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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Cartels偵測

一、偵測Cartels的目的

Cartels具有一段時間內相關市場上廠商定價維持相對高的水

平，且價格波動不大之特色，運用科學偵測的方法，持續觀察、

監測價格等市場重要數據，若有疑慮則針對特定市場進行深入

調查，換言之，偵測並非調查的開始，而是透過偵測發現可疑之

處，啟動法定程序就特定相關市場進行調查。

限制競爭行為的強度可能隨時間改變，競爭法執法者本就

應持續監視不法行為，藉由持續觀察、監測市場重要數據後讓

不法行為者產生壓力，部分成員可能開小差而去申請寬恕政策

(leniency policy)，或使成員彼此不信任而促成cartels解散。持

續監視的目的在於篩選需要深入調查的市場，並因此一調查而引

發後續起訴的可能，即多重階段方法(multi-stage approach)1。

關於偵測、調查及損害估算等階段，本文主要探討偵測及損害估

算，調查階段則為另一專業課題。

二、基本概念

（一）尼羅河水位圖

聖經故事中Joseph 具有解夢的能力，預測會有連續7

年的豐年，接續7年的荒年。法老也相信他的說法，任命

他為宰相，然後提出對策，先在前7年收高稅，建巨大穀

公平會電子報歡迎上網訂閱，網址：www.ftc.gov.tw

1 參見文獻the multi-stage approach (Harringto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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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並在之後7個荒年發放糧食。

圖1是尼羅河水位圖，預測水位高低對埃及的農業非常重要。該資料內容紀錄西元622年至西

元1284年（約700年間）的水位，引發許多重要學術發現，資料呈現規律波動，一段時間不斷往

上，一段時間不斷往下，此持續性行為代表資料本身具有記憶性及可預測性，被稱為約瑟夫效果

（Joseph effect），亦稱為長期記憶（long memory）。

（二）實質波動

以期貨市場而言，若以標準選擇權定價模型來說，選擇權的價格與資料本身的波動是連動

的，但價格變動的一階動差，不易預測，而價格變動的變異數(二階動差)，卻容易預測。圖 2財

務波動圖形呈現一段時間往下，一段時間往上，類似前開尼羅河水位圖，此可說明時間數列的

價格波動資料是可預測的。由於價格隨時間變化，需要一個適當的時間數列模型（建模）以描繪

(預測)它的動態行為。

三、建模

預測之前需要先有模型提出，建立一個足以描述資料的模型，才能基於此一模型從事預測。

(一)基本模型

圖 1 Yearly Nile river minima based on measurements at the Roda gauge near Cairo during the years 622-1284

圖 2 Log of realized volatility for financ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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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迴歸模型(autoregressive model, AR)為例：

由於此AR模型只運用過去落後期，基本上跟最簡單的迴歸模型一樣，容易估計且預測力

強，除了複雜、非線性的資料以外，AR模型的預測能力與其它複雜模型之差異不大。

(二)描述線性恆定時間數列之走勢有2種表示方法：

1、移動平均表示法（moving average representation）

以過去所有衝擊組合為自變數，是比較難的表達法，多在特殊非線性模型會運用到。

2、自我迴歸表示法（autoregressive representation）

最簡單的表示法，可以延伸到落後多期，又時間數列模型有隨機性質會加上一個殘差項εt。

四、價格方程式

（一）概念

為表示價格的動態變化，文獻最常使用自我迴歸方程式AR(p)：

pt為某特定產品的價格。

Xt為解釋變數可包含決定需求與供給的重要變數以及其它控制變數（例如過往需求面或各項

成本價格等）。

Pt-j, j≥1為前期價格值以刻劃價格的動態性。

εt為不可控制的殘差項。

βt是迴歸模型的係數，可隨時間改變代表價格方程式可能有結構變更，或者是因為cartels的

影響。

由上述的價格方程式可推知，若要運用價格資料的變化來偵測cartels，可檢定價格方程式的

係數是否發生變化，如果有即代表可能有結構性改變，此改變指向市場可能異常。

(二)結構變化檢測

1.樣本內方法（in-sample approach）2：對一組歷史資料檢測其中價格是否有結構性變更。

2.樣本外方法（out-of-sample approach）3又稱即時偵測（real-time monitoring）：即現在

起對未來新增的每一點時間數列檢測其是否有結構性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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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ric Acid Cartels 5  

1990 13,522 cartels
                                                       
2 Chow (1960), Andrews (1993), Ploberger,Krämer, and Kontrus (1989). 
3 Brown,Durbin, and Evans (1975), Chu, Stinchcombe, and White (1996), and Inoue 
and Rossi (2005). 
4 Crede 2019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pasta industries

 
5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fined Hoffmann-La Roche AG, Archer Daniels Midland Co (ADM), Jungbunzlauer 
AG, Haarmann & Reimer Corp and Cerestar Bioproducts B.V. a total of € 135.22 million for participating in a 
price-fixing and market-sharing cartel in citric acid in 05 December 2001. 

2 樣本內方法的著名文獻有Chow (1960), Andrews (1993), Ploberger,Krämer, and Kontrus (1989).
3 樣本外方法的參考文獻有Brown,Durbin, and Evans (1975), Chu, Stinchcombe, and White (1996), and Inoue and Rossi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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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作法

建議採用即時偵測法4作為檢測cartels的方法之一。

五、Citric Acid Cartels案例5

以1990年代歐盟處分乙氨酸公司罰鍰13,522萬歐元之著名cartels案例，做為實證分析。

（一）模型配適：

圖3垂直虛線是歐盟調查後發現其cartels開始的時間（確定開始的時間才能計算損害賠

償），藍線為乙氨酸實際價格，在1990年代初期，原來價格在70元左右，後來開始往下掉，突

然間到了低點後就往上衝，因此被認定為價格異常，歐盟開始進行調查。

因為知道cartels是從虛線之後開始，所以虛線前的資料假定是合理的無結構變更期間，而紅

線即是用AR(1)模型所估計的價格配適圖。可見此一簡單模型仍能有效捕捉實際價格的動態。

（二）即時檢測結果：

4 Crede在2019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年曾對歐洲的pasta industries市場做過類似偵測，故建議可採用即時偵測法。
5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fined Hoffmann-La Roche AG, Archer Daniels Midland Co (ADM), Jungbunzlauer AG, Haarmann & Reimer Corp and Cerestar 

Bioproducts B.V. a total of € 135.22 million for participating in a price-fixing and market-sharing cartel in citric acid in 05 Decemb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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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The monthly observed, fitted, and but-for prices of citric acid based on the AR(1) forecasting approach.

圖 4 Monitoring cartels based on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the estimated intercept under the AR(2) specification. 
Solid line denote the value of the monitoring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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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圖6使用3個自變數、2個落後期形成AR(2)模型，下方紅線為95%信賴區間，上方紅

線為99%信賴區間。圖 4是對常數項進行檢定，在第1點即跳出臨界值；圖 5是對落後1期價格的

係數進行檢定，在第3點跳出臨界值；圖 6是對落後2期價格的係數進行檢定，在第3點跳出臨界

值。對3個自變數個別做偵測，其中有1個是在第1點即已經偵測到結構變更，而這點剛好就是歐

盟認定 cartels 的起始點，證明運用此方法可以即時偵測出cartels問題。

（三）政策含義

1. 3個檢定的第1個測試點均為法院裁定cartels的起點。

2. 圖4在第1個檢定時即發現結構性變更，圖5及圖6均在第3個檢定才發現，代表比法院裁定

時點落後2個月。但由於只要有1個檢定拒絕虛無假設，即代表有結構變更產生，亦即檢定

結果與法院裁定時點完全一致。

3. 利用價格方程式與即時檢測可即時檢測cartels。

圖 5 Monitoring cartels based on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the coefficient estimate of pt-1 under the AR(2)  
specification. Solid line denote the value of the monitoring test.

圖 6 Monitoring cartels based on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the coefficient estimate of pt-2 under the AR(2)  
specification. Solid line denote the value of the monitoring test.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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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Cartels損害估算

一、目的

因cartels會綑綁、抬高價格，所以可由實際被提高的價格與該當(but-for)價格之間的差異計算損害

賠償金額。如果相信價格方程式可以偵測cartels，那應該也可以被用來預測該當價格以作為求償的基準

數額。

二、模型平均法(mode averaging method)的計算

由於落後期數無法確定，可能落後1期、2期到多期，理論上可假設模型中的落後期可以到無限期，

pt = α0 + βTxt + γ1pt−1 + · · · + γ∞pt−∞ + εt = Ztγ + εt，意即無法確認真正的模型，所以必須適當選擇模

型。

模型平均法係指不要只選一個模型，因為不知道也不確定，所以每個落後期都做，因此設定c = 1, 

2, . . . , C，有C個模型，pt = Ztγ + ε = Zc,tγc + bc,t + εt = Zc,tγc + ec,t，各模型加權估計值就是wc，可由

適當方法算出。6

三、Citric Acid Cartels實證結果

圖7為AR(1)模型，前段為不受cartels影響的期間，用此段資料估計模型，再以此配適模型開始疊代

預測，即用n期價格預測出n+1期價格，結果呈現圖中紅色虛線，預測時間拉長後，預測模型會做出長期

平均線，意即一恆定狀態，與實際價格二者之間距離就是超收金額(overcharge)部分，乘上數量就是損

害賠償金額。

該當價格的計算需要模型的係數以進行預測，可運用 forecasting method及dummy variable 

method 2種方法計算係數7，從表1分別得到0.9041及0.8875，在AR(1)的情況下差異不大，表示這是一

個適合描繪這一組數據的模型。

6 可參閱 Bruce Hansen (Econometica, 2007) 計算此權數的方法。
7 Forecasting method是使用不含 cartels 期間的數字，在本例中是使用乾淨的1到16點。另一dummy variable method則使用全部資料估計係數，但是仍用前面16點
開始做預測。

圖 7 The monthly observed, fitted, and but-for prices of citric acid based on the AR(1) forecasting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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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行模型平均預測方法，各估計1次 AR(1)、AR(2)、AR(3) 模型。如果3個模型的答案很不一

樣，自然會產生損害賠償計算上的爭辯。另一個方法就是使用模型平均法，將3個模型的係數依適當方

法加權，因為用3個數值的加權，所以加權所得值自然介於3個不同模型所產生的係數之間，此可由表2 

的數據得知此一現象。

圖 8 The monthly observed, fitted, and but-for prices of citric acid.

表 1 Estimates of the AR(1) Model

表 2 MMA and OLS Estimates based on Dummy Variable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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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casting 

method dummy variable method 2 7   1 

0.9041 0.8875 AR(1)

 

1  AR(1) AR(2) AR(3) 

3

3

3 3

  2  

                                                       
7 Forecasting method  cartels 1 16 dummy 
variable method 16  

Variable                     Estimate            t-ratio          Estimate                   t-ratio

Constant                     5.6049             1.0384            7.4516                   2.6711***

pt-1                               0.9041           11.0160***         0.8875                  22.4011***

Cartel Dummy                                                           1.3902                   2.9370***

Observations                  16                                           86

Notes: *** , ** , and *denote significance at the 1%, 5%, and 10% levels in a 
two-tailed test, respectively.

                                      Forecasting Method              Dummy Variable Method

Constant                     7.4420               6.5852              6.5674             6.6543
                                 (2.6654***)        (2.4799***)         (2.4996**)                 

pt-1                               0.8870              0.5717               0.5048             0.5590
                                (22.3238***)       (5.4690***)         (4.5424***)                 

pt-2                                                        0.3251               0.2138             0.2244
                                                          (3.2327***)          (1.7780*)                 

pt-3                                                                                 0.1765             0.1115
                                                                                    (1.6480*)                 

Cartel Dummy          1.4352               1.6581              1.9008             1.7905
                                  (2.9784***)        (3.5952***)         (3.9641***)                 

Observations                  84                       84                     84                   84

Variables                  AR(1)-OLS       AR(2)-OLS      AR(3)-OLS        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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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中，該當價格最高為紫色線，最低為紅色線，而綠色線則為加權平均線，介於二者之間。

四、結語

運用價格方程式來計算該當價格及損害賠償，然而價格落後期數存有不確定性的概念，或許採用加

權的方式可以算出各方皆能接受的損害賠償基本數額。特別強調該當價格的計算不要以cartels存在期間

的價格資料進行預測，因為這個期間的資料不是該有的價格。綜上，從價格方程式開始做偵測，如發現

產業、相關市場的價格有異常現象，再由公平會的同仁進行調查，一旦證據確鑿，損害賠償自然可用價

格方程式予以估計。

（本文係講座民國109年7月24日於公平會發表之演講內容，政治大學法律學系黃佑婷摘要整理並經

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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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公平會於民國95年11月22日核准眾益輪船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眾益公司）等民營交通船業者

申請「東港（鹽埔）—小琉球航線」聯合排班、

共同售票、同一票證等聯合行為例外許可，期限

至98年7月1日。之後歷經98年、101年及104

年，3次許可延展至109年7月1日。由於往來於

小琉球離島及臺灣本島之屏東東港碼頭腹地狹

小，例假日交通壅塞，為分流民眾及旅客動線，

眾益公司等事業於106年12月申請增加停靠鹽埔

泊區，以疏運觀光人潮。本次眾益公司等6家事

業於聯合行為例外許可期限屆滿前，依據公平交

易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申請第4次聯合行為延

展許可，期限5年。

競爭分析

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事業不得為

聯合行為。但是，符合但書8款之一，而有益於

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經申請主管機關許可者，

不在此限。由於小琉球離島未設置機場，亦無連

接臺灣本島之實體道路，對外交通運輸全仰賴交

通船接駁運輸，無其他運輸工具可資替代。眾益

公司、飛馬輪船股份有限公司、東信輪船股份有

限公司、競強輪船股份有限公司、觀光輪船股份

有限公司及誠翔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事業實

施聯合排班、共同售票、同一票證後，對於消費

者而言，可自由選擇時段搭乘任一參與聯合行為

事業之交通船，及有更多班次可供搭乘選擇，提

高居民、旅客搭乘之便利性，使民眾無論尖、離

峰時段皆有交通船可搭，增進消費者利益。對於

參與聯合行為事業而言，可隨時互相支援及加開

班次，有效管理航班、降低人事成本及提昇服務

品質，有助於業者提高經營效率及載客率，並將

精簡之人事及場站費用成本用於換新設備，具有

正面交通運輸效益。

另，「東港（鹽埔）—小琉球航線」除眾益

公司等6家民營交通船業者外，尚有琉球鄉公所附

屬事業單位所經營之公營交通船，以及另一民營交

通船業者提供運輸服務，該等交通船業者參與競爭

之結果，已增加市場之競爭程度。此外，交通船業

者票價、船班及服務品質等與公眾有關之事項均受

航政主管機關依航業法等相關法令予以規範及審核

監督，業者尚難恣意調整票價或擅自減班，因此本

聯合行為尚無顯著限制競爭之疑慮。

結語

公平會審查結果認為，眾益公司等6家民營

交通船業者申請「東港（鹽埔）—小琉球航線」

東琉線民營交通船業者聯合排班、共同售
票、同一票證，公平會許可延展
聯合排班、共同售票、同一票證有助於提高居民、旅客搭乘之便利性，及業者經營效率，有益整體經

濟與公共利益，依法得申請聯合行為例外許可。

■撰文＝詹麗玲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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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排班、共同售票、同一票證等聯合行為延展

許可，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但書第1款

「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

品或服務之規格或型式」規定，有益整體經濟及

公共利益，且其對競爭之限制，未超過達成整體

經濟利益與公共利益之合理必要範圍，因此許可

延展期限5年，許可期限至114年7月1日止。

 

 

（圖片來源：公平會依照事業聯合申請書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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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T健康管理協會(下稱T協會)通知A事業單位

進行「職場身心保健關懷宣導」，發送「健康

職場計畫促進宣導函」，並多次去電A事業單位

宣稱依政府規定必要之入廠宣導，A事業因而向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下稱國健署)查證是否屬

實。T協會宣導函名稱與國健署所推廣之「健康

職場推動計畫」極為類似，且其宣導函載明「此

為配合國民健康署推廣專案宣導」，易使消費者

誤認係政府單位進行健康宣導，如果T協會伺機

推銷商品，則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因此公平會立案調查。

隱匿銷售商品之目的，使人誤以為配合

政府機關公益活動

公平會調查發現，C公司銷售具有礦物質成

分可改變水質之商品「水○—微量元素」，T協

會乃C公司負責人等所發起，但最終並未依法完

成設立，C公司在該協會尚未成立之前即製作T

協會「健康職場計畫促進宣導函」及「107年度

職場健康計畫」宣導資料，寄送予事業單位。C

公司對事業的電訪及宣導函，隱匿實為銷售商品

之業者；再加上宣導函載明「此為配合國民健康

署推廣專案宣導，屬公益性質，無須費用」，其

行為目的顯然使人將其誤認為公益團體配合政府

機關所為之宣導活動，進而同意其派員至事業單

位內宣傳，實有假借受託辦理公益宣導名義實則

銷售商品之故意。

C公司電訪員以T協會名義，宣稱配合國健署

等語要求入廠宣導，甚至有事業單位因而向國健

署查證。另C公司亦自承以公司名義推銷商品之

銷售狀況不佳，因而仿效以前於中國大陸之銷售

模式，利用經過官方認證的協會名義召開說明會

等方式推銷商品，故C公司假借尚未依法成立之

T協會名義，宣稱配合政府機關推廣國民健康活

動，使得該等潛在交易相對人同意其入廠宣導並

進而推銷產品，已屬使他人陷於錯誤而與之交易

之欺罔行為。

假宣導真銷售，影響交易秩序

C公司多次假借T協會名義，宣稱其係配合政

府機關推廣國民健康等不實訊息推銷商品，藉以

招徠交易機會，頻率甚高，銷售商品期間超過1

年，且推銷商品對象為不特定多數人，C公司整

體銷售商品行為，已足以認為係影響交易秩序而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免費公益職場健康宣導？當心藉機推銷商
品！ 
事業假借健康管理協會名義，宣稱配合政府機關推廣國民健康活動，卻隱匿銷售商品之目的，職場健

康宣導活動恐變調！

■撰文＝潘旻蕙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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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商Applied Materials, Inc.(下稱美商應

用材料公司)擬收購日商KOKUSAI ELECTRIC 

CORPORATION(下稱日商國際電機公司)之股

份，日商國際電機公司將成為美商應用材料公司

100%持股子公司，合致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

第2款及第5款結合型態，且參與結合事業於相關

產品市場之占有率及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達

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規定之申

報門檻，又無同法第12條規定除外適用情形，依

法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

相關市場

按半導體晶圓製造過程中，須分別運用不同

製程之晶圓製造設備，而參與結合事業均為晶圓

製造設備廠商，但因美商應用材料公司與日商國

際電機公司各有專營製程設備，相關設備製造及

應用亦均有差異，故依據參與結合事業產品水平

競爭情況，本案所涉產品為熱處理製程之「快速

熱處理」。

競爭評估

半導體設備之研發需有長時間之研發投入，

不同製程設備廠商不容易跨域發展，本結合可讓

美商應用材料公司進入爐管工具設備領域，進行

資源整合，增加原有產品的技術創新。經進一步

檢視晶圓製造設備市場之競爭狀況，結合後參與

結合事業於快速熱處理市場占有率增加有限，且

考量晶圓設備產品為高度客製化產品、相關市場

仍有相當銷售規模之業者參與競爭，以及下游廠

商多為具有經驗之成熟買方，具相當抗衡力量，

結合後市場仍處於相當競爭狀態，本結合尚難認

有顯著限制競爭之疑慮。

結論

公平會經函詢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協會、

相關產品競爭同業及上下游交易相對人意見綜合

研判，認為本結合實施後不具有顯著競爭疑慮，

得認其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依公平交易法第13條第1項規定，不禁止其

結合。

半導體設備商併購案再起，美商應用材料公
司併購日商國際電機公司! 
半導體設備廠進行資源整合，增加技術創新及降低生產成本，將有機會擴大與臺廠供應鏈之投資與合

作!

■撰文＝傅竑維 
（製造業競爭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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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公平會依照事業結合申報書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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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商Upjohn Inc.（下稱Upjohn）為美商

Pfizer Inc.（下稱Pfizer）之子公司，營運Pfizer

專利到期品牌藥與學名藥，Pfizer為更專注於

其創新藥物事業，擬分割Upjohn。Upjohn脫

離Pf izer後，擬與荷蘭商Mylan N.  V.（下稱

Mylan）進行結合，結合後Mylan由Upjohn完全

持有，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及第5

款之結合型態。另參與結合事業之市場占有率達

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申報門檻，

且無同法第12條規定除外適用情形， 依法向公

平會提出結合申報。

相關市場

本案參與結合事業皆從事藥品之製造及銷

售，Upjohn脈優錠及Mylan脈平錠之適應症為高

血壓及心絞痛；Upjohn威而鋼及Mylan威達挺

之適應症為勃起功能障礙；Upjohn哲思膠囊及

Mylan可致律錠之適應症為思覺失調症等精神疾

病；Upjohn立普妥及Mylan邁舒平膜衣錠之適應

症為高膽固醇，故參與結合事業於我國高血壓及

心絞痛藥品、勃起功能障礙藥品、抗精神病藥品

及高膽固醇藥品等產品市場具水平競爭關係。

競爭評估

Upjohn之脈優錠、威而鋼及立普妥為原廠

藥，該等產品價格及市占率皆較Mylan的脈平

錠、威達挺及邁舒平膜衣錠等學名藥為高，另雙

方抗精神病藥品之市占率均低，尚須面對許多同

業競爭，經評估案關產品漲價之可能性不高；此

外，水平重疊產品除勃起功能障礙藥品外，皆屬

健保給付藥品，其價格係受健保給付制度影響，

參與結合事業尚難透過本結合而得單方提高產品

價格。其次，參與結合事業之下游業者有大型公

私立醫院、診所、藥局等，尤其大型公私立醫院

具有相當買方力量，且替代品眾多，若參與結合

事業任意提高產品價格，下游業者亦可轉換至其

他供應商，具有相當抗衡力量。

結論

公平會經函詢相關產品競爭同業及下游交易

相對人意見，並綜合考量前揭因素，認為Pfizer

分割其經營專利到期藥品及學名藥之子公司

Upjohn，可將資源集中在創新藥物，而Upjohn

與Mylan之結合尚不具有顯著限制競爭之疑慮，

得認其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依公平交易法第13條第1項規定，不禁止其

結合。

藥廠併購熱潮不斷，加速產業版圖的重整與
洗牌
因法規愈趨嚴格及市場競爭加劇，藥廠透過分割及併購以強化競爭優勢的布局。

■撰文＝章法筑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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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公平會依照事業結合申報書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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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公平會接獲民眾反映，S公司於網路宣稱為

國外「ABUS」品牌機車防盜鎖之「臺灣總代

理」，但依據國外「ABUS」品牌網站公布臺灣

地區的經營者尚包含其他公司，S公司並非「臺

灣總代理」，涉及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

條規定情事。

調查事實

經公平會立案調查， S公司透過臉書

（Facebook）發布封面照片及頭像照片，載有

「ABUS」品牌圖示、「原廠官方授權 台灣總

代理」等文字，所發表的文章中刊載「防盜鎖

ABUS⋯⋯台灣總代理」，且發布YouTube影片

「【ABUS】GRANITTM DETECTO XPLUSTM 

8077系列-警報式碟煞鎖介紹」於畫面左上角標

示「台灣總代理」，另S公司製作的「ABUS」

書面商品型錄亦刊載「AUBS⋯台灣總代理」文

字。

就S公司整體廣告內容觀察，予人印象為S

公司為國外「ABUS」品牌商品的臺灣總代理

商，統籌負責與國外「ABUS」品牌原廠間之聯

繫、進口、商品推廣行銷及售後服務等商務活

動，具有原廠指定在臺灣地區的全權代表資格。

但據公平會調查，在我國仍有其他事業取得國外

「ABUS」公司直接授權的代理商資格，與S公

司間無複（轉）代理、區域代理或上下隸屬等合

作關係，S公司顯非「ABUS」品牌在臺灣地區

的總代理商或全權代表，消費者如向其他具代理

商資格的事業購買「ABUS」品牌商品，仍可享

有相同原廠品質及售後保障，故S公司於網頁及

商品型錄宣稱為國外「ABUS」品牌的臺灣總代

理，與事實顯有差異，足以引起交易相對人產生

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並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

失其原有之效能，而產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已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事業製作廣告應善盡查證義務，確保廣

告內容真實無誤導

廣告若以「總代

理」方式宣稱銷售商

品的取得來源，其同

一商品的品質及售後

服務等與其他競爭事

業相較具有優勢，足

以招徠消費者與其交

易，則必須確保其所

提供的資訊真實、完

整且無誤導，始符合

公平交易法第21條規

範。

「總代理」或「代理」1字之差，但意義不同
為維護競爭秩序及保障消費者權益，若國外商品在臺灣同時有多家代理商，就不能自稱為總代理

■撰文＝楊翔宇 
（公平競爭處專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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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民眾向公平會檢舉G公司銷售某建案之使用

類組為一般事務所，現場銷售人員卻告知該建案

可以作為住宅使用，公平會便派員以消費者身

分赴現場進行蒐證，銷售人員帶看實品屋，並說

明建案各樓層高度為4米28可施作夾層做臥室使

用，實品屋現場整體予人印象為該建案可供消費

者作為一般住宅，且可施作夾層使用，其涉有廣

告不實。

銷售人員帶看已售出的實品屋，並宣稱

內部裝潢是由屋主自行施作，建商及代

銷是否得據以卸責？

經公平會調查，該建案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

登載之使用類組為一般事務所，且並無規劃夾層

空間，依法規不得作為住宅使用且不得施作夾

層。G公司委託J公司銷售該建案，現場銷售人

員係由J公司所聘僱，G公司及J公司均知悉該建

案如作為住宅使用或施作夾層，係違反建築相關

法規，但J公司人員向已售出並裝潢成住宅及施

作夾層之實品屋屋主借用鑰匙，提供現場銷售人

員向消費者介紹及帶看，使人誤認該建案得作為

住宅使用及施作夾層，然卻難以知悉實際上施作

夾層及作為住宅使用係違反建管法規，日後有遭

罰鍰、勒令拆除、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等處分之

風險，已引起一般大眾錯誤認知。J公司使用實

品屋向消費者介紹該建案可施作夾層及作為住宅

使用，向不特定消費者介紹實品屋之行為屬公平

交易法第21條第1項所稱「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

法」，J公司以夾層裝潢之實品屋招徠交易相對人

增加交易機會，與G公司於本案建案銷售具實質

合作關係，故均為本案行為主體，並負有責任。

建案使用類組歸類為一般事務所，建商

於現場展示實品屋之銷售行為足以影響

消費者作成交易決定！

公平會認為G公司及J公司為爭取交易機會，

讓J公司銷售人員帶消費者參觀裝潢成住宅及施

作夾層的實品屋，足以使消費者誤認該建案得依

實品屋裝潢規劃，並得以作為住宅使用及施作夾

層。因此，G公司及J公司銷售該建案就商品之

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且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

規定。

銷售商業區新建案，宣稱可以作為住宅使用
並施作夾層，這樣合法嗎？
消費者赴建案現場看屋，銷售人員不僅口頭介紹該建案可作為住宅使用並施作夾層增加使用空間，還

帶看裝潢成住宅及施作夾層的實品屋，而實際上該建案依法規不得作為住宅使用且不得施作夾層。

■撰文＝巫柏禹 
（公平競爭處助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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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二大聯邦競爭法主管機關－司法部

(DOJ)及聯邦交易委員會(FTC)在本年6月30日共

同發布了「垂直結合處理原則」1，以做為二機

關評估非水平結合案件之競爭影響，以及這些結

合是否符合美國反托拉斯法規定之分析依據。

DOJ原訂有「1984非水平結合處理原則」以

處理非水平結合案件，惟因該處理原則已逾30年

未修正更新，許多專家學者及從業人員(如律師

及事業法務人員)不斷呼籲應儘速修訂。DOJ與

FTC爰於今年1月10日共同公布了「垂直結合處

理原則草案」2，供公眾評論及提供修正意見。

依據DOJ及FTC之新聞資料3，這是二大競

爭法主管機關首次共同發布垂直結合處理原則，

且是對DOJ「非水平結合處理原則」30多年來的

首次重大修正。FTC在其發布的新聞稿中指出：

「新的處理原則主要目標是幫助反托拉斯主管機

關釐清並向有害競爭的垂直合併提出挑戰。」為

此，處理原則中詳細介紹了二機關常用來預測垂

直結合是否會顯著減少競爭的方法及主要證據類

型，也為結合事業及從業人員提供競爭法主管機

關在執行決策時分析過程之透明性與可預測性。

二大主管機關首長在其各自發布的新聞資

料中呼應了上開目標。FTC主任委員Joseph 

Simons稱該處理原則是「保持強而有力的反托

拉斯執法的重要一步」，「重申了FTC對挑戰

反競爭並損害美國消費者利益的垂直結合之承

諾。」DOJ反托拉斯署署長Makan Delrahim亦

說明：「新的處理原則反映了我們目前實際調查

做法，因為它們在最近幾年早已被應用。」

垂直結合處理原則內容

該處理原則內容略以：

一、概述(Overview)：

(一)處理原則所適用之範圍為較廣泛之「非

水平交易」行為，包括：

1、純垂直結合 ( s t r i c t l y  v e r t i c a l 

mergers)：指同一供應鏈不同階段

(上游或下游)之事業或資產合併。

2、對角結合(Diagonal Mergers)：指

具競爭性之供應鏈間不同階段之事

業或資產合併。

美國公布「垂直結合處理原則」
美國司法部 (DOJ)及聯邦交易委員會 (FTC)於本（2020）年共同發布了「垂直結合處理原則」

(Vertical Merger Guideline)，以取代1984年司法部公布的「非水平結合處理原則」(Non-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撰文＝杜幸峰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視察）

1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reports/us-department-justice-federal-trade-commission-vertical-merger-guidelines/vertical_merger_
guidelines_6-30-20.pdf 

2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public_statements/1561715/p810034verticalmergerguidelinesdraft.pdf
3 https://www.justice.gov/opa/pr/department-justice-and-federal-trade-commission-issue-new-vertical-merger-guidelines 及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

releases/2020/06/ftc-doj-issue-antitrust-guidelines-evaluating-vertical-mer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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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事實上，該處理原則在1月提出草案供各界評論時，曾列有「安全港」(safe harbor)條款。該條款規定，在結合後事業的市場占有率低於20％時，主管機關可能不

會挑戰該垂直結合。惟在後來6月正式公布時，因考慮各界評論意見而取消該條款。

3、互補性結合可能引起之垂直問題

(vertical issues that can arise in 

mergers of complements)。

(二)2010年公布之「水平結合處理原則」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分析架

構與基本原則亦適用於本處理原則。

二 、 不 利 於 競 爭 效 果 之 證 據 ( E v i d e n c e  o f 

Adverse Competitive Effects)：

闡明主管機關對於垂直結合所出現之問題，

將考量任何合理及可靠之證據來評估垂直結合是

否顯著減損競爭，證據包括：

(一)水平結合處理原則第2.1節所載之證據

考量仍可適用於垂直結合，包括結合的

實際效果(如對價格之影響)、基於經驗

進行直接的比較(例如比較競爭與不競

爭地區的價格)及結合事業之破壞性角

色(disruptive role)等。

(二)非參與結合事業之破壞性角色，例如評

估該垂直結合是否可能對破壞性的競爭

對手產生懲罰。

(三)相關市場占有率及集中度、結合事業過

去是否曾有激烈競爭關係等。

三、 市 場 界 定 、 相 關 產 品 、 市 場 占 有 率 及

集中度 ( M a r k e t  D e f i n i t i o n ,  R e l a t e d 

Products, Market Shares, and Market 

Concentration)：

(一) 對於垂直結合案件，主管機關一般會界

定一個或多個相關市場，並舉例說明相

關市場可能為上游或為下游市場。

(二) 主管機關將依水平結合處理原則所列

的方法界定及計算市場占有率與市場

集中度，但不會依水平結合處理原則

所列的HHI安全港來決定個案是否有反

競爭效果4。

四、 單方效果(Unilateral Effects)：主管機關將

檢視垂直結合是否具以下效果而減損競爭

(一) 封鎖效果及增加對手成本(Foreclosure 

and Raising Rivals’ Costs)：主管機

關將考量下列因素：

1、能力：事業可能在結合後透過更改

向一個或多個競爭對手提供相關產

品的交易條件，導致其競爭對手在

相關市場上損失大量銷售。

2、誘因：事業可能在結合後透過封鎖

對手或對相關產品提供較差之交易

條件而獲利。

3、處理原則中提供了6個有關「提高

競爭對手成本」及「封鎖」損害理

論的例示。在最近的幾十年中，這

些損害理論已經成為結合審查中的

主要調查重點。

(二) 獲 取 競 爭 性 機 敏 資 訊 ( A c c e s s 

t o  C o m p e t i t i v e l y  S e n s i t i v e 

Information)：透過結合而獲取上、下

游競爭對手之機敏資訊而使其競爭對手

採取較不積極之競爭策略。

五、 共同效果(Coordinated Effects)：

(一) 垂直結合可能藉由獨行俠(maveric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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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滅及機敏資訊之取得，而增加協調的

產生。

(二) 垂 直 結 合 亦 可 能 因 消 除 雙 重 邊

際化 ( E l i m i n a t i o n  o f  D o u b l e 

Marginalization，EDM)而降低業者間

協調的可能性。

六、促進競爭效果(Procompetitive Effects)：

(一) 強調效率分析為審查垂直結合的重要部

分。例如結合後互補資產使用的協調而

簡化生產，並可能創造創新產品。

(二) 詳細說明消除雙重邊際化的分析，經濟

學家強調這是垂直交易的常見競爭結

果，而消除雙重邊際化亦為主管機關所

要考慮的效率之一。

實際影響

由於新的處理原則主要在闡明二大主管機關

目前對垂直結合審查之執法及分析方法，而正如

反托拉斯署署長Makan Delrahim所說該處理原

則「在最近幾年中早已經被應用」，因此，此一

處理原則之公布不應被視為是二大主管機關在垂

直結合執法政策上有重大變化，而其影響力應是

在協助企業及反托斯法從業人員瞭解執法機關決

策分析之過程，更重要的是協助法院制定適當之

架構，以適用反托拉斯法於此類垂直結合交易，

俾能在訴訟中獲得法院之認可而取得勝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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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來，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已逐漸關注所

謂的「殺手併購」(killer acquisitions)行為，亦

即，既有的大型事業收購可能成為未來威脅的潛

在競爭對手，以排除或搶占市場未來可能產生的

競爭挑戰，尤其在快速變遷的高科技產業及數位

經濟相關產業中，殺手併購行為已受到廣泛的關

注與討論。

有鑒於殺手併購行為可能對市場競爭的危

害，並避免縱放此行為，英國政府委由經濟學

者於2019年所發布的「解鎖數位時代競爭」 

(Unlocking digital competition)研究報告認為1，藉

由收購價格之評估及基本價值分析方法(Valuation 

Analysis)之運用，可以有效降低縱放的風險。於

此同時，歐盟執委會委由專家學者也在2019年

發布「數位時代競爭政策」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研究報告2，強調市場既存的大

型事業藉由收購產品或技術初期尚無營業額或營

業額較低的事業，以產生正向網絡效果(Positive 

Network Effects)增加市場參進障礙，阻礙競爭者

參進市場，適足以證明其高價收購的理由。

但是，實務上究應如何進行分析，以判斷收

購方為被收購方支付"過多"的費用，而且動機可能

是為排除潛在競爭對手。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首宗以殺手

併購之價值分析作為分析重點的結合案—PayPal / 

iZettle案，3提供了良好的實務分析經驗。

案件背景

本案收購方為PayPal公司，創立於  1998 

年 12 月，為電子支付龍頭商。消費者將銀行帳

戶或信用卡與 PayPal 帳戶連接後，即可使用 

PayPal 帳號在網路上交易，或與其他 PayPal 用

戶轉帳交易。至於被收購方iZettle公司，則為瑞

典新創公司，創辦於2010年，提供電子支付相關

硬體設備等服務，例如信用卡讀卡機等，可使中

小型事業在銷售產品時，無需導入複雜的銷售時

點(Point of Sale；POS)支付系統，即可運用手

機、平板等簡易行動裝置，作為信用卡、行動支

付的收費裝置，大幅降低中小型事業的軟、硬體

殺手併購之價值分析方法—PayPal / iZettle 收
購案
隨著數位經濟產業不斷發展及市場交易型態的快速變遷，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已逐漸關注殺手併購

行為對於市場競爭秩序所產生的危害，藉由收購價格之評估及價值分析方法之運用，適切評估影響收購

價格之因素，可以有效降低縱放殺手併購行為之風險。

■撰文＝許俊雄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長）

1 詳參�Unlocking digital competition〃, Report of the Digital Competition Expert Panel(2019)。此為數位經濟競爭專家小組的最終報告。該小組成員由英國財政大

臣於2018年任命，並由美國前歐巴馬政府首席經濟學家Jason Furman教授擔任主席。此小組任務主要係針對英國市場競爭情勢的變化提出建議，以應對數位經濟

所帶來的挑戰。

2 詳參�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此為歐盟執委會委由 Jacques Crémer、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Heike 
Schweitzer等3位專家學者於2019年完成的最終報告。

3 本案審查歷程及最終報告等資料，請詳參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CMA)網站，網址：https://www.gov.uk/cma-cases/paypal-holdings-inc-izettle-ab-merger-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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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成本。在2018年時，iZettle公司預估平台總

交易量可達60億美元。

PayPal公司於2013年以8.8億美元價值收購

Venmo及Braintree等公司後，又於2015年以8.9

億美元收購新創公司Xoom。本案則在2019年

時，PayPal公司決定以22億美元收購瑞典行動

支付新創公司iZettle，創下該公司成立以來最大

一筆收購案。PayPal公司希望透過收購iZettle公

司，以彌補其線下支付能力之不足，讓PayPal公

司的行動支付領域獲得更大拓展的機會，以挑戰

Square、Stripe等公司在行動支付領域的地位，
4因此，收購iZettle公司就成為跨入支付系統市場

新領域競爭的一步棋。

於此同時，在這項收購消息披露前，iZettle 

公司正計畫上市，首次公開募股價值 ( I n i t i a l 

Public Offering)為11億美元，與PayPal公司22

億美元收購價格相較，明顯高出1倍。由於收購

價格過高，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一開始即懷疑

此收購案PayPal公司背後目的，可能是為消除市

場潛在競爭者。

本案經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一連串調查及

審查程序後，最後以參與結合事業所提出價值分

析方法為基礎，評估iZettle公司商業價值、並預

估結合後所產生之產品銷售量增加及成本節省等

綜效後，認定本案非屬殺手併購行為，且無證據

顯示本案是為排除潛在競爭對手或在結合後有抬

高價格之意圖，經綜合評估各項水平結合對於競

爭市場影響後，准予其結合。5

有關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所採用的價值分

析法對未來類此案件之運用甚具參考價值，謹簡

介說明如下6：

價值分析法

當一事業考量併購他事業時，往往會運用數

項價值分析方法評估，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方

法包括現金流折現法(Discounted Cash Flow)及

比較分析法(Comparator based approaches)。

(一)現金流折現法

本方法係先預期事業各年存續期間

產生的現金流，並以資金成本 (Cost  of 

Capital)為折現率，再將現金流以折現率

折現後計算其價值。例如，事業預期5年

存續期間內，現金流依次為2億元、4億

元、5億元、6億元、6億元，假設折現率

為9%，則各年折現後現值分別為2億元、

3.7億元、4.2億元、4.6億元、4.3億元，

合計收購價值為18.8億元。

就理論上而言，收購價值將介於案件

考量結合綜效前、後之間，亦即考量綜效

前為賣方所願意接受的最低價格，考量綜

效後為買方所願意支付的最高價格，至於

綜效包括成本節省、產品整合銷量增加、

銷售區域擴張等。而落在此區間之最終收

購價格，則會受到諸多因素之影響，例如

收購事業在市場中除被收購事業外仍有其

他被收購事業可供選擇；或市場已有類似

收購案評估綜效可資參用；或僅單純受收

購雙方議價能力影響。無論如何，當收購

事業願意就收購案的預期綜效付出占收購

價格極大比例金額時，就可能指出收購事

業關注重點不是在當時被收購事業之廠房

設備等既有資產，而是著眼在未來利益，

有可能是為排除潛在競爭，競爭法主管機

4 Square公司在美國與其他市場是以協助小型企業進行信用卡支付及行動支付而聞名，PayPa公司在此市場原本並未涉入。
5 Completed acquisition by PayPal Holdings, Inc. of iZettle AB, CMA (2019)。
6 參考自�Acquisitions of Potential Rivals in Digital/Tech: Valuation Analysis as Key Economic Tool - PayPal/iZettle〃Charles River Associate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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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不可不察。

至於在實務運用方面，則會視個案事

業經營現況及產業特性等條件而有不同之

考量，例如本案即曾考量產業成長對被收

購事業的影響、收購前後價格及利潤的變

化、產品整合銷量的增加、研究發展的技

術提升、重複資產減除的成本節省等。而

且，收購事業通常會先評估被收購事業資

產價值後，提供初步評估結果給被收購事

業，雙方並以此作為議價基礎。前述各方

面條件之考量及收購雙方就初步評估結果

之議價磋商，皆為評估收購案對市場競爭

影響之重要考量因素。例如，被收購事業

就初步評估結果的特定營運部門、產品線

之營收成長或投資支出做出重大調整，即

可能指出事業對未來營運計畫已有策略方

向，此時，競爭法主管機關於競爭評估時

當審慎考量。

(二)比較分析法

本方法是先以被收購事業的營收或利

潤等為收購價格之計算基礎，然後再以

市場競爭事業或近期交易價值加乘調整

前揭計算基礎。如本案當時美國上市公司

Square，係參與結合事業支付系統之市

場競爭者，其營收或利潤等資訊皆可在公

開市場取得，可以此為計算基礎，其後再

就一定之市場狀況加乘調整後，即可做為

被收購公司iZettle 公司收購價格的衡量標

準。

價值分析法之限制

價值分析法並非取代傳統的結合分析方法，

而是另一項輔助的分析思考工具，在運用上也有些

許限制，例如當被收購方僅有微小、或甚至無營業

收入及利潤時，現金流折現法將難以運用，此時就

需要對未來結合預期可能產生的營業收入、現金

流、甚或綜效等，評估適當的倍數加成及可能產生

的影響。另當案件結合審查確定採用價值方析法

時，事業可能會採取逐步刪減或修正收購條件的方

式，以規避該方法所可能引發限制競爭疑慮之分析

結果，故競爭法主管機關在運用該方法進行相關分

析時，也需要多方注意及防範。

此外，相較現金流折現法而言，比較分析法

的分析方式除較粗糙外，也需要收購當時市場存

有適當的比較標的，在反托拉斯運用分析方面，

也較難適切掌握並提供相當的案例分析經驗。

結語

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經由傳統的水平競爭

評估，以及價值分析方法分析相關事證後，最

終認定PayPal 收購 iZettle案並非屬殺手併購行

為，同時也准予其結合，此案所使用的價值分析

方法雖然存有相當之限制，但當有適切收購價

格、預估現金流、交易條件、經營現況及產業

特性等資料，或市場存有合適之比較標的時，

實務運用上並非窒礙難行，且輔以相關事證及

傳統結合分析方法後，不僅可適用在分析數位經

濟市場或殺手併購行為對市場潛在競爭之影響，

在一般結合審查案件中，也可預期扮演越來越重

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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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統計｜

公平會針對可能涉及公平交易法、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等主管法規進行調查，若有違法則對事業或個

人作成處分，以維護社會交易秩序，確保市場公平競爭。依據公平會統計，本（民國109）年1-7月結案

之檢舉案或公平會依職權主動調查案以處分方式辦結43件，其中檢舉案7件、主動調查36件（圖1），

計發出處分書44件，受處分事業達58家，處分罰鍰金額計新臺幣1,735萬元。

圖1　處分案件－按案件類型分

自104年累計至本年7月底（下稱近年）因違反公平會主管法規，發出之處分書計631件，維持處分

案件625件。依行業別觀察，以批發及零售業386件（占61.8％）最多，不動產業116件（占18.6％）

次之（圖2）；而近年維持處分罰鍰金額為新臺幣77億7,211萬元，其中以製造業73億5,961萬元（占

94.7％）最高，其次為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1億4,590萬元（占1.9％）。

處分案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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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近年維持處分案件－按處分書之行業別分
截至109年7月底

觀察近年，維持處分案件625件，其中罰鍰案件615件，若依罰鍰金額級距觀察，以100萬元以下

514件（占83.6％）居首，罰鍰金額計1億502萬元；其次100萬元至未滿500萬元86件（占14.0％），

罰鍰金額計1億4,574萬元。另1億元以上案件計5件，罰鍰金額計71億7,630萬元，占罰鍰金額92.3％

（表1）。

表1　近年維持處分罰鍰案件－按處分書之違法行為別分
截至109年7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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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活動｜

■ 7月2日、11日及15日分別於嘉義縣太保里集會所、高雄市國際新住民協會及臺南市官田區老人福利
協進會辦理109年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 7月10日於公平會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多層次傳銷管理系統線上操作及其應注意事項說明會」。

■ 7月13日於臺中市舉辦「紙容器業者遵法與競爭宣導說明會」。

■ 7月24日邀請公平會蔡文禎委員專題演講「Cartels偵測與損害估算」。

■ 7月31日、8月7日及28日分別於花蓮縣、高雄市及臺北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規範
及案例宣導說明會」。

■ 8月3日於臺北市舉辦「國際競爭法執法趨勢與訴訟實務宣導說明會」。

■ 8月6日及7日於臺中市舉辦2場次「桶裝瓦斯上下游業者競爭宣導及研修處理原則宣導座談會」。

■ 8月14日於臺中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廣告規範及案例宣導說明會」。

■ 8月14日及28日分別於臺南市及新竹市舉辦「藥品產業發展與公平交易法規範宣導說明會」。

■ 8月20日及21日於苗栗縣頭份市舉辦「109年度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地方機關協調聯繫會議」。

■ 8月25日邀請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楊智傑教授專題演講「電子商務與競爭法：歐盟近年案
例研究」。

民國109年7、8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1

1.公平會於嘉義縣太保里集會所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2.公平會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多層次傳銷管理系統線上操作及其應注意事項說明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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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7

4

6

8

3.公平會邀請蔡文禎委員專題演講「Cartels偵測與損害估算」。
4.公平會於花蓮縣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規範及案例宣導說明會」。
5.公平會於高雄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規範及案例宣導說明會」。
6.公平會於臺南市舉辦「藥品產業發展與公平交易法規範宣導說明會」。
7.公平會於苗栗縣頭份市舉辦「109年度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地方機關協調聯繫會議」。
8.公平會於新竹市舉辦「藥品產業發展與公平交易法規範宣導說明會」。



29

TAIWAN FTC NEWSLETTER
｜國際交流｜

■ 7月9日參加OECD與ICN共同以視訊舉辦之「OECD與ICN對於國際合作執法共同報告初稿之主要
結果報告會議」。

■ 7月15日參加OECD競爭委員會以視訊舉辦之「亞太競爭法主管機關高階代表特別會議」。

■ 7月16日至21日參加OECD韓國政策中心競爭計畫（KPC）舉辦之醫療產業競爭法線上研討會。

■ 7月28日參加APEC經濟委員會(EC)以視訊舉辦「結構改革更新議程非正式會議」。

■ 8月13日至14日於國家發展委員會參加APEC以視訊方式舉辦之「經濟委員會第2次會議」。

民國109年7、8月份國際交流活動一覽

21

3

1.公平會參加OECD與ICN共同以視訊舉辦之「OECD與
ICN對於國際合作執法共同報告初稿之主要結果報告會
議」。

2.洪財隆委員7月15日代表公平會於OECD競爭委員會「亞
太競爭法主管機關高階代表特別會議」進行口頭報告。

3.公平會參加OECD韓國政策中心競爭計畫（KPC）舉辦
之醫療產業競爭法線上研討會，會中OECD韓國政策中
心競爭計畫主任Ho-tae Kim致歡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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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通訊

公平會新建置「公平交易APP」，於民國106年12月27日上架於iOS「App store」及

Android「Google Play」。「公平交易APP」設有「檢舉信箱」、「法規專區」、「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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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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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法令修正、講座等訊息，歡迎民眾踴躍下載。

 
※「公平交易APP」之QRcode如下，歡迎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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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5時；服務項目包括開放閱覽、圖書借閱及網路查詢等，歡迎參觀使用。

公平會「電子報」設有「專題報導」、「焦點案例」、「活動＆最新消息」及「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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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oid             iOS

公平交易 APP 

公平會新建置「公平交易 APP」，於 106年 12月 27日上架於 ios「App store」

及 Android「Google Play」。「公平交易 APP」設有「檢舉信箱」、「法規

專區」、「宣導專區」及「最新消息」等專區，俾供民眾能不受時、地及設備等

限制向公平會提出檢舉，亦可隨時查閱公平會主管法規，即時獲悉公平會針對重

大案件之說明、多層次傳銷之警訊、法令修正、講座等訊息，歡迎民眾踴躍下載。 

  

※「公平交易 APP」之 QRcode如下，歡迎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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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區」、「宣導專區」及「最新消息」等專區，俾供民眾能不受時、地及設備等

限制向公平會提出檢舉，亦可隨時查閱公平會主管法規，即時獲悉公平會針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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