 88 年 9 月 28 日及同年 10 月

19 日兩度函請原告提供國內航線用油報價，並簽約供油，惟原告以研議油

價結構為由拖延，及至 88 年 12 月 10 日迫使其只得先與立榮航空公司先簽

訂國際航線加油合約，而立榮航空公司國內航線因與原告間之原加油合約

將屆期，為恐有斷油之虞，遂仍與原告續約。迨 89 年 1 月 3 日原告始函復

文久公司以中正機場之國內航線用油客戶皆與其簽訂 89 年航空油料合

約，故不另對其提供報價。文久公司乃以原告顯有濫用其航空燃油市場優

勢地位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行為，涉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款、第

4 款、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等規定云云，向被告檢舉。案經被告調查結果，

以 89 年 10 月 20 日（89）公 2 字第 8901617─006 號函附（89）公處字第

170 號處分書，認原告於 88 年間藉其國內航空燃油供油市場獨占地位，無

正當理由拒絕文久公司之報價要求，阻礙其參與競爭之機會，以維持在中

正機場國內航線加油業務之既有市場地位，係為濫用市場地位，以不公平

之方法直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款規

定，命原告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並處罰鍰

新臺幣（下同）500 萬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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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序事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於 92 年 3 月 26 日，判決原

告之訴駁回。原告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認上訴無理由，於 93 年 6

月 24 日，判決上訴駁回，本案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國內線航空燃油向來即由航空公司向原告公司購油後入機，未有

加油入機公司向原告公司要求購油之情形，即航空燃油銷售與加油入

機服務分開，文久公司僅要求航空燃油銷售而未包含加油入機，與原

告公司原本係油品銷售與入機服務一體報價有所不同，致使原告公司

未能立即報價而須考慮銷售地點、銷售數量、儲藏運輸及人員管銷等

等成本方能合理報價，此觀原告公司與案外人文久公司往來資料即知

原告公司並無被告所指拒絕報價之行為。況依立榮航空公司 89 年 3

月 27 日函覆公平會之函文，其說明二係「於國內燃油部分，因文久公

司無法提供報價，且本公司考量與中油公司於其他場站長期合作之

故，故於去年 12 月與中油公司簽訂相關燃油供應合約。」，並無立榮

航空公司因有斷油之疑慮而與原告公司訂約之情形，而係考慮雙方長

期合作之故，依此亦無被告所主張之事實，顯見原告並無以不公平之

方法阻礙競爭之行為  

（2）航空燃油係屬石油產品，如欲銷售自須經中央主管機關（即經濟

部）之許可始得經營，本案訴外人文久公司欲銷售航空燃油，惟未見

其提出業經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特許之証明，依法其自不得銷售。而

觀諸文久公司……直至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止，文久公司均未取得「航

空燃油銷售」業務登記……。案外人文久公司既不能銷售航空燃油，

即不能參與航空燃油銷售之競爭，則本案縱有如被告所主張拒絕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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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亦無「直接或間接阻礙參與競爭」之構成要件相當……。 

（3）被告提出「中正國際航空站航空器燃油供油，儲油及加油業務管

理要點」為其主張案外人文久公司得販售航空燃油之依據，惟該管理

要點未經主管機關核備，自無法為執行之依據……。至於作業程序雖

經過交通部民航局核備，惟此係加油服務之部分，並不包括航空燃油

之銷售……。況航空燃油之銷售及公司經營項目，其主管機關係屬經

濟部，……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於核備該作業程序時，因其非屬能源管

理法及公司法之主管機關，致不知販售航空燃油須經特許，也才會允

許文久公司加油服務並未審核該公司是否經特許及其營業項目。因此

作業程序不得做為文久公司得銷售航空燃油之依據……。其既不能販

售航空燃油，自不能要求原告公司報價以販售航空燃油予立榮航空公

司，本件實無「阻礙競爭」之要件成立。  

（4）文久公司於 88 年要求原告公司報價時所明知，故其雖無法立即

由原告公司處得知國內線航空燃油之價錢，亦可循長榮航空之模式，

由立榮航空公司向原告公司購油後再委由文久公司加油入機，此方為

正途，亦不違能源法及公司法之規範，則本件縱有未立即報價之行為，

實亦不影響文久公司為加油入機服務，本件原告實無公平法第 10 條 1

款之違法。 

2.被告主張 

（1）本案國內航空用油及國際航空用油加油業務，實屬不可替代之產

品……。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款規定所謂「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

並不以同一市場或水平市場之競爭為限，倘獨占事業以其在該市場（如

上游供貨市場）之獨占力，對於其他市場（如下游銷售服務市場）之

其他事業以不公平方法阻礙其在其他市場（如下游銷售服務市場）參

與競爭，亦有該款之適用。  

（2）文久公司所欲參與競爭之國內航線加油服務市場，乃係航空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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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之下游市場，倘未獲得航空燃油之供應，則無法進入加油服務市

場，參與競爭。原告系爭當時係同時兼具航空燃油供油市場及國內航

線加油服務市場之唯一事業，挾其在國內航空燃油市場獨占地位，無

正當理由拒絕文久公司之報價要求，造成文久公司無法取得航空燃油

之報價及供應，而無法參進國內航線加油服務市場，自屬以不公平方

法直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行為。  

（3）原告力陳航空公司可向原告購油後再委由文久公司加油入機，而

無「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航機加油業者依法開始營運前，除須

取得航空公司委託加油之合約外，尚須出具油公司提供油料之合約，

並非如原告所稱，航機加油業者只與航空公司議定加油入機費，不須

向油公司購油。次從中正國際機場開放航空燃油供油業務及實施「中

正國際機場航空燃油供油、儲油及加油業務管理要點（草案）」說帖中，

中正國際航空站亦明確指出，航空燃油供、儲油及加油業務之現況，

即由中油公司直接售油給華航、長榮等本國航空公司外，亦售油給航

機加油公司；而航空公司向加油公司購買油料及服務。……原告現以

航空燃油批售價加計加油入機費用之計價方式，亦即「航空燃油提貨

價格單一，由各航機加油事業依其成本收取加油入機費用」之方式，

係自 86 年 4 月 11 日開始採行，並經被告第 373 次委員會議決議認定，

此種計價方式未達掠奪性訂價之要件，尚無違反公平法情事……。原

告因本案到會答辯時，亦證稱售予文久、美孚、加德士等加油公司係

以批售價供應，並提出批售價格及加油入機公司加油量等資料，現原

告辯稱航機加油業務與航空燃油零售業務無涉，顯無理由。  

（4）文久公司於 88 年 9 月 28 日及同年 10 月 19 日，兩度函請原告提

供國內航線用油報價，並簽約供油，惟原告以研議油價結構為由百般

拖延，及至 88 年 12 月仍未提供報價，文久公司只得先與立榮航空續

簽「國際航線」加油合約，而立榮航空為恐「國內航線斷油」（即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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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久公司就國內航線簽訂新約，以銜接與中油公司間將屆期之舊約

時，則形同斷油），只得與原告續簽國內航線加油合約，原告乃於 89

年 1 月 3 日函復文久公司表示，目前中正機場之國內航線用油客戶皆

已與其簽訂 89 年航空油料合約，故「不另對文久公司提供報價」，顯

係利用各航空公司於密集年度換約期間，為維持其原有之獨占地位，

使有意與其他加油公司（如文久公司）合作者，亦因無法取得報價，

迫於「斷油」疑慮，再與原告續約，待其以此法攬獲競爭者之可能客

戶後，復明白拒絕報價及供油予其他加油公司，以防堵其進入國內線

加油市場。原告確有濫用優勢地位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  

（5）原告一再扭曲文久公司無法取得報價，即無法取得「油公司提供

油料之正式合約」，而辯稱航空公司可直接購油，再委由文久公司提供

加油服務，顯不符加油服務市場競爭之運作實務，而造成市場參進者

之競爭劣勢（無法提供購油及加油之一次服務），甚至無法參與競爭之

情事。 

（6）本案系爭時點之背景，在於中正航站甫開放國內航機加油市場，

以文久公司為例，其與原告係同時與立榮航空簽有國際航線加油業務

合約，今立榮航空主動要求文久公司提供報價，原告便喪失立榮航空

國內線之合約機會。本件之影響非僅在於文久公司與立榮航空交易之

機會，進而影響文久公司爭取與其他航空公司如遠東、華航交易之機

會，甚至影響美孚、加德士等其他加油公司進入國內航線加油業務之

機會，導致原告繼續維持國內航線加油市場之獨占地位。  

（7）按依中正機場加油服務市場之商業交易習慣，加油入機業者均須

兼營航空燃油銷售業務，該機場國際線加油服務市場現有原告、美孚、

加德士及文久等 4 家業者，國內線現有原告一家業者，就此無一例外。

至於華航、長榮乃中正機場主要加油客戶，因其需求數量龐大，或可

直接向上游航空燃油供油業者採購油料，然一般航空公司仍係向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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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機業者購買所需油料，加油入機業者面對本地商業習慣與市場需

求，自須先行取得油料來源，始得進入市場。原告濫用其上游油料供

應之獨占地位，不當阻礙下游加油服務市場競爭，實堪認定。  

（8）原告從未以「文久公司所登記之營業項目，並無航空燃油供售業

務，依法不得參與商品銷售競爭」為由拒絕報價或賣油給文久公司，

此自被告所提雙方燃油買賣契約書在國際航線部分，自 84 年至本案系

爭行為之時點乃至今日，原告持續賣油給文久公司，並未拒絕報價或

賣油……又庭上傳喚中正航空站相關業務負責人，亦證實自始文久公

司從事加油業務即是准許供售燃油，且未備燃油將不准從事加油服務

業務。……關於營業登記項目乙節，文久公司係於 84 年以文字敘述登

記營業項目後，合法經營「加油入機服務」業務。至經濟部商業司所

推行之「公司營業項目代碼表」，係於 86 年將營業項目由文字敘述改

為代碼之新制，其目的乃在方便行政管理，而非限制事業原已合法經

營之營業項目。其無法囊括所有營業項目現存所有細項類別，從新制

中並無「航機加油業務」乙項，以及原告自身於系爭時雖為國內油品

獨家供應業者，亦無任何關於「石油製品批發業」或「石油製品零售

業」之登記，均可得證。而在新制實施前，公司登記之營業項目並未

有此分類亦無代碼，自不可能因此新制之推行（行政命令之頒布）而

將原合法經營業務變成違法行為。  

（二）本案爭點整理  

1.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款所定「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

他事業參與競爭」之適用，是否以同一市場或水平市場之競爭為限？  

2.原告於國內航線加油入機服務市場是否屬獨占事業？  

3.原告拒絕文久公司之報價要求，是否屬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之行

為？ 

三、歷審判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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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款規定所謂「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並不

以同一市場或水平市場之競爭為限，倘獨占事業以其在該市場（如上

游供貨市場）之獨占力，對於其他市場（如下游銷售服務市場）之其

他事業以不公平方法阻礙其在其他市場（如下游銷售服務市場）參與

競爭，亦有該款之適用。 

2.本案在 88 年間，原告為國內市場唯一之石油供應業，在市場具有獨

占地位……本案文久公司所欲參與競爭之國內航線加油服務市場，乃

係航空燃油市場之下游市場，倘未獲得航空燃油之供應，則無法進入

加油兼售油服務市場，參與競爭。原告當時係同時兼具航空燃油供油

市場及國內航線加油服務市場之唯一事業，挾其在國內航空燃油市場

獨占地位，無正當理由拒絕文久公司之報價要求，造成文久公司無法

取得航空燃油之報價及供應，而無法參進國內航線加油兼售油服務市

場，自屬以不公平方法直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行為。原告主張航空

燃油市場，向來即由航空公司向原告公司購油後入機，未有加油入機

公司向原告公司要求購油之情形，即航空燃油銷售與加油入機服務分

開云云……，要無可採。  

3.原告拒絕文久公司之報價要求，是否屬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之行

為？ 

（1）原告雖主張航空燃油係屬石油產品，如欲銷售須經中央主管機關

（即經濟部）之許可始得經營，文久公司營業登記項目僅為「經營加

油站供售汽油、柴油」及「經營航機加油業務」，未提出經濟部特許之

証明，依法其自不得銷售。另依原告函詢公司登記主管機關經濟部商

業司結果，函復亦同……惟查自 84 年起，原告持續賣油給文久公司，

並未拒絕報價或賣油……，足見原告並不認文久公司從事銷售航空燃

油為不合法，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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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告雖另主張文久公司營業項目並無「銷售航空燃油」項目云云。

但查，文久公司營業登記項目已有「經營加油站供售汽油、柴油」一

項，……主管機關民用航空局係將在航空站為航機加油業務視同「加

油站供售汽柴油業務」，對符合特定條件者予以准許經營……縱依原告

之解釋採否定之見解，惟本件係發生於 88 年間，經濟部商業司係在

90 年 1 月 31 日始函復原告上開見解，則原告、民用航空局及文久公

司之前所為，縱有不合，亦因缺乏故意而無違反公司法之可言，仍無

礙於本件原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責任。更何況，原告在接獲經濟部商

業司 90 年 1 月 31 日復函後，仍繼續於 90 年 11 月間銷售文久公司航

空燃油 3400 餘萬元……，足證雖有經濟部商業司上開函釋，原告顯認

文久公可以銷售航空燃油……。（3）文久公司……兩度函請原告提供

國內航線用油報價，並簽約供油，惟原告以研議油價結構拖延，至 88

年 12 月仍未提供國內航線供油報價，致立榮航空鑑於文久公司未為報

價，只得與原告續簽國內航線加油合約，原告始於 89 年 1 月 3 日函復

文久公司表示，目前中正機場之國內航線用油客戶皆已與其簽訂 89

年航空油料合約，故不另對文久公司提供報價，顯係利用各航空公司

於密集年度換約期間，為維持其原有之獨占地位，使有意與其他加油

公司（如文久公司）合作者，亦因無法取得報價，迫於「斷油」疑慮，

再與原告續約，待其以此法攬獲競爭者之可能客戶後，復明白拒絕報

價及供油予其他加油公司，以防堵其進入國內線加油市場。原告確有

濫用獨占優勢地位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足堪認定，原告所辯無該行

為，亦不足採。  

（二）最高行政法院  

1.按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款規定所謂「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並

不以同一市場或水平市場之競爭為限，倘獨占事業以其在該市場（如

上游供貨市場）之獨占力，對於其他市場（如下游銷售服務市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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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業以不公平方法阻礙其在其他市場（如下游銷售服務市場）參

與競爭，亦有該款之適用。 

2.按「中正國際機場航機加油業務申請及審核作業程序」，係民用航空

局為審核航機加油業者，申請至中正國際機場執行航機加油作業，所

訂之程序。本件爭點在於上訴人有無濫用其航空燃油市場優勢地位，

在中正國際機場參與國內航線加油兼售油服務市場，而阻礙文久公司

參與競爭之行為，是則原審以該作業程序為判斷之依據，於法並無不

合。又上訴人主張文久公司所登記之營業項目，並無航空燃油供售業

務乙節，縱令屬實，然本件上訴人從未以此理由拒絕報價，況依上訴

人於原審所提契約書，在國際航線部分，自 84 年迄今，文久公司持續

向上訴人購油，早已進入國際航線加油兼售油而參與競爭，是則原審

認定文久公司未獲上訴人油品供應，即無法參與國內航線之市場，自

屬有據。至於文久公司登記之營業項目是否適法，係屬另一問題，核

與上訴人違反公平交易法並不相涉。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本案對於就濫用行為所產生的外溢效果，認定亦具有符合公平交易法

所管制之範圍，是以本案對於第三市場之阻礙，亦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 

五、本案評析 

本案主要之爭議在於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所規定之「阻礙他事業參與

競爭」170，是否要限於同一或水平市場，實者對此爭議，學說上容有不同

的看法。有論者認為參考外國立法例，該款解釋上應係水平關係的市場阻

絕，蓋獨占行為之管制必始自相關市場之界定，據此認定是否有獨占之狀

                                                 
170 現公平法係規範於第 9 條第 1 款，而本評析為與前揭判決之論述一致，故一概以公

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稱之，而後論述內容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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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及事業存在，至於獨占者所須受到關切者正是在於，其在業經界定之特

定市場中可能實施之獨占力濫用行為171。準此，判斷獨占者之行為是否違

法時，其目的係在維護該特定市場之機能與福祉，故而宜否跳出該特定市

場之範圍，去處理其他市場之競爭狀態，實不無疑義172。甚至，若獨占者

延伸（leverage）其獨占力至其他市場，此時或可依公平法第 19 條不當限

制交易相對人等規範加以處理即可173。 

但相對地，另亦論者認為獨占濫用控制之目的，在於防止獨占者恃其

優勢支配力量，影響市場自由競爭，是以若市場競爭的不利影響，係來自

於獨占者濫用市場地位之結果，本應屬獨占管制所欲涵蓋之範圍，故縱為

「涉及第三市場之阻礙」應亦包含在獨占濫用控制之內容中 174。申言之，

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所規範「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該濫用行為所影響

之市場，除獨占者具有獨占地位之市場外，尚且包括獨占者雖參與競爭但

尚未有獨占力之市場，甚至也包括獨占者未參與競爭但阻礙措施影響所及

之第三市場175。故凡是有市場之競爭功能受到妨害，係因獨占者濫用市場

地位所致者，即屬獨占管制所要規範之範圍176。同樣地，亦有論者認為公

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之獨占管制，屬「阻礙濫用類型」，係指事業不當運用

其市場力量，妨礙或排除市場上之（現存或潛在）事業從事競爭，以圖達

到完全支配或閉鎖其已取得之優勢地位，甚或進而獨占其他市場177。故而

此條款阻礙濫用行為所影響的市場，非必限於同一或水平市場，此即所謂

之「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178。質言之，凡是市場競爭機制受到破

                                                 
171 廖義男主持，前揭註 134，392。 
172 廖義男主持，前揭註 134，392。 
173 廖義男主持，前揭註 134，392。 
174 吳秀明，前揭註 117，346-347；劉華美，競爭法與能源法，元照，237（2009）。 
175 吳秀明，前揭註 117，346-347；劉華美，同前註，237。 
176 吳秀明，前揭註 117，346-347；劉華美，同前註，237。 
177 何之邁、張懿云、林廷機、陳志民，前揭註 162，36。 
178 何之邁、張懿云、林廷機、陳志民，前揭註 1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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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或扭曲，要係來自於獨占者濫用市場地位所致，即應屬獨占管制所欲涵

蓋的範圍179。 

而今本判決所採之見解要是將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規範之「阻礙他事

業參與競爭」採取擴大之解釋，認為該濫用行為所影響之市場不應以水平

市場為限，增加了該規範適用之可能性。但要注意的是，雖然就該規範之

文義解釋，未有限定要以水平市場為限；惟就該規範之體系解釋而言，今

既已於公平法第 19 條及第 20 條對於上下游市場之垂直交易限制有所規

範，為免規範體系及禁止內容有所衝突，故而在現行規範架構下，公平法

第 10 條第 1 款或許限縮於水平市場，較為妥適。而若未來無有公平法第

19 條及第 20 條之規範時180，再將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之文義範圍擴大解

釋，亦非無不可。最後，再就歷史解釋而言，本判決之作成是在 93 年以前，

當時關於垂直交易限制要是規範於第三章「不公平競爭」部分，而自 104

年後垂直交易限制業已規範於第二章「限制競爭」部分。故而當時法院或

公平會對於公平法第 10條第 1款之擴張解釋要係可以補足獨占管制規範缺

漏之處。但時至今日，現行公平法業已有第 19 條、第 20 條之規範，故而

第 10 條第 1 款規範之擴大解釋恐有失允當，不但可能造成與第 19 條、第

20 條適用上之衝突，更甚至有可能使得第 19 條、第 20 條規範形同俱文，

有違 104 年公平法修法之本意，故不可不慎。  

                                                 
179 何之邁、張懿云、林廷機、陳志民，前揭註 162，35。 
180 另參黃銘傑，前揭註 5，41-84（2019）；黃銘傑，前揭註 11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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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案件 三 中油拒絕續約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938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度判字第 1518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被告依其職權調查結果，以原告（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為國內液

化石油氣供氣市場（下稱系爭市場）之獨占事業，其濫用市場獨占地位，

自民國（下同）88 年 7 月起，無正當理由對其南部經銷商李長榮化學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李長榮公司）、合興石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興

公司）、台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和公司）、和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和協公司）、聯華聯合液化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華公限公

司）、乾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乾惠公司）等採取不當差別取價，對商

品價格為不當之決定，且於 88 年 9 月 30 日與經銷商契約期滿後，無正當

理由拒絕續約要求，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及第 4 款規定，

乃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以 91 年 3 月 25 日公處字第 091050 號處分書

（下稱原處分）命原告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

並處以罰鍰新臺幣（下同）800 萬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嗣經訴願駁

回，遂提起行政訴訟。 

（二）程序事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於 94 年 3 月 10 日，判決原

告之訴駁回。原告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認上訴無理由，於 95 年 9

月 14 日，判決上訴駁回，本案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系爭市場原告雖為獨占，惟於 88 年初開放後，台塑石化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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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下稱台塑公司）及李長榮公司於該年 5 月起正式進口，則自

斯時起系爭市場已非由原告單獨供應。……由於開放進口，市場產生

競爭，於系爭市場原告顯無法如被告所言係屬價格決定者，原告僅有

自訂售價，並無法決定市場之價格。  

（2）原告於系爭市場雖居獨占之地位，惟並非不許原告為防衛性競爭

行為，此亦為被告所是認。而李長榮公司業已自行進口石油氣，與原

告同屬進口或生產廠商。又合興公司部分，其與北海能源公司同屬台

灣石化公司所投資，而北海能源公司係經銷台塑公司之石油氣，且合

興公司於 88 年 6 月 22 日台塑公司進口石油氣銷售後，其提貨量即無

預警萎縮至原提貨量之一半，則該公司亦已銷售進口氣至為明顯。再

原告所屬之大林廠因李長榮、合興公司使用進口氣之故而滿儲，迫使

原告不得不降價以促銷此係屬防衛性競爭行為，則此時原告降價促銷

之對象又怎有可能包括李長榮、合興 2 公司。如非該 2 公司，原告根

本無為此次促銷之必要，原告又怎有可能再給予該 2 公司以優惠價格

與自己競爭？現被告要求原告對於李長榮、合興公司亦應經營策略及

經銷價格透明化，明顯不利於原告為防衛行為，如此豈非被告綁住原

告之雙手任由該 2 公司占有市場？對於原告而言又豈是公平？本件已

非單純經銷商忠誠度之問題，而是原告之防衛競爭行為。……原告實

無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之違反。 

（3）系爭經銷契約係有期限之限制，即雙方所簽訂者係定期契約，而

非未定期限契約，於期限屆至後契約即屬失去效力，而不再約束簽約

之雙方，此觀契約第 2 條之約定自明。該第 2 條雖有另議新約或續約

之約定，惟此係指雙方意思表示一致之情形而言。經銷商雖有要求續

約之約定，惟亦須徵得原告之同意，並非經銷商要求續約，原告即具

同意之意義，如此豈非與未定期限契約無異？與雙方所訂契約原意明

顯不相符。因此原告擁有續約與否之同意權，此為根據雙方契約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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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應無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4 款違反之問題。……如謂經銷商一要

求續約原告即應同意，非但與契約原意不相符，且造成經銷商得任選

進口或向原告購氣，而原告卻僅能繼續供應之不合理現象，反而係不

公平之交易。……況合興公司於 88 年 6 月 22 日台塑石油氣大量銷售

後，其銷售量明顯萎縮，並因而造成原告滿儲之壓力，被迫而不得不

採取防衛性之價格促銷，因此合興公司 88 年 7 月份以後提氣量減少係

因其轉向台塑提氣之故。……興公司如未於 6 月底前大量萎縮提氣致

原告滿儲，原告亦不可能採取價格促銷，因此合興公司之提氣減少係

因可歸責於合興公司之故，則原告以合興公司提氣減少而未與合興續

約實無不妥之處，被告謂原告有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尚有未當。  

（4）原告公司非為系爭市場之價格決定者：（1）按所謂供應市場價格

決定者，係指原告公司為價格決定後其他供應者有遵循之義務，或對

於其他供應者具有拘束力，始得謂為原告公司係供應市場之價格決定

者。如原告並未聯合其他供應商為價格之決定，或其所決定之價格對

於其他供應者並無拘束力，實難謂為原告係屬價格決定者。至於原告

訂定價格後，其他供應者是否為價格上之競爭，則非原告所得過問，

被告執此謂原告係屬價格決定者尚有誤會。……油品全面開放自由化

後，埃索以進口商之姿態進入市場參與競爭，其亦係以自有品牌參與

競爭，雖其未於台灣煉製油品仍能參與競爭並遂漸擴大其市場占有

率……綜上所述，原告非為價格決定者……。 

（5）未與合興公司續約並非即為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於契約期

限屆滿後，該經銷合約即失其拘束力，原告並無與經銷商續定合約之

義務，此觀合約第 2 條之約定自明……合興公司之全月提氣量雖達

87.6%，惟該公司自台塑公司 88 年 6 月 22 日銷售液化石油氣後即萎縮

提氣量至原提氣量之一半，此為不爭之事實，此時自應採究其提氣量

驟然萎縮之原因，而非僅觀察其全月之提氣量致失其真……。惜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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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詳為調查，即謂原告未與合興公司續約係屬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自嫌速斷。因合興公司如已轉台塑公司購氣，則市場結構已有變更，

此時原告基於競爭之考量而未與合興公司續約並無不當之處。況原告

素與合興公司無糾紛存在，如非其轉向提氣，致造成原告滿儲之壓力，

原告又怎有可能未與月達成率較高之合興公司續約？……綜上所述，

合興公司有轉向提氣之事實，市場競爭結構已變更，原告公司基於競

爭上公平之考量未與合興公司續約，尚非屬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6）原告降價促銷，係因李長榮公司進口低價液化石油氣以搶攻市

場，造成原告滿儲之壓力，原告乃降價促銷於供應市場與李長榮公司

競爭。此時雙方既係居於競爭之地位，原告又怎有可能以降價之價格

供應予李長榮公司？原告未提供優惠價格予李長榮公司係因競爭之考

量，而非被告所主張之因忠誠度考量。  

（7）合興公司流失客源非屬競爭結果：合興公司於臺塑進口銷售液化

石油氣後，其提氣量即大量銳減，並非因競爭之故僅小量慢慢流失客

源，顯係轉向提氣而非競爭之結果。……嘉義以北之區域轉由同屬臺

灣石化公司子公司之北海能源公司銷售，亦足證合興公司流失客源非

屬競爭之結果，而係協議之結果。再觀諸被告所提合興公司各縣市銷

售數量統計表所示，嘉義以北之地，於 88 年 7 月份開始，其銷售量銳

減甚至全無，如此驟然失去客源，且非僅屬一家失去提氣量，顯係協

議之結果，非因競爭之結果。  

2.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液化石油氣市場雖為其所獨占，惟自 88 年初開放後，

台塑與李長榮公司皆於該年 5 月正式進口……，無法決定市場價格乙

節；然查，在液化石油氣供應市場開放初期，各經銷商為爭取客戶及

擴大經銷市場占有率，或有以短期低價銷售企圖攏絡分裝廠客戶之事

實……，此為促進市場競爭之必要手段，尚不能即謂原告因此而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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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供應市場之價格決定能力，此由液化石油氣供應市場之牌價，在 60

幾年起迄今，其他供應商或下游經銷商尚皆遵循原告所公告之價格為

基準可見端倪。至於在供應市場開放後，北誼興公司（關係企業民興

公司從事進口）或李長榮公司在供應市場與原告雖有某種程度之競爭

關係，然查：（1）液化石油氣係由丙烷及丁烷摻配而成，進口氣因品

質優於國內自產，且在相同品質下之價格上更具競爭優勢，為供應工

業原料及提昇液化石油氣使用品質，因此進口摻配已成必然現象，惟

由於原告、台塑公司皆有國內自產氣與進口氣可摻配，進口氣與自產

氣成本結構不同，兩者可予以交叉補貼運用，而民興、李長榮 2 公司

倘純粹使用品質較佳之進口氣，在進氣成本上與原告、台塑公司等進

口同業已形成競爭劣勢之不公平競爭現象。（2）由於丙、丁烷所具常

態氣化之理化特性……，國內原告及台塑公司進口所使用之冷凍船運

一次可載 3、4 萬噸，相較於李長榮、民興 2 公司所使用之高壓船一次

僅載運 2、3 千噸，無論在進口規模、進口成本、耗損上，皆具有競爭

上之優勢，導致李長榮、民興 2 公司僅能在國際市場選擇較優惠但純

度稍差之現貨氣體進口與之競爭，惟進口氣對國內市場價格形成相當

程度之抑制，有促進供應市場競爭之效果。據上，李長榮、民興 2 公

司雖從原告之經銷商層級提昇至進口供應商層級，但在供應商層級尚

無法威脅到原告及台塑公司這種兼有自產氣及進口氣供應業者之市場

地位，頂多強化在經銷市場之競爭地位，因此僅能視其為促進垂直市

場競爭之整合業者而已。而液化石油氣經銷商必須固定供氣予下游分

裝廠，需要取得穩定氣源，因進口氣源之價格深受國際行情影響，倘

僅仰賴進口氣源，並不符合液化石油氣經銷商之經營需求，故國內自

產氣源，對經銷商而言實屬不可或缺……原告顯具有競爭上之優勢，

原告辯稱其非為液化石油氣供應市場之價格決定者，顯有昧於事實。  

（3）有關原告主張被告以 88 年 6 月份全月份為平均，無法顯現經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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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合興公司……已非單純為原告經銷商之事實乙節，……系爭經銷契

約中所強調係為原告之經銷商之實際「月」提貨數量，相較當「月」

賒銷提貨單數量之達成率，而非論究其經銷商每「日」提氣之達成率，

故被告依原告提供 88 年度 6 月經銷商實際提氣量資料，並採以最寬鬆

之經銷商每月最高承銷量為基準，計算當月賒銷提貨單數量，得知合

興公司之達成率為 87.6%、台和公司 72.1%、和協公司 87.6%、乾惠公

司 59.7%、聯華公司 64.0%，然而原告卻於未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經濟

部報備之情形下（原告如不欲依其原向經濟部報備之牌價銷售，須再

向經濟部報備），自 88 年 7 月起逕以低於牌價之價格每公斤 8.63 元售

氣予提氣績效欠佳之乾惠、聯華 2 公司，相對於績效良好之合興公司，

反而仍予以牌價供氣，況查合興公司 6 月份向原告提氣量為 10,979

噸，同月銷售量為 10,719 噸，顯見合興公司 6 月 22 日後提氣量之減

少，非因轉向台塑公司提氣，實係因 6 月 22 日前已大幅提氣之故，是

原告在無正當理由之情形下，對下游經銷商在供氣價格上，不當採行

差別待遇做法，造成下游經銷商間之不公平競爭，顯有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之違法。 

（4）原告可以選擇多重調整因應滿槽之競爭策略……，如一律降價促

銷或針對各廠相互調氣或減量供應等方式，甚至如同今年以來，選擇

要求北部地區之 3 家經銷商以槽車至南部提氣而給予運費補貼一般，

使影響下游經銷商間之競爭程度降至極微，……，原告採行最嚴厲之

價格制裁手法，對合興及李長榮 2 公司進行不合理之價格決定，使其

在經銷市場之競爭造成嚴重影響，進而使合興公司喪失替原告經銷之

權利，合興公司經銷商與原告工廠相連之管線也因此而閒置中，形成

資源利用之無效率。是以原告未視李長榮公司係為原告體系之下游「經

銷商」身分及李長榮公司無自產氣摻配亟需依賴原告供應以調配成本

之事實，而僅視李長榮公司為其上游之進口供應商之競爭對手，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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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匿差別訂價之資訊，並利用價格資訊之不透明，逕予排除李長榮公

司適用 88 年 7 月之優惠促銷價格，並對李長榮公司多提氣之要求，卻

提高價格加以抑制，給予不利之差別待遇，原告顯以「忠誠」考量為

由，剝奪其經銷商權利，已非單純防衛性競爭行為。  

（5）原告將大林廠滿儲之責皆歸罪於合興公司，而對該月提氣績效欠

佳之乾惠、聯華 2 公司行使價格促銷，並排除合興公司之適用，顯無

正當理由。……台塑公司供氣予經銷商北海能源公司之價格為每公斤

9.23 元，係與原告牌價相同，合興公司並無改向台塑公司提氣之誘因，

且據合興公司當月向原告提氣數量為 2,742 噸，而銷售數量僅為 2,820

噸，足證合興公司提氣量之減少非因轉向台塑公司提氣之故，而係因

原告自 88 年 7 月起未比照乾惠、聯華及和協等公司給予合興公司優惠

價格提氣，致合興公司在運費及進貨價格上均處於不利競爭之情況

下，大量流失中部及南部客源，被迫縮減向原告之提氣量所致，故原

告在明知合興公司提貨量大幅降低，係與原告未允予合興公司以優惠

價格提氣有極大關係，卻片面以提氣量不足，經銷績效不彰為由，斷

然拒絕合興公司於該經銷契約期滿後續約要求，是以被告認定原告有

濫用液化石油氣供應市場之獨占地位之情事，並無不當。  

（6）經被告行文向台塑公司查證，……台塑公司於 88 年 6 月 22 日進

口銷售液化石油氣後，銷售對象僅侷限於下游經銷商北海能源公司，

合興公司自 88 年 6 月 22 日起至 7 月底，向原告提氣量之多寡，係與

台塑公司進口銷售液化石油氣並無相關，況原告於 88 年 7 月間售予合

興公司之液化石油氣售價為每公斤 9.23 元，相較售予和協、聯華、乾

惠各公司之氣價每公斤 8.63 元，分裝場在面臨液化石油氣市場激烈競

爭，自對氣價敏感而隨時更換分裝場，將原向合興公司提氣數量轉向

其餘更具優惠氣價之經銷商，故合興公司於 88 年 7 月間大量流失客

戶，向原告提氣量減少，自屬當然，而原告一再指稱合興公司轉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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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公司提氣，以合理化其對合興公司採行銷售價格差別待遇一事，避

而不論究合興公司於 88 年 6 月份提氣績效及 7 月份提氣量減少之確切

因素，顯有昧事實，堪認原告對合興公司之所以會採行銷售價格差別

待遇，乃因「忠誠」考量為由，其於未經求證情況下，逕對其經銷商

（合興公司）不當採行價格差別待遇，實已非屬單純防衛性競爭行為。 

（二）本案爭點整理  

1.原告於 88 年 7、8 月間對於南部 6 經銷商之商品價格差別決定是否

為不當？ 

2.原告不與合興公司續約是否該當於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原告可以選擇多重調整因應滿槽之競爭策略，如一律降價促銷或針

對各廠相互調氣或減量供應等方式，甚至如同其選擇要求北部地區之

3 家經銷商以槽車至南部提氣而給予運費補貼一般，使影響下游經銷

商間之競爭程度降至極微。惟原告捨此公平競爭之市場機制而不為，

採取對乾惠、聯華及和協 3 家公司降價促銷之方式，達成其實質對於

合興及李長榮 2 公司進行之價格制裁，使其在經銷市場之競爭造成嚴

重影響，更殃及與乾惠等 3 家公司處於同一競爭市場之台和公司（原

告僅以提氣之煉油廠不同，無滿儲之壓力，故亦不對其降價為由），是

原處分認原告所為價格折扣之決定係屬不當，堪認可採。  

2.蓋原告對於其經銷商合興公司之減少提氣，本應透過市場上之價格

或品質競爭，以增加其提氣即交易之意願，然而原告反其道而行，對

於合興公司採取差別價格以為回應，嗣經合興公司於 88 年 8 月 17

日……請求原告溯自 7 月份開始降價，原告於同年月 30 日嚴詞函

復……以「其他供應者進口氣品上市後，造成未公司南部 3 煉油廠在

6、7、8 月均發生自產液化石油氣去化問題，然貴公司在此段期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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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情形既然無助於去化，相較於其他業者極力協助處理，貴公司何能

『比照』取得優惠？」是可見原告非但對於合興公司加以價格制裁，

更圖以「其他業者極力協助處理」以突顯合興公司之經銷績效不彰，

且旋於同年 9 月 13 日就合興公司依系爭經銷契約書面通知續約，以上

開理由拒絕續約。況查，合興公司縱經與台塑公司之經銷商北海能源

公司協議經營區域，然而合興公司本身仍就嘉義以南區域為營業，且

查依原告製作之大林、林園廠經銷商提氣量表所示，合興公司在 88

年 6 月 22 日至同年月 30 日之提氣量亦尚在第 2 位，何來經銷績效不

彰？是原告主張合興公司貢獻度不足故不予續約云云，尚不能認係正

當理由，被告抗辯原告有為濫用地位之行為，堪足認定。  

（二）最高行政法院  

1.本件上訴人為國內液化石油氣供氣市場之獨占事業，自 88 年 7 月

起，無正當理由對其南部經銷商李長榮公司、合興公司、台和公司、

和協公司、聯華公司、乾惠公司等採取不當差別取價，對商品價格為

不當之決定，並於 88 年 9 月 30 日與經銷商契約期滿後，無正當理由

拒絕續約要求……，符合公平交易法「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權益，

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之立法目的。……上訴人對

本件南部經銷商間不當實施差別取價之行為，不當影響合興公司之經

銷成本，削弱其競爭力，有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第 4 款之以嚴

厲之價格制裁手段，嚴重影響李長榮公司與合興公司之競爭力，且有

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濫用市場地位之虞。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本案中法院對於原告濫用獨占地位給予不當差別訂價與拒絕交易進行

深入探討。 

五、本案評析 

1.不當差別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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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獨占事業不當決定、維持或變更價格部

分，向為公平法爭論之焦點。一方面有認為該規範之適用要是限於獨

占事業對交易相對人收取不當之高額利潤181，故而以「高額」之情事

為限，始有「不當」要件之該當。亦有認為公平會若真要認定何為「不

當」決定、維持或變更價格，則勢必要先說明何為「適當」的價格，

就此適當的價格數值或區間作成判斷後，才可助於公平會評斷獨占事

業的價格行為是否為不當，但是在此情形下，恐怕會使得公平會成為

價格的決定機關，而遭受介入市場運作之指摘182。但是另一方面亦有

論者認為，若要避免公平會成為價格的決定機關、介入市場運作之指

摘，或可將此獨占事業不當決定、維持或變更價格之規範，限縮於價

格決定、維持或變更之「方式」183。申言之，若此方式之「形式」已

為不當，則可認為價格之決定、維持或變更要為不當；同樣地，若獨

占事業無此方式或形式之爭議，則公平會或可不再就獨占事業之價格

行為有所指摘。  

就本案之論斷上，似乎是採取後者方式、形式之認定，認為中油

公司對於乾惠、聯華、和協 3 家公司採取降價促銷之「方式」，達成其

「實質」對於合興、李長榮 2 公司進行之價格制裁，更也殃及處於同

一競爭市場之台和公司。認為僅就同一競爭市場之部分公司進行「形

式」上的降價促銷，以達成「實質」上的價格制裁，而據此認為有違

反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獨占事業不當決定、維持或變更價格之規定。

如此，無異於讓公平會避免作成市場真正價格之「實質」認定，公平

會僅須判斷獨占事業之價格行為是否有「形式」上的不當，即為已足，

                                                 
181 參何之邁、張懿云、林廷機、陳志民，前揭註 162，22。 
182 參顏廷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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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季刊，第 17 卷第 3 期，133-134（2009）。 
183 參何之邁、林怡君，前揭註 166，102。另參何之邁、張懿云、林廷機、陳志民，前

揭註 162，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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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最後亦是以此形式上之認定作為主要論斷之依據。  

公平會或法院就此價格行為之形式要件作為判斷之依據，看似成

理。但是或許更應進一步地思考，形式要件與實質要件之間本是難以

斷定及分割，以此「形式以害實質」的論點可能仍留有爭議。質言之，

以本案中油公司之降價促銷行為為例，雖然表面要為一形式或方式，

但就此價格行為之本質而言，仍是對於價格之實質內容有所影響，故

不可逕認為要屬形式或方式。否則如此偏重於形式或方式認定的情

形，亦可能造成公平會在執法或法院在審理時，僅係一味地偏向於形

式要件的認定，而未能重視實質面之審理及處理，此恐有所不足。最

後值得一提的是，形式要件就現實而言，本不難規避，申言之，倘若

獨占事業在形式上、表面上似有作成不同之計算，且提出相關事證證

明其價格行為要屬適當，但是實質上、本質上獨占事業仍是有作成價

格之不當行為。就此情事，在本案及前揭公平會處分及法院判決之脈

絡下，形式上適當但實質上卻不當，似乎是可以逸脫於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規制，如此是否真有符合該規範之目的，實有再進一步思考

之餘地。 

2.無故拒絕交易  

獨占事業是否具有義務或是責任與其競爭對手或下游廠商進行交

易，此非但涉及公平法之問題，更也涉及根本的民法問題。蓋原本依

民法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之原則，事業本來即是就交易與否、交易相

對人、交易標的、交易時間、交易地點等之選擇，有其選擇之自由及

權利，而今若事業就交易與否及交易相對人之決定有違反相關規定

時，或許本應先就民法規範來循求解決之道。準此，公平法及公平會

於何種情況下，有其必要及立場來介入民事糾紛，且其介入之正當性

究係為何，恐須再進一步地思考。  

在美國法的脈絡下，也同樣是認為事業本有契約自由、交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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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並無必要來協助其競爭者，或是與其競爭者進行交易、締結契約

184。亦即本應尊重市場競爭及其自由運作，以避免政府不適當地介入

私法領域，而影響到原有市場機制之運作。準此，只有在少數例外的

情形下，事業始存有與其競爭者進行交易、締結契約之義務或責任，

且只有在此少數例外違反的情況下，始有競爭法制介入的空間。而此

少數例外之情形，包括：一、事業彼此間過去已有合作、交易之情形，

若拒絕該合作、交易則會對消費者產生不利之情形185；二、事業就其

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要是具有「關鍵設施」（essential facilities）地

位，故而難能拒絕交易，一有拒絕則係可能違反競爭法規範 186。 

由此可知，獨占事業之拒絕交易行為在比較法制上實多已有所進

行探究，亦即何時應僅依民法、契約法進行論斷，何時則是要例外地

適用競爭法規範，相關討論均已相當成熟。回到本案中，公平會及法

院本有機會就此拒絕交易爭議之論理及判斷依據，進行更清楚、更進

一步地說明，明確揭示在何種情形況下，獨占事業之拒絕交易行為要

是可認為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第 4 款「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之規

範。但是可惜的是，在前揭法院判決中，針對中油公司拒絕與合興公

司續約交易之行為，法院未透過本案揭示相關之論理及判斷依據。更

進一步地來說，揆諸法院判決理由，法院似乎是認為中油公司具有與

合興公司進行交易之責任及義務，故而要有「正當理由」始能拒絕交

易，但是詳細之論理判斷依據及過程實不可得而知。申言之，本案法

院究竟是因為中油公司在國內液化石油氣供氣市場，已該當於「關鍵

設施」之提供者，抑或是因為中油公司與合興公司先前已存有合作、

                                                 
184 See United States v. Colgate & Co., 250 U.S. 300 （1919） . 
185 See Aspen Skiing Co. v. Aspen Highlands Skiing Corp., 472 U.S. 585 （1985） . 
186 See Olympia Equipment Leasing Co. v. Western Union Telegraph Co. 797 F.2d 370 

（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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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行為，而將續約拒絕由原本之民法問題，改而為以競爭法爭議來

處理。法院對此爭議支字未提，對於我國未來在處理獨占事業拒絕交

易之指引及參考，實係有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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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案件 四 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 1 

飛利浦（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908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553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661 號判決）  

新力（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1132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554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419 號判決）  

太陽誘電（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121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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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緣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根據第 3 人巨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達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達緻公司）及博新開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博新公司）檢舉，以原告（飛利浦公司）、日商．日本新力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新力公司）及日商．太陽誘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陽誘電公司）為具水

平競爭關係之事業，渠等透過共同決定授權金價格之合意，以聯合授權方式，

取得在台之 CD-R 可錄式光碟專利技術市場之獨占地位，不當維持授權金之

價格，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授權協議之重要資訊，禁止對專利有效性之異

議，為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0 條第 2

款及第 4 款規定，乃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於民國（下同）90 年 1 月 20

日以（90）公處字第 021 號處分書命渠等於收受該處分書之次日起，立即停

止上開行為，並處原告新臺幣（下同）800 萬元罰鍰。原告不服，訴經行政院

90 年 11 月 16 日台 90 訴字第 067266 號訴願決定將原處分撤銷，由公平會於

2 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案經公平會重新調查，以渠等以聯合授權方式，共

同合意決定 CD-R 光碟片專利之授權內容及限制單獨授權，違反公平交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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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條規定；渠等利用聯合授權方式，取得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之獨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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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繼續維持

其原授權金之計價方式，屬不當維持授權金之價格，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

第 2 款規定；渠等利用聯合授權方式，取得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之獨占地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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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乃依同

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以 91 年 4 月 25 日公處字第 091069 號處分書，命渠等

於該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立即停止前 3 項違法行為，並處原告 800 萬元罰

鍰。原告仍不服，提起訴願，遭駁回後，遂提起行政訴訟。  

（二）程序事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之訴為有理由，於 94 年 8 月 11 日，判決訴

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公平會不服上訴，最高行政法院認上訴為無理由，

於 96 年 4 月 4 日，判決上訴駁回。公平會再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再審，法

院於 98 年 6 月 18 日判決再審之訴駁回，本案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獨占事業不當維持價格方面：（a）原處分適用法律錯誤，對於從

未經被告公告為獨占事業之原告於 88 年 2 月前之行為，適用公平交易

法於 88 年 2 月修正後之條文加以處分。（b）原處分先係基於錯誤的標

準定義本件市場，於判斷原告於本件市場中是否具有獨占地位時，又

未依公平交易法及其施行細則之相關規定。（c）原處分認定原告等 3

家公司為水平競爭事業，係因為渠等得以迴避專利之方式研發具替代

性功能之技術。倘若此項結論正確，則得以利用迴避專利之方式研發

技術的公司很多，原處分就不應認定原告等 3 家公司又於 CD-R 光碟

片技術市場中具有獨占地位。（d）原處分認定「原告收取過高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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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金」，係基於幾項錯誤之假設及謬誤之推論，包括「原告收取權利

金僅係為回收研發成本」、以「86 年的 CD-R 市場規模」推論所謂的預

期權利金收益，再將原處分自己創造出來的「預期權利金收益」與所

謂的「實際權利金收益」相較、並倒果為因地「以 CD-R 產品價格倒

推計算權利金成本所佔比例過高」。（e）原處分認定原告未提供被授權

人協商權利金之機會及維持原權利金計算方式、不予調降等節，均與

本件所示證據完全不符。  

（2）獨占事業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a）原處分適用法律錯誤，

對於從未經被告公告為獨占事業之原告於 88 年 2 月前之行為，適用公

平交易法於 88 年 2 月修正後之條文加以處分。（b）原處分先係基於錯

誤的標準定義本件市場，於判斷原告於本件市場中是否具有獨占地位

時，又未依公平交易法及其施行細則之相關規定。（c）原處分認定原

告等 3 家公司為水平競爭事業，係因為渠等得以迴避專利之方式研發

CD-R。倘若此項結論正確，則得以利用迴避專利之方式研發技術的公

司很多，原處分就不應認定原告等 3 家公司又於 CD-R 光碟片技術市

場中具有獨占地位。（d）原處分單以與本件具有利害關係之被授權人

之問卷調查結果，認定原告拒絕對被授權人提供重要交易資訊，未對

有利原告及不利原告之證據同加斟酌，採證顯然違反證據法則。（e）

原處分將「和解之談判」與「授權之談判」混為一談，將原告於「和

解」時要求被授權人撤回專利舉發之行為，誤認為係禁止被授權人對

專利有效性異議，忽視合約內並無任何「禁止被授權人對專利有效性

提出異議」之規定。  

（3）本件被告認定原告及其他 2 家公司違反聯合行為禁制規定及獨占

事業不得有濫用市場地位行為之規定，不但未適用行為時之法律，將

原告之合法行為誤為違法行為；且以原告於市場中為聯合行為、濫用

市場地位為由，對原告及其他 2 家公司加以處分時，亦有理由及所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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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互相矛盾之情形。尤有進者，被告在採證上完全未遵守證據法則，

不但未依行政程序法第 9 條規定，對不利原告及有利原告之證據均詳

加斟酌，且對於重要事實之認定，均採用與本事件具有利害關係之工

研院覆函及對被授權人、甚至本件檢舉人之問卷調查結果為據，依最

高行政法院 93 年判字第 158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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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旨，被告所為原處分認事用法

均有違誤。 

2.被告主張 

（1）本案係緣於參加人、達緻公司及博新公司於 88 年間，檢舉原告、

新力公司及太陽誘電公司在台灣所為光碟產品規格專利授權行為涉有

違反公平交易法。案經被告調查，認原告及其他 2 家公司除以集中授

權方式（Patent Pool），共同合意 CD-R 光碟片專利授權內容，並限制

單獨授權，核已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聯合行為之禁止規定

外；且在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藉由集中授權方式，取得 CD-R 光

碟片技術市場之獨占地位，在市場情事顯著變更情況下，仍不予被授

權人談判之機會，繼續維持其原授權金之計價方式，並拒絕提供被授

權人有關授權專利之詳實內容、範圍及專利有效期限等重要交易資

訊，逕行要求被授權人簽訂授權合約並進行權利金之追索；此外，更

於其專利技術授權協議中要求被授權人必須撤回專利無效之舉發，始

得簽署授權合約，顯係憑恃其市場優勢地位，迫使被授權人接受授權

協議，核屬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及第 4 款規定，被告

就此予以處分，並無違誤，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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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關原告及其他 2 家公司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規定濫

用獨占市場力量部分：a.原告及其他 2 家公司於其 CD-R 光碟片技術市

場，具有壓倒性優勢，得排除他事業參與競爭，係屬公平交易法所稱

「獨占事業」：原告及其他 2 家公司等制定橘皮書設定 CD-R 規格標

準，而 CD-R 光碟片製作技術的重要專利為渠等 3 家事業所擁有，其

他人雖得自由開發競爭技術規格或提供競爭產品，惟目前全球 CD-R

光碟片之製造均須循渠等制定之統一規格，故全球任何 CD-R 光碟片

的製造者、銷售者均須取得渠等之授權，是渠等應具有壟斷地位。其

他事業理論上雖可另外開發競爭技術規格，然因目前全球 CD-R 規格

既已經統一，另推新規格將與原規格之 CD-R 寫錄設備無法相容，CD-R

光碟片作為廠商與消費者儲存及傳遞資料之媒介，相容性實為關鍵因

素，因此他事業欲以另定規格進入該技術市場，甚為困難。換言之，

目前其他事業欲爭取進入系爭技術市場之機會，已受到相當程度的限

制，是渠等在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確存有可排除競爭之能力，依上

開規定得認渠等已構成公平交易法所稱之獨占事業。b.被告將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單獨界定為一特定市場，並無違誤：（a）本案有關 CD-R

授權協議之特定市場為技術市場，故於界定「技術市場」範圍時，將

考量 其他生產同類產品、消費者認為功能相同之其他產品之智慧財

產或技術； 與該項產品競爭之其他產品，以及用以生產該產品之智

慧財產或技術； 如因相關資訊不易取得以致無法界定「技術市場」

範圍，將分析本項授權協議對其他各相關產品之影響，如本項相關技

術（可用以生產使消費者認為具有替代作用之產品）均具有相同之經

濟效益，則認為相關技術歸屬於同一個「技術市場」。……（b）由上

開對所謂技術市場之界定，可知定義技術市場時，首須考慮其他生產

同類產品或消費者認為功能相同產品之生產技術。從技術規格之角度

而言，CD-R 是可錄一次型的光碟產品，在當時市場狀況，從供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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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成本等各方面考量，CD-R 並無可合理替代之產品或技術，為具市

場地位之可錄一次型光碟產品，故被告乃將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單

獨界定為一特定市場。（c）從消費者需求替代性以觀，CD-R、CD-RW、

MD、DVD 雖均為光學儲存產品，但 CD-RW、MD、DVD 係陸續發展

之產品，渠等在寫錄方式、產品功能、售價及播放系統上均有差異區

隔。……。故對有寫錄資料需求的消費者而言，前開產品寫錄功能或

雖類似，但常態市場之消費者仍會衡諸自身資力，就產品售價及功能

作一選擇，前揭產品不會產生合理之替代關係，故無法劃歸為同一市

場。原告及新力公司稱 CD-R 是一個特定商品，為眾多可錄式光碟產

品中的 1 種，市場上尚有 DVD-R、CD-RW、MD 等各項可錄式儲存產

品可與 CD-R 相互競爭云云，尚待斟酌。（d）次從生產技術之替代性

觀之，上開產品之生產技術並不相容，……故從競爭產品及競爭技術

考慮各該產品技術市場之範圍，CD-R、CD- RW、DVD 光碟片，以及

MD 存在實際應用區隔與技術區隔，渠等非屬可合理替代之產品，生

產者供給替代性與消費者需求替代性均相對較低，故被告將生產 CD-R

光碟片之技術單獨界定為一特定市場，並無違誤。c.原告及其他 2 家

公司於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具有獨占地位，在市場情事顯著變更之

情況下，仍不予被授權人談判之機會，繼續維持原授權金計價方式，

使授權金金額無法做即時變更、適當反映市場需求，顯屬不當維持授

權金價格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 

（二）本案爭點整理  

原告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4 款之規定？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原告及其他 2 家公司於其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具有壓倒性優勢，

得排除他事業參與競爭，係屬公平交易法所稱「獨占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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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5 條第 3 項規定所稱「特定市場」係指事

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查被告認定原告等

3 家公司在特定市場－「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具有壓倒性地位，

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係以原告及其他 2 家公司制定橘皮書設定 CD-R

標準規格，而 CD-R 技術的所有重要專利為原告等 3 家事業所擁有，

全球任何 CD-R 的製造、銷售均須取得原告等對於 CD-R 擁有專利技

術之授權，是渠等所提供之專利技術進入特定市場，受技術之限制可

排除競爭，依 88 年 8 月 30 日修正發布之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 條

第 3 項之規定，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另從技術規格的角度言，CD-R

是可錄一次型的光碟產品，依原告等 3 家事業行為時之市場狀況，從

供給、需求、產銷及成本各方面考量，CD-R 產品並無替代可能性產品。

其他人雖仍得自由開發競爭技術規格，惟全球 CD-R 之製造必須循原

告等 3 家事業制定之橘皮書統一規格，是為不爭之事實，該等主要專

利技術又為原告等 3 家事業所擁有，而具絕對的優勢地位，其他事業

欲爭取進入系爭 CD-R 光碟產品技術市場的機會，已因原告等 3 家公

司制定統一規格而被限制（亦即，因全球 CD-R 規格已經統一，另推

新規格將與原規格之 CD-R 寫錄設備無法相容，CD-R 光碟片作為廠商

與消費者儲存及傳遞資料之媒介，相容性實為關鍵因素，因此他事業

欲以另定規格進入該技術市場，甚為困難；又被告並非認為規格制定

者即當然具有獨占地位，而需視該規格技術於相關市場上是否處於無

競爭狀態，或有無具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以為判斷）。是原告

等在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確存有可排除競爭之能力，得認渠等已構

成公平交易法第 5 條所稱之獨占事業。  

2.原告及其他 2 家公司於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具有獨占地位，其在

市場情事顯著變更情況下，仍不予被授權人談判之機會，及繼續維持

其原授權金之計價方式，屬不當維持授權金之價格，違反公平交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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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經被告針對國內 13 家主要生產 CD-R 廠商進行

問卷調查（見被證 16），並且約詢國內光碟製造廠商及相關人員製作

陳述紀錄（見被證 9、10、15、17、24），以被授權人曾向原告等公司

請求依市場規模變動調整權利金之計算方式，惟皆遭拒絕，遂認原告

等確有利用其於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之獨占地位，在全球 CD-R 光

碟片市場規模已大幅成長及市場供需已改變之情況下，仍漠視市場顯

著變更之事實，繼續維持原授權金之計價方式，使授權金金額無法做

即時有效變更並反映正常市場需求，核已違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之禁止規定。  

3.原告及其他 2 家公司於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具有獨占地位，其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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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

（1）原告及其他 2 家公司欲與被授權人簽訂 CD-R 光碟片技術授權協

議契約，對於該契約標的之內容、範圍以及專利之有效期限等重要交

易資訊，自應提供確實且完整的必要資訊予被授權人，此為訂立契約

之主要事項。惟經被告針對國內 13 家主要生產 CD-R 廠商進行問卷調

查結果，及亞太智財公司之陳述內容，可知原告等在授權協議之洽訂

過程中，並未清楚揭露有關授權專利之詳實內容及範圍，且參照專利

授權合約附表 B1 至 B5 所示之相關專利清單，亦僅載明其專利於美國

及日本之專利號碼與技術名稱，其中 B4 至 B5 部分之專利有效期間則

付諸闕如，渠等於此重要交易資訊未清楚揭露之情況下，竟逕行要求

被授權人簽訂系爭授權合約，顯有濫用市場獨占地位之行為。（2）原

告於專利技術授權協議中，要求擬被授權廠商必須撤回其專利無效之

舉發，始得簽署授權合約，顯係憑恃其市場優勢地位，迫使被授權人

接受授權協議，禁止專利有效性之異議，核屬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之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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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高行政法院  

原處分書主文共有 5 項，前 3 項分別諭知被上訴人等 3 家公司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0 條第 2 款及第 10 條第 4 款，惟主文第 5 項違章處

罰係就 3 項違章行為作一整體罰鍰之處分，亦即違章之法律效果僅有一

種，足見原處分主文雖有 5 項，其處分所發生之法效僅有一種，應認屬於

概括之一個處分，而非個別獨立之 3 個處分。是以原審以被上訴人不成立

第 1 項之違章、第 2、3 項之違章事實認定範圍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以及原處分裁量罰鍰不當等由，將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全

部予以撤銷，發回原處分機關重為處分，而未為一部分駁回、一部分撤銷

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之判決，尚無主文與理由矛盾或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誤。

原判決認定被上訴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4 款之違章行為，對何

以撤銷全部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而未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雖未

詳予敘明其理由，然依上開說明，其判決結果並無不合，仍應予以維持。

綜上；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將原決定及原處分均予撤

銷，判命原處分機關依判決意旨重為處分，核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

判決違誤，求予廢棄，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三）再審法院 

原確定判決對於再審原告前程序之上訴理由均已詳為審  

酌及論斷，其所適用之法規與該案應適用之現行法規並無違背，與解釋判

例，亦無牴觸，並無所謂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或理由與主文矛盾等

違背法令之情形。再審意旨無非重述其在前程序業經主張而為前程序原審

及原確定判決摒棄不採之陳詞，並執其個人主觀之歧異法律見解，就前程

序原審及上訴審所為論斷、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職權之行使，泛言有違背

法令之情事，揆諸首揭本院判例意旨，尚難據認有行政訴訟法第 273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或判決理由與主文矛盾之再審

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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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本件中，各審法院均未反對公平會所認定飛利浦公司、新力公司及太

陽誘電公司已構成獨占地位且其行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4 款，

僅係對於公平會事實認定之範圍、裁量罰鍰認公平會有不當，故撤銷原處

分，而命公平會重為處分。  

五、本案評析187 

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在我國近 20 年之發展歷程，如下表 4-4

所示，該案的發展主要可分為 88 年至 98 年、98 年至 103 年、103 年至 106

年，共計 3 個階段。第一階段的 88 年至 98 年間，主要是針對是否構成聯

合行為禁止爭議之釐清；第二階段的 98 年至 103 年間，則是針對是否構成

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爭議、不當維持價格之釐清；第三階段 103 年至 106

年間，則是最後對於是否構成獨占事業不當維持價格之再確認。  

 

表 4-4 飛利浦光碟案三階段發展歷程概覽（88 年-106 年） 

階段 

（時期） 

機關決
定 

決定日期、形式  

認定結果 

聯合
行為
禁止 

獨占事業 

濫用
市場
地位 

不當
維持
價格 

第一階段（88

年-98 年） 

公平會 90 年 1 月 20 日公處字第
090021 號處分 

構成 構成 構成 

行政院 90 年 11 月 16 日台 90 訴字
第 067266 號訴願決定  

不構
成 

不構
成 

不構
成 

公平會 91 年 4 月 25 日公處字第
091069 號處分 

構成 構成 構成 

行政院 91 年 12 月 26 日院台訴字
第 0910091970 號訴願決定 

構成 構成 構成 

臺 北 高 94 年 8 月 11 日 92 年度訴 不構 構成 構成 

                                                 
187 以下內容是整理自：莊弘鈺，「論飛利浦光碟案之前世今生」，公平交易季刊，第 28

卷第 1 期，41-43, 46-4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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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行 政
法院 

字第 908 號判決 成 

最 高 行
政法院 

96 年 4 月 4 日 96 年度判字
第 553 號判決 

不構
成 

未審
酌 

未審
酌 

最 高 行
政法院 

98 年 6 月 18 日 98 年度判
字第 661 號判決 

未審
酌 

未審
酌 

未審
酌 

第二階段（98

年-103 年） 

公平會 98 年 10 月 29 日公處字第
098156 號處分 

不構
成 

構成 構成 

行政院 99 年 8 月 12 日院台訴字第
0990101660 號訴願決定 

 

構成 構成 

智 慧 財
產法院 

101 年 4 月 23 日 100 年度
行公訴字第 3 號判決 

構成 構成 

最 高 行
政法院 

101 年 11 月 22 日 101 年度
判字第 1001 號判決 

不構
成 

構成 

第 三 階 段
（103 年-106

年） 

公平會 103 年 5 月 15 日公處字第
103060 號處分 

  

構成 

行政院 103 年 11 月 27 日院台訴字
第 1030155062 號訴願決定 

不構
成 

公平會 104 年 4 月 2 日公處字第
104027 號處分 

構成 

智 慧 財
產法院 

105 年 6 月 17 日 104 年度
行公訴字第 1 號判決 

構成 

最 高 行
政法院 

106 年 12 月 14 日 106 年度
判字第 690 號判決 

構成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莊弘鈺教授自行繪製。 

 

此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 1 即是屬第一階段之案件，主要是

在釐清是否該當為聯合行為之疑慮。本案之所以會引發聯合行為之爭議，

主要即是因為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以聯合授權方式，共同合意決定 CD-R

專利之授權內容。有論者認為在公平會作成處分後，飛利浦等 3 家公司不

得再為聯合授權，因此國內之被授權人仍需繼續尋求與該等 3 家公司，分

別協議取得其專利授權，缺一不可，可見該等 3 家公司確具有互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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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具有替代性，故非水平競爭關係188。在專利集管協議所包括的專利僅

具有互補關係，而非替代關係時，則係存有整合互補性技術、減少交易成

本、增進技術交流等促進競爭之要素及效果，可以有效避免在專利叢林時

代中「反共有地的悲劇」、「多重剝削」的問題，因此在其他國家多係採

取肯定、容許的立場，對此我國似也應肯認該專利集管協議之合法地位189。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92 年度訴字第 908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於 96

年度判字第 553 號判決亦採取相同之看法，認為飛利浦、太陽誘電、新力

彼此間不具有水平競爭關係，行為主體不該當，故無由構成聯合行為之違

反。然而，針對前揭判決有論者認為飛利浦等 3 家公司在其專利庫所擁有

的 109 件左右專利是否真為互補性、缺一不可之專利技術，抑或可能存有

彼此「重疊」之可能，實有待調查，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對此應為調查之

事項卻未調查，最高行政法院對此更是有曲意維護原審法院判決之嫌190。

易言之，在判斷本案系爭專利技術是否確係具水平競爭關係時，承審法院

有必要詳細了解其技術內容及所屬技術領域，並判斷技術領域是否有交

集，嗣再進一步確認系爭專利技術是否具有替代性，始為妥適 191。另有論

者認為公平會之所以遭受敗訴之判決，主要係因為該會無法從「既為互補

性之專利技術聯盟，何以有競爭關係」之論述困境中走出來；然而，互補

性與替代性是否真為矛盾，不可能同時兼備，仍須視互補性專利聯盟成員

                                                 
188 黃銘傑，「專利集管（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等三

家事業技術授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案」，月旦法學雜誌，第 87 期，133（2002）。 
189 黃銘傑，同前註，129-130、135；黃銘傑，前揭註 120，217-218。 
190 劉孔中、簡維克，「CD-R 案之解析與評釋－以公平法及專利強制授權為重心」，公平交易

季刊，第 17 卷第 1 期，11、18（2009）。 
191 參謝銘洋，「從飛利浦 CD-R 案探討專利集中授權（Patent Pools）與競爭秩序之關係」，

收錄於：林誠二教授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私法學之傳統與現代（下）：林誠二教授六秩

華誕祝壽論文集，學林文化，448（2004）。另參范曉玲，「獨占與兼容：產業標準與專利

池之反壟斷審查－從飛利浦案所涉聯合行為談起」，萬國法律，第 145 期，55-57（2006）；

葉名宜，「論競爭法對專利集管之規範－以歐體、美國、日本、我國之技術授權規範為中心」，

公平交易季刊，第 18 卷第 3 期，13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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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不同情況之關係而定，實不可一概而論192。承審法院判決對於研發、技

術與商品市場間之牽連性和規劃之整體性沒有給予適度之重視，卻反而僅

切割觀察技術市場，而逕行得出 3 家公司無競爭關係之結論，實略嫌速斷

193。甚至，有論者認為本案「替代，故無競爭」的邏輯，實不無討論的餘

地，且承審法院誤將「競爭狀態」與「競爭關係」等化，以致對本案競爭

存否之認定有所誤會194。 

此外，本案尚有另一大爭點，即是在於飛利浦等 3 家公司獨占事業濫

用市場地位及不當維持價格部分，此部分原先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

訴字第 908 號判決，承審法院亦是認定有違反公平法相關規範，惟在公平

會上訴後，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553 號判決對此則是未為審酌。最

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553 號判決認為，原處分係針對違反聯合行為、

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及不當維持價格部分 3 項違章行為作一整體罰鍰之

處分，違章之法律效果僅有 1 種，應認屬於概括之 1 個處分，而非個別獨

立之 3 個處分。在聯合行為不成立之情形下，原處分裁罰之依據自失所附

麗，故發回公平會重為處分，而未為一部分駁回、一部分撤銷原處分之判

決，尚無不妥。易言之，此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在第一階段時，

最高行政法院對於飛利浦公司是否有違反我國公平法中關於獨占事業濫用

市場地位及不當維持價格之規範，因為根本沒有進行過任何實體之認定，

因此判斷結果並不可得而知。而本案在第一階段後，復又歷經近 10 年之爭

訟與延宕，正是因為對於是否違反獨占事業之規範，有所爭執。但若最高

行政法院於此 96 年度判字第 553 號判決，能同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之原審

92 年度訴字第 908 號判決，在獨占事業之相關爭議上進一步地認事用法，

                                                 
192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下）－以『飛利浦光碟案』

中弔詭的競爭關係為核心」，月旦法學雜誌，第 175 期，94（2009）。 
193 吳秀明，同前註，94。 
194 范建得、陳丁章，「淺析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二年訴字第九○八號判決」，台灣本土法學雜

誌，第 77 期，297-29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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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能節省本案後續之司法資源，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亦能即早確

定，更有助於提昇社會人民對我國競爭法法制之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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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案件 五 中華電信資費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3593 號裁定 

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度裁字第 4657 號裁定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7 年度訴更一字第 107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原告（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以被檢舉人即訴外人中華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公司）推出「F2 熱線費率」、「新申租中華行動門

號，每月送美、加、大陸 009 國際電話共 50 分鐘」及「新申租 3G 門號或

以原 2G 門號移轉 3G 者，每月加贈 200 分鐘 HinetWLAN 上網額度」等專

案，並刊載電信資費比較表，就原告之各項資費方案為錯誤及誤導性陳述，

不當宣稱其電信資費「最划算」、「最經濟」、「費用最低」及「最優惠」，以

推銷其「中華 F2 熱線」，構成濫用市場地位、不當爭取交易相對人、妨害

公平競爭、表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9 條第 3 款、第 21 條及第 24 條等規定，向

被告提出檢舉。經被告審查結果，認中華電信公司就電信相關服務費率之

比較廣告，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3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以民國（下同）96 年 4 月 30 日公處字第 096083 號處

分書（下稱原處分）處罰鍰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 

（二）程序事實 

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遭駁回，遂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

行政訴訟，於 97 年 6 月 19 日認定原告欠缺當事人適格裁定駁回。原告不

服，提起抗告，經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 9 月 30 日將原裁定廢棄，發回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更為審理。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更為審理後，認為原告之訴無

理由，判決駁回，本案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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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原告對原處分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1、原告認中華電信公司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0 條、第 19 條第 3 款及第 24 條規定，向

被告提出檢舉，被告認僅違反第 21 條第 3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就其餘

檢舉部分，認為未違反公平交易法而不為處分。中華電信公司所涉違

反數項公平交易法規定，違法事實不同、法條亦異，各自獨立且具可

分性。縱中華電信公司對原處分未提起訴願，僅使中華電信公司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3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部分確定，其餘不予處分部

分因原告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而未確定。2、學者或實務……均認為，

檢舉人檢舉所根據之實體法，課予國家機關有調查、處罰被檢舉人的

作為義務，且所保護法益除公益外，同時及於檢舉人的私益，該檢舉

事項不成立的函覆實無異於對檢舉人保護請求的拒絕，則該函覆自對

檢舉人的法律地位產生影響，且公平交易法所保護之法益既包括同業

競爭者及交易相對人之利益，則檢舉人檢舉之事項成立與否，自影響

檢舉人受公平交易法所保護之利益，對檢舉案不予處理之處分，當得

提起行政爭訟。  

（2）中華電信公司於市話市場之占有率高達九成，其餘固網業者全數

加計於市話市場之占有率總計亦僅一成，包含原告在內之其他業者縱

使推出類此促銷方案，亦難與中華電信公司相抗衡。中華電信公司在

市話市場之絕對優勢，僅其得提出此等促銷方案，被告所應審究係中

華電信公司挾其兼營市內電話之獨占地位，推出行動電話與市內電話

雙向互撥大幅通話優惠折扣之「F2 熱線」促銷專案，是否違反公平交

易法，而非其他電信業者是否亦可能提供雙向撥打服務，其認定悖於

一般商業競爭原理。  



218 

 

（3）中華電信公司確有交叉補貼違法之虞：……電信事業有歸屬或轉

嫁成本於其他業務，即屬該當，要非以被補貼業務有虧損情形發生為

必要。2、中華電信公司縱於形式上按第 1 類電信事業會計制度及會計

處理準則辦理會計分離以及轉撥計價、按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

規定向 NCC 報備相關資費並收取營運費用及支付接續費，然其市話部

門與行動營業部門間之實質合作關係為何，究否有無私下交叉補貼，

被告須探究方為適法。……被告未再進一步調查而率爾採信並認定中

華電信公司並無涉有違反交叉補貼，被告未盡依法調查之責。  

（4）中華電信公司挾其兼營市內電話之獨占地位，推出行動電話與市

內電話雙向互撥大幅通話優惠折扣之「F2 熱線」促銷專案，事實上已

排除其他行動業者參與競爭之掠奪效果，並有濫用市場地位之違法，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規定：……中華電信公司推出 F2 熱線成功的

造成行動電話用戶移入該公司之比例中有高達 14%加入 F2 群組，該年

度營收因該熱線推出而達 5 年來之新高。反觀國內電信通訊市場業已

呈現飽和之狀態下，縱有微幅增長比例，均對其他電信業者造成相當

影響。……中華電信公司於 94 年度之行動電話市占率較諸 93 年之市

場占有率成長 1.6%，而於此 1.6%中，因為 F2 熱線而移入該公司之比

例即高達 14%，益證 F2 熱線於行動電話可攜服務開放之際對於行動電

話用戶造成之影響甚深……自行動電話可攜服務開放後，僅有中華電

信公司於行動電話之市場占有率呈現持續增長之絕對優勢，反觀移出

之用戶數比例，中華電信公司雖擁有最廣大之行動用戶群，惟其移出

之用戶數卻遠低於其於電信業者，中華電信公司確因此 F2 熱線之推

出，造成大量之其他行動電話用戶移入中華電信公司。  

（5）於「F2 熱線」促銷之 94 年間，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並非由原

告百分之百持有。縱將其餘固網業者全數加計，於市話市場之占有率

總計亦僅有一成，包含原告在內之其他電信業者縱使推出類此雙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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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促銷方案，亦難與中華電信公司相抗衡。……原告若與中華電信

公司合作推出雙向撥打之行銷方式，無異將營業秘密揭露予競爭對

手；保密條款在於防止交易相對人將營業秘密等重大商業機密洩漏予

競爭對手，中華電信公司即係原告同業中之強大競爭對手，原告無可

能冒著被逐出市場風險而與中華電信公司合作推出類此方案。被告謂

原告可於契約中載明相關保護機制而與中華電信公司合作推出更優惠

之「雙向撥打」服務，忽略實務上窒礙難行之事實及嚴重悖離一般商

業競爭原理。  

（6）中華電信公司於整體之電信事業中有無具有「獨占之市場地位」，

當以「市話市場」之占有率為判斷基準：1、中華電信公司趁國內開始

實施號碼可攜服務之際，大力推廣「F2 熱線」專案，獨家提供行動電

話撥打市話及市話撥打行動電話雙向互撥大幅降價優惠……，實係欲

將其市內電話市場之獨占力，不當延伸至第 2 代（2G）及第 3 代（3G）

行動電話市場，涉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及第 24 條規定。中華電

信公司就「市話市場」高達 90%之占有率即可推知其具「獨占之市場

地位」。 

（7）獨占事業有「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之不正行為，即

符合該條款之構成要件。被告以原告或遠傳電信之「行動電話」市場

之營收獲利並無被迫退出市場之疑慮等無關要件，認定中華電信公司

並無濫用其獨占地位，於獨占市場之認定上顯與作成處分時之判斷前

後矛盾，亦曲解法律、擅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2.被告主張 

（1）中華電信公司推出「F2 熱線」促銷專案實無掠奪性定價行為之

虞：1、查電信事業之掠奪性定價行為，依「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

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五（二）1、所示：「掠奪性訂價：係指事業

犧牲短期利潤，訂定遠低於成本之價格，迫使其競爭者退出市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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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潛在競爭者參進市場，藉以獲取長期超額利潤之行為。在判斷電

信事業之訂價行為是否構成掠奪性訂價時，被告將審酌以下四個因

素：1.行為主體於相關市場內是否處於獨占狀態。2.價格是否低於「長

期增支成本」（Long Run Incremental Cost；LRIC）。3.是否足以阻礙或

排除其他具有相同效率的競爭者。4.是否存有顯著的市場進入障礙，

容許行為主體在排除競爭者之後能夠回收原先所發生的虧損，並將價

格提高至獨占水準。」中華電信公司於市內電話固網市場，以其高達

九成以上的市場占有率，或可稱該公司於市內電話固網市場屬公平交

易法所稱之獨占事業，惟該公司於行動電話市場，係與原告及遠傳電

信股份有限公司（下遠傳電信公司）處於激烈競爭之狀態，該公司於

行動電話市場尚難謂處於無競爭狀態而得稱之為獨占事業。中華電信

公司在行動電話市場既非獨占事業，其推出「F2 熱線」促銷專案，在

行動電話市場上豈有掠奪性定價而違反公平交易法之疑慮，其行為態

樣尚與掠奪性定價行為不符。2、獨占事業掠奪性定價行為應有迫使其

競爭者退出市場，惟查原告及遠傳電信公司等競爭者……高額獲利狀

況，豈有被迫退出市場疑慮。  

（2）業有電信事業主管機關訂定相關法規與以規範，以避免電信事業

有交叉補貼情事，而中華電信公司依前開法令訂有「內部交易處理要

點」，並據以執行「內部轉撥計價系統」，透過該系統每月蒐集各交易

項目交易量，並辦理轉撥，該內部轉撥計價之成本與分攤所需之資料，

則經由相關營運管理系統自動產生，尚無針對系爭 F2 促銷專案而另定

新的會計分離制度情事……，相關促銷方案內容復經電信事業主管機

關核備實施在案，尚難認中華電信公司 F2 促銷專案有將經營其中特定

業務所發生之成本，歸屬或轉嫁於其它業務部門情事，而有違反公平

交易法獨占禁制規定。……除中華電信公司外，尚有台灣固網公司、

亞太固網公司及新世紀資通公司 3 家可經營市話服務，而台灣固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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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為原告持有百分之百股份之從屬公司，新世紀資通公司為遠傳電信

公司持有百分之百股份之從屬公司，均曾向被告提出申報結合，二者

經決議不禁止結合，原告及遠傳電信公司同時擁有行動電話與市內電

話之固定通訊及全區網路營運許可，並非不可能提供「雙向撥打」優

惠服務。 

（3）被告訂定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僅就「交

叉補貼」下定義，非謂電信事業有交叉補貼即構成違法，是否違法，

應個案判斷有無不當之交叉補貼，而有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虞而

為判斷。次按低價競爭，本有利消費者，原則上並未規範，惟倘指具

市場支配地位之事業，為排除競爭之目的，進行「掠奪性定價」（即以

低於成本之價格銷售商品）之行銷行為，方有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

虞，中華電信公司「F2 熱線」方案之費率標準是否屬掠奪性定價，端

視其所定通信費率是否低於成本。……中華電信公司既依據會計分離

原則製作電信會計報表，自無涉及市話部門與行動通信部門交叉補貼

之情形，復因「F2 熱線」促銷方案期間，市話業務部門及行動通訊部

門亦均有盈餘，故實難認「F2 熱線」促銷方案所定費率有低於成本之

情形。 

（4）按公平交易法所欲保護之法益係維護市場競爭之利益，而非保護

競爭者之商業利益，中華電信公司辦理市場促銷活動，無可避免會造

成市場競爭者營業利益減損之壓力，惟應審究者，是市場競爭者是否

因系爭促銷行為而被排除競爭退出市場，倘無退出市場之疑慮，系爭

促銷行為自屬市場競爭之常態，所影響者僅止於市場供給者利益之轉

移，尚不影響市場整體資源的配置。  

（5）該數據顯示「F2 熱線」推出後，行動電話用戶數先增後減，且

95 年行動電話用戶數尚低於 93 年，足證「F2 熱線」推出並未對電信

市場產生限制競爭。原告與遠傳電信公司倘認中華電信公司所辦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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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促銷活動，有助於擴充市場占有率，自得與所控制之固網業者辦理

類似或更優惠之「雙向撥打」優惠服務，以確保其市場占有率，原告

與遠傳電信公司在固網業務上倘無成本優勢推出與中華電信公司類似

或更優惠之「雙向撥打」優惠服務，亦得針對其行動電話業務推出更

優惠之費率方案，以確保其市場占有率，審諸原告與遠傳電信公司 95

年至 97 年間龐大的營業利潤，自有能力在行動電話市場上推出更優惠

之促銷方案以確保其市場競爭力，甚或增加其市場占有率。 

（6）原告得與中華電信公司合作推出類似的「雙向撥打」優惠服務……

倘有爭議亦得循營業秘密法相關規定救濟，自無預設立場漠視數位匯

流趨勢而逕認無法進行跨業合作之理。……各業者均有能力運用號碼

可攜服務爭取其他競爭者的交易相對人，肇致各電信事業皆有成功移

入及移出之情形。至於該等業者成功移入或移出的人數多寡，理由包

含各業者的定價策略、促銷方案、消費者需求、網路效應、通話品質

等眾多因素，原告成功移入人數不如中華電信公司，尚非逕可歸責於

中華電信公司單一之 F2 促銷專案，原告於 96 年 11 月及 12 月，行動

號碼可攜服務成功移入之人數已超過中華電信公司足可證之。  

（二）本案爭點整理  

1.原告及其餘電信業者是否亦可提供市話撥打行動電話之優惠？  

2.中華電信公司有無以市話收益補貼行動電話之 F2 專案？ 

3.中華電信公司 F2 專案有無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2、4 款之違法

情事？ 

4.中華電信公司 F2 專案有無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之違法情事？  

5.中華電信公司 F2 專案有無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違法情事？  

6.中華電信公司所推出「新申租中華行動門號，每月送美、加、大陸

009 國際電話共 50 分鐘」、「新申租 3G 門號或以原 2G 門號移轉 3G 者，

每月加贈 200 分鐘 HinetWLAN 上網額度」專案活動有無違反公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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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法第 10 條、第 19 條、第 24 條情事？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原告固為檢舉人，然其並非系爭處分之對象，而被告就其檢舉案復依

法審理在案，已如上述，是原告之檢舉事件尚非未經認定即率予核處被檢

舉人中華電信公司在案，亦非全部「未予處分」，原告自無因被告未依其舉

發所期待之結果為處分，即得逕謂其權利受有損害，是其本無提起課予義

務訴訟或撤銷訴訟之權能，況就本件而言，原告充其量僅具有經濟上之事

實關係而已，尚不具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揆諸首揭判例意旨及上開說明，

其有當事人適格之程序上不合法，甚為灼然，而所提本件訴訟，自於法有

違。 

（二）最高行政法院  

本件抗告人乃依據公平交易法相關規範向相對人對中華電信提出數項

違法之檢舉，則抗告人乃為受公平交易法保護之對象，因相對人拒絕處分

之函覆而使抗告人權利及法律上之利益受到損害，抗告人具有法律上之利

害關係，尚非不得對原處分提出行政爭訟。  

（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更審  

1.原告及其餘電信業者縱提出類如 F2專案之「市話撥打行動電話優惠」

之方案，其行銷效果無法與 F2 專案相比擬，且強令其餘業者與中華電

信公司合作，提供市話撥打行動電話之優惠，事實上亦有其困難。  

2.中華電信公司並無以市話收益補貼行動電話之 F2 專案：……中華電

信公司依前開法令訂有「內部交易處理要點」，並據以執行「內部轉撥

計價系統」，透過該系統每月蒐集各交易項目交易量，並辦理轉撥，該

內部轉撥計價之成本與分攤所需之資料，則經由相關營運管理系統自

動產生，尚無針對系爭 F2 促銷專案而另定新的會計分離制度情事。

（三）……可知中華電信公司依法訂有會計分離制度，並陳報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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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據以實施，且該 F2 專案亦係依其陳報予主管機關會計分離制度辦理

轉撥計價，尚難認中華電信公司 F2 專案有將所經營特定業務之成本，

歸屬或轉嫁於其它業務部門情事……。（四）何況依監察院審計部所審

定的財報資料顯示，中華電信公司於辦理「F2 熱線」促銷方案期間，

其市話業務部門及行動業務部門均有盈餘，並無虧損，則依「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五（二）3、規定，中華電

信公司於行動電話及固網業務，既未出現長期盈虧不平衡情事，亦查

無中華電信公司對於行動電話業務部門與固網業務部門間，有以不合

理之條件進行內部交易情事，尚難認定 F2 專案有隱藏交叉補貼情事。

（五）更何況被告訂定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

範，僅就「交叉補貼」下定義，非謂電信事業有交叉補貼即構成違法，

而應判斷該交叉補貼有無「不當」。蓋低價競爭本有利消費者，必也交

叉補貼結果，有以低於成本之價格銷售商品之「掠奪性定價」或限制

競爭之結果，方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本件縱認有交叉補貼，但尚未

達「掠奪性定價」程度，亦未達限制競爭之結果，亦難認有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10 條、19 條、24 條之情事。  

3.中華電信公司 F2 專案並無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2、4 款之違法

情事：……該公司於行動電話市場，係與原告及遠傳電信公司處於激

烈競爭之狀態，該公司於行動電話市場尚難謂處於無競爭狀態而得稱

之為獨占事業，則 F2 專案在「行動電話市場」自不可能有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10 條之可能。（二）又縱可認 F2 專案，因結合固網市場（雙向

互打）價格，在「行動電話市場」亦可能構成獨占市場禁止之事項，

但 F2 專案之結合固網與行動電話係屬「價格之競爭」，而低價競爭本

有利消費者，必也該 F2 專案之低價競爭有使其他事業「被迫退出行動

電話市場」之可能，且 F2 專案在排除競爭者之後，能夠將行動電話費

市場價格提高至獨占水準，方有害消費者之利益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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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條之可言，惟查：1、該 F2 專案尚未達「掠奪性定價」程度：按電

信事業之掠奪性定價行為，依「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

之規範說明」五（二）1、所示：「掠奪性訂價：係指事業犧牲短期利

潤，訂定遠低於成本之價格，迫使其競爭者退出市場，或阻礙潛在競

爭者參進市場，藉以獲取長期超額利潤之行為。在判斷電信事業之訂

價行為是否構成掠奪性訂價時，被告將審酌以下四個因素：1.行為主

體於相關市場內是否處於獨占狀態。2.價格是否低於「長期增支成本」

（Long Run Incremental Cost；LRIC）。3.是否足以阻礙或排除其他具

有相同效率的競爭者。4.是否存有顯著的市場進入障礙，容許行為主

體在排除競爭者之後能夠回收原先所發生的虧損，並將價格提高至獨

占水準。」，可知所謂「掠奪性定價」，係以低於成本之價格銷售商品

之行銷行為，然本件 F2 專案促銷期間，中華電信公司市話業務部門及

行動通訊部門亦均有盈餘，難認 F2 專案所定費率有低於成本之「掠奪

性定價」情事。2、原告及其餘電信事業並無因 F2 專案而有「被迫退

出行動電話市場」之虞：經查 F2 專案實施期間，原告及遠傳電信公司

等競爭者……均呈現營業收入大幅成長……，並無被迫退出市場之

虞，該 F2 熱線之低價競爭自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之情事。原告

雖主張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並無須具備「使競爭者被迫退出市場」之條

件，然有關市場價格之競爭，本有利於消費者，必也該 F2 專案之低價

競爭，可使其他事業「被迫退出行動電話市場」，中華電信公司方有可

能將本非獨占之行動電話市場價格提高至獨占水準，而有害消費者之

利益，故有關 F2 專案涉及獨占市場價格之競爭，自須具備「使競爭者

被迫退出市場」之要件，方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之可言，原告主

張尚不足採。  

4.中華電信公司 F2 專案並無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之違法情事：……97

年通訊傳播績效報告顯示，我國行動通信市場（包含 2G、3G、P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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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HHI 指數，於 93 年至 96 年間分別為 2248、2271、2231、2250，均

在 2200 至 2300 間微幅波動，我國行動通信市場的競爭狀況，在過去

數年間未有顯著改變。……中華電信公司於 94 年 10 月實施 F2 促銷專

案前至 95 年 5 月，該公司在 2G+3G 的逐月業務營收，係從 62.1 億降

低至 59.8 億，用戶數亦從 748.9 萬戶增加至 765.9 萬戶，倘以 1900 萬

國內行動電話用戶總額計算，市場占有率不過增加 0.9%，對行動電話

市場的影響尚非顯著。……該公司 92 年至 94 年行動電話營收市場占

有率分別為 34.7%、35.3%、35%，亦未有顯著成長情事，對行動電話

市場的影響亦非顯著。依中華電信公司於年報所自述之數值顯示，中

華電信公司行動電話用戶數在 94 年市占率雖達 39.6%，惟 95 年即降

至 36.5%、96 年再降為 35.8%，該數據顯示 F2 專案推出後，行動電話

用戶數先增後減，且 95 年行動電話用戶數尚低於 93 年，足證 F2 專案

推出並未對電信市場產生限制競爭之結果。……再就原告所提行動號

碼可攜服務開放後歷年來成長比例圖而言，各行動電信業者均有成功

移入或移出之現象，顯示我國行動通信市場實處於充分競爭之狀態，

各業者均有能力運用號碼可攜服務爭取其他競爭者的交易相對人，肇

致各電信事業皆有成功移入及移出之情形。至於該等業者成功移入或

移出的人數多寡，理由包含各業者的定價策略、促銷方案、消費者需

求、網路效應、通話品質等眾多因素，原告成功移入人數不如中華電

信公司，尚非逕可歸責於中華電信公司單一之 F2 專案，此觀諸原告於

96 年 11 月及 12 月，行動號碼可攜服務成功移入之人數已超過中華電

信公司即可証明，足徵 F2 專案並未發生限制競爭之結果。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本件雖因為檢舉人是否具有當事人適格性就審理程序上多無著墨實體

事項，但更審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就中華電信是否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新法第 9 條）、19 條（新法第 20 條）均進行認定，並就特別法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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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判斷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時增加使競爭者退出市場之要件等。  

五、本案評析 

本案僅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就實體爭議部分有所審理，而此實體爭議

未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故以下僅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之判決理由略作評

析。 

首先就獨占事業之認定部分，過去台灣電信產業係由政府所主導，但

是後來隨著民營化之趨勢及開放後，電信市場中開始有其他事業加入競

逐，因此本案中要如何判斷過去係屬獨占而今已非全然獨占之情形，要是

一個重要項目。在本案之前，最高行政法院實已於周星科技檢舉應用材料

案、金盈檢舉中鋼案中，略為揭示獨占事業之判斷必須審酌事業於特定（相

關）市場之市占率、商品或服務在特定市場變化中之替代可能性、事業影

響特定市場價格之能力、他事業加入特定市場有無不易克服之困難，商品

或服務輸入或輸出之情形等要素195。且甚至在外國法制發展上，亦有累積

相當豐富之案件，歐盟實務認為具優勢地位之事業，無須理會市場上競爭

者、買受人、消費者，並以高市占率及競爭者間之市占率落差、阻礙競爭

者之能力作為重要之判斷標準196；美國實務亦認為具市場力量之事業，要

在相關市場中具有高市占率，且此市場須存有參進障礙，使得事業在相當

時間內能運用其顯著地位197。然而，在本案判決中，承審法院對於獨占事

業的認定標準卻是簡單帶過，未為引用最高行政法院過去判決之論理依

據，更遑論是參酌外國法制，承審法院於判決中只是略為交待中華電信公

司及遠傳電信公司係處於激烈競爭之狀態，故認為中華電信公司於行動電

話市場尚難謂處於無競爭狀態而得稱之為獨占事業，如此論述實未為詳

                                                 
195 參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343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368 號

判決。 
196 參本研究第二章第四、五節之研究內容。  
197 胡祖舜，競爭法之經濟分析，元照，13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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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尚屬可惜。  

但是本案判決值得肯定的是，即令認為中華電信公司非屬獨占事業，

但是承審法院仍就可能涉及違法之行為態樣即「掠奪性定價」進行相當程

度之論述。而所謂掠奪性定價係指具優勢地位之事業為了排擠競爭對手，

將產品以低於成本之價格銷售，在將同等級以上之競爭對手排擠出市場或

嚇阻潛在之競爭者後，事業再進行獨占定價的一種行為198。實際上，不論

是國內外之經濟學或是法學領域，就掠奪性定價行為之評價多係有所探討

199，甚至是對於此行為在公平法規範上之定性，究竟是該當於第 10 條第 1

款之「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200，抑或是同

條第 2 款之「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201，

亦是存有不同的看法。然而本案判決中，承審法院非但未就相關之議題進

行探究，甚至是就此行為究係該當於公平法第 10 條第 1、2、4 款之規定，

亦是含糊帶過。是以，若今承審法院已要就非具獨占事業之違法行為態樣

進行討論，此出發點雖是良善，但是法院在對行為進行評價時，討論內容

卻僅是點到為止，此稍嫌可惜。 

 

                                                 
198 胡祖舜，同前註，196。 
199 參吳秀明，前揭註 117，343-345；汪渡村，公平交易法，六版，五南，43-44（2015）；

胡祖舜，前揭註 197，343-345。  
200 參吳秀明，前揭註 117，343-344。  
201 參汪渡村，前揭註 1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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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案件 六 周星科技檢舉應用材料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1182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343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原告（英屬蓋曼群島商．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於民國

（下同）93 年 1 月 16 日及同年 2 月 20 日向被告提出檢舉，指稱美商業凱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美商業凱公司）及其關係企業美商應用材料公司

（下稱美商應材公司）於半導體製程設備及液晶面板前段製程設備之產銷

及服務皆為獨占事業，且渠等於 92 年 10 月 10 日發函給其客戶，聲稱其為

維護客戶及該公司之利益，將採取保護智慧財產權之行動，復稱已獲核發

我國第 152996 號發明專利，該公司相信該專利應已涵蓋下一代液晶顯示器

製程之主要技術特徵等。上開信函發出後再以電話聯絡原告主要客戶，片

面宣稱原告及其關係企業韓商周星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韓商周星公司）所

生產之「液晶顯示器用之電漿輔助化學氣相沈積設備；PE VCD for LCD」

（下稱系爭產品）侵害其專利，已向我國法院聲請民事假處分裁定，暗示

我國面板廠商向渠等所訂購之系爭產品將無法運送入台，然美商業凱公司

發函時，並未取得法院一審判決確認其專利權受侵害，亦未取得鑑定報告，

且無敘明其專利權明確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使受信者得據以

為合理判斷，此舉已造成原告商譽之損害，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第 22 條及第 24 條規定等語，案經被告調查結果，以美商應材公司

尚非涉案行為主體；而美商業凱公司亦非公平交易法所稱之獨占事業；至

美商業凱公司所發送函件及後續與相關板面廠商之聯繫依現有事證，尚難

認有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情事等語，以 94年 4月 15日公 2字第 0940002884

號函（下稱原處分）復原告。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遭駁回，遂提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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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訴訟。 

（二）程序事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於 96 年 1 月 17 日，判決原

告之訴駁回。原告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認上訴無理由，於 98 年 4

月 2 日，判決上訴駁回，本案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原告及其集團總公司先無端受美商業凱公司濫發警告函予交易相

對人，致交易機會遭受影響，復聲請假處分指控專利侵害，致原告及

集團總公司之合法營運全面遭受封殺。原告發現美商應材公司採取法

律行動所依憑之系爭專利具有前述瑕疵及其他不備專利要件之原

因……，向智財局提出舉發。美商應材公司見其向來極力隱瞞之先前

技術已無法再行掩蓋，故一反於舉發程序實務中，專利權人通常先僅

就舉發理由提出答辯說明而絕少立即更正申請專利範圍之常態，不經

答辯反抗過程，逕於西元 2004 年 8 月 13 日向智財局申請更正其申請

專利範圍……在面臨原告所提出之 411 等先前技術資料時，竟非「據

理力爭」，反而立即將該等具有關鍵重要性之請求項予以大幅縮限或甚

至刪除，不惜動搖其「侵害鑑定」之基礎，僅求保住專利權。更彰顯

美商應材公司於使美商業凱公司發送警告信之際、於向法院聲請假處

分之時，即深知其專利權之重大瑕疵，更明瞭其對於「原告及其集團

總公司侵害其專利權」之指控，並非事實，且不堪一擊。  

（2）美商應材公司及美商業凱公司另涉及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款

及第 4 款濫用獨占地位及同法第 19 條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等情

事：１、美商業凱公司乃目前全球 TFT 前段製程化學氣相沈積設備（下

稱「PE CVD for LCD」）之龍頭廠商，其全球市場占有率均在 8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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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於我國亦有高達近 80%之占有率；而本案所涉之「PE CVD for LCD」

產品如單就第 5 代機系列產品及服務估計，美商業凱公司公司於我國

市場占有率甚高達 95%以上，業界早已通認該公司就該產品之獨占地

位。而美商業凱公司公司之獨占地位係藉由與其母公司美商應材公司

間之緊密合作所建立者，透過二公司結合運作，已然於相關市場形成

壓倒性且具可排除競爭能力之獨占企業，而應受公平交易法關於「獨

占」行為之規制，無庸置疑。……為阻絕原告及所屬集團之競爭，美

商應材公司及美商業凱公司遂濫用其獨占地位，共謀以前述濫用專利

權、欺罔、濫發警告信、捏造錯誤百出之產品「圖示」以構設原告「侵

權」事證、濫行訴訟等不公平方法，直接阻礙原告及所屬集團參與競

爭。美商應材公司及美商業凱公司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款針對獨占行為之管制規定。  

（3）美商業凱公司所為向原告交易相對人散發警告函及後續聯絡等行

為，除違反前述「處理原則」而有悖於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外，尚

涉及同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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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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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依奇美公司所陳，美商業凱公司公司……假處分尚未執行之前，即

在電話中恫嚇奇美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之事證已屬具體明確。  

（4）依照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適用公平法之規定。該豁免

規定適用之前提必權利人行使專利權利為「正當行為」。苟專利權人假

藉形式上有效存在之專利權利，行使其法律上排他權利，但實際上於

其行使「權利」之際，明知其專利有無效原因或以放任心態借其雄厚

財力為後盾，而行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之實，攫取或繼續鞏固市場地位，

則毫無正當性可言。觀諸先進國家如美國及歐盟法院制裁專利權利濫

用之案例，多以專利權人依據主管機關核可之專利提出訴訟，行使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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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權利為前提。顯見以「形式上」有效之專利權存在提出專利侵權訴

訟，在反托拉斯法或不正競爭法規中為專利權利濫用之典型。……如

專利權人為獨占事業時，以專利權為工具濫行訴訟阻礙競爭對手參與

競爭、假藉訴訟行排除競爭之實，自係不法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亦

構成市場地位之濫用，而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之規定。  

2.被告主張 

（1）原告以美商業凱公司及美商應材公司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9 條第 1、3、5 款、第 22 條及第 24 條規定向被告提出檢舉，

案經被告調查結果，以依現有事證，尚難認有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情

事……，純屬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本於行政權對原告所檢舉事

項為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自非行政處分，原告對之提起行

政訴訟，於法不合。  

（2）系爭函件內容並未指稱他事業侵害其專利權，又美商業凱公司後

續之聯繫係為告知相關司法爭訟訊息，尚與事業發警告函行為要屬有

間，亦未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  

3.參加人美商應材公司主張  

（1）美商應材公司對原告及其關係企業韓商周星公司侵害專利權之行

為採取法律行動屬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所述依照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

當行為：……許多面板製造商於看過韓商周星公司系爭產品後，發現

其與美商業凱公司已先行研發並提供予廠商之系爭產品具有極為近似

之外觀及結構……依據前述台灣面板廠商工程人員對於韓商周星公司

系爭產品之描述及其提供之相關資料，美商業凱公司認為韓商周星公

司系爭產品極可能涉有侵害其母公司美商應材公司之系爭專利，故告

知美商應材公司相關資訊。美商應材公司得到相關資訊經比對確認韓

商周星公司之系爭產品確有侵權之嫌，為保護其系爭專利，美商應材

公司乃委請司法院與行政院所共同指定之專業鑑定機構國立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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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法律研究所，就韓商周星公司系爭產品是否侵權進行鑑定分析。

而依前揭專業鑑定機構出具之鑑定報告，韓商周星公司之系爭產品確

實落入美商應材之專利權範圍。美商應材公司基於前述專業鑑定機構

之侵害鑑定報告，委託律師對於原告及韓商周星公司就系爭產品侵害

其系爭專利提起相關法律程序，自屬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  

（2）系爭專利之申請、修正之否准或舉發案之審理等等，皆係專利專

責機關智財局應審查之事項，非被告之職掌範圍，其亦無職權加以調

查或判斷，原告以被告未審酌調查此點構成違法之主張顯有違誤。  

（3）美商應材公司並未生產、銷售系爭產品，不可能為系爭產品市場

之獨占事業……系爭產品為「液晶顯示器用之電漿輔助化學氣相沉積

設備；PE VCD for LCD」為原告所不否認，故判斷是否具獨占地位之

特定市場應以系爭產品之市場為準。……美商應材公司為半導體製程

設備之製造商，並不從事系爭產品之製造、行銷或販售行為，系爭產

品係運用於面板之製造而無法用於半導體之製造，兩者不具可替代

性，是美商應材公司顯非系爭產品市場之參與者，其就系爭產品不可

能具有獨占地位甚為明確。……美商業凱公司及美商應材公司為各自

為獨立之法律實體，各自製造、販售不同之產品，其市場活動明顯有

所區隔。原告指稱兩者結合運作……顯刻意模糊獨占事業之認定要

件……再者，原告所指稱參加人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情形，為美商業凱

公司濫發警告信及美商應材公司聲請假處分等行為涉及濫用專利權云

云，本狀前已歷歷舉證駁斥原告前開主張，證實參加人之行為皆係合

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毫無涉及「濫用」市場地位。  

（4）美商應材公司並未於 92 年 10 月間送交任何信函予我國面板廠

商，未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或第 24 條之規範。  

4.參加人美商業凱公司主張  

（1）美商業凱公司既未指控任何人侵害其專利權，則其提供研發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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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及系爭產品相關專利之資訊予既有客戶，並向其具體說明美商業凱

公司產品技術之優越及持續進步，用以加強既有之客戶對美商業凱公

司產品及技術之信心，屬促銷產品之正當商業行為，符合高科技產業

慣例及客戶之商業利益，亦未涉有任何不公平競爭或違法不當。  

（2）原告指稱美商業凱公司於西元 2003 年於我國之市場占有率近

80%云云，為毫無根據……目前並無任何調查機構針對在我國供應系

爭產品之製造商之市場占率作正式調查，原告於庭訊中所提之檢證係

報章之報導，其如何界定「特定市場」、調查之方式、對象與數據來源

俱未說明，其說法無足採信。至原告所舉係針對系爭產品全球市占率

分析表，不得用以作系爭產品為我國市場占有率之說明。……事實上

系爭產品因競爭激烈，市場占有率變動可隨時變動，且變動極大，因

系爭產品之特色為訂單總量少但單價高，損失任何一訂單即會對於系

爭產品所占銷售比率造成極大之響，例如西元 2000 年及 2001 年間，

美商業凱公司於全世界之市占有率自西元 1999 年之 84%下滑至

47%，而該落差為損失單一訂單所致。此事實顯示系爭產品市場之競

爭激烈，市場占有率隨時可能大幅變動，不足以判斷該事業是否具有

獨占市場之力量。  

（3）系爭商品在特定市場中有高度替代可能性：……販售系爭產品之

競爭者除韓商周星公司外，尚有韓商 Atto、日商 Anelva、ULVAC、

Kokusai 及列支敦斯登之百瑟（Unaxis）等，彼此產製之系爭產品皆具

相互替代性及直接競爭性。  

（4）美商業凱公司並無影響系爭產品市場價格之能力：系爭產品競爭

激烈，價格依供應廠商競爭策略而定，差異甚大，有以較低價格以取

得市場優勢者，或以較優良性能以高價販售其產品者，各供應廠商之

價格皆與美商業凱公司差異極大，非美商業凱公司所能控制。  

（5）他事業加入系爭產品市場並無不易克服之困難：我國廠商對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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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之需求皆仰賴進品，而我國法令對系爭產品之進口並無限制，實

際上目前我國系爭產品之市場亦已有眾多競爭者，足證他事業加入系

爭產品之特定市場並無困難。  

（6）美商業凱公司並未要求奇美電子不要購買原告或韓商周星公司之

產品，並無涉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規範之行為。依據奇美電子

之陳述書，可知美商業凱公司就美商應材聲請假處分一事，僅告知奇

美電子該事實，並未對於原告或韓商周星公司為任何侵權指控……美

商業凱公司未向奇美電子提供任何不正確或可能誤導奇美電子之訊

息，亦未曾要求奇美電子不要購買韓商周星之產品。故美商業凱公司

前述提供相關資訊之行為，並未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條第 1款之規定。 

（二）本案爭點整理  

1.美商應材公司聲請假處分之行為是否濫用專利權？其是否以欺罔之

方法取得專利權？  

2.美商應材公司有無與美商業凱公司共謀違反平交易法第 19 條、22

條、24 條規定？  

3.美商業凱公司發警告函並後續以電話、電子信聯繫廠商之行為，是

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22 條、24 條規定？ 

4.美商應材公司及美商業凱公司於系爭產品是否具有獨占地位？  

5.是否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款規定之行為？  

6.被告認定檢舉不成立有無違誤？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美商應材公司對原告及其關係企業韓商周星公司侵害專利權之聲請

假處分，係屬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所謂依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

1、美商應材公司系爭專利係經我國專利法正當程序取得，其曾委請國

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科技法律研究所鑑定，認周星公司確有構成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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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於提起假處分當時，且無任何舉發案存在，其依專利權提起

假處分聲請，綜合整體情勢觀察，尚難謂「非專利權之正當行使」。  

2.美商應材公司並未涉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美商應材公司並非以

欺罔方式取得系爭專利權，亦未為「發警告信」或後續聯繫之行為，

其聲請假處分並非專利權之濫用，已如前述……自不能僅憑二者為關

係企業，即任意指摘其與美商業凱公司有何共謀或結合運作，而涉及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 

3.美商業凱公司發函予奇美公司並後續以電話、電子信聯繫奇美公司

員工之內容，並未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美商業凱公司 2003 年

10 月 10 日送交之系爭信函，並未指控他人「侵害其專利權」，尚非「處

理原則」所規範之警告函。  

4.系爭產品之特色為訂單總量少但單價高，損失任何一訂單即會對於

系爭產品所占銷售比率造成極大之影響，市場占有率變動較大，不能

僅以市場占有率作為判斷該事業是否具有獨占市場之力量，原告主張

僅以市場占有率來判斷是否獨占云云，已難採信。……美商業凱公司

於系爭產品之市場並無獨占之地位，並斟酌美商應材公司為半導體製

程設備之製造商，於我國並不從事系爭產品之製造、行銷或販售行為，

系爭產品係運用於面板之製造而無法用於半導體之製造，兩者不具可

替代性，因認美商應材公司亦不具獨占地位。  

（二）最高行政法院  

1.該信函僅單純說明……有關專利方面的成就，並未聲稱他人侵害其

專利權，原審認其未達於「處理準則」所規範「發警告函行為」之程

度，故與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2 條、第 24 條之規定無涉，於法並

無不合。 

2.系爭專利既經合法程序取得，即不得謂係因欺罔而取得，美商應材

公司基於專業鑑定報告結果，證實上訴人產品落入其專利範圍而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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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處分，乃權利之正當行使。  

3.美商應材公司並非散發本案系爭函之主體，且其僅單純就其擁有之

專利權採取法律行動，係屬維護其智慧財產權之行為，而美商業凱公

司縱於……以電子信件通知奇美公司，告知美商應材公司對上訴人採

取法律行動，亦僅相關司法爭訟訊息之交換，故均與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2 條、第 24 條規定無涉。  

4.獨占事業之判斷，事業於特定市場之占有率仍不足認定其獨占地

位，而必須審酌商品或服務在特定市場變化中之替代可能性、事業影

響特定市場價格之能力、他事業加入特定市場有無不易克服之困難，

商品或服務輸入或輸出之情形等要素，方得正確為判斷。原審認定，

系爭產品之特色為訂單總量少但單價高，損失任何一訂單即會對於系

爭產品所占銷售比率造成極大之影響，市場占有率變動較大，不能僅

以市場占有率作為判斷該事業是否具有獨占市場之力量，對照上訴人

主張原審未斟酌之經濟部「2005 年平面顯示器年鑑」統計資料指美商

業凱公司具有 80%之高市場占有率，但其同時說明，該公司 1999 年市

場占有率為九成，接單量為 45 台……僅 45 台已構成九成占有率，足

見前述有關「總量少，單價高，市場變動率大」之判斷並無違誤，故

市場占有率實不能作為獨占之單一標準。復參酌系爭產品於我國之銷

售市場中，……其產品皆具替代性及競爭性，且我國廠商對系爭產品

之需求皆仰賴進品，我國法令對系爭產品之進口並無限制，其他事業

加入市場並無困難，被上訴人稱系爭產品係屬買方市場且可以自由進

口，不會形成獨占等語，認事用法均無違誤。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法院認定於系爭產品具有總量少，單價高，市場變動率大之特性，故

市場占有率實不能作為獨占之單一標準。同時就基於行使專利是否構成不

當競爭亦做出相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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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案評析 

公平會歷年來處理之獨占事業案件，以及法院受理之相關案件中，所

涉及之事業多為國營、具官股成分、政府重點扶植之事業，此包括瓦斯202、

石油203、鋼鐵204、電信205、塑膠206事業。相對來說，公平會所處理、法院

所受理之案件中，較少是針對真正無官方色彩的民間企業，在此「純民間

企業」之案件中，最高行政法院迄今有受理並作成最終判決者，嚴格來說，

要是只有本周星科技檢舉應用材料案及飛利浦、新力、太陽電誘電獨占案

207，共計二案。而要如何判斷此「純民間企業」屬我國公平法下之獨占事

業，即係一項重要的構成要件，更係一項根本的前提要件。換言之，只有

在此民間企業該當於公平法之獨占事業後，始有公平法中關於獨占事業禁

止規定之適用。在本案之前，法院在判斷瓦斯、石油業者要否為獨占事業

時，可能無庸多作論述，但是問題到了純民間企業之判斷時，光是飛利浦、

新力、太陽電誘電獨占案一案，就此獨占事業之問題就已經爭論了近 20

年208，可以見得我國公平會或法院就此爭議之執法及審理經驗，實係有所

不足，要處理此類爭議是具有相當之難度。  

而所幸在本案之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為法院在判斷美商應

材公司及美商業凱公司是否為獨占事業之論證中，皆是有所著墨，此實值

得肯定。法院認為在判斷要否為獨占事業，光就事業於特定市場之占有率，

仍不足以認定其獨占地位；申言之，法院還必須要審酌商品或服務在特定

市場變化中之替代可能性、事業影響特定市場價格之能力、他事業加入特

                                                 
202 參本研究前揭大台北區瓦斯提高基本度數案。  
203 參本研究前揭中油拒絕文久交易案、中油拒絕續約案。  
204 參本研究前揭金盈檢舉中鋼案。  
205 參本研究前揭電信資費廣告案。  
206 參本研究前揭台化纖芒硝案、台塑燒鹼案。  
207 參本研究前揭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 1、2、3。 
208 參莊弘鈺，前揭註 187，63-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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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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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市場有無不易克服之困難，商品或服務輸入或輸出之情形等要素，方得

正確為判斷。職此，法院如此詳盡之論述過程，實係突破過去的侷限，應

予以相當之肯定。  

但是如果再進一步地來看，我國公平法現行對於獨占事業之規範內容

格外地嚴格，不但所處罰鍰之額度可能較其他的違法行為態樣要來的重以

外，更是可能會有刑事的處罰209。故而或許法院應對於在何種情況之下可

以被認定為獨占事業，而因此受到較為嚴格規範之可能，法院可能還是須

揭示清楚之判斷依據。否則以現行公平法對於獨占之定義僅係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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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無競爭狀

態、具壓倒性地位，並可排除競爭之情形。」此仍屬相當不確定之法律概

念，恐要使得事業之義務及責任處於相當不穩定、不明確的狀態。  

對此獨占事業之判斷上，雖然我國在法制實踐經驗可為參考者不多，

但其實外國法制在判斷企業是否具優勢地位、市場力量之爭議上，實已積

累相當豐富之案件及討論，可以作為我國法制之參考。簡而言之，歐盟法

制在判斷優勢地位上，是認為具此優勢地位之事業，無須理會競爭者、買

受人及消費者；並以高市占率及競爭者間之市占率落差為重要判斷指標，

甚至阻礙競爭者的能力亦為重要判斷指標211。另一方面，美國法則是認為

要事業在相關市場中具有高市占率，且此市場是存有參進障礙，而使得事

業在相當時間內能運用其顯著地位，始得稱為具有市場力量 212。綜上可

見，雖然本案法院已有就獨占事業之標準有進一步地論述，此實值得肯定，

但若相較於歐美法制及其豐富之討論而言，本案法院在論證之完整度上，

                                                 
209 參我國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34 條規定。 
210 參我國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7 條規定。 
211 參本研究第二章第五節之研究內容。另參胡祖舜，前揭註 197，132-135。 
212 胡祖舜，前揭註 19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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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係存有再為期待之空間。若是法院在論證之過程中，能夠參考借鏡外國

法制及實務，再為清楚地揭示判斷獨占事業之具體標準及細部操作過程，

此要係我國公平法制就獨占事業規範之一大突破及重要貢獻，更亦是完善

我國之競爭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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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案件 七 金盈檢舉中鋼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2122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368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原告於民國 93 年 12 月 7 日以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即本案被檢舉

人亦即參加人，下稱參加人）拒絕販售沉澱細焦碳、焦碳屑及乾式細焦粉

（下稱系爭物料）等產品，涉嫌與中鋼碳素化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碳

公司）壟斷市場，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5 條及第 19 條第 2 款規定云云，向被

告提出檢舉。案經被告調查結果，以現階段尚無參加人透過拒絕交易行為

獨占下游市場，或維持轉售價格、遂行垂直非價格限制之具體事證，亦無

參加人有濫用優勢地位協助中碳公司排除競爭對手之主觀意圖，其拒絕銷

售系爭物料予原告之行為，尚無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定，以 95 年 5 月 22

日公 2 字第 0950004449 號函（下稱原處分）復原告。原告不服，提起訴願，

經遭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於民國 93 年 12 月 7 日以中國鋼鐵股

份有限公司（即本案被檢舉人亦即參加人，下稱參加人）拒絕販售沉澱細

焦碳、焦碳屑及乾式細焦粉（下稱系爭物料）等產品，涉嫌與中鋼碳素化

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碳公司）壟斷市場，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5 條及第

19 條第 2 款規定云云，向被告提出檢舉。案經被告調查結果，以現階段尚

無參加人透過拒絕交易行為獨占下游市場，或維持轉售價格、遂行垂直非

價格限制之具體事證，亦無參加人有濫用優勢地位協助中碳公司排除競爭

對手之主觀意圖，其拒絕銷售系爭物料予原告之行為，尚無違反公平交易

法之規定，以 95 年 5 月 22 日公 2 字第 0950004449 號函（下稱原處分）復

原告。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遭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  

（二）程序事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於 98 年 2 月 10 日，判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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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訴駁回。原告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認上訴無理由，於 100 年

8 月 4 日，判決上訴駁回，本案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原告生產電爐煉鋼廠用增碳劑之原料為系爭物料，國內僅參加人

獨家生產，供應系爭物料市場中為獨占、無競爭地位，原告前曾向參

加人購買系爭物料，後因參加人成立子公司中碳公司後，竟無正當理

由將此系爭焦碳原料以遠低於國際行情 20%以上之超低價格出售予中

碳公司，且故意不售予原告。中碳公司與原告生產同類產品，原告則

僅能以昂貴之價格向國外購料，致原告營運成本頗高，產品無法與中

碳公司公平競爭，原告已面臨歇業倒閉之危機，中碳公司則幾已獨占

國內增碳劑 80%以上之市場，原告一旦倒閉停工，則國內生產增碳劑

之工廠僅剩中碳公司 1 家，中碳公司獨占地住將永遠維持，煉鋼用增

碳劑之價格將由中碳公司任意訂定，勢必破壞市場交易秩序，對於整

體經濟將有重大不利，參加人拒絕與原告交易，顯已濫用其市場地位，

且無正當理由對原告給予差別待過，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

虞，顯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4 款、第 19 條第 2 款之規定。 

（2）查臺灣現存煉鋼廠之作業方式，分有採礦砂原料方式提煉鋼品之

高爐煉鋼廠，以及回收廢鐵為原料提煉鋼材之電爐煉鋼廠兩種。其中

以礦砂原料進行煉鋼作業屬高爐煉鋼廠，臺灣現僅有參加人獨家採此

方式……，數年來由於參加人以超低價傾銷之關係，原告及有關業者

均無法進口以作公平公正，合理競爭，這點可向海關查詢進口資料即

知數年來均無乾式細焦粉（CDQ）之進口，又國內僅參加人獨家生產

乾式細焦粉（CDQ）並全部供應中碳公司，形成中碳公司銷售量已達

到百分之百獨占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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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加人具國內生產系爭物料之獨占地位，且系爭物料無法以無煙

煤、石墨等替代：（一）系爭 3 項物料因含碳量高、品質穩定、價格低

廉及貨源取得方便、穩定之故，極適合加工作為煉鋼廠之增碳劑使

用……99%以上均作為煉鋼用之增碳劑使用，全臺灣使用量約可達每

月 5,000 噸，除極少量用作斷熱板之添加劑……，所占系爭物料之比

率極低。……蓋系爭物料既 99%以上均作為生產增碳劑使用，則應視

生產增碳劑有無其他替代原料，用以檢視系爭物料之供應市場上競爭

狀況，參加人故意提出不實之系爭物料之用途，實有刻意誤導之意圖。 

（4）參加人所舉與中碳公司獨家交易理由，不外有助去化系爭物料及

有助環保問題，惟此均非正當理由……。參加人辯稱如直接銷售原告，

將使參加人鋼品產銷體系解體云云，乃係憑空杜撰，毫無事實及理論

基礎……。 

（5）本案產品市場之界定範圍，應以系爭物料【即沉澱細焦碳、焦炭

屑及乾式焦粉（CDQ）】為限，此外別無其他替代品。有關被告抗辯主

張：系爭物料係屬具有可替代性之原料，參加人並非居於獨占地位，

並舉出先前曾向部分煉鋼廠函詢為據云云。原告反駁……由國內電爐

煉鋼實務經驗可知，固定碳含量 85%之焦碳最適合做為增碳劑使用，

而石墨、瀝青焦及無煙煤，或因化學性質與系爭物料不同，或因價格

高出系爭物料甚多，與系爭物料間並無替代性，殆無疑義。  

（6）系爭物料產品市場之界定範圍應以國內為限：……系爭物料自國

外進口價格為國內價格 2 倍以上，國外進口價格完全無法與國內價格

競爭，是本案產品市場之界定範圍應以國內為限。  

2.被告主張 

（1）有關本案特定市場範圍之界定問題：本案系爭物料因含有碳的成

分及熱值，故可作為增碳劑及燃料使用，雙方固無爭執；本案縱僅以

煉鋼增碳劑為特定市場者，被告認無煙煤、石墨、瀝青焦等物料，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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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劃屬其內，蓋以：1.被告於調查期間，業已函詢 5 家鋼鐵廠於煉鋼

過程中係以何物料作為增碳劑，受訪查之廠商除了小塊焦、無水焦粉、

有水焦粉、CDQ 乾式焦粉外，亦有廠商實際使用無煙煤、石墨、瀝青

焦等作為增碳劑……參加人於答辯狀稱：「凡是固定碳含量大於 60%之

焦碳及無煙煤，均可供增碳劑及燃料使用。」……等函復內容一致，

益證本案以含碳成份作為增碳劑或其代替性之考量因素，將無煙煤、

石墨、瀝青焦等納入本案特定市場範圍，應無違誤。  

（2）因本案產品市場之界定，應至少包括無煙煤、石墨、瀝青焦等物

料，而非僅以沉澱細焦炭、焦碳屑、乾式焦粉為產品範圍；從而參加

人雖為國內系爭物料唯一供應者，然考量 93 年度無煙煤、石墨、瀝青

焦及系爭物料之國內市場總量約 362,248 公噸，而參加人就系爭物料

之銷售量約 72,006 公噸，占國內市場總量約 19.88%，是參加人於該特

定市場之占有率尚難謂過高，且系爭物料之其他替代產品亦無政府法

令或其他限制而可自由買賣進口，是本案倘綜合參加人於特定市場之

市場占有率、產品替代可能性、市場進入障礙及產品輸出入等情，尚

難謂參加人於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從而尚

難逕認參加人具有獨占地位，故參加人既於特定市場尚難謂公平交易

法所稱之獨占事業，是該公司自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各款之獨占

禁制規定之虞。  

（3）又原告訴稱參加人以低於國際行情 20%之售價……，按個別產品

之售價係依市場供需而定，尚非公平交易法所問，且公平交易法所欲

保護之法益，乃為維護市場之自由競爭機制，而非保護市場不具競爭

效率之競爭者，以確保市場之公平競爭及消費者權益。  

（4）有關參加人並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規定……查原告

自 74 年起始向參加人購買沉澱細焦碳、焦碳屑等下腳料，再經加工銷

售予相關業者，嗣中碳公司於 78 年成立後，原告爰與中碳公司簽訂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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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銷合約（自 79 年至 85 年），擔任中碳公司之總經銷商，嗣後參加人

與中碳公司訂定為期 10 年之獨家供應合約（自 81 年至 91 年 12 月 31

日止）將料源全數供應予中碳公司，89 年間參加人與原告協商系爭物

料供貨事宜，承諾由中碳公司在 91 年 12 月 31 日前持續供應系爭物

料，……至該次協調期間屆滿後，原告除曾持續向中碳公司購料外，

並要求參加人應直接供應系爭物料予原告，惟參加人於考量企業內部

整合模式、與中碳公司之加工及銷售合約關係及為系爭物料之去化與

環保問題等因素下，雖經當事雙方多次協商，參加人仍請原告應逕洽

中碳公司購料。是原告長期以來尚無所稱無法以合理交易條件購得參

加人系爭物料情事，原告所爭執者，乃為渠冀望能成為參加人之直接

經銷商，而非僅為中碳公司之經銷商，是本案主要爭點乃繫於參加人

系爭物料之行銷通路安排是否具商業倫理非難性。  

（5）查系爭物料具有高度污染性，此亦為雙方不爭之事實。而中碳公

司為參加人之轉投資公司，參加人目前尚取得中碳公司 9 席董事席次

之 5 席，董事長復為同一人，是參加人業足以控制中碳公司之業務經

營及人事任免殊無疑義，審諸參加人系爭物料之銷售金額尚不及該公

司總銷售金額 0.2%，占參加人營業比重至為輕微，是參加人倘將系爭

物料直接交付其子公司－中碳公司處理，則以中碳公司於業務上的配

合度，自將較他事業更能妥適排除對參加人生產線所衍生的下腳料之

去化及污染潛在危機，而得使參加人更能專務於其鋼鐵本業，是此行

銷通路之安排對參加人事業經營而言，尚非謂無正當性。  

（6）另查參加人煉鋼過程所產出之副料計有委由專責子公司處理銷售

及以一般營業方式外售兩種方式……其處理方式確係考量公司內部整

合模式並因應副料特性而有不同，尚非針對特定物料對原告拒絕交易

而有排除特定競爭對手之意圖。  

又事業選擇將其商品分售予多數客戶或專售予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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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端視事業經營理念、商品特性及行銷通路特性等因素審酌而定，

此本屬事業經營自由之範疇，若參加人本於統籌集團經營策略及商品

特性而將系爭物料全數售予專責子公司處理，亦難謂不符一般商業慣

例，故公平交易法尚毋須對參加人營業項目中無足輕重之副料處理課

予過高之交易義務，並介入其事業追求內部經營效率之行為，以參加

人產品種類眾多，均各有其業務經營之考量而有不同的行銷通路安

排，是參加人基於整體考量而拒絕直接供貨予原告之行為，倘無積極

打擊特定人之意圖，自允宜由參加人依其業務需要而決定其經營策

略，尚不宜以公平交易法繩之。  

3.參加人主張  

（1）系爭物料僅係參加人於煉鋼過程中所產生之下腳料（即參加人生

產主要產品過程中附帶產生之具有一定回收利用價值之物料），故係生

產過程附帶產生者，而非係參加人所生產之主要產品。惟因系爭物料

如未妥善處理將產生環境污染之問題，對參加人造成處理方面之困

擾，故參加人乃決意委由中碳公司出資建廠負責專責處理，以專心於

本業之經營。……競爭法旨在保護競爭，而不是在保護競爭者。基於

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系爭物料既非如自來水、電力等公用事業，

參加人本有選擇交易相對人及決定締約內容之自由，故參加人基於商

業上之合理考量將系爭物料委由中碳公司全數處理，而不再自行販

售，自應屬合法且應受保障之自由，並無任何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情事。 

（2）系爭物料或可直接作為燃料及增碳劑使用，或僅須經烘乾、篩選

等簡單處理程序即可作為燃料及增碳劑使用，故不論從供給替代性或

需求替代性，系爭物料均應與其他燃料及其他增碳劑屬於同一水平市

場；且不論係以燃料併同增碳劑界定為單一產品市場，或分別以燃料

或增碳劑作為不同產品市場，均因具有可替代性之產品種類及數量甚

鉅，故參加人於此等產品市場中，並不具獨占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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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退萬步言，即使不將無煙煤作為增碳劑之替代品，而僅以焦碳作

為系爭物料供作增碳劑使用之替代品……鑑於自國外進口焦碳並無任

何關稅或非關稅之障礙，且價格與國內售價差異不大，經考量系爭物

料之供給替代性，於界定特定市場時，自應將進口數額納入考量……

參加人於增碳劑市場仍非如原告所稱係居於獨占地位。  

（4）參加人將系爭物料委託中碳公司代為全數處理，而不再販售予原

告有其正當理由……1.中碳公司為參加人之轉投資公司，基於集團事

業之專業化經營需求，故參加人將系爭物料委託中碳公司代為處理，

參加人可以專注於本業之發展……有助於集團事業之整體發展。2.參

加人與中碳公司間之委託處理系爭物料之合作協議內容，係遠較單純

販售系爭物料更全面、更整體之方案。……與原告單純僅向參加人購

買系爭物料不同。3.中碳公司對於參加人係負有全數承受系爭物料之

義務，此亦與原告可視市場景氣榮枯及國內外成本高低再決定是否採

購及採購數量之一般交易型態不同。……4.參加人長期面對處理及儲

放系爭物料之問題，經由委託中碳公司處理，因中碳公司負有全數處

理之義務，參加人可從根本解決此等處理與儲放之困擾。……5.參加

人對於系爭物料之處理、儲存與運送，經常性面臨環境污染之問題，

故委由中碳公司處理，不僅能從根本解決處理及儲放之問題，且中碳

公司之廠房鄰近參加人煉鋼廠，亦可避免於運送系爭物料時所產生之

環保問題。 

（5）因中碳公司對於參加人係負有全數承受系爭物料之義務，此與原

告可視市場景氣榮枯再行決定採購數量之一般交易型態不同，且系爭

物料之年度銷售金額尚不及參加人年度總銷售金額之 0.2%，占參加人

營業之比重至為輕微，參加人將系爭物料交予中碳公司負責處理，即

可專注於本業之經營。且中碳公司不僅於業務上的配合度較原告為

高，並須負責處理全數之物料，故可避免系爭物料庫存堆置或於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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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所可能發生之污染問題。對於參加人而言，參加人與中碳公司間

之交易自具有合理且應予保障之合法利益，而相較於原告事實上並無

任何被限制競爭之情形，且參加人對於最終需求者使用燃料或增碳

劑，亦均無任何妨礙市場競爭之情形，故基於前述之利益衡量原則，

參加人與中碳公司間之交易權利，自更應優先於原告而受到法律之保

障，其情至明。  

（6）系爭物料於特定市場尚有其他產品具有替代可能性，且系爭物料

及其替代品亦無政府法令限制而可自由進口，原告及其關係企業與其

他貿易商事實上均有進口系爭物料及其替代品，市場競爭機制仍係維

持充分競爭之狀態，故參加人本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而選擇中

碳公司作為交易相對人之委託處理安排，自應受到法律之保障。  

（二）本案爭點整理  

1.系爭物料是否具市場獨占地位？ 

2.是否以拒絕交易行為或濫用優勢地位協助中碳公司排除競爭對手之

原告，而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5 條及同法第 19 條第 2 款之等違規情

事？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由上揭受訪查之廠商函復內容可知，除了系爭物料外，上揭廠商亦

有使用無煙煤、石墨、瀝青焦等作為增碳劑……參加人亦表明……等

語函復內容一致，益證本案被告考量結果，以含碳成份作為增碳劑或

其代替性之考量因素，將無煙煤、石墨、瀝青焦等納入本案特定市場

範圍，應無違誤。 

2.至原告主張參加人以低於國際行情 20%之售價供貨予中碳公司云

云，惟按個別產品之售價係依市場供需而定，尚非公平交易法所過問，

且公平交易法所欲保護之法益，乃為維護市場之自由競爭機制，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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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市場不具競爭效率之競爭者，以確保市場之公平競爭及消費者權

益。是縱原告此部分主張屬實，並無礙系爭物料並無政府法令或其他

限制而可自由進口轉售等市場可競爭之事實，亦無礙於系爭物料使用

者亦得自國外自行進口系爭物料或其替代品等事實……亦與被告於市

場範圍之界定或參加人獨占市場地位之認定無涉，是其所訴不足採信。 

3.原告以參加人係系爭物料之獨家銷售者，主張參加人於特定市場上

具有獨占地位云云，然「獨家」銷售與否，核與公平交易法之「獨占」

意義並非可等同觀之。蓋事業於特定市場是否具有獨占地位，如上所

述，即為特定市場之市場界定，惟有合理界定特定市場，充分考量包

括產品市場、地理市場、時間因素及相當經濟規模等要件，始能合理

評斷事業之市場力量，此核與獨家銷售與否尚屬無涉。 

4.綜合參加人於特定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產品替代可能性、市場進入

障礙及產品輸出入等情，原告即使無法從參加人獲取系爭物料，仍得

以替代物料保有競爭地位。難謂參加人於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

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從而尚難逕認參加人具有獨占地位，參加人既於

特定市場尚難謂公平交易法所稱之獨占事業，自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各款之獨占禁制規定之虞。 

5.本案主要爭點乃在於參加人系爭物料之行銷通路安排是否具商業倫

理非難性。……系爭物料乃為參加人於煉焦過程附隨產生之下腳料，

具有高度污染性，其委託中碳公司加工後，除自用外，並將多餘物料

悉數售予參加人子公司－中碳公司，雙方並訂有銷售合約……載明

「．．．實際數量以甲方（即中鋼公司）產出量為準，且乙方（即中

碳公司）必須配合甲方之細焦碳之庫存量進行加工作業，不得造成甲

方儲存壓力」等語……參諸參加人與中碳公司屬關係企業，中碳公司

為參加人之轉投資公司，參加人持有中碳公司約達 30%餘之股份，且

董事長為同一人等情，……可見參加人與中碳公司關係亦屬甚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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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且因中碳公司為參加人之關係企業，其忠實履行該義務之信

念，遠較一般企業為高，此與原告可視市場景氣榮枯及依自利原則，

再行決定採購數量及對象之一般交易型態不同。……復據參加人陳明

其與中碳公司間之委託處理系爭物料之合作協議內容，係遠較單純販

售系爭物料更全面、更整體之方案。……亦可見此與原告單純僅向參

加人購買系爭物料確有不同。是參加人以其將系爭物料委託中碳公司

代為處理，有上開理由存在，與原告主張之單純販售行為完全不同，

參諸上開理由尚屬正當，並非無據。……故公平交易法尚毋須對參加

人營業項目中無足輕重之副料處理課予過高之交易義務，並介入其事

業追求內部經營效率之行為，以參加人產品種類眾多，均各有其業務

經營之考量而有不同的行銷通路安排，查參加人煉鋼過程所產出之副

料計有委由專責子公司處理銷售及以一般營業方式外售兩種方式，有

環保污染及儲存問題之副料（除本案系爭物料外，尚有氣冷高爐石、

熔硫磺、粗輕油、煤焦油、氧化鐵粉等）係委由中碳公司或高磁公司

處理，其餘則採一般營業方式外售，可見其處理方式確係考量公司內

部整合模式並因應副料特性而有不同，尚非針對特定物料對原告拒絕

交易而有排除特定競爭對手之意圖。……公平交易法所欲保護之法益

乃市場之自由競爭機制，而非特定之競爭者。對於參加人而言，參加

人與中碳公司間之交易具有上揭理由，核該理由尚屬正當，其二者間

之合法利益自應予以保障，且系爭物料有其他替代品，且均可自由進

口，原告就使用燃料或增碳劑，除向中碳公司或其下游經銷商購買外，

因貿易商可自由進口系爭物料及其替代品，原告亦得選擇自國外進口

系爭物料、無煙煤、焦碳及其他替代品以維持其於增碳劑市場之競爭

活動，故對於最終需求者而言，市場競爭機制可以維持充分競爭的狀

態，參加人並無妨礙原告進行公平競爭之情形……自應優先於原告而

受到法律之保障，亦難認參加人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條第 2款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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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個別產品之售價之高低，允宜由市場供需機能自由運作，尚非公平

交易法所問，且公平交易法所欲保護之法益，乃為維護市場之自由競

爭機制，而非保護市場不具競爭效率之競爭者，以確保市場之公平競

爭及消費者權益，無論參加人售予中碳公司系爭物料之價格為何，均

無礙於系爭物料並無政府法令或其他限制而可自由進口轉售等市場可

競爭之事實，亦無礙於系爭物料使用者亦得自行自國外進口系爭物料

或其替代品等事實，且此亦由原告時而向中碳公司購買系爭物料，時

而自國外自行進口亦可資為證，難依此非難參加人有排除競爭意圖。  

（二）最高行政法院  

1.本案倘綜合參加人於特定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產品替代可能性、市

場進入障礙及產品輸出入等情，上訴人縱無法從參加人獲取系爭物

料，仍得以替代物料保有競爭地位，參加人既於特定市場尚難謂為公

平交易法所稱之獨占事業，自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各款之獨占禁

制規定之虞。  

2.系爭物料於特定市場尚有其他產品具有替代可能性，且系爭物料及

其替代品亦無政府法令限制而可自由進口，上訴人及其關係企業與其

他貿易商事實上均有進口系爭物料及其替代品，市場競爭機制仍係維

持充分競爭之狀態。故參加人本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基於上

述原因選擇中碳公司作為交易相對人，將系爭物料全數交由中碳公司

負責處理，經核尚屬正當，參以系爭物料占參加人銷售額之比例甚低，

公平交易法尚毋須對參加人營業項目中無足輕重之副料處理課予過高

之交易義務並介入其事業追求內部經營效率行為。且經查現階段尚無

參加人透過拒絕交易行為獨占下游市場，或維持轉售價格、遂行垂直

非價格限制之具體事證，亦無參加人有濫用優勢地位協助中碳公司排

除競爭對手之主觀意圖，是參加人拒絕銷售沉澱細焦碳、焦碳屑及乾

式焦粉予上訴人之行為，被上訴人以原處分認定尚無違反公平交易法



252 

 

第 19 條第 2 款規定，經核並無不妥。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法院對於非主要產品—副料之交易採取較為寬容之認定，並對於關係

企業間之交易安排多所認定符合為正當理由，不構成不當競爭。  

五、本案評析 

公平會執法至今所處理之獨占事業案件，以及法院所審理之相關案

件，多為國營、具官股成分、政府重點扶植之事業，業如前周星科技檢舉

應用材料案所述，本案中受檢舉之中鋼公司更是屬於此類事業。惟本案中，

法院不因此即直接認定中鋼公司要屬獨占事業，反倒是進一步地去探究中

鋼公司就其所提供之系爭物料（沉澱細焦碳、焦碳屑、乾式細焦粉）在特

定（相關）市場中是否為獨占，對此公平會及法院之細緻處理，實應予以

肯定。蓋就我國產業發展之歷史而言，過去在特定民生產業或重點產業，

例如瓦斯、石油、鋼鐵、電信、塑膠，皆是由政府所帶領及全力扶植，而

在產業發展具一定成效、政府階段性任務結束後，政府便於法令上不再有

所限制，開始開放市場的自由競爭，自此公平法制就獨占事業之管制有更

多的適用空間，並可進一步地形塑市場之競爭秩序。而在本案當中，經濟

管制的對象是一個具有政府色彩之公司，並就該公司之市場交易行為進行

規制，最後公平會處分及法院判決結果認為中鋼公司在系爭物料之特定（相

關）市場非為獨占事業，相關論理過程實值得更進一步地探究。  

質言之，公平會及法院在本案中，在探究中鋼公司於系爭物料是否為

獨占時，並非直接基於過去產業發展之歷程，便立即斷定中鋼公司為獨占

事業，卻仍是回歸到最基本特定（相關）市場之認定，如此細緻之處理及

考量不同之產業社會背景，實值得贊許。法院在判決中先是認為須先合理

界定特定市場，充分考量包括產品市場、地理市場、時間因素及相當經濟

規模等要件，始能合理評斷事業之市場力量，法院也指出所謂的獨占與獨

家銷售並不可等同視之。而在進一步判定是否具市場力量、為獨占事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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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認為系爭物料並無政府法令或其他限制，是有自由進口轉售等市場可

競爭之事實，另系爭物料使用者亦得自國外自行進口系爭物料或其替代品

等事實。最後，綜合此特定（相關）市場市占率、產品替代可能性、市場

進入障礙、產品輸出入之情事，認為金盈工業公司縱無法從中鋼公司取得

系爭物料，仍得以替代物料保有競爭地位，故認中鋼公司非為獨占事業。  

囿於我國過去由政府引領產業發展之特色，公平法或法院過往要能處

（審）理「純民間企業」或「處於完全競爭市場」之獨占事業案件，實非

多見。故而本案法院能在判決中論述獨占事業、市場力量之衡量因素，實

屬一突破，此對於我國公平法制之發展亦有一定之參考價值。然而，若本

案在討論上能再參酌國外法制實務，明確地揭示判斷標準及操作細節，或

許能使我國之獨占管制規範發展地更加完備。在歐盟法制上，雖然在界定

市場時，原則上仍是以「可替代性」作為判斷標準，惟近年來用來界定市

場的可替代性概念已逐漸受到限縮；而在判斷優勢地位時，是認為具此優

勢地位之事業，無須理會競爭者、買受人、消費者，並以高市占率及競爭

者間之市占率落差、阻礙競爭者之能力作為重要之判斷標準 213。在美國法

制上，則是認為事業要在相關市場中具有高市占率，且此市場要是存有參

進障礙，使得事業在相當時間內能運用其顯著地位，始得稱為具有市場力

量214。另值得一提的是，前開歐盟及美國標準下所謂之高市占率，實係有

所不同，在歐盟法院實務認為 50%以上之市占率即可謂高市占率215；但是

就美國最高法院歷年判決以觀，則是往往是要 70%以上始可謂高市占率

216。綜上可見，外國法制在優勢地位及市場力量之判斷上，實已發展了相

當豐富之案例及實務經驗，我國雖然純民間企業、處於完全競爭市場之獨

                                                 
213 參本研究第二章第四、五節之研究內容。  
214 胡祖舜，前揭註 197，135。 
215 參本研究第二章第四節之研究內容。  
216 參胡祖舜，前揭註 197，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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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事業案件並不多見，但是如果法院在審理相關案件時，能夠進一步地參

酌外國法制實務，明確地揭示相關標準及細節，此或許有助於提升我國之

競爭法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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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案件 八 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 2 

智慧財產法院行政 100 年度行公訴字第 3,4,5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1001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原告（飛利浦公司）、太陽誘電公司及新力公司分別將擁有之 CD-R 規

格產品之專利授權委由原告處理，以原告為對外授權窗口，原告與太陽誘

電公司及新力公司均應負共同行為責任。本件所涉特定市場為「CD-R 光

碟片技術市場」，原告與太陽誘電公司、新力公司制定橘皮書，設定 CD-R

光碟片標準規格，經被告 90 年 1 月 20 日作成處分後，改為分別與被授權

人簽訂授權契約之前，因共同授權而於「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具有排

除競爭之能力，具有獨占地位，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5 條所稱之獨占事業。

原告制定橘皮書，設定 CD-R 標準規格，以共同授權方式，取得 CD-R 光

碟片技術市場之獨占地位，在市場情事顯著變更情況下，仍不予被授權人

談判之機會，及繼續維持原授權金之計價方式，屬不當維持授權金之價格，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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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乃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以 98 年 10

月 29 日公處字第 098156 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命原告與太陽誘電公司、

新力公司於該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 2 項違法行為，並分別

處原告與太陽誘電公司、新力公司罰鍰各 350 萬元、50 萬元及 100 萬元。

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 99 年 8 月 12 日院臺訴字第 0990101660

號決定駁回，遂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該院嗣以 99 年度訴字

第 1854 號裁定移送本院審理。  

（二）程序事實 

智慧財產法院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於 101 年 4 月 23 日，判決原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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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駁回。原告不服上訴，最高行政法院認上訴有理由，於 101 年 11 月 22

日，判決原判決廢棄。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除確定部分外均撤銷，本案確定

（處分有關太陽誘電公司及新力公司之部分，因未據上訴業已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被告所認定之「特定市場範圍」實有重大違誤： 

原處分竟一方面認定原告及新力公司、太陽誘電公司間之技術不

具替代可能性，一方面卻率爾將之劃歸為同一「CD-R 光碟片技術市

場」，顯與上開原則大相逕庭，二者間顯有重大矛盾，足徵被告對於特

定市場之認定，顯有重大違誤，而特定市場乃認定獨占事業之前提，

既然特定市場之認定有誤，原處分所為獨占事業之判斷自屬無可維

持，更斷無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第 4 款之適用。 

（2）縱依被告所認定之特定市場判斷，原告亦非「CD-R 光碟片技術

市場」中之獨占事業： 

被告雖以「技術市場」為特定市場，卻有誤引「創新市場」之概

念判斷獨占事業，其認定顯有重大違誤。被告既以「CD-R 光碟片技術

市場」為本案之「特定市場」，自應從原告所擁有之授權技術是否在與

該授權技術及其替代技術所構成之市場（即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

中構成獨占地位來加以判斷，始為正確。被告卻以其他事業欲爭取進

入系爭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 之機會，已因原告及其他 2 家公司制定

統一規格而被限制認定原告在該「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乃獨占事

業。實則，所謂爭取進入系爭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之機會，即係指

將來可能從事除 CD-R 光碟片以外之其他商品的研究發展，此乃屬「創

新市場」中對於獨占事業之判斷。原處分顯然於本案獨占事業之判斷，

誤引了「創新市場」之概念，實有不當。被告機關一方面將「特定市



257 

 

場」界定為「技術市場」，另一方面卻又以「創新市場」來判斷獨占事

業，顯將兩者混為一談，更屬前後矛盾。  

（3）縱原告為「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之獨占事業，原告亦無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10 項第 2 款之情形： 

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管制之對象並不包括「權利金」，

蓋「權利金」並非該條所稱之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按本款規定僅規

範「商品」或「服務」，「授權金」自非屬本款所謂之「商品價格」或

「服務報酬」，世界各國之競爭法主管機關亦從無管制授權金高低之規

定，更從未以授權金高低作為處罰專利權人之理由。  

被告從未實際調查國內被授權廠商 CD-R 光碟片當時出廠或市場

價格，亦未要求國內被授權廠商提供當時 CD-R 光碟片出廠價格、市

場情況及出貨量等任何資料，如何客觀得出原告關於「淨銷售價格 3%

或日幣 10 圓中，以較高者為準」之權利金計算方式係屬「不當」之結

論？ 

被授權人單純於每片 CD-R 可獲得之利潤，即可高達 40%、34%。

難謂權利金比例 17.8%有何不合理，被授權人之高額獲利更可顯示被

授權人並未因此而受有任何損害。原告並未不當維持授權金價格，

CD-R 光碟片價格乃由被授權廠商所決定，其既已可預見授權金之成

本，卻仍執意削價競爭，然後以其無利潤可圖怪罪原告，實有倒果為

因之嫌。 

（4）原告亦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項第 4 款之事由： 

本件授權資訊完全公開透明，且確有助於「減少被授權人侵權之

風險」、「清除牽制性專利」與「降低交易成本」，原告並無拒絕提供被

授權人有關授權協議之重要交易資訊之行為。原告與其他二家公司「互

補性」專利集中授權予被授權人製造 CD-R，有助於市場競爭與技術流

通。被授權人乃生產 CD-R 光碟片之國際知名大廠，具有充分談判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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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且進行專利資料之檢索並非困難。  

（5）綜上所述，原處分及行政院訴願決定錯誤界定「特定市場」，又

誤認原告乃「CD-R 光碟片授權市場」上之獨占事業，更進一步於並未

有具體事證存在之情況下，率爾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及第

10 條第 4 款之規定，更未說明其罰鍰之依據及認定，原處分及訴願決

定顯無法律上及事實上根據，實屬無可維持。 

2.被告主張 

（1）有關原告以光碟發展史辯稱原處分市場界定為「CD-R 光碟技術

市場」有誤乙節，被告再就市場界定補充說明如下： 

本案有關 CD-R 授權協議之特定市場為技術市場，故於界定「技

術市場」範圍時，將考量其他生產同類產品或消費者認為功能相同之

其他產品之智慧財產或技術；與該項產品競爭之其他產品，以及用以

生產該產品之智慧財產或技術；如因相關資訊不易取得以致無法界定

「技術市場」範圍，將分析本項授權協議對其他各相關產品之影響，

如本項相關技術（可用以生產使消費者認為具有替代作用之產品）均

具有相同之經濟效益，則認為相關技術歸屬於同一個「技術市場」。  

界定技術市場時，首須考慮其他生產同類產品或消費者認為功能

相同產品之生產技術。從技術規格之角度而言，CD-R 是可錄一次型的

光碟產品，在當時市場狀況，從供給、需求、成本等各方面考量，CD-R

並無可合理替代之產品或技術，且原告亦自承須符合橘皮書技術規格

之商品才可稱為 CD-R，故被告將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單獨界定為一

特定市場，顯非無據。 

界定技術市場時，首須考慮其他生產同類產品或消費者認為功能

相同產品之生產技術。從技術規格之角度而言，CD-R 是可錄一次型的

光碟產品，在當時市場狀況，從供給、需求、成本等各方面考量，CD-R

並無可合理替代之產品或技術，且原告亦自承須符合橘皮書技術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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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商品才可稱為 CD-R，故被告將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單獨界定為一

特定市場，顯非無據。 

（2）另原告辯稱專利授權金不該當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商品價

格或服務報酬之文義云云乙節，按原告等 3 家公司將生產 CD-R 光碟

片技術專利授權予被授權人進行生產 CD-R 光碟片，亦即原告與被授

權人交易間係以「專利授權之交易關係」為交易之標的，而被授權人

則須給付相對之對價。查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明定，獨占事業

不得「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該條規

範對象包含所有具有經濟性之有形商品、無形商品或無形服務，是以

原告與被授權人之雙方授權權利金給付關係自屬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

第 2 款規範之範疇，原告所訴專利授權金非屬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

核無可採。 

（二）本案爭點整理  

原告、太陽誘電公司、新力公司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

及第 4 款規定？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智慧財產法院  

1.原告雖主張本件市場應考慮 CD-RW 、DVD-R 、MD 光學技術儲存

媒體產品等等，惟查，本件處分期間，市場上除 CD-R 以外雖有其他

光學技術儲存媒體，例如：CD-RW 、DVD 或 MD，惟上開光學技術

儲存媒體或因價格、功能及製造設備上之差異，或當時技術研發尚未

發展成熟，是以於當時之市場上全球僅有一項「可錄一次式光碟片」

產品，亦即 CD-R 光碟片，而無其他「可錄一次式光碟片」產品，縱

CD-R 產品進入市場後，確須與其後逐漸發展成熟之其他 CD-RW 、

DVD-R 、MD 產品相競爭，然而就我國光碟製造廠商（即技術需求者）

之觀點而言，其於本件處分期間所欲取得技術授權生產製造之產品即



260 

 

為符合橘皮書規格之 CD-R（即 CD-WO ）商品（此由系爭授權合約

第 1.03 條即定義 CD-WO Disc：anyDisc designed and manufactured for 

irreversiblerecoding thereon of digital information and whichconforms to 

the CD-WO Standard Specifications.自明），是以就滿足我國光碟製造廠

商之經濟目的而言，其他製造 CD -RW、DVD 或 MD 之技術與製造

CD-R 之技術即不具有合理之替代可能性。另就 CD-R 而言，商品市場

係指 CD-R 的商品市場，技術市場則係指製造 CD-R 相關及其替代性

之技術所構成之市場，創新市場則係指製造 CD-R 技術之研發活動所

形成之市場，本案所涉及係製造 CD-R相關專利技術之授權，而非CD-R

商品之製造或銷售，即與商品市場無涉，且飛利浦等三家公司係就彼

等所研發完成之 CD-R 技術專利作成專利聯盟之授權決定，而相互約

定或限制任何一方就所擁有之專利對外移轉或授權，本案市場自應界

定為製造 CD-R 技術及其替代性之技術所構成之市場，以下即以「CD-R

技術市場」稱之。 

2.因全球 CD-R 規格已經統一，另推新規格將與原規格之 CD-R 寫錄設

備無法相容，而 CD-R 光碟片作為廠商與消費者儲存及傳遞資料之媒

介，相容性實為關鍵因素，因此他事業欲以另定規格進入該技術市場，

甚為困難，故而欲製造符合橘皮書規格之 CD-R 均須向原告及其他 2 

家公司取得專利授權，倘缺乏原告及其他 2 家公司之任一公司之專利

授權即無法製造符合規格之 CD-R，技術需求者即可能被排除於 CD-R

光碟片之商品市場，則原告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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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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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公司已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5 條所稱之獨占事

業。 



261 

 

3.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所稱之「商品價格」應不限有體財產之交

易價格，不論有體財產或無體財產之交易均有其財產上之價值，故應

包括有體財產及無體財產在內，否則倘特定市場為「技術市場」時，

因該市場並無有體財產之交易，若事業於特定技術市場已具備獨占地

位並濫用其優勢地位而不當決定價格時，即可逸脫公平交易法之規

範，實非合理，而專利權係屬無體財產權之一種，其以授權方式交易

所收取之權利金，自應屬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所稱之「商品價

格」。 

因原告及新力公司、太陽誘電公司已共同制訂橘皮書，設定 CD-R

標準規格，致被授權人於 CD-R 技術市場上已無其他合理可取代之交

易對象，實難期待被授權人具有依契約自治原則與原告談判及協商調

整授權金之平等地位與合理機會，而原告於事實上亦挾其優勢地位而

對於被授權人因市場價格及規模之顯著變化所提出協商調整權利金之

請求，毫不給予協商談判之機會（詳如（四）4.所述），斯時其拒絕調

整價格之行為，將使被授權人陷入必須長久支付不合理對價之境，致

使已締約之被授權人僅得選擇繼續履約支付原先約定之權利金或完全

退出 CD-R 商品市場之競爭，即難謂原告及新力公司、太陽誘電公司

無濫用市場支配性力量不當維持價格之行為，並使被授權人面臨不合

理之剝削榨取，足以導致競爭秩序無法維持，而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之規定。 

4.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所欲規範者，實非直接介入價格之決定，

而造成引發市場機制失靈之疑慮，其規範對象在事業對於價格決定及

維持方式之合理與否，以及是否有不當利用其獨占地位而為反競爭之

行為，是以被授權人之毛利率多寡及其是否有支付權利金之能力，即

與本款構成與否之判斷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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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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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被授權人有意願簽署專利

授權合約，僅質疑部分授權專利係屬無效，授權人亦不應限制其爭執

該專利之有效性，藉以將不當享有獨占排他權之專利予以消滅，並可

促使被授權人基於平等地位，於市場上從事競爭。原告係利用國內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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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與國內廠商約定互相讓

步作為同時對待履行之條件，自屬限制被授權人爭執專利有效性之不

法行為。 

（二）最高行政法院  

1.經查，被上訴人指上訴人在洽談授權契約時，未充分提供相關交易

資訊、資料或文件，係以 13 家主要生產 CD-R 廠商所進行問卷調查作

為依據。……然查究竟該等資訊於被授權廠商是否確屬重要，若於授

權廠商確屬重要，則被授權廠商於洽商授權時，是否已明確向上訴人

提出，並經上訴人以市場優勢地位予以拒絕，事涉上訴人是否有濫用

其市場地位，被上訴人並未加以究明。…….從而原處分未論究各個廠

商是否就其所認授權契約之重要交易資訊，經向上訴人提出要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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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實，即以上訴人對系爭授權契約標的之內容、範圍以及專利之有效期

限，迄至被上訴人 90 年 1 月 20 日以（90）公處字第 021 號處分書予

以處分時，仍持續存在，認定上訴人有濫用市場獨占地位之行為，自

有未洽。……則在未有廠商於授權契約洽訂時，已具體向上訴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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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逕認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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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未充分揭露資訊予被授權人，而有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4 款之濫用

市場地位之行為，尚屬率論。 

2.經查，上訴人於 1999 年 8 月 2 日致精碟公司信函、1999 年 10 月 12

日致國碩公司信函、2000 年 3 月 8 日致巨擘公司信函，除要求該等公

司必須撤回對上訴人授權專利之舉發外，另亦要求該等公司履行依授

權契約應給付過去已生產、銷售產品之授權金等，以作為上訴人撤回

對上開公司民事、刑事之追訴及簽署 CD-WO/MO 產品授權契約之條

件。顯然上訴人前開信函要求精碟等公司撤回對上訴人專利之舉發係

作為與精碟等公司就雙方過去已發生之授權金爭議事宜與未來擬簽署

之授權契約作一綜合性之協商。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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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求精碟

等公司撤回對上訴人授權專利之舉發，難謂與雙方已發生之專利權授

權金爭議無關。故原處分以上訴人前揭信函要求精碟等公司撤回對上

訴人授權專利之舉發，作為和解之條款及條件，即遽認係憑恃其市場

優勢地位，屬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非無再行斟酌之餘地。況上訴人

於上述信函係要求精碟公司對已為之舉發案撤回，以就雙方相關爭議

一次處理，並非禁止精碟公司嗣後均不得再為舉發。精碟等公司如仍

質疑該專利之有效性，並非不能再次舉發。故能否謂上訴人於上開綜

合性和解條件中，加入要求精碟等公司撤回其等已提出專利之舉發，

即認上訴人係憑恃其市場優勢地位，屬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亦非無

疑。故原審未斟酌上訴人與精碟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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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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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處分第 3 項係命上訴人自原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原

處分第 1 項、第 2 項違法行為。經查，原處分第 2 項關於認定上訴人

及其他 2 家公司於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具有獨占地位，其拒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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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4 款部分，尚有未

洽，業如前述。則其命上訴人應停止該行為，同有未洽，自不待言。

至於原處分認定上訴人及其他 2 家公司於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具有

獨占地位，其在市場情事顯著變更情況下，仍不予被授權人談判之機

會及繼續維持其原授權金之計價方式，屬不當維持授權金之價格，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部分，於法雖無違誤，已如前述。但查，

依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出上證 28（原審卷一第 226 頁參照）顯示，上訴

人自 2001 年起即已改為單獨授權，若果屬實，則上訴人與其他 2 家公

司自該時起，既非共同授權，上訴人是否仍存在排除競爭之能力，具

有獨占地位，且在市場情事顯著變更情況下，仍不予被授權人談判之

機會及繼續維持其原授權金之計價方式，屬不當維持授權金之價格之

情形，即有疑義。被上訴人於 98 年 10 月 29 日作成原處分時，未審酌

上訴人是否因改為單獨授權之事實，而已無繼續存在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10 條第 2 款部分之行為，仍於原處分第 3 項命上訴人與太陽誘電公

司、新力公司於該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該違法行為，自

有再行究明之必要。  

4.本件原處分第 1 項關於諭知上訴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

定部分，於法雖非無據。惟原處分諭知上訴人成立主文第 2 項之違章、

第 3 項諭知上訴人自該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 2 項之違

法行為，於法尚有未洽，業如前述。又原處分第 4 項對上訴人處 350

萬元，係就第 1 項、第 2 項違章行為作一整體罰鍰之處分，與原處分

主文第 1 項、第 2 項不可分割之關係。從而原處分主文第 1 項關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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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部分之認定因與第 4 項上訴人之罰鍰部分有不可分割關係，亦均

無從維持。訴願決定及原審就原處分之上開違誤，未加糾正而予維持，

核非妥適。原判決上開違誤，或為上訴人所指摘，或雖未為上訴理由

所指摘，惟為本院依職權調查事項，且本件原處分除新力公司及太陽

誘電公司部分業已確定部分外，關於上訴人部分，尚待被上訴人重為

處分，並涉及行政裁量權之行使，自應將原判決廢棄，並將訴願決定

及原處分除確定部分（即原處分關於新力公司及太陽誘電公司部分）

外均撤銷。由被上訴人依本院上述法律見解，另為適法之處分。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本件為獨占濫用市場地位之案件，最高行政法院雖將原智慧財產法院

之判決廢棄，但僅係對於在認定行為是否確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4

款濫用市場地位之情形、以及未審酌是否仍存在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部分之行為，認原判決尚有可議，而對於原審所認定之具有獨占地位、

市場界定、授權金亦屬商品價格等均表贊同。  

五、本案評析217 

（一）相關市場界定  

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 2 中關於相關市場之界定，過去實係

存有爭論。有論者認為本案中處分之對象市場，乃是技術市場，而非商品

市場，但是在公平會過去的處分中，卻經常將上、中、下游的創新市場、

技術市場、商品市場三者混淆不清，甚而有時還會將其整合成一相關市場

218。另有論者認為公平會雖然使用「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一詞，但此

舉只是遷就飛利浦公司等 3 公司所指定的產品標準及產品種類名稱，故不

                                                 
217 以下內容是整理自：莊弘鈺，前揭註 187，51-60。  
218 黃銘傑，前揭註 188，137-138。另參黃銘傑，「技術標準與專利聯盟（Patent Pool）中獨占

地位之取得及其濫用時之救濟措施初探－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 In the Matter of Rambus, Inc.

案之啟示」，全國律師，第 12 卷第 1 期，33（2008）；李素華、林育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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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於：公平交易委員會，第 17 屆競

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3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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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因此即逕行認定凡是不使用「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名稱的其他技術

市場，就一定不是可與「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有替代可能性的相關技

術市場219。本案之相關市場其實宜界定為「可錄一次式光碟片技術市場」，

而非過於狹義的「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以致於使市場之界定與特定

產品劃上等號，因而在後續之論述過程產生諸多不必要的牽扯，甚至是可

能不當地限縮技術市場的範圍220。 

智慧財產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在前開判決中，有就相關市場爭議進行

適度地釐清，此實值得肯定。智慧財產法院在判決中有明確地區分商品市

場、技術市場、創新市場三者之差別，並將本案相關市場之爭議界定為

「CD-R 技術市場」，論述之過程中亦是較前（第）一階段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在 92 年度訴字第 908 號判決要為詳盡及細緻，可見專門處理智慧財產

權法審判之智慧財產法院，在涉及專利法和公平法交錯適用之問題處理

上，論理依據具備充份之專業性。且該等相關市場界定之論證過程及認定

結果，最終亦為最高行政法院所維持，認為原審已說明關於相關市場界定

之論據。惟最高行政法院就上訴理由中相關市場界定之主張未能逐一論

駁，因此造成飛利浦公司就承審法院的論理未能信服，故而就相關市場界

定之有關論點，於後續（第三階段）復又有所爭執。 

（二）獨占事業認定  

本案可否將飛利浦公司等 3 公司一併或是個別，認作係獨占事業或具

獨占地位，並以公平法加以規制，實亦存有爭議。有論者認為複數事業要

居於具有控制市場力量之獨占地位，通常彼此間是具有關係企業之關係、

聯合行為或透過寡占市場中平行行為為之，而本案屬於第二種方式，即複

                                                 
219 劉孔中、簡維克，前揭註 190，14。 
220 而之所以直接將相關市場界定為「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實乃因當時全球只有一項「可

錄一次式光碟片」，即「CD-R」 光碟片，公平會因此便宜行事而將市場之界定與特定產品

名稱掛勾，故不可因為不被稱為 CD-R 光碟片之產品，即認屬非 CD-R 光碟片之競爭產品。

參見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上）－以『飛利浦光碟

案』中弔詭的競爭關係為核心」，月旦法學雜誌，第 174 期，131（2009）；范建得、陳丁

章，前揭註 194，29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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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事業透過聯合行為之方式達到獨占市場地位之態樣221。惟本案在前（第）

一階段法院既已否認飛利浦公司等 3 家公司構成聯合行為，綜觀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908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553 號

判決全文，卻又看不出法院究竟認為此 3 家公司是以何種方式達到如同單

一力量之獨占地位，故實有進一步釐清之必要222。甚至有批評認為，複數

事業要能構成「視為獨占」或「寡占的市場控制地位」，必須該等事業在內

部關係不存在有實質的競爭關係，且於外部關係合一的呈現出「無競爭狀

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之現象，但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908 號判決，否認該等事業於內部處於水平競爭關係之前提，卻又肯定渠

等仍得對外共同具有獨占地位之法律見解，顯然係未能充分掌握獨占規範

之核心223。另一方面，亦有論者認為在公平法上，可以用來認定飛利浦等

3 家公司各自擁有獨占地位者，乃是所謂的「關鍵設施理論（Essential 

Facility Doctrine）」224，亦即本案系爭專利乃我國 CD-R 廠商所不可或缺，

專利權人之拒絕授權足以消滅下游市場之競爭225。申言之，本案中此 3 家

公司所共同制定的橘皮書規格已因為網路效應而成為事實上標準（de facto 

standard），此 3 家公司分別擁有生產符合該當標準規格 CD-R 所不可或缺

的專利技術，其享有幾近於自然獨占之地位，故可認定各自皆構成獨占事

業226。 

本案針對獨占事業之認定，法院基本上亦適用「關鍵設施理論」作為

判斷之基準，惟究係飛利浦公司等 3 家公司各自皆係獨占事業，抑或是僅

該複數事業整體始可該當是獨占事業，智慧財產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間或

                                                 
221 何之邁、林怡君，前揭註 166，96-97（2006）；何之邁、張懿云、林廷機、陳志民，前揭

註 162，69-70。 
222 何之邁、林怡君，前揭註 166，97；何之邁、張懿云、林廷機、陳志民，前揭註 162，70。 
223 顏廷棟，前揭註 182，130-131。 
224 黃銘傑，前揭註 188，136。 
225 李素華，「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以近用技術標準之關鍵專利為中心」，公平交易季

刊，第 16 卷第 2 期，105（2008）。 
226 黃銘傑，前揭註 188，136-137。甚或是各該事業進行聯合授權時，若此聯合授權之專利於

市場上無其他競爭對手或具有壓倒性之地位，則參與聯合授權者即可謂該當於公平法上所謂

之複數獨占。黃銘傑，前揭註 12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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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不同之見解。智慧財產法院認為飛利浦等 3 家公司所共同制定之橘皮

書規格業經消費者之選擇利用而成為事實上市場生產 CD-R 之標準規格，

此等公司所擁有之專利即構成生產 CD-R 商品之關鍵技術/設施，可認定各

自皆屬獨占事業。然而，飛利浦公司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再經最高行政

法院廢棄原審判決並發回行政機關重新處分時，判決理由指出飛利浦公司

似由原本與其他 2 家公司「共同授權」的方式，改而為「單獨授權」，若此

則飛利浦公司是否仍係具有獨占地位，尚有待釐清。準此，最高行政法院

似乎於判決指出具有市場控制力量、獨占地位之主體，究係飛利浦等 3 家

公司之複數事業，抑或是此 3 家公司各該公司均可該當為獨占事業，實有

探究的必要及實益227。可惜的是，本案於後續發回後，就獨占事業該當主

體之處理情形並不可得而知，且最高行政法院在本案判決之論理過程，亦

僅是「點到為止」，如此獨占事業該當主體懸而未決之情形，要屬缺憾。 

（三）濫用市場地位疑慮 

本案飛利浦等 3 家公司拒絕提供有關授權協議之重要交易資訊，並禁

止專利有效性之異議，是否可該當為公平法第 10 條第 4 款「其他濫用市場

地位」之行為，有論者實係持否定之看法。蓋因本案交易之雙方當事人皆

非一般消費者，而係均屬公司之情形，由於公司在專業知識與資訊蒐集力

上，實與一般消費者不可等同而論，故而公平會藉以資訊不對稱或不透明

等理由，作為其介入、管制私人契約自由之依據，其處分之依據不具正當

性228。且本案資訊不對稱或不透明一事，似未實質影響該當專利技術授權

交易的行為模式，故處分之適法性亦容有質疑229。另一方面，禁止專利有

效性之異議對於授權金之計算並無實質影響，難能謂被授權人等因此而遭

榨取、剝削，更難謂因此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230。 

                                                 
227 另參顏雅倫，「公平會智慧財產權授權管制實務之回顧與評析」，公平交易季刊，第 24 卷

第 1 期，25-29（2016）。且認為當系爭標準已成為產業標準而無替代可能性，即可獨立成為

一技術授權市場，由於該標準之任一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單獨即可被認定為獨占事業，故而飛

利浦公司於「生產 CD-R 光碟片所需之技術市場」上單獨即具有獨占地位。 
228 黃銘傑，前揭註 188，146-147。 
229 黃銘傑，前揭註 188，148。 
230 黃銘傑，前揭註 188，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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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是否有拒絕提供重要交易資訊、禁止異議專利有效性之濫用市場

地位情事，智慧財產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實有不同的認定結果。智慧財產

法院是持肯定的看法，惟最高行政法院則是對於原審事實有不同的認定結

果，並據此廢棄原審判決。最高行政法院於判決中指出，原審判決未審酌

飛利浦公司與部分國內廠商業已發生授權金之爭議及相關爭訟之事實，即

率斷飛利浦公司不應以任何形式禁止被授權人質疑授權專利之有效性；且

就飛利浦公司未充分提供相關交易資訊、資料或文件之論據上，本案在事

實的調查及認定上，仍存有不少疑義，尚待查證、究明。準此，最高行政

法院對本案事實有進行更詳盡之認定，因而廢棄原審判決、撤銷原處分及

訴願決定，此對於專利權人有較為充足、完善之保障，專利權人權利的行

使不會因為受制於競爭法而動輒得咎，如此實有助於提升產業之創新環

境，故判決結果及認定過程實值得肯定。然而，最高行政法院在本案論證

過程中稍嫌可惜的是，在判決的內容中未能見到最高行政法院對於拒絕提

供重要交易資訊、禁止異議專利有效性是否係屬濫用市場地位，明確揭示

其法律見解及判斷標準。此一濫用市場地位之爭議，在本案過去前（第）

一階段最高行政法院審理時已未為審酌及論證，而今第二階段最高行政法

院再次審理時，判決中亦未正面回應對此爭議的立場；最後在後續（第三

階段）再度發回原機關重為調查及處分後，此議題已不再是爭執之處。因

此，最高行政法院未能在本案判決中明確揭示拒絕提供重要交易資訊、禁

止異議專利有效性應如何認屬濫用市場地位，認定及判斷標準實無法從判

決中明確得知，對於我國公平法法制之發展而言，要屬可惜。  

（四）不當維持價格疑慮 

本案關於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不當維持價格」之指摘，一直是此案

自 88 年發展以來近 20 年間，一再爭執的重點，然此實涉及公平會應否或

能否介入市場機制的運作，並規制私部門的定價行為。有論者就此採取否

定之見解，認為授權金額之決定應循契約自由原則，政府機關既無法也不

能完全替代市場機制，而決定合理的市場價格，若其強行介入、管制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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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行為，此舉只是導致市場機制失靈之結果而已 231。針對專利授權行

為，歐盟、英國、德國、美國、日本各國競爭法制幾無因為授權金過高，

即啟動其獨占地位濫用規制 232。是以公平會在對於過高授權金進行管制

時，應更具體且充分地舉證所要促進的競爭秩序或消費者利益究係為何，

而非僅是如同過去處分一般，對此重要事項未為說明233。相對來說，亦有

認為本案公平會不當維持授權金價格之處分，會容易被批評為是一種價格

管制，且忽略高科技產業特質，因此或許較好的處分理由是飛利浦等 3 家

公司掌握專利技術之關鍵設施，要求令人怯步的價格，無異於是拒絕交易

而使交易相對人無法公平參與市場競爭，故應以違法論處234。亦有論者從

本案過去處分以觀，認為公平會實有刻意迴避獨占性定價認定之問題；然

相較於公平會之保留態度，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在 92 年度訴字第 908 號判決

中，則似採該會應更積極介入管制之法律觀點，而此未能將不當維持價格

之規定定位為濫用管制之「非常手段」，恐會促屬公平會淪為市場價格管制

機關之虞235。 

同樣地，就此爭論亦有論者係採較為折衷之見解，認為依公平會實務

運作之情形，該會實則不欲直接介入獨占性定價之過高價格管制，其立場

既非採取美國較為自由放任的態度，亦非採取歐盟較為積極管制的立場

236。公平會對於不合理之獨占性定價縱有介入，亦僅僅限於糾正有限制競

爭之虞的「價格決定方式」，而迴避實質的價格認定問題237。過去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在 92 年度訴字第 908 號判決中，法院既然沒有具體介入價格高

低之決定，故在判決中實無庸以「公平會自有權介入予以管制」如此斷然

                                                 
231 黃銘傑，前揭註 188，139。 
232 黃銘傑，前揭註 188，140-141。 
233 黃銘傑，前揭註 188，140-142。 
234 劉孔中，「公平法與智慧財產權法的衝突與調和」，月旦法學雜誌，第 104 期，106-107（2004）。 
235 顏廷棟，前揭註 182，133-134。 
236 何之邁、林怡君，前揭註 166，99-102。另參何之邁、張懿云、林廷機、陳志民，前揭註 162，

70-71。 
237 何之邁、林怡君，前揭註 166，102。另參何之邁、張懿云、林廷機、陳志民，前揭註 162，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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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語句表達該會介入管制之立場，亦無須抽象的論述判斷正常價格之標

準；相對地，法院判決的重點應在於，將此種類似情事變更之法理詳細闡

明，說明何以飛利浦公司在此案之價格決定方式有限制競爭之虞，如此一

來，將可適度地免除外界質疑或指摘臺灣競爭法主管機關已採取積極介入

價格管制238。 

針對是否有不當維持價格之不正行為、公平會應否或能否介入市場機

制的運作，智慧財產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前揭判決皆採取肯認的立場，並

傾向於介入「價格決定方式」，而迴避「價格實質認定」。智慧財產法院於

判決中指出，飛利浦公司有濫用市場支配性力量而不當維持價格，並使被

授權人面臨不合理之剝削榨取，導致競爭秩序無法維持。最高行政法院亦

於判決中指出，公平法中不當維持價格之規範，實非直接介入價格之決定，

其規範對象在事業對於價格決定及維持方式之合理與否。對此，承審法院

在判決理由中似乎巧妙地以價格決定及維持方式之合理與否作為判斷依

據，而歸避實質地直接介入價格之決定。如此「沒有形式，何來實質」之

論點看似言之成理，但是實際上對於本案當事人及交易相對人而言，或許

真正的癥結所在仍是在授權金數額是否合理、適當。故本案審理與判斷之

重點仍是在「實質」的價格認定內容，而非「形式」的價格決定方式，承

審法院如果不將合理、適當的授權金數額具體指明、計算得出，本案之判

決結果恐難令人信服，而這也正是飛利浦公司對此爭議於後續（第三階段）

復又爭執之原因。  

                                                 
238 何之邁、林怡君，前揭註 166，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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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案件 九 台化纖芒硝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 187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53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被告根據檢舉調查結果，以原告（臺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斷絕

供給芒硝予合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檢舉人）之行為，係屬獨占事業

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乃依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以 102 年 8 月 2 日公處字第 102118 號處分書（下

稱原處分）命原告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並

處罰鍰新臺幣（下同）300 萬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

提起行政訴訟。  

（二）程序事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原告之訴有理由，於 103 年 8 月 28 日，判決原處分

撤銷。公平會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認上訴無理由，於 104 年 01

月 29 日，判決上訴駁回，本案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原告銷售於國內市場之芒硝，超過半數均用於紡織染整業，惟芒

硝之用途，超過半數以上皆得以工業鹽替代之，甚至每月工業鹽之國

內產量、進口數量均遠大於原告每月芒硝之平均產量，價格更是低於

原告之芒硝售價，足證工業鹽對於原告所銷售之芒硝，不論在功能、

用途及價格上，均具有高度替代性……，原處分既肯認工業鹽於紡織

染整業可為芒硝之替代品，又於界定芒硝市場時不考量芒硝之替代

性，實屬理由不備及理由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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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告並非國內芒硝需求市場唯一供應者，我國亦自日本、中國大

陸及德國等進口為數不少之芒硝，且自價格視之，大陸進口之價格每

公斤約 3.4 元低於原告所生產每公斤平均單價 4 元，具有強大競爭力。

另查進口工業用粗鹽及國內工業鹽均可作為紡織染整業固定色彩之

用……，原處分漏未依法審酌原告實面臨中國大陸進口芒硝與替代品

工業鹽、進口工業用粗鹽之強烈價格競爭，原告絕無壓倒性之排除市

場競爭地位，亦無影響特定市場之能力，絕不符合獨占之要件，被告

仍僅以錯認之市占率唯一因素遽認原告之芒硝為獨占，應屬違誤，又

被告所引原告於國內嫘縈棉市場之占有率為 100%之資料實為 94 年之

統計資料，不足以作為原告目前是否為獨占事業之依據。  

（3）原處分以……未能接受檢舉人不符雙方交易模式之存證信函訂購

等兩次偶發之事件，逕認原告已對檢舉人構成斷絕供給之行為，應構

成認定事實與所憑證據不相適合之理由矛盾，因 101 年上半年嫘縈棉

及芒硝產量有限，致芒硝總庫存量逐漸減少，原告必須檢視訂單所欲

購買之規格產品庫存是否足夠來判定，101 年 7 月 27 日以前就該月出

貨予檢舉人數量高達 729 噸，接近檢舉人每月向原告購買之平均數

量，惟因產銷安排因素，乃於 101 年 7 月 27 日依檢舉人訂單出貨，翌

（28）日以電話口頭通知檢舉人，其餘尚未出貨之 2 筆零星訂單（約

50 餘噸）暫無法供貨，並無斷絕供給之意；嗣檢舉人於 101 年 10 月

17 日又以存證信函向原告訂購高達 800 噸芒硝，……未使用先前雙方

交易慣行使用之固定訂單格式，亦未敘明訂購規格及送貨地點，原告

因無從調度出貨之正當商業理由，而向檢舉人表示不接受該筆存證信

函之訂購而已，無從因此推論原告有斷絕檢舉人一切芒硝供給之意圖

與行為。 

（4）本件檢舉人自行決定於 101 年 7 月 28 日後至 102 年 8 月原處分

作出為止，未依雙方交易模式傳送訂單予原告，而改向其他供貨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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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實非原告所能控制或理解，更因檢舉人自 101 年 10 月下旬之後即

未再下訂，原告自無所謂拒絕訂單之斷絕供給行為，又……原告之總

庫存量於 101 年 7 月時雖然未明顯減少，但是檢舉人所要訂購的 CL1C

規格確實不足，已如前述。詎被告未詳上情，僅以原告 101 年度總產

量與其他年度相比未顯然降低，而忽略其總產量於同年上半年實大幅

減少而有不足供應之疑慮，因芒硝有保存期間限制，故一旦有足夠數

量可供銷售，原告當然會繼續銷售芒硝予下訂之客戶，本件確係檢舉

人未依雙方交易模式向原告下訂單，原告當然無法交貨；又芒硝保存

期間短，市場上貨源充足，經銷商彼此調貨之價差亦頗固定，故原告

兩次偶發未能接受檢舉人之訂購，殊不致有排除檢舉人於芒硝市場外

之可能性……再查自中國大陸進口之芒硝貨源充足且價格低廉，檢舉

人自得購買大陸進口之芒硝，並非一定需承擔更高之交易成本……。 

（5）原告因產銷調度暫無法於 101 年 7 月底出貨之約 50 公噸的芒硝，

其貨款大約 21 萬元而已，但只要檢舉人繼續向原告訂貨，原告有貨即

會再出，故此筆大約 21 萬元之訂購暫未出貨，對市場秩序絕無影響，

也無濫用市場地位可言。  

2.被告主張 

（1）工業鹽雖或可為芒硝之替代品，惟僅限於紡織染整之用途，非足

以「完全」替代芒硝之功能及用途。且原告銷售之芒硝，仍有高達

48.56%非用於紡織染整業，故工業鹽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

上，顯非可列為芒硝具有「高度」需求替代性之商品，被告將本件原

告系爭行為所涉產品市場界定為「芒硝」市場並非無據。又依原告官

方網站之資料顯示，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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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被告產業資料庫資料顯

示，100 年度原告銷售金額占國內市場總銷售金額之比率為 76.49%，

排名第 1，原告 100 年度於國內芒硝市場之占有率已達二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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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原告之營業收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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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於芒硝市場核屬公平交易法第

5 條所稱之獨占事業。 

（2）原告所陳芒硝因產品之特性必須於出廠 3 個月內售出可知，國內

業者相較於國外業者因減少國際貿易之運送距離，享有較低之運輸與

交易成本，原告面對前開大陸地區等進口業者之競爭，於國內芒硝市

場卻仍能維持二分之一以上之占有率，顯示被告綜合上述情況，據此

認定原告 100 年度於國內芒硝市場屬獨占事業。  

（3）原告自 74 年 11 月起即與檢舉人從事芒硝之交易，至 101 年 7 月

止歷時近 27 年，考量交易期間及芒硝銷售金額等因素，檢舉人為原告

芒硝最主要之交易相對人。雖原告主張其從未向檢舉人承諾保證供

貨，係依個案議價，未簽署任何銷售合約，惟……檢舉人於國內芒硝

市場供需情形無劇烈改變之情況下，應持續有請求原告銷售芒硝之需

求，且經檢視比較原告 100 年度與 101 年度各月份芒硝之生產數量，

原告自 101 年 8 月 1 日起停止銷售芒硝予檢舉人後原告芒硝之生產數

量皆大於前一年度同月份，得知 101 年度原告顯無芒硝供給減少之情

形，輔以原告於 101 年 8 月 1 日之後仍繼續銷售芒硝予其他主要交易

相對人……，故原告斷絕供給芒硝予檢舉人之情事顯無正當之商業理

由。 

（4）「交運預定表」僅屬交易相對人於原告接受芒硝採購訂單之後通

知原告有關交貨數量、規格及交貨地址等交易資訊，非如原告所稱其

與檢舉人間芒硝之採購程序係先以「交運預定表」下訂，亦即「交運

預定表」之填報非屬原告接受交易相對人芒硝採購訂單之憑證。……

又檢舉人確因原告自 101 年 8 月起斷絕供給芒硝之情事，導致芒硝銷

售數量均呈現顯著減少趨勢，可知在芒硝尚無其他替代產品且原告拒

絕交易顯以損害檢舉人為目的之情形下，確已致使檢舉人承擔更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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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進貨單價及運輸成本之提高導致檢舉人銷售芒硝每公斤成

本增加 13.74%）與風險承擔（例如該等芒硝經銷業者恐因為避免涉入

檢舉人與原告間之供貨爭議而驟然停止供應予檢舉人），大幅增加排除

檢舉人參與國內芒硝銷售市場競爭之可能性，是原告斷絕供給芒硝予

檢舉人，構成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 

（二）本案爭點整理  

1.原告是否構成公平交易法獨占之事業？ 

2.原告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4 款「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

為」？ 

3.被告所裁處金額是否合當？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原告生產之芒硝乃伴隨主要產品嫘縈棉而產出之副產品，產量難控

制，產品本身有易結塊難予保存長久之特性，故原告與買方進行芒硝

買賣時，通常是買方有需求時才向原告下訂，故原告與客戶不會預先

簽具訂定一定提貨量之銷售合約，而需填具訂定一定格式之訂單，填

妥所需規格、訂購數量、出貨日期、客戶名稱，再以電子郵件或傳真

方式，將訂單交付原告，並先將貨款匯入指定之帳戶，嗣經原告確認

下訂者已匯入足夠貨款，且其訂購之規格產品於各該出貨廠區之庫存

數量亦足夠後，原告始能按訂單內容，根據買方訂購之規格、數量，

於其指定之時間運送至其指定之客戶處或買方自己之倉庫。如有因產

銷安排、一時庫存不足、匯入貨款不夠或交貨量不足一車等因素而無

法出貨之情形，原告會以電話聯繫無法接受該筆訂購出貨，如買方後

續仍需向原告訂購，需視情形補足貨款或另行依其需求重新下單，原

告不論與檢舉人或其他買方進行交易，皆採用相同之方式。101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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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乃係因檢舉人所訂購之同一規格之產品（均為 30 公斤包裝）於同

一月份已購得相當數量，原告基於該芒硝之庫存量，及主要客戶間之

供貨量平衡考量，暫無法於月底供貨，但不排除檢舉人稍後依往例下

訂貨量充足時予以供應，惟檢舉人未依往例下訂，忽然於 101 年 8 月

向被告提出檢舉……。參諸前揭檢舉函內容，檢舉人已陳明其與原告

間之交易，須以現金匯款方式付款，且檢舉人須先行給付貨款後，原

告始提供貨物，此與原告所述其相互間歷來之交易模式相符。……然

原告卻有部分貨物未予出貨云云，然此情縱屬實在，則以原告與檢舉

人雙方間既屬多年交易關係，原告除檢舉人外，尚有其他客戶，而於

101 年 7 月 27 日以前，原告業已出貨予檢舉人達 729 噸數量之芒硝，

而該數量，參諸原告 101 年 1 月份起至同年 7 月份出貨予檢舉人之數

量加以比較，並無顯著減少之情形……即認原告有利用其芒硝市場之

獨占優勢，為斷絕供給芒硝予檢舉人之不法行為，尚嫌速斷。且原告

既與檢舉人為多年交易關係，倘原告一時無法出貨，其認原告確有違

反雙方預訂買賣契約之情事，亦非不得循民事債務不履行之方式，請

原告履約；或再另行向原告要求繼續履約。然檢舉人於原告未能依約

定履約後，並未再向原告請求繼續履約或於 101 年 8 月份要求與原告

繼續供貨，卻於接近 1 個月之時間內，即於 101 年 8 月 24 日（被告於

27 日收文）逕以原告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向被告提出檢舉，則原告

上揭於 101 年 7 月份之部分芒硝未能供貨，既僅有一小部分，且……

未為循彼此間先行匯款之交易模式辦理，則原告陳稱檢舉人並未使用

固定之訂單格式，更毫無說明所欲訂購之產品規格、出貨廠區、交貨

日期及地點，原告無從受理此交易不明確之大量訂單，並發存證信

函……，核非無憑。  

2.本件檢舉人自 101 年 11 月份以後至被告為本件原處分（102 年 8 月

2 日）前，均未有再向原告為任何訂購芒硝之行為，此為兩造所不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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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檢舉人自 101 年 10 月份發存證信函之後，既均未有向原告為訂購芒

硝之要約，則以買賣契約須雙方合意始能成立，原告自屬無從承諾與

檢舉人成立買賣契約。……被告認定原告自 101 年 8 月 1 日起停止銷

售芒硝予檢舉人，至被告就本案作成處分前皆未恢復供應芒硝予檢舉

人……，亦屬無據。  

（二）最高行政法院  

1.徵諸上訴意旨指稱檢舉人於 101 年 10 月 18 日以存證信函向被上訴

人訂購芒硝 800 公噸，並要求被上訴人隔日出貨，並非檢舉人不熟諳

雙方芒硝交易過程（至 101 年 7 月止雙方交易歷時近 27 年），係檢舉

人為確信被上訴人自 101 年 7 月 28 日電話通知暫無法提供芒硝以來是

否仍停止供貨等語，更證實檢舉人上開存證信函，未依循長年交易模

式向被上訴人依約訂購之事實。而此種被上訴人與客戶之間就芒硝交

易所為之約定及慣行，核與公平交易法第 1 條所表彰之「為維護交易

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之立法

目的，並無違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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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系爭原處分就檢舉人指稱被上訴人至 101 年 7 月底前積欠檢舉人相

當價值之貨工原料一節，應屬當事人間私權爭議，宜循司法途徑解決，

尚與公平交易法無涉。至於被上訴人要求檢舉人須先以現金匯款方式

付款後才供貨一節，屬事業營業自由範疇，且經查尚無具體事證足認

前開「先付款後供貨」方式係屬對檢舉人給予差別待遇而有交易條件

濫用之行為，亦非公平交易法所問。  

3.原判決因認檢舉人於 101 年 8、9 月均未向被上訴人訂貨，被上訴人

當然無法供貨，而檢舉人於同年 10 月中旬以後，始以與其之前迥不相

同之交易方式訂貨，並要求翌日起馬上供貨，確與其原本之交易往來

模式不符，且因檢舉人已隔 2 個月未向被上訴人訂貨，被上訴人陳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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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另有產銷安排，應屬合理，從而，認定被上訴人未能答應供貨，

難謂無正當理由乙節。 

4.按被上訴人未再供貨予檢舉人，檢舉人雖可暫自被上訴人交易相對

人間接取得芒硝並繼續銷售予下游需求業者，但因其日後銷售芒硝數

量之減少，致使檢舉人承擔更高之交易成本與風險承擔，而大幅增加

排除檢舉人參與國內芒硝銷售市場競爭之可能性，衡諸經驗法則，應

屬可信；但此項結果乃檢舉人未循長年交易模式要約所造成，其原因

乃檢舉人自己所肇致，何能歸責於被上訴人，上訴人指摘被上訴人拒

絕交易顯以損害檢舉人為目的，顯屬無據，亦不足採。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檢舉人認為本件係為台塑集團各公司對其採取一致拒絕交易行為，公

平會據此對於原告拒絕供應芒硝，依照濫用獨占地位進行裁罰。但法院認

定檢舉人雖承購人承擔更高之交易成本與風險承擔，而大幅增加排除檢舉

人參與國內商品銷售市場競爭之可能性；惟此項結果乃檢舉人未循例依照

長年交易模式要約所造成，則前揭風險係承購人自己所肇致，故原告拒絕

交易之表示，勘認非以損害承購人為目的。  

五、本案評析 

關於獨占事業拒絕交易行為之評價，究竟應以競爭法來規範而由主管

機關介入市場自由交易機制之運作，抑或是回歸根本的民法、契約法規範

來解決問題，向來是探討公法與私法交錯、競爭法與民法界限之重要問題。

而對此問題之根本原則與基礎思維乃是執法機關應優先適用民法、契約法

規範來解決拒絕交易行為之爭議，只有在例外之情形始有競爭法介入之空

間，此無宜是對於市場運作機制之尊重，以避免執法機關不適當地介入，

而破壞原有之市場機能、交易秩序。而至於何謂前述所謂例外的情形，而

競爭法執法機關有可介入之空間，外國法制及實務對此實已有充份之討論

與發展，我國法制及實務或可進一步參考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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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法的傳統是認為獨占事業並沒有一定存有與他人交易之義務

239，其基本思維是競爭法不應限制事業去從事長期以來均被認可之私人商

業行為，任何事業實係均可自由決定交易與否、選擇交易相對人240。而在

此尊重契約自由之基本思維下，法院則是透過後續的判決來列舉例外之情

事，亦即僅有在此例外之情事下，要是可以認為獨占事業拒絕交易之行為

是有違反市場競爭秩序，而須由競爭法介入市場之運作。此少數之例外中，

其一是事業彼此間在過去已有進行合作、交易，若有拒絕交易之情事，則

會對消費者產生不利之影響241；其二則是事業就其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

是居於關鍵設施（essential facilities）之地位，拒絕交易會對於交易相對人

或市場秩序產生影響242。 

歐盟原先就拒絕交易適法性的傳統看法是與美國有所不同，歐盟原先

較為強調獨占事業有向競爭對手或一般客戶供給的義務，美國則是賦予獨

占事業是否進行交易有較大的自主空間243。然而，就歐盟實務後續的發展

可以看出，拒絕交易之違法條件已由原本的只要產生排擠競爭對手效果244

或中斷一般商業行為的供給245，到後來的尚須有拒絕供應的原料要是不可

或缺的情況246，始有可能構成優勢地位之濫用247。是以歐盟法院對於獨占

事業拒絕交易行為的違法範圍已漸次限縮，亦有只有在特殊的情況下，拒

絕交易才可能有適法性的問題248。故可謂歐盟已漸趨同於美國法，歐盟及

                                                 
239 胡祖舜，前揭註 197，263。 
240 Supra note 184. 
241 Supra note 185. 
242 Supra note 186. 
243 胡祖舜，前揭註 197，263。 
244 See Commercial Solvents Corporation v. Commission, Case T. 30/89 （1974）  4 CMLR 

677. 
245 See United Brands Corporation v. Commission, Case T. 27/76 （1978）  ECR 207. 
246 See Magill v. Radio Telefis Eireann, Case no T. 69/89 （1991）  4 CMLR 586; Oscar 

Bronner v. Mediaprint, Case 7/97, ECR I-7791, （1999）  4 CMLR 112. 
247 胡祖舜，前揭註 197，266。 
248 胡祖舜，前揭註 197，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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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就獨占事業拒絕交易之容許性及違法性認定，其差異已日趨縮小而漸

趨一致249。 

本案最終判決之結果，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是採取和公

平會截然不同的立場，認為臺灣化學纖維公司之拒絕交易，要是因為合一

實業公司未循例依照長年交易模式要約所造成，故而風險係因合一實業公

司所致，是以不應再對臺灣化學纖維公司課責。法院如此判決之結果有合

於美國與歐盟之現行實務，認為此爭議要是屬於民事、契約法之爭議，儘

量避免以競爭法來解決此等爭議，故而此判決結果實係值得贊許。  

然而，就本案法院之相關論理其實是沒有交待清楚的，何以本案不屬

於競爭法之爭議，即為何本案非屬競爭法應介入之例外情事。法院在判決

中似乎是逕行以合一實業公司未遵循商業常規造成臺灣化學纖維公司可以

拒絕交易，而以民事法、契約法來解決此爭議。雖然就結果論而言，結果

要是與美國、歐盟法制一致，可避免競爭法執法機關動輒介入市場機制的

運作，但是本案法院未能師法外國司法實務一般，藉此機會說明在何種例

外之情況，始有我國公平法及公平會介入契約自由之間，此不足之處，要

屬可惜。另要說明的是，關於獨占事業拒絕交易之爭議，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已經不是第一次處理之此類案件，過去在中油拒絕續約

案中，法院已經處理過類似之爭議，但是卻未能在 92 年度訴字第 938 號及

95 年度判字第 1518 號判決中揭示相關之判斷標準，造成我國公平法在執

法上未能有明確之依據。而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度處

理此類爭議時，雖然在最後的判斷結果上，要是符合外國法制之發展趨勢，

限縮公平法及公平會介入市場自由運作之情形，但是法院得心證之理由仍

是不可得而知，實係有所不足。  

最後如果真是要為法院之論理及判斷依據找個理由，或許可以從本案

                                                 
249 胡祖舜，前揭註 197，266。 



282 

 

所為爭執之標的，是否要為歐美法制下的「關鍵設施」或「不可或缺原料」

進行探討，此或可完整法院之論證過程。蓋法院於第一次受理中油拒絕續

約案時，系爭標的為液化石油氣，對此中油公司要係居於關鍵設施地位，

所提供的原料要係不可或缺；但在本案中，因為所提供的芒硝要係可能有

替代品存在，此亦非為公平會所否認，據此則是可以認為臺灣化學纖維公

司非是居於關鍵設施地位，所提供的並非不可或缺的原料。總地來說，若

是以此關鍵設施、不可或缺原料作為標準，或許不難理解何以在中油拒絕

續約案中，法院是支持公平會之見解，以公平法來解決拒絕交易行為之爭

議；而到了本案中，法院則不支持公平會，轉而認為本案僅是屬於私法糾

紛，應訴諸民法、契約法規範。雖然法院何以「不語」之原因並不可得知，

但或許法院未來在處理同類案件時，應清楚揭示判斷標準，以完善我國之

競爭法制環境及執法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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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案件 十 台塑燒鹼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 223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54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被告前依檢舉調查結果，以原告（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合

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檢舉人）銷售燒鹼化工原料之上游供應業者，

憑恃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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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予檢舉人，構成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乃依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以 102 年 8 月 2 日公處

字第 102119 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命原告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

停止前項違法行為，並處罰鍰新臺幣下同）200 萬元。原告不服，提起訴

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程序事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之訴有理由，於 103 年 8 月 28 日，判決原處

分與訴願撤銷。被告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認上訴無理由，於 104

年 1 月 29 日，判決上訴之訴駁回，本案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系爭燒鹼產品……於我國已處於完全競爭甚至買方市場狀態，國

內製造液鹼之事業除原告外，尚有台灣志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等

4 家公司，……，市場供過於求，被告僅以國內市場占有率為唯一判

斷因素，卻主張已充分審酌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 條之各項要件，

顯與事實不符；又大陸地區……產能嚴重過剩，是大陸產品憑藉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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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量大、成本低、零關稅及便宜運輸費用之優勢，其價格較原告國內

價格為低，故原告實無占有市場之優勢……；且自價格面觀察，國內

液鹼自 101 年 9 月 30 日起至 102 年 6 月止，價格下跌，每公噸跌幅高

達 17.6%，足證燒鹼市場因全球生產過剩而彼此競爭激烈，原告絕無

影響市場價格之能力。原處分僅以市占率單項因素作為唯一判準，違

背被告 101 年 8 月出版之「認識公平交易法」第 37 頁所揭示事業之某

產品市場縱有高占有率，但自國外輸入並無障礙時則不構成獨占市場

之見解，原處分漏未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5 條第 1 項「獨占」之要件「事

業在特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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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施行細則第 3 條規定之各款「獨占」審酌因素而有重大瑕

疵，應予撤銷。  

（2）公平交易法所欲保護之法益為競爭秩序而非不具競爭效率之競爭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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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成率高達 20%……。

原告與檢舉人間之銷售確認書皆載有每月之交運數量，並約定買賣雙

方，不論任何因素，均依約供足提清，檢舉人未提足數量之情形逐年

惡化，自 99 年之 14%上升至 101 年之 21%，相較於其他廠商未提足

不到 4%，甚至有超提者，足證檢舉人之未提足情形乃原告所有之主要

交易相對人中情形最嚴重者，嚴重造成原告庫存成本及跌價風險，基

於公司治理原則，自須檢討與檢舉人間銷售確認書之內容，以增進經

營效率，在雙方尚未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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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位之濫用。  

（3）檢舉人於 101 年 10 月 17 日以存證信函，向原告訂購片鹼 300

公噸、液鹼 50 公噸及粒鹼 50 公噸，並要求原告於隔日出貨，復以同

月 23 日存證信函要求原告於同月 25 日出貨，完全不顧原告當月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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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產銷計畫，原告回復檢舉人暫無銷售計畫，並未排除就檢舉人日後

所提之個別訂單，此亦非原告惡意斷絕供給之行為；又檢舉人泛稱傳

真陳情書，誣指原告溢收貨款不交貨……被告罔顧檢舉人違約嚴重之

事實，且對原告所提是檢舉人未提出要約、未下訂等相關事證，未敘

明理由置之不理，遽為不利於原告之處分，並有不備理由之違法。 

（4）觀諸檢舉人歷來提貨量不足違約情形日益嚴重，縱檢舉人自 102

年 2 月起有所謂銷量減少之情，可能肇因於其本身長期以來之經營效

率低落，不應無理歸責於原告。況檢舉人於原告暫停供給燒鹼後，非

事實上不能自大陸進口價格更為低廉之燒鹼，檢舉人仍向原告之經銷

商強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購買液鹼等產品，顯見檢舉人仍有利可

圖、並未遭排除於我國燒鹼市場，系爭燒鹼產品既仍可自由轉售市場、

可自由競爭，益證市場競爭秩序並未被破壞，且其他燒鹼業者之年產

量亦有數十萬噸，絕對足敷支應檢舉人每年僅數百噸至千餘噸之需

求，檢舉人已決定自行向他廠商進貨，確非原告之責，絕無斷絕供給

之情，被告率指原告暫停供給燒鹼予檢舉人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10 條第 4 款禁止之濫用市場地位云云，實無理由；被告干涉介入具

體之商業交易條件，認定私人公司決策應以訴追求償違約廠商始為合

理，反認為原告基於契約自由，因檢舉人未依期限提出季合約之要約，

致未將其未提出之需求列入產銷安排而未與檢舉人簽訂下一季契約，

乃斷絕供給云云，實屬無據；另檢舉人每一季之訂購量不過數百噸至

千餘噸，縱僅以國內之產量 188 萬噸觀之，連 1%都不到，對市場秩序

絕無影響，也無濫用市場地位可言……。 

2.被告主張 

（1）原處分係以全國為地理市場，燒鹼係高度腐蝕性之危險性物質，

又具備極強活性、易於潮解等特性，其裝載、保存均有特殊需求，進

口尚非容易。原告所提供資料亦顯示，國內燒鹼年產量約 188 萬乾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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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燒鹼進口量約僅 5.8-8 萬乾噸。至多占約 3-4%數量，又目前兩岸

市場甚有區隔，應分屬不同之地理市場。按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

條之規定，乃詮釋公平交易法第 5 條相關要件之衡量因素，並非必要

條件，此等因素係為因應現實上高度多樣之具體個案，提供執法者檢

視「獨占」之工具，尚非法律構成要件，僅屬例示性的主要考量因素，

於各國執法實務上，「市場占有率」皆為判斷事業獨占地位之首要考量

因素。據原告 100 年度年報之資料顯示，原告於國內液鹼市場之占有

率為 70%，另查被告產業資料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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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原告於國內燒鹼市場確具優越之市場力量；且原告燒鹼售價

始終高居他業者及進口價格之上，原告於此種價格條件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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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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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若國內產品得

迅速調度支應，切合商業需求，進口燒鹼產品對於一般下游廠商而言，

尚不具即時替代性，況原告面對前開大陸地區業者之競爭，仍於國內

燒鹼市場維持二分之一以上之占有率，更見原告於國內燒鹼市場確具

優越之市場力量。衡酌上述因素，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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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屬公平交易法第 5 條第

1 項所定之獨占事業。 

（2）原告自 101 年 10 月 1 日起……至被告……原處分作成前，皆無

銷售燒鹼予檢舉人，查原告自 74 年起……檢舉人與原告歷時 26 年之

交易期間，並無檢舉人停止提出銷售確認書或原告未依銷售確認書內

容供貨，而停止燒鹼交易之情形，即原告與檢舉人就燒鹼之交易，已

有長期且固定之交易模式，本次原告係出於自己之意思，拒絕供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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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人，與檢舉人是否依期提出銷售確認書，並無關係；另由原告提

出之事證資料顯示，100 年度檢舉人訂購片鹼之金額占原告片鹼總銷

售金額之比例為 7.63%，排名第 2 名；100 年度檢舉人訂購粒鹼之金額

占原告粒鹼總銷售金額之比例為 0.66%，排名第 3 名。考量交易期間

及片鹼與粒鹼等化工原料銷售金額等因素，以檢舉人持續從事燒鹼銷

售之業務，又為原告燒鹼產品銷售之主要交易相對人，且原告於燒鹼

市場仍具獨占地位等情形觀之，101 年第 3 季結束前，應可認定檢舉

人仍有向原告提出第 4 季燒鹼供貨之需求。次查，檢舉人曾於 101 年

7 月 30 日傳真陳情書予台塑集團 9 人決策小組成員，……請求恢復供

料及購料。……又查台塑集團中，訴外人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自 101 月 7 月 27 日起停止銷售芒硝予檢舉人；訴外人台塑生醫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自同年 8 月 1 日起停止銷售磺酸、磺酸鈉及 SLES 等 3 項

化工原料予檢舉人；原告自同年 10 月 1 日起停止銷售片鹼、粒鹼、液

鹼、塑膠粒、碳酸鈣及台鈣劑等 6 項化工原料予檢舉人；訴外人南亞

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自同年 10 月 1 日起停止銷售可塑劑予檢舉人。

自檢舉人陳情書以觀，檢舉人係以整體台塑集團成員為對象，方有

「……欲向貴企業購料」之語，則檢舉人即預先請求原告勿斷絕供貨，

但陸續為原告所屬企業集團旗下公司斷貨等客觀情事，銷售確認書是

否依期提出，似已不甚關鍵，原告斷絕燒鹼供給之事實，已堪認定。  

（3）除檢舉人外，表列另 5 家事業亦有未足量提領或超額提領之情

形，顯示檢舉人未依約定數量提領並非特例，……依正當商業考量，

亦應先採取諸如要求檢舉人說明或改正、通知檢舉人依約提領、甚至

請求檢舉人賠償因前開未足量提領所造成之損失等利己措施，而非未

附理由，驟然以斷絕供貨之嚴重損人不利己之手段回應，……，顯難

認有正當商業理由。  

（4）原告憑恃其市場獨占地位，斷絕燒鹼供應予檢舉人，已不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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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燒鹼經銷市場競爭秩序，產生限制競爭效果。雖檢舉人可暫自原

告交易相對人間接取得燒鹼產品並繼續銷售予下游需求業者，惟經檢

視並比較檢舉人燒鹼銷售數量與前一年度同期之變化情形，檢舉人自

102 年 2 月起各月份銷售數量均呈現顯著減少趨勢，102 年 2 月至 102

年 5 月較上年同期平均減幅達 31.73%，其中 102 年 5 月減少達

41.85%；另查檢舉人確因前開間接取得燒鹼情事承擔更高之交易成本

進貨單價及運輸成本之提高，以其他片鹼及粒鹼銷售業者之平均進貨

價格每公斤分別為 18.8075 元及 19.643 元計算，檢舉人銷售片鹼及粒

鹼每公斤成本分別增加 3.19%及 3.05%。原告之行為，確已對檢舉人

產生不當限制競爭效果，對於下游燒鹼經銷市場秩序已生不當之影響。 

（二）本案爭點整理  

1.原告是否構成獨占地位？ 

2.原告行為是否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4 款？ 

3.被告之裁罰是否金額是否合理？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參諸前揭檢舉函內容，檢舉人已陳明其與原告間之交易，須以現金

匯款方式付款，且檢舉人須先行給付貨款後，原告始提供貨物，此與

原告所述其相互間歷來之交易模式相符。……次查，原告主張其與檢

舉人間之交易模式乃循例依季簽約應於每季開始前 1 個月之 14 日前，

提出下一季之銷售確認書之要約……；復參諸原告表示因檢舉人近年

來有未提足量之情形……，自須由被告調查審認之，然被告並未就此

進一步查證，遽於原處分內記載略以，依據統計資料顯示，除檢舉人

之外，另表列各 5 家事業部分也有未足量提領或超額提領之情形，而

認檢舉人未依約定數量提領並非屬特例；又以苟原告認檢舉人未足量

提領情形，確已影響該公司之正常營運，則原告得依正當商業模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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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檢舉人須依每季約定數量提領，甚至要求檢舉人賠償因前開未足量

提領所造成之損失等因應措施，惟原告竟捨棄該等對檢舉雙方皆有利

之行為，驟然採取以斷絕供給系爭化工原料予檢舉人之劇烈手段，為

原告顯無正當之商業理由之判斷，即有認定事實未憑證據之違誤，且

未就原告有利事項加以查證，有違行政程序法第 9 條及第 36 條之情。

參以檢舉人苟確有如原告所指之未足量提領嚴重之情形，原告於商業

考量下，於履行已簽署之契約後，決定第 4 季暫時不再與檢舉人續行

締約，亦難認有何違反公平交易法所維護之立法意旨。再者，本件卷

內並無檢舉人有向原告提出簽署 101 年第 4 季合約之證明資料，則原

告以檢舉人於 101 年第 3 季銷售確認書即將期滿，並未循往例時程於

每一季開始前 1 個月之 14 日前提出下一季之季合約要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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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之濫用，洵屬合理。茲以買賣契約須雙方合意始能成立，苟買受人

即檢舉人未依約定表示訂購之要約……被告卻……遽認檢舉人是否依

期提出銷售確認書……難認有據。至被告提及檢舉人曾於 101 年 7 月

30 日傳真陳情書予台塑集團 9 人決策小組成員，請求恢復供料及購料

等語，然以陳情書並非檢舉人向原告表示買賣之契約要約，且陳情書

之對象，亦非原告，自難為原告有拒絕檢舉人繼續履約之證據，被告

此項抗辯亦不足取。此外，原告與檢舉人間 101 年第 3 季履約期間自

101 年 7 月起至 9 月止，此為兩造所不爭，復有上揭銷售確認書在卷

可按，而原告於該第 3 季亦均有依約交貨，惟檢舉人卻於 101 年 8 月

24 日被告於 27 日收文逕以原告斷絕供給燒鹼為由提出檢舉，可見其

檢舉內容不實在，該真實性確有待商榷，是自不足僅以該片面檢舉事

證，即認原告有斷絕供應燒鹼予檢舉人之情事。至檢舉人雖表示其曾

於 101 年 10 月 17 日以存證信函……，然觀諸該存證信函內容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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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於 101 年 10 月 18 日起提供前揭產品等語，且依該存證信函內容

可知，檢舉人並未循彼此間先前預訂之模式辦理……惟雙方之契約關

係已……消滅……。是原告因此未能答應供貨，亦難謂無正當理由。  

（二）最高行政法院  

1.原判決認定檢舉人若欲向被上訴人訂購燒鹼，自應先行現金匯款，

且循例依季限期簽約，應屬可信，核無不合。而此種被上訴人與客戶

之間就燒鹼交易所為之約定及慣行，核與公平交易法第 1 條所表彰之

「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

繁榮」之立法目的，並無違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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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被上訴人要求檢舉人須先以現金匯款方式付款後才供貨一節，屬事

業營業自由範疇，且經查尚無具體事證足認前開「先付款後供貨」方

式係屬對檢舉人給予差別待遇而有交易條件濫用之行為，亦非公平交

易法所問。 

3.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於原審審理時亦陳稱「檢舉人表示其有提出第 4

季銷售確認書，原告卻主張未收受第 4 季銷售確認書，於雙方各執一

詞之情形下，被告僅能推論檢舉人為原告該等化工原料主要之交易相

對人，其有持續向原告訂購之需求」等語…….不能作為…….訂購燒鹼

要約之證據，…….檢舉人未循往例時程…….提出下一季之季合約要

約…….，為此，原判決認定被上訴人另擇更適當之經銷商經營，或安

排外銷，應屬正常合理之商業考量，而非市場地位之濫用等情，經核

亦無不合。4.再查檢舉人雖曾於 101 年 10 月 17 日以存證信函…….，

復於同月 23 日以存證信函要求被…….並未循往例之交易模式辦

理…….雙方之契約關係已於 101 年 9 月 30 日即第 3 季銷售確認書期

間屆滿時消滅…….，拒絕訂購要約之正當理由，並無不合。原判決進

而認定被上訴人前揭回復檢舉人之存證信函僅係拒絕檢舉人於 1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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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及 23 日未循往例交易模式之訂購要約，並未有排除檢舉人

日後所提之個別訂單或斷絕供給之表示，易言之，被上訴人拒絕檢舉

人存證信函之訂購，僅能資為被上訴人因檢舉人未循往例模式要約之

「停止」供貨之意思表示，尚難遽認被上訴人從此「斷絕供貨」之證

據，…….，經核亦無不合。  

5.若檢舉人於 101 年 10 月 1 日起，依往例交易模式向被上訴人訂購燒

鹼，被上訴人以檢舉人過往曾未依約提領燒鹼之紀錄，拒絕供貨，始

有濫用市場地位可言。 

6.臺塑關係企業之各事業體負責人不同，所生產之產品及所占之特定

市場亦異，與買受人之約定更是不同，各關係企業是否各自構成濫用

市場地位之行為，亦應分別按個案情形論斷，而公平交易法亦無關係

企業之事業體有濫用市場地位之虞，即資為推論其他事業亦有濫用市

場地位之規範。上訴人前開主張，亦不足採。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本件其實數個關係企業一併對於特定企業停止交易，公平會依照公平

法個別對特定企業進行裁罰，但法院認定因為檢舉人未依循雙方約定及交

易習慣進行締約，致使雙方並未有契約存在，而不構成拒絕交易。  

五、本案評析 

本案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再度處理拒絕交易之競爭法

爭議，而本案之情形是與台北纖芒硝案相同，故而本評析內容亦無二致。

蓋就美國及歐盟法制現行之發展趨勢而言，多是傾向於認為事業本有其交

易自由，且相關交易之糾紛本應訴諸民法、契約法規範，競爭法及其執法

機關應儘量避免介入市場機制之運作。對於獨占事業而言，此交易自由之

基本思維仍大致上維持不變，只有在少數幾個由美國及歐盟實務所發展出

來的例外情事，主管機關始能對拒絕交易之獨占事業相繩以競爭法制。而

此例外之特定情事，與本案較為相關的可能是獨占事業是否居於關鍵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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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或是所提供的原料是否真為不可或缺。 

同於台北纖芒硝案中之評析內容，倘就本案法院判決之結果，就結果

論而言，本文實要為贊同。申言之，法院否定了公平會處分之立場，此避

免輕易地、不適當地介入交易自由、市場機制之立場，要是先進國家競爭

法制之發展趨勢要為一致。但是本案與台北纖芒硝案同樣可惜的是，法院

在判決中未能將相關的論理依據及判斷標準講清楚說明白，法院未為說明

何以本案不屬於競爭法之爭議，卻是逕以合一實業公司未依循雙方約定及

交易習慣進行締約，致使與台塑公司間並未有契約存在，而屬民法、契約

法之爭議。法院論證如此速斷，恐怕要使公平會難以信服，甚至法院未能

藉由本案清楚揭示在何種例外、特定情事下，始認有公平法及公平會介入

事業拒絕交易糾紛之餘地，此實有所不足。  

本評析同樣是認為，本案、台北纖芒硝案、中油拒絕續約案若是真能

採用歐美法制實務下的「關鍵設施」或「不可或缺原料」標準，或許相關

之論證依據，即可相當地清晰。蓋本案所爭執之標的為燒鹼，台塑公司雖

然在本案為獨占事業，具有優勢地位，但是因為台塑公司在燒鹼市場之市

占率為 6、7 成，且亦不無可能自海外市場取得，故而較難進一步地推論認

為具優勢地位之台塑公司，要是居於關鍵設施地位，其所提供要是不可或

缺之原料。準此，事業本具有自由交易之權利，執法機關不應動輒限制事

業之交易自由，事業拒絕交易時亦不應輕易相繩以公平法。雖然此一歐美

法制實務下之「關鍵設施」或「不可或缺原料」標準，會使得本案法院判

決之論證更具說明力，也可以明確地作為我國公平法及公平會未來執法之

參考，但是如果再進一步地推敲何以法院不言明此標準，可能是因為我國

法院法官審判向來是依法審判，很少如同非成文法之國家一般，法官有「造

法」之空間。再者，另一可能則是因為現行規範下有明確揭示關鍵設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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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之法規似僅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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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250，此是否為立法

者明示其一排除其他，並不可得而知，而若法院逕行適用關鍵設施理論作

為判決論理之依據，是否有違法律保留原則，實不無疑問251。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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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158，161（2018）。 
251 參莊弘鈺、林艾萱，前註 208，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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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案件 十一 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 3 

智慧財產法院行政 104 年行公訴字第 1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690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被告以公處字第 103060 號處分書認定原告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 2 款，並處以罰鍰 180 萬元，嗣經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院

臺訴字第 1030155062 號決定撤銷該處分後，並諭示被告另為處分。被告

（按：101 年 2 月 6 日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實施，全銜由「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更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104 年 4 月 2 日以公處字第 104027

號作成之處分（即本件原處分），認定原告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

第 2 款規定，處原告 180 萬元罰鍰，原告不服，遂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

起行政訴訟，該院嗣以 104 年度訴字第 765 號裁定移送本院審理。 

（二）程序事實 

智慧財產法院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於 105 年 6 月 17 日，判決原告之

訴駁回。原告不服上訴，最高行政法院認上訴為無理由，於 106 年 12 月

14 日，判決上訴駁回，本案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原處分認定原告於「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屬「獨占事業」云

云，顯有錯誤適用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5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同法施

行細則第 2 條等規定及理由不備、調查未盡之違法：  

原處分「未憑證據」認定製造 CD-RW、DVD 或 MD 之技術與製

造 CD-R 之技術「不」具合理替代可能性，亦未具體舉證引入「消費

者實證經驗」及「市場調查機制」等實證基礎，以致錯誤界定本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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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市場為「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云云，顯然違背法令。又被告未針

對 CD-R 規格光碟片僅是市面上眾多可錄式儲存產品之一，……等事

實為職權調查並透過市場調查具體舉證之，即認定本件所涉市場為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云云，顯有調查未盡之違法。再者，被告並

未依法審查原告在該特定市場是否具有壓倒性之地位，遽以原告與新

力公司、太陽誘電公司三家公司制定「橘皮書」規格及共同授權之行

為，即推論原告屬具有排除競爭能力獨占事業，顯非適法。且依被告

自行頒佈之「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理原則」第三條明文揭示「本會審

理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並不因授權人擁有專利或專門技術即推定其在

特定市場具有市場力量（market power）」，故被告實「不」可僅因原告

擁有符合「橘皮書」CD-R 光碟片之技術，即逕認原告乃獨占事業，當

然應依法審查原告在該特定市場是否具有壓倒性之地位始能決定之。

另原處分僅憑原告與新力公司、太陽誘電公司三制定「橘皮書」規格

及共同授權之行為，全未提出任何市場調查機制等實證基礎證明原告

在該特定市場是否具有壓倒性之地位，即認原告有可排除競爭之能力

而為獨占事業云云，顯有調查未盡之違法。  

（2）被告未考量系爭授權金條款針對無體財產權定價方式對市場之影

響、原告提出關於「飛利浦 CD-R 專利授權金之定價方式不違反公平

法」經濟分析意見、忽視原告針對本案重要爭點之調查證據聲請及原

告提出針對 CD-R 專利向以合理無歧視之條件提供授權予全球各被授

權人及全球法院關於系爭授權金條款合法性決定之事證，即率以原告

在市場顯著情事變更情況下，仍不予被授權人談判之機會並繼續維持

其原授權金之計價方式，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云云，

顯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之意旨及行政程序法第 9 

條、第 36 條、第 43 條之規定。  

2.被告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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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處分關於原告於「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屬「獨占事業」之

認定： 

本案相關市場（ 即修正前之「特定市場」） 界定為「CD-R 光碟

片技術市場」：……是以 CD-R、CD-RW、DVD 光碟片，以及 MD、

DCC 產品，於 88 年至 90 年初市場供需、價格及技術功能上仍有區隔，

彼此並無法相互依存，故可單獨被界定為相關市場。……此外，DVD

光碟片、MD、DCC 因與 CD-光碟片生產技術更無法相容，故應單獨

被界定為相關市場。且就國內光碟製造廠商而言，其所欲取得技術授

權生產製造之產品，即為符合橘皮書規格之 CD-R，其他製造

CD-RW 、DVD 或 MD 之技術與製造 CD-R 之技術即不具有合理之替

代可能性。 

原告於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屬「獨占事業」：依原告及其他 2 家

公司行為時供給、需求、產銷及成本之市場狀況考量，全球 CD-R 規

格已統一，製造必須循原告及其他 2 家公司制定之橘皮書規格，新規

格將與原規格之 CD-R 寫錄設備無法相容，而 CD-R 光碟片作為廠商

與消費者儲存及傳遞資料之媒介，相容性為關鍵因素，其專利為生產

CD-R 商品之關鍵技術，相關事業係欲進入相關市場僅能選擇向原告及

其他 2 家公司支付專利授權金，具絕對及壓倒性優勢地位，並具有可

排除其他事業參與 CD-R 技術市場競爭之能力，係屬行為時公平交易

法第 5 條（現行法第 7 條）之獨占事業。  

（2）原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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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維持授權金之價格

行為，已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  

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所稱之「商品價格」應包括有

體財產及無體財產，本案係製造 CD-R 技術市場專利權授權金之交易，

專利權係屬無體財產權之一種，就專利權以授權方式交易而收取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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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金，自屬「商品價格」。……又原告主張依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之「飛利浦 CD-R 專利授權金之訂價方式不違反公平法」專

家意見，……，惟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之規範目的在於事業有

否憑恃其獨占地位而為不當價格決定或維持之限制市場競爭行為，並

非指摘系爭授權金條款之訂價方法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  

本件專利權人固得與被授權人自由協商決定其授權金價格，惟當

專利權人恃其市場上之獨占地位，無視於市場之供需法則，而逕自單

方決定授權金之價格，迫使被授權人僅得選擇締約與否，毫無協商授

權金之餘地，即構成獨占力之濫用。又專利權人於締約後主張欲貫徹

其契約之履行，而拒絕談判或調整價格，雖非必然構成獨占力之濫用，

惟原告於 CD-R 技術市場具有獨占地位，且所簽訂契約期間為 10 年，

參酌被授權人自 85 年起陸續向原告取得授權後，渠等為提高產能俾以

因應市場快速大幅成長之需求，已投入大量生產設備及製造成本，且

因原告設定 CD-R 標準規格，致被授權人於 CD-R 技術市場上已無其

他合理可取代之交易對象，實難期待被授權人具有依契約自治原則與

原告談判及協商調整授權金之平等地位與合理機會，而原告於事實上

亦挾其優勢地位不給予協商談判之機會，其拒絕調整價格之行為，將

使被授權人陷入長久支付不合理對價之境，致使已締約之被授權人僅

得選擇繼續履約支付原先約定之權利金或完全退出 CD-R 商品市場之

競爭，使被授權人面臨不合理之剝削榨取，足以導致競爭秩序無法維

持，顯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之規定。 

原告主張被告未審酌被授權人廠商於本件調查期間因 CD-R 光碟

片獲利、盈收、毛利率等之相關證據云云，惟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所欲規範者，實非直接介入價格之決定，而造成引發市場機制失靈

之疑慮，其規範對象在事業對於價格決定及維持方式之合理與否，以

及是否有不當利用其獨占地位而為反競爭之行為，是被授權人之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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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豐、毛利率多寡及其是否有支付權利金之能力，即與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構成與否之判斷無涉。  

（二）本案爭點整理  

1.原處分關於原告於「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屬「獨占事業」之認定

是否合法無誤？  

2.原告於原處分調查期間以系爭授權金條款向被授權人收取權利金之

行為是否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之規定？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智慧財產法院  

1.關於原告上開主要所提出主張「1.原告於『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

非屬『獨占事業』之認定以及 2.原告於原處分調查期間以系爭授權金

條款向被授權人收取權利金之行為並無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之規定」之訴訟資料經閱覽歷次處分之相關卷證資料後整理

之內容，應認均不足以推翻前案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1001

號判決之原判斷「1.原告於『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屬『獨占事業』、

2.原告於原處分調查期間以系爭授權金條款向被授權人收取權利金之

行為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之規定」  

2.有關原告援引國內外法院之民事判決，主張本案並無市場情事顯著

變更情形，並提出合理無歧視原則等以為抗辯部分：  

經查，原告援引之荷蘭法院判決等國外案件，其爭訟內容乃專利

侵權之損害賠償及權利金給付等議題，屬民事判決，此與本案所涉行

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獨占地位之濫用、屬競爭法主管

機關對市場經濟活動之規制，迥然不同；況各國之法律制度及訴訟程

序差異甚大，競爭法之管制強度亦不盡相符，實難相提並論；是以，

於民法第 277 條所規範之「情事變更」與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之

規範目的、構成要件、保護法益等均有不同，我國與其他國家法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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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有別之情形下，原告逕將二者比附援引，實不足採。  

又針對合理無歧視部分，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1001 號判

決理由亦稱：「專利聯盟集中授權應基於合理無歧視原則，包括基於合

理與無差別待遇的授權條件。上訴人（即本案原告）之所定對商品價

格或服務報酬，已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時，即非屬合理之授權

條件，而不符合理無歧視原則，自無從以合理無歧視為專利聯盟集中

授權原則，而主張其無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之適用……本件係

關於上訴人拒絕調整授權金有無運用其獨占力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所定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

更，並非就上訴人是否無正當理由而對交易相對人為差別待遇予以審

究，已據原審論明。  

（二）最高行政法院  

綜上所述，上訴人所提前開事實之相關事證資料，業經前案本院判決

審酌及詳予說明採信或不採信之理由，或上訴人所提出新訴訟資料不足以

推翻原判斷，或為前案判決已論斷者，上訴人泛言原處分認定與事實不符

及違法，均不足以推翻原判斷、或原確定判決之判斷並無顯然違背法令之

情事。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本件係將最高行政法院命重為處分之案件，而原告之主張、所提出之

訴訟資料，法院認均不足以推翻前案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1001

號判決之原判斷。判決亦再次重申，民法所規範之「情事變更」與公平交

易法獨占相關規範之規範目的、構成要件、保護法益等均有不同，兩者不

得比附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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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案評析252 

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 3 之爭點僅有在於飛利浦公司有無獨

占事業不當維持價格之違章，有論者認為公平會之違章認定，在論述上未

討論到 CD-R 技術對社會之貢獻及專利權人授權行為對社會所造成之損

失，且僅係一味地關注飛利浦公司及被授權廠商的雙邊關係，未能考慮到

專利制度之主體為社會，其目標為增進社會福祉，故該會在認定及論述上

顯係悖於經濟分析理論及專利法制度目的253。惟此獨占事業不當維持價格

部分，實已在前（第二）階段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1001 號判決中

有充分的爭論及論證。故即令飛利浦公司在此階段有針對相同的 CD-R 光

碟片技術市場界定、獨占事業認定、不當維持授權金議題為爭執，但終不

為法院所採。由此可見，本案雖發展至第三階段始告確定，惟就實際而言，

重要的爭點實已在前（第二）階段中之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1001

號判決，有所定論，故而在本案後續的發展上，當事人及承審法院所得重

新主張及認定的空間，亦相對地受到限縮。 

然而，若從本案通案發展近 20 年之歷程以觀，最高行政法院二度將此

案發回公平會重新調查、處分後，再於第三次重新審理時，於 106 年度判

字第 690 號判決復以程序經濟原則、訴訟法上誠信原則作為判決之基礎，

不免有失誠信。蓋本案在最初（第一）階段時，最高行政法院於 96 年度判

字第 553 號判決中，僅係議處聯合行為之爭議，未能如原審法院判斷獨占

事業濫用市場地位及不當維持價格之爭議，並揭示其判斷結果及論理依

據，對於 1 件已經發展近 10 年之案件而言，最高行政法院於此階段之處理

恐有所不足。換言之，若係能於當時有所判斷及論處，或許本案相關爭議

即可限縮，嗣發回公平會後，該會或可遵循最高行政法院之論斷結果續行

調查，當事人亦僅就續行調查之部分再為爭執，如此或許全案於後續（第

二）階段即可告終結。然而，最高行政法院於本案最初（第一）階段時，

                                                 
252 以下內容是整理自：莊弘鈺，前揭註 187，62-63、72-73。  
253 張哲倫、李素華，「專利法之經濟結構－－經濟分析理論對於臺灣專利制度運作之啟發」，

月旦法學雜誌，第 234 期，260-26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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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但未能以節省司法資源、避免訟累作為出發，卻在本案第三階段時，於

106 年度判字第 690 號判決中，再以程序經濟、訴訟法上誠信原則作為判

決基礎，實讓人覺得矛盾，更也凸顯本案在最初（第一）階段中，法院處

理未為周到之處。  

同樣地在前（第二）階段，本案第二度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已歷時近

15 年，法院或許意識到前（第）一次審理此案時，因未為全面之判斷，導

致案件延宕多時，故而在 101 年度判字第 1001 號判決針對相關市場界定、

獨占事業認定、濫用市場地位、不當維持市場價格之爭議皆進行判定，期

促成法律關係早日確定。但囿於罰鍰整體性、無從有所分割，法院復將本

案發回公平會，渠料於第三階段又延宕了近 5 年之久，導致通案歷時共近

20 年始告終結，未免遺憾。雖然在前（第二）階段最高行政法院在此行政

裁罰的判斷上，或許是基於權力分立之原則、尊重原行政機關專業之考量

254，而將本案發回原處分機關重新調查、處分，但該案到了前（第二）階

段既已歷時近 15 年，相關之事證公平會恐已調查清楚，當事人亦已爭執完

畢，此時再將該案發回，恐不具實益，更也徒生資源浪費、當事人訟累之

嫌，故而此案於 106 年度判字第 690 號判決，再以程序經濟作為判決，實

難信服於人。 

綜上，雖然法院須恪遵權力分立原則並尊重行政機關專業，但是在技

術日新月異、產品推陳出新的時代下，若有法院在處理類似案件時，發現

案件已經如本案處理之情形一般，歷時已近 10 年甚至 15 年之久，值此承

審法院或許即可就相關爭議自行進行判斷或判決。如此非但能達成訴訟經

濟、節省司法資源、避免訟累之效，在當事人權利義務關係即早確定、競

爭法制環境趨於安定之情形下，更是有助於提升產業發展之環境，及社會

大眾對競爭法制之信任。  

 

                                                 
254 參張文郁，「行政法院自為判決及受理訴願機關自為決定相關問題之探討」，月旦裁判時

報，第 76 期，5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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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第 19 條判決評析 

第 19 條案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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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原告遭人檢舉與經銷商所簽訂經銷合約有違公平交易法之規定，經被

告調查結果，以原告於行銷「國農乳品」時，於獎勵辦法中要求下游經銷

商遵守經銷契約有關約定轉售價格之行為，經銷合約中約定「低於附表（一）

之價格銷售時，甲方得終止本合約並沒收保證金充為違約罰金、行使抵押

權、給付貨款請求權，乙方破壞市場紊亂價格，損害甲方權益及商譽，經

查獲發現時乙方願按所提貨量總額以每箱新臺幣 100 元計算作為損害賠償

金給與甲方。」，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第 1 項之規定，。 

（二）程序事實 

原告未依公平會 82 年 7 月 6 日（82）公處字第 045 號處分書之要求取

消轉售價格限制及改正契約書之內容，乃依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後段

規定，以 87 年 9 月 10 日（87）公處字第 201 號處分書，處原告罰鍰新臺

幣（下同）100 萬元，並命其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立即停止前述限制經

銷商轉售價格之行為。原告不服，提起訴願、再訴願，遞遭決定駁回，遂

提起行政訴訟，經本案判決駁回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如事業之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低於廠價之價格降價（削價）

銷售換取現款，任由貨款支票退票，不法圖利，是否應受上述公平交

易法第 18 條第 1 項之保護，應待商榷。蓋事業之交易相對人（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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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就供給之商品低於廠價之價格降價（削價）到處越區銷售求現，則

其他經銷商及供貨之事業（原告）將無法經營，即無法維護交易秩序，

確保公平競爭，尤難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職是，所謂容許其自由

決定價格，應非許其低於廠價（進貨價）之價格降價（削價）銷售。

二、○○公司係自 85 年起始經營國農乳品，與經銷合約書中明定承銷

價，建議批發價及建議市價，並無限制經銷商轉售價格，只要求經銷

商不越區銷售，以維經營權利。惟經銷商進貨係開立 65 天期日支票，

因有少部分經銷商有低於廠價之價格降價銷售換取現款，嗣任由貨款

支票退票情形，故國農乳品 250CC 經銷商獎勵金實施辦法中始有不降

價銷售之約定。  

2.被告主張 

（1）惟查，原告除於 85 年使用之經銷契約書附表一中有明示承銷價、

建議批發價及建議市價外，其經銷契約第 8 條復約定經銷商應繳納 10

萬元之履約保證金予原告，經銷商如有擅自越區銷售商品、私自向他

人調貨、破壞市場行情、擾亂銷售價格 ...等行為時，原告得依經銷契

約第 12 條第 1 款後段規定，沒收前揭 10 萬元之履約保證金，以作為

懲罰性違約金；復查原告於 85 年國農乳品 250CC 經銷商獎勵金實施

辦法中，亦明定「不降價銷售」為獲取獎勵金之實施要件之一；則原

告利用上開獎勵金實施辦法，以達到及加強其限制轉售價格之目的，

其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第 1 項，洵堪認定。 

（2）又原告雖主張其於國農乳品 250CC 經銷商獎勵金實施辦法之約

定，係為限制經銷商以低於廠價之價格降價銷售換取現款，嗣任由貨

款支票退票之情形；惟查經銷商不支付貨款，與原告得否限制經銷商

之轉售價格係屬二事。原告發函內容提及「削價販售」乙詞，當可推

知原告有維持轉售價格之事實。另上開四經銷商保證金嗣後是否確因

削價販售及越區銷售而遭沒收，或係因契約紛爭而互有扣抵情事，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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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響被告對於原告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認定。  

（二）本案爭點整理  

1.系爭電子郵件之寄送是否為原告公司員工之個人行為？如否，原告

有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之規定？原處分有無違反比例原則？有

無裁量瑕疵？ 

2.原告為避免經銷商削價競爭、任由貨款支票退票，而約定不得降價

銷售是否有理由？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最高行政法院  

1.原告所制訂之經銷合約明定有承銷價、建議批發價及建議市價，其

為落實前揭維持轉售價格之限制規定，並於國農乳品 250CC 經銷商獎

金實施辦法明定實施要件包括不越區銷售、不降價銷售、達成目標量、

開立貨款支票如數兌現等條件（見附於原處分卷 4-2 之該辦法）；又其

於 86 年 12 月 3 日函知陳東山、黃成山、梅富山、白凱南等有越區銷

售及削價販賣之事實（見附於原處分卷 4-2 之原告 86 年 12 月 3 日○○

（86）業字第 126 號函），雖經前揭經銷商否認有越區銷售之事實，仍

遭原告分別沒收或索取保證金 10 萬元，並終止契約或屆期不予續約，

是經銷商為避免沒收保證金之處罰，勢必於出售是項產品時，對買受

人再為轉售價格之要求，以圖該商品於流入其他經銷區域時，不致因

其價格較該區域經銷商之訂價為低，引發其他經銷商之檢舉，進而遭

原告以違反區域限制為由沒收保證金。綜上事證，原告顯係以越區銷

售沒收保證金之手段，維持其商品之轉售價格，有違行為時公平交易

法第 18 條第 1 項之規定甚明。 

2.又原告主張其於國農乳品 250CC 銷商獎勵金實施辦法之約定，係為

防制經銷商以低於廠價之價格降價銷售換取現款，任由貨款支票退票

之情形等語；惟經銷商不支付貨款，與原告得否限制經銷商之轉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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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係屬二事，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第 1 項既已明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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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容許事業以其他顯然無關之事項，做為其限制

轉售價格之藉口，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尚不足採。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本案行為時並無新法第 19 條但書之規定，法院認以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第 1 項既已明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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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容許事業以其他顯然無

關之事項，做為其限制轉售價格之藉口。  

五、本案評析 

行為時公平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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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僅就此規定內容，進行文義解釋，當可知悉，

該項規定實為一有關契約效力之效力規定，並非一般所認為之禁止或禁制

規定。蓋公平法其他實體禁止或禁制規定，皆以事業「不得」從事特定行

為之方式，加以禁止，該項規定卻是直接以所謂「有相反之約定者，其約

定無效。作為規範內容。對照於原始公平法立法過程，在最初由經濟部委

託廖義男教授所研擬之公平交易法草案第 19 條規定中，對維持轉售價格有

如次之規範；「企業對於其交易相對人不得加以法律上或經濟上之約束，使

其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時，須遵守特定之價格或須限定其轉售之購

買者售與最終消費者時，同樣受有特定價格之拘束。（第 1 項）違反前項規

定者，其約定無效。（第 2 項）」 依此條文內容觀之，其第 1 項係以「不得」

禁止事業為此類行為，屬禁制規定一事，殆無疑義；第 2 項以「約定無效」

作為其民事法律效果，屬於效力規定一事，其理至明。  

由上可知，原始公平法立法者對於限制轉售價格規範所採取的規範手

法，僅有廖教授最初提案中的效力規定一項，而未將禁止規定納入。此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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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方式，於立法過程中，即已受到挑戰。當時，應邀到立法院針對公平

法草案表示意見之廖義男教授，對於當時草案第 18 條僅就維持轉售價格之

民事效力，加以規範，認為有欠妥當，可能導致事業運用其他方式達到維

持轉售價格之目的，故建議應以「『不得為限制轉售價格之行為』之方式，

明文禁止之」255，以強化其法律規範效力。惟該當良善建議，其後並未為

立法者所採。嗣後，面對部分立法委員認為公平法第 18 條規定將有可能破

壞當時已建立的上、下游產銷秩序，造成工商業困擾，故建議予以刪除之

質詢時，代表出席的政府主事者回答以；「本條條文乃考慮消費者之立場

而擬定。例如，目前獨家代理外國廠商者，若無此條文，則可能片面控制

價格，若欲管制，只有訴求於民法，但民法之規定又不夠周詳」256，故本

條規定仍有制定必要。 

由上可知，不僅立法當時的立法者，無意變更現行公平法第 18 條所為

之效力規定方式，從而無視廖教授有關應將之修正為禁制規定的建議；縱

令是草案提出者的行政部門代表，對於該條規範內容及方式之認知，亦僅

是停留於民法階段，一再強調因當時民法規定不夠周詳，故有必要藉由本

條規定以保護「消費者」。此種有關其民事效力規定之見解，其後亦延續至

公平法施行後，部分條文修正的立法過程中。在 1996 年 11 月立法院經濟、

司法委員會聯席審查「公平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會議中，針對公

平法第 18 條之修正議題，曾有立法委員提案應將其條文內容修正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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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違反契約自由之約定者，其約定無效」257。由此

可知，縱令公平法已經正式施行，但立法者對該法第 18 條規範內涵之瞭

解，仍是以其為效力規定，從而基於尊重契約自由之觀點，不再只要是「有

                                                 
255 立法院秘書處編，法律案專輯‧第 132 輯─公平交易法案，81（1992）。 
256 同前註，192。 
257 參照立法院，立法院公報，第 85 卷第 59 期，405（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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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之約定者」，即屬無效；而係僅於「違反契約自由之約定」時，方可

認定其無效。 

然而，不論立法者如何看待行為時公平法第 18 條第 1 項之效力規定屬

性，自公平法施行以來，公平會即毫無窒礙將該當效力規定轉化為禁制規

定，且並未充分說明為何其得以為此之理由。充其量僅是以行為時公平法

第 41 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或改

正其行為」之規定，認為事業所謂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即是違反本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故而當然可以加以取締、禁止。更重要的是，於此將效

力規定轉化為禁止規定的過程中，公平會完全沒有考慮到限制轉售價格是

否一律惡不可赦，還是其中部分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依舊存在正當理由而可

例外容許之；僅因當時條文規定「應容許其自由決定價格；有相反之約定

者，其約定無效。」，即認為所有限制轉售價格完全沒有任何正面效益，而

應一律加以禁止，屬於當然違法類型。此種從效力規定、轉化為禁止規定、

再轉化為當然違法規定之作法，不得不為其操作相當粗糙，但似乎深得法

院之心。 

從而，於本案判決中，雖然原告事業抗辯；「事業之交易相對人（經銷

商）如就供給之商品低於廠價之價格降價（削價）到處越區銷售求現，則

其他經銷商及供貨之事業（原告）將無法經營，即無法維護交易秩序，確

保公平競爭，尤難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然而，法院對此抗辯完全未

予採納而認為；「惟經銷商不支付貨款，與原告得否限制經銷商之轉售價格

係屬二事，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第 1 項既已明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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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容許事業以其他顯然無關之事項，做為其限制轉售價格之藉

口」。在法院認為行為時公平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不容許事業以其他顯

然無關之事項，做為其限制轉售價格之藉口」，事業幾乎沒有任何抗辯的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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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條案件 二 立明限制清潔液轉售價格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89 年度訴字第 2052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度判字第 825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原告立明光學有限公司經人檢舉於民國（下同）87 年 11 月間以銷售

之金雙氧隱形眼鏡清潔液，售與店家之價格為新臺幣（下同）230 元，限

制店家銷售最低價格 250 元，如不從即斷貨。經 85 年 10 月 9 日（85）公

處字第 159 號處分書意旨，命停止限制零售商之轉售價格行為，卻於 88

年 2 月 3 日公平交易法修正公布後，行為仍持續中， 

（二）程序事實 

公平會任原告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之規定，於 89 年 2 月 1

日以（89）公處字第 010 號處分書命原告應自處分書送達次日起，停止前

項限制轉售價格之行為，並處以罰鍰 100 萬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及再

訴願，遞遭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89 年度訴字

第 2052 號判決駁回，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度判字第

825 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原告與零售商確係代銷契約之性質，與一般買賣契約，所有權移

轉後無退貨、給付佣金問題，截然不同，原處分書竟將「代銷」與「買

賣」混為一談，顯然不當。告與下游廠商所簽訂之代銷契約，查其主

要重點應係於約定每瓶「金雙氧 K 十隱形眼鏡保養液」代銷價格 250

元；代銷商就每期之預訂代銷數量未售罄部分得以原價格退還原告；

代銷商之收入係來自售貨之佣金，而非買賣之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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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告出貨予零售商除代銷契約中約定代銷價格外，其餘經銷商之

進貨價格約為 210 元至 250 元不等之金額，加上經銷商之房租、銷管

費用等之營業成本，合理售價應為 250 元至 280 元間，原告乃採建議

售價為 250-280 元，業者多訂為 250 元，應係考量本身利潤及市場接

受程度而定，俗謂「殺頭生意有人做；賠錢生意無人做」，事實上，全

省零售商並非全部定價 250 元，且建議售價並不表示即為限制售價。  

（3）原告並未因價格問題予以斷貨，原告公司對於有財務問題之商

家，限制其進貨數量或變更交易方式，均係為了規避交易風險，完全

與限制轉售價格無關。原告公司除業者積欠貨款未清予以停止供貨者

外，從未因與業者售價無法達成協議而予以斷貨之情事。原告公司除

業者積欠貨款未清予以停止供貨者外，從未因與業者售價無法達成協

議而予以斷貨之情事。 

2.被告主張 

（1）按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規定「事業對於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

商品轉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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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規範意旨，在於製造商直接對經銷商為商

品轉售價格之拘束，此一限制訂價之自由，將使特定商品「品牌內」

之價格競爭完全趨於消滅，再因品牌內競爭喪失，使得該特定商品價

格下降壓力減少，進而間接導致「品牌間」之競爭減少，故具有高度

之限制競爭效果，且不論行為人之市場地位如何，其實施維持轉售價

格行為本身，即有公平競爭阻礙性，職是各國競爭法對「維持轉售價

格行為」均加以立法禁止，且判斷標準為「當然違法原則」，與「非價

格限制」之違法行為以「合理原則」判斷不同，蓋非價格上之限制事

業活動行為，其實施未必即有阻礙自由競爭之效果，法律所禁止者僅

限於以「不正當」之方式，且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爭之虞者，

即所謂之「合理原則」，合先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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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故本案原告如有以書面或口頭約定下游經銷商不得自由訂定轉售

價格（包括價格上限或價格下限），即該當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之構成

要件，並不以原告是否實際以「斷貨」處罰原告之經銷商來判斷是否

有約定維持轉售價格之行為。  

（3）本案與原告以「代銷」交易之連鎖店，係以該店所屬公司或分公

司名義開具銷售發票予消費者，並未註明「受託代銷」，而非以原告名

義開具發票。且原告亦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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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案原告所稱

之「代銷」，仍有所有權移轉及轉售過程。綜上，原告雖以「代銷」契

約為名簽訂合約，惟實際上該等交易方式，應屬買賣關係。 

（4）原告田經理於 88 年 4 月 14 日台灣省鐘錶眼鏡商業同業公會聯合

會舉辦之「廠商與公會會員代表座談會」中所稱之「再而三的處理無

數的拼價問題」，如售價無法達成協議，則對該業者會減量供貨，或甚

至斷貨。原告對於遵守 250 元出售之業者，予以獎勵，如於年終時計

算全年進貨數量以作為回饋紅利基礎，或提高供貨量。同時，原告為

避免零售商調貨予拼價同業，每瓶「金雙氧」都以流水號碼來管理，

在被告查訪業者中有約 83%瞭解該流水號之作用，原告固辯稱流水號

碼用意是「防止倒帳」、「品質保證」、「委託生產數量依據」，惟亦坦承

係以流水號來防止長期以低價銷售業者向其他同業調貨；原告田經理

於前述「廠商與公會會員代表座談會」亦有相同演說內容。  

（二）本案爭點整理  

原告與銷售者之間是否為交易相對人之關係？（代銷或買賣契約？）

是否構成限制定價？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高等行政法院  

1.按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之構成要件「限制交易相對人不得自由決定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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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價格之約定」，該一約定行為，不限於書面或口頭約定，又此一約定

行為如有懲罰條款，亦不以實現懲罰條款為充份條件，故本案原告如

有以書面或口頭約定下游經銷商不得自由訂定轉售價格（包括價格上

限或價格下限），即該當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之構成要件，並不以原告

是否實際以「斷貨」處罰原告之經銷商來判斷是否有約定維持轉售價

格之行為。 

2.參以原告於訴願書稱其出貨予零售商除代銷契約中約定代銷價格

外，其餘經銷商之進貨價格加上房租等其他成本約為 230 元等語，經

比較上開其下游廠商之進貨價格，足見其與零售商間之交易，多屬經

銷。至原告所稱少數連鎖店以較高之進貨價約 250 元併採退佣方式給

付對價，亦難認屬代銷，因與原告交易之代銷連鎖店係以所屬公司或

分公司開具銷售發票予消費者，並未註明受託代銷，亦非以原告名義

開具發票，且原告亦以連鎖店為買受人開具發票，又未註明委託代銷

字樣，形式上商品所有權已經移轉，原告雖稱未註明代銷轉售係交易

之方便性，惟依發票觀之，其與零售商之間已銀貨兩訖，其交易關係

既不具代銷之名，亦不具代銷之實，故原告縱使有與部分連鎖店採取

較高進貨價格併採退佣金之交易方式，並非代銷，仍應受公平交易法

第 18 條之規範。 

3.參以原告經理田定湖於 88 年 4 月 14 日在台灣省鐘錶眼鏡商業同業

公會聯合會舉辦之廠商與公會會員代表座談會中，亦稱再而三的處理

無數的拼價問題，如售價無法達成協議，則對該業者會減量供貨，甚

至斷貨，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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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88 年 5 月 15 日出版之東

南鐘錶眼鏡月刊附原處分卷（三）可稽，足證原告確有以斷貨、獎勵

或流水號控管調貨之方法實施限制轉售價格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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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高行政法院  

1.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及第 41 條…其規範意旨，在於製造商直

接對經銷商為商品轉售價格之拘束，此一限制訂價之自由，將使特定

商品「品牌內」之價格競爭完全趨於消滅，再因品牌內競爭喪失，使

得該特定商品價格下降壓力減少，進而間接導致「品牌間」之競爭減

少，故具有高度之限制競爭效果，致使少數事業獲得利益，不利於自

由市場之公平競爭、經濟繁榮及消費者之利益，均有公平競爭阻礙性，

自應視為當然違法。 

2.次按事業在市場上從事交易時，基於交易成本等因素，除由事業之

內部組織成立或進行交易外，亦有以「代銷」、「代理」等法律關係，

藉由事業以外之人或組織為之。而所謂「代銷」，因非屬民法上之典型

契約，實務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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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按金祥光學有限公司、金瑞光學有限公司、金潔有限公司雖係上訴

人之關係企業，惟係屬法律上不同人格，各公司財務獨立之主體，縱

上訴人係以前揭公司名義與寶島光學簽定代銷契約，亦僅該當公司與

寶島光學間之契約關係，與上訴人無關；另從稅務觀點而言，上訴人

與金祥光學有限公司等縱屬關係企業，惟彼此間之進貨、銷貨情形，

仍為營業稅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4、5 款之「營業人委託他人代銷貨物

者」、「營業人銷售代銷貨物者」，視為銷售貨物，必須開立統一發票，

益證明金祥光學有限公司等與寶島光學之簽訂代銷契約與上訴人無

關。而上訴人所指該份代銷契約之「但書」，雖由上訴人與寶島光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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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會同簽名，但與該份代銷契約分離，且彼此立約名義人不盡相同，

尚難認係同一份契約。故上訴人於原處分時所提空白代銷契約例稿及

於本院審理時所檢具之「代銷契約」，均難作為其與經銷商實際交易內

容之憑證。且本案與上訴人所謂以「代銷」交易之連鎖店，係以該店

所屬公司或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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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受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之規範。 

4.另依被上訴人查訪業者中，有 9 家被訪查業者稱「被要求或建議售

價 250 元」者；4 家稱「上訴人告知如未依 250 元出售，將被斷貨」；

另有二家即小林眼鏡公司三重市○○○路店及高雄市○○路光之寶眼鏡公

司，據稱曾因低於 250 元售價而遭斷貨。縱觀受訪 12 家事業陳述內容

之相同性，依一般社會通念，實難認係因巧合或係因上訴人與陳述之

經銷商有特殊關係而為之不實陳述，上訴人之質疑，實不可採。  

5.參以上訴人經理田定湖於 88 年 4 月 14 日在台灣省鐘錶眼鏡商業同

業公會聯合會舉辦之廠商與公會會員代表座談會中，亦稱再而三的處

理無數的拼價問題，如售價無法達成協議，則對該業者會減量供貨，

甚至斷貨，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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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88 年 5 月 15 日出版之

東南鐘錶眼鏡月刊附原處分卷（三）可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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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本案詳細論及是否為代銷合約、原告是否有斷貨之行為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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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案評析 

本案行為時公平法第 18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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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本條規定違反之前提，必須要是當事

人間存在「交易」，從而他方當事人可以認定為公平法第 3 條所稱之「交易

相對人。若此，則倘若當事人間雖有形式上的商品移轉行為，但其經濟實

質並未有一般所認定之買賣關係或僅是屬於經濟同一體（Economic Entity）

間之關係企業等的商品移轉行為時，皆難認定該等商品移轉行為為公平會

所欲規範之「交易」行為，受讓商品之當事人亦因此而不會構成本條規定

所稱之「交易相對人」。本案原告事業所提出之「代銷」抗辯，即是意欲藉

此否定其與他方當事人間並無商品買賣關係，而僅是由對方就系爭商品加

以「代銷」而已；惟本案不論是高等行政法院、抑或是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胥認同公平會關於系爭行為屬於買賣關係，而非代銷關係之認定，而判原

告事業敗訴。在與代銷關係的關連上，本案最高法院判決以原告事業與其

關係企業於法形式係分屬獨立人格，故不得任意將關係企業所違法律行為

之效果，歸屬於原告事業，以下一併就此問題加以分析。  

（一）代銷關係 

一般而言，欲滿足公平法上事業之定義而成為該法所期待的有效競爭

主體，其基本原則乃是各該事業具有獨立決定權限，從而得於市場上成為

有效的獨立競爭個體；若此，則於系爭個案中，縱令雙方當事人於形式、

外觀上看似有交易關係，但就其實質而言，若其中一方當事人因欠缺獨立

決定權限時，則實已難認定該當事業符合公平法對事業概念之要求，其自

然亦無法成為同法第 3 條所稱「交易相對人」該難能視其為本條所謂之交

易相對人。申言之，縱令形式上雙方當事人間發生商品移轉行為，但實質

上若因一方欠缺交易相對人適格，從而欠缺交易實質時，二者間之商品移

轉行為即無法視為交易行為，該當行為之效果、責任和相關經濟利益，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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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中一方得為獨立交易決定、屬市場上真正獨立且有效競爭事業一體承

受。屬於此種交易型態者，主要有「代銷」及「關係企業」內部交易二種

類型。以下，針對「代銷」問題，加以說明。  

所謂「代銷」，其法律性質通常為民法之代辦商或行紀，一般商業交易

對此代辦商或行紀之法律性質，多未詳加區分，統稱為「代銷」。代辦商乃

是受他事業委託，以他事業之名義，辦理受託事業，效力直接歸屬於他事

業，亦有稱之為代理商者；行紀則是以自己之名義，為他事業之計算，而

進行交易者。毫無疑問，無論是代辦商、代理商、抑或是行紀商，就其向

他事業所提供之代辦、代理、行紀等服務而言，該當於本法所稱事業一事，

當毋庸置疑，從而其於一般商業交易中，可該當於交易相對人一事，亦屬

當然。於此，特別將代辦、代理及行紀等代銷行為提出，並將之與經銷對

峙者，乃是當代銷事業受他事業所託，銷售商品或服務時，針對該當商品

或服務的交易，有無將代銷事業視為交易相對人的必要，進而將構造上為

委託事業→代銷事業→購買人之交易關係，直接視為委託事業與購買人間

之交易關係。 

若欲否定交易關係鏈中代銷事業的存在，而將其交易關係直接視為委

託事業與購買人二者間之交易關係，通常會先認定委託事業與代銷事業間

的商品移轉行為並未伴隨著所有權的移轉。蓋一般而言，事業多會委由代

銷商為其銷售商品，委託事業與代銷商間於此亦多有商品移轉行為，惟此

時之移轉僅屬形式的移轉，其間並無嚴格的對價關係，因而欠缺等價交換

的實質，且因商品之所有權實際上亦未移轉予代銷商，代銷商亦不就該當

商品負擔瑕疵擔保、毀損等風險；更者，由於交易價格、條件等亦多係由

委託事業一方單獨決定，其與代銷商間實缺乏正常交易應有的獨立性。職

是之故，縱令名義上與消費者直接進行交易者，乃為此等代銷商，但該交

易實質上係在事業的控制與計算下進行，於公平法上應視為事業與消費者

間的交易。易言之，就該當商品之交易流通過程來看，委託事業與代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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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因欠缺本條「交易」應有之對價關係及獨立性二項要件，而不能認定代

銷商為該事業之交易相對人。  

由上可知，認定代銷關係成立與否，有二項判斷要素，一為所有權移

轉之有無，一為銷售風險負擔之歸屬。二者要素並非全然是獨立於他方的

個別存在要素。一般而言，除非契約有特別約定，否則一旦商品所有權移

轉給他人，其後危險負擔等自然由該他人承受；惟形式上似乎有所有權移

轉，但是否有確實移轉而無法肯定時，可藉由其危險負擔歸屬，反向判斷

是否確實存在所有權移轉。從而，代銷關係存在有無，除當事人間須有所

有權之移轉外，且此之移轉必須是實質的移轉，相關商品的銷售等風險由

移轉後之所有人承擔，而非該當風險仍由移轉前之所有權人負擔。若風險

仍由前手之所有權人承擔，則縱使有形式上的所有權之移轉，當事人間仍

屬代銷關係，而非經銷關係。  

本案中，最高行政法院就代銷關係，應如何認定，提出如下見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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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強調應以實質方式，而非僅憑契約形式，認定是否存在代

銷關係，應予肯定，符合公平法強調實質之精神。遺憾的是，判決之後於

認定本案相關事實時之下列敘述，似乎又回到強調形式的作法，而未能貫

徹其強調實質認定的作法，判決如此說明：「本案與上訴人所謂以『代銷』

交易之連鎖店，係以該店所屬公司或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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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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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式，應屬買賣關係」。     

（二）關係企業 

如同上述，公平法之所以肯認代銷關係並否定其間存在公平法所欲規

範之交易，乃是著眼於競爭之實質面。蓋於真正的代銷關係中，代銷商存

在之有無並不會帶來實質的競爭秩序之變動或影響。同樣的概念，亦存在

於關係企業間之法律行為或交易。蓋倘若關係企業整體隸屬於同一經營指

揮關係下，則就競爭法規範角度而言，由於被指揮監督之關係企業、特別

是從屬事業等，因事事必須聽命於同一指揮監督的控制事業，因此喪失其

作為有效競爭單位的一員，於競爭法上已無將之視為事業的必要，縱使該

從屬事業於法律形式上，仍係依據公司法組織、設立、登記之具有獨立法

人格的公司；惟於公平法上，在具體的個案中，若發現其就特定競爭或交

易行為，並無自主性、無法自由決定其競爭或交易條件時，當可否定該形

式上的事業，而追究其背後實質決定、控制競爭、交易條件之事業，並對

之給予相對的處罰，方能有效制止違法行為。否則，縱使一家從屬事業被

處罰了，控制事業依舊可以再利用另外一家事業從事同樣的違法行為，繼

續其不法。 

當本案最高行政法院判決針對代銷關係，正確地闡明應以實質方式認

定時，對於關係企業間之法律行為，卻又堅持形式認定，法院判決如此說

明：「金祥光學有限公司、金瑞光學有限公司、金潔有限公司雖係上訴人之

關係企業，惟係屬法律上不同人格，各公司財務獨立之主體，縱上訴人係

以前揭公司名義與寶島光學簽定代銷契約，亦僅該當公司與寶島光學間之

契約關係，與上訴人無關；另從稅務觀點而言，上訴人與金祥光學有限公

司等縱屬關係企業，惟彼此間之進貨、銷貨情形，仍為營業稅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4、5 款之『營業人委託他人代銷貨物者』、『營業人銷售代銷貨物者』，

視為銷售貨物，必須開立統一發票，益證明金祥光學有限公司等與寶島光

學之簽訂代銷契約與上訴人無關。」上開判決理由中，法院一方面雖然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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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金祥光公司為原告事業之關係企業，但卻以「法律上不同人格，各公

司財務獨立之主體」，認為期於公平法上應分屬不同獨立事業。判決似乎認

為只要法律形式上有獨立人格，就會有所謂財務獨立，而忽略公司法第 369

條第 2 項於定義實質控制從屬關係時，將「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等實

質控制皆放在其中，否定因為有形式法人格的分別存在，各該法人其人事、

財務、業務經營就一定會獨立。判決相當然而之認定方式，令人無法苟同。 

此外，判決以所謂「從稅務觀點而言」之論證，亦令人難以贊同。稅

法規範以及稅務實務運作，有其稅務法律規範的目的、功能、甚至有時必

須考慮到稽徵實務的可操作性等問題，凡此種種，皆非公平法所應考慮之

對象，不論於稅法上如此處理，就公平法規範而言，其規範目的既在於確

保競爭秩序，就必須以此為出發點，探討究竟從確保自由公平競爭角度而

言，將原告事業之關係企業所為行為視為原告事業本身行為，是否較為契

合公平法規範目的；倘若答案是肯定的，當然就有必要否定關係企業法律

行為的形式，而直接深究其背後的實質，認定關係企業所為行為時際上係

受原告事業所控制、指揮監督。過份著眼於法人格形式存在的問題，反而

可能讓不肖之徒有機可乘，只要多設立幾家公司就可以輕易規避公平法的

各種規定，或是藉此而可避免被認定其有重複違法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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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條案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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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原告台灣雀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下游事業轉售「雀巢金能恩 HA 嬰兒

奶粉」（下稱系爭產品）商品價格，本件嬰兒奶粉商品之經銷方式，係由經

銷商向原告購買商品、取得商品所有權後，轉售予下游藥局或其他通路商

以獲取差價利潤；下游藥局或通路商復將商品再轉售予消費者或下游藥

局，據「雀巢產品銷售合約書」樣本第 2 點約定，藥局須依建議售價 575

元販售系爭產品，不得逕自降價銷售，否則原告依第 7 點約定有權停止出

貨及終止合約，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規定。 

（二）程序事實 

公平會以民國（下同）96 年 6 月 1 日公處字第 096102 號處分書（下

稱原處分）命原告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並

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250 萬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遭駁回，

遂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7年度訴字第 576號判決駁回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如欲認定當事人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之行為，並依同法第

41 條加以處罰，應以當事人有採取積極措施，促使相對人遵守所約定

之轉售價格為前提，倘僅約定建議價格，而未輔以任何積極措施促使

交易相對人建議價格遵守該價格，應不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 

（2）原告之專業經銷商合約書第 8 條約定，「甲乙雙方同意乙方經銷

甲方貨品之名稱、單位、規格、建議批發價格、建議零售價格、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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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評估標準另以書面訂立之，甲方嗣後所增加之經銷貨品亦適用本合

約之約定。」該約定之意旨，僅限於原告將就各項商品提供「建議批

發價格」與「建議零售價格」供經銷商參考，並無任何要求經銷商必

須要以該建議批發價格或建議零售價格出售相關貨品之意思，且該合

約書中並無其他任何配合措施以限制經銷商須遵行該「建議批發價格」

與「建議零售價格」，依被告 81 年 8 月 3 日（81）公參字第 02148 號

函之意旨，該約定根本不足以作為認定原告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規定之依據。  

（3）本件檢舉人所提供之「雀巢產品銷售合約書」，僅係樣本，未經

任何一方簽署，此為原處分所認定之事實（被告將該文件稱之為「樣

本」），被告調查後並未發現有任何藥局或銷售通路有被要求簽署該合

約書，該文件顯非一種「約定」，不足以認定原告與交易相對人間有限

制轉售價格之約定。該「雀巢產品銷售合約書」樣本，並非原告製作，

純粹係某業務人員之個人行為，亦無其他業務人員有為類似行為。  

（4）被告於本件中未提出具體證據以證明有任何一家下游事業曾遭原

告限制轉售價格，被告訪談經銷商與多家藥局之陳述紀錄確有行政程

序方面之嚴重瑕疵，並違背一般證據法則。被告係於調查 1 年餘後，

於 96 年 4 月間前往市場上購買系爭產品並取得發票，據以主張系爭產

品於市場上之銷售價格均屬一致，此項調查行為實有違常理。被告於

97 年 9 月 2 日庭訊時自承，其於市場上購買系爭產品時，均會主動表

明被告之身分，並請販售系爭產品之藥局於發票或收據上註明買受人

為被告，以利調查人員核銷該費用。此種調查方法顯然無法查知系爭

產品之市場上實際銷售價格。  

（5）市面上有許多商品之零售價格於全國各縣市均完全相同，但其供

應廠商實際上並未採取限制轉售價格之行為，顯見造成市場價格一致

之原因非常多，並非僅有採取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一途。故縱認特定產



321 

 

品之市場上銷售價格一致，亦不能即具以認定銷售該產品之廠商有限

制轉售價格之行為。  

（6）原告之市場占有率僅為第 4 名，原告對於嬰兒奶粉產品市場實無

控制力量。 

2.被告主張 

（1）據檢舉人提供「雀巢產品銷售合約書」樣本乙份，並表示該份合

約書樣本係原告提示予藥局要求簽署，且原告亦自承 94 年 8、9 月間，

屏東地區業務員就負責推廣之案關雀巢金能恩 HA 嬰兒奶粉產品提供

1 份「雀巢產品銷售合約書」要求某藥局簽署，經該藥局負責人向媒

體申訴後，原告已立即制止該業務員之不當行為，顯見檢舉人所言係

為真實。前開提示合約書並要求藥局簽署之行為，確與推廣銷售原告

商品之業務密切相關，原告既僱用業務員為其推廣銷售商品，則業務

員於執行職務範疇內所為之行為，自等同原告所為，原告須就業務員

執行業務之行為為監督控管，如有違法，當應自負其責。  

（2）依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之條文及規範意旨，原告僅須對任一下游

事業為限制轉售價格之行為，即屬剝奪下游事業自由決定價格之能

力，削弱不同銷售通路間之價格競爭，而為前開條文所禁止，無須對

全國所有經銷商及下游藥局均為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始為違法。  

（二）本案爭點整理  

原告是否有限制雀巢金能恩 HA 嬰兒奶粉轉售價格之情事？原告之

1、「專業經銷商合約書」。2、系爭「雀巢產品銷售合約書」樣本。3、被告

訪談經銷商與多家藥局之陳述紀錄。4、雀巢金能恩 HA 嬰兒奶粉於全國各

縣市市場上統一售價之客觀情形，以上證據之證明力？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高等行政法院  

1.本件被告以原告 94 年專業經銷商合約書第 8 點約定，原告將提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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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批發價格及建議零售價格，及檢舉人提供之「雀巢產品銷售合約書」

樣本約定藥局須依建議售價 575 元販售雀巢金能恩 HA 嬰兒奶粉（900

公克裝），不得逕自降價銷售，否則原告有權停止出貨及終止合約。另

依檢舉人所提供雀巢產品銷售合約書樣本，及表示該合約書樣本係原

告提示予藥局要求簽署，原告雖主張係業務員個人之不當行為云云，

惟限制轉售格對業務員個人拓展業績並無助益，業務員應係「轉達原

告之要求」，並無為拓展業績而要求藥局限制轉售價格之可能，原告主

張尚不足採。 

2.據被告對藥局業者進行調查所得結果，包括檢舉人在內之多家藥局

表示原告於 94年起要求下游藥局須遵照建議售價以 575元銷售雀巢金

能恩 HA 嬰兒奶粉（900 公克裝），倘下游藥局以低於建議價格販售，

原告即予以斷貨，輔以被告至市面訪價購買，亦發現原告之雀巢金能

恩 HA 嬰兒奶粉於不同縣市、不同藥局銷售價格均呈一致，有統一發

票可憑，亦足佐証受訪者所言不虛。原告主張受訪談者所言不實，且

因被告購買時表明公務員身分致購買之之價格失真云云，實不足採。  

3.至原告提出市場調查報告乙份，欲證明案關雀巢金能恩 HA 嬰兒奶

粉商品之價格於 94 至 95 年間係呈現變動狀況，故無限制轉售價格情

事存在云云，惟查前開報告之抽樣調查對象雖達 900 戶，然其中曾購

買案關商品之人數卻極低，如 94 年 11 月間僅 2 人、12 月間僅 6 人、

人數最多之 95 年 12 月間亦僅 22 人，該等調查對象所提供之價格資料

是否足以代表當時之市場狀況，顯有疑義，較諸被告訪談者均屬實際

銷售系爭產品之藥局，被告訪談結果顯然更具有代表性。何況被告至

市面訪價購買，亦發現原告之雀巢金能恩 HA 嬰兒奶粉於不同縣市、

不同藥局銷售價格均呈一致，更足以証明前揭市場調查報告結果不足

採信。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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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場上之價格作為原告有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證據之一。  

五、本案評析 

本案爭點當在於原告事業所為係僅單純的「建議價格」，抑或是尚有伴

隨其他獎勵、懲罰、監督等措施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在行為時公平法第

18 條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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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規定方式下，倘若僅止於建議性質而不摻雜其他任何跨出建議性質的作

為，則其建議本身依舊可認定是容許他方當事人得自由決定其價格，並無

違反該項規定之情事。反之，雖然形式上說是建議，但實質上卻以各種方

式加諸他方當事人任何正面誘因、負面誘因，進而誘使或迫使其自願或不

得不配合限制轉售價格計畫實施者，則已超出建議性質而進入違反的限制

轉售價格範疇。  

於此認知下，本案原告事業雖提出如下主張：「原告之專業經銷商合約

書第 8 條約定，『甲乙雙方同意乙方經銷甲方貨品之名稱、單位、規格、建

議批發價格、建議零售價格、及獎勵評估標準另以書面訂立之，甲方嗣後

所增加之經銷貨品亦適用本合約之約定。』該約定之意旨，僅限於原告將

就各項商品提供『建議批發價格』與『建議零售價格』供經銷商參考，並

無任何要求經銷商必須要以該建議批發價格或建議零售價格出售相關貨品

之意思，且該合約書中並無其他任何配合措施以限制經銷商須遵行該『建

議批發價格』與『建議零售價格』」。以此強調其所為者僅是建議價格，「且

該合約書中並無其他任何配合措施」要求或強迫經銷商必須遵守其建議價

格。然而，對於原告如此主張，法院採納公平會之事實認定，而認為：「『雀

巢產品銷售合約書』樣本約定藥局須依建議售價 575 元販售雀巢金能恩 HA

嬰兒奶粉（900 公克裝），不得逕自降價銷售，否則原告有權停止出貨及終

止合約‧‧‧包括檢舉人在內之多家藥局表示原告於 94 年起要求下游藥局

須遵照建議售價以 575 元銷售雀巢金能恩 HA 嬰兒奶粉（900 公克裝），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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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藥局以低於建議價格販售，原告即予以斷貨」。於此認知下，原告所為

似乎並非單僅止於建議價格的建議性質，而已經越此「建議」雷池，進入

限制或脅迫性質了。  

本案中較為值得令人稍加咀嚼者，厥為法院所提「輔以被告至市面訪

價購買，亦發現原告之雀巢金能恩 HA 嬰兒奶粉於不同縣市、不同藥局銷

售價格均呈一致」之事實，是否可以以結果價格相同一式，反推出限制轉

售價格行為的存在。一般而言，當特定相關市場中呈現價格一致之情事時，

最直接的反應當是，事業中存在價格聯合行為，從而方始發生此種價格一

致之現象。在與限制轉售價格的關連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2007 年著名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258 一案判決中，即

曾有如下敘述：「競爭製造事業或競爭零售事業間減少產量或減少競爭以提

高售價之水平聯合行為，屬於或應為當然違法行為。只要設定最低維持轉

售價格之特定垂直交易協議乃是為促進上開任何一種型態的聯合行為而簽

訂，則該協議本身亦需於合理原被認定為違法行為。此種類型之協議，其

本身可以作為證明水平聯合行為存在之有用證據。」259由此可知，當市場

上發生價格一致之情事時，其實是並非當然是限制轉售價格之結果，反倒

是限制轉售價格協議的存在，或許可以用來作為證明該市場之競爭事業間

實施聯合行為的證據。 

就本案而言，原處分機關並不認為此種市場價格一致的事實，乃是下

游藥局間價格聯合行為存在的證據，而認為乃是原告事業實施限制聯合行

為之結果。當然，本案判決並非僅以本項事實認定限制轉售價格的存在，

其僅是以所謂「輔以」之輔助證據的方式，強化系爭限制轉售價格存在的

證明，真正關鍵的證據依舊在於「包括檢舉人在內之多家藥局表示原告於

                                                 
258 551 U.S. 877 （2007） . 
259 Id. at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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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年起要求下游藥局須遵照建議售價以 575 元銷售雀巢金能恩 HA 嬰兒奶

粉（900 公克裝），倘下游藥局以低於建議價格販售，原告即予以斷貨」一

事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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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條案件 四 高屏聯誼會限制藥品價格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1735 號等（合併辯論、合併判

決）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2181 號判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更一字第 2 號判決等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原告保您能貿易有限公司等為詠健會成員藥局之上游「電台廣告藥品」

供應廠商，渠等組成「廣告藥品廠商會」（下稱廠商會），並於民國（下同）

93 年 9 月間至 98 年間，合意要求詠健會會員遵循「不拼價、不流貨、不

轉介貨、沒有廣告」（下稱三不一沒有）政策，否則集體停止供貨制裁。  

（二）程序事實 

公平會認原告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本文聯合行為之禁制規

定，乃以 98 年 1 月 19 日公處字第 098022 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命原告

等自處分書送達日起，應立即停止前述行為，原告等不服，提起訴願，遭

駁回後，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1735 號等判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復經最高行政法院以 100 年度判

字第 2181 號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再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更一字第 2 號判決等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裁處原告罰鍰部分

均撤銷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原處分所指「不拼價、不流貨、不轉介貨」之要求，對上游供應

藥品之廠商並無任何利益存在，蓋上游供應廠商即原告給於下游藥商

或經銷商之進價成本均相同，至於下游藥商或經銷商自行銷售之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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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對於上游供應廠商即原告並無任何影響，則上游供應廠商何需做

關於「不拼價」如此無聊且對上游廠商毫無實益之建議。若下游藥品

廠商存有自由價格銷售競爭之行為，甚或流貨者，該藥品之熱銷程度

將因流貨而有攀高之情形，則上游廠商供應之藥品將因此獲利，足見

上游廠商根本不可能會有原處分所指「不流貨」之要求。又下游藥商

轉介貨之行為，並不影響對於上游供應商，自無須對其有任何禁止要

求。所以本件若詠健會確有要求其會員「不拼價、不流貨、不轉介貨」

之行為者，事實上是詠健會自行圖利詠健會之成員，而非上游廠商，

更與上游廠商毫無關聯，可證實該要求根本就是詠健會內部之運作與

裁罰，與上游廠商無涉。  

（2）藥局為「通路」，其「聯合」反而市場力量大於原告；且詠健會

控制廠商之生存空間，利用除名之壓力指示廠商需依詠健會之內部決

議行之，限制廠商於高屏地區販售藥品區域，可證下游藥局之市場力

量顯大於原告。又廠商係受買賣契約拘束，依詠健會指示所為之行為，

係屬履行債之義務，乃係依法所為。且依配合條款更可證廠商係受詠

健會之壓迫，又原告亦皆未簽訂該配合條款，該配合條款亦不足作為

不利原告之證據。又原告等僅是於藥局「寄賣」，賣不掉須收回；而原

告於出貨後，3、4 個月後收支票（須賣掉時），要開 2、3 個月之期票，

顯示原告等並無市場力量；原告絕大多數並無自己之工廠，僅以「品

牌」委託他人代工，自己並無「市場力量」，此從營業額之小可知，原

處分顯有違誤。原處分未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第 5 款規定意

旨，將原告之「市場力量」納入罰鍰之考量，且由「不論此項論述是

否為真」可知被告從未調查，僅憑其主觀想像，對原告課以重罰，顯

有濫用裁量之瑕疵，有違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與行政程序法。  

2.被告主張 

（1）本案應適用公平交易法中聯合行為之禁止規定，而非垂直價格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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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規定。查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前段、第 19 條第 6 款之立法目的，

乃在於防止事業對於其下游事業施加不當要求，包括轉售價格的限

制，或是其他種類的限制（例如搭售、獨家交易、或是行銷地區的限

制等），以避免產生下游事業間競爭效能被限制的效果，即所謂的「垂

直限制」，然而，是否構成上述兩條文，仍需檢視其各自之法定構成要

件。且上開條文有關禁止事業對於其下游事業施加不當垂直限制之規

定，係針對單一事業對其自身下游事業為之的禁止規定，本案被告調

查事實中包含原告在內的 16 家電台藥商，雖有對其下游藥局要求遵守

「三不一沒有」的銷售藥品規定，限制下游藥局銷售藥品的自由，然

其實係包含原告在內的 16 家藥商係所共同決議對下游事業為之，並非

單一藥商各自獨立地對其下游各藥局施加轉售藥品的限制，此等事實

已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7 條及第 14 條所定之聯合行為構成要件。公平交

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亦是禁止單一事業對於不同事業差別待遇，若

是多家事業共同決議對於另一事業差別待遇，此時即應聯合行為規定

涵攝檢視，而非使用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故本案中包括原告之

16 家藥商之共同決議行為，應僅構成公平交易法中聯合行為之規定。 

（2）電台廣告藥品的定價權在經銷商，指定藥局無法決定：由於電台

廣告藥品行銷方式的特殊性，消費者僅透過收聽電台節目得知「藥品

名稱」、「藥品功效」、「販售地點」等資訊，且因聽眾在收聽節目時早

已知悉藥品價格，故電台廣告藥品的定價係由製作節目的經銷商決

定，指定藥局已無價格決定權，與一般商品的銷售方式顯然不同，指

定藥局如被停止供應電台藥品，縱然其係經營規模大的藥局，營業會

受有重大影響。  

（二）本案爭點整理  

以聯合行為進行垂直價格限制行為者，於公平交易法上之適用關係？

（本案是否構成聯合行為？此部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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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高等行政法院  

1.事業透過人為之串連、勾結並達到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聯合行為、

為相當典型而古老的一種競爭手段，由於具有排除或減少市場競爭機

制的作用，為現代各國之反托拉斯法普遍加以管制或禁止之行為。惟

各國立法例對於聯合行為之認定，因各國國情及需要而存在若干差異

性，在在競爭策略上有立法明文區分「水平聯合」與「垂直聯合」者，

前者是指由同一產銷階段之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所達成之聯合行為，

後者是由不同產銷階段之競爭者所合意形成之限制競爭行為，在競爭

法上給與不同之評價與管制方式﹔當然，也有立法例就聯合行為規範

並未加以區分係水平合意或垂直合意，而都涵蓋在聯合行為之上位概

念下。我國公平法立法之初，即區分水平聯合及垂直聯合，前者規定

於公平交易法第 7 條：「（第 1 項）本法所稱聯合行為，謂事業以契約、

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

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

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第 2 項）前項所稱聯合行為，以事業

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

市場功能者為限。（第 3 項）第一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

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

及第 14 條：「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後者主要規定於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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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第 19 條第 6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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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部得為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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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就體例而言，公平交易法

第 18 條係著眼於「價格」限制，而第 19 條第 6 款所規範之行為，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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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非價格」限制。依修正前第 7 條之立法理由謂：「一、明定聯合行

為之定義。二，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

他事業為共同行為時，足以影響生產、商品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

場關係，實務上最常見者，如統一價格、限制產量，交易對象或劃分

營業範圍等，各國立法上稱之為『卡特爾』（CARTEL），亦即一般所

謂之「聯合壟斷」。其對於競爭所加之限制，將妨礙市場及價格之功能，

暨消費者之利益。  

2.按所謂聯合，在學理上可分『水平聯合』及『垂直聯合』兩種，目

前各國趨勢，對於垂直聯合係採放寬之立法，本法初創，亦不宜過於

嚴苛，除第 18 條（又稱轉售價格契約之禁止）係就垂直聯合為規範外，

本條則僅就『水平聯合』加以規定。」此後，公平交易法雖多次修正，

但此立法基調並未有所變更，學理上也未見就此提出重大質疑者，準

此，行為人違反上開規定相對應之行政罰，雖均規定於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但經依該條為處罰並命限期改正，而未遵期改正者，相應之刑

罰規定輕重即有所不同，違反同法第 14 條水平聯合者，應依同法第

35 條第 1 項為處罰，違反第 19 條第 6 款垂直聯合規定者，則依同法

第 36 條為處罰，違反第 18 條轉售價格契約之禁止規定者，則無相應

之刑罰。上開法規對於水平聯合、垂直聯合之規範，範疇及要件雖有

不同，但於實務運用上易生混淆，有其究明必要，尤其，多數上游業

者同時對下游業者為交易價格、行為之限制，究應認多數上游業者為

共同實施垂直聯合，抑或認上游業者此共同行為即屬水平聯合，應就

具體個案情節是否該當各該條款之要件為決定：如垂直價格之聯合（即

轉售價格契約），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逕認其行為不法，不要求其市場

不法，是多數上游業者共同對下游業者為轉售價格之約定，如其行為

尚不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而不具市場不

法性，則僅能認係多數上游業者共同違反垂直價格聯合禁止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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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水平聯合，當然，多數上游業者同時違反垂直聯合禁止規定，也

可能只是「有意識平行行為」，不涉及意思聯絡，僅能個別認係為垂直

聯合之禁止規定；至於同法第 19 條第 6 款非價格垂直聯合之規範目的

在防免垂直交易限制所可能造成之通路阻絕等競爭不利益，經濟分析

上著眼於「社會福利損失」與「消費者福利損失」觀察，規範保護對

象，解釋上趨於消費者利益，是以非難核心以「下游業者與消費者間

此產銷階段之市場」受影響程度作為評估依據，而水平聯合所評估之

市場不法，則著重於上游業者與下游業者間此一產銷階段之市場機能

是否受有限制競爭之影響。當然，理論上存在一行為同時該當水平聯

合、垂直聯合而想像競合之情狀，此際，其行政處罰當應依行政罰法

第 24 條規範擇重以定之，由於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8 條及第

19 條第 6 款之行為，相對應之行政罰均規定於同法第 41 條，處罰種

類相同且額度相同，主管機關就此一同時違反上開規範之行為，如何

「擇重」處罰，有義務於處分中予以說明，蓋此不僅攸關裁罰評價之

事實認定，也攸關行為人如未遵期改正時，相對應刑罰規範之適用。  

3.經核，原處分第主文欄第一項略謂：「被處分人等藉由廣告藥品廠商

會組織方式運作，合意約束下游業者之事業活動行為，足以影響高屏

地區廣告藥品市場之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本文聯

合行為之禁制規定。」與理由欄第三項綜上論結所稱完全一致，以此

觀之，原處分所處罰之行為客體為「原告等合意約束下游業者之事業

活動」，所影響者為「高屏地區廣告藥品市場之供需功能」，著重於不

同產銷階段之垂直聯合，影響下游業者與末端消費者間此產銷階段市

場之市場秩序，對於原告等事業如何合意在同一產銷階段為水平聯

合，並影響此一產銷階段之市場秩序，疏於著墨，逕引用公平交易法

第 14 條第 1 項水平聯合禁止規定為規範依據，容非精準。誠然，依原

處分意旨，似認原告等「藉由廣告藥品廠商會組織方式運作」涉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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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聯合，但綜觀全文，始終未論及原告等如何透過此一行為就水平產

銷市場（即原告等從事電台廣告藥品銷售供應商銷售該等藥品與下游

藥局此一市場）之商品價格、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

交易地區等，為「原告間」之「相互約束」，又如何因此排除或減少此

一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經被告於訴訟中追補理由（包括聯合行為之

時間、地點及態樣等），論及「上游藥商間若欲聯合維持價格、消除彼

此間之競爭，常必須使下游通路商（藥局）彼此間互不為價格之競爭

（即轉售價格之維持）方能達成」此一上下產銷階段各自水平聯合，

彼此間又垂直聯合之行為模式，並參酌原處分理由欄第二項（三）聯

合行為之合意內容所載：「……倘下游藥局業者涉有拼價、流貨或轉介

貨等情事，則以『集體』停止供貨或罰款方式予以制裁……」等語，

可認對原處分處罰之限制競爭行為態樣已有所釐清，為有助於本院客

觀之法律發見，爰將本案原處分所處罰之限制競爭手段釐清為：「原告

等為高屏地區銷售電台廣告藥品藥局之供應廠商，組成廠商會，於 93

年至 98 年間，互相約束就未遵守『不拼價、不流貨、不轉介貨、沒有

廣告』政策之詠健會會員（由高屏地區銷售廣告藥品藥局組成）為集

體斷貨之杯葛。」亦即，被告所指原告聯合行為內容包括共同對下游

零售商為垂直聯合，及共同限制交易對象為遵守垂直聯合約定者此二

種合意；此一行為描述，衡於訴訟標的維持及當事人權益維護，尚屬

無瑕疵，本院採之，合先敘明。  

4. …無從認定原告等行為是否該當公平交易法第 7 條關於聯合行為之

定義，其訴訟上不利益應由被告承擔，因認以原告限制競爭手段存在

為前提之原處分欠缺事實上依據，而為違法。至於原告等行為是否涉

有垂直聯合，則因構成要件事實與本案所審判之水平聯合有所不同，

應由被告另為認定，併此指明。  

（二）最高行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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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認定上訴人無法證明被上訴人等聯合組織之存在、欠缺聯合行為

之合意、僅具垂直聯合關係，容有未洽。（其餘略）  

（三）高等行政法院（更一審） 

被告未能證明原告等所為聯合行為之效果，足以影響市場功能，與公

平交易法第 7 條第 2 項所定之要件已有未合。被告依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

之情狀，皆未據被告說明，容有裁量怠惰之違誤，原處分關於罰鍰部分，

就原告所請範圍，其訴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餘略）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公平會僅以第 14 條聯合行為處罰而並未依據行為時法第 18 條論以垂

直價格限制行為，因此所生之是否具備聯合行為之相關爭議。本案於一審

時提及兩行為之適用關係。  

五、本案評析 

本案因為原告事業對下游藥局要求「不拼價、不流貨、不轉介貨」之

三不一沒有政策，而限制下游藥局對於相關藥品的售價，雖然公平會主張

系爭行為屬於行為時公平法第 14 條所禁止的聯合行為，但原高等行政法院

判決認為此種行為乃是一種垂直的聯合行為，該當於行為時公平法第 18

條所規定的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從而指出公平會處分法律適用錯誤而違

法。事實癥結當在於法院判決所提：「多數上游業者同時對下游業者為交易

價格、行為之限制，究應認多數上游業者為共同實施垂直聯合，抑或認上

游業者此共同行為即屬水平聯合，應就具體個案情節是否該當各該條款之

要件為決定：如垂直價格之聯合（即轉售價格契約），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

逕認其行為不法，不要求其市場不法，是多數上游業者共同對下游業者為

轉售價格之約定，如其行為尚不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

場功能者而不具市場不法性，則僅能認係多數上游業者共同違反垂直價格

聯合禁止之規定，而非水平聯合，當然，多數上游業者同時違反垂直聯合

禁止規定，也可能只是『有意識平行行為』，不涉及意思聯絡，僅能個別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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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為垂直聯合之禁止規定」。  

僅僅一小段的敘述，卻蘊藏著不少錯誤。首先，判決所指「究應認多

數上游業者為共同實施垂直聯合，抑或認上游業者此共同行為即屬水平聯

合」。所謂聯合行為乃是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彼此間，以合意就價格、

數量等要素共同決定，因而相互約束彼此事業活動。因此，只要競爭事業

間有此共同行為，即構成聯合行為，並不以其結果所影響之市場，係僅止

於該等競爭者所處之相關市場、抑或其下游市場，只要各該市場其供需功

能因此受到不當影響，即有聯合行為規範的適用。本案判決或受到「所謂

聯合，在學理上可分『水平聯合』及『垂直聯合』兩種，目前各國趨勢，

對於垂直聯合係採放寬之立法，本法初創，亦不宜過於嚴苛，除第 18 條（又

稱轉售價格契約之禁止）係就垂直聯合為規範外，本條則僅就『水平聯合』

加以規定。」之影響，而認為所謂水平聯合其影響所及市場一定僅止於聯

合行為參與者本身所處之市場，而一旦超出此一水平市場，進而對其上下

游市場產生影響時，因市場階段不同，故非所謂水平聯合規範之對象，而

必須利用所謂「垂直聯合」之限制轉售價格規定，加以規範。此種學理，

不知從何而來？  

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並無所謂「共同實施垂直聯合」之概念，

蓋既然稱之為「垂直聯合」，就是上下游廠商間針對特定交易之協議行為，

為何還會出現上游事業「共同」實施之概念，判決似乎對其認知錯誤完全

沒有自覺，從而接下來又說：「如垂直價格之聯合（即轉售價格契約），公

平交易法第 18 條逕認其行為不法，不要求其市場不法」。一般而言，水平

聯合行為、特別是價格聯合、數量聯合、市場分割聯合等被稱為惡質聯合

行為，其對於市場競爭所帶來之不利影響，絕對高於判決所稱之各種「垂

直聯合」行為。然而，相當弔詭的是，判決要求認為水平聯合屬於市場不

法之類型，進而要求公平會必須證明「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

需之市場功能」之對市場效果要件。但是，針對對於競爭秩序危害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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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聯合」中之限制轉售價格卻又認為其屬於「行為不法」類型，故可

「逕認其行為不法」。於此，已可發現公平會作繭自縛。蓋當公平會將行為

時公平法第 18 條明文之效力規定，逕行轉化為禁制規定時，完全沒有考慮

到如此過度轉換與其他屬於限制競爭規範間之平衡，因為效力規定之無

效，就直接變成完全不得為，進而轉化成行為不法。從未見哪一個國家競

爭法制會有如此荒謬的法律適用見解及作法，但卻出現於本案判決中。  

最後，判決又畫蛇添足說：「當然，多數上游業者同時違反垂直聯合禁

止規定，也可能只是『有意識平行行為』，不涉及意思聯絡，僅能個別認係

為垂直聯合之禁止規定」。所謂有意識的平行行為乃是有關「合意」是否存

在的問題，其所欲探討之對象乃是系爭行為應否認定為水平聯合行為？其

間是否存在合意？根本與所謂垂直聯合、更正確地說垂直交易限制完全沒

有關係，是僅止於有關上游競爭事業間的意思聯絡有無問題，而非渠等與

下游業者間的垂直交易限制協議問題。判決於此，一錯再錯。  

本案問題癥結就在於原告等上游事業彼此間，是否存在相互約束彼此

事業活動之合意。若有，則成立聯合行為；若無，則不成立聯合行為。而

非繞著令人不解的「水平聯合」、「垂直聯合」等概念，一直轉。既然判決

知道我國公平法並不存在「垂直聯合」規定，又何必一直拿著「垂直聯合」

概念，探討本案行為之違法性呢？本件限制轉售價格行為若果真存在，則

其僅是原告等事業為鞏固其彼此間聯合行為的眾多手段之一，實無必要將

手段予以目的化，錯認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方式原告事業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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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條案件 五 祥美限制豆米奶轉售價格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215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原告祥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下同）101 年 1 月 19 日以電子郵

件（下稱系爭電子郵件）通知下游通路業者，內容略以：「2L 豆米奶 DM

促銷價格 55（56）元以上，如通路促銷價格低於 55 元以下者，將會立即

暫緩正常供貨及爾後促銷活動配合，以上保證！敬請貴公司能協助辦理促

銷安排活動。」經被告調查結果，認定原告有限制下游事業轉售 2L 義美

豆米奶（下稱系爭商品）價格，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規定之情事。  

（二）程序事實 

公平會以 101 年 6 月 22 日公處字第 101076 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

命原告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上開違法行為，並處原告罰鍰

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原告不服，經提起訴願遭駁回，遂提起本件行

政訴訟，經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31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215 號判決敗訴，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裁定 102 年度裁字

第 1597 號裁定駁回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原告與通路業者所定之全國性合約中，明定原告有按所定日期準

時交貨之義務，否則通路業者得拒絕受領或要求高額之違約賠償，是

有關供貨約定，絕非原告或所屬員工單方所得變更，原告實無從以供

貨量之變更，達成限制轉售價格之目的。  

（2）本件並未發生限制轉售價格之結果，亦無形成限制市場競爭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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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實無須核處較法定最低罰鍰金額高出 20 倍之罰鍰處分。況原告亦

無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第 1 項逾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

更正措施之情形，惟原處分所處罰鍰金額，竟較具有重大惡性之經命

改善不為改善情形，所得處之最低罰鍰金額高出 10 倍，其判準不明且

輕重不分。被告僅表示係以原告 100 年營業額為 17 億元，及銷售系爭

商品之營業額為 2.69 億元，並考量原告犯後態度等，作成本件原處分，

惟對於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之其他各款事由，完全未能提

供任何作成處分時已經審酌之證明，顯見其根本未予審認。又被告依

原告營業額即論斷原告經營狀況佳，惟經營狀況與營業額並非當然得

以畫上等號。  

2.被告主張 

（1）原告為維持系爭商品促銷價格，以系爭電子郵件或口頭方式通知

量販超市業者之採購人員，調整系爭商品促銷價格，並以調高給通路

業者之促銷進貨價格來限制賣場之實際促銷價，若賣場未依指定促銷

價銷售，可能遭受斷貨之對待，致數家下游通路業者為穩定貨源，乃

自 101 年 3 月以後調整系爭商品促銷價格在 55 元以上，此有系爭電子

郵件、相關陳述紀錄及系爭商品價格資料為證。。  

（2）另主要通路業者近 1000 家分店對於系爭商品之促銷價格大多為

55 元以上，系爭商品售價低於 55 元之分店，占量販超市○路之店數實

為少數，系爭電子郵件確已影響多數下游通路業者之促銷價格，且參

以相關通路業者之陳述紀錄，亦足證系爭電子郵件確已對原告交易相

對人形成心理上壓迫。 

（3）又系爭商品為市場上同類商品三大品牌之一，並為國人重要民生

食品，以量販通路業者滿足消費者一次購足之經營模式，所販售商品

即須齊全，故由系爭商品之具體供給與需求交易關係觀之，系爭商品

於交易實務上，乃量販店必備商品，且原告顯具有暫緩供貨或斷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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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原告自具有相對優勢地位。 

（二）本案爭點整理  

系爭電子郵件之寄送是否為原告公司員工之個人行為？如否，原告有

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之規定？原處分有無違反比例原則？有無裁量

瑕疵？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高等行政法院  

1.基於國人飲食習慣，豆米奶為民眾習用之民生食品，量販超市業者

為滿足消費者購買需求，已將之列為必備商品，原告以系爭電子郵件、

口頭之方式，通知量販超市○○路業者調整系爭商品之促銷價格不低於

55 元，否則將立即暫緩正常供貨及配合爾後之促銷活動，致使通路業

者為穩定貨源，而調高系爭商品促銷價格在 55 元以上，原告上開限制

下游事業轉售系爭商品價格之行為，已剝奪下游通路業者決定價格之

自由，致其無法依據所面臨之競爭狀況、營運策略等因素訂定產品價

格，其結果將削弱同一品牌內不同通路間之價格競爭，要可認定。從

而，被告以原告限制下游事業轉售系爭商品價格，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規定。 

2.至原告主張依其與通路商所定合約中，明定原告有準時交貨義務，

倘違約須負賠償責任等語，然原告與量販通路商間約定供貨遲延之懲

罰性違約金約款，係為避免其所售商品缺貨，其與供應商是否有暫緩

供貨或斷貨之能力，係屬二事。因事業是否具有相對優勢地位，應以

市場供給與需求雙方於特定交易關係中，是否生相對經濟依賴關係而

斷，故通路商與供應商何者優勢，仍應視具體個案認定。系爭商品於

交易實務上，乃量販店必備商品，已如前述，且由前揭系爭電子郵件

之內容觀之，原告顯具有暫緩供貨或斷貨之能力。  

3.原告市場地位不小；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本案影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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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通路業者近千家分店）、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自

101 年 3 月起，同年至 6 月原處分作成止）；併考量原告係首度違法，

以及原告於調查過程，坦承確曾以寄發電子郵件或以口頭方式通知下

游通路業者調整促銷價格，配合調查態度尚佳等對原告有利因素，並

審酌一切情狀後而於法令規定之上下限金額內，決定一適當之金額裁

罰之，核諸上開說明，尚難認原處分有何違法之處。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原告雖發布電子郵件，但其是否有單方面變更供貨量之權限。法院認

為然原告與量販通路商間約定供貨遲延之懲罰性違約金約款，係為避免其

所售商品缺貨，其與供應商是否有暫緩供貨或斷貨之能力，係屬二事。而

本案中原告具有相對優勢地位。  

五、本案評析 

依照公平會將原本屬於效力規定之行為時公平法第 18 條規定，未經任

何調整而直接轉化為禁制規定之作法，只要原告事業所謂任何價格告知行

為，只要一旦跨越純屬建議性質之「建議價格」，而有任何正面誘因、負面

誘因以鼓勵、誘使或迫使交易相對人依照其價格告知而訂定其售價者，即

屬於違法的限制轉售價格之列。本案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定：「原告以

系爭電子郵件、口頭之方式，通知量販超市○○路業者調整系爭商品之促銷

價格不低於 55 元，否則將立即暫緩正常供貨及配合爾後之促銷活動」。因

為「否則將立即暫緩正常供貨及配合爾後之促銷活動」之行動，已超出建

議價格性質，而使得其行為成為違法的限制轉售價格，當無疑義。  

比較令人無法理解的是，為何公平會於本案中主張原告事業具有相對

優勢地位？公平會就此如是主張：「系爭商品為市場上同類商品三大品牌之

一，並為國人重要民生食品，以量販通路業者滿足消費者一次購足之經營

模式，所販售商品即須齊全，故由系爭商品之具體供給與需求交易關係觀

之，系爭商品於交易實務上，乃量販店必備商品，且原告顯具有暫緩供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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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斷貨之能力，原告自具有相對優勢地位」。對於公平會此一主張，本案判

決亦回應以：「因事業是否具有相對優勢地位，應以市場供給與需求雙方於

特定交易關係中，是否生相對經濟依賴關係而斷，故通路商與供應商何者

優勢，仍應視具體個案認定。系爭商品於交易實務上，乃量販店必備商品，

已如前述，且由前揭系爭電子郵件之內容觀之，原告顯具有暫緩供貨或斷

貨之能力，是以，原告以『立即暫緩正常供貨及爾後促銷安排活動』之手

段，達到其限制系爭轉售價格之目的，要無疑義。原告主張原處分對該全

國性合約未予注意、調查，而稱原處分有得撤銷之原因，係出於對事業相

對優勢地位概念之錯誤理解，自無可採。」依照公平會及法院判決之邏輯，

似乎是因為原告事業擁有相對優勢地位，因而處於可以對其交易相對人暫

緩供貨或斷貨之能力，故其相關價格告知行為，就不僅止於建議價格性質，

而達於不法的限制轉售價格。  

如果依照上述公平會及法院之思考邏輯，則凡是對於其交易相對人不

具有相對優勢地位之事業，皆不可能成為限制轉售價格之實施主體。此種

論理邏輯，顯然有誤。蓋不僅行為時公平法第 18 條限制轉售價格規定，從

未將其行為主體限定於擁有相對優勢地為之事業，且縱使事業對其交易相

對人未能擁有相對優勢地位，而無法以類似本案之暫緩供貨或斷貨等方

式，脅迫交易相對人就範，但依舊可以藉由回扣、補貼等獎勵方式，誘使

交易相對人協助限制轉售價格計畫的推動，而無須對其必定要擁有相對優

勢地位。既然與法律適用涵攝的事實要件無關，就沒有必要畫蛇添足，引

發不必要的聯想，令一般事業誤以為只要自己不是相對優勢地位事業，就

不會有違反限制轉售價格規定的問題，而可放心為之。  

與相對優勢地位問題同樣，倘若依照行為時公平法第 18 條之規範內容

而言，原告事業市場地位大小，亦與其是否違反限制轉售價格規定無關。

惟判決中論及市場地位者，並非是有關行為時公平法第 18 條構成要件的探

討，而係認定系爭行為違反該條規定後，對其罰鍰評估之裁量問題。在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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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限制轉售價格被認為當然違法，無任何轉圜空間的情況下，同樣屬於違

法的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對於市場競爭秩序之影響，當然會因為行為人市

場地位、市場占有率之不同，而發生不同程度之影響。公平會依據行為人

之市場地位衡量罰鍰多寡，允屬於其裁量權的合法行使，毋擁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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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條案件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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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原告美商蘋果亞洲股份有限公司要求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

華電信公司）、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哥大公司）、遠傳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公司）等國內電信業者（下合稱電信業者），就美商

蘋果公司（Apple Inc.）生產之 iPhone 系列手機產品（下稱 iPhone 手機）

所定售價，須經原告批准後，始得販售，認定原告限制電信業者之綁約手

機價格，違反民國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前公平交易法（下稱裁處時公平交

易法）第 18 條規定。  

（二）程序事實 

公平會乃依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以 103 年 1 月 3 日公處字第

103002 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命原告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

停止上述違法行為，並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2000 萬元。原告不服，

提起訴願復經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經本案判決駁回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裁處時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為效力規定，並非禁制規定，且該條

僅規範「商品」之轉售價格，不及於「服務」，並以銷售者進貨後再予

轉售以賺取其間差價為適用前提。本件電信業者係以低於成本、甚至

為 0 元之手機價格為行銷手段，爭取消費者使用其電信服務，其等之

利潤來源為綁約期間之電信服務資費，非綁約手機之價格，是電信業

者僅提供電信服務，非轉售向伊採購之手機予消費者以賺取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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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伊與電信業者所訂經銷合約第 3.6條前段明定，不論是 iPhone Plan

（係指使用 iPhone 商標之行銷及廣告促進服務方案）或電信業者推出

之資費方案，iPhone 手機綁約價格均完全由電信業者自行決定。該合

約第 2.2 條第（a）款雖允許伊就電信業者提出之 iPhone Plan 配套內容

有審閱及事前同意權，惟其範圍僅限於電信服務之具體內容，包括數

據資料傳輸量、使用 WiFi 熱點、簡訊量及免費通話時間，其目的在保

護消費者免因被電信業者收取過高電信服務費用而歸咎於伊，藉以保

障伊之品牌價值不被濫用於促銷不符水準之產品或服務，也確保伊或

iPhone 之商標及形象能適當地呈現，與 iPhone 手機價格全然無關。又

該合約第 3.6 條後段之最惠客戶條款，旨在確保電信業者不會歧視

iPhone 手機用戶，第 4.4 條之最低採購數量條款，目的在確保電信業

者會致力於 iPhone 手機銷售，而非利用 iPhone 手機知名度吸引消費者

來店，故以上條款亦不涉及手機綁約價格限制；至於電信業者經評估

後決定提撥一定數額作為銷售 iPhone 手機之預算，進而決定 iPhone

手機之補貼金額及綁約價格，其金額高低全係電信業者希望能爭取最

多消費者成為其電信用戶之決策結果，被告指稱伊透過經銷合約影響

並限制電信業者決定補貼金額之自由，毫無根據可言。  

（3），被告稱該條款對電信業者在心理上形成壓迫，乃其主觀臆測之

詞，衡諸國內電信業者市場力量之龐大，實難想像其等能被伊所「壓

迫」；是上開經銷合約並無任一條款限制電信業者對於 iPhone 手機綁

約價格之決策權。參諸各電信業者接受被告調查時，均陳稱經銷合約

未訂有建議轉售金額，伊亦無限制手機綁約價格之行為，甚至電信業

者之實際 iPhone 綁約手機價格，與被告據以認定伊限制其等轉售綁約

手機價格之電子郵件中所建議金額，尚有出入。  

（4）又 104 年 2 月修正通過之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允許事業有正當

理由時，得就其所供給商品為轉售價格之限制，伊並無限制電信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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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 手機轉售價格，且審閱 iPhone Plan 係基於保障消費者權益，具

有正當理由，依行政罰法第 5 條揭示之從新從輕原則，被告援引作為

處罰依據之裁處時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既為有利於伊之變更，自應適

用新法方屬合理。  

2. 被告主張 

（1）iPhone 手機在臺灣之主要銷售型態，為消費者經由電信業者選購

iPhone 手機並搭配電信服務，故 iPhone 手機為電信業者銷售方案之一

部分，本質仍為商品。原告將手機所有權移轉予電信業者後，對電信

業者在搭配通信服務資費組合之手機商品轉售價格有所限制與拘束。  

（2）電信業者推出之行銷廣告，多數係綁約手機價格搭配資費方案之

類型，而原告透過與電信業者所訂經銷合約第 2.2 條，得對電信業者

所提行銷廣告進行審核及同意，藉此達到實質限制轉售 iPhone 手機價

格之目的。另依被告查得原告與電信業者間之電子郵件內容顯示，原

告於 iPhone 新機上市前，曾對電信業者提出適用於 iPhone 手機之價格

方案（rate plan），要求電信業者修正、調整並核准，復有審核綁約手

機價格、手機補貼金額及新舊款綁約手機價格之價差等行為。又上開

經銷合約第 3.6 條後段，明定電信業者對 iPhone 手機之補貼金額，不

得亞於其他類似方案同等級之他品牌手機，實已限制電信業者轉售手

機之價格，原告復藉由該合約第 4.4 條約定最低採購量之實施，介入

電信業者手機補貼金額之編列，影響電信業者行銷預算之配置，有限

制品牌間競爭之虞。再者，經銷合約第 18.2 條約定原告對於重大違約

者得終止合約，自有一定效力，觀諸原告第一代 iPhone 於 96 年上市

後，臺灣電信業者於 97、99 年始陸續與原告簽訂經銷合約，該等業者

為竭力爭取成為原告之經銷商，必恪守合約規範，於新機上市前遞送

資費方案、補貼金額及綁約手機價格等予原告先行審核，於原告同意

後再行銷售，其等價格設定之自由已受到人為干涉，達到維持轉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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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之實效，不因未有違約致遭原告終止經銷合約之實例而有區別。  

（3）行政罰法第 5 條之從新從輕原則，必須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

為，依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應處行政罰，惟於行為後至最初裁處

時，其所違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處罰之相關規定有所變更，始足當之。

被告係於 102 年 4 月 12 日立案調查，查知原告有前述違反裁處時公平

交易法第 18 條規定之行為，於 103 年 1 月 3 日作成原處分，故原告之

違法行為及被告對該違法行為裁處之時點，均在公平交易法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之前，是修正後該法第 19 條但書有關事業限制轉售價格具

有正當理由，即不受該條本文限制之規定，於本件並無適用。  

（二）本案爭點整理  

被告認定原告限制電信業者之綁約手機價格，違反裁處時公平交易法

第 18 條規定，依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以原處分命原告停止違法

行為，並處罰鍰 2000 萬元，有無違法？原告是否得適用新法第 19 條主張

具有正當理由？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高等行政法院  

1.是由上述經銷合約約款觀之，電信業者應於公告或提供 iPhone 手機

予消費者使用前，取得原告書面同意之 iPhone Plan，理當純係關於電

信業者對 iPhone 手機使用者提供之通信服務方案內容（如一定數量之

國內語音通話時數、文字簡訊及多媒體簡訊、至少 1GB 之資料傳輸

量、無限制使用由電信業者提供予消費者之 WiFi 熱點，及該方案之

合約期間應符合原告之要求等事項），並不包括電信業者對 iPhone 手

機之定價在內。 

2.惟查：（1）原告於 100 年 11 月 18 日對電信業者寄發電子郵件，請

電信業者傳送 iPhone 3GS 8G 之資費方案供美商蘋果公司審核同意、

希望該電信業者將其所提資費方案中有關 iPhone 3GS 之綁約手機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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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修訂為原告所期待之與目前 iPhone 3GS 綁約手機價格相差 4,500

元。原告另於 101 年 11 月 19 日對電信業者寄發電子郵件，請電信業

者傳送 iPhone 5、iPhone 4S 16G、iPhone4,8G 之資費方案供美商蘋果

公司審核同意、原告先於 101 年 11 月 21 日回覆稱：原告認為該電信

業者所提新資費方案中之"Plan 1"是可行的，Plan 2 至 Plan 5 則須參

考現行 iPhone4S 的資費方案再作修正、原告於 101 年 12 月 1 日回覆

之電子郵件稱：美商蘋果公司認為綁約 24 個月的 iPhone5 資費方案可

行，但希望綁約 12 個月的 iPhone 5 資費方案，補貼金額為綁約 24 個

月資費方案的一半，並請調整之。  

3.是原告藉由要求電信業者依經銷合約第 2.2條約定，提出 iPhone Plan

供其審核，因而可得知悉之事項，除電信業者對於搭配 iPhone 手機之

通信服務方案內容外，尚有其等銷售 iPhone 手機之價格與補貼金額。

又上述補貼金額，係電信業者為促銷 iPhone 手機所提撥之行銷費用，

為兩造所不爭執，故電信業者對於向原告購入之 iPhone 手機，欲編列

若干預算用於促銷，在自由競爭之市場，本應由其等自行決定，亦即

如電信業者有意以低價促銷 iPhone 手機，即可提高補貼金額，反之，

倘其考量自身財務因素，無法編列過多行銷費用，理當可自己決定提

高 iPhone 手機之售價。然原告對經銷合約明定應由電信業者自行決定

之 iPhone 3GS 8G 綁約手機價格，竟要求電信業者予以修訂，且具體

指示其認為應調整之幅度；另於電信業者表示欲降低對 iPhone 5 綁約

手機之補貼金額時，亦表示不同意見，復於電信業者另提資費方案時，

具體指明其所希望之補貼金額。再參諸電信業者於前述電子郵件中，

陳稱資費方案須經原告同意始得上市，及其確實應原告要求修正原本

就綁約手機所訂售價與補貼金額，再送原告審核等情，足可推知其最

終於市場上推出之 iPhone 綁約手機價格，係經原告審查後同意者。是

原告既有上述對電信業者就 iPhone 手機售價，及攸關 iPhone 手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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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之補貼金額，予以限制之行為，被告據以核認原告違反裁處時公平

交易法第 18 條規定，尚無不合。原告要求電信業者修訂對 iPhone 5

綁約手機所定補貼金額之行為，有前揭電子郵件可稽，且其此一干預

電信業者對 iPhone 綁約手機售價決定之行為，造成上述電信業者就轉

售手機所定價格相同之結果，自已影響消費者權益，減損市場競爭機

能，原告主張其行為並無限制競爭之效果，應屬合法，要不足採。  

4.月付金額，應已將消費者取得 iPhone 手機所有權之對價計入。故上

述廣告中所謂低價或 0 元手機，不過係電信業者之促銷手法，實則電

信業者係將消費者應支付之手機價格，轉為月付金額之形式記載，至

電信業者於其製作之廣告中宣稱手機為 0 元之行銷方式，是否涉及公

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廣告不實問題，尚與本件訴訟之爭點無關，原告以

被告未對電信業者上述廣告予以裁罰為由，主張消費者依該等廣告中

所列資費方案支付之費用，全係通信服務費用，而不包括購買手機之

對價，亦無足取。 

5.原告復主張：縱認伊曾透過契約約定限制電信業者之綁約手機價

格，至多僅屬維持最高轉售價格之態樣，並無任何限制競爭之效果，

自無違法‧‧‧‧裁處時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前段，明定事業應容許其

交易相對人自由決定商品轉售價格，且未將限制最高轉售價格之行

為，排除於該條規制範圍之外，原告主張維持最高轉售價格非屬該條

所禁止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已難採憑。況且，依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及歐洲聯盟法院目前見解，最高轉售價格維持是否合法，須視該行為

是否會對市場競爭造成與最低轉售價格維持實質上相同之損害，即應

依「合理原則」考量諸如上游市場競爭者人數之多寡及參與共謀協議

成員之個別市場占有率等因素，以決定聯合固定最高轉售價格協議是

否確有不利市場競爭之效果存在，並非當然不具可非難性。  

6.按行政罰法第 5 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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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

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明定法律或自治條

例變更時之適用，係採「從新從輕」之處罰原則，即於行為後之法律

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原則上係「從新」，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

法律或自治條例；惟如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則

例外「從輕」，適用該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裁處前規定。承前所述，被

告係查得原告於 100 年、101 年間，藉由審查電信業者提出之 iPhone

手機資費方案，要求電信業者修訂 iPhone 綁約手機價格及手機補貼金

額等情事，違反裁處時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規定，且迄至其於 103 年 1

月 3 日作成原處分時，裁處時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並無變更，則被告認

定原告違反該條規定，據以裁處，實與行政罰法第 5 條所定情形，全

然無涉，原告主張本件有該行政罰法條文所定從新從輕原則之適用，

容有誤會，自非可採。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本案判決以電子郵件而非經銷合約作為認定之主要理由，且認為不論

是最高維持轉售價格、抑或是最低維持轉售價格皆屬於行為時公平法第 18

條規範之對象，無須加以區別。  

五、本案評析 

本案判決以原告事業「要求電信業者修訂對 iPhone5 綁約手機所定補

貼金額之行為，有前揭電子郵件可稽，且其此一干預電信業者對 iPhone 綁

約手機售價決定之行為，造成上述電信業者就轉售手機所定價格相同之結

果，自已影響消費者權益，減損市場競爭機能，原告主張其行為並無限制

競爭之效果，應屬合法，要不足採。」似乎在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度判字第

825 號判決後，幾乎所有法院判決都認為限制轉售價格一定具有限制競爭

之效果，故其行為違法，無庸置疑。最高行政法院該號判決如此說明：公

平法第 18 條「規範意旨，在於製造商直接對經銷商為商品轉售價格之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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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此一限制訂價之自由，將使特定商品『品牌內』之價格競爭完全趨於

消滅，再因品牌內競爭喪失，使得該特定商品價格下降壓力減少，進而間

接導致『品牌間』之競爭減少，故具有高度之限制競爭效果，致使少數事

業獲得利益，不利於自由市場之公平競爭、經濟繁榮及消費者之利益，均

有公平競爭阻礙性，自應視為當然違法。」  

就今日之公平法經濟分析來看，上開敘述充滿著錯誤的認知。倡導品

牌內競爭、品牌間競爭理論最重要者在於事業之所以限制品牌內競爭，其

目的乃是為強化與其他品牌間之品牌間競爭，而促進品牌間競爭才是競爭

法所關注之對象。若此，則品牌內競爭與品牌間競爭之關係，絕非最高行

政法院上開判決所稱：「因品牌內競爭喪失，使得該特定商品價格下降壓力

減少，進而間接導致『品牌間』之競爭減少，故具有高度之限制競爭效果」。

此種關於品牌內、品牌間競爭的錯誤論調，長久以來對我國限制轉售價格

規範發展，造成相當不利的影響。本案中，法院認為：「裁處時公平交易法

第 18 條前段，明定事業應容許其交易相對人自由決定商品轉售價格，且未

將限制最高轉售價格之行為，排除於該條規制範圍之外，原告主張維持最

高轉售價格非屬該條所禁止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已難採憑。」直白的說，

就是不論你所為者是屬於最低限制轉售價格、抑或是最高限制轉售價格，

反正依照行為時公平法第 18 條規定，就是一律違反，沒有得救。  

然而，即使是最高行政法院上開 92 年度判字第 825 號判決，雖然其關

於限制轉售價格的限制競爭效果存在的高度錯誤認知，但是依舊是在其主

觀錯誤的認為所有形態的限制轉售價格行為，皆僅有限制競爭效果而無促

進競爭效果，故應一律視為違法。若此，則若能舉出特定限制轉售價格類

型，並無限制競爭效果時，亦非完全不能將其排除於所謂具有限制競爭效

果的限制轉售價格規範外。最高限制轉售價格，就是其中一例。一般而言，

最低維持轉售價格與最高維持轉售價格不僅在價格上限或下限之形式外觀

上，有所不同；二者實施之背景目的亦有所差異，最低維持轉售價格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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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商品形象、促進銷售服務、品質確認等服務之提供，而最高維持轉售

價格則在防止下游經銷商剝削消費者，以維護消費者權益。此外，二者競

爭效果亦有所差異，最低維持轉售價格除促進品牌內之品質、服務競爭、

增進品牌間之價格、品質、服務競爭外，亦可能產生上、下游事業監控聯

合行為、維持其市場地位之限制競爭效果；相對於此，最高維持轉售價格

則幾乎未見有任何限制競爭效果，而被學者認為應屬當然合法之行為。  

相較於仍有部分經濟學者質疑最低維持轉售價格所具有前述功能之必

要性，對於最高維持轉售價格所具有促進經濟效率、確保消費者權益之正

面功能，幾乎沒有學者加以反對260。最高維持轉售價格之主要功能在於，

「避免雙重剝削、維護消費者權益」之功能。一般而言，在上游製造商之

獲利＝銷售給經銷商之對價×銷售數量的情況下，若非有促進競爭之必要

性，其不僅沒有合理理由介入下游經銷商之最低售價，更無理由限制其最

高售價，壓迫其獲利空間，導致經銷商無有意願銷售該品牌商品或僅是等

因奉此式的草草了事，不論何者都將使得其商品銷售數量減少，衝擊製造

商的獲利能力。  

若此，則為何仍可見事業實施最高維持轉售價格。理由在於，避免雙

重剝削之問題。一般而言，倘若下游經銷商處於競爭狀態，則上游製造商

實無誘因課賦最高轉售價格維持義務。蓋此時零售價格已位於競爭價格水

準，上游製造商可因此獲致最多銷售數量及利益，毋庸再行干涉下游經銷

商之價格設定策略。職是，上游製造商若實施最高維持轉售價格，當係鑑

於下游零售市場中未見競爭存在261，致使最終零售價格過高造成上游製造

商整體銷售數量的減少，獲利受損。申言之，此際上、下游事業間發生「連

                                                 
260 See, generally, Jean Tirole,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74-77（1988）; Roger 

D. Blair & David L. Kaserman, Antitrust Economics,342-46（1985） . 
261 此一無競爭狀態之產生或由於現今所常見之行銷管道的巨大化所形成之獨占或寡占

狀態、或因上游製造商賦予獨占的地域銷售權、或由於下游經銷商間勾結成立聯合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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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獨占」（successive monopoly）之現象，由於各該獨占事業的價格設定係

以其各自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為準，從而最終零售價格受到「雙重剝削」

（double marginalization），呈現價格過高景況262。於此情形，上游製造商

遂有誘因及必要性，以最高維持轉售價格介入下游經銷商的價格訂定行

為、控制其價格支配力，藉此以抑制不當過高售價情事之發生，增加全體

銷售數量，於造福本身獲利能力的同時，亦令消費者可因最終零售價格的

降低而獲益。不論是將競爭政策之目標定位於經濟效率的提昇、抑或將之

視為消費者利益的增進，最高維持轉售價格於此皆有助於二者目標之達

成，而應受到高度肯定。  

基於如此認識，不僅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早於 1997 年 State Oil Co. v. 

Khan263一案判決中，將最高維持轉售價格從當然違法名單中除名，改採合

理原則以審斷其促進競爭、限制競爭二者效果後，方認定其違法有無。當

今美國反托拉斯法泰斗 Herbert Hovenkamp 教授更認為，最高維持轉售價

格是所有價格及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類型中，對競爭最沒有影響、最沒有

爭議之行為類型，並堅決主張：「禁止最高維持轉售價格整體而言將損害

消費者、製造商及經銷商之權益，而僅對於可以自由設定其所希望之過高

售價的經銷商有利。最高維持轉售價格是最應該被視為屬於當然合法類型

之行為。」264當係有鑑於此，公平會於其公平法修正草案中，在維持轉售

價格條文的修正理由中，遂謂：「參酌國際潮流之趨勢，如最高轉售價格

等有正當理由」者，即不應加以禁止。  

原本，既有正當、合理理由，且不悖於公平法立法目的，即不應加以

禁止，不問修法有無，理當如此。然而，長期以來其執法心態、作法已陷

                                                 
262 有關「雙重剝削」理論，see, generally, Joseph J. Spengler,“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Antitrust Policy”, 5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347（1950） . 
263 522 U.S. 3 （1997） . 
264 Herbert Hovenkamp, Antitrust Enterprise – Principle and Execution,188-89（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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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形式主義、概念法學之公平會，並無法接受如此經濟思想發展之衝擊，

依舊以舊有的觀念進行執法，縱使已有修法研議有意改正過去錯誤，但依

舊認為囿於規定文言，毫無彈性，無疑讓公平法成為一部無法變通的法律。

此種執法心態、方式下的公平法，實難期待其能隨時因應時代變化而產生

蛻變。更遺憾的是，職司司法審查之法院，亦無法確切掌握公平法規範精

神及理念，而以其擅長的文義解釋方式從事法律解釋及適用，殊不知經濟

法規的命脈在於合目的性解釋，因為合目的性所以可以隨著各個時代對於

如何達到同一目的之不同作法而有彈性的變動，方能真的讓法律生活在我

們實存的社會中，而不是活在過去的象牙塔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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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條案件 七 濟生胡椒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1833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原告濟生股份有限公司 104 年銷售合約書第 6 點第 1 項規定：「乙方須

以甲方（即原告）所制訂之行銷建議模式於該市場上銷售，不可擅自於市

場上競價或哄抬價格而破壞甲方之市場行情，亦不可逾越他區以破壞他區

之市場次序，違者甲方得以取消當季之返利或逕行解除並終止本合約……」

涉及限制下游經銷商轉售價格及經銷區域，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及第 20 條第 5 款規定。  

（二）程序事實 

公平會依同法第 40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以 105 年 10 月 17 日公處字第

105111 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分別裁處原告新臺幣（下同）30 萬元（違

反限制轉售價格部分）、20 萬元（違反限制經銷區域部分），總計 50 萬元

罰鍰。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

字第 1833 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由本院 104 年度訴字第 1194 號判決之意旨，可知於未有處罰實

例之情況下，倘要認為系爭合約約款仍有限制競爭之事實，則至少須

達到「系爭合約約款有限制業者事業活動實效」之程度。原告僅係提

供「建議售價表」，而上開建議售價表根本非為合約書之一部，亦無任

何強制性。縱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所處罰者，並不以達成限制

競爭之實效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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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告之所以與下游廠商約定以系爭條款，主要目的係為避免下游

廠商惡意以競價或哄抬價格之方式導致商品價格混亂，而不利胡椒商

品之公平、自由競爭。因下游各該經銷業者、盤商取得供給胡椒商品

之成本不同，倘原告未為系爭約款之限制，苟取得商品成本較低之業

者刻意採極低之利潤為惡性競爭，其他取得稱品成本較高之業者因無

成本優勢，將陷入無利可圖之窘境，自無誘因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

品質…...若各該下游各該經銷業者以惡性哄抬價格、囤貨等方式聯合

漲價，將導致原告旗下「飛馬牌」胡椒產品價格維持高檔、僵固；輕

者不利於「飛馬牌」胡椒產品與他牌近似產品之競爭，苟他牌亦趁機

就旗下胡椒產品隨同漲價，實質上將減損消費者利益，此絕非消費者

之福，而與公平交易法維持市場公平、自由交易之立法目的悖離。基

於上開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乃有「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

前服務之效率貨品質」、「促進品牌間之競爭」、「避免系爭產品因削價

競爭致生劣幣驅逐良幣之惡果」等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所謂之

正當理由，依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之規定，實無違法之虞。 

2.被告主張 

（1）據原告自承可知，下游經銷業者取得產品之成本不一，但原告對

所有下游經銷業者均提供同一份建議售價表，倘有經銷業者競價，原

告且會介入調查、進行干預，已實質限制下游經銷業者之訂價自由，

其結果並間接削弱同一品牌內個別經銷商之價格競爭，不得因未有實

施懲罰措施之實例，而否認系爭合約書限制轉售價格之事實。  

（2）原告與下游經銷業者之交易關係為買（賣）斷制，則下游經銷業

者取得產品後本應自行負擔產品銷售之盈虧風險，原告殊無限制轉售

價格以保障下游經銷業者營業利潤之必要，縱取得成本較高者須以品

質、服務或技術等吸引購買而導致銷售成本增加，其亦為市場競爭之

一環，原告無理由介入。況產品之市場價格本依供需法則而定，低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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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亦屬市場競爭之一環。被告審酌原告產品常年來穩定之市占率，

其產品雖亦自行零售予下游食品行或超市業者，惟營業用製品通路仍

以經銷商為主，而原告下游經銷業者多負責銷售及配送攤商使用之產

品，其須與原告簽約後方得向其進貨，倘下游事業未具產品經銷資格，

除無法向原告購買產品外，亦不易自上游其他供應業者取得相類似產

品，蓋辛香料製品依配方、比例差異，各業者產品口味並不相同，且

消費者使用具習慣性，縱其得向其他供應商取得產品，惟產品品質（如

口味、香度、包裝等）除與原告製造之產品有異，下游事業亦須面臨

大量客戶轉移之風險。因此，原告限制下游經銷業者轉售產品價格，

除使下游經銷業者銷售之產品維持在高價位，致減損消費者利益外，

且因下游經銷業者之事業規模、營運模式及管銷成本等均不相同，限

制轉售價格亦已抑制下游經銷業者之訂價自由，致削弱品牌內不同經

銷通路間之價格競爭，而有價格僵固之虞，被告爰認定本件不具有本

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所稱之正當理由。 

（二）本案爭點整理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所處罰者，是否以達成限制競爭之實效為必

要？避免下游廠商惡意以競價或哄抬價格之方式導致商品價格混亂，是否

為正當理由？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高等行政法院  

1.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旨在防止上游事業對下游事業為轉

售價格之限制行為；因倘事業對於其交易相對人就所供給之商品設定

轉售價格，或對交易相對人就其銷售商品與第三人後，就該第三人銷

售價格為間接限制，並以配合措施迫使交易相對人遵行，致經銷商無

法依據其各自所面臨之競爭狀況及成本結構訂定售價，其結果將削弱

同一品牌內不同經銷通路或零售業者間的價格競爭，是原則予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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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僅於限制轉售價格或有相較於自由訂價，更具促進競爭效果時，

方例外得依該條項但書規定主張其正當性。又觀之同法第 20 條第 5

款立法理由，乃鑑於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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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使交易相對人之營業自由受到拘束，且會妨

礙與交易相對人從事交易之第三人之權益，致妨礙公平競爭，故應予

禁止。 

2.次查……原告下游經銷業者取得原告產品之成本不一，惟原告均提

供同一建議售價表，並有查核機制，在經銷商銷售價格低原告建議售

價或跨區時，視其情節輕重，原告將會著手進行勸導、淡化合作關係、

期滿不再換約及依約懲罰等干預措施，而限制下游經銷業者之訂價自

由及事業活動範圍，其結果間接弱化同一品牌內個別經銷商之價格競

爭，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至被告未查獲原告對違反上開銷售合約第 6

條第 1 項之經銷商，實施該項規定之懲罰措施，並不影響簽立上開銷

售合約之經銷商，依該合約約定係負有不得以低於原告提供之銷售價

格轉售他人，及不得跨區銷售等義務，而原告會對其經銷商是否違反

該等義務進行查核之認定。換言之，該銷售合約上開約定對原告經銷

商產生之拘束力，係於經銷商簽約時即已發生，並不須查獲原告對違

反該條約定之經銷商執行約定之懲罰措施始能判斷，事實上徒以前開

附有懲罰措施之契約約定，配合原告之查核行為，即足迫使簽約之經

銷商遵守該約定，免致違約而生後續不利之法律效果。原告主張其未

對違反之經銷商，執行上開約定爭約款中之「取消當季之返利」、「逕

行解除並終止合約」等懲罰措施，是未達成僵固下游廠商轉售價格之

限制競爭效果，其提供之「建議售價表」，建議售價表根本非為合約書

之一部，並無任何強制性云云，亦無可採為有利其之認定。  

3.原告主張其與下游廠商約定上開條款，主要目的係為避免下游廠商

惡意以競價或哄抬價格之方式導致商品價格混亂，而不利胡椒商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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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自由競爭…自應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然觀之原告提出其下

游經銷業者取得胡椒商品成本例示表….是無得由原告提出之上述資

料逕認其下游經銷業者之訂價自由未受干預之情，更不足證原告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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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按市場競爭涵蓋層面極廣，除產品價格外，尚有品質、服務、技術

等，且消費者購買行為之考量因素多元，價格僅為其中之一環，縱下

游事業因競價導致市場價格有所高低，下游業者仍可透過服務、品質、

技術或其他非價格之競爭因素吸引購買，整體社會福利將因此提高。

倘上游業者為使市場價格維持某一水準，進而限制下游事業轉售價

格，其結果將間接影響其他重要市場競爭因素，同時亦降低業者進行

服務、品質或其他非價格因素之競爭誘因。查原告與下游經銷業者之

交易模式均為買（賣）斷制，有原告說明書在卷可憑（見原處分甲卷

第 94 頁），是其經銷商取得產品後本應自行負擔產品銷售之盈虧風

險，原告殊無限制轉售價格以保障下游經銷商營業利潤之必要；縱取

得成本較高者須以品質、服務或技術等吸引購買而導致銷售成本增

加，亦屬其自行因應市場競爭之活動，原告無理由介入；況產品之市

場價格本依供需法則而定，低價銷售亦屬市場競爭之一環。承前所述，

原告於中式辛香料製品市場占有率達 3 成，如依原告所訂之銷售模式

以觀，不論進貨成本高低，在各下游經銷商均依原告之建議售價表販

售時，因價格趨於僵化，但需求不減，經銷商均得獲穩定之利潤，易

使其等無誘因致力於價格以外之競爭因素，以免提升營運成本，減少

利潤；反之，若無上開轉售價格之限制，原告經銷商因進貨來源相同，

原告產品於各下游事業間具同質性，為創造產品、服務差異化，價格、

品質、服務等即屬競爭之關鍵。是原告上開限制其經銷商轉售價格之

行為，並未能提出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所規定之正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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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堪認定。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法院認為附有懲罰措施之契約約定即足迫使簽約之經銷商遵守該約

定、原告應就正當理由負舉證責任、下游廠商競價為自由競爭之一環。  

五、本案評析 

本案中，原告事業主張其所為價格相關行為，「主要目的係為避免下游

廠商惡意以競價或哄抬價格之方式導致商品價格混亂，而不利胡椒商品之

公平、自由競爭。因下游各該經銷業者、盤商取得供給胡椒商品之成本不

同，倘原告未為系爭約款之限制，苟取得商品成本較低之業者刻意採極低

之利潤為惡性競爭，其他取得稱品成本較高之業者因無成本優勢，將陷入

無利可圖之窘境，自無誘因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若各該下游各

該經銷業者以惡性哄抬價格、囤貨等方式聯合漲價，將導致原告旗下『飛

馬牌』胡椒產品價格維持高檔、僵固；輕者不利於『飛馬牌』胡椒產品與

他牌近似產品之競爭，苟他牌亦趁機就旗下胡椒產品隨同漲價，實質上將

減損消費者利益，此絕非消費者之福，而與公平交易法維持市場公平、自

由交易之立法目的悖離。」  

對此主張，本案判決完全不予認同，判決首先以限制轉售價格具有高

度限制競爭效果而謂：「倘事業對於其交易相對人就所供給之商品設定轉售

價格，或對交易相對人就其銷售商品與第三人後，就該第三人銷售價格為

間接限制，並以配合措施迫使交易相對人遵行，致經銷商無法依據其各自

所面臨之競爭狀況及成本結構訂定售價，其結果將削弱同一品牌內不同經

銷通路或零售業者間的價格競爭，是原則予以禁止；僅於限制轉售價格或

有相較於自由訂價，更具促進競爭效果時，方例外得依該條項但書規定主

張其正當性。」而對於院告事業上開具有促進競爭效果之正當理由主張，

判決亦駁斥如下：「按市場競爭涵蓋層面極廣，除產品價格外，尚有品質、

服務、技術等，且消費者購買行為之考量因素多元，價格僅為其中之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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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下游事業因競價導致市場價格有所高低，下游業者仍可透過服務、品質、

技術或其他非價格之競爭因素吸引購買，整體社會福利將因此提高。倘上

游業者為使市場價格維持某一水準，進而限制下游事業轉售價格，其結果

將間接影響其他重要市場競爭因素，同時亦降低業者進行服務、品質或其

他非價格因素之競爭誘因‧‧‧如依原告所訂之銷售模式以觀，不論進貨

成本高低，在各下游經銷商均依原告之建議售價表販售時，因價格趨於僵

化，但需求不減，經銷商均得獲穩定之利潤，易使其等無誘因致力於價格

以外之競爭因素，以免提升營運成本，減少利潤；反之，若無上開轉售價

格之限制，原告經銷商因進貨來源相同，原告產品於各下游事業間具同質

性，為創造產品、服務差異化，價格、品質、服務等即屬競爭之關鍵。」  

首先，判決關於限制轉售價格之限制、促進競爭效果之敘述，似仍停

留於 2015 年 2 月公平法修正前，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不論其是否真有限制

競爭效果、抑或促進競爭效果遠大於限制競爭效果，由於當時公平法第 18

條乃係以效力規定轉化為禁制規定，而對於所有好的、壞的限制轉售價格

一律予以禁止，從而誤導法院關於限制轉售價格促進競爭效果之認知，其

危害遺留迄今。其次，判決認為「下游業者仍可透過服務、品質、技術或

其他非價格之競爭因素吸引購買，整體社會福利將因此提高」，惟判決本身

並未提出任何其他類型或方式之服務，可以更為有效取代原告事業之銷售

模式，且不違反公平法相關規定。如此僅是基於理念的抽象陳述，而未面

對具體的商業情境、商場事實、甚至未要求公平會提出足以反駁原告事業

商業模式以外之更為有效且合法的商業模式，其判決又何能令原告事業信

服。最後，判決認為原告事業所為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將使得「經銷商均得

獲穩定之利潤，易使其等無誘因致力於價格以外之競爭因素，以免提升營

運成本，減少利潤；反之，若無上開轉售價格之限制，原告經銷商因進貨

來源相同，原告產品於各下游事業間具同質性，為創造產品、服務差異化，

價格、品質、服務等即屬競爭之關鍵。」如此敘述，更是與經濟學、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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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產業組織論關於限制轉售價格之研究成果，大相逕庭，不知判決理由所

持學理依據何在？  

實則，在 2015 年 2 月公平法修正後，原第 18 條條文更換條號為第 19

條，並配合對其規範性質的重新認知及釐清，將條文內容由原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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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力規定方式，變

更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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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禁制規定方式。立法

理由對此規範的重大變動，如此說明：「本條之立法意旨，係為防止事業對

商品轉售價格為限制，惟現行條文所採約定無效之規定，究屬民事契約之

效力規定，或係歸責該行為具限制競爭內涵之違法性格而為禁止規定，時

有爭議。為杜爭議，爰明定禁止限制轉售價格之行為，另參酌國際潮流之

趨勢，如最高轉售價格等有正當理由者，即不在此限，爰於第一項增列但

書規定。」所謂的國際潮流趨勢，最重要者當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2007

年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一案判決265。 

該當判決廢棄該院將近 100 年前所形成的最低限制轉售價格當然違法

的判例 ，對於最低限制轉售價格亦改採合理原則之法律適用方式，於考量

系爭行為所具有之促進競爭與限制競爭效果二者並加以比較衡量後，方論

斷其違法性。 

上開判決中的下列敘述，呈現出幾乎與 10 年我國法院本案判決關於限

制轉售價格競爭效果完全不同的看法，判決如此說明：「Economics literature 

is replete with procompetitive justifications for a manufacturer's use of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nd the few recent studies on the subject also cast doubt 

on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practice meets the criteria for a per se rule. The 

                                                 
265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 551 U.S. 877（2007） . 



361 

 

justifications for vertical price restraints are similar to those for other vertical 

restraints. Minimum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can stimulate interbrand 

competition among manufacturers selling different brands of the same type of 

product by reducing intrabrand competition among retailers selling the same 

brand.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 antitrust laws' "primary purpose . . . is to 

protect interbrand competition，" Khan， supra， at 15. A single manufacturer's 

use of vertical price restraints tends to eliminate intrabrand price competition； 

this in turn encourages retailers to invest in services or promotional efforts that 

aid the manufacturer's position as against rival manufacturers.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may also give consumers more options to choose among 

low-price，  low-service brands；  high-price，  high-service brands；  and 

brands falling in between. Absent vertical price restraints， retail services that 

enhance interbrand competition might be underprovided because discounting 

retailers can free ride on retailers who furnish services and then capture some 

of the demand those services generate. Retail price maintenance can also 

increase interbrand competition by facilitating market entry for new firms and 

brands and by encouraging retailer services that would not be provided even 

absent free riding.」266 

由此可知，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並非原則上會帶來限制競爭效果，其亦

具有高度促進競爭之效果。特別是，當競爭法真正關心之所在，乃是在於

品牌間競爭，而非品牌內競爭時，限制轉售價格所具有促進品牌間競爭的

效果，不容忽視；然而，於我國本案判決中，完全未觸及品牌間競爭與品

牌內競爭之問題，而僅是單純地認為只要品牌內競爭可能受到限制，即是

大逆不道，當然違法，未能仔細思量競爭法所謂「競爭」的核心，在於品

                                                 
266 Id. at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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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間競爭，而非品牌內競爭。正是因為存在著品牌間競爭，方會鼓勵、促

使下游事業做出各種改善服務品質、促進產品銷售等投資或投入，此亦是

本案原告事業之主張，但胥為法院所否定，完全沒有深入探討其主張是否

的確存在促進品牌間競爭之可能，因為在法院判決的論述過程中，從未出

現過「品牌間競爭」之概念。或許，本案判決認為，既然下游經銷商彼此

間成本高低不一，則最後的零售價格一致，就有問題，此種思考邏輯似乎

一直主導著我國實務界關於限制轉售價格規範之走向。然而，正如因為各

該經銷商間成本不一樣，於此情況下，若還想要鼓勵各該經銷商皆可以提

供應有的售前或售後服務的話，則限制轉售價格的存在，就成為重要手段

之一了。 

倘若系爭商品如同本案事實，係由經銷商買斷後再銷售給消費者，則

直觀而言，上游製造事業限制下游經銷商之轉售價格，實在不甚合乎理性。

蓋既然已經賣斷，則下游經銷商售價高低如何根本對於上游事業的獲利不

會產生影響，反倒是下游經銷商競爭欲激烈、削價競爭態勢愈強，因為價

格變低使得商品售出數量愈多，向上游事業進貨量也就愈多，上游事業因

此獲利也譽為豐潤。因此，上游事業合理的行動模式應是儘量鼓勵其下游

銷售事業間的競爭，下游事業間競爭情況愈是激烈，最終零售價格愈低，

可得賣出之商品數量也愈多，上游事業本身亦可獲致更多的利益。從而，

就上游事業而言，實施最低轉售價格維持制度將會人為地提高商品之零售

價格，而在下游行銷事業的利益下，減少商品的銷售數量，進而導致自己

利益受損，實不足採。或因此故，傳統上，認為上游事業根本毫無合理的

誘因要去實施最低轉售價格維持，若有此種行為之發生，當係下游事業間

為了本身的價格聯合行為，而強迫上游事業由上往下作統一的要求；此際，

相關主管機關當可由此推論出下游事業間聯合行為的存在，而在此種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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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的理由下處分該當最低轉售價格維持行為267。 

實際上，從世界各國過去容許維持轉售價格制度的事例中亦可窺知，

要求政府不得對維持轉售價格行為進行管制的團體，多為下游零售事業團

體268。是故，最低轉售價格維持制度被視為下游流通事業利用作為其聯合

行為之手段，也就不足為奇了。  

但是，若下游事業間並未有水平聯合行為的存在；此時，上游事業是

否仍有誘因自行課予最低轉售價格維持義務的可能？過去，一般多認為，

合理的事業當不致有如此行動。然而，Lester Telser1960 年發表的一篇文

章，大大地改變了經濟學界對此一問題的思考生態269。Telser 認為，上游

事業之所以主動要求最低轉售價格維持行為，乃因此舉可以鼓勵下游銷售

業者從事商品展示、功能解說、使用方法說明、廣告宣傳、促銷等活動，

增加商品的總銷售量，從而彌補因價格上漲所可能產生的損失。雖然，上

游事業亦可以藉由降低其本身之出貨價格，補助下游事業所實施上述各項

售前服務，惟此舉並不能保證所有下游事業都會利用此一獲利來進行各項

售前服務措施。毋寧，下游事業較為合理的行動模式乃是利用他人提供之

各種售前服務，再設定較他人為低的售價，引誘消費者於享受他人所提供

之服務後，再回頭過來購買自己較為低廉的同樣商品。若此，則原本提供

服務的事業為了有效地與此等「搭便車」事業從事價格競爭，勢必被迫放

棄各項售前服務，此舉減少服務整體之提供，進而降低商品的總銷售量，

導致上游事業蒙受不利。  

為解決此種「搭便車」的問題，上游事業乃課予下游銷售業者遵守一

定的最低轉售價格義務，令所有事業在同樣的價格基礎上，以提供各種售

                                                 
267  Phillip Areeda & Louis Kaplow, Antitrust Analysis── Problem, Text, Case, 4th 

ed. ,628-629（1988） . 
268 See, B. S. Yamey （ed.） ,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1966） . 
269 Lester Telser,“  Why Should Manufacturers Want Fair Trade?” , 3 J. L. & Econ., 86

（19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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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服務來吸引顧客，彼此從事競爭，間接地擴大整體商品銷售數量。然而，

縱使藉由最低轉售價格維持義務的課賦，可以增加上游事業商品銷售的總

數量，但單僅如此並未告訴吾人其對社會整體經濟公益有利，進而在競爭

政策上應受到正面的評價。由此可知，當本案判決直觀式認為：「若無上開

轉售價格之限制，原告經銷商因進貨來源相同，原告產品於各下游事業間

具同質性，為創造產品、服務差異化，價格、品質、服務等即屬競爭之關

鍵。」但是，經濟學研究成果，卻顯示出相反的情狀，若欲鼓勵下游事業

「創造產品、服務差異化」，限制轉售價格並非阻礙其發展的大石頭，反而

是因為限制轉售價格的利用，下游事業方有此「創造產品、服務差異化」

之誘因。或許，本案判決因為未能掌握到國際競爭法發展趨勢潮流，故其

有關限制轉售價格競爭效果之想法及概念，依舊停留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

但是難道深知國際競爭法發展潮流趨勢，從而「參酌國際潮流之趨勢」而

修正公平法第 19 條的公平會，都不知道如此國際潮流趨勢關於限制轉售價

格觀念之改變嗎？專業的競爭主管機關，為何繼續提供法院錯誤的認知，

是本案最令人無法理解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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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條案件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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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原告台灣櫻花股份有限公司於 104 年 1 月 1 日後與總經銷商簽訂之總

經銷契約書第 5 條（契約書第 5 條有關經銷價格規定：「甲方同意出售本產

品之價格應依雙方約定之定價原則，如欲調整售價得由雙方另為協議後為

之；如有違反相關協議之情形，乙方得以書面催告限期改善。」）、第 24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25 條等具有限制轉售價格之約定與處罰規定（原告除

可依據該契約書第 5 條規定向各區總經銷商催告限期改善外，亦可依據該

契約書第 24 條及第 25 條規定終止總經銷契約或請求賠償懲罰性違約金），

原告復未能提出為此限制之正當理由，被告乃以原告於 104 年 1 月 1 日以

迄，有限制下游經銷商轉售價格之情事，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

定。 

（二）程序事實 

公平會依同法第 40條第 1項規定，以 105年 10月 11日公處字第 105107

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 120 萬元並令立即停止違法行為。原告

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經本案判決駁回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原告之總經銷契約書第 5 條訂定目的係指由締約雙方依成本、市

場機制及其他因素綜合討論經銷價，並非原告單方限制拘束締約相對

人之限制轉售價格條款。定價只是原則，總經銷商可以依市場實際狀

況作彈性調整，目前為止總經銷商均未與原告針對價格調整議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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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協議，且原告也無限制或約束下游經銷商價格，或者處罰總經銷

商之具體行為。至於總經銷契約書第 24 條之終止契約權乃是締約雙方

均有之對等權利，並非單獨限制任何一方之約款，而第 25 條乃是針對

付款擔保責任、瑕疵擔保責任等重大違約事項所訂定，並非被告所稱

之特別針對限制轉售價格所為之處罰條款。被告僅以原告的總經銷契

約書上印有得與總經銷商協議定價之條款，即片面認定原告有限制轉

售價格之行為，卻罔顧實質上各區總經銷商的轉售價格均有不同之相

關證據。 

（2）原告在商品售前、售後以及行銷階段均與總經銷商保持密切的合

作關係，雙方持續透過售前教育訓練（商品正確使用方式）、售前廣告

區域劃分及合作、售後服務、商品維護技術服務提升、商品未來在區

域的業務推廣等密切合作，共同推廣行銷「櫻花」品牌之商品。一方

面兼顧商品品質，維護消費者權益，另一方面以共同推廣行銷的方式

達到將商品普及於市場的雙重目的。因此，被告將原告與總經銷商間

的「總經銷契約書」解讀為單純買賣合約，並僅據契約書單一條款（即

契約書第 5 條）認定原告有限制轉售價格之行為顯然是誤將縝密複雜

之商務合作契約單純化為單一賣斷條款，且解讀契約條款並未參酌整

體契約精神以及架構。 

（3）原告主動與各個總經銷商會議，目的不僅僅只是為了瞭解商品在

市場行銷的價格，更希望下游經銷商已有基本獲利了之後不要只致力

於價格的競爭，而致力於在行銷廣告、售前、售後服務等方面提升品

質，從而長久的整體化提升該品牌商品競爭力。因此，原告之總經銷

契約書第 5 條之制定背景非但沒有限制競爭的意圖，反而是公平交易

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1 款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

以及第 5 款規範為促進品牌整體競爭力所為之行為。  

2.被告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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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案總經銷契約書第 5 條規定，各區總經銷商出售產品之價格應

依雙方約定之定價原則，調整售價由雙方另為協議，該契約書所謂「約

定」即指各區總經銷商在價格決策上須受原告拘束，自主空間受限，

與該函釋所指經銷契約僅印有「建議售價」而無受拘束之情形並不相

同。且總經銷契約書第 5 條之約定對原告各區總經銷商產生之拘束

力，係於總經銷商簽約時即已發生，並不須查獲原告對違反該條約定

之總經銷商執行約定之懲罰措施始能判斷，事實上徒以前開附有懲罰

措施之契約約定，配合原告召開會議先行提出產品售價之價格決定機

制，即足迫使簽約之總經銷商遵守該約定，以免遭致違約而生後續不

利之法律效果。8 家各區總經銷商中，半數以上與原告協議約定之各

機種瓦斯熱水器之建議經銷價格均相同，市場價格機制已有受原告限

制轉售價格約款之影響，實際交易價格縱有因同一機型或不同期間而

有所不同，亦不影響原告前揭行為屬剝奪下游經銷商自由決定價格之

能力，實已削弱市場價格競爭。  

（2）價格為市場競爭中最核心的決策因素，屬交易決定之重要關鍵，

原告限制各區總經銷商產品轉售價格，將使總經銷商所銷售之產品均

維持在一定價位，除減損消費者利益外，同時亦可能抑制產品生產數

量，且各總經銷商之營業規模、區域及管銷成本均不相同，限制轉售

價格已抑制總經銷商自行訂定售價之決策，削弱品牌內競爭。原告並

未提出具體事證說明何以限制下游經銷商轉售價格可達到促進市場競

爭之效果，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是否為唯一必要之有效手段，尚難謂原

告已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提出其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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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正當事

由而可例外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等語，資為抗辯。 

（二）本案爭點整理  

原告總經銷契約書第 5 條「促進品牌間之競爭」或「其他有關競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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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是否屬正當事由？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高等行政法院  

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規定，原告主張其有同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所稱限制交易相對人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乃應提出事證以供被告

審酌是否該限制具促進競爭效果，請原告說明其與各區總經銷商訂定之

「總經銷契約書」第 5 條限制經銷商價格約款涉及公平交易法限制轉售價

格之規定，提出屬正當理由之相關說明及事證，僅經原告以陳述書函復：

「…而本公司迄已連續 31 年獲消費者理想品牌第一名，亦已連續 12 年獲

精品獎之肯定，故本條約定之緣由乃為維繫品牌持續競爭力並努力不斷提

升售前服務之效率及品質。」（見同上卷第 81-2 頁）等語，並未提出任何

有關以限制轉售價格之方法可維繫品牌競爭及提升售前服務之具體事

證，以供被告審酌。核價格為市場競爭中最核心的決策因素，屬交易決定

之重要關鍵，原告限制各區總經銷商產品轉售價格，將使總經銷商所銷售

之產品均維持在一定價位，除減損消費者利益外，且各總經銷商之營業規

模、區域、營運模式及管銷成本均不相同，限制轉售價格已抑制總經銷商

自行訂定售價之決策，削弱品牌內不同經銷通路間之價格競爭，乃有價格

僵固之虞，亦如前述。是原告迄於訴訟中固主張其限制各區總經銷商轉售

價格之理由係為瞭解其成本及定價之條款，更希望下游經銷商不要致力於

價格的競爭，而在行銷廣告、售前、售後服務等方面提升品質，以共同合

作的方式提升總經銷商整體對商品服務的層次，促進「櫻花」品牌在不同

品牌間的商品競爭力，防免搭便車，係具正當理由云云，惟仍未提出具體

事證說明何以必須限制下游經銷商轉售價格始可瞭解原告商品在市場行

銷價格？何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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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被告未認原告上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有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但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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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正當理由，自難謂係於法有違。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仍無可取。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法院認為主張有正當理由者應提出事證以供被告審酌是否該限制具促

進競爭效果，始有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之適用。  

五、本案評析 

2015 年 2 月公平法修正後之現行公平法第 19 條規定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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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正當理由」？依據公平法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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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此規定，事業若欲證明其有實施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當提出相關

事證，以供主管機關衡量、裁奪。本案中，原告事業於調查過程及其後的

訴訟過程中，雖主張：「其限制各區總經銷商轉售價格之理由係為瞭解其成

本及定價之條款，更希望下游經銷商不要致力於價格的競爭，而在行銷廣

告、售前、售後服務等方面提升品質，以共同合作的方式提升總經銷商整

體對商品服務的層次，促進「櫻花」品牌在不同品牌間的商品競爭力，防

免搭便車」。對此，法院認為其所提抗辯，僅是抽象陳述，並未具體提出為

何因此而可以促進品牌間競爭、防止搭便車，判決如此說明：原告「未提

出具體事證說明何以必須限制下游經銷商轉售價格始可瞭解原告商品在市

場行銷價格？何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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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關於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我們要問的是，倘若強制交易相對人

必須遵從限制轉售價格計畫的行為人，其本身並不具有市場力量，則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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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強制交易相對人必須遵守限制轉售價格計畫一事，不就是把交易相對人

推向自己的競爭者嗎？當 2015 年 2 月公平法修正，終於正確地將限制轉售

價格規定從原本第 3 章的不公平競爭，轉列至第 2 章之限制章節中，此種

章節轉換的意義何在？難道不就是要主管機關注意到，公平法第 2 章的限

制競爭行為，都要求其違反必須要具有一定的對市場效果要件，縱使是惡

性比限制轉售價格更為惡劣的聯合行為，亦必須因其行為「足以影響生產、

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方構成違法。若此，雖然現行公平法第

19 條並無此要求，但以維護競爭秩序為職志的公平會，難道於執行限制競

爭章節各該規定時，完全可以忽略其限制競爭效果嗎？很可惜，答案竟然

是肯定的。現行公平會關於公平法第 19 條之執法心態及作法，竟然就是如

此。難怪，即是公平會委員本身對於此種執法態度，亦認為：「現行公平法

對於轉售價格維持的管制，形同趨近於適用當然違法。」270公平會的執法

心態及作法，似乎完全不受 2015 年 2 月的修法而有所變化。  

雖然，現行公平法第 19 條條文之規定方式，令公平會因此推論出該條

規定乃是限制轉售價格「原則違法、例外合法」，進而將例外的「正當理由」

之舉證責任轉嫁給被調查人。然而，只要是不屬於當然違法的判斷方式，

則不論是「原則違法、例外合法」抑或是「原則合法、例外違法」，皆屬於

合理原則之違法性判斷方式的一環；特別是，被調查人之舉證責任原本僅

應止於其所認為存在的促進競爭效果，至於系爭相關市場內的限制競爭效

果之有無、程度如何，並非其舉證責任所在。公平會縱使請被調查人提供

其所認為促進競爭效果之證據，亦是當事人自願性的協力協助之一環，並

未免除公平會對系爭限制轉售價格之對市場效果要件的調查及認定，公平

會依舊必須遵循行政程序法第 9 條「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應於當事

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之要求，進行類似前述公平法施行細

                                                 
270 魏杏芳，前揭註 13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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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第 26 條第 2 項、第 28 條第 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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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判

斷系爭行為是否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且其負面效果大於被調查人所舉出之

促進競爭的正面效果，而得認定其違法。  

公平會及本案判決皆認為原告事業並未提出具體證據，說明其實施限

制轉售價格之理由。然而，當判決認定原告事業之「各總經銷商之營業規

模、區域、營運模式及管銷成本均不相同」時，其實就蘊含著，倘若消費

者可以在各該總經銷區域間游離，跑到售前服務比較好的地方，接受服務

後，再到未提供售前服務之售價較低的區域採購時，則搭便車情事即有可

能發生，此時藉由限制轉售價格的實施，當可抑制此種不當的搭便車行為；

更重要的是，本案所涉及的乃是，安全性非常重要的瓦斯爐、熱水器等產

品時，基於安全性維護等社會安全理由，限制轉售價格的實施，更有其必

要性。若此，則原告所提希望各總經銷商「在行銷廣告、售前、售後服務

等方面提升品質，以共同合作的方式提升總經銷商整體對商品服務的層

次，促進『櫻花』品牌在不同品牌間的商品競爭力，防免搭便車」，亦非毫

無理由。判決實難能以一句未提出具體證據而一蹴之，應基於職權主義、

闡明權的適當行使，積極促使原告事業就此提出更為詳盡的說明，並請公

平會說明若其將原告答辯重新考量於其處分過程中時，是否依舊會做出同

樣的處分。然而，似乎當事人對於公平法認識的不足、無相關競爭專業能

力等情事，經常成為訴訟上不利於其之結果。或許，基於有效、正確運用

公平法第 19 條規定之職責，公平會或有必要對一般事業提示出，對照於其

他國家競爭法制，欲證明所謂「正當理由」的存在，當事人可以提出諸如

何種證據，以對於外國法制知之甚稔、經常參與國際會議的公平會而言，

如此作為應該不是問題，而且符合其公平法執法機關之角色。不是消極一

昧否定被調查人所提出之各種理由及證據，而是積極協助、教導被調查人

可以提出怎麼樣的證據，方可以促使其執法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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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條案件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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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原告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與下游事業（藥局，下同）簽訂「杏

輝專櫃專案合約書」，該合約書約定：「乙方（即藥局）同意依照雙方協議

或甲方（即原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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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品牌形象及維護市場秩序，甲方得逕行終止合約，並取

消回饋%。」（下稱系爭條款），經被告認內容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

規定，實地訪查 A、B、C、D、E、F、G 等杏輝專櫃藥局（下稱杏輝專櫃），

均一致陳稱其等就案關商品係分別與原告成立買（賣）斷之交易關係，在-

原告銷售時，商品所有權即已移轉。原告經被告函請提供相關資料說明，

除說明之系爭條款訂定理由外，並未提出其他促進競爭之合理事由。被告

乃以原告有限制下游經銷商轉售價格之情事，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 

（二）程序事實 

公平會依同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以 106 年 4月 10日公處字第 106024

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新臺幣（下同）250 萬元，並令立即停

止違法行為。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經本案判決駁回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杏輝專櫃為原告出資設立，原告與受託經營「杏輝專櫃」之藥局

間關係為「內部之代銷」並非「經銷」，並不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

第 1 項之「限制轉售價格」。原告係自行出資增設專櫃銷售點，各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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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之間依據原告規定銷售，雙方為「內部關係」，或類似內部關係，而

非「經銷」關係。且原告於各地出資設置杏輝專櫃，並委由藥局銷售，

如藥局不願再銷售一部或全部，均可以退還給原告，如屬於賣斷，其

所有權屬於藥局，如無法銷售與原告無關，其銷售風險應由藥局承擔，

但本件所有杏輝藥品如銷售不佳，藥局要終止部分藥品或全部藥品銷

售，均由原告承擔所有銷售風險，與各代銷之藥局無關，各代銷之藥

局均無庸承擔任何銷售風險責任，足可證明，雙方屬於代銷。  

（2）原告雖有與下游事業約定建議售價，惟僅為建議，並無約定應以

某固定價格出售或不得打折，並無約定違反之違約罰款，故此應僅屬

建議性質而無拘束力，不具強制性。  

2.被告主張 

（1）A、B、C、D、E、F、G 等各家藥局均一致陳稱，渠等就案關商

品係分別與原告成立買（賣）斷之交易關係，在原告銷售時，商品所

有權即已移轉。至於渠等之報酬，則係轉售價與進價之價差，而非依

銷售量多寡向原告抽取一定比率之佣金，且轉售價之訂定，除經原告

指示外，原則上係渠等各自依進貨成本、市場行情等因素決定。又觀

諸原告批貨給下游事業所開立之發票，或下游事業開立給消費者之發

票，均未見有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所註明之「委託

代銷」或「受託代銷」之字樣。下游事業自原告進貨後，即使得就商

品有條件退貨，但若商品毀損或失竊時，其風險仍存在於下游事業，

另下游事業均係自行對外與消費者進行交易，由消費者支付價金給下

游事業，而非支付給原告，下游事業並以自己名義開立發票。可見買

賣契約係成立於下游事業與消費者間，下游事業顯係以自己名義為出

賣人，並由其負擔不能履約之危險及商品瑕疵之擔保責任，下游事業

實為原告之經銷商，而非為原告代銷。無論下游事業得否申請退貨，

或原告有無支出設櫃的設備或活動費用，實均與下游事業屬經銷或代



374 

 

銷商品無關，無礙於原告與下游事業間因買（賣）斷之交易關係，而

就商品成立「讓售行為」之認定。況依杏輝專櫃合約書第 13 條約定，

可見下游事業根本未有契約上之依據得無條件申請商品之退貨（如是

否退貨、如何退貨、何時退貨等）。  

（2）合約書第 3 條乙方權利與義務第 2 款限制轉售價格之約定明確，

亦有合約終止與違約懲罰之約定，故下游事業之事業活動，已受到原

告干預，亦即在心理上形成壓迫，致實際上有限制轉售價格之實效，

自不得因未有實施懲罰措施之實例，而否認系爭合約書限制轉售價格

之事實。原告與下游事業簽約並提供建議售價表後，雖商品業已賣斷，

原告仍會指派人員監管下游事業之銷售價格，主動查核、介入下游事

業之訂價情形，且在下游事業競價銷售時，除要求改善外，更聲稱將

以斷貨（即終止合約，使之不負出貨義務）制衡。  

（二）本案爭點整理  

原告與經銷商於杏輝專櫃專案合約書約定：藥局同意依照雙方協議或

原告建議之商品售價銷售商品，藥局如違反時，為維護本專案合作體系、

商品品牌形象及維護市場秩序，原告得逕行終止合約，並取消回饋%等情，

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本案契約為代銷還是經銷？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高等行政法院  

1.見原告為經營品牌形象，自 102 年 4 月開始與下游事業簽訂「特賣

及專案識別設立專案合約書」、「杏輝專櫃專案合約書」，並均於合約書

第 3 條有關下游事業權利與義務為如上述第 2 款之約定，而其等契約

期間通常為 1 年，原告與下游事業關於商品交易且係採將所有權移轉

之賣斷關係。 

2.次按所謂「代銷」，因非屬民法上之典型契約，實務上係指以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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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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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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判字第 825 號判決參照）。

查原告與藥局簽立上開合約書係將商品賣斷予藥局，前已述及，此觀

102、103 年版本合約書（見原處分甲卷第 30-31、80-81 頁）第 6 條（104

年之後版本列於第 5 條）、第 13 條規定：「合約金額及收款方式：雙方

合意本合約總金額計新臺幣 20 萬元（茲以此金額為例）整，乙方（即

藥局，下同）應於簽約同時由乙方簽發 ∕背書，指定受款人為甲方之支

票共□張做為預付貨款，支票內容如後附明細。出貨金額最高上限為

簽約金額，若已達上限，甲方（即原告，下同）得暫停出貨予乙方。」、

「乙方應於合約期限提貨達簽約金額，如未達成，甲方有權取消所有

優惠條件；甲方維持交貨品質良好，且不超過產品有效期限，乙方除

產品瑕疵及貨運運送損壞外，不得退換貨。驗收方式：乙方應於貨到

時驗收完畢，逾期視為驗收合格。」【104 年之後版本（見原處分甲卷

第 35-36、40-41、45-46 頁）規定於第 12 條：「甲方維持交貨品質良好，

且不超過產品有效期限，乙方除產品瑕疵及貨運運送損壞外，不得退

換貨。驗收方式：乙方應於貨到 3 日內驗收完畢，逾期視為驗收合

格。」】，益明原告與簽約藥局就交易之商品係採買賣關係無誤，而簽

約藥局依約向原告買受商品後，且係以該藥局名義出售予消費者，並

有統一發票影本在卷可考……，由簽約藥局負擔不能履約之危險及商

品瑕疵之擔保責任，顯見其非為原告代銷之情。至 102、103 年版本之

合約書第 3 條甲方權利與義務第 4 款（104 年之後版本列於同條第 6

款）、第 7 款（104 年之後版本列於同條第 8 款）、第 15 條規定：「甲

方將派員並將乙方，包括、與內部管理作業等如下：1.本專案經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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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技術；2.經營輔導及客源分析；3.廣告與促銷之企劃（促銷活動、

商品組合）；4.商品之統一採購及配送；5.本專案商標及提供企業識別

系統之使用標準； 6.提供「杏輝專櫃」陳列之設計標準模式與圖

案；……」、「甲方為本專案所設置或提供之設施，均為甲方財產，甲

方有權無條件取回。」、「本合約終止時，乙方應返還甲方所提供之各

項設施，並將之前送的贈藥於預付款中扣回，剩餘的預付款項結清後

會再結算給乙方，若不足扣除時乙方應於 3 日內給付之，乙方若欲辦

理退貨則依公司退貨辦法規定執行。合約期滿終止之日起不得再宣稱

加盟關係，若有侵犯甲方之權益應賠償之除本合約規定之違約金外，

應賠償合約金額之 50%作為懲罰性違約金，本條約於合約期滿 /終止後

仍有效。」（104 年以後之版本規定於第 14 條：「本合約屆滿且未於 1

個月內完成續約或合約終止時，乙方應返還甲方所提供之各項設施，

乙方若欲辦理退貨則依公司退貨辦法規定執行。屆滿日或終止日之翌

日起不得再宣稱合作關係，若有侵犯甲方之權益時，依合約各條支付

違約金，並應另行賠償甲方按合約總金額之 50%作計算之懲罰性違約

金，本條約於合約期滿/終止後仍有效。」），固有原告派員輔導簽約藥

局及其就原告所設置或提供之設施，於合約終止後，應予返還，倘藥

局於合約終止後，欲辦理退貨，且得依原告之退貨辦法執行等規定。

惟如上開原告業務部經理張建國陳述可知，原告與藥局簽立上開合約

書旨在藉由藥局專業藥師將原告商品介紹給消費者服用，是原告派員

輔導簽約藥局及提供之設施，無非為達其銷售予簽約藥局之商品，得

由簽約藥局順利銷售予消費者之目的，故縱原告提供簽約藥局輔導及

設施，亦無礙原告與簽約藥局間之商品交易係屬賣斷之認定；而簽約

藥局於合約終止後，既與原告無合作（加盟）關係，則原告於合約終

止後，另規定有退貨辦法，核屬商業常情，尚無得以此即謂簽約藥局

於合約存續期間，除上述合約書第 13 條（第 12 條）規定情形，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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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退貨予原告之論據。原告執該等規定主張其與簽約藥局之商品交易

非賣斷，杏輝專櫃為原告出資設立，是以如招牌設備有毀損，均係原

告負責，各藥局均無負擔此經營成本，原告與受託經營「杏輝專櫃」

之藥局間關係為「內部之代銷」云云，無可憑採。  

3.簽約藥局（即杏輝專櫃）於原告有建議商品售價時，負有依其所建

議之商品價格銷售商品之義務，如有違反該義務，則負違約責任，原

告係得據以實施終止合約、或取消贈藥、取消回饋%等懲罰措施；此

參上述原告業務部經理張建國敘及：上述合約書條款約定建議價，係

因原告投入相當大的品牌行銷費用維護品牌及產品通路市場之形象，

其不希望下游事業有不適當訂價，傷害該公司品牌形象等語，並提出

建議售價表佐證……。縱被告未查獲原告就違反上述條款之簽約藥

局，實施上開懲罰約款之具體事證，仍不影響簽約藥局因合約書該條

款約定，基於契約拘束力，於其心理形成負有遵守契約約定義務，免

因違約而生後續不利法律效果之心理壓迫。況原告與上述下游事業簽

約並提供建議售價表後，雖商品已賣斷，原告仍會指派人員監管下游

事業之銷售價格，主動查核、介入下游事業之訂價情形，且在下游事

業競價銷售時，除要求改善外，更聲稱將以斷貨（即終止合約，使之

不負出貨義務）制衡，而下游事業則均依原告要求提高售價，復有原

告不爭之 G、D、E 藥局人員陳述紀錄及調查報告在卷可憑（見原處

分甲卷第 4、103、105 頁）。原告主張其與藥局雖有約定得終止契約及

取消回饋%，並非罰款或類似之處罰，其與下游事業約定建議售價，

僅為建議性質，並無約定應以某固定價格出售或不得打折，且無違反

之違約罰款，而不具強制性云云，乃其主觀見解，尚非可取。至原告

稱曾多次提供比建議售價更低之實際賣價云云，非惟未據舉證以實其

說，且仍無礙其透過上開約款限制下游事業訂價自由之認定。又被告

公研釋字第 7 號：「依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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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下同）……其所欲規範者，係事業與交易相對

人間對轉售價格之約定，故如出版社對下游經銷商未要求或約定應以

某固定價格出售或不得打折，即不能僅以出版品上印有定價而認定違

反……」第 019 號：「書籍可否印定價，依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規定……

其所欲規範者，係事業與交易相對人間對轉售價格之約定，故如出版

社對下游經銷商未要求或約定應以某固定價格出售或不得打折，即不

能僅以書籍上印有定價而認定違反……」第 022 號：「至產品上貼上『定

價』」或『金額多少』之標籤售予零售商，因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所欲

規範者，係事業與交易相對人間轉售價格之約定，故批發商對下游零

售商如未約定應以某固定價格出售或不得打折，即不能僅以商品上貼

此類標籤，即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032 號：「依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規定……其所欲規範者，係事業與交易相對人間對轉售價格之約

定，在經銷契約上明定建議售價 2,700～4,000 元，如對下游經銷商未

要求或約定應以該上下限價格出售或不得打折，即不能僅以印有建議

售價而認定違反……」，乃係定價或契約約定之建議售價不具任何拘束

力之情形，核與本件案情有別，自無得援引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本案主要爭執處在契約之性質，至於是否有正當理由，依判決書所載

原告並未對此有所爭執。而被告則認定原告為經營品牌形象，並非限制轉

售價格之正當理由。  

五、本案評析 

本案中，原告事業提出其與下游藥局間之商品移轉關係為代銷關係而

非買賣關係，以及其所為價格通知僅係建議價格並無強制力等二項抗辯，

導致法院判決亦圍繞著該二項判決轉，進而得出：「原告與藥局簽立上開合

約書旨在藉由藥局專業藥師將原告商品介紹給消費者服用，是原告派員輔

導簽約藥局及提供之設施，無非為達其銷售予簽約藥局之商品，得由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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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局順利銷售予消費者之目的，故縱原告提供簽約藥局輔導及設施，亦無

礙原告與簽約藥局間之商品交易係屬賣斷之認定」，因而否定其代銷關係的

抗辯。其次，法院以：「簽約藥局（即杏輝專櫃）於原告有建議商品售價時，

負有依其所建議之商品價格銷售商品之義務，如有違反該義務，則負違約

責任，原告係得據以實施終止合約、或取消贈藥、取消回饋%等懲罰措

施‧‧‧縱被告未查獲原告就違反上述條款之簽約藥局，實施上開懲罰約

款之具體事證，仍不影響簽約藥局因合約書該條款約定，基於契約拘束力，

於其心理形成負有遵守契約約定義務，免因違約而生後續不利法律效果之

心理壓迫」，而否定其關於建議價格之抗辯。 

然而，本案系爭「杏輝專櫃專案合約書」，似乎是一種加盟契約書，此

觀諸判決中說明：「簽約藥局於合約終止後，既與原告無合作（加盟）關係，

則原告於合約終止後，另規定有退貨辦法，核屬商業常情」。若此，則以加

盟契約於經濟實質上，乃是一種單一的垂直產銷架構，通常由加盟主及加

盟店二者共同針對商品服務的提供、對消費者之提供方式、提供價格、產

品陳列等，共同加以決定，並盡量於所有加盟店中皆有同樣的產品服務提

供方式、統一的商品服務售價，避免消費者對於不同的加盟店之商品服務

提供及其售價，產生不滿，進而對於加盟體系整體服務帶來負面的評價。

亦因此故，OECD 競爭法及競爭政策委員會早於 1994 年的「Competition 

Policy and Vertical Restraints； Franchising Agreements」271報告中，即提出

以下基本認知：「Franchise agreements generally include provisions that insure 

substantial co-ordination between franchisor and franchisee. While the 

franchisor and franchisees may remain legally independent， economically 

they may function much like a single vertically integrated entity. Franchising 

sometimes can vertically integrate decision-making more effectively than 

                                                 
271 OECD, Competition Policy and Vertical Restraints: Franchising Agreements（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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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integration under common ownership. Even if a franchise system is a 

single vertically integrated entity， competition from other brands and from 

other franchise systems or other distribution systems may prevent the franchise 

system from exercising market power.」由此可知，加盟關係的實質是，縱使

形式上加盟主與加盟店於法律上分別擁有不同的法人格，但於經濟實質

上，渠等時際上乃是類似一個單一的垂直整合實體而對外行動。此種經濟

實質對於與加盟體系打交道的消費者而言，特別重要，蓋消費者對於加盟

體系所期待者，乃是其不論到哪一個加盟店所接受到的商品服務水平、價

格應該都是一致的，消費者實難接受其到每一個加盟店消費時，還必須時

時注意該加盟店所提供之商品服務及其價格，是否會與其他加盟店有所不

同，而必須為此付出不必要的交易成本，此種結果絕非企圖藉由加盟關係

減少交易成本之加盟體系所樂見。  

於此認知下，當本案法院判決於事實認定中，確認：「原告為經營品牌

形象，自 102 年 4 月開始與下游事業簽訂『特賣及專案識別設立專案合約

書』、『杏輝專櫃專案合約書』，並均於合約書第 3 條有關下游事業權利與義

務為如上述第 2 款之約定，而其等契約期間通常為 1 年，原告與下游事業

關於商品交易且係採將所有權移轉之賣斷關係。」為維持加盟體系整體之

品牌形象而實施限制轉售價格，並非毫無正當理由，試問如果你家附近的

「7-11」賣的清涼飲料，皆比你同事家附近的「7-11」貴上 5-10 元的話，

你能接受嗎？你會不會對「7-11」的品牌形象，感到失望。當然，較為可

惜的是，本案中並未見原告事業針對其加盟體系的特性及特殊需求，積極

進行任何的主張及抗辯，或許這又是另一件一般事業因不熟稔公平法規定

下的產物吧！但是，如果加盟體系真的需要類似限制轉售價格等手段，以

維護其品牌形象、促進品牌間之競爭，則主管機關之公平會不應忽視相關

需求，亦不應不考慮其作為是否因此可能傷害正常商業模式及競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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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第 20 條判決評析 

第 20 條案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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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先前作出兩次處分，均經行政院再訴

願決定，命公平會重為處分，而後公平會以原告（即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

局）於辦理捷運工程土城縣 CD267A 標土方工程招標規範，訂定投標廠商

資格為甲級營造廠，借土來源須符合相關參標資格，其後復訂有「詳細位

置圖、水土保持計畫書」「土源擁有者之名稱、填土材料租賃權、採取權及

借用協議書（須經法院公證或認證之協議書正本）」排除新竹以南、宜蘭、

河川砂石、工程棄土及雜項執照等土源使用，致符合本案規定之土源甚少，

使參標者需取得郁佑企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郁佑公司）土源始能參標，

發生四家參標廠商取得同一土源情形，其中林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林記公司）僅取得郁佑公司單一區合法土源 75 萬立方公尺，竟彈性認

定郁佑公司土源已達 150 萬立方公尺，變相圖利特定廠商林記公司，以土

源規定對投標廠商作資格限制及解釋，已對其他參標廠商為無正當理由之

差別待遇行為，構成妨害公平競爭之虞，有違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不得對他事業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乃以 88 年 9 月 20 日（88）

公處字第 116 號處分書處原告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並不得

再為不當限制投標廠商資格之行為。原告不服，提起一再訴願，遞遭駁回，

遂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二）程序事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於 90 年 5 月 31 日，判決原

告之訴駁回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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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原告並非公平交易法第 2 條之「事業」，系爭政府採購行為本無

公平交易法之適用。又系爭招標資格之訂定，亦係基於本件工程之特

性及需要而作成，主觀上並無任何不當限制廠商投標之故意，客觀上

亦無不當限制廠商競爭之行為；再訴願決定機關及被告認定原告有違

反公平交易法之情事者，均係以事後調查所得之結果推斷原告行為時

主觀上之故意，顯有率斷、恣意及偏頗情事，復已違反「利益衡平原

則」，故請判決將再訴願決定、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云云。  

（2）就原告訂定招標資格時調查結果所得，新竹以北地區之土源數量

既已十分充足，無需再為他求，倘對土石來源不予限制，可能反造成

廠商隨意以較容易取得之中南部土源證明投標，而於得標後再於經濟

有益範圍（即北區）濫採，將造成管理上之困擾，甚至環保上之浩劫。

是原告基於環保等公益之考量，將系爭土石採取範圍限制於新竹以北

者，自無限制承商投標資格之意圖。  

基於新竹至本工程之工地每趟來回之路程、裝載、工區卸料及可

能之排班與膳食時間，約需 5 小時，而就系爭工程預算書單價分析表

所載，每 110 立方公尺，傾卸車需時 71 小時，每車 8 立方公尺，約

14 載重趟（110 立方公尺除以 8），則單一車輛來回所需時間亦為 5 小

時左右（71 小時除以 14）。故原告當初考量上開各因素，並針對本工

程之性質及需要，而訂定相關之投標資格，自係符合台北市政府捷運

工程局舉辦特殊鉅大土建工程投標廠商資格應注意事項第五條之規

定，並無任何不法或不當。易言之，系爭投標須知所以擬訂土源限新

竹以北地區，乃係針對本工程之性質及需要，況原告亦未就投標廠商

公司所在地加以限制，亦即原告僅係規定土源限新竹以北，而未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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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以南之廠商以新竹以北之土源參標，故原告實無差別待遇之行

為，或應認有正當之理由，而不致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之規

定。 

被告主張原告基於交通維持計畫以及成本分析之考量，於招標文

件中限制土方來源需在新竹以北，仍係屬限制行為云云，係眛於工程

實務之舉，蓋依據顧問公司函詢北部各縣市之結果，新竹以北之土源

應即已足夠本案所需，且在我國工程實務上，為避免承商濫採土石另

行衍生履約爭議，並進而妨害工程進度，工程發包單位甚有直接指定

借土區建議投標廠商進行取土作業者，是原告鑑於北部 5 縣市之土源

業已足夠，又基於交通維持計畫等公益考量，而限定土源需在新竹以

北者，自屬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之正當理由，而非違法之限制競

爭行為。 

（3）原告係基於環境保護等公益訂定招標資格限制，縱有差別待遇，

亦屬正當理由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固規定無正當理由，不得對他

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然本件原告就系爭工程投標資格之訂定，

或係考慮系爭工程之如期完成，或係考量公共利益之維護，是原告就

該等資格之訂定，自無可能有綁標或綁規格之情事，或亦應認原告有

正當之理由，而不致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之規定。況本款所

謂「正當理由」者，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規定甚詳，被告於審

酌有無正當理由時，當詳查下列情事：「一 市場供需情況；二 成本

差異；三 交易數額；四 信用風險；五 其他合理之事由。」被告

未見於此，未詳究原告係依據進行投標廠商資格審查時之客觀書面資

料進行判斷，而基於水土保持、環境保護、採購時程因素，進而設定

相關投標資格，係屬合理限制，又忽略原告係政府機關，系爭交易行

為係政府採購行為，與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之規範目的不盡相容，卻逕

對原告依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論處，此自有適用法規不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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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 

2.被告主張 

（1）系爭採購標案係原告為興建捷運工程，而處於與私人相當之法律

地位，並在私法的支配下所為之行為，尚非基於公權力主體地位行使

其統治權，應屬私經濟行為。行政機關之行為如係以私法行為提供具

市場經濟價值之商品或服務為業務或目的所引起之需求行為，不論在

需求時是否已為該項商品或服務之提供，均應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

系爭標案係原告為將來提供大眾捷運運輸之服務並收取費用為目的，

所引起之需求行為，自應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業經被告公研釋 072、

077、090 號解釋在案，且公研釋 072 號解釋則係被告針對原告函請被

告釋示「行政機關之私法行為有無公平交易法之適用」乙案所作之解

釋，並經報奉行政院 82 年 10 月 30 日台 82 經字第 38208 號函同意備

查在案，原告對於前揭工程採購行為應受公平交易法規範應知之甚

詳，原告訴稱系爭行為為公法上行為，不受公平交易法規範云云，顯

係辯詞，不足採信。  

（2）原告所參考細部設計顧問之報告及各縣市回函，如未限定土源材

料，數量固屬充足，但原告於招標規範訂定「新竹以北地區政府核發

之土石採取證明文件」、「有效期間須至 85 年 6 月以後」、「總數量不得

低於 80 萬立方公尺」、「提供詳細土源位置圖及水土保持計劃書」及「土

源擁有者之名稱、填土材料租賃權、採取權及借用協議書」等資格限

制，已使土源限縮在「新竹縣以北（不含宜蘭）」之「陸上砂石」，故

原告訴稱依委託完成之細部設計顧問提供之土源量及宜蘭縣等五縣市

之回函所統計而得出總土源量 1353 萬立方公尺，應不虞匱乏，殊有違

誤。蓋上開土源量因招標規範要求參標者應提出水土保持計劃書，致

使無水土保持計劃書之大漢溪河砂 200 萬立方公尺被排除，再加上要

求需提出政府所核發之土石採取證明文件後，則又造成捷運廢棄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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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廢棄土 191 萬立方公尺之部分被排除。雖原告稱於招標文件明文

規定「填方取得應以捷運局之工程棄土為優先考慮對象」，是並未排除

棄土，然原告於投標須知要求須提供水土保持計劃書及政府核發之土

石採取證明文件已如前述，致該規定形同具文。是以通過資格標之諸

廠商，無一係以上述棄土為土源，因若以之為土源，必無法提出投標

須知要求之文件。  

（二）本案爭點整理  

1.原告（即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是否為公平交易法所規範之事業？  

2.原告之行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之規定？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查本件採購標案係原告為興建捷運工程，而處於與私人相當之法律

地位，並在私法的支配下所為之行為，尚非基於公權力主體地位行使

其統治權，應屬私經濟行為。且原告為將來提供大眾捷運運輸之服務

而收取使用規費為目的，以私法行為提供具市場經濟價值之服務為目

的，所引起之需求行為，不論在需求時是否已為該項服務之提供，依

上開解釋應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況且上開被告公研釋 072 號解釋係

被告就原告函請被告釋示「行政機關之私法行為是否適用公平交易法

之疑義」乙案所作之解釋，並經報奉行政院 82 年 10 月 30 日台 82 經

字第 38208 號函同意備查在案，原告對於本件工程採購行為應受公平

交易法規範應知之甚詳，是原告訴稱系爭行為為公法上行為，不受公

平交易法規範云云，顯不足採。  

2.原告參考上開細部設計顧問之報告及上開各縣市回函，如未限定土

源材料，數量固屬充足，惟原告並非以上開資料所涵蓋之土源為系爭

工程參標之用，其訂定案關上開各項資格限制後，已使可參標土源限

縮在「新竹縣以北（不合宜蘭）之陸上砂石」，排除新竹以南、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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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砂石、工程棄土及雜項執照等土源使用，導致符合系爭標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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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對投標廠商所作資格限制及解釋，已涉及對其他參標廠商為無正當

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原處分認定原告違法，應無違誤。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本件為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於招標作業時，對於參標作多項資格限

制，法院認定屬不當限制投標廠商資格而違反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之規定。 

五、本案評析 

原本，依據行為時公平法第 2 條規定，該法所稱事業除第 1 款之公司、

第 2 款之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以及第 3 款之同業公會外，第 4 款尚以概

括方式涵蓋所有「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期能將所有

可能參與競爭、破壞自由公平競爭秩序之事業，皆納入該法規範對象主體，

以求規範之周延。問題在於行使公權力之政府機關，一般而言，既不參與

市場競爭，自難認定為公平法第 2 條所稱之事業。然而，相當弔詭地，公

平會似乎從其成立開始，就積極介入政府採購行為，其法理基礎則為本案

判決所指出：「本件採購標案係原告為興建捷運工程，而處於與私人相當之

法律地位，並在私法的支配下所為之行為，尚非基於公權力主體地位行使

其統治權，應屬私經濟行為。且原告為將來提供大眾捷運運輸之服務而收

取使用規費為目的，以私法行為提供具市場經濟價值之服務為目的，所引

起之需求行為，不論在需求時是否已為該項服務之提供，依上開解釋應受

公平交易法之規範。況且上開被告公研釋 072 號解釋係被告就原告函請被

告釋示『行政機關之私法行為是否適用公平交易法之疑義』乙案所作之解

釋，並經報奉行政院 82 年 10 月 30 日台 82 經字第 38208 號函同意備查在

案，原告對於本件工程採購行為應受公平交易法規範應知之甚詳，是原告

訴稱系爭行為為公法上行為，不受公平交易法規範云云，顯不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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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行使公權力之政府機關為有效實踐其公法或公益任務，卻實有

必要進行私經濟採購行為或國庫行為，但此種居於採購或消費地位之政府

部門，顯然與前述行為時公平法第 2 條第 4 款所稱「提供」商品或服務從

事交易之人或團體，將事業屬性定位為以「提供」行為，而非僅為需求或

採購行為有別。或有見解主張，公平法第 2 條第 4 款之所以將其主體定義

為「提供」人或供給者，乃是有意將僅為本身消費而非以其商品或服務為

中間財，再經過加工等製造生產過程將其已完成品提供給其他人消費者之

終端消費者，排除於該法事業定義對象外。然而，此種解釋，亦難能全盤

接受。蓋政府機關基於私經濟之採購行為後所對外提供者，乃是前述公法

或公益服務，該等公法上服務原則上係排除其他一般私人事業得進入或提

供者，從而政府機關基於此種私經濟採購行為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本就

非屬公平法所稱於相關市場上流通的商品或服務，既然非屬於公平法所稱

之服務，其提供者就不可能該當於公平法第 2 條第 4 款所定義之事業。正

如同，一般終端消費者縱使採購相關商品或服務並非為將該登商品或服務

經過加工、轉換程序，而提供其完成品；但消費者之所以採購該等商品或

服務，乃是為生活所需，並於消費該等商品、服務後而得以得到工作能量，

於勞動市場上提供其勞務，此種勞工所提供之勞務並非公平法所稱服務，

故一般消費者、需求者不能將之視為公平法上之事業。  

或許，本案判決主要係以「原告為將來提供大眾捷運運輸之服務而收

取使用規費為目的」，以未來式的見解，認為因為原告未來將提供大眾捷運

運輸服務而收取「規費」，故符合提供商品或服務之概念。然而，判決本身

使用「規費」二字，已經使得其未來所提供之服務，已經暗示其係為實現

特定行政目的所提供之服務，難能認為其法律性質上屬於公平法所認定之

服務。問題真正的核心或癥結在於，倘若政府採購行為未來所提供的服務，

並非屬於本案判決所認知，直接涉及一般民眾生活必需商品或服務，例如

國防部為提供國防服務而採夠軍裝、甚至戰機、總統府為提供總統宴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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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貴賓、提供外交服務而採購餐飲時，是否亦可因此認定國防部、總統府

的私經濟採購行為，使得國防部、總統府皆變成公平法上之事業，而必須

一一檢視為何其所採購戰機偏愛美國製造者、其國宴內容特別偏好台南小

吃或其他特定地方小吃，而非讓大江南北各地方美食皆可以參與國宴服務

提供之競標。 

政府採購行為使用的是一般國民的納稅錢，其用途、使用方式等等，

早已受到會計法、政府採購法等的嚴格管控，並不需要公平法以所謂差別

待遇禁制規範再度介入其採購本身是否有差別待遇或圖利特定人或團體之

問題。更何況，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2 款者，通常對其行為主體都

要求其應有 10%以上的市場占有率。依照判決之見解，此一市場占有率應

是從政府機關採購時之需求者觀點出發、界定其與可能提供者間之相關市

場，抑或是以判決所認為該政府機關未來將會提供特定服務，而以其未來

所提供服務之相關市場、計算其市場占有率。判決對於本案相關市場為何，

完全未加以說明，從而當然亦無法計算原告之市場占有率，而僅是以「對

其他參標廠商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立即認定其行為違法。倘若

依照判決如此見解，則任何私人企業，不論其市場占有率如何微薄，都不

能享有依其喜好選擇交易相對人的自由，而必須於每次交易時，對外公開

聲明或招標，令所有有意與其交易之相對人都可以擁有與其交易之機會，

且於選擇交易相對人時不得有任何偏頗而必須一視同仁。如此限制不具有

市場力量之一般事業的交易自由之規範方式，難道是公平法所預定的結果

嗎？其他國家競爭法制，真的有如此規範理念及作法嗎？  

或許，當初公平會乃是以當時政府採購法尚未制定，故基於「職責」

不得不介入，從而於政府採購法自 1999 年 5 月 27 日正式施行後後，公平

會即與公共工程委員會就此政府採購行為之規範議題，進行協商，並於

1998 年 12 月間就公平法與政府採購法未來有關政府採購之適用與分工方

式，進行協商，並達成結論，其內容如下：「（一）政府採購法施行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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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有關之行為涉及競爭秩序，政府採購法已有規範者，由政府採購

法主管機關或相關權責機關依政府採購法處理。（二）政府採購法施行後，

機關辦理政府規劃或核准之交通、能源、環保、旅遊等建設，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開放廠商投資興建、營運者，其甄選投資廠商之程序，除其

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依政府採購法處理。（三）至於得標廠商與其分包廠

商間所生違反競爭事件，政府採購法雖未規範，但涉及公平交易法規範者，

由公平交易委員會依公平交易法處理。」由此協商結論觀之，未來只要是

政府採購法已有規範者，公平會將會全面的自我抑制，不再針對該當採購

行為適用以公平法；實務運作上，公平會本身亦自該當協商決議後，即不

再對政府採購中之行政機關方面的行為，適用以公平法相關規定。  

然而，理論上，若公平會肯定公平法可適用於政府採購行為，則縱令

於政府採購法施行後，其執法態度亦無如此謙遜之必要，正如同電信法修

正後，公平會依舊積極介入並處分電信事業的各種不當競爭行為一樣。公

平會於此似乎是認為已完成其應盡之階段性任務，而可功成身退了，此種

階段性、過渡性的法律適用見解，公平會人員本身曾提及此，曰：我國目

前「尚缺乏可規範市場秩序之採購法令，（該採購法令草案刻正在進行中），

故為求發包作業之透明化，在該草案未通過前，目前公平交易委員會應可

適度介入，以維持工程發包市場之秩序。」272於此情形下，公平會因為政

府採購法的施行，而於法律適用上所採取的自我抑制態度，無論於法理上

或實務需求上，都難認為其有合理的根據。就法規範邏輯而言，公平會若

依舊維持其向來政府採購中之行政機關屬本法之事業的見解，則未來對其

採購行為，仍應繼續適用以公平法；反之，公平會若欲堅守與公共工程委

員會間之決議，不再對政府採購中的行政機關行為適用以公平法，則應變

更其過去認定採購中之行政機關屬公平法事業之見解，否定行政機關於此

                                                 
272 游素素，「公共工程發包與公平交易法」，公平交易季刊，第二卷第三期，79（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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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業屬性。僅因一時方便而便宜行事，對於法律解釋、適用的安定性與

可預測性，皆會帶來不當影響，亦連帶令人懷疑公平會是否尚有其他處分

亦係在此種為圖一時方便而便宜行事下所為，導致一般事業受到不必要、

甚至可能是違法的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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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案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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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原告（樺陽車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三陽機車搭售華南產物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南保險公司）二年機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以下

簡稱機車強制險）之行為，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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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制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規定，被告爰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命原告自處分書送

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開行為，並處以新臺幣（下同）160 萬元罰鍰。

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  

（二）程序事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於 91 年 5 月 8 日，判決原告

之訴駁回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適用對象，須交易相對人為事業

活動主體，始受該條之規範，惟查依處分書提及「被處分人並不允許

消費者自行決定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外之保險公司」（見處分

書事實欄，第二大點，第（一）點第 4 點），縱不論該認定與事實不符。

退萬步言，被告以「限制消費者」選擇保險公司之權利，認定原告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之立論基礎，然所謂「消費者」係指

「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消費者保護法

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與所謂「事業」係指「一、公司。二、獨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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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夥之工商行號。三、同業工會。四、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

之人或團體。」（公平交易法第 2 條）定義不同，則消費者顯非公平交

易法第 2 條所明定之事業範圍，消費者所為之交易行為，自非公平交

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所得規範，被告認事用法有誤，至為顯然。  

（2）搭售行為是否為不正當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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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2 項）。其中關於原告之意

圖、目的、市場地位，市場結構、履行情況已說明如上，茲再就「商

品特性」予以說明。機車與強制責任險雖具有互補性，但強制險之保

險期間只有二年，並未與機車產品之生命週期一致，因此，保險期間

屆滿之後，車主勢必得另行投保，而辦理機車強制險之產險公司除華

南保險公司外，還有 22 家，市場競爭可謂激烈，是故，車主於期間屆

滿之後，仍得自由選擇保險公司，其轉換成本（switchingcost）極小，

原告行為並未對消費者產生「鎖死（lock-in）」效果，因而並未對其他

產險公司造成額外之進入障礙。  

（3）原告並未強制買受人須一併購買特定之保險，按依被告公研釋

045 號解釋，搭售之構成要件除須存在二種可分之產品外，尚須存在

明示或默示之約定買受人無法自由選擇是否向出賣人同時購買搭售與

被搭售產品。依此解釋，則原告行為並不該當搭售之構成要件。  

2.被告主張 

（1）卷查現行國內機車行銷體系之階層，由上而下大致區分為機車製

造業者、縣市總經銷、區域經銷商、專賣店及一般機車行、消費者五

個階層，其中總經銷係由區域經銷商共同投資設立，如本案之原告係

由台北市地區（包括汐止、新店、淡水、三芝等台北縣地區）61 家區

域經銷商合資成立。是原告之交易相對人為 61 家區域經銷商，並無疑

義，然原告由 61 家區域經銷商合資成立，原告實質上之交易相對人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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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機車專賣店及一般機車行，而本案原告要求台北市地區銷售三陽

機車之區域經銷商、專賣店及一般機車行，在銷售三陽機車時，必須

要求消費者一併購買機車強制險之行為，系爭行為尚難謂未符合搭售

行為之要件，且原告藉由其與區域經銷商間緊密之特殊行銷體系，侵

害三陽機車消費者或潛在消費者之自由交易權利，並對市場上其他保

險代理人及經紀人產生排除競爭之效果，已嚴重扭曲機車責任險市場

之公平競爭秩序，核屬非具正當性之限制行為。況三陽機車於國內機

車內銷市場近 35%市場占有率，原告又為三陽機車台北市地區之總經

銷，是原告之行為，已嚴重妨礙台北市地區機車責任險市場之公平競

爭，核其行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

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與其交易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

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之規定。  

（2）依據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 87 年度我國機車銷售統計年度資料，

當（87）年度國內機車銷售量為 87 萬餘輛，其中三陽機車銷售量達

30 餘萬輛，其市場占有率為 34.7%，原告既為三陽機車台北市地區之

總經銷，原告要求消費者一併投保華南保險公司之機車強制險之行

為，將嚴重妨礙台北市地區機車責任險市場之公平競爭，排除其他保

險公司競爭之機會，對台北市地區（含汐止、新店、淡水、三芝等台

北縣地區）機車責任險市場效能競爭機制之發揮，產生不利益之影響，

而減損該市場上之機車消費者及其潛在消費者之消費者福利。就有關

被告認定原告公司於台北地區之市場占有率為 34.7%，其立論基礎係

以三陽機車 87 年於全國之市場占有率為 34.7%，推估原告於台北地區

之市場占有率亦復如此乙節，經查被告原處分確實係依 87 年度全國機

車銷售量 87 萬餘輛，其中三陽機車銷售量 30 餘萬輛，於國內機車內

銷市場占有率達 34.7%，推估原告在台北地區（含台北市、新店、淡

水、三芝及汐止）之市場占有率亦為 34.7%，而由台北市監理處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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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近 3 年三陽機車在台北市之銷售量市場占有率分別為 30.35%，

29.89%及 29.45%，與被告推估相去不遠。且原告為三陽機車在台北地

區之唯一總代理商，凡在台北地區之三陽機車銷售，均需透過該公司，

故其在台北地區近 3 年之市場占有率應亦為 30.35%， 29.89%及

29.45%。另查原告於 88 年 1 月至 8 月份之三陽機車銷售量為 17527，

而台北監理處提供被告 88 年 1 月至 8 月之新車領牌數為 64496 輛，據

此計算結果，三陽機車占有率為 26.4%。 

（3）次依原處分所陳被告之調查事實，原告無正當理由強制要求經銷

商搭售華南保險公司之機車強制險行為，無論其 87 年在台北地區機車

市場占有率為 34.7%或 30.35%，或 88 年 1 月至 8 月 26.4%，其不當

行為均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情形，故

被告原處分論其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應無違誤，原告所

訴並無理由。  

（二）本案爭點整理  

原告銷售三陽機車時，代買受人投保華南保險公司機車強制險之行

為，是否屬於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所稱不正當限制之「搭售」行為？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本件原告要求台北市地區銷售三陽機車之區域經銷商、專賣店及一般

機車行，在銷售三陽機車時，必須要求消費者一併購買系爭保險之行為，

已構成公平交易法所稱之「搭售」行為。又三陽機車 87 年在台北地區機車

市場占有率為 30.35%，已如前述，原告透過三陽機車既有之經銷體系，侵

害三陽機車消費者或潛在消費者之自由交易權利，並對市場上其他保險代

理人及經紀人產生排除競爭之效果，已嚴重扭曲機車責任險市場之公平競

爭秩序，其不當之搭售行為，顯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以不正

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與其交易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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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之規定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本件為銷售機車要求消費者一併購買強制險之案例，法院認已構成公

平交易法所稱之「搭售」行為，另外，公平會以市占率相關資料，認定原

告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五、本案評析 

雖然，本案中，原告事業抗辯：「被告以『限制消費者』選擇保險公司

之權利，認定原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之立論基礎，然所謂

『消費者』係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消

費者保護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與所謂「事業」係指「一、公司。二、

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三、同業工會。四、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

易之人或團體。」（公平交易法第二條）定義不同，則消費者顯非公平交易

法第 2 條所明定之事業範圍，消費者所為之交易行為，自非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所得規範，被告認事用法有誤，至為顯然。」然而，倘若肯定

原告事業與其轄下 61 家區域經銷商間，成立交易關係，則本案所欲處理

者，並非各該區域經銷商與終端消費者購買機車保險之問題，而係原告事

業限制區域經銷商於銷售三陽機車時，僅能使用華南保險公司所提供之機

車強制險之服務問題。申言之，處於上游之原告事業對其下游經銷事業，

要求於銷售三陽機車時，一定要同時銷售華南保險公司之機車強制險，屬

於公平法第 19 條第 6 款所規範之搭售行為。 

依據公平法所出版之「認識公平交易法」（第 18 版）一書所載：「在判

斷搭售是否違法時，應考慮以下因素：（1） 出賣人須在主產品擁有一定程

度之市場力：判斷搭售行為違法與否，出賣人在主產品市場擁有足夠之市

場力是極為重要之考量因素之一。因如果出賣人並未具足夠之市場力，其

將很難成功地推動其搭售之設計。（2） 有無妨礙搭售品之市場競爭之虞：

搭售之實施有妨害搭售品之市場競爭之虞時，例如搭售品之市場受到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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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數量或比例之排除競爭時，即有可能違法。（3） 是否具有正當理由：

例如為了確保出賣人之商譽或品質管制，或保護商品創作者之智慧財產

權，可被認為該搭售具有商業上之正當理由。」（頁 189-190）依照此種見

解，則認定系爭搭售行為違法時，除必須認定原告事業於機車銷售之主市

場擁有一定程度的市場力之外，尚須對於搭售商品之機車強制險的相關市

場，帶來限制競爭之虞的對市場效果。  

對照於上述於主商品市場上擁有一定之市場力、對搭售市場上產生妨

礙或限制競爭效果之虞二項要件，本案判決僅認定「三陽機車 87 年在台北

地區機車市場占有率為 30.35%」，而認為其滿足於主商品市場上擁有一定

程度市場力之要件；但於有關搭售商品市場上是否可能產生限制競爭之

虞，則完全未有該機車強制險或一般意外險市場上的資料、市場占有率等

事實或證據，佐證此一要件的該當與否，而僅是認為既然於主商品市場上

擁有一定程度的市場力，其結果當然對於搭售商品或服務市場帶來限制競

爭效果，而直接作出如此結論：「原告透過三陽機車既有之經銷體系，侵害

三陽機車消費者或潛在消費者之自由交易權利，並對市場上其他保險代理

人及經紀人產生排除競爭之效果，已嚴重扭曲機車責任險市場之公平競爭

秩序」。迄今為止，並未見有實務或學說見解主張，事業於主商品或服務市

場上所擁有的市場力，就等於渠於搭售商品或服務市場上所擁有之市場

力，倘若本案判決認同或持有此種見解，則應於判決中舉出理由，說明為

何主商品或服務市場上所擁有的市場力，可以視為該事業於搭售商品或服

務市場上所擁有之市場力，因此對於搭售商品或服務市場帶來限制競爭的

效果。本案判決未能針對搭售商品或服務市場實際狀況加以分析，即直接

認定本案搭售行為滿足妨礙搭售商品市場競爭之虞的要件，不無商榷餘地。 



397 

 

第 20 條案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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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康軒公司與康和公司於 88 年 8 月 31 日登記合併解散，以康和公司為

存續公司，嗣更名為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即原告），而據原告之職

員到被告處陳述時表示，在 88 年以前，康和公司負責出版發行國中教料

書，康軒公司負責出版發行國小教科書，國小及國中參考書則委由康鼎公

司出版發行；88 年以後，教科書及參考書之出版、發行、銷售均由康和公

司負責，康鼎公司僅為其經銷商，是本案之行為主體實為合併更名前之康

軒公司，亦即合併後之原告。原告藉由電話或派員告知下游書局不得販售

競爭對手所出版之書籍，否則將停發原告之產品等不正當方法爭取交易機

會之行為，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處，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

之規定，乃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以 90 年 1 月 10 日以（90）公處字第

009 號處分書，命原告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以不正當

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妨礙公平競爭行為，並處以罰錢

新臺幣（下同）90 萬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

行政訴訟。 

（二）程序事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於 90 年 12 月 20 日，判決原

告之訴駁回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按原告係依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規定行使著作權法上保全權利之



398 

 

正當行為；況原告亦僅係將新點子出版社與原告之著作權爭議告知予

不特定之經銷國小參考書之業者，並提供具體事證令其自行判斷參

考，未有任何對受文者之指示，更遑論以利益誘使新點子之交易相對

人與自己為交易。  

（2）若謂原告曾派員或電告通知下游書局，亦僅係告知其與被告之著

作權爭議，並未強命下游書局將新點子出版社之書籍下架。試問：何

日何時由何人告知？告知之內容為何？被告有無就此詢問原告亦或原

告之員工？有無就此事詢問下游書局業者？準此以言，倘僅因下游書

局將該書籍下架之行為即謂原告係以不正當之行為爭取交易相對人，

顯然與證據法則及論理法則有違。  

（3） 被告所發布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審理事業發侵害著作權、

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處理原則」（下稱處理原則），欠缺法律授

權，有違憲之虞，理應不得援用。  

2.被告主張 

（1）本案處分之理由，係認定原告藉由電話或派員告知下游書局不得

販售競爭對手所出版之書籍，否則將停發原告之產品等不正當方法爭

取交易機會之行為，並非單純因原告寄發警告信函而認定違反公平交

易法之規定。  

（2）衡酌本案，原告與新點子出版社之間有關著作權爭議行為仍繫屬

法院審理中，原告在未經一審法院判決前即全面發函予競爭者之交易

相對人、潛在交易相對人或最終消費者（即學校），此種行為正足以認

定原告於寄發警告信函後佐以電話告知及派員巡查之手段在於爭取交

易相對人之意圖甚為明顯。是本案從原告之動機、目的及手段等綜合

觀察，被告判定原告於寄發警告信函後佐以電話告知及派員巡查書籍

之手段為不正當的方法，在於促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尚

非無據，加上原告之市場地位在 88 年國小教科書市場占有率名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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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頗具市場優勢地位，使得原告於寄發警告信函後再佐以電話告知

及派員巡查之手段，能造成新點子出版社被市場大量退貨（依新點子

出版社所提供資料顯示有 12 家，退貨金額為 101 萬餘元），新點子出

版社乃於 88 年 12 月 13 日辦理歇業登記，故被告認定原告縱具有著作

權，新點子出版社是否確定侵害其著作權尚繫屬於法院審理中，今無

論原告是否有踐行先行程序，其寄發警告信函後再佐以電話告知及派

員巡查書籍，並以繼續銷售即將停發原告產品之不正當爭取交易機會

手段，為「以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

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行為，違反商業倫理及效能競

爭，對競爭秩序產生不良影響，並無違誤。  

（3）本件處理原則之裁量基準在於，倘事業認為發警告函係智慧財產

法律所賦予之權利，且公平交易法未明文規定事業不得濫發警告函或

規定須先確認程序始得發函，故本會不得加以規範，則任一事業只要

發現市場上有類似競爭產品，即可不經確認查證，且不論出於善意或

惡意，發函其競爭對手之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其結果勢必

造成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因疑懼而拒絕與其競爭對手交易，

而待事後發現並無侵害事實，競爭對手可能因無事業敢與其交易而早

已退出市場，其所受損害，則無從尋求賠償。如此非但對於競爭對手

造成不公平競爭及對於公平效能競爭之交易秩序產生重大不良影響，

甚至超過智慧財產權法所欲保護之標的，反造成創新發展之阻礙。是

被告基於法定職掌，就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及其他相關法條規定，對於

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行為是否構成顯失公平或

其他不公平競爭行為，資為判斷是否適法之準據，難謂有擴大公平交

易法範圍之情形，此並為行政法院（現已改制為最高行政法院）89 年

判字第 914 號判決所肯認。 

（二）本案爭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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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藉由電話或派員或發警告函告知下游書局不得販售競爭對手所出

版之書籍，否則將停發原告產品之行為，是否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之規定？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按原告與新點子出版社之間有關著作權爭議尚繫屬一審法院審理

中，原告在未經一審法院判決前，即全面發函予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

潛在交易相對人或最終消費者（即學校），復以電話告知及派員巡查，

自其爭取交易相對人之動機、目的及手段等綜合觀察，原告難辭以不

正當的方法，促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責任自明。次按

原告之市場地位在 88 年國小教科書市場占有率名列第一，已具市場優

勢地位，致原告寄發警告函後佐以電話告知及派員巡查之手段，造成

新點子出版社書籍被市場大量退貨，嗣於 88 年 12 月 13 日辦理歇業登

記等情以觀，揆諸前揭「公平交易委員會審理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

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處理原則」所規範之意旨，原告不正當方法

競爭行為益臻明確。  

2.按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規定之適用，必著作權人依據著作權法行使權

利之正當行為，始得為之。被告基於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之職掌，

為確保事業公平競爭，維護交易秩序，有效處理事業濫用著作權、商

標權或專利權，不當對外發布競爭對手侵害其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

權之警告函，造成不公平競爭之情形，特訂定上開處理原則，揭示上

開法條所稱依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之判斷標準，觀其內容係針對行

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為協助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

性規定及裁量基準。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本件原告透過發律師函及警告函，並以電話及派員之方式要求書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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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販賣新典子出版社，藉此爭取交易機會，法院認定已屬不正當方法，違

反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之規定。  

五、本案評析 

一般而言，包含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在內之智慧財產權法，

皆賦予其權利人擁有未經其事先同意不得實施專利技術、使用商標或重製

著作等排他權。因為此種排他權的存在，發明人或創作人乃能安心發或創

作，而不用憂懼於其發明或創作完成後，第三人可以擅自未經其同意就任

意實施其專利技術或重製其著作。有鑑於此智慧財產權法的規範目的及意

旨，公平法第 45 條遂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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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規定，各種

智慧財產權的正當權利行使行為，不受公平法相關實體規定之適用，但倘

若是不當權利行使行為，就依舊有公平法的適用。  

原本，對於侵害其智慧財產權者，權利人可以直接起訴到法院，請求

制止其侵害行為及請求損害賠償；然而，倘若權利人希望可以藉由彼此間

的協商，即解決此類可能的侵權問題，亦可告知可能侵權人，與其進行協

商以解決侵權相關問題。此際，告知的方式，可以是直接提出協商條件、

進入協商程序；也可能事例用本案中所稱的警告函，告誡侵權人其正實施

的侵權行為，並提供其可以主動與權利人或其代理人聯絡，尋求協商的可

能性。不論何者，都應視為權利的正當行使行為。倘若事後證明權利人判

斷錯誤，將實際上並非有侵權事實，認定為有侵權，並對外廣發警告函的

外，則其行為極有可能構成現行公平法第 24 條「為競爭之目的，陳述或散

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不僅有民事、行政責任，還有同法

第 37 條的直接刑事責任，其責任比起其他公平法違法行為更為嚴苛。  

於此民事、行政、直接刑事責任下，事業於發送警告函前，當有必要

細心注意，否則可能會遭到甚至是聯合行為、獨占地位濫用行為，都沒有

的直接刑事責任處罰。若此，則以其所聲明的侵權行為是否真實或虛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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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斷其法律適用，當可有效抑制不當的權利行使行為之發生，而無須於認

定其所聲明之侵權行為是否真實或是虛偽前，由公平會介入尚不知其侵權

行為是否屬實的爭議。申言之，倘若系爭發函所陳述之侵權行為屬實，則

其發送警告函行為理當屬於合理、正當的權利行使行為，而不能加以處罰，

否則將違反智慧財產權法保護發明人、創作人，賦予其排除他人利用之權

利；另一方面，倘若發函內容所陳述之侵權行為根本不存在，則其發函行

為該當於現行公平法第 24 條所稱妨礙營業信預知行為，而必須因此受到民

事、行政及直接刑事責任的處罰。在發函內容所陳述之侵權行為是否事實

或虛偽，未能確認前，行政機關直接介入、認定其發函行為違法之作為，

必須非常謹慎；否則，可能發生，事後證明被發函人的確有侵權之事實，

但發函人卻於事前遭公平會認定其發函行為屬權利的不當行使，而被認定

為違法之弔詭。  

然而，公平會實務向來似乎並不關注此種弔詭現象，積極對於發函行

為加以規範，完全不問其發函所指侵權行為是否事實或虛偽。依據「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

則」第 3 點規定：「事業踐行下列確認權利受侵害程序之一，始發警告函者，

為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一）經法院一審

判決確屬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受侵害者。（二）經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

員會調解認定確屬著作權受侵害者。（三）將可能侵害專利權之標的物送請

專業機構鑑定，取得鑑定報告，且發函前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

商、進口商或代理商，請求排除侵害者。（第一項）事業未踐行第一項第三

款後段排除侵害通知，但已事先採取權利救濟程序，或已盡合理可能之注

意義務，或通知已屬客觀不能，或有具體事證足認應受通知人已知悉侵權

爭議之情形，視為已踐行排除侵害通知之程序。（第二項）」該處理原則第

4 點則規定：「事業踐行下列各款確認權利受侵害程序，始發警告函者，為

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一）發函前已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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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同時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進口商或代理商請求排除侵害。（二）於警

告函內敘明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明確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

實（例如系爭權利於何時、何地、如何製造、使用、販賣或進口等），使受

信者足以知悉系爭權利可能受有侵害之事實。（第一項）事業未踐行前項第

一款排除侵害通知，但已事先採取權利救濟程序，或已盡合理可能之注意

義務，或前項通知已屬客觀不能，或有具體事證足認應受通知人已知悉侵

權爭議之情形，視為已踐行排除侵害通知之程序。（第二項）」  

由上開規定內容可知，警告函發送之違法性，並不在於其所指陳之侵

權行為是否確實存在的實體規範問題，而在於發函事業是否於發函前已經

採取各種措施的程序規範問題。本案判決基本上，亦依循公平會上開警告

函處理原則之規範邏輯，而認定：「原告與新點子出版社之間有關著作權爭

議尚繫屬一審法院審理中，原告在未經一審法院判決前，即全面發函予競

爭者之交易相對人、潛在交易相對人或最終消費者（即學校），復以電話告

知及派員巡查，自其爭取交易相對人之動機、目的及手段等綜合觀察，原

告難辭以不正當的方法，促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責任自

明。」縱令原告已經對於第三人向法院起訴，但未能等到法院第一審判決

出來前，即逕行發函之行為，被認定屬於違法行為。然而，倘若第三人侵

害原告事業之著作權一事的確屬實，為何原告事業必須忍受到法院一審判

決出來後，才能發送警告函，令侵權人於可能持續數年之久的訴訟過程中，

依舊可能續行其侵權行為。倘若一審判決確認第三人並未侵害原告事業的

著作權，則原告事業不僅因此必須賠償其損害，尚必須受到公平法第 37

條直接刑事責任的制裁。相對於此，倘若第三人侵權行為屬實，則原告事

業不僅於一審判決前不能有任何發函舉動，還可能受到公平會的行政處

罰。二者規範相互比較，突顯出公平法對於智慧財產權人權利行使的疑慮

及不當限制，但本案法院完全未能對此有任何合理理由的說明，而完全接

受公平會處理原則的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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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縱使認同本案判決所說：「自其爭取交易相對人之動機、目

的及手段等綜合觀察，原告難辭以不正當的方法，促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

人與自己交易之責任自明。」原本，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3 款於法律定

位上，就屬於行為不法類型，而非市場不法類型。行為不法類型之特色，

在於系爭行為本身具有商業倫理、道德的可非難性，因此其行為本身就違

法，不用再去探究其對於市場競爭所造成的不當影響。當本案判決強調「原

告難辭以不正當的方法」時，已可知悉，原告行為本身已屬違法，無庸再

去探究其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惟判決卻又畫蛇添足地說明：「次按原告之

市場地位在 88 年國小教科書市場占有率名列第一，已具市場優勢地位，致

原告寄發警告函後佐以電話告知及派員巡查之手段，造成新點子出版社書

籍被市場大量退貨‧‧‧原告不正當方法競爭行為益臻明確。」所謂市場

占有率第一，究竟是多少，判決中並未加以說明，似乎市場占有率第一之

理由，並非在於說明其對於市場自由競爭之影響問題，而在於強化其「原

告不正當方法競爭行為益臻明確」之行為本身的不當性之問題。  

倘若本案判決能夠正確從智慧財產權之排他權特性出發，探討公平會

警告函處理原則與此排他權間之衝突關係，並進一步討論本案系爭著作權

之排他權的範圍，或可進一步探究，究竟本案原告事業之教科書、參考書

與其他出版事業間之教科書、參考書間有沒有存在替代關係；申言之，若

僅就參考書而言，當學校採用特定教科書之後，其他教科書出版商所出版

的參考書，是否與原告事業針對其教科書所發行的參考書間，存在替代關

係；倘若該等不同教科書出版商各自為配合其教科書內容所出版的參考書

彼此間，並不具備替代性，則一旦學校採用特定版本的教科書後，學生是

否因此而被鎖入（locked-in），只能購買該版本之參考書，從而就此參考書

成立一個售後相關市場。於此相關市場中，原告事業處於獨占地位，其排

除其他事業之行為，就構成現行公平法第 9 條第 1 款「以不公平之方法，

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之濫用獨占地位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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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案件 四 台塑洗車券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1 年度訴字第 3772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本件被告根據檢舉，認原告以贈送等值洗車券方式促銷油品，為以利

誘之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

行為，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之規定，乃依同法第 41 條前

段規定，以民國（下同）91 年 5 月 3 日公處字第 091074 號處分書（下稱

原處分）命原告於該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並

處以罰鍰新臺幣（下同）50 萬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嗣經行政院訴願

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程序事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於 92 年 11 月 14 日，判決原

告之訴駁回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按每日往來原告加油站加油之消費者，絕大部分是未持有原告所

郵寄之請柬，足見消費者均是因為需要加油，而選擇到原告之加油站

加油，而非為了「等值洗車券」之贈品，而選擇到原告之加油站加油，

故原告郵寄給全台灣會員之請柬，其上所記載「憑請柬加滿多少油送

多少等值洗車券」之贈品，並不該當於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利

誘」行為之構成要件事實，應可確定。蓋實際上該當於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利誘」行為之構成要件事實者，有譬如某品牌罐裝汽水

拉環有「汽車」之贈品，而絕大部分之消費者是為了獲得「汽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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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品，而購買該品牌之罐裝汽水。  

（2）若單以「憑請柬加滿多少油送多少等值洗車券」之贈品，根本無

法吸引消費者前來原告之加油站加油。原告之加油站係以商品品質、

服務品質及環境品質等條件，吸引每日往來原告加油站之消費者進站

加油。故贈送「等值洗車券」，絕非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之

「利誘」行為。  

2.被告主張 

（1）本案原告對於持請柬加滿油之消費者，無論其加油金額多寡，均

贈送與該次消費金額相等之洗車券，該洗車券上標有「價值 100 元」

字樣，可在原告所經營之加油站內附設之洗車設備使用，而因事業針

對贈品價值之宣稱將形成交易相對人認定其所贈贈品價值之標準，故

被告依原告對於贈品價值之宣稱，認定原告贈品價值業已逾越商品價

值之二分之一，復按加油站市場之特色為「產品同質性高」，各家加油

站所提供之油品對消費者而言均屬相同或相似，加油站油品之價格及

所提供之服務或贈品即為消費者考量交易之重要依據，是以，原告以

等值洗車券為贈品之促銷方式，因消費者所得利益已達系爭商品價值

百分之百，足見原告非以品質、價格及服務等從事效能競爭，反係利

用顧客趁機獲取高額贈品之暴利心理，以交易標的以外之其他經濟利

益，影響顧客對商品或服務為正常之選擇，從而誘使顧客與自己交易，

顯已合致上開條文所稱「以利誘之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

己交易之行為」。  

（2）按加油站提供免費洗車服務，確屬常見之促銷方式，惟事實上，

洗車業與加油業為不同行業，其所經營之業務項目也全然不同。一般

而言，加油站所提供之洗車服務，僅為簡易人工擦洗服務，至於洗車

機服務，則在專業洗車廠較為常見，一般洗車廠一次收費約在 50 元至

100 元不等。又依原告所附照片，其他加油站業者，係均強調「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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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車」，而依原告於至被告處陳述時表示，該洗車設備 90 年 5 月 25

日後，擬採每次收費 100 元之收費標準，消費者可保留洗車券洗車，

以免徒增洗車費用等語，是以，本案原告之洗車設備應屬一項收費商

品，原告提供之洗車券對消費者而言，為一種有價商品（上頭印有「價

值一百元」），當可視為具經濟利益之贈品，爰有被告為確保事業公平

競爭，有效處理事業以利誘之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

之行為之不公平競爭案件而訂頒「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贈品贈

獎促銷額度案件原則」之適用。再者，依上開原則第 2 點第 1 款規定，

事業銷售商品附送贈品，其贈品價值上限如左：商品價值在新臺幣 100

以上者，其贈品價值為商品價值之二分之一。 

（二）本案爭點整理  

原告是否以利誘之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

行為？是否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公平交易法之主管機關即被告為確保事業公平競爭，保障消費者權

益，有效處理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以利誘之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

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不公平競爭案件，乃訂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處理贈品贈獎促銷額度案件原則」，於依該原則第 2 點第 1 款規定：

「事業銷售商品附送贈品，其贈品價值上限如左：商品價值在新臺幣

一百元以上者，其贈品價值為商品價值之二分之一。」第 5 點規定「事

業辦理附送贈品：：：，違反第二點：：：之規定者，構成公平交易

法第 19 條第 3 款之違反。」合於立法目的之實現，且合於事物本質之

考量，可資適用作為利誘與否之判斷標準。查本件系爭請柬上載有「憑

請柬加滿多少油送多少等值洗車券」，且所送洗車券上載有「價值一百

元」之文字，已如前述，是原告銷售商品所附送之贈品，其贈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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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高達商品價值的 100%，縱以實際價值而論，即以一般機械式洗車（非

人工洗車）收費之行情約在 50 元至 100 元不等而言，其贈品價值亦至

少在商品價值的二分之一以上，原處分認原告行為構成利誘，洵屬有

據。 

2.再按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以「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為要

件，是並不以具體發生違反公平競爭之結果為必要，只要達到有妨礙

之可能性即抽象危險性即為已足。易言之，公平交易法所捍衛者在於

公平競爭，即係以品質及價格爭取顧客之競爭行為，只要交易行為對

於上開原則構成一定程度之妨礙即可成立。本件原告新開幕之台大加

油站，未標榜其油品或服務有何特色，亦未標榜在價格上有何低廉，

而以前揭高額贈品利誘之手段吸引顧客，自對於公平競爭有所妨礙。

且依原處分卷（一）所附之台灣省加油站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90 年 2

月 9 日省加油聯耀字第 90017 號函及彰化縣加油站商業同業公會 90

年 2 月 23 日彰縣加油易字第 016 號函均反映原告台大加油站附近之業

績大幅滑落等情以觀，益證原告之行為更已造成對市場機能之實質影

響。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法院認同公平會透過提出加油站同業公會之相關證據，證明有造成業

績大幅滑落，已對市場機能造成實質影響。  

五、本案評析 

公平法第 4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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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事

業之競爭手段是基於低廉價格、高規品質、優質的售前或售後服務、或提

供其他足以令消費者動心的交易條件，皆是藉由有利於消費者之方式，促

使消費者與其交易之作法。若此，則所有競爭行為實質上皆是行為時公平

法第 19 條第 3 款所稱以「利誘」方式，「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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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行為」。申言之，藉由對消費者提供各種其他競爭事業所未提供之低價

格、高品質、好服務之營業方式，本就是競爭的本質，而非反競爭之行為；

從而，若欲認為系爭「利誘」消費者之作法相當不當，從而必須認定其行

為違法，就必須非常謹慎，否則將會對於競爭自由、競爭手段的自由，造

成不當限制，而牴觸公平法促進自由公平競爭之規範意旨。亦因此故，原

則上，公平法第 19 條第 3 款之行為，並非屬於以其行為會對市場自由競爭

造成不當限制之虞的市場不法類型，而是屬於其行為本身具有商業倫理、

道德的可非難性從而構成違法之行為不法類型。若此，則就本案而言，就

必須探討，原告事業所為「贈送等值洗車券方式促銷油品」之行為，其行

為本身就其所屬事業領域而言，是否真的在商業倫理、道德上應予嚴加非

難之對象。本案判決就此並非詳細加以討論，僅是以行為時「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處理贈品贈獎促銷額度案件原則」第 2 點第 1 款規定：「事業銷

售商品附送贈品，其贈品價值上限如左：商品價值在新臺幣 100 元以上者，

其贈品價值為商品價值之二分之一。」為由，即認為其行為本身具有商業

倫理、道德的可非難性，而未進一步探討，系爭洗車卷所提供的洗車服務

「價值」，是否真的等同於油品價格代表之「價值」。  

本案判決其後，又以下列理由強化其論證，謂：「公平交易法所捍衛者

在於公平競爭，即係以品質及價格爭取顧客之競爭行為，只要交易行為對

於上開原則構成一定程度之妨礙即可成立。本件原告新開幕之台大加油

站，未標榜其油品或服務有何特色，亦未標榜在價格上有何低廉，而以前

揭高額贈品利誘之手段吸引顧客，自對於公平競爭有所妨礙。」判決理由

於此認為，原告事業既「未標榜其油品或服務有何特色，亦未標榜在價格

上有何低廉」。判決似乎未能意識到不同種類的商品、其產品差異化程度高

低亦不同。就汽油商品而言，其同質性相當地高，究竟是台灣中油、抑或

是台塑汽油，對於很多汽車族而言，是沒有差異的。若此，則又如何標榜

產品之特色，再加上我國石油業法對於汽油價格之管制，使得僅有 2 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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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存在的汽油市場，產生價格跟隨現象，當然也不會有所謂價格如何低廉

之「利誘」行為，剩下的就只剩下服務或贈品競爭了。本案贈品其實質就

是另一種形式的服務，只是並非與商品提供的同時，一起提供的服務，而

是提供消費者可以於事後適當的時間、選擇的洗車服務。倘若在汽油市場

已經沒有價格、品質競爭的情況下，又剝奪消費者可以享受的贈品服務，

其規範結果不是促進汽油市場的競爭，而是圖利汽油業者，令其有藉口可

以不用提供更多的贈品服務給消費者了。  



411 

 

第 20 條案件 五 國立編譯館差別待遇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1 年度訴字第 1865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度裁字第 1572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緣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於民國（下同）89 年 5 月 31 日以北檢聰

成 88 他 2869 字第 22253 號函就教育部開放國小教科書為審定本後，原告

續編學科等 5 科教科書，交由「部編本國民小學教科用書印行處」（以下簡

稱印行處）印製推廣，未經公開程序，違反公平競爭一案，移請被告查明

有無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情事。案經被告審查結果，以原告辦理部編審定本

國民小學教科書印行作業，無正當理由限制出版事業印行資格，排除其他

具印行能力之書局，損害國內出版事業公平競爭機會，為無正當理由之差

別待遇行為，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規定，乃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以 90 年 8 月 29 日（90）公處字第

118 號處分書，命原告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開妨礙公平

競爭之行為。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程序事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於 92 年 7 月 17 日，判決原

告之訴駁回，原告不服而上訴，最高行政法院認上訴未對判決如何違背法

令有具體之指摘，故其上訴不合法，於 93 年 12 月 9 日，裁定上訴駁回，

本案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原告將「部編審定本」教科書交「印行處」印行，絕無保護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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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聯供單位既得利益之嫌：⋯⋯次查原告在無從確定民間版本必定供

應之情形下，僅延續自 57 年起，為求教科書必定如期全數供應無虞與

品質確保之考量，始繼續與「印行處」訂定合約，完全符合修正前公

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市場供需情形」及「信用風險」之合理事

由。⋯⋯復查原告始終未見有出版社（書局）直接向原告要求印行之

事，原處分書第 15 頁第 12 行中竟以「另參照署名為台灣書店等 50

家之聯合說明中內容，確曾有無出版國小教科書資格之出版社（書局）

要求加入」，此與原告毫不相干之理由認有涉不公平競爭之態樣，實屬

重大誤會。 

（2）本件「部編審定本」教科書，在原告與「印行處」之間，尚非屬

商品：⋯⋯惟查本件原告是否立於著作權人地位收取對價要求「印行

處」履行契約，或「印行處」成員是否獲取其應得之利潤，均對「部

編審定本」教科書為商品與否無因果關係，仍應就原告交付「印行處」

之「部編審定本」之編譯著作 是否為商品而論之。茲就「部編審定

本」由編譯著作至教科書之過程分述如下： 編譯著作階段（尚非商

品）－此階段即原告交付編譯著作予「印行處」印製之行為階段，該

編譯著作僅為書稿，尚未大量印製為教科書。 教科書階段（如原處

分書所載為商品）－此階段經由「印行處」之打字、排版、印刷、裝

訂等過程，印製為教科書，並提供全國國民小學訂購，與其他版本教

科書產生競爭關係。由前二階段獲知，在原告將「部編審定本」之編

譯著作交由「印行處」印製，該編譯著作僅止於授權使用階段，絕非

商品，至印製成書後之銷售行為，始成為商品，原處分竟倒果為因，

顯係重大誤會。  

（3）原告之行為屬行使著作權之正當行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認為

原告將部編審定本之編譯著作交印行處印製發行，屬著作授權他人使

用，收取對價，並以著作權人地位要求被授權人履行契約義務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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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見原告僅係「著作權授權使用」階段，尚無任何商品或服務之提供

可言，況著作權非商品或服務，實不知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認著作權為

商品或服務之依據為何？被告交付印行處印製發行，係著眼於印行處

歷來均能供書正常且品質保證之條件，原告為保障著作物之品質，善

意以著作權授與值得信賴之印行處利用，為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依

法不適用公平交易法規定，至為灼然。  

2.被告主張 

（1）本案原告於國小各科教科書自 85 學年度起，全面逐年開放為審

定本後，教科書之性質已轉變成「商品」，「部編審定本」與民間版本

間產生競爭關係，其將部編審定本之編譯著作授權他人使用，並收取

對價行為，應注意市場自由競爭機能。⋯⋯。造成其他 85 年 8 月 1 日

教科書開放後設立且持有營業登記證，出版業登記證及最近納稅證明

卡且具有印行能力之書局無法參進市場參與交易，而損害其於教科書

市場公平競爭之權益，核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禁制規定之

差別待遇行為，合先陳明。  

（2）經被告調查之結果，發現所謂印行處之運作，雖稱係 50 家書局

組成，實際運作人僅為⋯⋯等少數書局負責人，半數以上出版社（書

局）均不瞭解實務運作情形，均未實際從事印製及發行業務。而「印

行書局」在原告長年設定進入市場條件下，無庸實際從事印行業務卻

可依會商決議，按各家出版社（書局）應分配之權責比率計算營業額

及其收益，並因此衍生各家出版社得高價轉讓牌照權利等情事。上開

情事從競爭法之角度觀察，顯然此市場屬閉鎖，內部無競爭亦無效率，

也同時違反審計法等相關採購法令。被告係對照署名台灣書店等 50

家之聯合聲明內容中：有關聯合共同印行，因受條件之限制，確曾有

無出版國小教科書之出版社（書局）要求加入，但因未具資格而無法

加入等相關證詞，據此認定原告將部編審定本教科書交「印行處」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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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並未開放「印行書局」之資格規定，原告的差別待遇行為核屬「無

正當理由」，並無失當之處。  

（二）本案爭點整理  

被告認定原告辦理部編審定本國小學教科書印行作業，無正當理由限

制出版事業印行資格，排除其他具印行能力之書局，損害國內出版事業公

平競爭機會，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違

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規定，是否適法？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查原告於國小各科教科書自 85 學年度起，全面逐年開放為審定本

後，未注意教科書之性質已轉變成「商品」，過去所謂「部編審定本」

業與民間版本間產生競爭關係，其將部編審定本之編譯著作授權他人

使用，並收取對價行為，應注意市場自由競爭機能。又被告曾於 83

年 4 月 1 日函示：有關印行書局之資格規定有排除競爭之可能，詎原

告仍與印行處於 84 年 8 月 1 日簽訂為期 3 年合約以辦理教科書印行作

業；且前揭得參與「印行處」之資格，僅限於依據 51 年公布之「國民

學校課程標準」編輯國民學校各科教科用書，送經該館審定，並於 56

學年度核價公布有案，及印行該館所編國民學校各科指引，且持有營

業登記證，出版業登記證及最近納稅證明卡之早期設立書局。此種資

格限制，造成排除其他 85 年 8 月 1 日教科書開放後設立且持有營業登

記證，出版業登記證及最近納稅證明卡且具有印行能力之書局無法參

進市場參與交易，而損害其於教科書市場公平競爭之權益，核屬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禁制規定之差別待遇行為甚明。  

2.原告雖提出「教育部編國民小學生活與倫理、常識、音樂、美術等

四科教科書交由書局印行實施辦法」及教育部函「檢送 84 年 2 月 15

日研議擴大開放國民小學教科書審定事宜專案小組簡報紀錄」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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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函核示：「請依權責自行核處」函、⋯⋯「同意備查」函作為系爭行

為之依據；但查前揭教育部頒布者，或僅為職權命令，或僅為函示，

尚非有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訂定之命令，要無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規定

得豁免公平交易法規定之適用。 

3.按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之規定，係規定智慧財產權之正當行使行為，

排除公平交易法之適用，蓋公平交易法之目的雖在建立公平之競爭秩

序，惟著作權在本質上皆為法律所賦予之獨占權，此種合法之權利與

公平交易法本質產生衝突時，有明文界定之必要；但事業適用本條除

外規定之範圍，僅限於反壟斷法（即獨占地位之濫用、結合事先申請

及聯合之禁止）之部分，對於反不當競爭法（如妨礙公平競爭）部分

則無除外規定之適用，否則會造成鼓勵事業從事不公平競爭，從而，

原告此項主張，洵不足採。 

4.經被告調查之結果，發現所謂印行處之運作，雖稱係 50 家書局組成，

實際運作人僅⋯⋯等少數書局負責人，半數以上出版社（書局）均不

瞭解實務運作情形，均未實際從事印製及發行業務。而「印行書局」

在原告長年設定進入市場條件下，無庸實際從事印行業務卻可依會商

決議，按各家出版社（書局）應分配之權責比率計算營業額及其收益，

並因此衍生各家出版社得高價轉讓牌照權利等情事。此等情事自競爭

法之角度觀察，顯然此市場屬閉鎖，內部無競爭亦無效率，也同時違

反審計法等相關採購法令。⋯⋯原告的差別待遇行為核屬「無正當理

由」至明。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本件為國立編譯館於教科書開放後，透過相關的資格限制，排除其他

具印行能力之書局參與競爭之可能，且並無正當理由，法院認定屬差別待

遇而違反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之規定。  

五、本案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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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民法保障契約自由，從要不要締結契約、與何人締結契約、締結

何種內容或條件之契約等三種層面，保障契約自由。當然，權利不能濫用，

特別是從競爭法之觀點，當其契約自由明顯與自由公平競爭秩序，發生對

立、衝突時，契約自由就必須退讓，從而事業間沒有締結聯合行為之契約

的自由。縱令如此，除非可以證明其行為確實已對或可能對自由競爭秩序

造成不利影響，否則於現今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體制中，促進商品自由流通、

使得資源可以因為交易自由而最終達到對其評價最高之人手裡、達成資源

最為有效利用的契約自由，必須予以確實保障。當系爭商品或服務涉及智

慧財產權，為落實、貫徹智慧財產權法促進發明、創作之目的，對其排他

權的行使，除非有權利濫用情事而無法該當屬於公平法第 45 條所稱行使權

力的正當行為，否則不能禁止其排他權之自由行使，及據此而締結之契約。

根據公平會訂定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理原則」

第 4 點第 1 項規定，判斷系爭智慧財產權有無濫用，係對照於各該智慧財

產權法之立法意旨，而非公平法之立法意旨，加以判斷。該項規定如此說

明：「本會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案件，將先依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規定檢視之；

形式上雖為依照專利法等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惟實質上逾越專利權等正

當權利之行使範圍，違反專利法等保障發明創作之立法意旨時，仍應依公

平交易法及本原則處理。」由此可知，智慧財產權之行使是否有權利濫用，

主要係依據其權利行使是否「實質上逾越專利權等正當權利之行使範圍」，

亦即美國法上所稱「beyond the scope of patents」，加以判斷。  

由此可知，只要權利行使並未逾越智慧財產權法賦予之排他權的範

圍，其權利行使就不構成違法。所謂的排他權，現今各該智慧財產權法大

都是以「未經權利人同意，不得」或「權利人專有」之方式，加以規定。

本案系爭之著作權法，亦於其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

定外，專有重製其著作之權利。」對於包含重製權在內之各種著作財產權，

權利人可以自行實施或利用，也可以授權他人利用，著作權法第 37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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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其授權利用之地域、時間、

內容、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由此可知，著作財產權

人享有是否授權、對何人授權、以何種條件授權之自由。因此，可以自由

決定授權給何人，乃是著作權法所保障之權利內容，其有關於此之決定，

理當不會產生「實質上逾越專利權等正當權利之行使範圍」之問題。  

然而，本案判決就此顯然有相當不同於著作權法規範意旨之看法，而

認為：「此種資格限制，造成排除其他 85 年 8 月 1 日教科書開放後設立且

持有營業登記證，出版業登記證及最近納稅證明卡且具有印行能力之書局

無法參進市場參與交易，而損害其於教科書市場公平競爭之權益，核屬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禁制規定之差別待遇行為甚明。」倘若只要擁

有著作財產權，就不能自由決定其授權相對人為何，而必須對所有事業一

視同仁，只要渠等想要取得授權，就必須授權給該等事業印製的話，則著

作財產權就不再具有其排他權特質，而變成報酬請求權，本案判決的結果

也變成強制授權之結果。  

或許，本案判決認為因為本案系爭行為違反公平法第 19 條第 2 款規

定，從而原告事業不能享有授權的自由。然而，公平法第 19 條第 2 款規定

係以事業行為有導致相關市場競爭有遭受限制之虞，方能成立，而不是在

相關市場競爭並無受到危害的情況下，也直接可以第三人因為無法取得授

權、印製系爭教科書，就逕自認定其限制市場競爭。然而，很可惜地，本

案判決顯然不瞭解，競爭法規範之目的，在於保護競爭，而不在於保護競

爭者。因此，判決認為本案市場競爭之所以受到影響，乃是因為「損害其

於教科書市場公平競爭之權益」。如同前述，如果要求著作財產權人對所有

印製事業通通有獎，則其權利就不再是排他權，而是報酬請求權，其規範

結果也成果強制授權了。  

若就市場競爭是否有受到限制之虞一點以觀，則又可發現，本案判決

根本完全沒有界定出本案相關市場。究竟本案相關市場，是以原告事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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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之著作權授權所成立的相關市場，還是所有教科書印製事業所構成的

相關市場、抑或是只要擁有印製工具及能力而可承接印製工作者，皆屬於

相關市場中的事業。究竟判決所指的相關市場，是哪一個市場？而系爭行

為對於該相關市場又如何限制其競爭之虞？原告事業於該相關市場中，擁

有多少市場占有率、其他競爭事業對原告競爭行為的牽制力為何？該相關

市場之市場結構，又為何？凡此於判斷相關市場競爭是否受到不當限制之

最基本的判斷要素，皆未出現判決理由中，判決又從何得出，相關市場競

爭有受到限制之虞的結論。  

或者，本案判決認為本案情節，不需要去判斷相關市場競爭是否有受

到限制之虞，蓋依據判決理由：「按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之規定，係規定智

慧財產權之正當行使行為，排除公平交易法之適用，蓋公平交易法之目的

雖在建立公平之競爭秩序，惟著作權在本質上皆為法律所賦予之獨占權，

此種合法之權利與公平交易法本質產生衝突時，有明文界定之必要；但事

業適用本條除外規定之範圍，僅限於反壟斷法（即獨占地位之濫用、結合

事先申請及聯合之禁止）之部分，對於反不當競爭法（如妨礙公平競爭）

部分則無除外規定之適用，否則會造成鼓勵事業從事不公平競爭，從而，

原告此項主張，洵不足採。」當本案系爭法條適用為公平法第 19 條第 2

款，而該款規定明明是市場不法之規範類型，而非行為不法之規範類型；

判決卻於肯定本案原告事業違反公平法第 19 條第 2 款規定的同時，又認為

其行為之所以違法乃是因為其並非屬於限制競爭之反壟斷法規定，而是屬

於不公平競爭之反不當競爭法規定，姑且不問其用語的中國大陸化，對於

競爭法規範基本原理完全理解錯誤的本案上開判決理由，其錯誤彰明昭

著，無庸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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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案件 六 檳榔業利誘他事業參與聯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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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緣被告根據檢舉，以原告於財政部中央信託局貿易處（下稱中信局貿

易處）民國（下同）92 年度檳榔全球輸入關稅配額進口權利招標案開標前，

以承諾為檳榔批發業者吳玉卿、王祈富等取得關稅配額權利為條件，要求

吳玉卿、王祈富等取得關稅配額權利後，承諾銷售原告所進口之泰國檳榔，

渠等經原告以前開交換條件為誘引後，共同集資繳交押標金、權利金。另

原告輾轉透過蔡長龍、魏慶仁等，以誆稱蔡長龍擬參加 92 年度東方梨關稅

配額進口權利抽籤等情形，取得良友視聽社及清正飼料行營利事業登記證

影本，由原告決定投標數量、投標權利金，以原告、齊裕企業行、良友視

聽社、清正飼料行等 4 家事業名義參與投標，總計獲關稅配額進口權利 1，

153.5 公噸（原告及齊裕企業行各 60 公噸，良友視聽社 260 公噸、清正飼

料行 773.5 公噸），並於得標後將良友視聽社、清正飼料行標得關稅配額進

口權利登記於原告名下，是原告以協助下游檳榔批發業取得關稅配額進口

權利，誘使他事業為一致性之合意行為，構成以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參與

聯合行為，並已影響我國進口檳榔市場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乃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以 92 年 7 月 24 日公處字第

092130 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命原告於該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

停止前項違法行為，並處以罰鍰新臺幣（下同）1,000,000 元。原告不服，

提起訴願，經遭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程序事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於 94 年 11 月 24 日，判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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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訴駁回，因原告未上訴而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查本件投標方式「第 12 項決標（一）開標後，每公噸投標價格高

於或等於關稅配額行政成本（每公噸 500 元）即予決標。及（二）若

必要時，本處（指中信局貿易處）得保留決標權利。」等語，並經統

計此次參與投標之廠商計有 177 家之多，得標廠商有 15 家，其標得進

口權利價格從最低之閥通科技企業有限公司（標得 773.5 公噸）每公

噸 18，300 元至最高綠果公司（標得 60 公噸）每公噸 41，000 元，此

15 家廠商標價均超過底價每公噸 500 元，且高出 36.6 倍至 82 倍不等，

即參與投標就有 177 家合格廠商，試問原告豈能脅迫或利誘這麼龐大

的合格廠商？更不可能以其他不正當之方法使這麼龐大之他事業不為

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或聯合之行為，而限制其競爭。此次競爭激烈

且在公平公開下完成投標程序，被告僅因以原告遭人檢舉即斷然認定

原告有公平交易法第 19條第 4款規定所禁止之行為，其認定實有不當。 

2.被告主張 

（1）查原告係國內檳榔批發業者，亦為國內最大泰國檳榔進口商，而

齊裕企業行、吳玉卿、王祈富等檳榔批發業者，皆銷售原告所進口之

泰國檳榔，92 年度檳榔全球輸入關稅配額權利招標案，原告以承諾為

檳榔批發業者吳玉卿、王祈富等取得關稅配額權利為條件，要求吳玉

卿、王祈富等取得關稅配額權利後，承諾銷售原告所進口之泰國檳榔，

渠等經原告以前開交換條件為誘引後，共同集資繳交押標金、權利金。

⋯⋯是原告以誆稱之方法，取得良友視聽社及清正飼料行營利事業登

記證影本參與投標，核其手段本屬不當，而其以事先集資並以條件交

換之方式，透過多家事業名義參與投標，亦已侵害以品質、價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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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等效能競爭本質為中心之公平競爭，具有商業倫理之非難性，對於

其他競爭者亦造成不公平競爭，且原告之目的係在限制下游業者之事

業活動，以確保其在泰國之投資利益，是原告以利益引誘吳玉卿、王

祈富等檳榔批發業者合意集資共同參與投標，且言明事後分配得標數

量，要求下游事業須向其進口泰國檳榔，除合致以不正當方法使他事

業參與聯合之行為，究其效果及所獲配額數量，業已影響我國進口檳

榔市場供需功能，該當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之構成要件。 

（2）惟原告為提高得標機率並獲取更多之關稅配額進口權利，並據此

與下游事業進行利益交換，確保原告於泰國之投資利益，而以不正當

方法使多家事業共同參與投標，究其手段及效果，足以影響我國進口

檳榔市場之供需功能，被告以此認定原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自無違誤。⋯⋯惟查 92 年度檳榔關稅配額權利招標案開標前，

原告即已主導完成借牌或利誘良友視聽社、清正飼料行、吳玉卿、王

祈富等參與投標之協議，至於開標後原告將良友視聽社、清正飼料行

標得關稅配額進口權利登記於原告名下，以利其統籌管理，則僅係原

告執行上開聯合行為之後續事宜，其與事業基於商業上之考量，轉讓

或交易關稅配額權利之情形尚屬有間，並無礙原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之認定。  

（二）本案爭點整理  

原告等行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之規定？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茲按招標行為之本質，即在於透過個別事業自行決定投標價格、投

標數量之機制，一方面讓個別事業取得公平參與之機會，招標單位同

時取得最有利之條件，而「借牌」、「共同投標」、「協助投標」等方法

本非屬事業參與投標之正當商業手段，且單一事業透過借牌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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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家事業名義同時參與投標，對於其他合法參標事業將形成不公平

競爭之效果，並減損市場之競爭性，自不得排除公平交易法之適用。

況被告係就原告以不正當方式誘使他事業參與聯合行為，且影響我國

進口檳榔市場之供需功能，認定原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

定，自無不合。 

2.惟原告為提高得標機率並獲取更多之關稅配額進口權利，並據此與

下游事業進行利益交換，確保原告於泰國之投資利益，而以不正當方

法使多家事業共同參與投標，究其手段及效果，足以影響我國進口檳

榔市場之供需功能，被告以此認定原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自無違誤。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本件原告以不正當之方法，利誘下游檳榔業者集資共同參與投標，且

已影響我國進口檳榔市場之供需功能，法院認定屬以不正當方式誘使他事

業參與聯合行為而違反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之規定。  

五、本案評析 

本案系爭行為，明顯違法，但判決理由關於其違法性之分析，亦有值

得商榷之處。 

首先，本案系爭行為，究竟應屬於行為時公平法第 14 條所禁止之水平

競爭事業間之聯合行為，抑或屬於當時公平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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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判決似乎採認被告公平會之「原告係國內檳榔批發業者，亦為國內最

大泰國檳榔進口商，而齊裕企業行、吳玉卿、王祈富等檳榔批發業者，皆

銷售原告所進口之泰國檳榔」之見解，而認為本案原告事業與其他事業間

並未處一同一個產銷階段，故非屬於競爭關係之事業。然而，本案判決既

認定：「『借牌』、『共同投標』、『協助投標』等方法本非屬事業參與投標之

正當商業手段，且單一事業透過借牌等方式，以多家事業名義同時參與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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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對於其他合法參標事業將形成不公平競爭之效果」，即認為此等「借

牌」、「共同投標」、「協助投標」等事業間，皆是可以參與投標之人，既然

如此，渠等彼此間即就此招標市場處於競爭關係，而可逕行適用以公平法

聯合行為之規定，不當以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規範之。  

此外，當判決堅持適用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4 款時，就有必要釐清

該款規定究竟是屬於無須認定其限制競爭效果、其行為本身即屬不法的行

為不法類型，抑或是必須其行為有對市場競爭產生限制之虞時、方得認定

其違法的市場不法類型。本案判決一方面認為，「原告以不正當方式誘使他

事業參與聯合行為，且影響我國進口檳榔市場之供需功能」，以公平法關於

市場不法之聯合行為規定所要求的「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作為系爭行為違

法之理由；但同時卻又採用本案被告公平會「原告以誆稱之方法，取得良

友視聽社及清正飼料行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參與投標，核其手段本屬不當」

之認知，而認為本案原告係以「以不正當方法使多家事業共同參與投標」，

而有行為本身於商業倫理、道德上具有可非難性，屬於行為不法之類型。

此種針對同一行為，認定其既屬於市場不法之行為類型、又同時屬於行為

本身當然違法之行為不法類型，於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3 款、第 4 款的

判決理由中，經常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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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案件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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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被告依各縣市自助式 KTV（視聽歌唱業者）自救聯盟業者（下稱檢舉

人）之檢舉，經調查結果以（一）原告 91 年於伴唱帶授權巿場占有率雖僅

18%，但自 92 年 3、4 月起，已取得好樂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好樂迪 KTV）

及錢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錢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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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樂迪 KTV 與原告雖無

控制或從屬關係，然原告藉好樂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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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議、慫恿或脅迫視聽歌

唱業者斷絕與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交易，否則採漲授權金額或不提供熱門

新曲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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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能與好樂迪 KTV 及

錢櫃 KTV 交易，而僅能爭取其他交易機會之伴唱帶代理商亦構成限制及

損害，為具不公平性及減損市場自由競爭之行為；（二）⋯⋯並依原告好惡，

以借用方式免費提供予部分視聽歌唱業者使用，而該等借用揚聲精選金曲

50 首之新曲之自助式視聽歌唱業者，有甚高比例未與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

簽約，原告之行為致部分視聽歌唱業者因未能取得點播率較高歌曲，妨礙

視聽歌唱業巿場公平競爭；（三）⋯⋯原告藉年度合約標的給付之不確定

性，於銷售套裝歌曲伴唱帶後，利用視聽歌唱業者資訊不對等之相對弱勢

地位，選擇比例甚高之非屬當年度發行演唱之專輯歌曲或近年來未曾透過

媒體宣傳廣告之歌曲，先予發行給付視聽歌唱業者，再發行點播率較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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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歌曲伴唱帶集結作為下年度之合約標的，致視聽歌唱業者採購新曲伴

唱帶之成本相對提高，並使其他確實履約之伴唱帶代理商處於不公平競爭

狀態，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認原告以損害弘音公司、美

華公司為目的，促使視聽歌唱業者不得與該特定事業交易之行為，且無正

當理由，對視聽歌唱業者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妨礙事業之公平競爭；利

用交易相對人資訊不對等，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第 2 款及第 24 條規定，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

以 92 年 10 月 3 日公處字第 092167 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命原告自處分

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開 3 項違法行為，並處以罰鍰 220 萬元。

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後，遂提起行政訴訟。  

（二）程序事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於 95 年 2 月 22 日，判決原

告之訴駁回，因原告未上訴而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多數視聽歌唱業者除與原告簽約外，同時與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

簽約，係依其營業成本及需要所為選擇，而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與原

告為競爭對手，被告卻盡信渠等說明，以單一年度中好樂迪 KTV 及錢

櫃 KTV 與原告完成簽約，而未與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簽約，及以未具

公信力之問卷調查結果，即推定原告之市場地位及行為足以影響伴唱

帶授權市場，有所違誤；原告於未全部履行交付 92 年合約標的之 500

首歌曲伴唱帶，即另發行揚聲精選金曲 50 首合約借用備忘錄之合約標

的，以借用方式免費提供予視聽歌唱業者使用，為行之有年之市場習

慣，但為維護原告權益，不提供予與原告存有交易糾紛業者，有正當

理由，並非差別待遇行為，況向原告借得揚聲精選金曲 50 首之新曲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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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帶之視聽歌唱業者，並非全部未與弘音公司、美華公司簽約，且在

一般商業交易，差別待遇係屬常見，應考量市場情況、成本差異、交

易數額、信用風險等因素判斷有無正當理由暨是否會妨礙公平競爭，

尚難遽指為違法；歌手專輯規劃之不確定性為唱片市場之特性，唱片

公司發行專輯後視銷售狀況決定是否發行單曲伴唱工作母帶，發行時

間並非原告所能掌握，原告並無任何資訊上之優勢，故授權合約內容

多為預定發行之預約，至原告代理產品為原聲原影之單曲伴唱帶，由

歌曲原主唱人之聲音及影像內容，製成伴唱帶於市場第一次發行即為

新歌，為市場發行慣例；伴唱帶發行業界確有於前一合約履行完畢前

銷售次一合約標的之市場慣例，被告僅以原告選擇部分歌曲作為次一

合約之合約標的為由，認定原告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亦有未合。  

2.被告主張 

原告 91 年於伴唱帶授權巿場占有率雖僅 18%，但自 92 年 3、4

月起，已取得好樂迪 KTV、鐵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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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樂迪 KTV 與錢櫃

KTV 原告雖無控制或從屬關係，然原告藉好樂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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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

議、慫恿或脅迫視聽歌唱業者斷絕與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交易，否則

採漲授權金額或不提供熱門新曲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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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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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能與好樂迪 KTV 及錢櫃 KTV 交易，而僅

能爭取其他交易機會之伴唱帶代理商亦構成限制及損害，為具不公平

性及減損市場自由競爭之行為；原告於未全部履行交付 2003 揚聲金曲

A500 合約標的之 500 首歌曲伴唱帶，即另發行點播率較高之 50 首專



427 

 

輯歌曲伴唱帶集結成揚聲精選金曲 50 首合約借用備忘錄之合約標

的，並依原告好惡，以借用方式免費提供予部分視聽歌唱業者使用，

而該等借用揚聲精選金曲 50 首之新曲之自助式視聽歌唱業者，有甚高

比例未與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簽約，原告之行為致部分視聽歌唱業者

因未能取得點播率較高歌曲，妨礙視聽歌唱業巿場公平競爭；⋯⋯原

告以損害弘音公司、美華公司為目的，促使視聽歌唱業者不得與該特

定事業交易之行為，且無正當理由，對視聽歌唱業者給予差別待遇之

行為，妨礙事業之公平競爭；利用交易相對人資訊不對等，為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第 2

款及第 24 條規定，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原處分命原告自處分書

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開 3 項違法行為，並處以罰鍰 220 萬元，

並無違誤，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等語。  

（二）本案爭點整理  

原告之行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2 款之規定？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依卷附與原告交易之 20餘家視聽歌唱業者簽名確認之陳述紀錄及問

卷內容，視聽歌唱業者皆就原告為杯葛行為之人、事、時、地等事證

予以詳述，可知原告以提議、慫恿或脅迫視聽歌唱業者斷絕與弘音公

司及美華公司交易，部分視聽歌唱業者表示原告除要求不要和弘音公

司、美華公司簽約外，並強調⋯⋯若未配合原告，原告則採漲授權金

額或不提供熱門新曲方式，促使視聽歌唱業者為免遭受差別待遇而難

以與同業競爭，益證原告係恃錢櫃 KTV 和好樂迪 KTV 獨家採買伴唱

帶之優勢及唱片業者選邊站亦予以獨家授權之效應，促使視聽歌唱業

者不與美華公司或弘音公司交易，企圖使美華公司及弘音公司退出市

場競爭。⋯⋯足見原告所為之杯葛行為對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已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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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之限制效果。⋯⋯職是，原告以取得市場占有率高之下游視聽歌

唱業者之獨家採買伴唱帶交易，基於歌曲傳唱效果，進而影響上游唱

片業者獨家代理權之授權行為，復基於下游視聽歌唱業者取得多數熱

門歌曲與同業競爭，亦得恃其競爭優勢影響視聽歌唱業者之購買決

策。足見原告所為對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具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

爭之可能性。⋯⋯綜上，原告之杯葛行為係以損害弘音公司、美華公

司為目的，促使視聽歌唱業者不得與該特定事業交易，企圖使美華公

司及弘音公司退出伴唱帶代理巿場之競爭，該行為已對部分視聽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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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能

與好樂迪 KTV 及錢櫃 KTV 交易，而僅能爭取其他交易機會之伴唱帶

代理商亦構成限制及損害，為具不公平性及減損市場自由競爭之行

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規定。 

2.經查與原告簽 92 年伴唱帶授權使用合約之 115 家視聽歌唱業者中，

經與本件檢舉人之 36 家視聽歌唱業者名單比對，扣除原告認因交易糾

紛而存有不借予揚聲精選金曲 50 首之新曲正當理由之 28 家視聽歌唱

業者，尚有逾 50 家與原告並無交易糾紛，但仍未能借用揚聲精選金曲

50 首之新曲。原告此種明顯之差別待遇，致部分視聽歌唱業者因無法

取得點播率較高之歌曲，妨礙視聽歌唱業市場公平競爭，已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規定。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本件原告雖市場占有率並不高，惟透過取得與下游主要之視聽歌唱業

者之獨家交易權，利用此優勢之地位，杯葛特定之同業競爭者，又無正當

理由給予部分下游業者差別待遇，均影響市場自由競爭之功能，法院認定

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2 款之規定。  

五、本案評析 

本案判決值得加以思量者，在於本案系爭相關市場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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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案判決事實以觀，本案判決涉及上、中、下游三個市場。上游市

場為唱片業者或其代理上授權給原告等之伴唱帶業者之歌曲授權市場；中

游市場則為原告等之伴唱帶業者與錢櫃、好樂迪等視聽歌唱業者間之伴唱

帶交易市場；下游市場則為錢櫃、好樂迪等視聽歌唱業者提供 KTV 服務

給一般消費者之視聽歌唱服務市場。  

根據本案判決之說明，本案原告之所以擁有市場地位而得實施其違法

行為，乃是因為於上游市場中得到唱片業者等之獨家授權，而於中游市場

上則又與錢櫃、好樂迪等處於獨家交易關係，因此而與中游市場上擁有市

場地位。判決就此如此說明：「91 年伴唱帶授權市場有弘音公司、美華公

司及原告 3 家事業，渠等處於競爭關係，3 家事業之總授權金額合計為

1,120,393,204 元，原告授權金額為 203,000,000 元原告之市場占有率約

18%。而下游視聽歌唱業係以錢櫃 KTV 及好樂迪 KTV 為國內二大視聽歌

唱業者，渠等購買伴唱帶成本占伴唱帶授權金額之 60%、營業額占市場之

40%，此為原告所不爭，並有鐵櫃 KTV、好樂迪 KTV 之陳述書及主計處

調查報告附原處分卷可稽。原告 92 年 3、4 月間分別與好樂迪 KTV 及錢

櫃 KTV 簽立 92 年伴唱帶授權合約，取得採買伴唱帶之獨家交易權後，確

具有相當規模之市場地位。因此，非原告代理之歌曲無法進入該二大視聽

歌唱業者傳唱，上游唱片業者因考量原告所代理歌曲之傳唱率較高，有將

伴唱曲代理權授予原告之趨勢，因而增加原告取得上游唱片業者授權之優

勢。此觀之 11 家唱片公司於 92 年 4 月向被告提出之陳述意見，其中原授

權弘音公司之新力公司、博德曼公司及豐華公司即陳稱，因 91 年底弘音公

司所代理之伴唱帶無法於好樂迪 KTV 傳唱，92年初亦無法於錢櫃 KTV 傳

唱，該三家唱片公司於 92 年初起將伴唱帶之獨家代理權轉授予原告等語綦

詳，及原告 92 年取得授權之唱片公司計有 27 家，包括取得弘音公司約滿

之滾石公司、新力公司、豐華公司之代理權，此有原處分卷附授權唱片公

司名單可參。職是，原告以取得市場占有率高之下游視聽歌唱業者之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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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買伴唱帶交易，基於歌曲傳唱效果，進而影響上游唱片業者獨家代理權

之授權行為，復基於下游視聽歌唱業者取得多數熱門歌曲與同業競爭，亦

得恃其競爭優勢影響視聽歌唱業者之購買決策。」  

倘若上開敘述為真，則本案原告不僅是市場有力事業，其根本就是行

為時公平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所稱「在特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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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獨占事業。蓋當判決認定「錢櫃 KTV 

及好樂迪 KTV 為國內二大視聽歌唱業者，渠等購買伴唱帶成本占伴唱帶

授權金額之 60%」，雖不知判決所稱原告於 91 年當時所擁有之 18%的市場

占有率，是否包括與錢櫃及好樂迪間之伴唱帶授權交易，縱使認為已經包

括，則當原告嗣後於 92 年取得錢櫃、好樂迪二家業者之伴唱帶授權獨家交

易權，而後二者所為此所支出之費用「占伴唱帶授權金額之 60%」時，則

可推知至少於本案系爭中游市場中，原告事業應至少擁有 60%的市場占有

率，且因此而影響上游市場中之唱片業者必須因此而對於原告事業獨家授

權，不再授權給其競爭者；與此同時，原告事業亦可因此而「影響視聽歌

唱業者之購買決策」。於此情況下，原告事業似乎毫無疑問，屬於行為時公

平法第 5 條第 1 項所定義之獨占事業。其所為「提議、慫恿或脅迫視聽歌

唱業者斷絕與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交易」，正是行為時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所禁止之「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之濫用

獨占地位行為；而其對於下游視聽歌唱業者所為可以「借用揚聲精選金曲

50 首之新曲」與不能借用該等新曲之行為，倘若肯定行為時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所禁止之「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

之他事業，亦包含與其有交易關係之交易相對人以及渠等所處之市場，則

原告事業所為行為亦該當於該款之禁制規定，縱令認為該款規定對象僅止

於與原告事業具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惟原告事業阻礙其交易相對人之競

爭行為之作為，依舊屬於行為時公平法第 10 條第 4 款所稱「其他濫用市場

地位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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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本案判決似乎緊緊抓住原告事業於 91 年度可以

查得到之營業額，並結合計算其他 2 家競爭事業之營業額，而得出「3 家

事業之總授權金額合計為 1,120,393,204 元，原告授權金額為 203,000,000

元原告之市場占有率約 18%」，並似乎據此而認定原告事業不具有獨占地

位，從而對其阻礙競爭之行為，僅適用以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1、2 款

之規定。然而，市場競爭既然是一種動態的發展，法院判決就應該依此動

態發展，認定系爭爭議中相關事業之市場地位，而不能僅因公平會處分時

尚無法取得其 92 年度以後之營業金額資料，即完全漠視嗣後之事實發展，

更何況此種事後發展在判決中被清楚認定出來。若此，則於判決中，又如

何能無視此種事實的存在，而依據過去的市場占有率認定其市場地位呢？  



432 

 

第 20 條案件 八 自由時報分類廣告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89 年度訴字第 1526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度判字第 346 號判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 訴更一字第 41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度判字第 1059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原告經人檢舉於受託刊登廣告時，與其廣告代理商間訂有聯合壟斷之

規定，影響消費者權益等情，經被告調查結果，以原告訂定分類廣告市場

秩序管理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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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制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之虞，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乃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以 88 年 1 月 22 日（88）公處

字第 133 號處分書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80 萬元，並命其自該處分書

送達之次日起立即停止前項行為，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將停止前

項分類廣告市場秩序管理辦法等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規定，通知與其

交易之廣告代理業。原告不服，提起訴願、再訴願，遞遭決定駁回，遂提

起行政訴訟。 

（二）程序事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於 90 年 12 月 20 日，判決原

告之訴駁回。原告不服而上訴，最高行政法院認有理由，於 92 年 4 月 3

日，判決原判決廢棄，發回更審。更審法院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於 93

年 1 月 16 日，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原告不服而上訴，最高行政法院認上訴

無理由，於 94 年 7 月 21 日，判決上訴駁回，本案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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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告主張 

（1）本案緣於高雄市某事業檢舉原告：原先委由「○○事業」代理刊

登該事業於原告所發行之「自由時報」廣告業務，因故於本（88）年

3 月底終止前開委託廣告代理刊登業務，並改由他人代理，惟原告（高

雄分廣組黃聰坤主任）拒絕該事業於自由時報之廣告刊登，並說明該

報似有「更換廣告代理人，需停刊 2 個月」之規定。查原告並無「更

換廣告代理人，須停刊 2 個月」之規定，此觀諸被告調查資料，在在

顯示原告確無該項規定；另關於檢舉人所稱「改由他人代理」之「他

人」係屬原告公司編制內之業務專員魏志合。無論如何，原告高雄分

廣組黃聰坤主任要求魏員不得搶接代理商之客戶（即○廬補習班廣

告），此舉應屬原告公司內部業務之範疇，外界應無置喙餘地。且該事

件嗣後經原告高雄分廣組黃聰坤主任深入瞭解，廣告客戶係因原代理

商「服務品質不佳」、「價位不合理」，堅持更換廣告代理人，原告基於

尊重廣告客戶意願，乃同意由業務員魏志合代理發稿。惟被告對於檢

舉函中所謂「他人」疏於查證，以致未能辨明該檢舉案為有關原告之

內部事務，原告絕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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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原告之分類廣告業務，係以成立「自由時報分類廣告代收處」之

方式，委託代收處辦理分類廣告業務，其所得利潤並非因購進商品再

予轉售而取其間差價，實係按報社一定之報酬標準辦理支付，為類似

民法第 558 條代辦商關係，有「自由時報分類廣告發稿合約證」可證。

因此，代收處並非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交易相對人。是以原告

為代收處及業務員對外招攬廣告業務，訂定作業規範，自屬原告之「內

部事務」。原處分認為分類廣告代收處係原告之交易相對人云云，顯屬

有誤。原告確信，為確保消費者權利，唯有透過內部規範，即循業界

模式，嚴禁代收處或業務員為搶業績，無視服務品質，惡性削價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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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不法手段進行競爭，立意良善。被告未能深入瞭解原告與分類廣

告代收處所簽立契約之實質內容，即輕率認定彼等為公平交易法第 3

條所稱之「交易相對人」，顯有違誤。  

2.被告主張 

（1）有關原告訴稱本處分案所憑藉之黃君陳述紀錄不具法律效力乙

節，按被告曾於 88 年 7 月 6 日以（88）公 1 字第 8804426-004 號函，

載明原告相關被檢舉事項，與被告函請原告提供相關書面資料之法條

依據，並經原告函覆，此於案卷可稽。次經被告於 88 年 8 月 27 日發

函請原告到會陳述，原告之代表人己○○，於 88 年 9 月 8 日出具委任

書，惟查該委任書並未就己○○之代理權加以限制，黃君陳述內容乃係

本於其自由意志，難謂不具法律效力。另自黃君之陳述紀錄以觀，被

告除請其就是否訂有系爭「分類廣告市場秩序管理辦法」，並請其說明

系爭辦法訂定之目的及規範內容等事項外，業提示本案系爭辦法之文

件，經原告代表電洽其「高雄管理處」確認原告曾訂定並重申本辦法

外，亦給予充分說明與陳述所訂系爭辦法之內容及目的，末經被告詢

其「有無補充意見？」惟原告之代表明確答覆：「無」，且前開紀錄業

經陳述人閱覽並予增、刪及確認變更無訛，始簽名於後，是原告所訴，

洵不可採。 

（2）公平交易法所稱之「交易相對人」依同法第 3 條規定，係指「與

事業進行或成立交易之供給者或需求者」，解釋上自以二獨立行為主體

基於意思自主進行磋商、雙方意思合致（對彼此互有供給與需求）而

完成交易之商業活動，原告與其內部員工間之意思聯絡自無涵攝適用

此要件之餘地，至多僅為公司體制內指令下達，對其業務專員或業務

部門所為業務活動之限制，而無公平交易法介入餘地。而本案原告之

下游廣告代理商既已具備「獨立性」、「繼續性」等事業特徵，自能以

一獨立行為主體與原告簽訂「分類廣告發稿合約書」以代收原告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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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廣告業務，於此合約架構之法律關係下，廣告代理商依合約取得代

理原告接受廣告主委刊廣告之權限，並於時限內負有將委刊者之廣告

稿件送至原告處、按時繳納「繳社價」予原告等義務，而以「委刊價」、

「繳社價」間差額作為此交易協定中所獲對價。  

（二）本案爭點整理  

1.原告以成立「自由時報分類廣告代收處」之方式，委託代收處銷售

廣告，該代收處是否為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交易相對人？ 

2.原告在通知函載明代收處如有將分類廣告異常放大、低價承作、免

費贈送客戶或不當集稿之行為，將為「以定價為繳社價」、「取消（停

發）當月 SP 稿全月獎金」、「停止發稿權 1 個月」、「解除代理權」等罰

則，上開行為是否為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所稱之「不正當限制交

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惟查，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所稱之交易相對人，依同法第 3 條

規定，係指與事業進行或成立交易之供給者或需求者，至交易內容為

何，則非所問。本件原告之廣告代理商，除代理原告之廣告業務外，

亦同時代理其他報業之廣告刊登業務，此為原告所不爭之事實，其廣

告代理商之利潤，為客戶所支付之委刊價與繳社價之差額及報社所支

付相關獎金，各廣告代理商間存有競爭關係，應係獨立於原告之外、

自負盈虧之事業而與原告進行或成立交易之供給者或需求者，自有公

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適用。又原處分對象不包括原告之業務專

員，所訴對廣告代理商所為營業限制屬內部事務云云，顯屬有誤。  

2.原告訂定分類廣告市場秩序管理辦法禁止廣告代理業者將額外獎金

或為開拓客源所支出之促銷費用以放大稿面、低價承作或免費贈送客

戶等方式回饋或爭取客戶，除已妨礙該特定分類廣告代理事業在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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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市場之公平競爭外，亦損及委刊廣告客戶之權益，實已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規定。 

3.又被告就本案之調查程序已依規定發函載明調查意旨，並給予答辯

或到該會陳述之機會，有被告之書函稿及原告委派之己○○之陳述紀錄

附原處分卷可稽；至原告訴稱己○○所作陳述逾越授權範圍云云，惟己

○○係原告委任至被告機關說明之人，自有代理原告之權限，且原告並

未就己○○之代理權加以限制，有委任書影本附原處分卷可考，而己○○

陳述內容復係本於其自由意思，難謂不具法律效力。末查，他事業之

相同行為，被告未列入調查予以處分乙節，縱認屬實，亦係另一案件，

並不影響本案之認定，原告尚難執以主張免責。  

（二）最高行政法院  

查本件被上訴人原處分係以上訴人之廣告代理商與其簽訂「分類廣告

發稿合約書」後，即成為上訴人之分類廣告代理事業，可代收上訴人發行

報刊之分類廣告，代收廣告刊登費用，．．．除依上訴人所規定之繳社價

與廣告客戶委刊價之差額為營利外，並由上訴人核發相當獎金，該廣告代

理業者，應係獨立於上訴人外，且自負盈虧之事業云云。惟查系爭「分類

廣告發稿合約書」規定，分類廣告代理商從事分類廣告招攬業務，係以上

訴人所核發之發稿章代為接受委託，由上訴人刊行廣告，並負責錯誤之更

正，此有系爭契約可稽。又上訴人所發出之通知函文，代理商之委刊價及

繳社價，亦與公司內部之業務專員相同。足見該分類廣告代理商僅係收受

客戶委託稿件，並代收廣告費用，然後繳交上訴人，並未取得廣告版面之

刊登權，自不負擔該廣告銷售價格漲跌之銷售風險。原判決僅以上訴人之

廣告代理商，亦同時代理其他報業之廣告刊登業務，即認其係獨立於上訴

人之外，自負盈虧之事業，有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適用，未查明其

餘上訴人所提有利證據，不無率斷。次查人民違反法律上之義務而應受行

政罰之行為，須以故意或過失為其責任條件，本件上訴人迭稱伊係於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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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間始成立高雄管理處分類廣告管理業務，在其介入該市場前其他各

報對其分類廣告代理商管理之措施，早已行之有年，並提出相關證物在卷

為證（詳見原審卷附件七，八）則其認係循業界模式訂定前開市場管理辦

法，能否逕指為有責任條件存在，即有研究餘地。原審未詳予審究上訴人

有無責任條件，遽認原處分並無違誤，一再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俱無不合，

而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自有可議。  

（三）更審法院 

1.原告雖謂訂定該管理辦法，旨在避免廣告代理商間同業惡性削價競

爭，搶拉客戶，使各代收處可維持合理利潤：該等限制立意良善云云；

然則廣告代理商間藉由較有利之價格、品質、服務、數量或其他條件，

爭取交易機會，乃公平交易法第 4 條所支持之良性競爭方法與手段；

藉由促進市場競爭之過程，將有助於整體社會經濟，故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禁止事業間為水平交易條件限制，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第 19 條

禁止事業間為不當之垂直交易限制，目的即在維持水平事業間競爭、

垂直交易事業間交易自由之機制，申言之，公平交易法所欲保障者，

係市場的競爭機制，而非競爭者本身。是原告以不當限制交易相對人

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適足以造成保護無效率者之

反競爭結果，並限制廣告代理商、廣告主之自主交易決定權與選擇自

由，自已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違反。 

2.次查原告之廣告代理商從原告處僅享有承接廣告利潤之收入，並不

享有薪資之保障。又廣告代理商其廣告代理業務，亦不侷限於原告，

渠等同時亦代理其他報紙之廣告代理業務，並賺取各報所支付之廣告

利潤。廣告代理商之營收，在於賺取客戶委刊價與繳社價之差額為利

潤，及各報社依其發稿數量或其他優惠促銷價格等所給予其他獎金。

是以廣告代理商將因廣告爭取之有無與維繫，影響其業務之盈虧。倘

廣告代理商喪失廣告刊登之維繫或爭取廣告主失敗，即無法獲得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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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原告拆分帳款之利益。故廣告代理商所居地位與受原告保障之內部

業務專員不同，並不受基本獲利之保障，須「自負」廣告成交與否盈

虧之風險，此亦為原告所不爭。亦即，倘有新收或維持之廣告，即有

獲利，得以與原告拆分款項，並另獲有相關獎金；倘未獲得新廣告或

喪失廣告，則無法獲得任何利益，原告並未予以任何最低收入之保障，

此觀之系爭「自由時報分類廣告發稿合約書」至明。再者，依據原告

與廣告代理商簽訂之「自由時報分類廣告發稿合約書」第 7 條規定：「乙

方（廣告代理商）應繳納甲方（原告）之廣告費，由甲方於次月初開

具繳費通知單送達乙方，乙方應於接到通知之當月十五日前依繳費通

知單全數現款繳付甲方結清。如繳付之支票，兌現日期逾本條規定繳

費日期者，以未按期繳費論不能享有早納獎金。」是以廣告代理商應

繳納之費用，自屬原告與廣告代理商之結算，廣告代理商所承接之廣

告即便採取優惠廣告主之措施，原告仍得依據本應收取之費用，於次

月依據前開合約規定開具繳費通知單送達廣告代理商，廣告代理商須

自行承擔其低價承接客戶，導致事業營業利益降低之風險，而原告自

仍得保有其應得之利益。是論其性質，前開分類廣告代理業者應係分

類廣告招攬、代理市場之獨立於原告外，自負盈虧之事業，具有「獨

立性」及「營利性」，揆諸前揭說明，係屬原告關於分類廣告代收業務

之交易相對人甚明。 

3.惟查公平交易法於 81 年開始施行後，事業涉及競爭之行為，即受公

平交易法之規範。原告於 85 年開始成立高雄管理處，訂定系爭管理條

款，用以約束與其締約之各廣告代理商，原告主觀上對於該行為之實

施，已有認識，且對此行為於廣告代理商間產生限制競爭之結果，應

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原告之本意，自應受公平交易法規範之

拘束。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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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為自由時報訂定「分類廣告市場秩序管理辦法」，而被公平會認定

屬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違反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

規定。本件對於廣告代理商是否屬交易相對人有詳細之討論。  

五、本案評析 

本案判決主要爭點有二：（1）所謂「分類廣告代收處」本身，是否屬

於獨立之事業，而可該當於公平法第 3 條所稱之交易相對人；（2）原告行

為是否已經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  

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違反前提，必須要是當事人間存在「交

易」，從而他方當事人可以認定為公平法第 3 條所稱之「交易相對人。因此，

縱使當事人間雖有形式上的商品移轉行為，但其經濟實質並未有一般所認

定之買賣關係或僅是屬於經濟同一體（Economic Entity）間之關係企業等

的商品移轉行為時，皆難認定該等商品移轉行為為公平會所欲規範之「交

易」行為，受讓商品之當事人亦因此而不會構成本條規定所稱之「交易相

對人」。 

於此認知下，本案原告事業遂基此而提出抗辯，主張：其「分類廣告

業務，係以成立『自由時報分類廣告代收處』之方式，委託代收處辦理分

類廣告業務，其所得利潤並非因購進商品再予轉售而取其間差價，實係按

報社一定之報酬標準辦理支付，為類似民法第 558 條代辦商關係，有『自

由時報分類廣告發稿合約證』可證。因此，代收處並非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交易相對人。是以原告為代收處及業務員對外招攬廣告業務，

訂定作業規範，自屬原告之『內部事務』。」從而，就此分類廣告行銷業務

而言，代收處本身並非獨立事業，而屬於原告事業整體行銷體之一個內部

環節，二者間因此並不存在交易關係。  

對此抗辯，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原審判決，以下列理由加以駁斥：「本件

原告之廣告代理商，除代理原告之廣告業務外，亦同時代理其他報業之廣

告刊登業務，此為原告所不爭之事實，其廣告代理商之利潤，為客戶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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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之委刊價與繳社價之差額及報社所支付相關獎金，各廣告代理商間存有

競爭關係，應係獨立於原告之外、自負盈虧之事業而與原告進行或成立交

易之供給者或需求者，自有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適用。」但此一判

決理由，則受到最高行政法院的質疑，最高行政法院認為：「系爭『分類廣

告發稿合約書』規定，分類廣告代理商從事分類廣告招攬業務，係以上訴

人所核發之發稿章代為接受委託，由上訴人刊行廣告，並負責錯誤之更正，

此有系爭契約可稽。又上訴人所發出之通知函文，代理商之委刊價及繳社

價，亦與公司內部之業務專員相同。足見該分類廣告代理商僅係收受客戶

委託稿件，並代收廣告費用，然後繳交上訴人，並未取得廣告版面之刊登

權，自不負擔該廣告銷售價格漲跌之銷售風險。原判決僅以上訴人之廣告

代理商，亦同時代理其他報業之廣告刊登業務，即認其係獨立於上訴人之

外，自負盈虧之事業，有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適用，未查明其餘上

訴人所提有利證據，不無率斷。」惟於最高行政法院發回後，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更一審判決，依舊認定：「前開分類廣告代理業者應係分類廣告招

攬、代理市場之獨立於原告外，自負盈虧之事業，具有『獨立性』及『營

利性』‧‧‧屬原告關於分類廣告代收業務之交易相對人甚明」。  

本案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之所以會針對「代收處」

是否屬於獨立事業，而得與原告事業間存在交易關係，而非僅是原告事業

的代銷或代辦商，當係基於對本案系爭相關市場的不同認知。申言之，最

高行政法院認為，「代收處」乃是「依據『分類廣告發稿合約書』規定，分

類廣告代理商從事分類廣告招攬業務，係以上訴人所核發之發稿章代為接

受委託，由上訴人刊行廣告，並負責錯誤之更正」；於此情形下，代收處僅

是處於類似原告事業之手足，而不構成獨立的事業。顯然地，最高行政法

院所認知的相關市場乃是原告事業對於一般有廣告需求事業所提供之分類

廣告市場，於此分類廣告市場中，真正的交易相對人乃是原告事業與一般

有意刊登分類廣告之事業。的確，若將本案相關市場定位為此分類廣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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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則本案中之代收處所處的地位，僅是在原告事業與一般事業中的代銷

或代辦，並不具有獨立的事業地位。  

相對於此，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在更一審判決中所指出的相關市場，並

非是原告事業與一般有意刊登分類廣告事業間所成立的分類廣告服務市

場，而是為協助、幫忙原告事業可以爭取更多一般事業於原告報紙上刊登

分類廣告之「招攬」服務市場；各個代收處為獲取更多的招攬獎金而於彼

此間產生競爭關係，從而就此招攬服務而構成一個相關市場。於此相關市

場中，代收處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從事招攬競爭，其當然具備營利性及獨

立性，而為公平法上之事業，渠等於此相關市場中，自然亦與原告事業成

立交易關係而有公平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適用之可能。  

於肯定本案中代收處就其所提供之招攬服務成立一個相關市場後，接

下來的問題是，原告事業對於代收處競爭行為所加諸之限制，是否有產生

不利的限制競爭效果。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更一審判決，在沒有相當充分限

制競爭效果證據的支持下，即認定：「告雖謂訂定該管理辦法，旨在避免廣

告代理商間同業惡性削價競爭，搶拉客戶，使各代收處可維持合理利潤：

該等限制立意良善云云；然則廣告代理商間藉由較有利之價格、品質、服

務、數量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乃公平交易法第 4 條所支持之良性

競爭方法與手段‧‧‧公平交易法所欲保障者，係市場的競爭機制，而非

競爭者本身。是原告以不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

易之行為，適足以造成保護無效率者之反競爭結果，並限制廣告代理商、

廣告主之自主交易決定權與選擇自由，自已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違反。」乍看之下，似乎言之成理，惟細究之下，就發覺其漏洞百出。 

蓋最高行政法院之所以將其重心至於分類廣告刊登市場本身，乃是因

為：「代理商之委刊價及繳社價，亦與公司內部之業務專員相同。足見該分

類廣告代理商僅係收受客戶委託稿件，並代收廣告費用，然後繳交上訴人，

並未取得廣告版面之刊登權，自不負擔該廣告銷售價格漲跌之銷售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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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之，不論代收處間競爭多麼激烈，其最後因為招攬所得必須上繳給院

告事業之「委刊價及繳社價」，都是一樣的。果真如此，則對於原告事業而

言，既然其從代收處可以收到的費用都是一致的，而支付給代收處的獎金

也是一樣的，則代收處提供何種服務，實與其整體收入無關。若此，則代

收處彼此間競爭越激烈、提供的折扣、利益越多，就有越多的一般事業有

意在原告事業報紙上刊登分類廣告，但原告事業本身並不會因此招攬市場

上的激烈競爭，就導致其收入減少，而是代收處本身會因提供過多的折扣

或利益而減少其收入，但也可能因此而薄利多銷。若此，則既然原告事業

不會因為招攬市場上的激烈競爭而減少其收入，其又有何合理理由，要去

限制該招攬市場上的競爭手法。當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原審判決認定「原告

訂定分類廣告市場秩序管理辦法禁止廣告代理業者將額外獎金或為開拓客

源所支出之促銷費用以放大稿面、低價承作或免費贈送客戶等方式回饋或

爭取客戶，除已妨礙該特定分類廣告代理事業在廣告代理市場之公平競爭

外，亦損及委刊廣告客戶之權益，實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規

定。」時，已可知悉，其完全未能區別本案中存在品牌內競爭與品牌間競

爭的問題。原告對於其代收處所加諸之限制，乃是針對原告事業本身之品

牌（其報紙）下的代收處所為之品牌內競爭的限制，而判決理由中所稱之

「廣告代理市場之公平競爭」，則顯然不僅侷限於原告事業本身之品牌內競

爭，尚包括與其他品牌（報紙）之分類廣告服務間的競爭問題。蓋正如同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更一審判決中，強化代收處為獨立事業時所舉之理

由：「廣告代理商其廣告代理業務，亦不侷限於原告，渠等同時亦代理其他

報紙之廣告代理業務，並賺取各報所支付之廣告利潤。」原告事業所深深

懼怕者，乃是提供不同報紙招攬分類廣告服務的各個代收處，是否因為過

度激烈競爭而從事不適宜、不符合其報紙形象的競爭手段，導致原告事業

整體形象受損，致令一般事業缺乏意願於其報紙上刊登分類廣告。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雖然於更一審判決，正確指出：「公平交易法所欲保障者，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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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競爭機制，而非競爭者本身。」；但卻忽視到，公平法或競爭法所關心

之競爭，在於品牌間之競爭，而非品牌內之競爭的規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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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案件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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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緣原告經人檢舉其與酪農簽訂之 92 年生乳收購合約書內容不合理，涉

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等情。經被告調查結果，以原告於生

乳收購合約書不當限制酪農戶對於所產生乳不得自行加工、販售或交予第

三人，另對於冬季收購配額外生乳，除限制酪農戶不得將產乳交予原告之

其他酪農戶或自行加工、委託代工，亦不得自創品牌生產與原告同性質之

乳製品在市場販售，已構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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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

被告乃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以 93 年 12 月 28 日公處字第 093132 號處

分書（下稱原處分）命原告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立即停止前開違法行為，

並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75 萬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遭駁回，

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程序事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於 95 年 5 月 18 日，判決原

告之訴駁回，判決因原告未上訴而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原告與酪農戶所簽訂之 92 年生乳收購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書）

第 13 條固規定，限制酪農戶不得自行加工、販賣自產生乳，或擅自交

乳予非屬原告之第三人。然而原告之所以為上開規定，乃是為防止酪

農戶一方面提供生乳與原告，另方面又自行進行生乳加工販售，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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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標榜來源與原告相同，致使消費者誤認酪農戶所自行生產與原告相

同，如其所生產之牛乳產生問題，將導致消費者認為原告所生產之牛

乳亦會有相同問題而影響原告之商譽。由此可知，酪農戶自行加工或

販賣自有品牌乳製品是否不符安全衛生標準，與原告之乳製品是否會

遭消費者誤認為亦有相同問題存在，進而損害到原告之品牌商譽間自

有相當關聯存在。  

（2）  ⋯⋯然約定前開條款之目的，係為維護原告所生產乳品之好口

碑，因原告為我國市場上享有盛譽之乳品製造公司，不單對乳品製程

有嚴格之要求，甚至對合作之酪農戶亦嚴加篩選，方得確保有優良之

生乳來源，故所生產之奶品常為消費者所稱許。為避免所締約之酪農

就其所自行生產之乳製品，對外標榜來源與原告相同，混淆消費者之

判斷，而影響原告之聲譽。因此原告上開所約定之條款僅是在確保生

乳品質之穩定，並避免對原告之商譽造成不當影響。是以，原告於契

約條款中所為之約定並無任何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之意

圖及行為，自不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定。  

（3）系爭合約書雖約定對於違反上開限制之酪農戶，原告得終止該合

約並請求損害賠償，然在契約期間，雖有酪農戶曾違反此規定者，但

原告卻未曾對違反約定之酪農戶終止合約，仍持續對其收購生乳，甚

至迄今僅對 1 家酪農戶請求賠償，且索賠之金額最後亦返還予該酪農

戶。假設前開限制條款之真意在於不公平競爭，為達殺雞儆猴之目的，

原告大可依系爭合約書規定對違約之酪農戶加以嚴懲，然實際上原告

卻對其寬厚以待，未多加刁難，益證前開限制條款之約定，目的不在

於從事不公平競爭及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行為。是以，被告單憑原

告僅終止 1 位酪農戶合約，且在對於市場交易並不會產生任何影響之

情形下，以臆測之方式認定系爭合約所為之約定具有非難性云云，其

所為之認定顯有違誤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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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告主張 

（1）酪農戶是否合法取得乳品工廠資格而經營生乳加工及販賣自有品

牌乳製品，係屬酪農戶是否違反食品衛生管理相關規定問題，尚與原

告無涉；況原告訂有原料生乳驗收及計價辦法，於驗收酪農戶所交生

乳品質後，始運用製作自有品牌之乳製品，是以，酪農戶自行加工或

販賣自有品牌乳製品是否不符安全衛生標準，與原告之乳製品是否因

此不符安全衛生標準或影響原告品牌產品商譽等，係屬二事，故原告

之主張顯無理由。  

（2） 原告雖於 93 年 7 月 20 日因酪農劉進士抗爭始退還系爭乳款，

惟實際上原告仍自 92 年 8 月 16 日起即與酪農劉進士終止合約迄該年

度合約終止日 11 月 30 日，至今尚未復約，足證確有落實執行上開不

公平交易條款之情事，是原告有關未曾對違約酪農戶終止合約之主

張，顯非事實。況縱原告上開行為對於市場暫不生影響，惟如實施該

等限制約款，將可能減損市場之競爭機能，即具可非難性，顯已構成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要件。 

（3）生乳為乳製品之主要原料之一，具易腐特性，且乳牛泌乳量亦受

季節、氣候等影響，除了品管、衛生、驗收等問題，尚須符合相關食

品衛生管理規定外，其供運乳亦深受地理區域及營運範圍之限制。⋯⋯

原告諳知酪農戶之營運囿於上開生乳特性、地理環境之限制及原告品

牌之優勢市場地位，對於原告有相當之依賴程度，故與所有酪農戶簽

訂之系爭合約書中均訂有系爭不公平交易條款，即屬不當。⋯⋯原告

以系爭不公平約款對其終止合約之案例，其他簽約酪農戶是否因系爭

約款而有未敢銷售生產過剩生乳之情事，不得而知，尚不得以甚少有

酪農戶違反系爭限制條款而受罰，即認為不生限制競爭之效果。⋯⋯

另原告於系爭合約書中，不當限制酪農戶對於產乳不得自行加工、販

售或交予第三人，另對於冬季收購配額外生乳，除限制酪農戶不得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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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乳交予原告之其他酪農戶或自行加工、委託代工，亦不得自創品牌

生產與原告同性質之乳製品在市場販售，已構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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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限制上游酪農戶與

其競爭之效果。  

（二）本案爭點整理  

原告之行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規定？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參以原告與酪農戶訂定生乳收購，其重點應在就酪農戶所提供給原

告之生乳是否符合品質及衛生要求，以保障原告公司產品品質及聲

譽，至酪農戶是否合法取得乳品工廠資格而經營生乳加工及販賣自有

品牌乳製品，係屬酪農戶是否違反食品衛生管理相關規定問題，尚與

原告無涉；況原告訂有原料生乳驗收及計價辦法，於驗收酪農戶所交

生乳品質後，始運用製作自有品牌之乳製品，是以，酪農戶自行加工

或販賣自有品牌乳製品是否不符安全衛生標準，與原告之乳製品是否

因此不符安全衛生標準或影響原告品牌產品商譽等，係屬二事，故原

告以此理由為上揭限制條款，並無理由。  

2.惟依原告與酪農戶簽訂之生乳收購合約書觀之，對於各別酪農戶每

月生乳配額量均已約定（參見系爭合約書第 7 條規定），倘酪農戶未依

約定配額交乳，即應自負無法履行合約配額之契約責任，況酪農戶倘

已依約履行生乳配額，就其所生產配額外生乳，應享有營利自主權，

無論冬、夏季酪農戶於配額外之所產生乳過剩問題，本有選擇與他人

交易之契約自由，原告為維持營運以上開約款對於酪農戶營運自由所

為之限制，已影響酪農戶之營運自由即屬不公平交易條款。又原告雖

於系爭合約書中約定冬乳生產過剩可自行處理，然實際上卻進一步約

定「不得將產乳交予同屬甲方（即原告）之契約酪農戶或自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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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代工生產與甲方同性質之乳製品在市場販售，如有違反者，甲方

有權依第 13 條之規定處理。」亦屬限制酪農戶就其與原告簽約數量外

之產乳如何營運之交易自由，此有不當限制酪農戶事業活動限制。  

3.惟查原告仍有尾款 829 元未退還，又實際上原告自 92 年 8 月 16 日

起即與酪農劉進士終止合約迄該年度合約終止日 11 月 30 日，至今尚

未復約，且其後並未再與該酪農戶續約，同時亦未給予該酪農戶「奶

權轉移」，致該酪農戶無法將其奶權移轉給其他酪農戶，此據被告陳明

在卷，亦為原告所不爭，足證原告確有對於酪農戶終止系爭合約書並

罰扣乳款情事，至事後有無退還款項乃另一問題，原告所陳有關未曾

對違約酪農戶終止合約之主張，顯非事實。以上可見，原告確有落實

執行上開不公平交易條款之情事。又縱原告上開行為對於市場暫不生

影響，惟如實施該等限制約款，將可能減損市場之競爭機能，即具可

非難性，此顯已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要件。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本件原告在生乳市場具有相當之市場地位，而透過與上游酪農業者訂

定之契約書，不當限制上游廠商不得將產乳交予原告之其他酪農戶或自行

加工、委託代工，亦不得自創品牌生產與原告同性質之乳製品在市場販售，

法院認定已構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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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制競爭之虞，故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 

五、本案評析 

本案判決主要缺失在於，既然認定原告事業系爭行為違反行為時公平

法第 19 條第 6 款，則應檢討其市場占有率是否已達當時一般所認為 10%

以上而具有一定的市場力，從而其行為效果會對市場競爭造成限制之虞。

且於檢討此一市場占有率、市場力及限制競爭效果前，當有必要先行確定

本案之相關市場為何？雖然，本案原告事業主要銷售活動在於銷售鮮乳給

一般消費者，並因此而獲取其絕大多數的營業利潤。然而，本案系爭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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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係有關原告以買方地位，與其交易相對人間酪農戶所成立的生乳交易

關係，因此本案相關市場應界定為生乳交易市場。相關可惜地，本案判決

不僅未能清楚界定出應有的相關市場，從而亦未見有其計算出原告事業於

此生乳市場中，基於買方地位所擁有的市場占有率及市場力。而於有關原

告系爭行為如何產生限制競爭之虞時，本案判決竟然僅以原告曾與一位酪

農間發生爭議，其後不再與該當酪農續約之事實，進而認定「縱原告上開

行為對於市場暫不生影響，惟如實施該等限制約款，將可能減損市場之競

爭機能，即具可非難性，此顯已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之要件」。要問的是，該當不被續約之酪農是否因為原告的不續約舉動，就

無法找到其他交易相對人，可以購買其生乳；如果有其他事業可以購買該

酪農之生乳的話，則原告之行為又如何對整體市場競爭造成限制的可能？  

另一方面，原告抗辯之所以實施系爭行為乃是「為防止酪農戶一方面

提供生乳與原告，另方面又自行進行生乳加工販售，並對外標榜來源與原

告相同，致使消費者誤認酪農戶所自行生產與原告相同，如其所生產之牛

乳產生問題，將導致消費者認為原告所生產之牛乳亦會有相同問題而影響

原告之商譽。」本案判決對此抗辯，答非所問而認為：「原告與酪農戶訂定

生乳收購，其重點應在就酪農戶所提供給原告之生乳是否符合品質及衛生

要求，以保障原告公司產品品質及聲譽，至酪農戶是否合法取得乳品工廠

資格而經營生乳加工及販賣自有品牌乳製品，係屬酪農戶是否違反食品衛

生管理相關規定問題，尚與原告無涉‧‧‧」酪農戶自行加工或販賣自有

品牌乳製品是否不符安全衛生標準，與原告之乳製品是否因此不符安全衛

生標準或影響原告品牌產品商譽等，係屬二事」。原告所憂心者，並非酪農

戶所販售之乳品是否符合食品衛生相關規定，而是縱使其乳品符合食品衛

生安全規定，但僅是宣稱其乳品「對外標榜來源與原告相同」一事，就有

可能搭原告長期經營所得商譽之便車，更何況倘若一旦乳品產生問題，容

許其得以為如此宣稱之結果，將益加導致原告聲譽受損。重點依舊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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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於相關市場是否擁有高度的市場地為，導致其交易相對人倘若不接受

其交易條件，就無法另行覓得其他相對人可以購買其生乳；倘若原告並未

具有如此高度的市場地位，酪農其實可以在原告與其他生乳購買業者間，

擁有相當程度選擇交易相對人自由的話，則不願意接受原告之交易條件

者，自然可以選擇其他相對人進行交易，當無所謂因此就發生限制生乳交

易市場競爭之虞。本案判決在完全未界定相關市場、分析原告事業之市場

力、市場占有率的情況下，所為限制市場競爭之虞的結論、反駁原告事業

所提抗辯理由之結論，在在令人無法接受。  



451 

 

第 20 條案件 十 太平洋百貨營業區域限制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2011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度判字第 1876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被告依檢舉以原告於其單方制訂之專櫃廠商合約中，增訂營業區域限

制條文，為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有限

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乃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

規定，以 91 年 5 月 24 日公處字第 0691086 號處分書命原告自處分書送達

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並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

2,500,000 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後，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程序事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於 94 年 4 月 27 日，判決原

告之訴駁回，原告不服而上訴，最高行政法院認無理由，於 95 年 11 月 16

日，判決上訴駁回，本案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 1）原處分認定原告年在臺北地區百貨公司業之市場占有率達

29.54%，其認定方式與結論，違背公平法之規定：原處分將臺北都會

地區之百貨公司直接定義為一「相關市場」，認為百貨公司之目標市場

與中小型零售業及量販店有別。上述見解，僅片面區分百貨公司與量

販店及其零售業者之不同，完全忽略其相同處，顯有偏頗。⋯⋯「相

關產品市場」應以「大型綜合商品零售業」為市場範圍：⋯⋯故基於

以上市場需求替代性與供給替代性之分析，原告以為相關產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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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大型綜合商品零售市場」為市場範圍，而大型綜合商品零售市

場則至少應包含百貨業、量販店與購物中心三種業別。  

（2）依據百貨企業協會之調查，90 年原告在臺北地區「百貨公司業」

之市場占有率僅為 24.86%。另依據經濟部統計處綜合商零售業年營業

額之統計分析，90 年臺灣地區百貨公司營業額為 1931.1 億元，量販店

年營業額則為 1,600.7 億元。因此「臺灣地區大型綜合商品零售市場」

之營業總額為 3,531.8 億元，原告全省 5 家店 90 年度之營業額共計

259.5 億元，僅占「臺灣地區大型綜合商品零售市場」之 7.3%，依反

托拉斯文獻之研究觀察，該市場占有率，顯屬微不足道，原告在相關

市場其並不具市場力量。  

（3）  ⋯⋯依前所述，原告之市場占有率並不高，縱認本案相關市場

為「臺北地區百貨公司業」，依據百貨公司協會之調查，90 年度原告

之市場占有率亦僅有 24.86%，實際上原告之市場占有率更低，根本未

達美國實務認定違法之標準（30%或更高），加上本案系爭合約之期間

僅有一年，專櫃廠商合約書中之系爭條文並無法造成其他業者無法進

入市場，且因為國內百貨業者間之競爭十分激烈，原告並無市場力量，

根本不可能對價格有決定力，足證系爭條文並未違法。  

（4）被告認為：原告於原先舊版之設櫃合約中訂有第 8 條、第 23 條

與第 26 條規定，故原告所欲防止「搭便車」情形，已可藉由此等條文

達成云云。惟查此等條文之目的與執行上，與系爭第 14 條第 2 項完全

不同，根本無法達到「防止搭便車」之目的。本案如以被告所主張之

「合理原則」來評價，本案原告於專櫃廠商合約書中增加系爭條文，

具有競爭上之正當原因，未對市場競爭造成負面影響，並未違法。  

2. 被告主張 

（1）有關原告主張原處分相關市場、市場占有率及市場優勢地位之認

定，違背公平交易法之規定乙節：⋯⋯申言之，百貨公司業所提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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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服務，其競爭區域或範圍甚難跨越所屬之地理市場，是本案以「台

北地區之百貨公司業」作為市場界定之範圍，並無違誤。故本案以上

開各業別經營時所設定之行銷目標市場，作為市場範圍界定之重要依

據，並非如原告所稱係以價格作為區分市場之唯一依據，原告顯係故

意曲解市場範圍之界定，實不足採。⋯⋯是被告自始即認為大型購物

中心業與百貨公司業係屬相同之市場範圍。⋯⋯退步言，縱加計台北

地區大型購物中心之營業額，原告之市場占有率仍達 27.13%。⋯⋯縱

依原告 92 年 8 月 8 日陳報狀所附原證五台灣地區主要百貨公司 90 年

業績一纜表所示，原告占有率亦高達 24.86%（未計雙和、永和店業

績）。是原告每年所締造之高營業額，已成為專櫃廠商企求進駐之百貨

賣場，其具優勢之市場地位，毋庸置疑。是以原告稱被告關於市場占

有率之認定係屬無據云云，容有誤解。  

（2）有關原告稱本案專櫃廠商合約書第 8 條、第 23 條及第 26 條無法

避免「搭便車」之情形乙節：查本案專櫃廠商合約書係屬原告單方制

定之定型化契約，每一專櫃所簽立之合約書皆同時訂有第 8 條、第 23

條及第 6 條規定，是以該等條款相互所產生之約束實具有加乘效果。

專櫃廠商因前揭條款之限制，商品於原告賣場之價格既無法高於其他

商場零售價或促銷價，銷售量又須達到原告所訂定之上、下半年度之

營業額目標，只要專櫃廠商進行「搭便車」情事，產品量價將立即反

應其負面效果，此由原告所提出 89 年 5 月間佐丹奴專櫃廠商另設專賣

店乙案足資為證。是以，原告之說辭顯無理由。原告提出美國聯邦最

高法院於 1977 年 Sylvania 案解釋本案系爭條文之合理性，⋯⋯本件與

前開案件雖同屬區域限制約定案件，惟彼此主客體地位互易，亦即本

案乃下游通路商之原告限制上游供貨商，二者案情截然不同，尚難比

附援引。被告審酌本案時，仍依據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



454 

 

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該限制是否不正當，而

前揭判斷因素之立法即架構於相當於美國反托拉斯法中所稱之「合理

原則」精神。  

（3）有關原告主張專櫃廠商合約書中增加系爭條文，具有競爭上之正

當理由，未對市場競爭產生實質影響乙節：本案原告系爭條款訂立之

時間，適逢賣場附近大型購物中心招商階段，原告訂定該條款之目的，

自難認其具有正當性，證以被告於調查期間函詢原告部分專櫃廠商之

復函結果，亦多有表示系爭條文業已影響其設櫃決策，惟礙於系爭條

文之簽立，而無法另行設櫃，原告訂立系爭條款，已明顯不當限制交

易相對人自由設櫃之行為。是本案並非一般獨家交易安排之上游供應

商限制下游經銷商，藉助限制交易條款，保障其投資利益之回收，而

係具市場地位之下游通路商（原告）以限制交易條款限制上游供應商

與其競爭對手交易，以阻礙競爭對手進入此一市場，此等行為於美國

甚至將之歸類為「當然違法」之限制競爭行為類型。⋯⋯查百貨公司

對專櫃營業服務人員之教育訓練，係為維持百貨公司形象與服務品質

之一致性，而為之通識訓練，應無涉營業秘密；而有關經營技術如設

店方針、對象客層之設定方式等，查本案於調查期間函詢原告專櫃廠

商之復函，則多表示設店方針與目標客層，係於設櫃前即已訂定，且

為是否設櫃之重要考量因素。是原告將對專櫃廠商進駐後所提供之協

助，牽強附會為其所創造出來之財產權或無形資產，而增訂系爭條文

為防範其營業秘密等之無形資產為競爭對手所利用之說詞，顯為企圖

模糊爭點並誤導判斷方向，要難採信。  

（二）本案爭點整理  

原告於專櫃廠商合約增訂營業區域限制條款，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有限制競爭之虞？  

三、歷審判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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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次按，市場範圍之界定，應考量市場實際狀況實質認定之，以因應

各種經濟情勢之變化。⋯⋯縱加計前開大型購物中心之營業額，並扣

除太平洋雙和店及永和店之營業額，原告之太平洋 SOGO90 年度營業

額計 16,244,430 元，在台北地區百貨公司及購物中心之市場占有率仍

達 23.85%，已逾市場占有率 10%之門檻要件，且因原告每年所締造

之高營業額，已成為專櫃廠商企求進駐之百貨賣場，是原告具有相關

市場之優勢地位，足堪認定。原告執稱被告不當界定相關市場、計算

市場占有率，而認其具有市場優勢地位，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定云云，

尚不足採。 

2.次查，原告於 89 年新版之定型化專櫃廠商合約書⋯⋯之規定，據原

告提供之資料，其所屬專櫃廠商計有 766 櫃，僅其中 27 櫃所屬廠商之

合約書刪除或修改前開區域限制條款，其餘 739 櫃（占總櫃數 96.48%）

仍照該條款內容簽訂合約，而刪除或修改前開合約條款之專櫃廠商，

多屬知名品牌之化妝品與女性內衣知名廠商，其所具有市場地位足以

與原告相抗衡，至其餘高達 96.48%之專櫃，因知悉原告所處商圈之聚

客能力及購買力足以容納數個同品牌專櫃，營利效果復大於品牌內競

爭效果，而同意接受前開區域限制條款之約束，原告所具優勢競爭能

力與市場地位，應屬重要因素之一，故原告挾其優勢之競爭能力及市

場地位，以單方制定之專櫃廠商合約書，約束專櫃廠商決定最適展櫃

區域，洵堪認定。 

3.⋯⋯該等條款已限制專櫃廠商之商品價格不得高於其他商場之零售

價，且促使專櫃廠商考量倘於同一商圈另行設櫃時，品牌間競爭是否

對其設於原告之專櫃營業額產生不利影響，進而因未達約定基本營業

額遭撤櫃，即足以避免專櫃廠商未評估品牌間競爭問題而濫行設櫃及

搭便車之情事發生，足見原告尚無增訂前開區域限制條款以避免專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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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為搭便車行為之必要。⋯⋯又依前揭說明，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規定，並不以實際發生損害或他人受到實質侵害為要件，倘事

業所為限制競爭之行為，足以限制他人營業自由及阻礙他人參與競

爭，而影響市場之自由競爭機能，即足當之。  

（二）最高行政法院  

原判決對上訴人在原審之主張各節何以不足採，已於理由中詳細論

述，並無上訴人所指理由不備、不適用法規等情形，其餘上訴論旨，乃上

訴人以其對法律上主觀見解之歧異，對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

使，指摘其不當，均無可採。此外，上訴人所舉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1977

年所為 Sylvania 案判決，經查與本件案情有別，且各國國情不同，法制互

異，上訴人尚難執該 Sylvania 案判決，資為本件對其有利之論據；又上訴

人主張有學者認為廠商在相關市場占有率 33.3%時，始擁有市場優勢地位

云云，惟查其此部分主張，於法無據，且非普遍之多數見解，洵不足採。

本件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審判決違誤，求予廢棄，難認有理由，

應予駁回。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本件為太平洋百貨以單方制定之合約書，限制其專櫃廠商營業區域，

造成參進障礙，對市場自由競爭功能造成影響，原、被告對於市場占有率、

是否影響市場功能有所爭執，法院認同公平會之主張，認定原告行為屬交

易相對人事業活動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有限制競爭之虞，而違反舊公

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規定。 

五、本案評析 

本案或許是法院判決中，首度針對品牌內競爭、品牌間競爭概念，加

以正視，並作為其判決理由之判決。然而，相當可惜地，判決理由依舊對

於何種行為屬於品牌內競爭限制行為，未能正確加以區辯。  

首先，本案判決遵循公平會之見解，認為因百貨公司須設址於人潮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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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之地區以維持其經濟規模，國內百貨公司即因前揭特性主要分布於五大

都會區（台北、桃壢竹、台中、台南及高雄地區），地理市場區隔明確，並

由於都會區間之距離致使地理市場間之替代性甚低。從而，以台北地區百

貨公司或加計購物中心作為本案相關市場，並因而得出原告事業之市場占

有率。然而，台北地區百貨公司是否全體彼此間，皆具有競爭關係，不無

疑問。具體而言，在信義區的新光三越百貨與在天母地區的太平洋百貨公

司、天母地區的新光三越百貨與新北市板橋地區的遠東百貨彼此間，是否

具有競爭關係，對消費者而言，是否於不滿足天母地區百貨公司之服務時，

立即想得到的替代方案，就是到板橋去，享受該區域百貨公司的服務。相

關市場界定並非拿著特定區域的工商名簿或商業統計，就可以從其上所記

載的數字，界定出其相關市場、計算出系爭事業的市場占有率。  

其次，所謂品牌內競爭限制，乃是針對同一品牌內下游經銷商的銷售

活動等之限制；而品牌間競爭則是不同品牌間上游製造業者、下游經銷商

等，整體產銷管道之不同品牌的競爭。品牌內競爭概念重心在於對下游經

銷商的銷售活動之限制，而品牌間競爭概念則強調如何排除、消滅、勝過

其他競爭事業之問題，因此其行為類型就在於所謂的「排他性」

（exclusionary）行為。當本案判決認定原告系爭行為之所以違法乃在於其

「區域限制條款」，並舉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1977 年 Sylvania 案判決作為其

比較對象，而謂：「本件與前開案件雖同屬區域限制約定案件，惟彼此主客

體地位互易，亦即本案乃下游通路商之原告限制上游供貨商，二者案情截

然不同，尚難逕予比附援引，本件仍應就原告為避免專櫃廠商搭便車之行

為，有無增訂前開區域限制條款之必要，及原告增訂前開限制條款之結果，

有無影響市場競爭效果，具體判斷該限制條款是否符合合理原則。」此種

敘述顯然全盤沿襲本案被告公平會之主張，然而很可惜地，當公平會於作

出有關於此之敘述後，又於其被告陳述中說明：「是本案並非一般獨家交易

安排之上游供應商限制下游經銷商，藉助限制交易條款，保障其投資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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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回收，而係具市場地位之下游通路商（原告）以限制交易條款限制上游

供應商與其競爭對手交易，以阻礙競爭對手進入此一市場，此等行為於美

國甚至將之歸類為『當然違法』之限制競爭行為類型。」  

顯然地，公平會於其陳述中，一下子說明本案定型化專櫃廠商合約書

增訂第 14 條第 2 項：「為了避免不必要兢爭，非經甲方（即原告）同意，

乙方（即專櫃廠商）不得在甲方賣場半徑 2 公里之商圈內販賣與本約相同

或類似商品，或為相同或類似之服務或營業。」之規定，屬於區域限制條

款，其後又說「本案並非一般獨家交易安排」，結果導致本案系爭違法行為，

究竟是屬於品牌內競爭限制的區域限制行為，抑或是屬於排除其他競爭事

業的獨家交易，就有探討的必要，並基此而於確認其行為類型後，論斷其

違法性。從上開定型化專櫃廠商合約書增訂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內容可知，

本案並非屬於所謂區域限制，而係獨家交易，原告事業要求其專櫃廠商於

其半徑 2 公里之商圈內，不得與其他百貨公司進行專櫃設櫃之交易，其目

的在於藉此排除其他百貨公司競爭者的市場進入。若此，則本案事實根本

不應該有所謂限制品牌內競爭與促進品牌間競爭之問題，判決所有有關於

此之討論，其實是對於本案系爭違法行為類型的錯誤認知，結果導致判決

並未針對本案的排除競爭行為效果，加以詳細討論，反而集中於「該等條

款已限制專櫃廠商之商品價格不得高於其他商場之零售價，且促使專櫃廠

商考量倘於同一商圈另行設櫃時，品牌間競爭是否對其設於原告之專櫃營

業額產生不利影響，進而因未達約定基本營業額遭撤櫃，即足以避免專櫃

廠商未評估品牌間競爭問題而濫行設櫃及搭便車之情事發生，足見原告尚

無增訂前開區域限制條款以避免專櫃廠商為搭便車行為之必要。」等品牌

內競爭概念方強調之「搭便車」問題。  

最後，當如同前述，本案被告公平會於其陳述中指出：「具市場地位之

下游通路商（原告）以限制交易條款限制上游供應商與其競爭對手交易，

以阻礙競爭對手進入此一市場，此等行為於美國甚至將之歸類為『當然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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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限制競爭行為類型。」當美國法對於水平聯合行為，亦僅將其當然

違法類型限定於價格聯合、數量聯合、市場分割及圍標等惡質聯合行為，

甚至對於其他類型聯合行為，亦採取合理原則判斷其違法性時，不知在哪

一件判決中針對其所謂下游通路商會針對具有市場力事業之行為，以所謂

當然違法規範之。美國反托拉斯法之實務運作，縱使對於獨占事業的獨占

化行為，亦以合理原則分析其違法性，從而縱令公平會所稱的下游通路商

具有獨占或獨買力量，其行為理當不會屬於「當然違法」類型，公平會似

乎有必要就此好好引經據典一番，以說服本案原告事業及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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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案件 十一 南一書局經銷區域限制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4937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396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本件被告主動調查民國（下同）91 學年國民中小學參考書售價大幅上

漲及教科書聯合議價，審查合格出版事業有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結果，以原

告針對實施九年一貫學程後採行行銷機制，在 91 學年度國小、國中教科書

經銷合約書（下稱經銷合約書）中有經銷區域限制之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

人之事業活動，而與其交易之行為，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原告代為保管其與交易相對人之經銷合約，為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乃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以 92 年 1 月 16 日公處字第 092012 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

命原告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 2 項違法行為，並處以罰鍰

新臺幣（下同）130 萬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嗣經行政院訴願決定駁

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程序事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於 94 年 8 月 11 日，判決原

告之訴駁回，原告不服而上訴，最高行政法院認無理由，於 96 年 3 月 15

日，判決上訴駁回，本案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原處分指摘原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然所據事證，

顯示全案顯非該條款構成要件所欲規範之對象，其論證如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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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原處分之標的市場即為「教科書市場」；次按「本法所稱交易相對人，

係指與事業進行或成立交易之供給者或需求者」復為公平交易法第 3

條定有明文。因此，本件「教科書市場」之交易相對人應指「教科書

之供給者與需求者」，殆無疑義。惟查，本件教科書之交易相對人，供

給者固為原告，需求者實際上為各個學校，而絕非與原告簽訂「教科

書經銷合約書」之所謂「經銷商」，⋯⋯具體而言，應屬類似民法第 565

條「居間」所定義之契約行為，而非「交易」（何謂交易？依據教育部

國語辭典解釋，係「泛指買賣」）。⋯⋯其中明顯可見議價作業之相對

人為學校及「出版事業（包括原告）」。則被告早已認識本件教科書市

場之交易相對人係為原告與各個學校，並無經銷行為之存在，益證明

顯。⋯⋯承上，教科書市場之交易相對人既為各個學校，而各個學校

並非事業單位，無所謂之事業活動，則原告即不可能不正當限制交易

相對人事業活動，更無從發生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情事。  

（2）依據被告官方網站發布有關業績與經銷資格間關係之問答，謂「在

經銷契約上寫明『若區域經銷商連續 3 個月之平均業績未達公司要求

之標準時，取消其經銷資格並沒收區域經銷權利金』，係現行商場習見

之交易習慣，基於契約自由原則，一般不致於違反 19 條第 6 款規

定……」。涵攝本件事實，顯見被告自承：實務上確有「區域經銷商」

之經銷商型態，且係被容許之經銷型態，公司對區域經銷商設定業績

標準，一般不致於違反 19 條第 6 款規定。 

2.被告主張 

（1）有關原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部分：⋯⋯查本件原告

於參考書市場之占有率已達 10%以上，渠已具備相當之市場地位，核

無疑義。爰原告與其經銷商簽訂經銷合約，採取以學校劃分經銷區域

之交易條件，嚴格禁止其經銷商跨區銷售，此不僅剝奪經銷商交易對

象選擇之自由，亦已壓抑各該經銷地區價格之自由競爭。再者，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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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以限量訂購及退貨比例之行銷機制管理，造成參考書市場流通不

足，經銷商無法任意調貨於其他同業，亦有區隔經銷市場以限制各該

經銷商自由競爭之效果。據此，原告所為經銷區域之劃分，足以限制

該同一品牌參考書經銷市場就顧客與價格之自由競爭，顯已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禁制規定⋯⋯。 

（2）綜上，衡酌 90 年營業額及市場占有率，本案原告、康軒公司及

翰林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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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占有率達四分之三以上（75%），上一會計

年度（即 90 年）事業總銷售金額均已達 10 億元以上，依公平交易法

第 5 條之 1 規定，上開 3 家事業應認定為「獨占事業」。  

（二）本案爭點整理  

原告是否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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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有無為其他顯失公平之行為？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查本件原告不爭其與交易相對人所簽訂之「91 學年度國小教科書經

銷合約書」及「91 學年度國中教科書經銷合約書」均為定型化契約。

⋯⋯，參酌原告亦自陳就參考書部分未與交易相對人另簽訂其他書面

契約，而該第 6 條雖僅約定自修評量折扣計算辦法而未明文提及自修

評量之合作辦法，然對照國中、國小 2 經銷合約書其格式大致相同，

所載教科書經銷之運作方式大致相同，且交易相對人亦均為各地區之

書局，是該經銷合約書雖亦名為「教科書經銷合約書」，實同係教科書

兼參考書經銷合約書，是原處分認原告於國小參考書市場有限制經銷

商跨區經營，亦屬有據。原告主張其未就參考書市場為限制，尚不足

採。 

2.再查原告對於其係依照各該區域往年實際銷量及經銷商往年實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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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及各區域行銷計劃之不同，而決定配送之先後順序等情不爭，而九

年一貫學程國一參考書有缺貨之情事發生一節原告亦不爭以觀，是原

處分認系爭經銷區域限制條款，造成新版參考書市場流通不足，致使

同業間無法調貨，不利經銷商之交易機會等影響，亦屬有據。  

（二）最高行政法院  

查教科書及參考書市場因具有較為封閉之特性，並上訴人於國小教科

書市場更已達獨占之市場地位，則上訴人以學校劃分經銷商之經銷地域，

業已剝奪該經銷商之交易對象選擇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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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依上訴人於參考書市場係具備相當市場地

位之情況，其就參考書採取按教科書被採用數量作為供貨比例，且以教科

書之占有率及參考書之退貨比例決定參考書價格折扣之行銷機制，而造成

參考書市場之流通不足，致經銷商無法任意於同業間調貨，故上訴人此經

銷區域之限制，自已限制同一品牌參考書市場關於顧客及價格之自由競

爭；而將上訴人所為經銷地域限制，配合所含依教科書被採用數量限量供

應參考書及按教科書占有率及退貨比例決定參考書價格折扣之機制綜合以

觀，上訴人之目的當非僅為激勵經銷商之忠誠及控制公司庫存，而更含有

藉以確保新的九年一貫學程經銷商之利潤，以減少並限制品牌內競爭之意

圖，故原審維持被上訴人關於上訴人所為係屬不正當限制競爭之認定，即

無不合。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本件原告與其經銷商訂有限制經銷區域之約款，惟原告主張本件市場

為「教科書市場」，則交易相對人為學校而非經銷商，故原告無限制交易相

對人事業活動之情事，法院認原告限制經銷商跨區經營已實際影響到市場

之競爭功能，故認原告之行為屬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而違反

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規定。 

五、本案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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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事實狀況及判決理由、結果，大致與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4 年度再

字第 12 號育橋文教經銷區域限制一案判決相同，相關分析，參照該案之分

析。主要不同者在於，本案中，被告公平會認定：「衡酌 90 年營業額及市

場占有率，本案原告、康軒公司及翰林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事業

在九年一貫課程部分、國小學科部分之教科書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達四分之

三以上（75%），上一會計年度（即 90 年）事業總銷售金額均已達 10 億元

以上，依公平交易法第 5 條之 1 規定，上開三家事業應認定為『獨占事業』。」

若此，則為何其法條適用不是行為當時公平法第 9 條第 4 款之「其他濫用

獨占地位之行為」，而是同法第 19 條第 6 款，令人不解。  

就此，最高行政法院於其判決中指出：「查教科書及參考書市場因具有

較為封閉之特性，並上訴人於國小教科書市場更已達獨占之市場地位，則

上訴人以學校劃分經銷商之經銷地域，業已剝奪該經銷商之交易對象選擇

自由‧‧‧上訴人此經銷區域之限制，自已限制同一品牌參考書市場關於

顧客及價格之自由競爭」。判決所謂「自已限制同一品牌參考書市場關於顧

客及價格之自由競爭」之限制競爭效果，究竟為何？一般而言，既然已經

是獨占事業了，又有何必要特地設計出所謂的區域限制，以限制「顧客及

價格之自由競爭」。蓋既然不論是於商品市場、抑或是於地理市場，已經都

是獨占地位了，則普天之下，莫非獨占；一切價格，由我決定；提供多少

產品給顧客，亦是由我決定。因為，所謂的獨占，其結果就是價格高於競

爭價格、產量低於競爭數量。於此情況下，設定區域限制之意義，為何？

當然，由於我國公平法特殊的「獨占」定義，其實被稱為「獨占」事業者，

並非真的屬於經濟學上所稱之「獨占」，而可能是寡占事業，就如同本案中

之原告事業，其本身存在並非「獨占」事業，但是在與「康軒公司及翰林

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3 家事業在九年一貫課程部分、國小學科部分之

教科書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達四分之三以上（75%）」後，才被歸類為獨占事

業。若此，則當公平會僅認定「本件原告於參考書市場之占有率已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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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時，倘若本案原告事業所擁有之市場占有率僅有 17%，但因為與其

他二家事業合計，而不得不因此被認定為獨占事業，則其所為任何特別的

競爭行為都將受到其他二家擁有更多市場占有率的制衡，一旦不慎，其原

有市場占有率將會被其他二家市場占有率更大的「獨占」事業所奪取，而

愈加喪失其競爭力。於此情況下，吾人誠不知，本案原告事業如何敢於不

好好對待其交易相對人，而企圖限制其選擇之自由，導致該等交易相對人

可能因此覺得受到不公平待遇，而斷絕與其交易關係，尋求與其他二家事

業之交易。合理的事業，應該不會作出此種不合理、甚至令人扼腕的舉動，

但在本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的理由陳述下，本案原告就是

這麼一家令人難以理解的不合理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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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案件 十二 新光三越杯葛衣蝶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3 年度訴字第 2973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1481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緣被告根據反映，於民國（下同）92 年 5 月間衣蝶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店（以下簡稱台中衣蝶百貨公司）即將在原告台中店附近設立，原告

台中店對所屬專櫃廠商表達「凡至台中衣蝶百貨公司設櫃之廠商必遭撤櫃

之處罰」，專櫃廠商皆敢怒不敢言等情，經被告調查結果，認原告以損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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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限制競

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規定，乃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以 93 年 2 月 6 日公處字第 093016 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

命原告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並處以罰鍰新

臺幣（下同）80 萬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遭駁回，遂向本院提起本

件行政訴訟。 

（二）程序事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於 94 年 12 月 22 日，判決原

告之訴駁回，原告不服而上訴，最高行政法院認無理由，於 96 年 8 月 17

日，判決上訴駁回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原告與台中衣蝶百貨公司皆屬於台中市○○路商圈，商場腹地本

有重疊之處，專櫃廠商於設櫃前自會評量其是否願於同一商圈設置 2

據點之投資風險及報酬率，或選擇其認為投資風險低之單一商場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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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此皆為專櫃廠商得自行考慮決定之事項，諒無任何第三人得介入

干涉。⋯⋯；及被告至衣蝶百貨桃園店「下班後生活雜貨專櫃」之專

櫃人員進行訪查之結果得知，其位於原告台中店之生活雜貨專櫃未續

約之原因為業績不佳，此非原告單方之陳述，而係由「下班後生活雜

貨專櫃」之員工由其公司內部得知公正客觀之訊息等資料，足資證明，

被告未表明就此有利原告部分不予審酌之理由，誠有理由不備之違

法。⋯⋯雖原告職員於該錄音過程之談話中曾提及「於他樓層改裝後

有更大空間時，將積極幫下班後生活雜貨專櫃爭取設櫃」之陳述，惟

嗣後反遭「下班後生活雜貨專櫃」陳岱慧處長斷然拒絕，此等隱有商

業競爭關係之對手所提出之不實證據，實不足採，而被告就有利於原

告之證據漏未審酌，揆諸前揭法旨，至有違誤。  

（2）以原告與專櫃廠商間之設櫃廠商合約為民法上之契約關係，基於

「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之法律原理，雙方於合約「到期後」是否續約，

任何一方皆有完全之自主權，專櫃廠商既無所謂「續約權」，該合約期

間係為其評估前述設櫃因素後與原告合意之約定，則原告或專櫃廠商

均立於平等之地位，得自行決定是否欲與他方續約。被告疏未注意本

件合約屆滿之事實，恝置「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之基本法律原理於不

顧，逕為原告不利之決定，自有行政行為違反程序正義及法規之違法。 

（3）被告於其處分書及訴願答辯書表示其截取原告所提供 91 年未與

其台中店續約、中途解約及該店 7 樓之專櫃廠商進行問卷調查，係確

定原告有違法事實之調查經過及蒐證方法之一，而非據以認定原告違

法之理由。但查被告係以調查 154 間專櫃廠商中 4 間專櫃廠商之表示

作為原告對專櫃廠商有實質限制行為，既不查明為何該 4 家反於其他

150 家所為陳述之動機、目的及理由，復無任何積極適當之證據足證

原告有所稱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即遽爾認定原告有為公平交易法

第 19 條第 1 款規定之行為，即有行政處分不依證據之違反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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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告主張 

（1）原告於 90 年度營業額為 86 億元（依據中華民國百貨企業發展協

會資料），在台中地區百貨公司業（包括台中德安購物中心）之市場占

有率達 33.4%，已成為專櫃廠商企求進駐之百貨賣場，顯具相當之市

場地位。訴外人台中衣蝶百貨公司於 92 年 5 月初開幕，距離原告約

600 公尺，是原告與台中衣蝶百貨公司屬同一商圈，彼此具有競爭關

係，原告台中店（杯葛發起者）倘意圖藉由專櫃廠商（杯葛受使者）

與台中衣蝶百貨公司（被杯葛者）斷絕交易之方法，阻礙其參與競爭，

即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所稱「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另

百貨公司本應以商圈繁榮、人潮聚集程度及設櫃費用或其他具效能競

爭之方式向專櫃廠商爭取交易機會，與其他同業公平競爭，倘原告之

競爭手段係以警告所屬專櫃廠商「若於台中衣蝶百貨公司設櫃之廠商

必遭撤櫃之處罰」，因原告已成為專櫃廠商依賴之重要末端通路及企求

進駐之百貨賣場，其結果即可能促使專櫃廠商為避免遭撤櫃，而斷絕

與台中衣蝶百貨公司交易，阻礙台中衣蝶百貨公司招攬廠商參與競

爭，即有限制台中百貨業競爭之虞，而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規定之違反。  

（2）經被告調查有碩辰公司、美體考究公司及銀鯨公司等 3 家自原告

台中店撤櫃之專櫃廠商表示，原告曾口頭警告影響其至台中衣蝶百貨

公司或 TIGERCITY 設櫃，且亦有其他專櫃廠商表示原告台中店之幹

部曾口頭示意不可進駐台中衣蝶百貨公司，暗示倘同時於原告台中店

及台中衣蝶百貨公司設櫃有可能影響該公司於原告台中店之業績，而

該公司縱已於台中衣蝶百貨公司繳交 10 萬元設櫃履約保證金，仍決定

不進駐，原告行為已對專櫃廠商產生實質之限制效果，以原告台中店

於台中地區百貨市場之市場地位及影響力，該行為顯係杯葛台中衣蝶

百貨公司與專櫃廠商交易，並阻礙台中衣蝶百貨公司參與競爭，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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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台中地區百貨公司市場。  

（3）至於原告主張基於「私法自治」之法律原理，原告是否與專櫃廠

商續約，任何一方皆有完全之自主權乙節，經查本案原處分尚非針對

原告未與系爭專櫃廠商續約，而論其違反公平交易法，而係針對具相

當市場地位之原告，其競爭手段係以警告所屬專櫃廠商「若於台中衣

蝶百貨公司設櫃之廠商必遭撤櫃之處罰」，促使專櫃廠商為避免遭撤

櫃，而斷絕與其競爭對手台中衣蝶百貨公司交易，阻礙台中衣蝶百貨

公司招攬廠商參與競爭，而有限制台中百貨業競爭之虞，構成公平交

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規定之違反。況公平交易法所保護的法益，除了市

場競爭秩序之公共利益之外，也經常直接對市場參與者的個人利益予

以保護。例如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對不正當差別待遇、杯葛的禁止等即

係對事業競爭利益的直接保護。因此即令公平交易法與一般民法、商

法及公司法等皆以事業的私經濟行為作為規範對象，但後者的規範角

度卻著眼於所有權人之使用收益、契約當事人之權利義務或股東與公

司間關係等私人利益之維護，與公平交易法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之公共

利益有所不同，是原告之杯葛之行為，尚不得以「私法自治」為由，

規避公平交易法之規範。 

（二）本案爭點整理  

原告之行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規定？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原告台中店在台中地區百貨公司業之市場占有率達 33.34%，為專櫃廠

商依賴之重要末端通路及企求進駐之百貨賣場，就阿瘦公司之一般專櫃廠

商而言，原告係其依賴之重要末端通路，因此若原告以提議、慫恿或脅迫

等不當方式施壓，專櫃廠商在考量現有利益得失及衡量可能有被撤櫃之危

險，豈有不從之理。⋯⋯堪認原告台中店幹部口頭示意不可進駐之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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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足影響阿瘦公司退出設櫃之決定，而該行為在客觀上已足以認定促使專

櫃廠商斷絕與台中衣蝶百貨公司之交易關係，而原告台中店與台中衣蝶百

貨公司屬同一商圈，彼此具有競爭關係，前揭不正當競爭手段，阻礙台中

衣蝶百貨公司招攬廠商參與競爭，係欲使台中衣蝶百貨公司退出台中地區

百貨公司市場，該行為已對專櫃廠商產生實質之限制效果，即斷絕與台中

衣蝶百貨公司進行交易；況以原告台中店於台中地區百貨市場之市場地位

及影響力，該行為對於爭取與專櫃廠商交易之台中衣蝶百貨公司已構成限

制及損害，而具有不公平性或減損市場自由競爭之虞，核已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19 條第 1 款規定，故被告原處分即非無據。  

經查本件原處分並非針對原告未與系爭專櫃廠商續約，而論其違反公

平交易法，而係針對其具相當市場地位之原告，其競爭手段係以警告所屬

專櫃廠商「若於台中衣蝶百貨公司設櫃之廠商必遭撤櫃之處罰」，促使專

櫃廠商為避免遭撤櫃，而斷絕與其競爭對手台中衣蝶百貨公司交易，阻礙

台中衣蝶百貨公司招攬廠商參與競爭，而有限制台中百貨業競爭之虞，構

成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規定之違反。 

（二）最高行政法院  

⋯⋯而衡諸一般常理，阿瘦公司當初會決定在距離上訴人臺中店甚近

之臺中衣蝶百貨公司設櫃，並已繳交保證金 10 萬元，必已就其設櫃利益得

失予以衡量始決定進駐，若非有何特定因素考量，豈有自甘願損失已繳之

10 萬元之保證金而自臺中衣蝶百貨公司退出設櫃之理。堪認上訴人臺中店

幹部口頭示意不可進駐之舉動，已足影響阿瘦公司退出設櫃之決定，而該

行為在客觀上已足以認定促使專櫃廠商斷絕與臺中衣蝶百貨公司之交易關

係，而上訴人臺中店與臺中衣蝶百貨公司屬同一商圈，彼此具有競爭關係，

前揭不正當競爭杯葛手段，阻礙臺中衣蝶百貨公司招攬廠商參與競爭，係

欲使臺中衣蝶百貨公司退出臺中地區百貨公司市場，該行為已對專櫃廠商

產生實質之限制效果，即斷絕與臺中衣蝶百貨公司進行交易；況以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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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店於臺中地區百貨市場之優勢市場地位及影響力，該行為對於爭取與

專櫃廠商交易之臺中衣蝶百貨公司已構成限制及損害，而具有不公平性或

減損市場自由競爭之虞，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規定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本件為原告以不正當手段杯葛衣蝶百貨之案件，原告多從證據法則方

面主張公平會對於其所取得之全部證據未依法審酌，法院則認公平會提出

之證據已足堪認定原告構成杯葛行為，故認原告行為屬以不正當手段阻礙

他事業參與競爭，且已實質產生限制競爭效果，原告之行為違反舊公平交

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規定。  

五、本案評析 

本案系爭事實與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度判字第 1876 號太平洋百貨營業

區域限制一案判決之事實，頗有類似之處。皆是具有一定市場地位的百貨

公司為阻止其專櫃廠商至其他競爭的百貨公司設立專櫃，而對於其現有專

櫃事業之事業活動自由，加以一定的限制。然而，令人較為難以理解的是，

除去太平洋百貨營業區域限制案判決將其行為類型錯誤認知為銷售區域限

制外，倘若依照該案中公平會曾經提是的獨家交易限制類型，則本案亦不

無獨家交易行為之要素，但其法條適用卻是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

間接杯葛規定。或許，因為在太平洋百貨營業區域限制一案中，因其限制

內容為「為了避免不必要兢爭，非經甲方（即原告）同意，乙方（即專櫃

廠商）不得在甲方賣場半徑 2 公里之商圈內販賣與本約相同或類似商品，

或為相同或類似之服務或營業」，在沒有特意或明白具體的競爭對手的情況

下，可認定該合約規定乃是陳述，專櫃廠商僅能與太平洋百貨公司交易，

而不能與其他百貨公司進行交易，故其行為類型為獨家交易安排。相對於

此，本案則具體指名不得交易之對象，判決如此說明：「原告台中店對所屬

專櫃廠商表達『凡至台中衣蝶百貨公司設櫃之廠商必遭撤櫃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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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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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規

定」。因為具體指名道姓「台中衣蝶百貨公司」，而滿足該款規定之「特定

事業」的要件，因而適用該款規定。  

此外，向來，關於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間接杯葛，針對其違

法性所在有所爭議，有認為該款規定之違法性重心應置於受話人其交易自

由是否受到強制或壓迫，若有則其強制或壓迫行為本身即屬違法；另一方

面，亦有認為該款之違法性應回歸「限制競爭之虞」的合理判斷法則，檢

討是否因被杯葛人喪失其交易機會而於相關市場上產生限制競爭效果，進

而有違法的可能。公平會公處字 092152 號處分，則同時將此二種面向列為

其違法認定理由而謂：「被處分人之行為，亦已減損市場之自由競爭機能。

此外，對交易相對人亦造成不當壓抑，有妨礙交易相對人自由決定交易對

象之情形，已減損市場之自由競爭機能，自屬限制競爭之行為」。本案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似乎採取限制競爭說的主張，而認為：「原告台中店在台

中地區百貨公司業之市場占有率達 33.34%，為專櫃廠商依賴之重要末端通

路及企求進駐之百貨賣場‧‧‧而原告台中店與台中衣蝶百貨公司屬同一

商圈，彼此具有競爭關係，前揭不正當競爭手段，阻礙台中衣蝶百貨公司

招攬廠商參與競爭，係欲使台中衣蝶百貨公司退出台中地區百貨公司市

場，該行為已對專櫃廠商產生實質之限制效果，即斷絕與台中衣蝶百貨公

司進行交易；況以原告台中店於台中地區百貨市場之市場地位及影響力，

該行為對於爭取與專櫃廠商交易之台中衣蝶百貨公司已構成限制及損害，

而具有不公平性或減損市場自由競爭之虞」。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原則上，

亦採取與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同樣之見解，而認為：以原告「於臺中地

區百貨市場之優勢市場地位及影響力，該行為對於爭取與專櫃廠商交易之

臺中衣蝶百貨公司已構成限制及損害，而具有不公平性或減損市場自由競

爭之虞，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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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案件 十三 金門聯宏瓦斯共同調價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4 年度訴字第 1841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1752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緣福建省金門縣政府於民國（下同）92 年 4 月 9 日以府建商字第

0920018691 號函被告略以，該縣瓦斯售價於 91 年 9 月 12 日由每桶（20

公斤）新臺幣（下同）580 元調漲為 600 元，同年 10 月 2 日漲為 630 元、

11 月 13 日再漲為 650 元，經調查各家售價幾乎齊一，另依「石油基金補

助山地鄉及離島地區石油設施與運輸費用及差價補貼申請作業要點」第 12

條規定：「接受本會補助（貼）者，其零售價格不得高於臺灣本島平均售價

之 5%；違反規定者，於 1 年內不得向本會申請本要點所列之各項補助

（貼）」，91 年 11 月該縣平均售價每桶 650 元，較臺灣本島平均售價 525.04

元，高出 124 元（23.8%）顯不合理，又該府於 91 年 12 月 9 日召集該縣

液化氣體燃料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及業者協商，惟業者檢送資料，並無成

本方面之數據與分析，且各瓦斯行售價均為相同，疑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

等情。案經被告調查結果，以原告於金門地區液化石油氣市場，藉中國石

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油公司）調整牌價時機，通知液化石油氣業者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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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乃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以 93 年 12 月 31 日公處字第 093134 號處分書，命原告自

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並處原告 75 萬元罰鍰。

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  

（二）程序事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於 95 年 3 月 23 日，判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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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訴駁回，原告不服而上訴，最高行政法院認無理由，於 96 年 9 月 28

日，判決上訴駁回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 原告主張 

金門縣液化氣體燃料商業同業公會係金門縣液化石油氣零售商及

灌裝業者所組成，原告公司負責人甲○○於該屆公會被選為理事長，因

此公會所有事項及中油公司或上級單位聯絡通知均以甲○○為對口單

位，⋯⋯至於是否調漲或降價，全由各會員依其零售成本自行決定售

價，原告從未召集各瓦斯行協調、討論瓦斯價格之昇降，亦從未發函

各瓦斯行要求價格一致或不得削價競爭或告知必須賣多少錢等，原告

確實並無從事影響或妨礙市場功能之行為，業者間亦無任何自行開會

協議之情形。且金門地區桶裝瓦斯價格，於中油公司每次調整時，原

告不一定每次都予以調整，亦曾未予調整，事實上，原告售價並非每

家完全一致，顯見原告並無主導統一桶裝瓦斯價格之行為，實屬至明，

原告並未以不正當之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原處分及訴願

決定所為之認定，顯與事實及證據相違。  

2.被告主張 

金門地區家庭用桶裝瓦斯零售價格及調漲日期有一致性。蓋金門

地區之瓦斯行中，小胖瓦斯行、許源順煤氣行、世豐煤氣行、第一瓦

斯行、金龍瓦斯行等瓦斯行於 92 年 1 月 9 日中油牌價調漲前，20 公

斤家庭用桶裝瓦斯每桶售價均為 650 元，92 年 1 月 9 日中油牌價調漲

後，每桶售價均調漲為 670 元，又 92 年 2 月 24 日中油牌價再次調漲

後，上開業者每桶售價均再調漲為相同價格 690 元，是金門地區桶裝

瓦斯零售價格及調漲日期，實具有一致性。⋯⋯經被告調查結果，據

華聲煤氣行表示其售價是由原告告知；湖盛瓦斯行表示金門地區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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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價格都一樣，原告會依中油浮動牌價通知金門地區業者做價格調

整，在第 4 台打走馬燈及金門日報刊登廣告通知調漲多少價錢；文文

瓦斯行表示瓦斯價格異動通知如果不是由公會通知，就是由原告負責

人甲○○通知（以打電話方式通知）；另小胖瓦斯行更表示金門地區桶

裝瓦斯零售價格是由具市場主導地位之原告決定，其並無價格決定能

力，且原告負責人甲○○曾電話質疑小胖瓦斯行 1 桶便宜 80 元，是否

欲與其拼價搶客戶等等，足見原告有依恃其於金門地區之市場地位，

意圖影響業者自主意識，限制業者決定零售價格。  

（二）本案爭點整理  

原告之行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之規定？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金門縣屬離島地區，液化石油氣市場規模不大，主要市場集中於大

金門，參與市場競爭之業者亦僅 10 餘家，分屬原告（有 13 家瓦斯行

透過原告灌裝分裝瓦斯）、福建灌裝場（係未領有牌照之地下分裝場，

與中台瓦斯行為同一負責人，小胖瓦斯行及中台瓦斯行係透過其灌裝

分裝瓦斯）及金門縣農會等 3 家分裝場系統，其中在原告公司灌裝或

直營之系統共有 13 家，占有金門地區約 62%之市場，且金門縣液化氣

體燃料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之職向來皆由該系統（即原告）負責人擔

任。經查該公會自 91 年 6 月開會改選理監事後，即未曾為本案就有關

之會務、會費收支、零售價格之調整及業者成本計算與刊登報紙等事

宜集會研商，事務皆由原告公司代表人甲○○或其系統轄下之會計負

責，是原告為本案之行為主體，原告稱其並無主導金門地區桶裝瓦斯

價格之能力云云，並不可採。  

2.⋯⋯原本由退輔會液化石油氣供應處經由經濟部奉行政院核定液化

石油氣分銷商零售價格之情形，已不存在。再加上原告公司於 86 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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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及所屬 3 家直營瓦斯行（振盛、世豐煤氣行、宏達煤氣行）加入

市場，致金門地區市場競爭激烈，同業間相互殺價，20 公斤裝家用桶

裝瓦斯每桶零售價格降為 450 元至 480 元，惟該價格競爭時期過後，

金門地區業者之零售價格陸續調漲且趨於一致，實有悖常理。另據相

關業者表示金門地區桶裝瓦斯零售價格是由具市場主導地位之原告決

定並通知調整一致之零售價格。顯見本件原告依恃其於金門地區之市

場地位，意圖影響業者自主意識，有限制業者決定零售價格，造成金

門地區桶裝瓦斯售價一致性情事。從而被告以原告於金門地區液化石

油氣市場，藉中油公司調整牌價時機，通知液化石油氣業者調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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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之不公平競

爭行為，自無不合。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本件原告藉由中油公司調價時機，通知其他同業競爭者共同調價，法

院認定屬以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爭，且依相關證據看，已實

質影響市場競爭功能，故違反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之規定。 

五、本案評析 

本案系爭行為違法事實明確，問題在於系爭行為究竟屬於行為時公平

法第 14 條所禁止之聯合行為，抑或屬於第 19 條第 4 款所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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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屬於後者之行為，則依據論者之見解：「本款規定所著重者，乃是事

業以具有高度不法內涵之手段，影響他事業獨立自主之意思決定，使他事

業在自由意思被排除或限制之情形下，配合行為人限制競爭之要求‧‧‧

無論使用何種手段，均必須足以影響他事業之意思決定，妨礙他人之意思

自由，使他事業無法依一般經濟理性從事市場行為之決定，或造成他人決

定時之強大壓力或誘引，使其不由自主地配合行為人所要求之限制競爭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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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273。於此認知下，若有意試用本款規定，就必須充分舉證其他配合參

與聯合行為之適用，乃是被迫、其意思自由受到威脅或限制，以致「無法

依一般經濟理性從事市場行為之決定」。對此，本案判決僅認定：「致金門

地區市場競爭激烈，同業間相互殺價，20 公斤裝家用桶裝瓦斯每桶零售價

格降為 450 元至 480 元，惟該價格競爭時期過後，金門地區業者之零售價

格陸續調漲且趨於一致，實有悖常理。另據相關業者表示金門地區桶裝瓦

斯零售價格是由具市場主導地位之原告決定並通知調整一致之零售價格。

顯見本件原告依恃其於金門地區之市場地位，意圖影響業者自主意識，有

限制業者決定零售價格，造成金門地區桶裝瓦斯售價一致性情事。」  

由上可知，本案判決似乎是因為原告事業具有市場主導地位，並通知

其他競爭事業調整一致之零售價格。然而，此種「通知」行為本身真的具

有所謂「造成他人決定時之強大壓力或誘引，使其不由自主地配合行為人

所要求」之地步嗎？從判決中，完全看不出來，其他競爭事業有受到此種

強大壓力或脅迫，所看到的僅是，配合市場主導事業之聯合漲價行為，不

僅不會對其事業獲利造成傷害，反而因為預測到其他競爭事業亦會因此「通

知」而一起漲價，從而此種漲價行為不僅不違反各該競爭事業的經濟理性，

反而因為默契而符合共同的經濟理性，反正結果就是事業一起漲價，消費

者受害。此種行為不正是行為時公平法第 7 條第 1 項所稱「事業以契約、

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

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

事業活動之」聯合行為嗎？  

                                                 
273 吳秀明，前揭註 11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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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案件 十四 育橋文教經銷區域限制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4993 號判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4 年度再字第 12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本件被告主動調查民國（下同）91 學年國民中小學參考書售價大幅上

漲及教科書聯合議價，審查合格出版事業有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結果，以原

告針對實施九年一貫學程後採行行銷機制，在輔助教材經銷合約書（以下

簡稱經銷合約書）中有經銷區域限制之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

動，而與其交易之行為，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原告代為保管其與交易相對人之經銷合約，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乃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

定，以 92 年 1 月 16 日公處字第 092011 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命原告

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 2 項違法行為，並處以罰鍰新臺幣

（下同）55 萬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嗣經行政院訴願決定駁回，遂提

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程序事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於 94 年 1 月 13 日，判決原

告之訴駁回，因未提起上訴而告確定。嗣原告以該院上開判決有行政訴訟

法第 273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13 款規定之情形，提起再審之訴，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認顯無理由，於 95 年 11 月 21 日，判決再審之訴駁回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原告基於管理便利及考量區域特性將營業區域劃分為數區域經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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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僅於方便原告管理、控管公司庫存。相較於其他公司而言，原告

之庫存情形，實決定原告之經營成果。蓋原告乃以出版教科書及參考

書為專業，所出版之書籍均只有半年之時效，舉例言之，上學期的書

籍，只有上學期能使用，而今年之書籍明年會改版，因此也不可能留

到明年再銷售，再者，目前處於微利時代，書籍本身之成本佔絕大多

數，如庫存過高，原告即會面臨經營危機，因此原告依照該區域往年

實際銷量及經銷商往年實際需求及各區域行銷計劃之不同，而決定配

送之先後順序，並無過錯。是故，既然原告會嚴格控管庫存量，因此

於實際銷售量與預估有誤差時，原告之動作必是要求印刷廠再加印，

其間難免有時間上之落差，導致暫時性之缺貨，⋯⋯。再者，原告於

經銷合約書採取以縣或鄉鎮劃分經銷區域，並依輔助教材之使用率調

整區域範圍乙情，純係鼓勵優良經銷商之手段，⋯⋯。 

（2）原告採限量訂貨及退貨比例之管理機制，係商業管理上之正當手

段，並無任何不妥：⋯⋯查原告於經銷合約書中並無被告所稱之「經

銷區域限制條款」，合約書之內容完全係遭被告所任意曲解，相關說明

業於前述，至於原告採限量訂貨及退貨比例之行銷管理機制，係商業

管理上之正當手段，並無任何不妥⋯⋯原告所採之限量訂貨及退貨比

例之行銷管理機制，實為降低企業庫存成本及達貨暢其流之目的。  

2.被告主張 

（1）查本件原告於參考書市場之占有率已達 10%以上，已具備相當

之市場地位，核無疑義。爰原告與其經銷商簽訂經銷合約，採取以學

校劃分經銷區域之交易條件，嚴格禁止其經銷商跨區銷售，此不僅剝

奪經銷商交易對象選擇之自由，亦已壓抑各該經銷地區價格之自由競

爭。再者，原告採用以限量訂購及退貨比例之行銷機制管理，造成參

考書市場流通不足，經銷商無法任意向其他同業調貨，亦有區隔經銷

市場以限制各該經銷商自由競爭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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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查本件原告在「輔助教材經銷合約書」，採取以縣或鄉鎮劃分

經銷區域，並依輔助教材的使用率調整區域的範圍，此等措施雖可激

勵經銷商之忠誠，然亦影響經銷商營業自由或使消費者購買選擇自由

受限制⋯⋯。 

（3）末查被告依據原告研擬之定型化經銷契約-「91 學年度國小、國

中教科書經銷合約書」中訂有「經銷區域限制條款」，及審視原告所提

經銷合約書訂有「參考書限量訂購及退貨比例條款」，再對照關係人書

局等對於相關禁止跨區銷售所為一致性之書面及電話陳述證詞，依經

驗法則認定原告之意圖及目的應係在確保新的九年一貫學程經銷商之

利潤，以減少並限制品牌內競爭，核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禁制規定，尚無違誤。 

（二）本案爭點整理  

原告是否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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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查本件原告不爭其與交易相對人所簽訂之經銷合約書均為定型化契

約，其第 1 條約定：「經銷區域：一、乙方（按即原告）委請甲方（按

即交易相對人）於○○區內（以下簡稱該區）推廣國中（或國小）輔助

教材及辦理售後服務事項。二、雙方同意每年依輔助教材的使用率調

整區域的範圍。」是原處分認原告限制經銷商跨區經營，洵屬有據。 

2.原告主張其限制之正當理由，係基於管理便利及考量區域特性將營

業區域劃分為數區域經銷商，僅於方便原告管理、控管公司庫存云云。

然查有關經銷區域之限制雖可激勵經銷商之忠誠，然亦同時影響經銷

商之營業自由受限制，不再有品牌內之競爭，另亦使消費者購買選擇

自由受限制，常有缺貨之情事，非原告所主張而幾可適用於各交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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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之「方便管理、控管庫存」一語所能帶過，而當以原處分所指原告

之意圖及目的應係在確保新的九年一貫學程經銷商之利潤，以減少並

限制品牌內競爭為可採。 

3.再查原告對於其係依照各該區域往年實際銷量及經銷商往年實際需

求及各區域行銷計劃之不同，而決定配送之先後順序等情不爭，而九

年一貫學程國一參考書有缺貨之情事發生一節原告亦不爭以觀，是原

處分認系爭經銷區域限制條款，造成新版參考書市場流通不足，致使

同業間無法調貨，不利經銷商之交易機會等影響，亦屬有據。  

4.是被告依前揭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第 2 項之規定，綜合康軒

版教科書之市場占有率、參考書市場伴隨教科書市場之商品特性、原

告係康軒版參考書之總經銷、前述原告之意圖及目的，前述履行情況

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等情事，認定原告為所為之限制係不正當，於法

並無不合。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本件原告與其經銷商訂有限制經銷區域之約款，原告主張其有正當理

由故限制其經銷區域，法院認該限制雖或可激勵經銷商之忠誠，惟亦同時

實際影響到市場之競爭功能，故認原告之行為屬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

事業活動而違反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規定。 

五、本案評析 

本案系爭行為，基本上屬於所謂地域限制（Territorial Restraints）之行

為，正如同本案判決所說明的，地域限制行為屬於一種品牌內競爭的限制

行為，而非品牌間的競爭限制。如果依照品牌間競爭與品牌內競爭之用語

區分及其理論基礎，法院通常要將系爭行為限制品牌內競爭之限制競爭效

果，與因此而產生與其他品牌間之促進競爭的促進競爭效果，進行利益衡

量後，方得出系爭行為雖有促進品牌間競爭效果，但其促進競爭效果不足

以彌補因此所喪失之品牌內競爭的效果，因此而違法。雖然，所謂品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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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與品牌間競爭二者概念是否真的處與對立之景況，難道當系爭行為促

進品牌間（內）競爭時，其同時也可能促進品牌內（間）競爭？以及，如

果二者競爭真的是處於對立關係、不再同一個層面上，則又如何將二者相

互比較、加以衡量呢？ 

雖然，品牌內競爭及品牌間競爭概念，有上述相關問題，但並不排除

可以利用其中一個競爭概念，對於另一個類型的競爭促進或限制效果，加

以闡明。本案判決對於系爭行為認為：「經銷區域之限制雖可激勵經銷商之

忠誠，然亦同時影響經銷商之營業自由受限制，不再有品牌內之競爭，另

亦使消費者購買選擇自由受限制，常有缺貨之情事，非原告所主張而幾可

適用於各交易市場之『方便管理、控管庫存』一語所能帶過，而當以原處

分所指原告之意圖及目的應係在確保新的九年一貫學程經銷商之利潤，以

減少並限制品牌內競爭為可採。」由此可知，本案判決清楚認識到，本案

所具有的促進品牌間競爭之效果，亦即判決所指「激勵經銷商之忠誠」、「確

保新的九年一貫學程經銷商之利潤」，而究竟此種促進品牌間競爭的措施，

可以帶來多大的促進競爭效果，本案判決完全未加一詞，僅是說此種促進

競爭效果不能「一語」帶過期可能造成的「經銷商之營業自由受限制」、「不

再有品牌內之競爭」、「消費者購買選擇自由受限制」。然而，當本案被告公

平會認為原告市場占有率已達 10%以上時，顯然地，本案相關市場上尚存

有其他市場占有率整體達 90%以下的競爭事業存在，使得依此證據推論，

本案系爭相關市場上尚應存在其他諸多競爭事業，從而不同事業間的品牌

間競爭，於本案中就有存在的可能性，既然有此存在的可能性，自有就此

品牌間競爭是否存在，本案原告系爭行為是否確有促進品牌間競爭之效

果？倘若本案原告系爭行為確實具有促進品牌間競爭之效果，則是否足以

彌補判決所認定之限制品牌內競爭的效果？究竟對於判決所強調的「消費

者購買選擇自由」而言，是針對同一本參考書，可以向不同經銷商購買比

較重要，抑或是可以從不同的出版事業所提供的內容、品質、價格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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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本參考書中，自由選擇其中一本參考書的選擇自由，更為重要？本案判

決完全未就此種對於消費者而言的不同版本教科書的選擇自由，其可能

性、重要性，加以討論，顯示出其對於所謂品牌內競爭概念並未正確理解，

從而未能深究其背後之理論意涵。  

當然，就另一種觀點而言，究竟必須配合其所屬版本教科書之參考書，

與其他版本教科書之參考書間，是否存在替代性、競爭關係，不無疑問？

蓋就參考書而言，當學校採用特定教科書之後，其他教科書出版商所出版

的參考書，是否與原告事業針對其教科書所發行的參考書間，存在替代關

係；倘若該等不同教科書出版商各自為配合其教科書內容所出版的參考書

彼此間，並不具備替代性，則一旦學校採用特定版本的教科書後，學生是

否因此而被鎖入（locked-in），只能購買該版本之參考書，從而就此參考書

成立一個售後相關市場。於此相關市場中，原告事業處於獨占地位，其所

為經銷區域限制行為，實質上可能是一種市場分割行為，可能該當於現行

公平法第 9 條第 4 款「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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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案件 十五 高捷限制混凝土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3849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1435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原告高雄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經人檢舉其辦理高雄捷運工程「投標須知/

附件 L」中規定，預拌混凝土供應廠商，除所謂參考廠商外，廠商資格須

經其審查通過。又對符合前開招標文件及其內部自訂之「預拌混凝土廠資

格審查要點」之廠商，雖經技術部門審核通過，卻以現有混凝土廠商供料

無虞為理由，拒絕核定各區段標工程統包商之要求等，涉嫌違反公平交易

法規定等情。經被告調查結果，以原告於辦理高雄捷運工程材料審核作業

時，不當限制統包商自由選擇預拌混凝土供應廠商，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 

（二）程序事實 

公平會以 94 年 11 月 11 日公處字第 094119 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命

原告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並處原告罰鍰新臺幣

（下同）1,500 萬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遭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

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3849 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原

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1435 號判決上訴駁回，

本案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 原告主張 

（1）被告雖認原告不當限制統包商「自由選擇」預拌混凝土供應商，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云云。惟如前述，原告所以訂定預

拌混凝土廠商資格審查要點，係因捷運工程攸關公共安全及大眾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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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故基於品質要求，須對混凝土供應廠商之資格有所限制，此種作

法亦為辦理國內重大工程所常見。 

（2）關於原告訂定預拌混凝土廠資格審查要點，僅係基本資格之限

制，並非唯一標準，更非審查合格，即可無條件供應高雄捷運工程之

混凝土用料，原告係著重混凝土品質良好穩定及長期穩定之供應能

力。就此，原告已於 92 年 12 月 3 日陳報狀說明甚詳，並就暫不同意

宏裕公司、鳳勝公司之理由，亦分別加以說明。其中原告係對宏裕公

司財務能力仍有所疑慮（不符合「流動資產≧流動負債」及「總負債

≦4 淨值」等要件），無法確定宏裕公司有無長期穩定之供應能力。至

於鳳勝公司，則係其所申請之文件一再遭退件、補件，文件作業品質

不良，亦無法信賴其能長期穩定供應混凝土…承包商、供應商及協力

廠商因財務危機延宕工程進度，時有所聞，總負債超過淨值的 4 倍，

財務風險較高，設備或工程款可能遭債權人查封、拍賣，極可能造成

工程延誤，亦影響捷運施工品質甚鉅，因此原告對於混凝土供應商財

務狀況的評估，係基於客觀、理性的要求。被告未依任何事證，即稱

原告不需考量財務風險，並無可採。  

（3）按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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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公平

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定有明文。同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亦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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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雖認原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惟被告不僅從

未告知原告（或其他重大工程之主辦機關）應如何決定混凝土供應廠

商（或其他供應商）之數量與資格，被告亦未依工程專業及工程實務

詳加調查，即逕自錯誤解釋原告之意圖及目的，其認定事實有諸多重

大違誤。 



486 

 

2.被告主張 

（1）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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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

虞者，事業不得為之。復按同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規定：「本法第 19

條第 6 款所稱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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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限制是否不正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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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案而言，倘原告在高雄地區預拌混凝土

需求市場具相當之市場地位，且以不正當限制統包商之事業活動為條

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致有限制競爭或有妨礙公平競爭者，即有公平

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適用。 

（2）原告在特定時間及特定地理市場對於預拌混凝土需求，具有市場

地位，原告如有任何限制市場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行為，均足以影響

到該區域市場之供需功能。  

（3）原告在指定天誠公司、國產公司、台泥公司、高雄公司等 4 家混

凝土廠牌為高雄捷運工程所需預拌混凝土供應業者後，對於統包商依

投標須知之規定，提報合格之預拌混凝土供應商（宏裕公司、鳳勝公

司）送審時，卻以「現有混凝土廠商供料無虞」為由予以否決，又有

業者向原告提出自設預拌廠，惟送審後亦遭否決，核其目的無非在限

制統包商須以其指定之廠牌供料，其後榮工公司雖獲核准，惟原告卻

又要求榮工公司切結僅能供應其本身承包之工程使用，不得供應其他

區段工程，已限制高雄捷運工程統包商之事業活動，使其喪失使用合

格預拌混凝土供應商供料之選擇權，並造成缺乏價格競爭及施工成本

上揚之後果，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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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制規定。  

（4）原告卻於 90 年 11 月 22 日至 91 年 11 月 7 日尚無任何預拌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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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業者取得 GRMC 標章期間，以指定天誠、台泥、高雄、國產等 4 家

公司業者為參考廠商為名，排除其他預拌混凝土業者參與供料。原告

雖辯稱除上開經指定之 4 家參考廠商外，標案統包商仍可經其審核同

意後使用其他廠商之混凝土，惟據多家標案統包商證稱渠曾將業經取

得驗證標章之鳳勝公司或宏裕公司之相關資料送審，仍遭原告以「現

有混凝土廠商供料無虞」為由拒絕，是原告所為顯有假「通過國家驗

證」（即取得台灣營建研究院之 GRMC 認證）之名，不當排除其他預

拌混凝土廠商供料之限制競爭情事。被告據此認定原告於辦理高雄捷

運工程材料審核作業時，有不當限制統包商自由選擇預拌混凝土供應

廠商之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行為，核與相關事證、一般

經驗及論理法則並無不符。  

（5）原告稱規範預拌混凝土供料廠商之財務有其必要且有正當性，實

則原告應規範財務風險者為預拌混凝土之買家即統包商，而非銷售預

拌混凝土之供料廠商（賣家），係因市場上之財務風險若發生於商品銷

售後收不到錢之預拌混凝土廠商，應承擔風險者為砂石或水泥等上游

原料供應商，而非統包商；若預拌混凝土廠商跳票不僅不會造成工程

停擺，反會使預拌混凝土廠商加強提供服務，爭取持續交易機會，避

免統包商轉向其他預拌場競爭同業購料，或統包商賴掉原積欠預拌混

凝土場之債務，而惡化預拌混凝土廠商自身之財務風險。換言之，在

預拌混凝土市場之交易習慣都是出貨後再付款（或一手交貨、一手付

款），只有存在預拌混凝土廠商遭統包商跳票之情形，從未聞統包商在

預拌場出貨後怕預拌混凝土跳票或倒閉之情形，進一步而言，萬一預

拌混凝土廠商有因財務出狀況而違約或倒閉，該擔心財務風險者應為

預拌混凝土廠商之下游砂石或水泥供料商，而非統包商；萬一統包商

財務出現危機，則該提心吊膽者為唯恐收不到錢之預拌混凝土供料商

及怕工程停擺之原告，是以原告之規範預拌混凝土之財務風險，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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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卸責之詞，並不足採。  

（二）本案爭點整理  

原告訂定投標須知，預拌混凝土供應廠商，除所謂參考廠商外，廠商

資格須經其審查通過，限制統包商自由選擇預拌混凝土供應廠商，此是否

構成不正當限制交易，致有限制競爭或有妨礙公平競爭者？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高等行政法院  

1.原告在特定時間及特定地理市場對於預拌混凝土需求，具有市場地

位，原告如有任何限制市場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行為，均足以影響到

該區域市場之供需功能。 

2.原告於 90 年 7、8 月間即訂定有預拌混凝土廠資格審查要點，依據

原告 90 年 11 月 8（19）日品保中心預拌混凝土廠調查表資格審查資

料顯示，原告依據審查要點所訂事項審查天誠、太爺、台泥、石安、

大量、高雄、今泰、國產、立竑、宏裕、超群、岡山等 12 家預拌廠，

初審僅天誠公司 1 家符合規定，經原告修改審查要點，將財力證明規

定之「流動資產不低於流動負債」放寬為「流動資產不低於 0.9 倍流

動負債」、自有運輸車輛規定「由 30 台調降為 25 台」等，符合供應預

拌混凝土料源資格之廠家增至 5 家（天誠公司、太爺公司、台泥公司、

高雄公司、國產公司），惟經提報董事長核定時卻僅核准天誠公司、台

泥公司、高雄公司、國產公司等 4 家為參考廠牌，太爺公司雖符合審

查標準及規定，惟卻被排除於參考廠商之外，未能取得供貨資格。致

使太爺公司喪失供料機會。原告雖稱上揭 90 年 11 月 8（19）日報告

既僅係原告內部報告，原修正上揭審查要點中 4 條文，致符合「建議」

修正標準之廠商增為 5 家，惟原告之董事長考量自有運輸車輛之多

寡，將影響混凝土相關工程之施工量能、時程及進度，故廠商自有運

輸車輛之數量，自應維持一定水準，從而原告之董事長決定維持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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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仍為 30 台，不調降運輸車輛數量為 25 台，故原告之董事長最後

基於實際需要及工程品質，核定僅修正（放寬）3 條文，殊無任何不

當或可議之處云云，然此項說詞顯屬牽強，並以原告對於預估之 25

輛或 30 輛所據何來，如有緊急狀況是否足敷所需，均無合理說明。縱

認預拌混凝土廠商之攪拌車輛數與其供應能力有關，實務上亦可透過

向同業或專業運輸業者調車之方式解決，甚且更有效率，故以車輛數

之供應「能力」規範即可，實無必要執以「自有」車輛數之多寡為其

資格限制條件，益見原告所訂審核標準欠缺合理性及一致性。況被告

強調「自有車輛數之多寡並非必要」乃考量：1.預拌混凝土之攪拌車

雖屬唯一之供應及運輸工具，惟其外包並不影響工程品質，且能有效

降低成本，為業內非常普遍之作法。2.車輛數多寡可視運距遠近、需

求量及週轉率而為調整，無須加以固定，此由原告規定自有車輛數由

30 輛減為 25 輛可見一般。3.各統包商均非由單一廠商供料，供料廠商

間可相互調（車）料支援。是被告原處分質疑原告所設自有車輛數之

資格門檻有所不當，涉有排除特定廠商參與或為特定廠商量身定作供

應資格之嫌，對於招標發包之公共工程決策過程不透明，並非無據。  

3.原告之品保中心審核後認為宏裕公司及鳳勝公司均符合原告之資格

審查要點，並取得優良混凝土標章（即 GRMC），建議予以核准同意

使用，卻均遭原告以現有預拌廠之供應量已充足為由駁回申請，導致

該等統包商只能選擇原告指定之 4 家參考廠牌供料，足證原告上開投

標須知限定由 4 家混凝土廠牌供貨，非僅單純指定參考廠牌而已，實

已構成指定預拌混凝土供應廠商為交易條件，不當限制統包商之事業

活動而與之交易之情事。  

4.原告雖主張規範預拌混凝土供料廠商之財務有其必要且有正當性云

云，惟原告應規範財務風險者為預拌混凝土之買家即統包商，而非銷

售預拌混凝土之供料廠商（賣家），係因市場上之財務風險若發生於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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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銷售後收不到錢之預拌混凝土廠商，應承擔風險者為砂石或水泥等

上游原料供應商，而非統包商；若預拌混凝土廠商跳票不僅不會造成

工程停擺，反會使預拌混凝土廠商加強提供服務，爭取持續交易機會，

避免統包商轉向其他預拌場競爭同業購料，或統包商賴掉原積欠預拌

混凝土場之債務，而惡化預拌混凝土廠商自身之財務風險。故若萬一

預拌混凝土廠商有因財務出狀況而違約或倒閉，該擔心財務風險者應

為預拌混凝土廠商之下游砂石或水泥供料商，而非統包商。又預拌混

凝土產業屬買方市場，財務條件差之供料者，須有較優之供貨品質及

價格條件方能取勝，則預拌混凝土供應商如有財務風險，未必會無法

出料，反可能加速出料並提高服務品質，以避免財務繼續惡化；另衡

情如在自由競爭之情形下，統包商既可自由選擇其認為適當之預拌混

凝土供應廠商供料，該供應者亦非僅有 1 家，縱有某預拌混凝土供應

商發生財務風險致無法出料情形，應不致影響其他同業之出料及整體

工程之進行。綜上所析，本案實無將財務風險考量及於下游材料供應

商之必要，是以原告以此理由規範預拌混凝土之財務風險，顯屬牽強。 

（二）最高行政法院 

本件兩造上訴之爭點集中在上訴人對預拌混凝土供應商之限制是否適

當一節。查上訴人發包施作之工程為大眾捷運系統，該工程規劃使用年限

預計為 100 年，事關公眾運輸之安全與便捷，且混凝土若不於澆注前作品

質之控管，因混凝土有無法於交貨時直接檢驗材料強度，澆注後 28 天凝固

方可確認強度是否符合要求，如有不符規定時，既已與其它部分結合，重

新施作之困難度高，使用不良產品，造成結構安全不足，直接影響使用者

之生命財產之安全性（見原處分卷 3－甲臺灣營建研究院說明附件七），又

有工期延長之困擾，故上訴人事先審查預拌混凝土供應商之設備、經營狀

況、過去供應之情形，選擇品質較佳之預拌混凝土供應商，事前做好預拌

混凝土品質之供應管制，係基於工程品質之考慮，尚屬正當而有必要，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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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礙於競爭秩序。但上訴人在選擇預拌混凝土供應商時，如有非基於品質

之考慮，則被上訴人指上訴人不當限制統包商選擇混凝土供應商之自由，

即非無據。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本案北高行均採公平會之主張，原告除投標須知外，另就車輛調度、

廠商財務能力、供料現況等與工程品質無關之理由對廠商予以審核，且其

審核理由均不合常理等，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情事。最高

行肯定原審見解，並進一步論述預拌混凝土品質之供應管制，係基於工程

品質，因此如有非基於品質之考慮，則被上訴人指上訴人不當限制統包商

選擇混凝土供應商之自由，即非無據。  

五、本案評析 

本案判決主要意義在於，正如同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所指出：「本件兩造

上訴之爭點集中在上訴人對預拌混凝土供應商之限制是否適當一節。查上

訴人發包施作之工程為大眾捷運系統，該工程規劃使用年限預計為 100

年，事關公眾運輸之安全與便捷，且混凝土若不於澆注前作品質之控管，

因混凝土有無法於交貨時直接檢驗材料強度，澆注後 28 天凝固方可確認強

度是否符合要求，如有不符規定時，既已與其它部分結合，重新施作之困

難度高，使用不良產品，造成結構安全不足，直接影響使用者之生命財產

之安全性（，又有工期延長之困擾，故上訴人事先審查預拌混凝土供應商

之設備、經營狀況、過去供應之情形，選擇品質較佳之預拌混凝土供應商，

事前做好預拌混凝土品質之供應管制，係基於工程品質之考慮，尚屬正當

而有必要，並無礙於競爭秩序。」肯定縱令本案原告因其市場占有率超過

10%，但倘若其所謂限制行為，係基於工程品質、未來行車安全等考量，

則其限制行為屬於有正當理由，並無礙於競爭秩序。惟就結果而言，最高

行政法院認為，本案原告事業所為之限制，並非基於品質考量，從而其所

提出之品質確保、行車安全等抗辯，即無存在空間，從而不得不認定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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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本案限制行為屬於違法之限制競爭行為。  

此外，本案之法條適用，究竟應該是如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89 年度訴

字第 1095 號北捷不當限制投標案一案判決，以其限制招標資格行為，屬於

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2 款所稱之差別待遇行為，抑或是如同本案判決所

適用之第 19 條第 6 款行為。一般而言，第 19 條第 6 款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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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是以該當交易相對人

已有可能與事業交易為前提，並因此而接受其所要求之事業活動自由的限

制條件；然而，於招標行為類型上，倘若未能符合招標資格者，即不能參

與投標，因此而不具有與事業交易之資格。亦即，此際之情況，並非事業

活動自由受到限制，而是被該當事業給單方拒絕交易了。就此種拒絕交易

行為，應適用之法條當是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2 款規定，而非本案判決

所適用的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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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案件 十六 民航局廣告招標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1273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判字第 472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原告（原名稱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中正國際航空站，嗣更名為交通部

民用航空局桃園國際航空站）無正當理由，於民國（下同）93 年 10 月 29

日辦理「第一、二航廈設置商業廣告」財物出租招標案（下稱系爭招標案），

於該招標案之招標須知中規定，投標廠商須具備實收資本額新臺幣（下同）

1 億元以上之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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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制投標廠商資格之差別待遇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規定。 

（二）程序事實 

公平會以 95 年 3 月 21 日公處字第 095023 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命

原告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並處原告罰鍰 90

萬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遭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1273 號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被告不服

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判字第 472 號判決上訴駁回，本案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系爭招標案雖無政府採購法之適用，惟因法律性質相近，作業上

均參採政府採購法之相關規定，該法同樣有避免限制競爭之規定，若

依該法制定投標資格，應認無限制競爭之情事…政府採購法第 36 條：

「機關辦理採購，得依實際需要，規定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特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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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額之採購，須由具有相當經驗、實績、人力、財力、設備等之廠商

始能擔任者，得另規定投標廠商之特定資格。」  

（2）被告係以原告「選擇性」參照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制定招標規格，

未依「認定標準」第 5 條第 3 項之規定，以第 1 年之預算金額規定投

標廠商之資格，作為其認定原告無正當理由為差別待遇之依據…惟

查，「認定標準」第 5 條第 3 項後段雖針對「勞務採購」放寬規定得以

1 年預算金額訂定資格條件，然其係著眼於勞務採購之投標廠商普遍

資本額偏低之實際情形所相應之例外規定，惟「財物採購」與「勞務

採購」不同，其投標資格自應回歸原則性規定，依「認定標準」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以「實收資本額不低於招標標的預算金額之十

二分之一」為投標資格，系爭招標案係公物之提供，得標廠商得標後

係支付權利金以換取轉租商業廣告空間之權利，其性質與「財物採購」

相當，則其投標資格之訂定自無參照「認定標準」第 5 條第 3 項後段

關於「勞務採購」例外規定之理。是以原告參照「認定標準」第 5 條

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於預算金額（每年 3 億元，合約期間 5 年共 15

億元）十二分之一內制定投標資格，洵屬正當。  

（3）被告以原告未同時開放以銀行或保險公司出具保證之方式取代資

格要件，作為其認定原告不當限制競爭之依據，亦顯有重大之誤會…

履約保證金之金額 9,600 萬元並未達前述 15 億元之金額，並不足以取

代財力資格，被告就此不查…況原告並未限制不得以「銀行或保險公

司之履約及賠償連帶保證責任或連帶保證保險單」取代財力資格…況

原告並未限制不得以「銀行或保險公司之履約及賠償連帶保證責任或

連帶保證保險單」取代財力資格。  

（4）事實上，符合系爭招標資格之廠商家數至少十餘家以上…臺北市

廣告工程商業同業公會中，即有…等 12 家公司，此分別揆諸上開公司

之公司登記資料即明。若加上各縣市及高雄市等廣告公司，實際上可



495 

 

符合本件招標資格之業者更多，被告認定可能符合投標資格之廠商僅

有 6 家云云，洵與事實不符，其事實之認定既屬錯誤，原處分即屬不

法，應予撤銷…原處分雖謂符合資格之其他廠商因未具備從事戶外廣

告之經驗以致未參與本案投標，因認原告有不當限制競爭之情形云

云。惟查，其他符合資格之廠商何以未參與本案投標乙節，其可能之

原因甚多，未必係其欠缺戶外廣告經驗，況戶外廣告經驗之欠缺，未

必構成廣告公司參與該業務之進入障礙，廠商亦可以業務合作之方式

進行互補，被告竟臆測符合投標資格其他因欠缺從事戶外廣告經驗致

未參與本案投標等節，顯屬主觀率斷，殊不足採。  

（5）按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之適用，以具有一定市場地位之事

業為要件，被告未經任何調查即依該法處罰，所為原處分顯屬主觀率

斷。又上開規定之適用，以具有影響交易市場力量之事業惟其適用之

前提，參諸廖義男教授於「論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之適用」講座中表示：

「為差別待遇之事業應具有市場地位，惟市場地位之計算應有合理之

數據」。是以，被告認定適用事業是否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

時，應針對事業是否具有市場力量提出合理計算之數據，被告原處分

雖以原告具有顯著之市場力量，惟並未說明其市場如何劃定，亦未說

明市場地位如何計算，僅以空泛之言詞作為認定之依據，顯屬主觀率

斷，洵屬無據…原處分並未界定本案之「市場」，究為「航空站」與「航

空站」之「空港市場」，或者「廣告承作」及「廣告代理」之「市場」，

抑或商品或服務之廣告市場，甚至「空間出租」市場？原處分未予論

述，僅僅泛言「交通樞紐」、「廣告媒體」、「廣告效果」、「空間出租」，

甚至有「商業廣告出租」之用語。對於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規定事項，

完全置若罔聞，原處分違背訴願所舉法令。  

（6）被告並未就裁罰金額如何評分進行說明…針對評分項目之裁量濫

用予以具體審酌，可見被告關於其裁量評分，應具體說明如何評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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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被告僅空口稱有為審酌，卻未說明如何評分計算。  

（7）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之規範首先係在保障水平公平

（HorizontalEquity），換言之，每一從事相同或類似業務之事業，均應

受有相同之待遇，否則造成機會不均，有妨及公平競爭之精神，因此

判斷有無妨及公平競爭，並非僅考量個別「競爭者」是否受影響，而

毋寧是考量整個市場之「競爭」是否受到抑制，同時差別待遇有時又

涉及「利益輸送」而可能損害到關係人權益，更有加以規範之必要。

而本款所「差別待遇」行為，法文中雖未再作定義性規定，惟原施行

細則草案第 19 條曾明列凡有下述情形將構成差別待遇，可供參考：1.

不當拒絕與特定他事業從事交易或限制與其交易之商品或勞務數量或

內容；2.不當按地域或相對人之不同，而以差別之價格供給商品或勞

務，或接受商品或勞務之供給；3.不當對於特定他事業就交易條件之

實施予以有利或不利之處理；4.不當將特定他事業排除於某共同行為

或事業團體之外，或在共同行為或事業團體中給予不同待遇，致其事

活動陷於困難。就其所列舉者 1.為直接杯葛，2.為價格之差別待遇，

3.為交易條件之差別待遇，4.為共同杯葛，基本上已能包含常見之差別

待遇情形，惟目前公布之本法施行細則並無此一條款，應認為本款所

謂「差別待遇」不以上述 4 類為限，蓋實際上「交易條件」（原草案第

3 項）本身即屬概括條款，除價格以外，舉凡商品之品質、規格、交

易數量、交易次數、產品之交付方式，價金之支付方式、折扣、促銷

費用、市場情報之提供等均屬於交易條件。故縱使明定上述 4 類型為

差別待遇行為，亦能包含所有差別待遇情形，結果並無不同。此外尚

應注意者，被告認為，本款所謂差別待遇行為係存在於業者之間，消

費者並非事業之一種，故對於消費者給予不同之價格或交易條件，並

不構成本款（規定之要件）。本件之標租行為，並不知全國何一事業將

參與投標，即無「不當拒絕與特定他事業從事交易」之情形，廣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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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為消費者，皆不該當該條款之規定。（四）差別待遇：公平交易法

第 19 條第 2 款所規定者，如該條內容所述，乃事業對於他事業無正當

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差別待遇，又稱歧視（discrimination）係指事

業就同一商品或勞務，對於成本相同者給予不同之價格或交易條件，

或對於成本不同者給予相同之價格或交易條件，以此進行交易。事業

對於不同之交易相對人是否給予相同之交易條件，本應由事業自行決

定，此乃契約自由原則關鍵所在。惟倘為差別待遇之事業在市場上具

有優勢地位，則就供應者而言，常以差別待遇為手段打擊特定事業，

削弱其在市場上之競爭力；反之，具優勢地位之需求者，亦每持其經

濟力脅使供應者允予優惠價格，直接影響公平競爭，間接亦使其他需

求者受害。綜言之，供需雙方以優越市場力量為或使為價格或交易條

件之差別，而此差別與產品或勞務之成本不符者，皆與競爭法之精神

不相容，應予禁止。本件並非「對於成本相同者給予不同之價格或交

易條件」，或「對於成本不同者給予相同之價格或交易條件，以此進行

交易」，原告亦無「打擊其他特定競爭者（其他航空站）」或「追求、

維持市場上優勢地位」之必要，亦即不該當該條款之規定。（五）公平

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所規定不公平競爭之態樣為「無正當理由，對他

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依據公平交易委員會公研釋 023 號之函

示，所謂「差別待遇」（discrimi-nation）係指就同一商品或服務，以

不同之價格以外之條件出售給同一競爭階層不同之購買者而言。而差

別待遇之類型，一般來說包含：（1）價格的差別待遇；（2）交易條件

之差別待遇；（3）交易拒絕（即杯葛）。其中第 3 種類型屬於前述公平

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規定範疇。本件並非「就同一商品或服務」

而為差別待遇，若為「交易拒絕」，被告所引述之法律條文，亦有違誤。

（六）不當的差別待遇：事業在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之下，本於契約自

由原則，原可憑其理性分析，視商品交易對象、地區、時間等供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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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靈活運用經濟工具，決定競爭策略、價格，以及其他交易條件，

以追求最大利潤。所以德國競爭法大師 Hefermehl 說，競爭的本質毋

寧是區別對待（Differenzier-ung），而非平等對待（Gleichbehandlung）。

因此事業隨著決定競爭行為因素的改變而給予他事業差別待遇，不僅

符合競爭的本質，而且可以提高整體的社會福利水準，法律本來不應

該介入。但是如果事業沒有正當理由差別待遇其他事業，而有限制競

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則站在維持競爭的立場，才有禁止的必要。

誠如 Hefermehl 所述，「競爭的本質毋寧是區別對待，而非平等對待。

因此事業隨著決定競爭行為因素的改變而給予他事業差別待遇，不僅

符合競爭的本質，而且可以提高整體的社會福利水準，法律本來不應

該介入」。第 19 條條文之重點，毋寧在於「限制競爭」或「妨害公平

競爭」，原處分未究明本件競爭之「市場」為何？航空？廣告？工程？

空間？遽爾科罰，其處分即屬「不備理由」之當然違背法令…被告對

關鍵論點常採取假設性推論。  

2.被告主張 

（1）按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規定：「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

差別待遇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

之。是事業倘於招標須知或其他招標規範中，無正當理由對於投標廠

商之資格予以不當限制，而導致對於同一競爭階層之事業，無法獲得

相同之交易機會，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競爭之虞者，該事業即有違上

開條文之規定。  

（2）原告…將第二航廈商業廣告設置空間與租約到期之第一航廈商業

廣告設置空間合併招標，並將投標廠商資格提高為實收資本額 1 億元

以上，亦即於前次第二航廈招標案原享有參標資格之廠商，在後來系

爭招標案中卻無法參與投標，僅剩柏泓公司、摩菲爾公司、奧多公司

及合和公司得以參與投標，其中奧多公司在「中正國際航空站第二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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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設置農工商業食品展示區暨商業廣告」曾得標後又遭廢標，其餘業

者中，摩菲爾公司、合和公司均為柏泓公司之關係企業，形同變相指

定廠商之綁標，構成「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而有限

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規定，而

非關政府採購法之問題。  

（3）退步言，縱從原告之說詞，即所謂其作業上均參採政府採購法之

相關規定云云，亦顯與事實不符。蓋綜觀原告系爭投標須知，僅選擇

性地參考政府採購法及「認定標準」有關限制投標廠商資格之條文，

卻顯然漏未一併參採有關避免造成不當限制競爭之防範措施 ..系爭招

標須知，既無廠商得以「銀行或保險公司之履約及賠償連帶保證責任、

連帶保證保險單」取代投標廠商資本額門檻之設計，原告亦未曾事先

評估可能符合特定資格之廠商家數，並檢討有無不當限制競爭之情

形…原告系爭投標須知所為投標廠商資本額門檻之限制缺乏正當性。  

（4）原告陳稱臺北市廣告工程商業同業公會中，符合資格者即至少有

12 家，惟查原告系爭招標案係屬戶外廣告之招標，而經營戶外廣告業

務，須具備一定之專業知識，如規劃及設置廣告空間、尋找廣告客戶

及招攬業務、訂價及議價、簽訂廣告代理契約與執行、維繫廣告客戶

關係等，故如缺乏從事戶外廣告業務經驗之事業，甚難於短時間獲得

前開經營知識，則原告所列舉之 12 家廠商中，僅靈智公司、奧多公司、

摩菲爾公司及柏泓公司 4 家，其所營事業資料含有戶外廣告企畫、設

計或製作，而其中摩菲爾公司、柏泓公司又屬關係企業；至其餘 8 家，

即凱絡公司、太極公司、貝立德公司、國華公司、聯廣公司、緯來公

司、年代公司及全民公司，其所營事業則根本無戶外廣告企畫、設計

或製作，且概多以廣播、電視、報紙、雜誌等平面廣告為主，是以實

際上從事戶外廣告之企畫、設計或製作之廠商，其資本額達系爭投標

須知所設定之資本額 1 億元以上門檻者，確實寥寥無幾，故原處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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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事實所為之認定，並無違誤。  

（5）原告陳稱臺北市廣告工程商業同業公會中，符合資格者即至少有

12 家，惟查原告系爭招標案係屬戶外廣告之招標，而經營戶外廣告業

務，須具備一定之專業知識，如規劃及設置廣告空間、尋找廣告客戶

及招攬業務、訂價及議價、簽訂廣告代理契約與執行、維繫廣告客戶

關係等，故如缺乏從事戶外廣告業務經驗之事業，甚難於短時間獲得

前開經營知識，則原告所列舉之 12 家廠商中，僅靈智公司、奧多公司、

摩菲爾公司及柏泓公司 4 家，其所營事業資料含有戶外廣告企畫、設

計或製作，而其中摩菲爾公司、柏泓公司又屬關係企業；至其餘 8 家，

即凱絡公司、太極公司、貝立德公司、國華公司、聯廣公司、緯來公

司、年代公司及全民公司，其所營事業則根本無戶外廣告企畫、設計

或製作，且概多以廣播、電視、報紙、雜誌等平面廣告為主，是以實

際上從事戶外廣告之企畫、設計或製作之廠商，其資本額達系爭投標

須知所設定之資本額 1 億元以上門檻者，確實寥寥無幾，故原處分就

該事實所為之認定，並無違誤。  

（6）被告於原處分書已明確說明，原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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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原告就該商業

廣告空間之出租之市場，具有顯著之市場力量。  

（7）被告就原告系爭招標案，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裁處罰鍰時，具

體考量事項之說明：（一）被告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及同

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之內容，裁處 90 萬元罰鍰，係具體參酌原告

之各種情狀及考量事項如下：1.原告對投標資格為不當限制，雖構成

無正當理由給予他事業差別待遇之行為，且有限制競爭之虞，惟其違

法動機並非以獨占事業，獲取超額利潤等反競爭之目的。2.原告屬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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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行為，因對投標資格為不當限制，造成廠商投標過程中缺乏競爭，

導致決標金額等於底標金額，倘未對投標資格為前述不當限制，決標

金額可能因為投標廠商較多、競爭較激烈而取得更有利之交易條件，

因此其違法行為之預期不當利益不大。3.原告對投標資格為不當限

制，除剝奪資本額未達標準之廠商參與投標之機會，前述投標資格限

制亦可能因招標市場競爭不完全，而導致配置效率之損失。4.原告本

次招標之合約期間為 5 年，故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持續期間長。5.

原告上一會計年度之業務收入（包括降落費、場地租金、權利金等收

入）合計約 112 億元。6.原告係我國最大之國際機場，提供國際航線

班機之起降服務、地勤服務、旅客出入境服務及貨物轉運之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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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有領導地位。7.原告於調查過程中配合態度良好，並且充分提供相關

資料俾以釐清案情及爭點。  

（二）本案爭點整理  

原告招標是否符合政府採購法規定，而未構成差別待遇？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高等行政法院  

1.查本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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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公物出租之招標規範

尚非完備，又被告疏未針對財物出租之投標資格訂定任何具體規範以

供遵循。因此實際招標作業上，其僅能參照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子法

辦理招標作業，應認無公平交易法之違反。茲按…政府採購法第 36

條、第 37 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標準」第 5 條亦定有明文。

原告以其系爭招標案屬政府公物出租，其出租之作業程序，係參採上

揭政府採購法暨「認定標準」之規定予以辦理，並提出交通部民航局

所頒「研議改善本局所轄各航空站商業性服務設施出租經營等收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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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之作業方式暨相關事宜」會議結論及「民用航空局所屬各單位辦

理商業服務設施出租招標案件授權金額及作業程序規定」辦理，依該

會議紀錄七（二）：「為符公開、公平、公正原則，並完善招標作業程

序，嗣後各單位辦理商業服務設施出租招標案時，其甄選廠商之程序

仍應參考政府採購法暨其相關子法有關財物採購之作業程序規定辦

理」、「民用航空局所屬各單位辦理商業服務設施出租招標案件授權金

額及作業程序規定」第 4 條「作業程序」第二（一）點：「各單位應視

商業服務設施出租招標案件性質及參考政府採購法暨其相關子法規

定」可資參照。次參以依原處分卷附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93 年 8 月 13

日以站務業密字第 093S0006030 號函之附件：「中正國際航空站『第

一、二航廈商業廣告招標文件』審查意見：一案內招標文件中投標須

知第 9 條第 1 項第 1、第 5、第 6 款，請貴站爰依『投標廠商資格與特

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2 項、第 3 項，及

同標準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3 項等規定，訂定有關之投標廠商資

格」，原告遂依指示訂定本件投標廠商之資格。可知系爭招標案，原告

係參採政府採購法暨其相關子法即「認定標準」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

之規定，以「實收資本額不低於招標標的預算金額之十分之一」為投

標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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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億元之十二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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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非不得作為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 2 項「正

當理由」要件之依據。 

2.標廠商若欲以提出銀行或保險公司保證之方式取代財力資格，其係

屬「全部履約風險」之保證，其保證金額必須達到「全部採購金額」，

而廠商若要提出銀行或保險公司之保證，實務上亦必須提出「高於擔

保金額」之擔保物予保證人。惟查，系爭招標案 1 年之權利金為 3 億

元，合約期間 5 年，得標廠商須於合約期間繳交 15 億元之權利金予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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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依此觀之，投標廠商至少須提出 15 億元以上之擔保，以換取銀

行或保險公司金額高達 15 億元之保證，以取代公司資本額之資格，此

對於投標廠商所造成之資金壓力遠大於資本額 1 億元之要求，故縱原

告未於招標文件記載得以銀行或保險公司保證取代投標資格，亦難認

因此即妨礙競爭…告以原告就此部分未參採政府採購法之相關規定，

即認原告違反公平競爭一節，亦嫌速斷。  

3.原告系爭招標案預算金額每年為 3 億元，共計 15 億元，其招標金額

可謂甚鉅、其期間為 5 年，亦屬甚長，且該招標案設置地點為中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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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設置廠商是

否能符合原告招標案之要求，達一定之水準，即屬甚為重要，若因該

廠商實力不足一定之水準，導致得標後不符合招標案之規定或有其他

違規之情形，須再重新招標，實屬下策。因此原告於上揭履約保證金

之外，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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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謂無正當理由，被告以此為原告為本件限制競爭之

違法，亦有違誤。 

4.經事後調查結果，僅臺北縣、市即有多達十餘家之廣告公司實收資

本額達 1 億元以上，而從事戶外商業廣告之廠商家數亦不只上揭被告

原處分所稱之 6 家，故被告原處分就此部分亦洵屬有誤…至被告雖以

事後查證依照柏泓公司 90 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書所載，合

和公司及摩菲爾公司均係柏泓公司之聯屬公司，柏泓公司、摩菲爾公

司及合和公司對外統稱合和交通媒體集團，又實際參與系爭招標案之

3 家投標廠商，其中天力公司因資本額因素未通過資格審查，故進入

比價程序時僅銀河互動網路公司及柏泓公司，要難認為可形成有效競

爭云云，然此乃系爭招標案實際招標之結果，被告亦係事後查證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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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情，無從證明原告於訂定系爭招標須知時即已預知有上揭情形，而

訂定上揭參與投標資格廠商須達實收資本額 1 億元之限制，被告以事

後結果，即認係原告限制競爭所致，尚屬欠缺客觀之證據，殊不足採。 

5.原告主張其系爭招標案攸關國際形象，金額甚鉅、廠商資格之認定

甚為重要，且其就廠商實收資本額達 1 億元以上之限制，該作業參採

政府採購法、「認定標準」等相關規定為之，如上所述，其設定上開投

標資格限制，乃有正當理由，並非無憑；又參以本件依原告系爭招標

案之招標須知規定，符合實收資本額達 1 億元以上，得參與本件投標

之廠商，單就臺北縣、市而言，至少即有十餘家，並非如原處分所認

定之僅有 6 家，原處分就此部分之認定亦屬有誤；再查本件實際參與

投標之廠商家數為 3 家，尚難認無競爭性，且無積極證據可資證明原

告事前即已知悉僅有 3 家廠商參與投標，且有故為偏頗由某特定廠商

得標之情形，依此尚難認原告有以上揭限制投標廠商資格而為差別待

遇行為。 

（二）最高行政法院  

1.又探究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禁止「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之

目的，乃在防止行為人為爭取交易機會，以「優惠性交易條件」破壞

該階層之競爭，或因而使相對人有增、減成本等情事，而阻礙或破壞

交易相對人階層之競爭；同時，亦著眼於防免經濟力龐大的購買者，

利用其有利的交易地位，迫使供應者給予價格優惠，以致於該購買者

在其所屬之競爭市場階層，得以藉此獲得不正之競爭優勢。是公平交

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所欲禁止的「差別待遇」行為，僅係針對「無正當

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而論，倘具有正當理由，即難謂違反本條

款之規定。 

2.經查，本件招標案所訂投標廠商實收資本額 1 億元以上之資格限制，

經被上訴人提出合理說明係參採認定標準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實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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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額不低於招標標的預算金額之十分之一」規定，業經原判決詳述

其何以得為正當理由之依據，並詳述其係參酌系爭標案之預算金額、

執行時間、實際符合投標資格之國內廠商家數及廣告設置攸關國際形

象等綜合判斷後，而認為被上訴人就廠商實收資本額達 1 億元以上之

限制，應屬有正當理由，是以原判決既已綜合審酌系爭標案之各項情

狀，而非僅憑政府採購法暨其相關子法規定制訂投標資格，即認構成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所謂「正當理由」之依據，亦非僅以上訴人

未對於財物出租之投標資格訂定任何具體規範，即為本案之撤銷，是

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有限縮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26 條規

定之適用，復以上訴人應針對財物出租之投標資格訂定具體規範以供

遵循，亦有理由矛盾之違誤云云，自非可採。至於公平交易法施行細

則第 26 條規定，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所稱「正當理由」，應審酌

市場供需情況、成本差異、交易數額、信用風險及其他合理之事由等

作為考量之依據，係指上訴人於認定行為人有無違反公平法之情事

時，所應審酌之事項。而非指法院於原處分所主張行為人之行為具備

無正當理由之情事外，尚應依職權為原處分調查其他可以認為原處分

合法之理由。原判決業已針對上訴人所指被上訴人無正當理由之情事

一一指駁，上訴人主張原判決僅因資格限制有依據，而未斟酌前述施

行細則規定之ㄧ切情狀，有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法，即無

可採。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投標條件除應合於政府採購法外另應具備正當理由，最高行政法院肯

認北高行之見解，並認為所謂正當理由，應審酌市場供需情況、成本差異、

交易數額、信用風險及其他合理之事由等作為考量之依據，為上訴人於認

定行為人有無違反公平法之情事時，所應審酌之事項。而非指法院於原處

分所主張行為人之行為具備無正當理由之情事外，尚應依職權為原處分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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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其他可以認為原處分合法之理由。  

五、本案評析 

本件判決值得檢討者在於，倘若系爭事業於相關市場中並未擁有市場

力，則其行為理當不會對市場競爭造成限制之虞，則是否尚有必要檢討其

行為是否有正當理由之抗辯。  

關於原告是否於相關市場擁有一定市場力，原告於臺北高等法院訴訟

過程中，提出如下主張：「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之適用，以具有一定

市場地位之事業為要件，被告未經任何調查即依該法處罰，所為原處分顯

屬主觀率斷。又上開規定之適用，以具有影響交易市場力量之事業惟其適

用之前提，參諸廖義男教授於「論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之適用」講座中表示：

『為差別待遇之事業應具有市場地位，惟市場地位之計算應有合理之數

據』。是以，被告認定適用事業是否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時，應

針對事業是否具有市場力量提出合理計算之數據，被告原處分雖以原告具

有顯著之市場力量，惟並未說明其市場如何劃定，亦未說明市場地位如何

計算，僅以空泛之言詞作為認定之依據，顯屬主觀率斷，洵屬無據。」  

對於上開主張，被告公平會於訴訟中的答辯如下：「被告於原處分書已

明確說明，原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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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原告就該商業廣告空間之出租之市場，具有顯著之市場力

量。」依據此一理由說明，似乎是因為國際航線機場內之廣告「具有其他

廣告媒體不易替代之廣告效果，故原告就該商業廣告空間之出租之市場，

具有顯著之市場力量」；倘若事實果真如同公平會所述，則公平會應直接針

對此一國際航線機場內之廣告，基於其與其他廣告間的不易替代性，直接

將其界定為一個相關市場，而原告事業於此相關市場上擁有絕對 100%的

獨占地位，其不當排除特定廣告事業的行為，屬於行為時公平法第 10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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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款所稱「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之濫用獨

占地位行為。然而，從公平會之答辯中，其似乎又不認為國際航線機場內

之廣告，與其他廣告間完全不具備替代性或競爭關係，而係與國際航線機

場外之廣告，依舊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及競爭關係。因此方以所謂「顯著之

市場力量」稱之。然而，只要公平會未能將國際航線機場內之廣告本身，

界定為一個單獨的相關市場，公平會即不能以所謂系爭國際航線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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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完全與本案原告招標出租廣告空間行為無關之事

實，認定原告事業於本案案中具有市場力量，蓋既然公平會無法界定出本

案相關市場，又無法計算出於此相關市場中原告之市場占有率，則其又有

何理由認定原告事業具有足以限制可能是包含全國地理區域在內的廣告市

場之競爭所需的市場力量。而既然無法舉證原告事業擁有足以限制競爭之

虞的市場力，則亦當然無法舉證原告事業本案行為會導致相關市場競爭有

遭受限制之虞。  

在此公平會無法具體、正確主張本案系爭相關市場、特別是其地理市

場、原告事業於此相關市場中之市場占有率、市場力的情況下，本案理當

無成立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6 款違反之空間，既然已經無法證明系爭招

標資格限制行為有限制競爭之虞而違法，理論上就沒有必要討論原告事業

就其系爭行為具有正當理由之抗辯。然而，相當有趣的是，本案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皆在未能界定本案相關市場、亦因此而

未能認定原告事業於此相關市場中擁有之市場占有率、市場力的情況下，

直接討論原告事業所提正當理由之抗辯，並肯定原告事業所提「系爭招標

案攸關國際形象，金額甚鉅、廠商資格之認定甚為重要，且其就廠商實收

資本額達 1 億元以上之限制，該作業參採政府採購法、『認定標準』等相關

規定為之，其設定上開投標資格限制，乃有正當理由」，從而不構成行為時

公平法第 19 條第 2 款之違反。然而，倘若假設原告事業所提上開抗辯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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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案法院所接受，而認為其招標限制屬於不當或不合理之限制；於此情

況下，在法院並未界定本案系爭相關市場及原告事業於此相關市場中之市

場占有率、市場力的情況下，法院是否依舊會認為原告行為因為未有限制

競爭之虞，從而合法，抑或是會因此招標資格限制不合理、不適當，而就

認定其違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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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案件 十七 日盛檢舉聲動廣告案（舊法第 19 條部分）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7 年度訴字第 22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判字第 777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原告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於 95 年 11 月 17 日以訴外人聲動財經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聲動公司）不當對外發布警告函及刊登廣告，有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第 22 條及第 24 條規定之情形云云，向被告提

出檢舉，經被告調查結果，被告於 96 年 3 月 14 日以公參字第 0960002238

號函（以下簡稱被告 96 年 3 月 14 日函）復原告略以依現有事證，尚難認

聲動公司有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情事。  

（二）程序事實 

公平會以 96 年 3 月 14 日以公參字第 0960002238 號函（以下簡稱被告

96 年 3 月 14 日函）復原告略以依現有事證，尚難認聲動公司有違反公平

交易法規定情事。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判 97 年度訴字第 22 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

政法院 99 年度判字第 777 號判決上訴駁回，本案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依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第 22 條、第 24 條、行為時「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

理原則」（下稱警告函案件處理原則）第 3 點第 1 項、第 4 點第 1 項及

第 6 點規定可知，上訴人自 93 年初即提供韓國 RTF 系統開發公司所

開發之「HTS 快易點」看盤軟體予客戶使用，嗣聲動公司於 94 年底向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財局）申請註冊「HTS」商標獲准，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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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向上訴人查證之情形下，逕於 95 年 8 月 31 日發函各大媒體、主管

機關及證券同業，並於 95 年 9 月 17 日經濟日報頭版刊登標題為「日

盛 HTS 侵權，求償 10.2 億元」之廣告，並將「公開徵求」律師控告

上訴人公司全國 51 處營業所負責人，及協助投資股東向上訴人求償等

與商標爭議無涉之訴求列為廣告之活動辦法，自廣告標題與活動辦法

觀之，足證聲動公司客觀上除有誤導上訴人交易相對人拒絕交易之效

果外，並將導致上訴人交易相對人認為聲動公司係合法權利人而改與

其交易之必然結果，實已嚴重妨礙公平競爭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明

顯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 

2.被告主張 

依聲動公司於 95 年 8 月 31 日發函內容及刊登於 95 年 9 月 17 日

經濟日報之廣告，係以上訴人侵害其商標權為主要內容，足見聲動公

司發函及刊登廣告之主要目的係在主張其商標權並請求上訴人排除侵

害，尚與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範之顯失公平行為有間。（四）自廣告

內容觀之，客觀上除完整呈現上訴人與聲動公司兩造間對於「HTS」

之商標爭議與主張外，其全文內容並未如一般意欲影響對方商譽或競

爭之智慧財產權敬告函中常見使用之明顯詆毀、貶抑上訴人商譽之負

面評價文字，亦未呼籲、警告或恫嚇上訴人之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

相對人不得與上訴人從事交易等，且該廣告以大篇幅文字載明將委任

律師對上訴人提出司法訴訟等語，已明確傳達該商標爭議尚未經司法

裁判確認，故系爭廣告所宣示之「日盛證券 HTS 侵權」一語，充其量

僅係聲動公司單方強力之主張，並非經司法程序確認後之具體事實，

足認聲動公司刊登廣告之主要目的為主張其商標權利，而無其他不正

競爭之明顯考量，甚難認聲動公司係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

譽之不實情事。（五）上訴人主張善意先使用，及聲動公司以「HTS」

申請註冊商標，有無抄襲上訴人「日盛 HTS 快易點」名稱，涉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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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爭議，屬於商標法規範之範疇，尚與公平交易法無涉。 

（二）本案爭點整理  

聲動公司於 95 年 8 月 31 日發布之警告函及於 95 年 9 月 17 日刊登之

廣告，是否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高等行政法院  

1.按被告本於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規定，於 86 年 5 月 14 日以（86）公

法字第 01672 號函發布之警告函案件處理原則，用以判斷事業對他人

散發侵害智慧財產權警告函之行為，有無濫用權利，致生公平交易法

第 19 條、第 21 條、第 22 條、第 24 條等規定所禁止之不公平競爭行

為。前揭處理原則第 3 點、第 4 點規定（88 年 11 月 9 日以（88）公

法字第 03239 號函修正發布），事業對他人散發侵害各類智慧財產權警

告函時，倘已取得法院一審判決或公正客觀鑑定機構鑑定報告，並事

先通知可能侵害該事業權利之製造商等人，請求其排除侵害，形式上

即視為權利之正當行使，認定其不違公平交易法之規定；其未附法院

判決或前開侵害鑑定報告之警告函者，若已據實敘明各類智慧財產權

明確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且無公平交易法各項禁止規定

之違反情事，亦屬權利之正當行使，均係依職權對法律條文之不確定

概念所作之合理詮釋。 

2.第以聲動公司於 95 年 8 月 31 日所發布之警告函…等語（發函對象

正本為原告及其所有分公司經理人、副本收件人為新聞媒體、證券同

業及相關金融單位），其時「HTS」商標權業經智財局於 95 年 7 月 16

日核准註冊商標第 00000000 號在案，且尚未經任何人對之提起異議

（原告與聲動公司間之商標權爭議案係於 95 年 9 月 19 日經原告提起

異議）或聲明異議，乃兩造所不爭之事實，本件自無應依警告信函處

理原則第 3 條規範踐行取得法院一審判決或公正客觀鑑定機構鑑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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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程序問題。  

3.是就註冊登記之形式而言，聲動公司於發布系爭警告函當時，確係

經智財局核准註冊商標第 00000000 號「HTS」之商標權人，至堪確定，

則其於系爭警告函主張其係「HTS」之商標權人，並認原告使用之股

市看盤操作軟體「日盛 HTS 快易點」係在其經註冊登記商標第

00000000 號「HTS」商標權範圍內，而主張其商標權利，並請求排除

侵害，即非無據；其發送系爭警告函促請原告注意系爭侵害情形並呼

籲商談授權事宜，就其內容觀之，難認有何誇示、擴張其商標權範圍

之情形，乃權利之正當行使無疑。且縱將聲動公司預告可能興訟及促

請原告與之洽談授權事宜等節納入觀察，系爭函既已敘明其商標權之

明確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使受信者足以知悉其商標權權

利可能受有侵害之情形，並得據以為合理之判斷及對相關事證加以查

證（姑且不論其是否具查證侵害事實能力，及是否造成交易成本之增

加），自無悖於商業競爭倫理，所為核與行為時處理原則第 6 點所示

「．．．函中內容係以『損害』特定競爭者為目的，促使競爭者之交

易相對人拒絕與該特定競爭者交易，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

虞者，．．．」之要件並不該當；參以當時既無任何商標爭議事件，

聲動公司自無檢附法院判決或公正客觀鑑定機構鑑定報告之可能，是

系爭警告函尚難謂非係依商標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原告所稱聲動

公司未踐行行為時處理原則第 6 點所示正當行使權利之程序，已嚴重

妨礙公平競爭，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顯違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云云，委無可採。  

4.被告認聲動公司於行為時既為「HTS」之合法商標權人，而原告確

有使用「HTS」商標之具體情事，系爭廣告之內容敘述僅係聲動公司

就原告涉及侵害其商標權利，宣示其將循司法途徑主張權利之正當行

使行為，尚難認聲動公司係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為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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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相對人，而有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原告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亦

無以『損害』原告為目的，促使原告之交易相對人拒絕與之交易，而

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情形，核與行為時被告警告函案件

處理原則之規定不符，難認聲動公司有該當於公平交易法之違章構成

要件行為，即非無憑。  

（二）最高行政法院  

該「檢舉不成立」之函文，僅在通知上訴人，主管機關就其檢舉事項

所為調查之結果，法律既未規定發生如何之法律效果，縱使被上訴人所為

不予處分之復函，可能影響上訴人其他權利之行使，乃事實作用，而非法

律作用，尚非行政處分…被上訴人應依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第

22 條及第 24 條規定對聲動公司為適當之處分，其起訴不備訴訟之要件，

本應裁定駁回其訴。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北高行及法院認為僅屬其說明自身商標權及排除侵害之通知之本件警

告函及廣告，並未逾越保護權利之正當程度，最高行肯定其見解，並認為

原告不具備起訴適格。 

五、本案評析 

本案雖然最後經最高行政法院以公平會所為「檢舉不成立」函文，係

屬觀念通知而非行政處分，從而檢舉人自不得據此提出行政爭訟程序，而

以程序問題解決本件爭議。然而，於行政處分、爭訟過程中，仍可見本案

判決與其他有關警告函、特別是專利權侵權或著作權侵權警告函處理方式

之不同，而具有其特色，此或許是因為商標權於智慧財產權法規範體系中，

並非如同專利權、著作權般屬於創作性權利，而係為維持事業間公平競爭

秩序之標識性權利，從而公平會對於依據商標權所為警告函處理方式及態

度，遂與專利權或著作權侵害警告函之處理方式及態度有所差異。  

依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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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3 點規定：「事業踐行下列確認權利受侵害程序之

一，始發警告函者，為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

為：（一） 經法院一審判決確屬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受侵害者。（二） 

經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調解認定確屬著作權受侵害者。（三）  將可能

侵害專利權之標的物送請專業機構鑑定，取得鑑定報告，且發函前事先或

同時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進口商或代理商，請求排除侵害者。（第一項）

事業未踐行第一項第三款後段排除侵害通知，但已事先採取權利救濟程

序，或已盡合理可能之注意義務，或通知已屬客觀不能，或有具體事證足

認應受通知人已知悉侵權爭議之情形，視為已踐行排除侵害通知之程序。

（第二項）」該處理原則第 4 點則規定：「事業踐行下列各款確認權利受侵

害程序，始發警告函者，為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

當行為：（一） 發函前已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進口商或代

理商請求排除侵害。（二） 於警告函內敘明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明確

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例如系爭權利於何時、何地、如何製

造、使用、販賣或進口等），使受信者足以知悉系爭權利可能受有侵害之事

實。（第一項）事業未踐行前項第一款排除侵害通知，但已事先採取權利救

濟程序，或已盡合理可能之注意義務，或前項通知已屬客觀不能，或有具

體事證足認應受通知人已知悉侵權爭議之情形，視為已踐行排除侵害通知

之程序。（第二項）」  

由上開規定內容可知，警告函行為之違法性，並不在於其所指陳之侵

權行為是否確實存在、發函內容是否確實的實體規範問題，而在於發函事

業是否於發函前已經採取各種措施的程序規範問題。過去，不論是公平會、

抑或是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90 年度訴字第 5653 號康軒限制下游書局一案

判決中本案判決，基本上即依循上開警告函處理原則之規範邏輯，而進行

處分及判決。該案中，法院判決認定：「原告與新點子出版社之間有關著作

權爭議尚繫屬一審法院審理中，原告在未經一審法院判決前，即全面發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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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潛在交易相對人或最終消費者（即學校），復以電

話告知及派員巡查，自其爭取交易相對人之動機、目的及手段等綜合觀察，

原告難辭以不正當的方法，促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責任自

明。」縱令原告已經對於第三人向法院起訴，但未能等到法院第一審判決

出來前，即逕行發函之行為，被認定屬於違法行為。於此著重於程序規範

之作法下，縱令事後證明第三人侵害原告事業之著作權一事的確屬實，其

未能踐行公平會上開處理原則所為之警告函相關行為，亦難逃違法之判斷。 

相對於此，本案判決並未針對第三人於刊登警告函前，是否確實履行

公平會上開處理原則所條列的各種事前程序，加以認定及判斷，而係直接

針對警告函內容的確實、正當與否，認定其違法性有無。依據最高法院該

號判決理由所示，公平會對於本案上訴人之主張，反駁如下：「‧‧‧（二）

依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及警告函案件處理原則第 4 點第 1 項規定。本件聲動

公司於 95 年 8 月 31 日發函『日盛 HTS 侵犯商標權，聲動財經將求償 10

億 2 千萬』，正本收件人為上訴人及其分公司，副本收件人為新聞媒體、證

券同業及相關金融單位，且於發函時已通知上訴人請求排除侵害，並敘明

商標權之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使受信者足以知悉系爭權利可

能受有侵害之事實，故其發函行為係依商標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三）

依聲動公司於 95 年 8 月 31 日發函內容及刊登於 95 年 9 月 17 日經濟日報

之廣告，係以上訴人侵害其商標權為主要內容，足見聲動公司發函及刊登

廣告之主要目的係在主張其商標權並請求上訴人排除侵害，尚與公平交易

法第 24 條規範之顯失公平行為有間。（四）自廣告內容觀之，客觀上除完

整呈現上訴人與聲動公司兩造間對於『HTS』之商標爭議與主張外，其全

文內容並未如一般意欲影響對方商譽或競爭之智慧財產權敬告函中常見使

用之明顯詆毀、貶抑上訴人商譽之負面評價文字，亦未呼籲、警告或恫嚇

上訴人之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不得與上訴人從事交易等，且該廣

告以大篇幅文字載明將委任律師對上訴人提出司法訴訟等語，已明確傳達



516 

 

該商標爭議尚未經司法裁判確認，故系爭廣告所宣示之『日盛證券 HTS 侵

權』一語，充其量僅係聲動公司單方強力之主張，並非經司法程序確認後

之具體事實，足認聲動公司刊登廣告之主要目的為主張其商標權利，而無

其他不正競爭之明顯考量，甚難認聲動公司係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

業信譽之不實情事。」 

由上可知，本案中公平會之主張亦係依循其向來處理原則有關是否該

當權利正當行使之判斷基準及方法等規範。然而，如同前數，警告函處理

原則對於是否構成權利之正當行使，相當著重其是否有事先或同時通知疑

似侵權人，故而於上開（二）之理由中，即以聲動公司於發函「新聞媒體、

證券同業及相關金融單位」的同時，亦發函日盛公司，故而已確有履行此

一事先或同時通知義務。理由（三）則認為「聲動公司發函及刊登廣告之

主要目的係在主張其商標權並請求上訴人排除侵害」，並非顯失公平之舉，

不構成公平法第 24 條的違反。最後，理由（四）則以系爭廣告啟事「全文

內容並未如一般意欲影響對方商譽或競爭之智慧財產權敬告函中常見使用

之明顯詆毀、貶抑上訴人商譽之負面評價文字，亦未呼籲、警告或恫嚇上

訴人之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不得與上訴人從事交易等‧‧‧無其

他不正競爭之明顯考量，甚難認聲動公司係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

信譽之不實情事。」  

然而，如果僅因警告函中，未有「明顯詆毀、貶抑上訴人商譽之負面

評價文字」等敘述，即認為無損害他人營業信譽情事存在，則幾乎所有稍

有概念的事業或其律師，未來將可大肆散發此類警告函，毋庸疑慮其將有

違反公平法相關規定之舉，公平會警告函處理原則，亦可從此束之高閣。

惟事業商譽受損，並非僅因詆毀人使用情緒用語，方有可能構成，經過精

心策劃之詆毀策略，通常傷人於無形而更為嚴重，公平會或有必要對於一

般事業經營手法與策略，嘗試作更為清楚的認知。其次，倘若真如同公平

會所主張，聲動公司發函及刊登廣告之主要目的在於「主張其商標權並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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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上訴人排除侵害」，則針對日盛公司發函即可，又何必大費周章、大肆張

揚定要發函「新聞媒體、證券同業及相關金融單位」，並刊載於報紙頭版，

其如此作為目的為何？難道是希冀藉由社會輿論，逼迫日盛公司停止其侵

權行為嗎？若果如此，則又與公平會本身強調聲動公司此等作為之目的，

僅在「主張其商標權並請求上訴人排除侵害」，產生矛盾及衝突。  

更令人無法理解者在於，「新聞媒體、證券同業及相關金融單位」等，

顯非日盛公司之交易相對人，報紙頭版所欲訴求之對象為一般社會大眾，

渠等絕大多數並非聲動公司或日盛公司之交易相對人，若此則根本不產生

公平會警告函處理原則之先行或同時通知的問題。蓋處理原則先行或同時

通知所關注之對象主體，乃係針對前述侵權源頭之製造事業或輸入事業、

或是侵權事業本身或其他與前述各該事業之交易相對人（主要為經銷商或

零售業者等流通事業）等的先行或同時通知問題，而非可以直接針對一般

社會大眾或最終消費者而發。本案中，不論是公平會、抑或是法院或皆起

因於對警告函處理原則內容的過度執著，使得渠等於具體事案中，喪失應

有的辨識、判斷作為，無法區別發函對象主體的不同，可能會導致行為法

律性質與事實惡性，產生重大迥異。蓋就本案於大眾新聞媒體上所公開發

布之警告函，其所接受對象並非事業，而係屬最終消費者或一般社會大眾，

此等消費者或一般社會大眾根本幾乎都不會有實施侵權行為的動機或舉

動，特別是於本案系爭權利之商標權，乃是事業為表彰其所銷售商品或服

務來源之功能，一般社會大眾更無使用此種商標，進而侵害其商標權之需

求及必要性。若此，則對於此等人士發函或刊登廣告啟事，有何「警告」

意味可言，對於完全不會有侵權疑慮之人或團體，發函或刊登廣告啟事告

知特定事業有疑似侵權行為存在，果真只是在「主張其商標權利，而無其

他不正競爭之明顯考量」可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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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案件 十八 佳祥餐盒限制投標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00103 號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原告楊吉祥即佳祥餐盒食品廠遭台中縣餐盒食品商業同業公會（下稱

台中縣餐盒公會）會員檢舉有要求該公會所屬會員（廠商）開立支票或出

具參標與否依公會決議之切結書，否則不發給台中縣餐盒公會會員證書之

事，案經被告調查結果，認原告為防廠商為團膳餐盒價格競爭，藉核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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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 

（二）程序事實 

公平會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以 98 年 7 月 6 日公處字第 098095 號

處分書（下稱原處分）要求原告立即停止違法行為，並處以新臺幣（下同）

60 萬元罰鍰，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經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00103 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本案確

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原告雖為商號，並成為台中縣餐盒公會之會員，但不可以楊吉祥

個人之行為，視為商號之行為…又依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之規

定，所謂「事業」，依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度判字第 2128 號判決意旨、

最高法院 50 年台上字第 1898 號判例意旨以觀，需符合「繼續」、「獨

立」、「從事經濟活動」之要件始足當之，…行為人縱有危害公平交易



519 

 

之行為，惟行為時非立於「事業」之地位，而僅以個人之身分者，自

與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之規定不符，按本件楊吉祥並非事業，而係以個

人之身分擔任台中縣餐盒公會理事長，並非基於原告佳祥餐盒食品廠

之地位…楊吉祥個人尚非公平交易法所稱之「事業」，如何能為妨害公

平競爭之情事。  

（2）依台中縣家長會長協會於 97年 7月 22 日以 97 會長協字第 097003

號函內容，台中縣各國小早將午餐餐盒價位統一為 43 元，故縱認原告

曾於公會上提醒會員注意，遵循該決議，於投標時避免低於 43 元而影

響餐盒之衛生與品質，惟此提醒會員注意之行為，顯與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有間，台中縣家長會長協會既已訂出統一之價位，餐

盒公會之會員僅有決定參與或不參與該 43 元價格之投標，顯然無所謂

價格競爭之情事，自與上揭公平交易法之規定情形，迥然不同。  

2.被告主張 

（1）學校之團膳價格（即營養午餐價格）雖係學校訂定於招標須知，

透過公開招標程序並採取最有利標之決標方式選擇複數供應廠商，惟

學校若欲順利招標，則招標須知所訂定之供應價格必須高於 2 家以上

廠商之「保留價格」（即廠商願意參與學校午餐招標的最低供應價格），

否則將形成流標。97 學年度台中縣海線及山線學校之午餐團膳價格大

多為 43 元，屯區學校大多為 40 元，高中部分為 45 元，但部分學校將

調降 98 年度團膳招標價格，因此 98 年屯區學校以外之學校團膳招標

價格將有可能低於 43 元。故原告為維持團膳價格 43 元，假借台中縣

餐盒公會名義告知會員，該公會決議團膳招標價格低於 43 元 3 標內之

標案，會員不得投標，且須簽立 40 萬元支票或切結書作擔保；因此會

員對於今年學校團膳招標價格低於 43 元之標案，將一同拒絕參標，如

欲投標，將與會員一同商討後一起行動，故學校團膳招標價格若低於

43 元，將因參標廠商不足而形成流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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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告即以核發會員證書、簽立 40 萬元支票或者切結書等方式作

為箝制會員對於「保留價格」、投標與否之工具…倘若會員不遵從（例

如不簽立支票或切結書擔保，亦或會員於 5 月、6 月間參與團膳招標

價格低於 43 元之標案），即不核發該公會上、下半年會員證書作為懲

罰，或兌現支票或將切結書交由其他會員閱覽。會員因擔心原告拒發

會員證書將影響渠等參標權益，或支票兌現，或受其他會員非議，故

不得不遵從渠之指示…按同業公會之行為乃係會員共同意志之呈現，

經由決議等方式，交由理監事或會員予以執行。本件係原告為防止會

員價格競爭，藉由公會理事長地位所賦予之權力與特殊地位（核發會

員證書），強制會員開立 40 萬元支票或切結書之不正當方法，達成會

員對於「保留價格」（即對於學校團膳招標價格低於 43 元之標案，共

同不投標）之共識，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 

（3）所謂「脅迫」係指為使對方心生畏懼之目的，而以將來加害之事

實，通知對方之行為；所謂「其他不正當方法」是指與脅迫具有等值

之商業倫理非難性之行為。  

（4）會員代表為會員之手足，故本件行為人為原告，非楊吉祥個人，

至為明確。 

（二）本案爭點整理  

公會會長要求會員就特定價格為共同不投標，否則拒發給會員證書是

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高等行政法院  

1.原告明知臺中縣餐盒公會會員證書為會員廠商參與大多數台中縣國

中、國小團膳採購之投標資格文件之一，竟藉商號主人楊吉祥實際處

理臺中縣餐盒公會會務核發會員證之便，要求其他事業交付 40 萬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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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或出具切結書保證台中縣中小學 98 學年度團膳價格 3 標內 43 元以

下不得參與投標，始發給會員證書，有以上開不正當方法，限制他事

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對臺中縣中小學餐盒市場造成限制競爭或妨礙公

平競爭，影響特定市場之供需功能，是原告所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自堪認定。  

2.按獨資之商號既非法人亦非合夥組織，並無獨立之權利能力，其個

人與商號應為一體（最高法院 42 年台抗字第 12 號判例意旨參照），又

商號本身無權利能力，事實上無法為法律行為，需藉自然人（商號主

人）作為，是判斷商號主人行為所生事責究應歸屬於商號主人個人或

商號，即應由該行為所涵攝權義歸屬於個人或商號為斷…是楊吉祥要

求同為該公會會員廠商交付支票或出具切結書，以保證渠等於台中縣

中小學 98 學年度團膳價格 3 標內 43 元以下不參與投標之行為，顯係

基於商號主人地位為該商號營業利益所為之行為，楊吉祥（商號主人）

所為即原告（商號）之行為，該行為所生事責自應歸於原告負擔。  

3.又事業不得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

競爭、參與結合或聯合之行為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業經公平交

易法揭明，並行之有年，原告自難諉為不知，是原告應注意不得為足

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之水平聯合行為，以維

事業公平競爭，並保障消費者權益，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

事，竟有上開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規定行為，自難謂無過失，而應

受罰。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北高行判決就 19 條第 4 款部分僅論及原告要求其他事業交付 40 萬元

票據或出具切結書保證 43 元以下不得參與投標，始發給會員證書違反本款

規定，但並未說明為何為原告行為構成不正當方法、限制他事業不為價格

之競爭之具體理由。此外判決於認定罰鍰一段似認為原告之行為構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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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行為。 

五、本案評析 

本案判決與其他以不正當方法使他企業參與聯合行為案中所呈現之問

題一樣，究竟本案系爭行為實質上乃是公會會員間之聯合行為，而藉由公

會作為其外觀掩蓋其聯合行為事實，抑或是真的是由公會本身主導，進而

藉由脅迫、利用等不正當方式，要求會員加入聯合行為。當本案判決於此

理由敘述中，說明：「本件特定市場內供給方主要係臺中縣餐盒公會會員，

需求方則係臺中縣中小學，而學校單方形式上雖決定午餐之價格與條件（幾

菜幾湯、有無附加水果、得標廠商數），惟臺中縣餐盒公會及其會員仍可間

接操作使投標廠商家數不足造成流標，迫使學校為避免流標或再次流標造

成無法供膳之後果，調整學校午餐之供應價格以為因應，從而影響學校午

餐團膳之最終供應價格，違反商業倫理及效能競爭」。由此事實認定，亦非

不可主張，本案行為實質上乃係會員間以合意共同決定價格而相互約束事

業活動之之聯合行為。特別是，本案判決之下列敘述，更可見其屬於聯合

行為之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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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結合或聯合之行為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業經公平交

易法揭明，並行之有年，原告自難諉為不知，是原告應注意不得為足以影

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之水平聯合行為，以維事業公平

競爭，並保障消費者權益，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有上開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規定行為，自難謂無過失，而應受罰。」本案判決

既然已經肯定系爭行為實質上為聯合行為，卻又為何僅以原告事業為處分

對象，進而因此而適用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4 款，其論證邏輯、法律適

用方式，令人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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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案件 十九 金盈檢舉中鋼壟斷案（舊法第 19 條部分）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2122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368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原告金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93 年以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即

本案被檢舉人亦即參加人，下稱參加人）拒絕販售沉澱細焦碳、焦碳屑及

乾式細焦粉（下稱系爭物料）等產品，涉嫌與中鋼碳素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中碳公司）壟斷市場，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5 條及第 19 條第 2 款規定

云云，向被告提出檢舉。案經被告調查結果，以現階段尚無參加人透過拒

絕交易行為獨占下游市場，或維持轉售價格、遂行垂直非價格限制之具體

事證，亦無參加人有濫用優勢地位協助中碳公司排除競爭對手之主觀意

圖，其拒絕銷售系爭物料予原告之行為，尚無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定。  

（二）程序事實 

公平會以 95 年 5 月 22 日公 2 字第 0950004449 號函（下稱原處分）復

原告。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遭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經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2122 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原告不服提起上訴，

經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368 號判決上訴駁回，本案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原告生產電爐煉鋼廠用增碳劑之原料為系爭物料，國內僅參加人

獨家生產，供應系爭物料市場中為獨占、無競爭地位，原告前曾向參

加人購買系爭物料，後因參加人成立子公司中碳公司後，竟無正當理

由將此系爭焦碳原料以遠低於國際行情 20%以上之超低價格出售予中

碳公司，且故意不售予原告。中碳公司與原告生產同類產品，原告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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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能以昂貴之價格向國外購料，致原告營運成本頗高，產品無法與中

碳公司公平競爭，原告已面臨歇業倒閉之危機，中碳公司則幾已獨占

國內增碳劑 80%以上之市場，原告一旦倒閉停工，則國內生產增碳劑

之工廠僅剩中碳公司 1 家，中碳公司獨占地住將永遠維持，煉鋼用增

碳劑之價格將由中碳公司任意訂定，勢必破壞市場交易秩序，對於整

體經濟將有重大不利，參加人拒絕與原告交易，顯已濫用其市場地位，

且無正當理由對原告給予差別待過，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

虞，顯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4 款、第 19 條第 2 款之規定。 

（2）數年來由於參加人以超低價傾銷之關係，原告及有關業者均無法

進口以作公平公正，合理競爭，這點可向海關查詢進口資料即知數年

來均無乾式細焦粉（CDQ）之進口，又國內僅參加人獨家生產乾式細

焦粉（CDQ）並全部供應中碳公司，形成中碳公司銷售量已達到百分

之百獨占地位…參加人具國內生產系爭物料之獨占地位，且系爭物料

無法以無煙煤、石墨等替代…參加人於國內系爭物料之供應市場，確

具獨占地位。  

（3）參加人所舉與中碳公司獨家交易理由，不外有助去化系爭物料及

有助環保問題，惟此均非正當理由…原告之工廠規模，約為中碳公司

之 1.5 倍，原告設立亦早於中碳公司，當時與參加人交易，雙方合作

愉快，有效去化系爭物料，參加人所稱庫存偏高、堆占場地、不利碼

頭調度等情，完全子虛烏有…參加人廠區內，於 94 年 9 月 30 日，系

爭堆積如山，此有照片 6 紙為憑，足證參加人所稱有助去化系爭物料

及有助環保問題云云，完全與事實不符…參加人辯稱如直接銷售原

告，將使參加人鋼品產銷體系解體云云，乃係憑空杜撰，毫無事實及

理論基礎…又在中碳公司未成立前，即曾出售焦炭屑等下腳副料產品

予原告，經加工生產後再售予其他下游廠商，當時原告有效去化焦炭

屑等下腳副料產品，與參加人合作愉快，並未發生損害參加人鋼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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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體系情事，何以今日參加人向原告供應焦炭屑等下腳副料產品，竟

會發生使參加人鋼品產銷體系解體之狀況？…今參加人寧願將多餘焦

碳物料外銷至國外，卻不售予國內之原告，顯然係為保護中碳公司，

造成市場上不公平競爭。  

2.被告主張 

（1）按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規定：「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

差別待遇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

之。」而所稱正當理由，應審酌市場供需情況、成本差異、交易數額、

信用風險及其他合理之事由認定之，為同法施行細則第 26 條所明定。

是事業是否有構成違法之差別待遇行為，尚非僅以形式上有不同待遇

或拒絕交易即當然論以違反本條之規定。基於契約自由之原則，事業

基於其營業考量而拒絕與特定事業交易，本屬營業自由之範疇，公平

交易法尚難強制事業負有與特定事業交易之義務，故尚難以事業之拒

絕交易，即逕論以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之規定，合先陳明。 

（2）查原告自 74 年起始向參加人購買沉澱細焦碳、焦碳屑等下腳料，

再經加工銷售予相關業者，嗣中碳公司於 78 年成立後，原告爰與中碳

公司簽訂總經銷合約（自 79 年至 85 年），擔任中碳公司之總經銷商，

嗣後參加人與中碳公司訂定為期 10 年之獨家供應合約（自 81 年至 91

年 12 月 31 日止）將料源全數供應予中碳公司…參加人仍請原告應逕

洽中碳公司購料。是原告長期以來尚無所稱無法以合理交易條件購得

參加人系爭物料情事，原告所爭執者，乃為渠冀望能成為參加人之直

接經銷商，而非僅為中碳公司之經銷商，是本案主要爭點乃繫於參加

人系爭物料之行銷通路安排是否具商業倫理非難性。  

（3）中碳公司於業務上的配合度，自將較他事業更能妥適排除對參加

人生產線所衍生的下腳料之去化及污染潛在危機，而得使參加人更能

專務於其鋼鐵本業，是此行銷通路之安排對參加人事業經營而言，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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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謂無正當性…又事業選擇將其商品分售予多數客戶或專售予有控制

從屬關係之子公司，端視事業經營理念、商品特性及行銷通路特性等

因素審酌而定，此本屬事業經營自由之範疇。 

（二）本案爭點整理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所稱之正當理由？營業自由之範圍？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高等行政法院  

1.參加人將系爭物料直接交付其子公司－中碳公司處理，並由中碳公

司全數承受系爭物料產品，中碳公司對於參加人係負有就系爭物料全

部妥為處理之義務，且因中碳公司為參加人之關係企業，其忠實履行

該義務之信念，遠較一般企業為高，此與原告可視市場景氣榮枯及依

自利原則，再行決定採購數量及對象之一般交易型態不同。參加人主

張見此項所為，係基於穩定系爭物料之去化處理，解決廢料積存及環

保問題等據，茲以中碳公司與參加人關係之密切，於業務上的配合度，

自將較他事業更能妥適排除對參加人生產線所衍生的下腳料之去化及

污染潛在危機，而得使參加人更能專務於其鋼鐵本業，維護鋼鐵本業

產銷之順暢經營。是此行銷通路之安排對參加人事業經營而言，尚非

謂無正當性…此與原告單純僅向參加人購買系爭物料確有不同。是參

加人以其將系爭物料委託中碳公司代為處理，有上開理由存在，與原

告主張之單純販售行為完全不同，參諸上開理由尚屬正當，並非無據…

故參加人嗣後成立中碳公司，將系爭物料改採全數委由中碳公司處理

銷售之方式，以解決參加人廢料積存及環保問題，應屬合理之安排。  

2.而事業選擇將其商品分售予多數客戶或專售予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子

公司，端視事業經營理念、商品特性及行銷通路特性等因素審酌而定，

本屬事業經營自由之範疇，若事業本於統籌集團經營策略及商品特性

而將系爭物料全數售予專責子公司處理，亦符合一般商業慣例。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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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易法尚毋須對參加人營業項目中無足輕重之副料處理課予過高之

交易義務，並介入其事業追求內部經營效率之行為，以參加人產品種

類眾多，均各有其業務經營之考量而有不同的行銷通路安排，查參加

人煉鋼過程所產出之副料計有委由專責子公司處理銷售及以一般營業

方式外售兩種方式，有環保污染及儲存問題之副料（除本案系爭物料

外，尚有氣冷高爐石、熔硫磺、粗輕油、煤焦油、氧化鐵粉等）係委

由中碳公司或高磁公司處理，其餘則採一般營業方式外售，可見其處

理方式確係考量公司內部整合模式並因應副料特性而有不同，尚非針

對特定物料對原告拒絕交易而有排除特定競爭對手之意圖。是參加人

基於整體考量而拒絕直接供貨予原告之行為，倘無積極打擊特定人之

意圖，自允宜由參加人依其業務需要而決定其經營策略，尚不宜以公

平交易法繩之。  

3.而公平交易法所欲保護之法益乃市場之自由競爭機制，而非特定之

競爭者。對於參加人而言，參加人與中碳公司間之交易具有上揭理由，

核該理由尚屬正當，其二者間之合法利益自應予以保障，且系爭物料

有其他替代品，且均可自由進口，原告就使用燃料或增碳劑，除向中

碳公司或其下游經銷商購買外，因貿易商可自由進口系爭物料及其替

代品，原告亦得選擇自國外進口系爭物料、無煙煤、焦碳及其他替代

品以維持其於增碳劑市場之競爭活動，故對於最終需求者而言，市場

競爭機制可以維持充分競爭的狀態，參加人並無妨礙原告進行公平競

爭之情形。相較於原告事實上並無任何被限制競爭之情形，基於私法

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及利益衡量原則，參加人選擇中碳公司作為交易

相對人之委託處理安排之交易權利，自應優先於原告而受到法律之保

障，亦難認參加人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情事。 

4.個別產品之售價之高低，允宜由市場供需機能自由運作，尚非公平

交易法所問，且公平交易法所欲保護之法益，乃為維護市場之自由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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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機制，而非保護市場不具競爭效率之競爭者，以確保市場之公平競

爭及消費者權益，無論參加人售予中碳公司系爭物料之價格為何，均

無礙於系爭物料並無政府法令或其他限制而可自由進口轉售等市場可

競爭之事實，亦無礙於系爭物料使用者亦得自行自國外進口系爭物料

或其替代品等事實，且此亦由原告時而向中碳公司購買系爭物料，時

而自國外自行進口亦可資為證，難依此非難參加人有排除競爭意圖。

公平交易法係為保障公平競爭之市場交易秩序，而非使原告可任意選

擇供應來源而強制供應者須與其締約，且 5.公平交易法所要保護的法

益，並不是保護特定競爭者。查本件如上所述，系爭物料於特定市場

尚有其他產品具有替代可能性，且系爭物料及其替代品亦無政府法令

限制而可自由進口，原告及其關係企業與其他貿易商事實上均有進口

系爭物料及其替代品，市場競爭機制仍係維持充分競爭之狀態。故參

加人本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基於上述原因選擇中碳公司作為

交易相對人，將系爭物料全數交由中碳公司負責處理，經核尚屬正當

合理，自應受到法律之保障。  

（二）最高行政法院 

系爭物料於特定市場尚有其他產品具有替代可能性，且系爭物料及其

替代品亦無政府法令限制而可自由進口，上訴人及其關係企業與其他貿易

商事實上均有進口系爭物料及其替代品，市場競爭機制仍係維持充分競爭

之狀態。故參加人本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基於上述原因選擇中碳

公司作為交易相對人，將系爭物料全數交由中碳公司負責處理，經核尚屬

正當。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本案法院均採公平會之主張，以參加人並未構成獨占地位為前提，認

為參加人之獨家交易契約屬於合理之商業安排，構成舊法第 19 條第 2 款所

稱之正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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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案評析 

本案原告主張參加人中鋼公司為系爭物料市場中之獨占事業，卻拒絕

與原告進行系爭物料之交易，顯已濫用其市場地位，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

10 條第 4 款、第 19 條第 2 款規定。 

對於原告所主張之參加人的市場地位一事，本案判決認為：「本案產品

市場之界定，應尚包括無煙煤、石墨、瀝青焦等物料，而非僅以系爭物料

為產品範圍，並無違誤；從而參加人雖為國內系爭物料唯一供應者，然考

量 93 年度無煙煤、石墨、瀝青焦及系爭物料之國內市場總量約 362,248 公

噸，而參加人就系爭物料之銷售量約 72,006 公噸，占國內市場總量約

19.88%」。於此相關市場界定認知下，參加人之市場占有率僅有 19.88%，

並未該當於一家獨占所要求之超過 50%市場占有率之要件，從而參加人並

非公平法所定義之獨占事業，但因其市場占有率超過 10%，符合行為時一

般認為公平法第 19 條第 2 款適用應有之市場占有率 10%以上的前提，故

有必要檢討該款規定之適用。  

由於參加人似乎確實有拒絕與原告事業交易之事實，從而其行為外觀

構成拒絕交易之型態，符合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2 款所稱差別待遇之類

型。倘若無該款規定所稱正當理由的存在，似難迴避該款規定之究責。本

案判決同意參加人所提正當理由之抗辯，謂：其「係基於穩定系爭物料之

去化處理，解決廢料積存及環保問題等據，茲以中碳公司與參加人關係之

密切，於業務上的配合度，自將較他事業更能妥適排除對參加人生產線所

衍生的下腳料之去化及污染潛在危機，而得使參加人更能專務於其鋼鐵本

業，維護鋼鐵本業產銷之順暢經營。是此行銷通路之安排對參加人事業經

營而言，尚非謂無正當性…此與原告單純僅向參加人購買系爭物料確有不

同。是參加人以其將系爭物料委託中碳公司代為處理，有上開理由存在，

與原告主張之單純販售行為完全不同，參諸上開理由尚屬正當，並非無據」。 

令人較為不解的是，只要肯定參加人所提正當理由之抗辯，即可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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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並未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2 款規定，判決論證至此即可。但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於判決中，卻於肯定參加人正當理由之抗辯後，又繼續表述：

「公平交易法所欲保護之法益乃市場之自由競爭機制，而非特定之競爭

者‧‧‧系爭物料有其他替代品，且均可自由進口，原告就使用燃料或增

碳劑，除向中碳公司或其下游經銷商購買外，因貿易商可自由進口系爭物

料及其替代品，原告亦得選擇自國外進口系爭物料、無煙煤、焦碳及其他

替代品以維持其於增碳劑市場之競爭活動，故對於最終需求者而言，市場

競爭機制可以維持充分競爭的狀態，參加人並無妨礙原告進行公平競爭之

情形。相較於原告事實上並無任何被限制競爭之情形，基於私法自治及契

約自由原則及利益衡量原則，參加人選擇中碳公司作為交易相對人之委託

處理安排之交易權利，自應優先於原告而受到法律之保障，亦難認參加人

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情事。」最高行政法院亦同意此一看法，

而認為：「系爭物料於特定市場尚有其他產品具有替代可能性，且系爭物料

及其替代品亦無政府法令限制而可自由進口，上訴人及其關係企業與其他

貿易商事實上均有進口系爭物料及其替代品，市場競爭機制仍係維持充分

競爭之狀態。故參加人本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基於上述原因選擇

中碳公司作為交易相對人，將系爭物料全數交由中碳公司負責處理，經核

尚屬正當。」 

倘若本案參加人僅將系爭商品銷售給其子公司，而拒絕銷售給原告事

業之作為，係屬合法之行為，而其合法原因乃是因為參加人依據「私法自

治及契約自由」理念及原則，原本即有選擇交易相對人之自由，則本來就

是介入、限制私法自治、契約自由的公平法各該實體規定，都將無其適用

餘地。既然本案判決認定參加人擁有 19.88%的市場占有率，而滿足行為時

公平法第 19 條第 2 款適用之市場占有率門檻，其所意味者即是其所謂差別

待遇、拒絕交易行為有可能對市場競爭造成限制競爭之虞，而倘若果真其

行為結果有限制市場競爭之虞，則縱令參加人舉出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之



531 

 

大纛，亦難能因此而免責。或許，重點應該是在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所為

以下事實之認定：「系爭物料有其他替代品，且均可自由進口，原告就使用

燃料或增碳劑，除向中碳公司或其下游經銷商購買外，因貿易商可自由進

口系爭物料及其替代品，原告亦得選擇自國外進口系爭物料、無煙煤、焦

碳及其他替代品以維持其於增碳劑市場之競爭活動，故對於最終需求者而

言，市場競爭機制可以維持充分競爭的狀態」。蓋縱令參加人擁有 19.88%

之市場占有率，但其所為拒絕交易行為，並未因此妨礙原告事業可以在其

他競爭事業購買系爭商品之可能性及自由，甚至原告事業亦可自由從國外

進口系爭物料，而無所謂其事業競爭活動因參加人的拒絕交易即因此受到

妨礙或限制。本案判決如此事實認定及論證方式，可能蘊含二種意義：（1）

本案系爭相關市場界定錯誤，倘若原告事業可以自由自國外進口系爭商

品，則其相關市場應包含國外市場，而非僅侷限於國內市場；（2）行為時

公平法第 19 條第 2 款適用前提之 10%市場占有率門檻，有過低之嫌，從

而縱令參加人擁有幾近 20%的市場占有率，其所與拒絕交易行為，依舊不

會對於系爭相關市場競爭帶來任何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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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案件 二十 瑞影伴唱帶案 

智慧財產法院 100 年度行公訴字第 2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1070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公平會依檢舉調查結果，認定原告（瑞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

影公司）與弘音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弘音公司）限制經銷商不

得同時代理、仲介或經營其他品牌 MIDI伴唱產品，並限制經銷商轉租 MIDI

伴唱產品之價格，構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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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註：

新法第 20 條第 5 款），乃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註：新法第 40 條），於

99 年 7 月 6 日以公處字第 099078 號處分書命原告與弘音公司自原處分書

送達之次日起，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並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及弘音公司罰鍰 70 萬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 100 年 4

月 28 日院臺訴字第 1000096322 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遂向提起

行政訴訟。 

（二）程序事實 

智慧財產法院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於 101 年 3 月 2 日，判決原告之

訴駁回。原告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上訴無理由，於 101 年 12

月 13 日，判決上訴駁回，本案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被告界定與原告競爭之市場範圍過於狹隘，難謂適法：被告僅依

據原告與經銷商之合約、原告 98 年度之經銷商會議資料與公告及稅務

資料等作為認定原告市占率之基礎，顯見，被告係基於不正確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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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出認定。又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並未將市場占有率超過 10%

列入要件，故被告率以「限制競爭之虞」之門檻即市場占有率 10%作

為認定原告市場力量之依據，顯增加法所無限制。  

（2）被告以原告市場地位認定原告與經銷商之約定屬不正當限制交易

相對人行為，顯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同法施行細則 27 條

及行政程序法第 9 條、第 36 條、第 43 條之規定：原告提出該約定係

考量 MIDI 產品市場結構，避免區域承包商挾其獨家經銷之地位，任

意選擇或拒絕與特定店家或放台主進行交易及前開約定實際上未造成

任何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情事。且被告未針對 97 年原告與經銷

商及放台主間市場現況、原告約定之真意詳為調查，僅以原告之市場

地位，片面就「限制經銷其他品牌產品」以及「限制經銷價格」等文

字認定原告違法，有所違誤。  

（3）原告於與區域承包商簽訂之協議書第 4 點第 2 項第 2.6 款約定之

目的，係為避免區域獨家承包之經銷商因取得獨家承包之市場地位而

在特定區域內不正當搭售及聯賣未經原告同意之伴唱產品，形成「壟

斷」致店家或放台主被迫接受其他品牌之伴唱產品。原告非全面禁止

經銷商代理、仲介或經銷其他品牌，自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規定。另原告經銷商既為取得獨家經銷商之地位而選擇與原告簽

約，係原告經銷商考量最有利之交易條件後之結果。原告已舉證說明

經銷商實際上多未依約定履行，即原告前開約定對於市場並無任何影

響，實質上原告前開所謂限制約定對於「下游業者與消費者間此產銷

階段之市場」受影響程度甚微，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非價

格垂直聯合之規範目的。  

2.被告主張 

（1）原告多次對外表示其市場力量及主要競爭對手為美華公司，而原

告及弘音公司於 98 年經銷商會議中表示其擁有許多專屬授權新歌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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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MIDI 伴唱產品發行商所無法立即擁有者，足證原告之經銷商具

有依賴關係。又依被告調查所得之事證、原告之陳述、經銷商對原告

及弘音公司產品之依賴性及其他公諸之事實（市場結構，如寡占市場

廠商家數少、代理發行伴唱產品之流行歌曲數目等），均足證原告不僅

具有相當市場力量，且交易相對人（經銷商或放台主）對其具有依賴

關係。原告自稱其市場占有率未及 10%，顯係卸責之詞。是原處分認

定原告 97 年於 MIDI 伴唱產品市場之市場占有率超過 10%，具有「限

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市場力量，事證充分且明確。  

（2）按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限制競爭或防礙公平競爭之虞」此一構

成要件，於實務上之解釋，如行為事業之市場占有率超過 10%，則其

限制事業活動之行為即具有「限制競爭或防礙公平競爭之虞」之市場

力量。而原告市場占有率達 37%，以及經銷商對原告產品之依賴性高，

足證原告之市場力量。原告及弘音公司擁有許多專屬授權新歌，此乃

原告經銷商另行承租原告及弘音公司之 MIDI 伴唱產品之主要因素，

足證原告之經銷商具有依賴關係。又經被告調查事證證明原告之真意

在於獨家經銷限制；原處分業已針對原告及弘音公司所提出獨家交易

限制之正面經濟效果，逐一審酌，並認無正當性。又原告之限制競爭

行為「已有限制競爭之虞」，不以經銷商是否實際遭原告終止或受其他

處罰為必要，抑或是經銷商是否實際因此與競爭對手終止契約為必

要。另原處分認定之違法事實，已針對原告意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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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判

斷，而關於原告提出尚有「禁止不正當之搭售、聯賣」之合理事由，

尚不足以正當化其獨家交易安排之反競爭效果。再者，經銷商如「同

時經銷」其他品牌之伴唱產品，並不必然有原告所稱「搭售或聯賣」

之情形或盜版爭議，且原告仍得就侵害著作權主張權利，是故原告之

主張亦非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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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告以契約、經銷商會議及公告方式限制其交易相對人之「獨家

交易限制」行為及「限制經銷商轉租 MIDI 伴唱產品價格」，均構成以

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公平交易法所禁止。  

（4）原處分所非難者係原告透過對經銷商之不合理之限制約款（獨家

交易限制行為），阻礙競爭對手擴張或取得銷售通路，形成市場封鎖之

效果，削弱或甚至消滅「品牌間競爭」；以及「限制經銷商轉租價格」，

使價格趨於一致，降低「品牌內競爭」，而有限制市場競爭之虞。是故

原告限制經銷商之行為，與是否真有「家用伴唱機」轉為營業用、或

是否依法申請公演證，以及申請公演授權市場之實務狀況，皆與原告

違法行為無涉。  

（二）本案爭點整理  

被告以原告限制經銷商不得同時代理、仲介或經營其他品牌 MIDI 伴

唱產品，並限制經銷商轉租 MIDI 伴唱產品之價格，構成以不正當限制交

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是否有理由？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智慧財產法院  

1.依據原告及弘音公司陳述，並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第 2 項

規定，審酌原告之行為意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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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原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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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限制 MIDI 伴唱產品市場競爭之

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之行為有二：  

（1）有關弘音公司及原告限制經銷商不得代理、仲介、經銷其他品牌

MIDI 伴唱產品之行為：按獨家交易之限制競爭效果，在於封鎖其他

既有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參與競爭之機會。原告及弘音公司乃為 MIDI

伴唱產品市場之第一大及第二大代理商，對區域承包商及各層級經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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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要求不得同時經銷其他品牌伴唱產品之限制……確有獨家交易限制

之事實。再查弘音公司及原告於本件相關市場之占有率合計超過

80%，已如上述，下游經銷商懾於弘音公司及原告之市場力量，為避

免因同時經銷他品牌伴唱產品而遭沒收保證金及終止契約之處罰，必

然被迫減少經銷其他競爭品牌之伴唱產品。下游各層級經銷商，包括

區域承包商、經銷商或一般放台主，大部分均直接或間接與弘音公司

及原告有交易關係，弘音公司、原告與下游業者之獨家交易限制行為

將阻礙競爭對手擴張或取得銷售通道，具有形成市場封鎖之效果，削

弱或甚至消滅「品牌間競爭」，足認弘音公司及原告對市場競爭產生實

質減損，已具限制競爭之效果。……弘音公司及原告雖主張獨家交易

限制之目的係因經銷商如合併經銷其他公司伴唱產品，將提高租金，

在店家不太需要其他歌曲情況下，降低店家承租意願，且同時灌錄數

品牌 MIDI 伴唱產品容易發生版權爭議云云，惟查店家承租伴唱機之

主要考量因素為 MIDI 歌曲多寡及租金高低，放台主為爭取交易機會

自得就本身之經營成本或競爭條件，自行決定是否同時經銷（灌錄）

其他品牌 MIDI 伴唱產品，或以較有利之產品組合或價格出租予店家，

放台主僅經銷弘音公司及原告之 MIDI 伴唱產品，未同時經銷其他品

牌 MIDI 伴唱產品，不必然提高店家承租意願，卻明顯減少經銷商及

店家選擇其他品牌伴唱產品之機會，縱放台主同時經銷之其他品牌

MIDI 伴唱產品，倘均係合法取得授權，復依約定灌錄於指定之伴唱

機內，即不生違反著作權法情事，即令伴唱機內有多數品牌之 MIDI

伴唱產品較容易發生版權爭議，仍得以著作權法主張權利，亦難以便

利著作權人主張權利而認其獨家交易限制行為有正當理由，弘音公司

及原告所為限制顯已逾越保護著作權人正當行使權利之必要合理範

圍，是以弘音公司及原告欲以獨家交易之限制，排除經銷商與其他競

爭者交易可能性之意圖至為明顯，欠缺促進競爭之合理化事由，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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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競爭產生實質減損，原告前揭行為顯已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之要件。 

（2）有關弘音公司及原告限制經銷商轉租 MIDI 伴唱產品價格之行

為：弘音公司及原告與區域承包商所簽訂之約定書及協議書內容雖謂

區域承包商係「承租」MIDI 伴唱產品供「轉租」店家使用，核其實質

交易內涵為「經銷出租權」。……弘音公司及原告之 MIDI 伴唱產品經

銷體系中之區域承包商或經銷商均為獨立事業，其「經銷出租權」之

利潤來自承租與轉租 MIDI 伴唱產品之價差。弘音公司及原告出租

MIDI 伴唱產品之直接交易相對人為區域承包商或經銷商，並非最終

使用者店家，且區域承包商於簽訂之約定書或協議書時，均已依約定

之承租價格計算承租保證金，開立支票，嗣實際經銷後再扣抵保證金。

換言之，就承包套數之轉租與否之風險已由區域承包商承擔，弘音公

司及原告既已將轉租之風險移轉至區域承包商，仍於契約中限制區域

承包商轉租價格，其為使區域承包商出租 MIDI 伴唱產品時不為價格

競爭之意圖甚為明顯。又弘音公司及原告因於伴唱產品市場之市埸占

有率合計超過 80%，區域承包商鑑於弘音公司及原告之市場力量，為

避免因違反最低轉租價格之約定而遭終止契約，區域承包商被迫選擇

遵守約定轉租價之可能性甚高，實質上已剝奪區域承包商自由決定

MIDI 伴唱產品轉租價格之空間。弘音公司及原告限制下游區域承包商

自由決定轉租價格，易使 MIDI 伴唱產品經銷價格趨於一致，降低相

同產品在不同經銷通道間之品牌內競爭，有限制市場競爭之虞。……

查前揭約定書或協議書訂有最低轉租價格之約定，及得不經催告終止

契約之不利益條款，必然產生一定法律上之拘束力。又鑑於弘音公司

及原告之市場地位，倘遭該二公司終止契約將對營業影響甚鉅，區域

承包商實已受前開不利益制裁措施之拘束，縱弘音公司及原告尚未實

際執行該項約款權利，仍有限制競爭之虞，原告前揭行為顯已符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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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之要件。  

2.原告之真意在獨家經銷限制：原告及弘音公司於「98 年度 MIDI 經

銷商會議」及公告明白表示「承包商、經銷商及本公司所有合作伙伴…

不得將其他公司伴唱產品，與『弘音精選 MIDI』、『弘音精選 MIDI 穩

讚』伴唱產品進行附合、連結或搭售，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於

代理、仲介、經銷等）參與任何其他公司伴唱產品經銷活動，否則瑞

影公司、弘音公司將終止合作」，綜觀其文義可知，不得將其他公司「伴

唱產品」與原告「伴唱產品」「進行附合、連結或搭售」係指將不同品

牌產品（MIDI 音樂軟體）為實體上、技術上之連結，即將歌曲本身灌

錄、重製或結合於特定載體而言。且查，原告所稱之產品「搭售」，與

公平交易法所規範之搭售行為係指行為主體將「自己」得分別銷售之

產品，不正當要求交易相對人同時購買之意涵，完全不同，實際上或

有涉及著作權合理使用與侵害著作權之爭議，此與事業單純代理、仲

介及經銷其他品牌產品等商業行為有所區別。又既然「附合、連結或

搭售」與「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於代理、仲介、經銷等）參與

任何其他公司伴唱產品經銷活動」同為被列舉之限制活動，則其解釋

上自有其不同意涵，自無從主張限制經銷商「代理、仲介、經銷」之

原意即在限制「附合、連結或搭售」。原告辯稱其限制乃「因為由同一

個放台主同時灌多家公司之歌曲，不確定是否取得合法授權，較容易

發生版權的爭議」云云。但查，區域承包商所承包之套數並非全數自

行放台，且大部分係經銷予其他放台主，故單純經銷之情形，因 MIDI

歌曲並非區域承包商自行灌錄，故大多無產品實際連結之情事。  

3.原告辯稱避免轉租價格之增加部分：查原告除獨家交易限制外，尚

與區域承包商約定「最低」轉租價格，區域承包商必須以高於約定價

格轉租，否則違反契約約款，顯見原告辯稱獨家交易限制係為避免增

加轉租價格，不足採信。又查，店家承租伴唱機之主要考量因素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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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機硬體設備優劣，MIDI 歌曲多寡及租金高低，放台主為爭取交易機

會自得就本身之經營成本或競爭條件，自行決定是否同時經銷（灌錄）

其他品牌 MIDI 伴唱產品，或以較有利之產品組合或價格出租予店家。

故若放台主僅經銷原告及弘音公司之 MIDI 伴唱產品，未同時經銷其

他品牌之 MIDI 伴唱產品，並不必然提高店家承租意願，卻明顯減少

經銷商及店家選擇其他品牌伴唱產品之機會。是以，原告及弘音公司

企圖以獨家交易之限制，排除經銷商與其他競爭者交易可能，故其辯

稱係為避免經銷商或放台主增加轉租價格，並非可採。  

4.原告辯稱避免盜版部分：……按經銷商同時經銷之其他品牌 MIDI

伴唱產品，如均為合法取得授權，且依約定灌錄於指定之伴唱機內，

即不必然會產生不同品牌產品間非法「附合、連結或搭售」之情形，

如確有非法重製侵害原告著作權者，前述「為避免經銷商任意將原告

伴唱產品與有侵權疑慮」而限制產品「附合、連結或搭售」之約定，

業足以保護原告之著作權受非法重製，縱因伴唱機內有多種品牌之

MIDI 伴唱產品較「容易」發生版權爭議，亦難謂須以獨家交易限制競

爭之手段始得保障其著作權，故此限制行為已逾越保護著作權人正當

行使權利之必要、合理範圍。是以，原告為避免盜版而為限制不得同

時代理、仲介或經銷其他品牌之行為，並無必然性，且逾越行使著作

權之必要、合理範圍。 

5.原告辯稱係為增加經銷商之競爭力、忠誠度部分：查原告係以經銷

商會議、公告及契約等不同方式為獨家交易限制，且限制對象廣泛擴

及「承包商、經銷商及本公司所有合作伙伴」，即各層級經銷商皆受其

限制，足見原告並非係提供較有利之經銷利潤予區域承包商，使區域

承包商據以自行選擇（或決定）經銷何種品牌 MIDI 伴唱產品較為有

利，進而產生所謂經銷忠誠度，且原告挾其較多新歌專屬授權之市場

優勢，多方限制經銷商及放台主獨家交易，亦非產生經銷商競爭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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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度之正當行為……。 

6.原告主張係為維持原告產品品質及供應商之信譽部分：按高科技產

業或其他著重售後服務之產業，事業為維護自己品牌之信譽，嚴選經

銷商或為特殊交易限制，或有其正面經濟效果。然查，原告之 MIDI

伴唱音樂軟體，由經銷商經銷（轉租）後，即為放台主（伴唱產品出

租業者）之多項投入成本之一，店家針對放台主所提供之硬體設備或

軟體內容及維修服務等品質，自行選擇放台主，故放台主所提供之伴

唱機出租服務，與原告之 MIDI 伴唱信譽無直接關連，且如經銷商或

放台主涉有盜版或非法重製等侵權著作權之情事，原告自得依著作權

法主張權利，難謂須以獨家交易限制競爭之手段始得保障其著作權而

維護其品質或信譽，原告之行為已逾越保護著作權人正當行使權利之

必要、合理範圍。  

7.原告之經銷商對原告及弘音公司之 MIDI 伴唱產品具有依賴關係： 

（1）查原告及弘音公司於 98 年經銷商會議表示其擁有八點檔新歌、

流行新歌及 KTV 排行榜歌曲，該等專屬授權之歌曲乃其他 MIDI 伴唱

產品發行商所無法立即擁有者，此乃原告經銷商除承租音響硬體設備

外，尚另行承租原告及弘音公司之 MIDI 伴唱產品之主要因素，足以

證明原告之經銷商對原告及弘音公司之 MIDI 伴唱產品具有依賴關

係。 

（2）放台主亦表示承租伴唱機之店家多屬餐廳及小吃店，伴唱機係為

供店家營業用，如伴唱機內僅有底歌，不另灌錄原告或弘音公司或其

他品牌 MIDI 歌曲之伴唱機，將不會有店家願意承租，幾乎沒有競爭

力。 

（3）又原告之經銷商亦表示金嗓伴唱機原有底歌雖有數千首，但因歌

曲老舊，又不好唱，少有店家不另要求加灌其他歌曲者，亦足以證明

原告之交易相對人（經銷商或放台主）對其具有依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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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綜上，依據被告依職權調查所得之事證、原告自己之陳述、經銷商

對原告及弘音公司產品之依賴性及其他公諸之事實，如市場結構，如

寡占市場廠商家數少、代理發行伴唱產品之流行歌曲數目等，足以證

明原告不僅具有相當市場力量，且原告之交易相對人（經銷商或放台

主）對其具有依賴關係。故原告自稱其市場占有率未及 10%，核不足

採。 

（二）最高行政法院  

1.本件相關產品市場乃界定為 MIDI 伴唱產品，且 MIDI 伴唱產品為

音樂著作權物，事業於取得授權後即得發行與經銷，並無地理上之限

制，應以「全國」為地理市場，而 97 年間 MIDI 伴唱產品市場之主要

參與者為上訴人、弘音公司、美華公司及優世大公司等事業，97 年

MIDI 產品代理商主要為弘音公司、上訴人、美華公司及優世大公司，

依其 MIDI 產品營業額計算，97 年弘音公司及上訴人於 MIDI 伴唱產

品市場之市占率分別為 37%及 50%，合計超過 80%以上，上訴人及

弘音公司於 MIDI 伴唱產品市場具相當市場力量，上訴人有限制經銷

商不得代理、仲介、經銷其他品牌 MIDI 伴唱產品及限制經銷商轉租

MIDI 伴唱產品價格之行為之事實。  

2.市場占有率超過 10%僅是原審所認有限制競爭之虞之門檻，縱然現

行法並未有此門檻規定，惟市場占有率達 10%者，不能謂無一定市場

占有率。原審說明如以上訴人所主張每年權利金 3 億元計算上訴人之

占有率，約達 37.66%之市場占有率，已遠超過上述就市場占有率 10%

之門檻。況依原審附表數據來源計算上訴人之市占率更達 50%。則原

審據此認上訴人在 MIDI 伴唱產品市場已具有相當市場力量，於法尚

無違誤。上訴人主張原審以上訴人之市場占有率高，已顯著超過「限

制競爭之虞」之門檻即市場占有率 10%，即認有相當之市場力量，係

增加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所無之限制乙節，非為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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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件上訴人相關市場之占有率已達 50%，下游經銷商因上訴人之市

場力量，為避免因同時經銷他品牌伴唱產品而遭沒收保證金及終止契

約之處罰，必然被迫減少經銷其他競爭品牌之伴唱產品。下游各層級

經銷商，包括區域承包商、經銷商或一般放台主，大部分均直接或間

接與上訴人有交易關係，上訴人與下游業者之獨家交易限制行為，將

阻礙競爭對手擴張或取得銷售通道，具有形成市場封鎖之效果，削弱

或甚至消滅「品牌間競爭」，自已足認上訴人對市場競爭產生實質減

損，已具限制競爭之效果。原審已說明上訴人出租 MIDI 伴唱產品之

直接交易相對人為區域承包商或經銷商，並非最終使用者店家，且區

域承包商於簽訂之約定書或協議書時，均已依約定之承租價格計算承

租保證金，開立支票，嗣實際經銷後再扣抵保證金。亦即就承包套數

之轉租與否之風險已由區域承包商承擔，上訴人既已將轉租之風險移

轉至區域承包商，仍於契約中限制區域承包商轉租價格，其為使區域

承包商出租 MIDI 伴唱產品時不為價格競爭之意圖甚明；區域承包商

鑑於上訴人之市場力量，為避免因違反最低轉租價格之約定而遭終止

契約，區域承包商被迫選擇遵守約定轉租價之可能性甚高，實質上已

剝奪區域承包商自由決定 MIDI 伴唱產品轉租價格之空間。上訴人限

制下游區域承包商自由決定轉租價格，易使 MIDI 伴唱產品經銷價格

趨於一致，降低相同產品在不同經銷通道間之品牌內競爭，有限制市

場競爭之虞；前揭約定書或協議書訂有最低轉租價格之約定，及得不

經催告終止契約之不利益條款，必然產生一定法律上之拘束力。鑑於

上訴人之市場地位，倘遭上訴人終止契約將對營業影響甚鉅，區域承

包商實已受前開不利益制裁措施之拘束，縱上訴人尚未實際執行該項

約款權利，仍有限制競爭之虞等情明確。經核並無不合。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法院認定以獨家交易做為保護著作權，以逾著作權保護之合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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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亦不構成限制交易之正當理由。  

五、本案評析 

本案所設籍者，為本案原告與同類型案件之另一案原告之弘音公司（參

照智慧財產法院 100 年度行公訴字第 1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裁

字第 2643 號裁定之弘音伴唱帶案），所為獨家交易限制行為，是否違法行

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之問題。既然是有關該款規定之適用問題，

則在行為時該款規定通常要求必須擁有至少 10%以上市場占有率的門檻要

求下，法院判決自然亦必須界定相關市場並確定原告事業於此相關市場之

市場占有率。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認定：「本件相關產品市場乃界定為 MIDI

伴唱產品，且 MIDI 伴唱產品為音樂著作權物，事業於取得授權後即得發

行與經銷，並無地理上之限制，應以『全國』為地理市場，而 97 年間 MIDI

伴唱產品市場之主要參與者為上訴人、弘音公司、美華公司及優世大公司

等事業，97 年 MIDI 產品代理商主要為弘音公司、上訴人、美華公司及優

世大公司，依其 MIDI 產品營業額計算，97 年弘音公司及上訴人於 MIDI

伴唱產品市場之市占率分別為 37%及 50%，合計超過 80%以上」。依據此

一事實認定，則本案原告事業不僅本身已可單獨成為公平法所稱之獨占事

業，其與弘音公司二者，亦皆可認定為公平法上之獨占事業。渠等所為獨

家交易行為似乎毫無疑問該當於行為時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以不公平之

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之獨占地位濫用行為。當然，此

又涉及公平會法律適用慣常喜好避難、逃難至行為時第 19 條各款規定，而

非直接對獨占事業適用以當時第 10 條規定之問題。  

原本只要確認本案原告或弘音公司之市場占有率已達 10%以上，即可

啟動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之適用，但不知為何，本案原審智慧

財產法院於肯定原告事業擁有前述之高市場占有率後，又認定「原告之經

銷商對原告及弘音公司之 MIDI 伴唱產品具有依賴關係」。依賴關係或所謂

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存在與否，與市場占有率多寡間，並無絕對或相對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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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存在，縱令本案原告事業市場占有率未達 10%，依據傳統學說及實務

之見解，其交易相對人依舊可能對原告存有依賴關係，而公平會實務運作

亦採取此種見解，從而於該會會 2016 年 2 月 17 日第 1267 次委員會就公平

法第 20 條適用的市場占有率門檻有如下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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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此，僅就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之適用而言，其依賴關係有無

其探討之必要性，乃是取決於行為人之市場占有率是否未達行為當時 10%

市場占有率之要求，從而以依賴關係彌補其不足，並基此依賴關係的存在

而認同第 19 條第 6 款的適用。在本案原告事業已經擁有高達 50%、二事

業共同擁有 80%以上市場占有率的事實認定下，再就本案原告與其經銷商

間依賴關係存在有無，加以探討，無異是畫蛇添足。  

不論如何，於肯定本案原告市場占有率已達 10%以上，而可啟動行為

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適用的情況下，本案原審判決認定原告有（1）

限制經銷商不得代理、仲介、經銷其他品牌 MIDI 伴唱產品之獨家交易限

制行為，以及（2）限制經銷商轉租 MIDI 伴唱產品價格之限制最低轉租價

格行為。無庸贅言，二種行為所導致的限制競爭效果，係屬於不同類型。

在獨家交易之情形，其目的、效果乃是排除其他競爭事業進入市場或參與

競爭；相對於此，限制最低轉租價格，其行為目的、效果並不在於排除競

爭事業的市場進入或參與競爭，而是令其下游業者所處之相關市場，不再

有價格競爭的存在。原本，上開（2）之限制最低轉租價格行為，當可藉由

現行公平法第 19 條之限制轉售價格加以規範，然而由於該條規定以「買賣」

行為為前提，因為本案行為乃是「轉租」，而非「轉賣」，故而於文意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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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適用限制轉售價格之規定。然而，限制轉售價格規定之重心，並不在於

其交易相對人與第三人的交易行為是買賣關係、服務提供關係、授權關係、

抑或是租賃關係之法律關係形式問題，而在於行為人是否限制下游市場的

價格競爭問題，不論此種競爭是買賣價金、服務報酬、授權金、抑或是租

金的競爭，皆應加以規範。就此而言，現行公平法第 19 條規定內容，或有

重新加以思考之必要。或許，比較幸運的是，因為現行公平法第 19 條限定

於買賣行為的類型，從而導致其他交易價金限制行為無法適用該條規定，

而必須適用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回歸當有的競爭法適用理

念，縱使對於交易價金的限制，亦必須要求行為人必須擁有一定以上的市

場占有率或市場力，其所謂交易價金限制行為，方可能滿足限制競爭之虞

的對市場效果要件。  

不論如何，在本案原告擁有高度市場占有率的情況下，且其本案行為

不是獨家交易的排除競爭者行為，就是限制相關市場價格競爭的行為，在

在都可以肯定原告行為滿足限制競爭之虞的對市場效果要件。原告最後的

手段，只能舉出其所為行為具有正當理由，而抗辯、阻卻其違法性。就此，

原告主張其行為係為（1）增加經銷商之競爭力、忠誠度、（2）維持原告產

品品質及供應商之信譽。對此（1）之抗辯，本案原審判決認為：「原告係

以經銷商會議、公告及契約等不同方式為獨家交易限制，且限制對象廣泛

擴及『承包商、經銷商及本公司所有合作伙伴』，即各層級經銷商皆受其限

制，足見原告並非係提供較有利之經銷利潤予區域承包商，使區域承包商

據以自行選擇（或決定）經銷何種品牌 MIDI 伴唱產品較為有利，進而產

生所謂經銷忠誠度，且原告挾其較多新歌專屬授權之市場優勢，多方限制

經銷商及放台主獨家交易，亦非產生經銷商競爭力與忠誠度之正當行為」，

而否定其抗辯。針對（2）之抗辯，原審判決認為：「原告之 MIDI 伴唱音

樂軟體，由經銷商經銷（轉租）後，即為放台主（伴唱產品出租業者）之

多項投入成本之一，店家針對放台主所提供之硬體設備或軟體內容及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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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等品質，自行選擇放台主，故放台主所提供之伴唱機出租服務，與原

告之 MIDI 伴唱信譽無直接關連，且如經銷商或放台主涉有盜版或非法重

製等侵權著作權之情事，原告自得依著作權法主張權利，難謂須以獨家交

易限制競爭之手段始得保障其著作權而維護其品質或信譽，原告之行為已

逾越保護著作權人正當行使權利之必要、合理範圍。」  

實則，在原告實質上已擁有獨占地位的情況下，其所為排除競爭者進

入市場或參與競爭之行為，於絕大多數皆難肯定其有正當事由的抗辯存

在。本案原審判決否定原告正當事由之抗辯，亦有其理。  

最後，在看完本案判決所涉及的事實後，要提出的疑問是，本案歷審

判決一再強調本案原告及弘音公司皆有同樣的「限制經銷商不得代理、仲

介、經銷其他品牌 MIDI 伴唱產品之獨家交易限制行為」，以及「限制經銷

商轉租 MIDI 伴唱產品價格之限制最低轉租價格行為」；對此事實認定，直

覺的想法是，本案當非單純的原告事業與弘音公司二家事業各自所為的單

獨獨家交易、轉租價格之限制競爭行為，而係二家事業藉由某種方式的合

意，就交易相對人及其商品或服務價格，共同約定而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

聯合行為，不無檢討渠等行為是否有該當於聯合行為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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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案件 二十一 和安行藥品 1 元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780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31 號判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度訴更一字第 15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裁字第 1683 號裁定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公平會認原告和安行股份有限公司以遠低於進貨成本之新臺幣（下同）

1 元競標銷售隆柏立普能膜衣錠 10 毫克藥品（LexaproTablets，下稱系爭藥

品），檢舉人東竹公司自 97 年起開始銷售國內第一個與「隆柏」立普能膜

衣錠 10 毫克藥品主成分相同之學名藥，即積極爭取同屬國內醫學中心高醫

附設醫院之交易機會，因原告於 97 年間以遠低於進貨成本之 1 元低價參標

行為，排除東竹公司藉此取得後續參加國內多數大型醫院採購標案之資格

條件，原告排除其他廠商參與競爭之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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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程序事實 

公平會以民國 100 年 9 月 8 日公處字第 100163 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

命原告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並處原告罰鍰

300 萬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前經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1年度訴字第 780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下

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原判決），公平會提起上訴，復經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31 號判決廢棄臺灣高等法院原判決，發回更審。經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判決 103 年度訴更一字第 15 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原告不服，提起

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裁字第 1683 號裁定上訴駁回，本案確定。 

二、本案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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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原告並未減損市場之自由競爭機能：原告於 96 年與 97 年間，於

高醫附設醫院每年銷售金額僅分別為 256 萬與 182 萬餘元。97 年銷售

金額下降之原因，係因原告於 97 年 9 月投標時，合理運用贈品額度之

低價銷售行為，實具有商業倫理性。  

（2）本件市場之界定範圍，係以全國市場為劃分，原告於高醫附設醫

院之交易金額每年營業額僅約為 100 多到 200 萬左右，從全國市場來

看是極低之銷售金額，甚至有呈現虧損之狀態，是以，縱認公平交易

法第 19 條第 3 款具有「不公平競爭」之本質，然因原告之行為，其銷

售金額所占全國市場之比重極低，自無減損市場之自由競爭機能之可

能。 

（3）縱認為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具有「不公平競爭」本質，原

告以低價得標之行為，尚無悖於前揭之規定：比價競爭行為在政府採

購中可能帶來公帑減支、減少國家預算支出，在自由經濟市場中往往

使消費者獲得最終利益，因此具有競爭關係之各方於比價過程中同時

以「低價」相互競爭，或許影響競爭者間之私益，但公權力此時介入

市場卻未必是達成維護公益目的，據此，原告認為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適用上應從嚴解釋。次查，當競爭關係之各方同時相互以

「低價」在影響他方市場競爭力，任一方是否有合致於「不正當手段」

之行為，應有更為精確之思維。反之，倘若任一方合致於「不正當手

段」，其競爭對手亦難卸責於違反公平交易法。本件被告認定原告與東

竹公司在高醫附設醫院 97 年 9 月採購案件中，原告「隆柏」立普能膜

衣錠以「低價」即每顆 1 元之價格投標，惟查，東竹公司「抑鬱錠」

係以每顆 9 元價格投標，亦係以「低價」參與投標，假設原告與東竹

公司在藥品品質上相當，在此一交易雙方之報價均係出於自我之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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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單純報價並非一種法律所定「不正當手段」之態樣，對於競爭

之他方並無造成利益損害可言，反而使高醫附設醫院獲得最終利益，

故比價競爭應非屬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範之「不正當手段」態

樣。 

（4）原告於 98 年虧損 140 萬元，於 99 年虧損 175 萬元，縱原告有違

法行為，然考量原告並無因違法行為而獲取利益，原處分卻逕處以 300

萬元如此鉅額之罰鍰，除有違反比例原則外，更與公平交易法第 36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相悖。  

2.被告主張 

（1）被告係將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4 及 5 款歸類為「不公平競爭」

行為，而將第 1、2 及 6 款歸屬「限制競爭」行為之範疇。所謂「限制

競爭行為」，係居市場控制地位事業濫用經濟力、事業結合、聯合，乃

至於具市場一定優勢地位事業所為之個別限制競爭行為，因可能對於

相關市場之正常競爭秩序構成危害，故在規範上，乃著眼於競爭機能

及整體經濟秩序之維持。換言之，限制競爭法係以宏觀之角度，就整

體市場狀況加以考量，避免市場因經濟力之過度集中而無從發揮應有

之效能；因此，以限制競爭法介入事業之營業活動，原則上應考量涉

案事業之行為對相關市場所可能造成或已經造成之影響。如屬限制競

爭行為，其非難性為對市場競爭結構之不當影響，故需一定市場力量

者，始可構成。而所謂「不公平競爭行為」，因此類行為將對個別事業

之商業活動造成損害，乃在促使事業依據一般商業習慣從事經濟活

動，維護商業關係之忠誠堅實。亦即，不公平競爭乃係以微觀之角度，

就個別事業之競爭行為判斷其是否侵害其他參與市場活動之事業應有

之權益，所重者乃系爭行為是否具有商業倫理之非難性。換言之，不

公平競爭行為，其非難性為其競爭手段本身已違反商業倫理與違反效

能競爭，故為不公平競爭行為之事業不以具有一定市場力量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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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告為避免東竹公司參進市場後所形成之價格競爭，以系爭 1

元低價參標行為，封鎖東竹公司抑鬱錠 10 毫克藥品進入國內醫學中心

之交易機會，避免東竹公司藉此取得參加國內多數大型醫院採購標案

之資格條件，以維持原告於國內大型醫院能持續獨家供應系爭藥品之

競爭優勢地位。原告系爭低價參標行為，目的在於排除東竹公司銷售

之抑鬱錠 10 毫克藥品參與競爭，且無其他具體事證足認原告之 1 元低

價參標爭取高醫附設醫院交易機會之行為有其正當之理由而無悖於商

業倫理。…朗德貝克公司於系爭藥品採購標案之前，即知東竹公司及

其抑鬱錠 10 毫克藥品，並且對於前開藥品仿單內容存有爭議，原告竟

稱於投標時不知「東竹公司」。復查，原告於本案調查期間即表示「高

醫曾一再對本公司業務人員傳達出有競爭對手在此次比價程序中，將

以極低價格報價之訊息」，是原告訴稱其無排除東竹公司競爭之認識、

意欲及主觀意思等情，顯係狡飾之詞，並不足採。  

（3）退步言之，縱認本案系爭行為係屬限制競爭行為，原告於相關市

場有顯著之市場地位，亦已構成違法。高醫附設醫院…核准之藥品為

比價競標資格，並未涵蓋其他治療憂鬱症之藥品，該院實際亦僅通知

東竹公司及原告參與比價，故本案系爭高醫附設醫院於 97 年 9 月藥品

採購標案應以「主成分為愛西塔洛能（Escitalopram）且適應症為治

療憂鬱症之藥品」為產品市場範圍。  

（4）原告以最低單位價格每顆「1 元」參與比價其本意在於確實達到

排除他事業競爭之目的。而原告辯稱以 1 元投標為贈品云云，係原告

卸責之詞，且與事證不符。…本案「隆柏」立普能膜衣錠藥品並非因

其他任何主要商品之銷售所附送，並未合致「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贈

品贈獎促銷額度案件之處理原則」規範事業銷售商品或服務附送贈品

之行為。…原告於行政救濟階段始提出前開新事證，改口稱係原廠提

供之贈品，其為活用贈品云云，且原告並未說明將前開免費樣品獨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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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醫附設醫院並大量給予，並且未分配予國內其他醫學中心或醫療院

所而對原告具有經濟利益之正當理由，由此益見原告一再更改說詞顯

係為避責。 

（5）原告為避免東竹公司參進市場後所形成之價格競爭，違法行為之

動機惡性重大…嚴重影響其競爭對手東竹公司抑鬱錠 10 毫克藥品之

營收，並妨害系爭藥品市場之公平競爭…原告於本案系爭藥品市場具

有顯著之市場地位…，裁處罰鍰 300 萬元，於法並無不合。  

（6）美國原廠藥製造商 Abbott 公司以給付一定代價給學名藥製造廠

之方法，阻止學名藥製造商 Geneva 公司及其他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

保障原廠藥製造商 Abbott公司能持續藉由含 terazosinHCL成分的藥品

獲取高額利潤，被美國 FTC 認定為「具有限制競爭的本質與傾向而且

構成不公平競爭」。對照本件原告以系爭 1 元投標行為，封鎖東竹公司

抑鬱錠進入國內醫學中心交易機會，排除東竹公司參進市場後所形成

之價格競爭，因而得以確保原告的後續獲利，本件情形與上開美國之

案例實為異曲同工。本件原告並無其他任何經濟理性之正當理由得解

釋其何以不惜血本低價競標，除為了阻止東竹公司進入市場外，別無

合理解釋，故原處分認定原告以 1 元投標，不具正當合理性，且確屬

不公平競爭行為。  

（二）本案爭點整理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之「其他不正當方法」之解釋？  原告是否

有排除東竹公司競爭之目的？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780 號判決 

1.本件所涉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依其立法理由，係認維護交易

秩序，確保公平競爭，為本法之立法目的，故載有礙公平競爭之行為，

應予禁止，而商業上之競爭固為市場機能之發揮，惟以違反正常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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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之方法迫使或誘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其交易，顯違公平，故

應予禁止，是該款係為避免行為事業以非屬效能競爭本質之行為，爭

取交易機會，應可歸類於不公平競爭行為。  

2.公平法第 19 條第 3 款揭示禁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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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關於其他不正當方法

之解釋，應具有與例示之「脅迫」、利誘」共同特徵，即相對人之交易

意願受到強制、不正當誘引，而使其無法為適當判斷，始足當之，蓋

經濟行為，本係一連串選擇與比較利益法則之運用，故在未涉及詐欺、

誤導之情形下，供給與需求間以利益爭取，以比較利益而為選擇，本

屬自由市場之常態，故所謂不正當方法之判斷，應考量行為之性質、

有無其他增進之利益、行為人之動機、因果關係、及其他加害人與被

害人間之關係與商業習慣等而為認定。  

3.按「本法所稱競爭，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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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第 4 條

定有明文，故依此規定可知，事業以有利價格、數量、品質、服務爭

取交易機會之行為，本為法所許。  

4.本件原處分認定原告以遠低於進貨成本之 1 元價格為競標，係出於

排除東竹公司參進市場之動機…原告所稱因聽聞競爭事業欲進行價格

競爭，而為保有原交易對象，遂亦採用低價競爭之策略，衡情並非全

無可能，被告認定原告係出於封鎖東竹公司進入國內醫學中心交易機

會之動機，尚難認有具體事證可佐。…原告前述與東竹公司競爭比價

之單一行為，是否足以發生被告所稱逼使東竹公司知難而退，及封鎖

其交易機會之效果，實值存疑。…且東竹公司復可獲得高醫附設醫院

採購系爭藥品比價之機會，顯見高醫附設醫院就系爭藥品之採購或東

竹公司之供藥資格，並未設有特別之限制…是其認定原告為免後續競

爭，有意排除東竹公司參進醫學中心之交易機會，致有限制競爭或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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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公平競爭之虞，尚有未憑證據認定事實之違法。  

5.原告之 1 元低價取得高醫附設醫院系爭藥品採購標案，尚無經濟理

性之合理事由一節…原告就此金額非鉅之交易，與東竹公司為價格競

爭，就其獲利情形或許不符經濟考量，然原告如同時考量其他商業因

素，亦難逕認原告系爭交易，無經濟理性之合理事由。且就系爭交易

獲利與否而言，被告於衡酌特定商品之獲利程度，應就特定商品之全

部交易而為觀察，始為周全，本件被告僅以健保給付系爭藥品之金額

為據，未調查系爭藥品於各醫療院所實際之交易價格、折讓、贈品及

數量，據為比較銷售金額與成本之基礎，而僅以個別交易觀察，逕以

原告無獲利可能，而認原告系爭交易無經濟理性之合理事由，其認定

事實亦有錯誤。  

（二）最高行政法院  

1.公平法第 19 條第 3 款及第 41 條第 1 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第 19 條

第 3 款規定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之方式或手段，

除「脅迫」、「利誘」外，尚包括「其他不正當方法」。析言之，該款規

範之行為之方式或手段，具有「不正當」之共同特徵；觀其立法例係

於「脅迫、利誘」外，再明文規定「或其他不正當方法」，而非規定「或

其他相類（似）之不正當方法」；則本款所指「其他不正當方法」當解

釋為「脅迫、利誘」以外之其他一切不正當方法，並非以具有「脅迫、

利誘」之共同特徵為限，即不以相對人之交易意願受到脅迫、利誘而

無法適當判斷為限。又所謂「不正當方法」，參照該規定之立法理由：

「維護交易秩序，確保公平競爭，為本法之立法目的，故有礙公平競

爭之行為，應予禁止：…七：所謂無正當理由或不正當方法，應從其

阻礙公平競爭之性格加以解釋。通常應綜合行為人之意圖、目的、市

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及履行情況後，從維持公平競爭秩

序之觀點，個別加以判斷。」故判斷事業行為是否為不正當方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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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自應就行為人是否出於明知故意而

採行手段以排除其他競爭者，使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如欠缺正當

理由，則係典型的不公平競爭行為，具有高度的可非難性，其結果亦

同時影響其他競爭事業於市場上為積極自由地從事效能競爭之可能

性，而產生限制競爭之實際效果。原判決認上開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關

於其他不正當方法之解釋，應具有與例示之「脅迫、利誘」共同特徵，

即相對人之交易意願受到強制、不正當誘引，而使其無法為適當判斷，

始足當之等詞，核有適用公平法第 19 條第 3 款不當之違誤。 

2.被上訴人何以採取與以往交易情形不同且不惜血本之方式，以低於

成本價 1 元投標，其目的何在？有無正當商業合理性？其行為是否影

響相關市場公平競爭？原判決就此攸關判決結果之重要攻擊防禦方

法，未依職權予以調查釐清並詳述其認定事實之依據與得心證之理

由，核有未洽。…原判決謂上訴人就其所稱國內各醫學中心、區域醫

院以及大型地區醫院，通常需有其他醫學中心之採用證明，方可參與

該等醫院採購標案之比價程序一節，未提出各醫學中心相關藥品申請

進用程序以實其說，是其認定被上訴人為免後續競爭，有意排除東竹

公司參進醫學中心之交易機會，致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尚有未憑證據認定事實之違法云云，亦非有據。  

（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度訴更一字第 15 號判決 

1.原告為維持系爭藥品之原市場地位，卻以低於進貨成本價格 12 元之

1 元投標，外觀上即係以賠錢（每賣 1 顆即賠負 11 元）方式投標，有

無以低價搶標之不正當方法，以避免另 1 家參與投標競爭之東竹公司

進人國內醫學中心系爭藥品市場之交易機會，不無疑義。  

2.被告依健保署提供之資料（見原處分卷不可閱覽卷第 1757 頁至第

1761 頁），計算原告 97 年度系爭藥品於國內主成分為愛西塔洛能

（Escitalopram）藥品市場之占有率為 98.39%，顯見原告於本案系爭



555 

 

藥品市場具有顯著之市場地位，尚無不合。是原告系爭藥品市場於國

內主成分為愛西塔洛能之市場即具有顯著市場地位，堪予認定。又原

告與東竹公司比價競爭，係以全國為系爭藥品經銷區域，並無地理區

域限制，自應以全國地理市場為範圍。  

3.原告雖以 1 元投標，但因國外原廠還有搭配 8,000 盒之贈品優惠，足

以補足虧損部分等語。惟查…原告對此之說詞前後反覆，立場未趨一

致，則所稱國外原廠還有搭配 8,000 盒之贈品優惠，足以補足虧損部

分等語，難謂無事後臨訟杜撰之嫌…是其對高醫附設醫院系爭採購

案，以超低價 1 元投標，係針對另投標競爭對手即東竹公司而為，目

的在維持原系爭藥品市場之優勢地位，以避免東竹公司之抑鬱錠有進

入國內醫學中心之交易機會，應可堪認定…原告以系爭藥品每顆「1

元」之超低價參與比價，目的在妨礙東竹公司在系爭藥品相關藥品市

場之競爭。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台北高行原判決認為其他不正當方法之解釋，應具有與例示之「脅

迫」、利誘」共同特徵，即相對人之交易意願受到強制、不正當誘引，而使

其無法為適當判斷，並考量整體市場現況判斷；事業以有利價格、數量、

品質、服務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本為法所許，且依本案證據難逕認原告

系爭交易，以排除東竹公司競爭為目的而無經濟理性之合理事由。最高行

則認為本款「其他不正當方法」之解釋，並非以具有「脅迫、利誘」之共

同特徵為限，且依據立法理由應考量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出於其他不正當方

法。台北高行更審判決依據最高行之法律見解，事實部分除認本案市場應

以全國地理市場為範圍外，就原告動機部分之事實認定均採公平會之主

張，並判決原告採取 1 元低價投標，不具競爭之商業合理性，認定已違反

公平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公平會、最高行之見解似與過去公平會在「貿元檢舉永記防火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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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平會認為「…「其他不正當方法」係相對於「脅迫」、「利誘」以外

之概括規定，惟其亦應與脅迫、利誘之手段或方法本質相類似者始足當之，

亦即其他不正當方法須與脅迫、利誘同樣能強制或促使交易相對人與該事

業為交易行為，或扭曲交易相對人之選擇，始符合該條款之構成要件…」

之見解不同。 

五、本案評析 

從本案判決及判決過程中公平會之主張，又可見公平會將相當清楚、

明白屬於限制競爭之低價傾銷、且是獨占事業為排除其他競爭者所為之低

價銷售行為的對市場競爭產生重大影響的市場不法類型，轉換為行為不法

類型，並振振有詞同時說服法院原告事業於相關市場擁有 98.39%的市場占

有率，此種論證方式，確實仍有待商榷之餘地。 

本案中，公平會認為原告事業以新臺幣 1 元之競標行為，該當於行為

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依據公平會之見解：其「係將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4 及 5 款歸類為『不公平競爭』行為，而將第 1、2 及 6 款歸屬

『限制競爭』行為之範疇。所謂「限制競爭行為」，係居市場控制地位事業

濫用經濟力、事業結合、聯合，乃至於具市場一定優勢地位事業所為之個

別限制競爭行為，因可能對於相關市場之正常競爭秩序構成危害，故在規

範上，乃著眼於競爭機能及整體經濟秩序之維持。換言之，限制競爭法係

以宏觀之角度，就整體市場狀況加以考量，避免市場因經濟力之過度集中

而無從發揮應有之效能；因此，以限制競爭法介入事業之營業活動，原則

上應考量涉案事業之行為對相關市場所可能造成或已經造成之影響。如屬

限制競爭行為，其非難性為對市場競爭結構之不當影響，故需一定市場力

量者，始可構成。而所謂『不公平競爭行為』，因此類行為將對個別事業之

商業活動造成損害，乃在促使事業依據一般商業習慣從事經濟活動，維護

商業關係之忠誠堅實。亦即，不公平競爭乃係以微觀之角度，就個別事業

之競爭行為判斷其是否侵害其他參與市場活動之事業應有之權益，所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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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系爭行為是否具有商業倫理之非難性。換言之，不公平競爭行為，其非

難性為其競爭手段本身已違反商業倫理與違反效能競爭，故為不公平競爭

行為之事業不以具有一定市場力量為限。」  

若此，則既然公平會已經將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3 款定性為不公平

競爭行為，其行為「本身已違反商業倫理與違反效能競爭，故為不公平競

爭行為之事業不以具有一定市場力量為限」；從而當公平會認定原告事業系

爭行為該當於該款規定所稱之不當利誘或不正當方法時，即可逕行認定為

法，根本無須再就其市場占有率、市場地位如何，進行任何說明。然而，

很弔詭地，公平會於訴訟中卻又退了很多步而說：「退步言之，縱認本案系

爭行為係屬限制競爭行為，原告於相關市場有顯著之市場地位，亦已構成

違法。」此一主張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更一審時為法院所採信，謂：「被告

依健保署提供之資料（見原處分卷不可閱覽卷第 1757 頁至第 1761 頁），計

算原告 97 年度系爭藥品於國內主成分為愛西塔洛能（Escitalopram）藥品

市場之占有率為 98.39%，顯見原告於本案系爭藥品市場具有顯著之市場地

位，尚無不合。」擁有高達幾近 100%的 98.39%市場占有率，根本不是僅

有「顯著之事場地位」，而是確確實實、如假包換的獨占事業，其所為限制

市場競爭行為，理應依據獨占地位濫用規定加以規範，而非逃難到行為時

公平法第 19 條第 3 款274。 

不論如何，對於公平會所主張原告事業系爭行為本身不法，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原審判決並不贊同，而認為：「其他不正當方法之解釋，應具有與

例示之『脅迫』、『利誘』共同特徵，即相對人之交易意願受到強制、不正

當誘引，而使其無法為適當判斷，始足當之，蓋經濟行為，本係一連串選

擇與比較利益法則之運用，故在未涉及詐欺、誤導之情形下，供給與需求

間以利益爭取，以比較利益而為選擇，本屬自由市場之常態，故所謂不正

                                                 
274 詳細論述，請參照前揭註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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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方法之判斷，應考量行為之性質、有無其他增進之利益、行為人之動機、

因果關係、及其他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關係與商業習慣等而為認定。」於

此有關不正當方法的正確認知下，原審判決認定：「原告所稱因聽聞競爭事

業欲進行價格競爭，而為保有原交易對象，遂亦採用低價競爭之策略，衡

情並非全無可能‧‧‧原告就此金額非鉅之交易，與東竹公司為價格競爭，

就其獲利情形或許不符經濟考量，然原告如同時考量其他商業因素，亦難

逕認原告系爭交易，無經濟理性之合理事由。」基此，原審判決認定原告

事業系爭以新臺幣 1 元競標之行為，並未該當於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3

款之「不正當方法」，從而未有違反該款規定情事。  

對於原審判決，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則堅持其一貫有關「不正當方法」

之解釋方式，而認為：「本款所指『其他不正當方法』當解釋為『脅迫、利

誘』以外之其他一切不正當方法，並非以具有『脅迫、利誘』之共同特徵

為限，即不以相對人之交易意願受到脅迫、利誘而無法適當判斷為限。又

所謂『不正當方法』，參照該規定之立法理由：『維護交易秩序，確保公平

競爭，為本法之立法目的，故有礙公平競爭之行為，應予禁止：…七：所

謂無正當理由或不正當方法，應從其阻礙公平競爭之性格加以解釋。通常

應綜合行為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及履行

情況後，從維持公平競爭秩序之觀點，個別加以判斷。』」  

雖然，如同前述，公平會於訴訟過程中，苦口婆心闡述公平法第 19

條各款規定中，有屬於行為具有商業倫理可非難性致其行為本身違法之行

為不法類型，以及因其行為對市場競爭造成限制之虞的市場不法類型，但

最高行政法院對此分類，似乎不加聞問。認為縱使在屬於行為不法類型的

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3 款之「不正當方法」判斷上，不僅要針對行為本

身加以判斷，還要加入市場不法類型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

特性及履行情況」等各種判斷，完全無視國內外競爭法制關於行為不法、

市場不法應有之違法性判斷方式。亦因一開始就對於行為不法、市場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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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未能有正確的認識，導致最高行政法院對於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3

款的適用，似乎暗示其適用前提必須同時成立行為本身不法及對市場競爭

造成限制二種要素，其如此敘述：「故判斷事業行為是否為不正當方法、有

無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自應就行為人是否出於明知故意而採行

手段以排除其他競爭者，使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如欠缺正當理由，則

係典型的不公平競爭行為，具有高度的可非難性，其結果亦同時影響其他

競爭事業於市場上為積極自由地從事效能競爭之可能性，而產生限制競爭

之實際效果。」倘若公平會未來法律執行嚴格遵守最高行政法院本案判決

的訓示，則我國公平法的法律執行或將成為世界奇蹟，將一般國家鑑於規

範對象、規範功能、規範目的不同而分別制定不同法律之反托拉斯法或限

制競爭防止法以及不公平競爭防止法，僅在一款條文中，就完全加以統合，

毫無窒礙。 

不論如何，當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將本案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後，該

院更一審判決除肯定原告系爭行為本身不法外，亦沿襲最高行政法院特有

的行為不法、市場不法統合說，而認定：「被告依健保署提供之資料（見原

處分卷不可閱覽卷第 1757 頁至第 1761 頁），計算原告 97 年度系爭藥品於

國內主成分為愛西塔洛能（Escitalopram）藥品市場之占有率為 98.39%，

顯見原告於本案系爭藥品市場具有顯著之市場地位，尚無不合。」從而原

告所為行為當然有限制市場競爭之效果。  

分析至此，依舊存在疑問。既然公平會早已依據健保局資料認定本案

原告事業擁有高達 98.39%之市場占有率，則理當可以直接認定原告事業為

獨占事業，其以新臺幣 1 元競標之行為，不啻就是行為時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之濫用獨占地

位行為；對此獨占事業濫用獨占地位之行為，理應以較為嚴格的法律責任

科處之，方能有效落實獨占地位濫用規範之實效性；然而，由於現行公平

法第 8 條第 2 項後段規定：事業「上一會計年度事業總銷售金額未達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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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所公告之金額者，該事業不列入獨占事業之認定範圍。」於公平會原

處分中，以系爭事業「市場之占有率為  98.39%，雖已達市占率之門檻規

定，惟被處分人 96 年度事業總銷售金額預估僅 3 億餘元，故該公司上一

會計年度之總銷售金額尚未達新台幣 10 億元之門檻規定」275，故未認定

為獨占事業，從而適用以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3 款276。惟將明顯屬於

限制競爭、排除競爭之行為類型，適用以行為當時被認定屬行為不法之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其法理、法律適用邏輯，不無可議之處。  

                                                 
275 參照公處字第 100163 號處分理由二（二）。  
276 對於現行公平法第 8 條第 2 項後段規範邏輯所蘊含問題點之批評及未來應有改善方

向，參照前揭註 145。之內容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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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案件 二十二 新世紀求才廣告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1491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586 號判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更一字第 123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207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民國 103 年 2 月 17 日改制為勞動部，下稱勞動部）

於 94 年 11 月 18 日公告規定雇主聘雇外國人必須先行辦理國內招募，並指

定香港商蘋果日報出版發展有限公司（下稱蘋果日報）、中國時報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時報）、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合報）、自

由時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自由時報）等事業所發行之報紙（以下合

稱 4 大報）始可刊登國內求才廣告（下稱外勞稿），勞動部並於 97 年 8 月

25 日公告規定前開外勞稿之版面規格及字體大小樣式。原告林清泉即新世

紀廣告企業社為報紙廣告代理商，被告依據檢舉調查結果，認原告於 98

年 1 月至 5 月間介入外勞稿業務市場，促使蘋果日報、中國時報及聯合報

等 3 家報紙業者（下稱系爭 3 家報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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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實質獨家代理」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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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以不正

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聯合行為，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

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 

（二）程序事實 

公平會以依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以 101 年 2 月 7 日公處字第

101009 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命原告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

止前項違法行為，並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300 萬元。原告不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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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願，遭決定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1491 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公平會不服，提起上訴，

經最高行政法院以 102 年度判字第 586 號判決發回原審更為審理。嗣經原

審以 102 年度訴更一字第 123 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

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207 號判決上訴駁回，本案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586 號判決認定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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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具有「脅迫、利誘」之手段為限，

僅係個案見解，該條款之「不正當方法」係屬不確定法律概念，依司

法院釋字第 432 號解釋，仍應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倘依最高行政法

院之見解，將使受規範者無法預見其何種作為或不作為構成義務之違

反及所應受之懲戒，被告雖認定原告係因所謂「穿針引線」之行為，

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所稱之「其他不正當方法」，惟何謂「穿

針引線」？已難以理解，原告亦無法預見自己之行為構成該條款之規

定。徵諸司法院釋字第 432 號解釋理由書、釋字第 521 號、第 545 號、

第 633 號、第 702 號等解釋之意旨，可得知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之解釋若如被告之見解，勢必使該條款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2）就商業模式而言，原告僅是各報社眾多廣告商之一員，廣告主支

付原告廣告費用後，原告再依廣告主之要求尋求刊登之報社，報社視

刊登則數給予原告退佣，原告與其他廣告商相同，僅係負責為報社招

攬廣告業務，並無決定價格之權利。而原告於本件中亦僅為一般產業

正常之商業行為，爭取較優惠廣告成本以及提升公司廣告業務量，並

無涉及任何不法行為；就法律關係而言，原告以自己名義為報社招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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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原告及報社間之法律關係應係民法第 576 條之行紀契約，依民

法第 577 條，委任之規定亦在適用之列。依民法第 532 條及第 535 條

等規定以觀，於各報社未構成聯合行為之前提下，原告實亦無成立聯

合行為之餘地。  

（3）在系爭四大報並非全部成立或參與聯合行為之情形下，外勞稿之

價格仍然全部發生調漲之結果，足證外勞稿調漲，乃受市場機制所影

響，不得歸咎於原告。外勞稿價格縱令如被告所稱「原告系爭促成行

為舉動促使 3 家報社 98 年 1 月大幅調漲」云云，惟被告查無任何證據

足以證明原告有所謂之「繼續促成行為舉動」，則上開推論純屬臆測，

又縱有被告所謂「機制」且仍繼續運作，亦與原告無涉；另外勞稿價

格於 98 年 1 月間調漲後，同年 4 月間又調漲之原因有多端，例如因應

市場狀況、面臨求職旺季、成本考量等，且各報社亦均係自行決定調

漲與否，與原告無涉。 

（4）依被告所言，處罰原告之原因既係「穿針引線」之行為或「促成

行為之舉動」，並不以各報社是否實際受影響而調漲價格或為聯合行為

為要件，則欲評價原告造成之損害並予以處罰，亦僅只能以穿針引線

或促成行為之舉動本身為準，不應以各報社是否真正調漲價格及調漲

多少為判斷標準，又價格調漲後一直維持該價格之情形，既非原告所

能控制，本不應作為計算處罰金額之依據，否則將使原告需為後來所

有的漲價狀態負責，又無期間之限制，顯不公平。依被告所稱原告違

法行為之期間應算至被告裁處時，只要價格維持調漲之狀態，則原告

違法期間一直存續下去，並無所謂時效問題，此見解將使法律關係長

久處於不確定狀態，致裁處權之消滅時效制度澈底瓦解，顯然無稽，

原處分以原告自 98 年 1 月前之事實，迄系爭 3 家報社同年 4 月間之行

為併為裁處之依據，顯有違誤等語，並聲明請求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

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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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告主張 

（1）按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之立法目的在於預防限制競爭，禁

止以不正當方法取得市場力量，事先防免限制競爭之情事。而「不正

當方法」在認定上應自行為人之動機、目的、手段、市場地位、所屬

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履行情況及商業倫理等綜合研判。舉凡促使他

事業不為價格競爭或參與結合、聯合行為之方式或手段，違反商業倫

理及效能競爭，對競爭秩序產生不良影響而具可非難性，且有限制競

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均屬之。倘事業基於限制市場競爭之目的，

透過垂直限制之手段，抑制其上游或下游市場競爭，造成價格提高之

反競爭效果，即屬不正當方法。  

（2）次按公平交易法第 4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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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公平交

易法所稱之「競爭」。倘上游報社在外勞稿市場並不以價格為主要競爭

因素，以爭取下游廣告代理商交易機會之行為，即屬「不為價格之競

爭」；再按公平交易法第 7 條規定，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

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

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

為，為公平交易法所稱之「聯合行為」。倘事業以其他方式之合意，與

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外勞稿之價格，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

為，即屬「聯合行為」。再者，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所規範之事

業使他事業參與聯合行為，僅須該事業之行為本身已具有限制競爭或

妨礙競爭秩序之可能或達到抽象危險性即可構成，無須發生報社間實

際上違反聯合行為而遭裁處之結果。  

（3）外勞稿具標準化而屬同質產品，價格為各報社間之主要競爭因

素。…惟原告認為倘能穩定外勞稿價格，利潤應相當可觀，原告欲穩

定外勞稿價格之動機，即具限制市場競爭之目的…原告取得外勞稿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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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包版及具累退式非線性定價之優惠措施，實質上已等同由原告單

獨代表系爭 3 家報社從事外勞稿市場內的廣告代理活動，其他廣告代

理商已難以直接向報社發稿，故原告確已實質獨家代理系爭 3 家報社

之外勞稿業務，產生上游報社間及下游廣告代理商間的限制競爭效

果，使原應相互競爭的上游報社，透過原告集中收取稿件，不再以價

格作為主要競爭因素，同時亦阻礙其他廣告代理商參與外勞稿市場之

競爭，限制各家廣告代理商於同一報社間之競爭。是原告透過取得蘋

果日報之包版及中國時報、聯合報之優惠條件，形成實質獨家代理之

垂直限制手段，抑制其上游報社及下游廣告代理商間之競爭，乃造成

98 年 1 月及 4 月外勞稿價格巨幅提高之限制競爭結果，實屬公平交易

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之不正當方法。。  

（4）在市場集中度高、參進障礙高、產品同質化高、產品需求彈性低

等市場條件下，較易促成聯合行為，倘再透過訊息交換，使同業間更

容易掌握彼此經營狀況與訂價水準，以免除因市場不確定所致的供需

變化，即更有成立聯合行為之危險性。本件所涉之報業市場乃典型寡

占市場，市場集中度及參進障礙高，再者，外勞稿之規格與形式須依

政府公告之樣式刊登，係屬同質化程度高之產品，且即使價格漲幅高，

廣告主仍須依法刊登，產品需求彈性低。原告於前述之市場條件下，

居中促成包版及優惠措施，透過洽談合作條件、以傳真通知外勞稿價

格等訊息交換，已使報社間掌握彼此外勞稿之經營狀況與訂價水準，

實具促使系爭 3 家報社有參與聯合行為之危險性。  

（5）原告促使系爭 3 家報社不為價格之競爭後，外勞稿價格漲幅遽增

且變異程度降低，外勞稿於該期間維持於高價位，是原告 98 年 1 月及

4 月之違法行為屬繼續性之一行為，原處分並未逾行政罰法之裁處權

時效…自 98 年 1 至 4 月間，原告繼續維持其促使系爭 3 家報社不為價

格之競爭、參與聯合行為之意思，使系爭 3 家報社外勞稿價格呈現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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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且未有波動之現象，仍維持於高價位。倘其中一報社「為價格之競

爭」，將無發生外觀上 98 年 4 月外勞稿價格再次同步大幅調漲之情形，

而此僅有原告繼續從事系爭促使行為得以解釋外勞稿價格之僵固現

象，故原告系爭行為屬繼續性之一行為。  

（二）本案爭點整理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範內容？原告「實質獨家代理」行為之內

涵是否該當「以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或參與聯合行為」？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高等行政法院（原審） 

1.按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明文禁止事業「以脅迫、利誘或其他

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聯合或結合」，乃禁止事業

利用經濟上之強制力量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參與限制營業競爭

行為，藉由限制營業競爭活動，以獲取最大之共同利益。事業參與聯

合或結合行為，原應出於自由意願，如他事業不參與聯合或結合，而

竟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迫使事業加入，以達限制競爭之

目的，乃直接危害市場自由競爭運作之基本法則，嚴重妨害公平競爭。

從而，本款依被告第 382 次委員會議見解，認其屬性歸類於「不公平

競爭」行為，所注重者，乃是手段之高度不法內涵，是所謂「脅迫、

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均以足以影響他人之意思決定，具有高度之

不法內涵或商業倫理之高度可非難性者為限。易言之，本規範係禁止

以不正方法取得市場力，事先防免「限制競爭」情事之發生，同時，

另有保護他事業「決定自由」之旨趣。  

2.所謂「其他不正當方法」，應受例示規定之限制，亦即應具有脅迫、

利誘之共同特徵，意即需要相對人之交易意願受到強制、誘引、扭曲，

而無法適當判斷，始足當之。行為人行為是否該當「其他不正當方法」

此一不確定法律概念，參酌規範意旨，其判斷重點應放在動機（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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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基於限制競爭之意圖）、手段強度（是否已達扭曲他人意思決定自由

之程度）、因果關係（客觀上系爭行為是否確有直接肇致他事業意思決

定自由扭曲之可能？）以及行為人與被害人間之關係（如行為人與他

事業間是否存在事實控制或債務關係，客觀上足以輕易促成他事業屈

服）。 

3.至於被告論述：傳統聯合行為之規範係針對競爭者間之水平協議行

為，不及於上下游之垂直限制，為彌補規範之不足，本條款可發揮其

「規避之禁止」作用，是事業倘基於限制市場競爭之目的，透過垂直

限制之手段，抑制其上游或下游市場競爭，造成提高價格或限制產量

之反競爭結果時，即應認該垂直限制係具有高度不法內涵及具有商業

倫理上之高度可非難性，即合致本條款之「不正當方法」等語，固非

全然無見。但其論證顯有下列疏漏：（1）本條款所謂之「不正當方法」

以是否扭曲或限制他事業自由意志為判斷重點，業如前述。被告認凡

形成「水平聯合」結果之「垂直限制」手段，因限制競爭效果明確顯

著，即必然該當於本條款所謂之「不正當方法」。但本款規定既重在競

爭手段之非難性，行為是否具有高度不法內涵及具有商業倫理上之高

度可非難性，應以行為本身而論，而非就結果觀察（即所謂之行為不

法），被告未細論「垂直限制」手段是否確實影響他事業意志，逕以發

生限制競爭之結果認定手段必然不正當，有失立法規範目的。（2）各

國立法例對於聯合行為之認定，因各國國情及需要而存在若干差異

性，在在競爭策略上有立法明文區分「水平聯合」與「垂直聯合」者，

前者是指由同一產銷階段之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所達成之聯合行為，

後者是由不同產銷階段之競爭者所合意形成之限制競爭行為，在競爭

法上給與不同之評價與管制方式。我國公平法立法之初，即區分水平

聯合及垂直聯合，前者規定於公平交易法第 7 條及第 14 條；後者主要

規定於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事業對於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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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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 19 條第 6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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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部得為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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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就體例而言，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係著眼於「價格」限制，而第 19 條

第 6 款所規範之行為，則係「非價格」限制。依修正前第 7 條之立法

理由謂：「一、明定聯合行為之定義。二、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

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為共同行為時，足以影響生產、商品

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關係，實務上最常見者，如統一價格、限

制產量，交易對象或劃分營業範圍等，各國立法上稱之為『卡特爾』

（CARTEL），亦即一般所謂之「聯合壟斷」。其對於競爭所加之限制，

將妨礙市場及價格之功能，暨消費者之利益。三、按所謂聯合，在學

理上可分『水平聯合』及『垂直聯合』兩種，目前各國趨勢，對於垂

直聯合係採放寬之立法，本法初創，亦不宜過於嚴苛，除第 18 條（又

稱轉售價格契約之禁止）係就垂直聯合為規範外，本條則僅就『水平

聯合』加以規定。」此後，公平交易法雖多次修正，但此立法基調並

未有所變更，學理上也未見就此提出重大質疑者。準此，於現行法制

下，垂直限制行為除該當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第 19 條第 6 款要件者，

原則上並不禁止，無從逕認「有高度不法內涵及具有商業倫理上之高

度可非難性」。（3）再者，水平聯合行為以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合意」

為要件，上下游事業間之垂直限制，客觀上容可能造成某一水平產業

提高價格之平行行為，但實難想像該手段可迫使水平事業間達成聯合

之主觀意思聯絡（有意識平行行為、因垂直限制所形成之平行行為與

聯合行為均有所別，前二者並不該當聯合行為）。（4）末按，公平交易

法第 24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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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於公平交易法實體法之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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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認為適用於不正競爭、限制競爭及消費者保護三大領域，乃為廣泛

之補漏條款。易言之，公平交易法所規範之市場競爭行為與交易行為，

具有多種態樣，富有動態性之變化，且包括各產業之市場行為，可謂

幾乎涵蓋整個市場經濟之領域，致使立法者在立法實多無法全盤掌

握，故需要以較為彈性之法律用語，甚至概括條款予以規範，避免產

生規範上漏洞，以周全妥善維護公平交易法所欲保護之市場競爭與交

易秩序。職是，苟有垂直限制行為，乃不正競爭、限制競爭手段，但

未經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第 19 條第 6 款所規範者，所應考慮補漏條

款應係同法第 24 條。被告主張：因水平聯合規範不及於上下游之垂直

限制，乃以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彌補規範之不足云云，不僅有悖

於本條款之規範目的，也無視於立法者為同法第 24 條規範之意旨。  

4.原告雖俗稱為「廣告代理商」…是其與報社間之法律關係宜定性為

行紀（稱行紀者，謂以自己之名義，為他人之計算，為動產之買賣或

其他商業上之交易，而受報酬之營業。民法第 576 條參照）。故而，原

處分所稱原告「實質獨家代理」，應意即原告為蘋果日報、中國時報及

聯合報外勞稿廣告之獨家行紀商，非經原告行紀，廣告主無從於上開

3 大報上刊登外勞稿廣告…不論原告是否為被告所稱上開 3 大報之「實

質獨家代理」，縱或有之，如無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杯葛行為、

第 2 款差別待遇行為，獨家行紀似亦非法所不許，並無「高度不法內

涵」或「商業倫理之高度可非難性者」可言，不能逕此認定為「不正

當行為」…原處分中一再論述原告「實質獨家代理」乃為「垂直限制」，

但原告究竟限制上開 3 大報哪些事業活動，始終未見其說明，當也無

從探知原告究竟因限制上開 3 大報哪些事業活動，而排除其他廣告代

理商之競爭…原處分所稱原告「實質獨家代理」3 大報外勞稿廣告業

務，其實無法直接推導出 3 大報一致漲價之行為…所謂「穿針引線」

也不過係意思媒合，並無任何強制力可言，難認決定自由受原告「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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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引線」行為限制，而成為本條款之被害事業。  

5.既然原處分表示限制競爭之預備行為已然成就，也產生限制競爭之

效果，何以獨漏參與限制競爭事業之裁處，而僅就從事預備行為之原

告裁罰，論證採據標準與本案實相矛盾…本案上開 3 報社一致為外勞

稿廣告刊登費之調漲（自由時報亦同），與其謂係上開 3 報社經原告「實

質獨家代理」而為垂直限制，致渠等自由意志受限而不為價格競爭之

聯合行為，毋寧謂上開 4 報社挾獨占市場（公平交易法第 5 條所謂之

「獨占」，係同時包含經濟學上的獨占與寡占，該條第 1 項、第 2 項分

別有其定義性規定）之優勢，透過原告行紀模式，而為掠奪性定價，

此為利之所趨。易言之，上開 3 報社所處外勞稿廣告市場本即充斥聯

合行為之誘因，原告如有「穿針引線」行為，不過係加強了市場資訊

的流通程度，「促成」了意思合致之機會而已。  

6.從而，不論原處分所指原告「實質獨家代理」、「垂直限制」行為，

抑或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稱「穿針引線」行為，均難認於上開 3 報社

意思決定有何扭曲或限制，自與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之要件不相

當…至於所謂外勞稿廣告市場價格一致調漲，是否涉及獨占事業市場

地位之濫用、或寡占市場不為價格競爭之聯合行為；以及廣告行紀專

屬或價格優惠，是否涉及杯葛行為、差別待遇行為，或有因新興經濟

形態所生交易行為，該當於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補充條款者，則非本

院所得審判，應由被告依職權調查認定之，以維市場秩序。  

（二）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586 號判決 

1.按上揭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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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限

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本款規範之行為係獨

立之違法類型，其構成要件並不以他事業間確已發生不為價格競爭、

參與結合或聯合行為為必要；亦不以他事業因違反同法第 14 條規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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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主管機關處罰為前提要件。又本款規定之行為主體，可能是結合或

聯合行為成員以外之事業，亦不限於同一產銷階段具有水平競爭關係

之事業，而可能係由與此產銷階段利害息息相關，但不具水平競爭關

係之事業去促使此產銷階段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或聯合之行

為。另本款所規範促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爭或參與結合、聯合行為之

方式或手段，除「脅迫」、「利誘」外，尚包括「其他不正當方法」。析

言之，該款規範之行為之方式或手段，具有「不正當」之共同特徵；

觀其立法例係於「脅迫、利誘」外，再明文規定「或其他不正當方法」，

而非規定「或其他相類（似）之不正當方法」；則本條文所指「其他不

正當方法」當解釋為「脅迫、利誘」以外之其他一切不正當方法，並

非以具有「脅迫、利誘」之共同特徵為限，即不以相對人之交易意願

受到脅迫、利誘而無法適當判斷為限。又所謂「不正當方法」，參照該

規定之立法理由：「維護交易秩序，確保公平競爭，為本法之立法目的，

故有礙公平競爭之行為，應予禁止：……七：所謂無正當理由或不正

當方法，應從其阻礙公平競爭之性格加以解釋。通常應綜合行為人之

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及履行情況後，從

維持公平競爭秩序之觀點，個別加以判斷。」故在認定上，應自行為

人之動機、目的、手段、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履行

情況及商業倫理等綜合研判。舉凡促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爭或參與結

合、聯合行為之方式或手段，違反商業倫理及效能競爭，對競爭秩序

產生不良影響而具可非難性，且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

均屬之。 

2.準此以觀，倘被上訴人於外勞稿廣告市場已形成人為寡占，並充斥

著種種引起價格聯合誘因之情勢下，竟仍有上訴人主張之上開「促成」

行為與意圖；則上訴人據以主張被上訴人與報社雖未具有水平競爭關

係，然其主動與蘋果日報、中國時報及聯合報就外勞稿業務達成合作



572 

 

協議，並居中穿針引線（促成）使 3 家報社不為價格競爭，造成限制

競爭之結果，具有高度不法內涵及具有商業倫理上之高度可非難性，

而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之「其他不正當方法」，即非無

據。 

（三）更一審 

1.同最高法院發回意旨。  

2.競爭法對於限制競爭行為，通常區分為競爭者間之「水平限制」或

上下游交易雙方間之「垂直限制」兩種類型，但在高度發展且複雜的

經濟市場環境下，水平限制與垂直限制間的界線有時並不明顯，事業

可能透過一連串之垂直限制，達成水平限制之結果。傳統聯合行為之

規範係針對競爭者間之水平協議行為，尚不及於上下游之垂直限制，

為彌補規範之不足，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可發揮其「規避之

禁止」之作用，是以，事業倘基於限制市場競爭之目的，透過垂直限

制之手段，抑制其上游或下游市場競爭，造成提高價格或限制產量之

反競爭結果時，即應認該垂直限制係具有高度不法內涵及具有商業倫

理上之高度可非難性，而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之「不正

當方法」。又垂直限制係指上下游事業相互抵制事業活動之契約或交易

安排，包括價格及非價格之限制，而獨家交易即為常見之非價格垂直

限制型態。獨家交易除透過契約關係形成法律上獨家代理，還有以特

殊交易安排之設計，例如以最低銷售量、忠誠折扣或其他非線性定價，

形成之實質獨家代理。再者，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條第 4 款規定「迫使

參與限制競爭行為」，其行為態樣「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

依文義解釋，應係為舉凡「使事業參與結合或聯合或不為價格競爭之

行為之方式或手段，違反商業倫理及效能競爭，對競爭秩序產生不良

影響而具可非難性，且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屬之。  

3.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之構成要件與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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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同，為獨立之違法類型，本即不以所促使之他事業間，確已發生

不為價格競爭、參與聯合或結合行為為必要。該款規定之行為主體，

可能是聯合行為成員以外之事業，亦不限於同一產銷階段、具有水平

競爭關係之事業，由於另一產銷階段之聯合行為，很可能與此產銷階

段之某事業利害息息相關，故該事業即有動機去促使另一產銷階段組

成聯合，已如前述。又該違法行為，係指具有高度不法內涵與商業倫

理可非難性，且足以影響被促使之事業之意思決定，故該行為本身已

具有限制競爭或妨礙競爭秩序之可能性或達到抽象危險性，無須等待

結果發生、損害擴大後，始得干預；且該當該規定之「以不正當方法，

使他事業參與聯合之行為」之違法行為，並不以該等「他事業」為被

告同時依法作成「認定及禁止聯合行為」之行政處分為前提。  

4.原告非但已積極促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爭之行為，且該「他事業」

確實已兩度（98 年 1 月及 4 月）共同調漲價格，不為價格競爭屬實，

並無違誤。復參以中國時報及聯合報分別於 98 年 1 月 8 日、9 日始對

外宣布將調漲價格，原告於 98 年 1 月 8 日即以傳真及電話通知其他代

理商代發中國時報、聯合報外勞稿之價格；又據原告前揭陳述可知，

原告先與蘋果日報洽談外勞稿獨家代理事宜，並商談價格之協議，經

談妥後，於價格調整正式生效前，原告再分別與中國時報、聯合報等

洽談外勞稿之代理與價格訂定等事宜，是被告依此認原告與系爭 3 家

報社均有「事前意思聯絡」，並經由原告交換各報調價意願及新價格等

高度競爭敏感資訊，即非無憑。而原告因有上述「事前意思聯絡」及

「促進行為」之事實存在，故被告認定系爭 3 家報社於 98 年 1 月及 4

月間價格調整斷無以單純價格領導或有意識平行行為（即跟跌跟漲現

象）甚或原告率爾以「外勞稿特殊性質」得以解釋，亦屬有理。是原

告系爭行為促使系爭 3 家報社不為價格競爭，造成限制競爭之結果，

具有高度不法內涵及具有商業倫理上之高度可非難性，原處分認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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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系爭行為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之「其他不正當方法」

予以裁罰，核屬有據。 

5.查本件原告繼續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自 97 年 12 月間開始，

98 年 1 月間固曾促成第 1 波漲價，但原告仍繼續與系爭 3 家報社實施

98 年 1 月間所洽談之包版、優惠條件之措施，促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

爭、參與聯合，第 2 波漲價行為結果完成始行為終了，是原告本件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之行為整體活動仍未結束，行為尚未終

了，迨 98 年 4 月間之價格巨幅變動為中斷 98 年 1 月之價格僵固現象，

使得原告 98 年 1 月至 4 月間漲價之系爭促成行為終了。是本件原告違

反系爭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行為，應自 98 年 4 月間始行為終了，

依前揭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1、2 項規定，應自該行為終了即 98 年 4

月間起算裁處權時效。 

（四） 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207 號判決 

1.聯合行為（concertedaction）與平行行為（parallelism，  parallel 

conduct）兩者主要差異，在於前者必須行為人透過積極之行為以「有

意地達成共同的計畫」（conscious commitment to a common scheme）

或使彼此「意思表示合致」（meeting of minds），以達成其目的，而後

者則通常僅係單純地跟隨行為，兩者行為態樣不同，其規範效果亦有

差異。公平交易法制定之目的既在於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

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以及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參公平交易法第 1

條），則透過人為手段（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干預市場競爭

秩序之不為價格競爭、參與結合或聯合行為，自屬本法規範之對象。  

2.上訴人主張其與報社間僅為類似行紀關係，報社有權決定是否刊登

及廣告之價格及折扣，其與報社間並非代理關係云云，縱認所述屬實，

惟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有關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或聯合行

為之構成，行為人與事業間究竟存有何種關係，並非判斷是否構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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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該當之必要考量因素，縱使行為人與事業間不具任何法律關係，倘

行為人藉由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

參與結合或聯合之行為，即該當該條規定之妨礙公平競爭行為。本件

上訴人經營廣告招攬業務，積極透過遊說串聯方式，使 4 大報知悉其

他同業之態度，進而允諾由上訴人包版或代理收件，同時提高廣告價

格，致使其他招攬廣告業者無法參與競爭，而廣告主無從比價選擇，

顯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此與其與系爭 3 家報社間究

竟成立何種法律關係無涉。況原判決係以被上訴人認定上訴人已具備

「實質獨家代理」系爭 3 家報社外勞稿業務為立論基礎（參原判決第

18 頁第 6 行），經調查證據後，認為上訴人在取得蘋果日報之包版權

利，以及大部分之代理商均須透過上訴人始能轉發外勞稿之事實情況

下，與系爭 3 家報社間確實具備如同被上訴人所述之實質獨家代理關

係（參原判決第 18 頁至第 29 頁，尤其第 28 頁理由四（四）4.欄所述）。

是上訴人主張原判決理由矛盾云云，並非可採。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本案原審認為所謂「其他不正當方法」，應受例示規定之限制，亦即應

具有脅迫、利誘之共同特徵，意即需要相對人之交易意願受到強制、誘引、

扭曲，而無法適當判斷，始足當之，最高行政法院則認為舉凡促使他事業

不為價格競爭或參與結合、聯合行為之方式或手段，違反商業倫理及效能

競爭，對競爭秩序產生不良影響而具可非難性，且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

競爭之虞者，均屬之。本件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207 號判決認為

上訴人與報社間為行紀或是實質獨家代理均非重點，而是其使其他招攬廣

告業者無法參與競爭，而廣告主無從比價選擇之行為。  

五、本案評析 

本案主要爭點有四：（1）相關市場為何；（2）原告事業與報社間之法

律關係為何；（3）系爭違法行為究竟為報社間的聯合行為、抑或是原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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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以不正當方法促使報社參加聯合行為；（4）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4

款之「不正當方法」之內涵為何？以下，分述之。  

（一）本案相關市場  

本案歷審判決對於本案相關市場並未詳加論述，似乎認為本案相關市

場相當確定，而沒有必要多加贅述。然而，問題在於，本案爭議其源於報

社刊登依照勞動部規定所撰寫之外勞稿廣告。無庸贅言，國內各家報社所

刊登之廣告，絕對不僅限於本案系爭之外勞稿廣告；若此，對於報社而言，

所謂外勞稿廣告，亦不過僅是其所刊登眾多廣告類型之一，究竟此種外勞

稿廣告的刊登本身是否可以構成一個單獨的相關市場，抑或是報社所刊登

的所有類型廣告整體，方始構成一個相關市場，歷審判決對此並未詳加檢

討。然而，倘若公平法聯合行為之成立係以該聯合行為「足以影響生產、

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要件，則相關市場定義的寬、窄，

顯然對於是否可能滿足此種對市場效果要件，帶來重大影響。縱令是適用

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4 項規定，因其構成要件乃是以不正當方法等使企

業參與聯合行為，從而倘若未能滿足上開「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

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之要件，即無公平法上聯合行為之存在，若此則亦無

違反該款規定之可能。 

本案歷審判決似乎全盤接受公平會於此處分中所主張，本案相關市場

為外勞稿廣告市場之見解，從而最高行政法院於其第一次判決中，直接認

定「外勞稿廣告市場已形成人為寡占」。然而，有必要思考的是，當報社面

臨必須同時刊登外勞稿廣告與其他類型廣告，而特定日期版面又不足而僅

能刊登其中一種類型之廣告，而非外勞稿廣告之廣告主又願意付出較多的

廣告費以博取該當特定日期之廣告版面時，報社是否可能因此就犧牲外勞

稿廣告，而該外勞稿廣告是否因此而與其他類型廣告處於替代性或競爭關

係，從而整體廣告構成一個相關市場，而非僅是外勞稿廣告就可以成立一

個單獨的相關市場。當然，結論如何，本案歷審判決完全未就此加以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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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亦不得而知。  

（二）原告事業與報社間之法律關係  

本案歷審判決中，原告事業皆主張其為廣告代理商，「廣告主支付原告

廣告費用後，原告再依廣告主之要求尋求刊登之報社，報社視刊登則數給

予原告退佣，原告與其他廣告商相同，僅係負責為報社招攬廣告業務，並

無決定價格之權利。」從而，其與報社間之關係或為行紀、或屬代銷關係。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原審判決肯定原告事業之主張，而謂：「原告雖俗稱為

『廣告代理商』…是其與報社間之法律關係宜定性為行紀（稱行紀者，謂

以自己之名義，為他人之計算，為動產之買賣或其他商業上之交易，而受

報酬之營業。民法第 576 條參照）。故而，原處分所稱原告『實質獨家代

理』，應意即原告為蘋果日報、中國時報及聯合報外勞稿廣告之獨家行

紀」。對此，最高行政法院亦非全然加以否定，從而於該院第二次判決中，

方有如下之敘述：「上訴人主張其與報社間僅為類似行紀關係，報社有權

決定是否刊登及廣告之價格及折扣，其與報社間並非代理關係云云，縱認

所述屬實‧‧‧」。倘若肯定原告事業與各家報社間之法律關係，僅為行

紀或代銷關係，則就本案相關市場為外勞稿廣告市場而言，原告事業並非

該當相關市場中之交易相對人，該當相關市場之交易相對人為各家報社與

廣告主二者，從而倘若本案系爭行為涉及聯合行為，則原告事業自不可能

為聯合行為之當事人。 

（三）本案是聯合行為或是被以不正當方法使參與聯合行為  

幾乎所有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4 款的適用，都會遭遇到究竟系爭行

為實質上乃是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間的聯合行為，而藉由名義上的第三人

作為幌子，令該第三人負起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違反之法律責任，而真正參

與、實施聯合行為的人，則可藉此規避更為嚴苛的違反聯合行為規定之法

律責任；抑或是，相關事業真的是受到脅迫、利誘惑其他不正當方法而於

喪失其自由意思決定權的情況下，被迫參與聯合行為，從而縱令其行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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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對市場競爭產生不利影響之結果，實質上與其彼此間主動所實施的聯

合行為完全相同，但因為其參與聯合行為並非基於本身自由意志，故可免

責。論者對此公平法第 19 條第 4 款的適用要件，有如下闡釋：「本款規定

所著重者，乃是事業以具有高度不法內涵之手段，影響他事業獨立自主之

意思決定，使他事業在自由意思被排除或限制之情形下，配合行為人限制

競爭之要求‧‧‧無論使用何種手段，均必須足以影響他事業之意思決定，

妨礙他人之意思自由，使他事業無法依一般經濟理性從事市場行為之決

定，或造成他人決定時之強大壓力或誘引，使其不由自主地配合行為人所

要求之限制競爭措施」277。 

或許是鑑於本案系爭報社係為國內三大報社，其經濟力、市場力遠遠

高於僅為廣告代理商之原告事業，從而實難令一般人可以合理相信，原告

事業竟然可以用脅迫等不正當方法，令三大報社就外勞稿廣告喪失其自主

決定權、無法自行依據其經濟理性從事合理、自由的決定，從而方有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第一次判決如下之質疑：「毋寧謂上開 4 報社挾獨占市場（公

平交易法第 5 條所謂之『獨占』，係同時包含經濟學上的獨占與寡占，該條

第 1 項、第 2 項分別有其定義性規定）之優勢，透過原告行紀模式，而為

掠奪性定價，此為利之所趨。易言之，上開 3 報社所處外勞稿廣告市場本

即充斥聯合行為之誘因，原告如有『穿針引線』行為，不過係加強了市場

資訊的流通程度，『促成』了意思合致之機會而已。」依照此一見解，本案

實質上乃是 3 家報社間所共同形成的聯合行為，原告事業於此僅是扮演著

聯合行為形成的「促進措施」或「促進者」（cartel facilitators）的角色而已。 

然而，或許是因為公平會處分本身即位對於 3 家報社間的聯合行為加

以追究，本案歷審判決雖亦肯定原告事業扮演著促進 3 家報社共同實施聯

合行為的聯合行為促進者角色，但皆未深究本案 3 家報社間聯合行為成立

                                                 
277 吳秀明，前揭註 117，123。 



579 

 

之有無。例如最高行政法院於第一次判決中，如此說明：「倘被上訴人於外

勞稿廣告市場已形成人為寡占，並充斥著種種引起價格聯合誘因之情勢

下，竟仍有上訴人主張之上開「促成」行為與意圖；則上訴人據以主張被

上訴人與報社雖未具有水平競爭關係，然其主動與蘋果日報、中國時報及

聯合報就外勞稿業務達成合作協議，並居中穿針引線（促成）使 3 家報社

不為價格競爭，造成限制競爭之結果」。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更一審判決

中，亦謂：「原告與系爭 3 家報社均有『事前意思聯絡』，並經由原告交換

各報調價意願及新價格等高度競爭敏感資訊，即非無憑。而原告因有上述

『事前意思聯絡』及『促進行為』之事實存在，故被告認定系爭 3 家報社

於 98 年 1 月及 4 月間價格調整斷無以單純價格領導或有意識平行行為（即

跟跌跟漲現象）甚或原告率爾以『外勞稿特殊性質』得以解釋，亦屬有理。」

法院判決雖因受公平會處分內容所拘束，而無法逕自認定 3 家報社間之聯

合行為，但由此亦可見，公平會實務運作喜歡利用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4 款、而拒絕使用公平法聯合行為規定之抓大放小的荒謬性。  

（四）「不正當方法」之意涵  

由於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4 款要求必須有「脅迫、利誘或或其他不

正當方法」之實質要件，其中所謂「不正當方法」應如何解釋，不無疑義。

倘若採用前述論者關於第 19 條第 4 款適用前提應以「影響他事業獨立自主

之意思決定，使他事業在自由意思被排除或限制之情形下…足以影響他事

業之意思決定，妨礙他人之意思自由，使他事業無法依一般經濟理性從事

市場行為之決定，或造成他人決定時之強大壓力或誘引，使其不由自主地

配合…」之見解，則不正當方法之探求，當以相關事業其意思決定自由是

否受到不當限制為核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原審判決持有相同見解，而認

為：「本款依被告第 382 次委員會議見解，認其屬性歸類於『不公平競爭』

行為，所注重者，乃是手段之高度不法內涵，是所謂『脅迫、利誘或其他

不正當方法』，均以足以影響他人之意思決定，具有高度之不法內涵或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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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之高度可非難性者為限。易言之，本規範係禁止以不正方法取得市場

力，事先防免『限制競爭』情事之發生，同時，另有保護他事業『決定自

由』之旨趣。」  

然而，最高行政法院顯然不贊同此一見解，從而於其第一次判決中指

出：「本條文所指『其他不正當方法』當解釋為『脅迫、利誘』以外之其他

一切不正當方法，並非以具有「脅迫、利誘」之共同特徵為限，即不以相

對人之交易意願受到脅迫、利誘而無法適當判斷為限。又所謂『不正當方

法』，參照該規定之立法理由：『維護交易秩序，確保公平競爭，為本法之

立法目的，故有礙公平競爭之行為，應予禁止：……七：所謂無正當理由

或不正當方法，應從其阻礙公平競爭之性格加以解釋。通常應綜合行為人

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及履行情況後，從維

持公平競爭秩序之觀點，個別加以判斷。』故在認定上，應自行為人之動

機、目的、手段、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履行情況及商業

倫理等綜合研判。舉凡促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爭或參與結合、聯合行為之

方式或手段，違反商業倫理及效能競爭，對競爭秩序產生不良影響而具可

非難性，且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均屬之。」相當遺憾地，

最高行政法院似乎對於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各款規定中，尚可區分為屬於

行為本身因具有商業倫理可非難性致其行為本身違法而不用繼續分析其對

市場競爭產生之影響的行為不法類型，以及除行為本身態樣外尚須針對其

是否確實有對市場競爭造成限制之虞方可論斷其違法的市場不法二種類類

型，一般認為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4 款屬於行為本身違法之行為不法類

型，而最高行政法院所舉認定不正當方法之「行為人之意圖、目的、市場

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及履行情況」各種因素，乃是針對市場不

法類型之行為，於認定其形式上雖有限制競爭之虞，但實質上卻存在實質

理由而提出正當理由之抗辯時，方加以判斷之因素。申言之，最高行政法

院所提上開各項判斷要素，乃是行為時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第 2 項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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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市場不法類型的行為，其所為限制競爭限制

是否不正當，當事人是否可以以其有正當理由而提出抗辯，免除該款規定

的適用。若此，則第 19 條第 4 款之「不正當方法」，其本身就因為具有商

業倫理的可非難性而違法，並無法再以有所謂的正當理由抗辯其不違法；

相對於此，同條第 6 款及該條其他市場不法類型之行為，則縱使有限制競

爭之虞，但依舊可以藉由正當理由的提出，抗辯其行為之正當性。二者「不

正當」之適用對象、規範方式與功能，實不相同，指鹿為馬，亦屬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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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案件 二十三 中台廢玻璃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 年度訴字第 1194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267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緣原告以其在廢錐管玻璃處理市場之優勢地位，於「廢錐管玻璃再利

用合約書」中，以不當約款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交易對象、交易數量及營運

計畫，核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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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被告乃依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以民國（下同）104 年 7 月 20 日公處字第 104056 號處分書

（下稱原處分），處原告新臺幣（下同）200 萬元罰鍰。原告不服，遂提起

行政訴訟。 

（二）程序事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於 104 年 11 月 17 日，判決

原告之訴駁回。原告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上訴無理由，於 105 年

5 月 26 日，判決上訴駁回，本案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本件原告從未限制客戶不得「固化掩埋」，在 99 年、100 年合約

之限制條款中，則未限制客戶不得「廠內自行處理」，亦無違約金條款。

再依原處分所載「行為時廢家電及廢資訊業者拆解後之廢錐管玻璃中

需有 70%以上經處理回收再利用始得申請回收清除補貼，而該補貼係

渠等主要營收」、「99 年 3 月至 100 年 4 月間被處分人實為市場上唯一

收受廢家電與廢資訊處理業者所產廢錐管玻璃之再利用業者」。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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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在 99、100 年時，廢家電及廢資訊業者如果要獲得政府補貼，就

必須將其廢錐管玻璃 70%以上交付當時市場上唯一收受廢錐管玻璃之

再利用業者即原告，所以被告指稱原告所具有之相當市場力，係當時

市場現狀及廢家電及廢資訊業者為了其自身獲得政府補貼之利益所

致，根本與原告合約限制約款無關。另依原處分表示原告處理廢錐管

玻璃每公斤 1.41 元之利潤，廢面盤玻璃每公斤卻有 2.44 元之虧損，則

既然廢面板玻璃的再利用處理是虧損不利己的，對於原告而言，顯然

會做越多虧損越多，那麼原告要求客戶於將廢錐管玻璃交付原告時，

亦要求併同交付等量之廢面板玻璃豈非至愚？這應可證明原告在「廢

錐管玻璃再利用合約書」中要求交易對象將「廢面板玻璃」亦交給原

告處理等限制條款之意圖與目的，絕非出於維護自身金錢利益，而確

實是受制於世界上僅存有能力處理廢錐管玻璃回爐再利用之設立在馬

來西亞的日商 Nippon Electric Glass Co. Ltd（下稱 NEG 公司）及設立

在印度的 Videocon Industries Co. Ltd（下稱 Videocon 公司）均不願意

僅單獨回收「錐管玻璃」，充其量僅願意勉強接受「錐管玻璃」與「面

板玻璃」同時回收再利用，或單獨接受「面板玻璃」之回收再利用之

故。是以原告就廢錐管玻璃之再利用狀況，絕非市場之終局決定角色，

原告確實受制於 NEG 公司及 Videocon 公司而不得不妥協於 NEG 公司

及 Videocon 公司的要求，故原告於「廢錐管玻璃再利用合約書」中所

載之限制條款，並無不正當。原告主觀上是希望交易對象在交付廢錐

管玻璃給原告時，亦交付同等數量的廢面板玻璃為最佳，而拆解一個

CRT 時，面板玻璃的平均重量是錐管玻璃的 2 倍，但是依被告調查所

得，指稱原告處理廢面板之費用較之其他業者為高，而且原告於廢面

板之市場占有率，與 99 年市占率（52.54%）相比，100 年（39.97%）、

101 年（33.32%）卻是比 99 年逐年下滑，反而證明原告「廢錐管玻璃

再利用合約書」中之限制約款並無法使原告處理廢面板玻璃之數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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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要無減損市場競爭之情。  

（2）在原告與廢棄物處理業者簽訂的「廢錐管玻璃再利用合約書」，

可以看得出來合約大多是 6 個月就到期，亦有「雙方亦得在任一方均

無違約之情形下，以雙方合意之方式終止本合約」之約定，是為了要

隨時可以順應 NEG 公司及 Videocon 公司的變化所致，所以與原告交

易的客戶如果覺得原告的合約內容有必須調整或修改的話，那客戶可

以提出來討論修改或到期不再續約，而且在簽約之初，原告亦如實完

整提供合約給客戶斟酌，並無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何來以「不正當」

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若有不正當，何以在合約期滿

後，客戶大多仍然與原告續約或沒有發生自行申請再利用許可？是被

告未充分了解廢 CRT 玻璃市場特性與現狀，即究責處罰於原告顯有未

當；更何況原告從未限制客戶不得「固化掩埋」，在 99 年、100 年合

約之限制條款，亦未限制客戶不得「廠內自行處理」且亦無約定違約

金條款，被告卻將 99 年、100 年、101 年的合約為相同認定與處分，

顯有未當。 

2.被告主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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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廢錐管玻璃處理市場具有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原

告遂於 99 年 7 月 2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利用其相對市場優

勢地位，藉由與廢家電、廢資訊處理業者簽訂之廢錐管玻璃再利用合

約書之約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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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與其他廠商簽廢錐管玻璃之再利用意願書）、不可委託其他廠

商進行廢錐管玻璃之再利用、不申請廢錐管玻璃廠內再利用及自行處

理等內容、廢面板玻璃進廠數量不能小於廢錐管玻璃之進廠數量，以

及違反前揭約定之懲罰性違約金 250 萬元等約款，影響廢家電、廢資

訊處理業者與其他廢錐管玻璃及廢面板玻璃再利用業者之交易，並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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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廢家電、廢資訊處理業者申請廠內自行處理廢錐管玻璃之可能，阻

礙他事業參進競爭及爭取交易之自由，嚴重戕害市場競爭，原告上開

行為，核屬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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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依原告與海外廢錐管玻璃需求事業公司往來之電子郵件，僅表示

「期望」廢面板玻璃之供應，並未於合約中指明具體數量，況交易關

係之維繫仍與價格、數量、品質及交易談判能力等因素相關，尚不能

逕以妨礙他事業競爭之手段以維持己身交易之進行。又按原告係依公

司法成立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法人，廢面板玻璃產品出口係為虧

損，原告卻持續出口，實係以處理廢錐管玻璃之利潤對廢面板玻璃再

利用產品之出口進行交叉補貼之實，是原告利用其在廢錐管玻璃處理

市場之優勢地位，延伸其市場優勢力量至競爭性市場（廢面板玻璃處

理市場），並進行交叉補貼之實，影響廢家電、廢資訊處理業者與其他

廢面板玻璃再利用業者之交易。  

（3）依環保署提供被告關於各廢家電及廢資訊處理業者交付原告之廢

錐管玻璃數量統計，98 年度未訂限制性約款時，原告廢錐管玻璃之處

理量為 2,883 公噸，99 年至 101 年度訂有限制性約款期間，99 年度處

理量為 5,183.08 公噸、100 年度處理量為 6,025.62 公噸、101 年度處理

量為 5,950.62 公噸，各該年度與未訂限制性約款之 98 年度相較，增加

幅度分別為 79.78%、109.01%及 106.4%，足見限制性約款之增修訂，

對原告廢錐管玻璃處理量之增加有助益效果。且原告於限制性約款

中，規定其為唯一廢錐管玻璃再利用工廠，阻卻廢家電及廢資訊處理

業者與其他廢錐管玻璃再利用工廠交易之機會，並限制廢家電、廢資

訊處理業者申請廠內自行處理或再利用之事業活動，將造成其他潛在

競爭者無法進入廢錐管玻璃處理市場，對市場產生封鎖效果。再者，

原告對於廢家電與廢資訊處理業者除原有終止或解除合約之約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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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鉅額違約金之約款，制約並增加廢家電與廢資訊處理業者違反合約

規定之成本，藉以維持其在廢錐管玻璃處理市場之優勢地位。是原告

本件行為明顯已對於廢錐管玻璃處理市場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  

（4）原告本件行為對於廢面板玻璃處理市場之市場力與限制市場競爭

效果：依環保署提供廢家電及廢資訊處理業者交付原告之廢面板玻璃

數量統計，98 年度未訂限制性約款時，原告廢面板玻璃之處理量為

2,457.91 公噸，99 年至 101 年度訂有限制性約款期間，99 年度處理量

為 6,648.25 公噸、100 年度處理量為 5,243.85 公噸、101 年度處理量為

6,224.95 公噸，各該年度與未訂限制性約款之 98 年度相較，增加幅度

分別為 170.48%、113.35%及 153.26%。另以市場占有率觀之，廢面板

玻璃處理市場之主要參進業者，在該限制性約款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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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100 年度、101 年

度原告在廢面板玻璃處理市場之市場占有率較 99 年度下降，惟仍維持

三成以上之市場占有率，與未訂有限制性約款之 98 年度相較，市場占

有率仍較 98 年度為高，足見該限制性約款之增修訂，對原告穩定其廢

面板玻璃之供應來源與數量有相當助益，並因而限縮其他競爭同業爭

取交易之機會。且 98 年與 99 年上半年原告對廢面板玻璃之最高收購

價每公斤 2.28 元至 2.9 元，99 年下半年開始收取處理費，100 年、101

年原告所收取之廢面板玻璃處理費為每公斤 3 至 5 元，較其他業者所

收取之處理費每公斤多 0.5 元至 3 元。縱令該期間其他廢面板玻璃再

利用業者之處理費較原告低，仍無法依市場機制有效取得廢面板玻璃

之料源，此與該限制性約款限制廢家電及廢資訊處理業者交付原告之

廢面板玻璃數量不得小於廢錐管玻璃不無相關。原告本件行為非但已

不當限制廢家電與廢資訊處理業者之交易自由，排除其他事業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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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因廢錐管玻璃交付數量綑綁廢面板交付數量，使其他廢面板再利用

業者無法以價格優勢取得足夠貨源，已然產生降低廢面板玻璃處理市

場競爭之效果。  

（5）98 年金融海嘯之後，原告與海外廢錐管玻璃再利用產品需求單

位之交易價格確逐年下降，航運成本亦確有上漲，惟原告與國內廢家

電及廢資訊業者之廢錐管玻璃交易價格亦隨之巨幅成長（1.2 元/公斤

逐年上漲至 8 元/公斤），且廢面板玻璃價格亦由買方支付，轉嫁為賣

方支付，且原告要求支付之價格除逐年增加外（最高收購價每公斤 2.9

元漲至收取處理費最高每公斤 5 元），更較國內其他廢面板玻璃再利用

業者所要求支付價格為高。計算廢錐管玻璃每公斤有 1.41 元之利潤，

廢面板玻璃卻有 2.44 元之虧損，廢面板玻璃產品出口係為虧損，原告

卻持續出口，實係因原告以處理廢錐管玻璃之利潤對廢面板玻璃再利

用產品之出口進行交叉補貼之實。  

（6）綜上，原告利用其在廢錐管玻璃處理市場之優勢地位，藉由與廢

家電、廢資訊處理業者簽訂之廢錐管玻璃再利用合約書訂定諸多限制

性約款，不當約束交易相對人之交易自由，且造成其他競爭業者之參

進障礙，該等約款明顯減損市場競爭之機能，本件行為核屬公平交易

法第 19條第 6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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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原告處理廢面板玻璃之收費為市場上最高，廢家電與廢資訊處理

業者（廢錐管玻璃再利用合約書之交易相對人）多表示曾計劃將廢面

板玻璃交由原告以外之公司，然因原告限制交付之廢面板玻璃數量不

得低於廢錐管玻璃之數量，且不得交由其他業者處理。眾多廢家電、

廢資訊處理業者因考量原告係 C-0102 唯一通案再利用業者，倘交付原

告廢面板玻璃之數量不符合約規定，恐遭原告處以違約，故該限制約

款確實對市場產生封鎖效果；除此之外，合約內容亦限制廢家電與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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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處理業者不得申請廠內再利用或自行處理，否則有 250 萬元之懲

罰性違約金。廢錐管玻璃除交付予再利用機構外，雖可交付處理廠固

化掩埋，惟處理成本每公斤需十餘元以上，另因回收再利用比例若未

達 70%以上，廢家電與廢資訊處理業者將無法領取環保署之補貼，考

量成本因素與法令政策，渠等表示除交付再利用業者外，實無其他處

理方式，尚非原告所稱倘合約內容有傷及利益或有限制競爭之虞，廢

家電、廢資訊處理業者可不續約即可解決經營上之難題。  

（二）本案爭點整理  

原告於廢錐管玻璃再利用合約書中，以約款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交易對

象、交易數量及營運計畫，是否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9條第 6款規定？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關於原告系爭行為對於廢錐管玻璃處理市場之限制競爭分析部分：  

（1）99 年 3 月以前，市場上另有瑞金興業有限公司（下稱瑞金公司）

與原告互為競爭，惟瑞金公司於 99 年 3 月許可屆滿後未再展延。原告

係於瑞金公司許可將屆時向經濟部提出通案再利用許可，並於 99 年 7

月 8 日獲准在案，故 99 年原告確已成為市場上提供廢錐管玻璃通案再

利用之唯一事業，並於 99 年 7 月 21 日起與廢家電、廢資訊處理廠商

重新締約。面對市場上廢錐管玻璃再利用事業之減少，廢家電與廢資

訊處理業者原交易對象為瑞金公司者，除轉與原告交易外，尚可向環

保署申請廠內自行處理。另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

標準」第 29 條：「事業廢棄物處理、清理機構或再利用機構應於收到

廢棄物三十日內完成廢棄物處理或再利用作業」，拆解後廢錐管玻璃需

於法定期限內完成處理或再利用，惟據廢家電及廢資訊處理業者表

示，廠內自行處理申請至獲准時日至少需時半年，廢家電與廢資訊處

理業者或可於交付原告時，另循法定程序申請廠內自行處理。然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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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獲准通案許可後旋與各廢家電及廢資訊處理業者所簽訂之「廢錐管

玻璃再利用合約書」中增訂第 8 條第 1 項規定：「甲方……不可與其他

廠商簽廢錐管玻璃之再利用意願書，甲方如有違反本條約定……，乙

方亦得毋須催告，得以書面通知，將本契約書逕行解除或終止……」

等語，自 99 年 7 月 21 日起開始適用，原告亦自承 98 年之前，相關廢

錐管玻璃再利用合約書並無限制性約款，該約款係於 99 年 7 月 21 日

生效之合約書始新增。另查：原告與廢家電、廢資訊業者 100 年年底

簽訂之合約書（適用 101 年度）就 99 年版之前開約款（第 8 條第 1

項增修為「……甲方並同意於本約期限內絕不委託其他廠商進行廢錐

管玻璃之再利用，亦同意於本約期限內絕不申請廠內再利用及自行處

理」等語、第 8 條第 2 項訂有：「甲方如有違反前項任何約定……，乙

方亦得無須催告，得以書面通知，將本契約書逕行解除或終止，甲方

並應支付乙方新臺幣 250 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乙方如有其他損害，

甲方亦應賠償之。」等語，即該約款除保留 99 年版之限制性約款內容，

並增訂「不申請廠內再利用及自行處理」及「應支付乙方新臺幣 250

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前揭限制性約款至被告調查後，原告始於 102

年 1 月 1 日生效之合約書中刪除。  

（2）漢林公司於 100 年 4 月參進廢家電及廢資訊物品之資源回收處理

市場，渠於設廠之初即申請廠內自行處理，對於其他廢家電及廢資訊

處理事業具有示範作用。因漢林公司對於廢錐管玻璃之處理不同於其

他廢家電與廢資訊處理業者，為因應漢林公司廢錐管玻璃之出口需

求，眾保公司於焉參進從事廢錐管玻璃產品之出口，對原告形成競爭

壓力。然原告於前開約款中，規定原告為唯一廢錐管玻璃再利用工廠，

阻卻廢家電及廢資訊處理業者與其他廢錐管玻璃再利用工廠交易之機

會，並限制廢家電、廢資訊處理業者申請廠內自行處理或再利用之事

業活動，將造成其他潛在競爭者無法進入廢錐管玻璃處理市場致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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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減少而減損競爭，對市場產生封鎖效果（market foreclosure 

effects）。又原告對廢家電與廢資訊處理業者除原有終止或解除合約之

約束，新增違約金之賠償約款，制約並增加廢家電與廢資訊處理業者

違反合約規定之成本，以維持原告在廢錐管玻璃處理市場之優勢地位。 

（3）環保署提供被告關於各廢家電及廢資訊處理業者交付原告之廢錐

管玻璃數量統計，98 年度未訂限制性約款時，原告廢錐管玻璃之處理

量為 2,883 公噸，99 年至 101 年度訂有限制性約款期間，99 年度處理

量為 5,183.08 公噸、100 年度處理量為 6,025.62 公噸、101 年度處理量

為 5,950.62 公噸，各該年度與未訂限制性約款之 98 年度相較，增加幅

度分別為 79.78%、109.01%及 106.4%，足見系爭約款之增修訂，對原

告廢錐管玻璃處理量之增加有助益效果。  

2.關於原告系爭行為對於廢面板玻璃處理市場之限制競爭分析部分：  

（1）原告於 99 年 7 月獲准廢錐管玻璃再利用通案許可後旋與各廢家

電及廢資訊處理業者所簽訂之「廢錐管玻璃再利用合約書」增訂第 8

條第 1 項規定：「甲方如有『廢電視、廢電腦螢幕機拆解製程產生之面

盤玻璃…』之事業廢棄物，亦同意由乙方為唯一之再利用工廠（處理

廠商），……，甲方如有違反本條約定而未全部交由乙方處理並且面盤

玻璃進廠數量若小於錐管玻璃之進廠數量時，乙方亦得毋須催告，得

以書面通知，將本契約書逕行解除或終止……」等語，自 99 年 7 月

21 日起開始適用，原告亦自承 98 年之前，相關廢錐管玻璃再利用合

約書並無限制性約款，該約款係於 99 年 7 月 21 日生效之合約書始新

增。原告與廢家電、廢資訊業者 100 年年底簽訂之「廢錐管玻璃再利

用合約書」（適用 101 年度）除前揭限制性約款外，增訂第 8 條第 2

項規定：「甲方如有違反前項任何約定或面盤玻璃進廠數量若小於錐管

玻璃之進廠數量時，乙方亦得無須催告，得以書面通知，將本契約書

逕行解除或終止，甲方並應支付乙方新臺幣 250 萬元之懲罰性違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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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乙方如有其他損害，甲方亦應賠償之。」等語，前揭限制約款至

被告調查後，原告始於 102 年 1 月 1 日生效之合約書中刪除。  

（2）環保署提供被告關於各廢家電及廢資訊處理業者交付原告之廢面

板玻璃數量統計，98 年度未訂限制性約款時，原告廢面板玻璃之處理

量為 2，457.91 公噸，99 年至 101 年度訂有限制性約款期間，99 年度

處理量為 6，648.25 公噸、100 年度處理量為 5，243.85 公噸、101 年

度處理量為 6，224.95 公噸，各該年度與未訂限制性約款之 98 年度相

較，增加幅度分別為 170.48%、113.35%及 153.26%。另以市場占有率

觀之，廢面板玻璃處理市場之主要參進業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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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查 100 年

度、101 年度原告在廢面板玻璃處理市場之市場占有率較 99 年度下

降，惟仍維持三成以上之市場占有率（即 100 年度巿場占有率為

39.97%、101 年度巿場占有率為 33.32%），與未訂有限制性約款之 98

年度相較，市場占有率仍較 98 年度為高，足見系爭約款之增修訂，對

原告穩定其廢面板玻璃之供應來源與數量有相當助益，並因而限縮其

他競爭同業爭取交易之機會。另查：98 年與 99 年上半年原告對廢面

板玻璃之最高收購價每公斤 2.28 元至 2.9 元，99 年下半年開始收取處

理費，100 年、101 年原告所收取之廢面板玻璃處理費為每公斤 3 至 5

元，較其他業者所收取之處理費每公斤多 0.5 元至 3 元。縱令該期間

其他廢面板玻璃再利用業者（眾保公司、錫祺公司等）之處理費較原

告低，仍無法依市場機制有效取得廢面板玻璃之料源，此與系爭約款

限制廢家電及廢資訊處理業者交付原告之廢面板玻璃數量不得小於廢

錐管玻璃不無相關。  

（3）綜上，原告利用其在廢錐管玻璃處理市場之優勢地位，藉由與廢

家電、廢資訊處理業者簽訂之廢錐管玻璃再利用合約書，約定原告為

廢面板玻璃之唯一再利用工廠、不可與其他廠商簽廢錐管玻璃之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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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意願書（或不委託其他廠商進行廢錐管玻璃之再利用）、不申請廢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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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者處懲罰性違約金 250 萬元等條款，影響廢家

電、廢資訊處理業者與其他廢錐管玻璃及廢面板玻璃再利用業者之交

易，並限制廢家電、廢資訊處理業者申請廠內自行處理廢錐管玻璃之

可能，限制他事業參進競爭及爭取交易相對人之自由，所為有減損市

場競爭之疑慮，核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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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違反行為時公平

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 

3.按合約書除訂定締約雙方之權利義務，向亦訂有違約及終止合約之

條款，以作為履約之監督機制。原告與廢家電、廢資訊處理業者自 99

年 7 月 21 日起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止訂有「廢錐管玻璃再利用合約

書」，而上開合約書之約定，對於締約之雙方（即原告及廢家電、廢資

訊處理業者）即有一定之約束力。次查：本院觀諸上開「廢錐管玻璃

再利用合約書」之內容可知，上開合約書對交易對象、交易數量及廢

家電、廢資訊處理業者對於廢錐管玻璃之再利用計畫均有明確約定，

亦有合約終止與違約求償之約定，故廢家電、廢資訊處理業者之事業

活動，已受到原告干預，亦即在心理上形成壓迫，致實際上有限制廢

家電、廢資訊處理業者之交易對象、交易數量及營運計畫之實效，尚

不得因未有處罰實例，而否認其合約訂有限制廢家電、廢資訊處理業

者之事業活動約款之事實。廢家電與廢資訊處理業者在上開「廢錐管

玻璃再利用合約書」之有效期間，即自 99 年 7 月 21 日起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止，訂有上開限制約款，除久發、瑞原等處理廠交付之廢面板

玻璃與廢錐管玻璃數量比略低於 1：1 外，其餘處理廠之交付比例約當

於 1：1，甚或有 2：1 全數交付之情形，與上開合約約定大抵相吻，

原告自無以違約論處締約業者之必要。次查：上開合約有效期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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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上不乏有廢面板玻璃再利用業者之收費較原告為低者，然廢家電與

廢資訊處理業者仍依前揭比例供給原告廢面板玻璃，此應與廢家電與

廢資訊處理業者受到上開合約之限制有關。又廢錐管玻璃再利用合約

書」之相對人多表示曾計劃將廢面板玻璃交由原告以外之公司，然因

原告限制交付之廢面板玻璃數量不得低於廢錐管玻璃之數量，且不得

交由其他業者處理。眾多廢家電、廢資訊處理業者因考量原告係

C-0102 唯一通案再利用業者，倘交付原告廢面板玻璃之數量不符上開

合約規定，恐遭原告處以違約，故上開限制約款確實對市場產生封鎖

效果。另於該合約書第 8 條約定限制廢家電與廢資訊處理業者不得申

請廠內再利用或自行處理，否則有 250 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而廢錐

管玻璃除交付予再利用機構外，雖可交付處理廠固化掩埋，惟處理成

本每公斤需十餘元以上，另因回收再利用比例若未達 70%以上（行為

時「廢電子電器暨廢資訊物品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規

定回收再利用比例應達 70%），廢家電與廢資訊處理業者將無法領取環

保署之補貼，考量成本因素與法令政策，渠等表示除交付再利用業者

外，實無其他處理方式。  

（二）最高行政法院  

1.上訴人為營利法人，係以「營利」為目的，非以「公益」為目的之

社團法人，原判決業已詳述上訴人利用其在廢錐管玻璃處理市場之優

勢地位，藉由與廢家電、廢資訊處理業者簽訂之廢錐管玻璃再利用合

約書，約定上訴人為廢面板玻璃之唯一再利用工廠、不可與其他廠商

簽廢錐管玻璃之再利用意願書（或不委託其他廠商進行廢錐管玻璃之

再利用）、不申請廢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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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者處懲罰性違約金 250 萬

元等條款，業已影響廢家電、廢資訊處理業者與其他廢錐管玻璃及廢

面板玻璃再利用業者之交易，並限制廢家電、廢資訊處理業者申請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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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自行處理廢錐管玻璃之可能，限制他事業參進競爭及爭取交易相對

人之自由，所為有減損市場競爭之疑慮，核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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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

爭之虞，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之理由。並敘明其

審觀諸上訴人與 NEG 公司及 Videocon 公司往來電子郵件之內容，明

確 NEG 公司及 Videocon 公司僅表示「期望」廢面板玻璃之供應，並

未於合約中指明具體數量，況交易關係之維繫仍與價格、數量、品質

及交易談判能力等因素相關，要無為維持己身交易之遂行，屬以妨礙

他事業競爭做為手段之理，經核與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

違。 

2.原判決引上訴人之陳述書，以出口至印度為例，計算廢錐管玻璃每

公斤有 1.41 元之利潤，廢面板玻璃每公斤卻有 2.44 元之虧損，而上訴

人卻仍持續將廢面板玻璃再利用產品出口，認定上訴人不無以處理廢

錐管玻璃之利潤對廢面板玻璃再利用產品之出口進行交叉補貼之實。

而上訴人前揭計算書之數據計算，皆立論於「上訴人處理廢錐管玻璃

與廢面板玻璃後之產品『全數』『出口至印度』」，惟查上訴人處理後之

產品出口國除印度外，尚有馬來西亞（出口至馬來西亞之成本與印度

不同），且上訴人廢錐管玻璃處理後產品，99 年度至 101 年度間，仍

有部分留在國內並未出口；廢面板玻璃處理後產品，100 年度、101

年度期間，甚有近半數數量留在國內再利用其成本結構與出口者截然

不同。 

（3）原判決認定 98 年金融海嘯之後，上訴人與海外廢錐管玻璃再利

用產品需求單位之交易價格確逐年下降，航運成本亦確有上漲，惟上

訴人與國內廢家電及廢資訊業者之廢錐管玻璃交易價格亦隨之巨幅成

長，且廢面板玻璃價格亦由買方支付，轉嫁為賣方支付，且上訴人要

求支付之價格除逐年增加外，更較國內其他廢面板玻璃再利用業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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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支付價格為高。計算廢錐管玻璃每公斤有 1.41 元之利潤，廢面板

玻璃卻有 2.44 元之虧損，廢面板玻璃產品出口係為虧損，上訴人持續

出口，實係因其以處理廢錐管玻璃之利潤對廢面板玻璃再利用產品之

出口進行交叉補貼之實，故上訴人尚難以兩時期市況、運輸成本、處

理成本不同等因素，作為其使用限制性約款妨礙市場競爭之理由，核

與證據法則及論理法則並無不合。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原告係透過取得全台唯一之廢錐管玻璃回收執照後，透過限制交易與

違約金之約款，在廢錐管玻璃市場與廢面板玻璃市場達到限制競爭之效果。 

五、本案評析 

倘若以本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關於原告事業所擁有市

場占有率之認知，原告的確擁有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6 款適用時所要求

高於 10%市場占有率之市場地位，從而期於相關市場所為要求其交易相對

人「不可與其他廠商簽廢錐管玻璃之再利用意願書（或不委託其他廠商進

行廢錐管玻璃之再利用）、不申請廢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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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者處懲罰性違約金

250 萬元等條款」，已有阻礙原告之競爭事業進入市場、參與競爭之可能，

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 19 條第 6 款一事，相當明顯。  

問題在於，原告之市場地位究竟僅是一般市場地位、抑或是擁有獨占

力的獨占地位。當公平會於本案訴訟過程中主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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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廢錐管玻璃處

理市場具有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倘若原告是相關市場上的「唯一」事業，

則其所具有者就不是所謂的「相對市場優勢地位」，而是屬於獨占事業的「絕

對市場優勢地位」。此外，假若採信公平會下列主張：「以市場占有率觀之，

廢面板玻璃處理市場之主要參進業者，在該限制性約款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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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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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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僅原告事業一家可以單獨構成獨占

事業，其與其他競爭事業亦符合「二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達三分

之二」、「三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達四分之三」之獨占地位認定門

檻的要求。若此，則不僅本案相關市場是「廢錐管玻璃處理市場」、抑或是

「廢面板玻璃處理市場」，原告事業皆可認定為獨占事業，從而其所為排除

競爭事業進入市場等行為，即構成行為時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以不公平

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之濫用獨占地位行為，而非僅

是本案判決所適用之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278。 

                                                 
278 詳細論述，請參照前揭註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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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案件 二十四 濟生胡椒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1833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緣被告主動調查胡椒製品市場產銷市況及競爭行為是否涉有違反公平

交易法，函請原告及其他胡椒製品業者提供市況資料。經檢視原告 104 年

銷售合約書第 6 點第 1 項規定：「乙方須以甲方（即原告）所制訂之行銷建

議模式於該市場上銷售，不可擅自於市場上競價或哄抬價格而破壞甲方之

市場行情，亦不可逾越他區以破壞他區之市場次序，違者甲方得以取消當

季之返利或逕行解除並終止本合約……」涉及限制下游經銷商轉售價格及

經銷區域，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及第 20 條第 5 款規定，乃依

同法第 40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以 105 年 10 月 17 日公處字第 105111 號處

分書（下稱原處分）分別裁處原告新臺幣（下同）30 萬元（違反限制轉售

價格部分）、20 萬元（違反限制經銷區域部分），總計 50 萬元罰鍰。原告

不服，遂提起行政訴訟。  

（二）程序事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於 106 年 5 月 10 日，判決原

告之訴駁回。原告未上訴，本案確定。 

二、本案爭點 

（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原告與下游經銷業者於《104 年銷售合約書》第 6 點第 1 項約定

「不可擅自於市場上競價或哄抬價格」，惟原告並未執行系爭約款中之

「取消當季之返利」、「逕行解除並終止合約」等懲罰措施，實際上亦

未達成僵固下游廠商轉售價格之限制競爭效果；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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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度訴字第 1194 號判決之意旨，可知於未有處罰實例之情況下，

倘要認為系爭合約約款仍有限制競爭之事實，則至少須達到「系爭合

約約款有限制業者事業活動實效」之程度。原告僅係提供「建議售價

表」，而上開建議售價表根本非為合約書之一部，亦無任何強制性。縱

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所處罰者，並不以達成限制競爭之實效為

必要，只要有限制競爭約定此一行為即屬該當（假設語氣，原告否認

之）。惟原告之所以與下游廠商約定以系爭條款，主要目的係為避免下

游廠商惡意以競價或哄抬價格之方式導致商品價格混亂，而不利胡椒

商品之公平、自由競爭。因下游各該經銷業者、盤商取得供給胡椒商

品之成本不同，倘原告未為系爭約款之限制，苟取得商品成本較低之

業者刻意採極低之利潤為惡性競爭，其他取得稱品成本較高之業者因

無成本優勢，將陷入無利可圖之窘境，自無誘因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

或品質。是以，於理性之商業決策下，該廠商極可能直接放棄轉售系

爭商品，而非如被告所稱「下游業者可透過服務、品質、技術或其他

非價格之競爭因素吸引購買，整體社會福利反而將因此提高」。另一方

面，以惡性競價為競爭手段之廠商，既已因價格之因素取得絕對之競

爭優勢，即無再去考量是否應提升服務、品質等其他非價格因素競爭

力誘因之必要性，實不利於達成鼓勵消費市場競爭之目的。且系爭約

款之所以禁止下游經銷業者「哄抬價格」，乃因胡椒商品為國內辛香料

製品業者銷售之主力產品，若各該下游各該經銷業者以惡性哄抬價

格、囤貨等方式聯合漲價，將導致原告旗下「飛馬牌」胡椒產品價格

維持高檔、僵固；輕者不利於「飛馬牌」胡椒產品與他牌近似產品之

競爭，苟他牌亦趁機就旗下胡椒產品隨同漲價，實質上將減損消費者

利益，此絕非消費者之福，而與公平交易法維持市場公平、自由交易

之立法目的悖離。基於上開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乃有「鼓

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貨品質」、「促進品牌間之競爭」、「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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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系爭產品因削價競爭致生劣幣驅逐良幣之惡果」等公平交易法施行

細則第 25 條所謂之正當理由，依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之規

定，實無違法之虞。 

（2）原告與下游經銷業者約定以《104 年銷售合約書》第 6 點第 1 項

之「禁止逾越他區以破壞他區市場次序」限制，主要目的係為避免偽

貨、賊貨或其他已歇業店面之庫存等進入市場倒貨而導致價格混亂，

並避免地區經銷業者間惡性競爭甚至壟斷、哄抬價格，而造成對消費

者不利益之結果。原處分除未斟酌原告之意圖、目的外，對於原告市

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系爭商品之特性亦有所誤判，有違公平交易

法施行細則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蓋本件既查無依合約約款之懲罰措施

執行實例，若實際結果上該約款並無限制業者地域限制之實效，即無

從認定合約約款有何限制競爭之虞；亦不得僅因原告於系爭合約書中

與下游廠商約定以相關文字，即遽認原告已該當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5 項「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之情事。公平交

易法第 20 條第 5 項係處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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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系爭「禁止逾越他區以破壞他區市場

次序」限制綜合各該要素判斷後核屬「正當限制」，本不得對之處罰。

被告處分書就「何以系爭約定屬『不正當而有限制競爭之虞』之不正

當限制」此節說理薄弱，僅泛稱原告於市場地位有相當之市場力、胡

椒商品之市場結構競爭不足、胡椒商品顧客具有使用習慣性云云，實

質上完全未斟酌原告之所以為系爭約款之「意圖、目的」，更未考量「原

告並未落實懲罰規定」此一「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之要件。

系爭合約書約款實為「正當限制」，絕非「不正當限制」，乃不該當公

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5 款之處罰規定等語。  

2.被告主張 

（1）原告自稱 105 年有 18 家下游經銷業者，負責銷售及配送原告「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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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牌」產品，渠等間並訂有銷售合約，依其中第 6 條第 1 項約定，如

下游經銷業者未依原告所訂價格銷售，原告即得據以實施取消返利、

終止合約等懲罰措施。據原告自承可知，下游經銷業者取得產品之成

本不一，但原告對所有下游經銷業者均提供同一份建議售價表，倘有

經銷業者競價，原告且會介入調查、進行干預，已實質限制下游經銷

業者之訂價自由，其結果並間接削弱同一品牌內個別經銷商之價格競

爭，不得因未有實施懲罰措施之實例，而否認系爭合約書限制轉售價

格之事實。 

（2）原告與下游經銷業者之交易關係為買（賣）斷制，則下游經銷業

者取得產品後本應自行負擔產品銷售之盈虧風險，原告殊無限制轉售

價格以保障下游經銷業者營業利潤之必要，縱取得成本較高者須以品

質、服務或技術等吸引購買而導致銷售成本增加，其亦為市場競爭之

一環，原告無理由介入。況產品之市場價格本依供需法則而定，低價

銷售亦屬市場競爭之一環。被告審酌原告產品常年來穩定之市占率，

其產品雖亦自行零售予下游食品行或超市業者，惟營業用製品通路仍

以經銷商為主，而原告下游經銷業者多負責銷售及配送攤商使用之產

品，其須與原告簽約後方得向其進貨，倘下游事業未具產品經銷資格，

除無法向原告購買產品外，亦不易自上游其他供應業者取得相類似產

品，蓋辛香料製品依配方、比例差異，各業者產品口味並不相同，且

消費者使用具習慣性，縱其得向其他供應商取得產品，惟產品品質（如

口味、香度、包裝等）除與原告製造之產品有異，下游事業亦須面臨

大量客戶轉移之風險。因此，原告限制下游經銷業者轉售產品價格，

除使下游經銷業者銷售之產品維持在高價位，致減損消費者利益外，

且因下游經銷業者之事業規模、營運模式及管銷成本等均不相同，限

制轉售價格亦已抑制下游經銷業者之訂價自由，致削弱品牌內不同經

銷通路間之價格競爭，而有價格僵固之虞，被告爰認定本件不具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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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所稱之正當理由。  

（二）本案爭點整理  

經銷商不可擅自於市場上競價或哄抬價格而破壞原告之市場行情，亦

不可逾越他區以破壞他區之市場次序，違者原告得以取消當季之返利或逕

行解除並終止本合約等情，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及第 20 條

第 5 款規定？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原告下游經銷業者取得原告產品之成本不一，惟原告均提供同一建

議售價表，並有查核機制，在經銷商銷售價格低原告建議售價或跨區

時，視其情節輕重，原告將會著手進行勸導、淡化合作關係、期滿不

再換約及依約懲罰等干預措施，而限制下游經銷業者之訂價自由及事

業活動範圍，其結果間接弱化同一品牌內個別經銷商之價格競爭，而

有限制競爭之虞。至被告未查獲原告對違反上開銷售合約第 6 條第 1

項之經銷商，實施該項規定之懲罰措施，並不影響簽立上開銷售合約

之經銷商，依該合約約定係負有不得以低於原告提供之銷售價格轉售

他人，及不得跨區銷售等義務，而原告會對其經銷商是否違反該等義

務進行查核之認定。換言之，該銷售合約上開約定對原告經銷商產生

之拘束力，係於經銷商簽約時即已發生，並不須查獲原告對違反該條

約定之經銷商執行約定之懲罰措施始能判斷，事實上徒以前開附有懲

罰措施之契約約定，配合原告之查核行為，即足迫使簽約之經銷商遵

守該約定，免致違約而生後續不利之法律效果。原告主張其未對違反

之經銷商，執行上開約定爭約款中之「取消當季之返利」、「逕行解除

並終止合約」等懲罰措施，是未達成僵固下游廠商轉售價格之限制競

爭效果，其提供之「建議售價表」，建議售價表根本非為合約書之一部，

並無任何強制性云云，亦無可採為有利其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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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告主張其有同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所稱限制交易相對人轉售價格

之正當理由乙節，應提出事證以供審酌，前已述及。是原告主張其與

下游廠商約定上開條款，主要目的係為避免下游廠商惡意以競價或哄

抬價格之方式導致商品價格混亂，而不利胡椒商品之公平、自由競爭，

因下游各該經銷業者、盤商取得供給胡椒商品之成本不同，倘原告未

為系爭約款之限制，苟取得商品成本較低之業者刻意採極低之利潤為

惡性競爭，其他取得稱品成本較高之業者因無成本優勢，將陷入無利

可圖之窘境，自無誘因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云云，自應提出具

體事證以實其說。然觀之原告提出其下游經銷業者取得胡椒商品成本

例示表、歷史交易記錄表、銷貨憑單，僅得證其下游經銷商取得其產

品之成本不一。又原告提出 105 年 7-8 月市場調查表，其表列南北雜

貨商、食品材料賣場、食品材料行之售價資料，除與本案無關之「萬

用滷味香」照片，可約略辨識其價格標籤外（惟仍無法確定賣者是否

如原告表列之菖駿盤商），其他調查照片，只顯示貨品之陳列放置情

形，無得佐證該表列價格之真實，況表列之業者均非原告於被告調查

時提出之前五大簽約經銷商，是無得由原告提出之上述資料逕認其下

游經銷業者之訂價自由未受干預之情，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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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查原告與下游經銷業者之交易模式均為買（賣）斷制，是其經銷商

取得產品後本應自行負擔產品銷售之盈虧風險，原告殊無限制轉售價

格以保障下游經銷商營業利潤之必要；縱取得成本較高者須以品質、

服務或技術等吸引購買而導致銷售成本增加，亦屬其自行因應市場競

爭之活動，原告無理由介入；況產品之市場價格本依供需法則而定，

低價銷售亦屬市場競爭之一環。原告於中式辛香料製品市場占有率達

3 成，如依原告所訂之銷售模式以觀，不論進貨成本高低，在各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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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銷商均依原告之建議售價表販售時，因價格趨於僵化，但需求不減，

經銷商均得獲穩定之利潤，易使其等無誘因致力於價格以外之競爭因

素，以免提升營運成本，減少利潤；反之，若無上開轉售價格之限制，

原告經銷商因進貨來源相同，原告產品於各下游事業間具同質性，為

創造產品、服務差異化，價格、品質、服務等即屬競爭之關鍵。是原

告上開限制其經銷商轉售價格之行為，並未能提出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所規定之正當理由，亦堪認定。  

4.查上開銷售合約書第 6 條第 1 項訂有禁止越區經銷之約定，被告為

瞭解上開約款的訂定緣由，已經原告委請證人李欣然陳明係為維持市

場秩序、確保經銷商之合理利潤等語在卷，業如前述。是原告主張其

為上開約定之意圖、目的係為避免偽貨、賊貨進入市場倒貨致價格混

亂、避免單一經銷商獨大、壟斷致對消費者不利益云云，顯係臨訟杜

撰之詞，已無可採；此參原告未能說明限制經銷區域與避免偽貨、賊

貨進入市場倒貨等二者間之關聯性與必要性益明。下游經銷業者主要

負責銷售、配送攤商等營業使用之產品，須與原告簽約後方得向原告

進貨，倘下游事業未具產品經銷資格，除無法向原告購買產品外，亦

不易自上游其他供應業者取得相類似產品，蓋辛香料製品依配方、比

例差異，各業者產品口味並不相同，且消費者使用具習慣性，縱其得

向其他供應商取得產品，惟產品品質（如口味、香度、包裝等）除與

原告製造之產品有異，下游事業亦須面臨大量客戶轉移之風險，此由

原告多年來維持市占率穩定狀態得明。至下游經銷商同時是否經銷或

販售多項與原告具競爭關係品牌之產品，並不影響原告下游經銷商因

與原告簽立上開限制跨區條款，於彼此間足致限制競爭，導致攤商或

餐廳業者進貨原料成本僵固，難取得有競爭性價格產品之判斷，此參

上開證人李欣然言及：經銷商跨區販售，會影響他區經銷商的利潤，

原告業務會對跨區販售查核，經原告查核結果，於南部及東部較有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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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情況，原告通常加以勸導等情甚明。是被告認原告以維持市場秩序

為由，挾其市場地位訂定上開限制約款，禁止下游經銷業者越區經銷，

經綜合判斷已減損品牌內競爭，且造成之市場封鎖排除效果程度亦

高，已對於市場有限制競爭之影響，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5

款規定，即屬有據。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本案同時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及第 20 條第 5 款之規定，

判決中法院多以原告員工之證言作為證據，並強調原告與下游廠商係為賣

斷制，相關約定顯不具正當理由，即均非屬適法。  

五、本案評析 

本案值得矚目之處在於，系爭行為所涉及者乃是最為典型的二種品牌

內競爭限制行為類型，一為限制轉售價格，一為區域限制行為。2015 年 2

月的公平法修正，將原本不容許任何抗辯、屬於當然違法行為之限制轉售

價格規定，轉換為容許當事人得提出正當理由之抗辯，以阻卻其行為之違

法性。的確，同樣屬於品牌內競爭之限制行為，因為一個是有關價格的限

制轉售價格行為，另一則是並未直接觸及價格的區域限制，即認為前者應

屬當然違法行為，不容許任何抗辯，而後者則屬於合理原則適用之對象，

其違法性判斷必須考量當事人之意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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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因素後，方能加以判

斷。規範上，顯得有失均衡。2015 年 2 月公平法修正容許限制轉售價格行

為亦得提出正當理由抗辯，至少將二者規範強度及違法性判斷方式，稍加

靠近。然而，二種類型行為依舊於公平法規範上，存在有不同之處，最重

要者有二：（1）現行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項的限制轉售價格，其違法於實務

運作上，依舊不以當事人於相關市場上擁有一定程度的市場占有率或市場

力為前提，相對於此，適用現行公平法第 20 條第 5 款之區域限制，則原則

上必須當事人於相關市場上擁有 15%已上市場占有率，其行為方可認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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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限制競爭之虞，從而違法；（2）從條文規範方式及實務運作而言，當

事人只要實施限制轉售價格，即可認定違法，若欲阻卻其違法性，當事人

必須主動提出正當理由之抗辯，相對於此，公平法第 19 條第 6 款「不正當

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的不正當性，依據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則應由執法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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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此認知下，原本於適用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項之規定時，並未有必要

探討原告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但因本案同時涉及同法第 20 條第

5 款之適用，因此判決首先針對相關市場加以界定，並基此而認定原告於

此相關市場中之市場占有率，判決於此將本案相關市場界定為中式辛香料

市場，並認定「原告於中式辛香料製品市場占有率達 3 成」。對於擁有如

此市場地位之原告，本案判決認定：「原告下游經銷業者取得原告產品之成

本不一，惟原告均提供同一建議售價表，並有查核機制，在經銷商銷售價

格低原告建議售價或跨區時，視其情節輕重，原告將會著手進行勸導、淡

化合作關係、期滿不再換約及依約懲罰等干預措施，而限制下游經銷業者

之訂價自由及事業活動範圍，其結果間接弱化同一品牌內個別經銷商之價

格競爭，而有限制競爭之虞。」對於認定，原告提出其如此限制係基於下

列之正當理由：渠「與下游廠商約定上開條款，主要目的係為避免下游廠

商惡意以競價或哄抬價格之方式導致商品價格混亂，而不利胡椒商品之公

平、自由競爭，因下游各該經銷業者、盤商取得供給胡椒商品之成本不同，

倘原告未為系爭約款之限制，苟取得商品成本較低之業者刻意採極低之利

潤為惡性競爭，其他取得稱品成本較高之業者因無成本優勢，將陷入無利

可圖之窘境，自無誘因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  

對於原告上開正當理由之抗辯，本案判決除認定原告並未舉出具體事

實，以支持其抗辯外，尚以下列敘述向原告開示其應有商業作為，謂：「原

告與下游經銷業者之交易模式均為買（賣）斷制，是其經銷商取得產品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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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應自行負擔產品銷售之盈虧風險，原告殊無限制轉售價格以保障下游經

銷商營業利潤之必要；縱取得成本較高者須以品質、服務或技術等吸引購

買而導致銷售成本增加，亦屬其自行因應市場競爭之活動，原告無理由介

入；況產品之市場價格本依供需法則而定，低價銷售亦屬市場競爭之一環。

原告於中式辛香料製品市場占有率達 3 成，如依原告所訂之銷售模式以

觀，不論進貨成本高低，在各下游經銷商均依原告之建議售價表販售時，

因價格趨於僵化，但需求不減，經銷商均得獲穩定之利潤，易使其等無誘

因致力於價格以外之競爭因素，以免提升營運成本，減少利潤；反之，若

無上開轉售價格之限制，原告經銷商因進貨來源相同，原告產品於各下游

事業間具同質性，為創造產品、服務差異化，價格、品質、服務等即屬競

爭之關鍵。是原告上開限制其經銷商轉售價格之行為，並未能提出公平交

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所規定之正當理由，亦堪認定。」  

上開敘述，乍看之下，言之成理，頗有商業大老教導新生代之味道，

然而正如同判決所言：「經銷商取得產品後本應自行負擔產品銷售之盈虧風

險，原告殊無限制轉售價格以保障下游經銷商營業利潤之必要」。的確，保

障下游經銷商之獲利水準，對於原告而言，其並無法分享此一利潤保障，

蓋其獲利乃是其銷售給經銷商之價格減去其商品成本，經銷商以多少價格

銷售系爭商品，並不影響原告針對每個商品之獲利。於此認知下，判決繼

續闡明：「在各下游經銷商均依原告之建議售價表販售時，因價格趨於僵

化，但需求不減，經銷商均得獲穩定之利潤，易使其等無誘因致力於價格

以外之競爭因素，以免提升營運成本，減少利潤；反之，若無上開轉售價

格之限制，原告經銷商因進貨來源相同，原告產品於各下游事業間具同質

性，為創造產品、服務差異化，價格、品質、服務等即屬競爭之關鍵」。本

段敘述認為因為存在限制轉售價格，因此價格僵化但需求不減，經銷商因

此獲利趨向穩定，故缺乏誘因提供在判決認為若無限制轉售價格下的「服

務差異化」之作法。此段敘述之著眼點，僅置於品牌內競爭之問題，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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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將品牌間競爭加以考量。對於原告事業而言，倘若真的如同判決所言，

容許下游經銷商得以自由定價，則下游經銷商即會為此而提供各種不同的

服務，並於其彼此間形成強烈的競爭，增加銷售數量、提供原告整體之獲

利水準。 

當國內外大多數公平法學說皆認為，事業之所以實施品牌內競爭限制

行為，其目的在於促進品牌間競爭時，本案判決卻一反學說、甚至外國實

務判決之主張，而認為容許品牌內競爭才能鼓勵下游經銷商競相提供各種

差異化服務，增加其品牌競爭力及銷售數量。或許，判決所忽略的是，假

設沒有本案原告所實施的限制轉售價格、區域限制方案，積極進取、提供

特別優質服務的下游經銷商，其所提供之服務將增加其銷售成本，而為維

持其獲利水準，該經銷商遂有必要提高其產品售價；與此同時，消費者在

享受前述以自己成本積極提供各種服務的經銷商之優質服務後，發現其商

品售價過高，從而轉而探聽是否有其他經銷商針對同樣商品但賣得更便

宜，結果就很容易發現到，其他未提供該種所謂優質服務的競爭經銷商，

因為無須為該種服務的提供而付出高額成本，從而可以以低價賣給消費

者，結果就是對於價格敏感的消費者在享受優質的服務後，轉而向其他未

提供服務但售價較低的經銷商，購買商品。在看到如此結果後，原本提供

優質服務的經銷上，就不願在當冤大頭了，因此也不再提供服務，結果所

導致者，就與本案判決完全相反，是所有經銷商大家都不願意提供該等優

質服務。反倒是，如果確保所有經銷商皆依據一定價格銷售，則不論有無

提供系爭優質服務，都必須以同樣價格銷售，對於消費者而言，既然在享

受到優質服務的經銷商，與未提供此一服務的經銷商，二者售價皆屬相同，

則其理當於享受優勢服務後直接向該提供服務的經銷商購買系爭商品，使

得經銷商存有誘因提供此種優質服務。當原告所有下游經銷商皆致力於提

供此種優質服務時，原告品牌之商品，就會比其他品牌商品更具有吸引力、

競爭力，其銷售數量也會增加，原告事業獲利因此也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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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當本案原告事業表示其所為銷售區域限制係為「避免偽貨、賊

貨進入市場倒貨致價格混亂、避免單一經銷商獨大、壟斷致對消費者不利

益」，本案判決認為原告此一主張「顯係臨訟杜撰之詞」，而不可採。判決

認為：「下游經銷商同時是否經銷或販售多項與原告具競爭關係品牌之產

品，並不影響原告下游經銷商因與原告簽立上開限制跨區條款，於彼此間

足致限制競爭，導致攤商或餐廳業者進貨原料成本僵固，難取得有競爭性

價格產品之判斷」。本段敘述，佶屈聱牙，實在無法據此得知判決所欲陳述

之真意。究竟是因為存在銷售區域限制，導致攤商或餐廳業者進貨原料成

本僵固，而對於原告下游經銷業者不利；抑或是因為不存在銷售區域限制，

導致攤商或餐廳業者進貨原料成本僵固，而對於原告下游經銷業者不利。

以此令人難解的說明，企圖說服其判斷原告事業行為有限制競爭之虞的正

當化理由，令人難能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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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案件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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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原告自民國 101 年起與新北市三重區內部分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下

簡稱管委會）於有線電視集體戶收視契約書（下稱舊版收視契約）第 2 條

約定獨家經營權契約，且於 104 年 7 月起於有線電視集體戶收視契約書（下

稱新版收視契約）第 5 條約定社區經營權與暗管使用權保障條款；以及 104

年 5 月起於數位有線電視暨加值服務優惠協議書（下稱優惠協議書）第 5

條第 1 項約定社區經營權與暗管使用保障條款（以下合稱系爭獨家經營條

款）要求管委會不得另與其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下稱有線電視業者）

協議提供相關服務，涉及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而有

限制競爭之可能。經被告調查認定，系爭獨家經營條款核屬以不正當方法

阻礙或排除其他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且以原告在本案相關市場

占有率近半以觀，藉系爭獨家經營條款安排，已可封鎖或排除其他有線電

視業者在締約管委會社區與之競爭機會，亦導致競爭者銷售困難及成本抬

高，而有限制競爭之虞，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爰依同

法第 40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於 106 年 8 月 11 日以公處字第 106064 號處分

書（下稱原處分）命原告停止上開違法行為，並自原處分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被告陳報已刪除系爭獨家經營條款或為其他必要之改正行為，

並處原告新臺幣（下同）160 萬元罰鍰。原告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  

（二）程序事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之訴部分有理由，於 107 年 10 月 25 日，判

決原處分關於罰鍰部分撤銷，雙方均未上訴，本案確定。  

二、本案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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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原告 101 年舊版收視契約第 2 條約定並未違反當時有效之公平交

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依處罰法定原則，被告不得以 104 年 2 月修

正後之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裁罰原告：  

按 104 年 2 月修法前之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係禁止

行為人以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已交易」，學理上係

禁止掠奪行為，亦即「以不正方法獵補競爭者的交易相對人」，倘交易

對象尚未與競爭者締結交易關係，尚無本條適用。……故修正前公平

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須原告以利誘脅迫或其他不正當方法，掠奪

同區唯一競爭者全聯公司之既有客戶、使全聯公司客戶不與全聯公司

交易改與原告交易，始足當之。……故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須爭取競爭者之既有客戶，改與自己交易始該當舊法第 19 條第 3

款，若僅妨礙競爭者進入或參與爭取行為人既有客戶之競爭，尚無該

條適用。  

按 104 年 2 月修正後之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項規定……係禁止

行為人以不正當方法「妨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其禁止範圍已由

掠奪競爭者既有交易相對人，擴大至妨礙競爭者進入爭取尚未產生交

易行為之潛在客戶，與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構成要件不

同，修正後之禁止範圍比修正前擴大，足見立法者修法擴張其保護法

益，將原未禁止之妨礙競爭對手爭取潛在客戶及尚無交易關係之對象

納入禁止之列，自須於新法修正施行後始得加以處分。而就行為人在

修正前若有妨礙競爭對手參進市場爭取行為人現有客戶之行為，因修

正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並未禁止，自不得施以處罰……。 

104 年 2 月 4 日前，三重蘆州區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僅原告及全聯

公司兩家，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須原告以脅迫、利誘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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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正當方法，使唯一競爭者全聯公司之交易相對人（既有客戶）與

原告交易，始屬違反本條。然被告所提……14 個管理委員會，均非全

聯公司之交易相對人，而是原告之既有客戶。是不論獨家經營權等條

款是否「不正當方法」，該等行為因並非搶奪競爭者全聯公司之交易相

對人改與原告交易，明顯不該當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使

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的構成要件，故原告於 104

年 2 月 4 日前並無牴觸當時有效之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 

（2）原處分將 MOD 與其他視聽服務平台一概排除於本案產品市場，

致原處分對產品市場範圍、地理市場認定、原告市場力量與市場地位

及系爭獨家經營條款對整體市場影響程度等認定均有錯誤……： 

查，國內目前提供傳播影像、聲音供公眾直接視聽之服務者，除

有線廣播電視外，尚含中華電信 MOD 等網路視聽平台及其他多媒體

內容傳輸平台，而依被告委外辦理「有線電視與 MOD 等視聽媒體服

務平台服務替代性意見調查」之結果，光是中華電信 MOD 一家業者，

其市占率已高達 10.9%，勝過任何一家有線電視業者……。次查，被

告委由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針對有線電視與中華電信

MOD 進行替代性研究，經以需求彈性比對後，當 MOD 價格不變，有

線電視月租費調降 10%，需求彈性達 2.48；而有線電視價格不變，MOD

月租費調降 10%時，需求彈性達 2.54，顯見 MOD 與有線電視確實處

於相關市場。依前述「產品價格調整時，交易相對人因價格變化而移

轉購買之程度」之判斷基準，二者確有替代關係而為相關市場。況且，

原處分亦認定同一時空下僅需單一業者提供服務即已滿足消費者視聽

需求，而中華電信 MOD 與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均係以機上盒與纜線，

提供數位視聽服務至視聽用戶內之主機（電視機），則一旦消費者使用

MOD，合約期間即不可能再使用有線電視業者之服務，反之亦然，均

足證二者間確有替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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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依照被告所提出之資料，……，有線電視訂戶數僅成長約 18 萬

戶；相較中華電信 MOD 用戶增加 23 萬戶，光 MOD 成長戶數已超過

整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總和，則苟無 MOD 存在，該增加之 23 萬戶應

均屬於有線電視用戶。至於二者數量均上升，僅能謂整體視聽市場尚

在發展成長，要不得遽認二者間並無替代關係。佐諸 MOD 用戶至 106

年第 1 季已高達 133 萬戶，MOD 用戶數已超過有線電視總收視戶之

25%，均可證 MOD 與有線電視「產品間出現替代關係」。況有線電視

數位化後，與 MOD 均須以數位機上盒及電纜線傳輸訊號，則就「交

易相對人在不同產品間之轉換成本」判斷基準而言，消費者之成本僅

為更換不同機上盒，此與不同有線電視業者轉換品牌之成本相同，益

證二者為相同產品市場。況被告亦曾於另案認定「……MOD……規劃

機上盒免費贈送、基本月費三百元之方式尚可期待與有線廣播電視系

統形成有效競爭」，迺被告於本件卻改稱 MOD 與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業

者間，並無競爭或同一產品市場關係云云……並無足取。  

至於被告雖一再主張 MOD 與有線電視系統之頻道內容、頻道數

量等並非相同，進而表示兩者間並無競爭替代關係，惟節目內容等僅

係 MOD 與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間，各自突顯其優勢差異之交易條件，

並無改變 MOD 與有線電視在提供家用視聽服務上得相互替代而應屬

同一競爭市場之特性。且查，即使在各有線電視業者間，所提供之頻

道內容亦非全然相同，被告也未因而認定各該有線電視業者間並無競

爭替代關係……。 

被告自承全國數位公司尚未正式於蘆洲區開播，……全國數位公

司網站之服務區域，目前仍僅有板橋、新莊、三重可稽。且新北市蘆

洲區之有線電視收視戶等交易相對人，僅能選擇其所在區域「提供有

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之事業……，則全國數位公司既然並無在新北

市蘆洲區提供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亦無在市場上提供任何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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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以爭取交易機會，則全國數位公司即無

在新北市蘆洲區進行公平交易法第 4 條所稱之競爭行為，洵非公平交

易法保護客體與對象，原告與全國數位公司間自無任何競爭或替代關

係可言。是本案地理市場自不得包括新北市蘆洲區，而應僅為新北市

三重區。 

查，原告並非屬於 MSO（有線電視多系統營運業者）……。本案

地理市場新北市三重區內之主要競爭者除了原告為獨立系統業者……

外，包括中華電信 MOD……；屬於凱擘集團的全聯公司……；及 104

年 5 月甫進入市場……的全國數位公司……，以極低價格搶占市場，

即已在新北市取得超過 11%之市場占有率，足認全國數位公司有在短

期間內排除其他業者競爭之能力，且有足夠資本額及影響力影響相關

市場價格，導致其他事業於相關市場極為困難。由上可知，原告既非

媒體巨獸，亦非如 MSO 或 MOD 背後有強大資源，相較於本案相關市

場內之其他同業，屬於勢力最小，市場地位最低者，猶如在地的雜貨

店要對抗新進的 7-11，原處分認為原告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且濫用該

市場地位達到限制競爭之效果云云，從客觀證據上顯示，根本完全錯

誤，毫無足採。  

（3）系爭獨家經營條款係依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與管委會磋商

修改後始簽約，其目的並非限制競爭，亦無限制競爭之效果：  

查舊版收視契約、新版收視契約、優惠協議書雖係原告預先擬定，

惟仍需由原告與各管委會磋商後，由原告提供相當優惠，交由管委會

與社區內部住戶溝通討論，刪除不適當之條文後，本於各管委會之自

由意願，決定是否與原告簽定系爭獨家經營條款，且確實有管委會刪

除系爭獨家經營條款，足證管委會確實有與原告磋商、修改合約之能

力，且管委會有權刪除系爭獨家經營條款，原告也並不會因為管委會

將系爭獨家經營條款刪除，而拒絕與管委會簽約、或拒絕提供收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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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既然系爭獨家經營條款均係經過原告與管委會磋商後，由管委會

本於自主意志決定、同意留下之條款，即屬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之範

疇，並非被告所能置喙（否則同意簽訂系爭獨家經營條款之管委會豈

非亦構成限制競爭？）……。 

況且，被告雖一再主張原告約定違約金條款云云，惟查有線電視

業者為爭取收視戶而提供優惠約定，往往附帶要求享有優惠的消費者

應持續收視一段期間，該期間內亦產生獨家經營之效果，而被告所稱

之違約金約定，僅係於違約時須返還原告所提供之優惠，法律性質屬

「附條件優惠約定」，即以消費者未提前終止收視契約為優惠成立之條

件。故消費者提前終止或違反契約，即無法享受該項優惠而須返還，

此並非違約金性質，足證系爭獨家經營條款暨違約處罰，僅屬常見之

附條件優惠約定，不僅並非非法競爭手段，符合一般商業慣例。被告

一再指摘經過與管委會個別磋商之系爭獨家經營條款，有違反 NCC 公

告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有線播送系統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更屬違法錯誤。再者，系爭獨家

經營條款均係配合管委會任期，契約期間多為 1 年，1 年期滿後若管

委會……自可決定……不與原告續約。  

系爭獨家經營條款僅係回饋更多優惠給社區，並非限制競爭，原

告與競爭同業均以較有利之價格爭取交易機會，屬於公平交易法所允

許之良性競爭行為：（1）按「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有線播送系

統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6 條規定：「如以社區或公寓

大廈管理委員會之名義與甲方訂立本契約者，屬於該社區或公寓大廈

之住戶，亦得依本契約約定之事項行使乙方之權利。」是原告依法本

來就得與管委會簽約，各住戶均可依契約約定向原告主張權益。而原

告系爭獨家經營條款僅係對使用原告公司服務的社區提供更多優惠，

將原告在社區因綜效所發揮的剩餘價值反饋給社區（原告到特定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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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管線之固定費用支出後，該社區使用原告之用戶服務越多，固定

成本攤提後平均每戶成本會越低）……核屬公平合理之商業經營模式。 

更況，若公寓大廈管委會評估其他競爭廠商提供更優惠之方案，

自可隨時終止契約，並將已取得之優惠返還原告，相當於解除使用權

買賣契約、並請求違約方返還價金之情形。蓋原告係以較優惠之折扣

作為對價，向管委會購買暗管使用權，倘管委會同意其他業者使用暗

管，則原告主張管委會應返還所提供之優惠即買賣價金，自屬合法。

由上可知，系爭獨家經營條款縱使有造成些微競爭效果（假設語氣），

僅係原告所提供之優惠價格與其他回饋內容為何？此乃良性競爭之合

法範疇。若其他同業所提供之優惠價格，高於原告所提供之回饋，消

費者仍會選擇與其他同業締約、並同意其他同業管線進駐暗管。此亦

可觀被告實地調查新北市三重區阿利阿多大廈管委會主委……經其比

較後認為全國數位公司提供之優惠內容較為優惠，於是便以管委會決

議讓該公司鋪設管線。而原告因應作為，亦僅是向該管委會提供更優

惠之回饋，以更低價之優惠服務作為應對競爭者進入該社區之競爭對

策，並未引用系爭獨家經營條款之違約效果，向該管委會請求任何優

惠返還。亦未停止在該社區大樓之收視服務，足證原告並未濫用市場

地為限制競爭，亦未以不正當方法阻止管委會與其他同業簽約。  

由上可知，原告與交易相對人簽定系爭獨家經營條款，將使交易

相對人可取得價格上之優惠與服務上之穩定，具有降低事業成本、激

勵消費者忠誠度、維持產品之品質及有線電視業者之信譽等正面經濟

效果。而本案原告與社區管委會簽約後，各社區住戶如欲使用原告之

服務，可直接從管道間牽線，成本較重新自外牆牽線要低，具有達成

綜效、降低消費者支付費用與原告牽線成本之優勢，原告並在該建置

之固定成本降低後，將利得回饋予簽約社區，創造原告與消費者雙贏

之局面，換取原告可持續穩定在社區經營之結果，系爭獨家經營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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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無任何限制競爭之行為，反而係促進整體經濟利益最大化、保障消

費者權益之作法，此為市場競爭與消費者選擇之結果，原處分認事用

法實有錯誤，應予撤銷。  

系爭獨家經營條款之意旨，僅在保障原告可穩定提供收視服務，

維護訊號傳輸品質，避免收視戶權益受損，且新北市……管道空間不

足為市場常態，競爭同業可以其他方式牽線進入社區，不受影響：（1）

系爭獨家經營條款之規範目的僅係使原告可穩定持續在簽約社區提供

服務及使用暗管安裝收視纜線之權利，不會在合約期間因其他業者進

駐，而反遭同業驅離簽約社區，影響個別住戶之收視權益，並保障原

告依法應提供穩定而不中斷之收視服務不受影響；同時，系爭獨家經

營條款並顧及管線間之通暢及維護訊號傳輸品質，避免相關設備相互

干擾致消費者收視訊號受影響，或因其他業者進駐導致管線遭破

壞。……並在有線電視數位化、訊號干擾情行趨緩後，再將相關條款

限制放寬。此係為保障收視戶權益，確保訊號品質無不良，自無任何

違法。何況，原處分亦認定社區管道間與弱電箱內，已有電信、社區

天線及監視系統等線路，加上原告之有線電纜線，已屬擁擠而不堪負

荷，則原告為保障管線間之通暢，確保收視品質，自有約定該條款必

要。……況系爭獨家經營條款僅存在於原告與社區管委會間，其他競

爭者若欲與個別住戶簽約，並不受任何限制；且其他業者之管線亦未

均必須經過暗管，可走大樓外牆或自頂樓拉線至個別住戶家中提供收

視服務……則系爭獨家經營條款確實並未、也不可能造成限制競爭之

效果甚明。被告因不諳有線電視服務之實務與新北市諸多老舊大樓之

特性，而誤認原告係為了限制競爭而簽訂系爭獨家經營條款，實屬誤

會。  

至於被告雖主張原告以 101 年舊版收視契約之系爭獨家經營條款

阻礙競爭者全聯公司「從事競爭」云云，惟查事實上全聯公司一直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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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三重區市占率第一之公司；全聯公司在市場長達 20 餘年，亦未

曾表示有遭到原告限制從事競爭，則被告如何越俎代庖，自行認定全

聯公司遭阻礙從事競爭？被告顯然已有以國家機關任意介入市場，明

顯已跨過紅線影響市場，而有違公平交易法保障以市場機制公平競爭

之立法意旨，實有違法之情事。  

被告雖再主張原告在競爭者全國數位公司進入市場之際，以新版

收視契約之系爭獨家經營條款阻礙「參與競爭」云云，惟查 101 年舊

版收視契約明顯 104 年新版收視契約嚴格，若系爭獨家經營條款係為

了阻礙全國數位公司參與競爭（假設語氣），原告怎可能捨棄較嚴格之

舊版收視契約不用……且查，競爭業者之管線未必須經過暗管，可走

大樓外牆、自頂樓拉線、或在樓梯間採壁掛式配電箱牽線至個別住戶

提供收視服務，足認暗管使用權條款根本不影響或產生限制競爭。至

於原告發函給違約社區，係因為社區有違反契約之情事而為善意通

知，與何人、何時進入市場完全無涉；且若係因全國數位公司搶食市

場而促使社區違反契約，則原告發函時間與全國數位公司進入市場時

間相近亦屬合理，被告顯然有混淆視聽之情事。  

2.被告主張 

（1）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及修正後公平

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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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持續性違法行為核已違反修法前、修法後之公平交易法規定： 

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之規範目的在於避免事業以非屬

競爭本質之行為，爭取交易機會，兼具保護交易相對人之選擇自由；

本款之違法性，主要在於行為本身具有商業倫理之不法內涵，即使用

不正當之競爭手段，違反商業倫理性。其於競爭法上之非難性主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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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使用之競爭手段違反商業倫理及效能競爭，因而對競爭秩序產生不

良影響而應受非難。事業以有利價格、數量、品質、服務爭取交易機

會之行為，本屬參與市場競爭之目的，但如以不正當之競爭手段（本

案原告簽訂具獨家經營權條款性質即屬之），爭取交易機會，自非法律

所容許。又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 19條第 3款所稱之交易相對人是指「所

有的、潛在的（可能與競爭者交易者）、不限競爭者現實的交易相對

人」，而非侷限於競爭者「既有的」或「處於磋商或議約中狀態」之對

象。而所謂「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指出事業本質上雖

具有爭取交易機會之目的，惟倘事業係以不正當競爭方法，限制交易

相對人之交易對象，或增加交易相對人接觸其他競爭者之困難，使交

易相對人之轉換成本提高，均將扭曲「交易相對人之自由交易意識」，

妨礙競爭者爭取交易機會，顯違反本款之規範目的；又所謂「與自己

交易」，並不以事業與交易相對人實際成立交易作為必要，而只要求客

觀上依一般之經濟智識經驗，該事業之不正當競爭手段足以影響交易

相對人之交易決定己足，即以事業「增加己身交易機會」、「競爭者之

交易相對人似無其他選擇非與自己交易不可」而認具有競爭法上之非

難性。是該款非難性主要在競爭手段本身已違反商業倫理與違反效能

競爭，惟實際市場運作上，該不正當競爭手段所造成之結果將可能影

響其他競爭事業積極從事效能競爭，減損市場競爭機能，此業經最高

行政法院 103 年度裁字第 1683 號裁決所肯認……。 

經對照修正前……及修正後公平交易法……規定，二者不同在於

修法前之文字為「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修法後

之文字為「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被告認修法前後之構

成要件、不法內涵均相同，縱不認為二者構成要件相同，先以「法條

文義」觀之，可認修法前「以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

己交易」為修法後「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違法行為態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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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修法前之違法行為於修法後仍受規範，不法行為具有持續性；再以

「立法目的」探究違法本質，修法前後皆規範「以不正當方法使事業

無法於自由、開放市場中相互競爭」之行為，故違法類型之本質核心

不變。而法規之變更不影響「違法類型之本質」（das Wesen des Deliktst 

ypus），且因而維持「不法類型之持續性」（ die Kontin uit？ t des 

Unrechtstyps），則應承認新舊法規處罰要件具有「同一性」。職是之故，

縱認為該條修法前後法規之處罰要件有所不同，因而變更可處罰之範

圍，然該不法行為具有持續性，且違法類型本質並未改變，新法之處

罰要件可涵蓋於舊法處罰要件中，應認定修法前、修法後之法條具有

同一性。 

（2）有線電視業者之交易相對人係指實際付費使用有線電視服務之客

戶，惟有線電視業者欲進線至社區大樓，須使用公寓大廈管道間之弱

電箱等共用部分……，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

應經管委會同意後始得為之。因此，居住於公寓大廈之有線電視業者

交易相對人，僅能取得管委會同意或由管委會向有線電視業者議約，

不能逕向有線電視業者交易，故倘單一有線電視業者與管委會簽訂具

獨家經營權性質條款，並輔以懲罰性違約條款約束管委會，將會使居

住於該公寓大廈之住戶（即競爭者之潛在交易相對人）無從與其他有

線電視業者進行交易，形同剝奪競爭者以價格、品質或其他條件爭取

交易相對人之機會。經查，本案案關市場（104 年 2 月 4 日修法前）

為全聯公司及原告 2 家有線電視業者，原告自 101 年起以不正當競爭

方法致管委會囿於契約限制，使全聯公司無法進入社區鋪設有線電視

線路，居住於該公寓大廈之住戶（即全聯公司之潛在交易相對人）……

被迫僅能與原告交易才可取得有線電視之收視服務。從而，原告與管

委會簽訂具獨家經營權性質條款之目的，乃在以系爭獨家經營條款排

除競爭者全聯公司提供服務之競爭風險，使可能與競爭者全聯公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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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潛在交易相對人（即該等公寓大廈之住戶）僅得與原告交易，原

告行為已阻撓或排除競爭者與其競爭，具競爭法之非難性。……修正

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是否實際成立交易行為在所不問，僅須事

業以不正當競爭手段「增加自己的交易機會」，即具有競爭法上之不法

性，而本案所涉者，不僅係原告以不正當競爭手段來「增加自己的交

易機會」之情形，更因競爭者之潛在交易相對人囿於系爭條款限制而

無法自由轉換業者，迫使其別無選擇而與原告交易，而達到「交易行

為已實際成立」之效果，故原告違法程度尤為嚴重，舉輕以明重，於

此情形，具有更高之可非難性。  

（3）本案原告自 101 年起簽訂具獨家經營權條款性質之條款，契約期

間多為 1 年，……惟多數期滿後續約，致契約期間跨越本法修法

者……。因此，原告自 101 年起以不正當競爭手段，使其他事業無法

享有自由競爭之市場機能，「持續」以系爭條款限制競爭者之交易相對

人（可能交易之潛在交易對象），具持續性致客觀上無法切割……違法

行為仍持續中，並未終了。因此，原告於案關市場占有率近半以觀，

其挾其市場力實施該不正當方法，以系爭獨家經營條款限制管委會（實

質上係限制公寓大樓之住戶，即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競爭業者交

易之自由，不論係以具獨家經營權性質條款、懲罰性違約條款，迫使

其無法與競爭業者交易，或預先以獨家經營權條款防止其與競爭業者

交易，均為妨礙競爭者爭取交易之機會，達到排除競爭者自由競爭之

效果，顯有限制競爭之虞，故此一持續性違法行為，依修正後公平交

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予以裁處。退萬步言，縱認原告修法前之行為

並未違反修法前相關規定，原告自 101 年起簽訂具獨家經營權性質條

款，該不正當手段有損市場競爭機能之行為，乃一持續性違法行為，

縱認修法前相關規定不予處罰，然因其行為持續至最初裁處時，已合

致修正後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之規定，自應加以適用，以作為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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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之法律依據，此有最高法院 90 年度台上字第 6980 號刑事判決可參。 

（4）原處分認定現階段 MOD、有線廣播電視尚不具有顯著之替代性，

而難認屬同一市場，據而認定本案應以「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為

產品市場，並無違誤：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原則第 2

點、第 3 點之規定，相關市場係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

爭之區域或範圍，而被告於進行市場界定時，須審酌需求替代，並得

視商品或服務特性考量供給替代關係。……就需求替代性而言，經被

告參酌 105 年 11 月 28 日委外辦理之「有線電視與 MOD 等視聽媒體

服務平台替代性意見調查」內容顯示，彼時最近 1 年改變主要收視管

道者比例者僅 1.7%，且使用有線電視作為主要收看電視節目管道者，

多重視頻道節目內容選擇多元，節目內容符合需求及收視習慣（包含

操作方式、頻道位置等），而就國內觀眾主要收視之有線電視「基本頻

道」而言，收視率最佳、最受歡迎之基本頻道（約 100 台）中，中華

電信 MOD 上架僅有 2 頻道……，有線廣播電視與 MOD 之頻道節目內

容等差異甚鉅，顯見二者尚不具需求替代關係。且查原告之基本頻道

總表計有 119 個有線電視基本頻道，中華電信 MOD 之頻道表計有 183

個頻道，觀二者頻道內容，除無線電視臺節目必載頻道……，僅有少

數 19 個頻道重疊，其替代程度自與有線電視業者大不相同，足證有線

電視與中華電信 MOD 所供收視戶收視之頻道內容有間。況查，有線

電視與中華電信 MOD 分別提供新聞類頻道之部分，除二者重疊之新

聞類頻道外，有線電視業者（以原告為例）所提供之新聞類頻道……

收視用戶經常收看、家喻戶曉之新聞頻道，然中華電信 MOD 僅提供

寰宇新聞台……等非無線電視台所屬之新聞頻道……是有線電視與中

華電信 MOD 於收視戶最常收看之新聞類頻道亦顯有差異。尤有甚者，

二者在其他種類頻道內容如運動、教育、綜合、兒童、戲劇、電影等

亦有所不同，自難認二者之實質內容對於消費者而言具有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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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另據通傳會……資料，有線電視訂戶亦未因中華電信 MOD 用戶

增加而呈現用戶數衰退之情事，二者之增減未必有關連性，爰可認二

者未有顯著之替代性。又中華電信 MOD 與有線電視目前仍係分別以

電信法與有線廣播電視法管制，中華電信 MOD 服務之營運模式係以

固網加值服務方式提供電信傳輸平台，非頻道節目內容提供者，亦不

得規劃頻道，與有線電視業者對於編排頻道位置有相當自主權不同，

且 MOD 收視費用包含平臺服務費及頻道節目內容、隨選視訊內容、

應用內容等各項服務費用，而有線電視收視費用主要為視訊服務費

用，並無平臺服務費，二者收視費用結構及費率管制密度迥異，二者

於法令管制與供給面應尚不具緊密替代性……，實難認定二者係屬相

同市場。 

（6）委外意見調查之資料數據，乃係指「收視管道」，並非係指「市

占率」，前者為民眾收看節目之方式，後者則是考量商品或服務需求、

供給替代性所界定之產品及地理市場範圍內，計算個別商品或服務供

給者商品交易或服務提供之量占該相關市場全體供給者之量之比

例。……最近一年改變主要收視管道者僅占 1.7%，故以用戶轉換情形

及使用行為等因素，足證有線電視、中華電信 MOD 與網路視聽平台

等服務，互不為替代。另原告以被告委由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

學系賴祥蔚教授所研究「電視平台之市場界定－以 MOD 與有線電視

為例」之期刊文章，主張依 MOD 與有線電視之需求彈性數值，顯示

二者處於相關市場……。惟：（1）原告援引賴祥蔚教授所研究……，

並不代表被告之意見及執法立場。（2）該篇期刊文章乃係參酌假設性

壟斷檢測（Hypothetical Monopolist Test，亦稱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

之市場界定分析方法，以經濟學的需求彈性概念所設計之測量問卷，

惟此檢測法有其運用上之限制，即「在使用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界定

相關市場時，選取之基準價格宜為『市場競爭性價格』。」……有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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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收視費用實際上顯係受「法令限制」之行政管制措施，而非「市場

競爭性價格」，故自難從中選取市場競爭性價格作為假設性獨占者檢測

法之基準價格。…… 

（7）……縱全國數位公司尚未正式於蘆洲區開播，惟業已取得該行政

區之經營許可執照，無礙其得隨時於蘆洲區提供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

務……，是本案地理市場應以「新北市三重區及蘆洲區」為範圍。  

（8）原告與管委會簽訂系爭獨家經營條款，並輔以具懲罰效果之違約

條款約束締約對象之行為，核屬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

競爭之行為，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造成限制競爭之

效果……經查，104 年 5 月前（即全國數位公司尚未參進案關市場前），

原告與全聯公司同為新北市三重經營區（含三重、蘆洲及八里區）之

既有業者，案關市場僅原告及全聯公司 2 家有線電視業者，彼此互為

競爭關係……然原告簽訂系爭獨家經營條款，致締約管委會囿於系爭

獨家經營條款之限制，……全聯公司客觀上已無爭取競爭事業之既有

客戶……交易之可能。……而 104 年 5 月後，新進有線電視業者全國

數位公司，其參進案關市場從事及推廣有線電視服務時，……原告之

既有客戶因受到系爭獨家經營條款所拘束，無法自由轉換其他競爭業

者，致全國數位公司除須提供比原告更低廉之收視費用優惠以爭取收

視戶外，尚須代償系爭獨家經營條款所稱之懲罰性違約金或遷移費

用，始能成功爭取交易相對人，是該違約條款無疑形同墊高競爭者之

經營成本，同時亦降低其競爭力。……又自 104 年 6 月起更向重陽帝

王公寓大廈……等管委會寄發警示函，而原告系爭獨家經營條款之簽

訂時間及警示函之寄發時間，皆與全國數位公司 104 年 5 月參進市場

之時間相距甚近，其中優惠協議書更適逢全國數位公司開播及推廣階

段，顯示原告 104 年 7 月起與管委會締約新版收視契約及發函警示締

約管委會等舉，乃係針對新進業者全國數位公司參進市場之對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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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意在阻礙新進業者參與或從事案關市場之競爭，益臻明確。  

（9）多數於契約期滿仍續約，足證原告以簽訂具獨家經營權性質條款

並輔以懲罰性違約金條款之行為，就市場競爭或市場進入所產生之效

果而言，締約管委會確已因該獨家經營權條款心生畏懼，而具有嚇阻

與其他競爭者交易之效果……原告雖稱系爭獨家經營條款僅存在於原

告與社區管委會間，其他有線電視業者之管線亦未必須經過暗管……

惟：（1）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是公寓大廈個別住戶亦受系爭獨家

經營條款所拘束，難認其無受到限制。（2）縱其他有線電視業者走大

樓外牆或自頂樓拉線，惟殊難想像此施工方式完全無須使用公寓大廈

之共用部分，然觀諸原告與締約管委會簽訂舊版收視契約書約定「獨

家經營」，及新版收視契約書約定保障「社區經營權與暗管使用權」，

倘締約管委會明示或默示同意其他有線電視業者與個別住戶簽約並依

前述施工方式進線，而並未「保障」原告之獨家經營權，或社區經營

權與暗管使用權，原告即得依據系爭獨家經營條款主張締約管委會違

反契約，而取消收視費用優惠並收取懲罰性違約金。  

（10）原告雖稱系爭獨家經營條款之意旨僅在保障原告可穩定提供收

視服務……惟經被告實地勘察發現，即便係較為老舊建築，仍有容納

2 家有線電視業者安裝相關設備於弱電箱……再者，大樓管道間、弱

電箱內通常存有電信、社區共同天線、監視系統及有線電視纜線等眾

多線路，則涉嫌蓄意或過失破壞設備或器材者，亦不僅限於其他有線

電視業者，且即便僅單一有線電視業者進線，亦無法保證在風吹日曬

或經久未維護情況下，無訊號不佳情形，況縱發生訊號不佳或設備、

器材遭破壞之情況，亦係由主管機關令相關業者改善，或向檢警單位

舉報，而非由原告以單方預擬之定型化契約條款排除其他業者進線，

故難認系爭獨家經營條款與所欲達成維護訊號品質、管道通暢目的間

具有必要合理之關聯。況即便簽訂系爭獨家經營條款，管委會所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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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之監視系統設備或原告所架設之有線電視纜線設備亦仍面臨其他電

信業者、水電、瓦斯等多家業者工務人員進出管道、社區建置或維護

而有受損之虞……。 

（二）本案爭點整理  

1.104 年 2 月 4 日修訂之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與修訂前之同法第

19 條第 3 款體例、構成要件是否相同？即上開法律有無變更？  

2.若前開法律未變更，則本件系爭獨家經營條款，是否同時符合公平

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及從事競爭」及舊

法第 19 條第 3 款「以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

交易之行為」之構成要件？  

3.原告系爭獨家經營條款跨越修法前後是否仍屬一行為，若仍屬一行

為則公平交易法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變更後，原處分裁罰應否適用行

政罰法第 5 條？ 

4.系爭獨家經營條款若屬有「限制競爭」之虞，則本件原處分認定原

告經營之「有線電視」具有一定市場力量及該市場與中華電信 MOD

等，是否具替代性？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舊法第 19 條第 3 款與（新法）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無論是

在體例上由「不公平競爭」及「限制競爭」轉變為「限制競爭」（參照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立法理由），且構成要件上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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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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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立法理由上敘明將以贈品贈獎方式進行促銷而具有商業倫理非難性

之不法內涵行為，發現因與行為人之市場地位以及行為對於市場造成

反競爭之效果無關聯，而移往第三章不公平競爭單獨規範，亦顯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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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被告主張法律內涵未變更云云，自有誤會。  

2.基於下列理由，本院認為舊法第 19 條第 3 款之體例、構成要件與 104

年 2 月 4 日修訂之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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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舊法第 19 條第 3 款與（新法）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無論

體例上及構成要件上均不相同。被告認為……顯有誤會而無理由。因

此本件原處分適用法律本有疑義，兼查舊法對違反第 19 條第 3 款，依

舊法第 41 條第 1 項裁處罰鍰金額，遠較公平交易法（違反第 20 條第

3 款而依同法）第 40 條第 1 項為低，因此先不論本件原告是否濫用（無

正當理由或理由不合理）其市場地位，利用系爭獨家經營條款「阻礙

全國數位公司參與競爭」及「阻礙從事競爭者全聯公司從事競爭」等

事實，本件原處分本有違法。  

（2）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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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被告明確陳述。且如前述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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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於 104 年 2 月 4 日，【始】增訂以

不正當方法「阻礙全國數位公司『參與』競爭」違法行為又詳如上述

本院法律見解；因此原處分以原告 101 年間至 104 年 2 月 3 日間使用

系爭獨家經營條款，違反當時尚不存在「不正當方法「阻礙全國數位

公司『參與』競爭」」（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法律，認定事實及

適用法律……顯然有違反處罰法定原則之違法。  

（3）依據被告 103 年 2 月出版之認識公平交易法一書……已明確敘明

舊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範屬「不公平之競爭」，而非「限制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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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原處分認原告系爭獨家經營條款於 104 年 2 月 4 日修法前後，均

屬同一「阻礙全國數位公司參與競爭、阻礙（從事競爭者）全聯公司

從事競爭」之「限制競爭」……被告以原告系爭獨家經營條款行為（101

年至 106 年 8 月間），均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之「限制競

爭」自不合法。次查，……原告舊版收視契約顯不可能符合行為當時

舊法第 19 條第 3 款「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即全國數位公司與原告自

己交易」之構成要件，因此原處分認為此部分舊法與新法構成要件相

同（內涵一致）且違規行為持續未中斷……顯違反處罰法定原則。  

3.本件原告使用系爭獨家經營條款，就「阻礙全國數位公司參與競爭」

部分，並未違反舊法第 19 條第 3 款，因此原處分認屬「持續性違法行

為」本有誤會而不足採（參照前揭處罰法定主義本院見解，原處分認

原告 104 年 2 月 3 日前使用系爭獨家經營條款此部分行為，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違法）。另查，縱認本件原告使用系爭獨家經營

條款行為，係屬「持續或繼續性違法行為」（同時違反舊法第 19 條第

3 款及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後之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然因違

法行為裁處罰鍰之法律亦有變動……，逕引用對原告不利（即較重）

之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前段，容亦有違反行政罰法第 5 條規定之

違法。 

4.被告主張符合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前之舊法第 19 條第 3 款「以其他

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等語；但仍

無法進一步解釋系爭獨家經營條款，如何「使」當時尚未登記營業之

「非競爭者」全國數位公司之交易相對人（全國數位尚未登記營業自

無所謂交易相對人）與自己為交易？   

（1）況查原告援引學者……及被告 93 年度委託研究報告……因此原

告主張舊法第 19 條第 3 款「以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

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係規定禁止行為人以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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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相對人與自已交易」，即學理上係禁止掠奪行為，換言之「以不正

方法獵補競爭者的交易相對人」，倘交易對象尚未與競爭者締結交易關

係，尚無本條適用等語，亦非顯然無據。   

（2）參照舊版收視契約第 2 條、第 10 條約定確有「期間內保證由原

告獨家經營」及（懲罰性）違約賠償簽約金額總額五倍等約定，且上

開約定雖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以不正當方法限制競爭（即阻

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但原告主張上開獨家經營條款仍不

符合舊法第 19 條第 3 款「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已交易」等語，

參照上開說明，亦非全不足採。  

4.據上，本件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及舊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

不論體例及構成要件均不相同，被告認為相同適用法律本有誤會，且

查系爭獨家經營條款依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前舊法第 19 條第 3 款構成

要件，並不包括「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按全國數位公司）參與」

競爭詳如上述，因此原處分此部分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均有違誤，核

自有違誤，應予撤銷。又本件原處分此部分違法應予撤銷，因此本件

有關原告系爭獨家經營條款違反 104 年 2 月 4 日修法後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及有無以不正當行為阻礙競爭者全聯公司從事競爭違反舊

法第 19 條第 3 款；另原處分認定原告於有線電視之「市場」具有一定

力量、市場界定不應包括中華電信 MOD，及中華電信 MOD 與原告經

營之有線電視替代性不足等，均無庸再續予論述。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公平會對於舊法第 19 條第 3 款與新法第 20 條第 3 款認定與法院見解

不同，而被法院以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均有違誤，撤銷原處分，而就市場

力量、相關市場劃定等便不予討論。  

五、本案評析 

本案係起因於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為確保公寓大廈之整體收視戶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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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與其管理委員會訂定一定排除其他競爭事業爭取與該公寓大廈進行交易

之條款，公平會員處分認定原告事業系爭行為違反現行公平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而加以處分，原告事業不服，進而提起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

本案之訴訟。與本案訴訟事實、違法行為相類似者，尚有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 106 年度訴字第 1439 號金頻道阻礙北都案一案判決，及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 106 年度訴字第 1438 號大安文山阻礙北都案一案判決。  

本案判決主要爭點在於，依據公平會之認定，原告事業所為排除競爭

者之行為，跨越公平法 2015 年修正前後。公平法 2015 年 2 月修正前，同

法第 19 條第 3 款之規定內容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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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 月法律修正後，現行法

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內容變更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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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二者規範內容、對象不同，則對於跨越

修法前後之同一行為，自不能以修正後之法條規定，逕行處分本案原告事

業於修正前所為行為。倘若依據公平會關於本案原告事業違法行為內容之

認定：「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應經管委會同意後

始得為之。因此，居住於公寓大廈之有線電視業者交易相對人，僅能取得

管委會同意或由管委會向有線電視業者議約，不能逕向有線電視業者交

易，故倘單一有線電視業者與管委會簽訂具獨家經營權性質條款，並輔以

懲罰性違約條款約束管委會，將會使居住於該公寓大廈之住戶（即競爭者

之潛在交易相對人）無從與其他有線電視業者進行交易，形同剝奪競爭者

以價格、品質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相對人之機會…原告自 101 年起以不正

當競爭方法致管委會囿於契約限制，使全聯公司無法進入社區鋪設有線電

視線路，居住於該公寓大廈之住戶（即全聯公司之潛在交易相對人）……

被迫僅能與原告交易才可取得有線電視之收視服務。從而，原告與管委會

簽訂具獨家經營權性質條款之目的，乃在以系爭獨家經營條款排除競爭者

全聯公司提供服務之競爭風險，使可能與競爭者全聯公司交易之潛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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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人（即該等公寓大廈之住戶）僅得與原告交易，原告行為已阻撓或排

除競爭者與其競爭，具競爭法之非難性。」姑且不論公平會員處分認定原

告事業上開排除競爭者之作法，是否確有可能排除其競爭事業進入相關市

場從事競爭，蓋此並非本案判決所欲討論之對象。假設公平會上開有關原

告事業之排他性行為及其可能的限制競爭效果為真，從而該當於 2015 年 2

月修正後之現行公平法所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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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種阻礙競爭事業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

為，是否亦為 2015 年 2 月公平法修正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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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規範之對

象行為？ 

公平會當然對此持肯定態度，主張：「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前公平交易

法第 19 條第 3 款及修正後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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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持續性違法行為核已違反修法前、修法後之公

平交易法規定」。對此主張，本案判決並不認同，認為不論是從公平法第

20 條本文從原本的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改為僅有限制競爭之

虞、抑或是從其規定內容從原本的搶奪客戶變成現今的妨礙競爭，且其條

文規範屬性亦從過去的行為不法或不公平競爭，變更為現行的市場不法、

限制競爭行為，在在都顯示二者條文規範內容、對象及功能皆屬同一，而

認為其間具有延續性，從而對於 2015 年 2 月公平法修正前之原告事業的排

除競爭或妨礙事業參與競爭之行為，亦可逕行適用以修正前公平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 

的確，倘若就修正前後之條文規定內容以觀，二者規定所欲規範之對

象行為，乃是相對對立的二種不同競爭行為。修正前第 19 條第 3 款之行為

形式為「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其行為目的乃是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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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方式吸引、甚至奪取競爭者之顧客，與自己交易之行為，倘若行為人

所利用之手段並不具有商業倫理的可非難性，則所謂吸引、奪取競爭對手

之客戶的行為，不啻就是公平法第 4 條所稱「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

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之競爭概念，此種競爭行為只有在

其所使用之手法，具有高度商業倫理可非難性時，方可以其行為本身違法，

認定其違反。相對於此，在修正後之公平法第 20 條第 3 款強調「阻礙競爭

者參與或從事競爭」的情況下，已經不是從競爭對手搶奪交易相對人的問

題，而是根本不讓其他事業進入行為人所處相關市場或直接將其他事業趕

出該相關市場，而企圖獨占該當市場。當現行公平法第 9 條第 1 款「以不

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使用著與同法第 20 條第

3 款高度雷同的規定內容下，更可見現行法第 20 條第 3 款與同法第 9 條第

1 款，有著同樣的規範功能。申言之，當事業擁有獨占地位時，第 9 條第 1

款禁止其濫用獨占地位限制其他事業進入市場從事競爭，企圖藉此而鼓勵

競爭事業積極進入該獨占事業之市場，分享其獨占利益，最後進而因為多

數競爭者的進入，將該市場結構從獨占轉化成競爭結構。第 20 條第 3 款則

是針對尚未擁有獨占地位之事業所為規範，當該當事業企圖藉由排他行為

而有意獨占該市場時，競爭法主管機關即可利用該款規定，制止其排除競

爭事業行為的實施，使其企圖獨占之意圖及目的無法達成，維持相關市場

上應有的有效競爭。由此現行公平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之法律屬性及規範

功能、目的，在在皆可知悉，其係屬於獨占規範系列之一環，公平法第 9

條藉由禁止濫用獨占地位企圖回復市場應有競爭秩序、第 20 條第 3 款則是

藉由制止企圖獨占之行為，維繫市場上之有效競爭。此種從禁止限制競爭

行為作為其出發點的規範內容、功能及目的，當然與修正前第 19 條第 3

款之規範不公平競爭、維繫應有的商業倫理之規範內容、功能及目的，大

不相同，二者當然不可同日而語。  

實則，本案公平會之所以受到挫敗，實係導因於其一貫避難、逃難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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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公平法第 19 條第 3 款、第 4 款，修正後公平法第 20 條第 3 款、第

4 款之一貫的法律適用伎倆。倘若如同公平會於本案訴訟過程中所指出，

本案相關市場中僅有「全聯公司及原告 2 家有線電視業者」，則理當可以直

接認定 2 家事業屬於公平法上之獨占事業，各該事業所為排除其他競爭事

業之行為，不啻就是現行公平法第 9 條第 1 款「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

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之濫用獨占地位行為279；倘若公平會認定原告

事業系爭行為符合現行第 20 條第 3 款的以「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

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類型，則其行為形式當然亦該當於第 9 條第 1 款規

定之行為形式，再加上原告事業與另依家事業可認定為獨占事業，則對其

排除其他事業參與競爭之行為，當然可以是用第 9 條第 1 款規定。長期以

來所培養出逃難、避難到第 19 條（第 20 條）第 3 款、第 4 款之慣性及惰

性，已經導致公平會於其法律適用時，喪失其應有之敏覺性、機動性及彈

性，長此以往，可能導致公平法規範體系受到不當扭曲。  

 

                                                 
279 詳細論述，請參照前揭註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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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案件 二十六 全球數位 MG 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1916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判字第 23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一）實體事實 

參加人為民國 104 年 5 月開播營運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原告則為

頻道代理商，而參加人與原告議訂 105 年度頻道授權契約時，原告仍主張

維持 104 年度之交易條件，即以開播區域之內政部公告行政總戶數（下簡

稱行政戶數）之 15%作為計價戶數基礎（又稱最低保證戶數，Minimum 

Guarantee，簡稱 MG），對其他既有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卻非以前揭方式計

價，而係以實際收視戶數給予折扣計價。被告為釐清原告就頻道授權計價

戶數之議定，是否有阻礙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參與競爭而涉及違反公平交

易法規定情事，加以立案調查。調查結果認定，原告就其代理頻道 105 年

度之授權，分別對參加人、大豐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新高雄有線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及北都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與渠等之競爭者給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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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法第 20 條之 2 款規定，被告爰以 105 年 10 月 31 日委員會公處字第

105118 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新臺幣（下同）4,000 萬元之罰

鍰，並命原告應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1 個月內改正上揭違法行為。原告

不服遂提起行政訴訟。 

（二）程序事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於 107 年 6 月 28 日，判決原

告之訴駁回。原告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上訴有理由，於 109

年 1 月 20 日，判決原判決廢棄，且原處分撤銷，本案確定。 

二、本案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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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被告主張  

1.原告主張 

（1）原告所設 15%「最低保證戶數」交易條件，一概適用所有新舊有

線電視業者，並不存在交易條件不一致情形：……15%MG 交易條件對

既有與新、跨區業者均一律適用，形式上並無差別待遇情形。2.至於

該條第 2 項固約定新進及跨區業者就「超出」15%MG 部分依「實際

戶數」計算授權費，但不論從訂戶數成長趨勢及最後實際結果來看，

本案系爭 4 家新進或跨區業者之 105 年度訂戶數並未達 15%MG，故

該項前提根本未曾發生，自無產生對該 4 家業者造成「任何限制競爭

之虞」結果，不符公平法該條要件。3.被告在比較原告對既有業者與

系爭 4 家業者之授權條件有無差別待遇時，自應適用「相同」基礎方

能正確認定原告有無差別待遇。詎料，被告卻以「已達 MG 標準」之

既有業者受有折扣優惠；「未達 MG 標準」之系爭 4 家業者須依 MG

標準支付最低保證授權金，兩種完全不同之基準認定原告有差別待

遇，如此認定不僅荒謬也違背公平法第 20條第 2款差別待遇應係以「相

同性質事物」作為比較之前提，原處分自有違法。  

（2）縱認原告 105 年頻道授權辦法對既有業者與系爭 4 家業者有不同

交易條件（原告否認），該差異亦有正當理由。……（1）市場供需情

況：……既有業者長期經營結果下，經營區內收視有線電視者絕大多

數為其收視戶且對於頻道位置均有一定瞭解，是既有業者自能維持穩

定之頻道普及率與定頻率。相較之下，系爭 4 家業者係至 104 年方開

播營運，且因頻道授權乙事未與原告等頻道代理商達成共識，是原告

並無法預期其頻道普及率與定頻率。職是，本件「在有線電視系統中

播送代理頻道之權利」之可銷售性，當然會因二者在普及率與定頻率

之差異而有所不同，進而反應至「在有線電視系統中播送代理頻道之

權利」本身之價格，絕非如被告所稱因頻道播送權利「非實體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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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不存在市場供需作為交易條件變動之正當理由。（2）成本差異：……

與越多家有線電視業者簽約，即代表頻道代理商須承受更多締約成本

以及履約風險，被告對此部分所造成原告可能額外支出之成本費用，

不但毫未分析、考量，甚至以若增加授權對象，原告不但不會增加成

本，反會增長收益為由……認定原告應以較低價格與系爭四家業者簽

約……。（3）交易數額：……本件交易數額之比較應是「既有業者」

與「系爭 4 家業者」之折扣差異是否與其實際訂戶數多寡有關；而非

在於「既有業者」間之比較。原告為符合頻道商所訂之頻道普及率（例

如全台應有多少比例之收視戶可收視該頻道）要求，如遇有「釘子戶」

既有業者，原告只能折衷以較高折扣換取該業者同意播送原告所代理

之特定頻道，是交易數額並無法完整反應原告對既有業者間提供不同

折扣之原因。……有線電視業者在某一行政區域內之訂戶數比率越

高，即代表該頻道透過該有線電視業者在該區域的滲透率越高，廣告

主願付給頻道業者之價格較高，自然頻道代理商為達成「頻道節目代

理授權合約書」所約定之頻道高滲透率之要求，授權費用較有空間給

予折讓。因此從廣告營收觀點，頻道代理商就系統業者是否達成 MG

乙事自會基於經濟理性而對授權費用之計收有不同考量……。（4）信

用風險：被告認為系爭 4 家業者並無較高信用風險之理由，無非是其

均有依約支付原告頻道授權費用，並無延遲支付，如此見解顯然荒

謬……。 

2.被告主張 

（1）原告就其代理頻道 105 年度之授權，對於參加人、大豐跨區、新

高雄及北都等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係「先以行政戶數之 15%

計價，實際訂戶數超過前述 15%時，則改以實際訂戶數計價」，然對於

渠等之競爭者（即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則係以「依實際訂戶

數再打數折計價，且折扣比率至少達 63.76%」作為計價基準，……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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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無論於形式上或實質上，原告對於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與既

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之授權費用計價基礎確實差異甚大，確有顯

著之差別待遇情形。  

（2）原告就其代理頻道 105 年度之授權，對於參加人、大豐跨區、新

高雄及北都與渠等之競爭者給予不同交易條件之差別待遇行為，不論

自市場供需情況、成本差異、交易數額、信用風險加以觀察，均無正

當理由。 

（3）原告具相當之市場力，而為了追求頻道完整，以爭取交易相對人，

參加人、大豐跨區、新高雄及北都均有向原告購買所代理頻道之需求，

本件原告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已不當墊高參加人、大豐跨區、

新高雄及北都之經營成本，減損渠等競爭之能力，故原告對於參加人、

大豐跨區、新高雄及北都與渠等之競爭者給予不同交易條件之無正當

理由差別待遇行為，確有限制競爭之虞。  

3.參加人主張  

（1）全球數位就其代理頻道 105 年度之頻道授權，對於 104 年起開播

之系統經營者，構成差別待遇：參加人 104 年 5 月 6 日開播起，……

訂戶數係呈直線成長（參證 15），大豐新區、數位天空及北都等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實際訂戶數於 104 年底之際……，亦係呈現穩

定成長狀態……原告焉能預見參加人等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

於 105 年度 12 月時訂戶數無法逾越行政戶數 15%MG？倘可預估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訂戶數無法逾越行政戶數 15%MG，何以對參

加人等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等提出遠高於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

經營者訂戶數之天價授權門檻？授權條件又何須約定倘 104 年起開播

之系統經營者訂戶數高於所屬經營行政戶數 15%時，以實際戶數計

價？益見原告為確保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享有優勢授權基礎，

進而刻意對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提出之交易條件為收視戶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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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戶數 15%MG……。 

（2）全球數位對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就其代理頻道 105 年度

授權所為之差別待遇，並無正當理由：1.有線電視頻道播送授權，並

不存在行政戶數 15%市場慣例……。2.從市場供需情況以觀……（1）

通傳會將各頻道節目有了固定頻道號碼台之定頻政策，新舊業者均須

遵守，則消費者無論係維持與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簽約，或改

與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簽約，均無礙於原告所代理頻道之定頻

政策，此與原告要求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按行政戶數 15%門檻

計付頻道播送授權金間，亦欠缺關聯性……。3.原告支付上游頻道商

之授權費用係固定金額，與原告授權下游系統業者收取之授權金多寡

無涉。故以成本差異而言，並非系爭差別待遇之正當理由。4.依市場

供需法則，有線電視市場，系統業者議價能力與訂戶數之「數量」本

應存在合理基礎……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各季實際訂戶數低

於參加人公司、滲透率不及 15%，卻享有 67.56%折扣之戶數折扣者……

足見原告給予折扣標準，與系統業者訂戶數數量多寡，欠缺直接關

聯……。5.信用風險無法合法化差別待遇之行為。信用風險（Credit risk）

是指交易對手未能履行約定契約中的義務而造成經濟損失的風險。參

加人公司 104 年 5 月 6 日正式開播，已以行政戶數 15%時計價支付授

權費用長達 8 個月，並無遲延給付之情，且訂戶數系穩定成長狀態，

則商議 105 年度授權費用時，顯無客觀事證顯示參加人公司有未能履

約之風險……。 

（3）以行政戶數 15%作為最低保證授權計價基準，已導致各系統經營

者之地位不對等，對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所為無正當理由之差

別待遇，已生限制競爭之結果。1.行政戶數 15%作為最低保證授權計

價基準，已造成各系統經營者之地位不對等。2.15%MG 顯係針對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而來，乃係具有高度針對性之歧視措施。3.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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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戶數 15%計付最低保證授權金，對於 104 年起開播之新進系統業

者而言，係故意墊高收視戶計算之差別待遇行為，且影響視訊市場的

公平競爭。4.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開播逾二年尚無法達到原告所

要求之行政戶數 15%最低保證授權計費基礎，益證已致生限制競爭之

結果。 

（二）本案爭點整理  

被告以原告分別對參加人等新進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渠等之競爭者為

不同之交易條件，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款之規定，裁罰 4,000 萬元，

是否適法？ 

三、歷審判決理由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審查原處分是否適法，當須分別審究：（1）原告對參加人等新進或

跨區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渠等之競爭者，有無為差別待遇之行為？（2）

如有差別待遇之行為，其差別待遇是否有正當理由？（3）該差別待遇

行為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而判斷事業之差別待遇行為是否具正當理

由，以及有無限制競爭之虞，即應綜合審酌前開施行細則第 26 條所定

因素認定之。  

2.原告就其代理頻道 105 年度之授權，對於「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

者」與「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無論就契約規定或實質收費上

觀察，均有顯著之差別待遇情事：1.契約規定之差別待遇：（1）……

前述銷售辦法雖均以行政戶數之 15%，作為原告向「既有經營區之原

系統經營者」與「參加人、大豐跨區、新高雄及北都等 104 年起開播

之系統經營者」收取授權費用之計價戶數基礎……；惟當實際訂戶數

超過該行政戶數之 15%時，前述銷售辦法僅針對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

經營者，另訂有依實際訂戶數計算授權費用之規定……對於既有經營

區之原系統經營者則無此規定。是以，僅就前述銷售辦法之形式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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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對於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與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之

交易條件已有不同。2.實際收費之差別待遇：（1） ……原告與各既有

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簽訂之授權契約亦顯示，原告係以一「框定數

額」之授權費用總額（通常為前一年度之授權費用總額再作微調）向

渠等收費，而與行政戶數無涉……。易言之，原告實際收取授權費用

時，對於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確係依前述銷售辦法規定，先

以行政戶數之 15%計價、實際訂戶數超過該行政戶數 15%時則改以實

際訂戶數計價；惟對於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則並未遵循前述

銷售辦法，而係以一「框定數額」之授權費用總額收費，與行政戶數

之多寡完全脫鉤。對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其條件顯優

於……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2）又據原告於本案調查期間赴

被告處所陳述意見時所述，原告 104 及 105 年度與各系統經營者（包

括既有與新進業者）簽訂之合約中，各代理頻道授權費用之單價均係

固定之每月每戶 57 元……。故倘以「原告向各系統經營者實際收取之

授權費用總額」作為被除數，「每月每戶固定之授權單價 57 元」作為

除數，換算原告對於各系統經營者收取授權費用之簽約計價戶數，即

可明顯看出原告對於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與既有經營區之原系

統經營者之簽約計價戶數計價基礎，確實存在極大之差異。申言之，

原告向參加人收取授權費用時，其簽約計價戶數約為參加人 104 年 12

月底實際訂戶數之 6 倍（624.32%）、亦為 105 年 6 月底實際訂戶數之

2 倍（209.30%）；然針對與參加人位於同一經營區域之既有系統經營

者永佳樂、大豐及台灣數位寬頻、全聯、天外天，原告與渠等之簽約

戶數卻分別僅為永佳樂實際訂戶數之 5 成（51.19~52.31%）、大豐及台

灣數位寬頻之 4 至 5 成（47.53~58.06%）、全聯之 6 成（62.25~63.76%）、

天外天之 5 成（55.71~57.55%）。其結果造成，原告對於 104 年起開播

之系統經營者之簽約計價戶數，為各該業者 104 年 12 月底實際訂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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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2 至 25 倍、105 年 6 月底實際訂戶數之 1.12 至 3.96 倍；然對於與

渠等位於同一經營區域之既有系統經營者，原告卻係以「實際訂戶數

再打數折、且折扣比率至少達 63.76%」作為簽約計價戶數，兩者交易

條件顯非對等。  

3.原告所為差別待遇行為，並無正當理由：……2.市場供需情況：……

是頻道代理商與系統經營者所交易者，為頻道代理商所代理頻道之播

送權，且該播送權非如實體商品具有數量或產量之限制，頻道代理商

於頻道商之授權期間內，得同時對多家系統經營者提供所代理頻道之

播送權，即使有新進之系統經營者進入市場，對於頻道代理商所能提

供之代理頻道播送權亦無影響，故市場供需情況顯非原告案關差別待

遇行為之正當理由。3.成本差異：（1）經查，原告……簽訂之頻道節

目代理授權合約書，乃多年期間之合約，期間內之各年授權金額並無

不同，原告 104 年至 105 年每月須支付前述頻道商之授權權利金均未

變動……足見即使因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進入市場，而使原告

之授權對象或總授權戶數有所增長，然原告之代理頻道成本並未隨之

提高。（2）依原告與頻道商之合約約定，……接收頻道服務之相關必

要設備（包含但不限於 IRD）其費用由頻道商支付並負責提供安裝及

保固維護。足見因接收設備及其相關費用係全部由頻道商提供及支

付，與頻道代理商無涉，故即使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進入市場，

原告等頻道代理商亦不因新增授權對象而增加接收設備之成本。（3）

原告雖稱係因頻道商之要求，故以行政戶數之 15%作為簽約戶數計價

基礎云云。惟查，依原告與頻道商簽訂之頻道節目代理授權合約書所

載，頻道商對原告僅有頻道普及率與定頻之要求，並無以行政戶數之

15%作為計價基礎或之相關約定，原告所述與事實顯不相符……。且

因原告與頻道商議定頻道代理權時，係以按月支付定額權利金予頻道

商之方式取得頻道代理權，至原告再將前述代理頻道授權予下游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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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經營者時，究竟能向系統經營者收取多少授權費用，則繫於原告與

系統經營者間之約定，尚與頻道商無涉，即相當於「賣斷」之情形……

頻道商所能收取之費用亦不因原告授權金額之高低而受影響，故更無

依頻道商要求而需以行政戶數之 15%作為簽約戶數計價基礎可言。

（4） ……原告就其代理頻道 105 年度之授權，無論對於 104 年起開

播之系統經營者或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每月每戶之授權單價

均為固定之 57 元，並無因實際訂戶數多寡而調整授權單價之情形。且

因原告無論對於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或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

營者，均一概要求渠等均應維持穩定之普及率及定頻，而參加人、大

豐跨區、新高雄及北都等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亦均予以配合，

故原告迄未因頻道分組政策而面臨頻道普及率、收視率下降，致使成

本結構或與頻道商之交易條件等需因應調整之情形。原告所述，亦不

足採。（5）……原告與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所締結之頻道授權

契約中，已將普及率及定頻之要求納入並要求系統經營者配合，形同

將普及率及定頻之履約風險轉嫁予系統經營者負擔，並無原告所辯因

簽約對象增加，而需對頻道商承擔額外之履約風險之情形。又締約成

本本係事業進行交易、從事市場經濟活動所必須承擔者，且依一般商

業常理，原告於與新進系統經營者締結授權契約前，必定會先就該項

交易所需支出之費用及所能獲取之利益進行評估，並認定授權後之收

益將明顯高於締約成本，始決定締約……。是成本差異亦顯非原告案

關差別待遇行為之正當理由。4.交易數額：（1）……實際上即使係位

居於同一經營區域之數家既有業者，各家簽約計價戶數與實際訂戶數

間之比例，並未呈現一固定、正向之折數可資依循……既有業者中全

聯之實際訂戶數最高，所獲得之折扣卻最低。顯見交易數額確非原告

對同一經營區域內之新進業者與既有業者採取不同計價基礎之緣由，

更不足以構成案關差別待遇行為之正當理由……。 5.信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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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進業者自 104 年開播後，均依約支付原告頻道授權費用，

並無延遲支付情形。且查，參加人、大豐跨區、新高雄及北都等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中，大豐跨區在板橋（含土城）地區亦為既有

之原系統經營者，與原告間已有多年交易關係，亦無信用風險之歷史，

然原告對大豐跨區並未提供優於其他 3 家新進業者之交易條件。是

以，參加人等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過往並無支付能力不佳或遲

延支付之情形，大豐跨區更與原告有多年交易關係，其交易往來情形

與其他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並無二致……。（2）又查，參加人

等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以削價競爭之方式招攬收視戶，實係因

渠等所欲進入者，係長期由 1 或 2 家系統經營者所獨、寡占，收視戶

幾乎全數掌握於既有業者手中之市場，開發客源亟為不易，故不得不

以優惠價格爭取收視戶，此乃一般商業經營常態；且渠等所爭取到之

收視戶數越多，越足以攤平營運成本、信用風險亦越低……。6.不具

其他合理之事由：（1）原告雖稱以行政戶數之 15%作為計價基礎之

MG 制度係……商業慣例云云。惟查……故 MG 制度是否為商業慣例，

與本件是否構成無正當理由為差別待遇並無關聯。（2）原告復稱原處

分漏未審酌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之優勢協商力量……惟查，倘

確如原告所言，因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具有較優勢之協商力

量，致原告不得不屈服而調降本應收取之授權費用……，以全聯之實

際訂戶數最高、與原告等頻道代理商談判協商力量亦應最強，然實際

上全聯所獲得之數量折扣卻僅係該 4 家既有業者中最低者。顯見原告

確實未因既有業者之實際訂戶數較多、協商力量較大，即給予較高之

折扣，故所謂既有業者之優勢協商力量並不足以構成原告案關差別待

遇行為之正當理由。  

4.原告對於參加人、大豐跨區、新高雄及北都與渠等之競爭者給予不

同交易條件之無正當理由差別待遇行為，確有限制競爭之虞：1.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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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相當之市場力……依目前國內有線電視產業運作實務，擁有主流頻

道之頻道商，均悉數與頻道代理商簽訂頻道代理契約書，將有線電視

公開播送權授權予頻道代理商獨家行使，下游之系統經營者倘欲取得

該等頻道之授權，僅得向頻道代理商洽談，而無法透過其他業者或直

接與頻道商洽談頻道授權事宜。……原告 104 年度於全國頻道代理市

場之市場占有率約為 22.74%，確實具有相當之市場力。2.為了追求頻

道完整，以爭取交易相對人，參加人、大豐跨區、新高雄及北都均有

向原告購買所代理頻道之需求：（1）基於 94 年改制前行政院新聞局之

同類節目區塊化定頻政策……，消費者亦多已因應形成於特定之頻道

位置收看固定之頻道內容之收視習慣，各頻道並有其分眾收視群。……

為了能與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競爭，基於消費者固有收視習慣

且顧及多數消費者之偏好，自不敢輕言減少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

者業已提供之頻道內容……。（2）依台灣艾傑比尼爾森媒體研究股份

有限公司 104 年度有線及無線電視所有頻道之平均收視率調查結果顯

示，原告獨家代理之 11 個頻道中，除了 Discovery 及免費授權之八大

娛樂台外，另外 9 個頻道均屬收視率排名前 50 名之頻道……。次依通

傳會「2015 年通訊傳播市場消費者使用概況」及參加人與大豐集團分

別針對臺北市、新北市、高雄市有線電視消費者收視行為之委託調查

報告均顯示，新聞類頻道為收視戶最常收看之頻道類型……，而原告

獨家代理之頻道中，新聞類頻道即占了 2 個（TVBS 新聞台及中天新

聞台）。復經參酌被告委外進行之有線電視頻道選擇問卷調查結果顯

示，在收費不變之情形下，倘某一系統經營者取消提供原告所代理之

頻道，有高達 71%之收視戶會選擇轉向其他之系統經營者……。足見

能否提供高收視率或廣受消費者喜愛之頻道節目，對於消費者之收視

意願確實影響甚鉅……。3.原告系爭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不當

墊高……經營成本，減損渠等競爭之能力：（1） ……原告除係頻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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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商外，亦為 5 大 MSO 業者之一中嘉集團 100%持股之子公司，服從

中嘉集團之統一指揮權，而中嘉集團所屬 11 家系統經營者中，新視

波、家和與大豐跨區具競爭關係；數位天空與大豐既有經營區具競爭

關係；慶聯、港都與新高雄具競爭關係；長德、萬象、麗冠與北都具

競爭關係。原告系爭無正當理由差別待遇行為，更屬挾垂直整合地位

之市場力，不當墊高參加人等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之經營成

本，限縮渠等提供較有利之價格、品質、服務等交易條件以爭取交易

相對人之空間，減損渠等與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競爭之能力，

嚴重損及效能競爭。（2）尤有甚者，原告之案關無正當理由差別待遇

行為不但嚴重壓縮參加人、大豐跨區、新高雄及北都等 104 年起開播

之系統經營者與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競爭之能力，其他原本有

意加入市場從事競爭之系統經營者，亦可能因為害怕面臨相同之差別

待遇情形而卻步，形成市場封鎖效果，嚴重損及各區域系統經營者間

之競爭。足見原告對於參加人、大豐跨區、新高雄及北都與渠等之競

爭者給予不同交易條件之無正當理由差別待遇行為，確有限制競爭之

虞。 

5.因原處分所指摘並據以認定違法者，並非「交易條件之本身」，而係

「採取不同交易條件所造成之差別待遇情形」，故判斷原處分是否合

法，應依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款規定之構成要件，就「原告對於不

同系統經營者採取不同交易條件之行為是否構成差別待遇」、「前述差

別待遇行為是否具正當理由」及「前述差別待遇行為有無限制競爭之

虞」逐一進行審酌；至於原告向系統經營者收取授權費用之計價基礎

應否採取最低保證戶數之 MG 制度、MG 制度是否合理妥適等節，因

並非原處分所評論者，且對於原處分之認定結果亦無直接關聯，實無

深入探究之必要。  

（二）最高行政法院  



645 

 

1.依原判決確定之事實……就授權費用之計算方式而言，如以實際訂

戶數作為計算基礎，即須仰賴系統經營者提供正確之訂戶資訊，惟因

實際訂戶數隨時均可能變動，且相關資訊均由系統經營者所掌控，故

頻道代理商不易進行監督查核，亦容易發生授權費計算之爭議，而增

加交易上之監督成本及糾紛處理成本……，採用 MG 制度作為交易條

件，除可確保上訴人之收益，亦可降低市場交易之監督成本及糾紛處

理成本，並無不利於目前國內有線電視上、中、下游產業結構正常運

營之情事。況上訴人 98 年度節目頻道銷售辦法第 2 條第 4 項即規定：

「適用本優惠方案之系統經營者，其簽約之基本戶數計算不得低於該

公佈核准之經營地區行政區域戶數（以內政部資料為準）之 20%為基

準；……」足見上訴人於經營區開放政策實施前，與既有系統經營者

議約時，即採取 MG 制度作為計算授權費用之依據，至於實際授權條

件當視雙方議價能力而定……，是 MG 制度於系爭系統經營者進入有

線電視市場前，為該市場常見之交易條件，自難謂上訴人於 105 年度

之授權以 MG 作為交易條件係對系爭系統經營者形成差別待遇。  

2.……是以上訴人就其代理頻道於 105 年度授權之交易條件，對既有

系統經營者及系爭系統經營者雖均係以 MG15 作為簽約計價戶數之門

檻，惟既有系統經營者及系爭系統經營者之實際訂戶數如已達

MG15，系爭系統經營者須依實際訂戶數計算授權費用，既有系統經

營者則無此規定，自形式上觀之，其交易條件即有所不同。另依原判

決確定之事實，……系爭系統經營者於 104 年之實際訂戶數均未達

MG15，然均以 MG15 作為簽約計價戶數，並據以計算授權費用。反

之，既有系統經營者則均以一框定數額之授權費用總額收費，而非以

簽約計價戶數作為基礎，顯與系爭系統經營者之計價方式迥然不同，

惟為比較既有及系爭系統經營者取得授權之成本是否確有差異，自得

以授權費用及實際訂戶數換算為每戶授權費用作為參考，並據以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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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於 105 年仍以 MG15 作為計算授權費用之門檻，是否造成差別

待遇行為。……既有系統經營者每戶授權費用實遠低於系爭系統經營

者之每戶授權費用，由此足見系爭系統經營者就上訴人所代理之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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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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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判決審酌市場供

需情況、成本差異、交易數額、信用風險及 MG15 是否為商業慣例、

既有系統經營者具有優勢協商力量等因素後，認定上訴人所為差別待

遇行為，並無正當理由，且因上訴人具相當之市場力，系爭系統經營

者復均有向上訴人購買所代理頻道，以爭取交易相對人之需求，且上

訴人之差別待遇行為係不當墊高系爭系統經營者之經營成本，減損渠

等之競爭能力等情，固非無見。惟查： （1）國內有線電視市場原係

以特許方式分為 51 個經營區，嗣通傳會……將原 51 個經營區改以 22

個直轄市、縣（市）為最小經營區，並受理新進系統經營者申請籌設

經營有線電視業務或既有系統經營者申請跨區經營，是既有系統經營

者確因過去法令所形成之獨占或寡占，致實際訂戶數均超過 MG15 等

情，為原判決確定之事實，而通傳會開放政策於 101 年起開放競爭者

進入有線電視市場，其目的即係欲解決因市場之獨占或寡占，而缺乏

創新競爭誘因之僵化現象。至於系爭系統經營者則因通傳會開放政策

改以至少 1 個縣（市）為最小經營區，導致其經營區域擴大，行政總

戶數亦隨之增，如以經營區域之行政總戶數乘以一定比例作為簽約計

價戶數，於其初期營運階段，尚須相當時間招攬訂戶，必然導致簽約

計價戶數多於實際訂戶數……。惟……爭系統經營者之實際訂戶數均

已逐步成長，並因此降低系爭系統經營者之每戶授權費用成本，其中，

大豐公司跨區之實際訂戶數 51,998 戶，更已逐漸趨近於 MG15 之簽約

計價戶數 58,196 戶。倘謂上訴人對於系爭系統經營者於 105 年之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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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計價標準須調整至與既有系統經營者相同，將使系爭系統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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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原判決所確定之事實，系爭系統經營者確有以削價競爭之方式招

攬收視戶之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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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結構也可能因被上訴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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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件茲有疑義者為：上

訴人於 105 年度之授權以經營區域之全部行政總戶數作為 MG 之基礎

或以全部行政總戶數之 15%作為計價基礎，是否已超過系爭系統經營

者進入市場後第 2 年之合理成本負擔，而形成參進障礙？通傳會雖曾

函復被上訴人，以過往基礎（即 MG15）作為計價基礎，將與現今產

業條件出現落差，然其落差之具體情形為何？有無數據可資佐證？其

合理可調整之範圍為何，始不致影響通傳會開放政策之推動？均未見

被上訴人加以調查。（2）另依……105 年上訴人與頻道商所簽訂之頻

道代理授權合約書及與既有系統經營者所簽訂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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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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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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判決未考量上開因素，而以：原處分並未涉及對 MG 制度

之評論，原處分係以上訴人對於系爭系統經營者與既有系統經營者，

採取不同交易條件之差別待遇行為，有違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款規

定，至於交易條件本身是否合理妥適，尚非原處分所評價之範圍，原

處分就此部分並未為任何認定，且因原處分據以認定違法者，並非交

易條件之本身，而係採取不同交易條件所造成之差別待遇情形，至於

上訴人向系統經營者收取授權費用之計價基礎應否採取 MG 制度、

MG 制度是否合理妥適等節，因非原處分所評論者，且對原處分認定

結果亦無直接關聯，並無深入探究之必要等語，即有適用公平交易法

第 20 條第 2 款規定不當之違法，上訴人據以指摘，尚非無據。  

3.經查，原處分並未考量因通傳會開放政策，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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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即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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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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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案判決特色及意義  

最高行政法院推翻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與公平會之見解，自行廢棄原處

分。 

五、本案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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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為一系列有關頻道代理商於有線電視法廢止一區一家獨占之規定

後，對於新進入市場之有線電視系統，要求以開播區域之內政部公告行政

總戶數（以下稱行政戶數）之 15%作為計價戶數基礎（又稱最低保證戶數，

Minimum Guarantee，以下稱 MG），但新進系統業者則要求應以實際收視

戶作為計價基礎，且頻道代理商對於原有系統業者並未有此 MG 要求，卻

獨獨針對新進系統業者有此要求，顯然有差別待遇之嫌，進而相公平會檢

舉，公平會於調查後認定系爭 MG 條款，構成公平法第 20 條第 2 款之違

反，頻道代理商對此處分起訴至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而有此一系列之訴訟。

屬於本系列訴訟中，尚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1929 號、最高

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481 號之凱擘 MG 案一案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 105 年度訴字第 1919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判字第 25 號佳訊

MG 案一案判決以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度訴字第 1650 號凱擘 MG 2

案一案判決。就訴訟程序而言，於此一系列案件中之特色，乃是有上訴至

最高行政法院之案件，其後多由最高行政法院廢棄原判決而自為判決，而

非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更審。  

不論如何，本案既然是有關現行公平法第 20 條第 2 款規定之適用問

題，則在該款規定適用前提以當事人應於系爭相關市場擁有 15%以上市場

占有率的情況下，臺北高等法院原審判決首先著手於相關市場的界定。判

決採用公平會之見解，認為本案相關市場為「全國頻道代理市場」，原告事

業於此全國頻道代理市場中擁有約 22.74%的市場占有率，已達公平法第

20 條第 2 款規定適用之門檻。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對此相關市場界定、並未

有所爭執。然而，此種相關市場界定是否合理，不無疑問？蓋是否國內所

有頻道並無有由頻道所有人或權利人自行銷售之事例，而一律皆由類似本

案原告之頻道代理業者，代理銷售或授權其頻道。其次，縱使肯定本案相

關市場為全國頻道「代理」市場，但不同頻道間是否具有高度的替代性，

而使其彼此間具有競爭關係。例如以播送國內外最新發展之新聞為主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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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頻道，與以兒童為對象專門播放卡通或兒童節目之頻道間，是否具有替

代性，4 歲小兒是否會因為卡通不好看，就轉台收視全球政治新聞？  

不論如何，本案判決在肯定原告事業符合適用公平法第 20 條第 2 款規

定之資格後，接下來要探討的就是，本案原告事業是否在既有系統業者與

新進系統業者間，施以不同的交易條件，而存在差別待遇。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就此肯定既有系統業者與新進系統業者間，確實存在差別待遇，判決

如此說明：「原告實際收取授權費用時，對於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

確係依前述銷售辦法規定，先以行政戶數之 15%計價、實際訂戶數超過該

行政戶數 15%時則改以實際訂戶數計價；惟對於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

者，則並未遵循前述銷售辦法，而係以一『框定數額』之授權費用總額收

費，與行政戶數之多寡完全脫鉤。對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其條件

顯優於……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對此認定，最高行政法院並不

表贊同，其認為：既有系統業者於「98 年度節目頻道銷售辦法第 2 條第 4

項即規定：『適用本優惠方案之系統經營者，其簽約之基本戶數計算不得低

於該公佈核准之經營地區行政區域戶數（以內政部資料為準）之 20%為基

準；……』足見上訴人於經營區開放政策實施前，與既有系統經營者議約

時，即採取 MG 制度作為計算授權費用之依據，至於實際授權條件當視雙

方議價能力而定，況依原審卷附之其他頻道代理商業者於 103 年度代理衛

星電視基本頻道銷售辦法，亦分別約定以基本包底戶數或以其新增或申請

經營區域之行政總戶數乘以一定比例作為簽約計價戶數（見參證 11），是

MG 制度於系爭系統經營者進入有線電視市場前，為該市場常見之交易條

件，自難謂上訴人於 105 年度之授權以 MG 作為交易條件係對系爭系統經

營者形成差別待遇。」然而，最高行政法院認為，原告事業訂定之 105 年

銷售辦法第 2 條第 3 項，的確可能造成「對既有系統經營者及系爭系統經

營者雖均係以 MG15 作為簽約計價戶數之門檻，惟既有系統經營者及系爭

系統經營者之實際訂戶數如已達 MG15，系爭系統經營者須依實際訂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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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授權費用，既有系統經營者則無此規定，自形式上觀之，其交易條件

即有所不同‧‧‧‧既有系統經營者每戶授權費用實遠低於系爭系統經營

者之每戶授權費用，由此足見系爭系統經營者就上訴人所代理之頻道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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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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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定原告事業實際上有可能於既有系

統業者與新進系統業者間為差別待遇之認知下，接下來要問的就是，此種

差別待遇是否有正當理由。  

對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原審判決從（1）市場供需情況、（2）成本差

異、（3）交易數額、（4）信用風險、（5）商業慣例、（6）既有系統業者之

優勢協商力量等等各種因素及理由，一一詳細加以分析，結論認為原告事

業基於 MG 所為之差別待遇，並無正當理由。對於原審判決如此主張，最

高行政法院則從有線電視系統主管機關將原先一區一家獨占經營之規定，

加以鬆綁而開放新進系統業者的市場進入之宏觀、巨視觀點出發，認為：「倘

謂上訴人對於系爭系統經營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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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原判決所確定之事實，系爭系統經營

者確有以削價競爭之方式招攬收視戶之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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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結構也可能因被上訴人強制依相

同條件締約，而更為僵化，實與通傳會開放政策相悖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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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認知下，最高行政法院

對於公平會處分未能重視有線電視主管機關開放系統業者進入之政策，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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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而對原告事業處分之舉且其處分內容令人難以窺知其所欲禁止之行為，

發出質疑，謂：「原處分並未考量因通傳會開放政策，致系爭系統經營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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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即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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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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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如同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所言，有線電視主管機關為促進有線電

視系統之市場進入，修正過去一區一業者之規範方式，而重新規劃分區、

將各該區域地理範圍擴大，令各區得以容納更多新系統業者的進入，以此

促進系統業者間的競爭。此種促進競爭效果，於本案公平會原處分中，究

竟佔有何種地位，公平會處分本身就此並未加以探討，而僅是汲汲於認定

原告所為 MG 要求，是否於形式上在既有系統業者與新進系統業者間產生

差別待遇。然而，所謂的 MG，實為一般商業交易、特別是涉及智慧財產

權授權交易中，經常可見之商業慣例。蓋一般而言，權利人所收取之授權

金整體，除可能有一開始之固定金額的初始權利金外，通常係以被授權人

特定期間內之商品、服務銷售數量或金額，計算其應支付給權利人之權利

金金額。被授權人銷售數量或金額越多、必須上繳之權利金就越多，權利

人收入越多、就越有意願更為廣泛授權，讓更多消費者可以享受到與系爭

智慧財產有關之商品或服務。然而，倘若被授權人於授權後，怠惰而未能

好好實施系爭智慧財產，導致相關商品或服務銷售數量無法擴展，不僅導

致授權人無法收取原本預期的權利金，意喪失授權原有之美意。於此，遂

有必要設計出促使被授權人有積極實施系爭智慧財產之誘因，MG 機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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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中之一，於 MG 條款下，被授權人倘若未能有效利用授權、將相關商

品或服務銷售一定數量，因為仍舊必須支出最低額的權利金，使得其可能

因此而遭受虧損，被授權人遂有積極實施授權之誘因。  

同樣地，本案中 MG 條款之目的，亦應在此。當有線電視主管機關擴

大原有之系統業者可經營之地理範圍，希冀藉此引進新進系統業者與既有

系統業者進行有效競爭，令消費者得因此競爭態勢而獲利的情況下，倘若

新進系統業者未能積極拓展客戶數量，且無 MG 機制作為制衡、懲罰其消

極、怠惰之行為的話，則縱使開放新業者的市場進入，各該區域內仍未能

存在有效的競爭態勢，造福消費者。就此而言，MG 機制本身，並無不合

理之處，且因其存在所可能造成的形式上差別待遇，正如同最高行政法院

判決所言，亦非全然無其合理事由。倘若的確因為 MG 機制而發生差別待

遇，而此差別待遇會對市場競爭造成不利影響的話，則當是 MG 標準設定

過高，令新進業者再怎麼積極努力都無法達到其所要求之最低比例的客戶

數。此際，MG 其實處於一種排除事業進入市場或將其自市場中加以排除

之手段，申言之，過高的 MG 標準所導致者，已經不是一般的差別待遇了，

而是拒絕交易、拒絕業者的市場進入。從而本案中要探究的是，系爭 MG

其標準設定是否已經高到相當於拒絕交易之水準，而使得新進業者根本無

法有效進入市場、與既有系統業者從事有效競爭。從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中

所舉「大豐公司跨區之實際訂戶數 51,998 戶，更已逐漸趨近於 MG15 之簽

約計價戶數 58,196 戶」之事例來看，本案系爭 MG 並非嚴苛、過高到阻礙

市場進入，公平會原處分在未能深切體認到 MG 可能的促進事業積極行

銷、促進競爭的效果下，僅以既有系統業者與新進系統業者因 MG 而於形

式上存在差別待遇，即逕行認定其已有限制競爭之虞，不無草率之虞；或

因對於 MG 機制在競爭效果上的不確定，方會導致公平會原處分所要求原

告事業應為者，究竟為何，難謂明確，進而引發最高行政法院對於公平會

原處分不明確的指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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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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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前言 

近年來，因為 4G、5G 資通訊科技及人工智慧技術的快速發展，加上

數位經濟、平台經濟、共享經濟商業模式的出現，使得 Google、Amazon、

Facebook、Apple 等跨國巨型科技公司的經濟力量及影響力急遽上升280。

不僅是人們的日常生活不能脫離此等科技巨擘（Tech Giant）的產品及服

務，市場經濟與產業政策的發展亦鮮少能逸脫於此科技巨擘的影響。在此

人工智慧時代，資料就如同石油一般珍貴，此等科技巨擘所擁有之全球規

模的資料量，可能會引發所謂的「資料獨占」（Dataopoly）之疑慮281。甚

至是由演算法所主宰的網路時代，因為演算法就像是「黑盒子」（black box）

一般不可預測282，並且影響到市場競爭以及消費者權益於無形，對於市場

秩序、消費者保護、競爭管制等帶來許多的挑戰。  

此類資料獨占、數位壟斷、演算法反競爭之問題，於近年來紛紛有相

關個案發生且有國家亦進行相關規範之制定，且此類議題亦是我國公平交

易法主管所密切關注。故本研究希望能夠借鏡美國反托拉斯法、歐盟競爭

法對於此類問題的相關執法經驗，以作為我國未來相關執法及規範發展之

參考。以下內容將分就美國法及歐盟法之執法及規範情形分而論之，期以

                                                 
280 參 Tim Wu（著）、王怡棻（譯），巨頭的詛咒，天下，25-26（2020）；Scott Galloway

（著）、許恬寧（譯），四騎士主宰的未來，天下，17-27（2018）。 
281 另參陳志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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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6

（2018）；張媛筑，「競爭法上使用者數據之應有定位與可能造成之衝擊」，公平交易

季刊，第 26 卷第 4 期，126-127（2018）。 
282 另參謝和全，「訂價演算法與競爭法議題初探  」，公平交易季刊，第 28 卷第 2 期，

9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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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及歐盟相關案件之發展歷史脈絡、處理情形為軸，並就案件之相關行

為類型進行分類，據此呈現出不同爭議類型發展之前後經過，以及比較分

析美國及歐盟之不同執法立場與程度，並於最後進行歸納整理以作為我國

公平交易法制在處理相關數位經濟、平台經濟問題時之參考。  

 

第二節 美國近期案件 

美國近期關於數位經濟及平台經濟之案件，本研究節選及整理如下表

5-1 所示。整體而言，美國關於此類案件之處理上，法院或是執法機關司

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或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迄今為止多未有終局裁判或是處分之作成，大多數之

案件都是以和解、認罪協商方式結束，抑或是案件仍正在調查之中。此外，

再就案件類型而言，可大致歸納為 3 類，亦即最先之爭議是基於演算法所

衍生之共謀（conspiracy）行為，主要是爭執有無違反休曼法（Sherman Act）

第 1 條之規範283，而此類之共謀行為除了包括競爭者間之水平共謀行為

外，也包括了有上下游關係的垂直共謀行為。再者，則是關於數位平台（包

括：Uber、Google、Amazon、Facebook、Apple）是否有濫用市場力量、

獨占地位之爭議，主要是爭執有無違反休曼法第 2 條之規範284。最後，最

近之爭議則是關於個資隱私之侵害上，有無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

                                                 
283 休曼法第 1 條規定：「任何以契約、托拉斯或其他形式之結合、或共謀，限制美國各

州間或與外國間之貿易或商業者，均屬違法。任何人有此等違法行為而作成任何合約

或進行任何結合或共謀者，應視為觸犯重罪，且一經定罪，其若為營利事業，即應處

以 1 億元以下罰金，若為其他任何人，則依法院之裁量，處以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 科 或 併 科 1 百 萬 元 以 下 之 罰 金 。 」 資 料 來 源 ： 公 平 會 網 站

https://www.ftc.gov.tw/upload/48ddf11b-d58e-4ed0-ae84-efd811820488.pdf ， 最 終 瀏 覽

日 :2020/12/4。 
284 休曼法第 2 條規定：「任何人獨占、或企圖獨占、或與其他任何一人或數人結合或共

謀獨占各州間或與外國間之貿易或商業之任何部分者，應視為觸犯重罪，且一經定

罪，其若為營利事業，即應處以 1 億元以下罰金，若為其他任何人，則依法院之裁量，

處以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 1 百萬元以下之罰金。」資料來源，同前註。  

https://www.ftc.gov.tw/upload/48ddf11b-d58e-4ed0-ae84-efd81182048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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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範285。 

 

表 5-1 美國近期數位經濟、平台經濟案件（節選）  

時間 案件名稱（管轄機

關） 

機 關

決定 

違法行為類型  案件進行

情形 

行

政 

司

法 

共

謀

行

為 

濫

用

市

場

力

量 

侵犯

個資

隱私 

2015.4 United States v. 

Topkins （加州北

區聯邦地區法院） 

 ▲ 

 

V   最終以認

罪協商方

式結束 

2015.12~ Meyer v. Kalanick  

（紐約州南區聯

邦地區法院） 

 ▲ V   最後可能

已交付仲

裁 

2016.11~ Desoto Cab v. 

Uber  

（加州北區聯邦

地區法院） 

 ▲  V  案件仍在

進行中 

2019~ Facebook ， ▲   V  案件仍在

                                                 
285 該規範之內容略為：「…商業上或對商業有所影響之不公平競爭方法、以及不公平或

欺 罔 之 行 為 或 經 營 方 式 為 違 法 。 」 資 料 來 源 ： 公 平 會 網 站

https://www.ftc.gov.tw/upload/2ad8329e-c0f3-4e36-b6e9-5b7af2b12f88.pdf ， 最 終 瀏 覽

日 :2020/12/4。 

https://www.ftc.gov.tw/upload/2ad8329e-c0f3-4e36-b6e9-5b7af2b12f8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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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Apple， 

Amazon 等公司調

查案 

 調查及進

行中 

2019.7~2019.11 In re Cambridge 

Analytica 

（聯邦交易委員

會） 

V    V 已經作成

處分 

2019.7~ 

2020.4 

United States v. 

Facebook 

 （哥倫比亞特區

聯邦地區法院） 

In re Facebook 

（聯邦交易委員

會） 

▲ 

 

▲ 

 

  V 最後和解

及同意支

付罰金，

並有更正

措施 

2019.9 FTC v. Google， 

YouTube  

（哥倫比亞特區

聯邦地區法院） 

 ▲   V 最後和解

及同意支

付罰金 

2019.11~ In re HireVue  

（聯邦交易委員

會） 

▲ 

 

   V 案件仍在

調查中 

▲：表示案件目前正在進行中或已經和解，而未有最終判決之作成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莊弘鈺教授自行繪製。 

 

本研究茲再就前揭表 5-1 各類案件，以共謀行為、濫用市場力量、侵

犯個資隱私 3 種不同行為類型為序，敘明相關案件事實，且說明各該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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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能違反休曼法第 1 條、第 2 條及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規範之行為

態樣。 

 

一、共謀行為 

（一）United States v. Topkins （2015.4） 

United States v. Topkins 案是美國在近年內相當早期即發生之電子商務

反競爭法案件，其主要之爭議在於利用定價演算法軟體（algorithm-based 

pricing software）來制定、增加、維持、穩定商品價格，並收集、交換、

監控、討論商品價格資訊，有無構成共謀而違犯休曼法第 1 條規範286。 

本案之被告 David Topkins 為自然人，其任職於一海報販賣公司並擔任

部門負責人，而該公司是透過包括 Amazon 在內的不同線上銷售通路，將

海報商品直接銷售予美國境內之消費者287。而 Amazon 原是以競價拍賣之

方式營運，亦即不同的商品銷售人可以在申請帳號後，在該平台上銷售不

同的產品，且個別商品銷售人可以自行決定價格及貨運方式288。但是 David 

Topkins 所任職之公司，則是與其他海報販賣公司使用定價演算法軟體，來

收集同業競爭者特定商品在 Amazon 之價格資訊，並應用此演算法之定價

規則，因而遭司法部反托拉斯署（DOJ Antitrust Division）認有制定、增加、

維持、穩定商品價格之嫌，而違犯休曼法第 1 條規範289。而在此司法部反

托拉斯署所追訴之共謀行為中，David Topkins 被指控與其他公司代表參與

了前開定價行為之討論與溝通，且與其他公司代表就此定價行為達成協議

290。特別是為了有效落實此間共謀協議，David Topkins 與其他公司代表同

意採用定價演算法來整合個別價格之變動，David Topkins 更甚至撰寫程式

                                                 
286 United States v. Topkins, 2015 WL 1522300（N.D.Cal.） . 
287 Id. 
288 Id. 
289 Id. 
29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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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其公司之軟體演算法，以使公司海報之最終銷售價能與前開共謀協議

一致291。且為達成此共謀協議、促成協議之執行及有效監控定價演算法之

有效性，David Topkins 與其他公司代表收集、交換、監控、討論海報價格

與銷售之資訊292。 

準此，David Topkins 與其他公司代表遭認在 Amazon 上，是以共謀、

非競爭之方式，進行海報之銷售、散佈及獲利293。而本案在司法部反托拉

斯署於 2015 年 4 月 6 日經加州北區聯邦地區法院起訴後，David Topkins

隨即與司法部進行認罪協商，並同意支付 2 萬美金罰金，最終於 2015 年 4

月 30 日正式終結本案294。雖然本案是與司法部以認罪協商之方式結束競

爭法違反之訴追，未能有法院判決作成以探究法院實務就此定價演算法軟

體競爭法爭議之立場，但是觀諸美國司法部在共謀行為之訴追上，可能較

為謹慎、不輕易動用政府資源進行競爭法違反之訴追，可以預見此類透過

定價演算法軟體制定、增加、維持、穩定商品價格，並收集、交換、監控、

討論商品價格資訊，恐要為美國競爭法執法及審判所不容。  

 

（二）Meyer v. Kalanick  （2015.12） 

原告 Spencer Meyer 為 Uber 乘客，本案以 Spencer Meyer 作為集體訴

訟代表，於 2015年 12月 6日對於 Uber公司之前執行長及共同創辦人 Travis 

Kalanick 提起訴訟295，而後 Uber 公司亦加入此訴訟，成為本案之共同被告

296。Spencer Meyer 指控 Travis Kalanick 與其他 Uber 司機使用定價演算法

以定出對於 Uber 乘客收取之費用，該等共謀行為限制了司機間之價格競爭

                                                 
291 Id. 
292 Id.  
293 Id. 
294 United States v. Topkins, Plea Agreement, Case No. CR 15-00201 WHO （N.D.Cal.） . 
295 Meyer v. Kalanick, 174 F. Supp. 3d 817, 819 （S.D.N.Y. 2016） ; Meyer v. Uber Techs., 

Inc., 868 F.3d 66, 70 （2d Cir. 2017） . 
296 Meyer v. Uber Techs., Inc., 868 F.3d 66, 70 （2d Cir.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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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違害了乘客之利益，而可能有休曼法第 1 條等規範之違反297。此定價演

算法正是由 Travis Kalanick 所設計298。 

詳言之，本案所受指控之共謀行為，同時包括了水平共謀行為以及垂

直共謀行為299。所謂的水平共謀行為，係指 Uber 司機同意依 Uber App 對

於乘客收取費用，而此費用之計算是根據該公司之定價演算法，此定價方

式造成司機彼此間不能為價格競爭，乘客不能與司機個別議價，要非符合

個別司機之最佳利益300。且 Uber 司機亦於 2014 年 9 月舉辦會議，在此會

議中 Uber 公司在與司機溝通後，同意重新建構較高之乘車費率301。另在

垂直共謀行為方面，係指該定價演算法是由 Travis Kalanick 及 Uber 公司所

提供，並且透過一系列與司機間之協議與承諾，使用定價演算法計算乘車

費率，而影響到乘車市場之競爭302。 

針對原告水平及垂直共謀之指控，被告曾請求法院駁回原告起訴之請

求（motion to dismiss），卻不為法院所採303，易言之，法院認為原告共謀

之控訴並非顯無理由304。法院認為在水平共謀行為上，Uber 司機已經清楚

地知悉其他司機亦會使用相同的定價演算法，且司機間減少價格競爭以獲

取得利益顯為共謀之常見動機305。而 Uber 經常組織司機間之聚會，更甚

至是司機在 2014 年 9 月溝通要有高的費率後，Travis Kalanick 即同意提高

費率，此皆可作為水平共謀之佐證306。另在共謀行為之認定上宜考慮實際

                                                 
297 Meyer v. Kalanick, 174 F. Supp. 3d 817, 819-820 （S.D.N.Y. 2016） . 
298 Id. at 820-821. 
299 Id. at 822. 
300 Id. at 820-823. 
301 Id. at 823. 
302 See id. at 822-823. 
303 Id. at 822, 824,826. 
304 參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249 條第 2 項規定：「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

無理由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305 Supra note 297, at 824. 
306 Id., at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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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而從寬認定，且 Uber 之數位去中心化本質亦是有可能使 App 構成市

場，而讓 Travis Kalanick 在其中組織司機間之水平共謀307。另在垂直共謀

之行為上，法院認為所有個別獨立的司機同意以 Uber 的定價演算法進行收

費，且 Travis Kalanick 是設計此商業模式之人，即足以作為其起訴主張之

依據308。 

儘管法院有作成前述拒絕駁回原告起訴之決定，而某種程度上揭露對

於本案之初步見解，但是本案迄今仍是未有最終判決之作成，故而難以探

究出法院對於 Uber 公司定價演算法所引發之水平共謀及垂直共謀疑慮，最

終是否認有悖於反托拉斯法規範309。另值得一提的是，本案後續之爭執主

要是在於 Travis Kalanick 及 Uber 公司得否將本案交付仲裁，此涉及 Uber

之仲裁條款是否已適當明確地提示，以及仲裁條款是否有效 310。倘本案果

係訴諸仲裁，則相關競爭法之論理依據及敘述程度，恐要難得知，實為可

惜。 

 

二、濫用市場力量 

（一）Desoto Cab v. Uber （2016.11） 

原告 Desoto Cab 公司為加州舊金山市之計程車公司，其於 2016 年 11

月控告 Uber 公司自 2013 年 6 月起，透過一系列之降價且不實陳述其與計

程車之比價，以掠奪性定價（predatory pricing）之方式，影響當地計程車

業之競爭，故主張 Uber 有違反休曼法第 2 條獨占（monopolization）、意圖

                                                 
307 Id.  

308 Id. at 826-827. 

309 See also Herbert Hovenkamp, “Antitrust and the Design of Production”, 103 Cornell L. 

Rev.,1155, 1207 （ 2018） , Nicholas Andrew Passaro,“How Meyer V. Uber Could 

Demonstrate That Uber And the Sharing Economy Fit into Antitrust Law”, 7 Mich. Bus. & 

Entrepreneurial L. Rev.,259, 273-275（2018） . 

310 See supra note 294, at 77-80; Meyer v. Kalanick, 200 F. Supp. 3d 408, 411（S.D.N.Y. 

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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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占（attempted monopolization）等規範311。 

查舊金山地區之路面運輸方式有小巴士（passenger stage corporation， 

以下簡稱 PSC）、轎車包車（charter-party carrier， 以下簡稱 TCP）、計程

車（taxicab）三種312。其中，PSC 係提供公眾固定路線或預約之小巴士乘

載服務且駕駛領有商業執照，TCP 是提供高級轎車包車服務而駕駛亦領有

商業執照，計程車則是由受許可之駕駛提供隨叫隨停（ride-hail）、電話或

App 叫車之服務313。在 2012 年 7 月前，Uber 公司在舊金山所提供的為 TCP

類型之車輛與服務；但是在 2012 年 7 月後，Uber 公司在舊金山推出 UberX

非 TCP 類型之叫車服務後，便直接與包括 Desoto Cab 在內計程車的公司

展開競爭314。據 Desoto Cab 主張，Uber 自從進入該叫車服務市場後，便透

過一連串乘車費用降價等違法行為，導致計程車產業減少了近 65%之乘載

量315。 

質言之，Uber 在本案所受之指摘係指其原於 2012 年 7 月推出 UberX

服務時，所收取之費率是較一般之計程車費率要為高，甚至在往後的 1 年

間至 2013 年 6 月，因為 UberX 需求量的增加，所收取的費率亦有提高的

情形316。然而在 2013 年 6 月，Uber 卻驟降 UberX 費率至與計程車相同之

費率，又於網站上誤稱所收取費率較計程車低 1 成，UberX 比計程車要為

便宜317。在半年後之 2014 年 1 月，UberX 又再度降價 2 成，並聲稱為當地

                                                 
311 DeSoto Cab Co., Inc. v. Uber Techs., Inc., 2018 WL 10247483, at *1 -*2, *4 （N.D. Cal. 

Sept. 24, 2018） ; DeSoto Cab Co., Inc. v. Uber Techs., Inc., 2016 WL 6562997 

（N.D.Cal.） . 
312 DeSoto Cab Co., Inc. v. Uber Techs., Inc., 2018 WL 10247483, at *1 （N.D. Cal. Sept. 24, 

2018） . 
313 Id. 
314 Id. at *2. 
315 Id. at *3. 
316 Id. at *2; DeSoto Cab Co., Inc. v. Uber Techs., Inc., 2016 WL 6562997, para. 49 

（N.D.Cal.） . 
317 Supra note 312, at *2. 



663 

 

最便宜之乘載服務，費率較計程車低 2 成 6318。在 2014 年 6 月，UberX 仍

再度降價 2 成 5，並聲稱較計程車費率便宜 4 成 5；最後在 2016 年 1 月，

UberX 亦再度降價，終至費率只有 2013 年 6 月時的三分之一左右319。Uber

受指摘在 2013 年 6 月至 2016 年 1 月間，每每調降 UberX 費率，皆係造成

乘載服務賠錢 320。最後，透過此一連串降價之掠奪性定價（below-cost 

pricing）方式，Uber 已成功取得舊金山當地超過 7 成之叫車服務市場321。 

本案在 2016 年 11 月起訴後，被告 Uber 曾請求駁回原告之起訴（motion 

to dismiss），故而原被告間針對多項休曼法之適用有所爭執，包括322：相

關市場之界定（應否排除 PSC， TCP 等運輸方案）、市場力量之認定（是

否存有資金造成之進入障礙）、掠奪性定價之主張（是否真係於低於成本及

事後可獲得補償）等。最後，法院在 2018 年 9 月之裁判中，依被告 Uber

所請求，駁回了原告 Desoto Cab 之休曼法起訴323，易言之，法院認為 Desoto 

Cab 之休曼法指控顯無理由。法院在裁判中初步認為叫車服務在本質上是

與 PSC 及 TCP 有所不同，故而本案之相關市場僅限於叫車服務市場，原

告主張要屬有據324。但另一方面，法院認為本案之相關市場中不存有進入

障礙，縱令 Uber 獲有 150 億的創業投資（venture capital），但此資金並不

足以構成叫車服務市場之進入障礙，進言之，即令 Uber 在此市場中享有 7

成之市占率，但亦不可據此認定其具有市場力量，故而 Desoto Cab 在市場

                                                 
318  Id.; DeSoto Cab Co., Inc. v. Uber Techs.,  Inc., 2016 WL 6562997, para. 53 

（N.D.Cal.） .  
319  Supra note 312, at *2-*3; DeSoto Cab Co., Inc. v. Uber Techs., Inc., 2016 WL 

6562997, para. 59 & 64 （N.D.Cal.） .  
320 Supra note 312, at *2. 
321  Id.; DeSoto Cab Co., Inc. v. Uber Techs.,  Inc., 2016 WL 6562997, para. 75 

（N.D.Cal.） .  
322 Supra note 312, at *5-*10. 
323 Id.. at *10. 
324 See id. at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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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之主張並不充分 325。也是因為法院認為資金不足以構成市場進入障

礙，即令 Uber 確係有將費率定於成本以下之嫌疑，但是因為仍然會有競爭

者進入市場，造成 Uber 無從事後獲得補償，故而法院認為 Desoto Cab 在

掠奪性定價之主張並不充分326。 

綜上，法院認為 Desoto Cab 在 Uber 違反休曼法之指控有所不足，法

院命 Desoto Cab 修正其起訴內容327，自此之後，本案爭執焦點即是在於市

場進入障礙之主張328。Desoto Cab 在其 2018 年 11 月及 2019 年 8 月修正之

起訴內容中特別指稱在 UberX 上市時之 2012 年，舊金山有 33 家計程車公

司及 3 家公司交通網路公司（Transportation Network Company， TNCs）

提供叫車服務，而後因敵不過 Uber 之低價或掠奪性定價，已有三分之一家

公司紛紛倒閉329。且已超過 4 年沒有新競爭者進入當地叫車服務市場330，

可見龐大資金需求及繁複法遵規範，確係為重大的進入障礙331。雖然 Uber

再度請求法院駁回原告起訴之主張332，但是法院對於此修正後之主張仍未

為進一步之裁判，甚至是本案從 2016 年涉訟至今亦未有任何終局判決之作

                                                 
325 See id. at *7-*9. 
326 See id. at *9- *10.  
327 Id. at *16. 
328 See DeSoto Cab Co., Inc. v. Uber Techs., Inc.,  2018 WL 7568331 para. 84 -100 

（N.D.Cal.） ; DeSoto Cab Co., Inc. v. Uber Techs.,  Inc.,  2019 WL 4593954 para. 

84-100 （N.D.Cal.）; DeSoto Cab Co.,  Inc. v. Uber Techs., Inc., 2019 W L 4594112 IV. 

B. （N.D.Cal.）.  See  also Abiel Garcia,“ Antitrust Is Already Equipped to Handle “Big 

Data” Issues”,  28 Competition: J. Anti. , UCL & Privacy Sec. Cal. L. Assoc. ,1 （2018）;  

Eliana Garcés & Daniel Fanaras, “Antitrust, Privacy, and Digital Platforms' Use of 

Big Data: A Brief Overview”,  28 Competition: J. Anti.,  UCL & Privacy Sec. Cal.  L. 

Assoc. ,23, 25-27 （2018）.  
329 DeSoto Cab Co., Inc. v. Uber Techs., Inc., 2018 WL 7568331 para. 85 （N.D.Cal.） ;  

DeSoto Cab Co., Inc. v. Uber Techs., Inc., 2019 WL 4593954 para. 85 （N.D.Cal.） .  
330 DeSoto Cab Co., Inc. v. Uber Techs., Inc., 2018 WL 7568331 para. 99 （N.D.Cal.） ;  

DeSoto Cab Co., Inc. v.  Uber Techs., Inc., 2019 WL 4593954 para. 99 （N.D.Cal.） .  
331  See DeSoto Cab Co., Inc. v. Uber Techs.,  Inc.,  2018 WL 7568331 para. 86 -99 

（N.D.Cal.） ; DeSoto Cab Co., Inc. v. Uber Techs.,  Inc.,  2019 WL 4593954 para. 

86-99 （N.D.Cal.） .  
332 See DeSoto Cab Co., Inc. v. Uber Techs., Inc., 2019 WL 4594112 （N.D.C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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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以得知任何法院對於事業濫用市場力量地位之界定準則及判斷過程，

對於數位經濟時代下反托拉斯法規制之建置，稍有缺憾。  

 

（二）Facebook， Google， Apple， Amazon 等公司調查案  （2019~） 

Facebook、Google、Apple、Amazon 等科技巨擘自 2019 年起，紛紛受

到眾議院司法委員會（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司法部、聯邦交易委

員會、州檢察長（State Attorney General）的反競爭調查，受調查的事項包

括是否有濫用其市場力量以維持其優勢支配地位等333。其中，Amazon 在

2020 年 4 月 23 日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遭爆料使用其平台上從

第三方賣家（third-party seller）得到的商業敏感資料，以此開發相競爭的

產品334。亦即 Amazon 濫用其在線上平台之地位、收集商品之細部資料，

而後 Amazon 再以其自有品牌推出同類型產品（copycat product）與其他線

上賣家競爭335。據稱 Amazon 可能透過此等掠奪性及排他性的資料操控

（predatory and exclusionary data practice）來建立及維持其獨占地位，此行

為恐將會危及到小型零售商的存亡336。此外，Google 亦受指控濫用其在線

                                                 
333 Alexei Alexis, CEOs of Big Tech Companies to Testify Before House Antitrust Panel, 

2020 WL 3778091 （July 7, 2020） . See also Cecilia Kang, David McCabe, & Daisuke 

Wakabayashi,“U.S. Is Said to File Antitrus t Charges Against Google, THE NEW YORK 

TIMES （ May 15, 2020 ） ”, 

https://www.nytimes.com/2020/05/15/technology/google -antitrust-investigation.ht

ml,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334 Alexei Alexis, Id. See also Dana Mattioli, Amazon Scooped up Data from its Own Sellers 

to Launch Competing Produc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 23, 2020） ”, 

https://www.wsj.com/articles/amazon-scooped-up-data-from-its-own-sellers-to-laun

ch-competing-products-11587650015,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335 Letter from Josh Hawley,“U.S. Senator, to William P. Barr, Attorney General”,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2020） . 
336 Id. 而此類型資料之所以會造成威脅，乃是因為其除了包括實體商店所會收集到的購

買頻率、時間、其他搭配商品資訊外，更也包括了平台使用者的商品瀏覽時間、使用

者所觀看的圖像及時間、商品特徵吸引人的程度、商品評論被讀閱的情形。Amazon

使用此等的細部商業敏感資料後，又其平台上再推出同類型產品來與其他賣家競爭，

要會造成許多小企業造成傷害。 Id. 

https://www.nytimes.com/2020/05/15/technology/google-antitrust-investigation.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0/05/15/technology/google-antitrust-investigation.html
https://www.wsj.com/articles/amazon-scooped-up-data-from-its-own-sellers-to-launch-competing-products-11587650015
https://www.wsj.com/articles/amazon-scooped-up-data-from-its-own-sellers-to-launch-competing-products-1158765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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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廣告產業及線上搜尋引擎的優勢支配地位，因而造成了競爭者之損害

337。而在前開 Amazon 及 Google 受調查之過程中，執法機關有提及該等案

件在歐洲（早已）受調查甚至是已作成決定之情形338，故而或許歐州之競

爭法執法要係對美國反托拉斯法之執法存有影響，並值得密切地關注。  

值得注意的是，除行政機關外，眾議院司法委員會（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亦是於 2019 年 6 月起對於 Facebook、Google、Apple、Amazon

進行調查，調查結果最終於 2020 年 10 月作成，並認為前開公司確實具有

市場力量339。而此國會調查認定結果對於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之拘束力究

係為何，實有待觀察；而即令認為前開公司具有市場力量，但是否有濫用

該市場力量之情事，還須另行探究；甚或國會可能會修訂法律以規制前開

公司340，但是法律通過後，要否為行政機關所執行，及司法機關又係如何

地解釋及適用，仍屬未知。即便如此，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在 2020 年 10 月

初作成平台業者具市場力量之調查結果認定後，司法部隨即於月底對

Google 起訴，主張 Google 非法地維持其在一般搜尋服務、搜尋廣告等之

市場力量，而有違反休曼法第 2 條規範之嫌341。準此，本案後續之發展及

美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對於 Facebook、Apple、Amazon 等業者之執法立場與

情形，仍有待更進一步地觀察。  

 

三、侵犯個資隱私 

（一）In re Cambridge Analytica （2019.7~2019.11） 

聯邦交易委員會於 2019 年 7 月 22 日控訴 Cambridge Analytica 公司，

                                                 
337 Cecilia Kang, David McCabe, & Daisuke Wakabayashi, supra note 333. 
338 See Id.; supra note 335. 
339 Jerrold Nadler & David N. Cicilline,“Investigation of Competition in Digital Markets”, 

THE 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S ANTITRUST SUBCOMMITTEE1, 9-19（2020） . 
340 Id. at 20-21. 
341 United States v. Google, LLC, No. 1:20-cv-03010 Document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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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稱其以欺罔之行為取得 Facebook 使用者資訊，作為政治上及商業上定位

廣告（targeted advertisement）之用途，有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規

範342。詳言之，Cambridge Analytica 透過 Facebook 平台上 GSRApp 的應用

程式，取得該 App 近 25 萬至 27 萬使用者及其近 5000 萬至 6500 萬好友的

資料，並將資料進行後續的發展、分析與利用343。而 Cambridge Analytica

受指控在所設計提供的 GSRApp 中，雖聲稱不會收集任何可識別的

（identifiable）資訊，但是實際卻是有；另雖宣稱至少到 2018 年 11 月有

參加《歐盟-美國隱私護盾》（EU-US Privacy Shield），但是實際上卻未更新

而使其認證在 2018 年 5 月失效；最後雖有聲稱持續遵循前開隱私護盾之準

則，但是實際上卻未向商務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提出證明344。準

此，Cambridge Analytica 行為是有虛偽（false）或誤導（misleading），故

而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規範345。 

在聯邦交易委員會提出控訴後，因 Cambridge Analytica 未提出答辯或

反對，本案因而於 2019 年 11 月 25 日進行即行決定（summary decision）346。

聯邦交易委員會最後認為 Cambridge Analytica 行為，確係有構成聯邦交易

委員會法第 5 條規範下所謂之欺罔行為347，因此逕行決定要求 Cambridge 

Analytica，包括348：不得虛偽不實陳述其收集、使用、分享、販賣資訊之

程度及目的；不得再虛偽不實陳述其有參與遵循政府或私部門的隱私或安

                                                 
342 In the Matter of Cambridge Analytica, LLC, a corporation., 2019 WL 3451728, at *1; In 

the Matter of Cambridge Analytica, LLC, a corporation., 2019 WL 6724446, at *2. 
343 In the Matter of Cambridge Analytica, LLC, a corporation., 2019 WL 3451728, at *1; In 

the Matter of Cambridge Analytica, LLC, a corporation., 2019 WL 6724446, at *1.  
344 In the Matter of Cambridge Analytica, LLC, a corporation., 2019 WL 3451728, at *7-*8. 
345 Id.; In the Matter of Cambridge Analytica, LLC, a corporation., 2019 WL 6724446, at *2.  
346 In the Matter of Cambridge Analytica, LLC, a corporation., 2019 WL 6724446, at *1.  
347 Id. at *11-*12. 而本案並無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規範下不公平行為之指控。Id. at 

*9. 
348 In the Matter of Cambridge Analytica, LLC, a corporation., 2019 WL 6724447, at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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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計畫349；原則上不得再擁有或控制過去參與《歐盟-美國隱私護盾》時所

取得之歐盟居民個人資訊；刪除或銷毀透過 GSRApp 所取得之使用者資訊

及其衍生成果；不得再將使用者資訊及其衍生有所揭露、使用、販賣、謀

利；及其他更正措施。 

 

（二）United States v. Facebook， In re Facebook （2019.7~2020.4） 

司法部消費者保護局（DOJ Consumer Protection Branch）經聯邦交易

委員會通知及授權，於 2019 年 7 月 24 日控訴 Facebook 公司，指控其未能

保護消費者隱私而有違反 2012年 7月聯邦交易委員會之處分內容以及聯邦

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規範350。詳言之，Facebook 在 2012 年曾有受指摘將

使用者好友（user’s friend）的資訊分享予第三方程式開發商（ third-party 

developer of app）可能構成欺罔之行為，在 Facebook 願意和解後，聯邦交

易委員會也據此要求 Facebook 不得再虛偽不實陳述（misrepresent）其使

用者可以控制資訊之隱私權、相關之控制程序與步驟、第三方所得近用

（access）此些資訊之情形351。渠料，在 2015 年 4 月後，Facebook 又與許

多程式開發商有私下協議讓開發商可以繼續收集資料，因而從事與 2012

年前受指摘之相同行為352。且在 2018 年 4 月其資料政策中聲稱使用者可

以選擇參加（opt in）是否採用新版的臉部辯識技術，但是大多數使用原舊

版技術之使用者則恰好相反，必須要選擇退出（opt out）後才能避免此臉

                                                 
349 包括《歐盟-美國隱私護盾》架構、《瑞士 -美國隱私護盾》（Swiss-US Privacy Shield）

架構、亞太經濟合作（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跨境隱私保護規則》

（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CBPR）等等。 
350 United States v. Facebook, Inc., Complaint for Civil Penalties, Injunction, And Other 

Relief, No. 19-cv-2184 Document 1, para. 1; United States v. Facebook, Inc., Stipulated 

Order for Civil Penalty, Monetary Judgment, and Injunctive Relief, No. 19 -cv-2184 

Document 2-1, 1; In re Facebook, Inc., 2020 FTC LEXIS 80, *1 （F.T.C. April 27, 2020）. 
351 United States v. Facebook, Inc., Complaint for Civil Penalties, Injunction, And Other 

Relief, No. 19-cv-2184 Document 1, para. 6. 
352 Id. at para.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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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辯識技術之使用，此關於使用者可以控制資訊隱私之虚偽不實陳述，亦

是與原 2012 年 7 月聯邦交易委員會之處分內容有違353。甚者，Facebook

於 2015 年 11 月至 2018 年 3 月間又再度基於安全目的要求其使用者提供包

括電話在內的個人資訊，卻未有效地揭露此類資訊也將被用作為廣告之用

途，此類欺罔行為亦是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規範354。 

本案最終於 2020 年 4 月以和解收場，和解內容除包括 Facebook 支付

50 億美元之罰金外355，聯邦交易委員會更也要求 10 多項更正措施，包括

356：不得虛偽不實陳述其維護資訊隱私或安全的情形；任何分享使用者非

公開資訊之嚴重行為須清楚揭露並取得使用者確切同意；先前取得之電話

資訊不得作為 Facebook 或其他公司之廣告用途；須建置全面的資訊安全系

統以保護使用者訊息的安全、禁止再有臉部辯識資料並將現有資料刪除

357；須建立完整的隱私權計畫以保護 Facebook 所收集使用到使用者資訊的

隱私及機密；前揭隱私權計畫須取得首度及每 2 年一度的評估；成立獨立

的隱私權委員會且每年進行至少 4 次的常規性會議；及其他更正措施。準

此，不論是在罰金額度抑或是聯邦交易委員會所要求更正措施，都是可見

美國法對此 Facebook 執法之嚴峻程度，及對個資隱私與消費者權益保護之

重視358。 

 

（三）FTC v. Google， YouTube （2019.9） 

                                                 
353 Id. at para. 14. 
354 Id. at para. 13, 187. 
355 United States v. Facebook, Stipulated Order for Civil Penalty, Monetary Judgment, and 

Injunctive Relief, No. 19-cv-2184 Document 2-1, 3. 
356 In re Facebook, Inc., 2020 FTC LEXIS 80, Attachment A, 5, 7 -8, 12-14 （F.T.C. April 27, 

2020） . 
357 除非 Facebook 能清楚地揭露其隱私資料政策、使用此類資料之情形，並取得使用者

確切之同意。Id. at 8. 
358 See also Eliana Garcés & Daniel Fanaras, supra note 328, at 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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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交易委員會及紐約州於 2019 年 9 月控訴 Google 公司及其旗下之

YouTube 公司，指控 YouTube 公司在其平台有收集兒童個人資訊之行為，

卻未能在隱私權政策上公告並且提供清楚完整之公告，未能通知家長以及

取得其同意，此係違反兒童線上隱私保護法（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Rule， COPPA）及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規範359。易言之，

Google 及 YouTube 有從兒童導向（directed to children）的頻道收集到 13

歲以下兒童的個人資訊360，嗣後再以此資訊為據對於此類頻道的觀看者進

行定位廣告（targeted advertisement）361，Google 及 YouTube 因在平台網

站上未能充分公告在線上所收集到的兒童資料為何，及此類資料後續利用

與揭露之情形，此外亦未能直接通知家長或是取得家長有效的同意，因而

認與兒童線上隱私保護法有違362。而違反此規範亦可認作係構成不公平或

欺罔之行為而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規範363。 

Google 與 YouTube 針對本案與聯邦交易委員會及紐約州達成和解協

議，同意對頻道擁有者（channel owner）建置機制來表明內容是否係兒童

導向，並針對兒童線上隱私保護法的遵循進行年度訓練364；同意在收集利

用兒童資訊時要能通知家長並取得同意，在平台網站首頁或登入頁對此資

訊的收集利用行為有清楚明顯的連結公告365。另一方面，Google 與 YouTube

同意支付聯邦交易委員會 1 億 3600 萬美元的罰金及紐約州 3400 萬美元的

                                                 
359 FTC vs. Google, Stipulated Order for Permanent Injunction and Civil Penalty Judgment, 

Case No.: 1:19-cv-02642 Document 2-1 2 （Sept. 10, 2019） . 
360  FTC vs. Google, Complaint for Permanent Injunction, Civil Penalties, and Other 

Equitable Relief, Case No.: 1:19-cv-2642 Document 1 para. 49 （Sept. 04, 2019） . 
361 Google and YouTube Will Pay Record $170 Million for Alleged Violations of Children’s 

Privacy Law,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 Sept. 4, 2019 ） ,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9/09/google-youtube-will-pay-record-

170-million-alleged-violations,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362 Supra note 360, at para. 50. 
363 Id. at para. 4. 
364 Supra note 359, at 10-11. 
365 Id. at 11-12.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9/09/google-youtube-will-pay-record-170-million-alleged-violations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9/09/google-youtube-will-pay-record-170-million-alleged-vio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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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金366，而前開 1 億 3600 萬美元的罰金則是兒童線上隱私保護法自 1998

年通過後，聯邦交易委員會在此類案件所取得之最高額罰金 367。 

 

（四）In re HireVue （2019.11） 

電子隱私資訊中心（Electronic Privacy Information Center， EPIC）在

2019 年 11 月 6 日向聯邦交易委員會提出控訴，指控 HireVue 公司產品應

用臉部辯識技術及不透明之演算法技術來評估求職受試者之表現，而有違

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禁止不公平或欺罔行為之規範368。本案中，電

子隱私資訊中心為一公益組織，其主要是關注資訊時代下隱私及民事責任

等議題，並且長期提倡人工智慧使用時之演算法透明度（ transparency）及

道德限制之問題 369。HireVue 受此中心指控不符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人工

智慧準則》（AI Principles）所列之人工智慧決策（AI-based decision-making）

最低標準，或是《人工智慧通用指南》（Universal Guidelines for AI）所列

之建議標準370。 

HireVue 的產品是對求職受試者先進行線上錄影面試（online video 

interview）或是線上遊戲競賽（online game-based challenge），藉此紀錄受

試者之各項反應，並以此評估受試者之表現，而供其求職公司即 HireVue

                                                 
366 Id. at 13. 
367 Google and YouTube Will Pay Record $170 Million for Alleged Violations of Children’s 

Privacy Law,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 Sept. 4, 2019 ） ,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9/09/google-youtube-will-pay-record-

170-million-alleged-violations,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368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In the Matter of HireVue, Inc., Complaint and Request for 

Investigation, Injunction, and Other Relief Submitted by The Electronic Privacy 

Information Center （EPIC）  para. 1&46 （Nov. 6, 2019） . 
369 Id. at para. 2. 
370 Id. at para. 1.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9/09/google-youtube-will-pay-record-170-million-alleged-violations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9/09/google-youtube-will-pay-record-170-million-alleged-vio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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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顧客參考371。現 HireVue 之顧客已有超過 700 家公司，包括 Hilton、Ikea、

Oracle、HBO 等372。本案中 HireVue 受指摘，係因其雖然有收集求職受試

者之臉部資料及使用臉部辯識技術，但卻對受試者聲稱無此情事，可能構

成欺罔行為373。另就不公平行為之構成要件，HireVue 評估受試者表現所

使用之演算法，不透明、不能為受試者所評估、理解、有效挑戰，HireVue

亦不須對此演算法負責（accountable），與前開《人工智慧準則》有違374；

受試者未能近用此演算法之訓練資料、邏緝、技術，HireVue 未能適度權

衡其演算法之目的（標）、利益與風險，並確保其正確性、可靠性、有效性，

且不會造成偏見與歧視，與前開《人工智慧通用指南》有違375；最後，HireVue

產品已為多家公司所用，其生物辨識資料（biometric data）及演算法之使

用（將）會造成實質損害（substantial injury），受試者亦沒有機會選擇退

出（opt out）或挑戰此產品，故無法有效地避免（reasonably avoid）此損

害，而可認 HireVue 有不公平行為之情事376。 

綜上，電子隱私資訊中心請求聯邦交易委員會對於 HireVue 進行調

查、停止評估受試者、公開演算法、使受試者了解評估之基礎、遵循《人

工智慧準則》與《人工智慧通用指南》等377。而本案經控訴後，聯邦交易

委員會仍在調查，尚未有任何正式決定的作成，因此 HireVue 使用臉部辨

識技術、生物辨識資料及未經檢驗之演算法378，是否構成聯邦交易委員會

法第 5 條之不公平或欺罔行為，並不可得而知379。 

                                                 
371 Id. at para. 22-29. 
372 Id. at para. 31. 
373 Id. at para. 50-55. 
374 Id. at para. 61-65. 
375 Id. at para. 66-72. 
376 Id. at para. 74, 78-80, 83. 
377 Id. at para. 85. 
378 Id. at para. 84. 
379 See also Richard A. Bales & Katherine V.W. Stone,“The Invisible Web at Wor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in the Workplace”, 41 BERKELEY J. EMP. & LAB.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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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國近期案件小結 

（一）少有終局決定之作成 

綜整前述美國近期案件可知，就案件處理之情形而言，美國法院或是

執法機關針對數位經濟或平台經濟之案件，大多數都是未有終局判決之作

成，因此相關案件是否確係違反反托拉斯法，以及論理判斷依據究係為何，

實亦無從得知。詳言之，United States v. Topkins、Meyer v. Kalanick 雖然

在 2015 年就引發違反休曼法的指摘，但是該等案件最後是以認罪協商或

（可能）交付仲裁之方式結束，承審法院並未作成終局判決，故而要如何

細究演算法開發者、使用者之責任實不可得而知。另外，在 2016 年 Meyer 

v. Kalanick 案件，目前仍在進行中，法院對於要如何判斷 70%市場占有率

的 Uber 公司，認定其是否具有市場力量，亦尚未進行正面的陳述，此亦或

許會造成州檢察長、司法部、聯邦交易委員會在 2019 年後續在調查

Facebook、Google、Apple、Amazon 是否有濫用市場力量的困難。而今在

2020 年 10 月，雖然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有作成 Facebook、Google、Apple、

Amazon 具市場力量之認定結果，司法部亦有對 Google 進行濫用市場力量

之訴追，然而在美國法院實務上，並沒有實際的案例說明此類從事數位經

濟及平台經濟的公司，是否具有市場力量以及如何判定其是否具有市場力

量與濫用市場力量，故而縱令國會或行政機關認為 Facebook、Google、

Apple、Amazon 有濫用市場力量，但終究可能仍無法通過司法機關之檢驗。

最後，在相關侵犯個資隱私的案件，亦多是以和解收場抑或是案件正在進

行調查中，故而少見有法院對此進行真正的認定，判斷個資隱私之侵犯是

否確係違反競爭法規範。  

在這樣的情形下，或許是可以說在美國法下是少有數位經濟、平台經

                                                                                                                                          
1, 12-14, 33-34（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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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違反休曼法或聯邦交易委員會法規範的終局判決，但是卻不可以直接論

斷說數位經濟、平台經濟業者沒有可能違反休曼法或聯邦交易委員會法規

範。此乃因前述美國近期案例中，確係有不少案件是由執法機關司法部或

聯邦交易委員會直接提起反競爭之訴訟指控，例如 United States v. 

Topkins、United States v. Facebook、FTC v. Google， YouTube 案件即是屬

於此例。另外，甚至像是 Desoto Cab v. Uber、Desoto Cab v. Uber 案件，法

院也是有針對駁回原告起訴之申請，作成初步的裁判。雖然前揭各該案件

終係未有終局判決的作成，但是執法機關及承審機關之初步立場，更是可

見一斑。惟若未來法院作成終局判決之時，更是須密切注意其立場之一致

性。 

 

（二）違法行為之類型化及演變 

再就美國近期案例以觀，似乎可以發現不同的違法行為類型及其演

進。在美國，最早引起反托拉斯法疑慮是演算法所引發的共謀行為，2015

年的 United States v. Topkins、Meyer v. Kalanick 案件，雖然最終係以認罪

協商或是（可能）交付仲裁之方式解決，未有機會探究美國法院對於演算

法引發共謀行為之判斷立場及論理過程，未能細究演算法開發者、使用者

之責任歸屬，實為可惜，但是不容否認的是，由於演算法本身所可能引發

之共謀行為，無論是水平共謀行為抑或是垂直共謀行為，在美國都是相當

早期即為發生及最早即受到反競爭之指摘。究其原因，或許是因為在演算

法之使用，最常使用的情形即在價格之制定上，例如 Meyer v. Kalanick 案

件 Uber 乘車之費率即屬適例，而價格議題又是競爭法之敏感問題，故而最

早引發關注。再者，則是因為在美國反托斯法下，共謀行為之反競爭究責，

特別是水平的價格共謀行為，不具有市場力量為必要380，故而更易導致違

                                                 
380 See United States v. Socony-Vacuum Oil Co., 310 U.S. 150, 221 （1940）; Nat'l Colleg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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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結果及相關之訴追究責。  

繼演算法所衍生之共謀行為後，美國近年案例於 2016 年 11 月後，則

是開始著重於數位經濟、平台經濟業者濫用市場力量之問題。而此不但涉

及相關市場界定與市場力量認定的困難問題381，另在判斷是否有「濫用」

之虞時，更常須考量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此高度不確定之法律概念。

而從 Desoto Cab v. Uber 案，美國法院在 2018 年 9 月駁回原告起訴請求之

決定中指出，70%之市場占有率及 150 億之創業投資亦不足認定 Uber 的市

場力量，此似乎可以認為美國執法機關及審判機關未來要認為數位經濟、

平台經濟業者是具有市場力量，以及其行為是違反合理原則之情形，可能

非屬易事。美國法下如此不輕易認定具市場力量及屬反競爭行為，此不輕

易介入市場之立場，或許即是因為要避免對於此類商業模式創新的破壞，

造成產業創新的寒蟬效應382。另一方面，也正是因為此類業者，包括 Uber、

Facebook、Google、Apple、Amazon 等，都是美國企業，未經仔細評估，

動輒以反托拉斯法介入市場競爭及企業運作，恐會影響投資人利益、科技

產業發展，甚至是美國在全球經濟之主導地位。  

最後一類的行為類型，也是最近最為爭執的侵犯個資隱私問題。此多

係發生在業者的平台或網頁上，就使用者之個資隱私政策有虛偽不實的陳

述或是未能進行充分的公告，而遭認有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禁止

不公平或欺罔行為之規範，例如 2019 年、2020 年的 United States v. 

Facebook、FTC v. Google， YouTube 案件，即屬此例。雖然前揭案例都是

以和解作收，但是該案件卻都是執法機關司法部及聯邦交易委員會所提起

的反競爭訴訟，故而稍能窺見美國執法機關之立場。必須要注意的是，司

                                                                                                                                          
Athletic Ass'n v. Bd. of Regents of Univ. of Oklahoma, 468 U.S. 85, 109 （1984）. 

381 另參王明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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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42（2019）。 
382 另參張媛筑，前揭註 281，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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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及聯邦交易委員會同時是反托拉斯法及消費者權益保護之主管機構，

即令在 2019 年以降有相關侵犯個資隱私之案件在調查或經起訴，但究責之

原因係因其違反反托拉斯法抑或是違犯消費者保護規範，實有再一步細究

之必要。但可惜的是，此類案件皆係和解作結而未有法院判決作成，故而

相關論理依據尚未清楚釐清。  

 

（三）美國執法立場或有跡可尋 

雖然整體來說，美國針對數位經濟、平台經濟之反托拉斯法執法立場

不甚明確，要失其作為法治先進國家之所望，但要如前所述，在現今數位

時代、網路時代中，無論是 Google、Facebook、Amazon、Apple 等科技巨

擘，皆要屬美國企業，是屬於美國產業發展之重要命脈，故而不難想見，

要對於該等美國經濟所器重之科技巨擘加諸反托拉斯法之管制，恐較其他

國家（如歐洲國家）要難預見。此或許可以從 20 年前美國對於當時科技巨

擘 Microsoft 之反托拉斯法執法態度，較其他歐洲或亞洲國家要屬不明確及

不積極的歷史情況與紀錄，或是可推測得知。最後要說明的是，美國之市

場競爭管制立場，長期以來受芝加哥學派及市場自由主義之影響甚大，認

為市場自有其治癒之機制383，而此思想亦或許影響著現今美國執法機關之

立場384，認為不宜逕由反托拉斯法來解決現有之資料獨占、數位壟斷、演

算法反競爭問題，亦是不無可能，末此敘明385。 

 

第三節 歐盟近期案件 

歐盟近期關於數位經濟及平台經濟之案件，本研究節選及整理如下表

                                                 
383 另參胡祖舜，前揭註 197，18-23；顏雅倫，臺灣金融產業的競爭政策 -以競爭法的觀

點出發，元照，32-44（2014）。 
384 參莊弘鈺、林艾萱，前註 208，21-22。 
385 But see Maurice E. Stucke,“Should We Be Concerned About Data-Opolies?”, 2 GEO. L. 

TECH. REV.,275, 323-324（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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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所示。有別於美國相關案件多是以和解作結抑或是刻正訴訟或調查中，

歐盟就相關案件多已有作成處分，甚至是已有案件爭訟至法院且已作成裁

判，因而有執法機關處分書及審判機關裁判之第一手資料可作為依據，探

究歐盟競爭法就數位經濟及平台經濟案件之發展動向。  

 

另一方面，就案件類型而言，歐盟可說是與美國有相類似的案件類型

及發展趨勢。申言之，案件是以共謀行為之類型為先，且同於美國的是，

此共謀行為依歐體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第 101 條規定之解釋386，是包括具垂直關係及水平競爭事業間之勾

結387。再者，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近年來的執法重

點是以 Google 為首之科技巨擘，調查是否有濫用市場力量而違反歐體條約

第 102 條規定388，迄今亦有作成多則裁罰處分。另同於美國的是，歐盟近

年來之案件亦是在爭議個資隱私之侵犯，是否要為競爭法所管轄，對此德

國聯邦最高法院已有作成最新之裁判，揭示相關論理依據可供參考。最後

值得注意的是，歐盟就相關案件之訴追及究責，似較美國主管機關要為積

極，亦累積了相當的執法經驗，故在案件之調查處理及論理分析上，可能

要為細緻，因而在近日即 2019 年以降案件之進行上，開始發現業者之競爭

法違犯，似不僅限於共謀行為、濫用市場力量、侵犯個資隱私之單一事由，

                                                 
386 歐體條約第 101 條規定：「（第 1 項）事業間協議、事業團體決議與一致性行為，係

足以影響歐體會員國間交易，且以妨礙、限制或扭曲歐體共同市場競爭為效果或目的

者 ， 與 共 同 市 場 不 相 容 ， 應 予 禁 止 。 … 」 資 料 來 源 ： 公 平 會 網 站

https://www.ftc.gov.tw/upload/fd300f84-4704-42aa-96ff-e051491b02b3.pdf，最終瀏覽日

期 2020/12/4。 
387 魏杏芳，「電子商務、轉售價格維持與演算法 -由歐盟產業調查與華碩案談起」，公平

交易季刊，第 27 卷第 4 期，9（2019）。 
388 歐體條約第 102 條規定：「在歐體共同市場內或某個重要區域，一個或數個事業濫用

其優勢市場地位之行為，係足以影響歐體會員國間交易，與共同市場不相容，應予禁

止 。 」 資 料 來 源 ： 公 平 會 網 站

https://www.ftc.gov.tw/upload/fd300f84-4704-42aa-96ff-e051491b02b3.pdf，最終瀏覽日

期 2020/12/4。 

https://www.ftc.gov.tw/upload/fd300f84-4704-42aa-96ff-e051491b02b3.pdf
https://www.ftc.gov.tw/upload/fd300f84-4704-42aa-96ff-e051491b02b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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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反地，業者是有可能同時涉及多個競爭法事由之違反，此實值得密切

地注意。 

下述內容，將先以違犯之競爭法事由為類別，再於各類別中以時間為

序，敘明各案件事實及裁罰依據，最後則針對歐盟競爭法之案件發展及執

法情形，進行討論並作成結論。  

 

表 5-2 歐洲近期數位經濟、平台經濟案件（節選）  

時間 案件名稱（管轄

機關） 

機關決

定 

違法行為類型  案件進行情

形 

行

政 

司

法 

共

謀

行

為 

濫用

市場

力量 

侵

犯

個

資

隱

私 

2012.6~2016.1 Eturas 公司案 

（立陶宛競爭委

員 會 與 行 政 法

院、歐洲法院）  

V V V   承審法院中

止訴訟，由

歐洲法院作

成先行裁決 

2017.6 Google 公司案 

（歐盟執委會）  

V   V  裁罰逾 24

億歐元，並

命 行 為 改

正，本案上

訴中 

2018.7 Google 公司案 V   V  裁罰逾 43



679 

 

（歐盟執委會）  億歐元，並

命 行 為 改

正，本案上

訴中 

2018.7 ASUS，  Denon 

& Marantz ， 

Philips， Pioneer

公司案 

（歐盟執委會）  

V  V   配合調查，

最終裁罰約

1.11 億元 

2019.3 Google 公司案 

（歐盟執委會）  

V   V  裁罰近 15

億歐元，本

案上訴中 

2019.6~ Expedia 、

Booking.com 公

司案 

（歐盟執委會） 

▲ 

 

 V V  調查中 

2019.7~ Amazon 公司案 

（歐盟執委會） 

▲ 

 

 V V  調查中 

2019.11~ Google 公司案 

（歐盟執委會）  

▲ 

 

   V 調查中 

2019.12 Google 公司案 

（法國競爭管理

局） 

V   V  裁罰 1.5 億

歐元，並命

行為改正 

2020.6~ Apple 公司案 

（歐盟執委會）  

▲ 

 

 V V  調查中 



680 

 

2019.2-2020.6 Facebook 公司案 

（ 德 國 卡 特 爾

署、杜塞爾多夫

高等地方法院、

聯邦最高法院）  

V V  V V 命改善，未

裁處罰鍰 

▲：表示案件目前正在調查中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莊弘鈺教授自行繪製。 

 

一、共謀行為 

（一）Eturas 公司案（2012.6~2016.1）  

Eturas 公司案是歐洲相當早期即發生之數位平台反競爭案件，是關於

線上旅遊網站的定價折扣爭議，而有違反歐體條約第 101（1）條禁止從事

共同一致行為（concerted practice）之規範。本案中 Eturas 公司為 E-TURAS

平台的所有者及管理者，該平台為一般常見的線上旅遊網站，各旅行社在

與 Eturas 公司簽約並取得授權後，即可在此平台上登載旅遊服務銷售訊

息；各旅行社在此平台上都擁有一個專用的帳號密碼及郵件信箱，透過此

郵件信箱傳送的訊息，就如同 e-mail 一般之方式被讀取389。本案調查的開

始是因為有旅行社指稱其同業正在協調（coordinate）透過此 E-TURAS 平

台預訂旅遊服務之折扣比例，故而立陶宛競爭委員會（ Lithuanian 

Competition Commission）於 2010 年開始進行調查390。調查後發現，Eturas

公司負責人曾於 2009 年 8 月 25 日郵寄 e-mail 給幾家旅行社，商請選擇合

適的線上預訂折扣比例，由 4%調降至 1%-3%之間；嗣於 2 日後，E-TURAS

                                                 
389 Eturas UAB and Others v. Lietuvos Respublikos konkurencijos taryba, EUR-LEX, para 

5-7 （ Jan. 21, 2016 ） , 

http://curia.europa.eu/juris/celex.jsf?celex=62014CJ0074&lang1=en&type= TXT&ancre=,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390 Id., para 8. 

http://curia.europa.eu/juris/celex.jsf?celex=62014CJ0074&lang1=en&type=TXT&anc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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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管理者即透過平台的內部訊息系統，以「線上預訂折扣調降（0%-3%）」

為題發送訊息391。最後於 2012 年 6 月 7 日作成之決定認為，30 家旅行社

與 Eturas 公司於 2009 年 8 月 27 日至 2010 年 3 月底期間，確係有從事此

E-TURAS 平台預訂折扣之反競爭行為392。 

本案後經爭訟至維爾紐斯地區行政法院（Vilnius District Administrative 

Court），2013 年 4 月 8 日判決結果仍是與立陶宛競爭委員會相同的違法認

定（但有減輕罰鍰金額）393，嗣再經上訴至立陶宛最高行政法院，法院認

為本案在歐體條約第 101（1）條的解釋適用及舉證責任分配上存有疑義

394，故而中止訴訟程序，於 2014 年 1 月 17 日向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請求作成先行裁決（preliminary ruling）395。申言之，本案主要

之法律爭議為396：參與平台的業者在執法機關證明平台內有折價限制通知

的情形下，可否逕行推定業者對此通知係屬（可得）知悉，或是在業者未

為反對表示時即可推定對此折價限制有默示同意，而據此認有歐體條約第

101（1）條共同一致行為之參與，並依此究責；若否，則尚須考慮何因素

始可認業者有從事共同一致行為。歐洲法院對此問題於 2016 年 1 月 21 作

成決定，認為在參與平台的業者知悉此折價限制訊息的情況下，是可推定

業者有參與所謂的共同一致行為，但業者仍是可以舉反證以有公然地遠離

此行為、通報主管機關、經常不受此限制拘束等推翻此推定 397。另相對而

言，基於無罪的推定，若系爭案件只有平台內訊息發送的證據，則尚不足

以證明業者對此訊息是可得知悉398，進而認有參與共同一致的行為。  

                                                 
391 Id., para 9-11. 
392 Id., para 13. 
393 Id., para. 17. 
394 Id., para. 21. 
395 Id., para. 1, 50. 
396 Id., para. 25. 
397 Id., para. 50. 
398 Id., para.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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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本案在歐洲法院作成此先行裁決之釋義後，立陶宛最高行政法院

最終的判決結果並不可得而知，但是此 Eturas 公司案為歐洲相當早期即已

發生的數位平台爭議案件，在競爭法主管機關作成決定後，其見解是有經

歷法院的再度檢視，甚至是國家最高審判機關及歐洲法院之審理，故而相

當具有參考之價值。此更也是與美國現行數位平台案件都仍刻正進行抑或

未有最終判決作成，有著顯著的差別，併此敘明。  

 

（二）ASUS， Denon & Marantz， Philips， Pioneer 公司案（2018.7） 

ASUS， Denon & Marantz， Philips， Pioneer 公司因為限制其線上零

售商（online retailer）之轉售價格（包括最低轉售價格及固定轉售價格），

因而造成零售商無法自行訂定各項消費性電子產品的零售價格，經歐盟執

委會於 2018 年 7 月 24 日以違反歐體條約第 101 條規範，裁罰 4 家公司共

計逾 1 億 1100 萬歐元399。各該公司涉有垂直交易限制（vertical restraint）

之產品、期間、行為態樣、受調查時間、受裁罰金額，如下表 5-3 所示400。

整體來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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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對於低定價零售商的定價限制，會對

                                                 
399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IP/18/4601, Antitrust : Commission fines four 

consumer electronics manufacturers for fixing online resale prices （July 24, 2018） .。 
400  Id.; CASE AT.40465 – ASUS, European Commission para. 15 （ 2018 ） ,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40465/40465_337_3.pdf ,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12/4.; CASE AT.40469 –DENON & MARANTZ, EUROPEAN 

COMMISSION para. 15 （ 2018 ） ,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40469/40469_329_3.pdf para. 15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CASE AT.40181 – PHILIPS, European Commission para. 

16 （ 2018 ） ,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40181/40181_417_3.pdf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CASE AT.40182 – PIONEER, European Commission para. 11 

（ 2018 ） ,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40182/40182_370_3.pdf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40465/40465_337_3.pdf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40469/40469_329_3.pdf%20para.%2015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40181/40181_417_3.pdf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40182/40182_370_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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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消費性電子產品的整體線上零售價格影響甚大401。此外，各該公司也

使用精密的監控工具以有效地追蹤配銷網（distribution network）中的轉售

價格，並在價格減少時快速地介入402。而倘若零售商不遵守價格調整的要

求，則各該公司會以斷貨等方式進行威脅或制裁403。 

 

表 5-3 ASUS 等公司垂直交易限制比較說明  

公司 產品 地區 期間 行為態

樣 

受調查

時間 

受裁罰金

額（歐元） 

ASUS 電 腦 硬

體 及 電

子產品 

德國、法

國 

2011~2014

年 

限制轉

售價格 

2015.3

後 

63,522,000 

Denon 

& 

Marantz 

影 音 消

費產品 

德國、荷

蘭 

2011~2015

年 

限制轉

售價格 

2015.3

後 

7,719,000 

Philips 消 費 性

電 子 產

品 

法國 2011~2013

年底 

限制轉

售價格 

2013.12

後 

29,828,000 

Pioneer 音 響 設

備 

德國、法

國等 12

國家 

2011 年初

~2013 年

底 

限制轉

售 價

格、區

域限制 

2013.12

後 

10,173,000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莊弘鈺教授自行繪製。 

 

                                                 
401 Supra note 399. 
402 Id. 
40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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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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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此些

方法包括有：比價網站的觀察，其他零售商的投訴，使用內部軟體監控工

具的演算法來幫助發現定價低於預期水準的零售商405。詳言之，ASUS 所

用的演算法具備價格偵測追蹤與調整之功能，並主要應用於筆記型電腦產

品 4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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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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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另一方面，就算有零售商並未被 ASUS 鎖定，但利

用價格比對演算法（price-matching algorithm），該等零售商也會對被鎖定

零售商的價格亦步亦趨，順勢推高售價，最後達到 ASUS 預期的價格水準

409。最後，歐盟執委會認為本案 ASUS 與德國及法國零售商間確是有構成

歐體條約第 101（1）條的協議和（或）共同一致行為410，此係限制了德國

及法國零售商單獨決定轉售價格的能力，而有影響到市場競爭 411，甚至

ASUS 對本案系爭行為亦不否認，並提供證據配合調查412，而以裁處逾ˊ

                                                 
404  CASE AT.40465 – ASUS, European Commission para. 26-27 （ 2018 ） ,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40465/40465_337_3.pdf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405 Id., para. 27; 魏杏芳，前揭註 387，11。 
406 魏杏芳，前揭註 387，11。  
407 魏杏芳，前揭註 387，11。  
408 ASUS 另也會接觸經銷商，要求提高筆記型電腦的零售價格，以全面穩定線上零售價

格的水準。可參魏杏芳，前揭註 387。 
409準此，ASUS 雖只對部分零售商限制轉售價格，但是因為演算法的應用，導致負面效

果加成，最後對於整體線上零售價格所產生之影響，層面既寬廣又深遠。可參魏杏芳，

前揭註 387。 
410 Supra note 404, para. 98-99. 
411 Id., para. 108-109. 
412 Id., para. 19, 21 & 144. 除 ASUS 外，Denon & Marantz, Philips, Pioneer 亦同樣是對於

反競爭行為不否認，並且提供證據配合歐盟執委會調查，併此敘明。See supra note 399.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40465/40465_337_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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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0 萬歐元作結413。 

 

二、濫用市場地位 

（一）Google 公司案（2017.6） 

Google 公司共計有 4 件反競爭案件受到歐盟執委會調查，其中有 3 件

已經作成裁罰處分，另有 1 件目前仍在調查中。歐盟執委會首先作成裁罰

的案件是於 2010 年 10 月開始進行調查並於 2017 年 6 月作成決定，此案是

針對 Google 濫用其搜尋引擎（search engine）之市場優勢地位，而影響到

比價購物服務（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s）市場之競爭，認有違反歐體

條約第 102 條及歐洲經濟區協定（Agreement on the European Economic 

Area）第 54 條之規範414。詳言之，在 2008 年後，絕大多部數的歐洲國家

認為 Google 在搜尋引擎市場中，因為多享有高達 80%、90%的市場占有率

415，會又存有因為巨額投資需求、消費者改進回饋、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造成的高度市場進入與擴張障礙416，使用者對搜尋引擎的依賴程度

及 Google 的品牌效應，及買方制衡力量的欠缺417，而認有市場優勢支配地

位418，而此搜尋引擎卻又是比價購物服務網站流量的重要來源419。渠料，

                                                 
413 另參楊智傑，「歐盟競爭法轉售價格維持與電子商務發展下之反思」，公平交易季刊，

第 27 卷第 2 期，75、82（2019）。  
414  CASE AT.39740 Google Search （Shopping） , EUROPEAN COMMISSION para. 2, 43 

（ 2017 ） ,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39740/39740_14996_3.pdf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本案裁罰之對象亦包括 Google 之母公司 Alphabet，而對

於 Alphabet 之調查是始於 2016 年 7 月。CASE AT.39740 Google Search （Shopping）, 

EUROPEAN COMMISSION para. 96 （ 2017 ） ,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39740/39740_14996_3.pdf.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415 See id., para. 273-284. 
416 See id., para. 285-305. 
417 Id., para. 272. 
418 Id., para. 271; 唯一的例外是捷克，捷克是在 2011 年後始認為 Google 在搜尋引擎市

場具有市場優勢支配地位。 Id., para. 271.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39740/39740_14996_3.pdf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39740/39740_14996_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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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自 2008 年 1 月起開始濫用在此搜尋引擎的市場優勢支配地位，來

拉抬（leverage）其自家的比價購物服務 Google Shopping420。所謂拉抬，

是指 Google有系統性地將 Google Shopping 在 Google搜尋引擎結果中置於

重要、醒目的位置，並且競爭對手的比價購物服務在 Google 搜尋引擎結果

中降級（demote）、置於不重要、不醒目的位置421。換言之，此比價購物服

務的最終搜尋結果，是依據 Google 在搜尋引擎市場的優勢地位而來，並不

是根據各比價購物服務的自身優勢情形 422。因為在最終搜尋結果的能見

度，會影響到使用者點擊（click）與網路流量的情形423，而如此造成 Google 

Shopping 對於消費者的高能見度（visibility）及競爭比價購物服務的低能

見度，也影響到 Google 及其競爭對手的獲利情形424。 

 

最後調查的結果，歐盟執委會認為 Google 前開在搜尋引擎演算法所為

的調整，確係對自家的比價購物服務 Google Shopping 及競爭對手的比價

購物服務產生重大的影響425。調查結果發現，Google Shopping 網站流量的

確是大幅的增加，在英國網站流量增加 45 倍，在德國增加 35 倍，在法國

增加 19 倍，在荷蘭增加 29 倍，在西班牙增加 17 倍，在義大利增加 14 倍；

                                                                                                                                          
419 See Id., para. 540, table 24. 
420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IP/17/1784,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Google 

€2.42 billion for abusing dominance as search engine by giving illegal advantage to own 

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 （June 27, 2017）; Id., para. 341. Google 先是 2008 年 1 月

在英國及德國從事此行為，而後是 2010 年 10 月在法國，2011 年 5 月在義大利、荷蘭、

西班牙，2013 年 2 月在捷克，2013 年 11 月在丹麥、挪威、波蘭、瑞典等。Id., para. 686. 
421 See id., para. 344. 
422 Supra note 420. 
423 See supra note 414, para. 454-461. 在歐盟執委會的調查證據顯示，在搜尋結果第 1 頁

的排序前 10 名者會取得所有點擊數的 95%，其中，排序第 1 者會取得所有點擊數的

34.35%，比其他排序者還要高，排序第 2 者會取得約 16.96%的點擊率、排序第 3 者為

11.42%的點擊率，排序第 4 者為 7.73%的點擊率，其餘排序者依序遞減。supra note 414, 

para. 457, table 19. 
424 See id., para. 589-590. 
425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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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地，競爭對手的網站流量確係大幅的減少，例如，在英國有網站減少

85%的流量，在德國有減少 92%的流量，在法國有減少 80%的流量426。故

而歐盟執委會認為 Google 濫用在搜尋引擎市場的優勢支配地位，拉抬自家

比價購物服務 Google Shopping 並貶低競爭對手之舉，是有阻礙市場競爭，

剝奪消費者利益427。故而最後處以 Google 逾 24 億歐元罰鍰，並要求在 90

天內停止相關違法行為，且不得採取任何其他手段來達成相（等）同的目

的或效果，特別是要求 Google 在其搜尋引擎要以相同的方式來處理自家及

競爭對手的比價購物服務428。Google 須定期向歐盟執委會報告說明其法遵

（compliance）情形，且若 Google 再有不遵法，將依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全球每日平均營業額 5%持續開罰429。Google 對此裁罰不服，提起行政救

濟，現正由歐洲法院審理中，迄今尚未作成判決430。 

 

（二）Google 公司案（2018.7） 

Google 公司受到歐盟執委會裁罰的第二個案件，是於 2015 年 4 月開

始進行調查並於 2018 年 7 月作成最終決定，裁罰的主要原因是 Google 濫

用其在行動裝置作業系統、Android App 商店、搜尋引擎共 3 個市場的優

勢地位，搭售其 Google Search App、Google Chromes 網頁瀏覽器，要求遵

循反分裂（anti-fragmentation）義務、預先安裝非競爭搜尋引擎，經認有

違反歐體條約第 102 條及歐洲經濟區協定第 54 條之規範431。申言之，在

                                                 
426 Supra note 420. 
427 Id. 
428 See supra note 414, at 213-214. 
429 See id., at 214. 
430 See Alessio Dellanna, Google appeal against €2.4bn fine takes place at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URONEWS （ Feb. 14, 2020 ） , 

https://www.euronews.com/2020/02/14/google-appeal-against-2-4bn-fine-takes-place-at-e

uropean-court-of-justice,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431  CASE AT.40099 Google Android, EUROPEAN COMMISSION para. 3-5 （ 2018 ） ,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40099/40099_9993_3.pdf , last 

 

https://www.euronews.com/2020/02/14/google-appeal-against-2-4bn-fine-takes-place-at-european-court-of-justice
https://www.euronews.com/2020/02/14/google-appeal-against-2-4bn-fine-takes-place-at-european-court-of-justice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40099/40099_9993_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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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優勢地位的界定及判斷上，Google 的 Android 作業系統，在行動裝置

作業系統的全球市場（中國除外）中，自 2011 年起因享有 72%以上的高

市場占有率432，存有因耗時耗資、網路效應、轉換成本造成的進入與擴張

障礙433，欠缺可供制衡的買方議價力量（bargaining power）434，由其他不

同的行動裝置作業系統（如 Apple 的 iOS 系統）所生之限制並不足取435，

故而認為 Google的 Android系統在此行動裝置作業系統中具有市場優勢地

位436。再者，Google 的 Play Store，在 Android App 商店的全球市場（中國

除外）中，也因自 2011 年起在使用 Android 行動裝置所預先安裝的 App

商店或是消費者所下載 App 的 Android App 商店都有 90%以上的高市場占

有率437，在 Play Store 中有數百萬的 App 及數十萬的開發商其數量最為龐

大且 App 最為熱門 438，具有自動更新的功能 439，代工廠商（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EM）僅得從 Play Store 來取得 Google Play 

Services440，存有因資金需求及先進者優勢（first mover advantage）造成的

進入與擴張障礙441，且同樣欠缺可供制衡的買方議價力量442，以及由其他

                                                                                                                                          
visited on date：2020/12/4.同前述 Google 於 2017 年 6 月所受裁罰的第一案，本第二案

裁罰之對象亦包括母公司 Alphabet，而對於 Alphabet 之調查是始於 2016 年 4 月。CASE 

AT.40099 Google Android, EUROPEAN COMMISSION para.18 （ 2018 ） ,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40099/40099_9993_3.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432 Id., para. 446, table 3. 甚至是在 2016 年，Google 的 Android 系統，其全球（中國除

外）市場占有率已達 96.4%。Id., para. 446, table 3. 
433 See id., para. 461-473. 
434 See id., para. 474-478. 
435 See id., para. 479-566. 
436 Id., para. 461. 
437 See id., para. 591-605, table 4-5. 
438 See id., para. 606-614. Play Store 的 App 數量在 2013 年 7 月已經達到 100 萬，2015 年

11 月已達到 180 萬，2017 年 3 月已至 280 萬；且 Play Store 的 App 開發商，在 2014

年約莫有 40 萬，至 2016 年已有超過 72 萬。Id., para. 607, 610. 
439 See id., para. 615-620. 
440 See id., para. 621-626. 
441 See id., para. 627-642. 
442 See id., para. 643-651.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40099/40099_9993_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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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行動裝置作業系統的 App 商店（如 Apple 的 AppStore）所生之限制亦

不足取443，故而認為 Google 的 Play Store 在 Android 的 App 商店中具有市

場優勢地位444。最後，Google 在搜尋引擎市場具有市場優勢地位之情形，

業已於前開歐盟執委會 2017 年 6 月對於 Google 所作成的第一個裁罰案所

述。 

本案 Google 濫用市場優勢地位之情事有四，如下表 5-4 所示。首先是，

Google 至少自 2011 年 1 月起濫用在 Android App 商店的市場優勢地位，搭

售 Google Search App 與 Play Store445，造成 Google 享有搜尋引擎同業無法

匹敵的競爭優勢，助於維持及強化 Google 在搜尋引擎市場的優勢地位，增

加進入障礙、阻礙創新、傷害消費者446。再者，Google 自 2012 年 8 月起

濫用在 Android App 商店及搜尋引擎的市場優勢地位，搭售 Google Chrome

網頁瀏覽器與 Play Store、Google Search App447，同樣地造成 Google 取得

行動裝置網頁瀏覽器（mobile web browser）同業無法匹敵的競爭優勢，此

阻礙創新、傷害消費者，並也維持及強化 Google 在搜尋引擎市場的優勢地

位448。第三，Google 至少自 2011 年 1 月起濫用在 Android App 商店及搜尋

引擎的市場優勢地位，在授權 Play Store 及 Google Search App 時，要求硬

體製造商反分裂的義務449，亦即未經 Google 同意不可以使用任何 Android

的修訂版本 Android forks450，而此 Android forks 對於 Google 是構成競爭

                                                 
443 See id., para. 652-673. 
444 See id., para. 590. 
445 See id., para. 752. 此原屬兩不同的產品，搭售的結果使得 Play Store 無法與 Google 

Search App 分離而單獨取得。See id., para. 756-772. 
446 Id., para. 773. 
447 Id., para. 753. 此本也屬不同的產品，搭售的結果使得 Play Store 及 Google Search App

無法與 Google Chrome 分離而單獨取得。See id., para. 879-895 
448 Id., para. 896. 
449 Id., para. 1015-1016. 換言之，若硬體製造商不同意此反分裂義務時，則無法取得 Play 

Store 及 Google Search App 之授權。Id., para. 1032. 
450 See id., par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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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威脅，Google 主動監督此反分裂義務的遵循及執行，確係阻礙 Android 

forks 的發展與競爭，故而維持及強化 Google 在搜尋引擎市場的優勢地位

451。最後，Google 自 2011 年 1 月起至 2014 年 3 月間濫用在搜尋引擎市場

的市場優勢地位，支付予代工廠商及行動網路業者（mobile network 

operator， MNO）報酬，要求不得預先安裝同業競爭者的搜尋引擎452，而

此係構成排他性付款（exclusivity payment）會降低代工廠商及行動網路業

者預先安裝其他搜尋引擎的誘因，造成進入搜尋引擎市場的困難，並阻礙

創新453。 

 

表 5-4 Google 第二件受裁罰案行為態樣比較說明  

行為時

間 

市場優勢

地位 

公 司 產

品 

行為態樣 主要競爭影響  

2011.1~ Android 

App 商店 

Play 

Store 

搭 售 Google 

Search App 與 Play 

Store 

Google 享有搜尋引擎

同業難匹敵的競爭優

勢，可維持及強化其在

搜尋引擎市場的優勢

地位 

2012.8~ Android 

App 商

店、搜尋

引擎 

Play 

Store、搜

尋引擎 

搭 售 Google 

Chrome 與 Play 

Store 、 Google 

Search App 

Google 取得行動裝置

網頁瀏覽器同業難匹

敵的競爭優勢，可維持

及強化其在搜尋引擎

市場的優勢地位  

                                                 
451 Id., para. 1036. 
452 Id., para. 1192. 
453 Id., para. 1193, 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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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 Android 

App 商

店、搜尋

引擎 

Play 

Store、搜

尋引擎 

授權 Play Store 及

Google Search App

時，要求遵循反分

裂義務 

維持及強化 Google 在

搜尋引擎市場的優勢

地位 

2011.1~ 

2014.3 

搜尋引擎 搜 尋 引

擎 

支付代工廠商及

行動網路業者報

酬，要求不預先安

裝同業競爭者的

搜尋引擎 

降低廠商及業者預先

安裝其他搜尋引擎產

品的誘因，造成進入搜

尋引擎市場的困難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莊弘鈺教授自行繪製。 

 

最後，歐盟執委會針對 Google 前開濫用市場優勢地位的違法行為，共

計裁罰逾 43 億歐元454，其餘命 Google 改正的行為與先前 2017 年 6 月所受

的第一件裁罰案幾近相同455。Google 同樣是對此處分不服，提起行政救濟

後現正由歐洲法院審理中，仍未有判決作成456。 

 

（三）Google 公司案（2019.3） 

歐盟執委會於 2019 年 3 月對 Google 公司作成第三個裁罰處分，主要

原因是 Google 自 2006 年起濫用其在線上搜尋廣告仲介市場的優勢地位，

與第三方網站簽定反競爭契約，因而鞏固了其線上搜尋廣告的優勢地位並

阻擋了來自同業的競爭壓力，最後經認有違反歐體條約第 102 條及歐洲經

                                                 
454 See id., at 324-326. 
455 亦即 Google 須於 90 天內停止各該違法行為，並禁止任何可達成相（等）同目的或效

果之其他行為，Google 另須定期向歐盟執委會報告其遵法情形，若再有違犯，則將依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全球每日平均營業額 5%持續開罰。Id., at 324-326. 
456 See Dellanna, supra note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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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區協定第 54 條規範457。詳言之，Google 的 AdSense for Search 產品提供

第三方網站搜尋的服務，Google 如同仲介商一般，介於廣告主及網站所有

者之間，並從所提供搜尋結果頁面旁的版位（space）來獲利，而此 AdSense 

for Search 產品就像是線上搜尋廣告的仲介平台458。Google 在此線上搜尋

廣告仲介的市場中，自 2006 年至 2016 年間的市場占有率皆高於 70%，甚

至是大部分時間的市場占有率都有高於 85%，且此市場需要大量資金的投

入來發展及維護搜尋技術、搜尋廣告平台、大量的廣告主及網站所有者，

具有高度市場進入障礙，故可認為 Google 在此線上搜尋廣告仲介市場中，

是具有優勢地位459。而經調查發現 Google 濫用此市場優勢地位，與網站所

有者簽定契約限制競爭對手的發展，此等契約內容包括460：自 2006 年起

的排他條款（exclusivity clause），限制網站所有者不得在搜尋結果頁面投

放來自 Google 競爭對手的搜尋廣告；自 2009 年 3 月起以所謂的「優先投

放」條款（”Premium Placement” clause）來取代原先的排他條款，此即要

求網站所有者將搜尋結果頁面最可獲利的版位留給 Google 廣告，並要求

Google 廣告的最低投放量，以限制 Google 競爭對手將搜尋廣告投放於最

明顯、最易受點擊的地方；甚至是要求網站所有者要將競爭對手廣告的投

放展示進行變更之前，應先取得 Google 的書面同意，以使 Google 得以控

制競爭對手搜尋廣告的吸引程度、點擊情形及最終表現。  

 

歐盟執委會認為 Google 前開契約條款及內容，的確造成 Google 的競

                                                 
457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IP/19/1770,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Google 

€1.49 billion for abusive practices in online advertising （Mar. 20, 2019） . 
458 Id.而此提供第三方網站搜尋服務，對於 Google 的競爭對手（如 Microsoft、Yahoo）

來說尤其重要。此乃因該等競爭對手已經很難在 Google 自家搜尋引擎結果頁面中，進

行廣告版位的販售，故而第三方網站成為一個重要切入點，讓該等競爭對手來與

Google 競爭，並從線上廣告市場中獲利。Id. 
459  Id. 
46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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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對手無法成長，無法提供其他線上搜尋廣告仲介服務以供選擇，因此造

成網站所有者僅能從有限的選擇中來就其網站版位謀利，甚而被迫僅有

Google 及其 AdSense for Search 可選，此係有害於競爭與消費者，且阻礙

創新461。歐盟執委會最後裁罰 Google 近 15 億歐元，要求 Google 終止一切

違法行為，回復原狀，並限制任何可以達成相（等）同目的或影響之行為

462。最後，同於前述 Google 所受的二件裁罰案，Google 對此亦是不服而

提出救濟，現正由歐洲法院審理中463。 

 

（四）Google 公司案（2019.12） 

法國競爭管理局（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於 2019 年 12 月亦針對

Google 公司濫用其在法國線上搜尋廣告市場之優勢支配地位，就其在線上

搜尋廣告 Google Ads（原 AdWords）規則之解釋及適用上464，有不客觀、

不透明、歧視之情事，而認有違反歐體條約第 102 條及法國商法（Code de 

commerce）第 420-2 條規定465。詳言之，Google 的 Google Ads 在法國的線

上搜尋廣告及搜尋引擎市場中占有 90%以上的市場占有率，且因為線上搜

尋廣告服務之開發耗時耗資，線上搜尋廣告及搜尋引擎服務間存有網路效

應且彼此高度相關連，可認為存有高度的進入障礙，而可進一步地認為

                                                 
461 Id. 
462 Id. 
463 See Dellanna, supra note 430. 
464 Google Ads原為 AdWords，惟 Google將 AdWords自 2018年 8月改名稱為 Google Ads。

Decision 19-D-26 of 19 December 2019 regarding practices employed in the online search 

advertising sector,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para.19 （ 2019 ） ,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s/20 20-04/19d

26_en.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另 Google Ads 規則是由 Google 所制定及公

布，旨在規範該廣告平台之使用規則、網路使用者及廣告主之互動行為。See Decision 

19-D-26 of 19 December 2019 regarding practices employed in the online search 

advertising sector,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para.95-100 （ 2019 ） ,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s/2020 -04/19d

26_en.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465 Id., para. 3 & 248, at 134.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s/2020-04/19d26_en.pdf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s/2020-04/19d26_en.pdf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s/2020-04/19d26_en.pdf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s/2020-04/19d26_en.pdf


694 

 

Google Ads 在線上搜尋廣告市場中具有優勢地位466。也正因此優勢地位之

具備，使得 Google Ads 規則變得像是事實上標準（de facto standard）一般，

廣告主若想在法國買線上搜尋廣告，就必須對該規則即標準有所遵循467。 

相對地，法國競爭管理局認為基於 Google Ads 在線上搜尋廣告市場之

優勢地位，Google 對於網路使用者及廣告主負有特別的責任，即對於該

Google Ads 規則要能以客觀、透明、無歧視之方式進行解釋及適用468。且

在 Google 與使用者、廣告主地位相差懸殊之情況下，Google 對於此規範

平台近用及維護之 Google Ads 規則，在規範是否有效運作，廣告主及使用

者是否進行遵循，不但有責任更是有處置權限（discretion）469。渠料，經

調查 Google 之行為後發現，Google Ads 規則模糊、複雜，不但使人難以理

解，更也難以評估行為是否合於規則，再加上該規則非常不穩定，即令變

更亦無事前之通知，故而造成廣告主無法預期該如何遵循該規則及該如何

維護在此平台上的廣告470。而此 Google 在制定、適用、執行 Google Ads

時之不客觀、不透明及前後不一致，不但對於線上搜尋廣告市場造成直接

的影響，也可能對於廣告主所運營的下游市場產生影響，並且可能阻礙創

新型網站的引入，及影響到消費者471。準此，法國競爭管理局處罰 Google

計 1 億 5 千萬歐元，並要求 Google 清楚明示其 Google Ads 規則以解決客

觀性及透明性問題，修正 Google 帳號停用（suspension）程序以避免突襲

及不正當程序，且將違反 Google Ads 規則之警示、預防、偵查、處理程序

進行規範以確保停用措施有其必要，最後甚至是要求將受裁罰之情形公告

                                                 
466 See id., para. 310-321. 
467 Id., para. 321. 
468 Id., para. 332, 342. 
469 See id., para. 332, 342, 427-430. 
470 Id., para. 377. 
471 See id., para. 426，500-507. 



695 

 

於公司首頁472。 

 

三、共謀行為、濫用市場地位 

（一）Expedia、Booking.com 公司調查案（2019.6~） 

丹麥線上旅遊網站 Nustay 公司於 2019 年 6 月 11 日向歐盟執委會控

訴，指控線上旅遊網站龍頭 Expedia 公司及 Booking.com 公司試圖將提供

較低定價的新創網站趕出（kick off）市場，並且對於在此新創網站出現的

飯店進行處罰，而有違反歐體條約第 101 條、第 102 條等規範473。Nustay

是 2014 年成立的旅遊網商，其訂房是以競標（bid）方式而通常所提供的

定價較同業網站業者要為低，且其收取較低佣金（commission）也是造成

定價較為優惠的原因474。Nustay 在本案中主張 Expedia 及 Booking.com 透

過阻擋 Nustay 提供較低、較優惠定價的方式，以人造（artificially）手段

來維持飯店訂房的高價位，並藉此維持其高佣金475。也就是說，如果 Expedia

及 Booking.com 發現飯店業者在其他同業網站所提供的定價較低，就會將

此類飯店的搜尋排名降級，損害其被預訂的情形476。因為飯店業者的預訂

仍以 Expedia 及 Booking.com 為大宗，來自 Nustay 的預訂所占比例不大，

                                                 
472 Id., para. 561, 565, 590. 本案受裁罰之對象，除 Google 及其愛爾蘭、法國分公司外，

亦包括 Google 之母公司 Alphabet。Id., at 134. 
473  Natalia Drozdiak,“Hotel Site Accuses Booking, Expedia of EU Antitrust Breaches,  

BLOOMBERG （ June 12, 2019 ） ”,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6-11/hotel-site-accuses-booking-expedia

-of-breaking-eu-antitrust-law,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MARKETSCREENER,“Update 

on Nustay complaint to EU Directorate-General for Competition: EU Commission 

publishes an open call for tenders for a market stud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hotel 

accommodation in the EU （ July 20, 2020 ） ”, 

https://www.marketscreener.com/news/Update-on-Nustay-complaint-to-EU-Directorate-Ge

neral-for-Competition-EU-Commission-publishes-an-ope--30954898/?fbclid=IwAR1OHG

fB2BpWXxf26BsdALynfaHguY7xWCsEHoIRaqyjD0lrbl_jJMCgidM,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474 Id. 
475 Id. 
476 Id.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6-11/hotel-site-accuses-booking-expedia-of-breaking-eu-antitrust-law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6-11/hotel-site-accuses-booking-expedia-of-breaking-eu-antitrust-law
https://www.marketscreener.com/news/Update-on-Nustay-complaint-to-EU-Directorate-General-for-Competition-EU-Commission-publishes-an-ope--30954898/?fbclid=IwAR1OHGfB2BpWXxf26BsdALynfaHguY7xWCsEHoIRaqyjD0lrbl_jJMCgidM
https://www.marketscreener.com/news/Update-on-Nustay-complaint-to-EU-Directorate-General-for-Competition-EU-Commission-publishes-an-ope--30954898/?fbclid=IwAR1OHGfB2BpWXxf26BsdALynfaHguY7xWCsEHoIRaqyjD0lrbl_jJMCgidM
https://www.marketscreener.com/news/Update-on-Nustay-complaint-to-EU-Directorate-General-for-Competition-EU-Commission-publishes-an-ope--30954898/?fbclid=IwAR1OHGfB2BpWXxf26BsdALynfaHguY7xWCsEHoIRaqyjD0lrbl_jJMCgi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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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飯店業者會要求 Nustay 提高定價以避免失去 Expedia 及 Booking.com

的大宗生意477。Expedia 及 Booking.com 亦會與飯店業者聯繫，要求在其他

網站的訂房定價與當初其間所溝通之情形一致，並對於定價低者進行處

罰，Expedia 甚至是直接要求 Nustay 提高其在 Google 搜尋中的定價478。本

案目前仍是處於調查階段，案件最新進展是歐盟執委會於 2020 年 7 月 9

日徵求關於歐盟飯店預訂配銷的市場研究，研究自 2017 年至 2021 年初最

新、及時的飯店行銷及銷售情形479。 

 

（二）Amazon 公司調查案（2019.7~） 

歐盟執委會於 2019 年 7 月針對 Amazon 公司進行正式的調查，冀以進

一步地判斷 Amazon 使用其銷售平台上個別零售商的敏感資料（sensitive 

data），是否有違反歐體條約第 101 條及（或）第 102 條規範480。詳言之，

Amazon 在其銷售平台上同時具有 2 個角色481：一為在此平台販售產品的

零售商；二則是此平台之提供者，讓個別賣家可以直接將產品販售給消費

者。而 Amazon 在作為平台提供者之同時，是有持續不斷地在收集此平台

上各項活動的資料，且經歐盟執委會初步調查後發現，Amazon 似乎有使

用此平台上賣家、產品及交易的敏感資訊，也因此決定進行更進一步的深

度調查482。歐盟執委會宣稱在此正式調查中，將探究 Amazon 與其平台上

賣家間，允許 Amazon 分析及使用第三方賣家資料的定型化契約，尤其是

在 Amazon 同時作為賣家（與平台提供者）的情況下，使用該平台所收集

                                                 
477 Id. 
478 Id. 除歐盟外，日本現正對於線上旅遊網站進行調查，美國猶他州也對於 Expedia 是

否涉及共謀行為有所調查，附此敘明。 Id. 
479 Id. 
480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IP/19/4291, Antitrust: Commission opens 

investigation into possible anti-competitive conduct of Amazon（July 17, 2019） . 
481 Id. 
48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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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累的資訊，究竟是否及如何影響到市場競爭483。另一方面，歐盟執委會

也會探究資料在評定黃金購物車（Buy Box）獲選者時所扮演的角色484，

以及 Amazon 使用其平台上敏感賣家資訊對此評定所生之影響485。 

 

（三）Apple 公司調查案（2020.6~） 

歐盟執委員會亦於 2020 年 6 月對 Apple 進行正式的調查，調查 Apple

在其私有的 App Store 上，對於想銷售 App 給 Apple 裝置使用者之公司，

在契約所加之負擔及限制，是否有違反歐體條約第 101 條及（或）第 102

條規範486。該調查是起因於串流音樂提供商 Spotify 公司以及 1 家電子書

暨有聲書經銷商，即與 Apple 的 Apple Music 及 Apple Books 產品互為競

爭，分別在 2019 年 3 月 11 日及 2020 年 3 月 5 日對於歐盟執委會所出檢舉，

在經歐盟執委會初步調查後，認為 App Store 中之契約條款有影響競爭串

流音樂、電子書暨有聲書市場之可能，故而決定進行正式的調查487。質言

之，該契約條款主要有二488：首先是要求強制使用 Apple 自家的「App 內

購買」（in-app purchase， IAP）系統，來銷售付費的數位內容，Apple 也

藉此向 App 開發商收取 30%的佣金；另外，則是限制 App 開發商告知使用

者其他 App 外購買機制之可能，而該 App 外購買機制所得購入之音樂、電

子書暨有聲書，價格也通常較為便宜。前開 IAP 強制使用的要求，似乎也

使 Apple 得以完全控制其競爭者與消費者間之關係，並不讓競爭者接觸到

                                                 
483 Id. 
484 Id.黃金購物車是出現在 Amazon 網頁上的顯著處，而使消費者得以將特定零售商銷

售的產品直接加入購物車（ shopping cart），而能獲選此黃金購物車似乎成為能在

Amazon 平台達成大筆交易量的關鍵。 Id. 
485 Id. 
486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IP/20/1073, Antitrust : Commission opens 

investigations into Apple's App Store rules （June 16, 2020） . 
487 Id. 
48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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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消費者資料，而 Apple 同時卻可以取得各項活動有價值的資料及其

競爭者所提供之產品與價格489。 

另一方面，除 Apple 之 App Store 外，歐盟執委會亦於同時間對於 Apple 

Pay 進行正式之調查，調查下列事項是有否有影響到行動支付市場之競

爭，而違反歐體條約第 101 條及（或）第 102 條規範490：Apple 將 Apple Pay

整合至 iPhone、iPad 中 App 及網頁之手段方法；Apple 限制 iPhone 支付工

具近用短距離無線通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之功能，僅將

此功能保留給 Apple Pay；及據指稱拒絕 iPhone、iPad 中特定產品競爭者

近用 Apple Pay，併此敘明。  

 

四、侵犯個資隱私 

（一）Google 公司調查案（2019.11~） 

繼 2017 年 6 月至 2019 年 3 月間對 Google 公司作成 3 次裁罰處分後，

歐盟執委會再於 2019 年 11 月對於 Google 進行調查，而此次調查之重點是

在於其資料收集（data collection）之行為491。據報導，歐盟執委會已經對

於一些公司進行調查，並鎖定在搜尋服務、線上廣告、定位廣告、登入服

務、網頁瀏覽器等資料的問題上492。歐盟執委會會調查前開公司提供資料

給 Google 或是允許 Google 收集資料的契約內容，並檢視公司是否受有補

償493。此外，歐盟執委會亦會探究 494：Google 要收集的資料究係為何，

                                                 
489 Id. 
490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IP/20/1073, Antitrust: Commission opens 

investigation into Apple practices regarding Apple Pay （June 16, 2020） . 
491 See Foo Yun Chee, “EU antitrust regulators seek details of Google's data practices: 

document, REUTERS （ Nov. 30, 2019 ） ”,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eu-alphabet-antitrust/eu-antitrust-regulators-seek-detail

s-of-googles-data-practices-document-idUSKBN1Y327I,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492 Id. 
493 Id. 
494 Id.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eu-alphabet-antitrust/eu-antitrust-regulators-seek-details-of-googles-data-practices-document-idUSKBN1Y327I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eu-alphabet-antitrust/eu-antitrust-regulators-seek-details-of-googles-data-practices-document-idUSKBN1Y327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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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會對資料作如何的運用、前開公司對此資料之價值評估為何，

Google 與前開公司是否受制於契約而無法使用此資料，Google 是否拒絕提

供資料給前開公司及其影響為何。  

 

（二）Facebook 公司案（2020.6） 

Facebook 公司因為將其資料與其旗下 WhatsApp 公司、Instagram 公司

資料，及其他第三方網站資料，進行整合運用，經德國卡特爾署

（Bundeskartellamt）於 2019 年 2 月 6 日認有違反德國競爭法第 19 條規定，

處分要求 Facebook 對此使用者資料之處理應有所限制及改善495。案經德國

杜塞爾多夫高等地方法院（Düsseldorf Higher Regional Court）於 2019 年 8

月 26 日裁判中止開前處分之執行496，再經德國聯邦最高法院（Federal Court 

of Justice）審理後，於 2020 年 6 月 23 日作成裁判改為支持德國卡特爾署

見解，而認為 Facebook 整合運用多方資料之行為，是與競爭法有違497。此

                                                 
495 Bundeskartellamt,“Bundeskartellamt prohibits Facebook from combining user data from 

different sources”, 1, 1 （ 2019 ） ,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Pressemitteilungen/2019/07

_02_2019_Facebook.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2,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Federal Court of Justice,“Federal Court of Justice provisionally confirms allegation of 

Facebook abusing dominant position”,  1, 2 （ 2020 ） ,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Pressemitteilungen/2020/23

_06_2020_BGH_Facebook.pdf;jsessionid=88166EC965A482B0ED78E68A737FF799.1_ci

d390?__blob=publicationFile&v=2,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496 此僅係就處分執行效力作成裁判，惟就本案尚未有終局判決之作成。Federal Court of 

Justice provisionally confirms allegation of Facebook abusing dominant position, FEDERAL 

COURT OF JUSTICE 1, 2 （ 2020 ） ,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Pressemitteilungen/2020/23

_06_2020_BGH_Facebook.pdf;jsessionid=88166EC965A482B0ED78E68A737FF799.1_ci

d390?__blob=publicationFile&v=2,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497 Facebook in Germany: antitrust case,  THE BRICS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CENTRE 

（ Aug. 27, 2020 ） , 

http://bricscompetition.org/materials/news/facebook-in-germany-antitrust-case,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Adam Satariano,“Facebook Loses Antitrust Decision in Germany Over 

Data Collection”, THE NEW YORK TIMES （ June 23, 2020 ） ,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23/technology/facebook-antitrust-germany.html, last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Pressemitteilungen/2019/07_02_2019_Facebook.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2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Pressemitteilungen/2019/07_02_2019_Facebook.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2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Pressemitteilungen/2020/23_06_2020_BGH_Facebook.pdf;jsessionid=88166EC965A482B0ED78E68A737FF799.1_cid390?__blob=publicationFile&v=2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Pressemitteilungen/2020/23_06_2020_BGH_Facebook.pdf;jsessionid=88166EC965A482B0ED78E68A737FF799.1_cid390?__blob=publicationFile&v=2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Pressemitteilungen/2020/23_06_2020_BGH_Facebook.pdf;jsessionid=88166EC965A482B0ED78E68A737FF799.1_cid390?__blob=publicationFile&v=2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Pressemitteilungen/2020/23_06_2020_BGH_Facebook.pdf;jsessionid=88166EC965A482B0ED78E68A737FF799.1_cid390?__blob=publicationFile&v=2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Pressemitteilungen/2020/23_06_2020_BGH_Facebook.pdf;jsessionid=88166EC965A482B0ED78E68A737FF799.1_cid390?__blob=publicationFile&v=2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Pressemitteilungen/2020/23_06_2020_BGH_Facebook.pdf;jsessionid=88166EC965A482B0ED78E68A737FF799.1_cid390?__blob=publicationFile&v=2
http://bricscompetition.org/materials/news/facebook-in-germany-antitrust-case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23/technology/facebook-antitrust-german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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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歐洲對於平台業者所作成之決定中，罕見有經過競爭法執法機關及審判

機關於所重覆檢視之案件，更也是有經過歐盟成員國最高審判機關作成決

定之案件，故而具有相當之參考價值。  

查本案德國卡特爾署之所以認有競爭法之違反，是因為 Facebook 在其

資料之處理上要求其使用者同意 Facebook 能收集外部網站或 App 資料，

並與 Facebook 本身之使用者資料進行整合處理498。而此外部網站或 App

之資料來源，除了包括 Facebook 旗下之 WhatsApp 與 Instagram 外，也包

括第三方在介面上有讚（like）、分享（share）或是提供 Facebook Pixel 分

析服務的網站 499。首先在市場優勢地位之判斷上，德國卡特爾署認為

Facebook 每日有 2300 萬的實際使用者、每月有 3200 萬的實際使用者，其

市場占有率為每日實際使用者的 95%以上、每月實際使用者的 80%以上，

故而在德國之社交媒體上有市場優勢地位 500。且認為無論是一般的服務

（如：Snapchat、YouTube、Twitter）或是專業的服務（如：LinkedIn、Xing），

因都只提供部分社交媒體之服務，故與 Facebook 位屬不同的市場501。而即

令屬相同的市場，Facebook 與其旗下的 Instagram 與 WhatsApp 仍係有相當

高的市場占有率而具優勢地位502。 

在此具備市場優勢地位之情況下，Facebook 對於其使用者要求以

Facebook 要能無限制地從 Facebook 以外的網站或 App 收集各項資料，並

且可與 Facebook 本身之帳號資料進行整合處理，否則使用者即無法使用

                                                                                                                                          
visited on date：2020/12/4. 

498 BUNDESKARTELLAMT,”Bundeskartellamt prohibits Facebook from combining user data 

from different sources”, 1, 1 （ 2019 ） ,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Pressemitteilungen/2019/07

_02_2019_Facebook.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2,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499 Id., at 1, 3; Satariano, supra note 497. 
500 Supra note 498, at 2. 
501 Id. 
502 Id.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Pressemitteilungen/2019/07_02_2019_Facebook.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2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Pressemitteilungen/2019/07_02_2019_Facebook.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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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之社交媒體，此經認定係構成市場優勢地位之濫用503。且德國卡

特爾署在本案調查過程中，是有與資料保護權責機關密切合作，並以資料

保護規定作為標準，檢視是否有所謂的「剝削性濫用」（exploitative abuse）

之情形504。嗣認定的結果是認為 Facebook 有構成剝削性濫用，即不但是對

使用者形成剝削手段及傷害外，亦同樣是阻礙了競爭者無法收集重要的資

料505。最後，德國卡特爾署對作成處分，要求 Facebook 僅有在使用者自願

性同意（voluntary consent）的情況下，始得將外部的資料整合至 Facebook

的帳號資料506。 

Facebook 不服提起救濟後，德國杜塞爾多夫高等地方法院認為本案關

於使用者資料之收集，並未對市場競爭造成實質之損害，甚至認為本案充

其量僅係構成資料保護規範之違反，而非與競爭法相關 507，故而在

Facebook 之請求下，法院裁判中止前揭處分之執行508。德國卡特爾署嗣對

此不服，上訴至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德國聯邦最高法院最後轉而支持德國

卡特爾署對於 Facebook 之處分及執法立場，認為 Facebook 濫用其在社交

媒體之市場優勢地位而違法地收集利用使用者資料509。德國聯邦最高法院

認為 Facebook 在德國的社交媒體市場，具備且濫用優勢地位並無庸置疑，

甚至更進一步地指出 Facebook 作為具市場優勢的平台業者，實係肩負維持

                                                 
503 Id., at 2-3. 
504 Id., at 3. 德國卡特爾署認為此所謂之剝屑性濫用，依據聯邦最高法院之見解，除了包

括過高價格（excessive price）外，也包括不適當的契約條款。Id., at 3. 另有認為德國

卡特爾署對此剝屑性濫用之適用，係對於競爭法之新詮釋。See also Satariano, supra 

note 497. 
505 Id., at 3. 
506 Id., at 1. 
507 Facebook in Germany: antitrust case,  THE BRICS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CENTRE 

（ Aug. 27, 2020 ） , 

http://bricscompetition.org/materials/news/facebook-in-germany-antitrust-case/, last 

visited on date：2020/12/4. 
508 此僅係就處分執行效力作成裁判，惟就本案尚未有終局判決之作成。supra note 496, at 

2. 
509 Satariano, supra note 497. 

http://bricscompetition.org/materials/news/facebook-in-germany-antitrust-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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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市場持續有效競爭之特別責任，準此對於資料的近用應納入考量

510。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Facebook 不僅僅有侵害使用者在一般資料保護

規範（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下的資訊自決權，本

案更也是與競爭法相關511。蓋基於德國卡特爾署之調查發現，已有相當數

量的使用者希望揭露較少的個人資料，但卻因社交媒體市場並非有效競

爭，故使用者別無選擇，準此在現行市場欠缺選擇之情況下，Facebook 是

有剝削之情事 512。此外，資料近用是在社交媒體市場競爭的一項重要因

素，Facebook 能近用相當大規模的資料庫是能增加其既有明顯的鎖定效應

（lock-in effect），但相對來說，該等資料近用的服務架構亦同樣是會阻礙

同業的競爭513。 

嚴格而言，本案實未完全定案。質言之，前開德國杜塞爾多夫高等地

方法院及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判，僅係針對德國卡特爾署就 Facebook 之處

分是否執行作成論斷514，故而德國杜塞爾多夫高等地方法院仍須就本案作

成終局判決，此終局判決實要為正式，且在理論上亦不無可能又轉為利於

Facebook，而再上訴至德國聯邦最高法院515。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德國聯

邦最高法院在本 Facebook 案中對於平台業者所賦予維護競爭特別責任之

法律解釋，似與法國競爭管理局近期於 2019 年 12 月 Google 案之法律見解

如出一轍516，故而德國、法國甚至是歐盟對於平台業者所課予維護競爭之

特別責任，實係值得密切的注意。  

 

五、歐洲近期案件小結 
                                                 

510 supra note 496, at 2-3. 
511 Id., at 3. 
512 Id. 
513 Id. 
514 See supra note 496, at 2. 
515 See Satariano, supra note 497. 
516 See supra note 464464, para. 332,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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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有終局決定之作成 

由前述歐盟關於數位經濟及平台經濟案件之執法情形可知，歐盟執委

會之競爭法執法相對而言是較為積極。該會自 2017 年以來即已對 Google

公司進行裁處，甚至是至 2018 年、2019 年以來連續 3 年皆是有對於 Google

濫用在不同產品之市場優勢地位，就其不同之違法態樣進行裁處。且歐盟

執委員會就 Google 之裁罰，其處分書多有對外進行公佈，並提供不同之語

言版本供各國參考。且在處分書中更是可見歐盟執委會在相關事證之調查

上，皆是相當地詳盡，包括相關市場劃分、市場優勢地位判定、反競爭行

為判斷等重要議題，該會皆係有提供詳盡之市場調查資料，包括現有及潛

在競爭者、替代產品、相關時間區間內市場競爭變化等，皆是可以作為歐

盟裁處論斷之佐證及依據。而歐盟此近年對於平台業者之積極執法以及詳

盡之調查結果與處分依據，實不無對於美國競爭法之執法產生影響，此更

是由美國近日來對於平台業者之執法上，多有將歐盟競爭法執法情形相提

並論、作為比較，可見一斑。  

而除了歐盟執委會對於平台業者之積極執法以外，歐盟成員國之競爭

法主管機關亦是有對於平台業者進行相關之執法，此包括了法國競爭管理

局於 2019 年 12 月對 Google 所進行之裁處，以及德國卡特爾署於 2019 年

2 月對 Facebook 所作成之改善處分。此些歐盟執委會或是法國、德國競爭

法主管機關調查之事證及處分之論理依據，皆係可作為其他歐盟成員國或

是其他歐盟以外國家（包括：美國、亞洲國家）執法上之借鏡與參考。特

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歐盟已經有相關數位經濟及平台經濟案件已經過歐洲

法院及成員國最高審判機關審理，前者要以 Eturas 公司案歐洲法院 2016

年 1 月之決定為適例，後者則是以 Facebook 案德國聯邦最高法院之裁判為

代表。此些具權威性及代表性之審判機關所進行之原則揭示及論理判斷，

更亦強化（或修正）了競爭法執法機關之論斷依據及立場，實值得歐盟、

各成員國甚至是世界各國之參考。  



704 

 

 

（二）違法行為之類型化及演變 

雖然歐盟就數位經濟及平台經濟案件之執法情形，多已經有裁罰處分

甚至是法院裁判之作成，此要是與美國之情形截然不同。但是回過頭來說，

卻是可以發現歐盟和美國近期關於數位經濟及平台經濟之案件類型及案件

發展脈絡，似存有相同類型及發展趨勢。亦即都是以共謀行為之發展為先，

此即立陶宛競爭委員會於 2012 年 6 月處分之 Eturas 公司案及歐盟執委會

於 2018 年 7 月裁處之 ASUS， Denon & Marantz， Philips， Pioneer 公司

案，皆係屬於較為早期所發生之案件；而近來主要之爭議則是在個資隱私

侵犯問題之處理上，並以德國卡特爾署於 2019 年 2 月對 Facebook 進行處

分及後續之法院爭訟過程，及歐盟執委會於 2019 年 11 月對 Google 涉及個

資隱私侵犯之調查，可作為代表。考其原因，可能是早期在電子商務之型

態下，事業多是以電商平台作為聯絡溝通之方式、抑或是以演算法作為監

控之工具，此違犯之型態發生地較早且易遭競爭法責難及執法機關訴追，

故而數位經濟及平台經濟之反競爭案件，要以水平共謀及垂直共謀之類型

為先。而近來隨著數位平台、人工智慧技術的發展，執法機關逐漸發現對

於市場競爭秩序及消費者利益之侵害，似已不再只限於平台工具或演算法

技術本身，而相對來說，關於資料之取得及運用，雖是藏身於無形，但卻

是對市場競爭秩序及消費者利益影響於無形之中。  

但是必須注意的是，歐盟對於平台業者濫用市場力量與優勢支配地位

之執法，相較於美國迄今只有少數案件且尚未有終局決定作成，歐盟對於

此之執法情形及立場似乎較為積極。歐盟迄今為止已經累積相當數量及裁

罰處分及執法經驗，值是可見歐盟及其成員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對於平台業

者濫用市場力量與優勢支配地位之反競爭態樣尤其著重。但是另一方面，

在歐盟之相關案件中，相較於美國案件來說，是較少有關於個資隱私侵犯

之競爭法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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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其原因，可能是因為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同時是職掌消費者利益之

保護，故而關於消費者個資隱私之侵犯，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是有其執法

之權限及必要，故而此類案件在美國較為頻率；另一原因則是因為歐盟在

制定及施行一般資料保護規範（即 GDPR）後，或有認為就個資隱私侵犯

之爭議，要屬該一般資料保護規範所規制，而非屬競爭法所管轄，此可從

德國 Facebook 案原承審之杜塞爾多夫高等地方法院在 2019 年 8 月所作成

之裁判可略知一二。但是承前所述，該 Facebook 案於 2020 年 6 月業經德

國聯邦最高法院認定關於個資隱私之侵犯，同是屬於對消費者利益之侵犯

及市場競爭之危害，故而要有競爭法之適用，而非僅是一般資料保護規範

之問題而已。而在此德國聯邦最高法院之裁判揭示後，或許可以預見未來

關於個資隱私侵犯之競爭法爭議，此類案件可能會有所增加。  

 

（三）違法行為究責之細緻化 

歐盟及各成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近年來對於數位經濟及平台經濟案件

積極的執法，但調查事證豐富且立論基礎明確有據，如此執法經驗累積也

使得執法機關對於平台業者的商業運作模式及可能引發競爭法疑慮的爭議

行為態樣，更加地具備敏感度。此正也是可以從歐盟數位經濟及平台經濟

案件，已經從過去單一共謀行為、濫用市場力量、侵犯個資隱私之違犯事

由，演變成如今的情形是平台業者可能同時違犯雙重的反競爭事由，例如

歐盟執委會最近 2019 年 6 月對於 Expedia 及 Booking.com、2019 年 7 月對

於 Amazon、2020 年 6 月對於 Apple 所進行的調查中，說明該等公司可能

違反歐體條約第 101 條及（或）第 102 條之規定可知，平台業者之反競爭

行為態樣可能會愈趨複雜，要是可能同時違反共謀行為及濫用市場力量之

規範。甚者，德國聯邦最高法院亦於 2020 年 6 月在 Facebook 案裁判中明

白揭示平台業者是可能同時濫用市場優勢地位及侵犯個資隱私，亦即同時

違犯競爭法及個資隱私保護規範。總此以論，未來在追究平台業者之反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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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責任時，或許更宜審慎評估業者可能之違法行為態樣，以及可能違反的

各該規範內容與其競合情形。  

 

（四）平台業者維持競爭之特別責任  

在歐盟成員國最近之見解可見，其競爭法主管機關及法院似乎對於平

台業者課予維持市場競爭秩序之特別責任517，此見解實有其特殊性，而其

適切性亦非無進一步討論之餘地518。申言之，法國競爭管理局於 2019 年

12 月就 Google 所作成之裁處事由，德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2020 年 6 月就

Facebook 裁判所揭示之論理依據，皆是認為此類平台業者因為具有市場優

勢支配地位，故而須維持市場之持續有效競爭，而若因平台業者之行為導

致市場無法有效競爭，則將該對該具優勢地位之平台業者課以競爭法責

任。此法國競爭管理局處分及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判，似乎業已成為目前

對於平台業者進行競爭法訴追及課責之最新見解，而或可成為歐盟執委會

或其他成員國主管機關師法之對象。  

然而，前揭法國及德國對於平台業者課予維持市場競爭秩序責任之見

解，實非無疑問。蓋維護市場有效之競爭，本是各國競爭法及主管機關之

責任，如今在法國及德國此等最新之見解下，似乎有將維護市場競爭秩序

之責任移轉至平台業者之情事。此等見解及責任是否要為商業習慣及產業

現況所接受，可能須再進一步地思考在平台業者參與市場及擴張事業的過

程中，本即是在市場既有的競爭秩序及架構中從事競爭，而今若有平台業

者從中脫穎而出成為產業龍頭，即要求該業者肩負維持市場競爭秩序之責

任，此恐怕要難為業者所接受。進一步言之，如果業者本於競爭之目的而

                                                 
517 See Filippo Maria Lancieri,“Digital protectionism? Antitrust, data protection, and the 

EU/US transatlantic rift”, 7 J.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27, 35（2019）; Wolf Sauter,“A duty 

of care to prevent online exploitation of consumers? Digital dominance and special 

responsibility in EU competition law”, 8 J.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406, 427（2020） . 
518 See also Maurice E. Stucke, supra note 385, at 27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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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業崛起的過程中，已未全然遵循市場競爭應有之秩序，今卻在其成為

產業龍頭後，反倒過頭來要求維持市場競爭秩序，此恐怕難具期待可能性。

再退一步言之，現今如果要對前開見解賦予一個較為合理的解釋，可能就

是對於平台業者課予維護市場有效競爭之責任，帶上此一「大帽子」，會有

助於主管機關以競爭法加以課責。但是此等責任要求及課責方式，是否會

對於平台業者在成為具市場優勢地位之產業龍頭後，成為另一種「變相處

罰」，最後導致市場秩序之破壞以及產業創新之寒蟬效應，實有待更多的觀

察。 

 

第四節 美歐比較與我國啟示 

除了美國及歐盟外，包含台灣在內的世界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現多也

面臨數位經濟及平台經濟案件之調查。而此類案件要屬新興科技與商業模

式下之新型態案件，因此各國莫不對此類案件的調查遭遇困難，可能是不

知要如何進行調查，抑或是擔心會過度界入市場之運作。而在此困難之情

況下，或許可以美國或是歐盟之執法經驗作為借鏡，思考可行之方向，然

而從前揭美國及歐盟之案例整理與論述過程可知，美國及歐盟就平台業者

之競爭法執法立場並非一致，甚至是在大部分的情形下皆不同，故而包含

台灣在內的世界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不可不慎。  

 

一、美歐相同之處：案件類型及發展脈絡 

由前揭美國及歐盟之案例可知，近年來關於數位經濟及平台經濟之競

爭法爭執，其類型及發展脈絡多是有跡可尋的。在美國和歐盟都有相同的

情況是，先引發競爭法爭議的案件都是事業間的共謀行為，而此共謀非但

包括水平事業間的共謀，更也是包括垂直事業間的共謀。其中美國 2015

年的 United States v. Topkins 案、Meyer v. Kalanick 案，以及歐盟 2012 年

起的 Eturas 公司案、2018 年的 ASUS， Denon & Marantz， Philips， Pio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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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案皆要屬適例。  

在共謀行為之反競爭爭議後，隨後即是關於平台業者是否有濫用市場

力量或市場優勢地位之爭議，在美國雖然案件為數不多且進行較慢，但是

自 2019 年起國會、司法部、各州檢察長對於 Facebook、Google、Apple、

Amazon 等平台業者大規模之調查，實已引發各界的注意。相對來說，歐

盟對於平台業者（特別是 Google）之調查及處分，自已是從 2017 年起就

已經作成處分，並且是連續 3、4 年不論是歐盟執委會或是歐盟成員國之競

爭法主管機關皆是有對平台業者作成裁處或是命改善之處分。  

繼共謀行為及濫用市場力量之競爭法爭議，目前美國及歐盟關於數位

經濟、平台經濟案件最大的爭執，即是在於個資隱私侵犯的問題處理上。

此問題在美國近年來已逐漸受到重視，自 2019 年 7 月起接續有 United 

States v. Facebook、FTC v. Google， YouTube、In re HireVue 案之發生，即

是有關於平台業者侵害消費者、使用者個資隱私之爭議案件。相對來說，

在歐盟可能是因為日前已於 2016 年 4 月制定一般資料保護規範，該規範亦

於 2018 年 5 月生效，故而有認為關於個資隱私之保護要屬一般資料保護規

範所管轄。但是實至 2019 年 11 月歐盟執委會已經對於 Google 個資隱私侵

犯之問題開始進行調查，且德國卡特爾署對於 Facebook 個資隱私侵犯一案

有於 2019 年 2 月作處分，甚至該處分於 2020 年 6 月亦終為德國聯邦最高

法院裁判所支持。準此，或可推知歐盟未來在個資隱私侵犯之爭議，要有

可能同時違反競爭法及個資隱私保護規範，此後，歐盟關於個資隱私侵害

之競爭法爭議與案件，可能會和美國一般快速地發展。  

回過頭來說，美國及歐盟關於數位經濟及平台經濟之競爭法爭議，之

所以會有相同發展脈絡，即從共謀行為至濫用市場力量，再從濫用市場力

量至侵犯個資隱私之發展進程，主要原因或許即是科技技術及商業模式之

演變所造成。也就是說在一開始科技技術尚未發達之前，數位平台多僅係

作為業者溝通協調之工作，在此平台場域之中，業者至多亦僅是利用此平



709 

 

台來進行共謀勾結，抑或至多是利用演算法來加強彼此間共謀勾結之強化

工具，故而平台業者之競爭法爭議是要以共謀行為為先。此後，隨著產業

的發達及演進，平台業者由於網路效應及鎖定效應開始出現「大者恆大」、

「贏者全拿」的情形519，平台業者如 Facebook、Google、Apple、Amazon

透過各種商業競爭手段，開始嶄露頭角，並在特定的產品市場中，逐漸具

備市場力量或優勢支配地位，且開始擴大其市場占有率或是拉抬在其他產

品市場的影響力，而導致競爭法規範的牴觸。最後，則是發現商業競爭之

本質是在於「資料」本身，對於資料的違法取得及利用，非但可能對於消

費者利益造成傷害，此更也是會對商業競爭、市場秩序產生影響。故而關

於個資隱私之保護，要成為競爭法爭議最新最近之重點。  

綜上可知，數位經濟、平台經濟案件之發展趨勢與競爭法爭議焦點，

已經從原有的平台溝通工具與演算法監控，轉而至平台巨擘之關注，最後

移轉至使用者消費者資料本身。此是由於科技演進及商業發展所必然，故

而此演進趨勢及焦點轉移，不光僅是會發生在歐盟及美國而言，包括台灣

在內之世界各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對此發展脈絡及動態亦應有所注意。  

 

二、歐美相異之處：案件進展程度、究責細緻程度、基本立場 

除前開美國與歐盟就數位經濟、平台經濟案件存有相同之類型化及發

展趨勢外，就實際情形而言，美國與歐盟就案件之調查處理與後續法院之

審理，實係存有相當大的差異。而美國及歐盟間不但是對於案件調查處理

之進展程度有所差異外，其間對於平台業者訴追究責之細緻程度亦存有不

同。如果要從更本質及根本的角度來說，毋寧可以說是美國及歐盟對於平

台業者之競爭法執法，要是存有基本立場的不同。  

                                                 
519 參顏雅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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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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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案件調查處理的進度來說，美國就平台業者之調查及處置，

可以說是遠落後於歐盟。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甚至是法院，迄今為止可以

說是幾乎沒有作出任何關於平台業者之終局決定，大部分的案件要不就是

以和解或仲裁作收，不然就是案件仍在調查或是訴訟當中。也是因為主管

機關及法院沒有終局決定的作成，因此難以探究主管機關及法院之真正立

場，可真正作為參考之論理依據付之闕如，要為可惜。但是相對來說，歐

盟及其成員國之競爭法執法機關實要為積極，不但是有針對共謀行為、濫

用市場力量、侵犯個資隱私之反競爭行為，都有機關作成處分外，甚至是

已有部分之案件進入訴訟程序。像是共謀行為中之 Eturas 公司案及侵犯個

資隱私之 Facebook 案，都已經爭訟至歐洲法院及德國聯邦最高法院，且法

院分別於 2016 年 1 月及 2020 年 6 月作成裁判。此即意謂著，行政機關之

競爭法執法業已經過司法機關的重覆檢視，甚至已經司法機關所支持，此

要可謂歐盟就數位經濟、平台經濟案件之處理，處理要為積極、案件發展

進度要為較快之部分，而甚至可以說，在適用競爭法於規制平台業者之反

競爭行為時，其論理依據也相對地要為明確。  

再者，正也是因為歐盟就相關案件之處理較為積極，故而近年間也積

累了相當多且豐富的調查與執法經驗，執法機關愈益對於平台業者商業獲

利模式有所了解，也愈益增加其對於平台業者可能違法之行為態樣進行更

進一步的調查。目前最新情形是，無論是歐盟執委會在 2019 年 6 月對

Expedia 及 Booking.com、2019 年 7 月對 Amazon、2020 年 6 月對 Apple 的

調查，或是德國卡特爾署於 2019 年 2 月對 Facebook 的處分及聯邦最高法

院於 2020 年 6 月就相同案件作成的裁判中，也都進一步地肯認了平台業者

所涉及之反競爭行為態樣，可能要為複雜，非無可能同時構成共謀行為與

濫用市場力量之違法，甚至是濫用市場力量及侵犯個資隱私之違犯。  

承上所述，美國與歐盟在數位經濟、平台經濟案件之所以會存有此等

案件進展程度、究責細緻程度之差異，此或許亦和美國與歐盟競爭法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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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本立場息息相關520。質言之，美國和歐盟就競爭法規制模式實存有根

本上、本質上之不同，美國之規制模式迄今為止仍深受芝加哥學派之影響，

以盡量少干預市場自由競爭為原則，認為在商業競爭秩序下，市場自然會

有其癒合之機制，政府少介入平台業者之市場競爭行為，也或許是對於產

業創新的一種保護521。而相對地，歐盟的競爭法規制模式，則是以保護消

費者利益及福祉為優先522，在歐盟體制下的運作，政府適度地主導並制定

規範是要能促進歐盟體制之有效運作，故而在管制思維及歷史脈絡之下，

競爭法執法機關積極地介入市場、規制平台業者，亦屬符合此思維及脈絡。 

最後，如果再就國家層面之商業利益及產業發展觀點而言，現今市場

上之平台巨擘，不論是 Facebook、Google、Apple、Amazon 皆為美國企業，

基此考量或許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較為傾向於保護美國企業及其商業創新

之成果，而較不傾向於進行競爭法之究責訴追。但此對於平台業者保護之

情形，在歐盟恐怕要另當別論，此揆諸歐盟政府近年來為了制衡美國企業

於歐盟經濟及消費者所產生之影響，業已制定施行嚴格之個資隱私保護規

範即一般資料保護規範，且對於平台業者課予嚴格之智慧財產權保護義

務，於今亦是可見。故而可以理解的是，在此歐盟政府對於美國平台業者

一系列嚴格之規範措施中，競爭法亦是可作為歐盟政府之其中一項法律手

段用以規制美國企業，而此更是益見歐盟與美國執法差異及立場不同之原

因。 

 

三、對台灣公平法未來執法之選擇 

我國公平會針對數位經濟、平台經濟案件或許亦有在進行調查，而就

前揭之美國及歐盟案件整理內容以觀，我國公平會若是要進行積極執法及

                                                 
520 See also Filippo Maria Lancieri, supra note 517, at 33-36.  
521 See id., at 33. 
522 See id., at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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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實不乏有歐盟執委會自 2017 年至 2019 年間對 Google 之處分，及法

國、德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 2019 年對 Google 及 Facebook 之處分，可作為

參照。申言之，該等處分書實已揭示了詳盡的調查事證報告及裁處論理依

據，此要是可以作為我國公平會之執法借鏡，進而擬定調查之進行方向及

所要蒐集之相關事證。 

但是在此之前，或許更應該先行思考的是執法立場的選擇，台灣過去

在公平法的經驗當中，凡是進行的對象與標的是美國企業的重大公平法案

件時，公平會的執法立場皆是要為保留。此可以從 2003 年就 Microsoft 公

司的調查是選擇以行政和解作結，此是與美國執法情形相同；而近期 2018

年就 Qualcomm 公司之處分案，亦是有別於中國、南韓、歐盟之執法情形，

是與 Qualcomm 在訴訟程序進行不到 1 年之期間，即與 Qualcomm 進行訴

訟上和解，此不積極究責以競爭法之情形，亦是與美國法院 2020 年 8 月於

Qualcomm 案之立場相同523。此不論是台灣過去 2003 年的 Microsoft 案或

是最近 2018 年的 Qualcomm 案，均是可見我國公平會在處理美國企業的重

大公平法案件時，皆是與美國採取相近之執法立場。故而可以預見的是，

我國未來在數位經濟、平台經濟案件之調查及處理上，亦可能是美國之執

法情形相同，係採取較為保留的立場，選擇以較少干預市場的自由運作、

平台業者之商業營運。 

但是相對來說，若是我國公平會現今要對於平台業者採取一個有別於

過去的方式，要採取如同歐盟一般較為積極處理之立場，此雖然是有歐盟

及其會員國之競爭法執法機關處分及審判機關裁判可作為參考，但是以我

國公平會現行的人員編制及機關資源來看，則恐怕須再思考其可行性。首

                                                 
523 參莊弘鈺、林艾萱，前註 208，22-24；楊智傑，「高通行動通訊標準必要專利授權與

競爭法：大陸、歐盟、南韓、美國、臺灣裁罰案之比較」，公平交易季刊，第 26 卷第

2 期，41-47（2018）；Fed. Trade Comm'n v. Qualcomm Inc., 969 F.3d 974, 982 （9th Cir. 

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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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就我國公平會就 Qualcomm 案之處理，歷時 2、3 年之久，待作成處分

時，在亞洲國家中已經算是相當晚的了，此是可見我國公平會就重大爭議

案件調查時，在人力、資源及經驗上之不足。且今在我國公平會所管轄之

事務中，除包括限制競爭、不正當競爭案件外，尚須處理多層次傳銷案件，

今若要再納入如同美國及歐盟般之個資隱私保護之業務時，恐非現有組織

人力及資源所能負擔，亦非所能期待，此乃迫於現實所不得不接受之結果。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就台灣產業整體之發展情形而言，台灣廠商已成

為美國企業全球產業鏈之一部分，台灣廠商在技術及商業方面對於美國企

業之依賴頗深，若今台灣在競爭法執法上採取如同歐盟一般之立場，但是

要認清的是台灣之內需市場未如歐盟，且要為依賴與美國相關之外貿關

係，故而我國公平會在對以美國企業為主之平台業者，相關執法之考量應

更為審慎。且再就平台業者與台灣使用者彼此間之需求及依賴關係而言，

平台業者在全球擁有數（十）億之使用者，而台灣用戶所佔比例僅是微乎

其微，且台灣用戶就平台使用之需求，可能遠較平台業者對台灣用戶之需

求為高，準此，我國公平會未來針對平台業者之執法，恐須再思量如何在

競爭法制、產業利益、使用者權益間，取得適度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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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結論 

 

本研究第五章主要是在探討數位經濟、平台經濟所涉及之競爭法議

題，並以美國及歐盟近年之案件作為研究對象，期從研究及比較中探析案

件之類型與發展脈絡，並就美國及歐盟案件之執法、審理情形，探求其間

之異同並以作為我國之啟示。  

美國及歐盟在數位經濟及平台經濟之執法上，是存有「小同大異」之

情形。或許是因為科技技術之發展及商業模式之演變，使得美國及歐盟在

案件類型及發展脈絡上，具有共通之處。先為發生的要為演算法、平台工

具所生之共謀行為爭議，再者是平台業者可能引發之濫用市場力量行為，

最後則是近期之個資隱私侵犯爭議。但是相對來說，美國與歐盟就案件之

發展及進行上，實係存有相當大的差異。先就案件調查處理的進度來說，

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甚至是法院，迄今為止可以說是幾乎未作出任何關於

平台業者之終局決定；但歐盟及其成員國之競爭法執法機關實要為積極，

不但是有針對共謀行為、濫用市場力量、侵犯個資隱私之反競爭行為，都

有機關作成處分外，甚至是已有部分之案件進入訴訟程序。另一方面，就

平台業者訴追究責之細緻程度而言，因為歐盟就相關案件之處理較為積

極，近年間也積累了相當多且豐富的調查與執法經驗，執法機關愈益對於

平台業者商業獲利模式有所了解，也愈益增加其對於平台業者可能違法之

行為態樣進行更進一步的調查。  

台灣未來處理此類數位經濟、平台經濟案件時，或許可以借鏡美國或

歐盟之經驗，以為調查及處分。而就現行公平法之適用上，針對演算法及

平台工具所生之共謀行為，或可適用第 14 條第 2 項聯合行為合意推定之規

定，及適用第 19 條規制以演算法作為價格監控之行為。在平台業者濫用市

場力量之問題處理上，要是可以公平法獨占事業之規範即第 7 條及第 9 條

作為依據，但是從本研究就我國獨占規定所作之判決評析中可以發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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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會及法院過去所處（受）理之案件，鮮少是針對純民間企業，故而在極

其有限之執法經歷下，公平會能否處理平台業者之獨占問題，實不無疑問。

對此，若公平會未來要對平台業者進行調查或處分，或可直接參酌歐盟之

法制經驗。最後，針對個資隱私侵害問題之處理，或應以公平法第 25 條為

據，訂定更進一步、更細緻的處理原則。  

最後，雖說公平會若要針對平台業者執法，並不欠缺執法之依據及師

法之對象，但或許在採取下一步行動前，應先行思考執法之選擇及立場問

題。蓋就台灣過去公平法執法之歷史觀點來看，從過去的 Microsoft 公司調

查案到近來的 Qualcomm 公司處分案，皆係傾向於採取較為保留之立場。

準此，我國未來處理此類平台業者之案件時，亦是有可能循此歷史軌跡，

對於平台業者採取較為保留之立場。另一方面，再就現實而論，以現行公

平會既有之人員編制及資源來看，執法之人力及物力資源亟其有限，恐難

認為公平會具有足夠之量能來處理平台業者之反競爭案件。而在我國產業

發展對美國依賴頗深，且台灣用戶對平台需求甚深之情況下，公平會未來

在執法上，對於產業利益及使用者權益之保護，實不無可能高於競爭法制

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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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發現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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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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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524。其中第 9 條獨占濫用行為案例有 11 件，第

19 條限制轉售價格案例有 9 件，第 20 條垂直限制交易行為案例有 38 件。

由於所蒐集研究之案例，其作成處分及裁判所適用之公平交易法相關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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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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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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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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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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法

所稱之獨占事業。本案中，原告（台化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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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同公平會之認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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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與系爭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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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等物料認為亦應加入計算之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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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視聽平台服務是否具有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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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視聽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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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視聽平台服務互不為替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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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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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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就微軟在該三種市場所居市場力量及其行為對各該相關市場所生限

制競爭之影響分別論析，即其適例。又如，在谷歌案（Goog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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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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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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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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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罰鍰數額之決定（全球數位 MG 案） 

違反公平交易法作為或不作為義務之行為均有應受罰鍰處罰之規定

（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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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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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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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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為表明其裁處罰鍰之金額並無

                                                 
525 歐盟執委會裁罰金額之計算方法，參廖義男、王立逵、石世豪、黃銘傑、楊宏暉、

顏雅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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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56-61、182-193（2019）。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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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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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數額或成數為其罰鍰基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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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列其項目，並依其事實情況說明

給予一定百分比之加或減之理由後，計算出應調整之百分比，然後乘以該

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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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公平交易法全文修法時，有關獨

占之定義、獨占認定之標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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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占認定之標凖改為新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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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規定而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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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獨占之認定（台塑燒鹼案、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 2） 

公平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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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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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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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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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其在相關市場之占有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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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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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油公司挾其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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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 David Edward and Robert Lane, Edward and Lane on European Union Law,Edward Elgar, 

765（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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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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屬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但行政法院認為原告（台化纖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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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慣行下訂單及匯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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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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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個月之 14 日前，提出下一季之銷售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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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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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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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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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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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凖，並非偏高，用戶所以須多付費用，係被

誤導使用收費較多之大燈表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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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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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石油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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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係第 4 款濫用市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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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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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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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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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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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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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第 2 項 b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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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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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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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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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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  

又歐盟高通案，歐盟執委會以高通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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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蘋果公司推

出一新產品而此產品裝置了高通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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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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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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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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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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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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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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行為亦有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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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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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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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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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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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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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與其他廠商簽廢錐管玻璃之再利用意願書）、不可委託其他廠商進行廢錐

管玻璃之再利用、不申請廢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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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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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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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公

平交易法第 8 條第 2 項），也應於理由中予以說明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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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轉售價格案濟生胡椒案） 

由於 2015 年 2 月 4 日第 6 次修正公布之公平交易法對限制轉售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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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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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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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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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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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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事業之服務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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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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價格之行為。亦即其控管行為已發生實質限制價格調整之作用與效果

5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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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則多以具有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 25 條規定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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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均有作此為抗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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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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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利用演算法計算追蹤，亦得作為價格監控之方法。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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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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之事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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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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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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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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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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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三章「不公平競爭」章中第 19 條533，在修正後之新法，則規定於第

二章「限制競爭」章中之第 20 條5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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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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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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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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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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或聯合之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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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要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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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競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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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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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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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公平交易法制定之初即將之列為「有妨礙

公平競爭之虞」之行為一種，而規範於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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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影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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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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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三越台中店） 在台中地區百貨公司業之市場占有率達 33.4%，

已成為專櫃廠商企求進駐之百貨賣場，顯具相當之市場地位。其對所屬專

櫃廠商表達「凡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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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限制台中百貨業競爭之虞，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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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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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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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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限制之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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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設專櫃之情形，應有所調查及說明，才是真正對符合「有限制之虞」

要件之交待。單以其在台中地區百貨公司業之市場占有率達 3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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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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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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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始有杯葛規範之適用，因此，雖其行為性質上為杯葛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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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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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舊法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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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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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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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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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新法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之前端序文雖刪除舊法原有「妨礙公平競爭

之虞」之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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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並無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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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界定及其市場力量之評估基

凖並未作明確交待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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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購吊臂之價值占進口總值之 10%，又所購車輛之價值亦為進口總值之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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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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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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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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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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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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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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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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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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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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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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判斷基凖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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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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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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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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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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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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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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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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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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競爭者於市場上競爭之目的之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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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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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及修正

後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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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後之公平交易法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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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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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修訂之公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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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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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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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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間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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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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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所謂「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

與自己交易之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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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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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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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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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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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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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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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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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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核發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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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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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該三家報社就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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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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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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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然依本案事實情形，其所為通知，亦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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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係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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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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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險公司二年機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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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該百貨公司在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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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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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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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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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關連性，並認原告於參考書市場之占有率已達 10%以上5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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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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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不僅限制一種類型，而是同時併用數種限制類型者，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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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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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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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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作用。  

 

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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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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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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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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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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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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門檻標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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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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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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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凖，以「一事業在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二分之

一」、或「二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達三分之二」、或「三事業全體

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達四分之三」者為標凖（第 8 條第 1 項），因此，基於

理論之一貫，事業「具有相當市場地位（市場力量）」之標凖，亦應採高標

凖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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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標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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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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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ü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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凖市場占

有率四分之一須變動為 30%，並且第 11 條第 1 項有關結合申報義務之標凖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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凖之實務作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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凖界定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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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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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酌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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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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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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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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等同於事業在其所屬相關市場占有率程度之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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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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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調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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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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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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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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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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應較重視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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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各款行為對之所生影響各有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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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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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且不分其所涉相關市場，一概冠以「有限制競爭之虞」之條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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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現行實務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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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濫用此市場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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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加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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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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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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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其個別事業於相關市場占有率未達四分之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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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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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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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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所擁有之關鍵性專利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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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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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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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 條之 1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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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 條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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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 條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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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 條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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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 條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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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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公平交易法、公平交易委員會、獨占地位濫用、垂直交易限制、

歐盟競爭法、平台經濟、數位經濟、限制轉售價格、相關市場、限制競爭

之虞 

本研究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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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題，進行研究。一般而言，我國公平法現行之規

範架構與其他國家競爭法制大致相同，除屬於結構規範之結合管制、水平

競爭者間之聯合行為規範外，就是具有相當市場力之事業所為單方限制競

爭行為。現行公平法就此種單方的垂直限制競爭行為規範，主要規定於第

9 條之獨占地位濫用、第 19 條之限制轉售價格、第 20 條之垂直交易限制

等規定。本研究之主要研究重心，在於蒐集現行公平法第 9 條、第 19 條及

第 20 條之國內重要法院判決，並加以分析、整理及評析，嘗試從其中得出

我國法院判決有關上開各條規定之發展趨勢，以提供我國法院及公平會未

來執法之參考。  

 此外，鑑於我國現行獨占及垂直交易限制相關規定的制定，受歐盟競

爭法影響頗深，加上歐盟競爭法最近發展正面臨轉型期，處於從傳統以行

為 形式 （ Form-Based ） 為 其 規範 手 法 ， 逐漸 轉 型 至以 競 爭效 果

（Effects-Based）分析為其規範方式的時期 ，此種從「形式」到「實質」

或「效果」之發展歷程，值得我國參考，從而亦特別針對歐盟競爭法有關

禁止濫用優勢地位之規範與實務發展，加以探討。  

最後，鑑於近年來因數位經濟、平台經濟等新型經濟型態所帶來的挑

戰，GAFA 等跨國巨型科技企業經濟力量的急遽上昇，此等具全球規模的

大企業所擁有之全球規模的資料量，以及因此所引發之「資料獨占」

（Dataopoly），使得獨占地位濫用規範受到高度重視，各國競爭法主管機

關希冀藉由其規定的有效運作，抑制該等資料獨占企業之獨占力的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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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我國未來經濟發展將以促進數位經濟、平台經濟等為目標，我國公平

法未來亦勢將面臨與美、歐等國同樣之挑戰，事先研析美、歐競爭法制如

何因應此等挑戰，以為我國公平會未來執法之參考，允為重要課題。本研

究亦將針對數位經濟、平台經濟等新競爭型態對現行競爭法規範所帶來之

挑戰，從美國反托拉斯法、歐盟競爭法之規範經驗，分析對我國法未來相

關規範發展可有之參酌及啟示。  

就國內相關判決發展趨勢之研究成果而言，本研究發現公平會就獨占

事業不正行為，自公平法施行至今共計有作成 16 件處分，而此處分中有提

起救濟，並經最高行政法院作成實體判決者，計有 11 件。且此 11 件判決

中，有 6 件是最高行政法院支持公平會處分，有 2 件是反對，有 1 件是部

分支持部分反對，有 1 件是未進行審酌。故而公平會在獨占事業管制之處

分結果上，有相當高之比例（即 6 件）要為最高行政法院所支持；而未為

最高行政法院所支持之公平會處分中，其一為專利權引發公平法糾紛之飛

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包括 2 件），另一則是近期之台化纖芒硝案、

台塑燒鹼案（共 2 件）。可見公平會在專利法與競爭法交錯領域，以及獨占

事業拒絕交易之違法認定上，尚有改進之空間。  

就現行公平法第 19 條及第 20 條之相關判決分析結果而言，本研究發

現不僅無法從法院判決中，發現其判決發展有一定的脈絡可尋，而可整理

出其發展趨勢；甚至還發現，法院判決關於垂直交易限制類型、其限制競

爭效果、違法性判斷、認定方式，存在著不少錯誤的認知，而蘊藏著諸多

問題點與盲點。本研究告遂一一指出此等問題點、盲點之內容及其可能的

發生原因，並針對未來法院判決、甚至公平會處分可有能的改善方向及作

為，提出建議。  

就歐盟競爭法禁止獨占地位濫用規範之研究成果而言，本研究發現相

關市場的動態變化，已大幅增加歐盟執委會認定濫用優勢地位行為的困

難，濫用優勢地位的行為往往是經過縝密計畫且長期執行的商業手段，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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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之微軟案、英特爾案、高通案、谷歌案觀之，系爭的行為皆持續數年

之久。然而，在此數年之中，相關市場的界線以及市場參與者的市場力量

的消長，皆可能出現明顯的變化，而此種動態的發展態勢，必將決定行政

處分的結論是否具有說服力。其次，優勢事業的行為，是否已造成具體的

負面影響而應被界定為違反歐盟競爭法的濫用規範，其相關爭議包括，如

何證明優勢事業的行為造成具體的負面影響？證明的方法有無明確的法律

依據？證明的方法有無實證經濟學的模型可供檢視？有無產業研究的實證

資料可供佐證？本研究基此而認為，未來我國公平會應有如下執法作為及

考量:第一，若主管機關將實證經濟學中尚具有高度爭議性的模型、計算方

法或資料作為證明具體負面影響的依據，則受處分事業未來於法院提起撤

銷原處分的行政訴訟時，極可能將具有爭議性的證明方法，作為爭執的重

點。換句話說，證明具體負面影響的方法於實證經濟學的共識愈高，法院

維持原處分的可能性愈大，反之則愈小。；第二，主管機關應考量實證經

濟學模型、計算方法或資料與競爭法規之間的關聯性，避免微軟案與谷歌

案行政處分可能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的爭議；第三，主管機關應避免將相

關市場的範圍界定得過小。縮小相關市場範圍雖幫助主管機管輕易地將特

定廠商認定為優勢事業，但一旦市場的界定出現瑕疵，則優勢事業的市場

力量判斷以及濫用行為的判斷，將會變得毫無意義可言。  

最後，於有關數位經濟、平台經濟所涉及之競爭法議題探討上，本研

究發現美國及歐盟在數位經濟及平台經濟之執法上，是存有「小同大異」

之情形。美國與歐盟就案件之發展及進行上，實係存有相當大的差異。先

就案件調查處理的進度來說，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甚至是法院，迄今為止

可以說是幾乎未作出任何關於平台業者之終局決定；但歐盟及其成員國之

競爭法執法機關實要為積極，不但是有針對共謀行為、濫用市場力量、侵

犯個資隱私之反競爭行為，都有機關作成處分外，甚至是已有部分之案件

進入訴訟程序。另一方面，就平台業者訴追究責之細緻程度而言，因為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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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就相關案件之處理較為積極，近年間也積累了相當多且豐富的調查與執

法經驗，執法機關愈益對於平台業者商業獲利模式有所了解，也愈益增加

其對於平台業者可能違法之行為態樣進行更進一步的調查。本研究認為，

未來公平會若要針對平台業者執法，雖不欠缺執法之依據及師法之對象，

但或許在採取下一步行動前，應先行思考執法之選擇及立場問題。蓋就我

國過去公平法執法之歷史觀點來看，從過去的 Microsoft 公司調查案到近來

的 Qualcomm 公司處分案，皆係傾向於採取較為保留之立場。準此，我國

未來處理此類平台業者之案件時，亦是有可能循此歷史軌跡，對於平台業

者採取較為保留之立場。另一方面，再就現實而論，以現行公平會既有之

人員編制及資源來看，執法之人力及物力資源亟其有限，恐難認為公平會

會有足夠之量能來處理平台業者之反競爭案件。  

本研究最後提出以下 3 項短期建議及 4 項中長期建議  

（一）短期建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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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 20 條第 2 款差別待遇係以妨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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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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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長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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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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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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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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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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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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Words; Fair Trade Law, Fair Trade Commission,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Vertical Restraints of Trade, EU Competition Law, Platform 

Economy, Digital Economy,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Relevant Markets, 

Likelihood of Restraining Competition 

Generally speaking, the current normative framework of Taiwan's Fair 

Trade Act （TFTA） is roughly the same as that of other countries' competition 

laws. Except for the combination control of structural norms and the cartel 

regulation of horizontal competitors, TFTA’s regulatory focus is on the 

unilateral restriction of competition for businesses with considerable market 

power. The current TFTA governs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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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ain research focus of this research is to collect important 

domestic court judgments regarding Articles 9, 19 and 20 of the current 

fairness law, and analyze, sort and evaluate them, and try to derive from them 

the development and trends of those court judgments.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law enforcement for Taiwan’s courts and Fair 

Trade Commission （TFTC）. 

The research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3 short-term recommendations 

and 4 medium and long-term recommendations. 

 

I.Short-term recommendation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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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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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vant market related to its transaction must be or may be subject to 

considerable restrictions or influence due to its behavior.  

2. Article 20, paragraph 2 of differential treatment is used to hinder fair 

competition 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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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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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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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Long-term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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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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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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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 law, and shall Give a clear definition. 

4. The five types of behaviors stipulated in each paragraph of Article 20 

shall be individually regulated, and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enforcement rules shall be upgraded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parent la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