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GPN:1010403026
定 價 ： 新 臺 幣 2 0 0 元

公平交易委員會

公平交易委員會

公平交易法論叢

公平交易法論叢

21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 2 1屆 競 爭 政 策 與 公 平 交 易 法
學 術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公平交易委員會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2 月

第21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
學 術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公 平 交 易 委 員 會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2 月

目

目

錄

錄

開幕式................................................................................................................................... I
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藥品業產品跳躍行為之競爭法研究.................................... 1
王立達、邱靖芳
標準必要專利與競爭法.................................................................................................... 33
王銘勇
論聯合行為之認定–從超商咖啡案談起.......................................................................... 65
劉姿汝
我國電業自由化違反競爭法行為態樣之探討................................................................. 99
許志義 、王京明、黃鈺愷
計量途徑的結合模擬–臺灣電信市場的實驗案例......................................................... 133
陳和全
金控公司結合之研究....................................................................................................... 151
江朝聖
公平交易法對企業集團事業之結合管制....................................................................... 175
顏廷棟、馬泰成、林國彬
閉幕式............................................................................................................................... 221
附錄................................................................................................................................... 223

議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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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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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陳和全（中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評論人：黃美瑛（臺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15:00~15:20 綜合討論
15:20~15:40 茶敘
15:40~17:30 議題3 結合與公平交易法
主持人：蔡蕙安（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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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7：金控公司結合之研究
報告人：江朝聖（東海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朱德芳(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論文8：公平交易法對企業集團事業之結合管制
報告人：顏廷棟（銘傳大學財金法律系教授兼主任）
評論人：林宜男 (淡江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暨國際企業學研究所教
授)

17:10~17:30 綜合討論
17:30~17:40 閉幕式 蔡委員蕙安 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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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

I

開幕式 吳主任委員秀明開幕致詞
各位貴賓、各位先進、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首先，謹代表公平交易委員會歡迎大家參加本會第21屆「競爭政策與公平
交易法學術研討會」。
各位都知道，公平交易法是在民國81年2月4日正式施行，已逾22年，公平
會始終秉持著「切實依法行政、促進經濟發展、維護公共利益、順應國際趨
勢」的施政原則，積極推動各項業務。在社會各界的支持及本會全體同仁的努
力下，無論是在建立公平交易與多層次傳銷法規制度、執行公平交易法與多層
次傳銷管理法、傳揚公平交易理念與推動競爭法國際交流合作等方面，均累積
了豐碩的成果。
公平交易法自施行以來雖歷經5次修正，但都僅為部分或單一條文的修正
模式。有鑒於近年來國內外社會經濟環境快速變化，既有公平交易法制已不敷
使用或不合時宜，本會自92年起即開始研議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對現行公平
交易法進行全面的檢視及修正。最新「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已於103年5月26
日經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審查通過，待交付二、三讀。期於立法通過後，能執行
兼具「全球接軌，在地實踐」特質的競爭法，以建立市場自由、公平的競爭環
境，提升產業及國家的競爭力。
在查處違法行為方面，自本會成立以來至103年10月底，累計各類收辦案
件總計4萬2,105件，其中檢舉案3萬1,857件、申請聯合行為案184件、申請或
申報結合案6,717件、請釋案3,347件；已辦結案件4萬1,979件，累計結案率達
99.7％。另事業因違反公平交易法受本會處分案共有3,992件，裁處罰鍰金額計
新臺幣89.3億元，已有效發揮維護市場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的功能。近期查
處的重大涉法案件包括瀝青混凝土業者聯合調漲價格案、知名KTV業者應申報
結合而未申報案及限制經銷商轉售價格行為案等。
在推展國際事務方面，為遏止跨國卡特爾及反競爭行為，確保國內自由競
爭環境，本會長期與各主要國家保持密切聯繫，並積極推動交流合作。除參
與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亞太經濟合作(APEC)及國際競爭網絡(ICN)等國
際經貿組織活動及多項國際性會議外，更派員擔任 APEC「競爭政策及法律小
組」主席。另也成功爭取於今年10月在臺主辦ICN「卡特爾研討會」，計有來
自41國121位國外競爭法主管機關代表及非政府顧問(NGA)，以及國內政府機
關代表與執業律師等，共計170餘位與會者出席，除有助於彰顯我國競爭法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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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成效，並強化我國與各國競爭法執法機關交流互動，同時增進國內各界對競
爭法之瞭解。
然而自由與公平競爭環境的建立除有賴公平會的執法外，尚須企業界的自
律以及消費大眾的監督。因此，為使社會各界對於公平交易法能有正確的瞭解
與認識，本會透過與其他產業主管機關的溝通協調，就現行法令或新法草案牴
觸公平交易法之條文提出建議，避免政府管制措施影響市場競爭。此外，本會
亦利用網站、電子報、各種文宣出版品、座談會、媒體、宣導活動等，向產業
界、學校及社會大眾傳揚公平交易法， 20多年來本會所辦理的宣導說明會已逾
2,650場次。除此之外，為推動競爭政策的研究發展，本會也規劃了各類活動，
今天所舉辦的「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就是其中之一。
本次研討會計分3場次進行，各場次議題分別為：
第1場：專利與公平交易法；
第2場：產業競爭與公平交易法；
第3場：結合與公平交易法。
總共將發表8篇論文，其中2篇為本會103年度委託研究計畫的報告，另外6
篇是來自國內學術界相關研究論文。非常感謝今天與會的報告人及評論人，也
希望大家在今天的研討會中，踴躍提出寶貴意見與看法，以作為本會施政及執
法的參考。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的光臨，也預祝研討會圓滿成功。敬祝大家身體健
康、萬事如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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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藥品業產品跳躍行
為之競爭法研究
王立達、邱靖芳*
目

次

壹、壹、緒論
一、藥品產業概況
二、專利藥廠之產品跳躍行為
三、基本立場：回歸大眾用藥權益之平衡考量
貳、美國法上產品跳躍行為案例分析
一、美國與產品跳躍相關之法律規範
二、Abbott Laboratories v.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三、Walgreen Co. v. AstraZeneca Pharmaceuticals L.P.
四、Mylan Pharmaceuticals, Inc. v. Warner Chilcott Public Limited Co.
參、歐盟法上產品跳躍行為案例分析
一、歐盟醫藥監管與競爭法相關規範
二、歐盟AstraZeneca案重要性及其案件事實
三、執委會處分
四、初審法院見解
五、歐盟法院見解
肆、產品跳躍行為的競爭法分析
一、產品跳躍案例的市場界定
二、產品跳躍的案例光譜
三、美國與歐盟法院處理標準之差異與評析
四、本文見解：競爭法對於產品跳躍行為之規範重點
伍、結語

*

王立達為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分校
法學博士。邱靖芳為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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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產品跳躍行為是專利藥廠近十年發展出較新穎的競爭策略。截至目前為
止，歐美曾發生四件有實體裁判的案件，法院對產品跳躍行為是否違反競爭法
之判斷標準在個別案件中有所不同。此外，專利藥廠產品跳躍行為的整體操作
策略多會搭配市場當地其他管制規範因地制宜，產品跳躍的行為態樣與強度在
不同案例之中亦有所不同，更增添本議題之複雜性。本文將依序介紹美歐實務
案例之事實背景與法院見解，分析法院判斷標準的差異並且評析可能產生的問
題，最終提出本文見解，試圖尋找出競爭法上適當之判斷標準。
關鍵詞：醫藥專利、學名藥上市、學名藥替代制度（DPS）、濫用獨占地位、
合理原則

壹、緒論
一、藥品產業概況
藥品的領域十分龐大，分類方式亦有許多種，其中一種是區分成專利藥
與學名藥。所謂的專利藥（brand-name drug）亦可稱為原廠藥，是指專利未
過期的藥物，通常以新藥形態上市販售。原開發藥廠基於各國不同的專利保
護期，就專利藥得以合法享有一段專屬銷售期。而學名藥（generic drug）
則是指專利到期或宣告無效之後進入市場，與該專利藥具有生物相等性
1

（bioequivalence），彼此具有同成分、同劑型、同劑量、同療效之藥物 。
專利藥廠基於回收研發新藥巨額支出的考量，專利藥定價多較為昂貴。各
國為確保人民用藥的安全，衛生主管機關多要求須證明藥品是安全且有效的，
始可獲得上市許可。而藥物的開發過程，通常需先經過試管實驗，從中篩檢出
具有發展潛力之藥品，復進行動物試驗以確定藥物在生物體中的效果與毒性，
2

最終再進四階段的人體臨床試驗以證明其適用於人體之安全性與有效性 。
根據統計，一個藥品自研發到取得許可上市，須經歷約10至15年的時間，而
1

2

林建興，藥品查驗登記審查與藥品專 侵權訴訟之研究-以舉證責任轉換為中心，東
吳大學法 系碩士在職專班法 專業組碩士 文，2013年，頁8。
行政院衛生署，衛生署藥字第88014263號公告，1999年3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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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發經費平均高達約8.02億美元（單就人體臨床試驗平均就須耗費約6億美
元），但成功機率卻僅有0.01%至0.02%左右，研發新藥的困難度可見一斑。即
便藥品順利上市，亦可能因實際使用所產生之副作用過於嚴重而被迫下架，更
3

增加了不確定性 。如上所述，從發現可能之治療分子到最終新藥得以上市，
須投入大量資金且相當費時，故學者多認為面對藥品業此種高成本、費時且不
4

確定性高的產業，給予專利保護似乎是鼓勵藥廠繼續研發的最重要誘因 。藉
由專利權的賦予，在一定的期限內排除他人參與競爭，使發明人享有專屬銷售
的權利，以均衡其投入研發新藥所付出的高額成本，達到鼓勵新藥研發之目
的。
反觀學名藥廠，由於其並未投入新藥研發，故其所需之技術與成本大為降
低，多標榜「相同成分與療效，更優惠的價格」來搶攻原有的專利藥市場。
5

而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明星暢銷藥品的專利到期 ，加上人類的平均壽命
6

逐漸增加，人口老化導致藥品大量的需求與消耗 ，無論是基於藥物近用的考
量，或基於減輕各國政府鉅額醫療保健支出之財政負擔的考量，使得學名藥獲
得各國政府的政策性支持。例如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競選期間就曾公開表示，他
將致力於阻止專利藥廠阻撓便宜又安全的學名藥進入市場，以減少美國醫療
7

保健費用的支出 ；而歐盟大部份會員國係透過社會保險制度進行藥品成本給
付，是故歐盟亦相當鼓勵學名藥產業的發展。歐盟執委會於2008年公布之藥品
產業調查報告（Sector Inquiry, SI）之中，學名藥亦列為醫藥產業發展的重點之
3

4

5

6

7

美國1980年到2009年核准上市而後撤出市場的118種新藥中，有22%係基於用
藥安全原因。Zaina P. Quershi et al., Market Withdrawal of New Molecular Entities
Appro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80 to 2009, 20 PHARMACOEPIDEMIOLOGY &
DRUG SAFETY 772, 774-77 (2011).
黃文鴻、謝季峰，藥品創新與專 保護關 之探討，政大智慧財產權評 ，第2卷第2
期，2004 10月，頁38。
黃政焜，國際專利藥藥廠與國內學名藥藥廠在台灣競爭模式之分析研究，國立交
通大學高階主管管理學程碩士論文，2010年，頁1。
美國人的預期壽命西元1900 為47.3歲，2010 為78.7歲，增長超過30 ，各國高齡族
群之比 亦不斷擴大。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 PREVENTION, U.S. DEP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HEALTH, UNITED STATES, 2013: WITH SPECIAL FEATURE ON
PRESCRIPTION DRUGS 18 tbl.26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cdc.gov/nchs/data/
hus/hus13.pdf.
Seniors & Social Security, OBAMA BIDEN CAMPAIGN WEBSITE, http://www.
barackobama.com/issues/seniors/ (last visited Jan. 9,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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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專利藥廠之產品跳躍行為
專利藥廠雖然已受到專利權之保護，惟專利到期後學名藥一進入市場，市
場競爭機制就會取代先前專利藥廠的專屬銷售，專利藥廠就可能面臨利潤和市
9

占率急遽下降的窘境 。專利藥廠為維護既有利益，往往操弄專利制度或相關
監管制度的運作，阻礙學名藥上市，以變相延長專利權的保護期限，達到壓制
或妨礙藥品市場原本可能出現之產品競爭。此等專利藥廠之操弄行為，是否違
反以維護市場開放與有效競爭為其職志之競爭法規範，即成為當今藥品產業非
常值得關注的重要法律議題。而本文對於操弄藥品監管制度之競爭法分析焦點
將集中在近年來引發相當大爭議的「產品跳躍行為」。
產品跳躍行為（product hopping，或稱之為product switching或line
10

extension） 。是指專利藥廠（又稱為product hoppers），搶在某種專利藥之學
名藥上市前，藉由修改其舊版本專利藥，推出新版本的原廠藥，並在市場中加
以大力推廣，以促使消費者從舊版本移轉到新版的原廠藥。新舊版本之原廠
藥，其間差距無須太大，只要使兩者的生物相等性有所區別，導使舊版學名藥
無法替換新版原廠藥即可。至於新版本是否沿用舊版本固有之產品名稱，或原
廠是否會從市場全面移除舊版本產品，隨著個案事實與廠商策略將有所不同。
但專利藥廠一旦成功地進行產品跳躍行為，將會明顯遲滯學名藥實際得以上市
銷售的時程，對於學名藥廠及市場競爭均會造成相當程度的不利影響。專利藥
廠此種產品跳躍行為，於美國和歐盟境內均曾出現實際司法案例，此種競爭策
略是否構成反競爭行為，亦涉及美國及歐盟不同的藥品上市銷售監管制度，本
文將於貳、參這兩部份分別介紹之。
8

9

10

E U R O P E A N C O M M I S S I O N , P H A R M A C E U T I C A L S E C TO R I N Q U I R E
PRELIMINARY REPORT 2 (2008), available at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
pharmaceuticals/inquiry/preliminary_report.pdf.
據統計，學名藥的價格一般會比專利藥價格少20％至80％，參閱FTC, Statement on
Protecting Consumer Access to Generic Drugs: The Benefits of a Legislative Solution
to Anticompetitive Patent Settlements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Commerce, Trade,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US H.R. (May. 2, 2007).
Pharmaceutical Product Switching: Antitrust Pitfalls, LAW360 1 (Jan. 13, 2013, 12:24
PM ET), http://www.law360.com/articles/403075/pharmaceutical-product-switchingantitrust-pitf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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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立場：回歸大眾用藥權益之平衡考量
專利藥雖較昂貴，然其定價已納入研發成本之考量，若專利藥廠無法從藥
品銷售中獲得足夠的利潤，即無法再次投入新藥研究，故專利藥廠難以保證旗
下藥品均得以公眾可負擔的合理價格供應之。如前所述，論者往往認為學名藥
能增進病患近用藥物的可能，且能減少政府醫療財政支出，惟其根本問題在於
若無藥物可用，焉可談論促進藥品近用？論者雖屢有批評專利藥廠集中於研發
11

市場利益龐大的明星藥品，而置開發中國家亟需之救命藥品於不顧 ，然而專
利藥廠終究為藥品研發之源頭，開發新藥之功勞實難輕易磨滅。因此，法律規
範不可一昧強調壓低專利藥廠之利潤與藥價，在競爭法上也不應將市場競爭無
限上綱，過度拉高所要求的市場競爭水準，或輕易認定原廠具威脅性之行銷策
略為反競爭行為。
再者，本議題實質上並非單純的專利藥廠與學名藥廠之利益爭奪戰，最終
且最重要的規範考量仍是一般公眾的用藥權益，是以必須在維持有價值之新藥
研發與避免原廠濫用制度規範以阻斷學名藥競爭之間求取平衡，方屬得當。由
本文介紹之美國與歐盟藥品規範與競爭法案例，亦可顯示該等國家相關制度之
設立目的，同為確保藥品市場具有足夠的學名藥競爭，以緩和原廠專屬銷售所
造成的藥品價格高漲，而非意在完全消除專利藥廠之積極競爭行為。以下本文
將從專利藥廠、學名藥廠與一般用藥大眾等三方利益加以研究，以確實回歸以
社會公益為基礎之競爭法規範探討。

貳、美國法上產品跳躍行為案例分析
一、美國與產品跳躍相關之法律規範
隨著藥品的支出不斷增加，美國各州積極推廣「學名藥替代制度」（State
12

drug product selection laws, DPS） 。目前各州均已通過DPS制度，雖然每州

11

12

FREDERICK M. ABBOTT & GRAHAM DUKES, GLOBAL PHARMACEUTICAL
POLICY: ENSURING MEDICINES FOR TOMORROW’S WORLD 31-32, 117
(2009).
BUREAU OF CONSUMER PROT., FED. TRADE COMM’N, DRUG PRODUCT
SELECTION 48, 141-55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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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具體規定有些許不同 ，但都規定除非醫師在處方簽上明確指示不允許替換藥
14

品，否則藥劑師可以學名藥來替換專利藥 。此規範確保消費者不會被迫購買
15

16

較昂貴的專利藥 ，以遏制日漸高昂的用藥成本 。而DPS制度僅允許藥師以相
17

等的學名藥（generic equivalents） 來替換原廠的專利藥。簡單來說，藥劑師
僅有在醫師處方簽記載是舊版本專利藥時，才可以將之替換成與之具有生物相
等性的學名藥（下稱舊版本學名藥）。若醫生開的是新版本原廠藥，由於此時
與新版本原廠藥具有生物相等性的學名藥（下稱新版本學名藥）尚未研發完成
18

並取得上市許可，因此即無法加以替換 。由於學名藥廠非常依賴學名藥替代
制度來助長其銷售量，如果研發完成獲准上市的學名藥，在藥師配藥實務上無
法順利替代原廠專利藥，可能會造成學名藥廠元氣大傷。故有論者稱產品跳躍
19

行為，乃是專利藥廠是藉由賜死舊版本的自己，以達到殺敵之目的 。
詳言之，專利藥廠的產品跳躍行為，在兩方面可能造成學名藥加入市場
20

競爭的遲延 。首先，專利藥廠就新版本原廠藥可能取得劑型等方面的新專
利，這些專利可以重新登載在FDA的專利資料庫（即橘皮書Orange Book）之
中。此時學名藥廠若欲申請新版本學名藥上市，可能必須再度提出第四款聲明
（ANDA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主張該專利應為無效，或其申請之學名
藥並未侵害該專利。此時專利藥廠可以對該學名藥提出專利侵權訴訟，取得30
21

個月的FDA停止審查學名藥上市申請期間 。其次，即使新版本原廠藥並未額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Id. at 155-62. See also Eric L. Cramer & Daniel Berger, The Superiority of Direct Proof
of Monopoly Power and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in Antitrust Cases Involving Delayed
Entry of Generic Drugs, 39 U.S.F. L. REV. 116 (2004).
James J. Wheaton, Generic Competition and Pharmaceutical Innovation: The Drug Price
Competition and Patent Term Restoration Act of 1984, 35 CATH. U. L. REV. 433, 437
(1986).
BUREAU OF CONSUMER PROT., supra note 12, at 7.
Kenneth W. Shafermeyer, Stephen W. Schondelmeyer & G. Thomas Wilson, The FDA
Orange Book: Expectations Versus Realities, 1 J. PHARMACY & L. 13, 14 (1992).
21 U.S.C. § 355(b)(1), (j)(7)(A)(i) (2000). See also 21 C.F.R. § 20.117(a)(3) (2007).
精確來說是指其AB-rated的學名藥，意指兩者具有生物相等性且其形式（form）、
劑量（dosage）和強度（strength）均相同的學名藥。See Guy V. Amoresano,
Branded Drug Reformulation: The Next Brand vs. Generic Antitrust Battleground, 62
FOOD & DRUG L.J. 249, 250 (2007).
Cramer et al., supra note 13, at 115-16, 138-40.
HERBERT HOVENKAMP ET AL., IP AND ANTITRUST 15-78 (2d ed. 2010 & Supp.
2012).
有關美國學名藥上市申請制度（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 ANDA），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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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取得新專利，學名藥廠仍須重新研發與新版本原廠藥具有生物相等性之新版
本學名藥，同時必須再次過通FDA的學名藥上市申請審查。無論以上兩種情形
在個別案件中是否併同發生，專利藥廠的產品跳躍行為均將造成學名藥進入市
場時點的明顯遲延。
截至目前為止，在美國曾經出現三件法院有作出實體裁判之藥品產品跳
22

躍案例 ，分別是Abbott Laboratories v.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以下
23

簡稱為Abbott案） 、Walgreen Co. v. AstraZeneca Pharmaceuticals L.P.（以下簡
24

稱美國AZ案） ，以及Mylan Pharm., Inc. v. Warner Chilcott Pub. Co.（以下簡
25

稱Warner案） 。在這三案中，專利藥廠被指控違反美國競爭法休曼法第2條
（Section 2 of the Sherman Act），構成濫用獨占地位或意圖獨占的反競爭行
26

為，不當地損害其競爭者和消費者的經濟福祉 。以下將依序介紹、分析這三
件判決，以求進一步瞭解產品跳躍行為之運作方式與法院見解。

二、Abbott Laboratories v.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一）、Abbott案重要性與事實介紹
Abbott案是藥界產品跳躍行為第一次於美國遭指控違反競爭法的案件，具
27

有指標意義 。本案涉及Abbott Laboratories公司和Fournier Industrie et Sante公
司（以下以Abbott公司代稱）對其旗下藥品TriCor所為之產品跳躍行為。Abbott
28

公司採用Fenofibrate作為有效成分，研發出可治療高膽固醇的專利藥TriCor ，
29

並從1998年上市銷售膠囊型TriCor，每年銷售額可高達7.5億美元 。到了2000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橘皮書、第四款聲明與停止審查期間之介紹與評析，請參見王立達、陳蔚奇，學
名藥上市審查之專利連結制度：從美國經驗檢證其存立基礎與制度設計，臺大法
學論叢，第39期第4期，2010年12月，頁358-362。
M. Sean Royall & Ashley E. Johnson, Antitrust Scrutiny of Pharmaceutical Product
Hopping, 28 ANTITRUST 72 (2013).
Abbott Labs v. Teva Pharms. USA, Inc., 432 F. Supp. 2d 408 (D. Del. 2006).
Walgreen Co. v. AstraZeneca Pharmaceuticals L.P., 534 F. Supp. 2d 146 (D.D.C. 2008).
Mylan Pharm., Inc. v. Warner Chilcott Pub. Co., No. 12-3824 (E.D. Pa. July 6, 2012).
這三案中美國法院均將同一有效成分之專利藥品及其學名藥視為單一市場，作為
該等案件所應考量之相關市場，惟判決中並未闡述採取此種市場界定之詳細理
由。此現象可能之原因請見本文肆、一。
Seth Silber & Kara Kuritz, Product Switching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Ripe for
Antitrust Scrutiny?, 7 J. GENERIC MEDICINES 122 (2010).
Abbott Labs v. Teva Pharms, 432 F. Supp. 2d 408, 415 (D. Del. 2006).
Teva's Answering Brief in Opposition to Abbott's and Fournier's Motion to Dis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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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其學名藥競爭者Teva公司對TriCor專利藥提出第四款聲明之上市申請
（Paragraph IV ANDA），讓Abbot公司意識到有學名藥廠與之競爭的可能性。
隨後在2001年，Abbott公司進行了第一次產品跳躍，其將TriCor從「膠囊型」
改成「錠型」，並且停止銷售膠囊型配方，向各藥局買回膠囊型的存貨，從藥
30

品市場上全面撤除舊版膠囊型TriCor 。此外，Abbott公司還修改了美國國家藥
品資料庫（the National Drug Data File, NDDF）中有關TriCor的記載。
NDDF是一個提供「FDA已核准藥物資訊」的私營數據資料庫（a private
31

database of FDA-approved drugs） ，其功用是讓藥師確認究竟有哪些學名藥
可替換醫師處方簽上之特定專利藥。NDDF資料庫會連結專利藥和與其有生物
相等性（bioequivalent）的學名藥，其資料來源是學名藥廠申請ANDA時所繳
32

交的資料 。而本案Abbot公司將舊版膠囊型TriCor的在NDDF代碼（the NDDF
33

code）修改為「過時」（obsolete） ，使得舊版膠囊型TriCor被列為新版錠型
34

TriCor的非關聯性藥物 ，未來上市的所有膠囊型學名藥也因此喪失了與新版
錠型TriCor的關聯性。假若醫師於處方簽上填寫的是新版錠型TriCor，那藥師
35

就不能用膠囊型的學名藥加以替換 ，Abbott公司因此成功阻止了Teva公司學
名藥的替代可能性。
因應此種變化， Teva公司決定跟隨Abbott公司的腳步發展錠型學名藥，並
36

於2002年6月向FDA提出ANDA申請 。Abbott公司得知此事後，決定於2003年
進行第二次產品跳躍。其發展出第二代的錠型 TriCor，主打不需再和食物一起
37

38

服用，並再次於市場撤除第一代錠型 TriCor 及更改NDDF代碼 ，再次阻止
第一代錠型TriCor學名藥的替換可能性。由於Abbott公司一而再的產品跳躍行
為，導致Teva公司學名藥的替換率極低，惟有醫師在處方簽上明確寫出藥品的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Counterclaims Ex. A, Abbott Labs. v. Teva Pharms, 432 F. Supp. 2d 408 (D. Del. 2006)
(No. 02-1512).
Abbott Labs v. Teva Pharms, 432 F. Supp. 2d at 408.
Royall et al., supra note 22, at 3.
DUSA Pharms. Inc. v. River's Edge Pharms., No. 06-1843, 2006 U.S. Dist. LEXIS
29852, at 4 (D.N.J. May 15, 2006).
Teva's Answering Brief, supra note 29, Ex. A.
Abbott Labs v. Teva Pharms, 432 F. Supp. 2d at 416.
Id. pts. II.A & I.B.
Teva's Answering Brief, supra note 29, Ex. A.
Abbott Labs v. Teva Pharms, 432 F. Supp. 2d at 41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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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Fenofibrate時，Teva公司的學名藥才有替換可能，最終Abbott公司一直穩
39

定維持極高的TriCor銷售量 。
2005年， Teva公司與其他原告

40

對Abbott公司提起反競爭訴訟，指控

41

Abbott公司非法維持TriCor的獨占地位 ，此外，截至2008年7月，尚有25州和
哥倫比亞特區（the District of Columbia）政府加入原告陣營，指控Abbott公司
42

藉由產品跳躍行為此種「反學名藥策略（anti-generic strategy）」 ，阻礙學名
藥廠參與藥品市場競爭，請求法院判命Abbott公司支付其行為造成的各州公共
衛生機構（state public health agencies）和個人消費者（individual consumers）
43

超額支出的三倍損害賠償 。而Abbott公司則宣稱其所為的產品改良行為屬於
競爭法上當然合法（per se legal）的行為。雖然，使用Abbott公司第一代錠型
TriCor之病患幾乎接近百分之百改用了第二代錠型 TriCor，但Abbott公司自認
44

其僅係單純推出造福人群的新版本藥品，並未阻止競爭對手進入市場 。
（二）、Abbott案法院見解
Abbott案承審法院對於產品跳躍的分析，乃是基於Berkey Photo, Inc. v.
45

46

Eastman Kodak Co. （下稱Berkey案） 和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下
稱Microsoft案）等前案判決而來。
其中Microsoft案的主要爭點，乃是Microsoft的網頁瀏覽器（web browser）
和Windows作業系統（Windows operating system）兩種本是獨立銷售的商品，
技術整合為單一商品之搭售行為是否違反競爭法。該案法院指出雖然司法體系
尊重各產業的產品創新行為，但這不代表市場獨占者所有的產品設計決策本身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Id. at 416.
Id. at n.1. 本案原告包含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and Teva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Ltd.; Impax Laboratories, Inc.; Walgreen Co., Eckerd Corp., The Kroger Co.,
Maxi Drug, Inc., Albertson's, Inc., Safeway, Inc., and Hy-Vee, Inc.; CVS Pharmacy, Inc.,
Rite Aid Corp., and Rite Aid Headquarters Corp., Pacificare Health Systems, Inc.和直接
消費者。
Reply Brief in Support of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s and Teva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Ltd.'s Motion to Supplement and Amend Their Answers to Assert Antitrust
Counterclaims, at 1-2 432 F. Supp. 2d 408 (D. Del. 2006) (No. 02-1512),.
Florida v. Abbott Labs., 2008 WL 4107684, No. 08-155, at 4-5, 15-21, 32-37, 41-43.
Id. at 72-73.
Bruce Japsen, Abbott Set for Battle over Generic TriCor, CHI. TRIB., at C1 (May 17,
2005).
Berkey Photo, Inc. v. Eastman Kodak Co., 603 F.2d 263 (2d Cir. 1979).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253 F.3d 34 (D.C. Ci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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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都是當然合法 。法院認為應採取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的判斷標準，由
原告提出獨占者其行為造成何種反競爭的危害，而被指控濫用獨占地位的被
48

告也可提出其行為有利於促進競爭或市場運作效能之效益 ，最終由法院去衡
量被告行為所導致之損害和其所帶來的正面效益孰輕孰重，以決定其是否濫
用獨占地位。而Microsoft案中，原告美國政府提出Microsoft系爭搭售行為運用
Windows作業系統之獨占地位，阻礙消費者選擇其他品牌之網頁瀏覽器，已證
明系爭行為所帶來的反競爭效果，但是Microsoft無法說服法院其所帶來的市場
49

正面效益大於反競爭之損害，因而敗訴 。
而Berkey案，則涉及獨占者單純就既有產品引進新一代改良產品加以替
代。該案法院認為業者企圖發展出更優良的產品，乃是市場競爭的重要要
50

素 ，只要沒有將任何競爭者屏除於市場之外，或是因此強迫消費者購買其新
51

產品，那其推出新產品的行為是當然合法的（per se legal） 。既然是當然合法
的，法院就不會去衡量引進新產品的行為所帶來的競爭效益與傷害孰輕孰重。
該案中法院認為透過消費者自願性地選擇購買獨占者所推出的新產品或是其他
競爭者的產品，市場機制本身已藉此衡量過獨占者行為所帶來的競爭效益與傷
害之輕重（weighing had already occurred in the marketplace）。質言之，Berkey
案的判決重點，在於消費者是否仍有選擇的自由。蓋若非以此作為主要判斷標
準，仔細加以區辨，將可能導致所有消費者選擇購買獨占者改良後新產品的情
52

況，都被認定為獨占業者濫用其市場地位而違反競爭法之荒謬結論 。
Abbott案法院認為，在Berkey案中獨占業者僅推出新產品，並未從市場
53

移除任何既有產品 ；惟本案Abbott公司推出其新版原廠藥時，已從市場移除
54

55

舊版本TriCor ，更修改了NDDF代碼，剝奪了消費者自由選擇的可能性 。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判決原文為：”judicial deference to product innovation . . . does not mean that a
monopolist’s product design decisions are per se lawful.”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253 F.3d 34 (D.C. Cir. 2001).
Id. at 59.
Id. at 65-67.
Berkey Photo, 603 F.2d at 286.
Id. at 287.
Abbott Labs v. Teva Pharms, 432 F. Supp. 2d 408, 421 (D. Del. 2006) (citing Berkey
Photo, 603 F.2d at 286-87).
Id.
Id. at 422.
Abbott Labs v. Teva Pharms, 432 F. Supp. 2d 424 (D. Del. 2006) (citing Berkey Photo,
603 F.2d at 287 n.39).

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藥品業產品跳躍行為之競爭法研究

11

消費者乃是因為無從選擇，才只好跟隨Abbott公司跳躍採用新版本的TriCor。
故新版原廠藥所獲得的市場成功，無法作為其行為所帶來市場競爭效益之代
56

表 。至於究竟要到何種程度才稱得上已剝奪消費者選擇可能性，法院認為並
無須達到全面阻擋競爭者進入市場的地步。若被告攔阻了相當數量的競爭者
（a substantial number of rivals）、嚴格限制了市場範圍（severely restrict the
markets ambit）或阻擋了該市場中最具成本優勢的競爭方法（the most costefficient means of competing），如本案造成學名藥無法加以替換之情況，就有
57

可能被認定為違反競爭法 。
本案法院並未採用Berkey案當然合法之基本態度，而是採用Microsoft案的
合理原則作為判斷標準，就個案事實衡量產品跳躍行為所帶來的市場競爭效益
58

和損害孰輕孰重 。這意味著在藥品業的產品跳躍案件中，原告負有初步的舉
證義務（have an initial burden），其須舉證產品跳躍行為確實帶來反競爭之損
59

害，再由被告舉證此一損害可透過其行為所帶來的市場正面效益加以平衡 。
本案經過法院衡量雙方主張與所舉證據之後，決定駁回Abbott公司所提出駁回
60

原告起訴之聲請 。最終Abbott公司於2008年11月20日同意支付1.84億美元給原
告Teva公司，並於2009年4月9日以2.5億美元和集體訴訟原告中之直接消費者
（direct purchaser class plaintiffs）達成和解，且於2010年1月7日以2,250萬美元
61

和剩餘原告達成和解，才結束此一爭訟 。

三、Walgreen Co. v. AstraZeneca Pharmaceuticals L.P.
（一）、美國AstraZeneca案事實介紹
Omeprazole化合物是種質子泵抑制劑（proton pump inhibitor），
AstraZeneca公司（以下簡稱AZ公司）以此為有效成分，研發出治療胃灼熱的
62

專利藥Prilosec 。Prilosec曾是AZ公司最暢銷的藥物，1999年光是在美國市場
56
57
58
59
60
61

62

Id. at 421-22.
Id. (quoting US v. Dentsply Int, Inc., 399 F.3d 181).
Id. at 422.
Royall et al., supra note 22, at 6. (quoting Abbott Labs, 432 F. Supp. 2d at 422).
Id.
Shannon Henson, Abbott Coughs up $ 23M to Settle Patent Fraud Claims, LAW360 (Jan.
7, 2010, 5:02 PM ET), http://www.law360.com/articles/142256/abbott-coughs-up-23mto-settle-patent-fraud-claims.
Walgreen Co. v. AstraZeneca Pharms. L.P., 534 F. Supp. 2d 146 (D.D.C.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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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的銷售額就超過40億美元 。AZ公司預估其對Omeprazole的專利於2001年到期
後，營收會因此大幅下降。為了防範未然，該公司1990年代中期於公司內部
展開了魚翅計畫（Shark Fin Project），希望找出阻撓學名藥與之競爭的有效戰
略。魚翅計畫提出兩個方案，一是研發另外一種新藥物，二則是進行產品跳
躍。但基於新藥研發相當困難，AZ公司決定進行產品跳躍，搶在學名藥尚未
64

進入市場前，先引進名為Nexium的新藥物 。
而舊版Prilosec和新版Nexium，兩者同為質子泵抑制劑，其間僅在於立體
65

化學方面有所不同（with a different stereochemistry） 。AZ公司極力推廣新
版Nexium，大力鼓吹醫師於處方簽上以Nexium取代Prilosec，並同時停止對於
66

Prilosec的所有促銷活動 。Nexium的銷售量因而一路狂飆，Prilosec的銷售量
67

則一落千丈 。最後當舊版Prilosec的學名藥進入市場時，AZ公司原有的龐大
銷售額已大幅轉向新版Nexium。AZ公司本身的Prilosec銷售量都相當低迷，更
68

遑論Prilosec的學名藥，因在藥房缺乏替換機會導致其銷售狀況非常慘淡 。在
2006年12月，以全國性連鎖藥局Walgreen為首的原告對於AZ公司提起訴訟，指
控該公司將消費者從有學名藥與之競爭的Prilosec，轉換至成分幾乎相同卻無學
69

名藥競爭的Nexium，以達到非法獨占質子泵抑制藥劑市場之目的 。
（二）、美國AZ案的法院見解
由前述之Abbott案判決，可以看出消除消費者的選擇可能性（elimination
of choice）是產品跳躍行為是否違反競爭法的重要判斷因素。美國AZ案法院
接續此一觀點，認為原告對AZ公司所提出之反競爭指控，欠缺這項重要因
素

70

。蓋AZ公司雖推出Nexium，但其並未主動從市場撤出舊版Prilosec，所

以這反而增加了消費者的選擇性。換言之，AZ公司之行為，實際上乃是推出
新版Nexium，和其既有產品Prilosec以及其他公司的Prilosec學名藥，彼此競逐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Id.
Id.
Jessie Cheng, An Antitrust Analysis of Product Hopping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2 COLUM. L. REV. 8 (2008).
Plaintiffs' Statement of Points of Authority in Opposition to Defendants' Motion to
Dismiss at 9, Walgreen Co., 534 F. Supp. 2d (No. 1:06-cv-02084-RWR).
Id. at 3-4, 9-10.
Walgreen Co. v. AstraZeneca Pharms. L.P., 534 F. Supp. 2d at 149.
Id. at 147-49.
Id. at 149, 1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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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市場版圖 。雖然AZ公司積極向醫師推廣Nexium並停止推廣舊版Prilosec，但
Prilosec仍為現實上醫師可得使用的處方藥。再者，競爭法並未禁止AZ公司積
極從事Nexium的市場行銷與推廣，即便該公司對於促銷Nexium和Prilosec的強
度有所差異，但對於旗下產品採取不同強度的促銷活動與行銷策略，在競爭法
上仍屬AZ公司可得自由決定之範圍。據此，法院核准本案AZ公司撤銷原告起
72

訴之聲請（a motion to dismiss），AZ公司獲得勝訴 。

四、Mylan Pharmaceuticals, Inc. v. Warner Chilcott Public Limited
Co.
（一）、Warner案重要性與案件事實
Warner案的重要性，在於美國聯邦層級競爭法執法機關之聯邦交易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在本案以法院之友的身分，首次明確表
達其對藥品業產品跳躍行為所抱持的基本態度。本案的產品跳躍行為，介於前
述兩案例系爭行為之間。本案中Warner公司被指控與其共同被告進行至少三次
的產品跳躍，以延緩學名藥廠與Warner公司治療嚴重痤瘡（青春痘）的Doryx
專利藥彼此競爭。首先，Doryx從膠囊型（capsules）改成錠型（tablets）；其
次，Doryx從75毫克和100毫克的錠型改為單劑150毫克的錠型；最終，Doryx
從150毫克的表面單刻線版本（a single-scored version）轉換成雙刻線版本（a
dual-scored version）。Warner公司每次推出新版Doryx後，就停止促銷並最終
從市場撤除舊版本的Doryx。但與Abbott案被告不同的是，Warner公司並未去修
73

改NDDF代碼 。
原告Mylan公司指控Warner公司上述產品跳躍行為，在療效上只帶給消費
者很小幅度的改良，卻迫使Mylan公司等學名藥競爭者必須一路跟進發展新版
本學名藥，方可適用學名藥自動替換制度，這摧毀了Doryx原本應該面對的市
74

場競爭狀況 。被告Warner公司則反駁，原告Mylan公司等同在主張，專利藥廠
在競爭法上有義務繼續維持、促銷其過期的舊配方，但事實上競爭法並未課予
75

專利藥廠此種讓學名藥廠搭便車（free riding）而為競爭的義務 。被告並主張
71
72
73

74
75

Id. at 151.
Id. at 151-53.
Complaint at 2-5, Mylan Pharm., Inc.v. Warner Chilcott Pub. Co., No. 12-3824 (E.D. Pa.
July 6, 2012).
Id. at 2, 9.
Memorandum of Law in Support of Defendant Warner Chilcott’s Motion to Dismiss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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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lan公司的經濟規模是Warner公司的兩倍，Mylan公司完全有足夠資源可以自
76

行推廣旗下的學名藥產品，無須仰賴美國各州的學名藥替代制度 ，Mylan公司
77

的主張事實上只暴露出學名藥廠現行商業模式本身所潛藏的問題 。
（二）、FTC法院之友意見書
早在2007年，當時的FTC主席Deborah Platt Majoras就曾在公開場合提及產
78

品跳躍行為是FTC正在關注的議題 。2012年11月21日，FTC委員以4比1的比
79

數通過就Warner案提交法庭之友意見書（amicus brief）表達該會立場 。該意
見書除了介紹藥品市場競爭環境與學名藥之重要性外，更引用著名競爭法學者
Herbert Hovenkamp等人的意見，指陳產品跳躍行為大多欠缺實質的技術革新，
多為專利藥廠藉由操弄複雜的藥品規範來延緩產品面臨學名藥進入市場競爭，
80

故藥品業的產品跳躍行為可能構成反競爭訴訟之基礎 。雖然美國法院多不願
意質疑各產業中推出新產品的創新價值，但FTC在意見書中特別提到，帶有反
81

競爭性質的產品重新設計，這個問題在藥品產業之中顯得特別突出 。專利藥
廠事實上只需提供相較於舊版本治療優勢差異甚少的新版原廠藥，就可以藉此
阻礙學名藥競爭，繼續維持一段獨享高額利潤的期間，對於專利藥廠而言具有
相當大的操弄誘因。
在本案中，Warner公司嗣後向法院聲請撤銷原告之訴（a motion to dismiss
the case），主張其更新配方之行為本身在競爭法上乃是當然合法（per se
legal）。對此FTC也指出，若適用Warner公司所主張的當然合法判斷標準，
將會助長更多專利藥廠操縱藥品上市監管制度，破壞聯邦和各州促進學名藥

76
77

78

79

80

81

16-19, Mylan Pharm., Inc. v. Warner Chilcott Pub. Ltd. Co., No.12-3824 (E.D. Pa. Oct. 1,
2012).
Id.
Order on Motion to Dismiss at 2-3, Mylan Pharm., Inc. v. Warner Chilcott, No. 12-3824
(E.D. Pa. Jun. 12, 2013).
Deborah Platt Majoras, Maintaining Our Focus at the FTC: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Challenges in Protecting Consumers and Competition,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Nov. 15, 2007), 6, http://www.ftc.gov/speeches/majoras/071115fall.pdf.
其中Rosch委員沒有投票。Brief for FTC as Amicus Curiae at 1, Mylan Pharm., Inc. v.
Warner Chilcott Pub. Co., No. 12-3824 (E.D. Pa. Nov. 21, 2012).
Id. at 9 (quoting HERBERT HOVENKAMP ET AL., 1 IP AND ANTITRUST § 15.3
15-75 (2d ed. 2010)).
Brief for FTC as Amicus Curiae at 17, Mylan Pharm., Inc. v. Warner Chilcott Pub. Co.,
No. 12-3824 (E.D. Pa. Nov. 2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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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加入市場競爭之法律規範 。故FTC主張應該採用Abbott案法院所適用之合理
原則判斷標準。可惜的是，Warner案法院最終駁回被告撤銷起訴聲請的命令
（dismissal order），僅約略提及FTC法庭之友意見書，對於本案的判決結果似
乎並未產生明顯影響。無論如何，本意見書乃是FTC統整其內部意見，首次就
83

產品跳躍行為正式對外表示其基本看法 ，仍然值得重視。
（三）、Warner案法院見解
本案特別之處，在於法院見解並未依循先前Abbott案和AZ案的判斷方式。
若依循上開前案立場，法院應著重於Warner公司逐步從市場上淘汰舊版原廠
藥的行為是否剝奪了消費者的選擇，但法院在Warner案的裁判之中卻未提及此
84

一概念 。本案承審的Diamond法官指出，聲請撤銷起訴的被告論點已經涉及
事實層面，超出起訴狀所應討論的範圍，故其認為這不是現階段依照聯邦民
事訴訟規則所需要考量的問題，雖然Diamond法官本身懷疑本案系爭產品跳躍
85

行為是否真的違反美國競爭法，但無法在起訴階段處理本問題 ，故最終否決
了Warner公司請求駁回起訴的聲請，希望將實體問題留待即決判決（summary
86

judgment）審理階段再繼續討論 。有論者認為Warner案法院的決定脫離先前
判決以消費者選擇可能性為核心的判斷標準，卻未多加解釋或提出其他判斷標
87

準，對於競爭法闡釋與發展的貢獻度著實不大 。雖然如此，本案為美國最新
之產品跳躍相關案件，其訴訟仍在進行當中，值得繼續追蹤後續發展狀況。

參、歐盟法上產品跳躍行為案例分析
專利藥廠在美國發現藥品監管制度可透過產品跳躍加以操縱後，在歐盟市
場也如法炮製。若欲瞭解歐盟法上本議題之發展，首先必須明瞭歐盟基本的
醫藥監管規範，以及產品跳躍行為可能牴觸的歐盟運作條約第102條的規範內
容。

82
83
84
85

86
87

Id. at 19.
Royall et al., supra note 22, at 6.
Id.
Order on Motion to Dismiss at 3, Mylan Pharm., Inc. v. Warner Chilcott, No. 12-3824
(E.D. Pa. Jun. 12, 2013).
Id.
Royall et al., supra note 22, at 5.

第 21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6

一、歐盟醫藥監管與競爭法相關規範
88

醫藥業在歐盟屬於公共衛生政策之範疇 ，各會員國在不違反歐盟條約的
情況下，可自行訂立相關政策與法規。但因為藥品涉及人民健康，有其特殊
89

性，故歐盟仍然有權採取相關措施，以協調、補充會員國政策 。1990年代歐
盟會員國為推動市場整合並統一對於藥品的管制，協議由各會員國共同籌組歐
洲藥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該局於1995年正式成立運作。
須注意的是，該局並非以讓渡主權方式成立之國際機構，而是由各國共同管
理，並且保留各國國內之藥品監管機關，屬於與內國主管機關共存的超國界管
90

理機構 。在實體監管規範方面，歐盟與本議題最為相關的規範乃是2001/83/
EC指令，規定學名藥於歐盟申請上市時須以同劑型的專利藥上市許可證存在
為其申請前提。
而藥廠間之競爭關係受到歐盟競爭法之規範，其中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第102條規範事業濫用獨占地
91

位（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此乃歐盟競爭法的核心之一 。本條規定乃
係針對在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中具有獨占地位的事業濫用其市場力量，
92

且系爭行為對會員國間之貿易產生影響，才構成本條所稱之濫用獨占地位 。
歐盟競爭總署曾於2005年研討報告中明確提及歐盟運作條約第102條之立法目
的，乃是藉由保護市場上的競爭，達到促進消費者福利（consumer welfare）及
93

保障資源有效分配之目的 ，此與本文所採取之立場一致。關於競爭法案件的
88

89
90
91

92

93

參閱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第168
條。
參閱歐盟運作條約第2條第5項和第6條第a項。
參閱歐洲藥品管理局網站：http://www.ema.europa.eu/ema/。
現行歐盟運作條約第102條，即原歐體條約第82條，鑒於里斯本條約已於2009年
12月1日生效，考量行文之方便，本文均以歐盟運作條約第102條稱之。參閱陳麗
娟，里斯本條約後歐洲聯盟新面貌，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頁
3。
Case 6/72 Europemballage Corporation and Continental Can Company Inc. v
Commission【1973】ECR 1973; Case 27/76 United Brands Company and United
Brands Continental BV v Commission【1973】ECR 207; Case 322/81 NV
Nederlandsche Banden lndustrie Michelin v Commission【1983】ECR 3461; Case
62/86 AKZO Chemie BV v Commission【1991】ECR I-3359.
DG Competition Discussion Paper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2 of EC Treaty to
Exclusionary Abuses, EUROPEAN COMMISSION (December 2005), para. 54, http://
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art82/discpaper20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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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程序，則是依歐盟運作條約第263條規定，可由適格之原告向執委會提出
檢舉，經執委會進行調查後作出決定，假使被告一方對該決定有異議，可向初
審法院（General Court）提起無效之訴，若被告仍不服初審法院判決結果，可
再上訴至歐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二、歐盟AstraZeneca案重要性及其案件事實
歐盟的AstraZeneca案（下稱歐盟AZ案）為歐盟藥品業涉及濫用獨占地
94

位的首宗案例，也是歐盟第一件涉及產品跳躍行為之法律案件 ，預期將對
歐洲藥品產業產生重要影響，實有加以瞭解之必要。本案系爭藥品Losec是
95

醫藥史上非常成功的產品，乃是治療胃潰瘍等消化道疾病之重要制酸劑 。
AstraZeneca（下稱AZ公司）早在1979年即對Losec的有效成分Omeprazole在歐
洲提出專利申請，並且在同年獲得歐洲地區廣泛的專利權保護。
AZ公司被控濫用獨占地位之行為有二，一是涉嫌濫用1992年通過的專利
延長保護制度（supplementary protection certificates regulation, SPC）。本制度
乃是透過延展藥品專利保護期限，以彌補藥廠從申請專利到藥品取得上市許可
96

證（market authorisation）所耗費的漫長行政處理時間之不利益 。AZ公司藉
97

由提供錯誤資訊，以適用專利延長保護制度為Losec不當取得更長的專利期間

。第二個行為是產品跳躍行為。Losec原為膠囊型（capsule），後更改為錠型
（MUPS tablets），採用微粒藥物控釋系統（Multiple Units Pellets System），
含有腸溶性微粒。AZ公司選擇性地向部份歐盟會員國醫藥主管機關註銷（de94

95

96

97

關於事業適用濫用獨占地位之爭議，歐盟法院早於1973 年的Continental Can
Company案就已提出具體闡釋，參閱Case 6/72 Europemballage Corporation and
Continental Can Company Inc. v Commission【1972】ECR 215。然而直至2005年才
出現首宗藥品產業涉及濫用獨占地位案件，使得本案受到矚目，頗具指標性。
像是胃食道逆流、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等疾病，均源於胃酸分泌過量所致，需
投以抑制胃酸分泌的藥物以使體內酸性環境回復正常，而其中最有效也最常用的
制酸劑就是PPIs。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1768/92 of 18 June 1992 Concerning the Creation of a
Supplementary Protection Certificate for Medicinal Products 1 (OJ L 182, 2.7.1992).
實際上Losec最早於1987年4月在法國取得有效上市許可，但AZ公司卻以1988年3月
21日作為其第一次取得有效上市許可之日期。在1993年6月和1994年12月兩次專利
申請中，該公司分別對丹麥、比利時、德國、荷蘭、挪威和英國等地的專利主管
機關，以及德國與挪威法院都有隱匿、誤導性陳述或提供錯誤資訊之行為，以延
長其專利保護期間。相較於產品跳躍行為，誤導性陳述之不法性較為明顯，亦非
本文重點，故本爭點之執委會與初審法院見解皆將予以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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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er）Losec舊版膠囊型之上市許可證。由於學名藥在歐盟國家申請上市
98

時，必須以同劑型的原廠藥上市許可證存在為其前提 ，AZ公司藉由此達到
排除學名藥廠與其競爭Losec市場之目的。因此其競爭者Generics Limited和
99

Pharmaceuticals Generics AB 在1990年以AZ公司涉嫌濫用獨占地位以阻礙學名
藥進入市場，向歐盟執委會提出檢舉。

三、執委會處分
歐盟執委會於2005年6月15日做成決定，認定AZ公司濫用專利延長保護制
度與學名藥上市許可之規定，以達到阻礙學名藥上市之目的，構成歐盟運作條
約第102條之獨占地位濫用

100

。對於相關市場的界定，歐盟執委會認為系爭專

利藥屬於質子泵抑制劑（proton pump inhibitors, PPIs）市場，而上一個世代用
來治療相關疾病的產品是H2 blockers

101

。而在1990年代PPIs雖然較H2 blockers

更為昂貴，但是明顯地取代了H2 blockers的銷售地位，應可認定兩者分處不
同市場。AZ公司在比利時、荷蘭、挪威、瑞典、丹麥、英國和德國的PPIs市
場，擁有高市占率且為市場的先驅者（first mover），相較於其他競爭者取得
並維持較高的產品售價。AZ公司此種以超過一般價格水平（the reimbursement
level）收取溢價的能力，直接反映了該公司在PPIs市場的強大市場力量

102

，因

此執委會最終認定AZ公司在歐盟PPIs市場中具有獨占地位。
有關產品跳躍行為，AZ公司決定在荷蘭、丹麥和瑞典推出錠型Losec並退
出膠囊型的市場。該公司在1998年3月19日至2000年底，陸續向三國主管機關
要求註銷Losec膠囊型的上市許可證。執委會認為，處於獨占地位的事業負有
特殊責任，於運用政府程序或管制規定（public procedures and regulation，如藥
品上市許可程序）時，若有明顯意圖藉此從市場上排除競爭對手 (a clear intent
to exclude competitors)，特別在主管機關對該程序僅擁有少量或幾乎沒有裁量
98
99

100

101

102

Directive 2001/83/EC.
英國Generics Limited與瑞典Pharmaceuticals Generics AB公司，皆為英國Merck
Generics之分公司。
全文可由此下載：http://curia.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jus?text=&do
cid=131490&pageIndex=0&doclang=EN&mode=req&dir=&occ=first&part=1&c
id=15589。
全名為乙型組織胺受體阻斷劑（H2-receptor antagonists），又稱H2阻斷劑，成份
中含有histamine2。
Niklas Fagerlund & Søren Bo Rasmussen, AstraZeneca: The First Abuse Case in the
Pharmaceutical Sector, COMP. POL’Y NEWSLETTER, at 56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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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際，可能構成獨占濫用行為

103

。執委會並不反對AZ公司退出膠囊型市場

並投入錠型市場，假若單純涉及申請或註銷許可證之行為，通常並不致構成
濫用獨占地位。但AZ公司註銷其上市許可證之行為，並非當時業界的標準作
法。主管機關核發藥品上市許可證之目的，雖係用以確認業者得將獲得核准
之藥品上市銷售，的確非以促進學名藥進入市場（to facilitate entry of generic
products）為其目的，但是核發上市許可證之制度設計，也並非有意提供專利
藥廠以其作為排除學名藥競爭者的工具

104

。AZ公司註銷許可證行為與學名藥

上市許可制度相連結之後，該公司便可防堵Losec的學名藥取得上市許可，其
行為背後關鍵目的乃是為了排除來自學名藥廠的競爭，應構成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條獨占地位之濫用

105

。執委會決定課以AZ公司6千萬歐元罰款，AZ公司不
106

服，以歐盟執委會為被告向初審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撤銷執委會的決定 。

四、初審法院見解
關於獨占地位之認定，AZ公司主張雖然H2 blockers與Losec在物理、化學
成份與生產技術都有所差異，但兩者同為醫師治療胃酸引起的消化道疾病時可
以替代的處方藥，因此相關市場範圍應該包含H2 blockers藥品在內。初審法院
考量Losec的有效成份Omeprazole，相較於H2 blockers療效更佳、速度更快、安
全性更高，且Losec於1991年至2000年間成功取代H2 blockers成為市場上治療
該等疾病之主要銷售藥品，因而採納執委會之意見，認定兩者分屬不同相關市
107

場 。初審法院認為AZ公司身為市場先驅且擁有Omeprazole之專利權，與主要
採購者歐盟各國政府之間擁有相對於其他競爭者更高的議價能力，顯示出該公
司於相關市場中所擁有的獨占地位

108

。而歐盟法院早在 Michelin案

109

與United

110

Brand案 中便曾提出獨占事業具有「維護市場競爭不受扭曲」的特殊責任。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Id. at 54.
Id. at 55.
Id.
Case T-321/05 AstraZeneca AB and AstraZeneca plc v European Commission【2010】
ECR 0000.
Id. paras. 28-38.
Id. para. 517.
Case 322/81 NV Nederlandsche Banden Industrie Michelin v Commission【1983】
ECR 3461, para. 57.
Case 27/76 United Brands Company and United Brands Continental v Commission
【1973】ECR 207, para.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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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濫用專利延長制度，初審法院採取執委會之見解，認為AZ公司構成
111

濫用市場獨占地位，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102條 。而關於濫用學名藥上市許
可程序的指控，AZ公司主張其係依1965年理事會第65號指令與1987年第22號
指令之規範所為的合法註銷行為。該公司之所以選擇性註銷部分國家的藥品上
市許可，是因為錠型Losec於丹麥、挪威與瑞典等地市場接受度高，逐漸取代
原有膠囊型Losec，其註銷行為僅為維持銷售獲益與保障事業的競爭力，並無
濫用獨占地位之虞

112

。對此，初審法院採納AZ公司的主張，其認為歐盟執委

會無法提出證據，證明AZ公司註銷上市許可證乃係基於排除學名藥廠競爭之
目的，因而認定該公司選擇性註銷許可證之行為未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102條
之規定。由於AZ公司產品跳躍行為並未構成濫用獨占地位，初審法院改判課
處AZ瑞典分公司與英國公司共同負擔4,025萬歐元罰鍰，並另就瑞典分公司加
113

罰1,225萬歐元，總計5,250萬歐元 。AZ公司仍表不服，於2010年9月16日上訴
到歐盟法院。

五、歐盟法院見解
歐盟法院於2012年12月6日，判決認定AZ公司兩項系爭行為均構成濫用
PPIs市場獨占地位，判定AZ公司必須支付5,250萬歐元的罰款

114

。對於市場獨

占地位之界定，歐盟法院認為初審法院對於本案相關市場等認定，乃是經過仔
細考慮相關證據後所得出的結論，故歐盟法院認同初審法院的判斷。對於濫用
專利延長制度的爭議，歐盟法院認為若僅單純與專利主管機關間出現溝通上
的錯誤，通常不太可能被認定為獨占地位之濫用，惟若存有「高度誤導性的陳
述」（highly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s），而其行為目的在於導致主管機關陷
入錯誤（with the aim of leading public authorities into error）時，則毫無疑問地
會被認定為構成獨占地位濫用。歐盟法院指出歐盟運作條約第102條「濫用」

111

112

113

114

AstraZeneca Abuse of Government Procedures in the Pharmaceutical Sector,
COMPETITION DIRECTORATE-GENERAL (Aug. 13, 2007), http://ec.europa.eu/
competition/sectors/pharmaceuticals/astrazeneca.pdf.
Case T-321/05 AstraZeneca AB and AstraZeneca plc v European Commission【2010】
ECR 0000, para. 621.
Case T-321/05 AstraZeneca AB and AstraZeneca plc v European Commission【2010】
ECR 0000, para. 913.
C-457/10 P AstraZeneca AB and AstraZeneca plc v European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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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的概念是客觀的，然而歐盟法院卻又仔細地考量藥廠是否蓄意為錯誤陳述 。
根據AZ公司的內部文件，證明該公司其實意識到其行為和專利延長制度之規
定並不相符後，仍在相當長時間內繼續此種錯誤的做法。歐盟法院以此認定
AZ公司蓄意誤導專利主管機關和法院，構成歐盟運作條約第102條之獨占濫
116

用 。
關於產品跳躍行為，歐盟法院認為AZ公司雖有合法的權利註銷其不再需
要的藥品上市許可證，以減削其成本（cut down costs）和維持現有的銷售水平
（preserve existing levels of sales），但這不意味著AZ公司註銷藥品上市許可證
的行為，必然不致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102條。關鍵在於適用第102條規定之
時，必須將獨占業者註銷許可證行為的整體背景脈絡（the entire context of the
deregistration）全部均納入考量，而非只探究單一的註銷行為（rather than just
the simple act）。歐盟法院在審理過程中，發現AZ公司有內部書面記載該公司
之目的乃係意圖藉此行為排除競爭，即便不能完全阻止學名藥，也要使之難
以競爭。法院認為證據調查之結果，足以顯示AZ公司乃蓄意產品跳躍行為以
達到反競爭目的，因而認定該公司行為具有潛在的反競爭效果（potential anti117

competitive effect），構成歐盟運作條約第102條之獨占濫用 。

肆、產品跳躍行為的競爭法分析
一、產品跳躍案例的市場界定
綜觀上述四件產品跳躍案例，不論美國或是歐盟，法院均將同一有效成分
之專利藥及學名藥界定為單一市場，並認定為該等案件所應考量之相關市場
（relevant market）。在歐盟AZ案之中，市場界定成為當事人雙方爭論焦點之
一，法院也就該案相關市場範圍明確地加以剖析與認定。但在美國三件產品跳
躍案件中，法院判決雖有提及系爭產品之市場狀況（如TriCor每年銷售額高達
7.5億美元等），卻未詳細闡述何以單一有效成分藥品作為本案相關市場之理
115

116
117

Marta Garcia & Julianne O’Leary,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Rejects AstraZeneca’s
Losec Appeal, LEXOLOGY (Dec. 18, 2012), http://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
aspx?g=4707a6b5-abdf-446f-8750-612a9d3a96b6.
Id.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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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有論者整理美國過往競爭法訴訟案件，發現市場界定此一爭點，在競爭法
訴訟之中具有對於訴訟判決結果影響甚大、舉證責任在原告身上、很少在訴訟
118

初期就迅速解決等三大特色 。由於美國至今出現的三件產品跳躍案件，均是
針對被告聲請法院撤銷原告起訴（motion to dismiss the claim）所作成的決定，
屬於法院在訴訟初期所作成之司法裁判，而依上述有關市場界定通常不會在競
爭法訴訟初期即獲得解決的一般性觀察，或許可以描繪法院在此三案之中，對
於市場界定闡述為何如此簡略之可能原因。

二、產品跳躍的案例光譜
目前美歐已發生之四件藥品業產品跳躍案件，若由其系爭行為強度（the
strength of the facts）與法院判決結果觀之，恰巧形成一光譜。就專利藥廠的產
品跳躍態樣與強度而言，強度最大者應屬歐盟AZ案。本案系爭學名藥申請上
市之時，歐盟指令規定須以同劑型專利藥上市許可證有效存在作為前提，而
AZ公司藉由註銷膠囊型Losec之上市許可，使學名藥廠無法取得膠囊型學名藥
之上市許可，乃是操弄學名藥上市許可制度，全面性攔阻學名藥競爭者。而歐
盟法院亦以AZ公司內部所發掘的AZ公司主觀上蓄意排除競爭者的書面證據，
而認定AZ公司違反競爭法。
行為強度次高者，則為美國Abbott案。Abbott公司從市場上撤除舊版
TriCor，還將舊版藥的NDDF代碼修改為「過時」（obsolete），根本性地使其
競爭者無法適用學名藥自動替換制度。而本案美國法院採取合理原則判斷標
準，衡量Abbott公司產品跳躍行為所帶來的市場正面效益和競爭損害孰輕孰
重，認定Abbott公司之行為已達剝奪消費者選擇可能性之地步，否決Abbott公
司駁回起訴之聲請。Abbott公司最終以超過4億美元的高額和解金作為代價，
才得以結束此爭訟。
再次是美國Warner案。Warner公司先停止促銷並最終於市場撤除其舊版專
利藥，但Warner公司並未修改NDDF代碼。可惜的是Warner案承審法院並未依
循美國Abbott案和美國AZ案之判斷方式，亦未提出其他判斷標準，僅以駁回
起訴之聲請仍不夠成熟之非實體理由駁回Warner公司之聲請，繼續進行本案審
理。
雖然同為AZ公司所發動，但美國AZ案卻是目前為止專利藥廠行為強度最
118

M. Howard Morse, Product Market Definition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71
ANTIRTUST L.J. 10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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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產品跳躍案例。AZ公司在美國僅大力推廣新版Nexium，同時停止促銷舊
版Prilosec，並未從市場撤除之。而本案法院延續美國Abbott案的合理原則判斷
標準，認為AZ公司並未從市場撤除舊版藥，推出新版Nexium反而增加了消費
者的選擇性，故批准AZ公司請求駁回訴訟之聲請，判決原告敗訴。
若對比美歐法院上述案件判決結果，可以看出產品跳躍行為是否被認定為
違反競爭法，多取決於專利藥廠的行為強度。若專利藥廠產品跳躍行為操弄扭
曲學名藥參與市場競爭的核心規範（如歐盟的學名藥上市許可規範、美國的
學名藥自動替換制度），改變了原本法規設定的基本競爭環境，造成明顯的市
119

場競爭困難，則多會被法院認定違反競爭法 。蓋專利藥廠內心或多或少都隱
藏著限制學名藥廠競爭的主觀動機，但其外在所顯現出來的行為強度若有所不
同，法院對之是否違反競爭法的判斷結果亦將有所不同。

三、美國與歐盟法院處理標準之差異與評析
（一）、美歐法院的判斷標準比較
由上述的案例光譜，亦可看出美歐法院對於產品跳躍行為之判斷標準存有
差異。歐盟法院雖指出歐盟運作條約第102條濫用獨占的概念乃是客觀的，但
歐盟法院最終的判斷核心，卻是AZ公司內部足以顯現其主觀上蓄意排除競爭
的書面證據。故實際上歐盟法院對於產品跳躍行為的合法性判斷，偏重於專利
藥廠阻礙競爭的主觀證據。相較於歐盟法院，美國法院對於產品跳躍行為之競
爭法分析則是偏重客觀因素。摒除目前尚未對實體問題提出看法的Warner案，
Abbott案和美國AZ案均採用合理原則之判斷標準，必須衡量專利藥廠產品跳躍
行為所帶來的市場正面效益和競爭損害孰輕孰重，而判斷關鍵在於專利藥廠是
否已剝奪了消費者的選擇性。有論者認為若原告若能證明專利藥廠之行為減少
消費者的選擇性、新版原廠藥相較於舊版本的療效差異極小，或是除了阻止學
名藥替代可能性外，專利藥廠的行為找不到其他目的時，專利藥廠易被法院認
120

定為違反競爭法 。
（二）、歐盟法院著重主觀意圖可能造成的問題
歐盟法院著重於產品跳躍者之主觀意圖，可能造成不少問題。首先是主觀
意圖難以判定。專利藥廠所進行的任何商業策略與競爭手法，或多或少都含有
為自己爭取最大利益，盡可能從市場上排除其他競爭者之主觀動機與想法。且
119
120

Royall et al., supra note 22, at 72.
Silber et al., supra note 27, at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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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廠採取特定之競爭策略，其背後的主觀動機與目的可能是多重的，不易加以
釐清。難以確定藥廠是否具有排除競爭之主觀意圖，最終可能僅取決於法院的
121

解釋 。其次，法院若偏重從主觀層面認定反競爭行為，隨之而來的是法院、
當事人、律師、陪審團等訴訟參與者，必須耗費相當多的時間、心力與成本，
以釐清被告到底有無排除競爭的主觀上意圖。蓋欲釐清主觀意圖，往往需尋
找公司內部文件、內部人陳述等足以洞悉被告行為時主觀想法之證據（俗稱
smoking gun或hot evidence）。此時競爭法訴訟之進行重點，多會轉向爭論該內
部文件或個人陳述的真實性及其真正意涵，將無數時間、精力耗費在與市場態
122

勢、競爭效果較無關聯的文件真偽爭執之上，大幅延滯訴訟 。
再者，側重主觀意圖的判斷方式，將造成專利藥廠容易藉由竄改文件，或
在文件中迴避明顯涉及限制競爭的字眼來規避相關制裁

123

。歐盟AZ案判決出

爐之後，歐洲法律專業人士即建議藥廠，應避免製造可能被解讀為利用法規程
序延遲競爭者進入市場之書面證據

124

。如果歐盟法院持續採取偏重主觀意圖的

判斷標準，可以想見未來歐盟發生之產品跳躍行為，均可能因為行為人小心提
防，未遺留任何足以顯示其主觀意圖之書面證據，而得以逃脫競爭法之規範。
不過為了防止註銷藥品許可證以進行產品跳躍之操弄作法再度發生，歐盟已修
改學名藥上市許可規範。修正後的2004/27/EC指令，已經不再要求學名藥上市
申請須以專利藥上市許可存在為必要，以彌補原本易遭專利藥廠濫用的制度設
125

計缺陷 。
（三）、美國法院判斷標準可能存在的問題
有學者認為，Abbott案與美國AZ案法院均以「終端消費者是否仍得以自
由選擇」來分析產品跳躍行為，實則兩案法院都抱持一潛在但未經確認的假設
前提：消費者的自由選擇性，在醫藥產業和其他產業（如Berkey案的攝影器材
業、Microsoft案的電腦軟體業）適用上是沒有任何差別的。但是在醫療產業之
中，開立處方簽的醫師和健康保險公司對於藥品的選擇同樣居於重要地位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6

。

林彥妤，新經濟制度下反托拉斯法主觀要件之研究-以美國獨占、企圖獨占案件
之發展為中心，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頁47-48。
Spencer Weber Waller, The Use of Business Theory in Antitrust Litigation, 47 N.Y.L.
SCH. L. REV. 121-22 (2003).
RICHARD A. POSNER, ANTITRUST LAW 214-16 (2d ed. 2001).
Garcia & O’Leary, supra note 115, at 3.
Directive 2004/27/EC.
Amoresano, supra note 18, at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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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者亦指出對於藥品跳躍行為之規範，必須考量到寒蟬效應。蓋產品跳躍行為
並非絕不可能出現有價值的藥品革新，假若全部或絕大部分的產品跳躍行為均
以競爭法加以禁止，可能會形成過度管制，而對於具有價值的藥品改良造成不
127

必要的嚇阻 。

四、本文見解：競爭法對於產品跳躍行為之規範重點
了解美歐法院對產品跳躍案件判斷差異與相關評析之後，本文以下試圖統
整、分析產品跳躍行為於競爭法規範上應有之考量，以及較為合適的違法判斷
標準。
（一）、產品跳躍是中性行為，重點在於是否操弄法規制度
任何參與市場競爭的廠商擁有充分權利選擇其宣傳促銷之主力產品，或是
對其旗下商品進行不同程度、不同型態的促銷推廣活動，這是自由市場競爭十
分重要的一環。美國AZ案亦明確指出，專利藥廠對於旗下哪一種藥品進行強
力廣告促銷，原則上自由市場中應可自行決定，並不會因為此種「差別待遇」
而違反競爭法。至於註銷上市許可證，歐盟AZ案也明確指出核發藥品上市許
可證之目的在於證明藥商有將該藥品上市銷售之權利。若專利藥廠決定從今往
後不再銷售某產品，原則上的確有權利撤銷其上市許可證。因此競爭法上評估
產品跳躍之重點，應該擺在其行為整體（包含其他附隨的行為）是否操弄藥品
監管制度，破壞了原本法規所設定之基本競爭環境，造成消費者喪失選擇可能
性。
醫藥產業乃是複雜且注重創新的產業，專利藥廠推出之新配方的確可能有
較佳療效或較低副作用等優點，而更符合消費者的期待與喜好。假若全面性禁
止藥品業之產品跳躍行為，反而可能造成寒蟬效應，不利於醫藥產品之持續研
發與創新。如前述Abbott案第二次產品跳躍行為，促銷重點在於其第二代錠型
TriCor不需要和食物一起服用，亦即較為溫和而不傷胃。此點經作者訪談專利
藥廠與學名藥廠在臺經營階層，均肯定此為實質上有產品效能進步

128

。是以產

品跳躍行為本身應視之為中性行為，不宜逕以競爭法全面加以禁止。
如前述美歐實務案件光譜所呈現，美國Abbott案與歐盟AZ案，乃是涉及操
弄法規制度之典型案例。美國Abbott公司除了大力促銷新版TriCor外，尚將舊
127
128

Cheng, supra note 65, at 14.
2014年3月27日訪談永信藥品公司李芳全董事長；2014年4月8日訪談輝瑞藥廠臺
灣區蔡德揚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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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TriCor的NDDF代碼修改為「過時」，因此明顯阻礙Teva公司學名藥進入市
場競爭。即使前述曾有反對論者提及

129

，醫師和健保公司仍可選擇使用舊版學

名藥，Teva公司學名藥在市場上並非全無競爭可能性。然而在修改NDDF代碼
之後，病患身為終端消費者的自由選擇可能性，已因Abbott公司操弄學名藥替
換制度而遭到破壞，故應認定為違反競爭法。至於AZ公司在歐盟註銷藥品上
市許可之行為，無論其主觀動機為何，配合當時歐盟指令規定，將明顯造成學
名藥申請上市時會遭遇無法克服之市場進入障礙，明顯剝奪消費者之選擇可能
性，不當延續其作為市場先驅者原已擁有之獨占地位，牴觸競爭法禁止獨占濫
用之根本規範。
（二）、美國法院採用的合理原則較為適當
如本文肆、三、（二）所分析，歐盟法院見解過於重視主觀意圖，若採取
此一標準，日後此類案件可能不易再以競爭法加以規範。相較之下，美國法院
著重客觀層面之判斷方式應該較為適宜。而具體之判斷標準，一如FTC於法院
之友意見書所言，基於帶有反競爭性質的產品重新設計乃是藥品業相當尖銳
的問題，若適用Warner公司所主張之當然合法（per se legal）判斷標準，對專
利藥廠的誘因過大，將會促使更多專利藥廠去操縱監管制度。至於美國Abbott
案、AZ案和FTC一致採納之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可以依個案情形，充
分辨別本身為中性之產品跳躍行為是否嚴重妨礙消費者之選擇可能性，並且衡
量其所帶來的市場正面效益和競爭損害孰輕孰重，應該更為可採。
若採取合理原則作為違法判斷標準，在舉證責任方面應由原告舉證專利藥
廠之產品跳躍行為造成哪些反競爭傷害，例如指出被告產品跳躍行為與學名藥
申請上市之時間密接性，如何操弄藥品監管制度，對於消費者選擇可能性與市
場競爭所造成的損害程度等。其次再由被告提出其系爭行為是否具有其他正當
商業理由，例如原廠藥新舊版本間確實存有實質上的創新與增益，或提出維持
藥品上市許可證必須負擔年費或延展費用，或有義務進行上市後藥品試驗，所
130

費不貲 ，基於成本考量或是舊版藥品已落伍應予汰換等因素，始撤銷舊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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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本文肆、三、（三）。
各國對於維持藥品上市許可證所需負擔之義務種類與幅度並不一致，如歐盟
1234/2008/EC規則規定藥品首次核發上市許可證的效期是5年，爾後必須辦理展
延，在許可證到期前9個月內提出申請。若評估結果證實該藥品無安全疑慮，
則該藥品之許可證即永久有效；若評估的結果認為有疑慮，則再給予5年效期，
待再次期滿後再作評估。依照297/95/EC規則，許可證每次展延費用為10,000歐
元。在美國則採年報制度來管理已上市之藥品，每年須向美國FDA進行申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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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上市許可證等合理事由。最終再由法院衡量該等合理事由與競爭損害孰輕孰
重，個案決定產品跳躍行為可否通過競爭法檢驗。
（三）、適度修改藥品監管制度，可收正本清源之效
假若產品跳躍行為乃是利用藥品監管制度之特定缺失而來，則直接進行法
規制度修改，避免該制度繼續遭到操弄扭曲，亦不失為正本清源之道。例如歐
盟指令原本要求學名藥申請上市須以原廠藥許可證有效存在為前提。實則僅須
確定原廠藥非因為不良副作用等原因而遭撤銷許可證，學名藥上市與原廠許可
證是否存在之間，應無須具任何關聯才是。歐盟指令原本規定的結果，反將學
名藥能否進入市場之放行大權，交到專利藥廠手中。所幸歐盟當局發現之後，
已修法取消此一前提條件

131

。惟無論藥品監管制度究竟應否加以修改，既已存

在之產品跳躍行為若有反競爭之情事發生，並無法因此逃脫競爭法之規範。

伍、結語
隨著學名藥廠日益積極挑戰受專利保護之原廠藥，專利藥廠也致力發展各
種保護自己營收之競爭策略。產品跳躍行為涉及「有價值的創新」與「阻礙學
名藥競爭」間之拉扯，若錯誤地去譴責僅致力於吸引顧客而進行的藥品革新，
反而可能造成寒蟬效應，不利於藥品產業創新與競爭。故競爭法不應一昧禁止
藥品業之產品跳躍行為，而是該形塑一個可以均衡考量產品創新與維持藥品競
爭之判斷標準，有效分辨出扼殺消費者選擇可能而阻礙學名藥競爭之產品跳躍
行為。依照本文研究結果，可充分衡量個案產品跳躍行為所帶來的正面效益和
競爭損害的合理原則，應較偏重主觀意圖因素或當然合法之判斷標準，更為可
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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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上市後研究年報。每一藥品每年必須繳產品費用98,380美元。見陳慧如、陳
玲貴，各國藥品許可證管理制度之介紹，當代醫藥法規，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
心，41期，2014年，頁7-8。
參見本文肆、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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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評論人：李素華（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謝謝主辦單位的邀請，還有王立達教授非常詳盡與深入的討論。智慧財產
權與公平交易法競合問題，這幾年在國內外都是關注的焦點，智慧財產權或專
利權的正當性界限，以及公平交易法何時要介入，是相當困難的問題。王教授
選擇的醫藥產業有其特殊性與高度複雜性，這個產業本身相關的法規就相當複
雜，與一般電子產品製造完馬上可以上市不同。另外，其他廠商要進入這個產
業有其門檻，因為智慧財產法規會跟醫藥法規交錯，廠商除了運用專利制度試
圖來濫用智慧財產權賦予它的權利外，還可能會搭著醫藥法規裡給予的優惠或
規範，再去從事限制競爭的行為，於此同時又會以保護病患的安全與自由，或
是讓藥品變得更好等理由正當化其行為。因此，在判斷智慧財產權行使的正當
性時，會比其他一般產業需要考慮更多的問題。如果我們對於原開發藥廠採取
比較嚴格的態度，做比較高密度的審查與管制，可能因為智慧財產權保護不足
而導致藥廠不投入新藥研發。但是如果對於專利權保護又太過時，以臺灣為例
可能就會形成健保的財政赤字，或是病患因無健保而需自費購買藥物，卻無法
負擔高價藥品。
王教授也有提到美國藥廠為何會濫用這個制度，有涉及橘皮書與學名藥的
paragraph IV的上市申請制度等。雖然聽起來像是美國藥廠濫用美國的上市申
請制度，但是臺灣受到美國的影響，醫藥法規與制度正研議進行大幅的調整，
或許在幾年後就會有相同的案件到公平會。所以王教授這篇文章有相當重要的
前瞻性。
回到這篇論文上，王教授提出一個很重要的關鍵—產品跳躍行為，從原始
的膠囊改成錠劑，或是從膠囊變成錠劑，療效上可能有改變，感覺是廠商的商
業策略上的行為，但是為什麼競爭法有介入的空間？因為醫藥法規進行了嚴格
的限制，在從膠囊改成錠劑，或是從膠囊變成錠劑時，都需要醫藥衛生主管機
關嚴格的把關，產品上市前之時間會非常長。因此，雖然看起來只是產品形式
的調整，但是實際上已經透過這樣一個法規上的障礙與門檻，讓其他廠商無法
進入市場。會產生這樣的結果，是因為醫藥法規基於保護民眾用藥安全需要嚴
格把關的精神。因此，競爭法的困難處在於，看起來是依照法規所做的合法行
為，但是實際上卻能阻礙競爭對手的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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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醫藥產業較困難的問題是，錠劑的專利保護到期後，其他廠商應該可
以進來生產學名藥，但是原開發藥廠將其產品轉換成其他的形式，諸如膠囊或
注射，採取這模式的原因在於，原開發藥廠針對膠囊或注射形式另有專利權保
護，所以其他藥廠若想生產膠囊或注射產品，將無法避過專利權而需支付權利
金。另外，原開發藥廠可能更取巧的，將已無專利權保護的錠劑藥證廢止或註
銷，如同已經不存在該藥品，於此情況，其他廠商無法以生產學名藥方式進入
市場。這看起來是一個合法的商業行為，但背後隱含的行為目的該如何評價？
競爭法該如何介入？我贊同王教授說的，採用合理原則或許還是一個典型或比
較適合的作法；反之，不論我們用當然合法或當然違法原則來評價前揭行為，
要不就是對於原開發藥廠衝擊太大，要不就是對於學名藥廠衝擊太大，都不是
妥適的作法。
至於在主觀意圖方面，文章有提到歐盟在AZ這個個案運用主觀意圖來判
斷行為背後的適法性，我倒不認為歐盟這麼當然的用主觀意圖來做決定，因為
還沒有找到其他個案，因此是否可以判定歐美在執法上標準上有大幅的差異，
或許還需要再做一些觀察。另外，王教授還提到歐盟在認定是否有限制競爭行
為時，關於市場界定有較為簡略的情況，我認為這也是醫藥產業的特性，因為
法規就已經規定藥品只能用於某種疾病，已經清楚地畫出了市場的範圍。
最後，在醫藥相關專利涉及競爭法議題，各國的醫藥法規制度差異很大，
例如美國目前還沒有健保制度，因此在藥品專利到期後，為了要扶植學名藥廠
而有自動換藥的自由與空間，但是臺灣沒有這樣的制度，全部都進入健保體
系。因此，我國未來若遇到這些議題，健保制度會是一個關鍵或須要考慮的角
色。至於在醫藥產業之競爭秩序運作上，醫生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醫生依
其專業決定要用甚麼藥，病患也很難去挑戰，藥廠本身在從事限制競爭行為
時，醫生也是關鍵的角色，這也是在這個議題中非常困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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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制止請求權與行使專利權正當行為
(一)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拒絕進行授權協商
(二)授權條款不符FRAND條款
(三)侵權行為人拒絕進行授權協商或拖延協商時間者
伍、公平會機關對標準必要專利規範之概況檢討
一、公平會對標準必要專利規範概況
(一)2014年微軟與諾基亞結合案
(二)授權協議處理原則
二、規範檢討―處理原則應對標準必要專利應有明確規範內容
(一)標準必要 專利之意義及屬性
(二)標準必要專利授權條款符合或違反FRAND原則之態樣
(三)標準必要專利合法行使制止權之要件
陸、結論

中文摘要
技術標準化是工業社會難以避免之趨勢，且隨著科技產業之發展，科技產
品相關技術標準化亦更加普及，某一商品所涉及標準化相關專利數成千上萬，
成為標準所必要之專利成為發明人或產業致力達到的目標。但標準必要專利人
亦與一般專利人相同，也會採行保護專利之法律措施，但標準必要專利人行使
制止請求權之結果，是否可能造成阻礙產業進步，而應受競爭法規範，是近年
來各國司法機關及競爭法執法機關討論重心。本文主在於分析、檢討近年來各
國對競爭法對標準必要專利規範及執行概況。在分析外國法制案例部分，本文
介紹美國、歐盟、中國大陸及日本司法實務與競爭法執法機關就標準必要專利
相關之判決及行政處分案，經分析案例結果可發現，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因已承
諾以FRAND原則授權，故各國實務傾向限制其行使制止權，如標準必要專利
權人違反該承諾時，即可能違反競爭法制。本文亦說明在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標
準必要專利之規範，基於我國公平交易法就標準必要專利並無明確規範，本文
建議公平會應修訂相關處理原則，增加就標準必要專利相關執法準則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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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技術標準化是工業社會難以避免之趨勢，且隨著科技產業之發展，科技產
品相關技術標準化亦更加普及，某一商品所涉及標準化相關專利數成千上萬，
成為標準所必要之專利成為發明人或產業致力達到的目標。但標準必要專利人
亦與一般專利人相同，也會採行保護專利之法律措施，但標準必要專利人行使
制止請求權之結果，是否可能造成阻礙產業進步，而應受競爭法規範，是近年
來各國司法機關及競爭法執法機關關注焦點。
1

其中就「標準必要專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SEPs.) 專利權侵權訴訟
中，專利權人行使制止侵權之結果，是否可能造成阻礙產業進步，變成反競爭
行為，違反競爭法之規範，是近年來各國司法機關及競爭法執法機關及學界討
論重心。
從美國開始，到歐洲、日本、韓國之行動電話及平板等行動裝置廠商蘋果
與三星間專利侵權訴訟(專利戰爭)、在中國大陸則有行動裝置廠商華為與交互
數字集團間之反壟斷法訴訟，均係專利權人起訴對方侵害專利權，對造反訴主
張專利權人違反競爭法，該專利戰爭也使各國司法機關及競爭法執法機關有機
會表示競爭法關於「標準必要專利」規範之見解。我國係世界科技與行動裝置
製造設備製造重鎮，當然重視相關產品相關標準必要專利法制發展，國內研究
2

機構亦建置4G行動通訊之標準必要專利資料庫，供國內廠商產業發展依據 。
是以其他國家關於競爭法對標準必要專利之規範，應值我國相關執法機關參
酌。
本文首在介紹標準必要專利基本意義及FRAND(公平、合理、無差別待遇)
條款產生原因，並就美國、歐盟、中國大陸及日本等近年就標準必要專利與侵
權者爭訟之相關司法判決及競爭法執法機關之相關處分決定案加予以分析，討
論在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標準必要專利之規範，並說明、檢討公平會就標準必要
專利規範概況，最後就該會處理原則應有規範內容堤出建議，以供相關執法機
關及業界參酌。
1

2

標準必要專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有學者前曾譯為「關鍵專利」，請見李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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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季刊
第16卷第2期，第86頁(2008年4月)。惟因公平交易會就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在該
會決定書稱為「標準必要專利」，故本文稱為「標準必要專利」。
請見國家實驗研究院於民國103年7月22日新聞稿。引自：http://www.narlabs.org.tw/
tw/news/news.php?news_id=1248，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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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標準必要專利權與FRAND條款
一、標準必要專利權之意義
標準必要專利，係指與成為產業或商品標準架構成分之專利，歐盟執行委
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以下簡稱歐盟執委會)認標準必要專利，係指專利
權所保護為某一標準之所必要之技術，製造廠商如要依該標準製造商品，如
行動電話、平板電腦，一定要使用可能涵蓋在一個或數個標準必要專利之技
3

術。
依我國專利法規定，專利分為發明專利、新型專利與設計專利(參見我國
專利法第2條之規定)，在專利法中並無關於「標準必要專利」意義之規定，至
在我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公平會在該會所制訂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技術授權協
議之處理原則」第2條規定該處理原則適用對象包括「專利授權」，同條復規
定，該處理要點所稱之專利係指依我國專利取得之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亦
未涉及「標準必要專利」之規範。惟該會在103年2月19日公結字第103001號結
合案件決定書中，附條件同意微軟(Microsoft)受讓諾基亞(Nokia)裝置及服務部
門，條件第二點為「NOKIA對於標準必要專利之授權，應持續遵守公平、合
理及無差別待遇(FRAND)原則。NOKIA若將標準必要專利轉讓他事業，應確
4

保他事業於授權時遵守前述之原則。」 但在該處分書中，並未就「標準必要
專利」之意義有明確之說明。僅在決定書理由二市場界定與及市場結構部分說
明「Nokia則擁有眾多與GSM、UMTS、CDMA、WiMax、LTE等第2代、第3代
及第4代行動通信標準及WiFi、NFC等標準相關之無線通信專利，多家國內之
行動裝置製造商與Nokia簽訂授權合約，授權內容為GSM、UMTS、LTE等行動
通信標準相關之無線通信專利。Microsoft所擁有之EAS通訊協定相關專利，及
Nokia所擁有之行動通信標準相關無線通信專利，分別因產業普遍採用及標準
制定組織採用，而缺少其他功能尚可完全替代之專利技術。」在該決定書所述
Nokia所有之無可替代之專利技術，既係「產業普遍採用及標準建制組織所採
用」應即就是該決定書同意條件所述之標準必要專利。
至就標準必要專利之種類，依其標準產生原因不同而異，在本文後述與競
3

4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p.2 (European Commission) Competition Policy Brief,issue8,
June 2014,引自：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publications/cpb/2014/008_en.pdf，最
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關於該處分請見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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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爭法規範相關的分類，應可區分為產業普遍採行及標準建制組織所採用者 ，
前者因無標準建制組織參與標準建制過程，係產業相當時間運作所致，成為該
標準成分之專利，在競爭法上是否應與標準建置組織所建制標成分之專利為相
同處理，應是爾後值得關注之議題。

二、FRAND(公平、合理、無差別待遇)條款
如前開說明，標準之建立可能係由產業經相當時間接受的結果，也可能是
標準建置組織組織建置的結果。國際上主要建置標準組織包括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國際電工委員會(IEC)及與近年來發生之無線通信專利訴訟相關之制定
無線通信技術標準之歐洲電信委員會(the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
Institute, 以下簡稱ETSI)。
惟制定技術標準，可能是競爭者間所為之關於技術之協議，且標準產生
後，該為該標準必要成分之專利權人，可能成為具市場支配力者，致有違反競
爭法之疑慮。故標準建制組織如何避免在制訂標準過程中違反各國競爭法之規
定即受注目。故標準建制組織在制訂標準時，會明確表明其對標準必要專利成
分之「智慧財產權」之態度，成為避免違反各國競爭法重要方式。
歐盟「水平合作協議處理原則」(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tal co6

operation agreements)第7節 ，就建立標準化行為有無歐盟競爭法規定適用時，
認為標準建制組織應採明確且平衡的「智慧財產權宣言」( IPR. policy)，並
確保參與該標準之專利權人就該標準必要專利權，得以「公平(fair)、合理
(reasonable)、無差別待遇(discriminatory)」(簡稱FRAND)條款授權第3人使用，
標準建制組織如符該情況者，該建置標準行為，始無限制競爭之效果(參見前
開處理原則第285段)。
是以各標準建制組織均會就其所建制之標準，說明其智慧財產之政策，而
7

該智慧財產權政策雖不完全相同 ，但在智慧財產權政策中，要求參與制訂該
5

6

7

學者李素華就該二類型之標準，稱為事實上技術標準與法律上技術標準。請見李
素華，註2前揭文，第88頁。
2011/C 11/01，關於該處理原則，引自：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
ALL/;ELX_SESSIONID=VtTnJg8NmGJkHfpmZwGxnpdDJqGCsDsSmQ1Zbr7ljhb1qs
5nNdJs!-49998447?uri=CELEX:52011XC0114(04)，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關於國際標準建制組織，所採行智慧財產政策之內容之說明，請見羅紫庭，論專
利授權契約之法律爭議─以產業標準之關鍵利為中心，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碩
士論文，32-33頁(2013年7月出版)。

第 21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38

標準之必要專利權人，就該專利權對第3人採行FRAND條款授權，成為必要方
式。

參、近年各國競爭法對標準必要專利權規範案例分析
一、美國
(一)美國司法部、商標專利局2013年關於標準必要專利政策聯合聲明
1.聯合聲請產生原因
美國聯邦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關於反托拉斯法對標準必要專利之規範議題
之關注，始於2002年美國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舉行一系列「在知識經濟下
競爭與智財產法與政策」(Competi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Policy
8

in the Knowledge Base Economy)聽證會 ，該聽證會包含建制標準實務及其對
競爭與創新的影響。其後在2007年美國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並聯合提出
「反托拉斯執行與智慧財產權：促進創新與競爭」(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9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報告 ，在該報
告第2章結論中認標準不論對增加創新、增加消費者選擇與增進公共健康與安
全，均有促進競爭之利益。但當專利變成標準時，建置標準亦能透過「專利箝
制」(patent holdup)產生反競爭效果。即當技術變成標準時，專利權人可能取得
較標準建制前更多的授權費或更多的授權條款。標準建置組織所建立的智慧財
產宣言，有助於防止此類型箝制，該宣言要求參與建立該標準者公開專利以建
立標準，並承諾在FRAND原則上進行授權或可通知其他參與者，他不願意在
該條款下授權。
其後，在2006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關於專利權侵權訴訟制止行為爭議之
eBAY案判決，認為法院受理權利人請求制止侵害專利權者訴訟時，應考量4個
因素：即損害是否難以回復、該損害以損害賠償方式救濟是否不足、考量原被
10

告兩造窮困均衡程度及縱使停止該行為，是否無損公益等 。該判決建立法院
8

9

10

關 於 該 聽 證 會 相 關 資 料 請 見 ： h t t p : / / w w w. f t c . g o v / n e w s - e v e n t s / e v e n t s calendar/2002/02/competition-ip-law-policy-knowledge-based-economy-hearings，閱覽
日：2014年11月5日。
該報告內容，引自美國司法部網站：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hearings/
ip/222655.htm，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eBay Inc. v. MercExchange, L. L. C., 547 U.S. 388, 39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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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侵害專利權訴訟，考量是否准予制止侵權行為之基準。
在2012年美國司法部官員在美國國會作證時即提醒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在決定含有FRAND原則之標準必要專利排他
性命令時，應注意對公共利益之影響，國際貿易委員會決定侵害專利權排他性
11

命令時，應採行與eBAY案判決相同之基準 。
美國司法部與美國專利商標局2013年1月8日聯合發表對「對標準必要
專利自願F/RAND承諾政策聲明」(Policy Statement on Remedies for Standard12

Essential Patents to Voluntary F/RAND Commitments) 說明該機關對標準必要專
利之執法態度。該聲明之產生係因聯邦法院與國際貿易委員會處理侵害承諾履
行FRAND原則標準必要專利見解之分歧。當時許多法院處理承諾履行FRAND
原則之標準必要專利侵害事件，係以前開eBAY案判決見解為考量因素，但國
際貿易委員會並未適用該判決之見解，故就該類標準必要專利侵害事件，國際
貿易委員會所為排他性命令，仍是有效武器。

13

2.聯合聲明內容
前該政策聲請就標準必要專利與禁制令之關係部分表示，專利權人雖承
諾履行以FRAND條款進行授權，仍可能選擇行使標準必要專利，但在某些情
況，禁制令或或排他性命令與大眾利益相違，基於承諾履行FRAND原則之專
利所為之制止令明顯與專利權人向標準建制組織承諾之授權條款矛盾，決定禁
制令者發現承諾履行 FRAND原則之標準專利人係要透該禁制令取得較FRAND
原則更好的授權條件，其結果將傷害標準建制組織以FRAND原則作為減少專
利箝制與擴展標準選擇主要工具。該禁制令或排他性命令，將有害競爭或消費
者。
惟在聲請明亦認為，並不是所有承諾履行FRAND原則標準必要專利之禁
11

12

13

Joseph F. Wayland, Oversight of the Impact on Competition of Exclusion Orders to
Enforce Standards-Essential Patents, Before the S. Comm. On the Judiciary, 112th Cong.
引自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testimony/284982.pdf，最後閱覽日：2014年11
月5日。
關於該聲明，引自：http://www.uspto.gov/about/offices/ogc/Final_DOJ-PTO_Policy_
Statement_on_FRAND_SEPs_1-8-13.pdf，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關於該聲明之產生原因，請見：Renata B. Hesse, A Year in the Life of the Joint DOJPTO Policy Statement on Remedies for F/RAND Encumbered Standards-Essential
Patents, Remarks as Prepared for the Global Competition Review GCR Live & Antitrust
USA Conference, Washington, D. C. March 25, 2014,引自：http://www.justice.gov/atr/
public/speeches/304638.pdf，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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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令或排他性命，於考量公益後均不得為之，在某些情況下，仍屬適當，如被
授權者拒絕給付依FRAND原則協商之授權金或拒絕進行FRAND原則協商時，
核發排他性命令即屬適當。
在此聲明最後建議國際貿易委員會在處理涉及承諾FRAND原則之標準必
要專利時應重視持續有效性之建立標準程序之共識、競爭因素與美國消費者。
美國司法部與專利商標局並「鼓勵」國際貿易委員會，專利權人既認知其承諾
以FRAND原則授權，金錢賠償應是比禁制令，適宜處理侵權事件。
美國司法部透過前開聯合政策聲明，表明其對承諾FRAND原則授權，而
取得標準必要專利者，於發生侵權爭議時，決定採行聲請核發禁制令是否合法
之見解，可明顯看出美國司法部就此議題，原則上係採取否定見解。即如承諾
以FRAND原則授權而參與建制標準，取得標準必要專利者，於發生侵權行為
事件時，不得聲請法院或國際貿易委員會核發要求停止侵權行為之禁制令。
(二)行政委員會決定相關案例
1. 2012年聯邦交易委員會對In the Matter of Robert Bosch GmbH處分案
在2012年聯邦交易委員會對In the Matter of Robert Bosch GmbH處分案中，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認被處分人要併購SPX公司，意圖形成壟斷，且SPX公司
對已為FRAND宣示之標準必要專利權對其他業者請求制止之行為，構成「不
公平競爭方法」，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之規定，

14

其後被處分人與該

會和解，聯邦交易委員會在「同意命令」(consent order)中表示權利人就承諾
FRAND授權之標準必要專利權行使制止請求權，對美國競爭、消費者及創新
產生潛在實質傷害，因標準必要專利人可取得之授權費用，已超出其投入研發
該標準所得技術之經濟價值，基於前開潛在實質傷害，該會該行為係屬「不公
15

平競爭方法」 。
2. 2013年聯邦交易委員會對Google、Motorola Mobility處分案

16

本件係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對Google之處分案，涉及Google、Motorola
14

15

16

依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編纂為15U.S.C.第45條a)規定，對商業有所影響不
公平競爭方法為違法。關於該規定條文，請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
gov.tw/upload/2ad8329e-c0f3-4e36-b6e9-5b7af2b12f88.doc，最後閱覽日：2014年11
月5日。
FTC File Number 121-0081引自：http://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ase
s/2012/11/121126boschcommissionstatement.pdf
該案內容，引自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3/01/google-agrees-change-its-business-practices-resolve-f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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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ity公司基於標準必要專利請求制止之案件，本案起源於Google於2012年
以125億美元，併購Motorola Mobility公司，包括該公司所有涉及行動通訊之標
準必要專利，Motorola Mobility公司就該等標準必要專利係相關標準化建制組
織之成員，並承諾以FRAND原則授權，但Google、Motorola Mobility公司仍向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主張標準必要專利權遭侵害，並向聯邦地方法院起訴，
就標準必要專利請求核發禁制令，美國聯邦易委員會於2011年6月11日主張
Google、Motorola Mobility公司違反聯邦會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之規定，開始調
查，Google於2013年1月3日以同意與聯邦交易委員會行政和解，聯邦交易委員
17

會於2013年7月13日為同意命令 。
在該同意命令中，被告Google、Motorola Mobility公司同意對侵害所有標
準必要專利者，除少數例外情形外，不聲請禁制令，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復在
該同意命令中表示，違反在建立標準過程中關於FRAND原則之承諾，造成對
標準建立過程、競爭及消費者嚴重風險。符合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之「不
公平競爭方法」要件。但該委員會在該命令中重申，該行為並未違反休曼法或
克萊登法之規定。
就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除前開Google案例與事實相近之該會2013年涉及汽
18

車空調標準必要專利之Bosch案同意命令之事實 外，該會就反托拉斯法是否適
用於承諾履行FRAND原則之標準必要專利權，是否為定論部分，美國有學者
認前景並不明確，主要是該二案例關於標準必要專利爭點上，均係以3比2通過
始認定該行為符合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所規定之「不公平競爭方法」，至
在其他事例，除標準必要專利權人申請禁制令、收取高額授權金或有意形成休
曼法第2條之壟斷外，反托拉斯法適用落實標準必要專利所承諾FRAND原則，
19

有其侷限性 。

17

18

19

關於該同意命令內容，引自：http://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ases/2
013/07/130724googlemotorolado.pdf，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該案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係在2013年4月24日為同意命令，關於該案同意命令，
引自:http://www.ftc.gov/enforcement/cases-proceedings/1210081/bosch-robert-boschgmbh，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Thoma F. Cotter, The Comparative Law and Economic of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
and FRAND Royalti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aw School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series Research Paper 13-40)p. 20，引自：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
cfm?abstract_id=2318050##，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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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4年1月7日美國司法部對三星案
美國司法部於2014年1月7日宣布結束對三星電子公司關於該公司就標準必
要專利之授權是否依所承諾的公平、合理與無差別待遇條款為之，以利在美國
20

市場排除蘋果產品之調查案 。
美國司法部之調查聚焦在三星嘗試利用標準必要專利，向美國國際貿易
委員會申請對iPhone和iPad的禁制令。因經美國貿易代表署(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重新檢視由三星申請，由聯邦國際貿易委員會對蘋果公司所核
發之排他性命令，並認不符公共利益，而推翻該委員會之決定，基於該貿易代
表署之決定，美國司法部認無再一步採取行動之必要，是以結束其對三星公司
之調查。惟美國司法部亦宣布雖結束對三星公司此部分之調查，但將持續關注
此領域進一步發展。

二、歐盟
歐盟競爭法制關於標準必要專利之規範，與美國情況不同，競爭法制在要
求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履行所承諾FRAND條款上，扮演較專利法制更重要的角
色。
依「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簡
稱：TFE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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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下述行為：
（a）直接或間接要求不公平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
（b）限制生產、市場或技術發展，致消費者權益受損；
（c）對交易相對人為差別待遇，致其受到競爭上不利益；
（d）以交易相對人接受附帶義務作為締約條件，而該附帶義務之性質
21

與商業用途均與該契約毫無關聯。」

前開歐盟競爭法規範對標準必要專利部分，在於權利人在授權過程或行
使專利權時，是否有違反FRAND原則，構成違反該競爭法規定，除後述案例
20

21

關於美國司法部此部分之說明，引自：http://www.justice.gov/opa/pr/statementdepartment-justice-antitrust-division-its-decision-close-its-investigation-samsung，最後
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關於該條文之中文譯文，引自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tw/upload/
fd300f84-4704-42aa-96ff-e051491b02b3.doc，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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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近日發生之案例係中國大陸行動電話製造商中興公司(ZTE)向歐洲委員會
對擁有無線通訊標準必要專利之美國公司Vringo申請反壟斷調查，中興公司主
張自2012年開始協商，但均無法達成FRAND條款之授權，故主張Vringo公司濫
22

用市場支配地位，違反前開TFEU第102條之規定 。
(一)2009年高通案
歐盟執員會在2007年10月1日公布對擁有3G行動通信標準必要專利之高通
(Qualcomm)公司標準必要專利權授權契約條款是否符合公平、合理及無差別待
遇性，違反TFEU第102條之規定，接受易立信(Ericsson)等5家公司檢舉，展開
23

調查 。
高通在歐洲3G行動電話技術標準中WCDMA及CDMA標準之專利權人，故
委員會要調查重點為高通關於前開WCDMA專利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就該
公司依專利權授權契約取得之專利授權費是否欠缺公平、合理性及無差別待遇
性，應認定為濫用市場地位行為？但在2009年11月24日歐盟執委會卻宣布結束
本案之調查，其理由係認要分析已成為業界標準之技術之價格非常複雜，且反
托拉斯法執法者要推翻己締結之商業契約應要非常謹慎，而提出檢舉的5家公
24

司也撤回檢舉，故不再進行調查，但並未為任何處分 。
其後在2010年6月英國行動電話晶片製造商Icera曾向歐洲執委會提出檢
舉，控訴高通有反競爭行為，該陳訴內容未曾公開，但在後述中國對高通進行
調查後，在2014年4月26日傳出歐盟執委員會可能對高通進行反托拉斯法之調
25

查 。
(二)2014年對三星處分案
三星公司對與該公司競爭之行動電話製造廠商(包含蘋果公司)，主張侵害
22

23

24

25

歐盟委員會就該案件尚有進一步決定，關於該案件關於中興公司之申請調查過
程，引自：http://finance.sina.com/bg/economy/sinacn/20140619/16521059288.html，
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initiates formal proceedings against
Qualcomm(MEMO/07/389)，引自：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07389_en.htm?locale=en，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close formal proceedings against
Qualcomm(MEMO/09/516)，引自：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09516_en.htm?locale=en，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Exclusive: Chipmaker Qualcomm May Face EU Antitrust Probe- Source，引
自：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8/27/us-eu-qualcomm-exclusiveidUSKBN0GQ14C20140827，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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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公司所擁有3G標準之標準必要專利，在歐盟各加盟國提起侵權之制止訴
訟。歐盟執委會認三星公司就3G行動電話標準之標準必要專利權提起制止訴
訟，違反該公司在1998年所為關於FRAND原則之承諾，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26

可能違反TFEU第102條之規定，2012年1月31日公布對三星開始進行調查 ，經
調查後認三星公司就該3G標準必要專利在歐盟各加盟國提起制止訴訟之行為，
違反歐盟反托拉斯法之規定，於同年12月21日送交「異議告知書」(Statement
27

of Objections)給三星公司 。
其後三星公司同意接受歐盟執委會對其起訴行為違反TFEU第102條規定之
判斷，並提出改善措施之承諾，歐盟執委會於2014年4月29日為處分，在該處
分中三星公司承諾原則上對侵害其所有該處分所涉及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之標
28

準必要專利權者，在歐洲經濟領域內任何法院，不會提起制止訴訟 。
(三)2014年對摩托羅拉公司處分案
摩托羅拉(Motorola)公司係構成2G無線通信標準部分技術之標準必要專利
權人，該公司在2003年即向該標準建置組織承諾願以FRAND原則，就該標準
必要專利進行授權。歐盟執委會於2012年4月3月公布，收到蘋果與微軟公司之
檢舉，認摩托羅拉公司在歐盟加盟國就該二公司所製造之商品，起訴請求禁止
販賣，認有違反TFEU第102條之規定，開始進行調查。
歐盟執委員會於2014年4月29日為處分認摩托羅拉公司前開行為，違反
29

TFEU第102條之規定 ，在該處分中，歐盟執委會認摩托羅拉公司就系爭標準
必要專利權，在標準建置過程中，既承諾以FRAND條款進行專利授權，且蘋
果公司在摩托羅拉公司起訴請求法院禁止銷售前，亦提出授權要約，該公司仍
向法院起訴，自屬違反歐盟競爭法前開規定。
本處分值得注意者有為歐盟執委會雖認摩托羅拉公司違反歐盟競爭法前開
26

27

28

29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opens proceedings against Samsung ，引
自：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2-89_en.htm?locale=en，最後閱覽日：
2014年11月5日。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sends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to
Samsung on potential misuse of mobile phone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引自：http://
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2-1448_en.htm，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關於該處分之摘要，引自：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
CELEX:52014XC1004(01)&from=EN，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CASE AT 39985-Motorola-Enforcement of GPRS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該處分摘
要引自：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415524495691&uri=CE
LEX:52014XC1002(01)，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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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但卻決定不處以任何罰鍰，其理由係因歐盟法院過去並無處理以行使標
準必要專利權之禁制令違反歐盟競爭法第102條規定，而處以罰鍰之判例，其
次，在各加盟國法院對是否就該類行為處以罰鍰，並無一致結論。

三、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競爭法制反壟斷法立法多年後，近年來反壟斷法對標準必要利權
之規範漸受重視，相關司法判決及行政機關之見解紛紛出現。
(一)廣東高等人民法院華為案判決

30

1、華為案判決事實
中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廣東高院判決)在2013年10月21日中國
31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與美商交互數字(InterDigital)技術集團 民事二審判決中，認
定交互數字集團就標準必要專利在其他國家行使專利法上之制止權形成濫用市
場支配地位，違反中國反壟斷法之規定。
前該廣東高院判決之事實係中國電信設備供應商華為有限公司，向東省深
圳市中級人民地方法院起訴主張被告交互數字集團多年來參與制訂各種無線通
信國際標準，使其直接或間接擁有之專利權形成無線通訊之國標準，形成在相
關市場之「支配地位」，在相關市場處於壟斷地位，但該集團無視其在加入國
際標準組織時對公平、合理、無歧視性等FRAND原則之承諾，對華為公司之
專利授權要求過高之授權費用，對交易條件相類似之相對人設定歧視性、不合
理交易條件，且在授權過程中為搭售，並透過在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國聯邦法
院同時起訴華為公司及在美國之子公司，拒絕與華為公司交易，濫用市場支配
地位，既損害競爭秩序，也造成華為公司損害，故請求法院判決交互數字集團
停止該等壟斷行為，並賠償華為公司人民幣2千萬元之損害。
就華為公司前該主張，被告交互數字集團則答辯主張該案之相關地理市場
應係全球市場，而不是華為公司所主張之中國市場及美國市場，其次該集團在
相關市場中並不具備市場支配地位，得以排除或限制競爭，並否認有任何違反
32

壟斷法，從事限制競爭之行為 。
30

31

32

(2013)廣高法民三終字第306號民事判決。該判決引自廣東法院網，www.gdcourts.
gov.cn。
被告即上訴人有交互數字技術公司、交互數字通信有限公司及交互數字公司，前
二者係者百分百持股之子公司，本件訴訟係以該3公司為被告，故稱交互數字集
團。
(2013)廣高法民三終字第306號民事判決內關於兩造一審主張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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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審判決
就前開原告與被告之主張與答辯，中國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1
年)深中法知民初字第858號判決(以下簡稱深圳中院判決)准許原告華為公司之
請求。而該一審判決之見解，最後亦為二審廣東高院判決所採認。
就該案件相關市場之界定，深圳中院判決接採認原告華為公司之主張，此
一審判決認在專利技術標準化所產生之相關市之界定，當「專利與技術結合以
後，經營者欲實施標準，必然要實施某專利技術或某專利技術的某項權利要
求，在實施標準時必然要被實施的專利技術，通常被稱為標準必要專利。」
「當技術標準採用專利技術，從而使該專利技術成為必要專利以後，實施技術
標準意味著同時要實施專利技術，由於專利技術具有壟斷性，因此，技術標準
與專利技術的結合使專利的壟斷性被技術標準的強制性大大加強。」且在標準
技術條件下，每一個3G無線通訊領域內必要專利授權市市場，均是「唯一和不
可替代的」。而交互數字集團擁有全球(包含中國在內)3G標準必要專利，華為
公司復係無線行動通信產品及設備製造商，在生產經營中，必然要使用該3G標
準必要專利，且該標準必要專利都不是其他專利或技術得以取代者。況2G、
3G和4G標準是技術升級關係，2G、3G和4G標準下每一個必要專利都是唯一，
不可替代的。故一審判決接受原告主張該專利之相關市場應係美國市場與中國
市場，且該一審判決意見亦為二審廣東高院判決所支持。
其次，就被告交互數字集團在相關市場是否有市場支配地位部分，因中國
反壟斷法第17條第2項規定：「本法所稱的市場支配地位是指經營者在相關市
場具有能控制商品價格、數量或者其他交易條件，或者能夠阻礙、影響其他經
營者進入相關市場能力的市場地位。」該一審判決認被告交互數字集團公司擁
有之3G無線通信標準中之必要專利，每一個必要利是唯一且不可替代，故交互
數字集團在每一個必要專利的授權市場有完全市場占有率，且在相關市場有阻
礙或影響其他經營者進入市場之能力。況且因交互數字集團不進行任何實質性
生產，其係授權專利為經營模式，故此一審判決認華為公司無法透過標準必要
33

專利交互授權方式制約交互數字集團 ，是以交互數字集團與華為公司進行3G
必要專利授權談判時具備控制華為公司使用該標準必要專利之價格、數量及其
他交易條件之能力，故交互數字集團在前開華為公司所界定之該案相關市場有
市場支配地位。
33

因華為公司亦擁有部分無線通信標準必要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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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就交互數字集團是否有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行為部分，一審判決首先表
示在標準與技術結合下，為防止或減少必要專利權人濫用其市場支配地位，各
個無線通訊標準組織在其成員加入時，均要求該會員承擔一定加入義務(如該
訴訟ETSI，要求會員按照公平、合理、無歧視之FRAND原則進行授權)，交互
數字集團既在加入ETSI時亦明確承諾願以該原則進行授權，故交互數字集團應
以該原則授權標準必要專利予華為公司使用，且基於雙方交易資息不對稱，交
互數字集團所負擔之公平、合理、無歧視義務貫穿標準必要專利授權之談判、
簽約及履行。
就交互數字集團所提出之授權價格是否屬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部分，該一審
判決比較交互數字集團授權美商蘋果公司、韓國三星公司、HTC及RIM等公司
之授權費與給華為公司通知之費用，該一審判決認交互數字集團向華為提出之
授權費遠高於蘋果公司與三星公司關於標準必要專利取得授權之費用，且交互
數字集團復於授權談判期間在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美國德拉瓦州地方法院對
華為公司提出關於標準必要專利之禁制令訴訟，此一審判決認該起訴行為性質
上不屬拒絕交易行為，而屬逼迫華為公司接受過高專利授權條件的手段，違反
其應負擔之公平、合理、無歧視義務，屬於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行為。
另就華為公司主張交互數字集團公司將數標準必要專利與可替代性之專利
「搭售」，亦屬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就此一審判決亦採認華為公司之主
張，認標準必要專利權人，不應利用標準化的力量就自己所有可代替性之專利
之授權市場最大化，故亦屬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行為。
至就另一「捆綁搭售」條款部分，一審判決則認在無線通信市場領域，標
準必要專利權人將各個國家或地區之必要專利打包進行全球授權，是市場上常
態，依交互數字集團之授權條件，被授權人可取得全球授權，亦可接受部分國
家或地區授權，故就並無違反交互數字集團所負擔之前開公平、合理、無歧視
義務。

三、華為案廣東高院判決
前開一審判決，經華公司與交互數字集團均提起上訴，就該上訴人之上
訴，廣東高院判決仍支持原審之見解，駁回上訴人之上訴。在市場界定部分，
廣東高院判決基於3個理由，支持原審所界定之該案件之市場應係在中國市場
與美國市場，一為從標準必要專利之基本屬性與特徵觀，當某一專利技術被
選為標準後，要製造該商品或從事該服務者，必須提供符合該標準之商品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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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即必須實施標準必要之專利，而不能以其他技術代之，故標準必要專利與
一般專利不同，無其他實際或潛在近似替代品。
其次，該高院判決從需求替代性分析，交互數字集團在中國、美國享有3G
無線通信技術標準下大量必要專利，且每個必要專利都是3G無線通信標準體系
所不可或缺的，所以系爭標準必要專利是華為公司唯一且必須使用，而不可替
代之專利，至交互數字集團雖主張的2G、4G標準必要專利可與3G替代，但此
高院判決認隨著移轉標準資源與轉換的另一標準成本的增加，轉換是相當困難
的。況且3G與2G、4G標準，在無線通信領域是不同技術發展階段所設定之不
同標準，在各標準下每一個必要專利都是唯一、不可替代的，華為公司為執行
3G無線通信技術標準，已投入大量「先期成本」，這些成本不可能撤回，如
轉向其他標準，將損失先期投入成本，還要面對鉅額轉換成本和市場風險，當
然不可能。而不採認交互數字集團的主張。最後，此高院判決認專利與標準結
合後，標準必要專利成為唯一且必須實施之技術，標準必要專利是市場唯一供
給者，不存在標準必要專利競爭者，且基於標準必要專利本身「固有法定壟斷
性」，也不存在他人得透過短期間合理投入即可轉向成為標準必要專利者之可
能性。基於上述理由，廣東高院判決支持一審關於該案件市場界定為中國市場
及美國市場之見解。
其次，廣東高院判決亦支持原審認定交互數字集團就該案系爭標準必要專
利相關市場具有支配市場地位之見解，蓋交互數字集團在該案標準必要專利市
場，是唯一供應者，其在3G標準中每一個標準必要專利授權市場有完全市場占
有率，完全具有阻礙或影響他人進入相關市場的能力，況且因交互數字集團本
身不進行任何實質生產，不依賴或受制於其他標準必要利權人的交叉授權，所
以市場支配力未受到有效制約，自屬有支配市場能力。
最後，在討論交互數字集團是否有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爭議上，廣東高院判
決認為因交互數字集團拒不提出授權給其他公司費用之資料，原審以交互數字
公司與蘋果公司公開之財務報告推算授權費，認交互數字集團擬對華為公司一
次性收取之固定授權費，明顯高於以相同方式授權給蘋果公司之費用，而交互
數字集團收取過高之專利授權金缺乏正當性。再加上交互數字集團在美國所提
起之相關訴訟，強化過高定價的不合理性與不公平，違反反壟斷法相關規定。
即交互數字集團公司不僅不履行其公平、合理、無歧視授權義務，且不合理調
整相關報價，並在美國提起標準必要專利之禁制令訴訟，表面上是行使合法訴
訟手段，但實上是意圖透過訴訟手段，以威脅、強迫鎮為公司接受過高授權條

標準必要專利與競爭法

49

件，該行為不具正當性。
即廣東高院判決認定交互數字集團前開行為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
違反反壟斷法禁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之規定。
另應注意的是廣東高級人民法院同日所為針對華為與交互數字集團所為之
34

使用前開標準必要專利授權費用之判決 ，該判決華為公司請求法院決定標準
必要專利FRAND原則上，合理授權費用之數額，經原審判決授權費應不超過
相關產品實際銷售價格0.019%，經被告交互數字公司上訴，此判決駁回上訴。
在中國大陸關於華為案前開二判決中，認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要求超出合理
授權費數額以外之授權費、授權談判時在他國法院行使制止侵害專利之制止權
等行為，可能構成中國反壟斷法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規定，且經法院核定之合
理權利金，僅有不超過相關產品實際銷售價格0.019%，將限制標準必要專利
人行使專利權，可預見標準必要專利人爾後在中國大陸與有意取得授權者談判
時，將難以取得原有數額授權費。
(二)中國反壟斷法執法機關關於標準必要專利處分案
1.2014年交互數字公司中止調查案
就前開交互數字集團就前開判決之標準必要專利，違反中國反壟斷法禁止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事實，中國反壟斷法執法機關之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家發展改革和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發改委)，於2013年6月接獲檢舉開始調
查，經調查後，認該公司有對中國企業設定不公平之高額授權費、要求中國企
業將所持有之專利為免費之反授權及將非標準必要專利與標準必要專利捆綁
(搭售)授權等濫用無線通信標準必要專利市場支配地位行為。
惟在該案調查期間，交互數字公司配合調查，且於前述判決後，與華為公
司就專利授權費及其他條款達成和解，同時表示願意以與華為公司達成和解協
議之條件與其他中國企業進行專利權授權談判，2014年3月，交互數字公司向
發改委請求依中國壟斷法第45條規定，中止調查，並依該規定提出消除壟斷行
為結果之具體措施，包括：不對中國企業設定不公平之高額授權費、不要求中
國企業將所持有之專利為免費之反授權、不將非標準必要專利與標準必要專利
捆綁授權及不直接透過訴訟方式迫使中國企業接受不合理授權條件等。考量前
開承諾，能消除壟斷行為之結果，以恢復市場交易秩序，中國發改委於2014年
5月22日遂依中國反壟斷法第45條之規定，宣布作成對交互數字公司中止調查
34

廣東高等人民法院（2013） 高法民三 字第30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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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但將監督該公司是否確實履行承諾，如未確實履行該承諾或有其他法定
35

之情事，依中國反壟斷法規定得恢復調查 。
2.高通案
中國發改委於2013年11月就手機晶片廠商美商高通公司在中國大陸北京、
上海公司辦公室進行搜索，並開始進行違反中國反壟斷法之調查，就該公司違
反中國反壟斷法之具體行為，依2014年7月11日中國發改委網站所公布高通總
裁Dere Aberle率該公司授權部門副總裁第3次到中國發改委接受第3次反壟斷調
查時新聞稿，該違反壟斷法之行為可能包括：以行動電話整機作為授權費計算
之基礎、將標準必要專利與非標準必要專利進行捆綁授權、要求被授權人進行
免費反授權、對過期利繼續收費、就專利授權與晶片銷售進行綁捆、拒絕對晶
36

片生產企業授權、在專利授權與晶片銷售附加不合理條件等 。
中國發改委對高通公司之調查，高通公司總裁2014年8月11日第4次到中國
發改委與該委員會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局局長許昆林交換意見，並同意改進
37

2014年7月11日中國發改委所提出之前開問題 ，惟該案中國發改委尚未為最後
決定。
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禁止濫用知
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規定」草案
針對中國反壟斷法對標準必要專利之規範，另一反壟斷法執法機關「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管理總局」在2014年6月11日所提出之「工商管理機關禁
38

止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規定」草案 (徵求意見版，徵求意見時間
到2014年7月10日)中，亦列入規範。
前開規定草案第13條關於中國反壟斷法對標準相關智慧財產權人行使該權
利之規範有較詳細之規定。該規定草案第13條第3項就「規定」所指標準必要
專利之意義「實施該項標準所不可或缺的專利」。
35

36

37

38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對交互數字公司中止調查之決定，
請見該會2014年5月22日新聞稿，引自： http://www.sdpc.gov.cn/gzdt/201405/
t20140522_612466.html，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日。
該新聞稿引自：http://www.ndrc.gov.cn/gzdt/201407/t20140711_618494.html，最後閱
覽日：2014年11月5日。
參見中國發改委2014年8月11日新聞稿，引自：http://www.ndrc.gov.cn/gzdt/201408/
t20140822_623269.html，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關於該規定草案內容及說明，引自該局網站：http://www.saic.gov.cn/gzhd/
zqyj/201406/t20140610_145803.html，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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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第1項規定在行使智慧財產權時，不得利用標準(包括國家技術規範
強制要求者)的制定與實施，以排除、限制競爭。該草案同條第2項復規定「有
市場支配地人者」，無正當理由，不得在制定標準及實施過程中為下列行為：
(1)知悉其利可能會被納入相關標準時，故意不向制定標準組織公開其權
利資訊或明確表示放棄權利，但在專利權成為某種強制標準後，對實
施者主張權利。
(2)於其專利權成為標準必要專利後，違反公平、合理、無歧視原則，拒
絕授權他人以合理條件實施該專利、或以不公平條件授權其專利、或
在授權時進行搭售。
此規定草案將標準必要專利權利人違反標準建置組織FRAND原則，列入
違反壟斷法之類型之一，是其特殊之處。

四、日本
(一)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2014年5月16日大合議庭判決
三星與蘋果之行動裝置專利權之訴訟亦延燒至日本，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
院(知的財產高等裁判所)在平成26年(2014年)5月16日大合議庭關於蘋果三星專
利權訴訟判決，亦引起各方注意。
該判決事實係在日本製造、讓與、輸入行動電話之美商蘋果公司日本子公
司(以下簡稱蘋果公司)，以專利權人韓國法人三星公司為被告，請求判決確認
侵害專利權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存在之訴訟，依一審原告蘋果公司之主張該案系
爭專利權係由世界標準化團體ETSI以促進第3代行動通信系統普及化為目的，
在1998年所集結之稱為「3GPP」標準化團體，是第3代行動通訊標準UMTS規
格標準必要之專利技術。
39

該案件原審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在平成25年(2013年)2月28日判決 判決准許
原告之請求，該判決認在準據法係日本民法下，行使該專利權所生之損害賠償
請求權，符合權利濫用之要件。
該一審判決認依日本民法，在準備締結契約的階段，在當事人義務雖無明
文規定，但進入契約協商者，在一定情況下，負有提供契約重要資訊，進行誠
實協商之誠信原則之義務。此一審判決復認系爭專利權既已聲明願對有意取得
授權者，以FRAND條件進行授權，就該標準必要專利之使用，專利權人有提
39

平成23年(ヮ)第38696號債務不存在確認請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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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對方重要資訊，並與有意取得授權者間，即有依FRAND條件進行誠實協商
締結契約之義務。該訴訟原告母公司雖再三要求，但專利權人被告不提供原告
判斷其被告提出之授權內容，是否符合FRAND條件之必要資訊與被告和其他
公司關於必要專利之授權內容。致原告母公司無法提出授權條件之相對方案，
是以此一審判決認被告違反就該訴訟所涉及之專利，應以FRAND條件締結授
權契約、提供原告重要資訊及進行誠實協商之誠實信用原則之義務，而准許原
告之請求。
就前開判決一審被告三星公司向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起上訴，日本智慧
40

財產高等法院就此案件組成大合議庭 ，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二審判決認系
爭標準必要專利標準建置組織「智慧財產政策」中之「FRAND原則」，並不
是契約，故該原則不能即成立契約。
其次，該二審判決就一審判決認權利濫用部分，亦認符合權利濫用之要
件，但關於損害賠償部分，則推翻一審判決之見解，認為承諾接受FRAND原
則者，請求損害賠償時，就超過在該原則條款相當於授權金數額部分，無特別
情況者，不應准許。但就符合該原則條款相當授權金之數額者，縱係為沒有特
別情況者，不應加以限制。即該二審判決認在FRAND條件下，基於該標準必
要專利權之損害賠償請求，就超出FRAND條款下相當於授權金數額部分為權
利濫用，不應准許，未超出該條款下相當於授權金範圍內，不符權利濫用。
至在何數額範圍內，始為符合FRAND原則下之相當於授權金數額，此二
審判決認以侵權商品銷售總金額乘以之UMTS規格專利對該商品銷售數額之
貢獻度百分比，且為防止所累積之授權金數額過大，再乘上限比率(本件為百
分之5)，所得金額，再除以UMTS所有標準必要專利之數量(529)，計算式為：
侵權商品銷售總額有×•%(UMTS規格貢獻度)×5% ×1/529，但在此二審判決
中，基於保護營業秘密，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對前開計算式中之侵權商品
銷售總額與UMTS規格貢獻度比率並未在判決中公開，二侵權商品合計數額為
995萬日元。
本件訴訟雖係確認侵害專利權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存在為訴訟標的，但日本
40

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審理案件係法官3人合議審理，該院並設有4部(相當於我
國4個庭)，但為基於智慧財產訴訟重要法律爭點判斷對產業有相當大的影響，基
於符合一定信賴性之規範及在高院層級統一事實判斷之要求，於平成16年引進
大法庭合議件，由法官5人組成，除受命法官外，另由各部法官參與，院長擔任
審判長。關於大合議庭之組成說明，請見該法院網頁：http://www.ip.courts.go.jp/
aboutus/current/index.html，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53

標準必要專利與競爭法

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在此判決同時，亦判決駁回專利權人請求假處分之抗告案
件

41

，該二裁定均為專利權人三星請求對蘋果公司利用該案標準必要專利製造

之物品，禁止製造、讓與、輸入之假處分，該聲請經東京地方法院駁回其聲
請，三星提起抗告後，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於前開判判決之同日駁回抗告，
其駁回理由係認該基於日本特許法(發明專利法)行使之制止請求權，係權利濫
用，蓋權利人既於參與標準必要專利建置時，承諾以FRAND條款授權他人，
對有意以FRAND條款取得授權者，如准許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行使制止之權
利，自不適當。
(二)日本獨占禁止法對標準必要專利規範之檢討
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前開蘋果案判決，以權利濫用處理準必要專利權人
行使制止權利之爭議，與歐盟、美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及中國大陸華為案前開判
決處理方式不同，此或係因該案屬民事事件，可能與訴訟當事人決定所採取
之法律主張有關。值得關注的是日本在該案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行使制止權之行
為，是否違反日本獨占禁止法？
前開蘋果判決，屬民事訴訟，惟關於該類事件，能否以民事訴訟解決即
可？日本學者有認就該類案件，政府機關應有介入之必要，即日本競爭法之執
42

法機關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公正取引委員會)有必要執行獨占禁止法 。惟日
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過去並無相類似案例，該學者認依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關於
標準化之執法準則，專利權人符合下列要件時，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即
專利權人就該標準必要專利對專利建制組織有積極作為，且於該標準普及後，
無正當理由拒絕授權。是以儘管有意取得授權者表示以FRAND條款之授權金
數額進行協商，但承諾FRAND條款之標準必要專利權人仍行使制止請求權
43

者，即違反日本獨占禁止法之規定 。 另有學者認事業使用通信技術，難以技
術標準規格，如不准許該事業使用該由標準必要專利組成之標準，等同排除該
事業之活動，故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如不當拒絕授權，符合日本獨占禁止法規定
之不公平交易方法新 「單獨拒絕交易」，且此在承諾履行FRAND條款授權之
標準必要專利，形式上雖同意授權，但所提出條款，違反FRAND原則時，如
41

42

43

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平成25年(ラ)第1007號、第1008號裁定，引自：http://www.
ip.courts.go.jp/vcms_lf/H25ra10007_zen2.pdf、http://www.ip.courts.go.jp/vcms_lf/
H25ra10008_zen3.pdf，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瀧川敏明，特許侵害訴訟と競爭法─スマホ（アップル/サムスン）特許戰爭巡っ
て─，公正取引760期，第29頁，2014年2月出版。
瀧川敏明，前註文，第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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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不當高額的授權費，實質上仍屬單獨拒絕交易 。

肆、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標準必要專利權之規範檢討
依公平交易法45條規定，專利權人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適用公平交易
法之規定，故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行使專利法上之權利時，是否均無公平交易法
之適用？

一、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與獨占性
前開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處分認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行使制止權，違反聯邦
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之規定，中國廣東高院華為案判決、歐盟執委會處分案均
認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具有市場支配地位，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前開判決，亦
認標準必要專利人請求超出FRAND條款限制以外之授權費，屬權利濫用，各
國司法及競爭法執法機關面對標準必要專利，顯然採取較一般專利更嚴格的態
度。
然在我國公平交易法規範架構中，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是否係屬獨占事業？
公平會所制訂「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3條規
定，並不會因授權者擁有專利權，即推定在特定市場有市場力量。如依處理原
則，專利權人是否有市場力？是否為公平交易法所稱之獨占事業，應視個別專
利決定，然已成為技術標準之一之標準必要專利權，在該專利之授權相關市場
是否屬獨占事業？
公平交易法第5條第1項規定，該法所稱之獨占係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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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所稱之特定市
場，依同法第3條復規定係指「事業就一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
者」。而公平交易法第10條則禁止獨占之事業為不正行為，條與標準必要專利
權人相關者可能有二，即第2款「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決定、維持或
變更。」、第4款「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而就獨占事業之認定，依公
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3條之規定，應考量「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考
量時間、空間等因素下，商品或服務在特定市場變化中之替代可能性」、「事
44

池田毅，標準必須特許のロイヤルティ料率の設定と獨占禁止法の役割─米國マ
イクロソト•モトローラ事を件踏まえて─，公正取引第760號，第37頁，2014年
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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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影響特定市場價格之能力」、「他事業加入或特定市場有無不易克服之困
難」、「商品或服務輸入輸出之情形」。
依公平交易法關於獨占事業前開判斷標準，本文認由標準建制組織所建制
技術標準之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原則上應屬獨占事業，蓋如前開說明，系爭技
術專利如係標準建制組建制標準所涵蓋，除有多數國際標準建制組織，就相同
技術建立不同技術標準，處於競爭狀態之例外情況外，在一般情況，技術標準
建制後，事業如要製造該標準相關產品，須遵循該標準始得為之，該標準必要
利即無可替代性，專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在該特定市場占有率等於百分之百，是
以依公平交易法前開規定，標準建制組織所建制標準之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就
該技術專利授權市場，應屬獨占事業。
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如係經認定係在該標準必要利授權市場具獨占地位，依
前開公平交易法第10條之規定，即不得有該條規定之不濫用獨占地位之行為。
從而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將標準必要專利與非標準必要專利搭售、要求超出合理
之授權金數額，可能違反前開公平交易法第10條規定。

二、專利必要專利權人違反對FRAND宣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
(一)以FRAND條款授權「同意」之定性
在標準建制組織建制標準時，該組織均會明確宣示所採行之「智慧財產權
政策」，其中要求參與者，就標準必要專利權採行FRAND條款授權，是避免
該標準建制過程可能引起違反競爭法爭議。
標準建制組織所宣示之「智慧財產政策」中，要求參與建制標準者於標準
建制後，應對第3人採行FRAND條款授權，惟FRAND條款之規定相當抽象，
公平、合理及無差別待遇之具體情事，往往須透過個案判斷，兩造有爭執時，
應透過仲裁或訴訟方式解決。
惟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僅係同意以FRAND條款授權第3人，該同意僅係存在
於標準建制組織與標準必要專利權人間，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與第3人就該標準
必專利之授權契約，仍須由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與第3人協商契約內容，尚難認
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同意就標準必要專利以FRAND條款授權第3人時，該同意即
使該專利權人與被授權人直接發生授權契約法律關係。
但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就標準必要專利同意以FRAND條款授權，該同意雖
係存在其與標準建制組織間，但如違反該承諾，參照中國華為案判決、歐盟執
委會三星案及摩托羅拉案之意見，可成為判定該專利權人是否違反競爭法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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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
(二)違反承諾以FRAND條款授權之效力
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在參與標準制定時，同意以FRAND條款授權第3人實
施，如標準必要專利權人違反該承諾，對第3人取得授權之要求，拒絕進行協
商或雖進行協商，但所提出之授權條件，該第3人認違反FRAND條款時，是否
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定？
1.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拒絕授權
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既已承諾以FRAND條款授權第3人實施該專利權，如
第3人提出取得授權之請求，該專利權人如拒絕授權，其所違反之承諾，雖係
其向標準建制組織之承諾，惟其係同意以FRAND條款授權始能參與該標準建
制，即有依FRAND條款授權之義務，且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原則上在該標準必
要專利之特定市場係屬獨占事業，其如拒絕授權，不能認係行使權利正當行
為。故其拒絕授權之行為，應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4款濫用市場地位之
行為。
2.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授權條款不符FRAND要件
如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就第3人取得授權之請求，雖同意進行協商，但所提
出之授權條件，不符FRAND條款時，經認不公平、不合理或差別待遇之情事
存在時，其亦認係違反以FRAND條款授權之義務，亦非行使專利權之正當行
為，如該條款係過高授權金者，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2款，如係其他
涉及其他條款者，則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4款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三、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制止請求權與行使專利權正當行為
如首開說明，專利權人依專利法第96條之規定，對侵害其專利權者，除得
請求損害賠償外，並得請求「除去」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並得請求防止。
即專利權人得請求侵害專利權者，停止侵害行為，包括停止製造、販賣及輸入
行為。
是以如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如尚未與未經許可實施該專利權者，尚未達成授
權契約合意時，發現侵害其專利權之情事時，該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如行使該請
求除去之權，起訴請求法院除該侵害，制止該侵害專利權之行為，該行使制止
權之行為，是否為公平交易法第45條所稱之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而無公平交
易法之適用？
(一)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拒絕進行授權協商

標準必要專利與競爭法

57

未經許可實施標準必要專利權者，如已提出授權協商之要求，但標準必要
專利權人拒絕協商，卻向法院起訴，請求制止未經許可使用該標準必要專利之
行為，其拒絕授權協商之行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4款之規定，如前
開說明，基於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有依FRAND條款授權之義務，所以，該專利
權人如拒絕授權，卻向法院行使專利法上規定之制止未經許可實施該專利者侵
害專利權之行為，不能認係行使權利正當行為，應可整體評價為構成公平交易
法第10條第4款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二)標準必要專利權人進行授權協商，但提出不符FRAND條款之條件者
另標準必要專利權人雖同意進行授權協商，但所提出之條件不符FRAND
條款者，其若向法院起訴行使專利法前開規定制止權，請求除去該侵害專利權
行為。因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就取得授權之要求，雖同意進行授權談判協商，但
所提出授權條款內容不符FRAND條款者，如授權金超過合理標準、附加不合
理條件或比其他事業取得授權之條件為嚴格，此時如有意取得授權者，不能接
受該授權條款之規定而未同意時，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往往會向法院起訴，行使
制止權，請求法院判決制止該侵害專利權行為，也就是該行使制止權之目的，
在於強迫協商之對造同意該授權條件，行使制止權之目的顯然違反標準必要利
權人對標準建制機關應以FRAND條款授權之承諾，亦難認係行使權利之正當
行為，故該行使利法上制止權之行為，亦應認係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三)侵權行為人拒絕進行授權協商或拖延協商時間者
除前開情況，有時是未經許可實施專利權者即侵害專利權人對標準必要專
利權人所提出授權協商之要求，置之不理，或雖同意協商，但在協商時，不主
動提出授權方案，就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所提符合FRAND條款之授權方案，亦
不願接受，拖延授權談判時間，經相當時間後，仍無達成授權協議，此時標準
必要專利權人如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除去該侵害專利權者之侵害行為時，因
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已履行其以FRAND條款授權之承諾，所以，如侵權行為人
拒絕進行授權協商或拒不提出對案，故意拖延協商時間經相當時間者，標準
必要專利權人如向法院起訴，行使專利法上之制止權，應認係行使權利正當行
為，而無公平交易法之適用。

伍、公平會機關對標準必要專利規範之概況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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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平會對標準必要專利規範概況
(一)微軟與諾基亞結合案
公平會就公平交易法對標準建制組織所制定技術標準之標準必要專利之規
範，明確表示意見者為前開該會在民國103年2月19日所為同意微軟受讓諾基
亞裝置及服務部門附加負擔同意結合案，該同意結合案件決定書中，以附加
負擔方式，同意結合。負擔為諾基亞對於標準必要專利之授權，應持續遵守
FRAND原則，如將該標準必要專利轉讓他人時，亦應確保受讓事業於授權時
遵守前述之原則。其理由係因諾基亞將行動裝置及服務部門讓與微軟後，將改
變原本行動裝置專利授權市場之均衡態勢，諾基亞有可能對於使用其標準必要
利之行動裝置廠商提高所收取之權利金，進而增加行動裝置之生產成本與售
價，而此亦屬於結合後所造成之限制競爭不利益之範圍。為避免諾基亞於結合
後對於標準必要專利授權政策改變，或將標準必要利轉讓他事業，迴避權利金
及授權條件必須符合之「公平、合理且無差別待遇」原則，故加上前開負擔。
前開結合決定書所附加之負擔對比中國商務部就同一結合案所附加之限制
性條件同意，該條件分為微軟、諾基亞，且有監督機制(每年陳報遵守FRAND
45

原則之情況) ，公平會同意結合所附加負擔相對簡略，且該負擔受人注意的是
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於專利成為標準所涵蓋時，依前開說明本即有依FRAND
條款授權之義務，既有義務，何以須再列為同意結果之負擔？另在決定書中亦
未詳列標準必要專利之詳細技術內容，如何監督是否履行該決定附加之負擔，
恐亦有困難。
(二)授權協議處理原則
公平會就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與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範，依「公平交易
46

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之案件處理原則」 ，該處理原則係就一般授權契約
是否違反公平交之規範，該處理原則第5條係規定，授權契約不違反公平交易
法之11種類型，包括：
1.「約定被授權人實施範圍限於製造、使用或銷售之限制約款。」
2.「在專利有效期間內，對於授權協議所為期間之限制。專門技術在非可
歸責於授權人之事由，致使授權之專門技術喪失營業秘密性而被公開前
45

46

中國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14年4月8日2014年第24號公告，引自：www.mofcom.gov.
cn/article/b/e/201404/2014040054258.shtml，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101年3月12日公法字第1011560284號令公布，引自：http://www.ftc.gov.tw/internet/
main/doc/docDetail.aspx?uid=163&docid=227，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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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授權協議期間之限制，亦同。」
3.「授權技術係製造過程之一部分或存在於零件，為計算上之方便，以使
用授權技術生產之最終商品之製造、銷售數量，或以製造授權技術商品
之必要原材料、零件之使用量或使用次數，作為計算授權實施費用之計
算基礎。」
4.「專利授權實施費用之支付係以分期付款或實施後以後付之方式支付
時，約定被授權人於專利期滿後仍應支付其已使用授權技術之實施費
用。因非可歸責於授權人之事由致專門技術被公開，被授權人仍須於依
約定繼續支付實施費用者。」
5.「技術授權協議約定被授權人應將改良技術或新應用之方法以非專屬之
方式回饋授權予原授權人。」
6.「技術授權協議約定被授權人應盡其最大努力，製造、銷售授權之商
品。」
7.「專門技術授權協議約定被授權人於授權期間或授權協議期滿後對於仍
具營業秘密性之專門技術負有保密義務。」
8.「為確保授權人授權實施費用之最低收入，授權人要求被授權人利用授
權技術製造商品之最低數量，要求授權技術之最低使用次數，或就銷售
商品要求最低數量之約款。」
9.「為使授權技術達到一定效用，維持授權商品一定品質之必要範圍內，
授權人要求被授權人就授權技術之商品、原材料、零件等應維持一定品
質之義務。」
10.「被授權人不得就授權技術為移轉或再為授權行為。」
11.「在授權之專利仍為有效或授權之專門技術仍為營業秘密之前提下，被
授權人於授權協議期滿後不得繼續實施授權技術。」
而前開處理原則第7條第1項亦僅規定，技術授權協議一造當事人為獨占事
業，而有該處理原則第6條所規定之違法行為時，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0條
之規定。亦即在該處理中並無就標準必要專利授權條款或權利人違反公平交易
法之行為加以規範。

二、規範檢討―處理原則應對標準必要專利有明確規範
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既於參與標準建制組織建制標準時，既承諾以FRAND
條款授權，致其權利行使時在各國均引發是否違反競爭法之爭議。但我國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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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關於授權協議相關處理原則，並未就標準必要專利有較明確規範，致該會處
理標準必要專利時，無較明確之執法準則，對產業界而言，亦無法知悉公平會
對標準必要專利相關爭議之意見，易產生違法之爭議，故就規範檢討部分，本
文認公平交易會應在相關處理原則中就標準必要專利有較明確規範。
處理原則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標準必要專利之意義及屬性
在前開處理原則中並無就標準必要專利之意義有明確，但卻在微軟結合案
之決定書，以諾基亞就「標準必要專利」應以FRAND原則授權為負擔，但公
平會相關處理原則中，既就標準必要專利意義無明確規定，如何確認該負擔能
被確實履行。
其次，標準必要專利依其性質，原則上本具有獨占性，易有濫用市場地位
之行為，與一般專利權不同，然公平會相關處理原則未就標準必要專利之屬性
加以明確規範，就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有濫用市場地位行為時，適用上易引發爭
議。
(二)標準必要專利授權條款符合或違反FARND原則之態樣
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既有依FARND原則授權第3人實施之義務，標準必要專
利權人如拒絕授權、或未依FARND原則授權，均可能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條，公平會前開關於授權協議之處理，係就一般專利權所為之規定，前開就
一般專利權授權時不違反公平交易法之11種類型，在標準必要專利權，可能屬
違法類型，為使產業清楚標準必要專利授權條款是否違反FARND原則，公平
會應蒐集各國相關案例，在處理原則明確說明，在標準必要專利授權條款符合
或違反FARND原則之態樣，以供產業界進行授權談判時參考。
(三)標準必要專利合法行使制止權之要件
就近年來各國發生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行使制止權違反競爭法事件，在我國
亦會引發相同爭議，故公平會宜在處理原則中說明，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得何情
況下，得在法院或其他機關請求合法行使制止權，在何情形下向法院或其他機
關行使制止權係構成濫用市場地位。可避免違法事件之產生。

陸、結論
透過前開各國近來就標準必要專利之爭訟與行政處分案例之說明，可發現
對標準必要專利之規範，每一個國家、地區有不同發展，在歐盟部分係就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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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範標準必要專利執行較積極者，中國大陸之發展亦不容忽視，在美國部
分，除聯邦交易委員會前開二處分案外，美國司法部就反托拉斯法規範標準必
要專利態度積極，但其發展應仍再予觀察。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前開蘋果案
判決，以權利濫用限制標準必要專利內容，是一個特類型。
就我國而言，公平交易法相關執法準則，就標準必要專利並無明確規範，
但本文認基於標準必要專利之特性，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應屬獨占事業，所以標
準必要專利權人如違反其所為FRAND原則授權之承諾者，應認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10條之禁止濫用市場地位之規定。而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如行使制止請求
權，基於其已同意以前開FRAND原則授權，故該行使制止之行為，不能認係
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
基於公平交易法並未就標準必要專利有明確規範，公平會在前開微軟結合
案，已開始處理涉及標準必要專利事件，故公平會應在相關處理原則或執法
準則中，就標準必要專利之意義及屬性、標準必要專利授權條款符合或違反
FRAND之態樣及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合法行使制止權之要件予以規範，以供產
業界了解該會對標準必要專利之執法立場，以杜違法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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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評論人：陳春山（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教授）
非常高興能夠跟王法官再次見面，我記得兩年前在這個地方談一個關於
Google跟Motorola的案子，那個案子非常有趣，因為Moto有很多的必要專利，
這個合併案涉及到android system。我們後來就是跟隨歐美的結果放行，也沒有
特別的附款，不過這個併購案在中國拖了很久，也加了很大的附款，顯示中國
在作為產業發展的後進者是有些想法跟策略的。從公平會或法院的角度來想這
個事情，我覺得我們可以從政策面與法律面來看要怎麼做，政策面基本上就是
我們的產業要怎樣去看FRAND跟SEP未來的法制結構。
我國產業在fundamental的SEP是很少的，例如證交所40%的市值的公司是
ICT，大部分的ICT都是ODM，臺灣所有的問題都是在這個結構下面，再往前
走的過程裡面，臺灣這樣的路是不通的，我們必須要變成一個全球品牌，這大
概是臺灣必須要走的一條路，在SEP的這個部分一定要介入。另一個是參加兩
岸的專利，現在臺灣很多廠商已經在戰略面希望兩岸有些標準，然後某種程度
也藉著中國的標準能夠卡一下我們不能在國際組織的標準裡面參與的角色，所
以我們的廠商在往這條路走已經在看看怎樣用標準來取得戰略地位。另一個是
參與一些專利或標準形成的會議，想辦法去研發一些基本專利。
公平會應思考是不是要扮演一個更積極的角色，能夠把規則訂得更清楚，
在個案裡面能夠說的更詳細一點，這點牽涉到我們本身有沒有更多的研發人
力，這牽涉到臺灣產業轉型，所以這樣的議題我覺得在政策面就產業跟公平會
可以來思考，就法律面跟司法面，王法官已經將各國的方向點出來了，如果王
法官在文章中已經有一些能不妨在結論裡把它說清楚，或是至少將這些法律增
點歸納。第一個是歸納各國法院的判決，讓將來其他法官遇到相同問題時是否
要做相同的看法，我想這個可以在最後的時候從法律面再來描述一下讓我們可
以更清楚一點。
第二點合理費用的部分，看了幾個關於FRAND的法院判決，一下子就把
授權金拉得很低，其中有一個案子蠻有趣的，就是微軟併購Nokia，Nokia是一
個標準的參與者，後來微軟併購Nokia，因為Nokia在標準成立的時候是一個
FRAND的承諾者，那微軟併購Nokia之後要不要負擔這個承諾呢？答案是要。
所以微軟在併購完之後去告那個廠商，因為微軟當初不是標準者成立時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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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D的承諾者，對造就主張Nokia是以前的承諾廠商，所以微軟必須要承擔
這個承諾，法院也接受這樣的主張，但是判決的權利金比原先的訴訟金額降的
很多，所以FRAND對於權利金金額的降低產生立即的效果。如果王法官覺得
可以的話能在結論與建議的部分，把其他國家在FRAND金額降低的判決歸納
一下，作為將來在國外打官司或是臺灣法官作審理時的參考。
第三點是法源的問題，將來可以有怎樣的法源可以達到這樣的目標，包括
是用第三人利益契約，還是權力濫用，是否可以稍微描述一下，作為未來法官
判決的法源。
最後，公平會做為一個政策的平臺，可以透過參加OECD的會議等方式，
從公平或是產業的角度好好思考我國的政策。公平會網站有一個各國IP的公平
交易法規資料庫，建議可以將王法官的報告，以及一些法規判決資訊用英文公
布在網站上，從公平的角度、從國際發展籌碼的角度，把資訊與政策弄得更清
楚一點，幫助臺灣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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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聯合行為之認定－從超商咖啡案談起
劉姿汝*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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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公平交易法對聯合行為之定義
三、超商咖啡案與爭點
(一)事實
(二)市場界定
(三)意思聯絡的認定
四、特定市場的界定與聯合行為
(一)「特定市場」意義與界定
(二)參考案例—電臺廣告藥品案
(三)超商咖啡的特定市場
五、意思聯絡的認定
(一)一致性行為與有意識的平行行為
(二)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
(三)寡占市場下的合意認定
六、結論

中文摘要
本文藉由「連鎖便利超商現煮咖啡」的聯合行為案為例，探討聯合行為之
認定基準。根據公平交易法第七條對聯合行為之定義，必須討論是否透過主觀
上的合意而導致外觀一致的行為結果，以及此行為是否對特定市場產生影響生
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向來，聯合行為的認定問題很少著眼於特定市場的界定，但連鎖便利超商
現煮咖啡案中，公平交易委員會所界定的特定市場，却不被高等行政法院及最

*

中興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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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政法院所認同。究竟在聯合行為的案例中「特定市場」應該如何界定才恰
當，是否必須如高等行政法院所言，用SSNIP 測試等手段來進行詳細的市場調
查，才算適當的界定，公平交易委員會的界定方式下認定的「連鎖便利超商現
煮咖啡」市場是否妥當?高等行政法院大費周章的討論與否定，對聯合行為的
認定意義何在?值得討論。
而合意(或「意思聯絡」)的存在與否，一直是認定聯合行為的重心問題。
但由於證明合意直接證據取得不易，通常須透過間接證據來舉證。間接證據的
舉證程度究竟要做到何種程度才足夠?又，如同本案若依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認
定屬於「寡占市場」，那麼此市場構造下，究竟是容易形成「有意識的平行行
為」，抑或構成聯合行為的「一致性行為」?在僅有間接證據的情況下，如何
區分兩者，是實務上的一大難題。
關鍵字 聯合行為 特定市場 意思聯絡 一致性行為 有意識的平行行為

一、前言
聯合行為向來是公平交易法所規範的事業行為類型中，非常受到矚目的部
分。其破壞了特定市場中原本應該存在的事業者間的公平自由競爭，更讓終端
的消費者因而受到不利益，影響甚鉅。關於聯合行為的認定與規範問題，不僅
是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亦是各國競爭主管所重視。
本文選擇「連鎖便利超商現煮咖啡」一案(以下簡稱「超商咖啡案」)作為
討論，首先是本案仍存在向來在聯合行為的案件中最為棘手的「意思聯絡」認
定問題，為何公平會在本案處分理由中提及最高行政法院過去幾則判決中的認
定基準，作為判斷意思聯絡存否的基礎，最終仍是無法得到最高行政法院的肯
定，究竟其中有何認知上的落差，問題癥結何在?本文試從直接證據與間接證
據的區分，討論所謂一致性行為理論下，如何透過間接證據舉證意思聯絡，舉
證責任在公平會與事業間要如何分配，是值得討論的議題。此外，較為特別的
是對「特定市場」的界定問題，在過去的聯合行為案例中少見太多討論，而本
案中公平會所界定的「連鎖便利超商現煮咖啡」市場，在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
行政法院皆受到質疑，尤其在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理由中，舉出許多諸如「需
求交叉彈性」、「SSNIP測試」等市場界定的檢驗基準，來批判公平會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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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的不足。究竟，在聯合行為的案件中，「特定市場」界定的必要性與重要
性何在，應該如何界定，也引起思考。

二、公平交易法對聯合行為之定義
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一項本文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我國公平
交易法對於聯合行為乃採「原則違法、例外許可」之規範原則。至於如何判斷
事業是否進行聯合行為，公平交易法第7條的定義舉出了幾個要件，包括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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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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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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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者」 。由此可知成立聯合行為之構成要件，包括(1)行為主體是具水平競爭關
係之事業。(2)透過合意方式(意思的連絡)。(3)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的價格、限
2

制數量等相互拘束事業活動。(4)對特定市場之供需等功能產生影響 。因此，
「特定市場」的界定與「合意(或意思聯絡)」的存否，是檢視是否該當此等
3

要件的兩大重點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6項對於「不當交易限制」之條件
為：「事業不論是以契約、協定或其他任何名義，與其他事業共同為價格之決
定、維持或上漲，又或限制數量、技術、製品、設備或交易相對人等相互拘束
該事業活動或遂行之，因而違反公共利益，實質限制特定交易市場之競爭。」
與我國公平交易法對聯合行為的要件十分相似。所聚焦的要件討論，也是重在
「意思聯絡」的認定，而判斷是否對市場競爭造成實質限制效果的判斷時，通
常亦先對特定市場進行界定而後判斷之。
1

2
3

本文於研討會發表時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尚未通過，所以仍以當時的原條文呈
現。 在本文法發表後的2015年1月22日修正草案於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2月4日由
總統公告施行。條文修正後，將原本分別置於第7條的聯合行為構成要件與第14條
對聯合行為的規範移至第14條及第15條。而本文另一個討論的「特定市場」的界
定，修正後從針對獨占事業的特定市場定義的第5條第3項，獨立成第5條，適用於
所有限制競爭行為，並將「特定市場」的用語修改為「相關市場」。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第15版)，頁139-141，自版，2014年2月。
意思聯絡也是合意的概念之一。故本文中時而交叉使用。但以公平交易法第7條的
定義，意思聯絡是屬於明顯的契約、協議以外，較不明顯且不問有無拘束力的其
他方式，所以本文在討論無直接證據而採用間接證據時，常用「意思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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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商咖啡案與爭點
有關超商咖啡案，如前所述，有「特定市場」的界定與「意思聯絡」的存
否兩大部分。以下將分為此兩部分進行討論，先從公平會的視點，再比較高等
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的的見解，找出彼此歧異的部分。
（一）事實
在民國100年10月，連鎖四大超商以受到鮮奶漲價的影響為說法，對於含
乳的現煮咖啡品項，在三天之內無論冰熱、容量大，皆陸續調漲5元。由於調
幅相同，調漲時間也相近，且又於調漲後幾乎同步進行第二杯半價等優惠活
動。公平會認為四大超商之此等行為恐有涉及聯合行為之嫌疑，依職權主動立
案調查。根據公平會的調查，認定四大超商對現煮咖啡的漲價構成公平交易法
4

第7條聯合行為之要件，違反第14條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之規定而處分之 。
（二）市場界定
公平會將本案之特定市場界定為「連鎖便利超商現煮咖啡」為市場，但未
受到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的肯定。
1.公平會處分
公平會將本案的特定市場界定為產品市場與地理市場。考量的基準與具體
認定如下：
(1)產品部分：能劃為同一相關產品市場的商品或服務之間，須具高度之
需求替代性，僅部分替代性尚還不足。須經審視相關事業之經濟規
模、經營模式、主要收入來源、市場定位、價格策略等因素。公平
會根據上述之因素考量，認為連鎖便利商店具有提供多元商品與服
務(如傳真、影印、代收費用、宅配、快遞、網上購物、取貨、設置
ATM等)、密度普及、全日營業、可及性高等特點，相較一般連鎖咖
啡店或餐飲業而言，更能對消費者提供全面型的便利性與滿足度，所
4

超商咖啡案的發展是，公平會認定四家超商成立價格的聯合行為而處分之公平會
(100)年100220號處分書(2011)。被處分人不服向行政院訴願會提起訴願，訴願決
定乃維持原處分。被處分人不服訴願決定，分別提起行政訴訟，判決撤銷原處分
與訴願決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607號、649號、703號、715號，本以下稱
「高等法院第一次判決」)。 公平會不服，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判決廢棄高
等法院判決，發回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251號判決)。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更審判決仍同前次，撤銷原處分與訴願決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
度訴更一字第54號、55號、56號、57號，本文以下稱「更審判決」)。公平會仍不
服再上訴，最高行政法院駁回公平會上訴，判決確定(103年度判字第19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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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與其等不具高度之需求替代性。綜上，界定出「連鎖便利超商現煮
咖啡」市場。其實公平會列出許多界定市場的考量基準，但似乎在本
案中對於具體的考量事實甚至是數據較不明確，因而引起往後在行政
訴訟時法院的質疑。
(2)地理市場：因超商設置地點遍及全國各縣市，所以劃定為全國。
公平會提到根據經濟部的動態調查，本案四家超商的營業額占全國便利商
店之七成，但以連鎖便利超商現煮咖啡市占率來說，則統一、全家、萊爾富及
來來四家超商，各占84%、11%、4%、1%，且整體需求市場穩定成長中。換
言之，以連鎖便利超商現煮咖啡為產品市場，四家超商合計市占率是百分之
百，若有共同漲價行為之合意，對市場功能的影響當然無庸置疑。在此界定與
計算下，公平會認定本案市場乃屬於寡占市場。此一寡占市場的認定，也牽動
了「意思聯絡」的判斷。
2.行政法院之判決
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一次判決中，公平會主張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4條第2項之規定，特定市場之界定可以參考政府機關之公告資料；以美國1962
年的Brown Shoe Co. v. U.S. 案為例，可以質化標準來界定市場範圍，以作為處
5

分理由正當性的說明 。但高等行政法院則認為，應採二階段市場界定方法，
並提及在假設性獨占理論，應適用美國2010年水平合併指針的SSNIP測試方
6

法 ，來判斷是否有其他咖啡供應者也有機會進入本案的現煮咖啡市場，而本
案的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市場並無通過此等理論的檢驗，亦未見以經濟學上
的「需求交叉彈性」來分析單一市場界定。對此，最高行政法院先是認同公平
會的主張，認為從「需求及供給替代性」及質化標準來分析，並非欠缺市場調
查；且高等法院提出如此多樣經濟學上的理論，作為界定市場是否得當的檢驗
標準是突襲裁判，因而將本案廢棄發回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在更審判決中，則順應公平會在行政訴訟中所提及的結合申報案
件處理原則第3點以及四點的界定市場的考量因素(需求替代性、供給替代性、
潛在競爭因素、其他質化因素等)，認定公平會在各點的認定上皆有所欠缺或
5

6

公平會在此次上訴時，就以Brown shoe案中質化標準如何界定市場範圍，提出幾個
判斷合理替代性的指標，包括1.需求替代可能性，2.供給替代可能性，3.潛在的競
爭。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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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並再次於需求替代性方面提及SSNIP測試。最高行政法院此次則是肯定
高院更審判決的見解。但有意思的是，最高法院並不否定本案是寡占市場，並
認為高等法院亦不否認之(但高等法院並未明確如此表示)。
(三)意思聯絡的認定
對於聯合行為成立的關鍵要件，即「意思聯絡」有無的認定，公平會與高
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在判斷上亦發生歧異。
1.公平會的處分
在本案，公平會並查無直接證據的存在，因此僅能以間接證據判斷基準判
斷四家超商的意思聯絡的存否。
（1）間接證據與合理推定
公平會指出，當欠缺直接證據時可參酌各國競爭主管機關的
「一致性行為(concerted action)」執法概念，並考量相關「附加因
素(plus factors)」。若能排除調價係屬業者出於經濟理性之獨立行
動，除非業者採取聯合行為，否則無法合理解釋一致性的市場現
象，則可論證屬聯合行為之態樣。公平會特別舉出過去常見於公平
會處分書中，以間接證據推論意思聯絡時所參考的最高行政法院的
幾判決，包括：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91號、92號，以及最高
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1798號判決，說明當欠缺直接證據時，公平
會可以採用間接證據，若此一共同一致的行為結果，從各個企業之
個別利益觀點而言，無從解釋之，僅能基於有共同之目標及計畫加
以了解時，即可認定為有該等合意存在。在舉證責任上，則應採合
理推定之方式，若要推翻公平會的推定，須行為人「合理說明」，
證明其價格之調整乃市場上客觀之供需變化因素所致。
（2）本案的事實與意思聯絡的認定
從四家超商對含乳咖啡品項近乎相同時間各調漲5元，僅是外
觀上一致的行為結果，尚不足認定構成聯合行為。因此公平會提到
可以影響本案的競爭因素包括a.商品同質性高。b.競爭對手彼此了
解對方之商品調整週期。c.參與競爭者於調漲價格後舉辦促銷活動
等。在寡占市場中，單一廠商價格調漲具有市場流失之高度風險，
業者應不會輕易為之，先發者除非有相當之把握其競爭對手亦會跟
進，否則不會任意發動。而競爭對手間倘能確信彼此對調漲具有共
識，對調漲行為具有穩定性。本案中，全家超商率先發布調漲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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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足以懷疑其於事前有相當確信競爭對手之其他三家超商亦會調
整週期同步上漲，否則不會甘冒流失客戶之風險而率先公布調漲。
而各家超商調漲咖啡價格之額度皆為5元，時間緊急且相近，又一
致性的不漲不含乳之美式咖啡，若各家超商無法舉證說明價格調整
出自於市場客觀合理之因素，乃事業出於經濟理性的獨自判斷，即
可合理懷疑存有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
此時，公平會即舉證責任轉換給四家超商，要求說明調價的理由，是否具
事業獨自判斷的事實，具有排除意思聯絡存在的可能性。對此，公平會要求各
家超商提出公司內部精算漲幅之依據、方式、訂價策略、內部調價標準作業流
程等以作為說明，業者均無法提出相關書面精算報告。各家說明的上漲理由，
包括進口咖啡豆上漲、耗材上漲、人工成本上漲、咖啡機上漲、店租飛漲、確
保加盟商利益、5元方便找零等等，不一而足。但實際上各家原料來源、價格
不同，成本各異，促銷活動也匆促推出，因此認為超商所提出的理由與說法無
法達到經濟上合理的舉證說明，可合理推定超商間存在事前的合意，否則無以
導致外觀一致行為結果。
2. 行政法院判決之認定
高等行政法院雖然不贊同公平會界定市場的基準與結果，但仍以公平會所
認定的「寡占市場」，來討論此種市場結構特性下事業間的行為模式。認為寡
占市場具高度透明性，事業對競爭者的行為，通常可以在短時間內得知。當商
品同質性高時，以價格競爭為主要競爭手段，事業制定價格時，終究採取與競
爭者相同之行動策略，因而形成外觀上的一致行為。若並不存在合意，僅是事
業單純為自身利益所不得不為之行為，則應屬「有意識之平行行為」或「價格
追隨行為」，並不構成聯合行為。先點出了僅有外觀上一致的行為結果，尚不
足以認定聯合行為的成立，並提出寡占市場的特質下，有可能無須意思聯絡，
即可導致外觀上一致的行為結果，而若為如此，則並不該當聯合行為，必須加
以區分。
而關於舉證責任的部分：即使公平會舉出了幾則最高行政法院的見解作為
判斷基礎，高等行政法院則認為行政罰的要件事實之客觀舉證責任應在行政機
關。若公平會以四家超商該當聯合行為而處分之，經法院之職權調查仍陷真偽
7

不明時，不利益應歸於公平會 。雖然行政訴訟法第189條第1項對判斷「事實
7

高等行政法院在國內三大紙業聯合行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更字第23
號、24號、25號判決)一案中亦提到此一舉證責任基準。認為公平會所憑之證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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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偽」沒有具體規定，但仍應做到具高度蓋然性「沒有合理可疑」的確信，而
認為公平會的舉證並沒有達到此確信程度。尚舉出為何各超商成本不同卻同樣
調漲5元為例，被處分人之一的統一超商所提出「市場飲品價格之書面整理結
果」，的確呈現以5元為訂價級距，並非如公平會所述完全無合理說明。所以
寡占市場不是僅有公平會所論容易形成聯合行為，反之也可能容易形成有意識
的平行行為。簡言之，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寡占市場的特性下，外觀一致的行為
結果大有「有意識的平行行為」的可能性，公平會必須對於合意的存在，做到
「唯一且合理」的舉證，但公平會並無達此標準。
對此，最高法院的判斷引人注意，畢竟公平會舉出最高法院的見解作為判
斷的基礎。最高法院第一次判決時，果真對高等法院要求公平會的證明須達到
「沒有合理懷疑」的舉證程度，以及待證事實真偽不明時，逕自將舉證責任倒
置公平會，認為有悖最高法院實務見解而不表贊同。但另一方面，卻也認同高
等法院對於寡占市場中事業間「有意識的平行行為」或「價格跟隨行為」的可
能性的說法，認為公平會對於排除此可能性的說明並不足夠。而高等法院更審
時，不再堅持「沒有合理可疑」的高度蓋然性，認為即使在最高法院所主張的
「合理推定」下，認為公平會所提出的間接證據，亦尚不足合理推定四家超商
調漲現煮咖啡之外觀上一致性行為，乃出於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並進一步認
定超商的調漲是獨立意思決定下所為的合理經濟行為，屬有意識的平行行為。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次判決則同意了高等法院的見解。
特定市場界定

意思聯絡的認定
未取得直接証據而採一致性行

公平會

產品市場界定為「連鎖便利
商店現煮咖啡」

為理論。認為就所調查的間接
證據，對照四家超商不具經濟
合理性的說明，「合理推定」
意思聯絡的存在。

非毫無瑕疵，無法具體舉證意思聯絡何在，即使存在亦無說明對市場供需功能是
否足以構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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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次判決
認為公平會的舉證，須達到
否定公平會的界定方式。

「沒有合理懷疑」的程度，而

認為欠缺更為詳細的市場調 公平會未達此程度。
高等行政法院 查。具體提出二階段理論， 2.更審判決
SSNIP測試等方式是較為妥適 則 認 為 即 使 採 合 理 推 定 之 見
的界定方式。

解，公平會的相關事證仍不足
以合理推定事業間意思聯絡的
存在。
第一次判決時認同公平會的見

最高行政法院 贊同高等行政法院見解。

解。
但最終贊同高等行政法院更審
判決的見解。

四、特定市場的界定與聯合行為
就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出公平會的處分與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對
於特定市場的界定方式以及意思聯絡的有無，在見解或認定上有所差異。以下
先就聯合行為特定市場界定進行討論。
（一）「特定市場」意義與界定
根據公平交易法第5條第3項：「所謂特定市場系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
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簡言之，特定市場即為事業從事「競爭」的範
圍。公平交易法中對於市場的定義，適用於任何一種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的
行為類型。公平交易法雖定義了「市場」，但並未直接規定特定市場的界定方
式。
1.聯合行為成立要件與「特定市場」的界定
為何聯合行為須要探討「特定市場」的界定?以下，從公平交易法對聯合
行為之定義以及與其他限制競爭行為類型的比較來進行論述。
（1）公平交易法第7條
根據公平交易法第7條對於「聯合行為」之定義，其主要的構
成要件中包括是「聯合行為的主體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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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特定市場產生影響」。需要界定特定市場，才能認定是否屬
於其中同一產銷階段具有水平競爭關係的事業間，透過合意共同
行為，而評估該行為對「特定市場」的市場供需功能之影響。若
市場劃得大，參與聯合行為的事業的市占率就小；而反之市場若
界定得小，市占率就會被放大。若參與聯合行為的事業市占率
大，當然判斷其行為對特定市場的供需功能影響，可能就大；若
市占率小，交易相對人可以容易取得其他替代的交易機會，在
「影響微小原則」(di minimis rule)下，可能不影響市場之價格與供
需機能，而不違法，如同「巷口兩家豆漿店」的聯合訂價即是一
8

例 。在此思考下，特定市場的界定與市占率的算定，可能因而成
為是否需要管制規範聯合行為的門檻。以超商咖啡案而言，被處
分人當然希望特定市場能夠劃得更大，讓自己的市占率可以被縮
小，有機會來討論是否行為並不影響市場供需功能。若如公平會
所界定的「連鎖便利超商咖啡」為產品市場，四大超商的市占率
的總和即達百分百。可以理解為何被處分人在行政訴訟時提出許
多市場界定的檢驗基準，以求降低市占率。
有學者認為在限制競爭的行為類型裡，特定市場可以有兩個
意義：一個是進行競爭的範圍，另一個則是競爭被實質限制的範
9

圍 。第一種意義之下，必須先界定出特定市場，然後在此範圍
內討論是否產生限制競爭的問題。而第二種意義的特定市場，是
從「競爭」的意義乃是需求者或供應者的發揮競爭機能的狀態，
而限制競爭則是此等競爭機能無法作用的狀態，所謂特定市場就
是此一狀態的範圍。公平交易法第5條第3項的特定市場的定義應
是屬於第一種概念。此說法的最大意義，在於若從第二種意義看
來，特定市場的界定並非是評價事業的行為是否限制競爭的首要
任務。目前實務在界定特定市場時，多還是於第一種意義下，先
界定出市場，再判斷範圍內事業的行為對競爭的影響。但實際
上，就如同超商咖啡案，若被綁在得先界定市場始能往下判斷事
業的行為，可能失焦於真正發生限制競爭效果行為的證據及認
8
9

公平交易委員會，141(2014)。劉孔中，「聯合行為規範之革新」，臺大法學論
叢，第33卷第2期，66(2003)。
大祿英一， 占禁止法の体系的理解Ⅰ，靜岡學術出版，24-3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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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2）其他限制競爭行為之特定市場界定
公平交易法中「限制競爭」的行為類型，如濫用獨占力、事
業結合與聯合行為都可能須論及特定市場的界定。當然，雖然
「市場」的概念皆同，但界定時考量的因素與界定出的範圍，卻
有可能因應各類型而有所不同。
a.在濫用獨占力的部分，需要先認定事業為獨占事業，才能進一
步認定是否違反第10條之濫用獨占力。而判斷事業是否獨占，
則必須先界定出特定市場計算出市占率，始能判斷是否該當公
平交易法對獨占事業的認定基準。然而事業是否為獨占，並非
僅依市占率認定之，尚還須斟酌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3條所列
10

之其他事項 ，用以判斷其是否確實具有可以支配市場的力量並
濫用之，所以必須衡量可能影響其市場支配力的各項因素。
b.在事業結合的部分，乃屬事前規範，僅能以相關市場現狀判斷
結合實現後可能產生的市場變化，以決定是否要禁止其結合。
此時乃是對一個尚未實現的市場狀況進行評估，所以要納入包
含潛在的競爭因素等多角度的衡量。超商咖啡案中對於特定市
場的界定，高等行政法院提及許多事業結合的市場界定基準與
方法，包括提到公平會制定的「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
11

案件之處理原則」或者美國的2010年的「水平合併指針」 等。
並非所有的事業結合在市場界定的方法或考量皆不適用於聯合
行為，例如公平會處理原則第3點中「產品市場」、「地理市
場」、「時間因素」的界定，不限於事業結合對其他行為類型
亦同可適用。惟，不論公平會或高等行政法院提到「潛在的競
爭因素」的考量(雖然公平會認為本案的情況下，潛在競爭者為
零)，在聯合行為案件是否需要考量，本文則持保留態度。對於
一件已經發生有限制競爭之虞的行為，考量行為發生當時尚未
10

11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3條除了第一項的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之外，尚須審
酌：二、考量時間、空間等因素下，商品或服務在特定市場變化替代的可能性。
三、事業影響特定市場價格之能力。四、他事業加入特定市場有無不易克服之困
難。五、商品或服務之輸入、輸出情形。
包含公平會在第一次高等行政法院的行政訴訟中所提及的Brown Shoe案，亦是一
件結合案件。

76

第 21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加入市場的潛在競爭者，對於判斷該行為對當時市場供需功能
12

的影響時，應不具任何意義 。
2.特定市場的界定方式
以公平會以及高等行政法院在超商咖啡案所提出的方法進行討論。
(1)公平會的判斷基準
公平會通常依個案視狀況來決定市場的界定。基本上會考量
13

「產品市場」、「地理市場」及「時間因素」 ，此可從公平會
所制定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3
點規定為：「本處理原則界定特定市場係綜合產品市場及地理市
場加以判斷：（一）產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
件上，具有高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圍。
（二）地理市場係指就參與結合事業提供之某特定商品或服務，
交易相對人可以很容易地選擇或轉換其他交易對象之區域範圍。
在考量前項產品市場、地理市場外，得視具體個案，衡量時間因
素對於特定市場範圍之影響」，可以得知。但不代表每個個案例
皆同時考量此三要素，實際上以前二因素為基本考量要素，此
14

立場基本上是應予以肯定的 。其中又以產品市場中以需求者替
代性來討論市場範圍為重心，至於地理市場則是在產品市場的決
定時，若因為距離等地理因素，為商品的競爭範圍劃出一個具體
的地區領域，或大或小還需視個案而定，如超商案是以全國為範
15

圍，而某些跨國企業甚至能以全球為範圍 。時間因素則是認為
對需求者而言，若時間夠長，可以接受較遠的地方或甚國外的商
16

品，市場因而可以變得更廣 。至於界定特定市場時應該採用哪
一些資料，在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計算事業之市場
占有率時，應先審酌該事業及該特定市場之生產、銷售、存貨、
輸入及輸出值（量）之資料」，以及「計算市場占有率所需之資
料，得以中央主管機關調查所得資料或其他政府機關記載資料為
12
13
14
15
16

上杉秋則，カルテル規制の理論と実務，商事法務，113(2009)。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頁35-36，自版，2014年2月。
伊従寛，独占禁止政策独と占禁止法，中央大学出版部，158(1997)。
例如ASML域外結合案，公平會102003號 公平交 委員會結合案件決定書(2013)。
公平交易委員會，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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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所以根據本項之規定，公平會使用經濟部公告之資料來
協助市場的界定實無不妥。
此外，認定是否影響市場功能，除了特定市場的界定，還須
17

從「量」與「質」的標準檢視之 。在「量」的方面，一般多指市
占率，但實務上並無特定市占率多少以上才影響市場供需功能，
如本文下面所舉之電臺廣告藥品案，甚至出現5%的市占率。再
者，量化研究較重視所謂統計等數據，則SSNIP測試亦屬一種定量
分析方式。在「質」方面，但根據高等行政法院曾經的定義，是
以聯合行為之內容，亦即事業所為之限制競爭行為本質是否屬核
心事項為斷，愈屬核心限制競爭手段（如價格）之排除，被認為
18

影響市場功能的可能性也就愈高 。這也呼應了前面所論，競爭法
下討論的市場要顧及發生限制競爭的部分。而究竟應以量化或質
化的方式界定市場，最高行政法院在超商咖啡案中也同意並無一
定的基準，但卻認同高等行政法院更審判決中認為公平會用行政
院主計處「中華民國行業分類標準」等分類標準作為其他質化因
素，界定連鎖便利超商現煮咖啡作為獨立市場的方式，乃欠缺具
體事證並不妥當。至於用SSNIP測試進行市場界定，在公平會的聯
合行為案例中實屬罕見，在日本亦同。實際上，日本公平會也並
非所有的案例皆用SSNIP測試進行市場界定，甚至是結合案件亦是
如此，很大比例是從需要者角度檢視商品、服務的機能等方式來
19

界定特定市場 ，並非皆有具體市場調查的量化數據為手段。
(2)SSNIP測試的迷思
在高等行政法院在第一次判決時，提出所謂的二階段論法來
質疑三階段論法，認為二階段論法中以「假設性獨占理論」透過
「SSNIP測試(Small but signiﬁ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
的簡稱)」測試是比較合乎國際實務潮流，並認為公平會沒有援用
經濟學上的「需求交叉彈性」來分析單一市場。
17

18
19

劉華美，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一)第一條至第十七條，公平交易委員會92年度委
託計畫，318-319(2003)。
高等行政法院101年訴更一字第2號判決。
白石忠志，「市場画定不要論について」，競争法の理論と課題――独占禁止法
・知的財産法の最前線，根岸哲先生古稀祝賀，18(2013)。岡田羊祐、林秀弥，
独占禁止法の経済学，東京大学出版社，2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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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SSNIP測試，乃指設定獨占事業是否能進行「微幅(一
般認為是5%)但顯著的非暫時」的漲價而增加利益，具體的操作
是，先假定一獨占事業，當其開始進行此一微幅但有意義且非暫
時的漲價時，需求者是否會往外圍移動轉向其他事業，若有就將
該外圍業者納入市場，如此反覆測試，直到沒有外圍業者可以加
入，市場界定就完成。這樣的反覆測試，因為必須向需求者，在
本案即為向廣大消費者進行調查，就如同公平會所言，將會耗費
時日。從本質來說，此種界定方式仍是以需求者的替代性出發進
行檢測。雖然過去以美國為首，尤其1992年的由美國司法部與聯
邦貿易委員會(FTC)所共制訂水平合併指針中將SSNIP測試作為市
場界定的方式之後，受到各國的競爭主管機關的青睞。以日本為
例，日本公平會所制定之事業結合處理原則中，有關特定市場界
定的方式，從需求者的角度討論替代性時，乃明確規定了SSNIP
20

測試方法 。但即使如此，並不代表所有競爭主管機關在界定特
定市場時，做到每案必以此進行檢測的地步，通常多是在事業結
合案件類型時才議論到此界定方式。而經濟學上的「需求彈性交
叉」，是表示一種商品的需求量變動對另一種商品價格變動的反
應程度，意義上亦是與SSNIP測試同樣的從需求者的角度出發。
高等行政法院特別提到美國2010年版的水平合併指針以佐證
21

自己所持之特定市場界定方式 ，此新版的水平合併指針中，仍是
在獨占者測試(The Hypothetical Monopolist Tset)中適用了SSNIP測
試來界定產品與地理市場。但不能忽略此次新版指針出現了一個
與1992年版有所不同的基本原則變化，即是不再認為市場界定必
為評價水平結合的第一步驟。2010年版提到，進行相關分析時並
不一定需要從市場界定開始，市場界定只是在評估競爭效果時可
能運用的一系列工具中的一種，當能夠獲取反映競爭效果的直接
22

證據時，主管機關將更倚重那些直接證據，而非市場界定 。除了
20

21

22

日本公平會所制定之「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第2點之1
有關特定交易市場劃定之基本思考。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2010).
2010 Guideline，4 Market 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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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界定，例如向上定價壓力(upward pricing pressure)、臨界損失
分析(critical loss analysis)、移轉率(diversion ratios)、結合模擬模型
23

(merger simulation)等經濟分析方法亦是運用參考方式 。在此改變
下，已非在討論SSNIP測試的方式的妥適性，而是更為前提的認
為特定市場並非一定先界定不可。此外，SSNIP測試本身開始受
到討論，學界甚至開始出現「市場界定不要論」。就標題或許看
來較為極端，本論點實則是認為多種市場界定方式，終究是要回
歸討論究竟是為誰的競爭，而此時引人再三思考的不可缺要素即
24

是「需求者範圍的劃定」 ，即使以SSNIP測定市場，檢視漲價時
是否轉移向其他事業，要詢問哪一個區塊的哪些需求者是決定測
試結果的關鍵，終究是回歸到需求者的角色。此一說法僅欲表達
特定市場的界定方式並非應該被僵化在某一特別方式，當然包括
SSNIP測試。
而不論是哪一種界定方式，因應市場的實際狀況，從最基本
的產品需求者角度來看，市場是有可能重疊成立，一個特定市場
的成立並不意味排除其他市場範圍成立的可能性，也就是若從需
求者的商品替代性等來考量，另外界定出一個與公平會所界定的
特定市場範圍相異之結果，並不足為奇。而其中，將事業間進行
25

合意的範圍界定成一個特定市場亦為常見 。但無論如何，在實務
的執法判斷上，仍須要一些具體的基準，所以完全捨棄特定市場
的界定或許不是最好的作法，但是界定方式應該更針對個案，對
26

於有爭議之事業間之具體行為，進行個別的特定市場界定 ，如同
2010年版的水平合併指針所述，若能取得限制競爭的直接證據，
更應該重視此部分。假設超商咖啡案在合意的部分取得直接證
據，卻耗費周章討論市場界定，然後因為市場界定出現歧見而否
定四家超商的行為該當聯合行為，是否妥當?市場界定不要論者的
23

24

25
26

張甘穎，「結合審查基準之研究—以統一與維力結合案為例」，公平交易季刊，
第22卷第4期，43-49(2014)。
白石忠志，「市場画定不要論について」，競争法の理論と課題――独占禁止法
・知的財産法の最前線，根岸哲先生古稀祝賀，18,(2013)。白石教授認為這樣的
說法受導矚目，原因之ㄧ即使美國2010 Guideline。
菅久修一、品川武、伊永大輔、原田郁，独占禁止法，商事法務，36(2013)。
上杉秋則、カルテル規制の理論と実務，商事法務，11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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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之ㄧ，即是認為所謂市場界定終究會被其他反競爭效果所吸
27

收(例如聯合漲價的合意等)，這樣的說法並非毫無見地 ，限制競
爭的行為與效果適應該更被重視的部分至於經濟學上的手法例如
28

SSNIP測試或者需求交叉彈性 等方式並非當然必要，尤其受到測
試分析資料的有無、時間的約制，各國的競爭主管機關亦是以其
29

他可行簡便的替代方式為之 。
(二)參考案例---電臺廣告藥品案
論及市場界定的爭議，令人憶起多年前的電臺廣告藥品聯合行為案(以下
30

稱「連心會」案) 的特定市場界定爭議。本案的事實為，在臺南地區有48家藥
局負責人，除從事一般西藥之販售外，同時為地區性電臺的廣告藥品指定藥
局，共同組成一個名為「臺南區藥品學術交誼連心會」的組織，對參與的會員
的銷售對象與售價進行限制，對不遵守的會員則施以罰款等方式以為示警，藉
此共同決定地區性電臺廣告藥品價格，相互約束事業活動。公平會認定此等行
為該當原公平交易法第7條之聯合行為，違反第14條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之規
定。
1.特定市場界定的爭議
公平會在本案的界定特定市場時，因為連心會並非同業公會或一般公司行
號，不該當公平交易法第2條之事業，不能成為被處分的主體，而臺南地區的
當時藥局總數共有854家，參與連心會事業共有48家，因此以全臺南地區的藥
局總數為分母所計算出之5.6%5之市占率。
31

這樣的市場界定方式下算出的市占率，高等行政法院提出了質疑 ，包
括：(1) 若以臺南縣市地區西藥藥局為分母，所算出被處分人的市占率5.6%，
以經驗及論理法則下，顯不足影響該地區商品交易供需甚明。而且，(2)公平
會界定特定市場時，陳述「電臺廣告藥品為一特殊結構市場，其行銷方式、藥
27

28

29
30
31

白石忠志，「市場画定不要論」，21(2013)。文中指出但是堅持要先界定特定市場
者的見解是，若不先劃出市場，就無法算出市占率，不能決定是否要介入管制該
行為了。這樣的說法讓界定與不界定似乎成了「雞生蛋、蛋生雞」的爭辯。
以需求者交叉彈性來評價特定市場的界定，需要的交叉價格彈性有各式各樣，卻
必須要劃出一條界線的話，線的畫法應不只一種，不論把線話在何處，都有可能
在越過線後仍存在競爭。所以，特定市場的界定方式非僅有一種意義，而是多樣
的。大禄英一，独占禁止法の体系的理解Ⅳ，静岡学術出版，55(2013)。
岡田羊祐、林秀弥，16(2009)。
公平會(89)公處字第163號處分書(2001)。
高等行政法院90年訴字第4423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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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品質，與一般處方箋或成藥均不同，故無法界定一正確之市場占有率」，對
此，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公平會無法明確界定市占率，違反行政訴訟法第4條、
第5條「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之規定。但最高行政法院對於高等行政法院
32

的質疑 ，則認為高等法院固非無見，最終卻支持公平會的處分。最高行政法
院認為：要認定聯合行為的約定對於市場足以影響供需功能，除了參加聯合行
為者的市占率外，尚有「參加聯合行為數目」、「聯合行為者與不參加者間之
數目比例」、「對交易關係的影響」等，作整體衡量。因此，贊同公平會認定
電臺廣告藥品是在一個商品品質、銷售方式都很獨特的特殊結構市場，再加上
上游廠商基於信用或行銷策略等考量，相關藥品並無供應全部藥房，連心會在
臺南地區的市占率應更高於5.6%。至於這樣的市占率是否可能影響市場的供
需機能，則可從藥房市場具有區域壟斷性之特質，消費者的選擇會因此受到限
制；以及此組織對不配合銷售或價格政策的會員，有鉅額罰款等嚴厲的處理手
段，但受罰會員竟選擇繳交罰緩後繼續留在組織之中，可見連心會對於市場具
有影響力。連心會的行為不僅破壞市場價格競爭機制，減損市場競爭機能，亦
間接影響消費者權益，所以認同公平會認定本案「足以影響商品交易之市場功
能」。
2.討論
連心會案與超商咖啡案同樣面臨特定市場如何界定問題，若超商咖啡案被
質疑市場界定得過小，相對的連心會案又是否過大。本文認為，若商品在品質
本身、販賣提供方式、或者價錢等有其別於其他商品而難以取代之特殊性，何
妨將其就界定成一個市場。最高行政法院在電臺廣告藥品案中贊同公平會認定
電臺廣告藥品所在的市場結構特殊，導出連心會的行為足以影響商品交易之市
場功能的結論，但同時對於過小的市占率似乎又有些介意，才認為高等行政法
院固非無見。藥局基本上必須要取得執照始得營業，所以藥局的總數計算相對
容易，但也未必需要皆列入市場範圍。本案可以在產品市場界定為電臺廣告藥
品市場，地理市場則劃定為「連心會」所在的臺南地區為地理市場，會比較張
33

顯產品的特性，亦同時考慮到本案參與的藥局所在地 。如此一來，就不會算
出5.6%的市占率，而被質疑其對市場供需的影響。公平會其他與廣告藥品相關
32
33

最高行政法院92年判字第1336號判決(2003)。
黃銘傑，「聯合行為成立與市場界定、影響市場功能認定間之理論與論理(上)---評
最高行政法院九二年度判字第一三三六號判決」，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68期，
10-1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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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案件尚有「詠健會」案

34

35

與「廠商會」案 。在廠商會一案中，公平會則是
36

明確的將產品市場界定為「廣告藥品市場」 ，所以連心會案應是做相同判斷
較為妥適。
(三)超商咖啡案的特定市場
37

公平會在考量產品市場時提到考慮「需求者替代」與「供給者替代」 ，
此應為相互考量，而非單獨劃分，並應著重於需求者的替代。因為即使供給者
在能力上可以供應，卻非需求者願意或可以選擇，那此供給對需求者並無意
義，這樣的思維與考量是符合上述以需求者的需求為重的見解。公平會與行政
法院的基本思維是相近的，只是行政法院認為公平會對於需求者的需求，也就
是市場上消費者的選好與行動，未做詳細充分的調查，因而無法予以贊同。但
此問題就又轉回前述的難題，到底要怎麼調查才屬充分，其實難有一個方法可
以達到滿分的答案。在超商咖啡案，不管市場如何界定，臺灣號稱超商密度世
界第一，全臺家數驚人，市占率絕對不可能小到對市場供需不產生影響。在此
要件的大費周章，從結果而論，有些徒勞。若連鎖便利超商的咖啡已具有和其
他咖啡的獨特性(品質、價格、販賣方式等)，就需求者的需求而言具有相當不
可替代性時，何妨界定成為一個特定市場。所以公平會應更具體的說明並舉證
超商咖啡與其他店家所販賣之咖啡有何不可替代的特性，處分書中的說明似乎
太著重的是對「超商」特性，而非「超商咖啡」特性，是比較值得努力的部
分。
本文仍認為特定市場的界定不應僵化於某些特定理論不可，亦不認為聯合
行為成立的首要關鍵應置於特定市場的界定，因應個案即使產品或地理市場
範圍極小，亦可能成立。根據公平會第367次會議決議，認為在招標案件的情
況，招標本身即為市場，故如發生圍標情形，則該工程發包市場之競標機制即
刻受到破壞，故圍標行為本身即屬直接限制競爭行為，無庸具體論究圍標行為
所足以影響市場之範圍，往外擴及至與投標以外的部分並無意義。又以日本東
38

芝電梯維修服務搭售案為例 ，此乃一件電梯製造商，為了在電梯設置後能夠
34
35

36

37
38

公平會(98)公處字第098021號處分書(2009)。
公平會(98)公處字第098022號處分書(2009)。詠健會案是電臺廣告藥品之指定藥房
間的聯合行為案，而廠商會案是其上游之藥品供應商的聯合行為案。
但高等行政法院認為，被處分人利用電臺進行販賣且列出建議售價表的除了藥品
尚有食品、清潔用品等，而持否定見解。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自版，35(2014)。
大阪高等法院平成5年7月30日判決。雖然是一則民事判決卻論述了獨占禁止法的
搭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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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勢取得售後維修服務的交易，對於使用其他維修業者的電梯用戶，在欠缺維
修零件時，表示若非與該公司的替換服務一起採購，否則不零售零件。在此
案，特定市場界定為「東芝製造電梯的維修服務」，看似非常狹隘的一個特定
市場。在日本的電梯市場，東芝公司其實僅排名第三，但第一名與第二名的電
39

梯零件東芝製的電梯無法使用，在本案中沒有意義 。所以判決中提到如此界
定的理由是「若考量電梯所有人要將電梯轉換成他牌當然並非容易---」，因而
將市場如此界定。這些案例似乎並不須要SSNIP測試，以個案產品或服務的特
性界定出特定市場應屬合理。

五、意思聯絡的認定
超商咖啡案的另一個問題，即是「意思聯絡」存否的認定問題。在聯合行
為的定義中，與他事業「共同決定」、「相互拘束」的要素，決定了意思聯絡
存在的必要。但由於證明合意的直接證據通常取得不易，而必須透過間接證據
來推定，所以，所謂的相互拘束，並不強調需要明顯的拘束形式。
(一)寡占市場下的合意認定
40

超商現煮咖啡案依公平會及最高行政法院的見解認為乃寡占市場 。此型
態之市場，究竟是容易形成「意思聯絡」，亦或無需合意即能透過「有意識的
平行行為」達到外觀上一致的結果?似乎皆有其可能性。
41

容易形成聯合行為的市場環境，莫約可以從以下幾點進行檢視 ：
1.事業者數：事業者數少，容易形成。因為事業家數過多，合意的形成與
維持將大費周章。
2.產品特性：商品或服務的同質性越高，越容易形成。
3.制裁時間要短：當參與聯合行為的事業脫離，行使制裁的時間越短，拘
束力越高。
4.價格透明性：價格透明度越高，越容易監控參與聯合行為的事業如何訂
39

40

41

白石忠志，判例講座 独禁法事例の勘所（第5回）大阪高判平成5.7.30(東芝昇降
機サービス)，法学教室，第311期，97(2006)。
高等行政法院雖然對於公平會欠缺市場調查所界定的特定市場有所質疑，但討論
「意思連絡」有無時，亦表示退一步接受從寡占市場的角度，討論「意思連絡」
有無的可能性。
大橋弘，カルテルにおける経済学の活用，公正取引，第741期，60-61(2012)。公
平會亦是採近似見解，請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自版，14114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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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可以迅速掌握是否有參與的事業脫離合意的約定。但此點應建立於
市場參入不易具封閉性的情況，否則若市場競爭活絡、消費者選擇性高
的情況下，透明的價格資訊反而是促進競爭。
5.事業的異質性與參進壓力：若事業規模落差太大，或參進的壓力高，聯
合行為都不易維持。
寡占市場中很容易具備這些要件，公平會在超商咖啡案中，亦是參考了此
等基準，認定超商間存在意思聯絡的合理性。
但另一方面，由於寡占市場的結構下，廠商加數少，市場集中度高。若市
場具高度透明化，事業之間容以取得彼此間之事業活動相關訊息，而當事業間
之產品同質性又高時，市場的競爭重點會在價格上，任何事業的價格政策勢
必影響其他競爭者。事業多在探知競爭者的價格策略後，以決定自己產品的定
價，結果常採取相同的定價策略，而造成外在客觀一致的行為。若僅止於因為
42

市場結構下產生事業間高度的相互依賴性，還不足以認定為聯合行為 。簡言
之，僅以寡占市場的構造而論，既容易成立「一致性行為」也可能容易透過
43

「有意識的平行行為」造成外觀上一致的行為結果 。所以，寡占市場中僅見
在外觀上形成一致行為結果，其是否該當聯合行為，還是回歸到事業間是否有
意思聯絡的存在來判斷。當欠缺直接證據而採用間接證據認定意思聯絡的存在
時，若無法排除有意識的平行行為的可能性，此認定將受到質疑與挑戰。超商
咖啡一案，公平會以間接證據認定超商間意思聯絡的存在，卻不為高等行政法
院與最高行政法院所肯定的落差，以下先從所謂「一致性行為」與「有意識的
平行行為」的區分談起，再論如何透過間接證據來認定意思聯絡的存否。
(二)一致性行為與有意識的平行行為
欠缺舉證意思聯絡的直接證據時，採行所謂的一致性行為理論進行判斷
時，如何具體判斷事業究竟是暗默中進行意思聯絡或者僅是有意識的跟隨行
為，區分並不容易。
1.定義
所謂「一致性行為」，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事業，在明知且有意識的情況
下，透過類似聚會等聚會機會交換經營意見，就其未來的市場行為達成不具拘
42

43

陳文生、陳丰津、陳家榮，「浮動油價調整機制與涉及聯合行為疑議之探討」，
公平交易季刊，第19卷第2期，83-86(2011)。
何之邁，「平行行為乎﹖一致性行為乎﹖---評析中油、台塑油品調價案」，臺北
大學法學論叢，第58期，15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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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力的「共識」或「瞭解」，形成具有意思聯絡的外在市場的一致性 ，當直
接證據不足或不存在時，為各國競爭主管機關認可的判斷方式。而同樣是在外
觀上的一致行為結果，一事業向另一事業看齊、跟進的行為，即「有意識平
行行為」，或者在價格方面的「價格追隨行為」，因不具事業間的「意思連
絡」，並不構成聯合行為。例如現今的臺灣油品市場，中油公司已採行浮動油
價調整機制，隨原油價格調整油品零售價格，此時台塑公司跟隨調整，應屬價
格跟隨行為，兩事業最後在外觀上造成一致的行為結果，卻因欠缺意思聯絡，
不構成聯合行為。
一致性行為的認定基準，根據公平會第397次委員會議提出的幾個基準，
包括：
(1)必須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獨立的事業，參與此一具有限制競爭效果的行
為。
(2)「一致性行為是一種不具形式、且沒有法律拘束力之合作方式。在主
觀要件上，必須參與的事業間有「意思之合致」，只不過該合致的意
思尚未達締結契約的程度而已；在客觀條件上，必須有事前的協議或
意思聯絡行為存在」。
(3)「參與一致性行為的事業間必須具備有「相互依存性」的要素，若僅
是偶然一致行為或縱使有意識的模仿他人的行為，並非本概念所要規
範的對象，蓋此時行為人尚未識地採行某一具有共同目的的市場行
為，並可以期待他人也會遵照事前的約定而行為即足矣」。
就上述之基準，要求意思聯絡須具備主客觀上的要件，但並未具體說明要
達到何種程度。
2.區分方式
要辨別是「一致性行為」亦或「有意識的平行行為」，其最基本的立場應
是，至少必須具備複數的事業，互相之間對於他事業的價格上漲等特定事業活
動有所認識，並在暗默中認同之；反之，複數事業間，僅一方對他方的價格上
45

漲等行為的單方認識、認同，尚不足成立「意思連絡」 。簡言之，一致性行
為的認定前提，必須舉證事業間應有人為的「相互動作」，而非單方的認知與
44

45

劉華美，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一)第一條至第十七條，公平交易委員會，306307(2003)。
泉水文雄、長澤哲也，実務に効く公正取引審決判決精選（ジュリスト増刊），
有斐閣，2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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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但涉及當事人間如此主觀的要素，從如何從外在去辨識，並不容易。簡
言之，似乎需舉證客觀上有某些具體的人為行為(conduct evidence)來證實意思
聯絡。
46

公平會曾在地區有線電視業者聯合漲價案的處分書理由中表示 ：要區隔
一致性行為或有意識的平行行為的方式，乃依事業間有相同或類似之外在行
為，且事業者間曾有意思聯絡，加以證明達成聯合行為之合意；抑有進者，尚
得以其他客觀間接證據(如誘因、經濟利益、漲價時間或數量、不同行為的替
代可能性、發生次數、持續時間、行為集中度及其一致性等)，判斷事業間已
有意思聯絡，且為其外部行為一致性之唯一合理解釋。日本的一致性行為理論
47

的代表性案例(東芝ケミカル事件)中 ，東京高等法院判決中指出「特定事業
與他事業間對有關價格上漲行為交換資訊，出現同一或準此之行動------。此等
事業間有得以互相期待彼此會採取協調性行動的關係，可以推認「意思聯絡」
的存在」。但若有「相關行動與他事業無關，乃經得起交易市場中價格競爭的
獨自判斷而採取的行動」之情事，則無法推認「意思聯絡」的存在。此一辨別
方式與公平會的見解也頗為相似。日本學說及實務界在本案之後，認為若有事
前的聯絡交涉，交涉的內容以及事後行動的一致，且無特別可以排除之事由，
48

則可合理推定意思聯絡的存在，成立聯合行為 。
而回歸到本文想釐清的部分，所謂一致性行為的客觀要件，究竟是否
需要舉證事業間要有所曾經連結的跡象(如本文以下討論的communication
evidence)？在上述案件看來，似乎皆要求了需有外在具體的連結證據。以有線
電視聯合漲價案為例，有相關證據顯示事業間彼此的業務負責人互相熟識，曾
經互換市場資訊，這應足以證明連結雙方的具體間接證據與事實。或者，沒有
找到事業間具體連結的事證，也要如同公平會曾經處分過中油台塑的聯合行為
49

案 ，有20次以上的同步同幅的上漲，公平會在處分理由中提及不同於有意識
的平行行為，事業主觀上有意識採行特定行為，並可期待他事業亦採相同之共
識行為，為該共識並不當然須形諸於文字、或以共同擬定計畫為必要。以此油
46
47
48
49

公平會(88)公處字第070號處分書(1999)。
東芝ケミカル事件，東京高判平成7年9月25日判決(1995)。
金井貴嗣、川浜昇、泉水文雄， 占禁止法，第二版，弘文堂，50(2006)。
公平會(93)公處字第093102號處分書(2004)。美國著名的American Tobacco案，在
美國的香菸市場上合計約占90%的3家香菸生產事業，20年間一直幾乎同日價格上
漲或降價，即使無關景氣亦如此。所以認定3家公司間應有意思聯絡。也是ㄧ件從
長時間多次數來判斷。American Tobacco Co. v. United Stated, 328 U.S. 781(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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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價格聯合行為案來說，公平會所舉證之事證是兩事業是透過媒體以事先、公
開之方式傳遞調價訊息，達成一致性的調整油價結果。此案在次數上、連結方
式上應屬合乎意思聯絡的主客觀要件之要求。然而，超商咖啡案似乎對超商間
的具體連結事證尚有所不足。
(三)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
認定事業是否構成「聯合行為」之要件，需要的舉證包括，1.要件事實(或
稱為要證事實、主要事實或直接事實)， 即透過直接證據，舉證該當法律所規
定之要件的具體事實。若欠缺直接證據時，則退而求其次，2.間接事實，以間
接證據(或情況證據)舉證間接事實的存在，是當直接事實不存在推認要件事實
是否存在的事實，或者即使存在但可透過間接事實補強要件事實。由間接證
50

據證明間接事實，再由間接事實推認主要事實 。3.補助事實，有關證據證明
力的事實。而舉證此三種事實，則須要各須要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稱情況
51

證據)及補助證據來證明之 。但一般論述時，會以「直接證據」與「間接證
據」，即可證實之直接事實與間接事實的存在來論述意思聯絡的存否。以下為
容易分析起見，比較「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並討論之。
1.直接證據
可以舉證意思聯絡的直接證據，包括由參與聯合行為的關係人(事業內部
人員)承認事實的調查筆錄，參與事業間針對該次聯合行為所作成的協議書、
52

會議紀錄等 ，可以直接舉證的事證。但聯合行為的罰鍰金額日益增高，甚至
尚可能負擔有民事及刑事責任，因此少見事業間用顯而易見的方式留下直接證
據。為求取得直接證據，公平交易法中列入「寬恕政策」，透過減輕或免除相
50

51

52

最高法院102年判字第67號判決。此案乃關於國內三大紙業的聯合行為案，最高法
院在「意思表示」的認定中，為欠缺直接證據時，公平會該如何舉證相關事證，
提出相同說法。
公正取引委員会，カルテル事件における立証手法の検討――状況証拠の活用に
ついて，公正取引委員会(2013)。
OECD在「Prosecuting Cartels without Direct Evidence of Agreement」報告書，指
出直接證據是指透過特定聚會或連絡直接成立合意的文書或陳述。這其中決定性
的證據(smoking guns)價值最高，在歐盟原則上是以直接證據來舉證聯合行為。
其包括正式的文件、紳士協定、會議或行動的議事錄、經費相關的筆記、會議
筆記、有關監控(monitoring system)系統的筆記等。而其中最具價值的是corporate
statements(多是口述)，通常透過寬恕政策取得，由擔任聯合行為的員工陳述等
等。或者，在搜索或其他機會，得以對公司的員工所進行的訪談，所取得的證
據。「Prosecuting Cartels without Direct Evidence of Agreement」，111(2006)。下載
自http://www.oecd.org/competition/mergers/3739116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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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責任以促進聯合行為參與者能自願提供直接證據。修正後的公平交易法第27
條增訂第2項，對於調查可為證據之物，公平會可以扣留之，亦是為證據的取
得與保全而設。
2.間接證據
若取得直接證據有困難，採證間接證據，其所成立之證據，在直接關係
上，雖僅足以證明他項間接事實，但本於推理作用，合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
之推論判斷，應足以為認定違法事實之基礎。但所謂的間接證據所指為何 ﹖又
該舉證到何種程度?舉證責任又在誰的身上 ?
(1)可成為間接證據的內容
以OECD在「Prosecuting Cartels without Direct Evidence of
Agreement」報告書中所提出的基準，認為間接證據(在報告書中稱
indirect evidence，或稱「情況證據 」circumstantial evidence)是透過推
斷、常識、經濟分析、或其他被舉證的其他事實，所取得的論理性推
測，而成為聯合行為舉證時之證據。其具體提到可以推定意思聯絡的
間接證據，有交流傳達的證據(communication evidence)與經濟的證據
53

(economic evidence) 。在交流傳達的證據方面，例如參加聚會的證
據，包括聚會招待邀請函、旅行的行程安排記錄、旅行費用、或是日
記中對參加聚會的記述等；另外，電子郵件或電話紀錄，即使內容並
不夠具體，但可以證明曾經有過接觸，此外團體組織的構成等等，皆
屬之。但這些交流並非無法直接認定與形成聯合行為有關，否則即成
為上述的直接證據。因為並非是直接證據，即使有了communication
evidence，也必須從其頻率等進行判斷，若頻率高再加上所交換的資
訊內容等，被認定為意思聯絡的間接證據的可能性就相對較大。畢竟
不是能一刀斃命可以證實聯合行為合意的直接證據，聚會或資訊的交
換還是必須更深度檢視此行為的內容與意涵。至於經濟證據就如市場
構造或市場行動的證據，多作為參考與加強的證據。
以資訊交換為例，甚至曾經對價格資訊進行交流，充其量僅是公
54

平會所謂的「附加因素」 ，難以作為認定或推定價格聯合行為之意
53
54

OECD報告書，111-118。
美國所謂的plus factors通常包括1.是否違反事業本身獨立的利益的行為。2.聯合行
為的動機。3.會面、資訊交換的機會。4.市場集中與構造。5.反競爭行為的理由說
明。6.競爭者間價格資訊的共有。7.其他與共謀的關連，例如事業過去或同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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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聯絡事證。日本實務界在前述的東芝事件判決後，認為從資訊交換
來認定「意思聯絡」有無的認定時，在具體上尚須應該考量幾點，包
括1．就一般認知的「意思聯絡」、「相互了解」的存在與否、程度
如何，2.意思聯絡的破裂，3.交換資訊的具體性，4,競爭事業間資訊
交換的頻率、期間，5.對需求者提出的價格等交涉內容、狀況，6.各
事業內對所交換資訊的傳達與使用狀況，7.對參與事業的監控與違反
的裁罰，8.價格動向，9.與合意矛盾的行為等，各自要素的有無、強
55

弱，基於自由心證來認定意思聯絡的存否 ，不可僅以事業間有資訊
的交流即推定意思聯絡的存在。簡言之，即使有如資訊交換這般具體
的外在事實，都要謹慎斟酌，而非能輕易認定為意思聯絡的存在。
若事業之間並不存在事業間有形的間接證據(曾聚會或聯絡的痕
跡)，超商咖啡案其實即屬此狀況，則非常棘手。但為了與有意識的
平行行為的區別，僅是單方對他事業的行為有所意識是絕對不足，總
要有相互間的默示的合意，有某事業的action得到他事業的reaction，
透這樣的牽繫才足夠達到communication的程度，能認定是暗默的合
56

意 。例如透過公開資訊來刺探他事業的意思，彼此在默契中調整自
己的行為，達成一致的行為結果(中油台塑的聯合行為案中公平會認
為兩家之間的作法即是)。此必須透過許多市場上的資訊與事業間的
行為模式，透過經驗法則足以證明非經過合意無以達成外觀上一致的
行為結果。雖然也是公平會在超商咖啡案中亦持相立場，但要達到這
樣的推定，必須要接受事業提出反證或者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的挑
戰，當陷入推定真偽不明時，或許只能接受其不存在合意，充其量是
57

有意識的平行行為的結論 。這對公平會在難以找到有形的間接證據
時，是ㄧ大艱鉅的難題，往往只要一個質疑，就輕易落入真偽不明。
(2)舉證程度
當適用間接證據時，舉證的內容(關於甚麼)舉證的方法(如何進

55
56

57

其他的違法共同行為間的關連性等之證明，基本上雖難以直接推定意思聯絡的存
在或連結，但可以做為判斷要素。
白石忠志、多田敏明，論点体系 独占禁止法，第一法規，45(2014)。
土佐和生，「意思連絡の意義とその立証」， 經済法判例・審決百選，有斐閣，
46(2010)。
同前註，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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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行) ，再加上到何種程度的舉證程度才足以認定有「意思聯絡」存
在，是不容易解決的難題。畢竟非直接證據，若證據力要到達百分之
百是過於苛求而無法達成，若要求所根據的間接證據有一定以上的確
定性，那「一定以上」是指何種程度?
在刑事訴訟案件有罪認定時，必須達到毫無存在合理懷疑的餘地
的舉證程度。乃因為刑事處罰事由國家權力對私人行為的非難，刑事
程序上必須嚴格避免無辜的處罰，所以在舉證程度的要求上高於民事
事件與行政事件是毋須待言，且必須堅持「質疑乃被告的權利」的原
則。而相對的在民事訴訟案件時，舉證的程度則不若刑事案件嚴格，
並非表示可以接受鬆散的推定，而是可以接受根據經驗法則，綜合檢
討全部證據後，證明得以肯定特定事實存在的蓋然性即可，至於舉證
程度，必須一般人不會帶有懷疑的程度，可以具有真實性的確信，這
樣即應足矣。那麼追究事業聯合行為的行政責任時，若無特別規定，
通常是接近民事訴訟案件的舉證程度要求，簡言之，只要能夠舉證
59

「相當程度的蓋然性」應足夠 ，公平會在咖啡超商案中所提及的幾
則最高行政法院亦採相同立場。尤其行政機關為達其行政目的，恐有
其時間上的壓力，再加上不若司法機關在蒐證上的手段與權限，嚴格
的舉證責任對公平會是相當的難題。
(3)舉證責任
公平會以間接證據認定事業間存在意思聯絡成立聯合行為，舉證
程度應該做到何種程度，又在甚麼時候可以將舉證責任轉換給事業，
亦是另一個值得關心的議題。在咖啡超商案中，高等法院在第一次判
決中認為應該要做到「沒有合理懷疑」的高度蓋然性，達到舉證此意
思聯絡是其外部行為一致性的「唯一合理」解釋；但另一方面，公平
會持與最高法院相同之見解，應採「合理推定」。從字面上而言，兩
者標準似有所不同，高等法院的舉證程度要求較為嚴格，因為「唯
一」表示不容挑戰，若就本文上述所論之舉證程度，對行政案件不太
58

59

OECD報告書中所舉的兩個種類的間接證據，是偏向對communication evidence的採
用，對於econamic evidence則較難獨立成為推定意思聯絡的證據，畢竟確定性相對
不是很穩定。
公平會(93)公處字第093102號處分書(2004)，王文宇委員於本案「中油台塑汽柴油
聯合漲價案」協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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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採行如刑事案件一般的嚴格，而應採最高法院之「合理推定」見
解。但即使是在「合理推定」的標準下，若存在合理的懷疑仍尚不足
達到合理的推定程度，從此點看來，兩者並無太大的不同，合理推定
60

仍著重於舉證必須達成「合理」的程度 。
「合理推定」與「唯一合理」明顯的不同應在於舉證責任之歸
屬。在高等法院的嚴格標準下，要件事實的客觀舉證責任歸於公平
會，換言之，公平會在舉證上要做到上述「合理且唯一」的高度確信
程度，若經法院職權調查後，事實仍真偽不明時，不利益歸屬公平
會，由其承擔敗訴結果。至於最高法院的「合理推定」見解，根據公
平會在超商咖啡案處分書中所舉出之最高行政法院92年判字第1798號
判決中記載：「執法機關對於聯合行為取得合意之直接證據(例如書
面會議紀錄)有困難時，應採『合理推定』之方式，詳而言之，具有
水平競爭關係之諸事業間，有無意思聯絡，而為共同行為至影響市場
供需功能，除了少數有直接證據之狀況外，一般而言，事實層面之認
定與證據資料的掌握並不容易。因此在聯合行為之監控上，事業彼此
間是否有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往往必須採用合理推定的方式。換言
之，如市場上多數業者同時並且以相同幅度調整價格，然市場上並無
客觀之供需變化因素可資合理說明，應可合理懷疑及推定業者就該次
調整，存有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要推翻此項『推定』，需行為
人『合理說明』或證明，其價格之調整乃市場上客觀之供需變化因素
所致。申言之，當事者之企業，為共同行為一致之行為，自該各個企
業之個別利益觀點而言，無從解釋之，僅能基於有共同之目標及計畫
加以了解時，即可認為有該等合意存在。」在此一思考方式下，若外
觀上同時有相同的行為結果(調漲價格)，公平會應先調查並證實此際
並無市場供需變化因素可作合理說明，若無，則可合理推定事業間有
「意思聯絡」而造成此一行為結果。此時，即可將舉證責任轉換給事
業，由事業進行「合理說明」，來排除意思聯絡之存在。相較於高等
行政法院要求公平會要達到高確信度的舉證責任，最高行政法院對於
公平會的舉證責任在某程度的合理推定後是可以轉換給事業。
在超商咖啡案，不論是高等法院要求高度蓋然性的「唯一合理」的舉證責
60

蔡宗儒，「寡占市場中廠商之平行行為與一致性行為---兼評中油、台塑聯合漲價
案」，國立高雄大學法學論叢第4期，146-14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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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退而以「合理推定」為要求，公平會的舉證程度似乎都不被肯定，認為尚
未達到可以將舉證責任轉換給超商來合理說明的程度。意思聯絡在間接證據的
認定上，即使透過一致性行為理論而放寬標準，還是必需要對事業間的連結性
有所舉證。未能尋獲任何有形的連結證據，僅是以寡占市場理論來說明事業間
有意思聯絡的可能性，再依相關成本、新聞發布、促銷活動等事證來推定意思
聯絡的存在，實稍有不足。因為，市場上有鮮奶價格調漲的事實，是ㄧ個真實
的市場變動，即使在鮮奶的確切調漲價格仍未知時決定咖啡的漲價，但已有充
分把握的預期，而行為結果上也的確僅調漲含乳的咖啡；其中一家超商尚還資
61

訊舉證調漲5元的確是市場常見的調價方式等等 ，都挑戰事業有可能是獨立思
考，或者跟隨價格的可能性。這些反證讓公平會推定陷於真偽不明。找不到事
業間連結的有形間接證據，的確對於公平會來說是較為不利的。

六、結論
本文以超商咖啡案為例，從公平會的處分到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
的判決，討論聯合行為中「特定市場」的界定與「意思聯絡」的有無，再次檢
視此兩部分該如何認定的基準與方式。
「特定市場」的界定部分，以行政事件有時間性與效率性的要求下，實難
以經得起耗費時日的市場調查。高等行政法院認同的美國2010年水平合併指針
中，透過所謂「假性獨占者」理論，透過「SSNIP」測試來界定特定市場的見
解，但該指針已不再認為市場界定是檢視市場的限制競爭效果的首要條件。
若SSNIP測試，終究是由最終需求者的角度來判斷。此與公平會的判斷方式並
沒有太大的差異。以產品或服務的特性，以質化(定性)的方式界定市場應無不
可，且公平會的聯合行為案件以此等次測試界定市場的案例實為少見。再者，
即使市場的概念不會因為公平交易法所規範的各類型行為改變，但特定市場界
定的方式不應該是單一而一層不變的。以規範事業結合的角度，考量聯合行為
的市場界定，其實未必合用。因為，規範事業的結合與聯合行為的目的與效力
並不相同。本文主張特定市場應更因應個案作彈性的界定，且須更聚焦於限制
競爭的效果。以超商咖啡案而言，假設合意部分事證明確，卻因對特定市場的
界定受到質疑，而最終在行政訴訟時敗訴，是相當本末倒置的結果。更何況，
61

美國著名的以間接證據認定聯合行為的Interstate Circuit 案，二輪電影院的價格一
致的從15cent調至不得低於25cent，這樣的漲幅就顯不自然。Interstate Circuit, Inc.
v. United States, 360 U.S. 208(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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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灣四大超商的數目龐大(臺灣超商密度世界第一)，再怎麼納入其他咖啡業
者，都不可能讓超商的聯合行為可以被評價為不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但本案的
產品市場比較受到質疑的部分，可能是對「連鎖便利超商咖啡」究竟與其他咖
啡有何不同，為何可以達到成為一個獨立的市場的部分，說明不足。在電臺廣
告藥品一案，公平會對於電臺廣告藥品的特殊性的認定，則受到最高行政法院
的肯定。但公平會在超商咖啡案的處分書中說到連鎖便利超商提供多元化服
務、密度高、全日營業等特點，但此等特點是超商特點，而非超商咖啡的特
點，或許若能更貼切針對超商咖啡與其他咖啡的不同，有說服行政法院的可能
性。
意思聯絡有無的認定部分，直接證據取得不易，期待能透過寬恕政策或者
證據扣留手段等協助，能夠更順利取得，畢竟直接證據是最無爭議的舉證。而
在間接證據方面，為與偶然的一致或有意識的平行行為作區隔，還是必須對事
業間的連結性作相當程度的舉證。即使沒有任何的有形證據，至少無形默契的
交流還是必須存在。有一方的action到得到對方的reaction，進行一個交流與串
聯，例如透過資訊的發布試探對方的意思，然後相互達成默契來配合一致性行
為。本件超商咖啡案，較有爭議之處在於沒有找到連結超商間的有形間接證
據。公平會的認定立場，是以若無合意根本無法達成外觀一致上的行為結果，
來要求合理推定合意存在，實已經達到唯一且合理的舉證程度要求。但實際上
的事證卻似乎並不足夠達到此程度，還是存在著被挑戰有意識的平行行為的可
能性，如本文所談到的其他國家，還是非常在意彼此communication的部分。
不可否認，難以有任何的間接證據是完美無缺，但仍不能容忍過於寬鬆。當證
據被行為人或法院以反證挑戰而陷於真偽不明時，恐還是只能認定不該當聯合
行為。間接證據要達到何種程度才足夠的議題，還是必須從事業所屬的市場構
造、商品的特質，過去的市場行動等市場環境，以及有無事前的聯絡或交涉，
62

內容是甚麼，到事後的市場行動、市場成果的變化等，整體衡量而後判斷 。
借助實務經驗的累積，以及比較法下參考他國的見解，找出更為具體的判斷基
準以協助認定。

62

若林亜理砂，「経済法判例研究会（106）入札談合における「意思の連絡」の立
証――東芝・日本電気に対する件」，ジュリスト，18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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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Identification of Concerted Action:
under the Case of Chain Convenience Stores
Selling Freshly Brewed Coffee
Liu,Tsu-Zu
Taking the concerted action of "chain convenience stores selling freshly
brewed coffe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riteria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ncerted action. According to the deﬁnition of concerted action in Article 7 of
Fair Trade Act, whether the concerted action of appearance result from subjective
agreement and whether these actions affect the market function of production, trade
in goods, supply and demand of services of a particular market.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ncerted action seldom focuses on the definition of a
particular market. However, in the case of "chain convenience stores selling freshly
brewed coffee," the particular market defined by Fair Trade Commission is not
approved by High Administrative Court and the Supreme Administrative Court.
In the case of the concerted action, how can "the particular market" be defined
appropriately? Is it regarded as an appropriate definition if a detailed market
survey is conducted through SSNIP Test and other means as suggested by High
Administrative Court? Is the "chain convenience store selling freshly brewed coffee"
market deﬁned by Fair Trade Commission appropriate? What does the fuss made by
High Administrative Court for the discussion and negation of the issue mean to the
identiﬁcation of concerted action? These questions are worth exploring.
Whether agreement (or "a meeting of minds") exists is always a key question
for the identiﬁcation of concerted action. Yet because it is not easy to acquire direct
evidence of concerted action, it is usually proved by indirect evidence(circumstantial
evidence). How much evidence does the indirect evidence provide? According to the
deﬁnition of Fair Trade Commission, the market in the case is "oligopoly market." If
so, under this kind of market structure, which one is more easily formed, "conscious
parallel behavior" or concerted action composed of "concerted actions"? It is a major
problem in practice how to distinguish these two with only indirect evidence.
Key words:Cartel Particular Market a Meeting of Minds Concerted
Actions Conscious Parallel Behavior

論聯合行為之認定－從超商咖啡案談起

97

評論
評論人：林益裕（淡江大學商管學院產經系講師）
主持人王委員、劉教授與各位貴賓大家好，很高興能預先拜讀劉教授「論
聯合行為之認定」這篇大作，劉教授的文章將公平會的處分與行政法院的兩次
判決書做很深入的比較。公平交易法第7條針對聯合行為的構成要件包括聯合
行為的主體、合意方式、合意內容及對特定市場功能的影響，這幾個要件都要
成立才會構成聯合行為。劉教授這篇文章將重點放在「特定市場」的界定與
「合意 」(意思連絡)的認定。事實上，行政爭訟的攻防也是針對這兩件事情。
看完這篇文章，謹提出以下幾點供大家參考。
1. 劉教授提出公平交易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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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定義下，特定市
場有兩種意義，一是進行競爭之範圍， 另一個是競爭被實質限制的範
圍。依第一種意義就必須先界定特定市場，然後再討論是否產生限制性
競爭行為。而另外一個定義，是從市場供需之競爭機能是否能夠發揮出
來著手，我個人也可以接受這樣的定義，因為特定市場界定方法很多，
從第一種意義來界定較易失焦，而第二種意義以市場有無受實質限制來
判斷則比較容易理解。
2. 劉教授提到在相關產品市場界定部分，不管行政法院或公平會的處分，
主要在考量需求者替代、供給者替代或潛在競爭者有無。但行政法院認
為公平會對於需求者替代，意即消費者的選擇行為未做詳細的調查而無
法贊同，此一見解將使公平會再面對另外一個難題，因為在進行消費
者調查時會涉及調查方法、內容、期間、樣本，還有調查統計結果的檢
定與推論，也很難讓大家有滿意的結果。所以劉教授認為連鎖便利商店
的咖啡，如與其他咖啡具有獨特性(包括品質、價格、販賣方式等 )，消
費者認為具有需求不可替代性，就可以界定成一個特定市場。另公平會
曾就招標、圍標的案子，認定一個標案就是一個特定市場，日本亦曾就
「東芝製造電梯的維修服務的」案子界定為一個特定市場，就是基於此
一考量。劉教授提出這樣的方法是想為公平會解套，但是公平會的處分
到了行政法院是否可以被接受，還需要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不斷地透過
對話來尋求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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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至於在意思聯絡這個部分，劉教授提到直接證據很難找，而間接證據又
需要去區隔是寡占市場特性的「一致性行為」，還是有意思聯絡的「平
行行為」。劉教授提出可以透過所謂的交流傳達的證據(communication
evidence)，例如業者之間是否有參加聚會、旅行安排、電子郵件等證
據，或是像中油、台塑藉資訊的發布傳遞漲價信息。但是公平會只有調
查權，如要獲得這些交流傳達事證，除非有搜索權、扣押權這樣的工
具，劉教授的想法才會比較容易進行。
4. 有關間接證據要達到怎樣的程度才足以充分說服，劉教授談到可從市場
結構、商品特性、過去行為等整體衡量而後判斷。如果這樣做，當然比
較容易合乎行政法院合理推定的要求，但是公平會要這樣做要花很多時
間，過去一有民生物品漲價，立法委員質詢要公平會馬上查處，與論各
界也要求績效，公平是否有辦法花這麼多時間來調查還值得再商討。
5. 有關特定市場的界定，在2013年ICA有一份文件有詳細的討論，特定市
場的界定方法包括量化技術法，質化分析法及重大事件分析法等，這
些方法在學理上都是可行的，但是真的要應用在個案上，還是有很多挑
戰。因此，曾有位經濟學諾貝爾學者G. Stigler教授說過一句名言：「市
場範圍的界定是人類智慧的黑洞」，大哉斯言也。因為特定市場界定得
太大，則公平交易法可能無法執行，界定得太小則動則得咎。至於在意
思聯絡這個部分，我特別要強調，遇到寡占市場，因有價格的黏著性、
價格一致性在經濟學已有證明，但是從外觀來看究竟是聯合行為，還是
寡占的一致性行為確實很難分別。但從學理上來說，咖啡漲價這個案應
由領導廠商統一超商來領導漲價，但事實上，卻由全家超商開始發動，
故不免讓人質疑。
6. 我覺得這兩個問題雖然劉教授給我們很多idea，但我覺得還是會一直爭
論下去，不過我們也看到一個很可喜的現象，就是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
行政法院對這個案子的判決寫的相當細膩，並比公平會先拋出量化技術
等方法，這樣的對話表示雙方的語言會越來越接近，將來一定會在分析
方法與事實論證找出共同的標準，此將有助於公平交易法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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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現行電業法修正草案對電業自由化之影響，並分析我國電
業自由化過程中及自由化後，可能遭遇的競爭違法行為態樣，研析公平會應扮
演的角色定位與權責，並提出公平會因應公平競爭議題所需之配套措施。本
文研究結果歸納電力產業與其他產業之屬性差異，包括電力市場供需變化之速
度與幅度遠大於一般產業、短期電力市場之供需交易與成交價格需事前撮合及
事後結清、電力市場必須指定特定供電者有最終供電義務、電業是跨多種專業
領域的資本密集與知識密集產業等。進一步闡述我國電業自由化進程中，電力
市場可能存在公平交易法載明之競爭違法情事，依市場區別，於「批發電力市
場」包括：發電廠間不當併購之結合行為、發電廠間價格操縱之聯合行為、
「電力網業」兼營其他電業可能造成妨礙公平競爭之情事；於「零售電力市
場」包括：零售業者間合意訂價之聯合行為、採行搭售之限制交易行為、公告
不實商品資訊之欺罔市場行為；於「輔助服務市場」可能存在緊急事件發生，
發生調度電力不公等違反公平競爭的情事。於電力相關科技「研發市場」可能
出現關於智慧電網的專利授權、標準聯合制定等市場行為，造成的限制競爭或
不公平競爭之疑慮。在文中也特別強調電業與其他產業之差異。
關鍵詞：電業自由化、競爭法、獨立電力調度者、電業管制機關、競爭違法態
樣

壹、緒論
自1980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推動電業自由化後，各國陸續跟進此一行
列。電業自由化之浪潮隨著資通訊科技的進步，再生能源、儲能系統之各種分
散式電力資源蓬勃發展，世界潮流已從開放批發電力市場自由競爭，延伸至配
電層級以下的零售市場的終端用戶參與市場競爭。此國際電力市場自由化之風
潮也影響臺灣，經濟部於2014年 2月11日呈報電業法修正草案（以下簡稱修正
草案）至行政院，顯示我國也積極推動電業自由化之政策氛圍。
然而，在電力市場自由化議題中最大的挑戰，是如何解決電力生產與消費
的市場失靈問題，以及如何建立一個公平與效率的電力競爭市場。市場失靈的
情況首推人為的壟斷和獨占市場結構，其次便是電能生產與消費的外部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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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如何設計一套經濟、公平與公開的電力市場運作制度，勢必影響著電力市
場自由化改革的效果與成敗。因此，本文之目的在探討現行電業法修正草案對
電業自由化之影響，並分析我國電業自由化過程中及自由化後，可能遭遇的競
爭違法行為態樣，研析公平會應扮演的角色定位與權責，並提出公平會因應公
平競爭議題所需之配套措施。
本文第壹節論述我國電業自由化之背景與研究目的，第貳節探討電業法修
正草案對我國電業自由化之影響，第參節將探討在此電業法修正草案之電業制
度設計下，可能存在的競爭違法態樣，第肆節針對潛在競爭違法態樣，論述公
平會的角色定位與權責探討，第伍節彙整本文結論，提出電業自由化後，為維
持電力市場公平競爭，公平會所需因應的配套措施與建議。

貳、我國電業法修正草案對電業自由化之影響
以上述經濟部版電業法修正草案(以下稱修正草案)作為依據，探討在此制
度設計下，對我國電業自由化的影響，並闡述其自由化進程與電業環境之變
革。最後，由於此仍是修正草案，故在本節文末說明此修正草案待釐清之事
項。

一、電業法修正草案下我國電業自由化開放時程
1

過去電業係屬公用事業（Public Utility） ，由於其提供之商品與勞務，與
一般社會大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屬於各行各業生產過程中不可或缺之投入要
素。因此，傳統上公用事業受到政府嚴密管制，其必須接受政府管制之理論
基礎在於自然獨占所造成之市場失靈，以確保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包
括平均正義（average justice）與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然而隨著數
位科技的突破與進展，導致各事業體內各單位之資訊成本、協調成本，以及與
消費者間之交易成本、雙向溝通成本，已大幅下降。此一成本結構的顯著轉
變使得各行各業的供應鏈，可藉由資訊通信科技之普及應用而被切割細分化
（unbundling），包括垂直綜合之公用事業，也不例外。就傳統上屬於自然獨
占的公用事業而言，各項業務的「切割細分化」可有效區隔具有潛在市場競
爭屬性（contestable attribute）與獨占屬性(monopolistic attribute)的各個不同部
分。前者如發電與售電，後者如輸電與配電一旦修正草案修法通過後，發電業
1

參考自許志義(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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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售電業將立即不受「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的規範，可能造成的影響，依
影響時程區分歸納如表1。電業法通過兩年內，除電力網業仍屬獨占國營外，
發電業與售電業將全面開放民間參與，並由中央主管機關成立「電業管制機
構」，並由電業管制機構成立財團法人型態的「電力調度中心」，並成立「電
力研究試驗所」進行電力設備測試研究，以提升臺灣整體電力系統之品質。發
電業與電力網業於電業法實施三年後，必須為不同法人且不得交叉持股，考量
部門分割之行政作業，可申請延長年限兩年，僅限延期兩次。
表1

電業法修正草案針對我國電業自由化開放之時程

開放時程

開放重點
(1)研擬電業法施行細則及相關子法，以落實電業法之執行。
(§4)

立即措施

(2)電業換發執照及修正營業規則，以符合法規規定。(§§97-99)
(3)不適用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有關電力及其他電氣事業之規
定。(§101)
(1)開放售電業、發電業，全面開放民間參與；電力網業為獨占國
營。(§3、§7、§§58-60、§64)
(2)由中央主管機關成立「電業管制機構」，負責電業及電力市場
之監管、電力調度之監管、用戶用電權益監管、電價與各種收
費費率及其計算公式之核定與管理；電業管制機構未成立前，
其職掌由中央主管機關執行之。(§4)
(3)由電業管制機構輔導成立財團法人型態之「電力調度中心」；

短程措施

電力調度中心未成立前，由電業管制機構指定電力網業負責電

(電業法通過

力調度業務，以維護電力系統安全。(§§8-17)

後2年內)

(4)設立「核能後端營運基金」，作為放射性廢棄物處理、運送、
貯存、最終處置及設施除役等相關工作所需費用。(§94)
(5)用戶之購電選擇權，其適用範圍與期程由電業管制機構定之。
(§58)
(6)電業間依企業併購法進行併購者，應檢具併購計畫書向電業管
制機構申請核發同意文件。(§30)
(7)成立電力研究試驗所，進行電力技術規範研究及電力設備測
試，以提高電力系統可靠度及供電安全。(§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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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發電業與電力網業於電業法通過三年後，必須為不同法人，且
不得交叉持股，最多可延展至七年。(§7)
中 長 程 措 施 (2)辦理電力工程之技術人員專案技能檢定，保障現有員工權益。
(電業法通過 (3)電力網業經核准可兼營其他電業，以及兼營電業以外之其他事
後2年以上)

業。(§7)
(4)檢討全面開放用戶購電選擇權，以擴大參與電力市場之用戶範
圍。

資料來源：王京明(2014)
2

二、電業法修正草案下電業組織結構之變革

在修正草案下有三個重要電業結構的改變，一為設置獨立調度中心；其次
為發電廠與電網分離，發電業民營化(除水力電廠、核能電廠)；第三為電業管
制機構之設立。以下分別論述三者之變革意涵。
1.兩階段成立ISO
按經濟部 2014 年2 月11 日陳報行政院核定之電業法草案，目前擬分兩階
段成立電力調度中心。第一階段採「廠網分工」，也就是「會計獨立」。換言
之，發電公司、輸配電公司、ISO 均為獨立法人，並允許台電公司以「控股公
司」同時經營之。且此三間公司於第一階段亦可皆為國營公司。至於第二階段
採「廠網獨立」，亦即「廠網分離」，ISO 可併入電力網公司內，亦可獨立存
在於發電、輸電、配電部門之外，使市場結構更加明確區隔。由於電力調度與
電力輸送具備準公共財特性，故電力輸送與調配，仍應由政府管制之。綜觀現
今已施行電力自由化之國家，亦多將輸電與調度機制，委由獨立機構管理（即
獨立調度中心或區域輸電組織等），確保供電之可靠性與公平性。
根據現階段經濟部陳報行政院之「電業法修正草案」第八條，明定電力調
度中心秉持安全、公平、公開、經濟及能源政策原則，可廣納更多市場參進
者。在此一概念下，於電力市場開放之初，需建置正確之結構（structure），
避免具競爭屬性的發電部門，與具獨占屬性的輸電部門交叉補貼，可有效導正
電力市場參與者之行為（conduct），提升電力市場績效（performance）。詳
言之，現行台電公司擁有輸電資產，若未來開放電力市場，但不將電力調度獨
立於台電公司之營運範圍之外，則台電公司可向需要調度服務之發電、配電公
司，收取相對偏高之輸電、配電費用，並將新參進者排除於市場之外，造成參
2

參考自許志義、盧姵君(2014) ；許志義(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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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不公平之現象。因此，必須作到「廠網分離」，方屬上策。
2.電業自由化下發電廠民營化之適宜性
3

臺灣邁向電業自由化之際，規劃既有台電發電廠民營化 ，須考量台電部
分發電機組民營化之適宜性，茲說明如下：
(1)核能電廠
核能電廠極為複雜，且牽涉特殊之核能災變與巨額保險費用問
題。舉例而言，福島核電廠為東京電力公司營運之民營核電廠，東京
電力公司為顧及股東權益，對於幅射汙水處理之鉅額支出，踟躕不
前，後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以政府預算概括承受。足見核能電廠雖亦
可民營化，然其民營化所涉及的議題不同於其他電廠，宜審慎考慮。
(2)水力電廠
臺灣之水庫涉及多目標用途，包括：發電、農業灌溉、給水（包
含工業用水）、防洪及觀光五大功能。為兼顧各項目標，水庫係由跨
部會單位（經濟部水利署、台灣自來水公司、台灣電力公司、水庫管
理局、農田水利會等）共同管理，其民營化涉及諸多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s）。例如：調度水力機組時，水力發電之出力型態係根據
灌溉水準設定，必須同時滿足發電與農業灌溉之需要，因此， 臺灣
之水力電廠雖亦可民營化，然其涉及層面與相關課題，不同於火力電
廠。準此，於「會計獨立」（「廠網分工」）階段，台電公司可規劃
以控股公司方式同時成立許多「國營發電子公司」，例如：火力發電
4

5

廠 、水力發電廠 、核能發電廠皆各自成立子公司。至第二階段，可
進一步採「廠網獨立」或「廠網分離（ISO 獨立於電業之外）」，使
發電公司、輸配電公司及電力調度公司不得為同一公司擁有，亦不能
交叉持股投資。在「廠網分離」階段，核能發電公司、水力發電公司
仍可考慮暫時保留為國營公司，其餘火力發電公司經專業評估後，可
優先民營化。而既有的IPP業者，除原簽訂25 年固定購電合約（power
purchase agreement，PPA）之必需供電量外，若仍有增額發電量，也
3
4

5

詳見許志義(1999)、參考自王京明(2013a)。
台電之火力發電廠包括:深澳、協和、林口、大潭、通霄、臺中、興達、南部、大
林、尖山、塔山發電廠。
台電之水力發電廠包括:東部、卓蘭、桂山、大甲溪、萬大、明潭、大觀、翡翠、
石門、曾文、高屏、蘭陽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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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與發電市場競標或進行雙邊合約交易。
此外，為了在電業自由化後維持電力系統品質，ISO 調度規則應
明確規範電力批發市場與輔助服務市場之區隔，前者屬私有財交易，
後者涉及公共財交易；避免產生無效率或不公平之調度事件，如強
迫基、中載之民營電廠，按PPA 購電合約電價提供輔助服務。例如：
2012 年下半年期間，台電公司曾強制若干IPP 發電機組，做為輔助
服務電力調度之用，導致該特定IPP發電機組熱機備轉容量（spinning
reserve）與待機時間增加，平均發電成本上升，此恐涉及調度的不獨
立與不公平。雖按照PPA 內容，台電調度處似有權如此調度，然而，
實質上若調度有針對IPP 某特定機組，於特定期間內，進行異於其他
機組或異於一般期間之調度行為者，即有調度不公平、不獨立之嫌。
3.電業自由化下之再管制機構
修正草案第四條明定，將由中央主管機關成立「電業管制機構」，負責電
業及電力市場之監管、電力調度之監管、用戶用電權益監管、電價與各種收費
費率及其計算公式之核定與管理；電業管制機構未成立前，其職掌由中央主管
機關執行之。電力市場自由化，雖解除原先電力「價格」與「數量」管制，但
必須對公平競爭與調度獨立性進行「再管制」。由於再管制之業務範圍更為廣
泛，先進國家也多透過管制機構監督電力自由化市場，確保電力供應穩定與消
費者權益。此種強調電力服務價值與電力系統優化之再管制，對於電力市場之
科技進步與服務創新，相較傳統價量管制，有顯著之正向效用。

三、電業法修正草案待釐清之事項
雖然此修正草案電業自由化程度相較於過去已有大幅提升，但當中仍有若
干待釐清之事項，將其說明如下：
1.電力網業兼營其他電業存在不公平競爭之可能：
在此版本修正草案中，電力網業留有可兼營電力調度中心、發電業及售電
業的彈性空間。電力網業兼營其他電業的好處，在於電力網業充分掌握電力系
統資訊，藉由這些資訊營運電力調度中心、發電業、售電業可降低營運之交易
成本。但若修正通過的電業法未規範清楚電力網業之營運權限，使其市場力不
斷擴充，將不利新設立的發電業及售電業與其競爭。故若要允許電力網業兼營
其他電業，應於電業法修正草案中，明確載明電力網業可兼營其他電業之時機
及其規模之上限(例如不得超過30MW)，以及賦予電力網業哪些運作電力交易

第 21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06

市場之權限等，均極為重要。
2.開放中小型購電選擇權時程與範圍規範不清：
應儘速全面開放用戶購電選擇權，即使電力網業不兼營售電業，中小型電
力用戶端的零售市場仍然受限於管制機關，本次修正雖立意良善，採逐步開放
用戶範圍，惟其開放時程必須更加明確。此外，若欲健全售電業間之競爭，則
勢必全面開放購電選擇權。
3.「電力調度中心」與「電力網業」職掌功能與角色應界定明確：
有關「電力調度中心」與電力網業是否同屬一法人，或應分開獨立不同法
人，各有利弊得失。兩者合而為一，可降低市場交易成本，並且有範疇經濟
(economy of scope)之綜效，亦為當前先進國家電力市場自由化主流趨勢。相反
地，分開獨立則有避免TransCo輸配電網業市場力過度集中之疑慮。此課題如
何處理，目前電業法版本仍有討論空間。
4. 能否有效確保「電業管制機構」之獨立性：
「電業管制機關」必須確保其超然獨立的行使職權之職能，俾保證電業管
制機關監理電力市場、電業經營、用戶用電權益及審定相關費率的獨立性。電
業管制機關之相關委員任期應受到保障，無正當理由不得解除其職務。委員行
使職權時，應保有獨立判案的空間。至於，電業管制機關之預算與組織員額，
仍然受上級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監管。
5. 對微電網、分散式電力系統等未來電力技術應有彈性規範：
本次修正並未充分考量上述電力科技之迅速發展，建議預留彈性空間，無
論是授權子法訂定，或以不確定法律概念保留予電業管制機關界定，仍待進一
部探討。

參、電業自由化存在違反競爭法之行為態樣
本節將闡述電業與其他產業之差異，電業具有獨特的產業特性，在處理相
關競爭議題值得予以留意。此後，再依據修正草案將電業分成：發電業、電力
網業、售電業，探討不同市場存在違反競爭法的行為態樣。其中發電業與售電
業係屬非公用事業，不具供電義務，可隨時進出市場，也可與異業結合。而上
述三個市場開放時程有所不同，本節將依據不同開放階段，說明電業可能存在
之違反競爭法態樣。最後，探討電業科技發展所存在的潛在違法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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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力產業與其他產業之屬性差異
1.電力市場供需變化之速度與幅度遠大於一般產業
電力供給與需求數量，皆易受許多外生變數的影響，諸如異常天候導致需
求負載驟增、大型發電機組跳機、輸配線路倒塌或斷線等意外事件。再加上電
力沒有存貨，瞬間供給必須恆等於需求，且部分基載機組之供給出力缺乏彈性
(如：核能機組、燃煤機組等)，因此當緊急事件造成供給量驟然短缺或需求負
載暴增時，電力市場價格往往會出現甚為劇烈的波動。除了資本市場(如：股
市)或衍生性金融市場之價格與供需數量波動外，其他商品或勞務市場鮮有此
種價量波動顯著之現象。
為了因應此特殊商品屬性，電力市場的交易設計與規則也必須做相應之規
畫與處理。依交易合約之類別可區分為現貨市場合約、期貨市場合約；依時間
軸可區分為遠期契約市場、前一日市場、日內市場、即時市場；依交易標的可
區分為能量市場、容量市場、輔助服務市場、壅塞管理市場。由於上述各種電
力市場的交易設計與遊戲規則各有不同。因此，在進行HHI與假設性獨佔市場
檢定評估 (small but signiﬁ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 SSNIP) 時，相
較於其他一般產業，應更加留意各種不同的電力市場界定，避免將不同服務屬
性的電力市場相互混淆，導致產品市場與地理市場誤判之情事。
2.短期(一日內)電力市場之供需交易與成交價格需事前撮合及事後結清
基於前述電力系統可能因供給端發輸配電突發狀況，或天候異常造成需求
端瞬間劇變，電力供需失衡，致使電力系統可靠度下降，甚至造成電力系統之
崩潰，尤其受限於當今科技發展之侷限，電力仍無法大量有效儲存，沒有(欠
缺)存貨，與其他製造業不同。因此，電力自由化市場必須設計特有的日內市
場 (intraday market)，亦即二十四小時內的短期電力交易市場。
一般而言，大多數的電力皆會在前一日市場 (day-ahead market)，藉由雙
邊合約 (bilateral contract) 或電力交易所(Power Exchange)完成交易。而日內市
場的設計目的在於，因應當日電力實際交割前，可能發生緊急事故 (如:發電機
組或輸配線路故障、電力壅塞、天氣極端變化等)，以致原本簽訂之市場合約
無法如期完成供需交易，在日內市場產生急劇的供需變化。由於電力是大眾民
生必需品，若電力短缺將會造成可觀的經濟損失與生活上的不便，造成社會不
安。因此，短期日內電力交易市場行為具有上述之外部性，若未能設計完善
(例如輔助服務市場之配套措施)，將會造成電力系統安全可靠度的潛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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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緊急事故發生時，需要有原排程外的發電機組，進入日內市場滿足電
力需求，避免電力系統可靠度下降。總之，電力市場個別行為主體之供給與需
求都具有潛在的外部性，可能造成電力市場的失靈。損害電力系統安全與可靠
度，此類與其他產業屬性特殊之處，值得加以特別留意。
3.電力市場必須指定特定供電者有最終供電義務(last resort of supply)
由於電力係屬民生必需品，傳統上被定義為公用事業，亦即其商品與服務
係為「不特定人」在任何時間、任何空間(尤其是公共空間)均有消費需求無可
替代之特性。在此情況下，為滿足消費者最基本的電力需求數量，例如每一用
戶每月至少有120度電力需求數量的消費額度，電業有按供電成本定價提供此
基本消費額度之義務外，電業尚有「對請求供電者，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供
電」之供電義務。當然，對於公共空間之供電義務，由於涉及公眾利益，並顧
及整體社會安定，更需針對供電義務加以規範。準此而論，電力市場必須指定
特定供電者具有最終供電義務，此類義務多半由綜合電業或電力網業承擔。
由於行政院版的電業法無綜合電業，因此，由電力網業承擔電力系統的供
電義務。然而，電力網業如果沒有發電設施，僅有電力網，當電力市場沒有足
夠的發電容量時，電力網業將無法落實其供電義務責任。在特定情形下，或有
必要准許電力網業兼營其他電業。例如:在小型區域性供電瓶頸範圍內，發電
機組之投資欠缺規模經濟，導致開放民間經營，缺乏其投資意願，此時須仰賴
有供電義務責任的電力網業，在供電瓶頸地區兼營發電業。又如若干偏遠地
區，欠缺用戶密度經濟(economy of density)導致民間缺乏經營售電業之意願，
此時亦需仰賴有供電義務之電力網業在偏遠地區兼營售電業。
值得注意的，由電力網業同時負責電力調度，並確保終端用戶無缺電之
虞，可能會產生不公平競爭之疑慮。例如：電力網業一旦兼營其發電設施或售
電業務，有可能基於自利動機，優先調度其發電設施或優先由其兼營之售電業
務，介入新社區及工業區之電力供給，造成不公平競爭之疑慮，值得競爭法主
管機關與電業管制機關，特別留意。
4.跨多種專業領域的資本密集與知識密集產業
電業不僅是資本密集型產業，亦屬於知識密集型產業。特別是在電力市場
自由化架構下，不僅牽涉發輸配售供應鏈各階段之電力科技、資通訊技術、材
料科技、環保科技等工業領域，電力零售市場的開放，更涉及到服務業之創
新商業模式與消費者權益維護，是典型的跨領域、跨產業、跨市場之綜合性產
業。在此情況下，電業一旦自由化後，各種與上述科技發展及商業模式相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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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競合、技術授權交易、技術標準規範等，均涉及電力商品市場、技
術市場及研發市場，此三個市場之潛在違法行為態樣，使電力產業競爭政策相
較於其他產業更加值得關注。

二、單一買方模式階段之違法態樣：
此模式係由一家綜合電業向多家發電公司行使獨買之權利，其所購買之電
力連同自身的發電出力透過其輸配電系統，將電力獨賣予所有用戶，如圖1所
示。一般情形下，獨立發電業(IPPs)並無售電的特許權。該綜合電業因擁有輸
配電線路，故民營發電業須將電能透過長期購售電合約方式(PPA)躉售予該綜
合電業，合約的價格與費用透過綜合電業最終轉嫁給用戶，由於僅有有限度的
競爭且以長期合約為基礎，所以市場風險、技術風險和大部分信用風險都轉嫁
給用戶，而政府仍應採取高度管制之政策，現行臺灣電力市場即屬於此模式。
亞洲許多國家在自由化的初期亦仿效此模式作為自由化的第一步，同時作為吸
引更多私人投資的一種方式。在此階段的競爭態樣，由於民營發電廠與台電有
簽署長期購售電合約，台電向民營發電廠購買的電力價格與電力容量及能量都
已在合約中規範。因此，鮮少有競爭情事發生。僅有在特定條件下，發電業者
可透過自身電力線路直供其用戶。
圖1

單一買方模式

資料來源：王京明(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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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發競爭模式階段之違法態樣：
此階段電力市場有多家發電、多家配售電公司與一家輸電公司，為此模式
下的產業結構，綜合電業更進一步將配售電部門劃分出來成為多家公司經營，
如圖2所示。開放大用戶購電選擇權，使其亦可加入批發市場的買方，而輸電
公司則負有電能現貨市場交易與中央調度的功能，此電業結構為各國進行電業
自由化時之批發市場的理想形式(TransCo模式)。然而，在某些國家拆分綜合電
業面臨巨大阻力，因此只能進行發輸配售業務之會計或職能上的分離，無法要
求進行子公司方式分離或公司所有權完全分離。在此情況下，為維持公平競爭
就必須另外成立獨立的電力調度中心(ISO)來管理電能現貨市場交易與中央調
度的功能，此為ISO模式，在美國多數州的電業結構和歐盟的一些國家都屬此
類。不論ISO或TransCo模式，其市場特性皆包括：
• 發電完全解除管制，進入競爭性批發市場買賣電力
• 配電公司和大用戶在批發市場競爭買電
• 零售商、聯銷商、經紀人和交易商都允許進入批發市場
• 大用戶必須適用現貨市場價格，不能享受配售電公司提供的受管制之默
認服務(default service)
• 配電公司與發電商或聯銷商簽訂合約，以保證向小用戶履行提供電力之
義務
• 配電與售電多數仍一體化經營，並無零售競爭
根據上述市場特性，此階段可能存在的競爭、結合、聯合行為態樣，主要
發生在發電廠、輸配電網、大用戶間。可能存在的違法態樣如下：
1.發電廠間不當併購之結合行為
當發電業全面開放競爭後（核能、水力電廠除外），發電廠皆會由民間經
營，股權可自由交易移轉。準此，可能存在大型電廠併購小型電廠或電廠間交
叉持股之行為，藉機壯大電廠自身在批發市場的市場力，進而限制小型電廠的
競爭力或阻礙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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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發競爭模式

資料來源：王京明(2014)

2.發電廠間價格操縱之聯合行為
批發電力市場自由化後，以聯合行為態樣而言，發電廠可能會相互勾結，
各自減少發電量，使電力系統存在供不應求之情形，刻意使市場成交價格上
升，電力乃低需求彈性之財貨，因此可增加其自身獲利。
3.「電力網業」兼營其他電業可能造成妨礙公平競爭之情事
在此修正草案架構下，尚有重要待釐清之處，即「電力網業」與「電力調
度中心」職掌功能。依國外經驗來說，成立電力調度中心則不需廠網分離，並
且由電力調度中心來掌管電力市場的運作。反之，若廠網分離則不需成立電力
調度中心，廠網分離後，由輸電公司負責電力調度並管理電力市場。而以目前
修正草案來看，既成立電力調度中心又廠網分離並非不好，但修正草案第七條
載明電力網業經電業管制機構核准下，可兼營發、售電業，此除了可能有調度
不公外，也存在交叉補貼等不公平競爭之可能性，此種電力網業球員兼裁判角
色之隱憂，恐會妨害公平競爭，形成獨家買賣的人為壟斷，不利我國實現電業
自由化之目標。因此，若要允許電力網業兼營其他電業，應於電業法修正草案
中，明確載明在何種狀況下電力網業可兼營其他電業，以及應賦予電力網業哪
些運作電力交易市場之權限，值得後續關注。

112

第 21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四、零售競爭模式階段之違法態樣：
此模式有多家發電、配電、售電公司與一家輸電公司，零售競爭模式的前
提是批發市場已為完全競爭性市場，在此模式下允許所有用戶選擇其供電零
售商，所以競爭的發電商可以把電賣給任何人，小用戶通常透過用戶群代表
(aggregator)或零售商購電。對於小用戶而言，可享有選擇供電者提供的各式服
務之福祉，如圖3所示。此模式之缺點在於售電業須負責小用戶的結算成本與
需要安裝計量電表，並且還須對小用戶進行培訓，對於售電業者而言未必有利
可圖。零售競爭模式是電業自由化的最終型式，也是一個國家電業自由化市場
成熟與否的判定指標。目前世界各國如歐盟、紐澳、北美、南美等國皆已採用
此模式。通過允許眾多競爭性零售商對發電商施加競爭壓力，以獲取更為合理
的價格，零售商的准入與競爭所帶來的好處遠超過競爭性批發市場，使新設電
廠的融資也有了更廣闊與更透明的市場。
在此階段落實電業全面自由化，此時的競爭行為不僅存在於批發市場，也
存在於零售市場。因此，除了上述批發市場可能存在的競爭態樣外，零售市場
也存在過去未見的競爭態樣。要如何判定是否有違法態樣，仍以公平交易法第
一條為基礎，檢視市場是否存在破壞交易秩序與損害消費者利益之情事發生。
圖3

零售競爭模式

資料來源：王京明(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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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判方式可根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案件之處理
原則」，該處理原則解釋「判斷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應考量事項」中，提及：
「…判斷『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應考量是否足以影響整體交易秩序(諸
如：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
及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等事項)或有影響將
來潛在多數受害人效果之案件，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
始有本條之適用。…」據此，可能發生的違法態樣如下：
1.零售業者間合意訂價之聯合行為
電力為民生必需品，需求彈性低，若零售廠商私下進行協商售電價格等聯
合行為，提高售電價格以謀求自身獲利，此舉將不利於缺乏需求彈性的電力用
戶。此可能會發生在全國市場或是缺少競爭者之特定區域，公平會應定期檢視
相關業者成本與售價是否有異常脫鉤之情事發生。
2.採行搭售之限制交易行為
依據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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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平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七條：「本法第十九
條第六款所稱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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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零售業者將電力產品與既有通路產品進行不可拆分之銷
售行為，將觸犯公平法第十九條之規定，公平會得以介入執法。
3.公告不實商品資訊之欺罔市場行為
國外成熟的電力零售市場，會將電力產品做一般電力和綠電的產品服務區
隔。若此時有不肖零售商，針對綠電之購買者，進行特定團體或組群之欺罔

6

、產品來源標示不清、仿冒綠電認證、哄抬綠電售價，影響特定團體或組群的
交易秩序，且會使社會大眾有失對綠電的信賴，進而不利再生能源發展。類似
欺罔或運用其相對優勢市場地位，刻意不公開或扭取市場資訊等市場行為，均
應予以留意。

五、未來新電力科技發展可能產生之違法態樣
除了上述發生在不同市場的違法態樣之外，近年來智慧電網(Smart Meter)
和分散式電力資源(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 DER)的興起，有別於傳統電力
6

該處理原則所稱欺罔係對於交易相對人，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
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其常見類型包括：冒充或依附有信賴之主
體、不實促銷手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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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一對多」的運作模式。當前電力市場發展趨勢，在於藉由能源資通訊
科技，使電力系統能同時進行「多對多」、雙向、同步、互動的新興商業模
式，朝向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IOT) 的實現。然而，「多對多」的運作模式
使電力系統納入為數眾多、零散、小規模的分散式電力資源與再生能源，讓電
力系統增添許多不確定性。相對地，也讓許多電力子系統(sub-systems)浮現具
有商業價值之互補性，以及制衡既存業者之潛在競爭性，有利於消費者之選擇
價值與權益維護。上述不確定性包括輔助服務的額外需求、氣候變化對電力系
統安全與可靠度的影響等；至於，互補性則指各電力子系統間的相互協調，特
別是能源資通訊技術平臺可監控不穩定的再生能源，並結合眾多智慧家電與儲
能裝置，使不穩定的分散式電力資源，提升其可靠度。
值得注意的，在上述相關智慧電網科技發展過程中，也可能出現違反競爭
法的行為態樣，例如：關於智慧電網的專利、標準、授權等市場行為，均可能
產生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疑慮。基本上，公平會處理相關技術授權案件，
可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理原則」辦理。該原則的第
4條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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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法及本處理原則處理。」此條文說明公平會可依據該處理原則，審查
相關技術授權案件。而其審理辦法先依公平交易法第45條規定檢視之。對於市
場的劃定，係依據該技術授權協議對「商品市場 (good markets)」、「技術市
場 (technology markets)」、「創新市場 (innovation markets)」可能或真正所產
生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影響，進行評估。此外，除考量智慧電網相關技術
授權協議內容之合理性，並應審酌授權人就授權技術所具有之市場力量、授權
協議當事人於特定市場之市場地位及市場狀況、授權協議所增加技術之利用機
會與排除競爭效果之影響程度、特定市場進出之難易程度、授權協議限制期間
之長短、特定授權技術市場之國際或產業慣例等事項，以評判是否有違反公平
交易法。

肆、我國電業自由化公平會之權責分析
本節首先探討公平會如何根據公平交易法介入前述的違法態樣，有何因應
措施。最後研析因應我國電業自由化，公平會與其他有關機構之權責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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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應電業自由化公平會可採行之措施
由上述論辯可知無論現行電業法或修正草案皆未牴觸公平交易法，而以當
前臺灣電業環境而言，隨著國際電力自由化的風潮，我國已於民國84年開始開
放民間設立發電廠， 於電力產業中引進競爭機制。面對電業競爭議題，公平會
為準司法機構，應針對電業競爭議題，建立「事前」評估與「事後」監督之評
判作業法則。其具體作法說明如下。
1.廠商市場力「事前」評估
市場力（market power）係檢視市場是否具有公平競爭的必要條件，市場
力是一個廠商提升和維持價格水準高出完全競爭市場中之水準而能獲利的能
力。因此，公平會有必要對廠商市場力進行事前評估。
以電業而言，電力批發市場由於兩個原因導致市場力的檢驗格外受到關
注，一是因為電力是民生必需品，影響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福祉至鉅，二是因
為電力在目前科技水準下不能大量儲存且缺乏需求彈性，又易受到輸電容量限
制，因此特別容易受到市場力的影響。特別是電力市場自由化後，由於其產業
特性，往往可能導致高度集中的發電業與售電業組織結構，更加惡化市場力濫
用問題之嚴重性。
因此世界各國對電力市場皆進行管制，如美國1935年就開始對電力批發市
場進行管制，要求電價必須是合理且公正;歐盟也規定過度抬高電價（hanging
excessive prices）是市場力的濫用必須受「公平交易法」的約束，奧地利政府
更在其卡特爾法（Cartel Law）中明訂電力與瓦斯市場中濫用市場力的一方必
須負有舉證的責任來說明自己的漲價合理與否。英國政府也在發電業執照中規
定在輸電容量受限壅塞時某些不被允許的訂價行為。因此在電力自由化的國
家，管制當局多執行產業結構結合的限制以緩解市場力的濫用，或者事前規定
限制廠商的行為如價格上限、限制策略競標或者是限定必須以成本為基礎的競
標。這些事前的規定，再輔以事後的調查與違法的鉅額處罰，以遏阻市場力的
濫用。由於電力商品具有不可大量儲存、需求缺乏彈性與電力網路傳輸限制等
特性，使得傳統的公平競爭檢驗必須額外小心與特別處理。
根據市場佔有率計算得來的市場集中度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簡稱HHI），廣泛用來衡量市場是否具有競爭性，亞洲各國
發電業之HHI如表2所示。由於HHI係計算各廠商市佔率的平方和，其數值介於
0-10,000之間，在歐盟若HHI數值大於2,000代表市場過度集中需加以管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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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00代表不集中，在美國FERC認為HHI小於2,500且該廠商市佔率小於20%
或者HHI小於1,000廠商市佔率大於20%，該廠商都不具有市場力。HHI理論上
會與「市場力的大小」成正比而與「需求彈性」成反比。現行電業法下的臺灣
發電業HHI為6,143，其中臺電發電業的佔比將近八成，因此臺灣發電業仍是高
度集中的市場，如表3所示。
表2

市場佔比與各國發電業HHI指數

100.00%
50.00%
33.33%

HHI指數
2
(C=AxB )
10,000
5,000
3,333

4

25.00%

2,500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0.00%
16.67%
14.29%
12.50%
11.11%
10.00%
9.09%
8.33%
7.69%
7.14%
6.67%
6.25%
5.88%
5.56%
5.26%
5.00%

2,000
1,667
1,429
1,250
1,111
1,000
909
833
769
714
667
625
588
556
526
500

廠商數
(A)
1
2
3

市場佔比(B)

市場集中情況
HHI＞1,800
過度集中
(少於5家廠商)

亞洲各國作法比較
新加坡 ( HHI 2,241)
•3家大型、5家小型發電公司

1,000＜HHI＜ 中國大陸 ( HHI 2,000)
•均分為5家發電廠
1,800
南韓 ( HHI 1,691 - 1,687)
稍微過度集中
(5至10家廠商) •核能1家，火力均分為5家
HHI＜1,000
HHI計算方式：
集中度適中
所有市場參與者之
(多於10家廠商) 市場佔有率(%)平方和。

資料來源：王京明(2014)

表3
發電業者
台電公司
麥寮
長生
和平
嘉惠

現行電業法下臺灣發電業HHI
市占率%
78
4.4
2.2
3.16
1.63

市占率平方
6084
19.36
4.84
9.9856
2.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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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桃
星能
森霸
國光
星元
其他
HHI指數

1.45
1.2
2.39
1.17
1.2
3.2

2.1025
1.44
5.7121
1.3689
1.44
10.24
6143.146

資料來源：王京明(2014)

2.事後市場行為的檢驗監督
前述HHI指數檢驗係屬市場結構的檢驗是事前的檢驗，並不一定代表廠商
有進行反市場的行為，事後的各種市場力掃描測試（Screening Tests）才能認定
電力批發市場是否已被市場力操控。
掃描測試一般是根據比較業者的真實市場行為和真實市場的結果，與假想
的完全競爭市場下應有的結果。在完全競爭市場下，業者假設會以「變動成
本」報價而市場則會以系統的「邊際成本」成交。業者的短期變動成本可以根
據燃料成本，機組熱效率和機組的容量加以評估，而市場的系統邊際成本則按
市場最小的變動成本開始加以排序直到滿足市場需求為止。掃描測試亦可以業
者的報價資料和市場成交價格來加以檢驗業者是否有囤貨與居奇（withholding
capacity）的哄抬市價行為。
業者的報價標單是否長期一致，是否與其機組的邊際成本脫離，也可作為
事後市場行為檢驗判定的標準。然而在評估業者與市場的邊際成本時，許多現
實的限制因素必須納入考量如技術條件與長期動態決策期間等，因此，根據業
者與市場的變動成本僅能作為衡量市場力的標竿（benchmark），亦即是變動
成本的下限。
透過國際間利潤價差（Reference Price-cost Margin）的橫向比較也是一種
常用的市場力濫用判定方式，亦即比較市場的成交價格與系統的邊際成本之差
距。加州市場監督委員會 (Market Surveillance Committee, MSC) 就曾使用10%
的利潤價差做為判定市場力有無濫用的比較標竿，2000年加州電力危機時，
MSC就發現當時平均利潤價差高達40%以上，遠遠超過了合理與公正的價格水
準，必須立即加以管制。
綜合本節所述，公平會除了可對修法前後的電業執行公平交易法外，因應
電業自由化，作為準司法機構更積極的做法是，進行事前市場力評估以及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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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行為監督等相關配套措施。必要時，也可按公平交易法第9條第2款「本法
規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執掌者，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商同各該部會辦理
之」，與電業法中央主管機關及相關部會相互協商電業競爭政策。
凡是對電業「市場行為面」有妨害競爭之個案，以及對於電業「市場結構
面」之競爭政策，有觸犯公平交易法之處，公平會應秉持其市場競爭等專業見
解，進行不同市場結構之模擬，以有效維護電力市場之公平競爭環境。而目
的電業主管機關對其主管之電業，可就其主管法令，為行政之指揮、監督、考
核、或予以裁罰，具有實質約束力。準此，為了電業與國家的整體發展，從政
府「行政一體」的角度，電業管制政策（即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亦即解除
管制政策）之不同中央主管機關必須彼此職權分工，密切配合，方能提供業者
共存共榮與永續發展之健全環境，並兼顧消費者福祉。

二、因應電業自由化公平會與其他機關之權責探討
根據公平交易法規定，公平會的職掌包括︰關於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擬
訂事項、審議公平交易法有關之公平交易事項、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調查事
項、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之調查、處分事項等。另依據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六條
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得依檢舉
或職權調查處理。」；第二十八條：「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處
理有關公平交易案件所為之處分，得以委員會名義行之。」
依據以上公平會所負責的職掌事務，對於電業逐步自由化後，公平會可以
介入的議題如前章所闡述。以下就批發電力市場、零售電力市場潛在違法態樣
以及公平會可因應的措施與協同因應之機關整理如表4。
若欲探討各機關在電業環境改變下，所涉及到的政策制定議題、電力市場
法規細則制定、電業營運等議題之職責，由於法規生效效力有過渡期，故以下
分別依電業法修正草案通過施行「兩年內」以及修正草案通過「兩年後」進行
論述。
表4
違法態樣

電業自由化違法態樣與公平會因應措施
公平會職責（公平交易法適用法條）

協同合作機關

批發電力市場
發電廠間不當併購之結 ‧HHI測試(第6條、第10條、第11 ·電業管制機構
合行為

條、第13條、第4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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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行為

‧市場力掃描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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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管制機構

‧利潤價差測試
(第7條、第19條第4款)

「電力網業」兼營「電

經濟部能源局
‧於立法通過前，提出公平交易法 ·
力調度中心」可能造成
·國發會
之專業意見(第25條)
妨礙公平競爭之情事
零售電力市場
零售業者間合意訂價之
聯合行為
採行搭售之限制交易行
為

‧市場力掃描測試

·電業管制機構

‧利潤價差測試
(第7條、第19條第4款)
‧定期追蹤調查

·電業管制機構

‧建置完善檢舉機制

(第10條、第19條第6款)
零售商仿冒、公告不實 ‧定期追蹤調查

·電業管制機構

商品資訊之欺罔市場行 ‧建置完善檢舉機制
(第20條、第24條)

為
輔助服務市場
緊急事件發生的調度電
力行為

‧市場力掃描測試

·電業管制機構

‧利潤價差測試
(第7條、第19條第1款、第19條第2款)

電力研發市場
電力科技相關專利、技 ‧定期追蹤調查
術授權與標準衍生的限 ‧建置完善檢舉機制
制競爭情事

(第19條第6款、第45條)

·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
·電業管制機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電業法修正草案通過施行「兩年內」，如電力政策的頒布、電力市場結
構規劃設計、電業法及其相關子法之修訂等事項，為經濟部能源局、環保署
7

7

根據立法院初審通過的「環境資源部組織法草案」，原環保署將會整合氣象局、
水利署、森林及保育署、水保及地礦署、下水道及環境工程局、國家公園署(原國
家公園管理處)、森林及自然資源試驗所、生態多樣性研究所、環境教育及訓練所
等機關，成立環境資源部。由於本研究期間該法案仍屬草案，未知實際生效組織
架構以及時程。因此，本研究以原機關執掌進行權責分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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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經濟部國營會等單位之主要職掌，而公平會、國發會、原能會、水利署與電
力及天然氣價格諮詢委員會等，亦為政策與業務相關之單位，詳如表5所示，
此乃電力市場自由化過渡期之權責分配。
電業法修正草案通過「兩年後」，除上述屬政策面之外，如電力市場交易
行為之規範，是由電業管制機構、經濟部與公平會共同執掌；而電業營運相關
事項、執照申請變更撤銷及電業法之更新與修訂等事項，乃由電業管制機構執
掌，經濟部與公平會為業務相關單位，詳如表6所示。
本研究之權責分析僅以經濟部電業法修正草案版本為討論基礎，若日後電
業法經一定程度修改後，此權責規範仍有斟酌之處。然而，值得注意的，未來
成立電業管制機構，其管制架構需明確規範調度中心、市場參與者及主管機關
間之權責。亦即，電力調度中心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即管制機關）之執掌，
及電力調度中心之權利與義務，均需載明於法令條文中，以法規為依據。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或管制機關對於所有市場參與者，必須擁有監督管制之「實質權
力」，包括可執行調查之權力、執行法規之權力（懲罰）、對外解釋法規之權
力等，以避免市場參與者濫用其市場力。
表5 電業法修正草案通過施行過渡時期相關業務權責分工
議題
職責機關
一、電力政策頒布：
公平會
電業自由化政
經濟部能源局
策與願景
國發會
經濟部能源局
能源政策
國發會
(含核能、水
原能會
力、再生能源
與汽電共生之

經濟部水利署

定位)
8

套牢成本 處理

經濟部能源局
國發會

8

工作事項
提供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意見
能源政策及法規之擬訂
國家發展政策之規劃、協調、資源分配
能源供需之預測、規劃、執行
國家發展政策之規劃、協調、資源分配
確保核能應用安全
‧河川流域保育經理之整體調查規劃、治理
計畫之擬訂
‧水土資源經理分工協調
能源開發、生產、運儲、轉換、分配、銷售
及利用之審核事項
國家發展計畫之規劃、協調、資源分配

套牢成本(Stranded Costs) 指的是，公用電業在市場開放競爭後，因為產品價格不
具市場競爭力，無法藉由未來各基期營收，回收全部既生成本的情況，實務上以
發電資產投資成本佔大宗(行政院經濟部能源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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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品質監測之策劃、指導及監督
‧溫室氣體減量法及相關子法之訂定
環保署

‧溫室氣體排放量登錄及認證與查驗

氣候變遷與環

‧排放源減量審議、額度核發及實質減量成

境政策

效追蹤管理
‧嚴格執行核能安全管制、輻射防護及環境

(如CO2、汙染
排放)

原能會


經濟部能源局
國發會

偵測
‧妥善規劃放射性廢棄物管理
新能源、再生能源與節約能源技術之研發推
廣
國家發展政策之規劃、資源分配

表5 電業法修正草案通過施行過渡時期相關業務權責分工 (續)
議題
職責機關
工作事項
二、電力市場結構規劃與設計：
公平會
提供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意見
市場重組 經濟部能源局 ‧能源政策及法規之擬訂
(含過渡期與中
‧能源供需預測、規劃、執行
國家發展計畫之綜合性規劃、協調、審議、資
長期)
國發會
源分配
提供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各公民營電廠市占
公平會
率相關意見
經濟部國營會 ‧台電事業經營環境預測分析
‧民營化規劃作業之統籌與協調及其員工認
台電公司民營化
股、權益補償之督導
(含發電、電力
‧台電各事業移轉民營資產出售之督導、申請
網、售電、核
公開發行、上市及上櫃案之研議及股權處理
能、水力部門)
有關事宜

經濟部能源局 能源事業之許可、登記、管理、輔導及監督
國家發展計畫之綜合性規劃、協調、審議、資
國發會
源分配
原能會
確保核能應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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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電業法修正草案通過施行過渡時期相關業務權責分工 (續)
議題

職責機關

工作事項

三、電業法及其相關子法之擬定：
電力市場結構 公平會
提供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意見
之法制化
經濟部能源局 能源政策及法規之擬訂
(如電業劃分為 國發會

國家發展政策之規劃、協調、資源分配

發電業、電力
網業及售電業
三種)
電力政策之法 公平會
制化(如電力市 經濟部能源局

提出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意見

場調度規則之 國發會

國家發展政策之規劃、協調、資源分配

能源政策及法規之擬訂

擬訂與實施)
電力市場相關 公平會
機構之成立(含 經濟部能源局
電 業 管 制 機 國發會

提出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意見
能源政策及法規之擬訂
國家發展政策之規劃、協調、資源分配

構、電力調度
中心、電力研
究試驗所等公
共財)
相關重要規範 公平會
經濟部能源局
事項

提出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意見
能源政策及法規之擬訂

國家發展政策之規劃、協調、資源分配
( 包 括 價 格 制 國發會
定、供電可靠 電力及天然氣價 各種電價費率制定、調整與核可
與品質、用戶 格諮詢委員會
服務品質、市
場占有率及電
業執照申請、
變更與撤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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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意見
電業法相關子法 公平會
經濟部能源局 能源政策及法規之擬訂
之擬定(含電力
國發會
國家發展政策之規劃、協調、資源分配
交易、電力調度 電力及天然氣價
各種電價費率制定、調整與核可
及電力價格)
格諮詢委員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6 電業自由化之後相關業務權責分工
議題

職責機關

工作事項

一、電力市場交易行為之規範：
維護公平競爭 公平會

‧審議公平交易法有關之公平交易事項

(相關事業之獨

‧調查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

立會計、禁止

‧處分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案件

交叉補貼、電 電業管制機構

‧電業及電力市場監督管理

網費率無歧視)

‧電力調度監督管理
‧電價與各種收費費率及其計算公式之核定
等事宜
經濟部

策訂有利公平競爭及產業發展之經濟政策與
措施

審理違反公平 公平會

‧審議公平交易法有關之公平交易事項

競爭之案件

‧調查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

(不當購併、

‧處分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案件

市場獨占力濫 經濟部

策訂有利公平競爭及產業發展之經濟政策與

用、聯合哄抬

措施

電價等)
電業管制機構

‧電業及電力市場監督管理
‧電力調度監督管理
‧電價與各種收費費率及其計算公式之核定
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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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交易

公平會

‧審議公平交易法有關之公平交易事項
‧調查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
‧處分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案件

電業管制機構

‧電業及電力市場監督管理
‧電力調度監督管理
‧用戶用電權益監督管理
‧電價與各種收費費率及其計算公式之核定
等事宜

經濟部

執行有利產業發展之電業營運相關措施

表6 電業自由化之後相關業務權責分工(續)
議題

職責機關

工作事項

電力調度中心 公平會

‧審議公平交易法有關之公平交易事項

之相關業務(包

‧調查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

括：調度範

‧處分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案件

圍、項目、程
序、規範、費

電業管制機構

‧電業及電力市場監督管理
‧電力調度監督管理

用分攤、緊急

‧電價與各種收費費率及其計算公式之核定

處置等事項)

等事宜

二、電業營運相關事項：
電業管制

公平會

‧審議公平交易法有關之公平交易事項

(費率管制、

‧調查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

供電可靠與品
質、用戶服務 電業管制機構

‧處分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案件
‧電業及電力市場監督管理

品質)

‧電力調度監督管理
‧用戶用電權益監督管理
‧電價與各種收費費率及其計算公式之核定
經濟部能源局

等事宜
能源政策及法規之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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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執照之申
請、變更與撤

電業管制機構
經濟部能源局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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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及電力市場監督管理
‧電力調度監督管理
能源事業之許可、登記、管理、輔導及監督

電業法修訂及 公平會

提出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意見

更新

經濟部能源局

能源政策及法規之擬訂

電業管制機構

提出電業及電力市場監督管理意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結論與建議
本文探討現行電業法修正草案對電業自由化之影響，分析在此電業自由化
架構下，電力市場可能存在的違反競爭法之行為態樣，並研析公平會在當中扮
演的角色定位與權責探討，最後提出電業自由化後，公平會針對公平競爭議題
所需之因應措施與協同合作機關之作為。以下彙整本研究結果與建議，以及提
供公平會與相關部會因應電業自由化之參考。
在現行電業法修正草案版本對我國電業的影響，依時間的推演可歸納如
下：第一階段計畫將台電廠網分工、會計分離，並成立獨立調度中心與電業管
制機構。第二階段採廠網分離，將台電既有電廠民營化(核能、水力發電廠除
外)，落實批發電力市場競爭。第三階段則逐步開放售電業，由零售商、能源
服務公司、既有電力公司、用戶群代表銷售電力，使零售電力市場全面競爭，
終端電力用戶享有購電選擇權，可自由選擇偏好的能源公司、電力產品與服
務。
在此電業自由化架構下，電業所涉及的獨占、結合、聯合等限制競爭以及
其他不公平競爭之行為，皆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而公平會所扮演的角色，則
依公平交易法規定，依法擬訂相關公平交易之法規，審議公平交易法有關之公
平交易事項，調查事業活動及經濟之情況、處分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案件等。
在我國電業自由化進程中，電力市場存在公平交易法載明之競爭違法情
事，依市場區別，於「批發電力市場」包括：發電廠間不當併購之結合行為、
發電廠間價格操縱之聯合行為、「電力網業」兼營其他電業可能造成妨礙公平
競爭之情事；於「零售電力市場」包括：零售業者間合意訂價之聯合行為、採
行搭售之限制交易行為、公告不實商品資訊之欺罔市場行為。於「輔助服務市
場」可能存在緊急事件發生，發生調度電力不公等違反公平競爭的情事。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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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相關科技「研發市場」可能出現關於智慧電網的專利授權、標準聯合制定等
市場行為，造成的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疑慮。
因應上述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情事，公平會具體的因應措施如下：對於發
電廠間不當併購之結合行為、發電廠間價格操縱之聯合行為、零售業者間合
意訂價之聯合行為等情事，公平會可協同電業管制機構，進行HHI指數測試等
「事前」市場力掃描測試，以及「事後」利潤價差等測試，檢驗廠商是否有觸
犯公平交易法。對於採行搭售之限制交易行為、零售商仿冒、公告不實商品資
訊之欺罔市場行為，公平會可協同電業管制機構，定期追蹤調查，建置完善檢
舉機制，以防止相關妨礙競爭情事之發生。
在電業法修正草案通過實行的兩年過渡時間內，舉凡能源政策與電業自由
化願景的擘畫、電力市場重組、電業相關機構之成立、電力法規之細則制定，
以經濟部能源局為主管機關，國發會為輔助機關，有牽涉公平競爭議題，公平
會可扮演提供制定相關法規建議之協同角色。氣候變遷與環境政策則以環保署
為主管機關，若涉及到核能發電則以原能會為主管機關，水力發電則已經濟部
水利署為主管機關。在尚未成立電業管制機構前，電價費率的制定、調整與核
可，則由經濟部能源局協同電力及天然氣價格諮詢委員會負責。在電業法修正
草案通過兩年後，舉凡有關維護公平競爭、電力交易、電力調度等議題，以電
業管制機構為主管機關，公平會則為執行審議、調查、處分違反公平交易法案
件之機關。
電業自由化後，電業環境將會有更多的競爭行為，較諸過去國營、獨占
（寡占）、嚴密管制市場下，著重「價格」與「數量」管制之情況截然不同。
當前在民營、競爭、鬆綁與自由化市場下，再生能源、分散式發電系統、汽電
共生系統、需量反應及電能資訊即時管理系統，迅速發展且日益普及之不可阻
逆趨勢下，如何著重公平、品質、創新之激勵政策，面對更動態的市場變化
下，公平會將有更寬廣的執法空間。因此公平會未來需持續追蹤國外相關執法
經驗，從事創新經濟與知識經濟體制下，相關新興課題之研究與委託相關專題
研究計畫，進一步落實競爭政策與法規，維護公平、競爭、效率、品質、安
全、可靠的電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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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rust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illegal behavior patterns against
competition law for electricity industry liberalization in Taiwan.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objective, we first review illegal behavior patterns in the deregulated
electricity market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n to discuss what kind of possible
illegal behavior patterns might happen during the process of electricity industry
liberalization evolution in Taiwan. Moreover, the responsibility and role of Fair Trade
Commission (FTC) are elaborat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aracteristic
differences between electricity industry and other industries include: (1) the change
of electricity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is much more ﬂuctuated than other markets;
(2) the short-term trade of supply and demand has to match in advance and the deal
has to be settled after delivering; (3) the market regulation must deﬁne the speciﬁc
energy supplier to be the last resort of supply for the public interest; (4) electricity
industry is capital-intensive, knowledge-intensive and multidiscipline. Furthermore,
there are some potential illegal patterns in the wholesale electricity market, such as
unfair merge and acquisition (M&A), controlling wholesale market price by cartel
activity. While in the retail electricity market, market behaviors such as coalition,
bundling and cheating selling activities might be identified as illegal competitive
patterns. In the ancillary service market unfair dispatching behaviors might happen
while supply and demand unbalance. In electricity R&D market, the confined
competition or unfair competition might result from authorization of patter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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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technique standards. In order to prevent these illegal competitive activities
happened, FTC should undertake ex ante HHI for relevant market power test, and
also should implement Reference Price-cost Margin test to examine the relevant
electricity market to check whether there is any market player breaking the Fair Trade
Law.
Keywords：Liberalization of electricity industry, Competition Law,
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 Authority of electricity
industry, Illegal behavior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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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評論人：汪渡村（銘傳大學法律學院院長）
主席、各位先進，許教授這篇文章是幫公平會做了一個專題報告，專題報
告的研究內容比今天的報告精彩詳細很多，不過受限於今天的時間因素沒有將
許多資料附在裡面，其實蠻可惜的，不過各位可以期待未來的專題報告，可以
全方面的看到許教授對於這個議題的見解。我想他今天這篇文章「我國電業自
由化違反競爭法行為態樣之探討」，訂這個題目從整個架構上來看，對違反競
爭法行為態樣之探討好像不是那樣的深入，其實許教授在這篇文章中對於產業
政策與競爭政策之間的調和，雖然沒有明講，但是在競爭法規範的基本原理、
原則來看，其實著墨蠻深的。
在我國電業法修正的草案裡面，其實隱含與競爭法基本原理、原則的調
和，也就是說競爭法是要求從管制到開放，但是電業是否能夠完全開放、開放
的程度可以到哪裡，其實在修法的過程中就是一個很重要而需要思考的問題。
在我國現行的產業之下，我們的電業要開放到哪裡，這都是可以討論，而且是
有必要加以討論的。而許教授在這篇文章對於我們電業法修正的一些可能違反
競爭法的疑慮已經提出他個人獨到的見解，其實已經隱含個人認為電業要開放
到哪裡的見解，這是我相當佩服的，如果能夠再把它更具體的點出目前電業法
修正是否符合我們的開放政策，或是開放太過了。我個人認為如果電業全面開
放不是全民之福，必須是要管制的，但是要管制到哪裡才是一個最佳的效率
化，這是必須要借助許教授的長才再加以去思考的問題。
許教授在這篇文章裡面很細膩的去區分三種市場的類型，加以去導出可能
違反競爭法的類型，這樣的基本研究都是對的，因為必須要先確認不同的市
場，再來導出可能違反競爭法的態樣，我是相當佩服。但是可能是因為文字所
限，假如能夠更加深入的說明，能夠跟我們的題目搭配就更加應就更完美了，
因為題目訂為「違反競爭法行為態樣之探討」，在這方面更加強一下會更名副
其實。
第三點則是我個人的一個看法，就是許教授在這篇文章裡面也特別提出說
公平會是一個準司法機關，所以相對欠缺行政主導地位，這一句話許教授也許
要再深入詮釋一下。因為公平會是否是一個準司法機關，學者的見解不一定
完全一致，準司法機關的定義與內涵是怎麼樣，也可能要在文章裡面做一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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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說明一下許教授文章中對於準司法機關的意涵。而公平會為何會相對欠缺
行政主導性？它的意涵又是為何？公平交易法對外的競爭政策指導性，以及對
內的競爭政策形成，是不是有所區別，或者是因為主委或行政院無法主導委員
會競爭政策合宜性的產生，是不是這個意思？
再來就是我有一個小建議，既然題目是電業市場自由化違反競爭法行為態
樣之探討，許教授也許可以多花點文筆去做一個電業產業與一般產業有何差
異？可能會導出不同的競爭法規範原理原則，或者可能產生不同的的違法類
型。其實許教授都有講到了，但是可能還要再歸納一下，到底電業產業與一般
產業特性的差異在哪裡，假如沒有歸納出不一樣的特性，那電業產業跟一般產
業的違反類型可能差不多，也就沒有必要再去就這部分進行研究。
最後一點跟許教授建議，可能再加上新電力技術發展可能產生競爭法的問
題，因為電業技術的發展是相當快速的，例如智慧電網已經引進，但卻一直無
法成型，可能與電業自由化遲遲無法定案有關。在智慧電網這個產業裡面，可
能產生的違反競爭法類型就是很新的議題，因為智慧電網可能會產生標準化或
是專利的問題，智慧電網的技術很多都是由國外的大公司所掌握，今天萬一這
個技術納入標準化且又成為專利，則今天進入到臺灣來時，就會面臨像飛利浦
那個案子的狀況，授權要怎麼辦？我個人認為因技術發展所產生新的違反競爭
法的態樣反而也許是許教授應該要高度關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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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量途徑的結合模擬–臺灣電信市場的實驗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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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結合模擬提供判斷結合案反競爭效果的一項分析方法，文獻實證各有支持
及否定其準確度者，歐美法院接受與不採信此法論證者亦各有之，但此一方法
於歐美競爭法案分析之採用，仍然日漸增多，惟臺灣則尚未有爭案運用此法
者。本文以臺灣電信市場為實驗案例，進行模擬結合之分析操作，首先以取得
之數據及logit模型估計各廠產品之需求彈性，然後依結合前Bertrand競爭均衡
訂價策略式，估計各廠商產品之邊際成本。假設此邊際成本不變，並以結合後
Bertrand均衡訂價策略式估計給合後均衡價格。所估計得到的電信市場各產品
需求彈性與利潤率，與美國電信市場近似，且頗符合市場預期，故本文提供的
方法與推估過程，具有其應用價值，結果亦具有參考價值。
關鍵詞：
結合模擬、反競爭效應、單方效應、成本效率、logit模型、Bertrand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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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ger simulation,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unilateral effects, cost
efﬁciency, logit model, Bertran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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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在競爭政策與反托拉斯議題中，判斷因廠商結合而產生的反競爭效應(anticompetitive effects)，結合模擬(merger simulation)方法在歐美的實際案例運用，
正持續的增加之中(Werden and Froeb, 1993; Nevo, 2000; Epstein and Rubinfeld,
1

2001; Budzinski and Ruhmer, 2010) 。根據Neven (2006)粗估，歐盟過去十年於
競爭法規案件上的經濟顧問公司收益，每年成長約25-30%，而2004年總金額
達到2.4千萬英磅以上，約佔整體反托拉斯法務顧問年度收益的15%，與美國相
2

當 。在紐西蘭，結合模擬在結合控制(merger control)案件上，已是商業委員會
(Commerce Commission)判斷反競爭效應的一個明顯依賴方法。然而在臺灣，
實際爭訟案例運用此方法者，仍然付諸闕如。本文之目的，即在於採取臺灣電
信市場為實驗案例，在公開網站可收集的有限資料下，以計量途徑進行該市場
3

之結合模擬的實際操作 。
4

文獻上，對於結合模擬方法的準確性，仍多有不同看法 。Nevo (2000)研
究美國即食穀片(ready-to-eat cereals)產業及Pinkse and Slade (2004)估計英國釀酒
產業，都驗證出結合模擬方法確實具有其可信準確性，而Peters (2006)研究五
件航空公司結合案，對結合模擬準確性的驗證，則呈現紛歧不一，而其中竟以
價格對集中度迴歸(且無視內生性問題)的傳統舊方法，得到最為準確的預測漲
幅。相反的，Weinberg and Hosken (2008)研究機油產業與早餐用糖漿產業，驗
證得到結合模擬之準確度甚低。事實上，歐美競爭法機關對於結合案以結合模
擬方法加強爭訟論點者雖然愈來愈多，但法官不採用其為證據者亦不少。
結合模擬第一次運用於反托斯案，當屬Interstate Bakeries/Continental
5

Baking (1995)一案 ，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FTC為了阻擋其結合，以Bertrand
1

2
3

4
5

Budzinski, O. and I. Ruhmer (2010)是一篇關於結合模擬的相關文獻與方法之整理與
檢討。
See Neven, Damien J. (2006).
結合所產生的反競爭效果疑慮有兩個，一為單方效果(unilateral effects)、一為協同
效果(coordinated effects)。前者是結合者因市場力變大後，即可單方作為的提漲價
格並增生利潤；後者則是結合使產業集中度變高後，業者各廠即可更容易的進行
協同合謀行動。結合模擬所欲解析的是單方效果，並可加計結合效率下的成本節
省，而估計出淨「反競爭效應」。
See Budzinski, Oliver and Isabel Ruhmer (2010) and Carlton, Dennis W. (2011).
United States v. Interstate Bakeries Corp. and Continental Baking Co., Docket No. 95 C
4194 (N.D. Ill., ﬁled July 20, 1995). 該案兩家各為美國前三大白吐司(white pan bread)

計量途徑的結合模擬–臺灣電信市場的實驗案例

135

競爭及logit需求函數進行結合模擬，但未及應用，便於庭外合解。接著，
6

Kimberly-Clark/Scott (1995)案中 ，競爭主管認為其結合將會降低生產與配銷競
爭程度、並提高產品價格，而企圖予以阻擋，乃利用結合模擬強化論證，惟其
推估結果於法院判決中並未起決定性力量。真正第一個利用結合模擬而成功阻
7

擋反托拉斯結合案者，當屬Staples/Office Depot (1997) ，該案兩家公司是國內
供應辦公用品大型超市的前三大之二， FTC認為其結合將顯著的降低辦公用品
大型超商間的競爭，故提出訴訟以防止其結合。由於該案具有可取得的大量數
據，FTC乃進行結合模擬，推估結合後將會有平均10%提價；雖然辯方提出不
同計量模型得出不同結果，但最後FTC仍然贏得法院判決而成功阻擋了該結合
案。
在歐洲Volvo/Scania (1999-2000)結合一案中

8、9

，歐委會建立Bertrand競爭

及群式logit需求模型進行結合模擬，其結果顯示，結合後將使其產品於歐體
各成員國市場價格提高7%~23%，但成本卻只會降低5%，因而阻止了該結合
案。但該案歐委會的結合模擬計算，也招致了許多認為太過簡化假設的嚴厲批
10

評 ，終至使執委會放棄結合模擬的使用。另外，荷蘭能源市場Nuon/Reliant
11

(2003)結合一案 ，荷蘭競爭法主管機關(Nederlands Mededingingsautoriteit)提

6

7

8

9

10
11

製造商欲進行結合，結合後Interstate Bakeries將控制所有南加州主要的高檔品牌白
吐司。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ate of Texas v. Kimberly-Clark Corp. and Scott Paper Co, Civil
No. 3:95 CV 3055-P (D.C. Texas)(1995). 該案兩家廠商各分別是全國第一及第三大面
紙巾(facial tissue)領導商家，也是嬰兒溼紙巾(baby wipes)的領頭商家。
FTC v. Staples, Inc., 970 F. Supp. 1066 (D.D.C. 1997). 據FTC指出，不同於其他辦公
用品零售商店形式，辦公用品大型超商其實提供了消費者一次購足的便利性，其
產品極為廣泛，包括電腦與其周邊產品以及沙發桌椅等等，同時還提供了深度折
扣價格。
Case No COMP/M.1672 Volvo/Scania [2001] OJ L143/74. Volvo註冊於瑞典，其主要
產品項為：重型與中型卡車(trucks)製造服務與融資、巴士與巴士車身底盤、海事
與產業用引擎、施工作業機具儀器、與軍用航空器之研發製造與維修；而Scania則
是瑞士事業，主要生產製造與銷售重型卡車、巴士、與海事與產業用引擎。兩家
事業之業務極為相同。
Volvo認為其併購Scania後，將可在亞洲、中歐、前蘇聯、及南非等新興大型卡
車與巴士市場中具有擴張能力，方足以與全球領先的卡車與巴士製造商(例如
DaimlerChrysler與一些北美事業) 在此一地區競爭。
尤其是對折扣貼現的視而不見，受到最大的批評。
Court of Rotterdam, Nuon v NMa, LJN: AT6440, 31 May 2005. Also see NERA, The
role of NERA Economists in Nuon/Reliant and Nuon v. NMa (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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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反對

12

，其所用之結合模擬方法，利用賽局理論先行建構出「供給函數均衡

(supply function equilibrium, SFE)」，再於寡占市場中進行策略行為分析，藉
此推導出結合前後市場價格漲幅。但法院認為結合模擬方法不可靠且太武斷
(unreliable and arbitrary)，認為競爭主管機關並未提供充分證據，而宣告撤消該
案。
13

近代的Oracle/PeopleSoft (2004)結合案 ，可算是美國第一個利用結合模擬
於法院攻防的案子，具有歷史意義。Oracle欲於市場併購PeopleSoft，遭到DOJ
反對。DOJ基於英式「拍賣理論(auction theory)」建構消費者需求行為而進行結
合模擬，發現結合後，在大於50萬元的交易案中，FMS軟體將漲價5%~11%、
14

而HRM軟體則漲3%~28% 。Oracle認為「議價理論(bargaining theory)」才是本
結合案競爭效果較適架構，而非拍賣理論，因為實質運作上的大多數案例，本
產品買家都會篩選至剩下1至2個賣家後，進入最後一輪的交易議價，此時買家
擁有充分的議價力量以進行最終契約談判，藉此獲得最低價格；若於此時增加
15

更多其他賣家進入談判，則對買家已不具提供更多獲利可能的意義 。最終，
區域法院宣告DOJ未提出充分證據以證明該結合案違反美國反托拉斯法，兩公
司終於2004年底結合。更近的案例，如H&R Block/2SS Holdings (2011)一案
12

13

14

15

16

16

Nuon是荷蘭最大的能源公司，在電力供應與天然氣市場上占有極大比例，為了更
進一步供需平衡，Nuon決定收購其主要競爭對手Reliant Energy Europe (亦為荷蘭
主要能源公司之一)，並於2003年向主管機關提出結合案。但主管機關認為該參與
結合事業勢將成為電力市場上的支配地位(dominant position)而予以反對。
United States v. Oracle Corp., 331 F. Supp. 2d 1098 (N.D. Cal. 2004); Also see R. Preston
McAfee, R. Preston, David S. Sibley and Michael A. Williams (2007). “Oracle’s
Acquisition of PeopleSoft: U.S. vs. Oracle,” http://vita.mcafee.cc/PDF/Oracle.pdf。
DOJ依結合指南於本案中先界定出兩個相關產品市場：高功能人力資源管理
軟體(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HRM)及高功能財務管理系統軟體(financial
management systems, FMS)。2003年的FMS軟體市場，PeopleSoft占32%、Oracle
占17%、主要對手SAP AG則占39%，其他的AMS、Microsoft、SCT則各占10%、
2%、及1%，結合後HHI為3994、HHI增量則為1064。在HRM軟體市場上，
PeopleSoft占51%、Oracle占18%，主要對手SAP AG則占29%，其他的SSA、
Lawson、SCT則各占2%、1%、及0.4%，結合後HHI為5497、HHI增量則為1802。
就結構而言，該兩市場都是高度集中，是三家大廠與一群無訂價能力的小廠
(competitive fringe)。
拍賣理論的基本思維是，事業競相提出價格公告以爭取供給(銷售)該產品的機會，
而由供給價格最低者得標。因此，結合事業若非買家屬意的前一二名，則得標價
格並不會受到影響，但競標人數的減少則可能推升競標價格。
United States v. H&R Block, Inc., Civil Action No. 11-00948 (D.D.C.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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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量途徑的結合模擬–臺灣電信市場的實驗案例

，DOJ亦輔以結合模擬結果以說服法院阻止結合。HRB、TaxACT (2SS旗下品
牌)、及Intuit (TurboTax的創立者)為當時數位DIY報稅軟體(digital do-it-yourself,
17

DDIY, tax preparation)市場之前三大事業 ，合占DDIY報稅服務90%。DOJ認為
該案結合後將大幅削弱市場競爭程度，於是架構於Bertrand競爭模型進行結合
模擬以加強論證力，結果發現，在不考慮結合效率之下，若前三大DDIY事業
結合，將使TaxACT價格提漲83%、HRB價格提漲37%、而TurboTax價格提漲
11%，地區法院接受此一看法而決議禁止該二公司結合。
一般而言，結合模擬的操作，通常包含三個步驟，第一，對廠商競爭均衡
行為模式進行假設，通常是利用異質產品的Bertrand模型，藉以計算競爭廠商
或結合廠商的最適訂價策略與其意所意涵的利潤率與邊際成本模式。第二，設
定消費者需求系統，並進行估計價格彈性。第三，以估計所得之價格彈性與第
一步驟中的最適訂價策略式，求解出結合前的意涵邊際成本(implied marginal
cost)並假設不變，再以結合廠商之最適訂價策略式，推估出結合後的最適訂
價。
Werden (2005)指出「使用結合模擬，透明的形式經濟模型替代了直覺，
因此，結合模擬以客觀且可驗證之計算替代了主觀而不可驗證的臆測。」但事
實並非如此樂觀。結合模擬的使用，建立在供需雙方的市場行為上，因此必
須同時估計許多參數方足以完成。例如，選擇最貼切於消費行為的市場函數形
式(如線性、對數線性、logit、AIDS)、推估自身與交叉價格需求彈性、決定包
含於模型中的競爭者、刻劃市場需求系統、選擇廠商競爭模型(同質或異質、
Cournot或Bertrand)、刻劃供給系統並導出邊際成本、估計結合後成本改變以便
18

掌握結合效率性、以結合前估計所得參數計算結合後均衡結果 。這些過程包
含了許多假設與選定，結果不見得真能適配於實務案例。因此，實務上採行結
合模擬必須特別小心謹慎。
本文章節安排亦如前述步驟。除了本節「緒論」外，包括第二節「廠商均
衡行為模型」，第三節「計量途徑估計價格彈性」，第四節「實證結果與推
導」，最後一節則為「結論」。在我國，實務上仍無結合模擬的案例，因此本
文所採取的電信市場，僅是一個為了實務操作結合模擬的實驗案例。
17

18

數位DIY報稅軟體(digital do-it-yourself, DDIY, tax preparation)開始極為流行，在美
國2011年約1.4億份報稅單中，約0.35~0.4億份是來自於報稅軟體之協助
亦可參見Carlton Dennis W. (2011). “Use and Misuse of Empirical Methods in the
Economics of Antitrust,” CPI Antitrust Chronicle 1,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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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廠商均衡行為模型
貳、 廠商均衡行為模型

貳、廠商均衡行為模型

由於市場上多數競爭是屬於異質產品競爭，其異質性於競爭中將反應於價格
由於市場上多數競爭是屬於異質產品競爭，其異質性於競爭中將反應於價格
而形成價格競爭，因此在結合模擬上，採取
Bertrand 競爭模型較為適合。反之，
由於市場上多數競爭是屬於異質產品競爭，其異質性於競爭中將反應於價
而形成價格競爭，因此在結合模擬上，採取
Bertrand 競爭模型較為適合。反之，
Cournot 格而形成價格競爭，因此在結合模擬上，採取Bertrand競爭模型較為適合。反
競爭模型以數量為策略，少了訂價的直接競爭，隱涵著適用於產品較為
Cournot 競爭模型以數量為策略，少了訂價的直接競爭，隱涵著適用於產品較為
接近的市場競爭，故相對的多被利用於資源能源產品之市場模型中。本文以
之，Cournot競爭模型以數量為策略，少了訂價的直接競爭，隱涵著適用於產
接近的市場競爭，故相對的多被利用於資源能源產品之市場模型中。本文以
Bertrand 品較為接近的市場競爭，故相對的多被利用於資源能源產品之市場模型中。本
模型為市場廠商競爭之基調19，假若市場中某廠商擁有單一產品(i)、而
19
，假若市場中某廠商擁有單一產品(i)、而
Bertrand 模型為市場廠商競爭之基調
19
另一廠商擁有兩個產品(i
及
j)，則其利潤方程式各可以表達成如下：
文以Bertrand模型為市場廠商競爭之基調 ，假若市場中某廠商擁有單一產品
另一廠商擁有兩個產品(i 及 j)，則其利潤方程式各可以表達成如下：
(i)、而另一廠商擁有兩個產品( i 及 j )，則其利潤方程式各可以表達成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pi, ci, qi 分別為產品 i 之訂價、邊際成本、與產量。依此利潤方程式，對其
i, ci, qi分別為產品 i 之訂價、邊際成本、與產量。依此利潤方程式，
其中，pi, ci, q其中，p
i 分別為產品 i 之訂價、邊際成本、與產量。依此利潤方程式，對其
內各產品採一階微分，所得之一階條件式(First
Order Condition, FOC)即為各廠為
對其內各產品採一階微分，所得之一階條件式(First
Order
Condition, FOC)即為
內各產品採一階微分，所得之一階條件式(First
Order Condition,
FOC)即為各廠為
達最大利潤時，對各產品所採取的最適訂價策略，以某廠某一產品(i)之最適訂價
各廠為達最大利潤時，對各產品所採取的最適訂價策略，以某廠某一產品(i)之
p達最大利潤時，對各產品所採取的最適訂價策略，以某廠某一產品(i)之最適訂價
i 而言，其方程式即為：
最適訂價 pi 而言，其方程式即為：
pi 而言，其方程式即為：
1 � �� ��� = 0
1 ����� ��
0
�� =
1��
�� �
� ��� ��� = 0
1 � ��� �� � �� ��� ��� = 0

(1)
(1)
(2)
(2)

其中，m
(� � � )k= (pk-ck) ⁄ pk 為廠商 k 之利潤率，ε
�� i = ((dq�i ) ⁄ (dp i ) (p i ⁄q i )為其(自
其中，�� = (�� � �� )��� 為廠商 k 之利潤率，��� = ( ������ )( ����� )為其(自身)
�
j ) ⁄ (dp i ) (p i ⁄q j ) 則為廠商 j 於
�
� � j i =(dq
� i 提價時之交叉需求彈性；而
�
其中，�身)需求彈性，ε
� =
�� 為廠商 k 之利潤率，��� = ( ���� )( ��� )為其(自身)
rj i =r j ⁄ri 代表廠商
j 收益比上廠商
i 收益。
��
�
需求彈性，��� = ( ������ )( ����� ) 則為廠商 j 於 i 提價時之交叉需求彈性；而
�
j )的兩廠商進行結合，則其最適訂
���� )( ���� ) 則為廠商 j 於i 與
需求彈性，�市場上若原為各生產單一產品(設為
i 提價時之交叉需求彈性；而
�� = (
�
� 價策略，就由(1)式變為(2)式。結合前的競爭模式下，若產品 i 提價，則部分購
��� = ����� 代表廠商 j 收益比上廠商 i 收益。
j 作為替代，這是該廠提價後為他廠替代的流失(對產品
i
代表廠商 j 收益比上廠商
i 收益。
��� = ���買者將轉而購買產品
�
而言)，相對的，即是 j 產品替代i i與
產品之所得，簡稱之為
j 廠因 i 廠提價之「替
市場上若原為各生產單一產品(設為
j)的兩廠商進行結合，則其最適訂價
市場上若原為各生產單一產品(設為
i 與 j)的兩廠商進行結合，則其最適訂價
代所得」。在 i 廠併購 j 廠後，則此一「替代所得」將又回復為
i 廠所得，這一
策略，就由(1)式變為(2)式。結合前的競爭模式下，若產品
i 提價，則部分購買
策略，就由(1)式變為(2)式。結合前的競爭模式下，若產品
i
提價，則部分購買
項正表現於式(2)的第三項。當被併廠商產品規模愈大、替代性愈強、或者目前
者將轉而購買產品
j 作為替代，這是該廠提價後為他廠替代的流失(對產品 i 而言)，
者將轉而購買產品
j 作為替代
，這是該廠提價後為他廠替代的流失(對產品
i 而言)，
相對的，即是
j 產品替代
i 產品之所得，簡稱之為
j 廠因 i 廠提價之「替代所得」
。
19
早期研究結合多以數量策略的庫諾(Cournot)競爭為主，該模型基調是假設結合
相對的，即是
j
產品替代
i
產品之所得，簡稱之為
j
廠因
i
廠提價之
「替代所得」
。
在 i 廠併購 後，生產相對不效率的廠商退出市場，故適於同質產品競爭的市場。晚近的結合
j 廠後，則此一「替代所得」將又回復為 i 廠所得，這一項正表現於
在 i 廠併購研究，則幾乎都是採用價格策略的柏傳南(Bertrand)競爭模型，其基調是，結合後
j 廠後，則此一「替代所得」將又回復為 i 廠所得，這一項正表現於
式(2)的第三項。當被併廠商產品規模愈大、替代性愈強、或者目前價格水平愈
由一組決策者統一考慮訂價之決策，但基本上各廠仍舊銷售其原先生產的品牌產
式(2)的第三項。當被併廠商產品規模愈大、替代性愈強、或者目前價格水平愈
19

品，這是因為品質差異構成不同忠誠客戶群、形成各自產品特有的壟斷力，因此

早期研究結合多以數量策略的庫諾(Cournot)競爭為主，該模型基調是假設結合後，生產相對
各產品仍舊可以獲利，無需退出市場。
19
早期研究結合多以數量策略的庫諾(Cournot)競爭為主，該模型基調是假設結合後，生產相對
不效率的廠商退出市場，故適於同質產品競爭的市場。晚近的結合研究，則幾乎都是採用價格策
不效率的廠商退出市場，故適於同質產品競爭的市場。晚近的結合研究，則幾乎都是採用價格策
略的柏傳南(Bertrand)競爭模型，其基調是，結合後由一組決策者統一考慮訂價之決策，但基本
略的柏傳南(Bertrand)競爭模型，其基調是，結合後由一組決策者統一考慮訂價之決策，但基本
上各廠仍舊銷售其原先生產的品牌產品，這是因為品質差異構成不同忠誠客戶群、形成各自產品
上各廠仍舊銷售其原先生產的品牌產品，這是因為品質差異構成不同忠誠客戶群、形成各自產品
特有的壟斷力，因此各產品仍舊可以獲利，無需退出市場。
特有的壟斷力，因此各產品仍舊可以獲利，無需退出市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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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則產品
i 的提價將促成流動至產品
j 之替代所得愈大，也因此讓廠商
i 愈無
價格水平愈高，則產品
i 的提價將促成流動至產品
j 之替代所得愈大，也因此讓
高，則產品
i 的提價將促成流動至產品
j 之替代所得愈大，也因此讓廠商
i 愈無
力於提價策略，這也意涵著
i
廠併購產品
j
之誘因將愈大。再就產品
i
而言，結
廠商 i 愈無力於提價策略，這也意涵著
i 廠併購產品
j 之誘因將愈大。再就產品
力於提價策略，這也意涵著
i 廠併購產品
j 之誘因將愈大。再就產品 i 而言，結
合前最適訂價式為(1)式、結合產品
j
後則為(2)式，由於(2)式第三項必然為正(替
i 而言，結合前最適訂價式為(1)式、結合產品
j 後則為(2)式，由於(2)式第三項
合前最適訂價式為(1)式、結合產品
j 後則為(2)式，由於(2)式第三項必然為正(替
代所得為正)，意味著(2)式中的1
�
�
�
<
0，與結合前的(1)式相較，代表著(2)
� ��
代所得為正)，意味著(2)式中的1
� �� ��� < 0，與結合前的(1)式相較，代表著(2)
必然為正(替代所得為正)，意味著(2)式中的
，與結合前的(1)式
20
20
式下的產品
i
價格必然高於(1)式下的產品
i
價格
，此為結合後的價格效應，亦
，此為結合後
相較，代表著(2)式下的產品
價格20，此為結合後的價格效應，亦
式下的產品 i 價格必然高於(1)式下的產品
i 價格必然高於(1)式下的產品i i價格
是結合模擬所欲解析出來的「單方效應」
。結合前與結合後的市場均衡價格波動
是結合模擬所欲解析出來的「單方效應」。結合前與結合後的市場均衡價格波動
的價格效應，亦是結合模擬所欲解析出來的「單方效應」。結合前與結合後的
情形，為結合模擬之主要估計目標，惟一切估計仰賴於需求函數的設定。不論是
情形，為結合模擬之主要估計目標，惟一切估計仰賴於需求函數的設定。不論是
市場均衡價格波動情形，為結合模擬之主要估計目標，惟一切估計仰賴於需求
(1)式抑或(2)式，最適訂價式中都涉及了邊際成本(c
i)、(自身)需求彈性(ii)、與交
(1)式抑或(2)式，最適訂價式中都涉及了邊際成本(c
ii)、與交
函數的設定。不論是(1)式抑或(2)式，最適訂價式中都涉及了邊際成本(c
i)、(自身)需求彈性(
i )、(自
叉需求彈性(ji)等數值的掌握與估計。
ji)等數值的掌握與估計。
身)需求彈性(ε i叉需求彈性(
ε j i )等數值的掌握與估計。
i )、與交叉需求彈性(
結合模擬的工作，結合模擬的工作
首先即設定需求模型
，然後透過收集的價格與數量等數據
，
，首先即設定需求模型
，然後透過收集的價格與數量等數據
，
結合模擬的工作，首先即設定需求模型，然後透過收集的價格與數量等數
藉由計量方法估計各產品需求彈性與交叉需求彈性。若廠商生產單一產品(i)，則
藉由計量方法估計各產品需求彈性與交叉需求彈性。若廠商生產單一產品(i)，則
據，藉由計量方法估計各產品需求彈性與交叉需求彈性。若廠商生產單一產品
將結合前市場競爭下的該產品平均價格與估得的需求彈性，代入(1)式或(3)式，
將結合前市場競爭下的該產品平均價格與估得的需求彈性，代入(1)式或(3)式，
( i )，則將結合前市場競爭下的該產品平均價格與估得的需求彈性，代入(1)式
則可計算出該產品之邊際成本。若廠商生產兩個產品(i
與 j)，則該兩產品訂價依
則可計算出該產品之邊際成本。若廠商生產兩個產品(i
與 j)，則該兩產品訂價依
或(3)式，則可計算出該產品之邊際成本。若廠商生產兩個產品(
i 與 j )，則該兩
(2)式求解聯立方程式，將得到(4)式；以該兩產品結合前市場價格與推估所得之
(2)式求解聯立方程式，將得到(4)式；以該兩產品結合前市場價格與推估所得之
產品訂價依(2)式求解聯立方程式，將得到(4)式；以該兩產品結合前市場價格
各產品需求彈性，代入(4)式，即可計算出各產品的邊際成本。
各產品需求彈性，代入(4)式，即可計算出各產品的邊際成本。
與推估所得之各產品需求彈性，代入(4)式，即可計算出各產品的邊際成本。
�� � ��
1
= �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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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這一推估過程包含了幾個重要假設。第一，採用了Bertrand競爭模型以解
這一推估過程包含了幾個重要假設。第一，採用了
Bertrand 競爭模型以解釋
這一推估過程包含了幾個重要假設。第一，採用了
Bertrand 競爭模型以解釋
釋異質產品競爭行為，其主要決策變數為價格選定，故廠商i利潤最大化之一
異質產品競爭行為，其主要決策變數為價格選定，故廠商
i
利潤最大化之一階條
異質產品競爭行為，其主要決策變數為價格選定，故廠商 i 利潤最大化之一階條
階條件式，即意涵著「假設其它廠商價格不變之下，廠商i的最適訂價」，這
件式，即意涵著「假設其它廠商價格不變之下，廠商
i 的最適訂價」
，這正契合
件式，即意涵著「假設其它廠商價格不變之下，廠商
i 的最適訂價」
，這正契合
正契合反托拉斯經濟學所欲計算的單方效果定義。第二，假設結合前後的邊際
反托拉斯經濟學所欲計算的單方效果定義
。
第二
，
假設結合前後的邊際成本不變
，
反托拉斯經濟學所欲計算的單方效果定義。第二，假設結合前後的邊際成本不變，
成本不變，因此，若要含涵括結合後綜效產生的成本節省，則必須另外加計。
因此，若要含涵括結合後綜效產生的成本結省，則必須另外加計。第三，原先品
因此，若要含涵括結合後綜效產生的成本結省，則必須另外加計。第三，原先品
牌於結合後仍然同時發行，這一假設反應於我們的利潤方程式設計上，則是結合
第三，原先品牌於結合後仍然同時發行，這一假設反應於我們的利潤方程式設
牌於結合後仍然同時發行，這一假設反應於我們的利潤方程式設計上，則是結合
者同時對結合品牌採一階條件式的最適決策法。實務上，基於品牌價值建立並非
計上，則是結合者同時對結合品牌採一階條件式的最適決策法。實務上，基於
者同時對結合品牌採一階條件式的最適決策法。實務上，基於品牌價值建立並非
易事，因此，一品牌雖被併購，但仍以其品牌行銷者，不在少數。第四，沒有廠
品牌價值建立並非易事，因此，一品牌雖被併購，但仍以其品牌行銷者，不在
易事，因此，一品牌雖被併購，但仍以其品牌行銷者，不在少數。第四，沒有廠
商或產品的新進或退出。第五，結合前後相關產品的價格需求彈性保持不變。
少數。第四，沒有廠商或產品的新進或退出。第五，結合前後相關產品的價格
商或產品的新進或退出。第五，結合前後相關產品的價格需求彈性保持不變。
假若推估出來的邊際成本，於結合前後並不產生變化，則兩家單一產品的廠
需求彈性保持不變。
假若推估出來的邊際成本，於結合前後並不產生變化，則兩家單一產品的廠
商結合，其最適訂價策略式將一如(4)式，惟此時是在成本已知之下欲行價格的
商結合，其最適訂價策略式將一如(4)式，惟此時是在成本已知之下欲行價格的
20
推估。
推估。
因為需求彈性為負值。

參、 計量模型估計價格彈性
參、 計量模型估計價格彈性

20

因為需求彈性為負值。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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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推估出來的邊際成本，於結合前後並不產生變化，則兩家單一產品的
廠商結合，其最適訂價策略式將一如(4)式，惟此時是在成本已知之下欲行價格
的推估。

參、計量模型估計價格彈性
一如前述廠商最適訂價策略模型所示，價格彈性是尋求最適解所必須掌握
與推估者。文獻上常用於估計價格彈性的需求模型，不外乎是線性需求曲線模
型、對數線性需求模型、半對數線性需求模型、近似理想需求體系模型(Almost
21

22

Ideal Demand System, AIDS) 、與羅吉特(Logit)需求模型 。線性需求模型有
23

可能得到替代品交叉需求彈性為負，而預測消費數量亦有可能出現負值 ；對
數線性需求模型，價格參數估計值即為價格彈性，但此一估計模型依舊無法確
保替代品交叉需求彈性為正，且固定的價格彈性亦不甚合乎彈性隨數量或價格
24

變動的特性 。半對數需求模型所估得的價格彈性將會隨著價格變動而變動，
解決了前述固定彈性的不合理性。近似理想需求體系所估計出的價格彈性，雖
25

然可以隨著價格與數量變化而變化，但也不能確保具有正確方向 ；而Crooke
et al. (1999)研究也顯示出，此法估得的價格彈性與固定彈性廻歸式所估出者，
差異並不是很大。這些模型都面臨著相同的一個問題，所欲估計之參數相當龐
大，對於一些數據筆數不夠豐富的案例而言，將不易操作。
羅吉特模型建構於消費者隨機效用選擇，相對使用到較少的解釋變數，有
效的減少了參數估計個數(Werden and Froeb, 1994; Werden et al. 1996)。本文受
限於數據收集的困難，因此採用此一模型推估價格彈性。該模型是依消費者效
用計算，而於n+1個產品中選擇一個消費，這n+1個產品中，包含具有替代性
的一群(假設n個)、以及不具替代性的一群(假設為第0個)，前者稱為內部產品
(inside goods)、後者則為外部產品(outside goods)。當某一內部產品提價時，部
分消費者可能轉購，而少數部分消費者則可能棄購；轉購者，即是為內部其它
產品所替代，而棄購者即是「改消費外部產品」，操作上可以將外部產品價格
21
22
23
24
25

See Deaton, Angus and John Muellbauer (1980) and Hausman, Jerry et al. (1994).
See Rubinfeld, D.L. (2010).
See Werden, Gregory et al. (1996) and Crooke, Phillip et al. (1999).
同前註之Crooke, Phillip et al. (1999)。
亦即(自身)價格需求彈性必需為負、而替代品的交叉價格需求彈性為需為正。

數據收集的困難，因此採用此一模型推估價格彈性。該模型是依消費者效用計算，
而於 n+1 個產品中選擇一個消費，這 n+1 個產品中，包含具有替代性的一群(假
設 n 個)、以及不具替代性的一群(假設為第 0 個)，前者稱為內部產品(inside goods)、
後者則為外部產品(outside goods)。當某一內部產品提價時，部分消費者可能轉
購，而少數部分消費者則可能棄購；轉購者，即是為內部其它產品所替代，而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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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者即是「改消費外部產品」
，操作上可以將外部產品價格設定為零。就某一代
表性個別消費者 l 而言，消費 i 產品之效用(Uli)，受到產品 i 價格(pi)、產品 i 所
設定為零。就某一代表性個別消費者l而言，消費i產品之效用(Ul i )，受到產品 i
有特徵(Xi)、其它無從觀察的產品(品質面)因素(i)、以及消費者個人之偏好(li)
價格(p i )、產品 i 所有特徵(X i )、其它無從觀察的產品(品質面)因素(ξ i )、以及消
所影響，可以記作：Uli = (Xi - pi +i)+li  i + li，其中，i 可以代表消費者對
費者個人之偏好( li)所影響，可以記作：U l i = (X i β - αpi +ξ i )+ l i ≣δ i + l i ，
於不可觀測之品質特徵面向的平均價值，因此i 即代表消費產品 i 的平均效用。
其中，ξ i 可以代表消費者對於不可觀測之品質特徵面向的平均價值，因此δ i 即
如果li 服從 i.i.d 極值(extreme value)分佈，則個別消費者購買產品 i 與完全不購
代表消費產品 i 的平均效用。如果 l i 服從 i.i.d 極值(extreme value)分佈，則個別
買內部產品的 logit 機率公式，分別如下：
消費者購買產品 i 與完全不購買內部產品的logit機率公式，分別如下：

��� � � ���� � ����� � �

exp��� �
1
� �� ； �
� ��
�
∑��� exp��� �
∑��� exp��� �

上式之ss與
i 與 s o 分別為內部產品 i 與外部產品(o)於內外部產品總量中的市占
so 分別為內部產品 i 與外部產品(o)於內外部產品總量中的市占率。
i
歸式26上式之
：
率。由於假設每一消費者至多只消費一單位，購買產品
i 機率值即可代表產品
由於假設每一消費者至多只消費一單位，購買產品
i 機率值即可代表產品
i 之需
26
歸式
：
i 之需求量，亦可由該市場之市占率(
s i )來表達。上式相除後對數值，則得到底
求量，亦可由該市場之市占率(s
i)來表達。上式相除後對數值，則得到底下的廻
ln(�� ) − ln(�
26
� ) � �� � �� � − ��� � ��
下的廻歸式 ：
ln(�� ) − ln(�� ) � �� � �� � − ��� � ��
21
 Muellbauer
See Deaton, Angus and John
(1980) and Hausman,
Jerry et al. (1994). i 提價時，其
由此我們可以推導出整個市場之價格需求彈性(
)，以及當某一產品
22
See 由此我們可以推導出整個市場之價格需求彈性(
Rubinfeld, D.L. (2010).
ε)，以及當某一產品i提價
23
自身需求彈性(
ii)與對他產品
之價格交叉需求彈性(
ji)，如下式所表示，其中�̅
為
See
Werden, Gregory
et al. (1996)jand
Crooke, Phillip et al. (1999).
由此我們可以推導出整個市場之價格需求彈性(

)，以及當某一產品
i 提價時，其
24
時，其自身需求彈性(
ε
ε
ii)與對他產品j之價格交叉需求彈性(
ji)，如下式所表示，
同前註之
Crooke,
Phillip
et
al.
(1999)。
所有產品之市占率加權平均價格：
25 自身需求彈性(ii)與對他產品 j 之價格交叉需求彈性(ji)，如下式所表示，其中�̅ 為
亦即(自身)價格需求彈性必需為負、而替代品的交叉價格需求彈性為需為正。
其中
p 為所有產品之市占率加權平均價格：
7
所有產品之市占率加權平均價格：
��� � −��� (� − �� )； ��� � ��� �� ； � � ��̅��
(5)

(5)
��� � −��� (� − �� )； ��� � ��� �� ； � � ��̅ ��
由於
i 提價對他產品之交叉需求彈性僅與產品
i 之市占率與價格相關，意味
由於
i 提價對他產品之交叉需求彈性僅與產品
i 之市占率與價格相關
，意味著，
著，某產品對其它產品之交叉需求彈性皆相同，例如，電信市場中某3G產品提
某產品對其它產品之交叉需求彈性皆相同，例如，電信市場中某
3G 產品提價，
由於 i 提價對他產品之交叉需求彈性僅與產品 i 之市占率與價格相關
，意味著，
價，其對另外廠商產品的之交叉需求彈性將為一致，這是logit模型中存在的最
其對另外廠商產品的之交叉需求彈性將為一致，這是
logit
模型中存在的最大問
某產品對其它產品之交叉需求彈性皆相同，例如，電信市場中某 3G 產品提價，
大問題，即所謂「不相關選項之獨立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eives,
題，即所謂
「不相關選項之獨立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eives,
IIA)27。
其對另外廠商產品的之交叉需求彈性將為一致，這是
logit
模型中存在的最大問
27
IIA) 。為了降低這一問題帶來的干擾，我們可以把研究的市場產品依替代性
為了降低這一問題帶來的干擾
，我們可以把研究的市場產品依替代性大小分成數
題，即所謂「不相關選項之獨立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eives, IIA)27。
大小分成數群，例如，在電信市場中，3G產品間的替代性顯然的大於3G產品
群，例如，在電信市場中，3G
產品間的替代性顯然的大於 3G 產品與 2G 產品間
為了降低這一問題帶來的干擾，我們可以把研究的市場產品依替代性大小分成數
與2G產品間的替代性，因此，我們把電信市場劃分成兩群，研究標的為3G市
的替代性，因此，我們把電信市場劃分成兩群，研究標的為
3G3G
市場，故以其為
群，例如，在電信市場中，3G 產品間的替代性顯然的大於
產品與 2G 產品間
場，故以其為「內部產品」，而以2G市場產品為「外部產品」。我們把所有
「內部產品」
，而以 2G 市場產品為「外部產品」。我們把所有 2G3G產品一律歸納
的替代性，因此，我們把電信市場劃分成兩群，研究標的為
市場，故以其為
2G產品一律歸納於外部產品，而讓研究主角的3G產品作為內部產品市場，這
於外部產品，而讓研究主角的
3G
產品作為內部產品市場，這即是群狀羅吉特
「內部產品」，而以 2G 市場產品為「外部產品」。我們把所有 2G 產品一律歸納
(nested
logit)模型的最簡易方法。
即是群狀羅吉特(nested
logit)模型的最簡易方法。
於外部產品，而讓研究主角的
3G 產品作為內部產品市場，這即是群狀羅吉特
26
27

(nested logit)模型的最簡易方法。

See Berry, S.T. (1994) and Nevo, Aviv (2000).
IIA特性指的是，任何兩個選項，其被選中機率的比值，完全不受任何其它選項作
肆、 實證結果與推導
用所影響。

肆、 實證結果與推導
在臺灣的電信市場中，五家廠商分別以 C、T、Y、A、及 W 代表之，其中
C、T、Y在臺灣的電信市場中，五家廠商分別以
皆同時經營 2G 與 3G 產品市場，但 A 與
W 只經營 3G 市場，因此產品
C、T、Y、A、及
W 代表之，其中
共有八個，即
C2G、C3G、T2G、T3G、Y2G、Y3G、A3G、及
W3G。3G
產品
C、T、Y 皆同時經營 2G 與 3G 產品市場，但 A 與 W 只經營 3G 市場，因此產品
同時提供通話、手機上網、與網卡上網三種服務，而
2G 產品僅能做為通話使用，
共有八個，即 C2G、C3G、T2G、T3G、Y2G、Y3G、A3G、及
W3G。3G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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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證結果與推導
在臺灣的電信市場中，五家廠商分別以C、T、Y、A、及W代表之，其中
C、T、Y皆同時經營2G與3G產品市場，但A與W只經營3G市場，因此產品共
有八個，即C2G、C3G、T2G、T3G、Y2G、Y3G、A3G、及W3G。3G產品同
時提供通話、手機上網、與網卡上網三種服務，而2G產品僅能做為通話使用，
因此其與3G產品替代性不大，而可以把它切為外部市場。內部與外部產品之
各項數據統計，請參見表1，其中，外部產品是C、T、Y三家公司的2G產品總
和，內部產品(3G)共有五個，每個產品的使用戶數，皆同時包含通話與上網三
類用戶的總和。
本文的價格計算，是以收益除以戶數表示，而平均價格則再以戶數占率加
權計算。由於2011年10月起，國內始有3G市場，而同時也才有A與W的加入營
運，因此，本文之數據收集起自2012年10月至2014年8月之月頻率資料，累計
各公司23筆，資料蒐集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開網站之統計資料專區。各家
公司之樣本內期間統計數據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最大廠C戶數占率30.31%，而前三大合占74.62%，集中
度相當高；而最小的W廠占率僅6.04%、次小者A亦僅7.89%；其中，外部產品
(2G)總和戶數占率亦達11.46%，分別來自於C、T、與Y。每月平均價格最高
者，分別為第一大的C廠與第二大廠Y及第三大廠T的3~4倍，卻是最小廠W與
次小廠A的廠，各為553.1元與554.51元；而最小的W廠則僅為322.55元，距離
市場平均價格519.16元甚大。平均員工數則以C廠的2萬4千人最多，為第二大
廠及第三大廠的15~19倍。未來在迴歸式中，我們將以員工人數做為廠商客服
的代理指標，而客服則做為該廠商的品質代表變數。
表1 各公司產品數量統計
平均員工數
O
C
T
Y
A
W
M

24008
5104
6695
1576
1300

總戶數

戶數占比

總收益(千)

平均價格 內部占率

107217150

0.1146

29939180

279.24

283479514
204057344
210310414
73793334
56460358

0.3031
0.2182
0.2249
0.0789
0.0604

156792394
103163023
116619494
35128355
18211496

553.10
505.56
554.51
476.04
322.55
519.16

0.3423
0.2464
0.2540
0.0891
0.0682

O
C
T
Y
A
W
M

24008
5104
6695
1576
1300

107217150
0.1146
29939180
283479514
0.3031 156792394
204057344
0.2182 103163023
210310414
0.2249 116619494
73793334
0.0789
35128355
56460358
0.0604
18211496
計量途徑的結合模擬–臺灣電信市場的實驗案例

279.24
553.10
505.56
554.51
476.04
322.55
519.16

0.3423
0.2464
0.2540
0.0891
0.0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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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O 代表外部市場，是 C、T、Y 三家廠商之 2G 之總和；其平均價格依戶數市占加權計
註：O代表外部市場，是C、T、Y三家廠商之2G之總和；其平均價格依戶數市占加權
算。M 為市場，指整個 3G 市場的平均價格，依各公司戶數市占率比例加權計算。
計算。M為市場，指整個3G市場的平均價格，依各公司戶數市占率比例加權計
算。

本文採用簡易兩群的群狀羅吉持模型如式(6)，其中，受限於品質特徵變數
本文採用簡易兩群的群狀羅吉持模型如式(6)，其中，受限於品質特徵變數
收集不易，我們採用各公司員工人數占整個產業比率(EMP)，表彰其所提供的客
收集不易，我們採用各公司員工人數占整個產業比率(EMP)，表彰其所提供的
戶服務品質(Xi)，同時以 SIi 表達各產品於市場內部之占率，迴歸式如下：
客戶服務品質(X i )，同時以SI i 表達各產品於市場內部之占率，迴歸式如下：
ln(�� ) − ln(�� ) � �� � �� ���� − ��� � �� ln(��� ) � ��

(6)

(seeming
unrelated
regression) 估計五個廠商同步
σ i 為截距項。以SUR
其中其中
。以 SUR (seeming
unrelated
regression)估計五個廠商同步廻歸式
，
i 為截距項
0.005742=(p-value
= 0)，完整廻歸結果則請參閱附錄1。以
廻歸式，得到
α = (p-value
α值
得到
 = 0.005742
0)，完整廻歸結果則請參閱附錄
1。以 值代入(5)
代入(5)式，可分別得到自身需求彈性與交叉需求彈性。以所得之彈性係數值代
式，可分別得到自身需求彈性與交叉需求彈性。以所得之彈性係數值代入(3)式，
入(3)式，則可估得邊際成本。
則可估得邊際成本。
表2 結合前需求彈性與邊際成本之估計
表 2 結合前需求彈性與邊際成本之估計
需求彈性
交叉需求彈性
O 需求彈性 交叉需求彈性
邊際成本
C
-2.2133
0.9626
O
T
-2.2696
0.6333
Y
-2.4681
0.7159
A
-2.5177
0.2157
W
-1.7403
0.1118
M
-0.3417

邊際成本
利潤率
303.21
282.81
329.84
286.96
137.21

利潤率
0.4518
0.4406
0.4052
0.3972
0.5746

9

註：O為外部產品總和，M為內部產品市場

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W廠規模最小、訂價最低、但利潤率最
高(為57.46%)，利潤率次高者為C廠(達45.18%)，其規模最大、訂價次高。各產
品利潤率介於39.72~57.46%、平均利潤為45.34%；各產品需求彈性介於-1.74~2.52、平均值為-2.242，這些數據皆與美國電信市場的研究結果近似(Beard et al.
28

2006) 。至於整個市場之需求彈性則相對很小(-0.3417)，意味著3G產品與2G產
品或其它產品之替代性非常的小。這些估計值，頗符合實際預期。表中所估計
得出的邊際成本，以Y廠商最高(329.84元)、W廠商最低(137.21元)。邊際成本
28

Beard et al. (2006)以半對數需求模型研究美國通訊業(六家廠商)，其個別廠商價格
需求彈性介於-1.82~-2.71之間、平均值約為 -2.438；各廠利潤率介於37~52%，平
均利潤率為45.33%。

2G 產品或其它產品之替代性非常的小。這些估計值，頗符合實際預期。表中所
估計得出的邊際成本，以 Y 廠商最高(329.84 元)、W 廠商最低(137.21 元)。邊際
成本將被假設於結合後不變，以進行結合後價格的推估。
首先，我們考慮 A 與 W 結合之實驗案例，其市占率和為 13.93%。結合前，
市場 HHI 為 2550，結合後變為 2671；若依美國 2010 水平結合指南，則 2500 屬
於高度集中市場，其結合後
HHI 增量 121，將被界定為「很可能產生顯著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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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範疇，故需進一步詳細分析29。因此，我們以本文方法進行結合模擬。結
將被假設於結合後不變，以進行結合後價格的推估。
合後，廠商內部兩產品之最適訂價策略將遵循(2)式。我們假設結合後邊際成本(ci)
首先，我們考慮A與W結合之實驗案例，其市占率和為13.93%。結合前，
與兩個產品之收益比率不變(r
ji)，則由(4)式可推得，結合後的利潤率與提價率。
市場HHI為2550，結合後變為2671；若依美國2010水平結合指南，則2500屬於
未參與結合者，於結合業者提價後，其客戶數量會變大，依據(5)式之交叉需求
高度集中市場，其結合後HHI增量121，將被界定為「很可能產生顯著的競爭
彈性可知，當廠商 k 提價，則將增加他廠市占率為：
29
影響」範疇，故需進一步詳細分析 。因此，我們以本文方法進行結合模擬。
結合後，廠商內部兩產品之最適訂價策略將遵循(2)式。我們假設結合後邊際成
∆s� = ��� �� ∆��
本(ci)與兩個產品之收益比率不變(rji)，則由(4)式可推得，結合後的利潤率與提
因此，當 A 與 W 結合後提價，廠商 i 將因此而增加的市占率為：
價率。未參與結合者，於結合業者提價後，其客戶數量會變大，依據(5)式之交
叉需求彈性可知，當廠商k提價，則將增加他廠市占率為：
∆�� = ��
∆ s�i��
=αs
sk�∆p��
� ∆�
i�
k ∆�� )

因此，當A與W結合後提價，廠商 i 將因此而增加的市占率為：
假設各廠需求彈性不變，則因應於需求量變大，其價格勢必提增，依(5)式之需
∆s i =αsi (sA ∆pA +sw ∆pw)
求彈性公式，其新均衡價格將為：
假設各廠需求彈性不變，則因應於需求量變大，其價格勢必提增，依(5)式

之需求彈性公式，其新均衡價格將為：
�� =

���
��� � �� � ∆�� )

由此即可計算得到未參與結合三家廠商的價格變動。表3整理結合後價格
Beard
et al. (2006)以半對數需求模型研究美國通訊業(六家廠商)，其個別廠商價格需求彈性介
於-1.82~-2.71
之間、平均值約為 -2.438；各廠利潤率介於 37~52%，平均利潤率為 45.33%。
估計，是建立於假設市占率最小的兩家廠商(A與W)進行結合。顯見的，最小
29
陳和全、周振鋒(2013)。
的W廠因結合而使利潤率提高至62.73%，價格將上漲14.13%；而另一結合廠A 10
28

則小漲4.84%。其它各廠因為市場中此一結合案而增加了客源，因此推高了其
需求與訂價，但漲幅很小，最大的C廠亦僅為1.15%。總體來看，A與W結合將
使整個市場價格上漲的平均幅度為4.19%。基於傳統實務上，SSNIP檢定(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中所謂「小幅但顯著且持續提
價」的要件，多數採用「5%-10%提價而存在1年

30

」為標準，故本實驗結合廠

商W高達14.13%的上漲率，已經顯著的具有市場力量，競爭主管機關應該初步
判定不允許其結合。
29
30

陳和全、周振鋒(2013)。
所謂SSNIP檢定，亦即檢定一個假定獨占者是否具有「小幅但顯著且持續」的提價
誘因。美國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與公平會(Fair Trade Commission,
FTC)聯合發布2010年新修正之水平結合指南(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亦明確
採獨占假設檢定，作為產品市場之認定準則之一。參見DOJ/FTC (2010),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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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A與W結合後之各廠價格變動

C
T
Y
A
W
M

參與結合廠商
未參與結合廠商
預期利潤
預期價格 市占率預 預期新價 預期價格
預期價格
率
漲幅
期增加
格
漲幅
0.00796
559.49
0.0115
0.00573
509.29
0.0074
0.00590
558.77
0.0077
0.4250
499.10
0.0484
0.6273
368.13
0.1413
0.0419

註：假設結合前後邊際成本與結合廠商營收比不變。

其次，我們亦對第二大廠Y與第四大廠A結合的實驗案例進行推估，兩廠
市占率和為28.53%，其結合後市場HHI為變3003，增量443，依美國2010結合
指南，則已是「具反競爭效果之危險」的案例，應該予於禁止，除非結合後
成本效率夠大。再依本文計量途徑進行結合模擬分析，提供進一步參考，並
將價格變動的估計結果，整理於表4。可以看出，結合者漲幅分別為8.36%與
27.03%，相當之高，其反競爭效果顯而易見。此一結合實驗案將推動其它未參
與結合者價格上漲，其中的C廠亦因此而提漲了5.42%的水準，屬於偏高。總體
而言，整體市場之漲幅為9%，相當的高，顯然該結合案造成的反競爭效果相
當之大。
表4Y與W結合後之各廠價格變動

C
T
Y
A
W
M

參與結合廠商
未參與結合廠商
預期利潤
預期價格 市占率預 預期新價 預期價格
預期價格
率
漲幅
期增加
格
漲幅
0.0358
583.07
0.0542
0.0258
522.80
0.0341
0.4511
600.89
0.0836
0.5255
604.71
0.2703
0.0071
325.02
0.0077
0.0900

註：假設結合前後邊際成本與結合廠商營收比不變。M代表市場。

結合若能產生成本節省的效率，自能提供促進競爭效應。若以價格漲幅
10%做為產生顯著市場力而足以造成顯著反競爭效應之檢視標準，我們即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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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計算，結合廠商需達多大的結合效率，方能讓結合各廠漲幅均小於10%，此
結果表達於表5中。
由表5可以看出，就A與W結合實驗案而言，只要結合效率足以讓W廠之邊
際成本下降3.62%，則其高達14.13%的反競爭效應就會被壓低至小於10%；假
若A廠的邊際成本也跟著下降相同幅度，則其實際漲幅只剩1.05%，而整體市
場平均漲幅亦下降至2.48%。就Y與A的結合實驗案而言，其結合效率則要足以
讓A廠邊際成本下降13.41%，方能促成其價格淨漲幅低於10%；此時若W廠成
本效率亦相同，則其價格漲幅會低到成為-0.15%，而整體市場平均漲幅亦只剩
0.42%。當然，前案成本效率比較容易達成、而後案則相對很難。
表5 考慮結合效率
AW結合各廠邊際成本下降3.62% YA結合各廠邊際成本下降13.41%
C
T
Y
A
W
M

預期價格
556.35
507.46
556.68
481.03
354.81

預期上漲率
0.0059
0.0038
0.0039
0.0105
0.1000
0.0248

預期價格
547.72
502.39
520.31
523.62
322.09

預期上漲率
-0.0010
-0.0063
-0.0617
0.1000
-0.0015
0.0042

註：假設結合廠商營收比不變。M代表市場。

此處分析提供一個信息，結合所產生的成本效率，可以很有效的沖銷結合
後價格上漲力道，而使最終之反競爭效應壓低。以A與W的結合實驗案為例，
只要結合效率能讓W廠下降3.62%，則W廠的結合漲價就會被拉低至10%以
下，而3.62%的效率幅度，就一個結合案而言，已是一個相當基本的幅度要求
了。然而，成本效率並無法由本文提供的方法中估得，而需另闢它途。無論如
何，結合效率於結合反競爭效應估計中，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在結合模擬運用
中，可以先行估計不考慮效率的結合後漲價，再進一步另尋它途估計成本效率
後，重新計算最終的淨「反競爭效應」大小。

伍、結論
Neven (2006)粗估歐盟過去十年中，因競爭法案之經濟顧問收益，每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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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約25-30%，大約占整體反托拉斯法務顧問年度收益15%，與美國相當。雖然
結合模擬於歐美爭訟法案運用日漸見多，但於臺灣則仍未見一例。礙於過去臺
灣的結合申請案例，都無法於公開網站上蒐集到相關需求數據，本文乃舉可取
得稍具充分數據的電信市場為實驗案例，而進行結合模擬之設計、推論、與分
析。結果，該市場各產品之利潤率與需求彈性，與美國電信市場非常相近，間
接印證本文方法之正確性，從而加強本文於提供實際案例運用的可信性，誠為
本文之貢獻。
根據公平法第12條規定「對於事業結合之申報，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
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者，中央主管機關不得禁止其結合。中央主管機關對於
第十一條第四項申報案件所為之決定，得附加條件或負擔，以確保整體經濟利
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因此分析結合所致之限制競爭應用，誠為分析結
合案例之首要任務。依市場集中度大小與變化，可以提供初步認識，但若再輔
以其它經濟方法分析並提出數據說明，則更能強化訟案論述舉證力量，其中，
結合模擬是一個被認為最可全面性分析數據的方法之一。
惟其運用並非易事，運用者必須先行選取適當的消費行為模式與廠商競爭
模式，並於推導中拿捏出適當的假設，這些過程充滿了經濟與數學的堅強基礎
素養，必須依賴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士進行，方能圖得可信的結果。歐美訟案上
日漸增多的結合模擬運用，亦正顯示出其做為輔佐論證的顯然功能，臺灣在結
合案例中，亦可多加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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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表A1 logit 迴歸結果
σ
α
γC
βC
σT
γT
βT
σY
γY
βY
σA
γA
βA
σW
γW
βW

參數值
6.4300
0.005742
2.4118
0.0326
5.4186
1.2724
-1.9802
1.4684
0.4535
16.780
4.6279
1.3947
27.431
6.1812
2.7757
72.1715

標準誤
0.4207
0.0004
0.1885
0.4569
0.2379
0.0580
0.2682
0.5831
0.2694
2.6556
0.4996
0.1594
8.6876
1.0990
0.3053
19.5450

t-統計量
15.2852
16.3331
12.7966
0.0712
22.7731
21.9431
-7.3832
2.5181
1.6833
6.3189
9.2640
8.7484
3.1575
5.6242
9.0921
3.6926

p-機率值
0.0000
0.0000
0.0000
0.9433
0.0000
0.0000
0.0000
0.0134
0.0955
0.0000
0.0000
0.0000
0.0021
0.0000
0.0000
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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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評論人：黃美瑛（臺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評論人：黃美瑛（臺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本文建議一個應用於臺灣電信市場進行結合模擬的計量模式。研究方法是
本文建議一個應用於臺灣電信市場進行結合模擬的計量模式。研究方法是
新近最受矚目的結合模擬，基於廠商競爭理論之經濟分析，提供競爭法執行機關
新近最受矚目的結合模擬，基於廠商競爭理論之經濟分析，提供競爭法執行機
及法院對於結合(合併)案例的重要論證資訊。臺灣電信市場為寡占結構，其資費
關及法院對於結合(合併)案例的重要論證資訊。臺灣電信市場為寡占結構，其
率之決定向由 NCC 核可，然似有偏高之疑慮。無論如何，以其為研究對象，探討
資費率之決定向由NCC核可，然似有偏高之疑慮。無論如何，以其為研究對
該 5 家電信事業若有結合(合併)之意圖，對於電信費率是否可能更高，是一個引
象，探討該5家電信事業若有結合(合併)之意圖，對於電信費率是否可能更高，
人興趣且具有攸關民生的重要議題。以下幾個有關模型架構及公式、文獻探討及
是一個引人興趣且具有攸關民生的重要議題。以下幾個有關模型架構及公式、
模擬結果之隱含等問題請教。
文獻探討及模擬結果之隱含等問題請教。

. Bertrand 價格競爭模型之均衡條件，(1)式及(2)式，為本文據以推估結合後
1. Bertrand價格競爭模型之均衡條件，(1)式及(2)式，為本文據以推估結合
價格是否上漲的單方效應，文獻中已通用
UPP(upward pricing pressure)用
後價格是否上漲的單方效應，文獻中已通用UPP(upward pricing pressure)
語。請加強論述，且檢查公式的正確性，並補充相關文獻。
用語。請加強論述，且檢查公式的正確性，並補充相關文獻。
.本文所進行的(A 與 W)及(Y 與 W)兩個模擬實驗，結果「參與結合」與「未參與
2.本文所進行的(A與W)及(Y與W)兩個模擬實驗，結果「參與結合」與
結合」廠商之預期價格均一致上漲，論述中認為，結合會「增加客源」而推
「未參與結合」廠商之預期價格均一致上漲，論述中認為，結合會「增
高需求與訂價，這在臺灣電信市場實務上可能嗎？
加客源」而推高需求與訂價，這在臺灣電信市場實務上可能嗎？

.依(5)式推估之新均衡價格之公式，
3.依(5)式推估之新均衡價格之公式，

請說明其推導過程。

�� =

���
���� � � � �� )
�
�

請說明其推導過程。

4.對於考慮結合效率之模擬結果，請加強說明其估計方式及限制，並提供
.對於考慮結合效率之模擬結果，請加強說明其估計方式及限制，並提供相關文
相關文獻。
獻。
5. 臺灣電信市場結構及競爭狀態，與美國電信市場是否相近而可與之比
. 臺灣電信市場結構及競爭狀態，與美國電信市場是否相近而可與之比較，應
較，應先提供論據。否則，在結論中，以本文推估之各電信產品利潤率
先提供論據。否則，在結論中，以本文推估之各電信產品利潤率與需求彈性，
與需求彈性，與美國電信市場相近，即可印證本文方法之正確性及結果
與美國電信市場相近，即可印證本文方法之正確性及結果之可信性，容有待
之可信性，容有待補強之處。
補強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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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對結合審查應考慮系統性風險之論點
四、本文看法
伍、結論

中文摘要
我國自2001年「金融控股公司法」頒布施行後，迄今已十餘年，截至目前
為止共有16家金控公司。從資產規模、經營績效及國際化程度來看，均有待努
力，併購是強化金控公司競爭力的可行方案，在可預期的未來，不論是金控公
司間的合併或是金控公司旗下子公司與其他金融機構合併，均將陸續發生。
併購無可避免地將涉及競爭法的問題，本文首先以金控結合申報門檻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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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金額計算方式為研究對象，並以歐盟法制作為比較法的對象，並基於比較的
結果對於公平會現行對金控、保險業、銀行等之銷售金融計算方法加以檢討，
並提供建議。另外，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金融機構結合之審查因素應否將「大
到不能倒」或系統性風險納入考慮？在2008-2009年金融風暴後廣受討論，本
文以美國實務發展的經驗為基礎，建議將系統性風險納入審查標準。
關鍵字：金控、金融控股、結合、大到不能倒、系統性風險、銷售金額

壹、前言
我國於2001年經立法院三讀通過「金融控股公司法(以下簡稱「金控
法」)」，於同年7月9日經總統公布，並於同年11月1日施行。於2001年12月計
有華南、富邦、中華開發、國泰等四家金融控股公司(以下簡稱「金控公司」
或「金控」)成立；2002年則有玉山、復華、交銀、日盛、台新、新光、國
票、建華、中國信託等九家成立。其後，於2003年、2008年、2010年陸續有第
一、臺灣及合作金庫等三家金控公司成立。歷經10餘年的發展，目前共有16家
金控公司。當年金控法的立法目的在於，「藉由金控公司旗下聯屬事業以共同
行銷、資訊交互運用及設備共同等方式，組合多樣化之金融商品，可有效降低
營運成本，並達成經濟範疇之目標」，並希望「開創金融跨業經營及組織再造
之有利環境，提昇我國金融競爭力，以達成金融跨業經營現代化、國際化之目
標」。但經過10餘年的發展，受限於國內市場的侷限性、加上競爭者眾，這10
餘家金控公司規模與國際金融集團相較仍有相當差距，獲利狀況仍待努力，更
遑論達成經營國際化之目標。為強化金控公司之競爭力，透過併購是可以努力
的方向。
本文即由競爭法之角度研究金控公司結合的相關法制。在論述上，首先透
過歷史回顧臺灣金融機構的發展過程，並探索金控公司的設立經過、目前營運
狀況及市場競爭情形。其次，探討金控公司結合的申報門檻，並以歐盟相關規
定進行比較法的研究。接著，則對於金控公司結合審查的標準加以討論，惟受
限於時間與篇幅，本文將以2008-2009年全球金融風暴過後，「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概念是否適宜成為金融機構結合審查之要素為中心。最後，於結
論提出本文對上述兩項問題的看法，以提供立法及執法單位的參考。

153

金控公司結合之研究

貳、金控公司的發展與現況
一、臺灣金融機構的發展
依學者研究，臺灣金融機構的發展是由三張拼圖組合而成的。第一拼圖是
日據時期留下來的金融機構；第二張是在大陸地區設立，後來在臺灣復業的
1

金融機構；第三張是光復後在臺灣設立的金融機構 。第一張拼圖包括臺灣銀
行、彰化銀行、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土地銀行、合作金庫、臺灣中小企業
銀行等一般所稱的「省屬七行庫」及若干家信用合作社和農漁會信用部所組
2

成 。第二張拼圖中包括：中國國際商業銀行、交通銀行、上海商業銀行、中
3

4

央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及中央信託局等 。第三張拼圖包括 ：
(1)2家僑資銀行(華僑商業銀行及世華商業銀行)。
(2)2家市銀行(台北銀行及高雄銀行)。
(3)1家輸出入銀行(中國輸出入銀行)。
(4)7家中小企業銀行(臺北區、新竹區、臺中區、臺南區、高雄區、花蓮
區及臺東區中小企業銀行)。
(5)8家信託投資公司(中華開發、中國、台灣第一、華僑、國泰、中聯、
亞洲、台灣土地開發)。
(6)41家外國銀行在臺設立的65個分行。
(7)若干家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及漁會信用部。
(8)1991年起陸續開業的16家新銀行(萬通、大安、聯邦、中華、遠東、
亞太、華信、玉山、萬泰、泛亞、中興、台新、富邦、大眾、寶島、
安泰等)
(9)兩家信託投資公司改制的商業銀行。
除上述三塊拼圖外，1993年12月3日信用合作社法公布施行，其中第30條
第3項：「信用合作社變更組織為商業銀行之標準及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1995年12月6 日，當時的中央主管機關基於上述規定公布「信用合作社
變組織為商業銀行之標準及辦法」，使信用合作社可改制為商業銀行。有了
1
2
3
4

賴英照，台灣金融版圖之回顧與前瞻，頁3，1997年4月二版。
同上註。
同上註，頁26。
同上註，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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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後，自1997年1月起陸續有信用合作社改制為商業銀行，包括：1997
年1月台北三信改制為誠泰銀行，1997年9月台中七信改制為第七銀行、陽明山
信用合作社改制為陽信銀行、板橋市信用合作社改制為板信銀行，同年12月高
雄一信改制為高新銀行，1999年1月台北二信改制為華泰銀行、台中三信改制
為三信銀行，2000年7月台中六信與屏東一信合併改制為聯信銀行，2007年7月
5

台北一信改制為稻江銀行 。上述信用合作社改制為商業銀行是繼1991年陸續
開業的16家新銀行後，另一波的新商業銀行設立，使商業銀行間的競爭更趨激
烈。

二、金控公司的成立
行政院於2001年3月21日擬具「金融控股公司法草案」函請立法院審議，
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後於同年7月9日總統公布，並於同年11月1日施行。依行政
院於草案總說明：「近來國際性金融集團演進及整合趨勢，在經營型態上，其
實務多已朝向控股公司發展。此外，美國為提升金融經營效率及國際競爭力，
前於西元1999年通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廢除
西元1933年Glass-Steagall Act規定銀行與證券分離之限制，並允許金融控股公
司得從事證券、保險、投資顧問、共同基金及商人銀行等金融業務；日本亦自
西元1997年修正獨占禁止法第9條廢除禁止設立純粹控股公司規定，有鑑於美
國及日本先後引入金融控股公司法制從事金融改革，我國為增進金融市場之國
際競爭，對於國際金融市場之世界潮流自需有所因應」、「我國未來金融體制
將朝向『股權集中化、組織大型化、經營多角化、監理透明化』發展。有鑑於
此，我國引入金融控股公司之管理機制，將可進一步開創金融跨業經營及組織
再造之有利環境，提昇我國金融競爭力，以達成金融跨業經營現代化、國際化
6

之目標」 。
至於金融控股公司法之必要性、重要性及特點，依草案總說明包括：發揮
金融綜合經營效益、提昇我國金融業之國際化及國際競爭力、強化金融跨業經
營合併監理、提供經營利基及租稅優惠、提供充分之彈性機制。其中特別值得
注意的是在發揮金融綜合經營效益下之說明：「有鑑於為區隔金融機構投資經
營之風險，對於各金融機構之轉投資仍有一定之限額，而透過金融控股公司投
資金融相關事業範圍之擴大，結合金融集團之資本及資源，可擴大金融經濟規
5
6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業務統計輯要，頁4，2014年8月版。
立法院關係文書，院總字第801號政府提案第7845號，頁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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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尤其金融業務已朝向多元化發展之際，藉由金融控股公司旗下聯屬事業以
共同行銷、資訊交互運用及設備共同等方式，組合多樣化之金融商品，可有效
降低營運成本，並達成經濟範疇之目標」。
簡言之，金控公司成立目標之一係追求集團經營之綜效。有了追求綜效、
經濟規模等誘因，又有了法源依據後，金控公司陸續成立，2001年12月計有華
南、富邦、中華開發、國泰等四家公司成立；2002年則有玉山、復華、交銀、
日盛、台新、新光、國票、建華、中國信託等九家成立。其後，於2003年、
2008年、2010年陸續有第一、臺灣及合作金庫等三家金控公司成立。歷經10餘
年的發展，目前共有16家金控公司。

三、金控公司發展的現況
我國16家金控公司發展迄今，現況如何？以下分別由資產規模、經營績效
及競爭程度等三個面向，以近三年的相關統計數據加以觀察。
(一) 資產規模
由2011年觀察(詳參附表一)，資產規模以國泰金控5兆元最大，第二、三名
依序為臺灣金控、富邦金控，資產分別為4.26兆元與3.62兆元。第四至九名則
為合庫金、兆豐金、台新金、新光金、第一金及中信金，資產均在2兆至2.7兆
間。資產規模最小的三家金控為開發金、國票金、日盛金，資產均低於1兆，
僅2至3千億，16家金控的平均資產則為2.86兆元。
2012年(詳參附表二)，各家金控的資產規模多有成長，但排名似乎不變。
資產規模最小的三家金控仍為開發金、國票金、日盛金，但開發金的資產由
2011年的3316億元成長至2012年的4891億元，但國票金與日盛金均略減。2012
年全體金控的平均資產為3.06兆元，較前一年度成長。
2013年(詳參附表三)，第一至三名的排名不變，但第二名的臺灣金與富邦
金的資產差距持續縮小。兆豐金的資產規模首次超越合庫金，第三、四名易
位；中信金的資產規模超越第一金，致第八、九名易位。至於資產規模較小的
三家金控排名依然不變，但開發金的資產規模持續成長，由2011年3316億元成
長至2012年的4891億元，2013年已達6479億元。2013年全體金控平均資產較前
一年成長，為3.06兆元。
(二) 經營績效
若以每股盈餘來衡量各家金控經營績效，2011年(詳參附表一)除富邦金為
3.39元，其餘約有一半金控每股盈餘在1元以上，前六名依序為富邦金、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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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兆豐金、元大金、台新金、華南金，而國泰金與第一金均為1.08元，併
列第七。每股盈餘最低的三家金控分別為臺灣金、永豐金及合庫金，分別為
0.45、0.42、0.06。若與資產規模相比較，資產規模排名第三的富邦金，獲利反
而居首位，而資產規模第二名的臺灣金，每股獲利竟居倒數第三名。獲利第二
及第四名的中信金與元大金，資產規模居後段，但獲利卻相對亮眼。
若以資產報酬率(Return on Assets, ROA)來看，元大金以1.93名列首席，中
信金、富邦金各以0.95、0.87分居二、三名。至於資產規模居二、四名的臺灣
金與合庫金，則以0.1、0.01名列榜尾。若以淨值報酬率(Return on Equity, ROE)
來看，富邦金、中信金與台新金分居前三名，各為13.46、11.01及9.39。臺灣
金、開發金及合庫金居最後三名，分別為1.59、1.32及0.15。
2012年(詳參附表二)每股獲利前四名為富邦金、兆豐金、中信金與國泰
金，分別為3.05、1.88、1.65、1.59；末三名則為臺灣金、日盛金與開發金，分
別為0.81、0.69及0.39。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全體金控之每股盈餘除末三名外，
均達1元以上，較前一年度有顯著成長。以資產報酬率來看，前四名為開發
金、中信金、元大金及兆豐金，分別為1.03、1.29、0.84、0.81。末三名則為臺
灣金、合庫金及國泰金，分別為0.17、0.26、0.33。以淨值報酬率來看，前四名
為富邦金、兆豐金、永豐金及玉山金，分別為10.76、10.33、10.11、10.03，末
三名為臺灣金、開發金及國票金，分別為2.87、3.72、4.23。
2013年(詳參附表三)每股獲利前三名富邦金、國泰金及兆豐金，分別為
3.31、2.5、1.96；末三名為日盛金、開發金及國票金，分別為0.68、0.56、
0.52。資產報酬率前三名為開發金、元大金及中信金，分別為1.44、0.96、
0.95；末三名為臺灣金、合庫金、新光金，分別為0.15、0.28、0.43。淨值報酬
率前三名為中信金、台新金、玉山新，分別為11.89、10.82、10.65；末三名為
臺灣金、國票金、元大金，分別為2.8、4.39、5.1。
(三) 集中程度
經常用來衡量市場結構的集中度指標包括：前n大事業的市場占有率
(Concentration Ratio, Crn)與Herfindahl-Hirschman指標(Herfindahl-Hirschman
7

Index, HHI) 。金控公司因為涉及銀行、保險、證券及信用卡等不同市場，故
須依不同商品分別觀察。本文限於時間與篇幅，僅以金管會業務統計資料來觀
察銀行業之存、放款市占率。就銀行存款而言，2013年本國銀行市占率前五名
7

沈中華、張大成、朱德芳、謝智源，公平交易法對銀行業結合之評估─檢查表之
設計與討論，公平交易季刊，第19卷第2期，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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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臺銀、合庫、土銀、兆豐、中國信託，分別為11.08%、7.6%、6.44%、
6.09%、5.73%，華南、第一以些微差距分居六、七名，市占率分別為5.67%、
8

5.61% 。就放款市占率，前五名為臺銀、合庫、土銀、兆豐、第一，分別為
9

9.47%、7.84%、7.66%、6.92%、6.01% 。
(四)小結
由上述資料來看，就資產規模而言，2013年資產規模最大的國泰金控資產
總額為6.17兆元，而英國銀行家(The Banker)雜誌2013年對世界各國銀行排名來
看，大陸計有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農民銀行等四家
名列世界前十大銀行，而排名首位的中國工商銀行資產總額達17.5兆人民幣，
相當85.34兆新臺幣，與國泰金控的6.17兆元相比，相差懸殊。就績效而言，
以2013年為例，全體金控平均每股盈餘1.55元，平均資產報酬率0.63，均屬尚
可，惟全體的平均淨值報酬率8.88仍待加強。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就資產規模
較大的臺灣金及合庫金而言，獲利情況可再努力，應該要尋求原因，並找出業
務成長的動能。就市場競爭度而言，以銀行存、放款業務來看，除排名第一的
臺銀市占率達百分之十以外，其他銀行的市占率均不算高。若以公平法結合申
報的門檻來看，參與結合的事業市占率達三分之一以上，參與結合之事業市占
達四分之一以上，則我國所有銀行的結合，均未達申報門檻，可見集中度低。
既然現有金控的資產規模小、獲利能力仍待改善、市場分散，則在可預見
的未來，金控公司結合以壯大競爭力及市占率是可以期待。因此，以下擬討論
公平法對金控結合的相關規定，先由金控公司結合申報門檻開始，再討論結合
審查因素。

參、金控公司結合申報門檻之檢討
一、現行法規定
現行公平法對於事業結合採「申報異議制」，依公平法第11條第1項規
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須向主管機關申報：(1) 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
有率達三分之一者；(2) 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者；(3)
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中央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
8
9

同註5，頁16。
同上註，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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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者。現行法對於結合申報標準係兼採市場占有率與銷售金額，只要其中之
一達到法定門檻即須申報。對於銷售金額，同條第2項規定得由中央主管機關
就金融機構事業與非金融機構事業分別公告。基此，2002年公平會就金融機
構結合申報門檻為：(1)參與結合之事業為金融機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
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200億元，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
額超過新臺幣10億元者；(2) 金融控股公司或其他控股公司之上一會計年度銷
售金額之認定，應以併計其全部具控制性持股之子公司之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
額核認。金融控股公司或其他控股公司本身或其具控制性之子公司參與事業結
合時，倘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各款規定情形者，應由金融控股公司或
10

其他控股公司提出申報 。此項標準迄今未變。惟對於銷售金額如何認定？依
公平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指事業之營業收入總額(以下簡稱「營收」)。惟
製造業與包括金融業在內的服務業對於營業收入之認定難易度有別。對於金融
業之營收如何認定？特別是金融業於2013年開始依國際金融會計準則(IFRs)編
製財務報告，財報之表達方式差動，如何認定金融業之營收？對此，公平會於
2013年12月核釋銀行業、金融控股公司、證券商及保險業認定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1 項第 3 款所稱「銷售金額」之方法。銀行業以「公開發行銀行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規定綜合損益表之「淨收益」數據認定其銷售金額；金融控股公司
以「金融控股公司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綜合損益表之「淨收益」數據認定
其銷售金額；證券商以「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綜合損益表之「收
益」數據認定其銷售金額；保險業以「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綜合損
11

益表之「營業收入合計」數據認定其銷售金額 。

二、比較法的觀察─歐盟對營業額之計算
12

歐盟併購規則(Merger Regulation) 對於營業額(turnover)計算設有規定，並
另以通告

13

對於規則之適用詳為說明，茲依銀行、保險業及金控公司等不同金

融機構類型，就其營業額之計算分述如下：
(一)銀行等信用機構
10
11
12
13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企字第 0910001699 號公告，2002年2月25日。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服字第 10212611652 號令，2013年12月23日。
Council Regulation 139/2004, art. 5, 2004 O.J. (L 24) 2.
Commission Consolidated Jurisdictional Notic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C) 139/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2008 O.J. (C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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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歐盟指令，信用機構(credit institution)係指收受存款或其他自社會大眾收
14

受可返還資金之機構 。由定義看來，收受存款之銀行當屬信用機構之一種。
併購規則§5(3)(a)規定信用機構及其他金融機構(financial institutions)之營業額
之計算，包括：
(ⅰ) 利息及其他類似收入(interest income and similar income)；
(ⅱ) 有價證券收入(income form securities)；
(ⅲ) 手續費收入(commissions receivable)；
(ⅳ) 金融操作之淨獲利(net profit on financial operations)；
(ⅴ) 其他操作收入(other operating income)。
歐盟更發佈通告(Commission Notice)對於營業額詳為解釋，而對於金融機
構更細分為租賃公司(leasing company)、保險業(insurance undertaking)及金融控
股公司(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詳為解釋，以下就保險業及金控公司分述：
(二)保險業
1.淨保費之意義
對於保險業的營業額計算，併購規則規定於§5(3)(b)。保險業的營業
額指淨保費收入(gross premiums)，包括：再保險分出(outgoing reinsurance
premiums)

15

。由於§5(3)(b)將保險業的營業額以淨保費收入(gross premiums)

計算，引起一些適用上的疑義，歐盟在通告中一一加以澄清。淨保費收入
指所收到的保費總額(the sum of received premiums)，如果保險業從事再保險
(reinsurance)承保業務，尚且包含再保險所收到保費。至於再保險分出保費
16

(outgoing or outward reinsurance premiums)已包括於淨保費收入中 ，換句話
17

說，不須由淨保費收入中扣除 。至於條文所稱的淨保費不僅指該會計年度所
簽發的新保險契約所收取之保費，尚包括先前所簽發但仍有效之保險契約所收
18

取之保費 。
2.轉投資收益是否包括在內？
14
15

16
17

18

Council Direct 2000/12, art. 1, 2000 O.J. (L 126) 1 (EC).
再保險分出係指保險業承擔一部分風險，並將其他部分轉向他保險業者再保險，
此處之他保險業之承保稱為再保險分入, See ANDREAS SCHWEPCKE & DIETER
ARNDT, REINSURANCE: PRINCIPLES AND STATE OF THE ART 13 (2004).
See Commission Notice, supra note 13, at 47.
See MORTEN P. BROBERG,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JURISDICTION
TO SCRUTINISE MERGERS 178 (3rd ed. 2006).
See Commission Notice, supra note 13, at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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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併購規則§5(3)(b)，保險業轉投資股票、有價證券或其他標的等之收
益，並未計入其營業額中，依該項僅將淨保費收入計入保險業的營業額當中。
但保險業若轉投資達以下情形時，依§5(4)(b)該轉投資收益應併入保險業之營
19

業額 ：
(ⅰ)保險業直接或間接持有半數以上之資本(captial)或營業資產(business
assets)；
(ⅱ)有權利行使過半數投票權；
(ⅲ)有權利指派半數以上之監事會(supervisory board)、管理團隊
(administrative board)或其他企業之法定代表人(bodies legally
representing the undertakings)；
(ⅳ)有權利管理企業事務。
若保險業具有上述情事，則與受控制之他企業為關係企業，因此營業額合
併計算亦屬當然。
(三)金控公司
金控公司(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營業額之計算原則上依前揭§5(3)
(a)，亦即信用機構及其他金融機構之營業額計算方式，但若金控公司之子公司
符合§5(4)(b)，則併計子公司之營業額。

三、本文見解
由上述歐盟規定來看，大致以營業額作為計算結合申報門檻，且營業額不
須扣除成本、費用等。對照公平會於2013年12月核釋銀行業、金融控股公司、
證券商及保險業認定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1 項第 3 款所稱「銷售金額」之方
法。銀行業以「公開發行銀行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綜合損益表之「淨收
益」數據認定其銷售金額。惟「淨收益」係以收入減除費用，以銀行而言，淨
收益主要來自利息淨收益，而利息淨收益係利息收入減利息費用，亦即係扣除
費用後的數額，與歐盟採用營業額之概念有別。公平會採用淨收益的概念，主
要係可直接由綜合損益表中得到數字，免除計算之累，但考量結合申報門檻係
反映市場結構，因此，我國或可採用淨收益加利息費用，較接近營業額，更能
反映市場競爭狀況。對於證券商以「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綜合損益
表之「收益」數據認定其銷售金額，即為未扣除成本之營業額。對於保險業，
1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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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係以「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綜合損益表之「營業收入合計」
數據認定其銷售金額，惟營業收入中包含「淨投資損益」，此與歐盟有異。考
量投資並非保險業之主要市場活動，因此應予減除較能真實反映保險業者之市
場競爭狀況。

肆、金控公司結合之審查基準―系統風險應否納入？
一、現行法之規定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9條第2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金融控股公司之設立構
成公平交易法第六條之事業結合行為，應經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許可；其審
查辦法，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會同主管機關訂定。」公平會基於本項之授
權，對於金控公司結合發布「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審查辦法(以下簡稱「審
查辦法」)」全文13條。審查辦法第9條規定對金控公司結合申請之審查因素，
分為「對金融市場競爭程度之影響」與「對整體經濟利益及公共利益之影響」
兩大面向。審查辦法第10條進一步規定：「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之利益大於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者」，公平會不得禁止其結合。
就「對金融市場競爭程度之影響」面向，審查時應考慮：1. 金融控股公司
及其子公司與其他參與結合事業之市場占有率、分支機構情形與濫用市場地位
之可能性；2. 相關市場之市場結構與事業家數，及結合後提高市場集中度之程
度；3. 相關市場金融商品或服務之互補性及替代性；4. 參與結合事業既存之從
屬或控制關係； 5. 結合後相關地理市場之競爭減損程度； 6. 相關市場之市場
參進障礙情形。「對整體經濟利益及公共利益之影響」面向，審查時則應考
慮：1. 相關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價格及品質提昇情形；2. 相關金融商品或服務之
地理便利性與種類選擇性；3. 金融業主管機關之相關政策；4. 對參與結合事業
之規模經濟或範疇經濟等整體效果。
上述審查基準中似未提及結合是否應考慮產生「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金融機構，亦即結合後之金融機構可能產生「系統性風險(systemic
20

risk)」 影響在審查基準中似未見到。但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系
20

本文將「大到不能倒」與「系統性風險」視為相同的概念，因此以下的論述將
交互使用此兩個名詞。惟系統性風險的內涵仍有多義性而具爭議, See Steven L.
Schwarcz, Systemic Risk, 94 GEO. L.J. 193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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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風險是否應納入競爭法審查中，引發不少討論，例如：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委員J. Thomas Rosch於2009年1月29日在紐約法
曹協會(New York Bar Association)的演講中指出：「合併應該審查是否會成立
一個大到不能倒的企業？如果答案為肯定，這件交易應該違反克來頓法第7條
(merger should arguably be examined with an eye toward whether they are creating a
merged entity that is “too big to fail＂. If so, the transaction may violate Section 7 (or
21

Section1)) 」。本文以下即對此項極具爭議的爭競法問題加以討論。

二、系統性風險應否納入審查基準？
（一）「大到不能倒」的源起
「大到不能倒」的概念源自1980年代美國Continental Illinois National Bank
22

and Trust Company (CINB)的經營危機 。CINB的經營一向相當保守，直到1970
年代中期，經營階層決定追求成長而專注於從事商業及工業貸款，到了1981
年，CINB已成為全美最大的商業及工業貸款銀行，並達成獲利快速成長的目
23

標 。在此同時，CINB的風險亦持續上昇，其放款資產比率(loan-to-asset ratio)
由1977年的57.9上升至1981年的68.8，若該銀行放款資產比率越高，則該銀
24

行曝露於違約的風險也隨著增加 。1982年CINB的企業客戶陸續出現問題，
包括：Nucorp Energy損失4000萬美元，而CINB持有大量該公司債；CINB對
25

於瀕臨破產的International Harvester有高達2億美元的貸款 。1982年7月Penn
Square Bank貸款予極具風險的油氣探勘達數十億美元，而多數貸款多已無法
清償，CINB參與其中約10億美元，當Penn Square Bank出現問題時，CINB也
跟著遭殃。一連串的消息造成CINB股價下跌、信用評等被降評並引發存款戶
的焦慮，到1984年5月該銀行發行擠兌，其他銀行也緊跟著將資金自CINB收
26

回，造成一連串的連鎖效應 。在此危急時刻，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提供15億
21

22

23
24
25
26

J. Thomas Rosch, Comm’r, U.S. Fed. Trad Comm’n, Address at the New York Bar
Association Annual Dinner: Implications of the Financial Meltdown for the FTC (Jan.
29, 2009).
FDIC, AN EXAMINATION OF THE BANKING CRISES OF THE 1980S AND EARLY
1990S 236 (1997).
See id. at 236-37.
See id. at 239.
See id. at 240.
See id. at 2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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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金援，其他的商業銀行共提供5億美元。在此危急之際，聯邦儲備銀行
(Federal Reserve)表示將滿足CINB一切流動性的需求，其他24家銀行亦同意提
供53億美元的金援。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向CINB之存戶及其他債權人喊話，縱
使存款保險有10萬美元之理賠上限，但存款保險公司不受此限制，將承擔一切
存戶的損失。主管機關試圖尋找適合並有意願合併該銀行的對象，但逾兩個月
仍未尋獲。同年7月，主管機關宣布極具爭議性的措施，包括：聯邦存款保險
公司以45億美元購買該銀行的不良債權，並以10億美元認購該行之控股公司
27

Continental Illinois Corporation (CIC)之特別股 。這一連串的措施引起諸多批
28

評，並引發一個疑問：是否有些銀行大到不能倒 ？而需要政府予以金援，而
造成銀行的國有化。而且政府並非對所有金融機構一視同仁，而只特別厚愛特
定金融機構，「大到不能倒」的概念即廣受討論。
（二） 系統性風險於競爭法下之分析
由上述案例看來，乍看之下，系統性風險似乎僅與金融機構之穩定性
(stability)有關，而與競爭秩序無關，但論者藉由美國競爭法的分析，說明系統
性風險其實與市場競爭及競爭法有密切關係，並由美國競爭法的兩大主體休曼
法(Sherman Act)及克來登法(Clayton Act)加以分析。
1.系統性風險在休曼法之適用
休曼法第2條規定：任何人獨占或試圖獨占…在各州間與外國間的交易或
29

商業的任何部分，視為犯罪行為 。該條所稱的獨占力量被司法實務解讀為：
控制價格與排除競爭的力量，並可由優勢的市場地位(predominant market share)
30

加以推論 。如果一方有相當的市場占有率，可推測其具有獨占力量使之可控
31

制價格與排除競爭者，因而違反休曼法第2條 。當企業製造系統性風險時，它
將被認為「大到不能倒」，政府將挹注資金、批准合併並使其迅速破產；相反
32

地，其競爭者未達「大到不能倒」程度者，將任由其倒閉並被迫退出市場 。
27
28
29
30

31

32

See id. at 244.
See id. at 248.
15 U.S.C.A. §2 (2014).
Grinnell Corp., 384 U.S. at 571; United States v. E. I. du Pont De Nemours & Co., 351
U.S. 377, 391 (1956).
See Sharon E. Foster, Too Big to fail- Too Small to Compete: Systemic Risk Should be
Addressed Through Antitrust Law but Such a Solution Will Only Work if it is Applied on
an International Basis, 22 FLA. J. INT’L 31, 54 (2010).
See id. at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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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大到不能倒」的企業享有競爭優勢，足以控制價格及排除競爭者，因
此其決策上可冒著比其他企業更大的風險，因為縱使決策失誤，也因有政府當
靠山而不致完全嚐到失敗的苦果。這種情況不會增進效率，也不是能產生創新
33

與經濟成長的冒險 ，而是一種有恃無恐的態度。
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 GM)及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的例子可以
34

證明「大到不能倒」的企業可控制價格 。如果消費者知悉通用汽車可能聲
請重整，消費者將因擔心購買通用汽車後，可能無法得到原廠保固，而怯
於購買該品牌汽車。但通用汽車還是在政府提供金援後聲請重整(Chapter 11
reorganization)，因為政府的協助加速重整程序的進行、政府對於售後服務的保
證也減輕消費者的疑慮、政府提倡舊換新活動(clunkers program )，也促進新車
35

銷售 。但通用汽車的競爭對手豐田與本田並未受到此項政府協助，因而導致
銷售量下跌。而政府的協助使通用減低經營成本，使其可以較低於未受政府協
36

助的競爭對手的價格銷售 。
再以美國銀行為例，因恐怕其倒閉導致系統性風險而由政府出手相助後，
經過一年，美國銀行調高其費用，而未受政府援助的小銀行只能維持較低的費
率才能與美國銀行競爭，因為消費者認為美國銀行受政府援助而不會倒閉，因
37

此寧可與美國銀行交易，而不選擇其他小銀行 。
就排除競爭對手而言，在2008-2009的金融危機中，計有89家受聯邦存款
保險機構承保的金融機構倒閉，但受政府金援的「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卻
在政府資金挹注下併購倒閉的金融機構，這就是「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可
38

以排除競爭者的例證 。
2.系統性風險在克萊登法之適用
克萊登法第7條規定：如果併購的結果可能大幅降低競爭或可能形成獨
占，任何從事商業活動或影響商業之其他活動之人都不允許直接或間接取得
全部或部分的股權；受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管轄之任何人亦不可取得他人之
全部或一部資產，如果他人從事商業活動或其他活動而影響商業活動，而對
33
34
35
36
37

38

See id.
See id.
See id. at 55-56.
See id. at 56.
See David Cho, Banks “Too Big to Fail” Have Grown Even Bigger, Wash. Post, Aug.
28, 2009.
See Foster, supra note 31, at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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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任何產品或對國家的任一部分的商業活動有影響 。法院見解指出：解讀克
萊登法第7條時，國會既然使用「可能大幅減少競爭(may be substantially to
lessen competition)」的文字，因此只要「可能」影響競爭，而不須達到「確定
40

41

(certainties)」的程度 ，這是一種「預防性措施(prophylactic measure)」 。如
何認定大幅減少競爭？法院見解認為：相關經濟數據，包括：市場占有率、集
中程度等可以參考。但是這些資料並非絕對的標準，仍依就個別產業的狀況、
42

市場結構及歷史等因素加以考慮 。
就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而言，若其倒閉將可能造成整個市場上的災難，
43

似乎可認定該金融機構已大幅減少競爭 ，但依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看法，還
44

是要先決定相關市場以從事分析 。以美國金融服務業來看，就地理市場而
言，包括摩根大通銀行(J.P. Morgan)、美國銀行 (Bank of America)及花旗集團
(Citi Group)等前三大銀行服務已遍及全美國，並掌控全美大約44%的金融服務
45

業資產，由此可見銀行的集中度正在上昇 。再者，如同前述美國銀行提高費
率，小銀行無法與這些大銀行平等競爭的情況也已經發生，這意味在2009年金
融風暴時接受政府輸困的花旗集團、美國銀行等「大到不能倒」的銀行，已產
46

生大幅減少競爭的情況 。
（三）小結
綜合上述分析，論者主張：若一個金融機構規模大到有系統性風險疑慮
時，政府將適時出手相救而造成競爭集中度提高、競爭減少與價格上昇的結
果，因此，系統性風險一方面應成為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結合審查時的因素，另
一方面當這樣的金融機構存在時，競爭法主管機關也應命其分拆，以解除系統
性風險，論者並一步稱「競爭法是『大到不能倒』的解藥(The Antidote to Too
47

Big to Fail in Antitrust)」 。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15 U.S.C. § 18 (1914).
See Brown Shoe Co. v. United States, 370 U.S. 294, 323 (1962).
Brunswick Corp. v. Pueblo Bowl-O-Mat, Inc., 479 U.S. 477, 485 (1977).
See Brown Shoe, 370 U.S. at 321-322; United States v. Phillipsburg Nat’l Bank & Trust
Co., 399 U.S. 350 (1970); United States v. Gen. Dynamics Corp., 415 U.S. 486, 498
(1974); See also Foster, supra note 24, at 58.
See Rosch Statement, supra note 21; See also Foster, supra note 31, at 59.
See Brown Shoe Co. v. United States, at 294, 324 n.41.
See Foster, supra note 31, at 60.
See id.
See id. at 50,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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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對結合審查應考慮系統性風險之論點
上述分析係基於美國競爭法而非我國法制之下，因此，上述分析於我國法
48

是否適用？有論者持反對看法，主要理由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
1.金融危機後，不論歐盟或美國，對於反托拉斯法政策的討論，均未特別
修正或變動。包括垂危事業抗辯等基本原則，僅是在緊急狀況是否加速
金融機構結合案件審核程序或給予豁免。再者，金融危機目前基本上被
定調為金融管制的缺陷所致，反托拉斯法並不適合處理太大不能倒的問
題。
2.在臺灣而言，以目前金融市場既存競爭狀態，以及相異於美國金融管制
法規架構的現狀而論，金融機構太大不能倒並非公平法現在與未來要關
注的焦點。
3. 臺灣金融機構相比國際金融機構而言，規模均甚小，也無影響國際金融
市場的能力，若臺灣市場中有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是否應予拆解，
這部分的任務應劃歸如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與管理條例等相關金融
管制法規則，來解決問題金融機構處理、避免道德風險或妥適監理金融
機構的運作等議題。

四、本文看法
對於金融機構結合審查是否應納入系統性風險考量，上述正、反看均有其
立論基礎，而本文較支持肯定見解。理由之一在於，2009年金融危機之成因仍
眾說紛云，未有定論，因此未能排除與系統性風險的關聯性。再者，贊成論者
分析系統性風險於競爭法的適用雖係基於美國競爭法的討論，但不論美國的休
曼法、克萊登法與我國的公平交易法均是在處理事業公平競爭的問題，從實證
法之規範看來也無太大差異，因此，上述在美國競爭法下的分析，於我國亦可
適用。此外，由包括通用汽車、花旗集團等美國實務的案例分析可知，大到不
能倒可能造成競爭集中、價格上漲及排除競爭者的結果。這些案例並不是因為
市占率高，進而利用優勢市場地位調漲價格及排除競爭者，而是因為事業規模
大到政府認為任其倒閉可能對社會產生更大的衝擊，因此事業在有政府為後盾
的因素下，更加鞏固其市場地位，甚至利用受政府援政的資金趁機併購其他業
者，以排除競爭者。因此，系統性風險確與競爭有關，競爭主管機關實應及早
48

顏雅倫，臺灣金融產業的競爭政策─以競爭法的觀點出發，頁324，201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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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以拆解該系統性風險，或於結合審查時將系統性風險加以考慮，以防止
此未爆彈的產生。
至於我國金融業者目前的規模尚小，不能與美國金融巨人相比，確屬的
論。但這也意味將來我國金融業者併購的極大空間，若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結合
審查時能加入系統性風險考量，亦可預防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產生。最後，
系統性風險應歸由金融管理機關處理的論點，太過本位且與我國公平法之意旨
不符。蓋依公平法第9條第2項：「本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由行
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作者會後補註：公平法於2015
年2月修正後，本項改列第6條第2項，並作文字修正）既然金融機構的系統性
風險不僅與金融政策有關，且亦與競爭秩序有其關聯，則此依上述公平法的規
定，問題應由公平會與金融主管機關共同解決。誠如論者所言，管制之主要目
的在於維持市場穩定，惟易失於過度限制競爭；公平法之主要目的在於促進公
平競爭，惟易忽視管制產業之管制需求。透過這兩股力量(兩個權責單位)之折
衝權衡、激盪妥協，正可以兼管制與競爭，而獲致金融市場的「最適競爭水
49

準」，此即為公平法第9條第2項所欲實行者 。綜上理由，本文贊成將系統性
風險納入金控公司結合之審查因素。

伍、結論
我國金控公司經過十餘年的發展，不論在規模、經營績效、國際競爭力等
面向均有待努力。就強化金控公司競爭力的方法除強化管理，改善效率外，透
過併購以擴大金控規模，進而達成規模經濟之效是可以努力的方向。惟併購由
競爭法的角度來看，涉及事業結合的相關法制。本文由比較法的觀念，就金控
結合法制中，申報門檻的銷售金額計算，與歐盟法制法制比較。歐盟係以營業
額(turnover)為計算方式，不需扣除成本、費用，較能反映市場競爭情況，亦接
近我國公平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所稱之「事業之營業收入總額」，我國公平
會就證券商以「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綜合損益表之「收益」數據認
定其銷售金額，亦同此意旨。惟對於銀行業以「公開發行銀行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規定綜合損益表之「淨收益」數據認定其銷售金額，此「淨收益」係扣除
利息費用之數據，本文建議應予加回，較符合營業收入總額之概念。對於保險
49

陳志民、陳和全、葉志良，管制型產業行在競爭法上抗辯之研究，頁380，收錄於
第19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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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公平會係以「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綜合損益表之「營業收入合
計」數據認定其銷售金額，惟營業收入合計數包含投資損益，此部分與保險業
之營業活動關係較小，本文建議此部分應予扣除。
至於競爭主管機關在審查金控公司結合之審查基準，本文以「大到不能
倒」應否成為審查要素為研究中心。由美國實務發展，包括通用汽車、花旗集
團等案例分析可知，大到不能倒可能造成競爭集中、價格上漲及排除競爭者的
結果。這些案例並不是因為事業市占率高，進而利用優勢市場地位調漲價格及
排除競爭者，而是因為事業規模大到政府不致放手任其倒閉。事業在有政府為
後盾的情況下，更加鞏固其市場地位，甚至利用受政府援政的資金趁機併購其
他業者，以排除競爭者。因此，大到不能倒或系統性風險確與競爭有關，競爭
主管機關實應及早介入，以拆解該系統性風險，或於結合審查時將納入考慮，
以儘早防止此項風險的產生。

附表一：2011年金控公司資產、績效簡表 (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
附表一：2011 年金控公司資產、績效簡表
台灣經濟新報)(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
公司
2880 華南金
2881 富邦金
2882 國泰金
2883 開發金
2884 玉山金
2885 元大金
2886 兆豐金
2887 台新金
2888 新光金
2889 國票金
2890 永豐金
2891 中信金
2892 第一金
5820 日盛金
5868 臺灣金控
5880 合庫金
全體金控

年/月
2011/12
2011/12
2011/12
2011/12
2011/12
2011/12
2011/12
2011/12
2011/12
2011/12
2011/12
2011/12
2011/12
2011/12
2011/12
2011/12
2011/12

資產總額(百萬元)
本期稅後淨利(百萬元) 每股盈餘 (元) ROA(A)稅後息前%
1,975,025,894
8,544,207
1.22
0.44
3,622,862,534
30,542,828
3.39
0.87
5,005,402,780
11,128,898
1.08
0.23
331,676,782
1,626,885
0.15
0.49
1,155,491,362
3,484,348
0.82
0.31
767,992,148
13,381,719
1.47
1.93
2,618,401,935
17,679,892
1.57
0.69
2,621,977,996
9,431,836
1.26
0.64
2,136,220,013
5,492,556
0.65
0.28
213,844,234
1,531,215
0.63
0.66
1,299,962,198
3,068,940
0.42
0.24
2,019,887,856
18,289,538
1.61
0.95
2,080,969,615
7,602,293
1.08
0.36
248,233,266
2,118,638
0.8
0.85
4,261,208,098
4,058,934
0.45
0.1
2,787,765,420
262,533
0.04
0.01
28,637,480,767
132,067,688
1.24
0.5

23

金控公司結合之研究

169

附表二：2012年金控公司資產、績效簡表 (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
台灣經濟新報)
附表二：2012 年金控公司資產、績效簡表 (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

公司
2880 華南金
2881 富邦金
2882 國泰金
2883 開發金
2884 玉山金
2885 元大金
2886 兆豐金
2887 台新金
2888 新光金
2889 國票金
2890 永豐金
2891 中信金
2892 第一金
5820 日盛金
5868 臺灣金控
5880 合庫金
全體金控

年/月
2012/12
2012/12
2012/12
2012/12
2012/12
2012/12
2012/12
2012/12
2012/12
2012/12
2012/12
2012/12
2012/12
2012/12
2012/12
2012/12
2012/12

資產總額(百萬元) 本期稅後淨利(百萬元) 每股盈餘 (元) ROA(A)稅後息前% 淨值報酬率─稅後
2,062,013,289
8,871,006
1.03
0.44
6.87
4,083,256,528
28,982,799
3.05
0.75
10.76
5,435,302,804
17,001,741
1.59
0.33
7.32
489,144,965
5,024,977
0.39
1.29
3.72
1,244,096,583
7,058,236
1.46
0.59
10.03
788,559,333
6,129,872
0.61
0.84
4.23
2,725,948,695
21,533,141
1.88
0.81
10.33
2,720,746,722
10,261,680
1.3
0.63
9.31
2,309,650,492
9,812,072
1.16
0.47
11.8
202,821,340
1,415,503
0.55
0.66
4.35
1,357,062,321
9,543,443
1.26
0.72
10.11
2,109,924,424
21,181,643
1.65
1.03
12.4
2,118,537,561
10,173,839
1.25
0.48
7.73
244,181,795
1,947,557
0.69
0.79
6.19
4,419,763,806
7,296,361
0.81
0.17
2.87
2,983,591,163
7,561,380
1.07
0.26
5.52
30,630,656,220
164,551,332
1.41
0.58
8.44

附表三：2013年金控公司資產、績效簡表 (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
24
台灣經濟新報)
附表三：2013 年金控公司資產、績效簡表 (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
公司
2880 華南金
2881 富邦金
2882 國泰金
2883 開發金
2884 玉山金
2885 元大金
2886 兆豐金
2887 台新金
2888 新光金
2889 國票金
2890 永豐金
2891 中信金
2892 第一金
5820 日盛金
5868 臺灣金控
5880 合庫金
全體金控

年/月
2013/12
2013/12
2013/12
2013/12
2013/12
2013/12
2013/12
2013/12
2013/12
2013/12
2013/12
2013/12
2013/12
2013/12
2013/12
2013/12
2013/12

資產總額
本期稅後淨利
每股盈餘 (元) ROA(A)稅後息前%
淨值報酬率─稅後
2,164,728,571
10,051,213
1.11
0.48
7.58
4,570,546,842
32,709,351
3.31
0.75
10.48
6,177,272,659
28,815,775
2.5
0.49
8.26
647,943,022
8,304,001
0.56
1.44
5.06
1,381,074,947
8,416,145
1.53
0.64
10.65
865,094,056
7,709,994
0.78
0.96
5.01
3,113,623,813
22,489,232
1.96
0.77
9.95
2,870,986,686
13,836,248
1.72
0.73
10.82
2,535,233,401
9,986,345
1.11
0.43
10.04
218,991,723
1,350,210
0.52
0.66
4.39
1,465,944,950
10,790,969
1.32
0.76
10.46
2,424,720,079
21,502,785
1.5
0.95
11.89
2,263,385,352
10,888,641
1.26
0.5
7.94
246,273,163
2,081,119
0.68
0.84
6.33
4,638,846,670
6,993,487
0.78
0.15
2.8
3,073,076,700
8,496,667
1
0.28
5.78
33,772,622,801
195,347,576
1.55
0.63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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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01, 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was enacted in Taiwan. There are 16 bank
holding companies in Taiwan. Comparing with their global counterpart, these 16 bank
holding companies are small and cannot compete with other banking giant. Merger
is a feasible way to make these bank holding companies stronger and compete with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global market. However, antitrust problems have to be
resolved before making merger.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discuss two topic: first, how to count the turnover of
enterprise involved in merger; second, is it necessary to include the idea of “too big
to fail＂ during the merger review process. As to the first question, the study suggest
to use “turnover＂ instead of “net profit＂ to count. As to the second question, the
study suggests to add the idea of “too big to fail＂ for antitrust agency to review
merger transactions.
Keywords: bank holding company, merger, too big to fail, systemic risk,
turn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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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評論人：朱德芳（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謝謝主持人蔡委員、報告人江教授，還有各位貴賓大家好，今天很榮幸能
夠來分享一些我對於江教授這篇大作的一些心得。江教授這篇文章首先提到，
在臺灣不管是銀行或是金融機構的市場集中度還是比較低的，所以對於競爭主
管機關來講，去討論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所產生限制競爭的效果可能還是比較早
的問題，可是就像江教授所講的，我們的金融主管機關事實上已經提到，為了
強化我們金融業的競爭能力是鼓勵金融業去整合的，所以現在雖然是沒有那樣
迫切，但是未來恐怕也是要思考這個問題。
這篇文章非常有意義的一個原因，是透過金融業的結合來思考公平交易法
下的結合，金融業結合的特點在於金融業是一個高度管制的行業，對於金融業
的整合或競爭該採取哪一種方式，在學理上一直有不同爭論。其中一派認為
金融業的結合有助於經營穩定，因為可以創造規模經濟，所以應該鼓勵結合。
但是另外一派認為金融業的穩定應該不受限於競爭，競爭可以促進金融業的發
展，因此應該要允許有條件的限制金融業的結合。這就牽涉到到底金融業的結
合應該由哪個主管機關去做決定，是由金融主管機關還是競爭主管機關來做決
定？從世界各國的立法來看，其實是有兩套。比如說像美國，主要去審酌金融
業結合的單位是在金融主管機關，會看金融業結合之後的屬性來決定最終的審
核機關，而競爭主管機關則是一種參考或是輔佐諮詢機關的性質。這跟我國不
太一樣，我國金融業結合的時候主要是由兩個主管機關同時去做判斷，一個是
金管會，一個是競爭主管機關，所以江教授在第四個部分討論金融控股公司結
合的審查標準，是不是需要去討論too big to fail時，所使用的是美國的例子，
因為美國主要是以金融法的主管機關以審查主體，而且採用金融機構或銀行相
關的合併法，而不完全直接適用競爭法，這點可能需要放進去討論。
另外一點是我在第一次看這篇文章的時候，首先看到江教授提出too big to
fail到底要不要放在結合裡面討論，當時我的感覺要討論的問題是，如果有金
融機構要結合，結合的結果是獨占、壟斷或影響競爭，或者是結合的結果會是
大到不能倒，這時候需不需要把大到不能倒作為結合思考的因素。可是後來發
現江教授報告時發現，似乎所提到的大到不能倒，是指銀行受到金融風暴影響
而已經垂危，需要重整或破產倒閉而要去做結合，這時候可能要去思考他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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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所以在結合上是不是要讓他比較便利，這是兩個比較不同的角度。我之前
在看這篇文章時的想法會是說，大到不能倒的大不一定是因為造成獨占、寡占
或是影響競爭的結果，有可能是因為金融業本身的屬性，比如金融業之間的借
款與拆帳，因此如果倒的話可能會影響到其他金融機構，又有些金融機構是面
對企業或是消費者，這些也會受到影響。另外，有些金融機構會發行一些有價
證券，這些有家證券也有可能受到金融機構大到不能倒的影響。因為金融機構
太大時，如果倒了會產生連鎖反應或是擴散效應。所以當時我的想法會是說，
因為大到不能倒的大未必會產生影響競爭的效果，所以這個問題應該是交由金
融主管機關來決定較為恰當。今天聽完江教授的報告，另外一個新的大到不能
倒的角度是，一個金融機構已經是垂危了，他的倒閉會有連鎖反應的話，是
否要便利於他的結合，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要綜合考量的，因為除了競爭因素之
外，也需要考量到整體市場或是公共秩序，所以我覺得這個因素應該要被考慮
的。
我做一個非常簡單的結論，這個議題非常的有意思，在2008年金融風暴之
後所延伸出來的問題，金融業這種高度管制性的行業，在結合上的主管機關是
否要有不同的安排，以及在結合因素上是不是要因應這種產業特殊性，去作結
合准駁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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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2013年3月間，台塑等四大企業集團，透過新設海外Global Professional
Investment Limited等子公司，擬取得香港商壹傳媒公司超過三分之一股權及共
同受讓其在臺灣之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符合公平交易法第6條第1項
第2款及第3款規定之結合型態，且達到結合申報門檻，因此向公平交易委員會
提出結合申報。然而，本件結合案存在參與結合事業與他人合併計算取得他公
司股權之疑義，引起本文對於公平交易法管制企業集團事業結合之研究動機。
關鍵詞：公平交易法、企業集團、結合、控制公司、媒體事業
* 顏廷棟、銘傳大學財金法律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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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國內金融、傳播媒體等產業盛行整併風潮，其中可以發現大型企
業集團（corporate groups）透過旗下之控制公司、從屬公司名義分別取得被併
購公司股份或資產，甚或藉由董事兼充方式，以遂行同業或跨業統合之經營策
略。如此企業整併活動，固然得以發揮規模經濟（scale of economy）、經營綜
效（operating synergy）等效益；但在另一方面，同時也帶來相關市場可能導致
經濟力過度集中於少數企業集團之疑慮。是以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
對於此類企業集團事業之結合申報案件，莫不秉持審慎執法之審查原則。
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在第6條、第11條，分別訂有結合之定義及申
報門檻等規定；其中第6條第2項，更揭示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股份或出資額應一併計算之規定。然而，近年引發社會高度關注之壹傳媒
併購案，可以發現買方之四家企業集團（實質出資者）擬以新設事業（從屬公
司）及個人名義取得股權並受讓資產，似有意迴避接受公平法結合管制之嫌。
若此，現行公平法得否將該等“影子企業集團＂納入本案結合審查之對象？其
主要有待研議之問題有二：其一，現行公平法第6條第2項有關持有或取得股權
或資產之合併計算規定，僅限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間，是以在“影子企業集
團＂利用數從屬公司名義分別取得股權或資產之情形，即無從適用該合併計
算規定；2.本案併購，若以個人名義取得股權，如此行為究屬單純個人投資行
為，抑或仍屬公平法規範之事業結合行為。該等問題觸及公平法對於企業集團
事業結合管制之核心，值得公平會在法制面及執法面上予以檢討的必要。

貳、結合管制經濟分析
自1990年代以來，由於資訊科技創新帶動知識經濟發展，使得知識科技取
代傳統的機器設備，成為生產過程中之主要生產要素。但因知識不具敵對性
(Nonrival)，具有若干公共財特性。因此，在生產上沒有傳統資本設備的規模報
酬遞現象，有時甚至可以達到報酬遞增。此外，知識又可透過學習效果附著於
人力資本之上不斷累積增加。因而導致人力資本生產力會隨經營規模之擴大而
逐漸提高。再加上1990年代以來，各主要工業國家陸續推動的國際貿易自由化
及國內產業解除管制化的影響下，使傳統上限制事業規模的因素一一解除，廠
商經營不再面臨規模報酬遞減，亦即資本生產力會隨事業資本規模之擴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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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提高：事業規模愈大，資本生產力愈高，成本愈低，競爭力愈強。代之而
起者，則為近十數年來經濟大師Robert Lucas、Paul Romer及Robert Barro所主
張之規模報酬遞增現象，因而使全球經貿環境產生基本性變化。此不但導致擁
有大量知識的集團企業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特別是跨國集團) ，該等關係企業更
透過合資、併購與資產轉讓等各式結合措施，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本文嘗試
從經濟分析觀點出發，檢視現行公平法關於結合之規範能否有效管制關係企業
結合行為，特別是針對董事兼充之評估、少數股權所形成關係企業間之依存度
與整合性管制等三個事項。

一、董事兼充之評估
依據Kramer (1950)的整理，各國規範董事兼充之立法目的，大致可歸納
1

為 ：(1)避免一人任職數家公司所導致之利益衝突；(2)希望董事能集中心力於
其所任職之事業，並對業務負責；(3)得以空出較多董事席位，使有才能者得以
出線；(4)避免連鎖董事成為限制市場競爭甚至聯合壟斷市場之管道。就競爭機
關而言，前三項僅是執行競爭法之附帶效果。真正重點仍在於規範董事兼充對
市場競爭之影響。以下即以競爭規範為主軸，透過董事兼充與事業間之從業關
係，探討連鎖董事遊走於各公司間對市場競爭之影響。
連鎖董事代表公司利益，沒有個人色彩。個別事業透過連鎖董事作為管
道，建立起相互間雙邊或多邊合作關係，取得新技術(新市場)和管理技巧、共
同掌握原料來源、切磋管理經驗與分享市場資訊，以達成互利與分散風險，自
2

然有助於產業發展(Palmer, 1983) 。但另方面，董事兼充卻也便利事業間建立
起雙邊結構關係，形成一種相互依存的合作默契，導致反競爭效果。Kramer
(1950)與Blair (1976)因而指出：董事兼充會建立起事業間之聯繫管道：一則透
過與他事業董事間之相互影響，建立雙邊共同利益；再則也便於交換產銷資
1

2

Kramer, Victor H. 1950. “Interlocking Directorships and the Clayton Act after 35
Years.” Yale Law Journal 59(7): 1266-1275; Blair, John M. 1976. The Control of Oil.
pp. 142-147; Farrell, J. and C. Shapiro. 1990. "Asset Ownership and Market Structure in
Oligopoly."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1(2): 275-292; Malueg D. A. 1992. “Collusive
Behaviour and Partial Ownership of Riv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0 (1): 27-34; Reynolds, R. J. and B. R. Snapp. 1986.“The Competitive
Effects of Partial Equity Interests and Joint Ventu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4(2): 1341-163.
Palmer, Donald. 1983. “Broken Ties: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 and Intercorporate
Coordin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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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形成聯合默契，而有壟斷市場與提高價格之虞 。他們因而指出連鎖董事
(特別是兩個以上事業間之相互董事兼充)透過參與競爭對手之董事會議，得以
了解對手商業活動，有利於市場資訊交換與價格透明性，因而便利彼此勾結，
並確保對手誠實履行壟斷協議，不會暗地增產。
此外，董事兼充如果是雙向(或多邊)的，則事業間之彼此聯繫與資訊交流
的效果會更加明顯。雙方透過董事互派，建立起共同利益，更能減少彼此競爭
的誘因。因此，許多國家皆於法規上明文管制董事兼充。例如：美國克萊登法
第8條即嚴格管制以董事兼充為管道之結合行為，甚至對銀行業採取絕對違法
(per se illegal)原則之嚴格規範。該法條將事業分為銀行與非銀行機構並規定：
任何銀行董事、高級職員與雇員不得同時兼任其他銀行的董事、高級職員或雇
員；亦即只要一名銀行董事身兼競爭對手之董事席位，即視為違法。至於非銀
行事業如與具有競爭關係的同業間發生董事兼充現象時，只要銷售金額達到一
定門檻水準時，即使僅有一名董事重疊，也必須按照1976年修正之Hart-ScottRodino法，事前申報取得USDJ或FTC的同意。其立法意旨係反映：由少數資本
家控制大公司與產業，明顯違反國家機制。…… 在數家事業同時任職連鎖董事

唯一的作為就是藉著董事名銜，透過關係企業體系，促成旗下事業採取相同措
施，以犧牲中小企業利益為手段，圖利大財團與破壞公共利益 4。 因此，為防
止關係企業透過董事連鎖，進行交換情報與協議產銷等合意壟斷市場之聯合行
為，立法明定銀行間之董事兼充為絕對違法，而非銀行事業如有相互間之董事
兼充，也必須證明沒有壟斷市場競爭之企圖，並取得競爭機關同意。而歐盟於
5

2004年公布之結合處理規範第5條(Article 5, Council Regulation (EC)) ，也明定
任何事業取得或有能力任命其他事業董監事過半席次，且銷售金額超過一定門
檻時，均視為結合，須向競爭主管機關申報。

二、多數股權與少數股權
股份持有或是董事兼充之結合行為，主要集中於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上所
涵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的關係事業，或是名義上持有他公司股份半數(de jure
3

4
5

Kramer, Victor H. 1950. “Interlocking Directorships and the Clayton Act after 35
Years.” Yale Law Journal 59(7): 1266-1275；Blair, John M. 1976. The Control of Oil.
pp. 142-147.
H.R. REP. No. 627, 63rd Cong., 2d Sess.19-20 (1914).
Article 5,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f 20 January 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the EC Merger Regulation), p. 24/9.

179

公平交易法對企業集團事業之結合管制

control)、或是具有實質控制(de facto control)能夠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人
事或業務經營。但實務上，事業間仍可能存在許多其他利益的相關聯因素。其
中，最受執法機關與學術研究重視者，就是所謂的部分持股(partial ownership)
關係，其形態包括：單向持股與雙向持股。後者類似公司法專章中之第三種
類型—相互投資公司(各持有對方有表決權之股份)，只是其涵蓋範圍較公司法
6

廣泛，亦即不以公司與他公司相互轉投資達1/3以上者為限 。即使在少數股權
(minor ownership)的情形下，例如：A與B僅相互持有對方10%或更少的股份，
即使雙方不具控制從屬關係，但仍可能有產生妨礙市場競爭之顧慮。
事業從事少數股權投資的動機可能包括：共同研發新技術與分散市場風險
等正向競爭誘因。但一旦事業間透過股權相互持有(即使是非常少數的持有，
不到控制與從屬關係)，建立起彼此間的結構關聯，就有可能減損事業間之競
爭誘因，進而便利聯合行為出現。文獻上最早提出此一顧慮的研究是Reynolds
7

與Snapp兩位學者 ，他們認為傳統競爭法所規範的水平結合只是廠商將競爭對
手歸為己有，取得其利潤最極端的方式。但是，在結合與競爭之間其實存在許
多模糊地帶，特別是事業間股權交叉持有所形成之相互投資。首先，由於股
權被收購公之公司經營與管理階層皆與收購公司無關，仍具有獨立性，不受
收購者影響。因此，少數股權不同於完整的結合。其次，相互投資很可能透
過利潤共享與市場訊息交換等管道，發展成為聯合行為的便利機制(facilitating
practices)。但因雙方沒有壟斷市場之合意，也不是所謂的聯合行為。因此，少
數股權同時擁有結合與聯合之雙重特性，雖然有助於整體經濟利益，卻也同時
存在反競爭風險。
Reynolds與Snapp利用了Cournot模型，並在寡占市場與進入障礙存在之前
提下，假設市場上存在五家規模與成本相同之廠商，如果這五家廠商彼此相
互持有股權10%時，整個產業產出就會減少10%。原因在於：少數股權的相互
持有會透過彼此利潤的正向依存關係，將競爭的外部性(externality)予以內部化
(internalization)，減少事業間相互競爭的誘因，使產出減少與價格提高。如此
一來，壟斷利潤並非來自市場集中度提高或是聯合行為成功機率增加，而是源
自彼此間利潤的相互聯繫，減少事業間相互競爭的動機，促使各廠商共謀整體
6

7

公司法第 369條之10：相互投資公司知有相互投資之事實者，其得行使之表決權，
不得超過被投資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之三分之一。
Reynolds, R. J. and B. “The Competitive Effects of Partial Equity Interests and Joint
Ventur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4(2): 1341-163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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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利潤增加。此一直覺非常簡單，我持有你10%股權，我就能享有你10%利
潤，即使我產出少10%，我也可以由你得到10%利潤彌補，再加上我的減產有
助於市場價格上揚，使雙方同蒙其利。因此，我若仍與你激烈競爭，使你利潤
減少，只會影響到我擁有你股份的市值。在相互持股的情形下，如果雙方皆有
此一認知，雙方產出自然都會減少。值得注意者，市場競爭之減損完全來自股
權擁有者基於本身利潤考量，而減少產出，但被擁有者或減產者並不會考慮對
方利益，因此，產出減少的過程並不涉及雙方合意，很難構成聯合行為要件。
Salop and O'Brien (2000)進一步指出：少數股權結合對產業集中度的影響
取決於持股事業對被持股事業的控制程度，控制程度愈高，對市場競爭之影響
愈大。理論上，控制程度雖然決定於持股比例，但實際控制程度仍取決於公司
股權結構是否分散而定，例如：即使擁有被持股公司49%股權，但只要股權集
中，且另一持股人持股比重達51%，則其對公司控制力為零；反之，即使持股
僅有20%，但只要股權分散，持股事業仍可有效控制被持股事業。因此，他們
在持股人與被持股人互為競爭對手的假設下，將部份股權對市場競爭之影響分
成六類：
1. 純粹結合(full merger)：雙方合併為一。
2. 純粹財務權益(silent financial interests)：持股人(以下簡稱甲方)完全無法
控制被持股人(以下簡稱乙方)，雙方僅有財務權益上的股利關係。
3. 全部控制(total control)：甲方雖僅持有乙方少數股權，但卻因乙方股權
分散或是透過與其他股東間之合縱連橫，卻掌握被持股公司之董事會與
管理階層。此時，全部控制的股權關係對市場競爭傷害最大，其所引起
之價格上漲幅度也最高，甚至會高於純粹結合或是聯合壟斷。原因在於
甲方只需得乙方部份股權(例如：10%)，而非併購其全部股權，即可控
制乙方。此時，甲方自基於自利動機，會要求乙方訂定較高的產品價格
(甚至高於聯合壟斷下的價格)，使客戶由乙方流向甲方，導致乙方利潤
減少甚至虧損。此一搭便車效果使甲方只需負擔乙方漲價所導致客源流
失虧損之10%，即可將全部乙方客戶收為己有，使本身利潤100%提高。
在極端情形下，如果甲方僅需極低比例的持股(例如：1%)即可控制乙
方，則甲方甚至會犧牲另外99%股東之權益，直接命令乙方倒閉。
4. 純粹聯合(coasian joint control)：純粹聯合就是所謂的Coasian 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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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甲乙雙方經理人的經營目的在於追求甲乙雙方聯合利潤的極大

8

，其對市場競爭之影響效果與純粹結合相同。
5. 單向控制(one-way control)：甲方要求乙方追求雙方聯合利潤最大，但甲
方卻仍僅以本身利益為依歸，單純追求本身利潤極大。因此，只要甲方
持股比例不超出100%，則對市場競爭之不利影響，將小於純粹結合或聯
合。但一旦甲方持有乙方股份達100%時，其影響效果將與純粹結合或聯
合相同。
6. 比例控制(proportional control)：甲方對乙方之控制力僅及於其持股之
比例，乙方並不會追求雙方聯合利潤最大，乙方管理階層所為之產出
與價格決策，雖會考慮甲方的利潤，但卻僅以甲方所擁有乙方之股權
比例為限，例如：當甲方擁有乙20%股權，乙方就只考慮20%甲方的利
潤，亦即乙方會追求乙方本身利潤與甲方20%之利潤。比例控制出現
之原因在於：有些公司章程規定某些特定決議需經代表超多數表決權
(supermajority requirements)的同意通過，從而賦予少數股權對於重大提
案的否決權。
基於上述六項類別，Salop and O'Brien (2000)於是利用Bresnahan and Salop
9

(1986)所提出之修正後赫氏指數(MHHI)模型 ，並假設市場占有率20%的甲事
業，取得市占率10%之乙事業β比例之股權，並在市場高度進入障礙的前提
下，對市場集中度的影響予以模擬(參見表1)。此外，渠等假設β=20%並設算
出表1欄(2)所列之影響結果。該表顯示：在所有情況下，少數股權均會提高市
場集中度，因而對Reynolds與Snapp的理論提供了一個強力支持：即使雙方僅
有單純之財務權益關係，沒有任何控制從屬與合意，雙方也完全不考慮彼此利
益，但只要關係企業間之交叉持股現象存在，表1列(2)顯示20%之部分持股，
也會使赫氏指數提升40個百分點；在全部控制的情況下，則會使赫氏指數提升
1040個百分點，甚至較純粹結合與聯合下之400個百分點為高。

8

9

甲乙雙方聯合利潤的極大不同於全部控制下甲方單邊利潤極大。原因在於：後者
是甲方藉由乙方其他股東之虧損，追求其單邊利潤最大。
參閱Salop, Steven and Daniel O'Brien. “Competitive Effects of Partial Ownership:
Financial Interest and Corporate Control.” Antitrust Law Journal 67 559-614 (2000).
Bresnahan, Timothy F. and Stephen C. Salop. “Quantifying the Competitive Effects of
Production joint Ventures.” Inten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4(2): 155-175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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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部份股權持有對市場集中度之影響
(利用MHHI設算)
(1)
通用公式
(1)純粹結合
(2)純粹財務權益
(3)全部控制
(4) 單向控制
(5)純粹聯合
(6)比例控制

Δ= 2SaSb
Δ=βSaSb
Δ=(β+1/β)SaSb
Δ=(1+β)SaSb
Δ=2SaSb
2
2
Δ=(β+1/((1-β )+β ))SaSb

(2)
少數股權對赫氏指數之影響
(百分點)
400
40
1040
240
400
99

有鑑於少數股權對市場競爭之影響，克萊登法第7條(A)

10

於是將事業結合

申報範圍擴大至只要取得他事業"任何部分(any part)" 之股權，即使該股權不足
以控制被持有事業，但只要該比例有影響市場競爭之虞，而且事業銷售額超過
11

門檻時 ，股權移轉交易即須向FTC或是USDJ申報。此外，為了不影響事業經
營，美國法更採取多門檻設計，將申報門檻由低而高，分為五個階段：(1) 購
買他事業具表決權股票金額達5千萬美元以上者，即須申報；(2) 介於1億至5億
美元之間；(3) 5億美元以上；(4) 持股比例介於25%至50%之間，且金額達10億
美元以上；(5) 持股比例50%以上，且金額達50億美元以上者。此時，如果持股
1億美元達到第二個門檻，並經申報許可後，未來五年內除非達到更高門檻(持
股5億美元以上)，否則即可繼續購買該公司股票，不須申報。任何達申報門檻
但未申報者，即視為違法，幾個少數股權申請案均因收購者可能透過對被持股
12

公司的控制力，有提高價格與影響市場競爭之虞，而遭駁回 。歐盟近年來也
開始針對少數股權對市場競爭影響，所可能產生之執法漏洞，加以研究補強立
13

法。英國公平交易局(OFT)也開始評估少數股權的管制措施 。
10

11
12

13

即所謂的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s Act of 1976, 15 U.S.C. § 18a (§
7A of the Clayton Act or “the Act”).
Denver & Rio Grande W. R.R. Co. v. United States, 387 U.S. 485, 501 (1967).
例如：United States v. AT&T Corp., Proposed FinalJudgment, Stipulation, and
Competitive Impact Statement, 64 Fed. Reg. 2506 (1999) (23.5% stock holding); United
States v. MCI Communications. Corp., 59 Fed. Reg. 33,009 (1994) (20% stock holding).
Miller, Samuel R., Marc E. Raven, and David Went. 2012. “Antitrust Concerns From
Partial Ownership Interest Acquisitions: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CPI Antitrust Chronicle January 20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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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與媒體通信產業
本文嘗試以金融與媒體二個受到主管機關高度管制的產業為研究對象，檢
視從嚴計算持股、出資額與董事兼充等競爭管制，是否足夠規範這些受管制事
業？或這些產業因已接受管制機關督導，不須也不應適用於競爭規範？
(一) 競爭與管制間的消長
首先，金融與媒體產業涉及金融安定、存款人權益與言論自由等多項外部
性因素，各國多設有專業管制機關加以規範。相對於競爭機關較偏重於經濟效
率之考量，管制機關則承擔相對較多的政治考量，甚至會容忍甚至鼓勵若干
14

反競爭的產業結構，因而引起競爭與管制機關間之分工爭議 。為明確分工強
化職責，以往各國多將受管制產業之結合事務，交由目的事業管制機關負責，
而非競爭機關。例如：美國即訂有結合管制專法，專門規範銀行、通信媒體、
15

國際貿易、能源與運輸等產業之併購事務，並賦予管制機關優先管轄權 。但
近數十年來全球經貿自由化風潮日盛，各國陸續解除對產業的過度管制，轉
而關注市場機制，希望能營造競爭市場提高經濟效率，並瓦解政治因素對於市
場之扭取。因此，各國政府逐漸開始重視競爭機關對結合案件之市場競爭分
析意見。此一趨勢雖因國家與期間不同而有波動；但基本上，結合管制的主
導重心是逐漸由管制機關移往競爭機關，例如：Carletti等三位學者依據19922004年歐盟18個工業國家銀行結合案，由競爭機關主導之比重(橫軸，strength
competition control in banking，其值介於0與1之間，數值越大表示由競爭機關
主導之比重越高)與由管制機關主導之比重(縱軸，strength supervisry control in
16

banking)之變化趨勢觀察 。圖1很明顯指出：比利時、希臘、義大利、西班牙
與歐盟對銀行結合之管制自1990年代初期即已開始注重市場競爭，並逐漸移由
競爭機關主導；其他國家諸如：丹麥、法國、荷蘭與葡萄牙則在2000年後方開
始此一趨勢。
14

15

16

參見：肖竹，「論競爭法主管機關與產業監管機關的管轄權劃分」，行政法學研
究，第2期，頁62-68，2009年。
USDJ. 2014. “ Statutory Provisions and Guidelines of the Antitrust Division.”
Division Manual.Available at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divisionmanual/, last
visted on date: 2014/8/16.
詳細內容參見Carletti, Elena, Philipp Hartmann, Steven Ongena. 2005.“The Economic
Impact of Financial Laws: The Case of Bank Merger Control.” Center for Financial
Studies and Whart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enter. Work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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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歐盟與主要工業國家銀行結合案分析
資料來源：Carletti, Elena, Philipp Hartmann, Steven Ongena. 2005. “The Economic Impact of Financial Laws:
The Case of Bank Merger Control.＂ Center for Financial Studies and Whart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enter.
Working Paper. AT Austria；BE Belgium；CA Canada；DK Denmark；EU EU；FI Finland；FR France；DE
Germany；GR Greece；IE Ireland；IT Italy；NL Netherlands；NO Norway；PT Portugal；ES Spain；SE
Sweden；CH Switzerland；UK United Kingdom,；US United States.

各國政府競相重視競爭政策根本原因在於近數十年來，資訊科技、電子商
務與生化醫藥等新興產業帶來科技創新所產生之網路效果，顯著呈現規模報酬
遞增特性。以媒體為例：大眾傳媒體倘能搭配通信網路，即可同時跨足娛樂電
玩、電子商務、衛星通信、甚至遠端支付等各項業務。因此，企業規模愈大或
是跨業經營產品與服務愈多，成本愈低，每單位銷售獲利就愈高，從而導致近
來國內外媒體企業集團之整併風潮盛行。
美國國會與法院自1990年代起鑒於傳統電視/廣播獨占媒體的市場結構，
已為各式數位資訊、衛星通信、網路平臺等資訊創新所打破。媒體市場所需者
只是如何使供給面能有效率地滿足消費需求，而非過度的市場管制。因此，
於1996年修正之通信傳播法(Telecommunication Act)，遂取消通信與媒體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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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案得以豁免於競爭法規範之例外條款，該法Section 202(h) 更要求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以下簡稱FCC)應每隔兩年檢討電信管制措施，並
修正或廢止不合時宜的管制措施。同年修正之有線電視法(Wireless act)亦要求
管制機關FCC不得“修正、違反或超越反托拉斯法的適用＂此外，在司法訴訟
上，自2001年起FCC連續三個對於業者結合所為之判決，均遭法院駁回。
在金融市場方面，美國銀行結合法(Bank Merger Act) 雖規定銀行結合案由
美國聯準會、財政部通貨監理局與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合署辦理，但亦賦予競爭
機關參與結合案處理的管道，規定管制機關在做成准駁決定前，必須賦予競爭
機關三十日的等待期間，以便利USDJ或FTC能夠就結合案對市場競爭之影響表
達意見。此外，就歐洲而言，雖然各國認為銀行是高度受到貨幣政策指導與金
管單位監督的特殊產業，不應接受競爭機關監理規範。但自1980年代以來，卻
也改弦易轍要求競爭機關處理銀行合併案件，德國與英國甚至分別在競爭法中
明確立法，訂定專章授權競爭機關處理銀行結合：競爭機關可直接核准銀行結
合申請，但如做出駁回決定前，則必須徵詢管制機關意見。
雖然以上措施目的在於：減少管制與促進市場競爭，以降低價格、提高產
品質、加速創新效率。但以媒體為例：媒體與一般商品不同，除了商業利益
外，還包括：言論自由、資訊多元化與政黨意識形態等政治意義，甚至連資訊
科技創新，都在其影響範圍內。因此，很難單純以市場競爭的商業考量，規範
產業發展。例如：Shelanski (2006)就把政府對媒體的管制目標分為：效率目標
與民主目標。前者強調媒體應有效地提供足夠服務滿足社會需要，即使大眾偏
愛體育節目或是辛辣言詞的政論節目，政府也應建立起有利於市場競爭的環
境，讓報章雜誌、有線電視或付費媒體提供大量且低廉的體育與政論節目，滿
足消費者需要；反之，後者則強調媒體的教育意義，認為媒體應提供高品質、
低意識形態與多元化的節目，使各個領域的意見都能得以充分表達，以鞏固民
主政治基礎。但由於競爭政策主要偏重於維護市場效率，因而偏重於商業層面
考量，而非公共文化。此時，單憑競爭政策就很難同時滿足兩項目標。
Shelanski以有線電視為例，說明僅賴市場競爭很難保護媒體資訊的多元
化；反之，獨寡占產業結構下的媒體反能提供較佳品質的資訊服務。原因在
於：有線電視業者收入來自消費者按月支付的費率與廣告收入，消費者只要按
月付費，多觀賞一個節目不需額外支付費用。在供給獨寡占的情形下，廠商也
不會靠漲價提高利潤，因漲價會流失客源，使廣告費收入減少，市場因而呈現
非價格競爭，廠商會藉著提供多元化甚至是高品質的節目，儘量滿足不同層次

第 21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86

的顧客需要，以擴大客源提高經濟規模，從而開拓廣告獲取更高報酬。反之，
競爭的有線電視市場結構，只會迫使競爭者彼此模仿，一蜂窩地提供相同型
態節目。依此觀之，獨寡占的產業結構反較能保障媒體資訊多元化與民主政
17

治 。此時，由於反托拉斯法只規範市場占有率達到一定程度以上的大事業，
必須針對性的規範市場占有率較高的媒體結合案件，此不但有違憲法對於言論
自由保障原則之虞，也不利於媒體資訊多元化。因此，過度強調競爭也不見得
有利於整體社會福利。
(二) 競爭與管制間之調和方向：整合管制
為調和競爭與管制間之矛盾，近來遂有文獻主張政府應發展整合管制的方
式(hybridized approach)，該管制類似我國公平法第24條的概念，賦予競爭機關
同時具有維護“所有市場＂的競爭與干預“特定市場＂的管制，使其施政同時
18

擁有競爭與管制權限，允許其以經濟效率以外的角度，解決市場失靈問題 。
基本上，此一主張的實際運作(包括：市場調查、政策評估與結合准駁)，仍以
維護市場競爭為主體，只是其執法目的尚包括社會與其他政治考慮(甚至是所
得重分配)。
至於競爭機關採取整合管制的前提是：即使在競爭法的授權下採取措施，
可以保障市場公平競爭與經濟效率，但因市場存在許多外在限制，單純仰仗競
爭也不見得能確保資源有效運用或整體社會福利極大。例如：媒體過度競爭使
言論極端偏激化、金融過度競爭影響大眾存款安全，反而對社會與金融安定產
成不利影響。整合管制理論因而主張由政府制定專法，授權競爭機關以管制與
競爭同時併用之手段，處理超出市場競爭範圍以外的事項。
整合管制與反托拉斯管制不同之處在於：後者處理因為獨占、聯合或其
他不公平競爭行為，使市場競爭失靈所引起之效率問題。一旦競爭機關採取
管制，維護市場競爭，則問題自然解決。但前者是即使競爭機關採取反壟斷
管制，回復市場競爭，但仍無法保證社會福利最大。因此，在實際應用上，
Dunne (2014)為整合管制做一個明確的界定：
1. 單憑競爭機關對反競爭行為之管制，無法解決市場失靈問題。
17

18

Shelanski, Howard A. 1998. “Video Competi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Debate.”
in Telephony, the Internet, and the Media. eds. Jeffrey K. MacKie-Mason and David,
Waterman.
Shelanski, Howard A. “Antitrust Law as Mass Media Regulation: CanMerger Standards
Protect the Public Interest” California Law Review 94(2): 371-42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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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合管制雖然涉及經濟效率以外的其他目的，例如：媒體多元化、所得
重分配甚至環境保護，必須採取管制措施，但也應盡可能地尊重市場機
能。
3. 整合管制多涉及人民財產與自由的限制，必須以立法方式實施。
4. 整合管制應適用於所有產業或是產業內不分大小所有的事業，而非針對
個別產業或是大廠商。
以下嘗試以保障中小企業生存、維護所得公平分配與社會安定為例，說明
整合管制的實際應用：按照諾貝爾經濟獎得主Williamson (1968)的研究，在絕
大多數情形下，事業透過結合擴大經營規模，從而減少成本所形成之綜效，均
19

高過於獨占力增加所導致之資源誤置損失 。因此，無論結合後價格是否上漲
或下跌，競爭機關如以整體經濟利益是否大於限制競爭不利益，做為結合准駁
依據，則競爭機關必須准許多數的關係企業結合案。此時，完全仰賴市場機能
以提高經濟效率，雖有助於經濟發展與產業競爭力，但企業財團因結合所導致
之利潤提高，如未能反映於產品價格下跌，或所雇員工薪資調高，因而導致消
費者利益損失與所得分配惡化時，純靠維護市場機能即無法增進全民福祉。此
時，競爭機關如能基於整合管制，忽略效能競爭，將施政重點置於改善所得分
配以維護社會安定，嚴格管制結合，以削弱財團經濟力，從而維護物價安定與
消費者利益，就是整合管制理論所鼓吹之次佳選擇。
基於以上邏輯，Dunne就指出：最早的整合管制可追溯自美國1936年羅賓
遜派特曼法(Robinson-Patman Act)利用對差別取價的管制，以約束大型量販店
不得藉由出售大包裝商品，降低商品單價，以保護中小型零售業者。其立法目
的在於藉著犧牲消費者利益，以保障中小企業生存，維持零售市場的多元化，
並改善所得分配。由於市場競爭顯然無法保護中小企業生存，並使社會財富
益形集中，競爭機關單純仰賴休曼法，勢必無法改善日益惡化的社會福利。因
此，國會透過立法授權競爭機關採取管制與競爭並重的整合管制，以解決利潤
過度集中於少數財團企業，所形成的經濟剝削，Posner(1976)因而認為羅賓遜
20

派特曼法的本質就是一種價格管制 。

19

20

Olver E. Williamson. “Economies as an Antitrust Defense: The Welfare Tradeoff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1): 18-36 (1968).
Posner, Richard. 1976. The Robinson-Patman Act: Federal Regulation of Price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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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合管制的矛盾
整合管制之立法目的與本質類似我國公平法第24條。亦即當市場存有金融
外部性、媒體多元化甚至環境保護等外部因素時，即使競爭機關取締反競爭行
為，使市場機制發揮至極致，但仍無法保障社會福利時，競爭機關仍可依據維
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等競爭法立法目標，作為介入管制之適法性依據。雖
然此一措施或有助於國民福利與社會安定。但許多文獻與司法實務仍指出：整
合管制仍存在著規範不具正當性與手段不具效率性等多重問題：
1. 整合管制忽略規範手段正當性：維護市場競爭機制洵屬競爭機關天職，
但整合管制卻係以人為干預取代競爭機制。此時，以維護市場競爭的機
關負責干預市場競爭的任務，本身即有矛盾之處。因此，以立法邏輯性
而言，只要事業不涉及反競爭相關之壟斷行為，競爭機關即不宜以任何
形式管制事業經營。
2. 整合管制忽略規範效率性：面對外部性所引發之社會安定與所得分配，
政府有許多政策工具可供選擇，競爭政策並非唯一最佳。此時，由競爭
機關基於整合管制，忽略效能競爭，非但不具正當性，且手段更失之效
率性。依照Elzinga (1977)理論：政府其實有取多比反托拉斯更有效率的
方式達成預期目標，例如：累進式的所得稅、社會安全給付、國庫補
貼、公用事業管制或異常時期之經濟管制措施，均可更有效率地解決財
富集中問題，並保障中小事業生存與消費者利益，競爭法決非唯一手
段。以羅賓遜派特曼法為例，如果連鎖量販店的經營效率果真遠高於小
型零售商店，就應允許其以結合提高經營效率，創造更多財富，並對企
業財團課以累進所得稅，得到更多稅捐收入用於社會補貼。如此政策非
但可提高整體經濟效率創造更多財富，亦可達成保護經濟弱勢階級，以
維持社會安全鞏固民主憲政。更何況人民營業自由與財產安全，向為憲
21

法上工作權及財產權所保障 。倘基於維護公共利益，對於人民營業自
由之限制，就必須以非常明確之法律規定針對具體之市場與行為，來規
範管制之內容及範圍，而非由一種類可能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不確定方
式達成。因此，無論是整合管制或是公平法第24條之概括性規定，顯然
未能滿足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亦難謂有明確的執法標準。因此，羅賓
22

遜派特曼法自實施以來即屢遭學界批評 ，Posner (1976)教授甚至為文主
21
22

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14號解釋文。
參見Dunne (2014，附註103)的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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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張廢除該法 。
3. 整合管制忽略管制機關能力問題：競爭機關為一不特定產業之主管機
關，負責甚多產業，以致備多力分，不可能專精於某一市場；反之，管
制機關管 (例如：金管會或NCC)則終日浸淫於專業領域，可鉅細靡遺地
瞭解整體產業或特定廠商營運。因此，就管制能力言，競爭機關不可能
超出管制機關，如欲賦予競爭機關更大權限管制個別產業，反會導致執
法者備多力分，不利於執法績效並增加誤判的管制錯誤風險。因此，雖
然美國FCC於2003年間大幅放寬對於媒體結合管制，將多數權限移交競
爭機關辦理。但是，美國最高法院卻於2004年間的Verizon v. Trinko案中
限制了反托拉斯法在管制產業中所扮演的角色，大法官Breyer認為就管
制授權言，管制機關對於價格管制有專責之特別法規可供依循，管制標
準與權責分明。對事業而言，可減少許多管制所形成之經營風險或不確
定性。反之，在管制領域上，反托拉斯不是執法過於寬鬆，無法節制現
有事業的獨占力；就是執法過嚴，過度保護新進者。因此，在執行管制
作業時，如發生競爭與管制競合事項，管制機關即應享有優先管轄權。

參、歐美日德競爭法對於企業結合之管制
一、美國反托拉斯法
美國聯邦國會於1890年通過休曼法(Sherman Act)，對於結合管制僅在第1
條禁止以契約或其他方式之結合(combination)及第2條規定「任何人以結合或
共謀方式意圖獨占任何貿易或商業之任何一部分(combine or conspire with any
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monopolize any part of the trade or commerce)」者為違
24

法 。至於1914年通過之克萊登法(Clayton Act) ，在第7條僅限制股份(stock or
23

24

Posner, Richard. 1976. The Robinson-Patman Act: Federal Regulation of Price
Differences. Washingt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按多角化結合當然會與contract及combination有關，但此種契約或協議並非為
restraint of trade限制交易之目的，故多角化結合並非當時休曼法制定時，認為應
以該法第1條處理的問題，但若多角化結合涉及獨占者，則與該法第2條有關。
See See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ANTITRUST LAW- AN
ANALYSIS OF ANTITRUST PRINCIPL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Vol. V,
1160, at 2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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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 capital)交易的結合型式；對於企業併購交易中亦常使用的「資產與營業
讓與」(assets and businesses transfer)，則因未予規定而生實質的除外效果，因
此造成結合管制制度中的一大漏洞。
(一) 克萊登法修法
為彌補上述結合管制的漏洞，聯邦國會乃於1950年修正克萊登法第7條之
25

規定，在該條第1第2項均增加資產交易型態之結合管制 ，1976年並新增第7A
條，詳細規定各種型態結合申報之門檻。特別值得說明的是，第7條第2項將結
合的定義從事實上取得股權或資產營業的所有權，擴及於僅取得行使對股權表
26

決權控制力的「表決權或委託書權利」 (voting or proxies)行使權 ，蓋公司法
及證券交易法與資本市場法制的發展，已使控制權之行使不再僅限於必須取得
對股權或資產之實際所有權，而得經由上述之表決權協議(voting agreement)、
表決權信託(voting trust)、或委託書(proxy)之授與等型式，經由在股東會(或其
他類似機關)行使表決權之方式，達成對該事業之控制手段，例如選任董事或
作成重大經營行為之決議，包括但不限於合併、重大資產處分或出租等。而此
一規定，意涵結合申報案之審查，主管機關亦應有必要審查當事人間對於未來
取得之股權是有任何對於表決權行使或委託書授與之任何約定或預約，以確實
評估該結合申報案對於市場結構與市場競爭狀態之影響，否則單純僅審查持股
人之名義，並無法瞭解當事人間對被取得控制之事業將有何種經營之約定行
為。當然因為資本市場法制的發展，克萊登法第7條第3項亦將單純的財務投資
27

行為排除於該法之適用範圍之外 。
(二) 企業集團結合與多角化結合或異業結合之界定
企業集團結合之型態與一般大多數併購案之區別在於：一般併購案通常為
一買一賣(通常發生的型態)、一買多賣(通常發生在合併，三合一或四合一，在
臺灣亦曾進行過證券業三合一及半導體業四合一合併案)；企業集團結合則為
多買一賣，類似此種併購亦常發生，但通常會先由買方共同出資成立一家合資
公司(joint venture company)，再以該合資公司為SPV作為發動併購之機構，而
各方出資之當事人則必須對該SPV公司之股權比例、股權種類配置、董事監察
25

26

27

按克萊登法又於1980年9月12日修正，將corporation 的範圍擴及於“all persons”，
並將行為擴及於“affecting commerce”而非僅止於“in commerce”。
第7條第2項最後句「…or the use of such stock by the voting or granting or proxies or
otherwise, may be substantially to lessen competition, or to tend to create a monopoly.」
第7條第3項前段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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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席次之安排、重要經理人事之規劃及其他與經營有重要相關事項進行事先協
議，並先簽妥「股東協議 shareholders agreement」，並將重要條款記入該SPV
公司之章程中以取得具有約束各方出資人之效力。
一般美國學者或實務所說的「多角化或異業結合」(conglomerate merger)係
指非商業概念上的(conventionally)的水平或垂直結合，而有時conglomerate 則
具有嘲諷的意味指述一個無關聯性的經營行為的不合理結合(used pejoratively
to suggest an irrational combination of unrelated activities)，而因為此種概念的
conglomerate merger不容易發現或確定其反競爭效果，故有些學者會將這類結
28

合歸類於傳統的水平或垂直，以解釋其對競爭所可能肇致的危險 。惟誠然多
角化結合伴隨著很多對競爭的威脅，但也同時提供競爭的提升，包括產品多樣
化、規模經濟等，故難謂多角化經營得以一概否認其優點。
而上述之多角化結合用語在1984年聯邦司法部之合併指導準則(Merger
Guidelines)，係以「潛在競爭合併」(potential competition merger)稱之，在該
指導準則中並不使用conglomerate merger。此外，該指導準則用於「非水平結
合」 (non-horizontal mergers)確認一個市場外的事業與市場內的事業結合時，亦
可能具有反競爭效果的發生，並區分「認知的潛在競爭者」(perceived potential
entrant)與「實際的潛在競爭者」(actual potential entrant)，以區分被結合公司之
地位與該結合之反競爭效果；但若結合之效果會造成上述任何一種潛在競爭關
29

係受到損害者，則該結合即有可能被聯邦司法部反對或以訴訟指控 。
(三) 多角化結合與水平或垂直結合之比較
承上所述，多角化結合最有效的正當化理由即為該結合不涉及「潛在競爭
potential competition」問題，亦即參與結合之事業，與被結合而消滅之事業之
間不具有水平的直接競爭關係，亦欠缺概念上或1992年之水平合併指導準則
(1992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以下簡稱水平指導準則)所指稱的潛在競爭
30

狀況，但水平指導準則中對潛在競爭之評估標準並不明確 ，因此使得潛在競
爭之分析立論基礎陷於推論(speculative)，也因此使得潛在競爭的審查不得不較
28
29

30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25, 1100, at 2.
see also SAMUEL C. THOMPSON, JR., MERGERS, ACQUISITIONS AND TENDER
OFFERS-LAW AND STRATEGIES, §12:1, at Vol. 3, 12-5, §12:15, at 12-115 (2012).
水平指導準則規定，若參與結合者本有可能(likely)在一年內參與被結合者所生產
之產品或進入被結合者之地理市場者，則該參與結合者與被結合者應視為係具有
競爭關係之事業經營者；但若參與結合者生產被結合者之產品或進入被結合者之
地理市場須超過一年者，則二者之間僅可視為係潛在競爭者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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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競爭關係更為寬鬆。事實上，多角化結合有時係指稱一個無關聯性的經營
行為的不合理結合，此種結合之反競爭效果不易顯現或評估，是故有部份學者
直接將此種多角化結合直接歸類為傳統的水平結合。
31

例如United States v. El Paso Natural Gas Co.結合案 ，在該結合案之前，El
Paso是南加州天然氣市場唯一的州外供應商，而另一個州外供應商—即本件被
併購公司—Paciﬁc Northwest公司—該公司同時也是洛磯山脈以西唯一重要的天
然氣管線公司，則在結合前努力試圖以供應契約方式取得加州天然氣市場的增
長需求，但Paciﬁc Northwest公司在上述契約爭奪中輸給El Paso公司，該競爭亦
迫使El Paso公司降低其原先之報價並提高服務內容，因此當El Paso公司擬併購
結合Pacific Northwest公司時，在加州天然氣市場中Pacific Northwest尚無市場
占有率—而是正準備或正著手進入該市場，因此在本結合案中Paciﬁc Northwest
原本只是El Paso的潛在競爭者，但因為Paciﬁc Northwest已開始實施參進加州市
場的行為，應該將雙方視為具有直接競爭(actual competition)的關係，如此結合
案所減少的是直接競爭的關係而非僅是潛在競爭關係，故在此種事實結構下，
32

本結合案與其說是跨業結合，毋寧認為是水平結合更為妥適 。
(四) 多角化結合與潛在競爭之認定
一個結合應予以禁止必須先有適當的證據或事實足以認定該結合有「合理
的可能性」(reasonably probable)將會重大的減少當前的或未來的競爭，僅因結
合而使潛在競爭者減少之單純事實，尚不足以作為認定結合應予禁止之證據。
假設二家事業分別生產不同產品並於不同的地理市場經營，彼此間並無直接競
爭，因此該二家事業間之結合並未在個別市場中減少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數
量，亦未在個別市場中提高其市場集中度，然而此時該結合在想像上卻可能—
即使該想像必須具有想像力—消滅了參與結合的任一事業原本可以經由自我內
部成長並進入另一事業之既有市場參與競爭，因此該結合將消滅此種「潛在競
爭」的可能性，而此種潛在競爭對於當前的競爭狀態係具有一定的價值，其一
為潛在競爭的存在，會使市場上的事業以較具有競爭力的方式進行經營不論是
在價格或其他方面；其二係該結合可能排除了其他可能自我發展進入該市場的
獨立經營者，而該獨立經營者之參進市場本可為市場帶來新的競爭狀態。此即
33

為多角化結合時，因為消滅了潛在競爭而帶來的不利於競爭的觀點 。
31
32
33

United States v. El Paso Natural gas Co., 376 U.S. 651(1964).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25, 1123a, at 57.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25, 1121, at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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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而言，「perceived potential competition」受到傷害，係指該結合之結
果將會消滅一個重要的現存競爭威脅(threat)，而該威脅會對市場內既存的事業
經營行為有某些限制性效果；至於「actual potential competition」受到傷害，係
指該結合之效果將會消滅下述可能性(possibility)：(1)市場新的參進者進入該相
34

關市場，或(2)經由併購市場內小而具競爭力的事業而參進市場 。
然而，不論是認定該參與結合的市場外事業是否具有「實際的潛在新進
者」，或期待該參與者透過內部成長而主動進入結合之市場進行競爭，此種認
定與期待如果欠缺一個明確的判斷標準，則該認定與期待都是建立在一種「純
粹的想像」或「遙遠的期待」，若想像或期待與現實距離太過遙遠時，並不符
合法治的要求，因此如何提出一個具有較明確的判斷標準，使具體結合個案在
歸類於水平結合與多角化結合能有所參考，當為重要之議題。
(五) 董事兼充(interlocking directors)之反托拉斯法評價
克萊登法第8條禁止董事兼充規定，乃係適用於任一公司之資本、盈餘
或未分配獲利總合達1000萬美元以上之公司，而不論該公司之「淨值」(net
worth)是否超過1000萬美元；惟符合以下之除外適用條件者，即不在禁止董事
兼充之範圍：(1)任一公司之年度「競爭銷售額」(competitive sales)低於100萬美
35

元者 ；(2)任一公司的年度競爭銷售額低於該公司之年度之總收入2%者；(3)
任一公司之年度競爭銷售額低於公司銷售額的4%。
應予說明的是，克萊登法第8條禁止董事兼充之規定，係針對水平競爭
關係的董事兼充，並不及於垂直關係的董事兼充或間接兼充狀況。在United
36

37

States v. Sears, Roebuck & Co. 、Protectoseal Co.v. Barancik , 及 Jicarilla Apache
38

Tribe v. Supron Energy Co. 等案判決中，聯邦法院對於克萊登法第8條所規定的
禁止董事兼充係採取「當然違法」之判斷標準，只要被告任職董事的公司符合
39

門檻條件且未符合除外適用條件，即構成違法 。若董事兼充任職的二公司並
34

35

36
37
38
39

See Notes, Antitrust Law-Conglomerate Mergers—A Company in a Concentrated
Industry with a less than 10% share of the Relevant Market will be Presumed a
“Toehold” Firm, Acquisition of Which by a Potential Compeitor Does Not Violate
Section 7 of the Clayton Act, 89 HARV. L. REV. 800 (1976).
所謂「競爭銷售額」係指該公司於年度中所銷售之所有競爭品項產品或服務之總
收入，計算的期間是上一個完整的會計年度的總收入。
United States v. Sears Roebuck & Co., 111 F. Supp. 614 (S.D.N.Y. 1953).
Protectoseal Co. v. barancik, 484 F.2d 585 (7th Cir. 1973).
Jicarilla Apache Tribe v. Supron Energy Corp., 728 F.2d 1555(10th Cir. 1984).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25, 1302, at 3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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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具有直接競爭關係，而是水平競爭關係他方公司的母公司或子公司者，是否
亦當然違反克萊登法第8條禁止董事兼充之規定？在Paramount Pictures Corp. v.
40

Baldwin Montrose Chem. Co. 案判決中，聯邦地方法院認為克萊登法第8條在
競爭關係公司之母公司或子公司間存在時，並無適用餘地。此外，在Kennecott
41

Copper Corp. v. Curtiss-Wright Corp. 案判決中，聯邦第2巡迴上訴法院亦認為董
事兼充發生在彼此具有競爭關係的二家子公司的母公司之間者，因子公司的業
42

務並非在母公司的董事會作成決定，故不構成董事兼充之違法 。然而學者認
為上述判決在具體個案中應再深入瞭解不同公司的實際經營運作狀況，亦即不
同企業集團有不同的經營文化，該集團的子公司是否其通常經營行為或重要經
營行為必須經過母公司董事會之討論(不論是事前核准或事後追認)；若有此種
情形，則此種情形亦應受到克萊登法第8條禁止董事兼充之管制，蓋其係以間
43

接的方式取代直接的限制競爭 。

二、歐盟競爭法
歐盟現行對於企業結合管制之依據，主要為歐盟理事會於2004年1月頒布
44

之 139/2004號企業結合規則 （下稱「理事會規則」）；此外，歐盟執委會訂
頒有關企業結合規則指令（下稱「執委會指令」），規定具體之審查原則事
45

項 。
理事會規則第2條第1項，揭示歐盟對於企業結合管制之基本方針為：企業
結合有形成或強化其支配地位效果，致顯然阻礙共同體市場或其實質部分之有
效競爭（signiﬁcantly impede effective competition），應宣告其與共同體市場不
相容（they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40
41
42
43
44

45

Paramount Pictures Corp. v. Baldwin Montrose Chem. Co.1966 Trade Cas. 71678
(S.D.N.Y)
Kennecott Copper Corp. v. Curtiss-Wright Corp.584 F.2d 1195 (2d Cir. 1978)
See AREEDA & HOVENKAMP, supra note 25, 1302, at 326-29.
Id., at 329.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f 20 January 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在此之前，歐盟於1989年頒布實施合併規則
(Council Regulation 4064/89)，適用於合併、合資(Joint Venture)等企業結合行為。
嗣於1998年3月1日，實施新修正之合併規則，將其管制範圍從符合一定共同體市
場規模要件，擴張適用至重大影響會員國間貿易之企業合併案件。該合併規則在
2004年修正後，即為現行139/2004號企業結合規則。
Commission Consolidated Jurisdictional Notic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2008/C 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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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業結合之定義
46

所謂「企業結合」 ，理事會規則第3條定義出二類行為態樣：1.二以上之
企業進行合併（merger）；2.一或複數企業，以資本參加、資產取得、契約或
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取得對他企業經營有決定性影響（decisive inﬂuence）之
控制權。
針對上揭取得他企業經營控制權行為，執委會指令再行細分成「單獨控
制」（sole control）、「共同控制」（joint control）等二結合態樣。單獨控制
之企業結合，除單一企業取得他企業半數以上有表決權之股份外；在未達半數
之少數持股情形，持股企業若享有法定特權利（指令第57條）或取得他企業董
事會相對多數董事席次（指令第59條），亦包含在內。另有關共同控制之企業
結合，係指複數之少數持股企業，必須全體合意始得形成對被持股企業之意思
決定（例如，少數持股企業享有意思決定否決權），即屬此類結合態樣（指令
第62條）。值得注意的是，執委會在認定少數持股是否構成共同控制之企業結
合案件，包含持股人間有無契約關係、融資關係、家族親屬關係等多項考量因
47

素 。
(二) 企業結合申報標準
歐盟對於企業結合管制採行事前申報制，是以企業結合程度達到「共同體
規模」程度者（community dimension），即負有事前向執委會提出結合申報之
義務（理事會規則第4條）。具體言之，理事會規則第1條第2項、第3項，依據
企業結合規模程度大小，分別設計有二類型結合申報標準：
1. 第一類結合申報標準
(1)參與結合企業，在全球銷售金額合計超過50億歐元。
(2)參與結合企業，至少其中二家企業在歐洲共同市場銷售金額合計超過
2億5,000萬歐元。
2. 第二類結合申報標準
(1)參與結合企業，在全球銷售金額合計超過25億歐元。
(2)參與結合企業，在三以上加盟國之各國市場銷售金額合計超過1億歐
元。
(3)符合第2點要件之參與結合企業，至少其中二家企業在各國市場銷售
46

47

規定原文為“concentration” (集中化)，配合本文研究主題，爰翻譯成「企業結
合」。
Case No IV/M.754- Anglo American Corporation/Lonrho, 23 April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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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合計超過2,500萬歐元。
(4)參與結合企業，至少其中二家企業在歐洲共同市場銷售金額合計超過
1億歐元。
上揭第一類或第二類之結合申報標準，其中參與結合之任一企業，在同一
加盟國市場之銷售金額佔歐洲共同市場銷售金額比率三分之二以上者，不適用
之。
另有關上揭申報標準之銷售金額計算方式，理事會規則第5條第4項規定，
應合併計算下列企業之銷售金額：
1.參與結合企業。
2.參與結合企業與下列關係企業，不論直接或間接關係者：
(1)持有其過半數之資產或資本。
(2)持有其過半數之表決權。
(3)擁有其董事會（supervisory board）、經營委員會（administrative
board）或其他法定代表權機關過半數成員之任命權者。
(4)擁有其營業決定權限者。
3.對於參與結合企業擁有上揭第2點各項權利或權限之企業。
4.對於符合上揭第3點規定之企業，擁有上揭第2點各項權利或權限之企
業。
5.對於上揭第1點至第4點所列之企業，共同擁有上揭第2點各項權利或權限
之企業。
(三) 企業結合之審查程序
符合結合申報標準之參與結合企業，在實施結合行為前，應以法定要式書
面（Form CO）向執委會提出申報（理事會規則第5條）。該申報書面應記載
48

事項有 ：參與結合企業之市場集中狀況、控制從屬關係、相關市場界定、競
爭業者及供需業者、市場交易及參進障礙狀況。
執委會在受理企業結合申報書後，即進行下列二階段審查程序：
1. 第一階段（PhaseⅠ）審查
在此階段之審查重點為：本案是否為企業結合之管制對象、本案結合是否
達到共同體規模程度、本案結合是否與共同體市場相容。原則上，執委會自受
理申報日起之25個營業日內，必須作出審查決定；例外情形，若有加盟國提出
48

Form CO relating to the notiﬁcation of a concentration pursuant to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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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結合將會顯著影響其國內市場競爭之通告，或參與結合企業有提出改善措
施之方案者，審查決定得延長至35個營業日（理事會規則第10條第1項）。
在第一階段審查程序，執委會可能作出之審查決定為（理事會規則第6
條）：非結合管制對象、承認、進入第二階段審查、附條件承認。
2.第二階段（Phase Ⅱ）審查
企業結合申請案，進入第二階段審查程序，執委會應自開始審查日起之90
個營業日內，作出審查決定；但參與結合企業在開始審查日起之55個營業日
後，有提出改善措施方案者，得增加15個營業日，審查期間延長至105個營業
日。再者，若參與結合企業請求或同意執委會延長審查期間者，得增加20個營
業日，審查期間最長至125個營業日。
執委會之審查意見，在與結合諮詢委員會協議後（理事會規則第19條第3
項），應作出下列決定：
(1) 承認
企業結合，認定未有顯著阻礙共同體市場或其實質部分之有效競
爭，應宣示其結合相容於共同體市場（理事會規則第8條第1項）。
(2) 附條件承認
企業結合，參與結合企業提出改善措施方案，足認其無不相容於
共同體市場之重大疑慮者，應作出附履行改善措施條件及義務之決
定，宣示本案結合相容於共同體市場（理事會規則第8條第2項）。
此外，依據理事會規則第6條規定，執委會作出承認企業結合之
決定，得附加與實現企業結合直接關連之必要限制條件。據此規定，
執委會附加結合限制條件，通常會考慮下列因素：a.關連性，例如為
確保順利完成營業讓與行為，即得附加讓與人在移轉營業前不得變更
49

營業方法或交易條件等限制條件 ；b.必要性，例如附加擔保移轉或
50

51

保留之資產具有一定價值 、讓與人應繼續供應原物料 、合併之新
52

設事業得以順利進入市場 等條件；c.比例性，例如對於參與結合企
53

業課予競業禁止條款之條件，應考量時間、空間、物質等必要因素 。
49
50
51
52
53

Case No IV/M.1057-Terra Industries/ICI, 20 November 1997.
Case No. COMP/M. 612-RWE-DEA /Enichem Augusta, 27 July 1995.
Case No COMP/M.1841-CELESTICA/IBM (EMS), 25 February 2000.
Case No IV/JV.15-BT/AT&T, 30 March 1999.
在Goldman Sachs/Messer Griesheim案(Case No COMP/M.2227, 20 March 2001)，附
加競業禁止條款之限制期間為3年；在KINGFISHER/GROSSLABOR案(Case No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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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禁止
企業結合，認定有顯著阻礙共同體市場或其實質部分之有效競
爭，應宣示其不相容於共同體市場（理事會規則第8條第3項）。
(4) 競爭回復措施
企業結合申請案件，經宣示其不相容於共同體市場，仍進行結
合；或違反附履行改善措施條件及義務之決定者，得命其實施解除合
併或處分全部取得股份、資產等競爭回復措施（理事會規則第8條第4
項）。
(四) 企業結合申報之時點
歐盟競爭法對於企業結合之管制對象，除持股超過半數以上者外，尚包含
低於半數之少數持股行為。因此，在企業集團取得他企業少數持股之結合案
54

件，何時應向執委會提出結合申報？此問題在 Compagnie National du Rhône案
，成為爭議焦點。

本案Electrabel S.A.（經營電器產品之生產、銷售業務）為Suez group電器
企業集團之子公司，在2003年12月23日取得Compagnie National du Rhône公司
（法國電器業產量第二位）49.95%之股份（其中有表決權股份為47.92%），卻
於2008年3月始向執委會提出結合申報，經認定違反結合事前申報義務。
本案爭議焦點在於，企業少數持股是否取得對他企業之經營控制權、是否
負有提出結合申報之義務，係屬持股事前或事後之評估事項？關於此點，執
委會之審查意見為：1.歐盟理事會規則，對於持股未達半數之企業結合案件，
若其符合一定要件，仍應受到本規則管制之規範；至於是否符合結合管制之要
件，參與結合企業應於事前綜合相關資訊判斷之。2.本案結合之取得股份時間
為2003年12月23日，依據當時各股東持股分散狀態、過去少數股東出席股東
會決議佔有相對多數表決權紀錄等資訊研判，Suez group企業集團取得股份當
時，足認擁有對於Compagnie National du Rhône公司股東會決議之控制權，是
以在該時點即負有提出結合申報之義務。

三、日本獨占禁止法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4章設有股份持有、職務兼任、公司合併、公司分割、

54

M.1482, 12 April 1999)，附加競業禁止條款之適用範圍，限於賣方在企業結合前提
供商品、勞務之地理市場。
Case No COMP/M.4994-ELectrorabel/Compagnie Nationale du Rohne, 10 Jun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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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移轉股份、營業受讓等企業結合規範（第9條至第18條）。該等企業結合
55

規範，學理上得區分為一般集中管制、市場集中管制二類型 ：前者並非針對
特定市場之限制競爭為管制對象，而是以其結合有無對整體國民經濟或特定產
業發生經濟力過度集中之危險性為管制重點；後者管制之目的，在於禁止對特
定市場有限制競爭影響效果之企業結合。
(一) 一般集中管制
1. 控股公司設立之管制
獨占禁止法第9條規定，禁止設立持有或取得國內其他公司股份之公司，
致事業支配力過度集中者。至於所謂「事業支配力過度集中」，同條設有定義
規定：係指該公司、其子公司及該公司持有股份得以控制事業活動之其他國內
公司，該等公司之綜合事業規模跨及複數相關市場，或該等公司之資金對於其
他事業人具有顯著影響力，或該等公司相互在有關連性產業之複數相關市場具
有相當市場力量地位，顯然影響整體經濟並妨礙公平自由競爭之促進。
依據上揭定義規定，公正取引委員會(相當於我國之公平會)訂頒有「事業
56

支配力過度集中公司之審查原則」 ，作為實務審查此類案件之準繩，並提高
其規範透明性。
2. 關係企業之範圍
獨占禁止法第9條第3項定義構成支配力過度集中之關係企業，除控制公司
外，尚包含下列子公司：
(1)子公司：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過半數之其他國內公司。
(2)實質子公司：持有表決權比率逾25%、未超過50%，且持有表決權比
率最高之其他國內公司。
57

(3)計算上揭表決權股份或比率，應與其子公司持有表決權一併計算 。
3. 事業支配力過度集中之判斷
以第9條第3項定義規定為基礎，審查原則列舉三種構成支配力過度集中之
關係企業類型：
55
56

57

根岸哲編，『注釈独占禁止法』，有斐閣出版，頁246-247，2009年。
公正取引委員會網頁，事業支配力が過度に集中することとなる会社の考え方，
http://www.jftc.go.jp/dk/guideline/unyoukijun/gl_jigyoushihairyoku.html，最後瀏覽日
期:2014/10/29。
依據獨占禁止法第9條第5項規定，認定該公司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過半
數之子公司股份，應將該公司與其他子公司（包含子公司之子公司）之持股一併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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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種過度集中之類型
關係企業整體規模龐大，且分別在相當數目之主要產業擁有大規
模之從屬公司：
a.關係企業整體規模龐大：總資產額合計超過15兆日圓。合計總資產
額，應扣除關係企業間相互投資之重複資本、債權與債務之抵銷
額。該合計總資產額，不包含關係企業所屬金融公司（銀行業、
保險業、金融商品交易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之第一種金融商品交易
業）之資產額。
b.相當數目：5種產業以上。
c.主要產業：日本標準產業三位數分類項目內，營業金額超過6,000億
日圓之業種。但在二位數分類項目，屬於同一或類似之業種，且
其營業管制法令或營業型態相同者，應歸屬同一產業。
d.大規模之從屬公司：各該公司資產總額超過3,000億日圓，且在其所
屬產業經營主要營業項目。
(2) 第二種過度集中之類型
經營大規模金融公司業務，並兼營金融或與金融密切相關以外之
大規模公司業務：
a.大規模金融公司：個別總資產額超過15兆日圓。
b.金融或與金融密切相關之業務：銀行業、保險業，及其他公正取
引委員會規則訂定之金融業務（獨占禁止法第10條第3項授權規
定）。
c.大規模公司：個別總資產額超過3,000億日圓。
(3) 第三種過度集中之類型
關係企業公司相互在有關連性產業之複數相關市場具有相當市場
力量地位：
a.判斷是否為有關連性之產業，應斟酌其在各該產業之交易依賴程
度、交易相對人之選擇狀況等因素。例如，具備下列條件者，應
可認定其為有關連性之產業：
(a) 交易關係：供應商品或勞務之產業間，具有密切交易關係（例
如，產品與其原物料、產品與其生產設備等產業間之交易關
係）。
(b)補充替代關係：從消費者觀點，相關產業提供之商品或勞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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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有補充替代關係，得選擇購買使用。
b.複數相關市場：以5類以上相關市場為原則（例外，若在相關市場
擁有極大規模之公司具備相當市場力量地位者，得修改為3類以上
相關市場）。
c.主要產業：日本標準產業三位數分類項目內，營業金額超過6,000億
日圓之業種。但在二位數分類項目，屬於同一或類似之業種，且
其營業管制法令或營業型態相同者，應歸屬同一產業。
d.相當市場力量地位：該公司之市場占有率為10%以上。
4. 銀行、保險企業集團持有股份之禁止規定
獨占禁止法第11條第1項本文規定，經營銀行業或保險業之公司，不得
持有或取得其他國內公司發行有表決權股份超過5%或10%（銀行公司持股為
58

59

5%、保險公司持股為10%） 。如此規定之立法理由有二 ：其一，限制銀行
或保險企業集團持有國內他公司股權，目的在於防止其對事業支配力過度集
中。蓋銀行或保險企業集團擁有雄厚資金，對於融資對象之公司有重大影響
力，並且藉由高度持有或取得融資對象公司之有表決權股份，將導致其支配力
過度集中之現象。其二，銀行或保險企業集團無限制的取得他公司股份，等於
大量的投資該發行股份之公司，如此將對其他公司形成不公平競爭之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銀行或保險企業集團之母公司與其子公司分別持有或取得
同一公司發行有表決權股份，該等股份應否合併計算？就此問題，本條並未設
有明文規定，惟在日本銀行法第16條之3第1項、保險業法第107條第1項，皆有
規定銀行公司5%、保險公司10%等持股上限，應與其子公司之持股合併計算。
至於金融控股公司之持股，由於其不直接經營銀行業務，故不適用此5%持股
上限規定；但依據日本銀行法第52條之17第1項規定，其與所屬銀行子公司之
持股應合併計算，不得超過15%之持股上限。因此，藉由該等金融法規之合併
計算持股規定，直接可以達成健全產業經營環境、防範過度異業投資行為、合
理分散投資風險等金融業管制目的，間接亦有維護被投資公司所處市場公平競
60

爭之效果 。
58

59

60

獨占禁止法第11條第1項但書設有除外適用規定，符合一定要件之銀行或保險公
司，在申請公正取引委員會之許可後，得不適用本條持有或取得股份之限制規
定。
伊従寛、矢部丈太郎編，『独占禁止法の理論と実務』，青林書院，頁263，2000
年。
根岸哲編，前揭註56，頁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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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場集中管制
1. 公司取得或持有股份之管制
獨占禁止法第10條第1項規定：「公司取得或持有他公司股份，致實質的
限制特定市場競爭，或以不公平交易方法取得或持有他公司股份者，不得為
之。」本條規定之管制重點為，在限制市場競爭效果的評估上，如何認定取得
或持有股份應屬企業結合之審查對象。
(1)企業結合之審查對象
a. 應予審查之企業結合
下列情形，公司取得或持有他公司股份，有形成、維持或強
化公司間結合之效果，應接受企業結合之審查：
61

(a)企業結合集團 ，取得或持有他公司發行有表決權股份超過50%
者。
(b)企業結合集團，取得或持有他公司發行有表決權股份超過
20%、未達50%，且其持股比率為全數股東最高者。
b. 裁量審查之企業結合
上列（a）、（b）以外情形，公司取得或持有他公司發行有表決
權股份超過10%，或其持股比率為全數股東排名前三位者，應審酌下
列事項，依其有無形成、維持或強化公司間結合之效果，決定其應否
接受企業結合之審查：1.持股比率；2.持股比率之排名、股東間持股
比率之差距、股權分散狀況及其他股東相互間之關係；3.發行股份之
他公司持有與其結合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等當事人公司間之關係；4.當
事人公司間有無職員或從業人員兼任關係；5.當事人公司間之交易關
係（含融資關係）；6.當事人公司間之業務合作、技術支援及其他契
約、協定等關係；7.當事人公司與既有結合關係之公司具有上列各點
事由。
62

此外，對於共同出資公司之結合行為 ，應審酌當事人公司間的
交易關係、合作關係及其他契約關係等事項，據以決定其應否接受企
61

62

依據獨占禁止法第10條第2項之定義，所謂「企業結合集團」，係指取得或持有他
公司發行股份之公司（含其所屬關係企業），合計國內年營業額超過200億日圓；
且該發行股份之他公司（含其所屬關係企業），合計國內年營業額超過50億日
圓。
所謂共同出資公司，係指二以上之公司，基於經營事業之共同利益目的，以契約
等方式共同設立或取得股份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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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結合之審查。通常，出資公司相互間，並無直接持股關係，而係藉
由設立共同出資公司以間接形成、維持或強化當事人間的結合關係。
同時應注意的是，共同出資公司設立後，持股公司事業活動趨於共同
化，因此對於市場競爭產生如何程度之影響。
c. 除外審查之企業結合
公司取得他公司股份，有如次情形之一者，由於其無形成、
維持或強化當事人間之結合效果，即得豁免接受企業結合之審
查：（a）以取得全部發行股份之方式，同時設立他公司；（b）
取得股份之公司與該發行股份之他公司，屬於同一企業結合集
團，且無其他企業結合集團取得該發行股份。
2. 非公司名義人取得或持有公司股份之管制
獨占禁止法第10條第1項，係以「公司」取得或持有他公司股份為管制之
對象；至於「非公司」名義人之取得或持有股份，致實質的限制特定市場競
爭，同法另於第14條訂有禁止規定。
獨占禁止法第14條管制對象為「公司以外者」，凡非屬於公司法規定之各
類公司（含外國公司），不論其是否具備事業人之資格要件，皆足當之。具體
言之，其包含財團法人、社團法人、特殊法人、地方公共團體、信用金庫、合
63

夥、個人等股份持有者 。
3. 公司職員兼任之管制
獨占禁止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公司之職員或從業員（職員以外，繼續於
公司從事業務之人員），兼任他公司職員之職務，致實質的限制特定市場之競
爭者，不得為之。基此規定，實務運作訂出下列審查標準：
(1) 職員之範圍
本條管制對象之兼任他公司「職員」，係指同法第2條第3項定義
之：理事、董事、執行董事、執行業務之社員、監事、監察人或與該
等職務相當者、經理人、總公司或分公司之業務主任等。其中所謂
「與該等職務相當者」，係指董事、監察人以外，以諮商師、顧問、
參議等職務名義，實際上得藉由出席董事會等方式參與公司業務經營
企劃之人。其他未參與公司業務經營企劃者，例如部長、課長、科
64

長、主任等，屬於從業員職務，並非本條所謂之職員職務 。
63
64

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第1-1-(2)。
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第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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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業結合之審查對象
a. 應予審查之企業結合
下列情形，公司之職員或從業員，兼任他公司職員之職務，有
65

形成、維持或強化公司間結合之效果，應接受企業結合之審查 ：
（a）公司過半數之職員或從業員，同時兼任同一他公司職員之職
務。
（b）兼任他公司之職員，同時擁有雙方公司代表權。
b. 裁量審查之企業結合
上列（a）、（b）情形以外，應審酌如次事項，依其有無形成、維持或強
66

化公司間結合之效果，決定其公司職員職務之兼任應否接受審查 ：1.是否由
常務或有代表權之董事，兼任他公司之職員職務；2.公司之職員或從業員，同
時兼任同一他公司職員職務之比率；3.職員兼任之當事人公司間，持有有表決
權股份之狀態；4.職員兼任之當事人公司間，交易關係（含融資關係）、業務
合作等關係。
c. 除外審查之企業結合
下列情形之公司職員兼任，由於無形成、維持或強化公司間結
67

合之效果，即可豁免接受企業結合之審查 ：
（a）由無代表權之董事等兼任他公司之職員職務，且同時兼任同
一他公司職員職務之比率在10%以下。
（b）由非常務董事兼任他公司之職員職務，當事人公司間之持有
有表決股份比率未超過10%，且同時兼任同一他公司職員職
務之比率在25%以下。
(三) 脫法行為之禁止
獨占禁止法第17條規定：「不得以任何名義，實施違反第9條至前條禁止
或限制規定之脫法行為。」本條屬於本法第4章結合管制之概括規定，對於形
式上未符合第9條至第16條等管制規定之結合型態，事實上可評價為相同違法
68

內涵之結合行為，仍可依據本條介入補充規範 。

65
66
67
68

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第1-2-(2)-ア。
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第1-2-(3)-イ。
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第1-2-(4)。
厚谷襄児ほか編，『条解独占禁止法』，弘文堂，頁306，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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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為1991年之「野村證券公司案」 ，野村證券公司取得其關係企
業野村建設公司發行總數5%之股份，另外再委託與其友好關係之其他公司取
得野村建設公司股份，並且於備忘錄記載：1.未經野村證券公司同意，受託人
不得將取得股份讓與他人；2.野村證券公司得以當時承購價格，買回受託人之
持有股份。本案，公正取引委員會認為野村證券公司委託他人購賣股份，如同
自己公司取得股份，違反獨占禁止法第11條規定。

四、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
德國於1957年制定「限制競爭防止法」（GWB: 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當時係以禁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卡特爾、杯
葛、附限制條件之交易等行為管制為核心，對於企業結合並未設有嚴格管制
規定。嗣後，隨著1960年代企業結合的高度進展，相關產業呈現企業集中化
（Zusammenschluss）趨勢，促使德國政府於1973年第二次修法之際，新設結
70

合管制規定（當時法第23條第2項、現行法第37條第1項） ：
(一) 企業結合管制類型
1.資產取得（Vermögerserwerb）
企業結合，致取得他方企業全部或主要部分資產。例如，公司合併、公司
組織變更以取得他公司資產，或企業間買賣、交換資產等情形。
2.對他企業有直接或間接控制權（unmittelbaren oder mittelbaren Kontrolle）
此之控制權可為個別或共同行使，包含整體事實或法律情狀對於他企業之
營業活動有決定影響力。典型之例，即為透過董事職務兼任方式，擁有影響他
公司董事會決議之控制權。
3.取得他企業表決權股份（Kapitals oder der Stimmrechte）達25%或50%
企業取得他公司表決權股份達50%以上，二者屬於控制從屬之關係企業，
71

甚至得以形成康采恩（Konzern）企業結合關係 。至於管制25%之持股比率，
69
70

71

公取委 告審決，平成3年11月11日，審決集38 ，頁115。
有關德國法結合管制規定及運作概況，參閱「経済産業省委託調査報告書，平成
21年度日本の経済構造に関する競争政策的観点からの調査研究」，42-49頁，
2010年。相關德國法條之中文翻譯，參照吳秀明，「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最新
修正內容及全文翻譯」，收錄於氏著『競爭法研究』，元照出版公司，388-396
頁，2010年06月。
德國股份法規定，一控制企業與一或複數從屬企業形成由控制企業統一指揮管理
之關係，該等企業構成康采恩，其構成企業為康采恩企業；複數企業間存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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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複數企業出資，各取得至少25%股份以設立共同子公司，可能導致出資企
業或共同子公司所處市場有企業集中化現象。
應注意的是，計算25%或50%之持股比率，除單次取得之股份外，應累計
72

已經持有之股份；若有為企業之計算而由他企業持有之股份 ，或由個別商人
持有之股份，該等股份亦應一併計入（GWB第37條第1項第3款）。
4.其他足使對他企業施加競爭上重要影響之企業間聯結（Verbindung von
Unternehmen）
此結合類型所稱其他「企業間聯結」，通常為複數企業間，締結股份法
規定之康采恩契約（第18條）、控制契約或利益供應契約（第17條、第291
條）、營業租賃契約或營業委任契約（第292條），或將他企業編入主企業內
部組織（第319條）等關係。
(二) 企業結合之申報及審查
1. 結合申報要件、除外適用
參與結合之企業，於結合前一會計年度有下列情形者，應向聯邦卡特爾署
提出申報：1.在全球之營業額合計超過5億歐元；2.且至少其中一家企業，其在
國內之營業額超過25,000萬歐元者（GWB第35條第1項）。
上揭結合申報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之：1.結合前一會計年度
之全球營業總額未達1,000萬歐元，且非屬本法第36條第2項所定之從屬企業
為與他企業相結合者；2.參與結合之企業，連續五年以上供應結合相關市場
商品或勞務，且該市場前一曆年之年度交易總額未達1,500萬歐元者；3.依據
4064/89號歐洲共同體結合管制規定，專屬於歐體執委會管轄之企業結合案件
（GWB第35條第2項、第3項）。
2. 結合審查基準
(1) 改善競爭條件

72

契約（第291條），或其中一企業編入其他企業中（第319條），該等企業視為在
統一指揮管理下之企業；從屬企業，推定其與控制企業構成康采恩（第18條第1
項）。
依據GWB第36條第2項前段規定，參與結合企業之一為股份法第17條所稱之從屬
或控制企業，或為同法第18條所稱之康采恩企業者，應與其有控制、從屬或康采
恩關係之企業，視為一整體之企業。因此，計算25%或50%之持股比例，即應將控
制、從屬或康采恩關係等企業持有之股份，一併計算。此外，同法第36條第3項規
定：「非屬於事業之個人或非法人團體，對一企業從事資本之多數參與者，視為
本法所稱之企業。」據此擬制規定，個人持股若係有為他企業之利益計算者，亦
應合併計算該個人持有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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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卡特爾署審查企業結合案件，倘認定其有形成或強化市場支
配地位之效果者，應予禁止；但參與結合之企業可證明結合亦能改善
競爭條件，且改善之利益大於其支配市場之不利益者，例外得准予結
合（GWB第36條第1項）。
實務審查結合案件之核心，在於本條項但書揭示「衡量條款」
（Abwägungsklause）的審查基準下，如何比較衡量企業結合之正面
效果（改善競爭條件）與負面效果（形成或強化市場支配地位），
據以決定結合案件之准駁？大體言之，實務審查作業上，綜合當事
人企業之市場地位、結合目的、可能引起市場結構的變化程度等因
73

素，通常肯定下列結合類型之正面效果大於負面效果 ：1.經營合理
化（Ratiomalisierung）目的；2.寡占市場之非強勢企業締結對抗契約
（Aufholfusion）；3.新競爭者參進市場或開拓新市場之手段；4.企業
取得股份，對於被取得者之市場力分散效果大於取得者之市場力集中
效果；5.企業間締結重建契約（Sanierungsfusion）。
(2) 整體經濟利益或重大公共利益
聯邦經濟及勞工部長對於聯邦卡特爾署禁止之企業結合，倘認定
其結合在個案中對於整體經濟利益大於其對於競爭之限制，或其結合
存在可維護重大公共利益之合理事由者，得依申請給予許可（GWB
第42條第1項）。如此規定，乃係從競爭政策以外之觀點，優先考慮
整體經濟利益或重大公共利益保護之必要性，賦予產業主管機關許可
74

結合之權限。例如，在E.ON AG案 ，E.ON AG能源企業集團擬取得
Ruhrgas AG瓦斯企業集團34.8%股份。對於本件結合案，德國聯邦卡
特爾署在2002年2月作出禁止結合之決定，主要理由為：Rurgahs AG
企業集團持有德國東部最大瓦斯供應量之VNG公司股份，倘若許可本
件結合案，將形成E.ON AG企業集團在特定瓦斯供應區域之市場支配
地位。嗣於2002年9月，聯邦經濟及勞工部長基於如次理由，許可本
75

件結合案 ：1.本件結合案，有助於提高Rurgahs AG企業集團在國際
73

74

75

山部俊文，「西ドイツ企業結合規制における消極的禁止要件:競争制限禁止法二
四条一項後段(衡量条項)について」，一橋論叢, 103巻1号，45-47頁，1990年。
“Bundeskartellamt prohibits E.ON’s acquisition of majority state in Ruhrgas” news
release February 28, 2002.
B8-109/01-E.ON/Gelsenberg and B8-149/01–E.ON/Bergemann;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and Technology, decision of 18 Septemb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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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市場之競爭力；2.本件企業集團結合，有助於其與俄羅斯締結長
期瓦斯供應契約之議價能力，得以確保獲取低廉且穩定之能源供應。

五、小結
歸納上述國外競爭法制，可以發現其對企業結合類型、申報標準、審查程
序訂有嚴密管制規定。在管制取得或持有股份方面，美國法、德國法、日本
法依據結合類型或產業別，設計有多階段持股比率之管制門檻(10%以上、25%
以下、25%～50%、50%以上)，並揭示有完備的持股合併計算規定。在管制董
事兼充方面，美國法對於水平競爭關係事業間的董事兼充，只要符合一定要
件，且無除外適用情形，即使兼充一席也要接受管制；日本法，則列舉公司職
員兼任職務名稱、兼任職員有無代表權限、兼任職員比率（10%以下、10%～
25%、25%～50%、50%以上四等級）等具體審查事項。在此管制架構下，企
業集團即使取得他企業少數股權或未達半數之董事兼充結合案，仍有可能接受
企業結合管制之審查，甚至被禁止結合。

肆、我國公平法對於企業結合之管制
公平法第6條第1項定義規定，揭示有五款應予管制之事業結合類型，其中
第2款規定之持有或取得他事業股份或出資額，厥為企業集團主要建立或擴張
76

其統一指揮經營體系基礎之結合類型 ；此外，第5款規定之直接或間接控制他
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結合類型，通常為企業集團藉由董事兼充方式作為
實際支配或管理其從屬企業之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企業集團取得或持有他事業過半數股權、與他事業過半數
董事兼充等行為，同時受到公平法結合行為、公司法關係企業（公司法第369
77

條之2第1項、第369條之3第1款）等規定之管制 。在此規範架構下，公平會審
查企業集團結合案件有待釐清之疑義主要為：其一，公平法第6條第2項規定之
76

77

所謂企業集團，係指所屬子公司在保有其法律獨立人格之前提下，接受集團母公
司統一指揮管理，全部集團企業形成一經濟主體而言。因此，在事業合併之結合
類型下，不論係吸收合併或新設合併，由於合併後之消滅公司喪失其法律人格，
與企業集團結合強調其從屬子公司仍有法律人格之概念有別。
學者認為，公平法結合管制較公司法關係企業之規範範圍為廣，理論上構成關係
企業者，亦應成立事業結合，反之則未必成立。參閱吳秀明，「論關係企業與公
平交易法上之結合管制」，臺灣大學法學論叢，29卷3期，頁162，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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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計算持股範圍，僅限控制從屬關係事業；另一方面，公司法規定關係企業
之合併計算持股範圍較廣，包含從屬公司、第三人為該公司或其從屬公司之持
股，均應一併計入（第369條之11），因此顯現公平法結合管制疏漏現象。其
二，二公司間存在董事兼充之情形，判斷是否構成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
務經營或人事任免之結合類型，是否限於以公司法規定之「半數以上」董事兼
充作為認定標準？該等問題，應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

一、持股合併計算
（一）控制從屬公司持股之合併計算
控制公司持有他事業股份，應合併計算其從屬公司對該他事業之持股，以
論斷其是否構成事業結合行為，此於公平法6條第2項訂有明文規定，較無疑
義。例如下圖2所示，若A為B之控制公司，B為C之控制公司，且A、B、C各
對D持股1/6，雖B或C本身之持股不足以構成結合，惟按公平法第6條第2項規
定，公平會即可合併計算A、B、C公司之持股，成為1/6+1/6+1/6=1/2>1/3，構
成公平法上所謂的事業結合事由。
(註：直線代表控制從屬關係；箭頭代表持股)

圖2：控制從屬公司持股之合計
資料來源：吳秀明，註77，頁164。

（二）第三人持股之合併計算
1. 信託持股之合併計算
事業或其從屬公司，出資以第三人名義持有其他公司股份，應否將其計入
該出資者之持股總數內？例如下圖3所示，A為B之控制公司，兩公司各自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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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透過第三人名義購買F公司股份，(C由A提供資金，D、E由B 提供資金)，致
使A、B、C、D、E各自取得F公司1/8之股份，此時依據公司法第369條之11合
併計算第三人持股規定，A與F公司業已形成控制從屬之關係企業(A取得F公司
5/8之股份)；但在公平法結合管制方面，同法第6條第2項規定，僅能合併計算
A與B對F公司持有之股份：1/8+1/8=1/4，尚未達到1/3持股比率之結合管制門檻
78

，因而可能成為事業逃避結合規範之管道。惟此情形既已成立關係企業，便

代表二事業間確實已經成為一個經濟上的統一單位，此時如果連結合基本門檻
都無法滿足，則在結合管制之第一道門檻即已否決其接受管制之可能性，無論
79

自競爭法或競爭政策之觀點上言，均甚為不妥 。是以公平會為填補此結合管
制之立法疏漏，爰於審查實務上解釋此幕後出資者為實質持股人，俾得以將該
80

第三人名義之持股合併計入結合管制門檻 。
(註：直線代表控制從屬關係，虛線代表為他人持股，箭頭代表持股)

圖3: 信託持股之合計
資料來源:吳秀明，註77，頁165。

2. 兄弟公司持股之合併計算
現行公平法第6條第2項之合併計算持股管制對象，僅限於控制從屬關係之

母子公司間(含孫公司以下之從屬公司)，至於隸屬於同一企業集團之兄弟公司
間，則不在此持股結合管制範圍內。例如下圖4所示，A為B、C公司之控制公
78
79
80

包括：(A→F)和(A→B→F)。
吳秀明，前揭註77，頁168。
東森媒體科技公司結合應申請許可為申請案、公平會（88）公處字第158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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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B、C又分別為D、E之控制公司，B、C、D、E各自取得F公司1/8股份，若
依公平法第6條第2項規定，僅能分別計算B與D、C與E對F公司持有之股份：
81

1/8+1/8=1/4，二者均未達到1/3持股比率之結合管制門檻 。然而，A居於企業
82

集團最頂端之母公司地位，透過B→D→F、C→E→F持有股份 ，實際上與F公
83

司存在控制從屬關係，現行公平法卻未能將其納入結合管制範圍內 。有鑑於
此，目前在立法院審議中之公平法第10條(現行法第6條)修正條文增列第2項後
段規定：「計算前項第二款之股份或出資額時，應將……與該事業受同一事
業或數事業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所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一併計
入。」藉以改善現行法結合管制疏漏之缺失。
(註：直線代表控制從屬關係；箭頭代表持股)

圖4: 兄弟公司持股之合計
資料來源: 作者自繪

3. 關係人持股之合併計算

依據公司法第369條之11規定，計算公司對他公司之持股或出資額，應合
併計算公司之從屬公司、第三人為該公司及其從屬公司等之持股或出資額。相
81

82
83

由於母公司A未持有F公司股份，因此無法合計B、C、D、E對F公司持有股份：
1/8+1/8+1/8+1/8=1/2。
含B F、C F之持股關係。
有關企業集團持股之合計，德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第36條第2項前段規定，參與
結合企業之一為股份法第17條所稱之從屬或控制企業，或為同法第18條所稱之康
采恩企業者，應與其有控制、從屬或康采恩關係之企業，視為一整體之企業。此
相對於我國公平法結合管制規定，德國法應為較完善之立法設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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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此，現行公平法欠缺如是合併計算第三人持股或出資額之規定，是以事業
意圖規避公平法之結合管制，即可利用其負責人或親屬或該等人之關係企業等
名義分散持股，以致發生事業、關係人持股皆未達結合管制門檻規定之脫法行
為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公平法修法草案第11條新設結合事業銷售金額申報門檻，
增列合併計算關係人持股或出資額規定，以揭露其實際持股控制之情形，俾落
實結合管制之規範效力。惟本文以為，上揭修法草案規定，存在下列有待檢討
之問題點：
(1) 結合管制之規範體系
從法律適用邏輯之觀點而言，事業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
必須達到結合定義之第一道管制門檻，始有可能接受第二道銷售金額
申報門檻之管制。如此而言，公平法修法草案僅於第11條第5項規定
控制性持股之關係人範圍(第二道管制門檻)，卻未在第10條第2項有關
結合定義納入事業持股與關係人持股併計之規定(第一道管制門檻)，
84

其規範體系存在本末倒置之設計缺失 ，致有未能根絕結合管制脫法
行為之隱憂。
(2) 「關係人」持股之認定範圍
公平法修法草案第11條第3項規定：「對事業具有控制性持股之
人或團體，視為本法有關結合規定之事業。」同條第5項第1款至第5
款復規定應計入控制性持股之同一自然人、同一團體代表權人及其配
偶、二親等以內血親、該等人擁有控制權或擔任負責人之事業等關
係人持股。如此規定，顯然仿效自銀行法第25條之1有關「股東適格
性」(ﬁt and proper)審查原則，將結合管制對象擴張至參與結合事業名
義以外之關係人。然而，公平法修法草案引進原本僅適用於特定金融
產業之大股東持股管制規定，全面適用於一般產業之持股結合管制，
有無引起「過度管制」(over-regulation)效果之虞？值得公平會密切關
注。本文以為，為緩和新法規定對於關係人投資意願之衝擊，以保障
84

公平法修法草案第11條第4項、第5項合併計算股份規定，乃係仿效德國營業限制
競爭防止法第37條第1項3.2：「計算事業持有他事業股份時，為事業之計算而由他
事業所持有之股份，或事業為個別商人者，屬於該商人財產之其他股份，亦應一
併計入……」值得注意的是，該條項乃係訂於德國法之結合定義規定中，並非規
定於第38條有關營業額及市場占有率計算之條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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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單純持股之證券投資權益，日後公平會執法應採限縮解釋立場，以
關係人持股係「為參與結合事業之計算」目的，始有適用新法合併計
85

算持股規定之餘地 。

二、董事兼充
歷來公平會對於事業與他事業有半數以上董事兼充情形，胥皆歸類其為公
平法第6條第1項第5 款所謂「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之結合類型，倘其符合第11條第1項各款之一結合申報門檻者，即認定參與結
合事業負有申請許可之義務。不過，在2009年之統一公司與維力公司結合應申
報而未申報之處分案，上述公平會見解遭受最高行政法院質疑。
本案，統一公司取得維力公司32%股權，並於維力公司董監事改選中獲得
半數席次；惟統一公司未依公平法第11條第1項第3款規定提出結合申請，爰受
86

到公平會命其免除相關人員職務，並處以50 萬元罰緩之處分 。本案處分經統
一公司提起行政救濟後，最終最高行政法院再審之訴維持撤銷原處分判決，
87

主要判決理由為 ：本件再審被告(統一公司)與維力公司僅董事1人相同，並無
「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之情形，自不生與公司法第369條之3
第1款規範關係企業控制從屬關係。是以再審原告(公平會)援引該公司法規定，
進而認定兩者之「董事兼充」係屬公平法第6條第1項第5款所定直接或間接控
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之結合型態之一，應受競爭法有關結合之規範
云云，顯然引喻失義。
本文認為，公司法規範關係企業之目的在於保護從屬公司股東與債權人權
益，與公平法管制事業結合之目的為維護市場競爭結構，二者之立法意旨不盡
相同。即公司法上董事兼充涉及對公司的名目(de jure)控制力與實質(de facto)控
88

制力，與競爭法上所謂經濟力集中的控制力概念 ，仍有不同，二者無法完全
85

86
87
88

德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第36條第3項規定，對於非屬於事業之個人或非法人團
體，若其有多數參與一事業從事資本之行為，得將其視為本法所稱之事業。另依
同法第37條第1項3.2規定，將他事業或個別商人之持股合併計入一事業持股者，以
其持股係為該一事業之計算為限。以上德國法制，可資我國公平法新法運作之參
考。
公平會（98）公處字第035號處分。
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134號判決。
EU. 2008. “Commission Consolidated Jurisdictional Notic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vailable at : Commission Consolidated Jurisdi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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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如此而言，公平法對於董事兼充之結合管制，未必受限於公司法關係企
業之過半數董事兼充規定，公平會宜應發展出適合於競爭法原理運作之結合審
查準則。

伍、結論與建議
近十數年來，我國所得分配情況逐漸惡化。由於掌控多家關係企業的大型
集團，往往在金融、媒體與工商界具有甚大影響力，倘公平會在關係企業相關
結合案，採取寬鬆態度，自然容易形成財富集中，不利於所得分配，甚至影
響民主政治與社會安定。但就公共政策角度言，政府實在有太多政策工具(例
如：租稅、社會支付甚至全民健保)可用於矯正所得分配，且其經濟效率與政
策品質均遠優於反托拉斯政策。再者，維護市場競爭機制本屬競爭機關天職，
嚴苛的結合管制卻係以人為干預取代競爭機制。此時，以維護市場競爭的機關
負責干預市場競爭的任務，本身即有矛盾之處。
況且，我國經濟發展係以中小企業經營為基礎，並無類似德、日等國存在
企業集團壟斷產業之歷史背景因素。因此，本文並不建議公平會過度傾向較嚴
格的企業集團事業結合管制(例如：解體措施)，公平會仍應以維護市場競爭為
施政主軸，在審理結合申報案時，盡量尊重市場機制，以維護經濟效率為最後
依歸。只是因為現行公平法對於關係企業結合案件的持股比率、持股合併計算
及董事兼充存在管制疏漏之處，容易形成財團脫法行為之空間。為解決此一問
題，經本文從經濟、法律學理及各國法制等觀點之分析，建議如下：
一、現行公平法規定1/3持股比率之結合管制類型，其單一管制門檻設計
過於簡略，難以反映企業集團控制從屬之真實狀態。改善之道，宜
應修法改採多階段管制門檻，增列股份交易金額、持股比率等級(例
如：50%、25%、10%)、持股比率排名、與其他股東持股差距等標準
事項。
二、針對企業集團藉由他人名義持股以規避結合管制之現象，公平法修法
草案增列第10條第2項之兄弟公司持股併計、第11條第3項至第5項之
關係人持股計入控制性持股等規定，以資因應。不過，從法律適用邏
輯之觀點，修法草案第11條第3項至第5項屬於結合第一道管制門檻階
Notic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
do?uri=OJ:C:2008:095:0001.

公平交易法對企業集團事業之結合管制

215

段，宜應移入第10條結合定義規定內，如此規範體系方為完善。此外
在新法實際運作時，對於關係人持股併計宜採限縮解釋立場，應許可
關係人提出「單純投資持股」、「非為參與結合事業之計算」等抗辯
事證，排除其計入控制性持股規定之適用。
三、公平會對於董事兼充之事業結合類型，歷來藉助公司法關係企業之過
半數董事兼充規定作為判斷標準，未必契合競爭法結合管制原理。是
以公平會宜應充實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列舉兼充職務類別、兼充職員
人數比例、兼充職員有無代表權限、當事人公司持股比率及交易狀態
等綜合審查要素，發展出特定結合類型之審查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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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arch 2013, four domestic business conglomerates (including Formosa
Plastics), filed a merger notification to the FTC regarding its intention to acquire
more than one third of the shares of a subsidiary of Hong Kong-based Next Media
Co., Ltd through Global Professional Investment Limited based in the British Virgin
Islands. Since the case, in addition to Article 6(1)II of the Fair Trade Act, meets the
merger type set forth in Article 6(1)III, the ultimate controlling companies of the four
would-be joint-purchasers of the print media business of Hong Kong-based Next
Media Co., Ltd. as well as Hong Kong-based Next Media Co., Ltd. were all required
to ﬁle a merger notiﬁcation. However, in the case, there are some issues in computing
the shares or capital contributions of another enterprise held or acquired by an
ultimate controlling company and afﬁliated companies. Therefore, this study attempt
to investigate the regulations of business groups merger in the Fair Trade Act.
Key words: Fair Trade Act, Business Group, Merger, Controlling
Company, Media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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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評論人：林宜男（淡江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暨國際企業學研究所教
授）
蔡委員、顏教授與各位報告人大家好。誠如顏教授所提到的，確實公平會
在結合的時候可能遇到一些問題，以壹傳媒來講確實是很大的問題，後來是撤
案了，如果再繼續申請下去，那通過或不通過對公平會也是一項嚴格個考驗。
最重要還是在市場界定的問題，公平會在未來的修法將市場占有率給取消掉，
改用銷售金額來看，這樣可能會比較容易一點。我感覺公平會在結合的案子裡
面，比較困難的是有關於資金來源的問題，因為資金來源確實是比較沒有辦法
查得到，有沒有外資或是陸資當然是由經濟部投審會來審查，問題是當企業在
做結合的時候為了規避公平會的審查或容易通過，會單獨成立一個新的公司，
它的資金從哪裡來並不曉得，法人代表又與原來企業沒有關聯性，公平會要取
得資訊是相當困難的。
我認為公平會在結合的過程申請過程中往往無法取得充足之資訊，且很多
時候限於時間上的因素。現在的條文是有30/30天的問題，也就是須在60天內
做出決定，如果未來修法若能夠通過30/60天，時間可能會稍微長一點，不過
我還是認為那樣的時間還是不太夠。另外，也期待公平法未來增訂對事業具有
控制性持股之人或團體，及子公司或兄弟公司之相關規定後，能更有效地解決
現行所遇到之問題。
我對顏教授的大作是蠻贊同的，尤其內容是蠻豐富的，嘗試將經濟與法律
學者相互結合。其實跨領域結合是非常難，要體現經濟、法律學的概念，公平
交易法是一個很好的領域。不過在後來的結論與建議好像沒有把馬教授前面第
二部分提到的一些見解給納進來，所以好像第二部分對結論影響不是很大，建
議可以嘗試把第二部分的內容摘到結論裡面比較好。
由於本文三位作者裡面有兩位是法律學者，是否可以在結論部分寫得更具
體一點，就目前的條文或是即將要修法的條文，直接去談修法內容建議。此
外，是否可以有比較詳細的個案研析？以較實務上的案例，可能比較容易瞭解
現行條文的窒礙難行之處，最後提出一個修正版本。因本文中涉及到國內的案
例，只有統一併維力一案。
最後，在三點結論的部分可能可以寫得更具體一點，例如有關增列股份

公平交易法對企業集團事業之結合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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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金額、持股比例排名等等，在實務上可能比較困難一點。另外，結論第2
點建議將第11條的第3項到第5項移到第10條，不過我覺得第10條是談結合的定
義，如果對名詞的解釋擺在第11條可能比較適合一點。以上為個人淺見，僅供
卓參。

閉幕式

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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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委員蕙安閉幕致詞

各位貴賓、各位先進、各位同仁：
經過一天熱烈的研討，第21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即將圓滿結
束。在此，謹代表公平會感謝各位的參與。特別是在本次研討會中，擔任主持人、論
文報告人及評論人的所有學者專家，因為你們的鼎力支持，使得這場研討會能夠順利
完成，謹向各位致上最誠摯的敬意與謝忱。
隨著自由開放的競爭環境急速發展，使競爭法的執行面臨了嚴峻的挑戰，身為競
爭法主管機關，如何建構合乎本國需要及國際標準的競爭環境，公平會責無旁貸。
公平交易法中之「結合」及「產業競爭」是當前公平會執法上極受關切的重點，
這次研討會對結合相關問題就有相當廣度與深度的討論；另外專利權行使與競爭法之
關係、聯合行為之認定、結合模擬分析與管制，及國內電力市場、電信產業管制與公
平交易法競合問題等，也都是競爭法社群關切的議題。針對這些議題，在今天的研討
會中，各位學者專家都發表了極為精彩的報告，並提出了多項重要建議，這些都將作
為本會施政參考的重要依據。整體而言，這次研討會發表的論文，對於本會在辦案實
務上或政策擬訂上，都有很大的助益，相信本會業務單位同仁，在聽取各位學者、先
進的精闢見解後，一定有十分寶貴的收穫。
最後，謹代表公平會再度感謝大家熱烈的參與，也希望大家繼續給我們支持與鼓
勵。敬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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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價格行為認定方法之研究
吳秀明
加速公營獨占事業開放之研究
施俊吉、林啟智、周崇輝
產物保險共保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之適用關係
廖述源
價格決定機制之研究
施俊吉、劉孔中
反傾銷與競爭政策之關係
劉孔中、施俊吉、朱雲鵬
多層次傳銷評鑑系統之驗證與修正
陳立信、張正賢、楊明宗
WTO架構下智慧財產權與競爭法之關係
羅昌發
公用事業營業章程與公平交易法關係之檢討
黃茂榮
「政府採購與公平交易法之相關性」研究
范建得
交通運輸業與電信業有關解除管制及競爭法適用問題之研究
王國樑
各國解除管制工作之研究
朱雲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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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論公平法結合管制對加盟連鎖行為之規範―以統一超商為例
范建得
便利商店反托拉斯市場的界定
莊春發
加盟事業便利商店市場的界定及其行銷通路之探討
李仁芳
公平法有關不公平競爭行為，應如何適用「合理原則」或「當然違法」原則
林廷機
智慧財產權耗盡問題與公平交易法
林克敬
我國與各國多層次傳銷事業退貨條件與處理原則之比較
李仁芳、張愛華
參加多層次傳銷事業支付一定代價之研究
范建得
公平法第三十六條「先行政後司法」之法律分析
陳櫻琴
公平交易法案件之團體訴訟
陳洸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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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聯合行為構成要件之研究―第一部分：同業公會聯合行為之責任
蕭文生
聯合行為構成要件之研究―第二部分：避難到不公平競爭的聯合行為管制
―公平法第十四條與第十九條第四款適用關係之釐清
吳秀明
公平交易法第七條有關聯合行為之規定究屬概括規定或屬列舉性規定之研究
吳秀明
有線電視頻道節目業者與播送系統業者垂直結合之競爭規範及許可衡量標準
之研究
石世豪
區域性獨占、區域性整合與自然獨占：有線電視業涉及公平交易法之問題
柯伯昇
有線電視產業之通路競爭、福利分析與政策效果
吳基逞
電信市場競爭政策與法律問題
劉紹樑
論推薦廣告之規範―以美國經驗為例
范建得
當前關於結合管制之重要問題
黃茂榮
公平會獨立性相關問題之研究
陳櫻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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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性定價認定方法之實證研究：Areeda-Turner成本基礎法初探
單驥、莊春發、馬泰成、謝仁弘
我國油品市場相關問題之研究
許志義
我國油品市場管理法規相關問題之研究
范建得
國內新聞報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李仁芳、陳文玲
台灣職業證照制度與市場競爭
李誠、郭穎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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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網際網路發展與競爭法相關問題
石世豪、程宗明
論網路上智慧財產權之保護與不公平競爭―商標與著作權爭議為例
馮震宇
電子商務不公平競爭行為規範的幾個初步觀察
劉靜怡
公平交易委員會關於廣告之規範政策與實務的檢討
黃茂榮
比較廣告之案例研究―以公平會調查程序為中心
陳櫻琴
競爭政策下的民營化策略―以電力事業為例
林克敬
「公平交易法」對結合案件之境外管轄權問題研討
林宜男
房屋仲介業之市場結構與行為管制―兼論公平交易法之規範
本會第一處
策略聯盟於公平交易法之探討
彭康麟
電信業價格上限管制之誘因機制
蔡蕙安
台灣電信產業競爭化的市場結構設計
林健次、蔡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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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國家對專業人員服務競爭問題規範之研究
王文宇、劉孔中
我國公平交易法垂直限制行為執法實務之檢討―兼論歐盟、德、法、美、日
垂直限制規範
本會第二處
國際化與自由化政策下，產地標示與不公平競爭之關係
本會第三處
競爭政策之內涵及其於國家經濟發展應扮演之角色
本會法務處
競爭政策與貿易政策之互動
本會企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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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從公平競爭觀點論電業自由化之發展願景與管制制度之建立
許志義
從日本解除管制經驗檢視我國解除管制作法與方向
紀振清、黃銘傑
未受「專利法」保護之標的是否可受「公平交易法」之保護
林宜男
聯合採購的型態與適用條件
王忠宗
從依賴性理論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以公平法立場之研析適用
吳秀明
OECD對競爭政策的處理及其對多邊體制之影響
黃立
BOT招標階段資格限制與公平交易法之研究
莊春發、徐芳霞
公平交易法與政府採購法對「BOT中交易相對人選擇自由與融資」
的規範
謝杞森
事業垂直限制行為之公平法適用問題研究―以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為核心
黃營杉、范建得
圖書限制轉售價格法制
王銘勇
論美國反托拉斯法對搭售安排「個別產品」要件之認定標準
陳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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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電信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劉紹樑、劉崇堅、莊春發
四C整合趨勢下有線電視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石世豪、蔡志宏
網際網路之發展及其競爭規範初探-技術與法律之分析
陳光禎、劉孔中
從競爭觀點來觀察電子商務產業環境
謝穎青
合作研發與國家創新系統
李仁芳
桶裝瓦斯勞務配送中心與公平交易法相關分析
莊春發
公平交易法不實廣告與詐欺罪之界限
王銘勇
不實廣告保護法益之研究-「廣告詐欺罪」之省思
陳櫻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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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就競爭法觀點論供油業者之關鍵設施共享
張玉山、李淳
加油站區域市場劃分暨垂直性限制條款與公平交易法之相關性分析
梁啟源
我國家用液化石油氣市場開放後之結合競爭問題與公平交易法之關係
莊春發
數位網路產業之競爭政策與競爭規範
劉孔中
競爭法對流通業經營行為規範之研究―以附加費用收取行為為中心
黃營杉、黃銘傑、吳師豪
教科書及參考書市場交易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之適用性研究
吳秀明、趙義隆
跨國事業結合競爭相關問題及其經濟影響之分析
陳坤銘、吳秀明
仿冒未受專利保護之新式樣與不公平競爭規範
張懿云、林廷機
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修正後適用問題之研究
蘇永欽、范建得
寡占市場「一致性行為」之證據認定方法及其濫用市場地位行為規範
―由 Container Corp.案探討交換資訊行為
張明宗
醫療市場競爭規範之建立初探
陳志民
基礎設備理論於醫療事業之適用與檢討
紀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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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產業自由化、國際化與競爭政策：兼以台灣石油及石化業為例
許志義
從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職掌探討公平會的組織調整
胡祖舜
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替代與互補
莊春發
競爭政策與管制政策之取捨與協調：以公用事業為例
張玉山、李淳
公平交易法對贈品贈獎促銷行為之規範
鄭家麟
網路傳銷組織之研究-案例觀察與評析
陳櫻琴
上游廠商標示建議價格行為與公平交易法第18條之關係
王銘勇
我國 IC 產業與其相關市場廠商競爭行為之研究-以事業結合行為為例
施錦村
我國及先進國家對瘦身美容案件之處理實務及法規依據
朱蔚菁、李文秀、殷世熙、杜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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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公平交易法在知識經濟發展中的角色
吳榮義、劉孔中、林欽明
WTO 新回合談判我國關於競爭政策應有之立場
羅昌發、楊光華
公平交易法對金融機構結合行為之規範及審查原則之研究
薛琦、劉紹樑、李存修、張明宗
電腦印表機、電梯等事務機器之主產品與其耗材、零組件及維修服務等附屬產品間市
場交易行為與公平交易法適法性之研究
方文昌、謝立功、蘇聖珠、陳芳萍
網路產業發展與策略聯盟競爭環境
承立平、陳菁瑤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4 條適用於仿冒商品（服務）外觀案件之研究
劉孔中、謝杞森
公平交易法對於加盟契約適用之研究
趙義隆、陳志民、吳瑾瑜
參加人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退貨之權利保障對多層次傳銷管理之必要性研究
陳得發、楊芳玲、王昭雄
事業以聯合行為或濫用市場地位調漲價格經處分後，要求回復原價之探討―美國反托
拉斯法之分析
陳志民
從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觀點，檢討現行行政爭訟制度
蔡秀卿、陳榮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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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知識型新興產業之公平競爭規範
范建得
網路不公平競爭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以Hyperlinks、Frames、Meta-Tag、KeywordAdvertising為例
林克敬
公平交易法對網域名稱規範之檢討
王銘勇
聯合行為之採證與例外許可項目之研究
劉孔中、黃茂榮
信用卡業務聯合行為之研究―聯合信用卡中心運作現制之檢討
王文宇
人造纖維製造業市場行為與公平交易法適用性研究
陳榮隆、林燾
油品市場自由化與限制競爭因素的探討
張玉山
著作權法與公平交易法關係之研究
謝銘洋、張懿云
經濟理論的競爭觀在執行反托拉斯管制上的定位與應用
莊春發、李顯峰
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管制革新中應有的角色
曾明煙、胡祖舜、許俊雄
我國自來水市場解除管制可行性之研究
虞國興、康世芳、胡名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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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廣告資訊揭露完整程度與不正競爭相關問題研究
趙義隆、祝鳳岡、謝杞森
公平交易法對多層次傳銷定義相關問題之研究
徐火明、張芳嘉、鄭啟揚
加入 WTO 後，我國汽、機車產業競爭行為與公平交易法適用之探討
李培齊、張紘炬、張力、李家悅、黃凱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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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小麥聯合進口制度及其管理方式之探討
劉孔中、馬泰成
寡占市場廠商價格跟隨行為規範之研究
陳坤銘、溫偉任
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
王銘勇
事業共同研發聯合行為例外許可申請審查原則及其基準之擬議
范建得、莊春發
我國民生氣體燃料市場競爭機制之引進與公平交易法之關係
莊春發、陳志民
公平交易法對流通事業垂直交易限制行為之規範
許英傑、黃銘傑、黃慧玲
公平交易法對公司名稱規範與保護及範圍
林國全、馮震宇
公平交易法對廣告隱藏條件、負擔、限制等行為之規範研究
何之邁、劉美琪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應用於競爭政策之可行性研究
李秉正、徐世勳、林國榮、楊浩彥
公平交易法對金融控股公司之規範
王泰銓、王志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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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海運同盟國際卡特爾與競爭政策之關係
林克敬
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參考書相關市場管理及公平交易法對其市場銷售行為規範之研究
黃銘傑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有關廣告行為主體認定之研究
劉姿汝
公平交易法、銀行法及刑法詐欺罪對吸金行為規範競合之研究
王銘勇
台灣媒體在廣告市場競爭關係之研究
莊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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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日本獨占禁止法對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之規範
顏廷棟
事業結合規範之再檢討
劉姿汝
維持轉售價格的研究
莊春發
禁止營業誹謗之研究
張麗卿
不法比較廣告之研析― 2004 年台灣案例
余朝權、林金郎
不動產不實廣告建商與代銷商法律責任之研究
李憲佐
因應行政罰法施行，公平交易法與其他行政法規競合問題之研究―以不實廣告為中心
張其祿
交通運輸產業之競爭規範
張懿云、賈凱傑、陳麗娟
保險仲介人之居間行為與公平交易責任研究
冉弘毅、謝紹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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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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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我國獨立機關建制之商榷
蔡茂寅
建立多層次傳銷事業專業評鑑制度及評鑑指標之研究
洪鉛財、羅彥棻、池曉娟
著作權仲介團體與卡特爾規範之研究―以德國及歐盟卡特爾法為中心
張懿云
論水平結合管制的準則―總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不利益
莊春發
全球100大銀行及100小銀行之績效―台灣的銀行與它們的相同與相異及台灣的銀行競
爭程度
沈中華
台灣有線電視產業成本特性與市場力量之探討
王國樑、張美玲
國內油品產業結構、廠商行為與競爭法規範
許松根、馬泰成、顏廷棟
健保十年，醫療服務產業的演化
蔡偉德、劉育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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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台灣金融業結合案例之經濟效益評估-金控公司範疇經濟衡量
黃美瑛
金融產業與公平競爭
謝易宏
銀行業虛偽不實廣告之研究
莊春發、林宗鈞
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
顏廷棟
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之建立與執行研究
陳得發、王昭雄
專利權與公平交易法之交錯—論標準制定涉及之專利權行使與限制
李素華
「著作權警示」對不公平交易的影響
林利芝
論台灣有線電視產業的競爭政策
莊春發、柯舜智
無線電頻譜市場管制模式之探討—以頻譜財產權制度為核心
林俊宏
連鎖便利商店收取附加費用行為之探討
余朝權、吳成物、陳韻珊
公司治理與競爭法之交錯—以公開收購下競爭收購者間停止競爭協議之法律規制為核
心
朱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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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統一定價」與「競爭機制」—液化石油氣產業之研究
莊春發
不動產經紀業之管理法制與不公平競爭
陳明燦
電信產業跨平臺結合之競爭規範—在利益與不利益之間
劉孔中、周韻采、簡維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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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廷棟
論智慧財產權與不正競爭防止法上補充成果保護間之關係—由德國法、歐體法與日本
法看我國商標法與公平交易法之修正
許忠信
消費者福利、消費者保護、及競爭政策
陳志民
消費爭議與公平交易法
劉姿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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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薦證廣告與薦證者之責任
謝杞森
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行為適用之可行性研究
顏廷棟、馬泰成、王泰昌、黃郁雯
公平交易法與其他法規競合競爭評估標準之研究—管制政策影響競爭之評估
陳和全、劉姿汝
電信網路接取服務批發價格之管制與實務—兼論防止垂直價格擠壓之檢驗方法
王碧蓮、黃郁雯、陳人傑、羅山珊
公平交易法對銀行業結合之評估—檢查表之設計與討論
沈中華、張大成、朱德芳、謝智源
金融海嘯下能源價格波動之競爭政策意涵
梁國源、曾明煙、顏承暉
我國油價設定影響因素之研究
李秉正、陳家榮、張雅涵
國際競爭法在競爭倡議上之發展及其引入國內之可行性
李淳、陳櫻琴、顏慧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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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素華、林育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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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觀點論競爭法對於加盟經營關係之規範
顏廷棟
廣播市場開放的多元化與地方化效果之研究
莊春發
智慧財產權之行使與不公平競爭—由（.tw）網域名稱註冊爭議，論商標權行使與不
公平競爭
周天
各國競爭法對能源產業規範之研究
陳汝吟
網際網路產業之垂直整合對公平交易規範的啟示—以廣告字拍賣市場為例
劉楚俊、陳姿縈
結合矯正措施之研究
陳志民、陳和全
服務業的履約保證在公平交易法的適用—以不動產買賣、仲介及殯葬業為例
謝杞森
論隱藏式廣告於競爭法下之適法性—歐體指令、德國不正競爭防制法與我國公平交易
法規範之比較觀察
林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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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聯合行為例外許可對民生物價與市場競爭之評析
顏廷棟、馬泰成、黃美瑛、黃郁雯
從數位匯流相關產業之發展看公平交易法執法之挑戰
莊春發、陳志成
各國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調和之研究—以能源產業為中心
莊春發、陳汝吟
流通業買方力量之經濟分析

吳世傑、曾靜枝、陳宏易
Strategic Selection of Direct Selling and Private Brand under Retailer Stackelberg
廖俊雄、曾貝莉
營業秘密之保護與公平交易法之關聯
章忠信
單方行為之研究
陳志民、陳和全
管制型產業行為在競爭法上抗辯之研究
陳志民、陳和全、葉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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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論廣告促銷價併列原價之適法性—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與我國公平交易法規範之比較
觀察
楊宏暉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案件之探討：以網路時代之薦證廣告為中心
王明禮
網路平臺在關鍵字廣告市場之中立性探討
童永年、蔡蕙安、陳思翰
浮動油價之檢討與因應
廖惠珠、陳筠淇
以歐盟規範與實踐論電信業垂直擠壓的管制
魏杏芳
最惠國條款與競爭法之案例研究
楊智傑
經濟分析方法於競爭法議題應用之研究—聯合行為
陳和全
非價格垂直限制適用「合理原則」之違法考量因素
陳志民、林益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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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藥品業產品跳躍行為之競爭法研究
王立達、邱靖芳
標準必要專利與競爭法
王銘勇
論聯合行為之認定–從超商咖啡案談起
劉姿汝
我國電業自由化違反競爭法行為態樣之探討
許志義 、王京明 、黃鈺愷
計量途徑的結合模擬–臺灣電信市場的實驗案例
陳和全
金控公司結合之研究
江朝聖
公平交易法對企業集團事業之結合管制
顏廷棟、馬泰成、林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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