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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跨國企業
何 謂 跨 國 企 業 （ Multinational
，如果從名稱來看，就是事
Corporation）
業版圖橫跨好幾個國家，在這些國家從事實體投資，而不侷限在一個
國家境內營運的企業。這裡我們強調實體投資，所以今天演講中所提
到的跨國企業都是在國外有實體投資的，而不是只在其他國家做金融
投資，如購買債券、股票等。一個跨國企業到其他國家去做實體投資，
可能是買現成的，也就是併購既有的企業體；也可能是建構新的事業
體。亦即透過投資，在不同國家建立活動據點，分別進行包括研發、
生產、組裝、銷售、售後服務等涵蓋整個生產鏈的各種活動。舉例來
說，10 多年前，本人在經濟建設委員會服務，到中美洲考察時，曾經
，他們的工作
參觀一個設在哥斯大黎加的電話服務中心（call center ）
內容，是為美國某企業做電話售後服務。當美國企業在本國銷售某電
器產品，消費者使用產品有問題或困難時，可以拿起電話撥打產品背
後註明的免付費 1-800 服務電話，這時候接電話的人可能跟你不在同
一個城市，甚至不在同一個國家，而是在世界遙遠的另一端為你服
務。10 多年前跨國企業已經可以把產業分工做到這個程度，他們透過
實體投資，把整個生產鏈拉得非常遠，此時不僅是上、中、下游的分
工，還可能是單一產品生產過程當中細密的製程分工，在不同的地點
進行不同製程階段的加工。所以我們常說 20 世紀的後半是全球化的
世紀。而全球化是如何實現的？就是透過跨國公司把生產鏈橫跨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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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而建立起來的。當他們在不同的地點從事不同的加工程序時，他
們動用了跨越國境的各種生產資源，在那裡製造加工有比較利益，就
動用那裡的資源。藉由這樣的方式，他們穿越國境進入很多不同國家
的市場，形成區域性或全球性的事業網絡。若我們把國家看成是掌控
國境領域內所有資源與活動的地域經濟體，而跨國企業則是在特定的
產業活動上，掌控橫跨各國特定資源與市場的企業經濟體。也因企業
選擇在具有特定資源優勢的國家進行特定活動，也使國家經濟活動有
扁平化或是窄化的趨勢，如果生產地點在某方面有比較利益，透過跨
國投資的運作，就會有較多同類型的經濟活動集中到這個地方，但是
其他的部分可能就會轉移。所以過去一個國家經濟繁榮的時候，常比
喻為水漲船高，所有的企業一起好起來。但是現在就算總體經濟數字
好起來，卻常被說是「無感復甦」
，因為好的產業部門發展很蓬勃，
但其他產業就冷颼颼。不論樂意與否，國與國之間透過跨國企業投
資，已被緊密的連結在一起，成為互相倚賴，相互影響的經濟共同體。

貳、跨國企業重要性
大家都認為跨國企業很重要，到底有多重要？重要性會持續下
去？還是會逐漸減弱？有沒有什麼衡量指標可以讓我們看見它的重
要性及重要性的發展軌跡？有的，已有一些研究反映出跨國企業的重
要性：
一、Gabel and Bruner
例如 Gabel and Bruner 2003 的文章裡就提到，如果「就產出價值
來看，全球最大的 100 個（國家或企業）經濟體中，有 53 個是跨國
企業，這些跨國企業比全球四分之三的國家經濟體規模還大」
。也就
是說，如果我們把國家經濟體的產出價值及跨國企業體的產出價值放
在同樣的基礎上做比較，全球最大的 100 個經濟體中，跨國企業占 53
個，這些跨國企業的生產能量或是控制資源的能力，比全球四分之三
的國家經濟體還大，這是十分驚人的。
二、Forbes 企業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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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一個資料是 the Forbes Global 2000，富比士雜誌從 2003 年
開始，每年發佈全球 2000 大企業的排名，觀察的指標包括企業總銷
售值、資產及利潤等。從 2004 到 2009 年的資料來看（其中 2009 年
的資料是 2010 年發佈的，所以我把 2010 年的資料看做是企業 2009
年的表現）
，這些跨國企業的年銷售成長率是 6.44%，比全球平均銷
售成長率 6.26%稍高。資產成長率方面，全球 2000 大企業資產年成
長率是 8.98%，遠高於全球總資產成長率 6.07%，在這樣相對快速的
成長之中，跨國企業在全球貿易的重要性，不論是在資產的增長或是
市場占有率都愈來愈高。
三、跨國企業內部交易占全球貿易的比重愈來愈高
據聯合國的貿易暨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 ment，UNCTAD）的 2003 年的報告資料指出，如果看跨
國企業的內部跨國交易，
（亦即同一個企業集團裡，母公司與子公司，
或子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關係企業交易）在 2001 年占全球總貿易額
，更不要說這些跨國企業跟其
的比重已經達到三分之一以上（35%）
他獨立的事業體間的交易金額，如果將這個也納入，那比重是超過一
半的。
另 Feenstra1995 年的資料顯示，1992 年間美國出口中有 35%是跨
國企業的內部交易，而進口部分則有 43%是跨國企業的企業內部交
易，可見它的範圍是多麼的龐大，所占的比重也很高。
四、貿易爭端談判
這些跨國企業的內部貿易，應該看成是誰賣給誰？是從地理位置
來看，是出口國賣給進口國，但從企業所有權來看，則是那一國的企
業賣出其他國家的企業。那一個角度比較正確，已經引起一些爭議。
近年來，美中兩國在貿易糾紛談判時，因為中國大陸對美國的貿易盈
餘太高，亦即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太高，因而爭端不斷。而在進行
貿易談判時，中國大陸代表就說：我們出口到美國的出口金額是很
多，但美國將從中國大陸出口的金額算成是中國大陸對美國的出口其
實是不公平的，因為以生產地或出口地所做基礎的計算根本不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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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從中國大陸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其實許多是歐洲國家、甚至
是美國自身的企業在中國大陸的生產，是利用了我的資源生產，整個
利潤、交易和事業的掌控權根本不在我，應該要以 ownership 的角度
來計算，也就是看出口企業屬於那國的企業，就算是那個國家的。也
因 此 從 1995 年 起 ， 美 國 的 貿 易 分 析 局 開 始 做 Ownership-based
Framework of the US curr ent account 統計，也就是把外國公司在美國
的銷售視為是該國出口的延伸，美國公司賣回本地或在海外的銷售則
視為是美國延伸性的出口。這樣以公司的事業所有權（ownership）為
基礎，重新計算美國跟中國大陸之間的貿易逆差，以及美國本身全部
的貿易逆差跟順差。這十分的有趣，過去我們在計算貿易的逆差與順
差時，是以生產地的角度來看，但現在有一個新的角度，就是從事業
的所有權（ownership）的角度來衡量，而這樣的角度突顯了 ownership
或 owner 對資源及生產流程的掌控。從這樣的角度看，美國的貿易赤
字會大幅縮小，這也是在官方的貿易統計上，開始認知到跨國企業的
意涵及重要的指標，跟我們傳統的思考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參、全球跨國企業分析
瞭解了跨國企業的意涵，再來談談當今全球數一數二的跨國企業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 n）到底是哪些？從 The Forbes Globa l 2000
的全球 2000 大企業資料，
（The Forbes Global 2000 全球 2000 大企業
的資料可查詢維基百科，取得各年度排名資料的網頁連結，各位如果
有興趣的話可以上網瀏覽。）可看到這些企業都是跨國企業，幾乎無
一例外，那麼它們各自屬於那個國家呢？
以國籍為基礎，統計各國在全球 2000 大企業中究竟擁有多少家？
，以 2010 年的排名（ranking）為準，第 1 名是美國、第 2
（如表 1）
名是日本，其地位多年來無可撼動，中國大陸在 2008 年進入第 3 名，
但是在家數上跟美國與日本間仍有很大的距離。在 2004 年時，美國
所擁有的全球前 2000 跨國企業中占到 1/3 以上，歷年來家數逐漸減
少，但至今仍保有 1/4 以上，減少的原因有可能是被其他國家企業併
購而轉換國籍。目前美日第 1、第 2 名的地位仍是其他國家難以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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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背的，可以說全球性整體的生產及服務活動是這兩大國家佔有最重
要地位。其次，有兩個國家受到最多的關注，就是中國大陸（China）
。在 2004 年時，全球前 2000 家企業中中國大陸擁有
跟印度（India）
21 家排名第 17 名，到 2007 年時中國超越了加拿大、法國、德國變成
了第 4 名，到了 2008 年超越了英國成為第 3 名，直到現在它的家數
從 21 家變成 121 家，整整增加了 100 家，可以看到它快速的躍進。
另外一個相當突出的就是印度，從 2004 年的第 13 名（30 家）竄升到
2010 年的第 8 名（57 家）
，雖然沒有中國大陸增加的多，但是幾乎變
成 2 倍。至於台灣，其實也不遑多讓，在 2004 年的時候有 35 家排第
10 名，現在 13 名，家數則增加到 40 家，其中第 1 名是鴻海、第 2
名是台積電。從這個趨勢可以看出全球發展形式有了一些改變，以前
跨國企業被歐美國家壟斷的局面不再，亞洲的新興工業化國家開始嶄
露頭角，這其實意味著全球經濟勢力在各大洲的平均化，之所以平均
化就是因為亞洲的崛起。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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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是用廠商家數多寡排名，但我們仍舊關心大型企業在全球市
場上所占的份額（以銷售值為代表）
，表 2 用 2010 年的資料做了兩個
排列，一個是廠商家數多寡的排列，一個是按同一國跨國企業銷售值
合計的高低排列，就是廣義的全球市場，不論是什麼商品或勞務，通
通列在一起，當成是一個廣義的市場的表現。此時可發現，前 5 名除
了日本之外，都是歐美先進國家，中國大陸從第 3 名降到了第 6 名，
由此可知，如果從銷售值來看，美國遠遠的超過其他的國家，中國大
陸是它的 16％，也還不到日本的一半，所以中國大陸家數是增加，但
是如果用銷售的規模、市場的份額來看的話，東亞的部分其實還是稍
微落後。表 2 也可以看到另一個野心勃勃的國家就是南韓，家數排到
第 7 名、銷售值排到第 8 名，是一個發展相當快速的國家，印度也不
差，台灣排到了第 17 名，以上是跨國事業在全球版圖中的排序現象。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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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我們也要談談全球市場的集中程度發生了什麼樣的改
變？是否有客觀的衡量標準？凡事都要估計出一個數量化的水準，這
是 我 們 經 濟 學 者 的 毛 病 ！ 在 此 我 們 利 用 一 個 工 具 叫 Herfindahl
（圖 1）
，這個計算法其實蠻簡單的，
Concentration index（集中係數）
在富比士的 2000 大企業當中，投資母國約 60 個，我們就把這 60 個
國家銷售值所占的比重平方之後相加，來計算看看這種市場的分布到
底是愈來愈集中還是愈來愈分散，我們用兩個數值來衡量，一個是「廠
商數」的集中程度，另一個是「銷售值」的集中程度，可以看到兩者
都是明顯的緩步下跌，到了 2008、2009 時，因為發生了全球的金融
海嘯，集中度的下降有停滯的現象，但是這幾年來非常清楚的看出
來，經濟勢力的集中程度有慢慢減弱的現象，這種集中程度的稀釋或
減弱，是來自於亞洲新興國家，如中國大陸、印度、南韓、台灣的興
起。

圖1

富比士全球200大企業的Herfindahl集中係數（按資本來源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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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概念上認為跨國企業是先進國家到開發中國家來投資，掌
控了生產過程中絕大多數的利潤，可是現在開始有了改變，就是亞洲
國家開始富裕起來，又透過高儲蓄率累積可觀的資本，也開始投入跨
國的投資，建立自有的事業王國，而重要性也在提高當中，這樣的集
中度減弱的情形，事實上是象徵經濟勢力在歐、美、亞洲的分布其實
變的比較平衡，這是我們看到的現象。

肆、跨國企業的專業領域
跨國企業到底是從事何種業務？那些產業中有比較多的跨國企
業？那些產業是跨國企業比較少涉獵的？為回答這個問題，我針對前
2000 大企業做產業別分析，看看它們到底做些什麼？根據表 3 的產業
分佈圖，它們業務的領域大致可以分為下列幾類：金融業大概占 1/4
強，製造業 1/4 弱，金融以外的其他服務業（包括市場通路、餐飲這
種消費性服務、會計法律服務這種生產者的服務）大概占 1/5 弱，然
後有自然資源與能源開採占約 11％，運輸通訊營建水電占約 17％，
顯示出跨國企業經營的領域分布和已開發國家的經濟結構相當，如果
把全球的跨國企業看成是一個國家，可類比成一個產業結構相當成熟
的經濟體。各種大類型的產業中，有沒有那個產業是跨國企業沒有參
與的，而且發展成這樣一個平衡配置的態勢，跨國企業不論是生產
的、服務的、資源開採的等等，顯示出一個非常平衡的資源結構。
再來重新看一次跨國企業是否在某個特定領域有優勢
，它的重要性是特別高的。第一個是金融業，跨國企業
（dominance）
在這個領域不論家數或營業額都是最高的。這很容易理解，你要到每
個國家去投資時，會牽涉到資金的移轉，所以會特別需要金融的資
源，所以佔到 1/4 強也不需要驚訝，這也是為何我們兩岸談判時金融
的 MOU（名為「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 standing）要趕快簽
署，這跟台商的發展也是有關係的。
在此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表 4）
（表 5）
（表 6）是針對金融業、
製造業、其他服務業、自然資源與能源開採、運輸通訊營建水電等 5
類產業做分析，這五類中以家數為計算基礎，第 1 名永遠是美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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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名永遠是日本，沒有例外。首先看「金融」
，我們在 2011 年下半年
時才把 2010 年的資料加進來，所以這裡還來不及做更新，不過大致
的態勢 2009 年跟 2010 年差不了多少，金融業如果按照廠商數來計算
的話，中國因為經濟快速成長、儲蓄率高，金融業跟著擴張，不但使
得它的金融集團開始向外發展，也有能力在國際上併購，已經占到第
3 名，顯現出來中國金融業的國際化程度相當高，另外一個就是印度，
也是如此。金融業有一個特徵，金融跨國企業是併購活動最多、轉換
國籍也最頻繁一個業別。
表3

第二個是「製造業」
，這是我們台灣的強項，以 2009 為例，按照
廠商數計算，在富比士 2000 大企業中，有 423 個企業從事製造業，
台灣占 20 個，和德國並列第 4 名，是相當前面的排名，從表 5 也看
到第 2、3、4、7、11 名都是亞洲國家，就是日本、四小龍的台韓、
中國，其中隱含東亞雁行（flying geese）發展的特徵。但是這裡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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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東協四國，這也是最近在東亞經濟發展過程中非常熱門的一個議
題，就是 Paul Krugman 所提出的，相對於「雁行發展」的跳蛙理論
，雁行理論是說東亞的經濟發展是依照順序一個傳遞
（leapfrogging）
一個，第一層是日本、第二層是四小龍、第三層是東協國家、第 4 個
是中國、越南，但是最近的發展是中國跟越南跳過了東協四國，沒有
按照順序來，發生了所謂跳蛙的現象，這反映出許多國家透過國際化
的方式來延伸企業發展的壽命，但有些國家因為沒有參與企業國際化
的過程，或是沒有能力參與，結果就被追上，我們可以從跨國製造業
，也可以看到東亞國家
的國別稍微看出來的跳蛙現象（leapfrogging）
表現特別突出的，就是在製造業這個業別參與跨國活動，可說是我們
的強項。
表4

跨國金融業的國別分析（依廠商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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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表６

跨國製造業的國別分析（依廠商數計算）

跨國其他服務業的國別分析（依廠商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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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同時，東亞國家在「其他服務業」這一塊就比較弱，除了香
港之外，其他東亞新興國家都進不了前 5 名，這也是個有趣的經濟發
展過程，東亞新興國家在其他服務業這一塊相對的落後。
接下來，圖 2 將排名前 10 名國家的「銷售值」在不同產業別「總
銷售值」的比率做成圖表，觀察集中程度的變化，可以發現製造業及
其他服務業兩個業別集中程度最高。歷年來，雖然每個業別的集中程
度都在下降，但是下降最緩慢的就是製造業及其他服務業。很多人都
說美國的製造業已經式微，但是如果從目前的數據看起來，美國仍舊
掌控全球製造業的生產，它的地位到目前為止沒有人能挑戰，雖然生
產活動移出美國，但 the ownership 或整個生產鏈的控制權力還是掌握
在美國企業手裡。

圖2

伍、跨國企業與對外投資
我們將上述大企業的資料與國家別的資料做對照，看是不是擁有
最多跨國性企業的國家，整體性對外投資金額也是最大，或者它所能
吸引到的外人投資也最多。我們所使用的指標是排序的相關係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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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所有國家所擁有的跨國廠商數按排名排成一個序列，再按外資流
入金額多寡的國家排名序列也列出來，看看兩者間相關性的高低，就
是所謂的序列相關係數，其相關係數值愈接近 1，代表期間的相關性
愈高，愈接近 0，就表示之間沒有什麼關係存在。請大家看最後這兩
項評比，一種是一個國家擁有比較多的跨國企業的話，對外投資就較
多，但另一方面，如果該國擁有比較多的跨國企業，其他國家的廠商
願意過來投資，也吸引了很多資金流入，該國資金流出與吸引的資金
流入間是有相互的關係，表 7 使用資金流量和存量各做一次，流量就
是當年度的新投資，存量就是從過去一直累積到現在的總投資量，當
然總投資量是一個比較穩定且較具意義的值，我們可以看到在表 7 的
下面兩欄位，一欄是它所擁有跨國投資大廠商數與流入（吸引的）外
資流量間的相關性，結果是都在 8 成以上，另一欄位是對外投資的總
值，差不多都在 8 成 5、8 成 8 以上。這顯現出一個事實，就是大型
的跨國公司掌控或主導了一個國家對外投資的表現。這可能有兩種意
義，一個是中小企業根本沒有太多對外投資的能力，或者是，中小企
業是大型企業對外投資的跟隨者，大型企業主導了方向，另外就是如
表7

各國擁有跨國大企業廠商數與該國外人（對外）投
資的相關係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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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對外投資的多，又擁有了許多跨國大企業，其實也吸引了更多的跨
國企業的投資。我們本來就預期如果擁有跨國的大企業多家，對外投
資本來也就該多，可是沒有想到，吸引進來的投資也多。

陸、跨國投資的區塊分析
在相互投資的過程中，有沒有區域化的特質？有沒有在地理區域
上集中的現象？或者是有沒有像現在我們觀察到的，歐盟是一個貿易
區塊、北美是一個貿易區塊、東亞是一個貿易區塊，這種區塊集中的
現象？這個區塊分析方法，是參考我的夥伴－中研院經研所的黃登興
教授 2006 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提到一個非常有趣的概念，先設定一
個指標，衡量兩國的經濟距離。計算的方式是「兩國雙邊貿易（投資）
，再取倒數（1/A）
，
額合計」佔「兩國總貿易額合計」的比率（=A）
如此一來，兩國雙邊貿易（投資）佔總貿易（投資）額的比率愈高，
貿易（投資）關係愈密切，A 愈高，1/A 愈小，表示兩國經濟距離愈
短。
我們以全球 40 大對外貿易（投資）國為對象，取任兩國為一組，
就是任選 1 國，他去搭配其他 39 個國家，計算兩兩一組他們之間的
，
經濟距離，每個國家都這樣做，算完之後一共有 780 對（40*39÷2）
在其中我找出經濟距離最短的國家，將其視為經濟關係（相互投資關
係）最緊密的國家，然後我將這兩個國家併在一起當成一個單一的經
濟體，在將這個併在一起的核心經濟體及剩餘的 38 個國家，再次兩
兩一對重新計算，如此重複計算 39 次，最後所有的國家都被包成一
個全球的經濟體。這樣的計算方式可以自然而然的呈現出一個投資區
塊的結構，當初最緊密的組合把它當作區域的內核心，以此為基礎做
第 2 次比對，出來的是另外兩個國家、或是另一個國家與這個新成立
的核心國家有一個最短的距離，如果是一個新的國家進到這個核心，
我會說它是這個區塊的第二層，然後繼續計算，直到這個區塊的完整
形成。
這樣的做法有兩大好處：一、無須事先假定區塊的存在或設定區
塊的範圍與成員，讓區塊透過雙邊貿易（投資）的緊密程度自然浮現。
•14•

二、多層次的區塊結構提供良好的資訊，有助於瞭解區塊的演進與發
展。利用這種方法去計算：
（一）雙邊投資的區塊分析：需使用每一個國家對其他 39 個國家的
雙邊投資金額，因為雙邊投資的資料比較少，我們只取得 GTAP
（Global T rade Analysis Project）機構 2004 年的資料。從圖 4
的投資區塊樹狀圖可以看到有兩個大區塊 Bloc 1& Bloc 2 ，
Bloc 2 很明顯是東亞的區塊，Bloc 2 在區塊形成之後，才跟另
一區塊結合在一起。Bloc 1 中又有兩個核心，Cluster1 和 Cluster
2 先各別形成後，兩者才連結起來，由圖 3 可知，跨國雙邊投
資有投資區塊的現象，而且跟地理區域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再
看 Bloc 2，是由香港、台灣、新加坡、日本及韓國所組成的，
其中由香港、台灣形成一個內核心，這個核心再跟新加坡做結
合，我們稱為東南亞的核心，另外有一個東北亞的核心就是日
本跟韓國，先結合成一個雙邊投資的區塊後，再跟東南亞的核
心做連結，成為一個東亞的區塊。而東亞這個區塊是在更遙遠
的距離下才跟另外一個區塊（Bloc 1）結合，而 Bloc 1 的國家
組合具有歷史上的連結，Bloc 1 中的 Cluster 1 是由英國、美國、
法國、荷蘭、德國這 5 國形成內核心，而瑞士、西班牙、義大
利形成另一個核心後，兩者再結合成為 Cluster 1，下面 Cluster
2 中，是由比利時、盧森堡組成一個內核心，然後丹麥、挪威、
芬蘭、瑞典這些北歐國家形成另一個內核心之後，兩者再做連
結。圖 3 顯示出雙邊投資的區域關係，非常明顯的是東亞與東
亞集中、歐洲國家與歐洲國家集中，有非常明顯的地理上的接
，看看製造業的投資
近。接著介紹把製造業單獨挑出來（圖 4）
關係是不是也有區域、區塊的現象出現，結果是差不多的，與
全面性投資沒有太大的差別。可以看到東亞區塊與歐美區塊是
有區隔的，東亞區塊是在最後階段才跟歐美區塊去做連結的，
在結構上也是有一些區別的，是日本跟韓國先形成東北亞內核
心，再和相鄰的台灣、香港、新加坡內核心結合，成為東亞的
區塊。製造業的東亞區塊跟剛才全面投資的差別在於，這個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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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企業與東亞經濟整合

亞區塊形成後，跟另外一個大區塊結合時，它的經濟距離相對
短得多，不到 0.5，是一個更緊密的相互投資關係，其實這也
反映出在製造業的分工上，跨國企業充分利用了不同地域的比
較利益，所以這種製造性、生產資源及特點的連結，其實是比
一般性、整體性的跨國企業投資更加緊密。

圖3

圖4

雙邊投資區塊分析樹狀圖(2004)

雙邊製造業投資之區塊分析樹狀圖(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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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雙邊貿易區塊分析：跨國企業的企業集團內跨國貿易在全球貿
易內有非常重要的意涵，以下進行雙邊貿易的區塊分析，看看
是否有結構性的轉變。我們在做實驗時並沒有做先驗的設定，
但做出來的結果跟我們的預期差不多。由於取得足夠的資料，
我們對貿易緊密程度關係分析以 2000、2002、2004、2008 年
，結果是有 3
共 4 個年度，做一系列的分析（圖 5A、B、C）
個區塊：東亞 Bloc、北美 NAFTA Bloc，以及歐洲的 EU Bloc，
完全符合預期，非常清楚的區塊現象。在 2000 年的時候，東
亞區塊有 2 個內核心，一個是中國跟香港，有非常密切的相關
性，另一個是日本跟台灣，兩個內核心形成後再做連結，然後
加進韓國為第三層，再接上馬來西亞跟新加坡組合，成為這個
區塊裡的第 4 層，然後泰國再進來變成第 5 層，印尼也有進來，
但是是在東亞區塊非常外圍的一個國家。
這樣的情況在 2004 年出現了非常有趣的改變，請大家看到樹狀
圖 5B 下方東亞的區塊，這個區塊從雙核心變成單核心了，而核心是
中國跟日本，第 2 層是韓國，然後台灣退後到第 3 層，第 4 層是馬來
西亞跟新加坡，然後泰國再進去，然後是印尼，在圖 5B 中有沙烏地
阿拉伯，是因為那一年油價高度上漲，而且東亞國家對於中東石油的
依賴度非常高，所以沙烏地阿拉伯突然在這裡出現了，這是 2004 年
的特殊狀況。我們看到 2004 年的核心結構改變，台灣似乎被邊緣化
了，這樣的結構一直繼續下去，我們看到 2008 年的資料，東亞的區
塊內核心是中國跟日本，第 2 層韓國，第 3 層台灣，這樣的結構延續
值得我們小心思考，就是在整個區域發展上，尤其是東亞投資和貿易
的發展結構上，台灣的地位開始發生何種轉變？從資料顯示，從 2004
年開始的確有了明確的改變，中國的地位轉入內核心，因為它擁有龐
大的資源和市場，他與日本已經成為雙頭並列的馬車，成為推動東亞
雙重經濟發展重要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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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A

雙邊貿易之區塊分析樹狀圖(2000)

圖5B

雙邊貿易之區塊分析樹狀圖(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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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C

雙邊貿易之區塊分析樹狀圖(2008)

柒、跨國企業與競爭政策
跨國企業的崛起，造成跨國結合的大幅提升，當然也會對常規性
的競爭產生影響，作為一個競爭政策管理的部門，對於這樣的情況，
在國際的發展上有無突破性的進展呢？文獻上注意到：
一、 跨國企業的崛起，引發國際卡特爾（international cartels）的形成，
導致反常規競爭的憂慮。
二、 美國法務部自 1990 年代後期，對國際企業壟斷的起訴案件明顯
增加。主要在農業市的案件（食品飼料、原料產業）上，當然也
是有些非農業性的，而起訴原因為壟斷導致價格過高，損害美國
的企業利益，我國企業也面臨此類訴訟的壓力。
三、 對國際壟斷集團執行反壟斷措施的國家仍屬少數，因為每個國家
國內反壟斷立法完善程度、執法能力、透過國際合作取得資訊、
及進行跨境調查的能力皆有所不同。導致不同國家企業在國際上
受到差別待遇。
四、 正式且有效的跨國調查國際合作進展緩慢，與跨國企業高度集中
於少數國家有關，亦引發單國與全球、小區域與大區域利益衝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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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象。
五、 個別國家的反壟斷執法受限於領地管轄權，差異程度大，最佳的
競爭政策仍應由跨國組織（WTO）建立跨境管轄來做。惟各國
缺乏共識，在 WTO 談判中進展緩慢。
六、 競爭政策架構應平衡考量對生產者利益（生產效率）與消費利益
上的衝擊，因為規模經濟可提升生產效率，如果我們在垂直整合
上有所禁止時，可能對某些比較小、弱勢的國家接受外人投資的
發展上陷於不利。

捌、結語
一、 大型跨國企業在資產與銷售值上，以超出全球平均水準的速度快
速成長，其重要性是逐步提升的。
二、 大型跨國企業的事業版圖跨足各產業領域，形成均衡分布現象。
三、 大型跨國企業的資本來源國（source country）相當集中，但近年
來因亞洲新興國家崛起，集中度稍有減弱的現象。
四、 擁有愈多大型跨國企業的國家對外投資愈多，也吸引愈多外人投
資資金更多，有相互吸引的引力現象。
五、 大型對外投資國有密集相互投資的現象，且有區域集中現象，有
區域性的區塊出現。
六、 無論整體對外投資或製造業對外投資都形成兩個多層次區塊，亦
即 EU─北美區塊和東亞區塊。但兩區塊間的經濟距離，以製造
業投資而言兩個區塊距離較短，反映美歐先進國家與東亞間相互
投資以製造生產為主。
七、 貿易區塊則呈現 EU、NAFTA 和 East Asia 等三個區塊，結構相
對穩定，但東亞區塊從雙核心走向單核心，中國重要性提高，而
台灣有退到第 3 層的現象，值得我們注意。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林綉貞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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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與智慧權法之交錯領域
問題再思考
講座：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蔡院長明誠
日期：101 年 3 月 12 日
場次：10102-243

主席、各位貴賓大家午安，去年受
邀演講時，委員希望我談論關於公平交
易法的議題，但其實公平交易法的範圍
非常的大，要短時間詳細論述並不容
易，約民國八十餘年本人在政大教公平交易法時，從草案到制定時，
一直在思考如何處理公平交易法與智慧權法的問題。長期投入研究
「智慧財產權法」
，看到大家認為「財產」比較多，很少注重「智慧」
，
但應該多放在「智慧」方面來思考。今天在場許多專家，因此就不談
論此方便細節，在實務及學理上，有專利、商標法以及往昔專門技術
的合作條例，Know-how 亦是專門技術的ㄧ部分，現比較多所稱之為
，這些除營業秘密是否為權利外，其性質上通
營業秘密（trade secret）
常歸屬於絕對權，即具有權利實質內容的法律；至於公平交易法，則
是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兩個法律結合，今天採取比較寬廣的角度探
討智慧權法，所以有包括不公平競爭的部分。

壹、面對新型爭議之智慧權保護方式
智慧財產權（下稱智慧權）除了傳統的專利、商標之外，還有其
他新興的類型，例如地理標示，傳統的保護方式是經過註冊或審查的
保護方式，是 Positive protection；而我們所說的公平交易法，較屬於
Preventive pr otection，屬於防衛性的。權利有兩個面向，一個是積極

•21•

公平交易法與智慧權法之交錯領域問題再思考

的利用權，另一個是消極排除他人權利，在整體智慧權就會涉及此部
分，但並無成文法規來加以規範，因此就有人認為是否應透過公平交
易法來予以補足這種未經過註冊的防衛性權利。例如商標權中，還有
一種是經過在市場上長期使用取得一定評價之後所得的，但這一塊因
為沒有註冊，所以不是智慧局在管理，可能就落到公平交易法中。台
灣較為特殊的情況是，公平交易法與智慧權法隸屬不同機關負責，後
者為智慧局，前者為公平會，因此稍微探討兩者職掌權責應如何分
配，希望大家一起來思考。

貳、不公平競爭防止與智慧權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所掌管的條約內，開始定位智慧
財產權的不公平競爭大約是巴黎公約，巴黎公約掌管工業財產權（專
利及商標）
。當年在德國念書時，Rittner 教授寫競爭法與卡特爾法時，
基本上認為不公平競爭不應該列在公平交易法內。一個關鍵的問題
是，公平交易法沒有賦予絕對排他的權利，非類似於民法物權及專利
商標等絕對排他權，其比較偏重是為了防範市場上不公平競爭的規則
而已。各位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及其他細部規定，可以嘗試更深
入的思考。

參、二合一之公平自由與交易法律
公平交易法從民國 79 年慢慢醞釀而到民國 81 年成為正式法規施
行，個人認為公平交易法本身應該叫做公平自由交易法或自由公平交
易法，例如棒球，一個人站在門口是獨占，兩個人手牽手站在門口可
能就是聯合，讓別人無法自由進入市場，屬於反托拉斯法的問題，或
限制競爭的問題；等到進行比賽之後，故意把腳伸出來讓別人跌倒，
或者打拳擊時故意裝鐵塊將人打傷，這就是違反倫理不公平的議題，
這就是不公平競爭。因此公平交易法是交錯於政策面與行為規範面是
否違反競爭的倫理性議題，另衍生出可討論的議題是，究竟公平交易
法是在保護競爭還是保護競爭者？假使是政策面議題，應該歸由公平
會管理並無疑問，例如市場應該有多大，自由程度如何等，就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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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介入的程度。另一種說法是，倘若是倫理性行為面的違反，就應該
由法院介入，而不是主管機關，因為要判斷行為是否違反、是否請求
損害賠償或令其停止侵害，應該不是主管機關要處理的。

肆、表徵與商標交錯問題
審視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條文，大約是延伸舊商標法用語，涉及
商品、營業、服務等用語，在民國 92 年時商標法修正時就把商品與
服務合在一起，已經沒有所謂的服務標章，早期服務標章是準用狹義
的商品標章，台灣在這部分算是相當進步，因為過去很多國家的商標
權保護，並不及於服務標章。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款將商品與服
務做區隔，當然公平交易法已屬早年所制定的，但我們還是要去思考
商品與服務區別有無必要問題；另外商品外觀與表徵的區隔，也是另
一個要去思考的部分，事實上公平交易法所要規範的方向會比智慧局
所掌管狹義的商標還廣，還包括一般性的商標或稱標章，例如營業標
示，但是地理標示可不可以管轄還是有爭議，因為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並未強調產地標示，又例如營業標示的企業標示與著作權名稱，一
部分涉及著作權、商業登記法的商號、或公司法第 18 條的公司名稱，
後者可能又屬於經濟部商業司的主管。因此台灣可能分屬三個不同單
位來主管營業標示，所以未來宜合起來思考，似比分開思考好一點。

伍、標章保護權之取得
早期傾向認為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是「不經過註冊
而長期廣泛使用（langdauernde umfangreiche Bentzung）且於交易上取
，在英國或美國對於商標採取使用
得交易聲價（Verkehrsgeltung）者」
主義與註冊主義的調和，早期我國把註冊的與未經過註冊的都包括在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 1 款，現在雖然已經切割，但還是沒有思
考為什麼是採取「交易聲價」的角度，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文字為「普遍認知」
，但同時第 3 款又對著名商標有所規範，假使
將第 1 款的商標認為是未經註冊的商標，又要有普遍認知，與第 3 款
的關連性為何？從德國實務發展來看，假使是未經正常程序所註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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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可能落入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範圍內時進行市場調查，假使低於
20%，則不被認為具有交易聲價，但也不會要求高到 70%~80%，通常
介於 30%~50%從事這類交易之人（相關消費者）皆可知悉的話，就
會被認為非常有名。如果是欠缺識別性的商標，必須要取得第二意
義，就是在市場上被認為此種一般性稱呼已被用作稱呼特定商品或服
務，此種要高於 50%。換言之，提到表徵或商標會有三個不同的層次，
第一是註冊商標，第二是經過長期使用而有受保護必要的，則須市場
上一定的交易聲價或知名度，第三則是超級有名氣的，包括著名商
標。公平交易法當初在制定時由於未在文字上有所區別，亦即未上述
三種不同之層面予以區分。

陸、法院就表徵之判決
一、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民公訴字第 5 號
所謂表徵，係強調識別性以及產品來源，倘不能彰顯與其他同種
商品的區別性且區別商品特徵，則不構成表徵；我們必須回想，識別
，則會跳脫
性是舊商標法第 5 條的概念，如果使用的是「交易聲價」
有無識別性的問題，就會進到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的評
價，我們可以看見公平會或者智慧法院在進行解釋時，多少受到早期
商標法的影響。
二、智慧財產法院 100 年民商訴字第 21 號
認定表徵時還可以採用次要意義（The secondary meaning）
，早期
識別性用語其實是顯著性的意思，從這幾個較新的判決來看，可知道
法院的認定與商標法是交錯在一起的，其中有一句話相當有意思「僅
限於長期使用而達到大眾所共知」
，屬於從標章的使用主義所延伸出
來，用以彌補註冊主義的不足。
三、智慧權法院 98 年民商訴字第 39 號判決
有關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構成要件，須以普遍認
知之商標且與他人商品混淆，值得注意的是，混淆是否為此處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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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因為商標是「混淆」
（confusion）
、著名商標是「稀釋或沖淡」
（現行商標法則使用「減損」
）
，公平交易法裡面還有「類
（dilution）
似使用所造成的混淆」
，是因為使用的行為本身有類似的使用，還是
使用的結果產生類似的結果，商標法我們常說是使用在類似的商品或
服務之上，使用的結果是產生類似或同一的結果。在民國 70 年時研
究我國法院判決，發現商標法都在「使用」繞不出來，不只是國內使
用還有國外使用，甚至還出現了意圖使用，後來是使用完後的結果差
異化，其實使用的概念會隨傳播科技的進步而愈來愈大。現在公平交
易法的第 20 條還是用普通使用，事實上商標法已經改成善意合理使
用(（按:102 年修正商標法第 36 條則又修正為以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
，下次修法時或許可以藉機調整。因此，實務上在解
誠實信用方法)）
釋表徵時，難免會受到商標法的影響，宜參照修正之。
四、台中地院 89 年訴字第 3399 號
台中地院在定義表徵時，沿用公平會處理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原
則，引用「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標章、經特殊設計的商品
容器、包裝與外觀」等，此處強調的是「識別力」
，這是早期用語，
現在以「識別性」稱之。需留意的是「經長期使用」可能都有識別性
在內，但可能會衍生出交易上的知名度，是另一個重點。
（一）「混淆」可能要從普通經驗的相關消費者來判斷，談「表徵」
似乎應該是由知名度來強調，知名度的調查與認定，應該是未
來應強調的關鍵。德國實務上是採用「交易圈內的人」
，我國
則是「相關消費者」
，所以，有學者認為是否應該提升至「公
眾」或「一般消費者」
。何謂「相關消費者與相關事業施以普
通注意之原則」
，亦即不須專家程度的注意，是未來要善用的。
（二）台中地方法院的判決與公平會見解一樣，都還存在「相同類似
使用」
，個人認為應該是使用結果產生「相同或類似」
，而不是
使用本身有相同或類似。
（三）所謂「近似」與「類似」時，這幾個原則很不容易判斷清楚。
舉例而言，將兩個杯子放在一起是對比，會知道兩者不同，但

•25•

公平交易法與智慧權法之交錯領域問題再思考

是真正買東西時，不會兩個正好就放在一起讓你選購，有時候
會放在不同的架子，學理上來說應該是通體觀察原則，從最早
期的最高行政判決，大概是認為通體觀察與比較主要方法是可
以折衷的。
（四）個人建議刪除「異時異地隔離觀察原則」
，因為當承辦同仁同
時攤開審視有無類似時，其實就違反「異時異地隔離觀察原
則」
，民國 70 年代最高行政法院本來同意採取市場調查方式，
後來也不敢採用市場調查結果。因為調查是同時把商品拿給消
費者看，就可能違反「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法」
。
五、台中地院 96 年智字第 9 號
（一）本案例「SUN」與「SUM」的用語，運用商標的原則來加以判
斷，內文「在構圖、設計及意匠均以與原告商標幾乎完全相同
設計理念，整體圖案外觀如出一轍，顯難謂巧合，就一般普通
消費者，經過被告之招牌難謂不被混淆……」
，其「普通消費
者」
，事實上也包含不買中古車的消費者，這與公平交易法所
言「相關消費者」存有若干差異。
（二）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中表徵與商標的差異性，在用語上較不易
判斷之處，因為實務上表徵、商標或著名商標並未完全切割，
這是受到美國法的影響，因此商標法審查著名商標時都會將
「減損」與「混淆」放在一起思考而不強調「交易聲價」等中
間地帶，早期認為應該由智慧權來當投手，假使球投出去後，
有營業上競爭關係，就由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的表徵或第 24 條
的欺罔或顯失公平來作攔截性的構成要件，假使打到外圍去，
可能就是用民法侵權行為；其實註冊商標是站在投手位，表徵
是游擊手位，在違反標章秩序與公平交易競爭時，就會出來加
以攔截，攔截不到時跑到外野手這邊，就是侵權行為，就發展
出營業權的概念。
（三）著名商標現在是用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來管，用侵權行為來補
充著名商標的傷害，法國民法對於長期使用商標的「寄生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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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侵權行為來加以規範，因為這種寄生蟲的行為會導致商標
的沖淡或減損，但因為後來又受到美國法影響，沖淡與混淆就
混合在一起放在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1 款規定中。嚴格來
說，沖淡不宜放在商標法作思考，其性質上屬於補充情形，因
此，違反行為只要有營業交易或競爭關係，就可放到公平交易
法或廣義標章法（非註冊商標法）作攔截性的構成要件。

柒、營業秘密之概念與類型
一、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5 款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5 款涉及營業秘密，日本及中國大陸都有
將營業秘密放到公平交易法裡來談，事實上營業秘密在智慧權裡被當
作專門技術，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5 款則是規定「以脅迫、利誘或
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取他事業之產銷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其他有
關技術秘密之行為」
，因此例示是「產銷機密」
、
「交易相對人資料」
、
「其他有關技術秘密」
，而「其他有關技術秘密」可以看作是營業秘
密的上位觀念。技術秘密不等於營業秘密，例如「Know-how」早期
是翻作「秘竅」
，美國有些文獻把「Know-how」與營業秘密互用，但
個人認為將「Know-how」界定為專門技術比較好，而且還分為公開
與未公開，因此專門技術是有公開的也有未公開的，但是營業秘密則
是商業的機密加上技術的秘密，是未公開的，因此兩者有所交集。假
使這個概念可以成立，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5 款就可以再修改，因
為產銷機密是商業秘密沒有疑問，交易相對人等顧客名單也是商業秘
密，商業企劃書也應該是，產銷機密的相對概念是技術機密，兩者結
合起來才是營業秘密。
二、公研釋字 062 號
民國 82 年 8 月 4 日公研釋字 062 號認為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5
款是規範不正當競爭行為，因為當時並無營業秘密法，所以在這裡將
其定位為行為規範，並未賦予絕對排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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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高法院 87 年勞上字第 18 號判決
顧客名單被法院認定為廣義的營業秘密，由此可以看出公平交易
法第 19 條第 5 款在實務上有獨到的用處，但個人認為還是應該與其
他法律如營業秘密法加以交錯適用，較為妥當。公平交易法第 19 第
條第 5 款須要明確定義，營業秘密究竟是一個權利，還是只是行為的
規範？制定營業秘密法的專家較主張營業秘密是一個權利，就是「營
業秘密權」
，假使是這樣，其實可能不需要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5 款。
但有些國家認為營業秘密是不完全權利或行為規範，就會把它放進公
平交易法作規範。因此公平會如確認營業秘密保護是不公平競爭行為
之規範，則可能適用公平交易法。

捌、專利法與競爭法之關係
一、 公平會對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理原則（下稱技術處理原則）
（一）技術授權的協議涵蓋很廣，包括專門技術（Know-how）
，個人
認為未來應該可以改採營業秘密授權可能會更合適，因為任何
拿到技術的人都還需要技術服務，否則購買一台機器可能就不
會操作，因為雖然有專利但是未拿到 Know-how，所以公平交
易法將它視為混合類型是正確的，只不過用語上應該可以再調
整；上述專門技術（Know-how）認為是要採取合理保密措施、
且未公開的，基本上專門技術與營業秘密應該予以區隔，且商
業機密與技術秘密也是應有所區隔。
（二）依照公平會技術處理原則審查分析步驟，
「本會審理技術授權
協議案件，將先依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規定檢視之，形式上雖
依照專利法等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惟實質上逾越專利法等行
使權利之正當行為，違反專利法保障發明創作之立法意旨時，
仍依公平交易法處理」
，有學者認為此違反立法意旨。大法官
釋字 548 號對「形式」與「實質」用語有解釋，嚴格來說應該
在專利法中探求權利的「實質」內容。
「形式」係指看看形式
上有無正當，會落入公平交易法權利內涵的判斷必須回歸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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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俟將行為行使至市場上，其是否有阻礙自由競爭則為公平
交易法規範。
（三）司法院釋字 548 號中，大法官認為公平會「技術處理原則」是
解釋性行政規則，公平會本身有解釋職權並無濫權；該原則第
3 點、第 4 點，是不是符合第 45 條的權利正當行使作為例示性
的函釋，而且未對人民的權利行使增加法律上所為限制；大法
官認為公平交易法與專利法是兩個可協調的權利，不是說專利
法為判斷之後公平交易法就無置喙餘地，因此簡單說，主管機
關假使基於職權認定權利為正當行使，不但需要考量智慧權利
益，也要顧及公平競爭環境之維護與社會公益之平衡。
二、 有些外國公司未從事製造，僅收權利金，寄發一封信函就告他人
侵害專利權，或許未說明實行專利範圍，也不知道技術核心，這
就涉及「發警告信函」是否符合公平交易法相關處理的程度。公
平會有建立幾個機制，假使是法院一審判決確定屬於侵害，就是
正當；再來倘若經過智慧局調解委員會認定為侵害，亦為正當；
經過鑑定之後亦同；所以「警告信函」必須明白敘明權利內容、
範圍以及受侵害的事實，這是實務上認為倘若據於事實就是權利
的正當行使。

玖、結語
一、 公平交易法地位很特殊，似跨到多個法律，可以像德國一樣，就
價格、市場競爭秩序等來加以管制，至於權利內容是否正當、有
無侵害等問題，應該由法院來判斷。另可以將公平交易法所管轄
的部分商標移到智慧局，也可考量仿效德國商標法在 1994 年時
整個擴充為標章法，將公平交易法所管轄的部分商標移到智慧
局。
二、 專利法是保護技術成果之獨立而專門的法規，不是對整體市場秩
序與競爭秩序的行為規範，而是判斷權利內容是否具備要件，因
此當公平會在作判斷時，就權利內容有無內涵，要知會或請智慧
局同仁一同討論，就市場濫用或者影響等正當不正當問題，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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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來加以判斷，
三、 公平交易法成立有歷史的背景，最近才慶祝成立 20 周年，這段
期間把整個規範已建構起來，未來可以考量就交錯領域這部分去
進行修法釐清，讓體系更為完整。
（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張乃文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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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聯合行為准駁依據之經濟分析
講座：中央大學經濟學系邱教授俊榮
日期：101 年 3 月 20 日
場次：10103-244

謝謝委員，本人研究領域是在產業
經濟學與國際貿易，也教過公平交易
法，但公平交易法範圍很大，從產業經
濟分析領域到公平交易法時，有許多的
細節、原則與判例，因此要弄懂是很困難的事情。且產業經濟學，會
牽涉到許多的數學。希望在這麼多的數學當中，能提供對大家有啟發
性的思惟，帶來一些貢獻。

壹、前言
對於輸出聯合行為，實務運作上如何准駁？因為沒有發生過，所
以依據什麼原則並不清楚，因此先從學理上提出可能性，當我們面對
「事業不得為聯合行
國外的競爭時，既然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規定：
為」
，但是就輸出時，某種情況之下也許可以採取寬鬆的立場。所謂
寬鬆的作法？嚴格一點又是什麼作法？當我們面對廠商就輸出想要
形成卡特爾時或聯合行為時，應不應該准許他們這樣做。是不是應該
更積極主動宣示公平會就「輸出行為」採取什麼立場？也可以促使廠
商去做這樣的行為，這是在此分析中想要嘗試的。
按照產業經濟學的學理來區分輸出（亦即出口）
，廠商不外乎是
採取數量上的競爭，或是價格上的競爭，這是最主要的兩種，其實在
產業經濟學裏，廠商競爭的行為非常多，譬如研發上的競爭、品質上
的競爭、或廣告上的競爭，特別像是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簡稱 ICT）產業，研發上或品質上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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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比價格上競爭更重要，當面臨此現象，投入更多的分析是有其必要
性的。

貳、模型設定
產業經濟學中最基礎架構，就是廠商從事價格競爭與數量競爭，
這兩種性質差異相當的大，就從這兩種競爭模式中觀察廠商之間採取
更多聯合行為的好處或壞處在哪裡。在經濟學，假設政府是從「福利」
的角度來考慮，及許多公平交易法的論文在預測政府應該採取寬鬆或
嚴格立場時，也都是假設政府從社會福利角度出發，社會福利包括是
生產者剩餘與消費者剩餘。
（若是出口，則僅考慮生產者剩餘。）
在分析時會利用許多數學分析式來表達。簡單來說，公平交易法
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有聯合行為的禁止、例外許可與核駁期限的規
定，明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但有左列行為之一而有利於整體經濟
與公共利益，經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又同條第 4 款明
定「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者」
，何謂
「確保或促進輸出」
，最簡單的像是不景氣條款，許多廠商會利用聯
合行為來促進競爭，這就是本條所考慮的事情；但如果不是經濟不景
氣，在太平時期「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
定者」究竟可不可以？也許各位對於核駁的原則很清楚。又在此條文
之下政府可以藉由競爭政策的執行，控制廠商的勾結程度，若純粹從
經濟分析角度，當政府採取寬鬆的競爭政策時，就是愈能容許廠商間
的勾結，此所產生的結果是類似廠商家數的減少，廠商家數愈少得到
的結果就愈趨於壟斷、獨占；反之政府採取嚴格競爭政策，就不能容
許廠商之間勾結，市場上的結果就類似維持較多的廠商數目；經濟分
析上難以處理廠商勾結的程度，所以我們就用一個市場上廠商數目多
寡，來代表競爭程度高低。從這個角度來看，政策分析者和法規研究
者長期以來認為競爭政策與貿易政策存在可能替代關係，也就是政府
若採取某種貿易政策的話，例如出口補貼，政府可以透過一些政策引
導廠商的輸出行為。但貿易政策在這個時空底下愈來愈嚴格，在 WTO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 rade Or ganization）出口補貼變成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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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因為會形成不公平貿易的現象。當政府無法採取這種貿易政策
時，是不是有可能採取其他政策如競爭政策，來影響廠商的輸出行
為。在實務上有很多案例顯示，政府反托拉斯當局在面對出口廠商合
併、聯合行為，應該都會在不妨礙國內市場競爭的前提下，採取適當
的競爭政策，以提升廠商的國際競爭力。
例如美國的聯邦交易委員會與司法部在 2000 年時，公布了競爭
者反托拉斯行為的指導原則，認為競爭企業在面臨競爭全球化與科技
創新的壓力之下，有必要採取合作手段，動機包括開拓國外市場、或
為了共同分攤鉅額創新研發經費，就是第 14 條規範的情況，最終目
的是在追求競爭力的提升。2001 年時紐西蘭三大乳品業者想要進行合
併，紐西蘭的反托拉斯當局鑒於合併案涉及出口產業型態，因此紐西
蘭內閣認為此案可以免除商業法中競爭條款的規範，雖然此案中廠商
競爭家數僅減少兩家，但使得紐西蘭乳品產業的產業集中度大幅上
升，由此可知紐西蘭對此採取寬鬆的競爭政策以提升國家的產業競爭
力。
另外一個有趣的案例，在 2000 年時，歐洲三大鋼鐵產業全部合
併成為全球最大的鋼鐵集團，以對抗開發中國家的削價競爭，在此過
程中分析師就預期歐洲鋼鐵廠合併會加速中國、南韓與日本鋼鐵廠的
結盟，此案值得注意的是，個別政府為了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採取較
寬鬆的政策使得廠商易於合併之時，也會間接引起其他區域性廠商的
合併與結盟。目前為止，還沒有討論到後續國際間的互動，亦即某一
國對競爭政策採取或嚴或鬆的角度時，會不會引起其他國家法令的回
應，在我們的分析中是沒有的，也就是我們假設現在國際市場是一個
既存市場，沒有一個國家政府在干預政策，純粹是輸出國政府在考慮
競爭政策。
以臺灣例子而言，2000 年台積電整合德碁與世大，使國內晶圓市
場的占有率從 53%提升到 60%以上，也使得台積電與聯電兩大公司的
市占率幾近 100%，雖然此合併案使得市場壟斷情形更為嚴重，但台
積電在全球晶圓代工市場的占有率可望提高到 40%以上，因此公平會
考量此合併可提高我國福利與競爭力下，援引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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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允以結合。
由上述案例可知，每個國家的政府可能藉由競爭政策執行程度來
控制廠商聯合行為，因此本議題就廠商家數做為政府執行競爭政策寬
嚴程度的替代變數，這在經濟分析上應該是一個合理的設定。接著，
本議題基本架構就是 1985 年 Brander and Spencer 及 1986 年 Eaton and
Grossman 二文的兩出口國廠商於第三國競爭的輸出模型來進行分
析。而 Brander and Spencer 係指基本的兩國競爭模型，就是本國有一
家廠商，外國也有一家廠商，這兩家出口到第三國的市場，這是相當
普遍的情形，又假設廠商之間從事數量競爭，該文認為如果政府可以
採取貿易政策的話，應該對廠商加以補貼，但補貼不能無限上綱，理
論上會有一個最適的出口補貼，在經濟學中假使廠商從是數量競爭，
，如果在
最有利的狀況，其術語就是「領導者」
（Stackelberg leader ）
數量競爭中，我是一個領導者，理論上會得到最有利的狀況；但在廠
商競爭中，由於競爭非常激烈，不見得會是領導者，因此政府採取出
口補貼就是希望廠商能夠增產到「好像變成一個領導者」的產量，因
為廠商自己無法生產到的產量，因此政府補貼它到好像可以變成為
「領導者」樣的產量，所以該文有出口補貼的結論。至於另外一篇
Eaton and Grossman ，也是一樣的結構，也是兩個國家各有一個廠商
出口到第三國，採「價格競爭」
，導出的結論：我國廠商與外國廠商
從事價格競爭，應該採取課徵出口稅，而不是補貼，這個答案可能大
感意外，因為「價格競爭」如此激烈，利潤可能都比「數量競爭」減
少許多，居然政府還要課稅！「價格競爭」亦即是殺價競爭，如果在
此種狀況下政府還對它補貼，廠商的成本變下降，就更可能把價格壓
更低，當對手也把價格壓低，那麼採補貼的結果就是使得「殺價競爭」
情形更嚴重，政府可能補貼 100 元，但因為殺價競爭的關係，廠商的
利潤只有 50 元，那這就很不划算；因此政府在此時，就應該採取課
稅的措施，一方面是提高你的成本，儘量不要有殺價競爭的情形，對
方也就不會跟著降價，因此利潤就會提高，可能政府課徵 100 元的稅，
但廠商的利潤只減少 60 元，整體而言國家的福利是增加的，且殺價
競爭不會再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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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政府面臨廠商的輸出，依這兩種競爭型態就非常有趣，居然在
比較不競爭時政府應該採補貼，很競爭時反而政府是要採取課稅，但
這純粹是學裡上的分析。試想我國廠商跟國外廠商從事很嚴格的價格
競爭時，假使政府還要課稅，大概廠商就翻臉了，這就牽涉到政府的
目標到底是什麼？在學理上我們假設政府是社會福利最大（maximize
，但在實務上不見得是如此。例如現在我國政府正在討論開
welfare）
放第三波陸資來台的事情，國民關心的是應該開放這麼多的陸資來
台，尤其是這次開放幅度非常的大，帶給我國的福利是什麼？但是，
我們看見施部長在立法院答詢時，僅不斷的強調我們會做很嚴格的審
查、會比以前都還要嚴格，我們聽了之後會覺得很奇怪，如果審查要
這麼嚴格，為何還要開放？我們期待的是一種更積極的說法，這當然
是題外話。到底政府追求的目標是什麼，在學理上也有非常多的探
討，特別是面臨到廠商群起抗爭時，政府是不是執意要課徵更多的
稅，恐怕不是這樣子；但學理上恐怕無法同時考量這麼多政策目標，
因此我們還是會採用福利極大化作為政府目標，來討論此議題。

參、輸出競爭型態－數量競爭與政策分析
在一般經濟學理之數量競爭模式，最典型的就是 Cournot 數量競
爭模式，簡單的說，當決定要生產多少產量時，先假設對手的產量是
不變的，大家都是這樣以自己的數量作為決策變數，來決定要生產多
少產量才會使利潤最大；而數量競爭，我們要探討的主題是競爭政策
的嚴格或寬鬆，剛剛提及到是以廠商的家數來作替代變數，如果廠商
家數愈少代表壟斷程度愈高，在現實世界，廠商家數絕對不是公平會
可控制的，因此我們僅是作替代變數，若公平會採取較嚴格的競爭政
策，市場上就會較競爭，導出來的樣態則是廠商數較多；如果對輸出
是採取較寬鬆的競爭政策，導出來的則是較壟斷的情況，也就是廠商
數量較少。我們利用這樣的方法來作分析：就把廠商家數視為公平會
控制市場寬嚴程度的替代變數。在此，我們建立了兩階段的賽局，簡
單來說，所有廠商的競爭以及生產多少產量，一定都是在政府的政策
之後，視法令狀況之後才來生產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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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本國有 n 家廠商，最後這個 n 是公平會要來決定的，就如同
我所提，這是競爭政策的程度；外國有 m 家廠商，m 廠商更是我們
所不能控制的事情，因此外國的 m 是一個底定的數字，不是國內的政
策可以干涉的。本國 n 家廠商與外國 m 家廠商生產同質產品，輸出到
第三國進行數量競爭。我們採取一般化的形式來呈現市場需求與數量
的關係，價格高就買的少、價格低就買的多。以 qh 代表本國廠商的
產量，以 qf 代表外國廠商的產量，Q 就是產出（output）的意思，因
此市場上的總產量即很多家廠商產量的總合；此時，假設 Ch、Cf 是
成本，h 是本國、f 是外國，一開始假設固定的邊際成本，係指多生
產一單位，成本都還是一樣高，生產第一個單位是 10 元、生產第一
百個也是 10 元、生產第一千個也是 10 元，這是一個簡化的設定。基
於這樣的設定，我們先來看廠商的競爭型態，本國廠商與外國廠商的
利潤都是最標準的型態，價格乘以數量就是收入，單位成本乘以數量
就是成本，本國廠商面對這樣的利潤函數，就選擇生產數量讓利潤最
大的求解方式，為一階條件；再假設本國的每一家廠商的單位成本相
同，外國的每一家廠商的單位成本也相同，等一下我們所關心的問題
是 n 的問題，就是壟斷家數的問題，所以在這裡有一個簡單的微分；
如果本國廠商家數愈多，則個別廠商的產量會愈少，愈多人生產當然
個別廠商產量較愈少，如果本國廠商家數愈多，對外國廠商的產量也
會有所影響，因為這是在市場上相互競爭的。另外一個則是廠商家數
對本國廠商利潤的影響，廠商家數愈多則個別廠商利潤會愈少，因為
愈競爭的緣故。
公平會為什麼可以允許輸出的聯合行為？簡單的說，因為害怕國
內廠商勾結，可能會使得價格提高、產量減少、消費者會受到影響，
因此我們不希望國內發生壟斷的情形。但是就國外競爭，我們覺得較
無所謂，當然這有許多國際間的問題，我們不細究。如果就本國福利
而言，因為是輸出，因此我們就不管本國消費者的好處，在此我們假
設廠商在本國不賣這項產品，因此我們關注輸出行為，對政府來說，
重要的就是廠商的總利潤，也就是廠商可以賺到多少錢。假設廠商的
利潤是πh，總共有 n 家，因此總利潤為 n 乘以πh。πh 會受到 n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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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如果純粹福利函數，廠商多是好事，代表會賺錢；但事實上因
為廠商多的時候，每一家的利潤都變少，這就是存在一個抵換（trade
off）的關係，因此政府在思考這個問題時，廠商家數多好嗎？應該讓
廠商無窮增加嗎？如果無窮多的話，可能每一家廠商都不會賺錢，也
不會是我們想要的結果；那麼，只有一家廠商好嗎？試想如果全世界
只有一家台積電，好像可以賺到全部的錢；因此，出口的時候如果不
考慮本國消費者，壟斷未必不好。
但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是，只有一家也不見得好，因為外國也許
有很多家廠商，假設外國有五家，我國只有一家，雖然一家可以賺到
等於兩家的錢，但一家也太少！所以我們現在談廠商家數的多或少，
我們可以把他想成要生產多少的產量，亦即，如果是壟斷的話，壟斷
的產量本來就較少，因此如果是專門為了輸出的壟斷，產量少沒有關
係，只要能為國家賺最多的錢就好。但外國如果有其他廠商的話，如
果他們的產量多的話，那我們的產量少就不見得是好事，因此這就是
我們思考這件事的邏輯。既然之間有一正一負的關係，就是廠商家數
多則利潤會減少，因此我們怎麼思考問題呢？從數學處理的角度，就
是選擇最適當的 n，讓我們的福利最大，多一家廠商的好處就是可以
多一點利潤，但是，每多一家廠商，就會讓既有廠商的利潤減少，所
以一正一負的效果，什麼時候可以平衡，就是最適當的時候。透過這
個數學式子(1)，我們可以得到最適當的廠商家數與競爭程度；
如果單純從廠商家數來看，就會看見以下這個式子：
（式 1）

  m  1  n P  mq P  0

dW
d h  P2 q h
h n

dn
dn
D

2

f

根據上式的一階條件，可得到本國最適的廠商家數為

n   m  1  mq f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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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想，因為 P 、 P 指的是需求線的斜率與曲度，如果需求
線是我們所常用的直線型，就是價格與數量的關係是直線的話，那麼
P 就不會出現，因為這個微分了兩次，這是一個曲度的問題，所以如
果是一個直線的需求線，其值就會等於零，則這個式子的結果就很漂
亮，最適的廠商家數就是 n* = m + 1。m 是外國廠商的家數，亦即，
如果沒有外國廠商，就是只有 1 家，就是本國廠商壟斷最好；另外，
也是沒有外國廠商，我們有兩家廠商，可能就會相互競爭，不如讓它
們勾結起來。再者，如果外國有 1 家廠商，我國應該有 2 家；如果外
國有 2 家，我們應該有 3 家，以此類推。因此，如果外國廠商在市場
上賣 100 單位，那我國應該比 100 單位更多，但也不需要生產到 1,000
單位，因為會壓低價格。如果外國廠商在市場上賣 100 單位，我國只
生產 50 單位，也不好，因為市場大餅都被拿走了。因此，當我們來
看輸出行為應該嚴格一點還是寬鬆一點時，最重要的考慮關鍵是競爭
對手的產量，數學角度來看，我們應該維持比競爭對手多一點的產
量，到底應該多少，則需要精算。當然，也會受到市場需求線的影響，
負斜率的曲線是凸向原點或凹向原點也都會有影響，這牽涉到二階微
分。
我們把得到的結果跟 Brander and Spencer 的文章作比較，政府的
補貼不是無限上綱，補貼太多沒有好處，只會把價格壓下來，因此只
會補貼到成為領導廠商（Stackelberg leader ）的產量水準，可以用數
學來驗證。把求出來的最適廠商數值代入，理論上可以導出所有廠商
的總產量，因為我們現在的數學式是一個隱函數形態，只要確認
Brander and Spencer 文章中決定產量的式子與我們舉例分析決定產量
的式子是相同的，就輸出而言，代表最適的競爭政策，其寬鬆與嚴格
程度的拿捏應該讓總出口量變成領導者地位的生產量。在國際
Cournot 競爭下，輸出國政府的最適競爭政策應使得總出口量達到單
一 Stackelberg 領導者的產量水準，當外國廠商愈多時，本國應採取愈
為嚴格的競爭政策，以維持較多的本國廠商家數。
接著，從學理上分析福利，但實務上是否能達到則不確定，一個
國家真能透過競爭政策來影響廠商的總出口量，而不是透過出口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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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對我們的福利會更好，因為政府採取出口補貼還必須花錢以促
使廠商生產到那麼多的數量；但如果是採用競爭政策的話，是不用花
錢的，所以是一個更好的作法。因此我們得到結論：若廠商的邊際成
本固定，則最適出口補貼政策下的本國福利水準會小於最適競爭政策
下的福利水準。
還有一個值得討論的議題，在數量競爭下比較會影響結果的假設
必須列出來，就是假設單位成本是固定的，但除了廠商的邊際成本以
外，很多的情況之下，廠商生產一單位的邊際成本不見得是固定的，
我們在經濟學常見的假設方式是每一單位的成本會遞增，這會牽涉到
找更大的廠房來生產更多產量、或者勞力不足必須雇用更多的工人或
支付加班費，因此在經濟學中後面每一單位成本會高於前面，這個假
設其實很重要。為了進一步說明，此時將需求函數簡化表示為 P = a bQ，就是一條直線需求線，而本國與外國的產業性質皆為成本會遞
增，總成本是產量的平方，因此單位成本就會一直增加。在這樣的設
定之下，將本國廠商與外國廠商的利潤代入，每一個廠商選擇最適的
產量想辦法讓自己的利潤最大，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讓需求函數是顯
函數的形態，就可以清楚解得每一個本國廠商產量與外國廠商產量，
分母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式子(2)，以 A 表示：
（式 2）
第一階段中，本國政府訂定最適競爭政策的一階條件為









dW
1
2b  ch  b  c f a 2 A  2nb b  c f  0

dn 2 A3

據此，可以求出此時最適的本國廠商家數 n**為
n** 



(b  ch ) ( m  1)b  c f



b (b  c f )

即使如此，我們基本思考不變，就是廠商數愈多，就是有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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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在賺錢，是好事，但也使得每一家廠商利潤變少；與剛剛相同，
政府要選擇 n，讓福利最大，就可以解出最適的 n，為 n** = m + 1。
即外國廠商數愈多，我國產量也愈多。
當然也會受到本國成本影響，因此 Ch 愈大，代表成本遞增愈快，
Cf 愈大，代表外國成本愈大。分成幾個情形作討論，假設它沒有成本，
則 Ch、Cf 等於 0，所以最適的廠商家數就是 m + 1，就是剛剛的情況，
本國應該比外國多一家，但現實不可能成本等於 0。如果兩國廠商的
成本型態與成本結構相同，但成本不等於 0，則最適廠商數量是 m + 1
+ (c/b)，這是從上面這個式子把 Ch、Cf 看作是一樣的所得出的結果，
這個比起剛剛未考慮成本遞增的狀況，多出了(c/b)這個參數，就是廠
商家數必須更多，原因在哪裡？因為邊際成本遞增，如果我們維持比
較少的廠商數，那就是每一家生產比較多，廠商家數多一點，每一家
就生產少一點，在邊際成本遞增的情況之下，這樣可以維持在較低邊
際成本內生產，因此就應該採取更嚴格的競爭政策，不要輕易核准輸
出聯合。最後，准駁輸出行為寬或鬆的兩個因素，第一：國外生產多
少？廠商數有多少？第二：視廠商的成本結構，假使成本結構為遞
增，這種情況則盡量不使其勾結，應該讓它維持較競爭的狀況。
我們剛剛假設 Ch 等於 Cf，但其實兩國廠商成本未必相同，與剛
剛的邏輯相同，Ch 值愈大，代表本國廠商成本飆升得愈快，則現在應
該維持較競爭的狀況讓廠商數多一點，不要讓成本因為產量增加而飆
高。如果是 Cf 較大，代表外國廠商成本飆高，這會使得本國廠商家
數較少，稍微讓本國廠商勾結是可以允許的，因為外國廠商成本遞增
時，代表它們會生產比較少，此時我國也不需要生產很多產量，僅要
比外國多一點即可。因此，比較國內與國外產生的輸出成本，可作為
判定採較鬆或較嚴競爭政策的依據。

肆、輸出競爭型態－價格競爭與政策分析
接下來我們分析價格競爭的競爭型態，絕大部份的文獻都是討論
數量競爭，極少討論價格競爭。雖然價格競爭在實務上較常見，殺價
競爭是較普遍的行為，但是因為在經濟學上價格競爭較難計算且較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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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在數量競爭時我們可以假設大家生產的產品為同質性，但是在價
格競爭時，我們無法假設產品為同質性，因為產品同質的話，就不會
有兩個價格，否則高價的一定無法賣出；在數量競爭則是選擇最適合
的數量，別人不見得賣不出去，但價格競爭分析時還必須假設產品不
同質，因此在需求函數或其他的處理上就較為煩雜。
本文考量的價格競爭，係參考 Eaton and Grossman 一文的模型，
但主要考量的是出口政策而不是競爭政策。現在所談的是價格競爭，
因此這兩家廠商生產的不會是同質產品，而是異質產品，當自己的產
量增加時價格會下降，敵手的產量增加時也會影響我的價格。進一步
思考，什麼產品會影響我的價格波動？當然是自己的產量，我生產的
多，價格就掉下趺，我生產的少，價格就會上漲；當然，敵手的產量
也會帶來影響，雖然我們的產品品質不同，但是是可替代的。因此當
別人的產量增加，會影響我的價格，我自己的產量增加，也會影響我
的價格，但是當然我自己的產量增加影響比較大。
（式 3）

Pi h  a  bqih   nk 1,k i qkh   mj1 q jf
Pjf  a  bq jf   in1 qih   um1,u  j quf

i  1,  , n
j  1,  , m

上式中，  為替代性參數， 0    b 。
轉換上述的逆需求函數，可以得到個別廠商所面對的需求函數
為：

qih  aˆ  v1 Pi h  v2 nk 1,k i Pkh  v2 mj1 Pjf
q jf  aˆ  v1 Pjf  v2 in1 Pi h  v2 lm1,l  j Pl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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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3)中，b 會大於γ，如果今天所生產的東西是風馬牛不相及，
所以別人的產量與我無關，當我們兩個產品是完全不相干，則γ等於
0；γ到最大會等於 b，當γ等於 b 時，就代表我對我自己的影響、與
敵手對我的影響是相同的，代表我們的產品是同質的，這個參數等一
會兒我們會用到，r 是別人對我的影響程度，而 b 是我對自己的影響
程度，而γ會介於 0 與 b 之間。我們在此把需求函數作轉換，所謂價
格競爭是廠商要選擇價格以追求利潤最大，因此現在的決策變數是價
格而不是數量，因此我把剛剛的式子寫成反函數的樣子，這個式子簡
單來說，就是我訂價愈高就賣得愈少，但如果外國其他廠商訂價愈
高，我就賣得多，純粹就是這樣的需求函數，。廠商就是決定價格讓
利潤最大。因為價格競爭已經夠複雜，所以在此我們不再討論成本遞
增的模式，單純採取邊際成本相同的模式。透過這個方式，我們解出
個別廠商的價格。因為我們假設國內與國外廠商的成本相同，面對的
需求是對稱的，出來的解也會一樣，這裡是一個簡化而已；出口的價
格與能夠賣多少數量，都會受到廠商家數的影響，另外廠商家數愈
多，價格會愈低，且個別產量會變少、個別利潤會愈少，這些都不意
外；政府應該怎麼決定呢？讓廠商維持家數愈多，個別利潤會變少，
但整體利潤會多一點，因此我們就根據這樣的邏輯解出下列一個條
件。
（式 4）
dW
d
 n
dn
dn





a  c 2 b   B
(B  b   )2 (B   )
  na  c 2 b   

B  b   3 B   2



  na  c 2 b   

B  b   3 B   2

2B

2

 B   2  b

BB  b   B      n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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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2  b





  na  c 2 b   

B  b   3 B   2

 0

B  b   (n  m  2),

  2b 3  b 2 (3n  5m  9)  b 2 (4nm  7n  4m 2  15m  13) 
 3 (m  1)(m  2)(m  3)   3 (n 3  n 2 m  nm 2  n 2  5nm  4n)
這裡決定 n 的條件，就是要讓上式(4)ψ等於 0，ψ≡2b3+b2γ
(3n+5m-9)+br2(4mn-7n+4m2-15m+13)+r3(m-1)(m-2)(m-3)+r3(-n3-n2m+n
m2-5nm+4n)。這是一個 n 的三次式，雖然沒辦法解，但是魔鬼藏在細
節裡，答案藏在式子裡，以圖表(1)來表示，過程中求解 n 會受到兩因
素影響，第一個是 m，就是外國廠商數，當外國廠商數多時，n 應該
多一點或少一點？第二個，就是這裡出現了 b 與γ，這看起來很複雜，
但其實不會，它都是同樣的形式，當你每一項都去除以 b3，就會求出
γ/b，所以這裡可以整合成一個參數；數學式，雖然看起來複雜，但
其實就只是受到 m 與γ/b 的影響。由於γ會介於 0 與 b 之間，因此
γ如果是 0，就代表我們生產的產品，每一樣都沒有關係，當γ等於
b，則γ/b 就是 1，因此γ/b 最小為 0，最大為 1。
圖 2、表 1 是根據剛剛所說的關係式而來，我只要把 n 解出來就
可得到答案，但因為沒有辦法解出，因此我們用圖形來表示。這個圖
已經把外國廠商家數會影響我們最適廠商家數這樣的概念表示出
來，因此這個圖畫出來等於答案已經出來了。γ/b 放在橫軸，且如前
所說γ在 0 與 1 之間，如果將γ/b 特定，不探討我們之間產品的差異
性有多大，純粹看最下面這條線，假設 m = 1 時，中間這一條是外國
，最上面這一條是外國有三家廠商的時候
有兩家廠商的時候（m = 2）
，縱軸是最適的廠商家數，因此與剛剛數量競爭一樣，外國
（m = 3）
廠商家數愈多時，我們的廠商家數也要愈多。這個其實是很出乎我意
料的結果，因為外國廠商已經很多，我們還必須比他更多，有何涵意？
等一下我們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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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特定m與γ∕b下的最適本國廠商家數n*
m
12

γ∕b

3

0.25 6

.823

7.763

8.722

0.5 2

.732

3.646

4.606

0.75 1

.253

2.197

3.185

0.9 0

.643

1.684

2.697

假設一個外國廠商數，假設為三家，同樣都是在這條線上面，當
產品替代程度愈高時，兩個生產的東西愈相近時，則我國的最適廠商
數應該要較少；但如果生產東西不相近，則廠商數可以多一點，以維
持較競爭的狀態。n 的大小僅是用來表示競爭程度，這個表的意義與
剛剛圖一樣，只是我把數字寫出來；先看看結論，在既定的產品替代
性，就是γ/b，如果外國廠商數愈多，則本國政府應該採取愈嚴格的
競爭政策，讓本國廠商數愈多；第二，當我們產品愈近似時，應採取
寬鬆競爭政策，讓本國廠商變少。我們試圖來解釋結果，先不管產品
替代性，如外國廠商家數愈多，本國廠商利潤就會降低，各廠商所佔
市場份額也會減少，本國廠商增加雖會進一步稀釋利潤，但卻會佔有
較大的市場份額，分到較多的市場總利潤。在價格競爭下，因為廠商
競爭較為劇烈，各家廠商利潤皆會較少，因此與其維持各廠商利潤，
不如占有較大的市場份額、佔有較大的市場總利潤。這就是外國廠商
家數多，本國廠商家數也經應該高一點的原因。
其次，當產品同質性愈高，價格下跌將使得其他廠商減少利潤的
幅度愈大。為了避免過多廠商彼此影響利潤，反而應該採取比較寬鬆
的政策讓大家容易勾結。反之，當產品同質性愈低時，則近似於獨占，
但廠商的訂價愈不影響到其他廠商的利潤，此時最適廠商家數會愈多
愈好，試想有些廠商生產冰箱、有些生產鞋子、有些生產沙發，那麼
廠商當然愈多愈好，代表能在不同領域賺錢。
因此價格競爭在某種程度考慮問題與數量競爭時相同，無論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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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競爭或價格競爭，都有一個相同的結果就是去看外國廠商家數，當
競爭對手國廠商家數增多時，則本國應該維持多廠商的狀態。再來，
本國廠商的成本是固定的還是遞增的，也會影響出口政策的寬嚴。第
三，則應看產品替代性，這也會影響到應該採取嚴或鬆的競爭政策。

伍、結論
簡單來說，是否有其他因素考慮？當然會有，但任何一個經濟的
模型無法涵蓋其他政策議題，例如類似景氣與 GDP 的問題等；我們
在學校教書，產業經濟學出現很多矛盾，在個體經濟學的時候，生產
愈多當然不一定愈好，如果產量已經大到使得邊際收益超過邊際成本
時，就不應該再生產，因此從個體經濟學與競爭政策來說，有很多情
況不應該是產量愈多愈好；但如果從總體經濟學，分析到 GDP 時，
從不會去思考應該怎樣讓 GDP 減少一點，經濟成長率永遠應該愈多
愈好，因此不用去考慮到成本的問題，意思就是當我們在講「生產」
時，從不同角度來說明會有很多矛盾之處。回到主題，輸出聯合行為
會有很多好處與壞處，其呈現在哪裡，是我們決定准駁輸出聯合行為
的考量，當然也會有許多其他考量因素，景氣因素、動態因素、廠商
生存的因素等。或許貿易政策允許廠商現在生產多一點，以免倒閉，
或者課以國外產品高關稅。競爭政策某種程度是不是也要考慮這些事
情，維持容易出口的情況，使成本可以隨著出口愈多而降低。所以要
考慮的因素非常多，因此無法透過一個簡單的經濟模型就將所有因素
考慮在內，但本文已經將市場競爭中最重要的幾個因素考慮在內，提
及的數學式可提供給各位邏輯上探討。謝謝各位的捧場。
（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張乃文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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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咖啡聊是非－從咖啡價格調漲案，
談公平會宜否命違法事業為
調回原價之更正措施？
講座：銘傳大學財金法律系顏副教授廷棟
日期：101 年 4 月 10 日
場次：10104-245

主持人蔣委員、辛處長、以及各位
在座業界與學界先進、長官、各位同
仁，大家午安，非常感謝大家百忙之中
抽空參加，剛剛主持人介紹今天的講
題，乍聽之下似乎很不正經，但其實在是很正經的議題，喝咖啡聊「是
非」
，不是八卦或小道消息的「是非」
，而是是非對錯的「是非」
。當
我們今天要喝一杯咖啡，想到咖啡漲價了，而公平會也作出處分，但
應不應該來命該事業來調回原價呢？而此議題並不是針對當事人或
公平會，有任何不敬之意，敬請見諒，在此先敘明。誠如蔣委員介紹，
十幾年前我在公平會服務過，研究所畢業之後僥倖考上高考，歷練
四、五年，有感於競爭法學海無涯，於是繼續到日本東北大學留學五
年，僥倖拿到博士學位，回國之後就在銘傳大學任教，以前雖然曾經
在公平會服務，但是今天在此演講是以學者的身分，或許更該說是必
然不代表公平會的意見，既然是以個人的身分，因此報告完畢預留時
間請諸位先進指教。而今天產官學代表皆有蒞臨參與，顯示大家都很
關心這個議題，若有特定議題未達成共識時，也可以互相交流。

壹、前言
為何要講此議題，因前不久公平會舉辦 20 週年的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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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我撰寫 20 週年來公平會處理「聯合行為的回顧與檢討」的論文，
就以有關於咖啡調漲為案例。當時在會場評論的一位老師提及，平常
也很愛喝咖啡，每每思及為何公平會既然處分，為何不命令業者調降
為原本價格，回顧公平會在 20 週年所處理的聯合行為案件非常多，
當時由於時間關係，我在會場未予立即回覆，剛好可以藉今天演講的
機會來說明。這個問題不僅是評論人關切，也引起許多消費者的關
注，去年 10 月間，許多超商的咖啡價格調漲，公平會對此作出處分
時，在 Yahoo 新聞留言版，竟發現有三、四百則讀者留言，大部份反
應既然公平會作出處罰，為何不令其調回原價的意見；其實不僅適用
於咖啡，像瓦斯、其他的民生用品等，公平會作出一個聯合行為的處
分之後，適不適宜再令違法的事業將價格調回原價？站在消費者的立
場，當然會支持公平會做法，因為現在什麼都漲價，但就是薪水不漲，
因此談到漲價的問題總是受到輿論界的關切。所以，公平會作出聯合
行為的處分之後，是不是應該再作命調回原價的處分，在今後的類似
案件中，都會有相當的重要性。

貳、本案疑點
一、案情概要
調回原價的大前提，一定是此案件為違法，因此在談到是否命事
業調回原價時，涉及到本案的處分以學術觀點，提出個人認為本案可
再釐清的疑義部分。概要：民國 101 年 10 月 4 日起統一、全家、萊
爾富、OK 等 4 家便利超商，就其所販售冷熱不同、容量不同、以及
配方不同的含乳現煮咖啡，於同一週內連續 3 日一致分別調漲 5 元，
因此案受到公平會的關注，尤其是此案在鮮乳案調漲後，立法委員也
相當關切，請公平會限期內破案，對於公平會獨立行使職權相當不尊
重，個人認為往後應該改進。在此狀況之下，公平會開始展開調查，
事件是自 10 月 4 日起始，而處分書是在 11 月 9 日約一個月的時間內
作成，公平會論點在於，每一家廠商在同一週間隔這麼短的時間內，
且每一家配方不同，調漲的價格都是 5 元，不合理的現象，而業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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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提出具體的說明，因此認為渠等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7 條與 14 條
的聯合行為。其中有幾個問題，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7 條規定，聯合行
為必須首先是進行聯合行為的當事人要具有水平競爭關係；第二是當
事人之間要有契約、協議等合意，或雖未達合意但內心形成共識而心
照不宣；第三是必須要有限制競爭的行為，譬如調整價格、限制交易
對象；第四是則必須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先就第四點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來說明，同一行為不論是獨占、結合或聯合，只要是限制競爭的行
為，市場界定的範圍很大，相對其影響市場的可能性就較小；反之若
將市場界定的很小，則影響市場可能性就較大，就像丟石子進入小水
塘或是大海所造成的影響一定不一樣。
二、本案市場界定—三階段市場界定方法
如何界定市場，一般各國的競爭法執法機關或者是學理上，是採
取三階段理論：
（一）第一階段、第二階段：首先要界定相關商品、地理市場範圍，
是採用經濟學學理上的需求替代可能性、或者是價格彈性，端
視涉案商品有替代可能性的商品是哪些；本案的涉案商品是現
煮咖啡，不僅是便利商店、丹堤、85℃及星巴克，都可以買到
現煮咖啡，因此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將便利超商以及可買到
現煮咖啡的連鎖餐飲店，都視為現煮咖啡的市場，這是商品市
場；再來，要界定的是地理市場，到底是台北市、新北市、台
灣北部或全台灣，都會影響到聯合行為的判斷，既然本案是全
國連鎖咖啡，自然會把相關地理市場界定為全國；但是在商品
市場中，還有初級市場與次級市場的概念，就是在一個大的市
場裡，消費族群不同，還可以再細分出幾個市場，例如北、高
市的交通，從台北到高雄，可搭台鐵、高鐵或國道客運、甚至
是自己開車，因此在北高的初級市場中，可能還依照票價不
同、時間不同而區分成幾個次級市場。同樣的，便利超商所販
售的現煮咖啡是不是可以單獨形成一個市場？還是必須包含
丹堤或星巴克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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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三階段：公平會認為統一便利超商經營形態，提供多元化的
服務，包括代繳稅金、上網、訂購票及宅配服務等，另外依據
統計，台灣每五百公尺就有一家便利超商，也有 24 小時營業。
像是丹堤或星巴克在晚上 10 點鐵門就打佯，在市場界定中，
要界定為同一市場必須要有高度可替代性，如果只是低度替代
性，是不能將它併為同一個市場，因此統一等便利超商與丹堤
等，是不具有高度可替代性的，因此就把統一、萊爾富等單獨
併為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次級市場。
（三）從初級市場要把它劃分成次級市場（submarket）或族群市場
（cluster market）時，就存在著許多經濟學裡可爭議的地方，
（cellophane
在美國 1956 年杜邦（du Pont）的「玻璃紙案的繆誤」
，玻璃紙在當初是包裝用紙，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認
fallacy）
為美國杜邦公司就其所生產的玻璃紙，構成休曼法第 2 條的違
反，即濫用市場力量，但案子一直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其認
為可以拿來包裝食材的，包括錫箔紙、鋁箔紙、保鮮膜等，這
些都是消費者可以選擇去包裝食材的；如果把玻璃紙單獨視為
一個市場，則本案中的杜邦公司市占率高達 75%，但如果把玻
璃紙以外的其他用紙都包括進來，則杜邦公司的市占率僅有
20%，則案子就可以撤銷。因此，本案代表的「玻璃紙案的繆
誤」
，即是對某些族群消費習性的誤認，使得市占率計算的值
擴大。
（四）為了真實鎖定哪些消費族群可以成立一個市場，在競爭法學中
「小幅度、有意且非暫時性的調
就發展出 SSNIP 的測試方法：
漲價格」測試方法﹙Small but signi 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亦即視 A 商品與 B 商品是不是在同一個市
Increase in Price ﹚
場，先把 A 商品價格調高 10%至 15%，一般來說消費者都不
喜歡被漲價，因此假設 A 商品漲價之後，消費者轉向買 B 商
品，而使得 B 商品的銷售額度增多，則 A、B 兩商品具有高度
可替代性；假設 A 商品漲價後，其銷售量一點都沒有變，表示
消費者被套牢、被鎖住。最近，美國與日本的企業界都有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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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原則。最近日本的日清食品與明星食品，向公平會申請結
合，這是生產泡麵的公司，泡麵的麵種不同、口味不同、包裝
也不同，如何去判斷市場範圍，就請消費者來作問卷調查：如
果某品牌漲價的話會不會改買其他品牌？另一個案子，是新日
本製鐵與住友金屬公司，這兩家公司主要生產無方向性的鋼
板，這兩家來申請結合，若結合之後，市占率將相當高，日本
公平會就請了一些下游廠商來調查：如果此兩家結合之後，把
這種鋼材調漲 5%，你們有沒有辦法買到其他種材料來製作出
鋼鐵加工品？回到本案，超商中有多元化的商品，可不可能根
據這個特質再將它分成為一個次級市場，我個人認為這個特
質，是相對於萬客隆、愛買此類的大商場，因離家較遠，價格
較便宜。所以便利超商的多元化特質是相對於此，但涉及到咖
啡的單一商品時，可不可以用服務商品多元化作為理由而分出
次級市場，如果時間允許的話，本來公平會應該去測試消費者
是不是會轉向 85℃購買咖啡，換言之，可以觀察 85℃以及星
巴克的營業額是不是有所增長，就可以知道兩者是不是有替代
可能性；反之，統一超商咖啡依然賣得很好，85℃以及星巴克
並沒有很大的變化，則單獨把超商劃為一個市場是可以的。我
並不認為公平會沒有採用 SSNIP 分析就是錯誤的，只是消費者
至便利超商買咖啡，是不是與其多元化服務有必然的關係；如
果以我自己作為消費者的立場，兩者的差別在於晚上 10 點之
後，如果我要喝咖啡，只能到便利超商去買，但最理性最合理
的方法，還是讓消費者來告訴你。由此來看，我認為立法院不
尊重公平會職權，強行限期公平會必須破案，導致公平會來不
及對本案充分進行經濟分析。
三、本案法律適用—聯合行為 VS.獨占事業不當訂價
﹙一﹚聯合行為—一致性行為理論
再來看本案適用法律的其他問題，聯合行為的要件除其市場效果
是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外，一個困擾各國競爭法執法機關的是在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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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
「合意」是存在當事人間的主觀要件，合意有幾種形式，公平交
易法條第 7 條規的契約、協議、以及其他方式；又同條第 3 項所謂其
他方式是指「契約、協議以外的意思聯絡，足以成共同行為」
，當然
主管機關如果握有一群人聚在一起，有契約、協議，或同業公會開會
的會議紀錄，拿得出這種證據當然沒問題，但一般而言，實務鮮少發
掘這種直接證據，所以各國執法機關便衍生出「一致性行為理論」
，
首先必須是業者有聚會，譬如開會或同業公會聊天、聚餐、聯誼，但
裡面談什麼內容不知道，所以意思聯絡與合意是兩回事，當意思聯絡
達到限制競爭的合意，才會構成公平交易法所處罰的合意；如果是有
聚會，裡面談什麼不知道，也沒有發覺有合意證據，但在聚會之後市
場發現不合常理的價格波動現象，所以就利用許多證據，包括情況證
據，來推估當日開會一定有達成合意，就算未寫成協議，但大家心照
不宣；因此實務上，是承認此種間接的推論，這就是一致性行為理論。
但此存在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要一直強調當事人之間須有「接
觸」
，再用接觸完後市場價格出現異常來作推論，因為最主要是平行
行為，即價格追隨行為作區隔；換言之，縱使是寡占市場，業者間沒
有作任何接觸，就是看你調、我就跟著調，你降我就跟著降，這就是
價格追隨，這在競爭法上是允許的，因為並無意思聯絡。因此，一致
性行為未握有「接觸」的證據，直接用所謂的間接證據與情況證據來
推論業者之間有合意，要去區分違法與合法就有相當的困難。公平會
對於本案認為是一致性漲價，就是外觀有一致性，但外觀一致性不代
表就是聯合行為，而可能是業者之間彼此的價格追隨，執法機關無法
掌握業者之間有「接觸」
，則不會構成違法。
1. 本案的問題在於 4 家超商有無合意？公平會歷來發展出「合理推
定原則」
，這個原則是從何而來？目前公平會判斷一致性行為皆
會引用到高等法院 98 年判字第 91 號、92 號判決，這個判決講的
是中油與台塑；大家可能還記憶猶新，民國 94 年至 96 年間國際
油價波動，中油漲、台塑就馬上跟著漲；中油降、台塑就馬上跟
著降，公平會發現中油是藉著先發布要漲的消息，若發布之後台
塑沒有要跟著漲，中油也不敢漲，其實就是藉由價格的發布形成
•52•

意思聯絡；而此種藉著價格發布來形成意思聯絡是不是可以構成
「合意」
，在外國也有很多爭論。此案也在公平會與高等行政法
院之間來來去去，後來高等行政法院是支持公平會的見解，認為
長期藉由價格發布來構成一致性行為的意思聯絡。在此次咖啡案
中，同樣也被認為是採用這樣的方法，10 月 4 日全家便利超商發
布新聞稿要調漲 5 元，第二天、第三天其他便利超商就紛紛跟進，
因此透過情況證據，認為現煮咖啡市場是寡占的市場結構、產品
的需求彈性小，而在這樣的寡占市場中絕對不敢輕易調漲價格，
因為如果其他家不跟進則極有可能會流失客戶，因為有這樣的產
業特性，又在 10 月 4 日公布漲價的訊息，可見這幾家業者已經
有達成聯合調漲價格的合意，因此推論本案 4 家業者存在意思合
致，這就是透過現在公平會的合理推定原則來推定意思聯絡達成
合意的間接證據。因為這樣的推定，加上當事人提不出合理的解
釋，每一家的成本不同，但卻無法提出精確的成本計價方法、甚
至有些本來要調漲 2 元，因為要找錢不方便乾脆調漲 5 元，雖然
有很多種說法，但都不足以解釋為何不同的連鎖系列、不同的產
品配方，卻會達到同樣的漲價幅度。
2. 國外執法機關運用情形︰意思聯絡事實，執法機關本證責任
；
（Monsanto Co. v. Spray-Rite Service Corp., 465 U. S. 752, 1984）
一 致 性 行 為 是 導 致 合 意 之 「 唯 一 合 理 說 明 」（ Ahlstom v .
；執法機關證
Commission [1993]ⅠECR 1307 [1993] 4 CMLR 407）
明意思聯絡與一致性行為存在因果關係﹙東芝ケミカル事件，東
。
京高判，1995 年 9 月 25 日﹚
﹙二﹚獨占事業不當訂價？
1. 獨占地位之認定︰反觀此案，如果我們發現這 4 家廠商之間有電
話聯絡、聯誼聚餐證據，則無問題，單單以 10 月 4 日發布要調
漲 5 元，就依此推論具有證明力，則是否具有足夠證明力？另外
這個案件是採用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7 條聯合行為，但發現處分書
內有說明：以統一、全家、萊爾富、來來等 4 家，以現煮咖啡市
場占有率 84%、11%、4%及 1%。按照公平交易法第 5 條之 1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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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占事業的認定，是一家超過二分之一，二家超過三分之二，三
家超過四分之三，就有可能被認定為獨占，但如果是其中一家市
占率小於十分之一或者營業額未滿 10 億，是不會被列進去的，
因此萊爾富與來來的市占率低於 10%，被排擠在獨占門檻之外。
另外，針對 10 億元的門檻，一年賣咖啡有沒有可能超過 10 億元？
公平會在劃定市場時，把多元化服務也加進來，所以要認定 10
億元的銷售門檻，到底是以咖啡的銷售金額？還是加總多元化服
務的銷售金額？這是一個問題。又依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
規定，獨占事業不得濫用市場地位，這是採用獨占濫用管制，就
是可以獨占，但不得濫用市場地位。
。
2. 榨取性濫用︰對商品價格不當變更﹙第 10 條第 2 款﹚
依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共規定 4 款濫用市場地位的態樣，同條第 2
款是所謂的榨取性濫用，即獨占事業不當地為商品價格的訂定、維持
或變更。本案採用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就是不用在辛苦證明
有合意，只要單獨證明調漲咖啡價格是不是「不當」即可，相形在證
據取得上較為容易；問題是何謂「不當」
，公平會在處理公平交易法
第 10 條第 2 款時應非常小心，因為對「不當」評價是執法機關直接
介入商品定價，這與公平會本身是在維護市場機制，不讓任何人包括
政府隨意干預市場價格，是有所相悖的，因此公平會在適用公平交易
。又公平交易
法第 10 條第 2 款時，應有充分的理由說明為何「不當」
法第 10 條第 2 款是參考德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9 條第 2 款規
定，而德國之理論發展出比較市場的基準，即要認定此商品「不當」
，
必須要找尋與此商品類似的之消費人口及消費指數的市場，視其市場
賣此類商品有沒有價格比較高，例如德國曾經發生維他命 B12 的案
件，當時有消費者認為德國的 B12 價格昂貴，德國的卡特爾署花了
12 年時間找尋比較市場，包括義大利、丹麥、挪威、法國、比利時，
都被柏林高等法院駁回，理由是市場不相同，所以在找尋比較市場時
有先天困難性。
假設此案適用第 10 條 2 款，那麼比較基準何在？有兩種想法，
第一種，同樣賣現煮咖啡的 85℃以及怡客為何沒有漲價；第二種，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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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是統一、全家及萊爾富，擁有 48 種不同的配方，牛奶的濃度不一，
為何同時調漲 5 元，是否「不當」？因此有這兩種比較市場基準。本
案若採用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不用大費周章證明聯合行為的
合意，但在比較市場基準，以及定價「不當」之處，必須利用經濟分
析的方法。
﹙三﹚聯合行為與獨占事業不當訂價之法律適用關係︰競合關係？
吸收關係？
假設此案可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也可適用同法第 14
條規定：統一與全家可能有獨占行為，或這 4 家便利超商可能有聯合
行為，亦是同一行為可能構成聯合行為及獨占行為，這是刑法的想像
競合？還是牽連犯？所以這牽涉到聯合行為與獨占行為中的不當訂
價是競合關係還是吸收關係，因為獨占所以吸收了聯合行為，或者有
聯合行為就不再另外論獨占，因為沒有取得資料，所以看不出公平會
對濫用這一部份的意見。不過，從競爭法原理的三階段管制，即市場
發生價格變更時，執法機關要介入處理時首先應調整市場結構，因為
市場會出現價格異常，可能是因為存在市場結構不合理的問題，譬如
寡占或獨占，加入高度參進門檻；倘若無法調整市場結構，第二階段
必須優先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款，而同法第 10 條第 2 款則是
在第三階段，從德國競爭法發展理論而言，執法機關本身在維護市場
競爭，卻又要說市場價格是不當決定，角色上有所衝突，因此公平交
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應列在最後順位適用，稱為緊急避難說。因此，
公平會如果要避免干預的話，在本案可能還是要優先適用聯合行為，
而無法迴避「合意」的認定問題。

參、歐美日競爭法對於卡特爾之制裁、糾正措施
我們以美國、歐盟或日本等先進國家的執法經驗來說明：
一、美國反托拉斯法
（一）刑事制裁︰在美國若有聯合行為，可能會違反休曼法第 1 條，
法人得科 1 億美元以下罰金，個人得處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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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或併科 100 萬美元以下罰金。或為限制競爭行為而影響美國
各州貿易的話，屬於重罪；美國執行反托拉斯法主要有兩大體
系，一為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 DOJ，採用行使刑事訴追的方
式，先前我國的面板業者就是受美國 DOJ 認定與韓國三星作
價格的協議，甚至還有許多高階職員被判刑，還繳了高昂的罰
金。
﹙二﹚民事救濟︰
美國另一套採用民事的損害賠償，克萊頓法第 4 條 A 項規定：三
倍損害賠償制度；DOJ 得請求法院頒布初步禁制令﹙preliminary
；當事人得以和解方式成立協議裁決﹙consent decree﹚
。如
injunction﹚
果因為限制競爭行為而受損的消費者，包括國家政府或一般消費者可
以向為損害人提起 3 倍的損害賠償請求，就是利用高額的損害賠償額
來達到嚇阻的效力，因此我國的面板業者除了刑事責任之外，還要面
臨高額的賠償金。
所以在美國，執法機關同樣面臨取得「合意」證據不易的問題，
因此他們也使用一致性行為的間接理論，要舉證讓法官相信情況證據
與間接證據是達到意思聯絡程度的心證，而刑事程序與民事程序的心
證程度不同，在刑事程序中必須達到確信程度，但民事程序中只要達
到合理懷疑的程度，兩者證明力高低不同，但是執法機關皆必須證明
當事人之間有接觸，且接觸完後發生市場價格異常情形，而「接觸」
與「市場價格異常」情形之間證明力的高低，在刑事程序與民事程序
，
中會有所不同。因此在面板案中，DOJ 未握有業者之間的「接觸」
僅外在的一致性，因此高等法院認為去證明所謂「接觸」是執法機關
的舉證責任，這部份不能採用推論的方式，僅能在「接觸」與「市場
價格異常」間可以進行推論，在意思聯絡這部份必須要由執法機關證
明，也不能將舉證責任本末倒置由被告承擔，因此判決 DOJ 敗訴。
二、歐盟條約
（一）行政制裁︰
歐盟根據條約 101 條授權歐盟理事會制定 1/2003 規則第 23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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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項公布違法卡特爾限制競爭行為的罰鍰計算方式，其上限額為全球
營業額的 10%，也會根據過去的違法紀錄以及違法態樣予以加減；除
此之外，歐盟執委會也可發布停止或排除違法行為的命令，這是在
1/2003 規則第 7 條 1 項授權歐盟執委會命違法事業停止或排除違法行
為，如果此違法行為命令作出後，違法業者仍未遵守，則每日連續處
罰處以前年度平均每日營業額 5%罰鍰，2008 年執委會頒布 622 號規
則，由於蒐集證據與進行訴訟需要耗費大量成本，因此違法事業可與
執委會進行和解，事業承認違法之後，執委會將中止調查，好處在於
罰鍰會減少，而在此和解程序中理論上可附加調回原價的條件；歐盟
雖有民事救濟程序，但在條約中並未明確規定，是由各國受害者或事
業依照各加盟國國內法的民事救濟程序來進行損害賠償請求。
又歐盟條約第 101 條規定：不允許事業在歐洲共同體中為限制競
爭行為而妨礙歐體之間的貿易。歐盟同樣在處理聯合行為時發展出一
致性行為理論，但歐盟對於卡特爾行為只處以行政責任，並無刑事責
任，而「合意」的證明程度毋須像美國刑事程序這麼高，但必須高於
一般的民事程序，亦即歐盟行政責任的證明必須達到「唯一合理說明」
的程度，執法機關必須證明接觸完後會導致價格異常，這種情形只有
聯合行為的合意才會造成；假設你讓法官認為這種情形也有可能是因
為單純的價格追隨，則無法成立聯合行為。
﹙二﹚民事救濟︰依循各會員國司法程序。
三、小結
歐美的協議、裁決、除去違法行為命令以及和解程序中，理論上
可以要求業者將調漲的價格調回原價，然而競爭法執法機關本身在保
障價格機制的合理運作，所以歐美的執法機關都是基於尊重市場自
由，以避免引發政府介入干預市場價格的爭議，因此實務上發展出間
接的方式，排除命令及違法措施都不會直接命業者調回原價，僅囑咐
定價必須遵守一定的成本計價方式，或是不能採取獨占定價方式，並
沒有發生過直接命調回原價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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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獨占禁止法
（一）刑事制裁︰對於公正取引委員會提出告發之卡特爾﹙專屬告
發﹚
，但就特別重大的，如圍標，或影響國計民生者，日本獨
占禁止法賦予公正取引委員會有專屬告發權，只要告發，東京
地檢署就會進行追訴，最高可處行為人 3 年有期徒刑﹙獨占禁
。
止法第 3 條後段、第 89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96 條﹚
﹙二﹚民事救濟︰無過失損害賠償制度﹙獨占禁止法第 25 條﹚
。依據
日本的執法經驗，對於反競爭行為或限制競爭行為主張損害賠
償，縱然法條規定無過失，但其他要件如因果關係、損害賠償
額的計算，都具有相當難度，因此日本在 1996 年修正民事訴
訟法，即法院如果受理此種限制競爭案件，可依照職權判定損
害賠償額。
﹙三﹚行政制裁
1. 課徵金︰依據違法事業之業種、企業規模大小、違法期間長短，
。
處以一定營業金額比例之罰鍰﹙獨占禁止法第 7 條之 2﹚
2 排除違法行為之命令︰廢止卡特爾之協議等合意、公告或通知交
易相對人及消費者已停止卡特爾行為、其他排除違法行為之必要
。
更正措施﹙獨占禁止法第 7 條﹚
﹙四﹚日本可否命違法事業為調回原價之更正措施
此問題曾經引起過很大爭論，有正反兩說；主張否定說的是北海
道大學的今村成和教授，與他針鋒相對的是正田彬教授為代表，這兩
派相反的見解，個人認為皆有指出聯合行為的理論。
1. 否定說（今村成和教授代表）
(1) 政府直接介入商品價格管制、干預事業訂價自由，悖於競爭
法維護市場價格機制之立法宗旨。
，應否加計
(2) 在生產成本變動之際，命違法事業調回之「原價」
合理的生產成本增加部分？又違法事業調回原價後，必須維
持多久期間不得調整售價？該等問題滋生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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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價格卡特爾之違法性，在於當事人合意限制商品價格競爭，
是以命當事人廢止合意，即可重建商品價格競爭之市場環境，
讓業者重新自由的決定價格。
2. 肯定說（正田彬教授代表）
(1) 執法機關為維護市場自由公平之競爭秩序，對於差別訂價、
不當廉售等違法行為，得以介入管制商品訂價自由。基此觀
點，命違法事業調回商品原價，應屬排除價格卡特爾限制競
爭效果之必要更正措施。
(2) 違法事業倘得以證明在特定期間之商品生產成本已經增加，
執法機關應許可其在調回之「原價」加計合理的生產成本增
加部分。另執法機關為確保調回「原價」命令之實效，應依
涉案商品市場之實際狀況，附加維持原價之必要期限。
(3) 涉案商品若係處於寡占市場結構，執法機關僅命違法事業廢
止卡特爾之合意，將無法有效排除違法狀態，此時即有發動
調回原價命令之必要。
3. 實務動向
(1) 1974 年 9 月 18 日公正取引委會公布之獨占禁止法修正草案
① 公正取引委員會對於調漲價格卡特爾之違法事業，得命其
回復違法行為前之商品價格。可見此問題當時在日本受到
相當重視，有其時代背景，1974 年剛好是第一次石油危機，
日本並不生產石油，在當時有 12 家業者發生聯合行為，就
與現在相同，油品一致調漲，其他的民生物資蠢蠢欲動，
此時輿論界就強烈希望政府可以命違法事業調回原價，當
時採取的是田村正教授的肯定說見解
② 公正取引委員會認有回復及維持競爭之必要時，得於前項
回復原狀命令附加 6 個月以內之期限，禁止變動商品原價。
③ 因不可歸責於違法事業之事由，致商品原價顯有上漲之情
形，公正取引委員會得審酌命調回原價之商品價格。
④ 事業團體主導之調漲價格卡特爾，對於參與該卡特爾之構
成事業，適用以上各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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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官學各界普遍認為該修法草案於實際執法上窒礙難行，是
以最終該修正條文並未列入國會修法審議案。
(3) 迄今，公正取引委員會對於不當廉售行為，雖有命違法事業
不得低於一定價格販售之案例，日本實務上，中部讀賣新聞，
曾經以掠奪性定價，一份報紙賣 100 日圓，意圖驅逐其他競
爭者，公正取引委員會命其不得低於 100 日圓中部讀賣新聞
事件，1977 年 11 月 24 日同意審決但對於聯合行為，可能是
受到該草案未通過之影響，並未出現有命漲價卡特爾為調回
原價之相關案例。

肆、我國公平會宜否命漲價卡特爾為調回原價之更正措施
一、 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命停止、改正違法行為或採取必
要更正措施之意義
（一）性質︰以回復市場競爭秩序為目的之糾正處分，並非處罰過去
違法行為之行政罰，不生「一行為不二罰」之問題。因為若處
以 5 萬至 2,500 萬罰鍰，是對過去違法行為（不可為聯合行為
之不作為義務）所為的處罰，而命停止、改正違法行為或採取
必要更正措施，而事業卻不去更正，是對未來發生，因此不違
背一行為不二罰。
（二）漲價卡特爾未調回原價，是否屬於未停止、未改正違法行為？
學說上有兩說：
1. 卡特爾違法行為之屬性︰所謂狀態犯是行為一發生之後，犯罪行
為即完成，而事後法益的侵害只是一種違法的狀態（例如竊盜犯）
，
法益就被侵害，嗣後盜贓物在手中，則是違法行為的繼續；另外
一種是所謂繼續犯，行為會存在一段期間，因此在行為持續當中
一直去侵害法益（例如非法監禁罪）
，因此就有命停止的必要。
若是狀態犯，因為犯罪行為已經完成，所以沒有命停止的必要。
2. 當事人達成合意，即成立卡特爾，不生停止違法行為問題（因為
行為在達成合意時，即行停止）
。命改正違法，則係確保事業未
來行為之合法性，並非處理過去行為之違法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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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正措施︰糾正、除去過去行為造成之違法狀態﹙例如命刊登
，文義解釋似得適用
更正廣告，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8 條﹚
於更正價格卡特爾之排除違法狀態措施。又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文內「更正措施」與「改正」的區別？依據學者通說，
「改
正」是將來不得再為類似或相同的行為，而「更正措施」則是
針對過去的違法狀態，例如為不實之廣告，廣告雖然已經撤
掉，但是印象還留在觀眾的腦海裡，因此還要去做一個更正廣
告的措施。因此「更正措施」若是糾正過去的違法狀態，理論
上是可以更正命違法行為所調漲的價格再調回原價，理論歸理
論，但實際上是確實不可行。
二、命調回原價更正措施之妥適性及可行性
（一）比較法觀點︰歐美日競爭法執法機關，尊重市場價格機制，避
免直接介入商品價格管制。因此公平會適不適合命調回原價就
有待商榷。
（二）商品生產成本變動之際﹙咖啡豆、生乳、員工薪資等商品成本
增加﹚
，命調回「原價」之價額難以認定。
（三）調回原價 vs.寬恕政策︰公平會有辦法針對每一種咖啡、每一
個業者去計算，然後命它調回來嗎？更不用說公平會要附加多
少期間內不得調漲嗎？更何況這會牽涉到寬恕政策，須停止涉
案聯合行為的參與；依據寬恕政策實施辦法第 6 條第 1 項 1 款，
是否包括申請人主動調回原價之更正措施？如果向公平會申
請寬恕政策，條件是把價格調回原價，是有打草驚蛇的效果，
其他業者也會懷疑說該調回原價的業者即為告密者，因此命調
回原價可能會影響寬恕政策的適用，這是重點。
（四）依行政和解契約︰命漲價卡特爾調回原價，針對此問題，陳志
民與吳秀明教授在公平會進行委託研究時，促請涉嫌違法事業
自行調整價格，亦不贊成公平會介入調整價格。但是價格維持
在高價位總是事實，因此學者認為可以使用行政程序法第 136
條行政和解契約，由公平會與被查核業者達成和解，類似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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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解作法，把價格調回來，就不用受罰。但個人認為此種見
解較不切實際，因為根據行政程序法第 136 條，必須是涉案事
實難以認定，但聯合行為中難以認定的部分，並非是涉案事
實，而是在「合意」部分，因合意行為很難認定而可以利用行
政和解契約，但是一旦有足夠的證據認定違反聯合行為，是否
要調回原價，問題點在於「原價」難以認定，並非涉案聯合行
為之事實或法律關係未能確定。

伍、結語
個人認為此問題不是沒有辦法解決，以下提出淺見，依公平交易
法第 1 條規定，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
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從公平交易法的競爭法屬性來看，應該是透
過公平會來維護市場的自由競爭、間接確保消費者利益，到最後消費
者利益與公平競爭皆能夠獲得保障時，自然而然整體經濟效益就能夠
欣欣向榮，所以是透過市場競爭來達到立法的目的，並非公平會可以
直接介入而命調回原價，因為公平會直接干預會影響到市場的定價自
由，若本案這 4 家業者選擇要調漲，就讓他們調漲，剛好可讓消費者
選擇購買丹堤或是 85℃等；一般消費者，若買到貴的東西內心總是不
是滋味，有沒有什麼方法能夠讓公平會不侵害立法目的，又能讓業者
調整價格，一舉創造雙贏局面，這是我們須思考的方向。
又依據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第 4 款、第 8 款，及同條第
41 條第 3 項規定，如果違法聯合行為情節重大，最高可以處以其前年
度營業額 10%，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對於違法行為可
參考斟酌犯罪行為的不法所得、違法所得、以及悛悔實據，來作為訂
定罰款的標準；因此假設聯合行為在調查之中，如果業者有主動調回
商品價格，調回多少則交由業者自行計算，或業者認為不妥則自行調
回認為合宜的價格，但這也不代表就有聯合行為之違法，公平會要認
定違法還是須有合意的間接證據，因此如果業者自行調回原價，即使
嗣後被認定為違法，其不法所得利益亦不會那麼大，而且業者行為後
態度非常良好，此時則可減輕處罰金額，也會間接反應到消費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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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到比較便宜的物品，現公平會正在修法制定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計
算辦法，將此種精神可以反應到此辦法中，即在調查過程當中、公平
會未作出處分之前，業者如果有主動調回價格，公平會會考量調回價
格的比例，適度減輕賠償金額，但是不得低於申請寬恕政策的減輕門
檻，否則會影響到寬恕政策的適用意願，本人認為用這種方式可以尊
重業者定價的自由以及維護公平會不違反競爭自由的宗旨，個人淺見
認為這是一個較可行的措施，因此有不成熟之處還很多，願聆聽接受
各位先進的指教，謝謝大家。
（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張乃文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孫馨徽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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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匯流下的競爭政策與管制
講座： 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黃助理教授
郁雯
日期：101 年 5 月 8 日
場次：10105-246

壹、前言
今日的演講題目設定在數位匯流
下的競爭管制，實際上「數位匯流」這個名詞已經很熱門，尤其最近
馬總統令行政院科技顧問組成立了數位匯流小組，也發表「數位匯流
政策白皮書」
，訂定了許多願景與時程。之前也在思考是不是應該把
題目改為「數位匯流下的競爭與管制」
，因為「政策」包括在數位匯
流小組所擬的白皮書，已經有許多政策與目標，但是公平會身為產業
的競爭管制機關，關心產業發展，而產業關心的是 regulator 的動向與
政策，因此今天把主題定位在數位匯流下的產業競爭與市場發展，以
及以公平會或政府角度的「管制」應該是如何。

貳、數位匯流下的產業競爭與管制
儘管各位對數位匯流已經耳熟能詳，數位匯流的意涵以及發展至
今仍是一個很夯的議題，在台灣的博碩士論文以及數位匯流為題目的
論文，不下一百本，且還在增加之中，可見數位匯流研究與產業發展
關係的密切。然而，數位匯流是什麼？怎麼開始的呢？從什麼時候開
始呢？與誰有關係？除了公平會作為產業主管機關必須要了解產業
發 展 之 外 ， 數 位 匯 流 與 消 費 者 有 什 麼 關 係 呢 ？ 什 麼 是 Digital
Convergence？怎麼匯流？現在匯流了嗎？未來 20 年還匯流嗎？又是
誰在從事數位匯流？是產業嗎？還是主管機關在推動（push）？一般
所認為的數位匯流是什麼？有人認為是影音資料的蒐集與整理，那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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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在操作數位匯流呢？是 end use r 抑或是 provider？在數位匯流時
代已經無法劃分清楚，或者說是有所變動。以往我們是影音資訊的接
收者，但是今日我們也可以是 producer，當我們上傳資料到 Facebook、
Youtube 或社群網站等，我們就是資訊的 producer；當我們下載音樂
來聽或者上網查詢朋友的動態，就成為了資訊的 consumer，因此在匯
流時代，所以我們可以同時成為資訊的 producer 以及 consumer，以致
」一詞，這是在可以互
於現在出現了「prosumer（producer+consumer）
動的平台上才有可能—也就是當我們能夠「上傳」
、
「下載」
，能夠參
與、互動的時候才可能發生。因此不用等電視台給我們通告，自己就
可以上節目，也不須再聽主播播報新聞，自己就可以當 anchor（主
播）
，我們可以不用再依賴單一的資訊來源，因為我們活在資訊供給
充裕、資訊需求極高的時代，當缺乏資訊有些人就會開始緊張、甚至
恐慌，因此在數位匯流時代，我們是很大的 consumer。
現在是最好的年代，雖不至於是最壞的年代，但也可能是有點壞
的年代——Digital Conv ergence 讓我們能夠在數位的平台上消費資
訊、提供資訊，也讓我們能突破地域的限制來創造資訊。因此我沒有
辦法告訴各位數位匯流的確實形貌究竟是什麼，因為它還在發展之
中。但是數位匯流如何進行的呢？第一、技術要到位，第二、要有很
方便互動的平台，再者，產業要提供這樣的服務給我們，假使 ISP
Provider 所提供的服務無法讓我們輕易的上傳下載，則無法創造資
訊。又數位匯流是什麼時候開始？簡單的說，從網際網路為架構的產
業起來之後，它就已經存在了－可能在舊有的載具平台上、可能發生
在新的載具平台上、甚至是我們尚未可知的載具上。至於 Who is doing
digital convergence？除了產業、除了各位，我認為這是一種全民運動
了。
全世界有多少人口？約是 70 億。全世界有 5 大洲，各位覺得哪
一洲最進步？這個問題難以回答，因為美洲、歐洲也有落後的部分，
而非洲也有非常進步的地方，這些進步與落後，以前我們比較南北半
球、比較東方與西方，然而，因為數位匯流與 IP 平台的發展，現在
已經無法回答哪一洲最進步的問題了。但不可否認，Internet 的發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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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美國，從國防專用 Intranet 到全球商用的 Internet，至今只要能夠
連網就可以溝通。美國知名作家梭羅在他的年代，因為受不了凡世的
塵囂，因此跑到湖邊築屋砍柴過生活，也因此而創作了非常多了不起
的詩作與散文。因此，大家如果受不了塵囂，先把網路拔掉，再把手
機關掉，或許就會安靜許多，立刻有遠離塵囂紛擾的解放感。
在座讀過賈伯斯傳嗎？這一本書相當有趣，在我看來賈伯斯簡直
可說是 digital conver gence 的代言人，不論平台或科技，光是一支
iPhone 或一個 iPad 就道盡了什麼是數位匯流。給你一支 iPhone，你
就可以開始 doing convergence。我讀了賈伯斯傳，認為他真的堪稱是
一個用心改變世界的人。這裡有多少人使用 iPhone 呢？超過四分之一
強；有多少人有 iPad 呢？還比有 iPhone 的人多！可見它的功能更迷
「i」是資訊，但當
人。iPhone4S 去年問世，現在 iPhone5 快出來了，
你少了「i」資訊，可能真的會感到很哀。賈伯斯在年輕的時候很想做
出改變世界的事，而透過蘋果電腦、i-Phone 及 i-Pad 他也真的做到了!
非常推薦大家閱讀賈伯斯傳這本書，你可以看見這個世界是如何
convergence，我認為賈伯斯是數位匯流的代言人，也是實行者，也把
匯流帶到我們的身邊，大大改變了我們溝通的方式，而消費者買單，
也成就了他的心願，所以讓產品可以一代一代地升級。又說回來，這
是一個互動的時代。賈伯斯是個鬼才，他的模式是我們學不來的，但
有一件事，我們能從他身上學到的，就是「奉獻你的一切，去改變你
的世界」
，這句話很感人，在現今資訊爆炸的時代，很多事情身不由
己，但我們應該學習賈伯斯，願意而且動腦袋去突破，才可以成就大
家這麼多的快樂。賈伯斯說實踐成功有 3 個步驟：描繪你的願景、再
評估你所擁有的資源後，制定合理的目標、最後，再努力去達成，這
3 個步驟，做了就對了！
NCC、公平會和相關主管機關面對數位匯流有許多的願景，面對
公民也有許多的承諾，包括數位匯流白皮書有一些方案與政策，想要
把台灣帶到與其他先進國家一樣的規格；套上賈柏斯的成功 3 步驟，
勾勒我們的願景、評估有什麼資源以及主管機關有多少財力及人力可
以幫助產業，然後制定合理的目標，努力去實踐。政府還有制定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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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與 2030 年的數位匯流目標，但是否屬於合理可期的目標？有沒有
就著台灣的市場、資源、以及使用者的需求，來制定合理的目標？還
是只為了要超越中國大陸？但是，中國大陸有超越歐美的實力，因為
它們的資源集中，政府權力也集中，政策的貫徹相對明快容易。但台
灣是一個以民為主的政體，制定目標之後，是以民為主的體制要實
現，故相對地立法與執行政策的成本較高。
今年 2012 年，是我國計畫中的數位轉換元年，把無線電視的類
比無線訊號關掉，因此大家看電視一定就是數位電視，而現在必須透
過數位機上盒來接收，否則沒辦法收看電視，但大家準備好了嗎？這
是需要人民來配合才能落實政府的政策，因此這是不是一個合理的目
標？如果我們的目標制定錯誤或努力去達成還是達不到，應該怎麼
辦？賈伯斯的態度「求知若渴、虛懷若愚」
，因此我們無論是產業、
學界或公務機關，特別是制定政策的必須要「求知若渴、虛懷若愚」
，
而公務單位或管制單位就想要管理，但是沒有傾聽民間或是產業的聲
音，則管制就不會好，因此賈伯斯就說，你必須要相信點滴小事、將
來或多或少會串在一起讓你有信心追求喜悅。今天我與大家分享的主
軸，也是這樣子的—數位匯流是有願景的，台灣是可以跟上世界數位
匯流的水準的，但你必須要相信要透過每一點一滴的串連，才可以往
前走，但只要在哪個環節沒有作好就會在未來影響我們。美國總統歐
巴馬常常告訴人民＂Yes! we can＂，我覺得我們的政府也是要這樣告
訴人民。當然規範與政策都不可能一次到位，也沒有完美的，我們只
能在不完美中找尋完美。

參、匯流趨勢下的當代議題與爭點
根據近期 USA 最新調查，i-Phone 的應用程式 APP（Application）
，
在 i-Phone 的使用者調查當中，有接近半數正在使用 iPhone4 的人，
已經有一支 iPhone4 了，還想要購買 iPhone5；其中有 8 成的人採用
吃到飽上網方案。吃到飽上網方案是一個大問題，網路下載吃到飽的
專案常常會讓網路塞車，重度使用者會占去很多的頻寬，影響到其他
非重度使用者的頻寬流量；73%以上的使用者裝了 10 個以下的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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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在美國對於付費 App 很習慣。以往 iPod 下載音樂要錢，大約 1
首是 50 元台幣，但使用者還是很願意付費來下載音樂；8 成的人安裝
20 個以上的付費 App，這就是現在的資訊使用模式。因為知識是有價
的，尤其我們現在談智慧財產權，它雖然是無體財產權，但並不是不
用付費的財產權；超過 8 成的人，平均使用 15 分鐘以上，這個算是
客氣的，算黏度相當高；最常使用的功能是收發簡訊；調查顯示影響
使用者換機的因素分別是更持久的電源供應、吃到飽的資費方案以及
長期綁約。現在台灣也還是有綁約的問題，不管是 12 個月或是 24 個
月，有長期綁約的話，比較拘束使用者，46%的使用者表示會在 iPhone
上市 6 個月內更換新機。這件事情顯示，舊型機種一支手機用不到 6
個月，只要有新的機出來就會想要去更換；但持有舊機或年長的人愈
不可能換機，以上是美國 2011 年對 iPhone4 用戶的調查。我們發現，
使用者重視電池的待機時間，表示＂黏在＂手機上面的時間愈來愈
長，也表示消費者認為硬體需求並不那麼重要，但電池可以用愈久愈
重要。顯示使用者永遠不知道自己要什麼，本來是很安靜內向的人，
但在臉書上面可以生龍活虎。
談到數位匯流，一定要提到最近最夯的「雲端」
（cloud）
，給我
iCloud，我也要飛上雲端。雲端是什麼？現在有個人雲、有企業雲、
有政府雲，台灣說要做一個雲谷（Cloud V illage）？何謂雲端？基本
「端」
上雲端可分為「雲」與「端」兩部分，就是 Cloud 與 Access Point，
可能就是你的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Pad、Notebook 或各種可以想
像到的端點，因此雲端可以運用的層面非常的多。現在數位產業的願
景會給消費者什麼產品讓消費者上雲端？這是被開發出來的需求。現
在 user 可以從手機下載很多 App，在很大的雲海裡，但使用者喜歡更
（fashion）
，潮風吹遍全世界，
多免費的選擇。Cloud+Apple 就是「潮」
現在蘋果迷就是這樣，給你一個雲端，不管是什麼終端，都可以接收。
但只要跟 Apple 扯到關係，那肯定是很潮的玩意兒，Fashion 的產品
最好賣。
現在社會分成兩類，一種是懂得和使用數位資訊者，另一種是不
懂 者 或 不 使 用 者 ， 前 者 是 ｀ Digital have ＇ 而 後 者 是 ｀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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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not＇。後者 Digital have-not 可能是貧窮的人、接觸程度很低的
人，可能沒有辦法換機上盒、無法購買智慧型手機，因此這就會造成
數位落差；我認為這與大環境、教育都有關係，但最重要的是，不要
讓這些 Digital have-not 的人被邊緣化，因為資訊好比是食物，這些人
因為數位落差之後而可能愈被隔離，如果是娛樂功能倒還好，但許多
不是娛樂，譬如政府電子化之後，很多政府公務的處理變成電子化，
譬如規費繳交與報稅，如果這些在數位化邊緣的人，剛好有人住在山
上又被開了一張罰單，只好下山到某處的監理所去繳交，但是對於
Digital have 則可以上網繳交，因此對於位處偏鄉的人，數位落差是很
嚴重的事情。政府在白皮書裡面也有談到要照顧到公眾基本的資訊接
收權，資訊權以及資訊的接收已經變成基本人權的議題，中華民國的
國民如果不能接收資訊，則其基本人權已經被漠視，就是數位匯流之
下如果無法接收資訊，就如同無法吃到食物會被活活餓死，政府應該
要照顧人民資訊接收這方面的基本權，因此要做整個政策的規劃及配
，起碼保障想要資訊的
套，以減少社會中的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
人有一個管道（access point）可以接取資訊。
有一新玩具，就是把 iPad 加上對戰遊戲機，叫做 iCad。把 iPad
放進去就能夠在網路上抓遊戲，準備與全世界的人 PK！現在 iPad3
要進來了，他的待機時間可以變更長，Link 會更舒適，讓蘋果迷可以
接觸到更多的 App。我們用 i 系列來作一個起頭，當然數位匯流中也
。ICT 最重要
包括 ICT（Information a nd communic ations Technology）
的元素是數位化，今日我們說數位匯流的意涵，包括 Telecom、CATV、
Internet、Powerline（PLC）
。Powerline 就是電力線，電力線可以成為
傳輸資訊的載具平台，成為網際網路的一部分，這在美國及在台灣都
有實驗，這些就是為了讓資訊的封包在 IP 平台上跑，都可以數位化。
頻譜在空中跑，然後天線會把訊號接收下來，叫做無線電視。今天政
府說不要再這樣了，類比訊號很落後，我們要 HD 高畫質訊號、要數
位訊號，一定有人有高畫質的觀看經驗，現在到燦坤去看也都是高畫
質的面板、顯示器，當我們再回去看類比訊號，可能會覺得自己的眼
睛是不是花了，或是眼鏡沒有擦乾淨，當然我們是追求影音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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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看過數位高畫質訊號之後就被吸引住了，且由奢入儉難，恐怕回
不去了。
Telecom 可以數位化、CATV 可以數位化，Powerline 也可以將數
，應該
位訊號透過電力線傳送，未來如果台電做一些電力線（PLC）
有可能很賺錢，也可能因此緩解台電的財務及電價問題。數位匯流通
常會有三網合一、四網合一以及多網合一的課題，大家知道三網合
一？三網是融合電信、CATV 與網路，四網則多了行動通訊，這在台
灣尚未很成熟。之前我在英國念書時，他們的電話服務是由 BT(British
Telecom，英國電信公司)提供，但也有由有線電視業者所提供的電話，
我們現在的第四台尚未能讓我們打電話，但現在可以看電視又上網，
以後有線電視有一條線可以作為主線，然後可以打電話和上網，這些
技術上都是可以做到的。
從 cable 線來說，可算是租了進入家戶的「最後一哩」
（last mile）
，
可以接取（access）到資訊使用者的終端點。但在台灣，有線電視的
背景與在英國不同，有線電視以往我們稱為第四台，作業流程是先有
人將線路拉到你家，然後回到機房播錄影帶，使租用戶可以享受老三
台（台視、中視、華視）以外的娛樂，播放線性節目讓你有很多台可
以選擇，它可不可以讓你打電話？可以啊，裝一個話筒裝置或者像接
受器，可以傳電信訊號或者打網路電話；現在網路電話非常便宜，就
是你上網之後就都可以連線，然而現在網路電話在台灣為什麼仍不普
遍？這可能要回歸去問業者，業者或許仍在研議如何同時提供網路電
話以及一般電話，然後又可以獲利。
三網融合、四網融合之後，最重要的會是設備（device）
，手上有
panel、有 mobile、smart phone，就可以到處移動；所以四網融合已經
在生活中實現，因為我們已經隨時處在連網狀態。以往的窄頻時代，
網路、光纖、電話、第四台都還靠著一條線，但是現在我們不要有線，
我們要「無線」
，這就是我們現在生活的形態。那麼，互連的基礎在
哪裡？今日談論競爭政策、談融合，最終還是會回到互連的基礎問
題。就研究的結果，起碼要有 3A，就是 Accessible（可接取）、
Accountable（可信賴）
、Affordable（可負擔）
；第一要可接取，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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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點可以讓你接取資訊；第二要可信賴，是否可以利用這東西與全
世界串連，或者只連結一個區域網路；第三要可負擔，如果無法負擔
得起，就無法享有基本通訊權、基本人權就會退位到商業利益或錯誤
政策中，因此必須要注意這三 A。另外，我認為還有要講究服務品質
，品質要好才能讓使用者有信心，因此互連的基礎，在
（creditable）
於政府的管制要讓它有三 A，業者要達到三 A，讓消費者享受到三 A
的服務。尤其我們在玩遊戲的時候，差個半秒就拿寶藏或是失掉寶
血，因此網路怎麼可以有延遲！或者網路有駭客，或者資訊封包無法
送達指定位置，因此通訊匯流時代，網路互連實為最大問題，如果管
制機關要管制，只要先管理好網路互連，其他商業機制則各憑本事。
互連之後，就是要做到「無所不在、無接縫連結」
（ubiquitous）
，
也就是從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使用任何裝置都可以連線；全世界先
進各國都有「無接縫連結」
（ubiquitous）的政策願景及配套措施，包
括我們常拿鄰近國家來相比 ubiquitous 的程度，這就是業界、政府與
使用者共同的願景。今日我們要談的是規範，政策要怎麼做才可以實
現到無所不在？而且應該是無所不在的「好」
，因此今日數位匯流的
競爭與管制，就是這些議題。分享長榮大學魏杏芳教授對數位匯流的
闡述：
「數位技術的匯流發展，電信、傳播、網際網路等過去界線分
明的既有服務，其產業界線漸趨模糊；在技術中立的原則下，無論所
使用的載具為何，消費者都能享有相同的服務。」誠如前述，資訊是
食物，那我們如何去吃到這些東西？
“We are living in informa tion age. ＂美國最早提出資訊高速公路
（Information Super Highway）的概念，柯林頓政府也做了很多資通訊
的計畫，這就是讓資訊在高速公路上跑，而不是在鄉間小路跑不動。
當然還是要回到最初的 www.，窄頻時代資訊跑的很慢，現在講寬頻、
超高速寬頻、與無線的超高速寬頻，這些都是為了讓封包跑更快，當
然還是要回到網際網路的連結性。Web1.0 時代，我們純粹是資訊的
消費者，web2.0 時代，使用者可以參與、可以上載，那什麼是 web3.0
的時代？在 web2.0 時代，如果 ISP 不給我們平台，我們還是不能表
演，但是在 web3.0 時代，我們可以自己開店、自己架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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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製造了太多的驚奇，大家有看過＂In T ime＂（台灣譯
成＂終點戰＂）這部電影嗎？在虛擬的時空裡，每個人手上都有一組
數字，數字顯示還剩下多少生命，因此能活下來的籌碼就是時間，如
果數字歸零就是死期屆至，這些數字怎麼來？可以透過工作從別人賺
來，也可以賣掉給別人，有些人擁有很巨額數字（時間）
，有些人數
字很小，因此這個主題非常有趣，俗話說「時間就是金錢」
，但是在
該部電影的時空，有錢都買不到時間。因此這部電影給人許多深省。
現再拿這部電影與 digitalize（數位化）做比對，假使你並未數位化，
別人上網完成報稅動作，你得自己花時間找資料試算。這個世界有一
群人是非常數位化的，因此得以節省時間，過得非常優渥；反之則過
得相當匆忙，因為要做的事情太多，卻又沒有數位化工具輔助。但弔
詭的是，兩類人從來不交流。這就是我所要影射的，在數位匯流時代
information a ge 當中，Time 就是未來的 currency，你有愈多時間和資
訊就可以做愈多事情；當你在網路上 surfing 的能力很強、速度比別
「時
人快，就能夠更快完成事情。在電影 In Time（“終點戰＂）中，
，而在 information age 中，頻寬、容量、
間」是絕對的 currency（貨幣）
，但至少也會是相當的重要資源。
速度雖不是絕對的 currency（貨幣）
在數位時代的 vision 究竟是什麼？從 NTT Docomo 是日本知名的
一家行動通訊公司，每年都會推出一個 vision 主題短片。另外一個則
是韓國三星，Samsung 或許是我們最大的敵人之一，卻是可敬與可怕
的對手，當我們還在 3G 時，它對 4G 的願景已經擘劃，它有 Future Life
Story in 2015，其中 5 個故事，每個故事都訴說數位時代我們怎麼活，
在不同的時空中，數位科技如何幫助你，包括醫療、教育與娛樂，請
大家參考影片解放你對數位生活的想像力。又 Samsung 是可敬的對
手，韓國人也非常可敬，韓國以想要當世界第一的氣度在全世界佈
局。反觀台灣有沒有這樣的承擔？就以我自己在國外的經驗，不管是
在世界電信聯盟召開會員大會，或者是在世界貿易組織 WTO 等各式
各樣世界性的場合中，我看見韓國人會非常努力想要打入台上的專家
，並試圖主導政策或是技術
小組（panel）及各式委員會（committee）
標準。台灣因為有許多政治上的因素而無法參加聯合國相關組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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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於無法在國際論壇的第一線與人討論，當然我們以韓國來作比較對
手，因為若干年前我們或許還在同一個層次，但現在卻是一翻兩瞪
眼—韓國真的有一個願景，就是要成為世界第一，韓國政府與人民一
起花錢努力把韓國推向世界舞台。台灣的 htc、台灣的產業有沒有政
府幫忙？最近半年來，台灣的 ICT 產業吃盡了苦頭，被 Apple 告，也
被 Samsung 告，而我們友達、奇美與華映的主管到美國去應訊，結果
也就被關進了監獄，這是什麼道理呢？如果台灣的政府無法作為產業
後盾，台灣要邁向世界第一是絕對不可能的。再者，台灣的產業有沒
有氣度可以當世界第一，都值得思考。我認為台灣是個很棒很有潛力
的地方，產業也相當活絡，但是仍要看政府政策如何規劃、資源如何
配置，以及在國際市場上有沒有充分的 link，這些都是很重要的關鍵。

肆、數位匯流缺少了競爭政策
回到數位匯流下的政策與規範議題，公平會或者公平交易法在數
位匯流時代應該怎麼作為？或者有哪些議題呢？回歸到公平交易法
的立法目的與法律權責，公平交易法第一條開宗明義，
「促進產業發
展、維持市場競爭、保護消費者權益」這就是立法目的，而公平會的
權責在數位時代有沒有不同？權責應該如何調整？在數位匯流談得
沸沸揚揚時，為什麼召集跨部會單位，寫成數位匯流政策白皮書，卻
獨缺公平會？陳冲院長說「良好的無線上網是基本人權」
，新上任的
科技政委張善政也說「政府投資企業不該只是為了賺錢，更應提高社
會公益的影響力」，公平會之前以上網速率廣告不實來處罰中華電
信，但是上網速度至今仍未獲改善，而 NCC 要求業者要做出保證頻
寬的承諾，這樣可能可以稍減問題的嚴重性。但是國家的數位匯流究
竟應該怎樣作為才算適當，並且運用行政權來介入未來環境的發展，
這才是問題的重點。因此在特定市場上無論施以管制手段或放任業者
自由競爭，目的都是為了在匯流發展的過程中，促進既存業者間的競
爭，避免不知不覺中先行者已發展成為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力；同時
也維護了新進者進入市場的機會，這正是公平會同仁戰戰競競力守崗
位的目標。因此在數位時代中，目的是不會改變的，我們不要既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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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互相談一談後就聯合漲價，也不要有上下垂直整合的行為，這是
限制競爭的部分；而在不公平競爭的部分，也不要見到有危害市場秩
序的行為態樣。
當然，新課題是如何讓消費者享受市場競爭所帶來的利益。以上
網速度為例，重點在於公平會必須仔細檢視市場界定的議題，例如，
寬頻接取視為一個市場嗎？還是整體無論寬頻接取、窄頻接取、無線
接取皆界定為一個網路接取市場？如果界定市場範圍放大，在此市場
內具有相對市場地位的業者就變小；反之，如果把市場縮小，則此市
場內具有相對市場地位的業者就變大，今日寬頻接取無法受規範，可
能與市場劃定有相對性問題，如果把寬頻界定為一個市場，則提供寬
頻接取的這些業者哪些具有獨占力量？哪些業者濫用獨占力？如果
連此都無法界定，則市場力的界定就會有困難。因此如果公平會要解
決接取的問題，則界定市場將是第一個要檢討的課題。以目前台灣的
狀況，中華電信是基礎建設主要擁有者，有管溝、線路、連線到家裏
last mile ，有從上到下整套的寬頻接取價購與設備（特別是批發接
取）
，但並不是每一家業者都擁有，所以必須向中華電信承租，因此
中華電信占盡了市場的優勢，而會不會產生濫用市場力量的行為？如
果不是獨占，但是在批發市場中有顯著市場力量，而濫用這種地位，
應該可由公平交易法相關限制競爭的規範加以檢視。我國現行的寬頻
市場嚴重缺乏競爭，現在其他業者，例如台灣固網、遠傳速博、台灣
學術網路等，在批發階段中可以接取 CHT 的節點，然後再去對第三
人提供服務。另外，現在寬頻的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簡稱 ISP）也越來越多，連便利超商 7-11 及大賣場家樂福
也都加入戰場，因為這是透過批發市場中去向別人購買或承租，再賣
給消費者。

伍、我國匯流面臨的現況分析與挑戰—案例分析
今日的狀況是，費率的價格原則是由 NCC 管制，但是，部分則
應該開放市場自由競爭機制，目前的問題是還沒有管制好。即所謂資
費合理化，或是網路互連費用合理化，或是接取費用合理化，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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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都可以精簡化，則政府管制成本就會減少，這意味著該管的管、
不該管的不要管，抓住重點，管對地方就好。如果批發價格是合理化
的，那麼交給市場就好了。NCC 已經要求中華電信降價很多次了，
但是到位了沒，並不知道。回歸到寬頻網路的基礎建設，因為中華電
信擁有主要的網路建設，如果 NCC 要管資費，或者公平會有機會審
到資費問題，可以去檢查一下，究竟批發價合理不合理？中華電信最
近有全面升速然後降價的措施，原費率 1,389 元，新費率 939 元，2,200
元變成 1,399 元，1,700 元變成 990 元，100M 大降為 801 元，因此，
以前難道是被坑了嗎？這些是零售價，因此 NCC 要加油，到底什麼
是合理的資費，應該與業者和產業多多交流。英國在 2008 年時已不
再管制零售價，它們認為批發價管好之後，零售價就可以自由競爭，
2008 年時他們評估對 BT 的批發價格已屬合理充分，因此就不再管制
零售價了。對業者來說，降價是很痛苦的，而對主管機關而言一樣痛
苦，因為會面臨業者反彈。曾經在英國的 mobile 市場有 4 大行動業者
BT、Vodafone、Orange、T-Mobile，被電信主管機關 Oftel（Ofcom 的
前身）認為零售價格太高，故裁處命令業者須降價 12%至 15%幅度不
等，大削產業訂價。為此業者不服，告到競爭法主管機關 Competition
（CC，競爭委員會）
，當時競爭委員會有沒有能力處理
Commission，
資費問題，先打一個問號，然而最後的處理結果是競爭委員會 CC 自
行核算了一個版本，其降價程度比電信主管機關的幅度還多，業者就
只好摸摸鼻子照作，這是英國發生的真實事例，在台灣有沒有可能發
生呢？目前互連費用是用協商的，2009 年時因為網際網路的資費問
題，中華電信被台哥大控告，認為中華電信所收取的網際網路互連資
費太貴了。當初 NCC 關起門來叫業者去協商，當時中華電信收取台
哥大 1M 的網際網路互連是 3,000 元，最後協商結果敲定價格攔腰對
砍成將近一半!什麼才算是合理的網路互連費，實有待重新斟酌分析。
公平會與 NCC 是數位匯流市場主要的主管機關，NCC 通常是採
取事前的審查，要先經過它的核定，若不合理就會要求必須再斟酌；
公平會則通常是事後的管制，當市場競爭有受到影響之虞，就會進行
調查，因此監督資費訂價行為是否合乎規範，當然也是公平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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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再 來 是 針 對 擁 有 顯 著 市 場 力 的 既 有 業 者 （ Incumbent with
，應該如何監管？歷史上，各國的電信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SMP）
都會歷經一段國營電信的時代（美國除外）
，因為這是把電信當作是
國家的公共服務與基礎建設的提供，當然是傾向國家的資源，如果是
因為國家建設作成一個具有上下垂直整合能力的實業體（中華電信即
是）
，其實在民營化之後，因為先天上優良的條件，使得不僅是在上
游的批發市場，乃至於下游的零售市場，都將擁有很高的 SMP（顯著
市場力）
，有可能會阻礙許多後繼業者進入市場。因此，若認同“競
爭就是最好的管制（Competition is the best regulation ）＂這一觀點，
則是從市場競爭讓消費者自己去選擇，用競爭來淘汰篩選不良體質或
不具競爭力的業者，應是管制最終的目的。
舉外國的例子，歐盟的執委會在 2003 年對德國與法國的兩大
SMP 業者開罰，認為他們在寬頻接取市場上有濫用市場力量，因此宣
告其違反競爭法。2007 年又處罰西班牙最大的電信業者濫用市場力
量，而訂定不合理資費、墊高資費…等。這些案例的事實與我國現況
極為類似，值得引為執法的參考。行政院數位匯流專案小組集合相關
部會共同參與，其中雖有 NCC，卻未邀請公平會積極發聲。但以僵
化的「事前」
、
「事後」管制原則來劃分 NCC 與公平會的行政職權作
用，是不足以應付匯流發展下的市場變化的。NCC 與公平會應共同
由競爭法的角度，重新界定電信業的各級市場，並選定應受「事前」
管制的市場與該市場的市場主導者，屬於 NCC 管轄；至於公平會，
對於各級電信市場的競爭狀態，無論事業是否已受「事前」管制，公
平會都應本於競爭法主管機關職責，一律以「事後」監督。一個欠缺
競爭政策的數位匯流方案，少了上位指導原則，結果無論就電信法或
廣電法等現行管制規範作何等詳細的比較，終究難以確立足以因應未
來匯流發展需要的法制架構。

陸、行政院數位匯流政策白皮書
數位匯流白皮書內容看似很豐富，但實用性（reality）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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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是看其 C/P 值為何（cost and performance）
。政府制定政策需要成
本，例如轉換數位訊號，政府該不該補助人民安裝機上盒的費用？或
者請產業補助民眾安裝費用？另外，在法律部份也需要完善的規劃。
而 NCC、公平會、經濟部、內政部、文化部等政府部門應該通體進
行跨部會合作，並定期檢討績效。而使用者可以監督產業，如果沒有
需求，產業就會被淘汰，這是市場自由競爭必然的結果。又德國競爭
法主管機關長期蒐集產業的產值、表現及相關營運績效與財報資訊。
我國公平會配合組織改造也已成立經濟分析室，建立產業資料庫。至
於法規訂立之後，應該就產業的管制及法規執行的效果進行法律經濟
分析，包括分析思考究竟要有多少頻寬才可以算是滿足基本人權（資
訊權）
。
就管轄權的問題，有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應以哪裡的法院為第
一審法院？能不能透過國際合作來處理？像蘋果控告友達案是如何
重挫我國的業者？當初美方請我們的業者去應訊，若問我，我一定會
建議可否採用視訊方式就好。公平會站在政府角度幫助產業維持市場
公平之外，應該積極進行一些推廣或是宣導工作，而上下整合或水平
結合都是攸關未來數位匯流的問題，公平交易法要求產業不得逾越水
平結合的要求，但是往後數位匯流的趨勢就是要做大、要結盟、要越
做越大－從電視到電冰箱都要在我的觸角之內，對此公平會應該如何
因應呢？是否事先輔導並告知產業底限在哪裡？可不可以主動提供
宣導或輔導？我深信政府與產業絕對不該是對立角色。由水平管制朝
向垂直管制的過程中，從過往依據不同的法來管制，到現在大家都可
以做基礎建設（例如平台、接取、內容提供等服務）
，如此的轉型，
公平會在界定市場與判斷是否有不當結合行為時，應該如何作為，正
是現在必須積極面對的課題。另外，公平交易法與智慧財產權的關
係，兩者交錯的地帶應該如何作為？當我們用專利來促進產業發明
時，同時也可能帶給其他市場的獨占地位，又應該如何解決這個跨部
會的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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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最後檢視公平交易法有什麼與數位匯流有關？第一是有關優勢
市場力 SMP、獨占力的問題，第二是有愈來愈多的結合、聯合行為；
第三個則是不實廣告、仿冒等不公平競爭的行為。舉例言之，單方行
為包括綑綁式銷售、忠誠折扣等，在產業做垂直多角整合之後，避免
不了搭售，將因數位平台的應用而擴大其影響的廣度與深度，對此公
平會將如何看待？最後，面對數位匯流，今日的管制者如果正確方
向，產業就會很活絡，如果管制者無法掌握趨勢，卻濫定目標，又處
處以法令制肘，則數位匯流無法跟上時代的脈動，無法改善自由化市
場中的某些不自由空間。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政策要運作，當然不可能一蹴可及，此實有待
產官學共同合作，定期檢討。當然在座各位都是堅守崗位的。個人小
小的遺憾，在數位匯流政策白皮書中未見到公平會對於未來數位匯流
市場發展提出相關的競爭政策或管制運作的方案或宣導，在此期勉我
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主動研究此重大課題，積極介入參與相關政策與發
展規劃，並就數位匯流下的 SMP 及相關市場界定多加研究，發布政
策諮詢，蒐集意見及產業資料，主動擘畫我國數位匯流市場的競爭型
貌以因應當前的挑戰。演講到此，謝謝各位聆聽。
（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張乃文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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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與國際競爭：
從世界貿易組織法角度之觀察
講座：政治大學法學院許副教授耀明
日期：101 年 5 月 29 日
場次：10106-247

壹、前言
謝謝蔣委員介紹，很高興今日有機
會來此跟大家分享研究心得，其實我在
留學的時候，恰巧與國際競爭法錯身而過；在 2004 至 2006 年之間，
正好是我就讀學校在歐盟法研究所課程安排上產生若干變化的時
期，而當時英國也出版了一本國際競爭法相關的期刊，為求國際能見
度，而以英文發表，但德國人撰寫占大部份。又為什麼是錯身而過？
就是當時我已經選定了博士論文的主題是在於國際貿易的部分，對於
競爭法僅曾經做過一些報告，以及時事研究。然而，在今天看來，很
多國際事件在國際法上是很有趣的，無論是在貿易、商業或是競爭，
事實上都是錯綜複雜而息息相關。我們國家的產業，尤其是面板產
業，在美國或是歐盟，都受到反壟斷的調查，甚至被判刑。這不禁讓
我想到這是否是法制工具在國際貿易及國際競爭下的一個應用趨
勢？在座各位的實務經驗絕對比得上學術界，也歡迎各位提出實務經
驗彼此共同分享。

貳、傳統競爭法與國際競爭法之關係
一、傳統競爭法
首先我們從傳統的競爭不同於國際競爭之處，來做一個思考。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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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學的時候，廖義男老師第一次在大學開立公平交易法的課程，
在 9 點至 12 點排了行政法的課程，為了上課方便，把公平交易法排
在 8 點至 9 點，僅 1 學分的課程，當時上課學生約 30、40 位，對於
公平交易法都覺得很模糊，一直到現在，大家才發覺「競爭」在市場
中是非常重要的。傳統競爭法是一個單純的國內法的問題，國家基於
國家主權，可以對其人事物行使立法管轄權，亦基於此而可行使行政
管轄及執行管轄；很有趣的是司法管轄，在相關法律規定的範圍之
內，若有爭執發生則必須由法院管轄，這是傳統的概念。當然每個國
家落實立法、行政及司法管轄的形式不盡相同，但概念是一樣的。因
此，基於傳統國家主權來看，一個國家僅能管好自己國家的事情，規
範的效力會延伸至自己領域內，尤其是競爭法中所提的市場，也是一
國之中領域內的市場。
二、國際競爭法
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大型戰爭不再，隨著國際交往日漸頻繁，全
球法的概念也被提出。事實上全球法講的是傳統國家主權的疆界不再
可以清楚地被劃分，而競爭法中市場的概念亦同。因為進出口的緣
故，只要別人的產品可以進入你的市場，你的產品也可以進入別人市
場，就會產生競爭的關係。
國際貿易的原理是互通有無，運用最低的成本生產全世界大家都
需要的產品，使得全世界可消費範圍達到最大。以汽車產業為例，當
某國汽車生產技術尚未純熟之下，已經有其他國家的汽車可以進口，
這會產生幾個問題。一方面消費者自然而然會選擇價廉物美的汽車，
但另一方面毫無限制讓國外汽車進口，則可能打擊國內的汽車產業。
市場自由競爭的結果，就是很有可能自己的汽車產業永遠無法發展。
此時雖然我們所說國家疆界在此市場已經不存在，但是國家主權依然
存在。此時就存在於可以採取何種方法避免國內汽車產業發展遭受壓
抑之討論，而關稅就是一個最主要的方法，例如將進口汽車課予 20%
的關稅，這可能使得進口汽車的銷售價格就高於國內的汽車，於此當
然發揮保護國內產業的效果。以上這種作法，同時考量到競爭與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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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就個別產業而言，當其面臨國外業者的競爭，而國家則可採用關
稅來保護國內特定產業的發展。但在貿易法中，如果每個國家都採取
相同的作法，則與原本國際貿易的互通有無的出發點不同；貿易是要
讓全球消費者福利達到最大，加上關稅之後就是人為的限制，這也是
二次大戰之後，關稅及貿易是談判的重點，希望人為的貿易壁壘部分
必須在合理的程度，不可以一味課予高關稅來保護國內產品，因此經
過多年的努力，從 1947 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 rade，以下簡稱 GATT）到 1995 年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 WTO）之國際經貿組織的成立，大抵是
把關稅降至合理的範圍，當然加入 WTO 不代表所有的東西都是零關
稅。
在 1995 年之後貿易與競爭不斷在互動，因商品流通，國內產業
就有競爭，或者出口國想要把產品放在別人市場，也希望不要面臨高
關稅，而可用本來的成本與進口國的產品競爭。事實上，
「競爭」一
詞在國際貿易上老早就被注意到，從 GATT 及 WTO 之成立，最主要
問題在於關稅，只不過關稅是較易判別的問題，透過國家法令以及公
布等方式，讓進口業者都可以知道必須要繳多少關稅，但是每個國家
的競爭法管制未必沒有爭議與完全透明，因為競爭法中存在著不確定
法律概念，例如：
「有違反競爭之虞」一詞，則不能像關稅一樣用白
紙黑字用數字來表述，因此 WTO 曾經意識是否把每個國家的競爭法
作一個調合，然而卻難以做到，因為每個國家對於自己的競爭法基本
想法有一定程度的差異，因為有些國家內部有許多大型企業，而有些
國家以中小型企業居多，而在所謂聯合行為、壟斷及不正競爭等的認
定上便會有所差異，又如中國有許多國營企業被國家用以遂行產業政
策，也會產生不同的認定，因此國際間目前為止對於國際競爭法的探
討，亦僅多半於學理上討論，較類似傳統的國際公法。因為傳統國際
公法，是依據國際條約作為基礎，以雙邊或是多邊的方式來做，是基
於國家的自願意志與個別談判的方式來協調多個國家之間的問題，未
必會設立新的國際組織。以 WTO 為例，是目前為止國際法制化程度
及爭端解決部分是相當前端，但是對於競爭法來說，仍然停留在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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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與案件處理，更何況從國際來看貿易與競爭的主體是不一樣的。
在國際貿易是以國家及獨立的關稅區作為規範主體，並以之承擔國際
法上義務，譬如某國或獨立關稅區在國際貿易的政策上去侵害到其他
國利益，此時，是透過國際法來處理；但是在競爭法並不是，而是個
別廠商在其他國家受到該國競爭法的管制，這與傳統國際私法或國際
投資爭端解決的概念較為類似，是個別產業面臨另外一個國家主權的
問題，而不是經貿主權之間彼此的衝突。舉例而言，目前 WTO 正面
臨中國對其稀有金屬出口管制的問題，而影響到與之簽約的他國特定
產業無法取得該項產品，看起來是個別產業問題，但最後還是提升到
兩個國家主權經貿談判的問題。傳統把競爭法看作是領域內的問題，
而國際競爭法的名稱用 international，但我較喜歡強調 inter 與 national
兩者相加的部分，其實是不同國家對於行為者管制的問題，還是以傳
統的方式在管制。
三、解決規範過度與不足之問題
假設有 A 國家產業競爭秩序與 B 國家產業競爭秩序，各別有 X
產業與 Y 產業，若現在 X 產業移動至 B 國，影響其競爭秩序，就會
發生國際法上問題。國際法具有最基本兩個效力，一個是屬人效力，
另一則是屬地效力。屬地效力很容易理解，只要是在這個領域中範圍
的人皆在管轄範圍，但是當 X 企業跑到 B 國來，X 因為是 A 國企業，
所以受到 A 國法律屬人效力所及，但因為已經移動 B 國，所以又受
到 B 國法律屬地的效力所及，此時將產生不同競爭法競合規範的議
題。此種思考，典型例子是國際私法的問題，例如兩國人民結婚，或
者某企業到他國與他國企業簽訂買賣契約應遵守何國規範；同樣的，
前述虛擬案例問題出現在 X 企業應遵守 A 國或是 B 國的競爭規範？
由於競爭的核心在於市場，假使用市場的觀念來談，X 企業到 B 國是
影響 B 國市場，屬人的部分在競爭法上的考量較為淡化，因為考量的
是市場所在地。目前全球的競爭問題在於母子公司，應該受到該國法
律所拘束的只有在當地營業的子公司，但往往處罰子公司就等於會處
罰到母公司，或者有些國家會直接處罰母公司，譬如美國的休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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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國家主權已經擴充到領土之外，這不合立法主權理論。又傳統
上如通商條約，如果兩國之間有條約簽訂，則一國的法律效力可以延
伸到另外一國。目前我們並未與歐盟或是美國簽訂這一方面的國際條
約，但是其法律效力，還是延伸到我國的母公司，這並未有堅強的理
論基礎。回到具體現象，因此我認為所謂國際競爭法還是各國競爭法
加起來的情形，與 WTO 基於各國同意所興設新的架構並不相同，與
歐盟各國將國家主權切出來作共同的事情亦不同。當然，一國國家的
企業行為會影響到其他國家的競爭秩序，例如 IBM 或麥當勞，這中
間會產生「規範不足」或「規範過度」的問題，因為一國的競爭規範
在處理本國企業或外國企業時，是不是適用同樣的原則，這是規範不
足的部分；而規範過度則是競爭強權國，例如歐盟與美國，因為其市
場很大，因此實際上就會產生域外效力的問題，這種管轄衝突應該如
何解決？舉一個很有名的案例，1996 年美國波音公司與麥克道格拉斯
公司，希望進行垂直整合，在美國公平貿易委員會是認可這個垂直整
合案，認為不會帶來市場競爭的傷害；但是歐盟競爭法委員會就認為
這樣的整合是不可以的，其實背後牽涉的是市場因素，美國認為這樣
的整合不會影響美國競爭秩序，但是歐盟境內有國際間兩大航空集
團，除了波音集團外，還有空中巴士集團，因此歐盟認為波音如果結
合會嚴重影響歐盟航空市場競爭秩序。很有趣的現象，歐盟不准結合
之後，美國做了什麼事？對於重要商用航空機的發展，每個國家幾乎
都有補貼政策，譬如租稅減免，或者特定廠房取得之便利，以及出口
獎勵等，當歐盟不准波音案在歐盟的結合後，美國在 WTO 架構下控
告歐盟對於空中巴士集團的補貼，這是典型貿易與競爭的結合。
再簡單提一下 WTO，原則上締約國每 2 年必須開一次會，對重
要事項作出決議，WTO 最活躍的部分是爭端解決機制，這個機制分
（Appellate Body）
為兩個部分，就是「小組」
（Panel）與「上訴機構」
兩個部分，前者是一個個案式的爭端解決機制，後者是一個常設式
的。該機制受青睞的原因是，相較於另一個國際爭端解決機制－國際
法院，國際法院可處理國際公法上的爭端，但是他的管轄權基礎是任
意管轄，即是被告願意參加才算數，當被告不願意參加，整件事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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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因此作罷，國際法院後來有提出強制管轄議定書，但國家若不簽
署，還是沒辦法，WTO 則設置了強制管轄，因此如果人家告你，一
定會經過爭端解決機制，可能在「小組」
（Panel）階段就已經解決了，
無論如何這些解決機制所提出的報告都要經過締約方採納與接受的
程序，在 GATT 時代，因為採取共識決通過的方式，然而敗訴的一方
一定會不同意，因此很少報告會被通過。在 WTO 時代，則改採負面
共識決，一個報告提出來，除了在場所有人通通都不同意，否則就視
為同意，這種方式事實上強化了 WTO 的爭端解決機能。WTO 的判決
之所以這麼有效力，還加上他設計一個機制，就是當敗訴一方不願履
行報告的規範內容，則 WTO 可授權勝訴一方進行貿易報復，就是透
過關稅的方式抵銷勝訴一方所受到的損失，因此這樣的爭端解決機制
非常有效率。有很多的新興議題，都認為是不是可以移給 WTO 作處
理，譬如能源或環境，例如美國最近一直在關注中國風能與太陽能發
電產業的補貼，這些設備當輸出至世界各地時，則可能壓制到美國產
業的發展。
因此，許多學者開始思考，可不可以透過 WTO 解決競爭的問題，
有幾個簡單的結論，第一，與其各國之間相互廝殺，不如建立國際間
的爭端解決機制，第二，學者亦認為 WTO 建置的制度上是相當正確
的，可能可以利用這樣的機制加速競爭規範，或者仿效 WTO 機制成
，第三，學者也考量到現階
立 WCO（World Competition Organization）
段不妨利用參考 WTO 的複邊協定（Plurilateral）機制。這裡要強調的，
WTO 是由 GATT、GATS、TRIPS、爭端解決機制、與 Trade Policy
（傘
Review Mechanism 等部分組成，這些全部都是 Umbrella Agreement
狀協定）
，一旦加入 WTO 就必須全盤接受，在學理上來說，這是多邊
的貿易體制，亦即新成員加入 WTO 之後會對所有既有的成員發生雙
邊關係，新會員國要加入時，必須要既有的成員全部同意，因此同等
於各成員與新成員發生雙邊關係。除此之外，WTO 還有另一機制
Plurilateral Agreement，是選擇性的締約，相對於傘狀協定下所有會員
國都必須要遵守，而 Plurilateral Agreement 則是讓會員國自行選擇要
不要簽署與加入，此型態是政府採購協定與民用航空器協定，由此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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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學者的主張，就是應該將「競爭協定」納入 Plurilateral Agreement
機制，也曾草擬出條文。
台灣是以台澎金馬關稅區加入 WTO，唯一當過 1 次原告且勝訴
的案子，是牽涉到面板與螢幕的區隔，在於有無裝設數位機上盒。當
初 WTO 架構 下 曾經 想把 資 訊科 技協 定 （Information T echnology
Association）納到選擇性原則之下，但因條件談不攏只好作罷，導致
事實上有簽署這個協定的國家都是 WTO 的成員，此協定最大的原則
就是所有資訊產業相關產品都要降到零關稅，要活絡世界的資訊市
場，並非所有會員國都有簽署，於是就把爭端解決機制授權給 WTO
處理。台灣是此案的原告主張 19 吋以下的都算是電腦螢幕，19 吋以
上的叫電視，雖然都是以電腦螢幕的方式輸入歐盟，但只要另裝設機
上盒就會變成電視；但歐盟主張 14 吋以上的就是電視，當然這與他
們的資訊與影音文化有關，歐盟的資訊產業不是在追求最新、最快且
搶攻需求市場，因此當別的國家 16 吋的產品可以相當便宜時，歐盟
本身的產品就會變成沒有競爭力。這個案子勝訴的理由在於隨著時代
的演進，科技產品應作不一樣的詮釋，當然背後也有競爭法的適用。
我舉此例子，是要說明對於 Plurilateral Agreemen t 機制，是可以正式
納到 WTO 法規，或者沒有正式列入，但可以由 WTO 的成員來簽署。
在 1976 年雙邊協定被稱為是 passive cooperation agreements ，在
1988 年時被稱作是 negative comity agreements，在 1995 年時則被稱為
positive comity agreement，這之間顯現許多國際法上的不同想法。所
謂在 1976 年時代，例如德國與美國簽署的競爭法協定，就是要解決
萬一我要處罰你的企業時，必須要遵照這個協定內容來通報對方，這
是一種被動式的作法，OECD 也是採取這樣的做法，希望各國之間來
做最小程度的合作。再來則是有所謂禮讓（Comity）的概念，這是一
種較積極的作法，會思考如何避免衝突的發生，譬如先透過 2 國競爭
法主管機關的處理，或是在相關的競爭協定或貿易協定中先行處理問
題，以 1995 年美國與加拿大所簽署或 1998 年美國與歐盟所簽署的相
關協定看到有趣的現象，包括機密情報或資訊的交換，各國企業遭遇
到競爭法主管機關調查時，許多公司內部營運資料等，原則上都會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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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主管機關的保護，但在必要時候如果要衡量市場占有率或計算影響
競爭的效果，則一個主體可能會與另一個主體交換資料，還有競爭法
法律規範囑託執行的問題，例如美國企業到歐洲投資被歐盟競爭法主
管機關處罰，於是在歐洲撤資，但如果透過這種協議來囑託對方主管
機關來執行，便可使問題獲得解決。
關於 Plurilateral Agreemen t 機制，前述有提到許多的優點，例如
APEC 就提供許多學理上稱為 Softlaw 的規範，像是 Principle 或
Policy，這會對於成員國產生指導性的作用，並不會發生國際法上的
拘束力，可能要求成員國必須對其他國家前來投資的企業不得有差別
待遇，且應為一致性且全面的處理，也希望各國的相關規範都可以達
到透明化，例如相關法規、判例與措施的英文化，與執法機制的揭示。
接著，歐洲最早的第 1 次財政協議，係指歐元上市之前對於歐洲
穩定成長機制的協議，規定每個國家的舉債上限與貿易赤字不得超出
多少上限，這在 1998 年已經定了。其實希臘問題早已存在，違反上
述規定的國家會受到一定程度的處罰，但第 1 次因此受到處罰的國家
並不是南歐國家，而是法國與德國，表示其所訂出的財政標準與紀律
都守不住，當然要接受處罰。為何希臘還可以加入歐元區，原因是因
為當初希臘所提出的財政報表是虛假的。因此，Accountability 的問題
在競爭策略上是很重要的事情，當然 APEC 的呼籲是正確的，歐盟也
更緊密的訂定 Supranational Competition Law，但這在整個國際有一個
問題就是，事實上只有特定一群會員彼此受拘束，如此的說法可以套
用在氣候變遷的條約，美國與中國是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大的兩國，卻
不簽署這樣的條約。
至於歐盟的競爭規範到底做了什麼？歐盟競爭規範是放在歐盟
條約的第七大標題「Common Rules On Compet ition, T axation And
Approximation of Rules」大家可以注意「Approximation」這個字，使
各國法律趨於相同的作法，再去看第 101 條與第 102 條，明文規定倘
使企業所做的事情影響到會員國彼此之間的貿易，或主觀上行為影響
到內部市場，例如直接或間接約定價格、瓜分市場等，第 102 條則直
接約定哪些行為將不會被容許。歐盟的模式是其他國家也許難以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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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歐盟願意把各國競爭的問題讓歐盟作統一處理。另外一種方式就
是像 WTO 的 Multilateral 的方式，許多國際組織也都在做這方面的努
力，OECD 從 1967 年到 1988 年再到 1998 年對競爭法做了許多建議
規範；而 UNCTAD 由政府之間的專家組成，曾在 1980 年作出限制企
業行動準則的規範；而 WTO 也成立一個專家小組以討論競爭法的事
宜，但在 2004 年透過大會決議廢除了這個小組，或許是一個挫敗的
經驗。

參、國際貿易法之基本架構與概念
WTO 究竟可以解決什麼層次的競爭問題？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
遇是 WTO 的基本原則，將此與競爭法結合，首先會遇到的問題是一
國如何對待另一國產業，這些政策無條件適用到其他國家，這是最惠
國待遇原則；另外必須公平對待國內與國外產業，這是國民待遇原
則。我認為此類原則結合競爭法，則會衍生出同類產品認定上的問
題，例如 19 吋以上可以當電視用，與 14 吋以下不能當電視用的面板，
是否為同類產品，又如油電混合車與傳統燃油車算不算是同類產品，
牽涉到市場認定的問題；WTO 在最惠國待遇的規定中，特別提到產
品彼此之間具有競爭或可替代關係時，則為同類產品。第二個，WTO
並非一概不能差別待遇，最明顯的例子是 GATT 的第 20 條的例外，
當會員國所做的事情是維持該國法律與政策所必須，則可以成為差別
待遇的正當化理由；GATT 第 24 條區域貿易協定一樣可以成為最惠
國待遇的例外，包括兩岸的 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簡稱 ECFA）也是這樣
的作法。WTO 第 2 條在關稅減讓表，也思考到壟斷的問題，第 17 條
則可允許暫時的停止或撤銷，從此來看，WTO 已經有思考「競爭」
的問題。
現將 WTO 中所有牽涉到競爭法的條文列出來，有一派學者主張
根本不需要加入新的條文進來，既有的 WTO 條文已經可以處理。反
傾銷協定是 WTO 中與市場競爭最有關係的部分，就是所謂貿易限制
的實務或者國內與國外廠商彼此之間的競爭，這些都是在決定私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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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否造成傾銷的判斷要素之一；傾銷是以低於正常市場價格將產品
銷售到其他國家，譬如韓國隨機存取記憶體的案子，韓國對業者進行
補貼以搶佔美國市場，結果被課徵反傾銷稅，若當該國境內完全沒有
市場的話，譬如許多國家實施反核要關閉核電廠，其法國所生產的核
電廠裝置打算薄利多銷賣到國外，當法國賣的國家國內根本沒有生產
核電裝置時，此時就不能認定其為傾銷，因為不符合傾銷的第 2 個要
件，即對該國產業造成傷害。大家可以思考，傾銷的案例，就是 1 國
的產業到另外 1 個國家的市場後被調查，這牽涉到個別廠商與國與國
之間的經貿主權關係。

肆、國際貿易法與國際競爭法之關係
競爭法的基本需求在於尊重市場，與國家主權沒有很大的關聯，
其兩大主軸在於競爭與分配效益，生產者如何用最低廉的價格將產品
散布到市場，而消費者如何以低廉的價格取得產品，因此競爭法是經
濟取向的產物，法律僅是輔助的角色，僅在市場秩序失靈時才介入。
再看具體法律在國際貿易上的思考問題，國際貿易關注的是效率增
長、資本積累、與創新，最後能帶動經濟成長，如果都能達成當然是
最好，這之間法律所關心的分配正義，是較少被關心的。分配正義在
希臘時代哲學及法律領域中都被討論，舉例而言，我們現在叫一塊披
薩進來分給大家吃，哪一種分法比較公平，有人中午沒吃所以很餓，
有人中午吃兩個便當根本吃不下了，這是應該怎麼分配？法律一直在
這之間擺盪，說穿了就是自由主義的想法與社會主義的想法，國家是
讓每個人以自己力量達到自己的成就？或者國家應該要去照顧老弱
殘兵？我國全民健保的成就舉世第一，同樣虧損亦是舉世第一，這些
虧損是由全民納稅人的錢來負擔，這就是一種實質分配正義的想法。
那麼在競爭法上又應如何思考這個問題，反壟斷或是結合許可時，最
常思考是如果允許結合，其市場地位大到一定程度時，是否應該去顧
及中小企業或潛在競爭者的利益；其實國際貿易一樣在思考，如果透
過國際貿易管制後，剛剛我們提到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這是國際
間最小的要求，當然可以有正當理由可成為例外，但這樣的最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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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際貿易所應該去思考的。
在 WTO 之下或之外，我們去思考這個問題時，最低的分配正義
應該如何劃分？回到歐盟波音公司結合的案件，或許就是這個考量。
同樣的，Microsoft 可能是全世界作業程式與軟體的王國，當然也有人
是蘋果的愛用者，但 Microsoft 的案子至今還在歐盟纏訟，是因為這
個理由：Microsoft Windows 一定會有 IE 與 Media Player，大家有想過
這是很正常的現象嗎？例如 OEM 版，一定有這兩個軟體，但你試試
看，移除掉這兩個軟體的話 Window 會當機嗎？不會的！這是獨立的
程式。但在歐盟，此被認為是 Microsoft 利用市場優勢地位而進行的
搭售，Microsoft 提出證據說明這兩個軟體也可以單獨販售，但我相信
應該沒有人單獨購買，歐盟回到分配正義的想法，認為難道沒有其他
的瀏覽器程式？或者沒有其他的影音播放軟體了嗎？當然有，那這些
較小的廠商怎麼生存？回到分配正義的問題，競爭法與國際貿易上都
必須來思考。
在 1996 年日本被告的案例，簡稱柯達富士案，當時日本訂了一
個法規對於所有生產軟片的業者有所規範，但美國的柯達因此受到很
大衝擊，而向美國貿易部請求，美國貿易部透過貿易談判變成了 WTO
的案子，最終日本未被起訴，因為日本遵守了法律上的理由，日本不
是針對他國產業，而是一律適用於國內產業。還有當初韓國對於美國
牛肉含荷爾蒙的部分有很大爭議，其實隱含著保護國內畜牧業的理
由，也因此而被告，但韓國後來想出一個辦法，便是所有的進口牛肉
僅能在專賣店或者大賣場的專區中販售，以前進口牛肉的專區是高檔
貨的代名詞，但是現在大家都會退避三舍，韓國就是用這樣的方法使
得美國牛肉市占率頓時減少 80%，WTO 認定此案看似具有法令上的
理由，但事實上造成本國牛肉與進口牛肉市場的區隔，所以違反國民
待遇原則。與日本柯達富士案相較，追根究柢在於事實認定的問題，
許多國際貿易上的問題其實都隱含競爭法的考量。

伍、結論
國際競爭規範的學者草案例如第 4 部分：Regulation of Unila teral
•89•

國際貿易與國際競爭：從世界貿易組織法角度之觀察

Conduct，第 5 部分：Regulation of C oncerted Con duct，第 6 部分：
Regulation of Market Con centration，都是大家非常熟悉在競爭法上的
行為，因此，競爭法與國際貿易是循環的關係，當個別產業在國內面
臨到國際競爭，第一個處理方式是要求國內競爭法主管機關以相同的
待遇來處理，對國外廠商來說，是承受了所屬國家法律以外的效果，
他也可以回到所屬國主張不應該發生這樣的效果；第二個處理方式，
是除了透過競爭法主管機關外，也同時透過經貿機關來處理，運用
WTO 既有的機制，例如補貼或者關稅等，不管在傾銷、或者與智慧
財產權的關連上，都有許多管道來處理。當然學者希望所有的爭議可
以列在同一個架構來處理，截至目前為止，把競爭問題列入 WTO 來
處理縱使不是最妥當的作法，但是會發揮一定的效果，或一定程度抑
制各國相互傾軋、各行其是的問題。
最後，因為時間的關係，就留一些時間讓大家討論，謝謝各位的
聆聽。
（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張乃文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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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天窗說量化—經濟分析方法之
應用：簡單線性迴歸及相關分析
講座：致理技術學院企業管理系吳副教授錦松
日期：101 年 6 月 5 日
場次：10107-248

各位在座的先進大家午安，謝謝蔣
委員的介紹，據我的了解，公平會先前
的邀講主題大多是法律面向的為主，而
林益裕委員提到，公平會近年來也逐漸
重視數量方法的應用分析，在數量方法領域，不論是在統計方面還是
經濟方面，都有不同的數量分析方法，今天的主題，著重在基礎的統
計方法及觀念介紹，而後再延續到經濟分析的迴歸分析應用之介紹。

壹、前言
首先，切入今天的演講主題，最近我們經常看到很多關於物價與
油電雙漲的報導，以及物價所帶來的影響，若只是從直覺的觀點，沒
有數據佐證說明一些現象，就會只是一種感覺，所以在今天的分享內
容主題中將計量方法分 5 個部份來介紹：第一、輕鬆了解統計的基本
應用觀念；第二、基礎的統計方法介紹，包含各種統計圖、統計表與
統計量數；第三、怎麼“統＂，如何“計＂？在我們生活當中，常看
到利用統計來推論一些現象的方法，例如物價波動對於消費者的影
響，或者瘦肉精影響之下的肉品消費數量之改變，可以透過統計方法
來作驗證；第四、統計分析方法延伸到經濟分析的常用方法，即迴歸
分析與相關分析的推論方法，以產品價格高低對於銷售量的影響來作
說明；最後則是簡單的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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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輕鬆了解統計的基本應用
統計就是希望能夠用符合科學邏輯的資料分析流程來思考問
題，用數字的方式而非直覺的方式來說明現象，基本上可配合推論的
結果與說明的方式，因此，統計分析方法兼具科學性與藝術性。當我
們看到一般的報導，若只是看到數字，而沒有看到前後文，則這些數
字所呈現的意義並不明確，例如剛出生的嬰兒體重若為 3,200 公克，
則應該算是健康寶寶；另一例，若欲探討上班族對他的工作滿意度，
分數由 0 至 100 分，分數愈高，代表對工作的滿意度愈高，如果某位
上班族對工作的滿意度評分為 85 分，則大致可知道他對他所從事的
工作基本上是滿意的。因此，上述實例中若只看 3,200、85 這些數字，
是無法了解數字所要呈現的意義。

參、基礎統計方法之介紹
統計包括敘述統計與推論統計兩個部分，若蒐集的資料不透過整
理，則只是一堆符號與數字，我們可以透過基礎統計方法，分析蒐集
的資料屬於哪一種類型，再選用不同的分析方法。
一、 若以資料的「衡量尺度」
（measurement scale）來作區分，可分為
、順序尺度（Ordinal scale）
、
名目尺度（Nominal scale；名義尺度）
區間尺度（Interval scale；等距尺度）與比例尺度（Ratio scale；
比率尺度）4 種，分別舉例介紹如下：
（一）名目尺度：例如「請問你目前是否有薪水所得」
，答案只有「有」
或「沒有」
；我們想了解上班族對工作滿意度的感受，若只問
「您是否滿意目前的工作？」回答選項只有「滿意」或「不滿
意」
；一般進行研究時，會想了解受訪者個人的屬性資料，若
是想知道受訪者的性別，為男性或女性，則屬於名目尺度。
（二）順序尺度：例如「請問你目前薪水所得的收入水準為何？」答
、
「中」
、
案有「低」
、
「中」
、
「高」3 個選項，配合我們對於「低」
「高」的範圍界定，呈現出順序差距的意義，就是順序尺度；
例如「請問您對目前的工作滿意度如何？」回答有「非常滿

•92•

意」
、
「普通滿意」
、
「普通不滿意」
、
「非常不滿意」4 個選項，
可以呈現出滿意度的差距量，所以為順序尺度；若想知道受訪
者的學歷，回答有「國中及國中以下」
、
「高中或高職」
、
「大學」
、
「研究所」等選項，屬於順序尺度。
（三）區間尺度：例如「請問您目前每個月的薪水所得為多少元？」
、
「2 萬至 4 萬」
、
「4 萬至 6 萬」
、
「6 萬以上」
答案有「低於 2 萬」
等 4 個選項，這是區間尺度；例如「請問您對目前的工作滿意
、
「31 至 50」
、
「51 至 70」
、
「71
度如何？」回答選項有「30 以下」
至 90」
、
「91 以上」等 5 個選項，這是區間尺度。
（四）比例尺度：例如「請問您目前每個月的薪水所得為多少元？」
直接由受訪者回答他實際每個月的薪水所得，這就是比例尺
度；例如「請問您對目前的工作滿意度分數是多少呢？」
，直
接由受訪者直接回答對工作的滿意度分數，這就是比例尺度。
一般而言，在比例尺度與區間尺度的區別，可以看到比例尺度的
，代表的意義是「沒有」
，區間尺度的「0」
，代表的是衡量的數
「0」
值，是有意義的。這 4 種尺度會影響後續資料分析方法的選用，若為
剛剛所提到的名目尺度與順序尺度，基本上是有順序性的，可以做分
類，但無法作加減乘除的運算，例如受訪者有多少人是女性？有多少
人是男性？受訪者是女性、男性比例為何？我們只能做這樣的分析。
但若以身高體重或視力來看，是區間尺度或是比例尺度，則可以作加
減或乘除的運算，因此分析尺度的選用會影響到後續資料分析方法的
選用。
二、 敘述統計：資料彙整與呈現
當有數值資料以後，例如針對 50 位消費者最常飲用的飲料類型：
以 f 代表果汁、m 代表牛奶、b 代表啤酒、w 代表礦泉水，s 代表汽水，
在蒐集 50 位受訪者的意見後，如果不做整理，那就只是一堆英文代
碼而已，無法呈現任何訊息，若將它整理為統計表格或統計圖形，就
可以呈現有用的資訊。又例如我們想了解 300 位受訪者的宗教信仰，
可以看見基督教、道教、佛教與回教等信仰的人數分布，最後以次數
分配表呈現出來；也可以利用統計圖形來呈現每一種宗教信仰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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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如果以上述的名目尺度或順序尺度的分析，大抵只能呈現出次
數分配的結果；若以比例來分析的話，可以看見受訪者當中每一種宗
教信仰的人數比率有多少，我們最常用圓形圖來呈現類別資料的比
率，可以由每一塊面積得出所代表的比例大小；若為次數分配，則我
們會用長條圖來呈現。以上為基礎統計中的敘述統計，先把蒐集得到
的資料進行彙總後所獲得的各項訊息。
關於名目尺度或順序尺度所得到的資料，是一般分類性的類別資
料，無法作加減乘除的運算，常用的就是統計表格或統計圖形來呈現
資訊。如果是數值資料的分析，就有統計圖與統計表以外的統計量
數，來呈現資料所要提供的訊息，數值型資料的分析方法就比較豐
富，可以透過一些計算方法描述數值的集中趨勢，離散程度大小則可
以用變異數與標準差，探討數值型的資料的分散程度大小或兩種數值
變項之間的關聯性分析。對於數值型資料分析，舉例而言，假使我們
要了解一般上班族對於工作的滿意度，訪問 50 位上班族對於工作滿
意度的分數，若不將這 50 個工作滿意度的分數資料作整理，就無法
提供完整的訊息，因此進一步可以透過敘述統計的資料整理方法，用
樣本資料平均數 X ，及樣本標準差 S，就上述 50 位上班族的資料，
計算出這些滿意度分數的平均數 X 與標準差 S，即可得知一般上班族
對其工作滿意度的概況。再者，也可以利用次數分配表的呈現方式，
得到滿意度區間的資料，就可以看出上班族對於其工作滿意度的分布
情形，並進一步可繪製成不同的統計圖形，前面提到對於類別資料的
分析，常用的有長條圖、圓形圖；若為數值型資料的分析，常用的統
計表格有次數分配表、相對次數分配表；而統計圖形的部分，常用的
有枝葉圖、箱型圖、次數分配直方圖等等，這些統計圖形可以描述資
料分配的結構。再將 50 位上班族的工作滿意度分數作計算，相加會
得到 3,553 分，再除以 50，則會得到平均滿意度的分數 70.061，因為
每一位上班族對於工作滿意度評價分數有高有低，可利用標準差來看
滿意度評價分數的離散程度大小，即可從標準差了解每一位上班族所
回答的滿意度分數離散程度大小。
整個資料分析，剛剛介紹了 3 種資料整理常見的方式有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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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統計圖形與統計量數。一張好的圖可以呈現一整段文字所要表達
的意義，因此「一張圖可以勝過千言萬語」
，看到這張圖形的讀者也
可以清楚知悉圖形內涵，這也是報章雜誌中統計圖與統計表格的主要
目的，希望讀者可以從簡要的圖表中獲得明確的訊息。當然，統計圖
形有數十種之多，在座各位先進如果有興趣，可以參考介紹統計製圖
的專書。

肆、怎麼“統＂，如何“計＂
接下來介紹統計推論的觀念，怎麼統？如何計？舉例而言，若我
們想了解紅酒愛好者對於某一品牌紅酒的評價，在一般統計應用流程
中，會有所謂的抽樣設計，而統計理論中也有抽樣方法來做抽樣設
計。抽樣方法一般分為隨機抽樣與非隨機抽樣兩大類；統計方法的應
用，樣本的取樣是透過隨機抽樣來進行，實證上常見的隨機抽樣方式
有簡單隨機抽樣、分層隨機抽樣、集群抽樣與系統抽樣。依據所研究
的問題之不同，就會有不同抽樣設計的選用，抽樣設計方法決定之
後，就可以利用隨機抽樣的方式，開始進行資料蒐集；以剛剛舉的紅
酒評價例子，受訪者對某一品牌紅酒的評分，或者上班族的工作滿意
度是多少分，開始蒐集資料完成後，必須進行資料整理，才能提供明
確的訊息。因此我們要進行資料的彙總與呈現，有統計圖、統計表與
統計量數的呈現方式。
統計中最常採用的推論方法，包含估計與假設檢定兩種。假如我
們要瞭解紅酒愛好者對於某一品牌紅酒的評價，訪問蒐集了 50 位紅
酒愛好者對該品牌的紅酒的評價分數，觀測值從 0 至 100 分，得出每
位紅酒愛好者的評價分數之後，經過計算，就可以得到評價分數的平
，及標準差 S（Standard deviation ）
，有了平均數及標
均數 X （mean）
準差的數值之後，就可以作統計推論分析的應用，其推論方法包含估
計與假設檢定兩種。
估計又分為點估計與區間估計，點估計是用一個數值直接作參數
的估計，區間估計則是用兩個端點所形成的區間構成所謂信賴區間，
某一品牌紅酒的所有愛好者對於這一品牌紅酒的評價平均分數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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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代表所有母體資料的平均數）
，它本身是一個常數值，但它是一
個未知的數值，在統計分析中我們可以用 50 位紅酒愛好者對這個品
牌紅酒的評價分數的平均數 X ，來估算μ；如果採用假設檢定的方
式，我們想知道所有紅酒愛好者對這品牌紅酒的評價分數的平均數有
沒有高於 80 分以上。統計假設中，會根據想要探討的問題先來設定
統計假設，就如同在法律上我們假設一個人沒有犯罪，其對立假設就
是有犯罪，法律上有無罪推定的論點，因此我們想要推定一個嫌疑犯
是真的有罪，就應該找尋充分的證據來加以驗證，若無充分證據，則
在法律上我們認為其為無罪。
一、統計假設檢定的步驟
統計假設的敘述方式包含虛無假設 H0 及對立假設 H1，H0 在統計
，H1 代表對立假設(Alternative
假設中代表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es）
Hypotheses)，第一個步驟是根據所要探討的問題來設定統計假設，每
一問題的假設一定有虛無假設與對立假設這兩個敘述。想驗證的看法
通常會擺在對立假設，尋找充分的證據來驗證對立假設的看法，因為
實際上虛無假設 H0 及對立假設 H1 何者為真？其實並不清楚，所以才
希望藉由假設檢定的方式來作一個推論。第二個步驟給定一顯著水準
，如果作出拒絕虛無假設(reject H0）的決策，
值（level of significance）
在統計領域中不保證所作的決策與結論是 100%正確，如同法官判
案，不保證最後的判決是正確公正完整無瑕疵的，也就是說真實的情
形我們無從知悉。在統計領域中，不論作出的決策結果是拒絕 H0 或
是不能拒絕 H0，我們希望作出的決策其正確可能性愈高愈好，因此
統計領域中會有一個顯著水準值，檢視拒絕 H0 的錯誤可能性有多少，
可以從顯著水準值加以描述來決定檢定規則，其中有檢定統計量（test
statistic）與拒絕域（reject region）的訂定，再根據所蒐集的樣本資料，
計算檢定統計量的值之後，檢視有無落入拒絕域中，再作最後的決策。
二、統計假設的類型
關於統計假設的類型，我們可以根據對立假設的符號，有
“＞＂、“＜＂、“≠＂三種型式，對立假設符號若為“＞＂，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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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尾檢定問題，若對立假設符號為“＜＂，稱為左尾檢定問題，若對
立假設符號為“≠＂，則稱為雙尾檢定問題。以紅酒愛好者對於某個
品牌紅酒評價分數為例，欲探討所有紅酒愛好者對於此紅酒的評價平
均分數是否高於 80 分，這就是右尾的檢定問題。再舉另一例子，如
果欲探討瘦肉精等問題出現之後，牛肉的銷售量與以往是否有所不
同？我們隨機抽訪 200 位消費者，得到每個人每月的牛肉消費量數
據，經由計算可得出 200 位消費者每個人每月的牛肉消費量的平均數

X 與標準差 S，我們可以用估計的方法來估計每個人每月牛肉平均消
費量的信賴區間。假若去年每人每月牛肉平均消費量為 2.4 斤，而我
們進一步想探討今年每人每月牛肉平均消費量是否比去年減少？我
，這是左尾檢定
們把想探討的看法敘述擺在對立假設中（ H1 :   2.4 ）
的型態。再舉一例，假若我們想探討某一所大學全校學生的智商分
數，不同所的大學或不同知識背景的同學會呈現出不同的智商分數。
記得最近有一則新聞報導，英國一位 11 歲小女孩智商測定結果是
162，根據以往心理學的研究，全體人類的智商分數呈現平均數為
100，標準差為 15 的常態分配，而全體人類智商高於 148 以上的人，
，是智商高
僅占世界總人口的 2%；有一個高智商組織門薩（Mensa）
於 148 以上的人才有資格成為門薩俱樂部成員。回到前述例子，若我
們想要探討某大學全校同學的智商分數，這時可以利用隨機抽樣的方
式來蒐集 500 位同學的智商分數，然後算出其平均數與標準差，探討
，這是
這所大學全校同學的平均智商分數是否高於 115（ H 1 :   115 ）
右尾檢定的型態。
我們根據所要探討的問題來設定統計假設，在報章媒體經常看到
的報導內容，消費者對某些瘦身美容的廣告經常認為有誇大的嫌疑，
例如參加課程 2 個月以後體重至少減輕 10 公斤以上，但實際參加課
程的消費者常覺得廣告有誇大情形，如果採用統計假設檢定的推論方
法，我們可以隨機抽訪參加課程的對象實際減輕的重量，計算出受訪
者實際減輕重量的平均數，再檢定其是否沒有達到廣告中所宣稱的減
重效果。又例如某一車商的廣告宣稱某一款小型車每公升汽油行駛里
程數至少達到 20 公里以上，我們想驗證的是車商的省油廣告有無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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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情形。我們利用統計推論方法去驗證每公升汽油平均行駛里程數是
否少於 20 公里，在統計推論過程，假設檢定的方法就是將所要探討
的問題用統計假設描述出來，再根據蒐集的樣本資料去做統計推論，
來得到推論結果。
在我個人的學習經驗，以及與同學接觸的過程中，在學習假設檢
定這個統計觀念時最大的困難，就是我們剛剛分享的統計假設的設
定，常常會發生錯誤的情形，一般我們在做統計推論時，在問題一開
始的統計假設如果描述錯誤的話，就會得到錯誤的推論結果，所以如
何把我們要探討的問題，描述成正確的統計假設，是最需要著墨的地
方。統計假設有右尾、左尾及雙尾檢定 3 種類型，不同問題的統計假
設，一定是這 3 種類型的其中一種。
接下來我們用今年牛肉消費量是否少於去年同期這個例子來看
統計假設的應用。如果是利用估計的方法來作推論，信賴區間是由左
邊及右邊各一個端點所構成的區間，另外會有一個信賴度的描述，就
，表示有多大的信心度根據信賴區間推論的
是 1   《100（ 1   ）%》
結果會涵蓋μ這個數值的機率來看可靠程度與誤差大小。本例中，我
們蒐集台北市 200 戶家庭 1 周的牛肉消費量，得到平均消費量為 2.15
斤，標準差為 1.6 斤，將剛剛求得的數值 X 及 S，代入信賴區間的公
式，可以得到左、右兩個端點值，這就是今年台北市所有家庭戶 1 周
牛肉平均消費量的 100（ 1   ）%信賴區間。信賴區間中加減的值，
就是所謂的抽樣誤差，因為我們用樣本資料的平均數 X 來估計母體資
料的平均數μ，所以會有誤差，我們希望估計的結果會接近原本的μ
值，這代表估計的結果愈準確，所以我們用信賴度配合抽樣誤差值的
大小來看推論結果的可靠程度與誤差大小，從信賴區間中加減的量，
來看推論結果的誤差大小，這是區間估計的應用例子。如果是點估
；如果是區間估計，
計，則直接用 2.15 這個數值來估計  （ ˆ  2.15 ）
就會用 X 的值加減抽樣誤差，得到信賴區間的下限及上限，信賴區間
左邊的端點稱為信賴區間的下限，右邊的端點稱為信賴區間的上限，
所以我們會用兩個端點值來描述推論的結果。再看第 2 個應用例子，
如果我們想探討今年臺北市家庭每戶 1 周的牛肉平均消費量，與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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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有沒有減少？我們來看假設檢定步驟流程的應用，首先設定統計
假設：今年臺北市家庭每戶的牛肉平均消費量有沒有比去年減少？
；這問題的顯著水準值取   0.05 ；檢定規則的部分，
（ H 1 :   2 .4 ）
在統計領域，樣本數可分為大樣本與小樣本，根據抽樣的個數，若抽
，統計上稱為大樣本，若抽樣個數少於 30
樣個數超過 30 個（ n  30 ）
個（ n  30 ）
，稱為小樣本，此例為大樣本，所以我們採用標準常態隨
機變數 Z，來當成檢定統計量，只要探討檢定規則時，就必須決定檢
定統計量與拒絕虛無假設的區域（拒絕域）
，它會形成一適當的檢定
規則，在本例中，用 Z 來作為檢定統計量，拒絕域則根據給定的顯著
水準值與檢定問題的類型，利用標準常態表查表，找到拒絕域的範
圍，根據樣本所計算出來的檢定統計量的值為－2.21，－2.21 比查表
中出現的臨界值－1.645 還小，表示這個值是落入拒絕域的區域內，
根據決策規則的應用，統計上把用 Z 來作為檢定統計量的方法稱作 Z
檢定法，檢定統計值只要落入拒絕域，我們就會作拒絕虛無假設的決
策，拒絕虛無假設意即驗證對立假設的看法，我們可以看到從這組資
料所驗證出來的結果，今年台北市每戶家庭 1 周牛肉的平均消費量明
顯比去年減少。因為我們用樣本資料來對母體的平均數作統計驗證的
工作，最後的決策就像法官判決，不可能保證判決為 100%正確的，
但我們希望這個決策的可靠程度愈高愈好，就從顯著水準α值來看，
表示這個決策錯誤的機率最高不會超過 0.05 的機率，顯著水準值就在
說明拒絕虛無假設這決策會犯錯誤的最大機率值，我們用此來說明拒
絕虛無假設這個決策的可靠度。
在實證領域中，我們會用顯著機率值（P 值，P-value）
，幫助作
最後的決策，實務應用上，我們都會使用統計套裝軟體，它會呈現一
些報表，報表呈現的方式會有 z 值，但沒有拒絕域，統計套裝軟體會
，若使用 P 值作決策，就
有一些顯著性機率值，稱為 P 值（P-value）
是另一種決策準則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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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簡單線性迴歸析與相關分析—產品價格與銷售量為例
最後，介紹經濟分析應用的最基礎方法：簡單線性迴歸與相關分
析的概念。
一、2 個類別變數之間的相關：卡方獨立性檢定（Chi-square test for
Independence）
當我們要探討 2 個變數之間的相關性，根據資料的性質來分類，
、血
可分為類別資料及數量資料 2 類，前者例如性別（男性或女性）
、或學歷（國中及國中以下、高中或
型（O 型、A 型、B 型、AB 型）
高職、大學、研究所）
，而後者例如每周上網時數、每月薪水所得、
某品牌燈泡有效使用時間長度……等。
所以，我們在探討 2 個變項之間的關聯性時，可分為 2 種，1 種
是探討 2 個類別變項之間的相關性，可以用卡方獨立性檢定的方法來
探討 2 個類別變項之間相關性分析；另 1 種是探討 2 個數值變項之間
的相關性，例如銷售價格與產品數量之間相關性，衡量的方法實務上
以相關係數應用的較多。關於 2 個類別變項之間相關性，在虛無假設
中 2 個類別變項是相互獨立沒有相關的（ H 0 : A 和 B 2 個類別變項無
關）
，而對立假設則是 2 個類別變項是有相關的（ H 1 : A 和 B 2 個類別
變項有關）
，這是卡方獨立性檢定在探討 2 個類別變項之間有無相關
性的推論問題之統計假設。在不同問題的探討，使用的檢定規則也會
有所不同，卡方獨立性檢定中，使用希臘字母χ²（chi-square，卡方）
這個統計量來作為檢定統計量；拒絕域的範圍則利用卡方分配附表的
查表，可得到一個臨界值，根據樣本資料蒐集的結果，計算檢定統計
量的值看有沒有落入拒絕域中，作為最後的決策依據。舉例而言，若
我們想探討年齡與承擔風險程度的高低是否有相關？年齡分為 45 歲
以下、45 到 55 歲、及 55 歲以上，此一類別變項是年齡大小，另一個
類別變項是每個人個性當中承擔風險程度的高低，例如投資理財中每
個人承擔風險的程度都不一樣，所以想要探討年齡與承擔投資風險的
高低程度之間是否有相關？我們可以根據實際蒐集到的資料，透過演
算過程，在探討 2 個類別變項之間有沒有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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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根據實際抽訪 130 位受訪者，蒐集後經過彙整得到下表（列
聯表）
：

年齡

承 擔

風 險

程度

低

中

高

45 歲以下 14

22

7

45 到 55 歲 16

33

12

55 歲以上 4

15

7

試取顯著水準   0.05 ，檢定年齡與承擔風險的高低程度之間是
否有相關？（Ans：  2 值  2.88 不能拒絕）
根據這張列聯表（Contingency tabl e）可得知，受訪者年齡低於
45 歲以下者有 43 位，45 歲到 55 歲者有 61 位，55 歲以上者有 26 位，
這張列聯表中，每 1 行、每 1 列都可以作加總，且每 1 行、每 1 列的
總和都有其意義，第 1 行加總值 34，第 2 行加總值 70，第 3 行加總
值 26，不論是行與列的總加總，都是 130，得到檢定統計量的計算值
2.88（  2 值  2.88 ）
；本例中，拒絕域的範圍為卡方值大於 9.49 以上，
因  2 值  2.88 沒有落入拒絕域，所以決策為不能拒絕虛無假設（do not
，即表示我們所蒐集 130 位受訪者資料，經由卡方獨立性
reject H 0 ）
檢定的結果，沒有充分的證據顯示年齡與承擔風險程度大小之間有所
關連，這表示這 2 個變項之間不會互相影響、沒有相關性。又如我們
欲探討奶粉等產品價格的調整，與關稅高低之間有沒有相關性？就把
2 個因素作為類別變項，進行相關性探討。這是我們在探討 2 個類別
變項之間有沒有相關性時，所採用的一般統計分析推論的方法。
二、2 個數值變數之間的相關：簡單線性迴歸分析及相關分析
接下來探討 2 個數值變數之間的相關性分析，這種分析方法的延
伸應用，就是經濟預測的模型，從迴歸分析的模型延伸擴展到經濟分
析的模式。探討 2 個數值變項之間的相關性，例如新生兒身高與體重
的相關性，通常身高較高的嬰兒體重會較重，實際去驗證探討時，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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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實際蒐集得到的資料作探討是否具有相關性。又例如產品價格與
銷售量之間有沒有相關性，價格是一數值型的資料，相同的產品在不
同定價的前提下會不會影響到銷售量，銷售量也是數值型的資料，這
就是 2 個數值型資料之間相關性的探討。後面會介紹相關係數，如果
是母體的相關係數，用希臘字母ρ表示 X 和 Y 這兩個數值變項之間
的相關係數，通常這是一個未知數，所以在統計理論當中，會用蒐集
得到的樣本資料來計算樣本的相關係數；樣本的相關係數就用希臘字
母γ來表示。在迴歸分析中，會根據 2 種變數，第 1 種是自變數 X，
又稱為獨立變數，另外 1 種是應變數 Y，又稱為相依變數，迴歸分析
就是希望透過迴歸模型的建立，由樣本資料找到 1 個預測的迴歸方程
式，由 X 值來預測 Y 值。在迴歸分析中，給定 1 個 X 值之後來預測
Y 值，在簡單線性迴歸模型中，自變數 X 是價格的高低，商品的銷售
量 Y 是應變數，在實證上，影響銷售量的因素除了價格以外，可能還
有其他因素，如果只考慮 1 個自變數，就是價格高低，這種探討 1 個
自變數，1 個應變數的迴歸分析，就稱為簡單迴歸分析。如果探討的
自變數有 2 個或有 2 個以上，一般就稱為複迴歸分析，又稱為多元迴
歸分析，大多數的經濟預測模型，都是採用多元迴歸分析，它是簡單
迴歸分析的延伸擴展應用。
在簡單迴歸分析中，會有 2 個參數0 與1，稱為迴歸係數，在數
學當中，要在整個座標圖上繪製出直線方程式的確實位置，必須知道
截距與斜率，在迴歸分析中探討 1 個自變數 X 與 1 個應變數 Y 的關
，可以初
係，先將蒐集得到的樣本資料繪製散布圖（scatter diagram ）
步了解自變數 X 與 1 個應變數 Y 的關係。試看下例說明：
例：某麵包店的老闆欲了解乳酪吐司麵包的售價和銷售量之間的
關係，分別在連續的 6 個星期內，訂定了每 1 條乳酪吐司麵包不同的
價格，下表為每 1 條乳酪吐司麵包的價格和其在該星期內的銷售量資
料：
售價 x（元/條）

60 62 58

60 64

銷售量 y（條）

220 200 280 250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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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240

(1) 請繪製乳酪吐司麵包的價格和其 1 星期內的銷售量的散布
圖？
(2) 試以最小平方法建立以售價來預測銷售量的直線迴歸方程
式。
(3) 若該麵包店的乳酪吐司麵包的售價訂為 63 元時，試預測其銷
售量將為多少？
(4) 試求售價 X 和銷售量Ｙ的相關係數，並說明其意義。
（註： xi  366 , y i  1380 , xi2  22348 , y i2  323000 , xi y i  83880 ）
（Ans：(2) Yˆ  1062 .04  13.64 X (3)202.72 (4)–0.85）

因為原物料價格的影響導致成品成本的變動，欲了解 1 個自變數
X 與應變數 Y 之間的關係，自變數就是我們可以控制的變數，又稱為
獨立變數，亦即廠商可以自己決定訂定商品的價格，這就是自變數
X；銷售量的多少要根據消費者購買的情形，它是 1 個應變數，即無
法控制的變數，稱為應變數；若蒐集該廠商以往在不同的銷售價格時
的銷售量，在迴歸分析中先從自變數 X 與應變數 Y 的散布圖中去初
步了解自變數 X 與一個應變數 Y 的關係，再利用最小平方法，求得
以自變數 X 預測應變數 Y 的迴歸直線方程式，根據此預測方程式，
由 X 的值來預測 Y 的值，再探討自變數 X 與應變數 Y 的相關性。換
言之，在簡單迴歸分析中，只探討 1 個自變數 X 與應變數 Y 的關係，
而且存在 1 個誤差項，代表蒐集到的每 1 個資料與迴歸線之間應該會
有某一個差距量，每 1 樣本點的分布與直線方程式會有 1 個誤差項，
這誤差項本身在統計領域中會有分配的結構。首先了解自變數 X 與應
變數 Y 之間的函數關係，可以先繪製散布圖，其應用回到上述的例
子，蒐集 6 個星期的每條乳酪麵包的價格與銷售量資料，繪製出散布
，縱座標是銷售量（以 Y 表示）
，
圖，橫坐標是銷售價格（以 X 表示）
由該散布圖中大致可看出價格上升，銷售量就會隨之減少的趨勢。若
應用迴歸分析預測方程式，一般是採用最小平方法建立預測的方程
式；在統計分析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用最小平方法求出迴歸係數。

0 與1，有其計算的公式。在統計軟體中，只要使用正確指令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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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出分析的結果，找出迴歸係數0 與1 的估計值；上例中0 的估
，1 的估計值為－13.64（ ˆ  13 .64 ）
，
計值為 1062.04（ ˆ  1062 .04 ）
0

1

預測的迴歸方程式即是，應用該預測方程式即可得到應變數 Y 的值。
例如，假若下 1 周該麵包店老闆將每條乳酪麵包的價格定為 63 元時，
若要預估下 1 周乳酪麵包的銷售量，就將 63 代入該迴歸預測方程式，
即可得到 Y 值等於 202.72，就是預估下 1 周乳酪麵包的銷售量為 203
條左右。最後，會有模型驗證的方法，再應用統計套裝軟體來驗證線
性方程式的解釋能力，若驗證結果是好的結果，則表示使用這個迴歸
預測方程式的預測結果愈趨於準確。
自變數 X 與應變數 Y 之間的關係是正向關係還是負向關係？使
用相關係數可以作衡量，透過樣本資料的蒐集，代入相關係數的計算
公式，即可算出樣本相關係數。再回到上述例子，將蒐集得到乳酪麵
包的價格與銷售量的資料後，代入相關係數計算公式後，即可得到相
，這在統計上有什麼意義？
關係數值為－0.85（   0.85 ）
再看下例：
例：某廠商為研究其廣告費用與商品銷售額間的關係，蒐集其過
（單位：萬元）
去 10 個月的廣告費用與商品銷售額之資料如下：
廣告費 x

20

30

50

40

50

20

25

40

30

50

銷售額 y

365

420

525

400

475

385

395

440

395

560

(1) 請繪製廣告費用與商品銷售額的散布圖？
(2) 試以最小平方法建立以廣告費用來預測每個月商品銷售額的
直線迴歸方程式。
(3) 若該廠商下個月的廣告費擬訂為 45 萬元，試預測其下個月的
銷售額為多少？
(4) 試求廣告費用 X 與商品銷售額Ｙ的相關係數，並說明其意
義。
（ 註 ： xi  355 , yi  4360 , xi2  13925 , yi2  1938350 , xi yi  160925 ）
（Ans：(2) Yˆ  270 .93  4.65 X (3)480.18 （萬元）(4)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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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例可看到，某 1 家廠商的廣告費用支出與它的銷售量金額之
間關連性的探討，蒐集過去 10 個月的資料，利用最小平方法求得以
廣告費用（X）來預測每個月商品銷售額（Y）的直線迴歸預測方程
。相關係數一定會介於-1 與 1
式，並求得相關係數為 0.87（   0.87 ）
之間，若相關係數介於 0 與-1 之間，表示 X 和 Y 為負相關，負相關
表示若 X 值增加，則 Y 值隨之減少；若相關係數介於 0 與 1 之間，
表示 X 和 Y 為正相關，正相關表示若 X 值增加，則 Y 值也隨之增加。
若正相關數值愈接近 1，代表其線性相關愈強；當負相關數值愈接-1，
代表 X 與 Y 之間的線性關係愈強，若相關係數值趨近於 0，表示 X
與 Y 之間線性關係不存在。在簡單線性迴歸分析中的基本前提，就是
探討的變項為一次方，所以稱之為線性迴歸；如果變數有兩次方以上
的情形，其迴歸方程式就是非線性方程式，即是延伸擴展的模型。因
此，在一般基礎統計理論中，會先介紹簡單線性迴歸分析，從最小平
方法求得線性迴歸方程式，再經過統計模型的驗證，如果結果是良好
的，則可以用給定自變數 X 的值來預測應變數 Y 的值；當然，迴歸
模型種類有相當多種不同的模型結構，探討的問題不同時，就會有不
同的模型來做推論應用。

陸、結論
最後，在座各位先進如果想了解統計分析或經濟分析更多的實際
應用例子，可以參閱下列這幾本書作延伸閱讀，書中有許多常見的日
常統計方法實例。各位可以在這幾本書中看到更多的應用實例，
《統
計讓數字說話》有許多生活的例子，
《統計原來這麼生活！》也有許
多生活實例，讓我們從許多生活周遭的例子看見統計的應用，
《統計
改變了世界》則是從統計理論的發展背景，用有趣的故事來介紹統計
觀念的演進。
感謝各位用心的聆聽！今天的分享希望可以讓各位了解統計分
析方法的基本概念，最後祝福大家身體健康，一切順心如意！
（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張乃文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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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涉及公平交易法議題之
分析—以智慧財產權為主
講座： 嶺東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曾教授
兼所長勝珍
日期：101 年 7 月 31 日
場次：10108-249

壹、前言
法律本以「滿足自己、幫助別人」
為出發點，就如同我常告訴學習財經法律領域的學生們：
「購買正品，
杜絕仿冒，避免做出傷害他人智慧財產權的情事。」智慧財產權這議
題，因無國界、無地域、無人種、無歧視等特性，總令我愛不釋手；
在我 10 餘年的鑽研下，簡單歸類認為研究智慧財產權，有其 3 要件，
一要偏好語文，二要攝取新知，三則須擁有法學知識（如：商標法、
專利法、營業秘密等）
。
現今網際網路，乃藉由電腦科技和通訊網路技術，施展其無遠弗
屆之影響力，恰巧搭上電子商務順風車，當前生活模式與商業活動，
無一不予電子商務化相輔相成，
「電子商務」4 字已成為當紅顯學。今
日，我們將不採以傳統法學觀念，嘗試藉由外國法學觀點，重新來解
讀這演講題目。
從電子商務簡介切入，扼要說明現況及進行模式；接續，透過國
人常用之拍賣網站案例，導引出市場規模與瞭解未來商機；最後，談
及保護機制，依電子商務有關之法律案件，分門別類深入探究，做出
對我國電子商務活動之法律分析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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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電子商務與公平交易法的關聯
一、電子商務之介紹
（一）電子商務可分為企業與企業間（Business-to-Business, B to B）
，
以下圖表示。

（二）企業與個人（消費者）間（Business-to-Consumer, B to C ）
，以
下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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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消費者）與企業間（Consumer-to- Business, C to B）
指「消費者透過網路及電子媒體」
，對商品或服務進行出價，
以便吸引企業提供報價以完成網路購物。
（四）個人（消費者）與個人（消費者）
（Consumer -to- Consumer, C

to C ）指「線上拍賣的模式，讓買賣雙方相互交流，並獲得彼
此各自的經濟利益」
。

二、電子商務市場發展數據
此數據為 2007 年開始追蹤，好奇其數值最高會達到多少而開啟
，其後發現 2007 年台灣電子商務市場規模已達到
研究的動機（表 1）

2,200 億元,2008 年台灣電子商務市場規模約為 2,430 億元，比較 2007
年成長 32.3%，其中網路購物（B2C）市場規模為 1,360 億元，網路
拍賣（C2C）市場規模則為 1,070 億元。

表1

（一）國人常使用的拍賣網站
由表 2 分析，得知第 1 名「雅虎拍賣」占 69.31%、第 2 名「沒
買過網拍」占 13.07%、第 3 名「露天拍賣」占 12.48%、第 4
名占「其他」3.47%、第 5 名「E-bay」占 1.09%、第 6 名占「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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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拍賣」 0.59% 。以上排名是依 2009 年波仕特線上市調網
，針對網友進行網路民調。由此
（http://www.pollster.com.tw）
可知，早期的網路拍賣，與現今的網路拍賣已相差甚遠。

表2

（二）年齡與性別使用網路拍賣之情形
：
1. 年齡分析（表 3）
由年齡與拍賣網站使用之交叉分析，所有年齡層第 1 名都是「雅
虎拍賣」
，除了 45 歲以上民眾是 31.82%外，17~24 歲的年輕族群有

69.22%，25~34 歲占 72.80%，35~44 歲占 64.44%。
2. 性別分析（表 4）
由性別與拍賣網站使用之交叉分析，不論女性或男性的比例上，
「雅虎拍賣」都以 60％以上之高比率，穩坐第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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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表4

三、公平交易法對電子商務的影響
公平交易法規定，倘事業係故意之侵害行為，被害人得要求法
院，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的賠償，惟以不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

3 倍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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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平交易法第 32 條第 1 項
法院因前條被害人之請求，如為事業之故意行為，得依侵害情
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 3 倍。

（二）妨礙公平競爭之行為—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
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
業不得為之：
一、 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
給、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
二、 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
三、 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
自己交易之行為。
四、 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
爭、參與結合或聯合行為。
五、 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取他事業之產銷機密、
交易相對人資料或其他有關技術秘密之行為。
六、 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
行為。

（三）刑責—公平交易法第 35 條
違反第 10 條、第 14 條、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
依第 41 條規定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
逾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
或類似違反行為者，處行為人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台幣 1 億元以下罰金。
違反第 23 條規定者，處行為人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台幣 1 億元以下罰金。

參、電子商務涉及智慧財產權案件
一、電子商務與智慧財產權相關法規
（一）專利權（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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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軟體的相關發明可以申請專利，如電腦化的商業方法
（computerized business methods ）是最明顯的例子，專利有關避免電
腦檔案與程式被入侵及盜用的系統、網路上進行電子商務交易的系統
等等。關於專利權，其實僅須以同理心，設身處地的思考，便能知其
意義所在。

（二）商標法（trademark）
商標是表彰商品或服務，使其消費者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
相區別之標誌，如人的姓名之於個人一樣，使人易於辨識。

1. 動態商標：如在觀賞電影的經驗中，這即將說明的圖形一定在你
（妳）
腦海裡留下深刻印象，電影片頭放映之動畫，常會出現
「20th
（20 世紀福克斯電影）的字樣。從前視為理所當然
Century Fox」
的圖樣，皆已不在是圖樣，而是可以註冊申請專利的商標。

2. 氣味商標：本人亦有涉獵，並於於明年起亦開始受理申請專利。
（三）著作權（copyright)）
數位內容之出現，使得許多資訊能夠更方便而廣泛地被接觸、有
效利用並妥善保存，也使人類知識的累積與發展以數倍於以往之速度
大幅躍升，而促成真正資訊時代到來。著作權係指著作人完成其著作
所生之權利，期限為至死後 50 年。然「著作權-避風港條款」由表 5
略知運作流程。

（四）營業秘密法（protection of undisclosed information）
舉凡製造方法、配方、藍圖、設計圖、顧客名冊、規格、機器操
作方法、製造程序、工廠管理實務、技術之紀錄……等均屬之，且其
無任何期限，但其缺點，即一旦此等營業秘密被揭露或為競爭對手所
知悉，將因此失去競爭優勢。營業秘密具有高度商業價值、為產業競
爭之重要致勝利器、保護產業得於正常之競爭秩序下經營運作、鼓勵
產業致力於研發與創新，且得促進產業蓬勃發展，免於產業間以惡意
挖角，或商業間諜等各種不正當競爭手段，獲取最新之商業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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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著作權─避風港條款

肆、與智慧財產權有關的電子商務案件與公平交易法議題
之分析
一、本國案例探討
台灣商標損害賠償制度
對商標之保護，以經註冊之商標為限，當有引起混淆誤認或欺罔
買受人之虞時，或使用他人已經註冊之商標，或仿造已被註冊之商
標，均屬對商標專用權人之侵害。根據不公平競爭理論，原告使用之
商標，不問註冊與否，於競爭者違反公平競爭法則使用該商標，致原
告受損害時，均予保護。
至於台灣警政署查緝侵害商標法件數及人數可參考表 6、表 7 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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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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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國經驗的借鏡
（一）Lockheed Martin 案
網際網路的電子商務與網路廣告興起，改變商標間接侵害責任的
類型，即網站上之仿冒商品的傳播與誤導消費者的商品競爭廣告。

Lockheed Martin 案為第 1 個網域名稱註冊侵害商標的案件。
Lockheed Martin 案中，原告要求法院擴張輔助侵害責任，於網路
名稱註冊申請人以及網路名稱註冊人間之關係。

（二）Gucci v. Hall＆Assoc.案
美國國會於 1996 年制定「通訊端正法」
（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以下簡稱“CDA＂）提供避風港條款給予網路服務業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簡稱“ISPs＂）免於輔助侵害責任。
其認為互動式電腦服務提供者或使用者不可被視為其他資訊內
容 提 供 者 （ information content provi der ） 所 提 供 之 資 訊 的 出 版 者
。
（publisher）或發表者（speaker）
然而本法中之任何規定不應被解釋為限制
（limit）
或延伸
（expand）
到其他相關之智慧財產權的法律；即該法對商標權之侵害並不提供相
同的免責規定。

（三）Tiffany v. ebay 案
原告 Tiffany 是全球知名的珠寶供應商，被告 eBay 為提供網路拍
賣的業者 eBay 提供 1 個電子交易平台供註冊的會員在其網站上交易
商品，並向賣家收取網路上的陳列費以及交易費。而為防止商標仿冒
品在網站上交易，eBay 也採取相關防範措施，除要求使用者須註冊
以及簽訂使用者條款外，並發展 Notice of Cl aimed Infringement 機制
，若有人發現網站上出售的商品是仿品，可以透過
（以下簡稱 NOCI）

NOCI 機制通知 eBay，eBay 會採取措施包括移除陳列、取消交易、
通知出賣人等方式防止商標侵害行為的發生。
在 2004 年與 2005 年間，Tiffany 發現從 eBay 拍賣網站上購入的

Tiffany 商品，竟然有高達 75％是仿品。為此，Tiffany 主張 eBay 商標
直接侵權、商標輔助侵權、商標淡化以及不實廣告，對之提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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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應增加法規面之廣度與深度
專業知識、語文能力加強，能得到更多的尊重，更多的談判空間，
增加更多機會。

二、建立網路倫理與使用道德之共識
有 3 大準則：其一負有告知義務，第二為將心比心，站在創作者
之角度，倘智慧財產受侵害會有何種感受呢？最後，則為道歉，萬不
得已侵害其智慧財產權，須向其創作人給予應有的尊重。
（文化大學法律學系薛珮蓁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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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授權契約與公平交易法
講座：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王助理教
授偉霖
日期：101 年 8 月 14 日
場次：10109-250

壹、前言
今天很高興能夠應邀至公平會競爭
政策資料及研究中心與各位前輩、同仁們分享技術授權及公平交易法
間的關係。授權契約對我個人而言係屬有趣之議題，對於我國產業亦
是非常重要的，因台灣的企業大多屬中小企業，其本身就缺乏自我研
究與研發、創新的能力，大部分的技術係仰賴授權取得，故如何簽訂
授權契約對於台灣的中小企業為一重要問題。技術授權與公平交易法
有相當程度的關係，事實上攸關一個國家的國力的發展，所以並不會
完全放任契約自由，公平交易法對於授權契約有某種程度上作用，今
日本人向各位報告的內容就集中於授權契約與公平交易法方面，前半
部會介紹授權契約簽定過程、條款，而此部分未必與公平交易法有相
關聯，後半部則會與公平交易法有很大的關聯性。

貳、MOU 法律上的效力
授權契約並非一時一刻即可完成，其必須進入磋商過程，當雙方
簽署授權契約前，通常會簽訂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至於何謂 MOU？為當時初步磋商雙方的共
MOU）或意向書（LOI）
識，雙方會將其共識寫成書面作為將來正式締結授權契約之內容參
考，而此初步共識之文字，稱備忘錄。備忘錄既然成為雙方之初步共
識，即未來有更改的可能性，惟之後的合約不一定與備忘錄內容相符
合，故大多人皆認為備忘錄無法律上之效果，吾人認為此見解並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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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正確。
依我國民法規定，雙方對於預約互有訂定本約之義務，除非在

MOU 中明示僅供未來締約之參考，無簽訂本約之義務，否則應推定
有簽訂本約之義務。除因不可抗力之因素而無法簽約，可免除其義務
外，若因可歸責於一方之事由而未簽訂本約時，視情形另一方得依民
法請求信賴利益損害賠償。值得注意的是，若 MOU 中已具體載明所
授權之技術及權利金金額，且經雙方確認接受後簽名，依民法第 153
條，契約必要之點均已記載，此時 MOU 甚至可被視為契約。

參、保密契約（NDA）期限的限制
在簽訂授權契約前常見的文件為「保密協定」
。為何要簽署保密
協定？權利人若揭露其技術給被授權人，而被授權人知其技術卻與權
利人未簽訂保密契約，權利人自會擔心技術外流，而簽訂之後有其損
害賠償責任的問題，亦為簽訂保密契約之目的。

一、何種資訊必須保密之標的
（一）無論對於公司重要與否，皆須保密。
（二）加上 confidential 的字樣者，方為保密之標的。
上述 2 類方式，以第 1 種對於權利人較周到，因權利人通常很容
易遺忘 confidential 的字樣，至於第 2 種若無標記則無需遵守，容易招
致危險。

二、時間必須約定多久為保密時間
事實上是無時間限制，公司可要求被授權人負有永久的保密義
務。因營業秘密法本身並無期間限制，僅須符合營業秘密法之條件，
非一般人所知悉，具經濟價值，採取合理保密措施即可享有營業秘密
法之保障。既然營業秘密無期限，因此可要求無時間限制之保密義
務，故以授權人的角度而言，NDA 並無需添加時間限制。

肆、合約標題與前言是不是契約的一部分
雖與公平交易法無太大關聯性，但本人認為此為非常重要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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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合約的標題與前言，如:技術授權契約，即為標題，除合約大標題
外，每條幾乎皆有小標題，譬如第 1 條為授權標的，第 2 條授權時間，
第 3 條權利金計算等等，條次下的亦為合約標題，另外，合約的前言
部分，即從技術授權契約至第 1 條授權標的文字，稱合約之前言。於
法律上來說，一般認為合約的標題與前言無法律上之效力，僅得做為
合約參考之用，非雙方權利義務正式之內容。
舉個例子來說，
「技術授權」與「技術讓與」兩者不同，詳細可
參照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民事 90 年訴字第 1964 號判決，法院認為，兩
造雖非法律專業人士，不知「讓與」二字係讓與著作權而非授權使用
云云，然因本件標的金額龐大，原告身為簽約當事人，為維護其自身
之權益，本應就契約條文詳加研究或請教其他專業人士，而應知悉「授
權」與「讓與」法律關係之不同，因此駁回原告之訴。
本案在契約簽定前的合作意向書中，係載明著作權之「授權」
，
而非「讓與」
，然法院認為事後雙方簽訂之正式契約已明確載明為著
作財產權之「讓與」
，且契約交易金額龐大，因而認定當事人之真意
應為著作財產權之「讓與」
。因此，在進行著作權交易時，須確認雙
方協議之內容究為著作財產權之授權或讓與，二者產生的法律效果將
完全不同。
但合約標題與前言於大多學者及實務界皆認為其僅為合約性質
之參考，並非權利義務之正式依據，倘欲判斷其為授權抑或讓與，應
詳細、熟稔合約之內容本身，而非單純僅看標題。個人以為，此判決
某些部分與法理有一定程度之違背。以上為前言及標題的部分，很常
見到請各位多加注意。

伍、
「所有一切概不擔保」條款是否有效
於授權契約中有擔保條款。若被授權人強勢，則常要求權利人擔
保所授與之技術其內容無侵害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及其權利未來不
被他人舉發而被撤銷，換言之，保證被授權人付款後得安心使用此技
術，通常被授權人期待受此擔保，此即擔保條款。
而在權利人強勢的情形下，即會要求免除其擔保責任。舉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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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乙方不擔保本專利、申請中專利與本產品不侵害第三人之智慧
財產權；亦不擔保本專利、申請中專利與本產品之有效性、合用性、
商品化、無瑕疵、得向第三人主張權利及可達其他特定目的之可能性
等；且不擔保申請中之專利可獲證，可依原始申請範圍獲證等。甲方、
被再授權人或第三人因本專利、申請中專利與本產品發生任何損害
時，乙方不負擔任何責任，包括相關侵權與瑕疵擔保責任。」
個人稱上述條款為「所有一切概不擔保之擔保條款」
，所有能想
到之條款皆排除。其是否有效？若有效是否有其他交易上問題？是很
有趣的問題。
其實，民法上所稱的瑕疵擔保，除權利人故意不告知其瑕疵外，
得由雙方合意排除擔保內容，因此，概不擔保條款，除了有故意不告
知其瑕疵的情形外，應屬合法。
另外一個問題，如此一來，是否過度保護權利人之權利而有公平
交易法的問題呢？於公平交易法的學說實務一般認為是沒有的，因法
律上既許可其排除，故不易招致公平交易法的責任，換句話說，事實
上此種概不擔保條款對於權利人是非常有利的。按民法瑕疵擔保的規
定，授權為有償契約，準用買賣瑕疵擔保，若其無排除，即權利人會
有瑕疵擔保責任。因此強勢的大廠常會放此種概不擔保條款在其契約
中。

陸、準據法條款
準據法條款非常重要，當權利人與被授權人不同國籍時，雙方就
會僵持不下，則認為其為兵家必爭之地，無論台灣法或美國法，皆無
法排除台灣公平交易法之適用，因公平交易法為強行法，僅需其行為
對於我國市場有影響，即有我國公平交易法之適用。而準據法之選擇
係任意法，其無法排除一個國家強行法。

柒、仲裁條款
授權合約非常適合使用仲裁代替法院訴訟，因仲裁有幾種特點，
仲裁為保密的，權利人或被授權人通常不希望進入訴訟程序，就算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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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訴訟，亦不希望為他人知悉。當上法院訴訟時，雙方關係破裂，未
來和解後較不可能再合作，而仲裁氣氛較為緩和，故認為仲裁此種方
式較訴訟更為合適授權契約，因授權為長久合作關係，對於問題的解
決較有幫助。

捌、專屬授權之定義
專屬授權契約簽訂後，授權時間、地點、技術領域內，授權人承
諾不再授權於其他人，且自己亦不得實施該技術，須滿足單方和雙方
符合專屬授權，即承諾不再授與他人並且自己本身不得實施，稱為專
屬授權契約。其有兩個重要的權利，為非專屬授權所未擁有的，其一
為有再授權之權利，其二係被授權人有訴訟實施資格，即得以自己名
義做為訴訟主體，反之，非專屬授權人無以上兩種權利，因此，必須
區別專屬及非專屬授權。

玖、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的約款
當授權內容逾越權利範圍，法律效力自始無權利存在、超過專利
期限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的約款之介紹如下：

一、差別待遇
給予不同的被授權人不同授權條件，可能會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基本上來說，並非完全不得有差別待遇，但依合理原則須
有正當理由，如供需情況、成本差異、交易數額、信用風險等判斷等。

二、回溯收取權利金
某些情況下回溯收取權利金是許可的，例如：今日本人告你專利
侵權，侵權行為發生於民國 91 年，而於今年雙方和解，回溯至民國

91 年你開始使用我技術的那天收取權利金，因此處回溯收取的權利金
應為損害賠償的性質，因此沒有不法的問題，但如果回溯至我取得專
利的那一天，就會有違法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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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互授權（Cross Licenses）
我授權於你，你授權於我，雙方互為權利人及被授權人，此種方
式得節省交易成本。有疑慮的地方為，這 2 個交互授權係屬何種關係？
有 3 種可能，一為阻礙性專利，2 專利彼此居於阻礙關係，如發明與
再發明，2 者互相阻礙其利用，交互授權後阻礙均解除。二為補充性
專利，指 2 種專利合併或補充時，可產生新物品之專利，可促進人類
文明的進步，因此上述 2 種交互授權都沒有問題。三為係競爭性專利，
指係不同程序或方法但可產生相同或類似產品或代替性產品之專利
間的交互授權，此種方式成了雙方不為競爭而聯手擴大市場的手段，
進而減少市場競爭力，因此會有違法的風險。

四、回饋授權（Grants-back）
權利人授權於被授權人後，被授權人於授權生產過程中，對於原
有技術可能有小突破或改良，此時權利人會要求被授權人回饋，將被
授權人之再發明回饋授權給權利人。有時在回饋契約約定，將改良之
所有權利讓與授權人，但對改良之專利 license back 通常係非專屬授
權。此種方式可使雙方在特定產業領域中合作，從事產品之改進或研
發，尤其可在該領域沖淡獨占，而產生限制獨占之效果。

五、包裹授權
專利權人要求被授權人只能對整批專利取得授權，並對整批支付
使用費，不問實際上究竟是否只使用其中一個、數個或全部專利權。
此種模式下被授權人可自由使用他人新研發之成果，節省時間金錢，
要支付最低額之費用，但有些專利並非被授權人所需要，而有強制搭
售之可能。
一般以為判斷包裹授權是否違法的關鍵因素之一在於是否取得
包裹授權是基於自願或強制。如果是雙方基於自由意願下簽訂授權契
約，除了有其他違法情形外，通常不會僅因係包裹授權此單一因素即
被認為違法，近年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曾在 US Philips v. ITC 一案
中，對於飛利浦僅提供包裹授權而拒絕就部分專利個別授權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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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並不具有反競爭性。2007 年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在「反
壟斷執法與智慧財產權：促進創新與競爭」的報告中也認為，專利聯
盟僅提供包裹授權而拒絕個別授權的行為並不違法。報告指出，“一
般情況下，如果專利權人保留單獨對外授權的能力並且專利聯盟的設
計是促進競爭的，那麼專利聯盟拒絕部分授權專利聯盟中專利的行為
不會引起反競爭的擔憂＂。但若權利人以訴訟等威脅性的手段（譬如
侵權訴訟中被告要求和解，權利人提出的和解條件是除了受侵害的技
術外，被告需一併取得其他技術的授權）
，則有相當的違法風險。

六、售價限制
對被授權人售價之限制，一般認為係受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之拘
束，實務常見的有 2 種限制之狀況，一為要求被授權人限制其後手產
品或技術之價格；二為若受保護者為機器設備之專利，限制由其生產
出來產品之價格。

七、數量限制
授權有 2 種數量限制，一為限制生產的最低數量，此為許可，因
保障權利人的最低受益；二為限制生產的最高數量，最高數量一旦受
限則價格會上漲，不利民生，故不予許可。

八、不爭條款
另外為兵家必爭之地，於合約中約定不得爭執技術有效性，亦不
得於民事訴訟中主張專利無效之抗辯等等。專利領域中的不爭條款，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有判例認為無效。我國的授權協議案件處理原則
則進一步認為專利及專門技術領域若約定不爭條款可能違反公平交
易法。

拾、結論－美國、歐盟、日本相關規範比較分析
一、 依專利權利金費率、強制性的包裹授權（Package licensing）
、專
利回饋授權（Grant backs）為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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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歐盟

日本

專利權利金
費率

比較各主要國家競爭法對於專利授權金額干預，多基於契
約自由的精神抱以審慎態度來面對。

強制性的包
裹 授 權
（ Package
licensing）

2005 年 9 月，聯邦
巡迴上訴法院在 US
Philips v . IT C 一案
中，對於飛利浦僅提
供強制性的包裹授
權而拒絕就部分專
利個別授權的行
為，認為並不具有反
競爭性。
2007 年，美國司法
部和聯邦貿易委員
會在
「反壟斷執法與
智慧財產權：促進創
新與競爭」的報告
中也認為，專利聯盟
僅提供強制性的包
裹授權而拒絕個別
授權的行為並不違
法。報告指出，“一
般情況下，如果專利
權人保留單獨對外
授權的能力並且專
利聯盟的設計是促
進競爭的，那麼專利
聯盟拒絕部分授權
專利聯盟中專利的
行為不會引起反競
爭的擔憂”。

若在安全區
範圍內（競爭
者間 20%；非
競 爭 者 間
30% ）， 得 集
體豁免。

列入灰色條款（可能
違法），視其是否有
限制市場競爭效果。

專利回饋授
權 （ Grant
backs）

禁止專屬回饋授權
允許非專屬回饋授
權

專屬回饋授
權排除於集
體豁免，須受
個別審查；例
如是否支付
對價、授權人
之市場地位
等。
非專屬回饋
授權則享有
集體豁免

專屬回饋授權屬於
黑條款
（承前，若改良技術
與授
權技術須相結合，且
授權
人支付對價，則或具
有正
面效益）
非專屬回饋授權屬
於白條款

二、 水平與垂直關係、競爭性與敏感性資訊的獲取、市場力量原則、
安全區為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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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歐盟

日本

水 平 與
垂 直 關
係

1995 年智慧財產授權行為
指導原則強調，區分水平關
係與垂直關係，旨在於協助
評估授權契約之限制競爭
效果，然水平關係並不必然
引起限制競爭效果，而垂直
關係也不保證當然不會產
生限制競爭效果。依合理原
則判定。

競 爭 性
與 敏 感
性 資 訊
的獲取

若聯盟內有盜用他人專利資訊之顧慮，亦會導致聯盟內競爭對
手減少該領域的投資，因此降低創新動機。因此，專利聯盟透
過限制授權人取得彼此競爭敏感性專有資訊（諸如最終產品的
成本資料、產出水準與價格）
，降低授權人在最終產品市場協
調活動能力的風險，亦降低聯盟內競爭對手擔憂其他人盜用其
資訊的可能性。
（可以透過獨立授權代理人）

市 場 力
量原則

1995 年智慧財產之反托拉
斯指導原則明定不會推定
專利權人、著作權人或營業
秘密所有人擁有市場力
量。利用虛擬獨占者測試法
與 SSNIP 測試法界定。

1. 根 據 權 利 金
金額計算。
2. 根 據 結 合 授
權技術之產
品的銷售額
計算。

從需求方的觀
點審酌替代
可能性。

安全區

除顯然限制競爭之當然違
法行為外：
1. 授 權 人 和 被 授 權 人 在 特
定市場占有率合計未超
過 20%；
2. 存在 4 個以上替代性技術
或研發活動。

除惡性限制競
爭條款外：競
爭者間，在特
定市場占有率
合計未超過
20%；
非競爭者間，
各授權當事人
在特定市場
（分別）占有
率 未 超 過
30%；
若有 4 個以上
獨立的替代。

產品市場占有
率合計未超
過 20%；
若有 4 個以上
獨立的替代
性技術存在
時，亦認為對
市場競爭影響
程度有限。

資料來源： 張衛仁，競爭法下的專利聯盟規範趨勢之研究，東吳大學法律研
究所碩士論文/100 年。

（文化大學法律學系薛珮蓁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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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民營化與電信自由化管制之衝突
與調和
講座：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劉研究員
孔中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
（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教授）
日期：101 年 9 月 4 日
場次：10110-251

謝謝委員，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
演講的題目是電信民營化與自由化的衝
突與調和，這是有爭議而或許沒有答案的問題，對於現在政府對於電
業自由化、煉油自由化等議題，或許有參照作用。民營化就能促進公
營事業的效率，或者還是要自由化來開放市場競爭來提升效率，兩者
之間是可以辯證的。今日所談論議題，不可避免必須談到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揹負非常多政策的任務，但身為民營化事業也揹負對股東負
責的壓力；希望透過討論讓中華電信成為通訊傳播產業向前的正向力
量，中華電信不斷前進，消費者有更多的選擇、其他業者也因為與中
華電信攜手並進而產生相乘效果。希望藉由今日的議題，對於促進寬
頻社會的實現，有所幫助。

壹、前言
在中華電信從公營事業轉型成為民營事業的過程中，對於其所身
處的通訊傳播產業，究竟有沒有貢獻？應該似乎形成一個正向關係。
但從英國與德國的例子看來，台灣的正向關係還有改進的空間。本演
講探討自由化與民營化失靈原因是什麼？再針對失靈的問題，討論中
華電信如何配合電信自由化的管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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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國 85 年開始電信自由化與民營化，先把電信總局公司化，
然後由中華電信在 85 年概括承接所有電信總局的業務，開啟了電信
自由化的序曲，分成 3 個階段，先開放行動、再開放固網、衛星，在

90 年時已經開放所有的業務讓民間業者參與，完成了自由化。中華電
信在 94 年 8 月 22 日因為公股持有比率低於 50%，成為法定的民營化，
但是交通部還持有 30%的股份，仍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中華電信確實
也是專業與成功的事業，就國營企業的角度而言，絕對是模範生，每
年上繳國庫 400 多億。中華電信經營非常成功，以至於現在所有業者
都必須倚賴它的網路，這個成功也可以說是宿命，等於說所有的成敗
都必須由中華電信承擔；很多的批評，都是中華電信讓其他業者無法
展開手腳，以至於市場競爭遭受限制，是不是與當初促進市場全面競
爭的目標有所矛盾？

貳、民營化電信公司之經營與電信自由化管制之國際比較
將探討中華電信、英國電信公司及德國電信公司民營化後的經營
成效，以及檢討其與我國、英國與德國電信自由化管制政策間之關係：

一、英國電信公司與我國中華電信之比較
英國的電信集團（British Telecommunications plc，以下簡稱 BT）
，
從 100%的國營企業轉成國家零持股，英國政府從這個民營化的過程
中獲得 250 億美元的收益，甚至後來連所謂的黃金股都放棄，就是讓
它成為 100%民營化事業，這是相當大的突破，經營上百年的事業，
分 2 次就全部釋出。英國的電信產業有因為 BT 的民營化而獲益。類
似的狀況是德國的電信股份公司（Deutsche T elekom AG ，以下簡稱

DT）
，德國的憲法與我國相似，國家負有照顧義務，因此也很難從市
場全面撤退。在許多的管制與英、美的經濟差異，所以德國經過幾階
段的民營化之後就打住，政府大約持有 DT32%的股份，其中直接持
，並以財政部
有 15%，而重建銀行持股 17%（等於是政府間接持有）
為主管機關。可以預見，許多對於民營化的擔心，譬如台電或中油的
民營化後，供電與供油是否穩定無虞？因此每個產業的解決方法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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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從德國 DT 例子，它把許多資產與基礎設施開放給競爭對手使
用，成為健全且活潑的通訊傳播產業，並沒有產生如同中華電信的擔
憂－即中華電信可能虧損而其他產業獲利的狀況，其實 DT 在助人為
快樂之本的宗旨之下，其營收也穩定成長，可作為民營化事業放開手
去做的例子。
對於如何調和中華電信民營化與政府管制自由化管制間的緊張
關係，我的建議：公平會要加強對於中華電信的事後管制，而通傳會
最重要應做的事，是把最後一哩（Last Mile）打開。畢竟公平會是裁
罰單位，是一次性的裁罰，通傳會應該透過長期的行為監督，特別是
回到行政程序法允許的行政指導，用循循善誘的方式誘使中華電信進
行功能分離，並開放最後一哩。
中華電信分幾個階段達成法定的自由化，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到
底獲益多少？從判決裡看到中華電信在法庭文件中提及：在民營化過
程當中已經繳給國家 4200 億。雖然，中華電信是民營化事業，但政
府還是有持股，因此政府可以基於法律上的義務去作一些管制，讓它
符合它所存在的目的，譬如加速資訊社會的實現、促進價格合理。另
外，中華電信是市場主導者，還是有很大的力量，因此基於消費者福
利、業務普及，政府還是應該要介入管制，所以不會像中華電信公會
所言，認為已經民營化，所以政府不用介入管制。
中華電信在每個領域具有市場主導者而接近獨占地位，市占率分
別市話是 95%、ADSL 接近 80%、行動電話有 35.9%，員工有兩萬多
人，資本是 775 億，在 89 年監察院的糾正報告，不動產有 2,643 筆。
寬頻網路的價格，是不是像消費者一直在說的，中華電信比人家貴很
多？這是有不同算法的。相較於鄰國的狀況，我們的差距愈來愈遠，
上下行速率非常不對稱，而且費率比其他國高很多。更何況只有光纖
大樓才可以申請上下行速率是對稱的。其實去年的時候，中華電信總
經理張曉東就跟記者表示，如果一定要提供 100M 的對稱式頻寬是有
困難的，因為絕大多數的光纖網路，它的 Last Mile，就是從交換箱到
用戶，都還是銅絞線，因此除非最後一哩變成光纖，否則對稱式頻寬
就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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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情況下會讓中華電信配合來建置，第一個做法是，不配合的
話，政府就換掉董事長，這是比較負氣的作法。第二個做法則是將它
變成瓶頸設施，每個人都可以去使用，可以把頻寬提的很高，因此所
有的投資都可以回收。現在最怕投資之後，沒有定出一個合理的收費
機制，因此就有讓人家搭便車之疑。中華電信的經營效率很高，每年
可上繳中央 446 億，純益率非常高，每賺 1 元，稅後盈餘是 24%，在
當初網路的投資金額算最大，後來因為技術進步，也可以將網路做很
有效率的使用，但是當初投資網路的成本絕多數都已經攤提掉。後來
一次性的支出，可以很快回收。中華電信最可以理直氣壯的說，就算
我賺錢，我還是上繳國庫，並沒有進入個人的皮包，當然民營業者最
讓人詬病的一點是，賺錢之後不會回饋股民或是社會，而是讓董事長
去打高爾夫球。
英國的 BT 成立 150 年，從 1984 年開始民營化，所以分成 3 次民
營化，達成 100%釋出，政府獲得 250 億美金的收入。1997 年時，甚
，政府都放棄掉，完全不干預 BT
至連 Special Share （所謂的黃金股）
的營運。我們檢討英國管制機關的管制成效，隨著 BT 的民營化，管
制政策有沒有辦法幫助英國市場自由化的實現；從 1984 年到 2005 年
實施功能分離，大概可分 4 個階段，簡單來說，前面 3 個階段，政府
強制的介入與管制都是失靈，因為一個不想被管的大企業本來就很難
管理，特別是專業又完整的事業，因此從 1984 年到 1994 年，政府試
圖建立一個可以代替並與 BT 競爭的事業，這是雙佔寡頭的想法，就
是讓其他業者可以進入市場與 BT 競爭。這是一種天真的想法，就像
我們從 2000 年開放固網業者，但幾乎沒有任何進展，英國歷史也是
一樣，從 1984 年到 1991 年，在這 7 年當中，這家拿到特許執照的業
者投資很多資金，但是市占率僅 3%，這代表固網市場是飽和的，沒
有哪 1 戶需要第 2 個引進第 2 個業者，或者去換其他業者；因此這種
設施為基礎（Facility-based）的競爭，是無效的，因此改弦易轍為基
於服務（Service-based）的競爭，由 BT 開放既有的網路供其他家業
者使用來從事服務上面的競爭，因此就用強力管制的方式來進行號碼
可攜、單一帳號、互連與用戶迴路的開放，但是從 1991 年到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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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BT 市占率仍高達 83%，其他的是因為有線電視的參入，表示
其他固網業者在過去 6 年增加的，只有 7%而已，非常有限。因此，
就要採取像是平等接取、迴路開放與機房共置，但實際成效還是不能
彰顯。管制的結果是，在 97 年時 BT 不過就開放 8,819 對的銅絞線給
競爭對手使用，就電信這條迴路，故改制後的主管機關通訊辦公室
，Ofcom 最後只好將 BT 交付給英
（Office of Communication, Ofcom）
國的競爭委員會調查。讓競爭委員會發揮競爭法上的權限，也訂期限
令 BT 必須釋出 1,500,000 對的迴路。從 2004 年到 2005 年，BT 提出
了承諾書（Undertakings in lieu of reference under Part 4 of the Enterprise
，有 230 項的內容，其中最重要是成立一個功能與 BT 分離
Act 2002）
的獨立批發部門，叫做 Openreach，Openreach 管理 First（Last）Mile，
任何東西要分出去之前都交給 Openreach 來管理，作為 First Mile 的
守衛者，它的成效也非常驚人，遠遠超過當初被規定的 150 萬條，在

2009 年達到 584 萬條。
二、德國電信公司與我國中華電信公司比較
德國電信是歐洲最大的電信公司，有 26 萬名員工，全球用戶有 1
億 3000 萬，而固網與寬頻用戶超過 5000 萬戶，有 4 個部門，T-Com
作固網、T-Online 作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T-System 作客製化的完整
服務，T-Mobile 作行動電話，另外還有一個批發中心。改革開放的歷
程，總之，它改革歷程漫長，是跟著 3 個階段的郵政改革一起實施。
傳統上這都是國家的，郵政與電信結合在一起，後來就把郵政公司
化，還因此修憲。1995 年是把德國聯邦電信部的非現金資產成立 DT，

100%由國家持有，後來經過幾階段的釋股，到 2000 年時成為所謂民
營事業，目前為止政府持股（即財政部）為 32%，聯邦重建銀行（二
次戰後所成立的銀行）持股 17%，總的來說，我的體會是德國民營化
歷程中，電信市場自由化是主軸，民營化是開始要自由化的ㄧ個階段
點，自由化才是終極目標。我認為台灣也應該適用。

DT 的總產值佔德國電信產業的產值比例是一直在往下降的，而
DT 的總產值是一直在增加的，仍是歐洲很成功的企業之一，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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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歐洲電路出租批發業務；但同時，其他電信業的年產值則是持續
穩定逐年提高。從 1998 年只有 25%，到 2010 年已經高達 54%，也就
是民營化與自由化配合得宜，使整個電信產業與之同步成長。德國獨
占委員會（Monopolkommission）將德國電信事業分成 6 個部分，第

1 種是基於固網連線的服務，包括語音電話跟網路服務，DT 還有 60%
的產值，其他業者有 40%；第 2 種為行動電話服務，DT 有 35.9%，
但其總產值的 71%（限於網路及服務提供者的營業額，並不包括網路
互連的收入）是來自其他電信業者，比例相當的高；第 3 種是電路出
，德國電信僅不過占總產值的 26%；第 4
租或專線服務（Mietleitung）
種是網路互連，包括連接服務、出租用戶迴路、預選服務
，其他電信業
（Preselectionsleistung）以及代收服務（Inkassoleistung）
者占 53%DT 只佔 47%；第 5 種是有線電視，DT 完全不涉足，完全
由其他電信業者經營；最後一類是雜項服務，企業通訊、多媒體、加
值服務、無線電傳播服務、廣播服務等，還是由 DT 主導。大概我們
可以看見，其他業者也不斷在發展，其他業者與被民營化的 DT，都
有很好的發展。截至 2012 年 3 月為止，德國電信總共釋出 960 萬條
細分化用戶迴路，批發出 120 萬條線路，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成就。
解釋德國電信法與德國競爭法的關係為何，以往的說法是這兩個
法律可同時使用，就類似公平會與通傳會都可以介入。台灣則是電信
法不完整，以致於通傳會沒有依據，而公平交易法雖然很完整，也有
相同情形；法律上的意思，到底是誰有管轄權，是專屬的管轄權或者
彼此之間可以分工。近期的見解是，如果電信法已經有很完整的規
範，這時不再適用競爭法，譬如不當的互連禁止。而什麼時候電信法
會作窮盡的規定？如果單純的競爭法已經可以規範電信市場的競爭
行為時，原則上電信法也不會作這種窮盡的規定。這與我們方才的講
法是倒過來的，就是競爭法沒有料想到的狀況之下，電信法才會去作
完整而窮盡的規範，兩者有前後守備的分工效果，當將來競爭法有完
整而窮盡的規範時，則電信主管機關與公平會如何作分工，則是一個
很有趣的問題。現在原則上是用競爭法，但競爭法無規定時，則適用
於電信法，此時德國獨占事業委員會則不再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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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電信自由化政策監督失靈之檢討
英國與德國電信民營化歷程，原先都是與台灣一樣的起始點，但
是最後卻與我國有截然不同的結果。審視中華電信民營化與電信自由
化的政策無法配合，有很多原因，若有提出不得體的論點，請大家多
包涵。第一個原因，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束手無策，不過我認為這會改
善，我認為交通部應該要有責任，所有公股董事都是交通部任命的。
董事會的專業能力無法監督中華電信，這非常可惜，因為中華電信的
好處在於是垂直整合、非常專業、但是非常封閉的系統，董事會應該
協助它跳脫自立性短期營收的安排，目前都還是在中華電信為本位的
總經理與董事長制，而且有系統性的偏袒。
交通部來作管制機關並不符合世界貿易組織（WTO）獨立管制機
關的要求，因為交通部與中華電信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到底誰在管
誰、誰不聽誰，這些都是很複雜的，將來要與美國人談自由貿易協定
（FTA）時，問題全部都會爆發。通傳會目前只裁罰過中華電信四次，
都是很微小的事。公平會目前裁罰過中華電信幾次，與顯失公平與不
實廣告有關，都是小事，其中也有與通傳會作業務協調。兩年前公平
會曾與通傳會協調職權範圍，廣電事業的結合申報案件，以及衛星廣
播節目上下架爭議案件、以及不實廣告案件的問題，完全沒有提到假
使通傳會未好好利用電信法第 62 條之 1，那公平會應如何強化公平交
易法第 10 條。總結來說，我們建議如何使民營化後中華電信應如何
順應自由化政策，我認為：公平會對中華電信的事後管制應無法推卸
責任，特別是在現行電信法非常薄弱的時期。那麼低的罰鍰對於主導
業者毫無嚇阻力，且主管機關所花費的行政成本根本不划算。
歐盟執委會的作法相當值得參考，整個歐盟化（從歐洲共同市
場、單一市場到歐盟）背後的推手其實就是德國，因為歐盟化的結果
使得市場用單一標準，最有利於德國產品的輸出。所以德國全方位影
響歐盟的發展，德國的競爭法機關也具有執行法的權力，他透過歐盟
運作條約 EUTF 的第 102 條是歐盟競爭法執法的依據，類似我國公平
交易法第 10 條規定，市場是獨占事業則不可濫用市場獨占地位。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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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EUTF 並沒有任何有關電信法的規範，因此歐盟執委會就是依據

EUTF 的第 102 條，認為德國電信有濫用市場獨占地位。本案所針對
的事實，是 DT 將用戶迴路的價格分為兩種，一種是批發給其他業者
的價格，另外一種是對於一般用戶的零售價格，但是批發價格卻高於
零售價格有不合理的現象，所以被認為是濫用市場獨占地位，因此被
裁罰 1,260 萬歐元。所以 DT 則主張，此價格是當初通傳會決定的，
因此不會有價格擠壓與傾銷的問題，但執委會與歐洲法院的見解一
致：即使定價是要經過主管機關的審核，但是 DT 對於怎樣定價還是
有決定空間，所以不能推卸給主管機關，即便 DT 無任何定價空間，
但是零售價格高於批發價格，仍然屬於價格擠壓，是獨占地位的濫
用，所以被罰了 5 億歐元。另外一個案子也提到，歐盟執委會與歐洲
法院均認為，德國聯邦網路署只是按照 DT 的資料來計算有效競爭者
的成本，明顯不足，因為 DT 的成本與規模是其他業者無法相提並論
的，所以不被認同。在此，舉外國的例子是給台灣借鏡，應該還是要
開放用戶迴路，其實是陷入一個困境，中華電信可能不想建置給別人
使用，而其他新的業者可能也會認為，即便建置了消費者也可能無法
接受中華電信以外業者，這是一個僵局，這種結果反而一直強化中華
電信獨賣的地位。反之，中華電信可能會認為其他業者都在搭便車。
所以我們回顧英國或德國，都已經運作到這種地步，個人想法是，若
未開放讓新進業者用迴路接近終端用戶的話，就不會有投資，但如果
這些業者不加入競爭，中華電信的腳步一定會放慢，所以就會去作可
以充分發揮市場力量的行為，當然這從別人眼光來看，就會是濫用行
為，就不會去從事其他的建設。因此，主管機關要訂定完善的管制政
策，中華電信就會讓步，即是主管機關要有辦法計算出網路出租的價
格，才能反映出成本而獲得合理利潤；相對其他的新進業者要有路回
接近終端消費者，有了回收獲利的空間，才有可能去運作相關建設。
進一步，光纖為何被認為是瓶頸設施，只不過中華電信不相信通
傳會可以計算出價格，亦即就是能反映成本及合理利潤的價格，若可
以計算出來，對於中華電信最大的利益就是光纖容量可以極大化，其
他業者根本不用去建置，中華電信就可以透過出租的模式來回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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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換言之，務必使中華電信批發用戶迴路的利益，長期總體大於短
期零售業務的損失。這時，其實中華電信就會答應，不用再去經營零
售業務，因為其零售人力成本非常高昂。

肆、我國電信自由化政策應有之管制政策
一、以長期行為監督取代裁罰式管制手段
再來是要使用長期的監督取代一次性的裁罰，裁罰是一種事後管
制的作法，像公平會對於許多跨媒體的結合作了長期的管制，譬如附
條件，嚴格說來，公平會的作法是與通傳會職權有點重合，而且對業
者的長期監督，已經脫離了競爭法主管機關應為事後一次性裁罰的業
務。如果通傳會是用事後裁罰的方法，不會多有威嚇力，最多就是罰

500 萬。參考英國 Ofcom 乃至於 AT&T 的作法，多是由主管機關對業
者長期進行監督。透過持續的壓力，讓業者主動配合是比較好的，假
使他願意配合電信自由化目標的話，就可以解除對其不對稱的管制。

二、功能分離：誘使或強制
再來是大家所談論的，究竟是功能分離還是結構分離？結構分離
是一種很強勢的法律手段，將之拆解為法律獨立的幾個主體；而功能
分離則是法律上並未分成好幾個主體，而是分成好幾個獨立單位。其
實在民國 86 年時，我就曾撰文主張將中華電信以結構分離拆成 3 家，
不過已經過了近 16 年，如果再去談結構分離，顯然是不適當的，因
為介入程度太強。是不是就應該採取所謂功能分離？現在這個版本，
「為促進
應該是通傳會經過委員會的決議送審，就是電信法第 25 條：
固定通信網路有效競爭，自本法修正施行日起一定期間內，固定通信
網路業務市場仍未達成相當程度之有效競爭狀況，且主管機關於用盡
現行電信法規所定管制機制後，主管機關得採行命固定通信網路業務
市場主導者為業務功能分離、或其他得促進實質有效競爭之必要措
施」
。但業者一定會對這種不確定法律概念有所疑慮，且也很容易被
學法律的人挑戰；因為這都是管制作為，但沒有事前預見可能性，且
全部都授權給主管機關，一定會有爭議。因此我比較贊成採取功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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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其突破點就在於功能分離之後，要求建置不同的功能中心，才能
建置不同的會計制度，中華電信才會知道自己的成本結構，通傳會也
較易審核中華電信的成本結構。對於中華電信這麼龐大的公司，我不
贊成採用國家的強制，而是由國家作長期管制，就是透過非正式的行
政程序，像是行政指導或行政契約，誘使中華電信建立批發部門，不
需要採取強制作為。

三、變更控股機關
再談到控股機關交通部，通傳會要先提案給交通部，而交通部審
議委員會再提給行政院科技政委。其實有幾個合適的控股機關可以考
、
慮，例如是財政部（德國是由聯邦財政部來行使對 DT 的 17%股權）
國家發展委員會、或經濟部國營事業管理委員會，當然經濟部國營會
最不適合，因為經濟部多年來輔導製造業，這會影響到對中華電信持
股的中立性，因為有可能對製造業的輔導方式，移來對中華電信並想
證明其想法的正確性，但這不是適當的。自從通傳會成立之後，整個
產業的產值停滯、甚至是往下降，這一定是管制政策出了問題，設立
主管機關應該可以增加產值。其次，中華電信在可預見的期間，還是
會承擔相當的政策目標，因此如果要財政部管，可能不是很理想。因
此看起來，國發會是一個較為適合的機關。如果是國發會來管，可能
要想清楚，就是董事會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可以看見英國 Ofcom 的董
事會，有非常有彈性的董事任期，這些董事也都實質在社會上從事業
務的。

四、增加政策任務
交通部在 96 年、98 年與 99 年，分別對其持有中華電信股權的態
度與作法，不斷宣導中華電信有「配合國家政策推動整體通信基礎建
設之特定政策任務」
。因此建議可在中華電信的條例中，增列其「配
合電信自由化政策，促進市場競爭與產業發展」的政策目標，其的主
要績效目標應是創造多贏的局面，而不是自己一枝獨秀，眾人憔悴的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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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繼續釋出公股
最後，中華電信的股份是不是全部釋出？依據公股股權管理及處
分要點，公股管理機關應規劃政府中長期最適持股比率，並報請行政
院核定。目前交通部的年鑑，提及行政院核定對中華電信的最適持股
比率為 34%，政府不打算再賣，在前財政部長（劉憶如）時代，主張
是不是重新推動電信市場民營化並讓它 100%民營化，但我認為，是
否降低政府持股到電信市場自由化目標，並沒有ㄧ定關連。政府全部
釋出公股其實對於績效改善不會有幫助，如果電力市場與油品市場沒
有可以競爭的條件，進一步民營化的結果也只是賤賣國產，無助於提
升效率，也不會讓電力與油品市場價格下降。

伍、結論
英國電信公司已經全部民營化，成為電信市場中的平等參與者，
並沒有背負特殊的政策任務，而其主管機關在要求其確保市場有效競
爭法律的充分授權下，對其進行有效之管制，因而使得英國電信公司
成為英國電信產業發展的一大助力。總觀德國電信公司民營化的歷
程，電信市場自由化一直是整個改革的主軸，民營化是自由化的一個
階段，自由化才是終極目標。在德國電信公司成立之後，自由化的重
點就放在促進市場的公平競爭，以避免德國電信公司形成市場自由化
的障礙。因此德國電信法授予聯邦網路署強大的行為管制權限以及獨
立行使職權的準司法機關地位，而聯邦網路署確實運用該項權限管制
德國電信公司濫用其顯著市場地位之行為，使得德國電信公司也成為
協助德國電信產業發展的良性因素。
相較之下，在法律上民營化但是仍由國家掌控的中華電信不受到
控股機關交通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傳會及競爭法主管機關公平會
有效的管制，與我國電信自由化政策目標衝突，甚至因而成為我國通
訊傳播產業發展的瓶頸。對此本文提出具體的調和建議：公平會應該
強化對中華電信的事後管制，通傳會儘速打開中華電信持有之用戶迴
路，以長期行為監督取代裁罰式管制手段，並誘使其功能分離。政府

•136•

應將中華電信的控股機關變更為國家發展委員會，增加中華電信促進
市場競爭與產業發展的政策任務。
上述都是個人書生之見，透過很不完整、很片段的資訊，提出上
述看法，但是當然大家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的初衷是出於善
念，希望中華電信經營更有成效、在政策上更有定位，並有助人為快
樂之本的經營精神，讓消費者的福利與選擇也可同步成長與增加，讓
寬頻社會可以早日實現，否則台灣已經失落了 14 年，快要趕上日本
失落 20 年。我就先報告到此，謝謝。
（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張乃文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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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立法之司法審查
講座：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王法官銘勇
日期：101 年 10 月 16 日
場次：10111-252

各位在座的先進大家好，今天有這
機會就「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立法之司
法審查」作介紹，首先跟各位說明，雖
然本人現在服務於新竹地方法院的行政
訴訟庭，但今天的演講內容仍只代表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人服務機
關的立場。為何選擇這樣的題目，曾經思考 2 個問題，一是司法對於
公平交易法相關行政規則之審查，其次是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
會）對於專門職業公會處分案之討論，因就今天議題，高等行政法院
最近適有相關判決案例，因此就決定了今天演講的題目。

壹、前言
公平交易法制係規範事業活動重要法制，惟其規範之法源除公平
交易法外，尚有主管機關公平會所制訂各項行政命令，此次演講旨在
說明我國司法實務對公平會所制訂之行政命令，尤其是行政規則之有
效性為司法審查時相關問題。

貳、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686 號判決法律爭議
首先，要從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686 號判決（原審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592 號判決）說起，在這判決之前也有
一個類似的案例（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456 號判決，原審
，這 2 個案例都是在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1456 號判決）
討論公平會所制定的解釋性行政規則，法院嘗試去說明從司法角度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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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公平會所制訂涉及該案之行政規範，是不是行政規則，尤其是在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訴字第 592 號判決當中，有很大的篇幅說明、
討論為何其認該案所涉及公平會制訂之規範不是行政規則，而是行政
指導。但該判決經公平會上訴後，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686
號判決採取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第 548 號見解，廢棄前開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前述見解。
從公平會網站雖可看到公平交易法規範內容，但常難以了解該條
文之真義，因公平交易法規定內容較抽象，而如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
因規定較其他條文抽象，所發生爭議性更大，公平交易法與公平會所
制定的各項行政命令均係公平交易法制法源，但這樣的行政命令位階
為何？部分判決在說明、討論該規範是不是屬解釋性的行政規則，前
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就此有很深入的討論。縱使該判決見解與最
高行政法院不一致，但還是值得肯定。
我國一般法制特色之一，是除了法條之外還有很多的行政命令，
在競爭法制部分，美國的法制主要是以反托拉斯法與聯邦最高法院關
於反托拉斯法的見解所構成，這也是執法機關的重要依據，當然也會
定出執法準則。日本則比較傾向以行政指導為準，所以案子不會有美
國這麼多，各有特殊之處。我國公平交易法制的發展更特殊，相近於
日本，但又不完全相同，大約有 50、60 個行政規則，可定位成解釋
性行政規則，此與我們執法結構有很大關連性。
公平會在制定行政規則時，通常會認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規
定行政規則要件，爭議在於當行政機關即公平會認定其所制訂之規範
為行政規則時，司法機關可不可以加以否定？一般行政爭議事件經過
訴願到行政訴訟階段法院審查時，會處理 2 個問題，第一是事實審查，
第二就是解釋法律與適用法律的審查，很少數涉及所適用行政法令的
定位或有效性。當然法院對於公平會認定事實上要審查是較難的問
題，公平交易爭議事件常涉及經濟行為違法性的判斷，此部分較艱
深，也不是今天所要談論的議題。今日要談論部分是集中在行政規則
的部分，依據前開大法官會議解釋之見解，應認為是屬解釋性的行政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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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686 號判決法律見解爭議部分，
前審是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592 號判決（以下簡稱系爭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按公平會所訂定的相關執法規範，是不是屬解
釋性的行政規則，或者它可能已經超出解釋性行政規則的定義？若行
政規則是係行政機關本於職權可自行決定，不需要立法者另行授權，
該行政規則本質上應不能發生單獨法規範上的效果；當然行政機關處
分，並非單獨以行政規則為處罰依據，一定是會回歸行政規則相關法
律，如公平會認何情況會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會引用第 24 條規
定為處罰依據。系爭高等行政法院就該判決所涉及公平會原制訂之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之處理原則」
（以下簡稱處理原則）之屬性，認「其原則之名稱即開宗明義宣示為
機關內部處理此種類型案件之指導原則，並無直接對外規制之意（被
告雖為公平交易法之中央主管機關，但非加盟業主目的事業之主管機
關，原則上並無權限就其締約前應揭露事項為規定）
」
。
且系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復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內
容，是極不確定法律概念，雖有必要訂定解釋性行政規則。但假使以
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為處罰，依據行政罰法前開規定之要求，規範要
件應明確，但這產生一個問題，若以行政規則來解釋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單單只是解釋用語、內容或含意，它的爭議性就不大；但是目前
公平會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所訂定的行政規則，大部分用意不是
在解釋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意義。此判決所涉及的是處理原則中
規範加盟主之揭露義務，該行政規則規範加盟主在什麼情況下沒有揭
露時，會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因此該規範方式係屬解釋？抑或
係具體說明？顯有疑義，此就特定產業特定行為是否違法說明之規範
方式，也是爭議所在。故此判決認為處理原則不是行政規則，是行政
指導，但公平會上訴後，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686 號判決中，
則認為前開處理原則是解釋性行政規則，係該二判決見解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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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司法就行政立法審查
何謂行政立法，學說上有不同說法，在此指行政權所制訂法條形
式，一般性、抽象性之規範。可分類為法規命令（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與行政規則（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
。為何此次演講題目是用行
政立法，而不用行政規則，係是我國行政機關在執行法律時，往往有
相當大權限，尤其在法律規範不明確時，即須由行政機關訂定規則，
某些程度言，此與立法者所為的立法效果類似，可以產生相當於法律
之效果。又法規命令是基於法律授權，而行政規則是依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所制訂，國內使用相當普遍，如在稅法法制，此可由大法官解
釋針對稅法行政規則所為解釋的數量相當多，可見稅法行政規則之普
遍性，稅法當然有其特殊性。而在公平交易法，大法官會議也有針對
公平會所定行政規則的解釋。
如前面說明，行政規則是以規範行政機關之下級機關或屬官，為
原來目的，但是觀公平會所制訂的行政規則，可以發現其運作上往往
不是只有單純的內部效果，在公平會處分書，常會引用到行政規則，
為處罰依據之一，如加盟主揭露義務部分，公平會在處分書中會先去
解釋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再說明針對此部分已有訂定何種規則（如
前開處理原則）
，當然這種論述方式，在法院判決也常常使用。若行
政規則僅是在拘束本身及下屬機關，但在說明處罰依據時，卻將它列
在與法條的同一位階，民眾將認為該行政規則係公平會執法主要依據
之一，使該行政規則產生外部效果。但在違反公平交易法裁量基準
上，該基準雖亦係依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規定，是很典型標準的行政
規則，但是在公平會處分中，並不會出現是依據裁量基準具體條文，
對比在違反公平交易法行為之實體規範，會將行政規則具體規範內容
列為處罰依據，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法院審理行政訴訟事件涉及法規命令的案件愈來愈多，而高等行
政法院對於行政規則違法性審查，亦有愈來愈多見解出現。作為法規
命令無效規定審查依據之行政程序法第 158 條也成為行政法院審查行
「法規
政規則違法性的重要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8 條第 1 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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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一、牴觸憲法、法律或上級機關之
命令者。」符合第 1 款規定者較少，較常見的反而是同條第 2 款「二、
無法律之授權而剝奪或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者。」也就是增加法律
所沒有的限制，同條第 3 款是「三、其訂定依法應經其他機關核准，
而未經核准者。」但有時在司法審查時並不是那麼嚴格，與該款規定
相近之案例，如大法官會議第 672 號解釋認管理外匯條例第 11 條雖
規定：
「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之人員，攜帶外幣出入國境者，應報
明海關登記；其有關辦法，由財政部會同中央銀行定之。」但財政部

92 年 3 月 21 日台財融（五）字第 0925000075 號令：
「旅客或隨交通
工具服務之人員，攜帶外幣出、入國境超過等值壹萬美元者，應報明
「攜帶外幣出入國境，不依
海關登記。」同條例第 24 條第 3 項規定：
第 11 條規定報明登記者，沒入之；申報不實者，其超過申報部分沒
入之。」雖未與中央銀行會同定之，但認係程序瑕疵，並未宣告該命
令無效。
且所謂司法審查，除行政訴訟外，民事與刑事訴訟中有時亦涉及
對行政命令之司法審查，包括空白刑法審查的問題，如民事訴訟上，
在法院審理時也會針對主管機關所發布的命令進行是否違法之審
查，例如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 642 號判決即認「證交法第 25 條之 1
授權範圍僅在使用委託書之限制、取締或管理，該規則關於上開條款
之規定，有無逾越證交法授權事項範圍？」而認該行政命令可能有逾
越母法授權之無效事由。
司法審查行政規則之合法性之案例，如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
度訴字第 417 號判決的案件，該判決討論司法對於行政立法的審查，
該判決認行政程序法第 158 條有關法規命令無效的規定，於行政規則
亦應適用之。所謂行政規則牴觸法律，是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因此
該判決認行政規則無符合母法立法意旨及逾越母法規定（司法院釋字
第 367 號解釋參照）時，即屬牴觸法律。
另外又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1364 號判決，此判決
牽涉到國防部改建部分，被告為國防部，系爭行政規則是「國軍老舊
「眷戶若逾期未提眷舍改建認證申
眷村改建事項」第 5 之 2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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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書或擴張、限制、更改其內容，就會被認為不同意」
，依建改條例
規定，因有時間限制，國防部會詢問眷戶的意見，部分眷戶會附條件
同意，是以產生此規定，但此規定其效力為何？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或最高行政法院都有判決討論此問題，此判決認為該「改建事項」是
解釋性的行政規則，但此規則並未考慮到眷戶所提出的申請書是否有
變更實質內容，
「將凡擴張、限制、變更被告所頒之改建認證申請書
格式或內容之情形，一律視為是不同意改建之情形」違反了國軍老舊
眷村改建條例第 22 條第 1 項之立法意旨，為超越母法，是無效的。
從上述案例可發現，司法機關對於行政機關所頒布的命令合法性
之審查，逐漸增加，或許有人認為數量不多，但行政機關所訂定之行
政命令，無效事由情況並不多，但司法機關已漸有審查此部分規定的
位階或是否符合法律本旨見解出現，一般訴訟當事人與代理人並不會
去挑戰此一問題，爭執點往往是在認定事實部分，在行政訴訟上偶而
可見受處分人主張相關行政規則違法，但是並不多，也因當事人不爭
執，所以法院並不會特別關注該行政規則是否有無效事由。

肆、公平會就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所為行政立法之內容
公平會法規命令是經過法律授權訂定者，包括「公平交易法施行
細則」
、
「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
、
「聯合行為免除或減輕罰鍰實施辦
法」
、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及第 14 條情節重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計
算辦法」
、
「公平交易委員會卷宗閱覽辦法」
、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顧問遴聘辦法」
、
「民用航空運輸業聯營審查辦法」
、
「金融控股公司結
合案審查辦法」等，會不會有行為人來挑戰上述法規命令無效？其實
是有可能發生。例如重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計算辦法規範內容是否逾越
母法之規範，在草案階段，即曾經產生爭議。
公平會行政立法中行政規則部分，可分成兩大類，一是行政解
釋，即針對他機關、個人來函之函釋，另一則是處理原則，後者可再
分為兩大類，有就每個條文的解釋；亦有針對個別產業規範（如前開
處理原則）
，就個別產業規範之行政規則較易發生爭執，如針對加盟
主的行為規範。就事業、或替事業處理法律議題的人員言，定會去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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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公平會的執法動向，故此部分處理原則將受到相關業界的重視。以
規範內容言，處理原則一定比法律條文明確，單看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有時難以理解具體規範要件，我國係採行極其不確定的法律概
念，為使規範明確就須有行政規則，以共同形成一個完整規範，但此
部分就會產生問題，以行政規則方式規範當然很方便，其制定、變更
不涉及修改法律。我國現行公平交易法規範結構，從獨占、結合與聯
合行為、一直到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從稍具體到最抽象，並以行政
規則補充，優點是彈性很大，因為立法作業的時程會相當久，相對的
也有缺點存在，在現行規範架構下，常會延滯法律的發展，反而是行
政規則易產生變動。但我國法律架構與美國不同，我們原則上應有具
體的規範，現在的運作方式走向模糊立法，但以明確規範之行政規則
來解決。
本次演講何以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來切入行政立法的說明？因該
條文相較於其他規定用語更是抽象，執法機關有相當大解釋空間，假
設該規定是一個補充性規定，而不是主要規定，在執法時應該如何去
看待，亦值思考。
公平會就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執法規範，除了行政解釋外，尚
有 9 個處理原則，分別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
案件之處理原則」
、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非法委託家庭代工案件之處
理原則」
、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大企業對於中小企業價金給付之處理
原則」
、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收視率調查案件之處理原則」
、
「公平交
易委員會對於加盟主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
、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預
售屋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
、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國外渡假村會員卡
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
「非法委託家庭代工之處理原則」
、
「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升學補習班資訊揭露之規範說明」
、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
電話行銷案件之處理原則」等，以「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主經營
行為之規範說明」為規定加盟主相關義務之處理原則，考量加盟主究
竟對哪些資訊沒有揭露會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的契約，因為加盟
契約內容有很多要考慮，這部分用一個行政規之規範的方式是不是適
當？實值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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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我國司法實務對公平交易法行政立法審查案例分析與
檢討
前述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686 號判決，主要是參考司法
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48 號解釋，該解釋係針對散發侵權警告函行為
之行政規則所作的解釋，更提到主管機關基於職權因執行特定法律之
規定，得為必要之釋示，供本機關或下級機關公務員行使職權之依
據，因此在該案件，針對公平會在 86 年所作出的處理原則，認是該
會本於職權的解釋性行政規則，未對人民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與法律保留原則無違，亦未生授權是否明確問題，與憲法無牴觸。其
後很多判決之後都引用該解釋見解為依據。在此大法官會議解釋中更
強調，權利不得濫用是基本原則，故該處理原則之規範內容並未增加
法律所無之限制。
在系爭臺北高等法院判決前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2673 號判決提到「對加盟主所應揭露之資訊予以指示，視之為行政指
導可也」
，如逕指加盟業主一違反該揭露資訊原則，一律認為係「涉
有隱匿或延遲重要交易資訊之情事，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足以影
響連鎖加盟之交易秩序者，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規定則殊嫌率
斷。」該判決認為前開處理原則是一個行政規則，又說它是行政指導，
是後來被撤銷的一個重要原因，被認為是前後矛盾。但這判決的意
思，是該行政規則有行政指導的意味，因該規定中會採用「違反之虞」
的用語，即規定並不是那麼肯定，所以具有行政指導的意味。惟上述
判決，經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456 號判決廢棄，並認為「加
盟經營關係並非單一個別非經常性的關係，倘加盟業主復為相同或類
似行為致有影響，應該認為符合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而有公平
交易法第 24 條之適用。」因此廢棄前判決並同時駁回被處分人即加
盟主之上訴。
其後出現之本件系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592 號判
決採取與前開 98 年判決相同見解，判決中認「行政規則是以下級機
關及行政人員為相對人，原則上僅就內部生效，只是經由內部行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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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約束及平等原則之推導，而產生外部效力，人民因而得根據該行政
規則外部效力請求保護，而行政機關因適用不確定法律概念而有判斷
餘地時，就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作成自我負責及有拘束力的解釋，只是
一般行政機關對於不確定法律概念並無判斷餘地，僅在少數存有判斷
餘地，如被告（公平會）等獨立機關以委員會決議者，實際上又因其
特性根本不受解釋行政規則之影響，人民也難執該行政規則之外部效
力對之為請求，相對地，於此也不存在任何享有判斷餘地而得制定解
釋性行政規則，因此得對人民課予義務之基礎。」該判決認為，公平
會是一個獨立機關的決議，是以委員會作為決議，實際上又因它的特
性不受解釋性行政規則的影響，此判決認為公平會所訂定的處理原
則，其名稱就開宗明義宣示是機關內部的指導原則，所以不生對外效
力。此判決特別再說明，前開公平會的指導原則並沒有針對任何不確
定法律概念作解釋，公平會對於上開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中「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
、
「顯失公平」等不確定法律概念的解釋，見諸於該會「公
，而非此一指
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
導原則。此判決認前開「處理原則」僅是臚列加盟業主應揭露資訊之
內容，但這並非法律授權所為規定，在法律保留原則之下，本不得作
為課予人民負擔之依據，且既經制定者之公平會定性為行政規則，其
對象當是下級機關及所屬行政人員，絕非加盟業主，此判決又認參酌
該「規範說明」復未就加盟業主未揭露重要資訊者有何相對應之效力
規定，僅指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虞等節綜合以觀，該「處
理原則」應認係公平會就加盟業主未揭露資訊而可能為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24 條之行為所為之提示，為所屬人員啟動調查、裁處時所得依
循之依據，而不應以此導引出加盟業主書面揭露資訊之義務，也無從
解讀加盟業者未以書面揭露重要資訊直接判定該當於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顯失公平」
、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等不確定法律概念之意旨。
系爭臺北高等法院判決意旨，如認前開「處理原則」係解釋性的
行政規則，那其解釋內容為何？因為解釋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用語之
法令已列在前開處理原則中，因此在法律保留原則之下，這當然不能
作為課予人民負擔的依據，因此屬提示。而且這「處理原則」用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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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違法之虞」
，並沒有課予人民負擔，因為只是提示有可能違法而
已，並沒有說是確定違法。
上述幾個判決，提供給大家參考，公平會所制定執行公平交易法
基準之處理原則，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48 號雖認為是解釋性的行政
規則，但就該解釋在解釋寄發警告函對於專利權人的限制－需要附鑑
定報告、需要法院證明等之規定，嚴格來看似乎也不屬解釋性行政規
則，可是大法官會議將之定性為解釋性行政規則，使得該等處理原則
取得合法性基礎，目前司法實務上多數見解也採該解釋之意見。
另一問題值得再思考者，縱使我們要去接受公平會所制定之前開
處理原則或規範說明是解釋性的行政規則，依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48 號解釋，亦可依行政程序法第 158 條審查該行政規則，但問題是
司法機關如何審查公平會針對特定產業違法行為所制定的行政規
則，是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公平會在制定規則之前，一定會彙整眾
多學者的意見及並審慎思考，法院如何去審查推翻？恐怕行政機關已
經考量到很多案例的狀況，個人認法院縱使想要去審查、推翻，相當
困難。司法審查可分為形式與內容，而內容部分既係公平會針對不同
產業是很具專業性的，也參酌過非常多學者專家的意見與分析、並徵
詢外部意見，法院如果要再推翻這部分，恐怕不容易。另外一部分，
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是比較抽象的概念，其含意是比較大的，譬如刑
法之詐欺，至少要符合「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
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就會有很多要件可以供判斷，當然規
定如果愈抽象，解釋的範圍就會很大，就主管機關來說有比較大權限
訂定行政規則，司法審查時要認定該解釋性行政規則違法，恐亦有問
題。第二部分，如同前述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訴字 592 號判決所
論述，如此的解釋規則是否屬於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的解釋法令、認
定事實，還是應再斟酌。至於如何定義解釋性行政規則，在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 99 年訴字 592 號判決是採較嚴格的看法，認為應該是對法
律條文的解釋。若不是對條文的解釋，而是針對態樣分析的說明，顯
然不是解釋性行政規則；但是我國司法實務認為，說明哪些事業在哪
些狀況下可能會或者就不會違反法律，也還是一個解釋性的規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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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採取嚴格角度來解釋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我國司法實務前揭見解
似有再商榷之餘地，惟該見解在我國司法實務是比較少數的見解。從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48 號解釋後，認為處理原則是屬於解釋性行政
規則的見解，即係多數見解。
假設認為公平會所制定之之前開「處理原則」或規範說明係屬解
釋性的行政規則，但在原處分書或法院判決書都把公平會的處理原則
或規範說明，列為規範的依據之一，將使解釋性的行政規則反而變成
被處分人受處分的主要依據，因為該處理原則或規範說明規範內容比
法律清楚明確，如在加盟契約中揭露某些訊息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反面而言，沒有揭露是不是就是違反公平交易第 24 條規定？
至少就目前的處分書格式、體例觀察，公平會將這些行政規則與公平
交易法列在一起，若假設這是函釋或是行政命令，都比較沒有問題，
爭議問題是，一方面說這個行政規則是規範機關本身及所屬機關、人
員，但一方面也對外發生效力，因此產生一個矛盾，這與我們行政程
序法第 159 條行政規則規範目的，是否相符，也值得思考。
另外，公平會最近曾修改部分規範說明或處理原則，在處分書中
引了大法官會議解釋第 287 號，即解釋性行政規則有所變更時，供新
舊規範比較適用為依據，該解釋特殊之處，係就解釋性行政規則生效
時間，係認在法律生效時就生效，此見解並沒有錯。但是這樣的見解，
適用於公平會所制定之前開針對特定產業違法行為之解釋性行政規
則，即有疑義，如公平會對於特定產業新型態的交易行為制定處理原
則，但處理原則就何種行為是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加以明確規定，
可是依據前述大法官會議解釋之見解，該屬解釋性行政規則之處理原
則可能在該特定產業行為發生之前就已經生效了，而產生爭議，也可
能造成對相關業界有深遠影響，畢竟公平交易法與其他法律不一樣，
是針對市場經濟行為，但市場經濟行為常是沒有禁止就會去做，因而
可能發生一些行為時不違法，但依行為後之行政規則之規定，該行為
成為違法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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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司法對公平會行政之法審查之展望
現行公平交易法執法實務，公平會對特定產業有很多行政規則之
規範，對於哪些產業不可以做哪些行為常會列在解釋性行政規則中，
也是執法上很重要的依據，這部分可從過去的案例與法院判決發現，
它拘束的不僅是內部人員，且在處分當時就會載明在處分書中，顯然
這行政規則的效力較一般拘束機關內部之行為規則更強，本次演講所
提及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範架構之下，具體規範的行政規則可能會
比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本文更受矚目。
但現行規範的問題是，公平會所制訂之針特定產業之處理原則或
規範說明，其是否屬解釋性行政規則，司法實務上仍有不同見解，依
前開說明，該行政規則作為處罰規範，是否符合行政罰法定主義明確
性要求，亦有爭議，是以應考慮改變現行規範以解釋行政規則補充的
方式，改以法律授權法規命令的方式，規範特定產業之違法行為，較
為適宜，此雖不易，但仍值得思考。否則以現在的狀況，將發生沒有
法律授權情況下，就特定產業特定行為是不是該當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主要依公平會制定之處理原則或規範說明，使該行政規則實
際上產生明確對外拘束力的情況。
另就司法審查部分，從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 548 號解釋後，多
數判決肯認公平會所定特定產業或特定行為的處理原則是解釋性的
行政規則，但經過法院分析與考量，也認為它並無增加法律所無之負
擔，顯然亦肯認當解釋性行政規則存在無效原因時，司法可以加以審
查。
但法院在判決書中，似乎不適合把有爭議的解釋性的行政規則列
為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的依據，還是應該以公平交易法相關的條文為
主，隨著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例逐漸增加，法院其實可引用終審法院對
爭議問題之見解，而不是以引用有爭議性解釋性行政規則為主，亦即
應將終審法院的判斷列為解釋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的重要依據之一，
美國相關法院判決，常是採用此方式處理。目前最高行政法院對爭議
問題處理方式，亦值參考，即在各審判庭間如果有不同見解時，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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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法官會議討論，所以如果就爭議問題判決出現後，大概後續見解是
一致的，除非有另外新決議出現。公平交易法施行 20 年，終審法院
判決數量也相當多，公平會應可將司法判決引進處分書中，儘量避免
引用行政規則，因為解釋性行政規則爭議性較大，引用終審法院判決
見解為處分依據，亦也增加對其他法官說服力。
公平會現行作法，係採用行政立法作為執法依據，好處是執法便
利，但是針對特定事業部分，本人建議可以走行政指導，另一部分可
以考慮用法規命令、有法律授權的方式，像是日本競爭法制部分採行
法律授權讓主管機關以行政命令為規範依據，以上是個人的建議，請
貴會參酌。當然從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48 號解釋之後，我國司
法實務多數見解就將公平會的處理原則定性為解釋性行政規則，但既
是行政規則，司法機關就可加以審查，但就審查密度言，恐怕在目前
公平交易法牽涉到各個不同的產業之下，法官要完整審查以推翻公平
會的行政規則，應該是不容易，這是我今天的結論，提供給各位參考，
謝謝。
（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張乃文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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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事業之智財併購與公平交易法
適用爭議－Google及Motorola
併購案之分析
講座：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陳
教授春山
日期：101 年 11 月 20 日
場次：10112-253

蔣委員、各位公平會的同仁、各位
女士與先生，大家午安。

壹、前言
如何讓台灣的科技業可以透過公平交易法，提升產業競爭力是很
重要的議題。過去，本人在學界與產業界，大概是面對 3 個產業。第
一個產業，約在 25 年前，本人投入金融產業的法律顧問，接著轉為
教職。台灣的金融產業在這 25 年，看似趨於成熟的階段；但觀察 10
年來台灣的金融產業盛況（Promising）
，本人傾向持以保留的態度。
再以銀行規模相較。10 年前，中國信託的規模比較大、而渣打銀行規
模比較小。但於 10 年後，因為渣打銀行快速地國際化，其已成為全
球排名前五大的銀行。反觀台灣，由於這 10 年以來台灣的金融業並
未快速地國際化。除非有中國大陸的企業金融或消費金融的機會，否
則即便再經過 10 年，它的架構亦預期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第二個經歷，便是先前有幸擔任公共電視的董事長，因此與媒體
業有所接觸。於過去 30、40 年，台灣媒體業發展地相當蓬勃。後來
經過媒體開放的結果，規模組織縮小，難以製作高品質的作品。當時
在韓國訪問時，詢問大長今的 1 集製作費用是多少？對方說是 5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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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反觀台灣的製作費，1 集為 50 至 100 萬台幣，且傾向以今天的
收視率，來決定明天播出的劇情。台灣的媒體產業，尚缺乏國際行銷
的之戰略思考。因此，本人認為台灣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但媒體產業
無法有效提升競爭力，實為可惜。韓國的韓劇輸入台灣，與台灣的劇
碼輸入韓國，其金額比例大約是 10:1，其比例相距 9 倍之多。但現今
的落後，不代表永遠落後，未來還是有機會活絡將媒體產業。
第三個產業，是最近接觸的，也是今日所要談論的主題，亦即科
技事業，尤其是電子業。今早剛從矽谷返國，與矽谷的創業家、教授
們談論矽谷最近的發展狀況，同時也和工研院於矽谷的負責人交談。
於與談中得知，產業先進們對於台灣科技業之整體結構發展，似有些
許無力感。雖然歐債是現今全球所面對之大環境問題，但是產業之整
體結構，依舊是最大的問題。因此無論誰為國家之領導者，只要結構
無法改變，便無法有效提升產業之價值鏈。矽谷的景氣相當繁榮，道
路上車潮擁擠、餐廳門庭若市。於全球經濟中，矽谷代表創新，並且
其創新能量十分充足。相對於台灣，則以 ODM （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 ， 原 始 設 計 製 造 商 ） 與 OEM （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OEM 最初被稱為原始設備製造，現在則被稱為專業代
工）為主。對於品牌相關之產業，尚有許多耕耘之空間。任職於上海
中歐學院的 1 位外國教授，十分訝異於現今台灣之產業結構。因為早
於 1990 年，台灣便已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但現今能列述之品牌卻寥
寥可數。在座之各位或許覺得台灣科技業本身不太願意冒險建立品
牌，因此便持續耕耘於 OEM 與 ODM。直到本人前往矽谷時，才發
現有 1 間網路學習公司，其於今年（2012 年）6 月成立，但經營不到

7 個月的時間，便已累積 150 萬個學生。此公司之策略為吸引哈佛或
史丹佛等名校的教授來教學，而來自於世界各地的學生，在修習完 1
堂課程後，將拿到 1 張由授課教授所屬之名校所頒布的修業證書。亦
即每 1 間矽谷公司之目標，便是展望全球市場。

貳、科技事業之智財併購趨勢
中央銀行統計台灣智慧財產權匯出及匯入的比例，前者與後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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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相比，約為 10:1。因此，我國的智慧財產權有 9 成的逆差，顯示
我國嚴重缺乏具有創新、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品牌。此現象與我國以代
工產業為主有所關聯。以現今之情形而言，我們只是偶爾成為被告。
但將來如果轉型為國際品牌，對方提告的機率將大幅增加。因此，台
灣產業因為擔憂訴訟成本過高，即使曾一度嘗試創新，但最終依舊回
歸代工；一旦做代工，智財的創新便可能出現於製程，而非使用者介
面。其次，便是台灣國際行銷能量的不足。本次出國考察時，經過舊
金山，路途中見到電子產品廣告，台灣的廠商只有華碩 1 家，可知台
灣公司傾向不投資太多成本於國際之行銷。而到了北歐訪問時，即使
是偏僻的鄉下，依舊有 Samsung（三星）的廣告。反觀許多台灣的企
業，並無在當地做長期的投資。就本人的觀察，台灣價值鏈的提昇及
改進，是有所困難的。引用彼得杜拉克之名言：
「未來 100 年都是全
球化、知識經濟」
。如果我國無法將知識經濟變成價值，其整體產業
結構便將有問題存在。
當我國打算有所改變時，便必須理解智財併購以及其所牽涉公平
交易法的問題。這是一個相當大的議題，如果台灣產業只是單純地做
代工，將可能不會碰到上述之問題。台灣產業結構之提升需要大家的
努力，台灣公司必須改變企業營運模式，才能提升高價值鏈的那一
端。若此結構不改變，便會很難突破發展的困境。從公平交易法之角
度觀之，每個人都要扮演適當的角色，進行智財布局。而當我國準備
策動好的布局時，相較於歐美市場，早已領先布局 30 年。因此，我
們必須動用所有的能量，其中公平交易法便是相當重要之工具。舉

Motorola 於中國大陸的案子為例，其中便有戰略性之思考。

參、企業智財併購的重要性
對於企業而言，併購是一件十分重要的議題。有些企業併購的公
司多，有些則併購的少。Apple 併購其他公司的數量不多，乃較著重
於公司內部的創新研發；反觀於 Cisco，則是併購多，而研發少，因
此不同公司有不同的經營法則。智財的併購，就關鍵技術的取得非常
的重要。又整體智財的併購，除訴訟的因素外，另外則為研發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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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華碩（Asus）在分割部門時，便把代工部門給和碩公司，而保
留研發部門。而宏碁（Acer）則把代工部門交給緯創公司。因此，由
台灣這幾年的變化可得知研發的結果是勝出的。但研發十分耗費金
錢，因此，併購則可被視為降低研發成本的手段。
除了併購專利之外，亦可自己從事研發，再向他人進行授權以收
取授權金，加以強化自己的專利布局。如果我們是智財的擁有者，就
應該好好利用相對的資源。過去案件，用智財來作破產資產的例子不
多，但這幾年很常見。本人認為全球將智財發揮的最好的公司是

IBM。IBM 不斷地進行創新及企業轉型，並且公司的產品亦有大量的
智慧財產保護，建立公司的智財管理系統，同時也將智財當成可銷售
之產品。無論是在智財的量、出售，或是專利的軟體管理系統，IBM
皆為全美排名第一的企業。
反觀柯達公司，其企業之經營模式則較為保守。當底片已即將成
為非主流產品時，亦不放棄底片產品，因此造成柯達嚴重之虧損。但
當柯達公司面臨破產聲請時，還有一條解救之方法，其便是柯達所擁
，發現柯達已經不再需要軟片
有的智財。柯達的 CEO（亦為法務長）
時，便出售它們所擁有的智財。柯達共擁有約 1,100 個專利，共開價

5 億美金。若能夠成功賣出專利，便可撤回破產。大家可參考以下這
段話：
「專利組合已經成為公司最重要的核心，並且是能夠解救 1 家
公司的重要方法。在過去，1 個公司可能因為資產很多便能夠維持經
營；也或許於過去之 5 年、10 年，品牌是重要的。但在最近 2、3 年，
專利組合是最重要的，原因為專利可以讓公司免於破產。」

肆、Google 與 Motorola 併購案策略分析
首先談論科技事業智財訴訟。由於智財戰爭的遍布，使企業察覺
應該要做好備戰的準備，因此併購便成為相當重要的武器。 Google
從創業至今才 14 年，便有高市場占有率，顯示 Google 於行銷手法上
相當成功。但是，Google 本身並無擁有大量的智財能量，因此選擇併
購專利數量高達 7,000 件的 Motorola。而要創造 7,000 件專利，可能
需要花費幾百億美金，於是 Google 便直接購買 Motorola 的專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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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專利布局。其次，身為全球領導企業之一，Google 的智財策略為
大家所關注的議題。當它進行 Motorola 之併購時，必須要向不同國家
的公平會申請許可。藉由此案之觀察，待會也將提到對台灣公平會之
建議。
於 Steve Job s 的自傳中，述說“I’m going to de stroy Androi d,

because it’s a stolen product. I’m willing to go thermonuclear war on this.
＂即使 Apple 需經歷最激烈的核能戰爭，也要消滅 Android。而為何

Apple 認為 Android 是偷來的東西，原因為 Google 的董事長曾是 Apple
的獨立董事。因此，Google 的董事長認為 Google 也應該發展智慧型
手機。當 Steve Jobs 得知此事後，便請 Google 董事長離開 Apple，因
而結下不解之緣。
美國智財訴訟其實是遍地戰火的戰場。第一個激烈的戰場是製藥
產業，其訴訟費用高達 18 億美金，其訴訟費用便超過一些台灣大公
司的資本額。另外，美國約有三分之二的案件都以和解收場。因此可
得知，公司投入於智慧財產權的訴訟金額相當高。最近，有許多專利
蟑螂找上台灣的科技公司，向公司說你的產品侵害到我的專利，並開
給你一個和解價格，而他們的私人專機今天下午將會離開。類似此類
來談條件的人非常的多，而科技業多會涉入此戰場，利用智財訴訟為
武器，要求別人付出高額的賠償，或獲取大量授權金。Apple 便選擇
積極的訴訟策略，欲將競爭者趕出市場。微軟則基本上不採取訴訟手
段，通常採取向對方收取授權金的方式。在台灣，宏達電的 HTC 手
機創造了銷售奇蹟，但也因為與 Apple 間的訴訟，讓它股價從 1,000
多點下滑。在 2010 及 2011 年的智財訴訟中，HTC 於美國德拉瓦州及
聯邦巡迴法院為較為弱勢的一方。之後兩造達成和解，也同意彼此間
的智財授權。最後 HTC 賠了 2 億 7,600 萬美金，這是一個尚可接受的
金額，因為 HTC 光是收購 S3 Graphi cs，便花了 3 億美金。最重要的
是，以後 HTC 每賣一支手機，便要付 Apple 6 至 8 美元的授權金，除
此之外，HTC 也要付給微軟一些授權金。因此可得知，HTC 若是沒
有處理好智財的問題，便會面臨一大堆訴訟。華爾街日報也登出，兩
造對於和解的結果感到樂觀。HTC 也認為，不需再處理與 Apple 的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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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問題，能助於專注在產品的創新。反觀 Apple，雖然 HTC 願意和解，
但問題是 Apple 為什麼要接受和解？過去的賈伯斯，以及現在的庫
克，都對和解的興趣不大。對他們而言，不一定要取得對手的授權金，
而是傾向於將競爭者逐出市場，這是相當有趣的經營策略。其實 HTC
未來的遠景是樂觀的，但同時也將會是辛苦的。Apple 願意與 HTC 和
解的可能原因在於，HTC 在美國市場中不再是主角，市占率約下滑至
第 10 名。其次，庫克認為 Android 系統存在於市場已是既成之事實，
因此很難達成將 Android 趕盡殺絕的想法。而真正的和解原因，雙方
一定有簽署契約，約束彼此不能公開和解之原因。HTC 對於台灣是相
當有貢獻的公司，但觀察過去兩年的股價，當訴訟越加白熱化時，股
價便面臨愈大的壓力。
另外，Apple 對 Motorola 也進行許多次訴訟。而在 Motorola 被

Google 併購之後，恐怕會讓 Google 與 Apple 於法院直接對簿公堂。
大家應該也有注意到，Samsung 最近於智慧型手機的銷售量是相當驚
人的，而且壓縮到 Apple 的獲利空間。據本人前日所看見的新聞，Apple
與 Samsung 雙方並無意和解，可能 Samsung 認為有勝算的機會，而

Apple 則欲藉由訴訟壓制 Samsung。Apple 與 Samsung 不只於美國各
州打官司，也在日本、德國、澳洲、南韓多國打官司。Apple 所提告
的標的包含專利以及商標。現在的智財戰爭，原告一定會用盡所有方
法提告，包括設計專利也可以作為請求權基礎。在美國有所謂的商業
，Apple 也有將其產品之商業外觀登記為商標，
外觀保護（Trade dress）
並認為 Samsung 抄襲它的商業外觀。於此些請求中，Apple 並沒有全
盤皆贏，因此 Apple 會不會在下個階段中改變訴訟策略，是我們所值
得觀察的。此次訴訟之金額約為 10 億美金左右，對於雙方而言，都
是筆不大的數目。其最重要的面向為， Apple 未來是否能夠禁止

Samsung 再銷售智慧型手機。最近在美國看見 Nokia 已經開始規劃
Windows 8 系統的手機，大概是希望能夠於手機市場中反敗為勝。以
上部分，在於說明訴訟是競爭的開端，包括智財併購、公平交易法的
適用議題等也是相關的。在美國，訴訟也是商業策略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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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觀察近期 Google 併購 Motorola 案
Google 在往後 5 年可以利用專利競爭之優勢，但同時也必須評估
Motorola 的專利在市場上的價值，尤其是在訴訟與商業市場之中。所
有的併購皆具有風險，但是專利的風險更大。因為專利為技術思想之
產生，但技術不見得永遠熱門，也不ㄧ定有產品的生產。因此，專利
的併購與智財的併購，其風險可能比公司併購還要高。判斷那些國家
為智慧財產權的主要市場，其實便是視專利數量的排名來判定。一直
以來，美國擁有最大的專利數量，因此美國仍會是智慧財產權併購的
主要市場。而中國大陸抑是專利大國，每年的專利申請數量以 20%、

30%的增加速度向上攀升。許多科技業選擇在美國或中國大陸申請專
利，市場與製造為兩大關鍵之因素。當然中國大陸的專利其程度參差
不齊，但是價格都不低。去年年初本人到北京考察時，發現中國各省
皆在設立中研院，產出智財後，便產生新創公司。北京大學附近則有

4,000 家這樣的新創公司。
而日本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約有 60 幾年的榮景，因此
日本的智財量也相當大，企業也發展出成熟的專利布局策略。近來有
幾位日本教授來台訪問，希望我們能協助他們建立與台日科技業間的
銷售市場。這顯示智財是相當重要的策略，但需要於某種程度上，將
智財轉變成金流。最近日本的智財申請量也在減少，可推測國家經營
的狀況與智財的數量是相互關聯的。近幾年台灣的智財申請量亦無大
幅度之成長，這也與國力有所相關。
原先，Google 也不覺得智財的數量是那麼重要。但 Google 看見
ㄧ個例子，便是微軟與 Apple 的結合。剛好加拿大北電（Nortel）破
產，而北電的專利相當值錢。因此，微軟、索尼，以及 Apple 便組成
，以 45 億美金購得這些專利。而後
ㄧ個合夥組織（稱為 Rockstar）

Google 也與 Intel 合作，大約花了 4 億美金進行智財併購之運作。由
此觀之，智財併購可被視為補充智財訴訟能量的軍火庫。北電出售

6,000 件的專利，Rockstar 的合夥人購買此些專利後，約有 2,000 個專
利是合夥人自己所擁有的，剩下 4,000 個專利就放在這個合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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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以預備將來之授權，方便對外進行訴訟。
今天的主題是 Google 對 Motorola 併購之議題。當初 Google 併購

YouTube 時，所花費之金額並不大，約為 16.5 億美元。但是受到北電
被併購的影響，看起來這個戰爭其實所費不貲。當初 Apple 花 45 億
美元收購北電的專利時，Google 只願意花 9 億美元，顯然 Google 不
不懂得行情。過了 1 年，也就是去年的 8 月中，Google 便與 Motorola
談好，將願意出 125 億美金買下 Motorola 100% 的股權。此金額開出
後，採用 Android 系統的製造業者覺得很高興，一致認為 Google 願意
替他們於智財訴訟中打仗。至少未來面臨與 Apple 的訴訟時，Google
可以先把專利借給這些採用 Andorid 系統的業者。Google 的 CEO 也
表示，Google 收購 Motorola，並非買硬體，而是買 Motorola 的專利
權。但此些專利是否能於訴訟時發揮效果，依舊是有爭議的。當 HTC
與 Apple 發生訴訟時，Motorola 已經在 Google 的控制之下，那麼

Google 可以不與 HTC 成為共同被告。法官似乎皆認為 Google 不可以
成為共同被告，因為 Google 只是暫時將專利借給 HTC 使用，類似於
租賃的概念，隨時可能被 Google 拿回去，因此 Google 不具有當事人
之適格。Google 以單ㄧ的公司，是不是能夠幫助這些 Android 家族，
其實是有問題的。但至少有幫助的一點是，Google 能夠比較有自信地
告 Apple。Google 在併購 Motorola 之後，下ㄧ步便是董事會和股東會
的通過，以及其他核准程序。而最需要克服的便是各國公平會對此併
購的看法。我們可以看見 GE 併購 Honeywell 一事，在美國已經通過，
但在歐洲卻被拒絕，因此 GE 的併購便無法成功。

陸、公平交易法主管機關之審查
在此過程當中，我國的公平會必須要做出決定，主要的主角分別
是美國與歐盟在今年 2 月 13 日同時表示同意併購，此兩國彼此之間
資訊交換非常密切。做此決定之前，美國也與澳洲、加拿大、韓國和
以色列的公平會，保持良好互動，彼此之間的意見都相當一致。然而
中國大陸並沒有加入，而後來也對這個案件持保留態度。我國公平會
在今年 2 月 22 日，表達照案通過，主要理由是其所造成的整體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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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會大於限制競爭的不利益，因此就按照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許可結合。
中國大陸就此案件也有市場的考量，在今年 5 月 19 日才核准案
件。於審查過程中，也要求 Google 提供許多文件。基本上中國大陸
採附加條件的限制性核准。中國大陸認為 Google 收購 Motorola 是具
有排除競爭的影響，可能有不正競爭的疑慮，因此持保留意見。將此
交易定位成股份與智財的交易，Google 收購 100% Motorola 的股份，
而成為母公司。在探討公平交易法之適用時，主要需分析 3 個市場：
智慧型手機、Pad 與 Smart TV。中國大陸商務部認為，Mobile Device
不是關鍵因素，OS 才是關鍵因素。因此在分析過程中，不特別關心

Motorola 的手機。中國大陸商務部認為，Android System 是一個開放
平台，因此在短時間內能夠取得很大的市占率；而中國大陸關切的，
是 Android System 可以持續開放，不會對競爭造成不利影響。因此中
國大陸商務部提出下述 3 個不利於競爭的分析：第一、Google 應該公
平的對待所有智慧型裝置的製造商，如果特別偏頗其中 1 家，都是不
應該的。因此，是否將因為併購 Motorola 之後，便讓 Motorola 於在
往後平台的開發上取得先機，形成差別待遇？第二、因為 Google 取
得 Motorola 7,000 件專利權，因此 Google 是否將附加許多不合理的授
權條件？第三點， Android 已是一個開放平台，任何人如果不選擇

Android，要進入手機市場便將有困難度。基於上述 3 點，中國大陸
商務部於 5 月份對 Google 提出下列 4 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Google
應持續於往後 5 年內實行將 Android 為開放平台之決策；第二個條件
為，必須對所有智慧型裝置的製造商以公平、無歧視待之；第三個條
，必須基於
件則是，對於 Motorola 的 SEP（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FRAND 原則來授權；第 4 個則是，Google 必須找監督人來監督 OS
的開放，此受託人將監督 Google 是否履行上述 3 個條件。Google 也
必須於往後 5 年內，每半年向受託人報告其遵守之狀況。中國大陸商
務部看似較為嚴格，也保留了未來的自主空間。
美國於去年 8 月收到 Google 的申請，在這個案子中有 17,000 個
已經獲准的專利，還有 6,800 個申請案，以及許多 SEP。美國司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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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查較為著重 Google 如何利用這些專利，以及此併購是否將造成
競爭對手成本的增加。美國司法部於決定之前，分析 Android 約佔

46%，而 Apple 軟體則佔了 30%。美國司法部關心未來 Google 會對
與其相關之專利，採取何種策略，藉此影響競爭者，甚至將競爭者逐
出市場？美國司法部認為股權與智財移轉，將不會對市場造成重大之
影響。其原因為市場之 OS 與 Android 平台的占有率將不預期有太大
之浮動空間，而 Google 之併購乃意於保護 Android 系統，而非排除其
他競爭者。此外，美國司法部對於 Google 的主張是滿意的，而 Google
也在各個場合強調不會去排除他人對 OS 與 SEP 的利用。
歐盟對此案之調查證據蒐集地相當完整，其亦根據 Google 於 11
月份的股份收購來調查，內容包括取得的專利。Motorola 的專利大多
數以電信與高畫質為主，歐盟亦注意到 Google 聲明將依據 FRAND
原則來授權予需要者；換句話說，Google 承諾將以公平、合理與無差
別待遇的方式向需求者進行授權。Google 並清楚地制定此些專利之授
權金，未來如果有人需要授權，其授權金比例便是 2.25%。歐盟注意
到 Google 之文件以及於各種公開場合之聲明中，強調將以誠信法則，
與任何需要 SEP 的人進行談判。即使談判不成，也會尋求訴訟管道，
絕對不會以禁制令之方式，將競爭者逐出市場。依據此聲明，歐盟認
為此案具有垂直與水平的整合。就 Google 而言，包括智慧型裝置、
軟體、手機與 Pad，以及 OS。但如果將手機與 OS 結合，其市占率為

15%左右，其中 Android 的占有率很高，是手機的占有率並不高。歐
盟注意到 Google 是將 OS 當作開放性平台讓大家使用，此外傳統的

OS 與智慧型手機的 OS 也是不一樣的。因此，便把這次要討論的焦
點集中於智慧型裝置來思考。另外就 SEP 部分，各國於制定通訊協定
時，便有統一的標準，包括專利權的部分。國際組織 SSO（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便認為一定要制定授權的標準，但不能讓專利的
擁有者予取予求，於是便訂定 FRAND 原則。其原則之核心為，SEP
的持有者必須訂出公平、無歧視的授權條件，對所有需要的人進行專
利授權。SSO 的做法，其意旨為合理限制 SEP 專利擁有人之權利行
使，這樣才能對其他市場需求者公平。依據上述之敘述，歐盟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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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 與 SEP 都是垂直的，因此歐盟執委會要看有沒有違反不正競爭，
就看這 2 個重點。另外歐盟進行調查時，發現 Android 在歐洲的市場
占有率維持平穩、有點往上走趨勢，而在很多的市場卻是不是如此，
例如黑莓機。
歐盟主要關注以下之 3 個議題是否會影響競爭。第一，是否將造
成封鎖？其主要關注之標的為智慧型裝置。許多製造商皆採用

Android，而是否將因為 Google 買了 Motorola 之後，便對 Motorola
有所偏好，進而一齊封鎖市場？如果有能力及誘因並進行運作後，是
否將影響市場競爭？歐盟認為 Google 持有 Motorola 100%的股權，因
此可於現有的 Android 市場加惠 Motorola，而這種狀況與併購並無直
接的因果關係。就誘因部分，必定有誘因之考量，但此併購並不是使

Motorola 成長，而是讓 Android 對所有的 OEM 開放。觀察 Google 之
收入結構，營收的最大宗為廣告，因此應無其必要花費 125 億讓子公
司壯大；反之，應該要讓 Android 茁壯，以賺取更多的廣告營收。第
二，為封鎖客戶的問題。一待併購完成，Motorola 是否將拒絕 Google
以外的買家？執委會認為，目前 Motorola 所使用的 OS 就是 Android，
並無其他家，因此併購並無改變任何現狀。第三則是 SEP。歐盟於思
考 SEP 議題時，亦進行反面調查。調查之結果顯示，市場上將擔憂需
接受 Google 與 Motorola 的相互授權，並且也將可能排除競爭者。歐
盟以 Ability、Incentive、與 Impact 3 個面向進行分析：第一個部分，
歐盟分析 Google 確實控制 SEP，但於併購案之前，Motorola 已經透
過 SEP 向許多人提出禁制令，因此這不會是個重要因素；第二個面
向，執委會認為提高專利費用與併購並無相當大之關係。即使沒有併
購，Motorola 也會要求相互授權，因此這些誘因在併購前就已經存
在，並且 Google 反而比未併購前的 Motorola 更開放，承諾不會對他
人提起禁制令；第三個面向，歐盟認為交互授權不一定會造成不正競
爭，也與併購無必然關係。綜上所述，歐盟執委會認為 SEP 並不會因
為併購而受到影響，因此核准併購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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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Google 案之我國公平交易法適用爭議
從以上提及之智財訴訟與智財併購，台灣能夠學到什麼？公平會
得以參考歐洲、美國對於授權與併購之處理，訂定指導原則，使廠商
於面對不合理授權條件時，能有法律上之幫助。先前從事律師時，曾
經手過一個相關的案件。某個國外原料廠將原料輸出至台灣時，我們
便將公平會的看法提供給國內業者。其實歐美廠商相當重視公平會以
及法規遵循，因此針對智財這個領域，如果公平會能夠制定更合宜的
指導原則，則將能助益於國內科技業的轉型。另外，基於公平的原則
之下，如果我國主管機關議定出比較好的指導方法，則對國內業者在
於外國廠商談判時，亦能有所幫助。國外關於授權的指導原則，得供
公平會進行思考與討論。此將能增加公平會之正面公平形象，也使國
內廠商於產業轉型時，獲得必要之能量。
台灣與國外廠商的智財授權狀況為我國付給國外多，而我國回收
，是否能夠將 FRAND 原則加入
的較少。如果牽涉到標準專利（SEP）
指導原則中，抑或將 FRAND 形成對於科技業者之幫助，是大家可以
思考的議題。適用 FRAND 只有 2 種方法，ㄧ個是公平的授權，另ㄧ
個則是授權完全免費。因此 FRAND 於科技業之轉型過程中，為重要
的規則。如何將 FRAND 整合至規章制度中，其實是個重要的議題。
於許多國外訴訟中，便是依據 FRAND 原則，避免許多廠商不被逐出
市場。例如去年 10 月，海牙地方法院便依據 FRAND 原則，拒絕

Samsung 對於 Apple 提出禁制令的要求。該案的系爭專利與 3G 有關，
海牙法院便認為 Samsung 應先與 Apple 協商。因此 FRAND 不只於商
業上有所幫助，亦適用於訴訟。另外今年 2 月，德國法院也引用了

FRAND 原則，駁回 MMI 公司對於 Apple 提出禁制令之申請。同樣是
因為 SEP，MMI 並無基於 FRAND 原則先行向 Apple 協商，因此德國
法院亦支持 Apple 之主張。我國並非 SSO 的成員，但如何利用 FRAND
原則以保護我國業者，使台灣科技業在轉型過程中，有較好的空間，
應該是值得討論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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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國公平會對於 Google 併購 Motorola 沒有意見，但是

Android 系統對於我國智慧型裝置廠商的出口影響很大。今年我國出
口量降低，便是因為 HTC 的出口量減少。因此我國還是應該不斷地
監督此案，因為難免廠商在遭遇困境時可能會做出不同選擇。本人也
看見台灣廠商與中國大陸雲端廠商原先打算合作，但後來卻停止。有
一媒體報導指出，其因為 Google 反對合作，當然我們無從得知真正
的理由。Google 是 1 間讓人十分敬佩的公司，但談到競爭時，我們是
否必須使我們的廠商持有武器，例如我們是否能夠成為 Android 新版
公布時為被首選的廠商，依舊是相當重要的。

捌、結論
最後總結，我們看見台灣的電子業與科技業占台灣產業相當高之
比例，近期這些企業應該皆希望能成功地轉型，以及知道下ㄧ步的發
展方向。而其中，智財布局為必要的。另外，企業對於反托拉斯的審
查機制並不是相當熟悉，除了我國的主管機關外，還必須面對全世界
的主管機關；如何使廠商在面對智財談判時能有所依循，過去公平會
應該有提供ㄧ些文件與教育得供參考。本人亦看見其他主管機關對台
灣廠商進行智財教育，例如智慧局教導廠商如何於美國進行專利訴
訟。對企業而言，公司的研發固然重要，但是如何併購，以及與大學
進行產學合作，亦為重要之決策考量。再者，智財布局是相當重要的，
國內廠商應當向 IBM 看齊。例如台積電，便於這 5 年建立完善的專
利布局。過去 Samsung 曾跟台積電說，如果台積電接下 Apple 的訂單，
對方便將考慮訴訟的可能性。當時對台積電而言，是很大的壓力。台
灣成為被授權人的機會比較多，必須去瞭解被授權的過程中，尚有許
多工具可以利用；反之，而如果是專利權人，亦必須瞭解公平交易法
之諸多限制，並不是向對方任意開授權價碼。就主管機關而言，建議
加以思考如何訂定指導原則；而就 FRAND 原則，如何融入台灣的法
規體系，成為廠商的協助，也是可以思考的方向。智財與公平交易法
的關係十分密切，於我國處於智財弱勢時，不正競爭為可以使用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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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因此建議主管機關能夠教育廠商進行專利與反托拉斯法的法規遵
循。如果與會的各位對此案子有興趣，可以參考政府的文件，有許多
剛才所提及的思考都在其中。我的演講到此，謝謝。
（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張乃文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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