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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政策競爭效果之研究 

講座：景文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莊教授春發 
日期：97年1月15日 
場次：9701-195 

 
謝謝主席的介紹，各位先進、朋友，感

謝這麼冷的天氣來參加這個討論，去年上網

的時候，我不小心看到number portability專
有名詞，我就想這是什麼東西，研究的結果

發現它是號碼可攜，它的出現是為突破不同

品牌行動電話的市場障礙，我就開始查NCC
的所有資料，覺得這蠻有趣的。進一步想瞭解該政策是不是可以達到

原來政策設定的效果，剛好世新大學有一個conference要paper，那就

拿這篇文章去參加，所以今天所要講的主題實際上是10月份參加世新

經濟系學術研討會的作品，照道理我應該把paper給各位。可攜性政策

的執行照道理是應該有一些效果。首先，我們先談一下台灣行動電話

市場的發展歷史及沿革，我在做產業的時候都會先對產業的發展歷史

做一個交代，再來我們才談套牢理論與轉換成本，號碼可攜政策的產

生是因為有套牢的問題，讓新業者在需求面這邊吸收消費者時有它的

困難，採用號碼可攜政策的方式是不是可以解決該問題呢？號碼可攜

政策的施行是否能產生效果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研究的資料有一

些是自己收集的，一些是由NCC的網路下載，有一些是從特殊管道取

得的。實證分析後的結果，發現號碼可攜性政策似乎並未產生預期的

市場競爭效果。是甚麼原因讓號碼可攜政策不能產生效果呢？在後面

的分析裏我會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1996年電信三法通過之後，台灣電信的自由化開始，我只參與後

半段，前半段沒有參與，只有在第三代行動通訊開放的時候，才正式

的參與。1996年把中華電信球員兼裁判那樣的身份打破以後，大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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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了所謂2G的行動通訊，民間參與這樣的電信服務，他們很快地用

各種手段去掠奪市場，對既有的業者提供服務價格不滿意的話，要轉

由其他廠商服務的時候，我們手機很難用其他的方法解決，常看到一

些朋友，口袋一拿出來就有兩支手機。他的另外一個目的可能是區分

普通熟、很熟的朋友，這之間或許會有一些轉換的成本，消費者可能

會被套牢， NCC自從95年成立之後，就延續著電信總局的號碼可攜

政策，到了民國94年的10月，公布任何使用者只要繳交240元的代價，

就可以攜帶既有的號轉換到新的手機供應商，這種行為有三大效果，

這是我的研究中心，第一，它可以打破行動電話使用者被服務供應商

綁住的效果，消費者可以很容易因應供應商不同的價格、服務品質，

進行轉換的效果，達成市場競爭的功能。我要特別解釋市場競爭與產

業競爭，市場競爭是只在特定市場的框框裡面，沒有市場進與出的情

形下，廠商在同一個市場區域裡面的競爭，我們將其稱為市場競爭。

這不是我發明的，是兩百多年前亞當斯密所說的。第二個效果是指，

因為消費者選擇供應商的關係，第三代行動通訊的新廠商能夠快速進

入市場達到產業競爭的效果。我們看到競爭其實有很多層次，除了產

業競爭、市場競爭之外，還有潛在競爭。層次的不同就代表背後給的

定義不一樣，之所以所以這樣區分是為容易看到它們的區別。市場競

爭是短期的，產業競爭是長期的。號碼可攜性的第三個目標，我認為

號碼可攜可以降低個人同時持有兩個號碼的現象，因為行動通訊的號

碼是一個稀少性的資源，大家如果只持有一家電話就夠用，只要這一

家服務比較好，我就選擇這一家，服務不好的，我就離開這一家，這

樣號碼就只有一個，像身份證一樣，非常方便。號碼可攜性政策已經

實施兩年了，這個制度的推動是不是像大家所預期的，可以讓主管機

關作為制定競爭政策或產業政策的參考。也就是說今天我來這邊演講

的主辦單位是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可是另外一個管制的機關就是

NCC，它是產業政策的主管機關，我的研究應當可以提供競爭政策主

管機關，將來對該產業有一個比較健全的管制方向。 
先就行動電話市場的發展沿革做個說明，這是1997年開放的時候

情形，可以看到1800兆赫這個地方，有遠傳和台灣大哥大兩個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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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外分區的部份，1800兆赫的，北區就是和信，中區、南區都是

由東榮取得。900兆赫的部份，北區是和信，中區是東信，南區是泛

亞，共八張執照由六家廠商持有。我剛開始看這些資料沒有麼感覺，

但現在有了，因為從HHI的歷史及統計分析看來，五家、六家廠商的

市場佔有率平均的話，市場集中度會從2000降到約1666，所以這算是

中度競爭，不會說是不競爭的市場。廠商數9~10家的話，HHI會降到

1000以下，這市場就是相當競爭了。這個觀念是說，當初有6家廠商，

後來加入以用衛星申請行動通訊的中華，其實有7家，這些情況其實

已是歷史了。1991年以後，和信合併了東隆，從這張資料裡面，我們

可以看見和信是北區，東榮是南區、北區，所以他們合起來之後就變

成一個全區，政府對於這個應該要有一個配套措施。有線電視或是廣

播電台也好，我認為政府給了這個特許權之後，應該要有一個但書，

我自己參與了相當多的研究之後，就發現政府應該在給予廠商特許權

之後，要有一個但書，取得特許權的廠商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

當你要出售特許權的時候還是要經過政府，不能隨你的意思要賣就可

以自己賣，廠商應當沒有處分權。否則把特許當作自己的私有財進行

交易，市場很容易變得寡占。到了2001年，台灣大哥大也併了泛亞，

泛亞的執照是屬於南區的。2004年，遠傳併了和信，這是我最不能接

受的，公平會的結合許可書寫的是模稜兩可。最後一次，就是2004年
八月，台灣大哥大與東信結合。從經濟的角度來說，最後電信市場的

大概就剩下台灣大哥大，遠傳及中華。以市場集中度指標HHI加以觀

察，廠商數愈多，HHI愈小，分配愈不均的話，HHI愈大。以剛剛我

們看到的結合，2001年台灣大哥大與泛亞結合的時候，HHI上升了

121；2004年的時候遠傳與和信結合，HHI增加了518，這都是以它的

客戶數為指標所算出來的結果， 2004年，台灣合併東信的時候HHI
上升189，可見得廠商的結合行為對於行動市場的競爭程度影響是蠻

深的，廠商併一個就少一個。 
我為什麼讓大家看這個東西呢？因為由HHI的變化觀察，市場集

中度指標大概從原本2200，到2006年12月大幅上升到3417。以美國的

算法來說，這是高度集中的市場，政府是不會允許這種結合的。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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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市場HHI在 1000以下的，叫做低度集中市場，1000~1800是中度集

中市場，HHI大於1800的時候就是高度集中市場。以台灣是電信業情

況而言它是高度集中市場，結合以後產生HHI的變化樣超過50以後，

有可能對於市場競爭產生不利，存在潛在的反競爭效果、其他事業可

能不容易進入市場，當然要不要給予許可結合還要觀察結合行為是否

有增進效率的結果，以及結合廠商是否為垂危廠商。在美國HHI超過

100，推定它結合一定增強市場力量，他對市場的競爭有相當的減損，

所以一般不會允許它結合。如果美國同樣的標準來看的話，前面所看

到的結合實在不應當允許其結合，因為結合之後市場集中度超過

100，所以這個結合許可似乎並不適當。 
下面我們討論套牢理論與轉換成本的關係。一般而言，我們談到

競爭，基本上都是來自國富論，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論裡面，講過很

多次競爭的前提：一是市場的廠商人數要充分，以避免廠商壟斷市

場；個別廠商的決策則要要獨立的，以避免廠商勾結。什麼叫充分呢？

在電信業的的說法，所謂的充分就是讓市場的競爭達到某一定的程

度，如果用廠商數為衡量，就是市場存在五家、六家以上的市場廠商

數。由此觀之，亞當斯密當初的競爭說法，都是指由供給面的因素考

量並沒有談到需求面的影響因素。但是在手機的市場裏，業者可能用

電話號碼不可攜作為套牢手段，就像我們用電腦，我們已習慣用

microsoft軟體，要你重新使用麥金塔的軟體來操作，你可能就不願意

了。 
我這裡舉美國聯邦製鞋業的機器公司作例子，製鞋機械公司的銷

售方式是將機器直接租與製鞋公司，而非以賣斷機器與製鞋公司，而

且租期長達十年為期，中間有任何的機器壞掉，製鞋機器公司立即免

費替你修理。製鞋機器公司的行銷策略目的，就是要把使用機器的製

鞋公司綁在自己手上。從該案的判例來，製鞋機器公司大概擁有

75%~80%的市場佔有率。然而手機是綁兩年，手機一直有新型產品出

現，對於年輕人來說，他馬上就換新的，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會跟同一

個公司購買這樣的服務，這個跟歐洲的所謂維他命的案子是一樣的，

叫做忠誠性的折扣，十萬顆我是一顆一塊錢，超過十萬顆到二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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顆，我是一顆算0.9，不過就是你前面要跟我買，後面的折扣才會適用，

第二十萬零一顆到第三十萬，我可能就是打八五折，所以隨數量的增

加，單價是愈來愈便宜。最後，我只能按照業者規劃的路途不斷地往

前走，因為如果你買了第一個十萬，第二個十萬跟別家買，還是一顆

一塊錢，逼得你就乖乖跟這一家買。這個情況跟手機是一樣的，都是

被業者套牢，野者最終把消費者套牢在自己手上。轉換成本裡面，我

想以個別消費者的考量來說，就是號碼換了的成本要告訴親朋好友，

你可能要打電話跟他說，號碼換了，遠傳的換成台哥大，或是換成中

華，這是無形的成本。現在的號碼，我總是覺得它就像平台一樣，有

了知名度之後也會有若干市場價值，所以我換了號碼以後，如果要換

另外一家公司服務，我可能就會讓我這個平台消失掉。從整體社會來

考量的話，會構成消費者轉換到其他供應商的障礙，轉換成本套牢消

費者之後，會讓市場競爭機制消弭於無形。簡單講的講，若是消費者

可以移動，業者將會一直提供較好的服務予購買者。以看電視為例，

看完一家電視之後我可以換另外一家，消費者可以移動之後，供應商

才會用更好的服務內容供給消費者。如果消費者被綁住的話，就不叫

有選擇，就等於說是被逼迫的，所謂的選擇，就是在Ａ家、Ｂ家或Ｃ

家選一家。一旦套牢產生之後，供應商可能會提高價格，或是較少的

優惠給消費者，或是藉以提高利潤。老實說，消費者看這些手機費率，

你會覺得說有些價格是有利的，但這可能只是在某一些假設條件下說

是對的，在某些假設條件下可能是錯的。也就是說這些電信業者，也

許會採行差別取價或是其它的競爭策略迷惑你。未來可能會有一些專

門替人家算費率的公司出現，幫人家計算哪一個費率最適合你。總

之，轉換成本讓消費者沒有辦法亂跑，終究會形成市場的套牢效果。 
套牢理論主要有幾個可能，第一個是轉換成本太高，會產生套牢

效果。假設是這樣子，就是P1代表中華電信， P2就是非中華電信，

C1是中華電信的邊際成本，一般來說，假設轉換成本T加上價格P高
於邊際成本高，而轉換成本T一般都是由既有廠商吸收，所以這兩個

加起來，如果小於它的邊際成本，這個廠商絕對不會去吸收其他消費

者，因為對它不利，也沒什麼好處。第二個，如果消費者轉換沒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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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獲得利益，而不產生轉換效果，條件是什麼？就是消費者要付轉換

成本，可是如果這兩家的價差的絕對值小於我的轉換成本的話，我就

不會轉過去，因為我無利可圖，我不作對自己不利的事情。第三個，

消費者可獲得部份利益而選擇轉換。這部份就是說，中華電信的價格

加上轉換成本仍大於他的邊際成本時，中華電信會願意做，所以消費

者會移到中華，第二個情形，對中華電信是不利，那會移到非中華。

第三個情形，移到中華有利，移到非中華也有利，這時候就是會產生

競爭，大家殺價就是了，套牢理論你可以看到的情形就是這樣子。 
那麼號碼可攜對於每一個消費者及社會都有利，但是每一個廠商

都會為自己的利益來作盤算。大概從2002年開始，到2004年的行動電

話普及率達到100%以上，這種產品在國內已經算是一個成熟商品，

一般我們的商品可以分為導入期、成長期、成熟期、衰退期。成熟期

的時候，後進的廠商要要搶客戶才能生存，就只有跟先進的廠商搶客

戶，2G的行動電話廠商對於號碼可攜方案的支持率並不高，他們的理

由就是市場已經飽和了，設備建制齊全，如果實施號碼可攜政策，必

須投入不少費用於業者的代表號碼上，既然2G它本身擁有3G的執

照，台灣大哥大、中華和遠傳，因此要求自己的3G開台後，可以抗衡

之後才進行，以抗衡後面的威寶和亞太寬頻，避免新進的客戶為3G
業者所掠奪，所以這個制度從2002年的元旦一直改，到2005年的10月
15日才施行。 

下面是把NCC的資料，從1998年到2006年的資料拿出來，是每百

人所擁有的手機數量，2003年是最多的，市場上每百人有114支手機，

這裡是不管老人、小孩、生病的人都算在裡面，可見台灣的行動電話

產業的促銷是做得非常好。在2005年每百人持有手機稍微降到100支
以下，但是很快又上來了。號碼可攜政策從2005年10月開始執行之

後，短短的時間，台灣有15萬人去申請，成功的戶數有9萬多，成功

率總共約為61.17％。2006年則有63萬人申請，成功的戶數是51萬，成

功比為81.12％，這裡我們必須對NCC的號可攜政策給予讚賞。號碼

可攜戶數占全部用戶比例，在2005年，因為申請時間較短，所以為較

低的0.47％。2006年經歷完整的一年時間，數字是占我們總戶數的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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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當時文獻所談到的香港號碼可攜推動之後，用戶的轉換率達到

30％仍有相當之差距。但依據號碼可攜的營運商的總裁Neuster的說

法，多數國家施行號碼可攜的國家，轉換率並不高，平均大約是12％
左右。 

以下資料是參考維基百科所登載的可攜性比率數據，它是依據時

間排下來，最高的是香港、英國、荷蘭、澳門、西班牙、丹麥、瑞典、

澳大利亞、挪威、比利時、愛爾蘭、法國、韓國、希臘、奧地利、台

灣、日本，所以我們台灣還是有一項贏過日本，因為我們比它早一年，

我們是2.32%，在有資料的國家裡面，香港是第一名，比率是86.3％，

北歐的國家挪威14.8％，丹麥11％，算是第二、第三，第五是英國，

後面幾個國家就比較少了。如果我們光從數據，而無配合國家的背景

資料、文化的話，來看我們做得好不好，其實是不公平的，比較好的

做法其實是從產業經濟學，所謂市場競爭、產業競爭、號碼節省的比

例來看會比較公允。 
以下作實證分析，CRn就是剛剛提到過的前八家、或前四家的市

場集中度，一般來說已經在教科書上、實務上都比較少用，現在大部

分是採用HHI，這是用整各產業的資料所計算出來的指標，大概比較

不會偏頗。CR4、CR8、CR5、CR3，因為只用產業少部份的資料，

所以會有一些偏頗。因為電信業有很多結合的時間點，這些時間都不

適合做為我們觀察的時間，所以我可能就是用號碼可攜政策決定之

前，2005年反推回去14個月，及號碼可攜執行之後的14個月兩個時間

的資料做為分析的指標。用平均數去作檢定，從我們的時間資料2004
開始，可以看到中華電信的客戶比例，從37一直不斷上漲，台灣大哥

大則從33，一直往下跌，跌到30，遠傳是從29慢慢上漲，然後又下來、

又回升，你可以看見中華的市占率是38、39、39、39、40，一直到2006
年上升到41左右，就停住了。台灣大哥大是降到非常接近28，最後是

停在29，遠傳是快要到30，又降下來。從用戶數來看的話，其實可以

這樣講，台灣大哥大的客戶是不斷流失，然後壯大中華電信，這做出

來的結果，沒有秀出來，抱歉！結果我是用平均數去檢定，Ｔ值是

1.22，5%的理論值是2.779，也就是說號碼可攜政策之後，市場的H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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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減少，減少是代表市場競爭程度提高，但我得到的結果是競爭沒

有提高，反而降低，因為HHI提高了，上升原因是因為不均度增加，

大部分是從遠傳及台哥大移到中華去了，這是數據上觀察的第一個結

論。 
第二個結論，是說威寶與亞太，有沒有因為號碼可攜的效果而獲

市占率提高的效果呢？這些結果除由既有的2G業者號碼可攜政策的

爭議中獲得外，也可以從3G的影像通話費率資料數據中獲得端倪，2G
的業者在自己3G的市場還沒有建立之前，叫人家不要動號碼可攜，我

們看這個資料，這資料是小了一點，抱歉！我用3G所有廠商的戶數除

以3G加上2G的總戶數，得到的數據是4.03、4.21、4.48、4.71、4.94、
5.16、5.53及6.53，看起來感覺初步的號碼可攜之後帶來所謂新廠商的

用戶數增加。不要忘掉，這裡有從2G跳到3G的老廠商客戶，所以如

果把基礎改成所有3G作為分母，把威寶及亞太作為分子的話，得到的

結論是58.95、56、53、52、50、49、47、45、43、41、39、37，我為

什麼這樣唸呢？是因為要讓你看到這毫無例外是溜滑梯，看起來是對

新的廠商沒有太大效果，當然您會說，莊教授你應當用前面所有的3G
廠商去算市場，這裡涉及到一個很專業的東西，就是你市場定義在哪

裡？我看起來，因為這些都是特許產業，所以我認為最後那一欄的資

料才是真正我要的，我們的號碼可攜對於競爭的效果，並沒有讓新廠

商比較容易進入市場，這是我得到的第二個結論。 
後面這個表，從2004年9月到這邊，這個資料是有斷層的，我們

的百分比，就是手機占人口的比例，從98一直下滑來到87。後來我們

把2G與3G放在一起計算話，數據即從2006年1月的93.37不斷往上升到

最後2007年的7月的96.8%，就是說從2005年的10月以後，這個表裡面

沒有3G的資料，因為主管機關不給我。把2G和3G的用戶數一起放在

這邊，你很明顯看出來比例是不斷上升，我剛剛不是說，號碼可攜是

要讓整體的手機總數要少一點，但我們這裡得出來的答案是沒有，可

見號碼可攜要減少稀少性資源利用的目標並沒有達成。當然，一般人

看到這邊就停了，我繼續去瞭解，再來我看價格，剛剛前面各位看到，

如果要消費者願意換到另外一家的時候，是從另外一家得到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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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比我付出的成本還要大的多，因為有利可圖才可以消弭成本。從收

集的資料觀察我很驚訝的發現，他們的價錢幾乎是一樣，你看從200
到299的價碼面，三家都是0.08，1000到1700的也一樣，都是0.05，唯

一不一樣的，就是900到999，遠傳是比人家貴了一分錢，因為有的公

司沒有，我們看一下，也許每個人的態度會凝重，會想說他們是不是

事先講好的？不知道，不過網外互打就很奇怪了，各占山頭，譬如中

華在100以下、400到599是比較便宜的，台灣大哥大在900到999之間，

還有1000到1700之間的較為便宜，遠傳很奇怪，在2000到2999還有

1000到1199比較便宜，好像有一種感覺，跟產業經濟學的市場區隔有

關，台灣大哥大可能說，啊！你們賺小的、我賺大的。 
下面我們看3G資料，威寶的都比人家貴，它只有300到399、400

到499比較便宜，中華在900到999，1000到1700都是比較便宜的，新

廠商都是最貴的，所以我剛剛說，要瞭解他們真的很辛苦，3G在網外

的部份是最便宜的，因為它不得不用這種方式，人家才會打到他的網

內來，那之外，中華在300～399最便宜，遠傳從600～899最便宜。 
價格看完之後，我個人有一個經驗，去年參加旅行團到司馬庫

斯，在山區裡面，所有的手機都不能打，唯一有訊號的是中華，有一

次帶EMBA的學生爬政大後山，我記得台灣大哥大變成半格、遠傳沒

有，但是中華電信仍然訊號很強，表示什麼？因為開張的時候，我記

得他們一直搶建基地台，中華可能因為是原有土地及結構，所以不會

有其他糾紛，遠傳或台哥大可能都是被抗議之後，然後拆掉了，我這

樣講不是叫各位去換成中華，我只是說這是親身感受的，剛剛的資料

與我的親身感受完全一致，那麼，號碼可攜成效不彰的原因，我覺得

是2G與3G替換的關係，2G業者一直希望自己的3G開台之後才執行號

碼可攜，就是要等待自己的2G的客戶移轉到3G，你看，2G的客戶成

長較慢，而3G的成長較快之後，手機的總數就一定是增加的。 
最後面是我的結論，第一點是，沒有產生明顯的競爭效果，因為

沒有造成產業競爭預期的效果，號碼可攜也沒有達成減少號碼的目

的。我的建議有三點，第一，如果號碼可攜是促進行動電話的產業競

爭，從前面的分析結果，可知道政府推行的政策並不成功，欲達成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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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政策目標，除開放號碼可攜的政策外，能還需要進一步配套，如

果以後大家都用3G的話，有五家是平均的，HHI就是兩千，當然一定

是比兩千高，因為分配不平均，起碼我們得到的選擇會比較多，即使

我們沒有移轉，也很高興，第三，一味的給予廠商特許執照，又沒有

良好的退場機制，政府管制產業的最後結果，反而是造成社會巨大浪

費。 
（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張乃文紀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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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通路商之不實廣告責任－ 
評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度訴字 

第04472號判決 

講座：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吳教授秀明 
日期：97年1月22日 
場次：9702-196 

 
首先，非常感謝剛剛主持人的介紹，也非

常歡迎各位貴賓來參與演講。今天來參加的

人很多，可見這樣的題目在社會上有一定的

需要，可能有不少廠商碰到同樣的問題。今

天的報告主要是附著在高等行政法院去年作

成的判決，當然，所講的內容都是我個人的

意見，不代表公平會的意見。公平會的意見都寫在處分書中，基於學

術立場，我對於兩造主張及法院見解，都會提出評釋，希望對於將來

類似的問題可以提供參考。 
今天在都市化的社會裡面，到大賣場買東西變得十分普遍。在我

們這一代，從年輕到現在，整個購物的型態有很大的改變。過去在雜

貨店，現在可能在量販店、 24小時的超商、大潤發、家樂福或特力

屋等。甚至在公平會所謂的大型流通業者，還包括百貨公司，他們是

販賣多種、多量的零售商，我們到這邊買東西，會感覺很舒適、很乾

淨。前一陣子蔬菜很貴的時候，到大賣場買會比較便宜。的確，大賣

場提昇很多我們的購物環境的水準。另一方面，因為整個通路的日漸

集中化，集中在幾個通路裡面，像是超商，就是統一獨大，大概有超

過四千家以上，隨著他們市場地位的蒸蒸日上，當然也會產生很多問

題，最主要是對於上游供應商，可能會有濫用市場優勢地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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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收取上架費等等。今天我們主要談的是不實廣告的問題，我個人

會注意到此問題最主要是看到這一次的判決。我發現大型流通業者基

本上是一個流通業者，是商人在販賣東西，所以很多人供應商品給

他，在銷售過程當然會有一些廣告行為，廣告可能是製造商製作，賣

場某一程度也會參與，廣告上也會出現賣場的宣傳文字等等，等於賣

場也加一些力在廣告上，所以消費者看見廣告也會看見賣場的宣傳，

一定程度提高廣告的公信力，而且東西是在賣場賣，甚至所有權都移

轉，是賣場在進行銷售行為，此時如果廣告的出資者及製作者都是上

游的供應商，賣場要不要負不實廣告的責任?這是一個普遍的情況，

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本案就是涉及這樣的問題。 
本案中強生公司設計一個廣告，推銷一種產品叫做銀鯊舒壓槌，

檢舉人說，賣場上有這樣的廣告，廣告內容是說這產品可以模擬推

脂、擴散多餘脂肪，但是沒有說可以減肥。公平會說就算沒有說可以

減肥，但是到底可不可以模擬推脂、擴散多餘脂肪，在醫學上也沒有

確切證據，因此公平會認定其為不實廣告。結果強生公司被罰29萬，

家樂福被罰214萬。當然家樂福公司會覺得很不服，說這個廣告不是

我做，也不是我出資，我只是一個通路但卻被罰這麼多，因此提出訴

願。這個案子到高等行政法院，最後可能到最高行政法院，但是我等

不及，看見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我就先寫文章，我不知道家樂福最後

有沒有上訴，（聽眾：有上訴），所以這個案子還有後續發展。 
根據家福公司對於處分的主要爭執，我們整理三大問題點，第一

個：誰是廣告主？這是很基本的問題，因為公平會處罰是依據公平法

第21條第1項的不實廣告規定，一般我們認為行為主體為廣告主。所

以一個事業如果被否定為廣告主，就不會構成21條第1項，所以這是

一個非常根本的問題。從家福公司為自己辯護的立場來說，他的法務

及律師非常聰明，先根本否定掉自己是廣告主，這是很巧妙的做法。

家福公司說廣告是強生公司出資所製作，在家福公司營業場發放，它

只是單純的銷售通路，所以不是廣告主。這聽起來是有點道理，但公

平會說，廣告兩面都印有家福公司的紅藍色商業標誌及名稱，以及「天

天都便宜」的標示，而且這種廣告已足以讓消費者認知到這是家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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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所提供銷售，而且產品也是家樂福所買斷，並在分店銷售，家樂福

是各分店的經營者，因為家樂福直接銷售商品並開立統一發票，並不

是強生公司開，可見這個廣告有招徠效果，會增加交易機會，所以公

平會認為家樂福是廣告主。，行政法院在這一部分幾乎完全拷貝公平

會的見解。這個問題，坦白說是這整個案子最具有爭議性之部分，其

實最根本的問題通常反而是最難。 
上述問題是具有相當的理論意義。公平法第21條第1項的違法行

為是「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所以這裡面的行為人，

就是「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之人」。問題是，一個廣

告從它的製作過程、設計及宣傳、散佈，會涉及到不同環節，又加上

產業的不同，可能廣告的整個過程也會有不同的複雜度。所以我們發

現，行為人可能是不同人、多數人，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到底誰是

廣告主，可能會產生不同解釋。這裡我們就是在追求如何合理劃清廣

告主的範疇，因為廣告的環節非常多，譬如設計、出資、製作、產品

的提供及生產、它的所有權是不是買斷？促銷實施者為誰？獲利者為

何？知不知悉？對於廣告的散佈實施有無監督管理權？是不是對於

廣告有鑑別能力？交易名義人為何？整個廣告所顯示的外觀為何？

這麼多的環節，可能牽涉到廣告主。這十幾個跟廣告牽涉到的環節裡

面，判決當中並沒有給一個明確的答案說到底哪一個才是廣告主。判

決也好、公平會的處分也好，是對這一個問題做出一些判斷，可是它

對於整個問題並沒有做全面性處理，縱使如此我們還是從這個判決當

中看見一些線索。先提出三點，第一點，顯然廣告主並不是只限於廣

告的設計者或出資者，否則這個案子家福公司就不會被處分。第二

點，我們可以看出來這十幾個環節，一個廣告主不必具備全部的角色

功能，只要具備部分就可以。第三點，僅具有單一的功能或角色有可

能是不夠。這是我們所得到的思考線索，但判決沒有說哪一個功能是

關鍵性，當你具有這個角色功能之後就是廣告主，這是我們所要探討

的。 
我們認定廣告主時，提出的適當標準是什麼？什麼是廣告主，有

幾點是個人認為有關鍵意義，只要具備的話，會非常容易被認定為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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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主。第一個，這個人是決定廣告所含有不實或是誤導的內容，而且

使其散佈或傳播。這是最典型的不實廣告行為人所作的事情，在這種

特徵之下，他會與公平法第21條第2項單純的販賣運送責任有所區

別，因為他是不實或誤導資訊的決定者。第二層意義，他是散佈者，

而且決定者與散佈者必須兼具。這就是第1項與第2項的不同，這兩項

在處罰上會有所差別，為不實廣告之人通常會處罰較重，單純是送

貨，也會罰，但罰的比較輕。前面所說，對於不實廣告的內容為決定

或散佈，我們應該做比較彈性的解釋，實務上有很多廣告代理業者，

所以不需要事必躬親。事業可以把製作廣告交給別人、散佈傳播也可

以交給別人，但是交給別人不失其廣告主的身份。通常我們說最後拍

板定案的決定權是在他，基本上他對內容應該要有一個主導權，審查

權限、認可權限也好、或指定怎麼做，不必自己去做，但是對於內容

要有決定權。所以單純的廣告代理業者，也許接一個不實的廣告，但

是乃是依照廣告主的指示去做，所以他的責任不是第21條第1項，而

是第4項的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而且沒有行政責任，因為他只是照人

家的意思去做。你說這個跑車十秒鐘可以加速二百公里，我就在廣告

裡面寫，如果明知道這輛車加速到兩百公里需要十五秒鐘，這時候廣

告代理業者或是刊登的媒體，最多負連帶損害賠償的民事責任。 
接著，我要提出一個新的觀點，這是過去公平法領域中還沒有人

提出來過，由個人整理出來然後提出，就是所謂決定內容及散佈的行

為人，在當今社會交易型態之下，需要做一些擴張解釋，這擴張解釋

我給他一個名稱叫做「表見的廣告主」。這是來自民法表見代理的概

念，譬如說一個董事長把支票及印章都交給會計，然後他叫貨主直接

跟會計請款，這時候會計是代替他開支票，若會計已經離職，可是董

事長卻仍然把他的支票印章交給會計，然後會計繼續在外面開支票，

他若知情卻不阻止的話，他能否不認帳？不行，在民法中，你知道他

人在為代理行為卻不去阻止他的話，必須要付表見代理人的責任。簡

單說，所謂「表見的廣告主」，基本上我們從本案可以得到一個認知，

就是今天做廣告的，不是家福公司，但是整體廣告的外觀卻呈現出家

福是、或同時與強生公司是廣告主，就是這個整體的外觀造成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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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信賴說產品與家福有一定關聯。我個人認為光有外觀還不

夠，還必須是廣告的外觀及名義上必須是有某個事業，從外觀的觀察

可以被認為是廣告主，再來，表見的廣告主對於廣告內容的真實性，

必須具有實施監督的合理可能期待。所以，今天不是一有外觀，他就

必須負責，我們還要看他對廣告內容的真實性，是否至少具有監督的

合理可能性。所以我們不能夠對通路商做過苛的要求，不能讓他負擔

他負擔不起的要求。今天的主要任務就是如何在廣告流程行為中畫出

一個合理範圍，通路商雖然不是製作廣告的人，但是某種程度必須去

監督一下，這樣對於交易秩序、市場的競爭公平性會有積極的正面影

響，當然不能強迫他去做做不到的事。所以表見廣告主必須嚴格去定

義，做進一步說明。表見廣告主簡單的說是固有的廣告主的擴張解

釋，固有的廣告主是指自己決定內容、散佈、傳播；現在我們所說表

見的廣告主是說廣告的外觀、名義是你，或是你至少是其中一個，消

費者從外觀看會認為你也是廣告主，而且你對廣告的真實性也有一個

監督的可能性的話，就可以擴張解釋為該當廣告主。 
所謂依廣告的整體外觀呈現其為廣告主，傳統廣告主是看誰決定

內容和誰散佈。可是從判決中可以知道，外觀也可以判斷其成為廣告

主的可能性。外觀所考察的是廣告上的名義，有沒有出現事業的名

義？如果沒有出現的話，可能問題比較小，但如果上面有你的商標、

典型的標語及網址，大家會有一個印象說這個通路商是廣告主。當然

沒有外觀因素的時候，我們可以看締結交易的名義是誰，發票是誰

開，銷售活動是誰在促銷，當然我們也要去瞭解他的促銷現場，實施

的過程，會不會讓消費者感覺到這個廣告是他做的。因為不實廣告的

基本精神就是在管理資訊傳播的正確性，不要產生誤導。因為資訊會

讓消費者做出錯誤決定，如果通路商本來就是受到消費者的高度肯定

的話，他對廣告的外觀產生一定牽連性的時後，他會對資訊傳播有相

當程度推波助瀾的效果，因為消費者會認為是你這個通路商去促銷這

個產品。公平會兼採用外觀認定的標準，我個人認為有重大的意義，

因為消費者對於廣告內容的內部是由誰決定，其實無從得知，消費者

怎麼知道是甲公司的經理還是乙公司的經理拍板定案，消費者只能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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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的外觀、呈現的方式及交易的地點及過程來判斷廣告的訊息來源

是誰。所以外觀的因素應一併考量才是合理，不能只用廣告的製作者

來決定。 
我們剛剛所講是抽象的標準，就本案來說，是不是外觀有這種足

以讓人認為他就是廣告主的情形呢？廣告正反兩面都有家福公司的

紅藍標誌、上面寫「天天都便宜」，再加上發票是開家樂福，站在消

費者的立場，我認為外觀上應該可以認為家樂福為這個廣告。當然有

外觀就賦予家樂福責任，坦白說我認為責任太重，所以應該加上一個

要件，就是通路商對於廣告內容的監督管理必須有實施監督的合理可

能性。如果外觀上是我，但卻在監管能力範疇之外，我認為應該持保

留意見，不應該課與通路商廣告主的責任。我們為什麼要提出這個監

督管理的可能性，這與公平法的法制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因為公平會

有一個對不實廣告的處理原則，你會發現，公平會對於不實廣告的商

品、表示或表徵等要件，都是採取廣義的解釋。所以會造成一個事業

如果外觀上有廣告主的樣子，就要負責的話，並不是很公平，所以必

須加上監督管理可能性的要件，而你怠於監督管理的時候，才需要負

責。本案來說，家福公司曾經提出一個抗辯，我個人認為這個抗辯是

很有道理，他說我的營業場所裡面販賣的產品多達數十萬種，你叫我

花費巨大成本逐一查驗我所販賣的產品標示，顯然是過苛；家福公司

又說自己是日常用品的販賣者，對於各種商品也恐難一一具有鑑別能

力，其實這一段的抗辯，就是針對自己有沒有監督管理的可能性而

發，但是這個抗辯，卻沒有得到公平會及法院的充分回應。這一點而

言，我認為處分或是判決也好，都應該做補充。其實，標示的部分如

果在合理監督可能性之外的話，我們認為家福公司就不是商品標示部

分的廣告主。 
外觀及加上有監督管理可能性是要同時兼備，這兩者是要由誰來

舉證？常會成為訴訟勝敗的關鍵。我們的看法是，第一項要由公平會

來舉證，但是公平會證明整體外觀上他是廣告主之後，舉證責任就倒

置，倒置之後，就變成通路商要去舉證說某一部分的廣告，就算是名

義上有，但事實上不具有合理監督可能性，如果沒有辦法舉證，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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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證責任的倒置還是要負一個廣告主的責任。如果用上述標準去看本

案的話，會發現本案所涉及的是一張單獨的廣告單，但是就是在那上

面也有家福公司的標誌，這也算是公平會所指的廣告。但是就商品標

示之部分，標示的內容不是家福公司所寫上去，商品的外觀也沒有家

福公司的名義，只有製造商，所以我們認為商品標示部分不構成固有

廣告主、也不構成表見廣告主。像是Costco有很多產品，上面都有自

己的商品標示，這就可能會構成表見廣告主，一般商品標示上不會有

通路商的名義，所以也不會構成廣告主，家福公司用這個來質疑另外

一種的標示，就是非商品標示廣告，本身就欠缺堅強的理由。 
最後，我們要如何認定一個通路商對於廣告內容的真實性，有沒

有監督管理的合理可能性。這是很棘手的問題，沒有辦法一概而論，

只能看商品服務種類的多少，數量愈多能力愈有限。另外也要看廣告

的內容及表現方式是怎樣，譬如說一個廣告規模愈大、散佈愈廣、影

響愈深的話，我們認為通路商核實的責任也愈重，這其實是比例原則

的精神。再來，要考慮人力及物力，看你有沒有這種監管能力。例如

特力屋本身有雇一些專業人員，他有沒有用這種專業人員去查驗，這

是可以考察。我們對於另行製作的廣告，應該相對提高通路商的責

任，如果是商品標示的廣告，相對責任要比較低，這兩者是必須區隔

來看。另外，我們認為有一種的可能性，就是通路商可以要求供應商

對於特定的廣告提出說明或證明，譬如說，通路商對於重大影響消費

者健康的產品，是不是可以要求供應商去說明及證明廣告內容為真

實，這也是一種監督管理的可能性。因為對於消費者健康影響重大的

廣告，他不應該任由供應商把商品放在賣場裡販賣，卻不做任何管

理。所以回到本案，這個按摩槌是說可以模擬推脂、擴散多餘脂肪，

真的需要專業知識才可以鑑定出來，不是說一般商人就可以鑑定出

來，但這個廣告是特別製作設計的廣告，所以對於通路商的管理責任

相對要求比較高，對於通路商來說，這種產品有沒有合理監督的廣

告，我們認為可以要求供應商來說明。只要涉及這種醫療效果的產

品，其實都可以要求供應商做說明，所以我們認為這個廣告上，家福

公司應該是具有合理的監督可能性，至少可以請強生公司來證明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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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我們認為家福至少可以做到這一點。以上是廣告主的問題，誰是

廣告主是最基本的問題，但是卻具有法理上重要性。 
其次，廣告主同時必須構成營業上的競爭行為。第一個是廣告行

為必須涉及營業交易之供給或需求，這裡會排除私人的消費行為、國

家的統治行為及勞動市場的團體協約的行為及純粹企業內部的行

為。如果沒有外部效果的話，也許國家的統治行為會散播一些不實資

訊讓消費者去買一些東西，這不是公平法所要管。再來，就是須為營

業經營的交易上競爭行為。會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營業競爭型行為

是不是包括供給與需求。今天通路商是買方，但也是供給者。這裡我

們看到國內的著作，特別引到日本的不當贈品及表示的防止法，有提

到對於廣告主有一個定義，就是「對於有關自己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

之交易，從事不當表示之事業」，所以不包括買方。歐體關於不實廣

告之規定，定義廣告為「以促進商品或服務銷售為目的」，自其文義

廣告主僅限於供給者。德國不正競爭法權威註釋書對其評釋，認為文

義過於狹窄。這個見解我們表示贊同，這個註釋書中舉幾個例子，譬

如二手車商收購車子的時候做一些廣告，這時候他不是供給者，而是

購買者。又譬如古董商，他收購古董的廣告。再來，房屋的建商徵求

建地的廣告，或是一個事業徵才的廣告，如果依日本法或歐體的定

義，就不能包括在裡面。 
再來，除了供給需求之外，還必須是一種競爭行為。所謂涉及競

爭行為，也是用廣義去理解他。所謂的涉及競爭行為，廣告主的不實

廣告行為，是否有利於自己與競爭者的行為，或者說不實廣告可不可

以去做有利於他人競爭的行為，這在德國法及歐體法上都是在所不

問，不管是利於自己或他人之競爭，都一視同仁，甚至德國法的學說

判例上有一種情況，學理上稱為「第三人廣告」，意思是說，雖然不

是提供者，但是所作於關於他人商品或服務的不實表示或表徵，確實

是在自己的營業範疇裡面所作，而去影響到他人的競爭；或者說自己

是真正商品或服務提供者的利益維護者。譬如遊覽車司機，常把遊客

載到特定某一家禮品店或餐廳用餐，在遊覽車上面對於這家商店及產

品做廣告，如果是不實廣告，要不要用公平法去處理？遊覽車司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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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營業是開車，司機從商店獲有報酬，依我們在德國法上看見所謂

的第三人廣告，還是屬於不實廣告的範疇。再來是所謂利益維護者，

在實務上就是同業公會。同業公會本身不生產產品，但如果去幫會員

做不實廣告，德國法認為這也是構成廣告主。 
本案還有另外兩個議題，但是法理的爭議就比較少一點。首先是

廣告有沒有虛偽不實。家福公司的律師如果第一防線沒有守住，自第

二防線主張自己沒有虛偽不實，這是很對的訴訟策略。家福公司主張

說，廣告詞的意思是說，使用該產品肌膚內的脂肪因產品振動而彷彿

可將脂肪推開之意，純粹是個人體驗該產品所觀察的現象，並沒有表

示此產品具有減肥瘦身療效。按摩槌是一個很一般的產品，消費者只

要施以普通注意力，就可以判斷其效果，應該不至於被誤導說產品具

有減肥的療效。公平會則是認為，公平法第21條所謂虛偽不實，只要

「足以」引起相當數量消費者的錯誤認知及決定即可，不需要實際上

真正有誤認或做決定。公平會認為模擬推脂、擴散多餘脂肪已經是消

費者認為客觀上產品有擴散脂肪的醫療效果。從衛生署的認定來說，

這些醫學的用語在學理上未必有根據。就這個問題，我們分為「足以」

及「相當數量」的部分來說明。只要求「足以」基本上是對的，因為

不實廣告基本上不是說效果都要出來才可處罰，只要有相當程度的危

險，為了要維護競爭的公平性就可以加以管制。但在相當數量的部

分，到底有沒有相當數量的消費者被誤導，這是各執一詞。公平會及

行政法院沒有就這一點去論述，基本上我們看見他們是逕認有相當數

量的消費者被影響。當然，何謂相當數量，譬如美國、歐盟，認為只

要有15%的消費者被誤導，就認為有相當數量，不需要超過半數。但

縱使是15％或是多少，總要有個根據。當然可以透過問卷或是意見調

查，但這是需要耗費很多行政成本，所以國內通說認為，每一個不實

廣告都要求公平會去做調查是不可能的事，此時會有很大困難，執法

效率也會被拖累，是以學理上認為誤導的狀況相當明顯的話，應該容

許公平會以「釋明」代替剛剛所講那些方法，但至少還是要釋明一下，

不能直接說這就構成消費者的誤導。如果公平會多做些說明應該就夠

了，但處分書沒有做更充分的釋明，這部分也是處分書尚可補充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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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的。 
第三個爭議點，是處罰的額度有沒有違反比例原則，再來，有無

裁罰濫用。這裡，家福公司退到最後一道防線，就是說你罰我的部分

不合比例。其實法律訴訟就是從最根本的地方爭執起，一步一步退，

對自己有利，統統要主張，這是法律的訴訟策略。第一個，我們看比

例原則，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必須遵守比例原則，目的與手段要合乎

比例，有一句諺語是說，不能用大砲去打小鳥，不能為了要打小鳥，

而炸整個林子。比例原則之下我們又可以分為三個小原則，第一個小

原則是處分必須助於目的的達成。家福公司主張說數十萬的產品，無

法逐一檢查，而且專業的鑑別能力有限，如果自己無法檢查，請主管

機關查詢也曠日費時、延誤商機，所以這一部分的確是縱使罰我，我

也無法改善，這個處分是無助於目的的達成，這麼多產品標示我也無

法逐一驗證。第二小點，要選擇侵害最小的方式為之，家福公司主張，

不實廣告有一個登報更正，他們認為登報更正的處罰應該是比較輕，

所以沒有去選擇這個較輕的方式卻罰214萬，違反比例原則。第三小

點，處罰與欲達成的目的之間，顯失平衡。這部分家福公司的主張是

說，我在這些系爭產品中，在廣告的促銷期間的總營業額是31萬5千
元，扣除成本之後，賺9萬多元，整個系爭產品的營業額從94年4月到

12月總共也不過是64萬6千多元，結果你罰我214萬，這是我所得利益

的22倍，這樣是不是有顯失平衡呢？再來，裁量濫用的部份，家福公

司認為強生公司是始作俑者，他才罰29萬，為什麼家福就要被罰214
萬，顯失事理之平。這個東西我只賣14天，對於交易秩序的影響是輕

微，而且總共只是賣373組產品，營業額是37萬多，結果我被罰這麼

多，天下豈有如此不公平的事？當然法律的爭議問題都要聽雙方的說

法，單聽一方都會覺得很有道理，過程中我們應該持平掌握。聽聽公

平會的說法，對於比例原則的部分，公平會對於第一個必要性的部分

並沒有去處理，而是直接對於更正廣告這部分，公平會說是「得」命

其刊登，但不是一概拘束公平會要先去為更正廣告的裁量，這是屬於

公平會的裁量自由。對於強生公司罰得少，但是家福罰得多的這部

分，公平會是援引施行細則第36條，就是我們在處罰事業的時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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斟酌行為的動機目的及對於交易秩序影響的時間及程度、事業之規

模、營業額、違法類型是否經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類型的次數、違

法的時間及所受的處罰、配合態度等。因此公平會說，縱使強生公司

是始作俑者，但家福公司是全國性的大公司，共有34家分店，而且過

去已經有三次違反不實廣告的行為，所以已經符合類似累犯的概念，

再來，違反期間的間隔是兩年之內，尚考量到被告的配合態度還不

錯，最後公平會裁處214萬的罰緩，所以所獲利益不是唯一的考量因

素。行政法院基本上是同意公平會，認為公平會的裁罰無濫用情形。 
關於這一點我們也有一些評釋。比例原則問題，雙方攻防基本上

是可以，但是公平會及法院對於必要性的部分隻字未提，直接跳到不

能先做更正，對於處分到底有沒有助於目的的達成，並沒有在處分書

中做說明。我個人認為家福公司的指摘在這一部分是最有說服力，也

是最難駁的，結果公平會與法院繞過去，個人覺得嚴格說是判決理由

不夠完備，不能說這是燙手山芋就不去處理。基本上我們認為依照前

面的做法，廣告主在外觀上必須顯示出來，而且內部要有監督管理的

可能性。所以就標示的部分，不是像家福公司所說必須都負一個廣告

主的責任，也有可能對於那標示部分連固有的廣告主都不構成。表現

廣告主的部分，如果連監管可能性都沒有，這部分也有可能會排除。

其實問題不像家福公司所講的這麼嚴重，本案判決只是針對他另外發

的傳單，這一部分要負表現廣告主的責任，但不是說對於幾十萬個商

品標示部分也都要負表現廣告主的責任，所以這樣來駁它的話基本上

就可以。公平會不一定要採用我個人說的這一套，但不能視而不見，

這是不對，坦白說這是有瑕疵。如果認真去談，誰是誰非，公平會不

見得是輸的一方，但是不能迴避論證。 
最後是裁罰標準的問題，我們認為綜合考量是沒錯的。214萬基

本上考量主體因素，如果只以獲利額度作為處罰上限的話，對於大型

通路商來說是不痛不癢，不能發揮嚇阻效果，所以我們不認為家福公

司的主張是對的。公平法最主要目的就是要維護市場競爭，如果裁罰

不夠的話，行為人只會把它當作要付出的違法成本，加加減減還賺的

話，我就讓你罰好，算是我帳面上的成本。所以一定要罰到他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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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有嚇阻作用。德國法有違法所得的沒入制度，歐盟法是可以處罰

年度營業額的一定百分比，這都是所謂嚇阻效應下所產生的相關配

套，我們附帶提出供大家參考。具體的標準何在，公平會的整個處理

是有點擺盪，從彈性到客觀再回到彈性，這可以在未來再探討。 
結語部分，這個案子對於大型通路商廣告責任的問題，是有相當

多值得我們探討，在理論及實務意義上都是有相當重要性，本文重點

是在於拋磚引玉，我們今天就檢討到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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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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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下的富裕與貧窮 
Affluence and Poverty－The Impacts of Globalization 
講座：臺北大學財政學系楊主任子菡 
日期：97年2月25日 
場次：9703-197 

 
大家好，今天很榮幸能和大家分享全球化

下所得分配與貧窮的問題。這個題目是近年來

國際間最受關注的議題，全球化發展以來，經

濟上的輸家與贏家的處境有非常重大的差

距，這在國際論壇中激起很大反響，到底問題

的根源在哪裡？這也是我自己很感興趣的問

題，我很高興和大家一起看這個問題，也一起思考是有沒有共同的著

力點來看待和解決這個問題。 
我把今天的主題分成幾個部份，首先看看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發

展歷程，全球化的發展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最近這幾年出現龐大的反

全球化潮流。第二個部份，我們發覺之所以會激起這麼大的反潮流，

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全球化之下，國際間的所得分配非常不平均，即使

在富有國家的國內，窮人與富人之間的差距也愈來愈大，這十多年間

到底發生什麼事，以致造成這樣的結果？最後，我們看看台灣本地，

作為地球村的一員，台灣在這幾年發生了什麼？有什麼可以改善的地

方？ 
論到全球化的開端，不能不提到1989年柏林圍牆的倒塌。因為在

此之前，整個世界被不同的經濟體制切割為兩個完全隔絕的體系。一

個是我們所熟悉的市場經濟體系，另一個實施管制經濟制度，在這個

制度下，由國家為個人做所有經濟上重大的決定，個人不能選擇工

作、住所，也不能自由從事交易。兩個體系不但互相敵對，也絕不互

相往來。1989年蘇維埃統治在一夕間解體，震驚了全世界，隔離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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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甚而隔離共產世界及自由世界的最後勢力的倒台，宣示一個新紀

元的開始。正如當時美國老布希總統興奮地宣稱：民主與市場經濟終

於戰勝共產主義，一個新的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即將要開始。

東西德曾經如此遙遠，付出生命的代價尚且難以跨越，但在照片中，

我們看見這麼多人在倒下的圍牆邊歡呼流淚，宣示一個新時代的來

臨，也成為歷史的見證。全球雙元體系的終結，加上各國推動經濟自

由化，帶動資源在兩個體系間劇烈的流動，衝擊各國的經濟發展，全

球各國都必需調整因應，迄今仍方興未艾。 
全球化的發展另一個不能忘記的里程碑，是WTO的成立。1993

年烏拉圭回合談判歷經八年終於達成協議，不但為貿易自由化向前推

動一大步，更促成WTO的成立。為全球貿易的管理，建立具備完整法

制與執行能力的機構。WTO的標誌由圓形的圖案組成，象徵新升起的

太陽，又如同滾輪，要推動世界走向一個更光明的未來。世人也期待

WTO透過跨國磋商，建立更合理的競賽規則，提供更寬廣的機會，協

助所有國家走向更合理、公平和繁榮的未來。當時「經濟學人」雜誌

以玫瑰色的眼鏡為封面，眼鏡裡映著世界地圖，封面寫著「Rosy 
prospects, forgotten dangers」點出全世界對WTO的使命與未來懷著浪

漫的期盼，暫且忘記潛藏的陰影。不是沒有疑慮，但有更多的憧憬與

期待。 
這樣的發展也反映在WTO會員國數目的成長，至2008年底為止，

全世界已經有153個國家成為WTO的會員國，在畫面上的世界地圖

中，綠色的部份是WTO的正式會員國，淺綠色的部份，是歐洲聯盟

（EU）的結盟國，以歐盟成員的身份加入WTO。黃色的部份，是正

進行申請入會作業的WTO觀察員，可以說幾乎全球各國都自願接受

WTO的管理。有趣的是，在各國政府競相加入WTO之時，各國的社

會，或者說地球村的世界公民，卻發出巨大的反彈。WTO成立後，1999
年在西雅圖開始新回合談判，會議場外發生激烈的示威抗議。如果仔

細看這一張照片，可以發現抗議人士包括社會底層的勞工，特別是黑

人、社會工作者、宗教領袖、關注環保議題的環保人士。這場示威遊

行如此激烈，從白天延續到晚上，發展成為粗暴的肢體衝突，以致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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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使用瓦斯槍與水柱進行鎮壓。嚴重的抗爭使西雅圖會談被迫中斷一

天，在場外的激烈抗爭與場內的激烈爭辯之下，西雅圖會談無疾而

終，無法獲致任何進展。兩年後，WTO在杜哈舉行回合談判、2003
年在墨西哥坎昆舉辦期中會談，每一次都發生大規模的示威活動。

2003年的抗爭活動中，韓國農民李進凱在場外自殺，死前高喊WTO
殺死農民。凸顯弱勢團體的困境與無力感，也使坎昆會談難有進展。

我們印象最深刻的當屬2005年的WTO會談，就在距離我們很近的香港

舉行。在畫面中可以看到，在這次會談的示威遊行中，韓國農民以三

步一跪、九步一叩的感性訴求觸動全球人心，但後來仍舊演變為激烈

的暴力抗爭。這時我們要問，到底是發生什麼事？為什麼在每一個國

家的政府自願放棄部分主權、接受約束以加入WTO的同時，他們的人

民卻集結起來對抗WTO，而且這樣的潮流已非單一國家、單一人士所

為，而是全球跨族群的廣大集結，可以說反全球化運動已經全球化了。 
這種批判的聲音，不單單出自弱勢族群或普羅大眾，也來自經濟

學者，甚至來自曾親身參與全球貿易談判，曾在國際機構核心決策

圈，參與規劃全球貿易競賽規則的重量級學者Joseph E Stiglitz。他是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曾經擔任過柯林頓總統經濟顧問委員

會的主席，他也是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者，在全球貿易事務上有豐

富的經歷，可以說是全球化事務道地的局內人（insider）。在他戴上諾

貝爾經濟學獎桂冠的隔年，他出版了［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一書，中文譯為「全球化的失落與許諾」，對現有全球化經濟的管理

機構提出一針見血的嚴厲批判。他批評WTO組織內的經濟學者具有

「競爭市場萬能」的偏執想法，堅持「市場經濟基本教義」，在全球

推動經濟過度或不當的自由化，當開發中國家出現嚴重危機，必需仰

賴國際機構提供援助之際，更將嚴苛的自由化條款加在援助條件中，

無視於其羸弱體質，強迫它們採取更大幅度的自由化措施，對這些國

家的健全發展與制度重建，反而造成更大的傷害。除了意識型態的錯

誤，他更懷疑這些制訂與執行全球事務管理的專家還有與跨國企業與

跨國金融業者等利益團體掛勾的嫌疑。也因他在本書中毫不避諱地指

名道姓嚴詞批評，一一細數WTO和IMF所犯的錯誤，與因之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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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可避免的災難，本書一經出版，在IMF的網頁就出現該機構首席經

濟學者對本書的嚴厲批駁。這使本書廣受矚目，快速暢銷全球，吸引

各國產官學界的注意，並在國際論壇上激起眾多討論。Stiglitz因此在

下一本書的扉頁感謝這些人對他的批評，並希望透過更多資訊的揭

露，使更多人增加對全球化發展的瞭解，參與國際事務的討論，也敦

促國際機構以更透明化的方式處理決策。Stiglitz此一「資訊經濟學」

理念（以資訊揭露帶動決策改變）在實務操作上的大獲成功，確實為

未來全球化經濟的發展帶來重大轉折，也帶動新一波談判時開發中國

家代表對已開發國家強勢作為的反彈。 
2003年Stiglitz出版了另一本書［The Roaring Nineties］，中文譯作

「狂飆的十年」，探討全球化風起雲湧的90年代，全球各地連續發生

的多起經濟災難，特別是金融危機發生的緣起與背景。這段期間拉丁

美洲的金融風暴肆虐，從墨西哥、巴西到阿根廷，無一倖免。1995年
俄羅斯發生金融風暴，慘烈的境遇對於還在復甦中的俄羅斯經濟帶來

非常嚴重的打擊，人民沒有足夠的糧食可以過冬，甚至在嚴寒的氣候

中沒有暖氣，若在其他國家，早就發生暴動，而我們只看見領不到國

營企業薪水的工人，上街遊行溫和的表達抗議而已，在共產時代被描

繪成像是惡魔一樣的俄羅斯人民，其實是溫馴善良而認命的。1997年
金融風暴延燒到亞洲，重創泰國、韓國和其他東亞國家。風暴一波一

波襲來，國際組織成員疲於奔命救火，甚至趁著救火之際，把在自己

的（先進）國家的國會絕不可能被接受的政策強迫銷售到開發中國家

去。這些作法其實進一步斵傷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 
2006年Stiglitz出版了探討全球化議題的第三本書。在序言中，他

說：在前兩本書中，我兩度提出批判，我的妻子（新聞媒體工作者）

問我，如果全球化不應該是這樣，我們應怎麼做才能扭轉這種局勢，

讓全球化為全人類創造福祉，而非製造悲劇？在這樣的思考下，他完

成了［Making the Globalization Work］，中文譯作「世界的另一種可

能」。他反省：過去全球化管理機構不斷強調自由化與市場機能，它

們被賦予超越主權國家的管理權，所有參與這些組織的主權國家都必

須依照規範重整國內的典章制度，約束自己執行政策的權力，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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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交由WTO等國際組織掌管。當會員國想改變自己的金融管理、租

稅結構，以及補貼弱勢人民時，都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不被允許。

這種超國際機構權力的擴張，與主權國家權力的縮減的情勢，當國際

機構的決策為先進國家所掌控時，使開發中國家的弱勢人民受到很大

的傷害。因此在這本書中，他對於過去自由化、民營化潮流提出新的

反省與思考，並主張經濟自由化應以動態發展的角度思考，需有一定

的步驟與範圍。此外全球化管理機構的權力既已過度擴張到傷害開發

中國家，並帶來災難的地步，該是時候調整國際機構與主權國家間的

權力分配，要求WTO把部分權力還諸主權國家，讓他們依照對於自己

國家發展特性的瞭解，即時地使用管制與補貼等政策來挽救經濟。國

際機構內部的決策機制也應有所調整，讓開發中國家有更大的發言

權。Stiglitz所提出來的方案，包括基礎設施的國營，允許補貼與某種

程度金融管制的作法，由於與過去數十年來的主流思想大為不同，因

此激起非常多的爭議，也引發很多的討論。以資訊經濟學而獲得諾貝

爾獎的Stiglitz，非常瞭解資訊的力量，雖然目前國際機構的決策是由

少數人決定，但若能透過資訊揭露引發知識份子的廣泛關注與討論，

就會凝聚成很大的力量，螞蟻雄兵可以推倒巨象。 
本書中也對全球化的發展提出警告：經濟全球化並非不可逆轉。

人類歷史上，第一波經濟全球化的潮流發生在1870年到1914年。偉大

的經濟學家凱因斯曾用以下的論述描繪這一波全球化：  
“What an extraordinary episode in the economic progress of man that age 
was which came to an end in August 1914! … The inhabitant of London 
could order by telephone, sipping his morning tea in bed, the various 
product of the whole earth, in such quantity as he might see fit, and 
reasonably expect their early delivery upon his doorstep.” 

在十九世界的末期，倫敦的居民打通電話就可訂購來自世界各地

的產品，當他早晨醒來，還坐在床上喝第一杯茶的時候，就可以合理

的期待他所訂購定的產品，已經到達他家門口的台階上。如果不知道

這段話的出處，我們恐怕會誤以為這是發生在21世紀的今日，而非一

百多年前。這樣的景象在什麼時候改變了？串連各國的跨國貿易與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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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的熱烈進展，在1914年因各國政治與經濟利益的衝突，爆發了第一

次世界大戰，使經濟全球化發展戛然而止。第二次全球化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結束後的四十年，才又再開始。所以全球化的發展並非不可逆

轉。但目前為止，沒有人希望它逆轉，即使參與反全球化抗爭的人，

所希望的並非回到封閉的舊世紀，是全球化管理的改變，是更合理和

能兼顧弱勢福利的全球化。 
對全球化的批判，也一再出現在英國的「經濟學人」雜誌的探討

主題中，2000年9月時，經濟學人雜誌的封面從一個非洲的孩子角度

質問：全球化為我們帶來了什麼？封面上隱約的幾個大字回答了這個

問題：為我們的生存帶來「災難」、使我們更加「貧窮」、為原來純樸

的非洲大地上帶來「疾病」，包括愛滋病、禽流感、狂牛症、憂鬱症、

SARs。不公平的貿易法則，使非洲國家的「債務」問題亦發嚴重，

最後一個是「環境」的惡化。這就是全球化底層的弱勢的人民所得到

的。他們所受到的剝削還不只如此。舉例來說，國際製藥大廠近年將

許多非洲地區傳統智慧所流傳下來的藥劑配方登記為專利，使得原本

屬於他們自己的傳統，在國際專利制度下，使用時反而要付費，而激

起大家怒火。另外全球化的後果就是所得分配惡化。2001年6月經濟

學人雜誌以一個戴著名牌墨鏡的都會雅痞，鏡片反射出在垃圾堆中流

浪漢為封面，標題就叫做「分配不均重要嗎？」，凸顯全球化並非雨

露均霑，而有贏家與輸家。而在2003年9月坎昆會談舉行之際，經濟

學人雜誌用沙漠中比中指形狀的仙人掌，反映大家對於全球化發展及

WTO會談的失望、甚至鄙視及敵意。 
現在讓我們回到台灣本地，談一談全球化對台灣所得分配的影

響。最近幾年流行的話題之一，是Ｍ型社會的發展，最近中央研究院

的社會研究所，做了一個問卷調查，發現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民眾認

為全球化的問題已經嚴重惡化。判斷這個主觀感受是否與真實情況相

符呢？我們需要一些工具來判斷，在此介紹兩個衡量所得分配不均程

度的工具，第一個是五等分位法，就是將台灣所有的家庭按所得從低

到高，然後，按照同等的戶數，把它分為五等分。譬如，台灣有五百

萬家庭，所得最低的一百萬戶就是第一等分，以此類推。把第五等分

~ 28 ~ 



 

（最有錢的一百萬戶家庭）的平均所得，除以第一等分（最貧窮的一

百萬戶家庭）的平均所得，得出來的數字愈大，代表這個國家所得分

配愈不均。這稱為五等分位法。在此提醒大家，如果採取五等分位，

我們比較的就不是張忠謀、郭台銘和三級貧戶之間的差別，而是兩個

比較大範圍（20％）家庭的平均差距，否則我們看到答案時，會覺得

和我們的認知差很多。五等分位法，大致可以比較出涵蓋比較多資訊

的兩個極端之間的比重狀況。 
另外一個所得分配指標則是羅倫茲曲線（Lorenz curve），把剛剛

所分的五等分家庭的所得累加起來成為一條向上的曲線，並把這條曲

線和對角線（代表完全平均的分配）做對照。曲線離對角線愈遠，或

曲線與對角線包圍起來的範圍愈大，表示分配愈不平均，把這個範圍

除以對角線以下的三角形面積，就可得出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
吉尼係數愈大，代表所得愈不平均。愈小則所得愈平均。這個方法可

幫助我們做跨國比較，也可以發現個別國家隨著時間演進的改變趨

勢。 
2007年IMF出版的「世界經濟前瞻」(World Economic Outlook）

對近十年來世界各國國內所得分配的變化進行分析。這張圖表中包括

全球不同地區在1990年代和相隔十年的近年來的兩個期間，五分位家

庭所得佔總所得的比重。從這幾張圖，我們可以看出一方面國與國之

間的差距加大，另一方面各國國內（獨立國協除外），所得分配也惡

化，導致貧富懸殊的現象更為嚴重。首先看看最低等分位家庭與最高

等分位家庭的所得。我們可以看見非洲國家在2002年時，最富有的

20%人民的平均所得，比台灣與南韓最低所得家庭的平均所得差不

多，而十年來國與國之間的鴻溝擴大了。同時，各國的最低所得家庭

十年來變化不大，但最高所得家庭佔總所得的比重，卻有明顯的增

加，所得分配惡化最嚴重的是亞洲開發中國家（不含四小龍）、拉丁

美洲與加勒比海國家，其他如中東歐和先進國家也有惡化現象。在這

十年當中，我們看見亞洲開發中國家，最富有與最貧窮人民的所得差

距明顯擴大，最高所得家庭十年平均成長率是7%，而最低所得家庭

所得的成長率則僅有一半。有錢的人累積財富的能力加快，貧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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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購買力和生活水準是有成長，但成長的速度比起中高所得者仍是

慢的多。貧富懸殊的現象在中國大陸特別嚴重。另一個特殊的國家是

日本。大家都知道「Ｍ型社會」這個名詞是大前研一提出來，最近我

去逛書店，有一本暢銷書叫做「貧窮是會遺傳的」，作者又是日本人，

顯見日本人對貧富問題感受特別深刻。但是，從資料中看到，日本在

過去十年當中，所得分配惡化的程度，可以說是相對緩和，而且低所

得家庭的生活水準可說是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中最高的，僅稍低於北歐

福利國家，它的吉尼係數也是最低的，可說是表現優越的模範生，然

而貧富問題卻在日本社會中激起這麼多的迴響，主要來自中產階級處

境的惡化，以及最高所得的明顯升高。 
從剛才的圖可以看到金磚四國中，中國在快速的經濟成長中，所

得分配急遽惡化，俄羅斯從共產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時，採用震撼療法

導致經濟惡化之後，隨者經濟體制的逐漸建立，所得分配已經改善。

而巴西是另一個特別的例子，在這十年內它的所得分配也趨於緩和，

原因是巴西這十年來快速的成長與綠能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他們用

農作物轉換成為能源使用，由於成長的動能來自農業，所以原本最窮

困的族群─農民─生活改善了。在許多國家，特別是非農產品出口

國，最窮的百分之二十的人其實就是農民。這也可看出產業發展的型

態和所得分配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也看看台灣的情況，2006年台灣所得最低20％的家庭，他們

的所得佔國民所得的比重是6.7%，比日本和北歐國家低，但與發展程

度相當的國家比起來，比韓國和新加坡高，也比資本主義發達的美國

高。我們所得最高20％的家庭擁有的所得比重是40％，最高和最低所

得家庭平均所得的倍數是6.01，2007年也差不多也是這種倍數。吉尼

係數方面國際的警戒線是0.4，我們比這個警戒線還要低一點，為

0.339。這樣看來台灣的貧富懸殊情況相對而言並不嚴重，但是大家的

感覺卻不是如此，70％的人覺得台灣的貧富懸殊很嚴重。為什麼呢？

我認為這種感覺要回歸到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經驗。 
這一張圖是描繪台灣從1964年到2006年所得分配的變化。從1964

到1980年所得分配持續趨向平均，最高和最低20％家庭所得的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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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5.33降到4.17。這段期間台灣的經濟表現被譽為「經濟奇蹟」，因為

它在快速成長的同時，居然出現所得分配大幅改善的情況，使得經濟

成長的果實為大多數人共享。之後所得分配開始惡化，所得倍數開始

逐漸增加，2000年到達頂峰，為6.39倍，然後這6年來又緩慢的降下來，

所得分配再度改善。從這種U型先降後升的現象，可以瞭解大家為什

麼對現狀不滿。在場許多人跟我一樣，經歷了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

經濟快速成長的期間，這是台灣人的共同記憶，在這段期間我們的生

活和家族的經歷被改寫了。在我的家庭裡，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

不識字，我的父母親受過中學的教育，現在我的兄弟姊妹有三分之二

拿到博士學位。當我在國外唸書的時候，台灣同學互相問起來，有的

父母是在市場賣菜的，有做黑手的，有的是基層公務員，大多不是有

背景有家世的。所以在這20年當中，經濟快速的成長的同時，大家的

生活都改善，社會階級的向上流動也是很尋常的。低階層的人只要肯

努力，沒有找不到工作的，只要肯創業經營，沒有做不起來，在這一

段期間的經歷深深的刻在我們的DNA當中，世代與世代之間的貧窮不

會遺傳，這是我們共同的經驗，也是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事。 
1996年我到俄羅斯參加研討會，會議結束後加入旅行團到各地遊

覽，同行的有一位台灣歐巴桑，當我們到達一個俄羅斯市郊外的景點

時候，有好多小朋友和年輕人跑過來討錢，這個歐巴桑很不客氣的罵

他們說：好手好腳的為什麼不去工作，還敢出來討錢！我當時心裡面

頗有感觸，俄羅斯當時脫離共產主義還不算久，經濟殘破，市場機制

還沒有建立起來，許多人即使願意工作，也不見得有機會，而這是台

灣人所完全不能想像和理解的。在我們的記憶中，哪有願意工作的人

找不到工作？哪有願意努力的人沒有機會？差不多同一時間，我的好

朋友到歐洲留學，歐洲學費很便宜，但是不提供獎學金，生活費要自

己想辦法，這個台灣囝仔為了不想跟家人要生活費，就到加油站去問

有沒有打工的機會，那個法國老闆用很奇怪的眼光看著他說，如果真

的有機會，我早提供給（全職）自己（法國）人了！真的沒有機會！

當我們經歷了處處有機會，從貧窮邁向繁榮的20年的集體記憶後，在

1990年，我們遭遇與其他國家一樣的境遇，遇到了Ｕ型的轉變，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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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不均在2000年達到最高點，即使最近幾年稍微改善，但是與過去

比起來，仍有非常嚴重的落差。前幾年許多工廠對外投資，國內工廠

關閉，我們開始嚐到即使願意努力工作，也沒有機會的滋味。1980年
代期間，紡織廠關門，沒有關係，塑膠鞋廠欣欣向榮，不需要太多技

術，沒有太多職場環境改變，就可以有新的工作機會。但是現在沒有

了。如果不會電腦，沒有一定的技術能力，中年轉業何其困難？！這

種發展是我們格外難以忍受的。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日本，日本所得

的差距其實很小，在這個國家裡，城鄉差距、教育水準的差距，和其

他國家比起來都小得多，形成這個國家的特殊景觀。而最近幾年來無

家可歸的流浪漢開始在東京市區和大城市出現，高低薪資差距明顯加

大，引發中產階級嚴重的危機感。 
這個現象跟全球化有什麼關係？這裡我引用IMF國際貨幣基金所

出版2007年World Economic Outlook的研究結果來說明。首先，我們

把全球化現象分解為兩部份，一部份指商品貿易的自由化與加速成

長，另一個是資金的跨國移動，是金融性的全球化。就全球化整體而

言，對全球所有國家的所得分配僅造成輕微的負面影響。若將全球化

現象分成上述兩種，則可以看出貿易自由化和貿易成長加速對所得分

配有正面效益，而金融性全球化才是造成所得分配惡化的主要原因。

這種貿易全球化有正面效益，金融全球化有負面影響的情況，即使分

地區來看，在不同地區也都如此，差別只在程度大小。這種現象，大

致印證了傳統貿易理論的比較利益說，商品自由貿易促使各國發展自

己相對有利的生產活動，透過互相交換，產生彼此互惠的效果。而金

融自由化與全球化，則提高了流動性生產要素（資本）的報酬，降低

非流動生產要素（土地和低技術勞動）的報酬，使得貧富不均日益嚴

重。 
在全球各地區當中，貿易自由化全球化最大的贏家是亞洲開發中

國家，它使這個地區各階層人民的所得都改善了，所得差距也縮小，

這個正面效益可以完全抵銷來自金融全球化的負面效應還有餘，以致

全球化的淨效果是正的。那麼亞洲開發中國家這十年來的所得分配惡

化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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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IMF的研究說，除了全球化，造成貧富不均更重要的的原因，

就是科技的進步，不管是在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或者落後國家，

都是造成分配不均的最大殺手。科技進步與全球化其實脫離不了關

係，全球化帶動海外投資風潮，改變貿易的型態，也導致技術的擴散。

過去的貿易是商品的交易，生產完成後，把成品出售到國外去。現在

因為科技的進步，網際網路的普遍使用，運輸、通訊的成本大幅下降，

空間的阻隔和時差，已不再是問題，企業家就把生產流程做細膩的分

割，然後把每一段生產流程放在成本最低的地方去做，隨著資金的外

移，就業機會也跟著移動到薪資最低的地方去，使得已開發國家的非

技術勞工的工作機會減少，也使不同地區的同類型勞工在薪資上形成

跨越國界的競爭。不管他住在哪裡，只要世界上有跟他同樣工作能力

的人，工資比他低很多，他就沒有機會，即使現在還有工作的工人，

薪水也很難再往上調。另外，也因為技術的進步可以取代部份非技術

性人工，減少了對低階勞工的需求，使得弱勢低技術的勞工的需求減

少。反之，技術人員的技術報酬卻上升。近年來美國所得分配不均的

惡化，很大的原因來自技術人員的薪水與低階勞工薪水的差距愈拉愈

大，低階勞工唯一的所得來源就是勞力所得，中產階級以上除了薪資

還有投資報酬，加在一起，就使貧富不均的現象益發嚴重了。最後這

張圖（4.14）把世界所有的人口，不論地區與國籍全部合併起來，再

來看看全球化、技術進步與其他等三個因素對全球最有錢與最窮20%
這兩個族群的影響。從1981到2003的23年當中，百分之二十最高所得

者的所得占全球總所得的比重增加了10％以上，百分之二十最低所得

的人，他的所得比重卻下降了。可見其對全球所得分配影響之一斑。 
仔細探討台灣的狀況，所得分配的變化與家庭結構的變遷有密切

的關係。從1980年到現在的20多年當中，不管是有錢的家庭或是貧窮

的家庭，都經歷了小家庭化。最低20％所得家庭的每戶平均人口從

1980年的3.6個人降到1.87個人，最高20％所得家庭也從5.8人降到4.37
個，而貧窮與富有的家庭有一個現象就是高所得的家庭就業人口多，

有雙薪甚至多薪，低所得賺錢的人少，2006年平均只有0.59個人，連

一個人都不到。這種狀況和單親家庭的增加，以及老年單身的增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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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而有些單親家庭的出現，部分是為了避免家庭暴力所採取的方式。 
按照主計處給我們資料，個人的所得大致可以分成受雇人員報

酬、產業主所得、財產所得及政府移轉所得等四大類。其中以受雇人

員報酬最為重要，政府移轉所得，其實是政府利用一些工具來調節所

得分配的工具。從1990年到2006年，最高家庭所得與最低家庭所的之

間，因為付出勞力所得到報酬的倍數差距，從1980年的5.48，上升到

2006年的14.48，將近3倍之多。這也反映技術變遷所帶來的影響。最

近十幾年年，台灣的生產技術有很大變化，台灣的農業創造百萬元產

值所需雇用的人數從1981年的 4.13人，一路下降為1.62人。工業為創

造百萬元產值，所雇用的人數也從0.95人降為0.31人。服務業則從1.24
人降為0.53人。也就是從原本的勞力密集轉變成資本密集或技術密

集。社會底層的人絕大部分都在製造業工作，製造業屬於工業的一

環，資料顯示過去，1997-2003的六年當中，製造業產值上升25％，

而就業人數增加不到百分之一，約只增加二萬人。雇用人員的結構也

有顯著改變，體力工或非技術工從雇用人數的六成降到三成，技術人

員、工程師等的比重則是增加的。根據我與經建會劉筱慧小姐的研

究，如果台灣以舊有的技術來生產，則這六年生產規模的擴大應該可

以增加71萬人的就業，但是因為這幾年台灣的產業結構的改變，使得

我們少掉26萬的雇用機會，又因每個產業使用更高的生產技術，使我

們又少掉了31萬個就業機會,其他因素又少掉16萬就業機會。台灣這幾

年有很多工廠歇業，工廠歇業其實對台灣來說不稀奇，因為這就是台

灣中小企業的特性，平均壽命不到十年，如果這一項做不好，我就會

改行另起爐灶做另一個，這種新陳代謝的作用可說是相當健康、無可

厚非的。但過去這幾年由於對外投資的盛行，這種新陳代謝當中，技

術的變革相當大，勞力密集型企業大量外移，對國內的就產生了嚴重

的結構性問題，也使所得分配隨之惡化了。 
對這樣的現象我們能做些什麼呢？我們來看看國際貨幣基金專

家的看法。這一張表非常有趣，它把五個所得族群，從所得最低的

20%、次低的、中間的、高的、最高的這幾個族群的份額變化作迴歸

分析，看看哪些因素可以改善低所得者的人所得、哪些因素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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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的結論是，外人投資及對外投資對於最低所得者不利。哪些有

利？是教育的普及和工業的發展，我們如果可以創造更多工業的機

會，使農業人口可以移出的話，那會使得最低所得的人情況有所改

善。這跟台灣的情況不一樣，我們比較有困難的是在低階的勞工，是

在製造業或工業部門工作的，而非農業部門的農民。 
我們剛剛說，造成問題的最主要原因是對外投資和外人投資，以

及科技的進步，我們可以說從此以後不要投資了嗎？我們可以阻止科

技進步嗎？當然絕不可能，如果我們限制愈多，就會限制自己的機

會，這其實是碰到成長與分配兩難的問題。Stiglitz提出全球化機構裡

面權力重組的問題，又離我們比較遠。站在當下，我邀請大家一起思

考，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實現分配的正義，又不損傷經濟成長的動

力？有兩個方向可以思考，一個是消極性的，所得分配不均既已發

生，我們可以使用一些政策工具來修正已經發生的事實，例如政府以

課稅和補貼來減輕貧富不均的程度。而這些消極性的作法，其實有積

極的意義，如果低收入戶所得可以提高一點，能夠吃得好一點，身體

比較健康，孩子不必負擔家計，可以上學，其實就為下一代開啟了機

會。這是在租稅制度、社會救助及社會福利的作法。另外一方面就是

教育，包含學校教育和職業技能，增進弱勢族群的能力，幫助他們實

現向上的社會流動。在我讀到國際貨幣基金報告和日本作者所寫的

「貧窮會遺傳」當中，提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所得分配將來要改

善，和當下社會最底層的人口所分配到的多寡有密切關係，所得太

少，連下一代都沒有翻身機會。所以維持弱勢家庭的基本生活是很重

要的，如果他可以過有尊嚴的生活，就業、就學、健康有保障，未來

就有希望。貧窮的家庭通常是老的老、小的小，如果可以增加老幼照

護的話，也是改善的方法。另外一個，也是世界銀行所提出來，他說

這些家庭有改善的點子、改善的意願，但是沒有生產的資財，這裡所

講的就是給予微型企業發展的機會。2001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尤努

斯教授舉世矚目的成就，就是從一個互助性質的微型企業貸款計畫所

發展出來，為底層的人創造很多發展的機會，也在全世界激起許多迴

響。幾年前有一本暢銷書叫做「金字塔底層的商機」，其中也特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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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在微利時代銀行貸款的利潤受被擠壓，向中大型企業放款的風險

也逐漸升高。因此銀行開始注意到向金字塔底層的人放款機會，他們

借得金額雖然少，但還款意願高，倒帳風險小，如果你給他機會，多

一點的利息他也願意付。最有名的例子是說，有一個住在偏遠地區的

人，他和鄰居街坊他周圍的人都是以織布維生。他貸款買了一輛腳踏

車，因此可以把鄰居和自己的布，到二十里外的地方販售，一、兩年

之後，他有錢買摩托車，開始專業作批貨商，一點點的投資改善了自

己和鄰居的生活。我們對這樣願意努力的人，是不是可以給多一點的

生產資財！另一個是增進社會流動的機會，剛剛講到製造業的工人需

要轉業，但是不容易，因為要有新技術、要適應新的職場文化，這都

與過去環境截然不同，我們也應提供他們所需的教育訓練和心理建

設。這幾個方面我們都可以努力，期待未來的世代不再因為就業的困

難而淪落貧窮。 
第二個思考的方向是，能否吸引資金回流，資金回流有兩個意

義，一個是回來投資，在這個地方提供好的工作機會，第二個則是回

來消費，我們可以製造消費的機會嗎？另外則是外籍勞工政策的反

省，對社會底層的人來說，缺乏技能的原住民，他們的工作機會的確

有外籍勞工的代替效應。就業不只是賺取所得，也是個人對自己價值

的肯定，與建立對社會的聯繫。一個人如果失業一年，他的自我價值

感就會大福低落、如果失業兩年，大概沒有機會回到職場，對於一些

弱勢殘障的人，我們是不是多一點保障，在政府機構裡多作一些推

動，我想在座很多人比我更瞭解問題所在，也希望得到大家回應，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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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價高漲期間政府扮演角色的探討 

講座：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徐教授兼系主任、
所長世勳 

日期：97年3月11日 
場次：9704-198 

 
謝謝蔣參事和各位貴賓，今天很高興能來

這邊跟大家探討糧價高漲政府扮演角色的問

題。我是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在經濟學中有所

謂事前與事後分析，模擬分析我們也常常在

做，譬如豬隻口蹄疫疫情的爆發、我國加入

WTO後的影響，及我們政府的因應對策等等，這個糧價高漲議題是事

後分析，我們事後要去追溯原因。譬如說口蹄疫疫情爆發之後，發現

GDP下降，下降了1%，我們能說全是口蹄疫疫情爆發的影響嗎？是

不一定的，事後的分析是特別難的，這裡有幾個觀念從經濟的角度讓

大家作一個參考。糧價高漲是不是有進口商的聯合行為、壟斷這一方

面，就要去作深入調查與統計數據分析，還有可能是成本上漲等因

素，糧價低的時候，貿委會就會很關心是不是有傾銷的問題，開始作

一些反傾銷的工作，另外，糧價是不是與我們休耕地有關，有哪些地

方是不是農委會事前作個因應對策，才不會造成問題，另外，公平會

這邊，上面匆匆忙忙要你們調查聯合行為，我感覺到探討糧價高漲的

原因這平常就要蒐集資料，並不是那麼簡單。 
首先我們來看Robert Mundell發人深省的一句話，他是很有名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歐元的idea就是他所提出的，他曾說過一句話

叫做「The World is a closed system.」，說的就是產業與國家是互相關

聯，像是「世界是平的」、或是「世界是相互關聯的」，互為影響、互

為變數，都是與這一句話有關聯。現在我們糧價的部份，像是生質酒

精、生質柴油，美國都是與能源政策有關，這也影響到我們糧食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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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關聯，所以處理事情時，要考量到因果關係，經濟學界最喜歡引

的話就是亞當斯密所說：自由經濟體系中，對於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除了訂定適當法律與維持適當競爭之外，干預的愈少愈好，價格體系

就會發揮看不見的手，使社會資源達到最好的配置，這是談何容易，

適當的法律、及經濟、社會、教育等，這些社會的基礎建設，不光是

硬體，包括對於財產權的尊重，這是很重要，這是大陸很欠缺，你會

發現它經濟成長很快，但是其他方面就很弱，所以維持一個適當的競

爭環境，就是公平會很重視，常常因為這個地方有所不足，我們經濟

常講的「市場失靈」，就是政府要介入，在補貼、保證價格，相對來

說，政府的介入有可能會造成「政府失靈」，失靈的話，很多方面，

譬如效率、動機跟一般社會福利的極大化是不是有關，這是需要考

量，所以在這個地方以亞當斯密這句話作為大家參考。 
我們現在來探討，因為糧價的上漲，有些糧食出口國，就課徵出

口稅，或是考慮到國家安全存糧這種限制出口的措施，過去這種比較

難想像，一般來說我們加入WTO最關心的是出口的補貼，美國、歐洲

等出口的補貼都是讓開發中國家很不高興，在談判中常常弄僵的就是

出口的補貼，反過來說，糧價漲的時候，每一個國家為了限制其安全

存糧，就有可能限制出口，據我們糧食進口來說，政府可以很快地有

降低關稅這種動作，就像我們台灣進口關稅稅率機動調降很簡單，我

們從中國那邊進口飼料用的玉米、營業稅、大宗物資減5%，過去我

們的轉作，叫你不要種米、改種玉米、高粱這種雜糧的話，也有保證

價格，過去我們已經把這種轉作計畫廢除，反而是我們的休耕面積將

近22萬公頃，你會發現農地有一半是休耕，我們糧食自給率是40%，

有不足的情況卻有這麼多農地在休耕，為什麼這些休耕地不去種一些

玉米、大豆來解決問題，所以這是我們糧食進口的部份，就是有這一

方面的考量來鼓勵進口。 
現在講一下台灣的農業結構與穀類的產銷概況，光看種植面積的

部份，是往下降，像是稻米的部份，也是將近24萬、25萬公頃的種植

面積，所以有22萬公頃是休耕，其他種植的面積也是普遍下降，過去

農家每人的所得是非農家所得的百分之七十多，當然農家的平均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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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又分農業所得與非農業所得，農戶的人口數，也是下降，比起

2000年入會之前，我們糧商的家數是減半，所以這個也是值得探討，

在整個運銷方面也會有影響，各類穀物生產的概況，你會發現我們整

個稻穀在生產最多的時候有達到250多萬公噸，現在已經降到126萬公

噸，其他的生產都是佔很小的幅度，所以整個生產來講，本身國內的

生產量是一直減少，尤其有關 WTO的入會，從限量進口改成關稅配

額，希望稻米減產是過去以來一直設定的方向，那個穀類的進口量，

玉米與黃豆都是蠻大，這是當作飼料用的，所以你可以看出穀物類價

格上漲對於畜牧業的衝擊是蠻大，很多家中南部的養豬場都關門，所

以你可以看出我們穀類的進口，以千元／一公噸來看的話，上漲的幅

度是很大，進口穀類高漲的原因有很多，譬如說全球暖化所引起、極

端氣候型態的增加、加上今年是反聖嬰現象，農作產量銳減、世界的

糧作庫存減少，供應面本身就受到影響，另外能源的部份，尤其是美

國這邊，它採用玉米與大豆來作生質酒精、柴油，在美國很多地區都

有煉製廠，所以能源與糧食是互相競爭，使得飼料價格上漲，推動肉

類、蛋製品價格的升高，像是新興國家中國、印度這些國家的經濟成

長是兩位數，對於這種蛋白質畜產的需求也增加，飼料需求也會增

加，所以這都是背後原因，過去我們認為農產品價格在國際上是很低

靡，有人說能源作物、生物技術在各領域的廣泛應用造成很多新興農

業，這兩個是未來農業的前景，也讓我們農業經濟這一方面也開始忙

起來，生質能源的背景就是因為油價漲到105元，使得有人在想甘藷、

甘蔗、甜高粱這一方面是不是可以用來提煉酒精，成本就划算，過去

油價低的時候很不划算，所以現在台經院與農糧署、台糖都有很多計

畫在做這一方面工作，基本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國際能源價格高漲，

帶動糧價高漲相關議題。 
美國2006年到2008年提煉燃料酒精，玉米的數量增加很多，也有

計畫要增加未來的補貼，這我們在台灣也在討論是不是要朝這個方

向，但也是有人說是不是我們可以在巴西種甘蔗，再從那邊運回來，

這是有在評估，光是生質柴油、或是生質酒精要走哪一條？就有很大

爭議，一開始農糧署這邊是推動柴油的部份，像是油菜花、向日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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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而且在嘉義那邊有設一個廠，但是考慮到這種作物不適合台

灣，因為有個颱風的話這些作物就全會遭致嚴重損害，所以推展起來

並沒有很順利，過去就有另外一派的聲音認為，甘藷與甘蔗就很適合

台灣來種。 
畜牧業的成本增加70%，其中飼料價格高漲佔很大的比例，養一

隻豬的成本大概是5600元到6000元，大家曉得我們加入WTO之後開放

進口等，使得我們一有價差出現的話，進口就馬上進來，我們的價格

維持在6000元多上下，但是成本一直抬高，所以利潤很薄，所以你看

養豬戶倒的倒，或是尋求一些替代飼料。 
政府為了因應物價上漲，公平會啟動「防治人為操縱物價防治小

組」，經濟部與公平會成立「重要商品及原物料市況監理工作小組」、

96年底還有穩定物價工作小組，等一下會跟大家提到關稅進口稅率調

降、還有從中國這邊進口飼料玉米，以及進口的檢驗費費率調降，檢

疫費的調降，這都是政府可以馬上採取的措施，還有其他營業稅、我

們公平會裡面主動去瞭解這一方面有沒有人為操作、聯合行為，農產

品不像工業產品，基本上比較不容易壟斷，因為農家生產家數蠻多，

一般來說競爭是普遍的現象，所以公平會要進一步查察有無聯合行為

要費很大功夫，以前農委會主委也希望我們系裡面的老師也去幫忙作

某些特定農產品的產銷成本調查，然後得出數據以便在這些特定農產

品價格高漲的時候看有沒有人為操作，因為涉及因素很多，所以那時

候也沒有老師願意作這個計畫，光是農產品的產銷成本調查及資料隨

時維護更新就要費很大的功夫。 
大家也都蠻清楚，統一、大成長城這些有關聯合行為的案例，大

家也曉得，還有聯合調漲豆皮價格，前陣子看見萬巒豬腳因為醬油成

本提高，快要撐不下去，整條街都提高價格，所以這個東西有沒有聯

合行為，會裡面要去調查，需要很多資料去提供，國內的玉米、白米

是不是有聯合壟斷漲價的行為？甚至年節的時候，民生物資是不是有

供銷上面人為操縱的行為，一般來說我們的看法是這一方面真的不簡

單，調查之後能夠成案，其實不多，以我們的看法，聯合行為應該是

蠻稀少。過去我們的措施就給人家一個印象是我們的糧食價格是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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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的，所以農產品的價格一般來說是要有一個基線的預測，基線預測

是由農委會依據相關統計資料及趨勢來作，這個可以讓普遍的消費者

曉得現在農產品總的來說是上漲的趨勢，這是一個基準的情境、是一

個事實，不要說為了選舉要來，就不讓它漲，過去幾年都不漲，結果

一漲就是大幅度的漲，反而是相當不好，所以基線的預測是要很精

準，像是美國農部USDA對於農產品價格都會有短期預測，台灣最起

碼應該要做出短期的農產品價格預測，而且應該愈精準愈好、愈讓我

們消費者瞭解，基線的預測後，如果漲的幅度太高，就會值得關心，

這就是所謂的預警系統，在貿委會就有這種預警系統，就是我們進口

的價和量，很多的產品我們現在在幫貿委會作監控，如果進口的價量

若有很大的異常，就要挑出來作進一步分析，所以農產品價格方面應

該事前告訴我們的消費者說－普遍的糧價上漲是可以預期的，從成本

面、世界的可耕地的減少、人口增加來看，是不得不的趨勢。 
這類似我們在國際貿易裡面所提到的反傾銷、像是台灣這種限制

競爭行為的案例並不是很多，所以這個是在很多方面，看在座各位有

沒有可以互相切磋，不公平競爭的行為，我這裡就跳過去。結論部份

我有幾個建議，糧價高漲的部份，我們過去的生產成本過高，像是稻

米的生產成本，約超過國際的平均五倍。前一陣子我們到大陸去，大

陸的部份也是很重視這種糧食的進口，但是很多港口存放進口糧的設

備還是跟不上，所以糧價的部份生產成本過高，所以大部分仰賴進

口，不光是糧食還有石油，另外就是實質種植面積是逐年的減少，這

是休耕的政策使然，有22萬公頃的農地未耕作，農委會現在已經開始

在鼓勵大家，種大豆、玉米這些雜糧來當飼料，國際方面有全球暖化

因素、再生能源的部份是人車爭糧，還有新興國家需求的遽增，公平

會這邊有主動去調查有無糧商不法的囤積、操縱糧價，在這一方面，

我剛剛跟大家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農產品的價格的基線預測，到

底是不變？上漲還是下跌？這個基線的預測很重要，可以讓我們消費

者有共識，過去來說我們以為這是一條水平線，加入WTO之後，更有

一種普遍的感覺是這條基線預測是會下降，其實不是這樣，這一條基

線的預測我們應該根據統計數據精確的預測，當然事後的價格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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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出或是低於很多，我們就可以懷疑是不是糧商有聯合行為，否則你

沒有基線的預測，以目前的價格是水平，相較之下，每一種農產品價

格都是上漲的，你會去懷疑說是不是有聯合行為或是不法，所以我認

為作法上可以仿造國內過去的幾次能源會議，大家爭吵不休二氧化碳

的基線預測的那一條線，來預測幾項主要農產品的價格趨勢，同樣

的，若是農業方面給大家的基線不應該是傳統的水平線，而是緩慢爬

升，這或許是不可逆轉、是農產品價格上漲的必然趨勢。 
農委會在這一方面似乎應該做好主要農產品價格基線預測及預

警系統的工作。另外，預期的心理也很重要，很多方面都有一種宣告

的效果，譬如布希政府宣告對於玉米價格的補貼兩年之後要調高，這

個就會在現在對於市場產生預期效果，現在就會發生影響，影響是短

期或是長期，還要再看；農業政策這邊，三E政策，就是經濟、環境、

能源方面，這些現象是交錯複雜，所以光看一個項目的話，其實是跟

能源、環境有關，所以我們物價、尤其是農產品價格，政府也不要干

預太多，雖然說我們公平會一出手，有一種嚇阻的效果，雖然沒有聯

合行為或不法行為，這種警示效果也不錯，我大概與大家作這一些分

享，會裡面當然很重視說是不是從法律面來看有無壟斷行為，回到我

一開始所講，糧價上漲是事後地從經濟角度來看，原因很多，如何釐

清是很難，需要很多數據及工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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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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鐵路到網際網路：科技變遷與 
競爭法之幾點淺見 

講座：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王助理教授明禮 
日期：97年5月6日 
場次：9705-199 

 
謝謝，大家好，就像主持人剛剛說的，

我是研究通訊網路方面的網路問題，競爭法

我稍有涉獵，但還是一個學生，相信各位朋

友都比我專精。我今天從學習的立場，我們

研究與通訊有關的問題，不免會碰到與競爭

法相關的問題；我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也很

誠心地跟大家請教。 
今天的題目是從鐵路到網路，這些曾經都是重要的科技發明，也

是基礎的建設；今天從一百多年來的歷史教訓中學到什麼，我會從鐵

路講起、到廣播、電話，到現在的通訊科技網際網路的發展，從歷史

脈絡我們來看相關的法律。 
首先我們說明一下基本觀念，科技從遠古開始就有了。我們現在

很習慣的東西，是過去一度很新的發明，當然現在快速的科技發展是

過去不能想像的；從人類遠古來看，最近兩百年是很不可思議的。所

有的科技發明都像是雨滴，只是雨滴掉在水裡面通常不是一個方向的

發展，一開始總有一個方向是發明人想的，但是當一個發明掉在水裡

面的時候，通常會造成其他方面的影響，是原本所不能預見的，當然

在一個社會對原有的法律秩序、經濟均衡、或是一般的價值會造成影

響。 
我舉一個例子，發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案子。在美國某一個

小地方發生的案子，某一個人告一個保險公司，那個人保一個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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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那照契約是在1897年9月18日中午12點到期。好死不死就在那時

發生火災，保險公司拒絕賠償，他說因為時間已經超過12點；當事人

說應該賠，因為還沒超過 12點。那誰對呢？那時當地有兩個鐘，根

據判決書的記載，一個鐘是記載11點45分，這可以說是solar time，就

是當地的平均時間。本來在沒有計時工具之前，人類是依據自然來計

算時間，一天的中午就是太陽在正上方，在地球的自轉及與太陽的關

係，那每一天會有一點差異；有時鐘了以後，就是把一年平均起來算

每一天的長度是多久。但是這個所謂平均的日曆天，還是以當地為

準，因為要根據當地的太陽；根據科學方法說，就是要根據當地的經

度，就是根據當地的規律之後，就建立一個鐘。但是那時候已經出現

時區的觀念，如果照那個時區的鐘，那時間就是12點02分。為什麼有

這種時區的鐘？簡單的說，那時候是正在推動國際時區運動期間，尚

未成型，在農業社會鐘根據的就是自己的鐘，尚未有時區的觀念。我

們現在非常習慣坐飛機到哪裡去，調一個鐘頭、或四個鐘頭等，我們

在熟悉時區的運動後建立了這個習慣，但那時候沒有，可能從這個鎮

到下一個鎮，時間要調17分鐘，到下一個鎮再調12分鐘，每個地方有

每個地方的差距，而不是剛好差一個鐘頭。 
有鐵路開始的時候，問題就來了，鐵路大亨們應該用誰的鐘為

準？因為要印時刻表、員工要幾點上班、轉轍員要在幾點幾分把鐵軌

從這邊改到這邊，這個事情要根據什麼鐘？所以一開始的時候，鐵路

有蒸汽機帶動，這技術是從英國開始的，英國很快就在格林威治建立

標準，英國是狹長型的，整個英國很快就統一成用同一時區。鐵路科

技到了美國，早期美國鐵路是從西方往東方跑，因為物資的運輸，在

匹茲堡附近挖到煤礦和鐵礦，很多東西要運到工業中心，那鐵路的時

間應該怎麼計算呢？就是以鐵路大本營的時間作鐘，所以從費城到匹

茲堡的鐵路，根據地就是匹茲堡，所以不管鐵路最後是到哪裡，到芝

加哥去也是一樣，所有的鐵路都是這樣，所以火車站要有兩個鐘，就

像我們現在的飛機場一樣，只不過現在的時間差是以小時為單位，那

時候不是整點，所以那時要坐火車的人就是要會一點心算。那時候最

大的站是匹茲堡，匹茲堡的火車站有六個鐘，所以那時鐵路大亨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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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認真在推動一件事情，就是時間要標準化。 
有了格林威治天文台之後，加上英國又是海上霸權國，所以那時

候的海洋的時間是以格林威治時間作時間，已經慢慢成為一種商業習

慣。鐵路發明之後，從美國內戰開始蓋了很多鐵路，他們聯合起來在

國會說要推行標準時間，但是一直失敗，因為地方的利益很強大，如

果你的生活跟鐵路有很大的關係，那你當然會希望時間標準化，但如

果沒有什麼關係，排斥力量就會強。當然鐵路大亨們並沒有做公共關

係，一副就是財大氣粗的樣子，包括使用奴工、費率不透明、不平等

訂價，而且也有很多暗盤交易。洛克斐勒的石油王國就是以那時候為

起點，其實他的興起，很多就是靠鐵路幫忙，鐵路公司給他們非常低

的價錢，諸如此類，鐵路公司老闆們的社會形象不好，所以推動這種

標準時間是很困難的，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21世紀初，國會才通過時

間的統一。 
火車們在這之前就自己聯合把時區定了，可是其他地方還沒有統

一；像是這個案例講的社區，時間就還沒有統一，根據記載，雖然那

個小鎮已經有一半以上的人使用的是火車的那個鐘。我們看見科技的

發展，雖然一開始講的科技的便利，但是對於既有的人民生活秩序、

經濟均衡產生非常大的影響，遠超乎發明火車的人所想像的。 
美國因為鐵路的發明，使得州際貿易蓬勃發展，包括美國聯邦政

府的權力也是在那時候大幅發展，資本集中的現象開始明顯，洛克斐

勒變成全世界最有錢的人，在汽車發明、石油能被用來開車之前，石

油主要是用來做媒油及燈油、冬天的暖氣、夜間點燈，光是這樣，洛

克斐勒就是當時最有錢的人，他不但叫火車給它最便宜的費率，它還

叫火車幫它阻擋競爭對手，鐵路網開始密集，競爭對手要運油，火車

就不讓他有通行權，甚至必要的時候動用空車廂把路擋住，要對手不

得不用人力把油裝成一桶一桶再搬過去。洛克斐勒組成一個嚴密的

trust，然後規避各州的管轄，因為煤油、燈油是民生的必需品，那時

候是在聯邦托拉斯法之前，但是那時候各州對於民生必需品trust管制

的想法已經出現了，所以洛克斐勒用很多方法打散它的公司組織。各

州對於外州來的公司有比較大的敵意，為了比較容易攻進這個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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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它就在各個州組織公司，然後再用trust的方法來組織整個集團，這

些都帶動後來些修曼法的發展，那時候最重要的推手就是鐵路，鐵路

擴張整個州際規模，促成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州際通商的需要也導

致愈來愈多的州際糾紛，因此後來有ICC（Internet Commerce）Act的
出現。 

這是美國第一個獨立管制機關，就是全美國也是全世界第一個具

現代意義的獨立管制機關，ICC的最大任務就是負責管鐵路，因為鐵

路那時候還讓政府補助很多錢，政府也免費提供土地，我的母校史丹

佛的創辦人也是鐵路大亨，他死之前做了一件好事就是蓋大學，但是

生前作的壞事可不少，包括一群人讓國會通過很多對他們有利的法

律，也給這些國會議員相當優厚的好處，國會議員就通過法律包括免

費提供國有土地、有權徵收私人土地，所以民怨很高，尤其是農民。

很多小規模農業把它讓給大規模的農業，在工業產品還沒有出現之

前，農業是鐵路的最大客戶，但是農業產品所得到的價格非常不一

致；簡單的說，有競爭的地方費率就便宜、沒競爭的地方費率就高。

我們今天看起來很卑鄙的手段那時候就是很常用。 
在制定了ICC之後，從那時候起美國國會就染上一個壞習慣，就

是國會議員不太喜歡作決定，他們就是制定了一個很模糊的規則之

後，成立一個行政機關，讓他們負責維持火車價格的公平，不可以欺

負消費者，用的就是我們現在的控制方法，就是去審火車的費率，所

以用一大堆專家去審。修曼法是在ICC成立之前一點點，本身沒有什

麼牙齒，美國anti-trust law有牙齒是在191幾年之後，ICC也不太知道

要怎麼使用反托拉斯的方法，但是他們很努力地想要管火車，但是火

車集團很快的學會要怎麼樣逃脫行政機關的管制。 
這時經濟活動的規模已經超過前幾個世代，工業革命所出現的經

濟革命開始出現滾石，這種新的競爭型態所帶來的手腕等等，南方菸

草的大集團、鐵路等等，如果使用的手段不好，你怎麼說它們是不合

法便成為一個問題，在21世紀初期美國的老羅斯福總統非常努力想要

用anti-trust的法律打擊trust，事實上當時也發生很多break-up 的事

情，現在常聽到的雪弗隆、艾克森美弗，都是在那個時候被分家的所

~ 46 ~ 



 

跑出來的子公司，這是那時候一開始的情況。 
鐵路的發展某個程度來說幫助了電話發展。鐵路在19世紀相對來

說是一個野蠻的、爭權奪利的，從林肯時代就開始，為了聯邦統一的

需要，鼓勵做出橫越美國的鐵路，整個美國的東岸到西岸全部連起

來，而且不只一條，路權成為貝爾公司鋪電話線非常重要的通道。後

來路權就沒有那麼容易拿了，貝爾也是會用很多政商關係拿很多好

處，很會打擊競爭對手，對於貝爾來說，最重要的幫手就是新產品的

差異，今天搬的不再是實體的貨物，而是人的聲音，通話這個東西，

在19世紀中、20世紀初開始成熟、普及。一開始美國本來有很多電話

公司，彼此之間是不通的，就像我是中華電信、你是亞太電信，那你

家就不能打到我家，很快就會促成所謂網路效應，你一開始要辦電話

的時候，第一關心的就是你所要打電話的對象他家是用什麼電話。貝

爾當初的名氣很大，到現在很多人說他是電話的發明人，其實這個說

法不見得正確，在他之前就有科學家發明，貝爾那時候商業手腕很

強，也收購了很多競爭者，當他打擊競爭之後自己成了領導品牌，很

多人就會找領導品牌去牽電話，所以並不是技術上做不到，而是為了

要跟大家通電話，因為如果你牽別家的電話他就不跟你通，後來當然

有反托拉斯的關係，所以聯邦政府與州政府有介入，所以那時候就必

須有一些退讓，就是採取區域交換的方式，買下一些、讓出一些，那

其他競爭者就擁有一定的區域，不過長期範圍很小，會慢慢失去競爭

力，等他自然消失之後，就可以進入，所以貝爾總裁當初提出「one 
party、one system、universal service」聽起來非常冠冕堂皇的口號，我

們說普及服務，就是追溯到那個時候的理想，其實那只是生意上的野

心，就是說全美國要統一在貝爾公司底下，所以全美國的電話由他供

應，很快的他就建立出一個全國的電話王國。 
Radio的發展比電話要晚幾十年，同樣是在19世紀末出現這樣的

技術，一開始是軍用，尤其是海軍；民用也有，也是在海上。在鐵達

尼號沉沒之後，美國就通過一個法案，就是強制海上船隻全部都要用

radio，這個一開始是船與船之間的通訊，後來就出現很多業餘的玩

家，就有各式各樣的玩法，很多人就在家裡面用個台，自己唱歌、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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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放音樂，就變成現在的廣播電台；另外一個轉捩點就是第一次世

界大戰，約在1914到1918左右，命令很多與radio有關的專利必須要

consolidate，包括早期從德國、義大利的子公司被美國徵收，那美國

主要的專利是在奇異的手裡，那奇異後來在美國政府幫助之下，主要

的專利就consolidate在RCA底下，這些東西整理起來之後美國政府要

使用比較方便，不過也因為這樣就成就了RCA的霸權。RCA在奇異底

下等於是子公司，後來在它下面成立子公司就是所謂的NBC，這些都

是最大廣播電視網。 
當時新的發明，沒有人知道該怎麼辦，結果大家的radio就打架，

今天我被你蓋台，我明天就去買一個更大功率的，明天就蓋你台，那

這樣受不了，尤其是商業性的廣播集團，就說不行，我們要商業秩序，

所以慢慢的就有法律的制定。 
1934年的Federal Communication Act是劃時代性的法案，FCC也在

那時候成立，成了電話、廣播的管制機關。電話是比較早出現的，電

話本來是ICC在管，最早是管鐵路，後來有廣播之後就把電話管轄權

移給FCC，兼管了電話與廣播，那兩套系統就一直留到現在。歐洲那

時候已經出現公共電台，另外一個就是教育性的電台，因為早期的使

用者很多是熱心於教育的人，他們就把廣播保留作公益性的使用，特

別是教育性使用，這些後來被否決了，美國就走向商業性的使用。 
FCC的成立是要管制這個新的產業，但是利益團體很快就俘虜了

這個機關，我這裡舉了一個例子，就是阿姆斯壯，不是登陸月球那一

個喔，但是他應該與登陸月球那一個齊名。他發明了利用FM radio的
方法，在那之前只有AM，這是一個比較不好的技術，容易受到干擾，

從調幅變成調頻是很了不起的；但是NBC的老闆其實很害怕，因為

1943年那個案子後，NBC分家出來的一個ABC，擁有全國最大的商業

電台的網路，那老闆本來叫你去改進AM噪音干擾的問題，結果你去

發明一個新的技術，那不得了，如果被別人拿去，就會弄出更多有新

技術的電台出來，所以就用非常多手段打擊阿姆斯壯，在FCC的幫忙

之下，排擠了阿姆斯壯的專利，因為有了FCC之後什麼電台都要經過

他的核准，所以他就想辦法叫FCC不要核准這種技術，一直等到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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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專利失效了，他才把這種手段放鬆，自己也可以不用付錢就可以

用了。阿姆斯壯一直奮戰不懈，過了十幾年之後，專利過期了、律師

費也讓自己破產了，所以他就從樓上跳下來。 
Radio是成立在FCC的前一年，FCC一成立就跟企業界保持良好的

關係，RCA那時候雇了一個人，他就是FCC的第一任（還是第二任？）

的主席，一直到法院介入，就是動用反托拉斯法，在法院的判決之下

把NBC解體。像是貝爾與FCC的關係一直非常良好，在他的保護之

下，一直保持著領先的地位，所以一直是壟斷的，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一下老電影，會發現貝爾（就是AT&T）有很長的

時間被認為是魔鬼企業的代表，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用了奇怪的手段，

在那時候是被認為理所當然的，包括禁止使用者自備話機，這在現在

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你一定要用他家的話機，只能租不能買；後來法

院說應該要開放，就是讓使用者可自備話機。就是說，你如果要買，

要先跟AT&T買斷話機，那我再把話機免費還給電話公司，再付他一

筆費用叫做接線費讓他幫我接線。所以這時候AT&T有奇怪的規定，

但是沒辦法，那時候他是唯一的，一直到1982年他被命令break up為
止，那這是早期電話跟radio一樣，你可以說radio與電話是在某一種保

護下長大，那他到某一個程度之後，就會安逸了，之後就會開始出現

新的挑戰者。 
電腦是最重要的發明之一，最早是從英國來的，就是英國非常著

名的數學家，也是盟軍打贏二次世界大戰最重要的幕後英雄之一，是

他破了德國潛水艇的密碼，發明了一台機器，被認為是電腦的前身。

可是戰後他鬱鬱寡歡，因為他是同性戀，在那個時候不被社會所接

受，後來他也自殺了。在二次大戰的時候，美國因為花了很多錢請大

家作電腦的實驗，所以戰後很多成果就出現了，電晶體在貝爾實驗室

誕生，貝爾實驗室是AT&T養的，因為它太有錢了，就出了很多重要

的科學家，這些新的技術一開始並沒有被做很好的利用，電晶體到積

體電路，很多從貝爾實驗室及RCA來的人發現了新的通訊方法，從類

比式的科技進入到數位的科技，整個變成一個新的革命，IBM、Intel 及
Microsoft產生了新的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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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美國軍方國防部要作 Internet的時候，第一個想到的是

AT&T。那時候擁有全美國最偉大的網路，軍方的指揮控制靠的也是

AT&T；那時候的網路是電話網路，AT&T有現成的電路、有全美國最

一流的實驗室。AT&T不想做這個生意，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怕競

爭，怕有一個新的技術出來打擊他現在的技術，所以後來就是幾個大

學和小實驗室玩出來的，所以後來是另外一批的公司領導了網路，早

期的技術領導者就變成技術跟隨者。一開始新技術一定沒有舊技術好

用，舊技術已經發展到非常完善的境界，新技術一開始不太好用，如

果大家用過早期的網路一定知道，網路一定很不穩定，舊技術當然是

很看低這些新技術。但是到後來，新的技術取代舊技術，一群新的領

導者就出來了，他們都是非常強悍的公司，他們出現之後又再度改變

經濟的邏輯，透過掌握你桌面的作業系統，賣你軟體，把這些整合起

來就替自己養了一條金牛。 
管制者以及很多學者到現在都很困擾，就是你怎麼界定這個新的

市場，尤其是這個技術變化這麼快，他說這是整合作業系統，你說這

是新的產品，那這到底是或不是？十年前很明顯的是，但現在你說他

是作業系統的一部分也不奇怪，現在網路browser自己也變成一個作業

系統的平台，所以這個技術變化這麼快，那我們介入的點應該在哪

裡，我們要怎麼界定市場，這是很困難的。更進一步我們自從網路的

出現以後，新的一波就來了，包括比爾蓋茲都沒有想到，有一天網路

會變成這麼大的市場。當他聽到Netscape公司上市從幾塊錢美金一路

翻了好幾千倍，他跟他的員工說，他從椅子上摔下來，趕快說我們也

要急起直追！再度上演的是，一群互相競爭的廠商，後來所遇到的競

爭對手不是原來所預想的，而是一個新的技術，從完全看不見的地方

跑出來。從短短的二十幾年內，整個網路環境已經完全改觀了，新的

技術也讓原有的市場界線模糊了，這也是目前NCC一成立就碰到很多

麻煩的事情，因為那是以前電信總局都不用碰到的事，現在競爭者出

現就讓界線消失掉了，舊的技術者就腹背受敵，今天不是說把事情做

的更快更好就好了，不是只有這樣而已，web 2.0出現的時候很多人說

這有什麼用，但是有誰看見他今天可以變成這樣，現在有blog，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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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ipedia，那我們都從單純消費者變成創造者，所以很多新的事業型

態，或是說文化，就在慢慢形成了，到底誰會活下去。Google的興起

代表一股潮流，在資訊多到不能再多的時候，就想到說乾脆不要整理

了，用搜尋的比較快，那Google搜尋的desktop，讓大家從網路上搜尋

變成在桌面上搜尋，所以一下子就變得這麼受歡迎，在這整個資訊的

變化，就是從類比時代過度到數位時代，剛好跟另一個管制的潮流不

謀而合，我們慢慢看見ICC、FCC所用的管制方式已經不夠了，你只

是叫它不要漲價，既沒辦法保護消費者，也不能促進競爭，特別是費

率的控制，往往交換的代價就是法定的獨占，或是類似法定的獨占，

所以管制思潮也在轉變。 
這樣的歷史發展，我個人有一點粗淺的心得，infrastructure的發

展對我們的社會法律及競爭政策的關係如何。當然我們不是科技決定

論，不是一切都決定於科技，而是說這是一個互動的過程，我想就是

要特別藉模型來說明。如果一個人在社會裡面受到好幾種不同利益的

制約，我們受法律的制約，一般人其實沒有什麼機會去觸犯法律，但

是我們知道有限制在那邊；社會有社會上的習慣，包括我們要穿什

麼，做事要怎麼做，要孝順父母等等，很多約定成俗的社會習慣。有

一個法社會學家做的研究，就是觀察美國開車人的行為；美國很多地

方沒有紅綠燈，只有停止的號誌，交通不繁忙的時候，就是你按照規

定停下來2、3秒鐘之後就可以走了。這個法社會學家就等在一個不繁

忙的路口。如果是繁忙的話，那就是大家都會照規定停下來，誰先到

路口誰先走，如果同時到的話，右邊的人先走，除非四個方向都有人

到，否則一定有方法可以知道是誰先走，如果四個方向都有人到，就

是大家先打個招呼，如果常這樣，就是這裡應該設紅綠燈。法社會學

家就在不繁忙的路口看，他看見大多數的人可能會減速但是不會停，

就看誰是最守規矩的，他自己就做紀錄，看每個人看起來是怎樣，開

什麼車等等，結果他發現，不分年齡性別長相，你猜誰最守規矩？結

果是旁邊有坐人的最守規矩。你知道為什麼？因為當你旁邊有坐人的

時候，就會在乎另外一個人的看法，所以大家開車就會比較小心，那

這就是社會對我們的拘束力。因為我們活在社會裡，很自然而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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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的就會在乎別人看法。我們知道經濟市場裡面，市場提供我

們怎麼樣的選擇，我們常常說市場裡面有一隻看不見的黑手，這些都

會對我們的行為造成影響。但我們常忘記一種東西，就是自然所帶給

我們的限制。 
我們之所以發展出這樣的經濟行為、這樣的法律，常常是因為我

們受到自然的限制，這使我們不知不覺對其他三個modality產生影

響。古今中外為什麼都有殺人罪，其實很簡單，就是自然讓我們知道

拿走一個生命就回不來了，所以這是最嚴重的，如果我們像電動玩具

一樣，一個人有三條命，那殺人罪就不是最嚴重的。平常我們沒有討

論這種的意義，因為不可能創造一個社會一個人有三條命，所以在科

技出現之前，我們討論這個沒有意義，今天科技的進步非常快速，快

到某個程度可以操作自然，從人類學會用火開始就是了，但與自然相

對抗，我們的力量實在太微小。尤其你看網路的社會，那網路的世界

根本就是程式寫成的，這些就都是人為的，所以人對這個世界的控制

就會很強，不是說這個東西決定一切，我們社會是很豐富的，有各式

各樣的面向，但每個面向會互相作用，我們看見的科技是等比級數在

增加。我們再往前看未來的三、五十年，是不是還是以等比級數增加，

這個部分也就是科學的Modality對其他部分的作用會愈來愈強。 
另外，我們看前面的例子，這些monopoly、這些卡特爾行為，他

們真正的競爭者是從完全沒有想到的方向來的，如果我們往前走，希

望一個向上的社會環境中，與其說我們保護競爭，不如應該更保護創

新，創新的環境及平台，那這會有很多政策上的課題，我們提其中兩

個。 
第一個我們簡單的說，看科技的發展是這樣，有一個重大的技術

突破，然後會有早期的奇怪運用，很多科技都是從「偷」開始的，電

影是偷文學作品、radio就偷歌、衛星就偷電視。好萊塢也是這樣開始

的，它是從東岸逃到西岸來，為了避免當初一些東岸很嚴格的規範，

那發展早期都會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有的不見得是不好的事情。 
再來一個常見現象就是over competition，就是大家發現什麼東西

賺錢，就拼命搶著要做這件事情，結果太多人做同樣的事情，鐵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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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光纖也是這樣。80年代有很多人搶著要鋪光纖，因為他們說光

纖是下一個賺錢的金牛，結果有人成功了、有人失敗了，有太多的競

爭者，但是過度競爭導致新的運用，蓋了太多鐵路之後，就會想辦法

降價，設法吸引更多人來使用。再來它就是想要找補貼，這就是為什

麼從有電話開始它就樂於與電話公司合作，過度競爭之後會有很多新

的應用跑出來，新的應用跑出來之後，這幾年大家拼命擴充頻寬，那

過去很窄頻的應用，到了寬頻就可以做很多應用，有很多新的想法跑

出來，最後就會導致新的科技，保護競爭其實我們就是要保護競爭環

境的健全。 
智慧財產權是值得考慮的制度，智慧財產權在這幾年有很大的擴

充，我們看到網路的發展，看到它對社會既有的經濟秩序、著作權法

的衝擊，很多人會覺得不安，因為他們是強而有力的利益團體，所以

政府就採取了行動，但這些新的立法不見得是很好的，因為在快速變

遷的社會裡，很快急著通過法律的時候，根本還沒有考慮詳細。台灣

的情形很明顯，台灣根本就是被美國押著走，這情況之下社會共識是

很低的，社會幾個管制的modality裡面，法律是有很特殊的地位的，

法律不像社會規範，他是具有強制性的，所以民主國家裡面它是有一

套機制來控制他的，也就是民主程序，法律要經過辯論之後才能形成

共識，今天如果急就章，很多東西就沒有深刻共識，你看到在今天P2P
的流行，唱片公司說簡直是罪大惡極，電影公司也開始慢慢緊張，怕

是網路上下載，你會看到背後有更深的經濟問題存在。 
今天如果有一個法律讓全世界幾千幾億人都違法的話，可能不是

這些人的問題，而是法律本身的手段、管制有問題。太急促之下有一

些不好的副作用，這其實是值得注意的。像是在美國有一種把匿名人

身份揭露的措施申請subpoena，結果常變成打擊言論的手段，那我去

申請這個常常不是因為它真的侵犯著作權，而是我想要知道他是誰？

就去申請subpoena，今天我開一個公司，我要說這個公司很爛，說作

假帳、埋暗管、排廢水等等，我會想寫這麼清楚，八成是我自己公司

的員工，我很難抓到，我在美國就去申請subpoena，我就跟BBS站長

說這段文字侵害我們公司文件裡的某一段話，侵害著作權，請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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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匿名人的名字，我就可以知道那個員工是誰了，我就可以處罰那

個員工了。當初通過這種法律，就是網路上會發生一些侵權，如果侵

權人匿名就知道要怎麼告，所以我們要保護原告的這種權利，讓他可

以申請揭露對方的名字，但產生這樣的問題是當初所始料未及的。 
所以太強的權利保護，事實上就是有把資訊鎖起來的味道，一旦

被鎖起來之後就對創意造成某些阻礙。今天的網路已經改變了資訊生

產的結構，很多資訊的消費者都變成資訊的生產者，品質不一是一回

事，但是現在很多人透過部落格或其他的工具可以成為參與者，所有

的文化創作從古至今沒有事可以關在門內自己做的，所以文化創作是

站在巨人的後面，如果這些巨人都被專利權、著作權鎖死的話，就很

難繼續下去了。今天就是過度擴張的智慧財產權所產生的現象，反而

是阻礙創新了。 
另外一個是關於Internet architecture的事情，那最早是國防部找

AT&T作，但是它不做，就去找一群學者做，他的想法其實簡單，就

是我冷戰時期的時後有一個重要的指揮的中樞被炸掉了，很多通訊都

斷掉了，但是沒關係我還是有很多其他的路可以走。這在過去是很困

難，所以AT&A配合度不高，國防部覺得自己要有最大的flexibility，
所以希望網路的核心是愈簡單愈好，低link 的redundancy，我要有

multiple的 route，就要有 multiple 的router，那route不能太貴，function
要簡單，所以一開始的 protocol 設計就要簡單，intelligence在終端，

所以終端會有各式各樣的創造發明。傳統的模式，像是電話，中間是

要powerful的，那終端是笨的，電話是笨的；電話要有什麼功能要看

機房，像是caller ID、三方通話。電話一百年來沒有太大進步，一開

始的設計就是電話要便宜，智慧放在核心。網路剛好相反，電腦是貴

的，所以現在要是有一個想法很特別的大學生想到什麼東西，如果大

家喜歡那它就發達了，所以Google、Netscape 都是這樣起來的。這些

新的創造與發明就可以源源不絕，我們最近看到網路社會的亂象，所

以最近幾年就是有網路要集中管理的呼聲、要能夠有更好的控制，一

開始沒有匿名上網的這種東西，大家要上網之前要登記，就不會有這

麼多亂七八糟的問題。但我們應該要想的是，如果我們這麼作會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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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代價，這是不是我們想要的，那一些科學家設計網路的時候也沒

有跟我們商量，大家用了也覺得很好，今天我們想要更多集中管理、

更多控制，也就代表更多隱私權的威脅、更多的控制等等，這是不是

我們喜歡的？其實這就是價值判斷，就應該讓更多人加入討論。 
再來，從美國來看，規制機關常處在困難的處境，在那樣的環境

它也特別會被capture，從ICC到FCC都一樣，尤其是專門管一個產業

的話，就特別容易跟那個產業產生特別關係。某程度來說，美國對於

通訊產業的政策，是多頭馬車，但是多頭馬車是有好處的，如果FCC
被抓住了，那FTC還是可以發揮作用，就是說普遍目的管制機關是有

好處的。法院也會扮演重要角色，雖然它是被動的，但是它通過對於

法律的詮釋，法律背後的立法目的與社會價值就會有溝通與互動的機

會，每一個新判決出來就會產生一些迴響、討論與調整。像這種競爭

政策的把握，不能單純仰賴某一個機關，立法、行政及司法還有大家

共通的、普遍的參與，這是我的心得報告，藉這個機會，趁機推銷一

下creative common的著作權條款，中研院的同仁很努力的作一些翻

譯，這是在鼓勵非商用性的分享，我們推廣這樣的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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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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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之和解 

講座：輔仁大學法律系張副教授文郁 
日期：97年6月24日 
場次：9706-200 

 
主任、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很榮

幸可以來這邊替各位介紹行政法上之和解契

約，這和公平會也有一點關聯性，當時寫這

篇文章的時候比較匆促，所以沒有針對委員

會的相關和解事項做進一步的介紹，我會針

對公平會所擬的行政處理原則，做一個小小

的評議，這部分之後再向各位報告。 
首先要為各位介紹行政和解契約，在行政程序法第135條以下有

特別規定行政契約。早期行政法的理論比較講求國家主義及國家的統

治權作用，所以國家和人民之間的典型行為模式是行政處分，由國家

行政機關立於高權統治地位，對於人民（被統治的對象）單方行使高

權，然後實行國家和人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這在十九世紀末、二

十世紀中期以前，是很流行的行政行為模式。但是第一次大戰結束以

後，基本人權思想就不同了，第二次大戰之後，基本人權思想被充分

地貫徹，這對於行政法學的影響非常深遠，對行政行為模式也是其中

的一個。 
本來行政機關立於高權的地位，習慣以單方行為決定和人民雙方

間的義務關係。因為主權在民，強調人民是所有國家權力的根源，國

家之所以存在，不是因為把人民當作統治的客體，來遂行國家意志實

踐國家存在目的；現代國家在憲法裡都會特別強調基本權的保障及憲

法原則，德國基本法就明文規定，所有的國家機關都應該以實現憲法

相關基本權的規定作為主要任務，關於基本權的規定都作為直接有效

的法律，拘束所有的國家機關。從這個觀點來看，整個行政法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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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大幅度的修正，修正到行政契約的承認。本來國家若是立於高權統

治者的地位，基本上是不承認人民可以和國家立於平等的地位來締結

行政契約，從傳統的行政法理論來觀察的話，對人民而言，基本上只

能接受國家機關的意志，然後去實踐他的權利義務；可是上述理念貫

徹之後，國家機關儘可能淡化高權統治的色彩，在行政法領域就特別

強調是為人民的基本權來執行行政任務，因此在行政行為的選擇上就

會改變，不再是絕對採取行政處分的方式，而是儘可能尊重人民意

志，把人民當作是行政機關行為的相對主體，在這種理論之下，行政

契約的承認就在行政法學上蓬勃發展。 
各位可以去搜尋一下以前最高法院的判例，有很多現今被認為是

行政契約的，在早期法院全部都把它當成是私法契約。最高法院認為

統治支配的行政法，可能存在人民和行政機關的平等地位去簽訂行政

契約，所以有一個契約存在的話，表示行政機關放棄公權力主體的地

位不行使公權力，而是立於與人民相同的地位，和人民締結一個私法

契約，這種見解在我國最近十年來才漸漸改變，對於行政契約的承

認，特別是行政程序法制定、施行以後才普遍地讓大家接受，以上是

關於行政法上和解契約的演變脈絡介紹。 
行政契約被普遍接受之後，關於它的類型，應該要有幾種？有不

同的看法，甚至行政機關締結行政契約要不要有法律依據，都有爭

執，各家學說見解不一。各位可以從行政程序法第135條來觀察立法

者用語，本身並沒有明確規定那些行政事項是可以締結行政契約，那

些事項不能締結；基本上如果法律沒有禁止的或性質上不被禁止的，

都可以締結行政契約。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來探討那些事項不應該用

行政契約締結？ 
按照剛剛的說明，傳統威權行政的思想底下，公權力的行使一定

要由國家保留，但到了近代社會，哪些公權力不應該把它交出去，而

是應該由國家單方充分保留這些權力，有了一些爭執。通說認為關於

國家武力的行使、軍事力量、公安維持武裝力量的行使，一般認為是

保留給國家，凡是涉及武力行使，就不可以和國家締結和解契約或行

政契約。第二，租稅的情形，依照憲法規定的「租稅法定主義」，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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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情形下，國家和人民之間產生什麼樣的租稅權利義務關係。所以在

這些事項裡面，租稅的權利義務一般不認為可以和人民締結契約。另

外，關於國家的任官行為，公務員的任用，傳統講求服從，公務員單

方接受國家指令，然後依照相關法規去執行國家意志，並執行行政任

務，任官的部分多數學者認為不應該用行政契約來締結。不過這些傳

統的概念，都逐漸的鬆動。 
現在關於募兵制度是不是要繼續存在，很多人提出建議。募兵是

人民和國家軍事機關之間，藉由雙方的意思合致，締結一個協議到軍

隊去服務，這個制度建立以後，關於剛剛所講武力的行使這個部分，

是不是容許行政契約的存在？第二個問題，租稅是不是完全由國家機

關立於公權力地位，然後對人民去行使？租稅獎勵，大企業能不能與

國家機關立於平等地位，與國家就相關權利義務達成協議，在現代社

會也是履見不鮮；甚至徵收，現在社會底下講求便民，稅捐稽徵機關

會締結行政契約委託私人徵收稅捐，其中當然包括收取，例如：現在

人民可以到便利商店去繳稅。關於任官部分，傳統用任命的方式任用

公務員，但現在公務員的種類非常多樣，除了傳統的任用以外，聘用

到底算不算是公法上的法律關係，約聘的公務員算不算公務員？大部

分學者認為雇用是屬於私法的性質，是屬於民法的僱佣契約，那聘用

的公務員到底算不算一般公法上所理解的公務員，這個問題見仁見

智。個人認為相關法律未明確之前，是不是承認有所謂「現實的公務

員制度」存在？當然理論上是可以接受的，然而是不是需要有相關法

制作為依據，如果沒有的話，這些人與行政機關締結的契約到底是屬

於私法的契約嗎？現在多數學者認為，這是屬於私法性質而非公法性

質的契約。 
透過剛剛提到的幾個案例，各位可以發現，傳統行政法領域的改

變造成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的態樣，相對地有多種選擇，特別是在行

政行為的選擇。除了行政處分以外，行政機關也可以立於與私人相同

的地位，以私經濟行為與人民締結私法契約；或者現在更普遍的是，

保留公權力主體地位與人民締結行政契約，當然行政契約締結主體可

能是行政機關與人民，也可能是行政機關相互之間、公權力主體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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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所締結。關於這部分，做一個簡單的小結論，行政契約的承認，

在現代行政法中已經沒有疑問了，它可以存在的領域，已深入到傳統

高權的核心，包括：徵兵、租稅、公務人員的任命，都已經有人主張

行政契約的存在。所以在行政程序法公布施行以後，到底還有沒有什

麼事項是會排除行政契約的適用呢？這需要多方類型化及探討。 
首先就民法規定而言，可以從民法第736條以下查看有關和解的

基本概念。和解是根據當事人兩造互相讓步，把原來各自主張的舊權

利拋棄了，締結一個和解契約。基本上，行政機關在這個概念下要和

人民締結和解契約，是不是符合所謂法治國的依法行政原則？是有爭

議的。通說認為，和解契約的選用應該是不違背法治國原則，因為行

政程序法第136條針對和解契約設了一些要件，然而這些要件會引起

很多爭議。 
第136條明白指出，和解契約的締結是要代替行政處分，如同剛

剛說明，從條文用語來觀察的話，本來行政機關是要以單方行政處分

的方式，規範國家公權力與人民間的權利義務關係，可是通常會因為

作為行政處分基礎的事實或者法律關係不明，而為了有效達成行政目

的，解決行政機關與人民相互之間的紛爭，所以立法者例外地允許締

結和解契約，例外來處理相關的行政事件，在這種情形之下。或許初

步理解，依照第136條的規定，行政機關原本不是要締結行政契約，

是要採取行政處分方式執行行政任務，但因為碰到事實上調查的困

難，法律基礎關係沒有辦法查明，才不得已採取和解。這個要件跟民

法和解有本質上的差異性，民法的和解契約並沒有這樣要求，是以有

學者主張，譬如劉孔中教授就認為，行政法上的和解契約是不是一概

要以事實不明、或法律關係不明作為要件？他提出質疑。個人粗淺的

看法是，行政法上和解契約的範圍或許可以理解成和民法和解契約的

範圍一樣大，而行政程序法第136條所規定的和解契約，只是行政法

上和解契約的一小部分。換句話說，受限於文義解釋，行政法上的和

解契約或許只是在取代行政處分的範圍內受到第136條的限制，如果

不是要代替行政處分的，或許可以類推適用民法第736條以下的規

定，締結其他行政法上的和解契約。簡單的說，行政程序法第13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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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全面性的或普遍性的，反而是侷限性的，屬於部分的規定，行

政機關為了避免耗時或行政效率的維持，不一定是僅限於事實或是基

礎法律關係不明的狀況，才可以締結行政和解契約，參考德國行政程

序法相關規定，還包括一個情形，就是雖然可以調查清楚，但是行政

機關去調查所耗費的費用和查明所得到的結果，與所欲達到的目的不

成比例；換句話說，當耗費的資源非常龐大，但所帶來的利益卻微不

足道，而顯然不相平衡時，這種情形也可以締結和解契約，但由誰來

認定「顯失均衡」是有一點質疑的。個人認為關於行政法上的和解契

約，只要法律並未禁止且又不違反基本權保障，就可以成立行政法上

的和解契約。 
觀察第136條設了一個限制就是「事實或法律上不能」，這樣可以

訂立和解契約，可是依照剛才跟大家所做的說明，這個要件並不是絕

對的要件。特別再舉一個例子跟大家說明，這跟公平交易案件可不可

以和解，可能有一點關聯。 
剛剛提到租稅法定主義，租稅法定主義的適用是，稅捐稽徵機關

在什麼情況下、徵收多少、稅法上的權利義務，皆不可以由行政機關

自由處分，完全要依照法律的規定。按照德國的通說與本國學者基本

上是採取相同見解，除非法律有規定，否則稅捐機關對於權利義務沒

有處分權，沒有處分權就沒辦法締結和解契約，大家從行政程序法第

136條看不出這種限制，但是個人認為這些要件的本質限制，可以從

行政訴訟法第219條看出。 
第219條條文明白規定「當事人對於訴訟標的具有處分權並不違

反公益者，可以締結訴訟和解」，為什麼特別提到這個呢？因為訴訟

和解是兩元性質，實體法上的和解有效，才可能成立訴訟法上的和

解，從行政訴訟法第 219條規定可以得知，行政機關要與人民締結和

解契約，首要對於和解的事項要有處分權，若無處分權，是不能讓步

的，沒有辦法讓步，就無法主張和解契約。在這種情形之下，行政機

關要和解要先有處分權，像剛剛所說的租稅法定主義，行政機關受限

於原則，基本上對於租稅的權利義務關係是沒有處分權的，所以不能

締結和解契約，除非法律特別規定允許，立法者事先選擇所謂的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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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如果這樣的話，行政機關可以在享有的裁量空間內去締結裁量

契約，這樣就享有所謂的處分權。 
租稅案件很重要的原因是，關於租稅的權利義務不可以和解，幾

乎是通說，至於作為租稅的基礎事實，譬如繳納所得稅要繳多少稅，

取決於他的所得多少，可以扣除的額度有多少，把所得扣掉扣除額之

後，產生應扣稅的淨所得，然後再乘以法律規定的稅率，就會產生應

納稅額，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這些基礎法律關係都確定，稽徵機關

若無法律特別規定，是不能締結和解契約的，但如果課稅的基礎事實

不明，譬如今年的所得多少？應扣除的數額多少？發生爭執了。例

如：稽徵機關主張義務人甲今年的所得有五百萬，納稅義務人說只有

一百萬，此時課稅的基礎事實發生爭執，在這爭議案件裡，稅捐稽徵

機關當然可以要求義務人拿出那些應該保留的資料，如果拿出來後還

沒有辦法確定，譬如：公司或個人住宅淹水了，相關資料泡水了看不

清楚，這時候稅捐稽徵機關可以透過法律授權的「推估計稅」，但推

估之後，人民不服，還是可以爭執，稅捐稽徵機關對於這種情形的處

理，建立「協談」的制度，這種制度基本上不被認為是成立行政法上

的和解，協談書面裡有一條是稅捐稽徵機關與納稅義務人並不受協談

的拘束，兩方是盡最大的誠信原則來遵守相關協談結果，但是不受相

關協談的條款拘束，如果協談結果無法拘束當事人一方或雙方，就無

法認為成立了和解契約，因為和解契約的成立，是雙方當事人必須受

到和解契約內容的拘束，如果不受拘束，就不能認為成立了所謂的契

約。所以雖然通說認為可以就納稅的事實訂立行政法上的和解契約，

但現行實務的作法，因為協談文件裡面有一條規定「不拘束雙方當事

人」，特別是不拘束稽徵機關，會導致通說認為這並非屬於行政契約，

有少數學者認為，本於誠信原則，雖然裡面有一條是不拘束雙方當事

人，或是拘束一方當事人，但不能因為這樣就否定拘束的效力，但這

是少數說。 
公平交易案件本身涉及競爭秩序的維持，基本上涉及公共利益，

各位從行政訴訟法第219條的規定，可以看出要締結和解，不但要有

處分權，而且也不可以違反公益。各位是不是質疑說：這不是規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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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法的和解要不要受到行政訴訟法第219條的要

件拘束？我的看法是，行政訴訟法第219條的要件是一般性的要件，

雖然行政程序法上沒有這樣規定，但同樣應有這些要件的適用。 
依剛剛說明，公平交易案件能不能締結和解契約，主要的徵結點

在於，公平會對於違反競爭秩序案件的處置，在依法行政原則下，有

沒有處分權？第二，若締結和解契約，會不會違反公共利益？如果肯

定公平會對於公平交易案件享有處分權，但在羈束行政的適用下，如

果該當何種法律要件而行政機關只能做出該當法律效果，就無選擇的

自由，就沒有所謂的處分自由。如果發現廠商違反公平交易已經事證

明確，公平會還有沒有可能與相對人或是其他人締結行政和解契約？

各位可以和剛剛所介紹的租稅案件做一個對照，租稅法定主義的適用

下，事實已明確而依此應該產生何種權利義務，稅捐機關沒有處分

權，公平交易案件中相關違法事實已明確，依照法律規定公平會可以

採取的作為只有一種的話，就無處分權，此種情形就被排除和解的適

用。第二是公共利益的維持，如果肯定公平會對於案件的事證還未查

明，但是相對人認為事證調查對他造成困擾、影響到他的經濟行為，

這時他可能也可以提議，不然來締結一個和解契約吧！我想這是很常

見的。根據文獻記載，行政程序法制定施行以前，公平會就曾經和被

調查廠商採取行政和解的方式處理相關案件，針對這部分，個人認為

應該參照租稅案件，就是事實是否明確？針對法律關係不明瞭、沒有

辦法查明、要查明顯有困難或所耗費甚鉅而利益甚小，可以考慮締結

和解契約，這種直接涉及法律規定權利義務的部分，或許對另一方面

的權利義務有所影響，可是不直接處分到公平法所規定的權利義務。 
如果相關廠商行為違反公平法相關規定已明確，應該做何處置？

個人傾向除非法律有特別規定，法律授予其選擇空間，否則無處分

權，就不能締結和解契約。這是關於行政和解能否適用於公平交易案

件？個人認為可以，但不是全面性的可以，毋寧是依照相關法律規

定，參照剛剛所提的，進一步檢驗並且拿租稅的案件來對照，提供可

以思考的方向。 
和解契約的要件有當事人能力及行為能力，我們發現應該類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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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規定，因為行政程序法對於契約沒有一般性的規定。那就有所謂

的要約、承諾，要約承諾的拘束力基本上也是類推民法規定。如果廠

商提出和解要約，行政機關有自由決定要不要接受，但如果是行政機

關做出來的要約，能不能主張不受要約的拘束？個人採取比較保守的

看法。換句話說，契約如果是雙方立於對等地位，那人民要受要約的

拘束，反過來說，行政機關應該也要受要約的拘束，這是類推適用民

法的當然結果。 
特別要件部分，各位可以參考資料，第一個是事實或法律關係不

明，跟各位提到，有學者認為不應該要有限制，劉孔中教授就這樣認

為，但我認為要受到拘束。如果立法者在法規範中明確做了規定，那

行政機關還有沒有作成處分的空間是值得研究的，特別是相關機關於

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事項是不是能自由處分，這引發行政法學者的爭

論，處分權的概念和公共利益的概念到底是合一的？還是分開的？換

句話說，是否涉及公益就沒有處分權？或者說，處分權的享有是獨立

的，但若違反公益就被禁止行使？個人認為結果沒有不一樣，可以理

解成違反公益就沒有處分權，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有無處分權顯然

是結合公益來考量，處分權的享有受到公共利益的牽制。 
因此公平交易案件中能否締結和解契約，個人想法是公益的維護

有否大於私益，公共利益是不確定的法律概念，譬如：微軟案件，它

的定價、或是將產品給哪些人經銷、其他交易條件，所涉及的是可能

的消費者，這些人有多少，這是行政機關應該要先去估計的，所影響

的可能不只是處於競爭的廠商相互之間，還包括消費者。法理論上公

益有各種不同性質，是一個可分割的法律概念，舉一個例子來說，現

在所爭執的蘇花高速公路，它所帶來的公共利益主要是在交通及經濟

方面，可是也危害了環境保護，這兩種公益是互相對立，所以行政機

關不是只有衡量一般人相互之間的公共利益，可能應包括相對立的公

共利益。 
在公平交易秩序的維持，主要涉及競爭廠商的行為，可是為何要

介入得標？可能競爭行為危害了消費者。在這種情形之下，到底要斟

酌哪些人的利益涉及具體個案，在這裡無法提出明確建議；但從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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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來看，行政機關能否締結和解契約，取決於公共利益的維持，至

少依照行政訴訟法第219條的用語，不能違反公共利益。第二，當事

人得互相讓步，要讓步必須要有處分權，這是跟公益結合的？還是單

一的概念？黃俊英告陳菊這個案件是判決確定了，如果第一審陳菊敗

訴，她敗訴了就找陳俊英締結和解契約，說各當兩年高雄市長，這樣

有沒有違反公益？高雄市民可能覺得沒有，而且還可以化解藍綠對立

的緊張情緒，完全符合公共利益，如果從這個觀點來看，是沒有違反

公共利益，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是否有處分權？個人能不能決定

選舉結果？依照法律規定，是不能決定的，所以這種案件不能讓步，

雖然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準用民事訴訟法，也沒有明文排除和解

的適用，但依照一般法律原則，選舉罷免訴訟排除一般人締結和解。

關於處分權的相關規定必須依照個案觀察，因此有無違反公共利益無

法做抽象介紹，只能就個案介紹。 
和解契約如果涉及第三人的權利，必須得到第三人的同意，就比

較麻煩了。行政程序法第140條第1項明白規定：「依內容履行將侵害

第三人之權益者，應經第三人書面之同意始生效力」，如果把這一項

適用在第136條的行政和解契約，在公平交易案件要締結和解的可能

性將大大降低，表示檢舉人和被檢舉人須先達成妥協，機關才有可能

和被調查的廠商達成和解，如果第三人拒絕同意，行政機關與被調查

的企業能否達成和解？ 
公平交易法主要涉及交易秩序維持，競爭者之間的利益本質是對

立的，如果行政機關和被調查人締結和解契約，可能會不利其他廠

商，如果對立的廠商不願意同意，則被調查人有沒有侵害專利權、濫

用市場地位、侵害他人權利？我想肯定是有的，如果有的話，依照第

140條第1項規定，一定要得到第三人的同意，那就很難達成和解；在

這種情形下，是不是應該解釋成，凡是各種可能的侵害，都應該得到

第三人的同意？個人傾向限縮解釋，行政機關維持公平交易涉及行政

任務的執行，在依法行政原則下，若無違反法治國原則，允許行政機

關在法律規定要件下採取最適當、最合目的的手段，競爭者之間的糾

紛常常可以透過民事訴訟解決，可是各位可能會發現或提出質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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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案件通常也與行政案件的結果結合在一起。所以，司法院現在設一

個智慧財產法院，把民事、行政及刑事都結合在一起。像這一種要考

慮第三人的權利，就會發生締結和解契約的障礙，此時這個障礙如何

解決？稍後會做一個粗淺說明。 
換句話說，和解契約如果被第三人認為危害到他的權益時，可以

怎樣來進行救濟？行政和解契約產生公法上的法律關係，如果第三人

在行政法上享有公法上的請求權，他可能本於公法上的請求權，利用

相關救濟途徑，通常是透過行政訴訟對行政機關或是第三人，甚至類

推適用民法規定提起一個撤銷和解契約的訴訟，這是類似詐害行為，

但並不是詐害行為，而是認為行政機關與被調查人之間的和解契約妨

礙己身權利，進而請求撤銷，又因為不是撤銷行政處分，所以行政訴

訟法上應該如何解決，一般給付訴訟應當如何進行，被告是誰？都要

進一步去思考。以上是我粗淺的看法，因為還沒有經過科學驗證，手

頭也沒有文獻顯示，如果第三人不服和解契約，應該如何救濟，剛剛

提到第140條第1項的適用應該要限縮要件，否則第136條很難有適用

空間。 
接下來要符合法定方式，就是以書面締結，這到底是不是單一文

件？個人及德國通說有不同見解，就是採取非單一文件。一般所理解

的契約是雙方當事人在一份文件中約定條款，並載明年、月、日之後

簽名，然後契約成立，這是「單一文件理論」。「非單一文件理論」是

不拘泥於同一份文件中，雙方各自以文件書面交換，倘若可以看出意

思表示已經合致，則可認為契約成立；譬如：以傳真機相互傳送文件

而得知意思表示合致，也認為契約成立。個人認為行政法上所謂書面

方式應該採「非單一文件理論」，行政法院基本上也傾向採取這種見

解。所以相關業務處理上應注意，不是雙方交換完資訊後，還要有一

個簽約的動作，只要雙方交付文件時，已可認為意思表示合致，就是

已經成立契約；至於是否另辦理簽約儀式，是另外一回事。 
行政機關是否遵守行政契約？契約是藉由雙方一起來確立行政

法上的權益關係，既然確定了，原來被主張的權利就被拋棄，而取得

和解契約產生的權利。如果一方不行使，我認為既然有一個契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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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又有人不履行，對方請求和解契約的權利義務，是不是可以透過

採取行政處分的方式來強迫他方履行？通說認為不行，除非法律有特

別規定。 
行政機關如果拋棄高權的地位，不採取單方意思表示的方式－行

政處分，來規制雙方的權利義務，就要貫徹這個態度。採取契約方式

是放棄以單方手段來執行行政任務，此時只能依契約來主張，除非契

約及法律本身另有規定，怎樣的特別規定呢？例如：附解除條件及其

他相關規定。基本上行政機關締結和解契約之後，雙方當事人不能以

他方不履行為由來解除契約，參考的文章也表示原則上當事人不能以

他方不履行來解除和解契約。 
締結和解契約後，當事人（特別是行政機關）對於違約情形只能

到法院提起訴訟，將會導致是否訂定和解契約有所疑慮，在此情形

下，其實可以搭配自願接受強制執行的條款；即在和解契約裡面載

明：關於和解契約的權利義務，如果一方不履行，可以由他方直接以

和解契約作為執行名義，請求強制執行。無論如何，通說不接受締結

和解契約之後，行政機關威脅採取行政處分的方式，這一般被認為違

反契約法理。 
在給各位的參考資料裡面特別提到，締結和解契約之後，禁止當

事人重新締結和解契約取代原來的契約。在不違反依法行政原則的前

提要件下，行政機關和人民締結契約之後，可以因為事實或法律及其

他締約時法律的變更，以新契約取代舊契約，新契約是否為和解契約

是不一定的。 
但是行政程序法第145條到147條，特別是情事變更原則，可以由

當事人另約定新契約來取代舊契約，都是採取契約的方式，並非行政

機關可以單方另以行政處分的方式來解決爭議。如果他方當事人願意

接受契約的調整，依照個人看法，可以依照行政訴訟法來提起一般給

付訴訟，行政訴訟法裡面有一個情事變更規定，如果契約雙方主張情

事變更，卻沒有辦法依照行政程序法的相關規定，締結一個新契約來

取代舊契約，也可以依照行政訴訟法第203條規定提情事變更訴訟，

這是不能夠依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去行使的，一定要到法院提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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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行政程序法的規定不一樣。 
還有一點要特別說明，行政機關與人民的和解契約，原則上不拘

束其他行政機關，除非其他行政機關是下級機關，這樣才能拘束，如

果不是直接下級機關，是不受拘束的。所以締約機關若在契約中表明

不採取相關作為的話，則要自己努力去與其他機關溝通，其他機關並

沒有受到拘束，因為行政法中有「組織獨立」原則，或許各位已經很

熟悉「行政一體」，國家行政權是一個整體的，但在行政實務上卻強

調組織獨立，就是各機關依自己的組織法規，獨立執行行政任務及法

定預算，機關之間不受干涉。 
簡單地為各位說明和解的瑕疵，意思表示錯誤、詐欺或是脅迫，

都類推適用民法規定，意思表示錯誤締結和解契約也有這種可能性。 
接下來要為各位介紹是不是可以附條件，發給各位的資料是參考

了德國相關的文獻，發現也是眾說紛紜，並不一致，但個人認為和解

契約可以容許附解除條件，即在契約中特別訂明發生何種事實會導致

契約無效，或是當事人一方有何種行為會導致契約無效。到底能不能

在和解契約中設一個條款，謂：單純一方不願意受拘束，和解契約便

無效。個人認為這種片面不受拘束的條款，會造成整個和解契約不成

立，剛才在租稅的案件中已經報告過，如果要締結一個和解契約拘束

雙方當事人，不能讓一方當事人任意決定接受或是不接受和解契約的

拘束。當然要附一個解除要件，就是有什麼事實或是雙方當事人有什

麼行為，會讓和解契約失效，個人認為可以贊成附這種解除條件。 
接下來個人對公平會所發布的「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行政

和解案件之處理原則」提供淺見。首先，處理原則的性質，是屬於行

政規則的一種，對內拘束機關，並不會對於人民發生權利義務的拘束

作用。 
個人看了行政和解處理原則之後認為，顯然是要代替行政處分，

應該是受到行政程序法第136條的影響，在公平交易案件一定要設這

個限制？如果是羈束行政，可能會造成行政機關沒有處分權的結果，

沒有處分權就根本不能讓步，不能締結和解契約，所以第1點與第2點
都是宣示拘束行政、公益的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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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點就產生一個疑問，承辦處和解契約之締結與否，應在協商

程序開始前報請委員會審議，基本上這是顯現行政規則特質的重要要

素。個人不清楚公平會內部的各處算是內部單位還是行政機關，不過

推測應是內部單位，因為如果是行政機關，就可以對外獨立締結和解

契約，不需要用公平會的名義締結，因此公平會的各處是內部單位，

當然就應該由公平會作為和解契約的相對人。所以，內部決議不過是

一個內部程序，而不是行政程序法關於行政契約必須經過其他機關同

意的情形。 
第4點第3項提到相對人的要約，本會若認為無理由，應該要拒

絕，個人對用字遣詞有一點看法，契約沒有所謂有理由或無理由，只

有接受或不接受，相對人提出的要約，如果認為可以接受就接受，如

果不能接受就拒絕。各位可以發現，不管是相對人或公平會都是用書

面來提出要約或承諾，會發生剛剛跟各位提到的「非單一文件理論」

的適用，如果從要約承諾的結果發現意思已經合致，契約就是成立。 
第5點蠻重要的，和解契約協商過程中，本得就所欲調解之內容

徵得利害關係人之意見，要求相對人與之達成民事和解或協議，但本

會不受其意見、和解內容或協議內容之拘束，這裡涉及兩個問題。公

平會處理相關公平交易案件，如果要利用和解方式解決爭議，能不能

訂立所謂的保密條款或是保密約定？之前微軟的案件有很多人提出

來討論，個人淺見認為行政機關必須維護重大公共利益，基本上行政

機關不可能有所謂的保密行為，在事前不但應該把擬定的和解方案事

先公告，事後若訂立和解，也應該要公告；因為所涉及的不是兩元性

質的法律關係，是多元性的，與機關、相對人、其他競爭者及一般消

費者都有關係。這種情形下，不是只徵詢利害關係人而已，潛在的利

害關係人也非常多，用徵詢的方式並不妥當，依個人淺見，或許應該

依照行政程序法關於聽證的規定來進行，若和解契約締結以前採取聽

證程序，締結後還須公告相關的方案，理由在於要保護其他社會大眾

的利益。如同剛剛所說，和解契約不違反公共利益的話可以締結，而

有無違反公益是生效要件，在這種情形下，依照我看到的美國相關文

獻，美國法是要求事先公告、事後也要公告，而且要登載在相關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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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認為這種方式是比較適當的，國內也有學者採取相同見解。 
徵詢第三人意見時，若其反對和解，就會發生第140條第1項的適

用問題；反對和解時，行政機關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公共利益的維

持和反對者的利益產生衝突時，應該進行所謂的「利益衡量」。如果

行政機關堅持要和解，勢必在和解契約或是所處的方案裡面，針對公

共利益的維護，或是不會危害到其他人的權利，或是在執行行政任務

的時候，只要是符合公共利益就可以締結和解契約，至於反對者的權

利應該要運用什麼方式去維護？個人認為行政機關應該要在和解契

約裡面去說明，且應該要做出充分說明，因為既然這是要代替行政處

分，所以應該要說明由，若無說明，則認此和解契約有瑕疵。 
接下來要請各位繼續看的是第6點處理原則：「和解契約之履行將

侵害第三人之權利者，應經第三人書面之同意，始生效力」，這會造

成和解的障礙，甚至違背公共利益的維護，可能在公共利益、第三人

利益及私人利益的衡量中，公共利益是大於第三人利益，或者第三人

利益的危害可以透過其他方式獲得救濟，如果無法達成一致意見，第

三人的利益也非常重大，在案件事實或法律基礎並不明確的情形下，

個人有一個淺見，行政和解與民事和解不太一樣的地方是行政和解是

多元的，所以在行政和解能否容許對立的兩方競爭者，同時與行政機

關締結和解呢？個人認為理論上是可以接受的。換句話說，第三人若

不同意而且有提出某種方案的話，可能可以讓第三人、被調查的人與

行政機關同時成立一個和解契約，因此個人認為應容許第三人參與行

政和解。 
至於第7點處理原則：「和解契約締結過程中，如有必要，本會得

撤回或變更要約，或中止和解程序，繼續調查處理」，在這種情形下，

個人認為如果要求人民應受到要約的拘束，行政機關應該也要對等地

受到要約拘束，在締結契約之後有情事變更原則的適用，個人認為即

使在締約之前也有類推適用的可能，原來的要約在某種情況下發生，

而現在情況已經改變，則可以不受這個要約的拘束，如果行政機關可

以預見，則可以表明在何種情況下提出何種要約，只要在新發生的事

實和原來情況不一致的時候，就不受原要約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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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點是書面締結，第9點是以錯誤為理由撤銷，剛剛已經跟各位

說明了，基本上會有撤銷的情形，不過第9點第2款「和解事項，經法

院確定判決，而為本會與相對人雙方或一方於和解當時所不知者。」

個人認為這種情形幾乎不可能發生，如果公平會這個案子經過判決確

定了，居然不知道還去締結和解契約，那裡面就不知道有多少職員應

該被懲處了！我覺得不可能發生這種情形。 
第10點第1項「相對人違反行政和解契約者，本會得解除或終止

之」就比較重要了，剛剛跟各位說明，締結和解契約所產生的是契約

法上的權利義務關係，不能隨便容許當事人單方以相對人違反行政和

解契約為理由，隨便解除或終止，不過第10點第1項後面有「但契約

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個人反而覺得，將解除條件訂明在契約裡

面，是比較好的，一方面可以維護依法行政原則及公益任務，一方面

也不會違背契約法理。而第10點第2項個人認為是當然之理，不用特

別規定。 
如果行政機關不用契約的方式，要人民單方提供切結書，到底要

如何處理？切結書的單方提出，形式上看起來沒有締結契約的可能

性，切結書的性質到底為何？有各種不同的學說。有人認為人民所提

出的切結書與行政機關的行為或是不行為，如具有交換性質，是屬於

行政契約的一種，德國法稱此為「跛足性的行政契約」，也就是說在

契約內只看到人民的權利義務，看不見行政機關的權利義務，在這種

情形下，人民依照行政機關的要求提出一個切結書，然後換取行政機

關的停止調查；個人認為這也是一個行政契約，如果是符合剛剛為各

位說明的和解契約的要件，單方人民提出切結書換取行政機關的停止

調查，這同時也是所謂行政法上的和解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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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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資源、協力合作的生醫研究與 
智慧財產權制度 

講座：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劉副教授靜怡 
日期：97年7月22日 
場次：9707-201 

 
蔣參事、公平會的同仁及各位先進大家

好，很謝謝在這麼熱的天氣來聽這個演講，我

接到這個任務時，不太知道要講什麼的原因是

因為我上次來這裡演講已經是六年前了，那我

到底要講什麼問題-應該是比較接近公平會的

性質、可能會對大家有一點思考上的幫助。所

以我選了這樣的題目，以生醫研究為領域所涉及的一些研究模式，

biomedical research這個領域所涉及的一些研究模式，分享式的科學研

究，以及跟研究資源、智慧財產權有關係的。這個題目其實跟我自己

本來就非常有興趣的領域－資訊法，是非常有相關的，等一下會告訴

大家為什麼它的關聯性很高，另外我自己在學術界，可以看到很多學

術資源的取用上面、access面被討論，那大家會說可能典範已經移轉

了，其實這些問題與智慧財產權制度是有關係的，可能跟研發生產模

式、知識生產模式到底應該怎樣也有一點關係，第三個原因，就是我

最近在寫的論文跟這個題目也有點關係，所以我就來這裏跟大家報告

一下我最近的讀書心得，基本上就是聊一聊，也不要覺得我有什麼定

見，在軟體的研究、或是電腦的研究上面，我們說這是一種開放原始

碼的研究，我想很久「開放資源」這樣翻譯在中文的理解上是比較平

順的，但如果大家是談火星文的話，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會先談

一談，開放資源的研發生產模式大概是怎樣。大家最熟悉的大概就是

電腦軟體，尤其是網路時代的電腦軟體研發模式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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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那所謂協力（collaborate）合作這樣的研發模式到底有什麼特

性，可以做什麼運用，那這些運用我們最常看見的是哪些，我們大概

會做一點簡單的回顧。 
大家常常在猜測，也許這種協力合作開放資源的合作模式，從理

論上不只可以用在網際網路的軟體研發上面，也許可以適用在生醫研

究上，那你可能就會說，你在談的就是每個國家都很重視的IT產業及

生醫產業，我們國家也不例外，那大家每天聽到拼經濟口號都是這兩

個，那我們可以來做一個比對，到底從理論到實際，生醫研究與發軔

於電腦產業的研發模式到底有什麼相似性及相異性，那到底目前整個

生醫研究的趨勢是怎樣，我們來做一個類比或許會成立。我會針對現

有生醫研究的領域做一個類型化，就是在這些類型裡面，我們怎麼去

看待協力合作、開放資源的模式在某些領域的應用，那它在應用過程

中可能會遭遇哪些規範上的問題，當然這些問題比較趨近於所謂經濟

學及法律規範問題，討論過程中當然我不會給答案說是要怎麼處理，

但是我會點出說哪一些議題是需要討論的，歸納出來之後，你會發現

這些初步議題是跟一些問題緊緊鎖在一起的，就是智慧財產權的制

度，這些智慧財產權的制度是比較接近專利方面的問題，生醫方面關

於專利的問題在檯面上的討論非常多的，搞不好在場很多人是這個產

業的人，比我更熟悉，我不會像律師一樣進入細節去討論。我想要談

專利這個制度在面對前面所講協力合作生醫研究的類型當中，它可能

會遭遇到什麼調整的問題，除了應該不應該給專利這種問題之外，可

能最重要的是相關的法制，尤其是產學之間關係的法制、生技公司與

大藥廠之間關係的問題，在我們這個國家裡，大家很熟悉的科學技術

基本法底下這些所謂科學技術移轉的問題，現在很多大學、研究機構

裡面都有TTO技術移轉辦公室，面對這樣的研發模式裡，它到底應該

怎麼處理，我今天談的問題大綱是這樣子。 
電腦軟體為什麼會開放資源？這個問題不多講，大家如果對電腦

網際網路發展理解的話，應該就會知道在傳統上面網際網路是因為有

一個合作發展的需求。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概念，就是50、60冷戰時

期為什麼會有Alpha net、Internet的出現，科學家們、尤其是物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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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些國防相關研究的人，它必須要去避免冷戰所帶來的傷害，從研

究成果、即時交換資訊及大規模運算的需求所作出來的，從那時候你

會發現，internet、及運算領域裏其實就有一個開放資源、協力合作的

傳統。但為什麼要發展出來這樣的生產模式，而不是像Microsoft的封

閉模式？我記得我媽媽開始在學電腦的時候，她是一位小學老師，55
歲退休（因為有大筆退休金而且還有優惠存款18%），其實她退休還

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縣教育局要求小學老師要全面電腦化，我媽媽

在宜蘭教書，看到她學電腦的樣子真的非常好玩，開機出來之後會出

來一個Windows，她只會學校老師教她的，剩下的她就不會了，我們

兄弟姊妹一直覺得很困擾的是，只要她要學電腦我們就必須隨侍在

側，告訴她說這一步要怎麼辦，她是怎麼做的呢？就是把步驟背下

來，坊間電腦書很多都是教人家要背下來，基本上這是封閉的學習過

程，不能透過interaction去做任何創造，也沒有教你到底電腦這個東西

架構是什麼，我的母親甚至認為電腦就是微軟，她沒有其他想像了。 
所以開始有Linux這種東西「復興」，它運作的也蠻不錯的，有些

人就非常害怕，像Microsoft，有些人相當推崇，譬如HP或IBM，所以

你會發現這幾年IBM有很多Open Source的議題在進行，因為他們發現

開放資源這件事上面，雖然他們不是像Microsoft這種封閉式的以專利

作為創造的誘因，事實上還有其它的誘因，在經濟學上是說得通的，

但這是被忽略的。為什麼有些人是不計回報的？甚至花了這麼多時間

在網路軟體、去除錯？於是有很多像是維基經濟學這樣的東西出現

了，改變人類世界的集體協作方式是什麼？就是鎖定在電腦網路方面

的問題，接下來你發現的發展趨勢，隨著開放原始碼這種電腦軟體與

網際網路生產模式愈來愈被接受，於是網際網路的生產模式也愈來愈

朝向這樣的方式去發展，譬如YouTube，很多人在網路上放照片，很

多懶惰的記者甚至上去那邊查詢。這種社會網絡的生產模式，我有一

次與中央院社會學的朋友聊天，他說從來沒有想到有一天這種社會學

的概念會被運用在網際網路上面，社會網路這種概念如果我沒有記錯

的話，其實高中課本的某一部份有提到，是在談人際關係、社會資本

的時候順便把這一部份放進去，然後你會發現這種生產是有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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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經濟學上這也是說得通的，因為很多人之所以會做這樣的事情不

是因為立即的報酬，他心目中的報酬可能是多元化的報酬，那在同儕

之間所獲得的credit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報酬。一個封閉式的研發常常不

知道自己的盲點在哪裡，甚至沒有辦法突破，可是只要有外部的力量

告訴你說是什麼東西出問題，那麼就打通任督二脈了，所以它反而可

以讓各式各樣的生產模式變得更有效率，有各式各樣的解釋來說協力

合作生產模式是行得通的，你會發現網路的經營模式都開始採用這種

模型。以科學研發來說，開放式的研究遠比封閉式的研究要暢通許

多，對於研究者來說資訊的流通性是非常重要的，同儕除錯的功能，

這種來自外部的制衡力量會適時跟你說你的盲點，它甚至會告訴你說

應該要怎麼除錯，於是在研發的角度來說，正確性就會提高許多，研

發的速度會提昇，那尤其是有商業化價值的科學研究中，速度是非常

重要的，很多研究團隊基於商業化目的是經常在競爭的，競爭誰先研

發出來、誰先拿到專利，速度會因協力合作網路而有所提昇，經濟誘

因高不高？其實是蠻高的，除了有經濟上的誘因之外，非金錢性的經

濟誘因也是可以被考量進去的，這種可以讓研發速度提昇到很快，所

以代表的就是未來的經濟力是很大的，所以製藥產業、生醫研究這一

方面也可以這樣去延伸思考。 
甚至它有一些防弊的功能，其實在一些倚賴數據的研究裡面，最

令人擔心的是數據是假的，所以這經不起檢驗，當研發模式是封閉的

時候，這種情況比較容易發生，開放的狀況就會有比較高的防弊功

能，大家在做一件事如果做不出來的時候，可以拿去給第三者看看，

是不是別人可以接受的，我們台灣的學生跟外國的學生比起來，有一

個問題就是說，他可以做出很好的東西但就是不會表達，他不會把重

要的東西highlight出來，於是你發現協力合作的研發模式有這麼多特

色，我們把這種特色叫做維基經濟學，你覺得這一群很散漫的人做很

散漫的溝通，應該做不出有價值、有產值的東西，結果統統相反，於

是很多人就用這種方式進行他們的研究，在研究上面像是NASSA有一

個登陸火星的計畫，他有一群幾萬人的義工，你會發現除了這個領域

之外，還有其他領域在做同樣的事情，在生醫、IT的領域、地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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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的領域，各式各樣的領域，你會發現很多這樣的東西，譬如說

物理領域中的高能物理，歐洲就在日內瓦，糾集了許多有興趣的物理

學家來幫忙做，中研院就是有學者長期在那個地方，我有幾個朋友長

期在那個地方，他們有一個leader就是每個月飛去日內瓦，因為有那

麼多研究趨勢出現，所以open source這種東西運用在生醫就是可以高

度想像的東西。最近十年來大家一直在想像，為什麼會有這種想像發

生，跟什麼現象有關？生醫研究在這十年來進入另外一個階段，因為

基因定序、解碼，另外在IT這個領域裡面，運算速率高度進展，也讓

大家在想，生醫研究是不是可以援用這種模式，那我們談open source
很多事情是要弄清楚的，這會涉及到很多資源的分配，譬如，到底資

金的需求及來源有多高，應該用怎樣的授權模式，你生產出來的資

源、工具，授權模式到底是什麼？到底研究本身架構是什麼，是

centralize或是decentralize的模式，這是有影響的。另外，他的資訊流

通方式是什麼，這有會影響，進一步，在生醫研究的類型裡面，在不

同類型中，他與開放資源的研發模式間的關係是怎樣，假設我把他分

成bioinformatics software 、genomics databases、systems biology或
wet-lab projects的類型，如果我們適用的話，這些類型到底是用怎樣

open source的模式來處理他所面對的問題？換句話說，法律上有那些

模式可以來處理他所面對的問題。換句話說，法律議題上面有那些是

必須要注意的，有無機構內部障礙，這會讓資訊流通、授權安排產生

非常高的交易成本，或是手續相當繁瑣，已經影響既定的追求科學理

想，那生醫內upstream與downstream的專利安排應該是怎麼樣，我想

這個問題都是我們在觸及到這個領域中需考慮的。 
昨天我看到一篇文章非常好，是王立達寫的，這是我的學弟，他

論文本來就是寫科學研究及專利權的關係，昨天偶然的機會，看到他

以博士論文改寫的文章登在耶魯的Law & Technology 期刊中，其實他

所談的，就是生醫研究不同層次所產出的專利，每一個層次的專利應

該如何處理，才可以讓生醫研究利用變得更有效率，中間有很大部份

在處理上游專利與下游專利間的問題，最重要的議題是，專利應該怎

麼發，整體來說才不會造成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及效率損失，以及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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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後續研究無法進行，如果後續研究要付出非常多授權金才有辦法

去做的話，到底所為何來？這領域在法律經濟學內已經討論很久了，

他在文章裡面提出類似於我們專利法中「強制授權」的模型，這個文

章很厚，所以讀的時候要有耐心，這是博士論文改寫的，所以八十幾

頁不算過份。 
我們看一下到底怎樣的生醫發展模式讓大家覺得，開放資源協力

合作的生產這種模式是應該被考慮的。我不敢肯定說這是應該被採用

的，最近這幾年來生醫研究結果愈來愈財產權化，而且愈來愈趨向封

閉，或者秘密化，那這幾乎是不證自明，有很多事實讓大家看，不然

也不會有很多法制的配套措施要來支持生技產業，去年我們不是才通

過生技產業發展條例嗎？裡面很重要的，是去鬆綁學校與研究機構研

究者與研發者他所產出的東西，與外面製藥廠及生技公司的連結，最

有名的就是蔡英文的生技公司、翁啟惠的生技公司，翁院長在中研究

時最在乎的就是生醫研究結果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他非常在乎

commercialize ， 這 很 重 要 的 一 點 就 是 財 產 權 化 ， 不 然 如 何

commercialize，完全能夠理解的一件事就是翁院長回國之前，在美國

應該是有生技公司的，所以他會發現公務體系中有很多要鬆綁的地

方，姑且不論價值面，完全就是實質面的描述，會有很多要求出現，

「要讓生技產業變成台灣的下一個明星產業」的相關配套要求，是代

表生醫產業的財產權化，他最有名的東西就是冬蟲夏草，回到科學本

質來看，生醫研究有很高的累積性質，累積性質遠遠高於軟體這樣的

產業，IT軟硬體常常很多東西必須搭在一個架構上再繼續研發，如果

你是研發網路相關軟硬體的話，基本上必須要去跟隨網路架構，不然

軟體是沒有辦法動的，換句話說他會有某種程度的累積性質，但生醫

的累積性是更高的，因此第一層的東西被財產權化的話，第二層必須

用到第一層東西的人，要付出代價才能拿到第一層的東西，所以會一

層一層具有「access」的成本（不管是不是金錢上的）。所以有一個呼

聲是必須改善這種情況，於是有一些大學願意接受此種講法，有趣的

是，這種講法不是隨便一個人講就會有人聽的，必須是諾貝爾獎級的

人來說，才會有人聽，所以他們也開始了解到此種開放資源呼聲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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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的，我們希望有一些data及research tool被放在公共領域裡面來方

便大家使用，就是我不需要再去透過複雜的程序就可以取得，或者

license的方式必須是非專屬性授權的方式，也必須是廣泛授權，盡量

不能有discrimination，而且授權費用必須要合理，而且也要求公部門

必須出面支持這種collaborate science，funding必須要進來，具有知名

領導地位的科學家，能夠知道整個生醫研究問題到底出在哪裡的大型

藥廠也要參加。你會發現很多問題是很清楚浮現的，有一個問題大家

是不敢回答的：就是如果我們讓生醫研究的模式變成開放式的、協力

合作式的，是不是就會真正創造出來對這個社會有利有用的研究結

果，這是容易判斷的，如果是藥的話，必須能夠救人，到底能不能夠

有這種創新出現，老實說沒有人敢確定，有人繼續問：若不是百分之

百確定能出現這樣的結果，為什麼開放協力合作的科學研究模式還是

值得去追求，其實回到我們剛剛所說的，我們可以看到對生醫研究非

常有用的軟體及data，這兩件事情都是大家需要的，尤其是computation 
需求很強的時代，這是非常重要的，因而創造出的公共領域資源，他

可以把交易成本大幅降低，對於後續研究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而後

續研究者所作的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可以創造出終端產品，請問你是

不是應該創造出這種公共領域，讓後續研究者可以去使用，進一步讓

東西做出來，其實他在回答的是這樣的問題。 
較令人振奮的應用方式是wet-lab的應用方式，它跟傳統製藥廠的

模式是不同的，這種實驗室中有非常多實驗器材，各式各樣的液體都

必須拿出來用，這是非常終端的、要把東西test出來的實驗室，web-lab
模式的協力性非常高，不是只有一個lab在做這種事情，會有很多lab
同時在做這種試驗，然後他可以解決非常comprehensive的問題，這就

不是傳統的lab可以做的事，可以解決掉很多傳統的lab沒有辦法解決

的問題，而傳統lab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正是許多進入試驗階段藥品所

面臨的最大障礙。有人可能會問，對於藥廠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智慧財

產權的保護，好像大家的基本概念是這樣，為什麼協力式的研究對於

向來重視智慧財產權保護的製藥產業來說是有用的，你以前常常會看

到涉入智慧財產權訴訟的藥廠的股票大跌，那很重要的一點，我們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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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發覺system biology及wet-lab的真正有用之處，許多人預言若能解決

這種問題，對於藥廠來說反而是好的，你所有在試驗階段所遭遇的問

題，可以因此而有效率地解決，可以算算看應該怎樣才對。 
另外一個問題是，如果你讓研究模式變得比較開放，可是對於下

游的研究來說，其誘因就會不見，其實一個回答是我們剛剛那樣的回

答，就是上游掌握了太多智慧財產權，對於下游的研發是不利的，那

等一下我們可以回答incentive的問題應該如何解決，對於科學家來

說，他有一個重要的incentive是publication，這個問題要如何處理。 
我們要把整個生醫研究在美國的發展歷程看一下，所謂生醫研發

與創新，大家知道就是trial and error，嘗試錯誤的過程，整個藥廠的

基本結構套用公平交易法的概念來說，是垂直整合的，為什麼需要很

多monopolize的東西，因為在trial and error的過程中需要耗費很多成

本，風險很多，所以他要透過智慧財產權來吸收他的成本與風險。大

家都知道，在80年代、70年代後期，大家可以同意大學內生醫研究，

基本上與產業結合後會有這麼大的效益之後，美國通過了Bayh-Dole 
Act，我們科學技術基本法的基本概念就是這樣的，聯邦政府給大學、

研究機構的經費所研發出來的創新成果，可以財產權化的東西，國家

不會要回來，是要讓研發者有一定誘因來作創新，然後透過技術移轉

辦公室移轉出去，可以讓研究機構及大學繼續留著可以供後續研究的

資金，對於研究者來說，除了在期刊上的發表之外，也有經濟上的誘

因，換句話說這大力了鼓勵生醫產業的商業化，它鼓勵上游的東西授

權出去使下游的商業化更加活絡，這是強化美國競爭力的關鍵。 
所謂基因研究、蛋白質資訊的研究裡，你會發現整個研發讓科學

的比重愈來愈高，在這種情況下應該要怎麼辦，大學、生技公司、製

藥公司面對這樣的趨勢會怎麼辦？就是把做出來的成果申請專利，這

是明顯的趨勢，大型公司面對這種狀況，要很複雜地與大學、新創公

司、各有專長的公司來作溝通，把input作成能進一步商業化的東西，

軟體也變成可以取得專利的研究工具，這是90年來所看到的趨勢，所

以access的需求就出現了，這種趨勢對於小型生技公司來說…更願意

去做，然後創新力就會強，因為你可以把這個東西授權給下游研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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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以research input自然就形成一個市場，具有競爭性，同時這些

授權的問題同時應該被考量，如何不透過複雜的專屬授權方式讓下游

產品的出現變成困難的事，授權如何才算是合理的，研發創新的動力

是在的、研發創新的市場是有競爭性的、下游研發活動與下游產品的

出現是活絡的，就變成大家都很關心的問題。先看bio-informatics 
software，那public funding的類型非常多，面對這種課題，研究型的

大學，如中研院、清大、交大、台大，他要求如果你使用學校的資源，

創造出來的成果應該assign給學校，就像是受聘人、受雇人著作物權

利歸屬的問題，當然大家知道專利這個部份會有如何簽署聘僱契約的

問題，大部分就是如果你是使用學校的資源，就算是沒有全部要，也

要掌握全部的發言權，學校是不會放手的，所以學校對於授權的政策

是怎樣，就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去作實證檢索的話，以美國大學而

言，對於「軟體專利」而言相較於其他領域並沒有很積極去做，譬如

醫學系的教授的研發成果與資工系老師所研究出來的軟體，兩個都可

以拿到專利，但他不會對於資工系老師所研發出來的軟體太積極，原

因是收益不會太高，收益沒有辦法彌補維持專利的成本，可以說它才

開始去formulate關於open source的政策，甚至是同樣是軟體，都是開

放原始碼的軟體，他還要看看這在商業上價值高不高，於是有學校面

對開放式軟體的創造，就乾脆讓研究者自己來決定要怎麼處理這個軟

體，是要完全不需授權費的開放資源，還是有其他方法，因為你是在

最熟悉這個領域裡的人，原則上就由你來決定，雖然我是真正擁有實

驗室的人。 
HGP（Human Genome Project）基因體的project是一個大型合作

式的project，就是把資料放在公共領域，建制了一個das的系統來支持

協力合作的工作，對於NIH來說最大好處是不需要去處理非常複雜的

法律程序，這種非常複雜的程序就是技術移轉的法制來的，各式各樣

的契約來處理學校的專利與研發者之間的關係，他們有討論過在

project底下是不是要用copyleft，如果大家知道有關自由軟體的東西，

就會知道什麼是copyleft，就是基本上不retain copyright，任何要access
的人基本上都要跟隨我不能主張copyright，他們是有討論過的，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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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他們並沒有這樣做，他們是透過click-wrap的方式來避免公共領域的

東西透過自己的加工變成自己的財產，所以每一個來access的人都必

須要簽署click-wrap，中文裡面應該是拆封授權式的授權，如果是online
的話，就是你click之後，完全同意契約內容，就是你不可以去申請專

利。另外，這種wet-lab project舉一個例子來說，諾貝爾獎得主Gilman
與八個 labs及一個bioinformatics lab一起合作，所有 lab的 input及
procedure都是標準化的，所有的protocols在web上都是開放使用的，

到底未來的研究方向應該要怎樣，必須經過大家同意，他們也不強調

必須透過傳統出版模式來發表成果、證明存在，他們不做這樣的事，

你會發現他們有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就是經過內部review覺得沒有問

題後，他們就會把data發表在期刊上面，然後他們會發表research 
report，關於他們的工作結果隨時在web上可以取用到的。你會問說這

些科學家完全脫逸傳統的研究模式，到底想幹嘛，有一部分科學家不

是純粹在追求校園裡的研究工作，而是想把工作與下游研發成品連結

起來，以學術語言來說，並非是以累積paper的點數來累積他的學術生

涯，他的credit是另外一種累積方式，這種事情不是年輕的科學家就可

以達成的，因此很多資深的科學家、諾貝爾獎得主來領導這種事情，

有趣的事，所有的參與者都同意做一件事，就是對他們研究的東西不

主張IPR，這個大概是不同類型生醫研究類型化之後的特色，我們可

以來評估一下優缺點是哪些，所面對的問題必須是哪些，以

bioinformatics的軟體來說，可以用網路上集體創作的方式創作出品質

不錯的軟體，成本也很低，也不會讓非商業性的誘因受到壓抑，原先

科學所追求的東西都會保留下來，至於學校本身軟體的授權政策、技

術移轉政策，也不會干擾這種軟體商業化的發展，因為如剛剛所說，

這是尊重研發人自己的選擇，如果繼續發展下去是不是維持在目前的

狀況，大學裡的技術移轉辦公室或是政策會不會改變，誰也不知道，

換句話說誰來決定是否採取open source的方式來研發，是科學界的議

題，還是商業與大學間關係的議題，基本上未來會漸漸地被討論，以

目前來說大學研究機構把這類東西授權出去的話，不見得沒有

return，其實還是可以拿到某些比例的consulting fee，這本來就是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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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原始碼的自由軟體裡面經常可以看見的模型。 
在Genomics database project中，有一些不太一樣問題，它對於參

與是有所限制的，在資金需求上很高，所以要仰賴public funding的支

持，另外一個特色是，需要很多錢來generate原本的data，所以對於私

人的database business來說的話，有沒有辦法用這種service model誰也

不知道，另外，如果在專利上如此鬆弛，下游的問題會不會因此變成

大問題，一個簡單的答案是，下游進一步去improvement而有了專利

權，那還是沒有問題的，所以不用擔心智慧財產權會因此落空，可是

會有一個重要的要求是，期刊的政策上要有所改變，就是資料並不是

每個使用者自己產出的，而是因為去使用這些data才創造出來的成

果，那期刊則不應該有discrimination，大家才會願意去做這種事情；

另外維護這種database的成本及人力所需都相當高，所以必須要讓這

些generators及annotators也取得與發表期刊同樣的credit，不然這種模

式不容易被長期維持下去，像日內瓦最大的加速器的project，其實很

多科學家的工作就是在generate、maintain這些東西，那這有沒有辦法

產出conventional journal的話，誰要去做？以台灣來說就是傻瓜去做，

我有一個朋友參與這個計畫將近十年，他從年輕的時候開始進中研

院，就是主要在協助中研院做這個計畫，20年來他沒有升等，他一直

是個副研究員，因為他沒有透過這個來產出傳統科學研究所要求的，

就是這麼簡單，但是他的工作室很重要的，沒有他來做這種工作，別

人會去做嗎？我覺得在學術架構沒有改變之前沒有人會願意去做。 
最後一種類型wet-lab，這對於真正最後階段藥品的innovation是非

常關鍵的，尤其是要去解決一些比較複雜的疾病，起碼到目前為止是

非常被看好的，對於這種類型並不適用每一個人的原因，是這種

wet-lab的collaboration非常複雜，成本非常高，怎樣才能讓model使用

下去，透明性是很重要的，到底使用怎樣的protocol去產出這種data，
透明性一定要非常充分，基本上這些參與者必須要採取不主張IPR的
立場，若不這樣，資訊的流通基本上會變成不可能的事，接下來就要

解決一個問題是，到底大學願意對於這種研發類型能不能也跟這種個

別參與者採取同樣立場，就是放棄智慧財產權把它donate在某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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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l內，一般大學對於這種商業化可能性很高，因為可能變成藥品，

通常不太會願意放棄，尤其是專利，如果是可以主張著作權的data，
或許他還可以考慮看看，你要叫它放棄專利，以他作為一個技術移轉

辦公室的地位而言，學校會蠻不舒服的，那要怎麼解決，這變成重要

的問題。 
我們做個結語，我們其實只是把生醫研究的類型分為三個，我們

做了一些比較，就是他與open source連結起來的時候，會有那些議題

需要處理，最有成功可能性的，應該是bioinformatics的這種模式，因

為很簡單，它授權上面的障礙只要透過大學本身願意去做適當的授權

契約的安排，就解決掉了，而且從目前來看，似乎是容易解決的，關

鍵只在於大學與計畫主持人之間如何去分配諮詢服務費的比例，因為

是open source，所以授權不成問題，老實說，任何一個研究機構面對

自己內部的老師、教授、研究者要去分consulting fee，應該是很容易

講的，假設我是一個研發的研究者，我不會去跟學校計較太多，因為

這個學校是你的，而不是你沒有能力與學校有相抗衡的議價力量，說

難聽一點，任何的教授及研究者都是學校養的，你之所以會有成果，

其實資源是來自於學校，搞不好連冷氣的錢都是學校付的，所以對於

諮詢費用的分配，很難想像有談不成的問題。 
另外是上游與下游的專利問題應如何處理，技術移轉的政策是很

重要的，假設你是一個律師，這是不是應該要對當事人盡到告知義務

的點，我想是的，有一些database必須要開放的原因，是因為公平法

上關鍵設施的問題，其實對於生醫研究領域的database的開放，是因

為很多律師會跟他們說，若不開放會違反公平交易法的antitrust，接下

來如果開放會有什麼好處，上游及下游的專利互相的關係是什麼？我

覺得這些議題是做這一塊的律師所必須要研究的議題，當然這種議題

在美國的面貌與在台灣不同，原因是因為台灣的生醫研究與在美國的

不太能夠比，這是必須要知道的事實，很多上下游的問題不是在內國

的問題，而是跨國的問題，你大概不會期待台灣生醫產業的面貌是與

英美相同吧！可是有一些類型如果你可以放在腦子裡的話，我覺得有

一些線索你可以去思考那些問題，當然有時候你必須瞭解產業結構、

~ 82 ~ 



 

研發結構及進程等等，這不是來自於自己研讀書籍，你應該與這個領

域的研究者、當事人、及參與者之間密切的互動，另外，對於學術界

及研究者很重要的問題是，生醫領域publication norms的改變會發揮一

定程度的影響力，有些學術傳統及學術規範不改變的話，有一些project
沒辦法survive下去，那我們剛剛談到那幾個已經survive下去並對製藥

產業有所貢獻的project，就是因為他的publication norms已經改變了。 
其實我有很多朋友是在生醫領域工作的，其實對他們很重要的一

點就是paper的質和量，很多人就覺得這很無趣，他們的轉進方法就是

加入類似這樣的project或lab，或是自己就去開一個生技公司，這就是

另外工作性質所要求的credit完全不一樣，其實貢獻的空間說不定會比

較高一點，另外對於一些亟待突破性的藥，我們剛剛講的wet-lab 
system biology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必須要認真對待的，很可能是這種

類型典範的第一，相應所需的制度配套條件及規範上的配套，到底個

別研發者，科學家、研發機構及大學怎麼樣去看待智慧財產權，你到

底是把他看成到手之後就藏諸名山的東西，來賺取一些短期利益，還

是應該把這些營業秘密用長期布局的方式來做一些考量，可能是比較

重要的，而非單線的技術移轉的思考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我今天就講

到這個地方，如果大家有興趣，我在後面附了一些經濟分析及法律的

文獻，可以告訴你我們剛剛所談的問題的可能解決方式、問題思索的

線索應該是怎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我今天就談到這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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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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經濟學 

講座：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陳研究
員恭平兼制度與行為研究中心執行長 

日期：97年8月5日 
場次：9708-202 

 
一、什麼是網路經濟？ 

從表面上看，我們會覺得網路經濟學可

能是研究一些特定和網路（internet）有關的

經濟，比如說上網、網路招標或瀏覽器這些。

其實網路經濟學的範圍遠比這個廣，而且它

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定義。它的定義其實跟上網或不上網關係並不大。

我們先來定義網路性的產品：如果使用人在使用這樣商品所得到的好

處，是隨著使用人數變多而變大，這就是一種具有網路性的產品。在

經濟學裡，我們用的名詞是這產品具有「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而網路經濟學所研究的，就是具有網路外部性的產品，

包括它的特性、市場結構、競爭策略和市場均衡等。 
當然我們平常所看到的網路產品，大部分都有這種性質。舉幾個

例子，比如說操作系統（Operating System）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有網

路外部性的商品。因為隨著使用操作系統的人數愈來愈多，就會有越

多的軟體商願意去生產相對的軟體，因此每個人由操作系統所得到的

好處就愈來愈多；或者是手機或電話也是。比如說我有一個手機的門

號，如果那個手機只有我一個人在用，它對我的價值是零，因為我根

本沒有辦法打給任何人，所以我買這個手機對我而言並沒有價值。但

是隨著使用手機的人愈來愈多，我花同樣的錢去訂一個手機的門號，

帶給我的效用就愈來愈高，因為我可以聯絡的範圍就愈來愈廣。所以

電話或是手機是非常明顯具有網路外部性的一種產品。電動玩具也是

一個例子。隨著使用者的增加，玩家上網組隊或對打的機會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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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也就越大。 
但要強調的是，其實並不是只有使用網路的產品才具有網路外部

性。一些我們通常覺得和網路不甚相關的產品— 像信用卡 — 事實

上也是非常典型的具網路外部性的一種產品。比如說你有一張信用

卡，但會接受這張信用卡的商家全世界只有2家，那麼這個信用卡對

你幾乎就無價值：我只有到那2家店買東西才可能簽帳。隨著接受這

個信用卡的商家愈來愈多，這張卡的年費雖然都是1200元，價值就愈

來愈高。所以隨著承認這張卡的商家數目愈來愈多，同樣一張卡對我

的價值就愈來愈高，因為我身上就幾乎不用帶錢，就可以出去做買東

西。反之，從商家的觀點來看也是如此。因為假如世界上只有2個人

有信用卡，那麼和信用卡公司簽約其實一點用處都沒有。但是隨著使

用這張卡的消費者的人數愈來愈多，接受這個信用卡的好處就愈來愈

大。很明顯的，同一張信用卡對於使用人（不論是商家還是消費者），

它的好處隨著擁有這張卡的人數或承認這張卡的商家的數目愈多而

愈大。又例如購物中心也是非常的明顯的例子（事實上它就是一個我

們等一下要談到的交易平台）。隨著消費者進到這個購物中心的人數

愈來愈多，到這個購物中心去開店就愈有價值。也因此消費者去逛購

物中心也越有價值，因為可選擇的商品越多。所以購物中心也是非常

典型且具有網路外部性質的一種產業。另外，像報紙、雜誌的訂戶愈

多，在這個媒體上登廣告好處也就愈大，也因此訂戶獲得的資訊也較

多。報紙及雜誌有因此是具網路外部性的商品。 
總而言之，雖然我們把它叫做網路經濟，但事實上它適用的範圍

是遠超過Internet的範圍。從經濟理論的角度來看，網路產業的競爭和

傳統產業非常不一樣。它可以討論的議題，有(1)技術的競爭：當多種

技術在競爭的時候，它們之間競爭的本質是什麼？由此所產生的標準

化（standardization）的問題如何解決。(2)網路產業競爭的結果有什麼

特性？它是不是有效率（efficient）的？政府的角色是什麼？(3)網路

產業所產生的有關公平交易上的議題，和傳統產業有什麼不同？最

後，我們也會提到一個網路產業裡的重要市場結構 — 交易平台。交

易平台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個案 — 網路拍賣。網路拍賣在每個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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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重要性愈來愈大。這個特殊的交易市場有什麼特性和值得了解的

理論？這個我們也會在稍後提到。 
二、技術競爭 

我們討論的第一個議題是技術競爭。網路產品的技術競爭跟一般

傳統產業的技術競爭有什麼不一樣？主要在，因為網路產品有網路外

部性，所以在經濟學一個非常經典性的結果就是效率性的損失

（inefficiency）。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比如說，蛋糕是很典型沒有網路

外部性的產品。吃一個蛋糕所帶來的好處，跟究竟有多少人吃這個蛋

糕毫無關係。因此消費者的選擇很清楚：如果這個蛋糕的價錢低於吃

這個蛋糕所得到的好處，就買，否則不買。這種情形下，消費者的消

費，一定有效率的。但是手機就不是這樣。比如說，一個人可能會因

為某種考慮而覺得手機太貴，或手機每個月299的花費對他來說價值

不高，所以決定不買手機。這個決定，只考慮他自己的利益。然而買

手機之後所造成的好處不只是給自己的好處，也會因為當其他人要聯

絡他時（比如說家人有急事要找他、或朋友有些事情要跟他連絡或討

論）較方便而帶給其他人好處。事實上手機對整個社會的好處（也就

是它對我的好處加上跟我認識的人的好處），超過對自己的好處。因

此一個很典型在經濟學上所講的「外部性」就在這裡產生：一個人買

手機，得到好處的人其實不只是他自己，而且還有潛在會和他聯絡的

人。但是由於他只考慮自己，因此會發生從社會的觀點來看，他應該

買手機，但因手機對他自己的好處不大而沒買。換言之，市場上的手

機數目將低於社會最適數目。在網路競爭的時候，這種效率性的損

失，常常會出現。這稍後我們會用一個例子把它講解清楚。另外一個

和技術或產品競爭相關的議題，是技術的逐步採用（ sequential 
adoption of technology）。假設有兩個具網路外部性的技術，其中一個

可以有較大的網路效果。但消費者在購買技術時，不是所有的人一起

決定要不要買，而是逐次去買。由於是具網路外部性的產品，因此買

的人愈多，帶給消費者的好處就愈大。但是消費者買的時候預期不到

究竟後來有多少人會買這種產品。所以雖然有一個具強大網路外部性

好處的產品，但是由於在買的時候預期不到之後的消費者究竟會買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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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產品，所以可能買到好處較小的產品。這時後進場的消費者無法實

現網路外部性的好處，造成另外一種由協調問題（coordination 
problem）所產生的效率損失。這種協調問題上的技術競爭效率損失，

我們稍後也會把它講解清楚。簡而言之，這時會產生兩種不同的效率

損失。一種是過度使用舊產品（excess inertia）。它的意思是一個網路

外部性較小，可能由於很多人已經在使用，所以造成新的網路性產

品，雖然有很大的網路外部性，但由於選擇它的消費者的數目不夠

多，而無法實現它網路外部性的優勢，因而沒有辦法打敗舊的產品。

另一種是明明不應該被採用的新的、較差的產品，仍然會被採用，這

種叫做excess momentum。比如說現在市場上原有一種產品具較高的

網路外部性。現在有一種新產品進來，這個新產品帶給社會的網路性

效益其實沒有比舊產品多，由於人們可能喜新厭舊，而暫時去用那個

新產品而快速累積網路外部性的好處。這時反而讓一個不該取代舊產

品的新產品在市場上存活。這種現象在傳統的產品是不會發生的。傳

統的產品消費者在消費是，不會考慮別人買或不買，之所以會買這樣

東西是因為它的好處超過價格，所以也不會因此產生上述的兩種效率

上的問題。但網路外部性的產品會因為使用人的數目，直接的影響到

我自己的效用，所以一個人在消費這樣商品的時候，會不只是想這樣

商品對我現在的好處，還要考慮到以後有多少人會用這樣商品，這些

預期本身造成很多很複雜的結果。 
2.1 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先利用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表一）來說明網路外部性的影

響： 
 

表一 

 每個人的效用 第0期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Technology A 2×n 0 2 4 6 8 10 

Technology B 5+n 5 6 7 8 9 10 
 

假設現在有兩種產品或技術，一種叫做A，一種叫做B。n這個數

字是使用這個產品的人數。假設這兩種產品都具有網路外部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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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它們所得到的好處和使用人數成正比，但性質不同。使用A產品

可以得到的好處是2n；而使用B的好處是5+n。比如說，如果使用A的

人數是5個人，則任一個消費者從使用這產品所得到的好處就是2×5
＝10。假如時間不斷的從第0期、第1期、第2期、第3期、第4期、第5
期繼續下去。每一期有一個消費者進來，而考慮他要買A或B。他考

慮要買A或B時，他的考慮是買他這個產品當下可以產生的利益。比

如說我是第5個進來的，我前面的4個人都買A的話，我買A所得到的

效用就是10，因為已經有5個人用A。同理，當我考慮要不要用B的時

候，我就考慮前面有多少人買B。比如說前面有4個人買了B，因此n
是4。買B的好處就是5+n=5+4=9。所以隨著人數增加，A和B所得到

的好處都隨n增加而增加。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利用數學來捕捉網路

外部性的例子。不論是A或B都有外部性，因為隨著使用人數愈多，

帶來的好處就愈大。但是B的增加速度是像：6、7、8、9、10…；而

A則是2、4、6、8…。究竟是哪個產品才是帶給社會福利較大的產品？

如果大家都用A，那麼到第n期時每個人從它身上得到的好處是2n2（n
×2n＝2n2）。如果是B，則是（5＋n）×n。當n很大時（事實上只要

大於5），那麼2n2＞（5＋n）×n。這個例子說明由於A產品有很高的

網路外部性，最終它帶給消費者較大的好處。但是如果讓消費者自己

去選會怎麼樣？第1個進來的人，會比較2跟6。而由於6比2大，於是

他選了B。一旦這種事情發生B就像是滾雪球。所以當第2個人進來

時，不是比較6跟2，而是比較7跟2，因為B已經有一個人用。由於7
比2大，所以他又選B。第3個人進來時，8又比2大，所以又選B。下

一個進來，9又比2大，…一直不斷的往下累積的情形下，每個人都會

選B。雖然A產品是會帶來較大社會福利的產品。但是如果讓消費者

逐次去選，事實上帶來社會福利較低的是B才是最後人們會採用的產

品。這是一個非常簡單說明網路產品有時會社會福利較低的產品反而

被採用的例子。它之所以產生，是因為作產品選擇的消費者只考慮當

下自己的利益，而不能內部化（internalize）他的選擇對後來的消費者

（以及社會總體）的利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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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論模型 

接下來我們介紹W. B. Arthur一篇關於網路外部性產業非常有名

的文章。它假設市場上有兩個網路外部性相互競爭的技術。按當兩個

產業互相競爭的時候，我們常常講說某產業有40％的市場占有率、另

一產業有60％的市場占有率等等。但是網路產業由於它有網路外部性

的滾雪球效果，原來市佔率大的就會愈來愈大。所以這類產業的一個

很重要的特性，就是最後在市場上能生存的廠商（或是能生存的產品）

就只有一個。這是因為市佔率大，網路外部性也越強。最後大的會愈

大，小的會愈小。Arthur問的問第一個是，是不是網路產品的競爭，

會有很大的力量使得一個技術可以獨占市場？第二個問題是，如果是

這樣，那麼在什麼情形（或條件）下上述情形會發生？最後，如果真

的只會有一個廠商得到最後的勝利時，其均衡的性質為何？特別是，

有兩家廠商或兩個技術在競爭時，能不能由它的起始條件（initial 
condition）去猜測誰會得到最後的勝利？比如說現在有技術A與B，兩

者都具有網路外部性的效果。那能不能根據這些網路外部性的性質，

預測哪一個產品、哪一個產業或哪一個廠商會得到最後的勝利？得到

最後勝利的廠商是不是比較有效率的廠商？和上述問題相關的問題

是，這個均衡是不是穩定？也就是說，在某一個廠商得到勝利下，是

不是很容易被另外一個廠商的進入而擾動？又假如通常會發生不具

效率的產業得到最後得勝利的情形，是不是政府可以做一些事情？比

如藉由稅收、管制或者是透過哪些方法，讓比較有效率的產業比較容

易得到最後的勝利？這些問題，在Arthur的論文裡都有非常確定的解

答。 
不止如此，接著他把網路性的產業跟非網路性的產業互相比較，

再回答一次上述的這些問題。他比較的是3種不同產業，第一種是規

模遞增（increasing return）的產業，這就是具有網路外部性的產業。

第二種是規模不變（constant return），就是我剛剛講的像蛋糕這種商

品的產業。另外還有一種規模遞減（diminishing return）的產業，也

就是公共財文獻中所常提到有負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的

產業，比如說擁擠財。汽車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如果買車子的人愈多，

~ 89 ~ 



網路經濟學 

在路上就愈容易塞車，所以使用車子的人數愈多，得到的好處就愈

少；奢侈品像是高級服飾也是一個例子。如果我買一件2萬塊的禮服，

然後發現路上到處都有人在穿那件禮服，這2萬塊的禮服對我來說就

很不值得。這種產業的特性就是產品是有擁擠性及排他的。換言之，

使用的人愈多，帶來的效用就愈低。 
上述的規模特性，可以用非常簡單的數學（表二）來說明： 

 

表二 

 Technology A Technology B 

R type aR+rnA bR+rnB 

S type as+snA bs+snB 

 

假設有兩種消費者，一種消費者叫R，另一種消費者叫S。兩種產

品或技術，一種是A，一種是B。兩種技術已然存在市場上，消費者

逐次進入市場：第1期的時候進入一個消費者、第二期的時候又進入

一個消費者、第3期再進入一個，這樣不斷進來。每個消費者進來時

他必須選擇消費A或B。而進來時是屬於哪種消費者則不一定，可能

是R type，也可能是S type，機率各是1/2。R type的消費者使用A所得

到的好處是aR+rnA，使用B所得到的好處是bR+rnB。S type消費者使用

A所得到的好處是as+snA，使用B所得到的好處是bs+snB。nA、nB是在

某一消費者做選擇時，已經有多少人選擇A及B。如果r (s)是正的，那

麼A (B)就是典型的網路產品，因為不論是R type或是 S type的人，選

擇A (B)所得到的好處是隨著使用人數的增加而增加。當R跟S都是正

的時候，產品有正的網路外部性的產業，也就是我們剛才講的網路性

產業。當R跟S等於零的時候，就是我們講的像蛋糕一樣的傳統產業，

因為不論是R type或S type的人使用A的好處就是aR或是as，跟使用的

人數無關。當r跟s都是負的時候，這就是規模遞減的產業（像汽車、

奢侈品）：使用這東西的人如果愈多，它帶給的好處就愈低。所以這

時候，r跟s的正負就代表這樣產業是有正的網路外部性（如手機）、沒

有網路外部性（如蛋糕）、或負的網路外部性（如汽車）。假設a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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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bs，意思是說，如果不考慮網路外部性，R type的人先天上是比較

喜歡A的，而S type的人先天上是比較喜歡B的：假如 R及S是零（或

者nA=nB），那麼R type的人選A的好處較大，而S type的人選B的好處

較大。所以如果不考慮使用的人數，純粹以產品而論的話，R type的
人比較喜歡A，而S type的人先天上比較喜歡B。這個設定也代表消費

者先天上對產品特別偏好，有些人比較喜歡A（R type消費者），有些

人比較喜歡B（S type消費者）。由於R，S type各佔一半，所以就偏好

而言，A、B這兩種產品應該是平等地位的。 
再假設n≡nA＋nB, Xn≡na/n, dn≡nA－nb。Xn是一個重要變數，它

代表當市場有已經有n個消費者時，A這個產品的市場占有率。當然1- 
Xn就是產品B的市場占有率。我們想研究的，是A、B兩種產品，隨著

時間的演變，它們市場占有率所走出來的路徑是什麼。更精確的說，

我們想研究這路徑的四種數學性質。 
(1)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意思是說假如我是一個分析A產業

跟B產業的市場分析者，我想要預測究竟最後是A跟B各自的市場占有

率是多少？或更甚至A或B會得到最後的勝利？如果我的確可以精確

預測，那個Xn這條路徑就是可以預測的，否則就是不可預測的。(2)
政策彈性（flexibility）：就是我剛剛講的，政府管制的效果。假如政

府發現市場競爭狀況不符社會利益時，想藉政府的某種政策（租稅或

補貼…）來改變市場占有率，當然這政策不能是很大的變化，而是少

量的稅或補貼，能不能藉由這個政策來改變A或B的市場占有率？如

果可以的話，這個競爭的結果就是政府比較容易控制的，因為我可以

藉由租稅的手段去改變A或B的市場占有率最終會是多少。如果政府

可以經由這手段去控制，表示這個產業有政策上的彈性。(3)遍歷性

（ergodicity）：這個數學性質有它很嚴格的數學定義，但我們不去詳

細作定義。簡單的來說，它代表的是「殊途同歸」的意思。也就是說，

這市場競爭剛開始時可能非常的亂、或有一些擾動（如新聞報導或某

些外在因素），讓它一開始時某個廠商市場占有率很高、另一個廠商

很低。如果不管開始怎樣，到最後都會變成一樣的競爭結果時，市占

率的競爭軌跡就具有遍歷性。說的稍嚴格一點，假設不論市場的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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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initial condition）是什麼，最終競爭的結果都一樣的話，那麼

Xn就具遍歷性。如果產業競爭具這種特性，那麼風險將會較小。因為

競爭不論因不可預期的外力經歷什麼過程，最終的結果都會是一樣

的。換句話說，產業不會只因為在某一時期因有某種不可預期的市場

干擾，而永遠受到這個干擾的後果的影響。 (4)效率性（ path- 
efficiency）：顧名思義，它是指產業的演變，是不是最終是有效率性

的。換言之，最終各產業的市占率，是否能讓社會福利最大？ 
上述的四種性質，我們也可以看成是市場競爭下的「好」性質。

因為不論就廠商、消費者或政府而言，競爭的結果具可預測性、政策

彈性、遍歷的殊途同歸性及效率性的任何一種都是好事。接下來，我

們分別討論規模不變，遞增及遞減的產業，各自是否符合上述的四種

特質。 
(1) 可預測性： 

一個規模不變的產業（也就是r跟s等於零的時候，也就是我們講

的蛋糕例子），它的市場占有率當然很容易預測，因為每次進來的消

費者有一半的可能性是R、一半是S，而R type一定會選擇蛋糕A、S type
一定會選擇蛋糕B。這些選擇完全不必看其他究竟有多少人選了A或

B。因此根據大數法則，最後一半的人會選A、一半的人會選B。換言

之，當n很大時，Xn會趨近1/2，代表當產業是規模不變時，市占率是

可預測的。 
如果是規模遞增的產業（也就是網路產業），那麼情形就完全不

同了。 
我們把縱軸看成市場占有率的差。往上是A的市場占有率比較

高、往下是B的市場占有率比較高。橫軸是隨時間的進行，nA-nB的值。

當一個R type消費者進入市場時，他選擇A或B的標準是看aR+rnA和

bR+rnB哪一個大。當然，他的選擇深深受到之前已有多少人用A或B
（即nA和nB的值）。同理，S type消費者是比較aS+snA及bS+snB。這時

有一個很奇特的情形：如果是A的市場占有率高到某個程度後，那麼

它的市占率就會不變增加到等於100%為止。為什麼？這是很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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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數學。一個S type的消費者，事實上是比較喜歡B產品。但當nA比nB大

很多時，那麼對S type消費者而言，as與bs的相對大小就不重要，而是

看snA 與snB的相對大小。所以當nA比nB大很多時（更精確的說，是當

nA-nB>(bs-as)/s時），as+snA會大於bs+snB。這時連S type的人都會覺得A
產品有較大的好處而選A（原因當然是因為網路外部性的好處）。當然

R type的人本來就偏好A，不用講他當然也選A。換言之，這時不論R
或S消費者全部都會買A。最後，A的市占率將會越來越大，而成為市

場上的獨占商品。這就是圖一上方那條市占率折線所代表的情形。反

之，如果nB比nA大夠多（更精確的說，是nB-nA>(aR-bR)/r），那麼也將

會產生aR+rnA<bR+rnB的情形。這時不論R或S消費者，都會選擇產品

B。這時B產品的市占率會越來越大最後變成1。這就是圖一下方那條

市占率折線所代表的情形。總之，因為圖一上下兩方的陰暗區域是兩

個永不回頭的區域，一旦某一產品的領先程度進到那塊區域，那麼A
（上方陰影區域）或B（下方陰影區域）將成為市場上的最後勝利者

~ 93 ~ 



網路經濟學 

而獨占市場。但這種情發生的機率是多少呢？其實是百分之百。因為

不論是圖一哪一條市占率折線，在中間那塊明亮的區域前進時，由於

進場的消費者是類型（R或S）是隨機的（random），因此總有一天這

條折線會觸碰到上方或下方的陰影區域而讓A或B成為獨占商品。因

此兩個具網路外部性的產品互相競爭時，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是

某一產品必然最後將獨占市場。以上述的預測性而言，最後Xn必然趨

近0或1。但這並不表示競爭是滿足上述可預測的性質，因為我們雖然

知道Xn會是1或0，但不知道是哪一個。換言之，我們雖然確定最後A
或B之中只能有一個在市場上存活，但無法預測是哪一個。因此，規

模遞增產業的市占率是不可預測的。 
至於規模遞減產業（如上面提到的汽車、貴重服飾等）則和規模

遞增的產業相反。當nA超過nB很多的時候，由於產品A所帶來的負效

用（r和s在這時是負的）太大，因此連R type的消費者也覺得買B較好。

換句話說，圖一的陰影區域現在變成反射區域，一旦市占率折線到達

這個區域，那麼市占率較高的產品反而因它帶給消費者的負效用太

大，造成任何消費者都不想再買，因此市占率減少。市占率的軌跡，

也因此將永遠在圖一的明亮區域遊走。最後A、B兩產品的市占率，

就取決於上方的明亮區域和下方的明亮區域的相對高度。也就是說，

兩產品的市占率是可預期的。 
(2) 政策彈性： 

如果政府作少量的補貼或課稅，那麼規模不變產業的產品帶給消

費者的相對效用也將改變。以我們A、B兩產品的例子來說，因為

r=s=0，所以如果政府的補貼或課稅量超過aR-bR或bS-aS，就可以完全

改變R type或S type消費者的偏好，也同時改變兩種產品的消長。因此

規模不變的產業是否有政策彈性，取決於aR-bR及bS-aS有多大。它們的

數值越小，政府就可以利用越小的租稅手段去改變消費者的偏好及選

擇，政策也就越有彈性。因此，這個產業可以說有政策彈性，也可以

說沒有。至於規模遞減的產業，則是有政策彈性的。因為補貼和課稅

改變了圖一橫軸上下兩個明亮區域的相對高度，也進而改變了它們最

終的市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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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規模遞增的產業就完全不同。當nA比nB大很多（或nB比nA大很

多時），領先的產品的網路外部性利益將會非常鉅大。因此政府是不

可能透過少量的補貼或課稅來改變市占率的。用一個現實的例子來

講，即使某一個國家的政府覺得Windows操作系統在當地的占有率太

高而想利用租稅手段來改變，除非它用非常重的租稅或鉅額的補貼，

否則是不可能改變這個事實的。原因就在Windows至今已經替消費者

累積了非常驚人的網路外部性好處，不可能用少量的租稅手段就改變

它在市場上的地位。也因此具有網路外部性利益的規模遞增產業，是

沒有政策彈性的。 
(3) 遍歷性（Ergodicity）： 

規模遞減和不變的產業，很明顯都具遍歷性的。因為不論市場初

期的情況是什麼，最後A、B兩種產品的占有率都不會因起始狀況不

同而不同。（前者由橫軸上下的明亮區域的高度決定；後者是各半。）

但規模遞增的產業就不一樣。比如說，如果開始的時候（或者任何時

點）剛好進到市場裡的消費者都是R type的人，那麼就有可能A產品

由此累積夠大的網路外部利益而進入圖一上方的陰影區域。這時產品

A將最終獨占市場。但如果相反的，某一段時間內剛好進入市場的都

是S type消費者，那麼B最終將會獨占市場。換言之，市場最後的發展，

會受到市場某一段時間內的某些機緣事件（chance events）的影響而

殊途不同歸。所以規模遞增的網路產業，是不具遍歷性的。 
(4)效率性： 
規模不變的產業很明顯的具效率性的：現有的R type消費者買A

一定比B好，而S type消費者買B一定比買A好。社會福利一定不會因

讓現有已購買A或B的消費者改變使用的產品而增加的。規模遞減的

產業則更是如此。但規模遞增的產業就不是。這其實只要回去看剛才

表一的例子就可以清楚的了解。在這個例子裡，最後所有消費者都會

使用B，但如果比如說在第100期的時候，要求所有使用B的消費者都

改使用A，那麼社會福利是可以大量提高的。上面的這些結論，我們

可以用下一個表三來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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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性質 
產業 

是否具可預測性 是否具政策彈性 是否具遍歷性 是否具效率性

規模遞減 是 是 是 是 

規模不變 是 是／否 是 是 

規模遞增 否 否 否 否 

 

由這個表我們可以非常清楚看出網路產業（規模遞增）和其他兩

種類型的產業（規模不變及遞減）之間的巨大差異。我們所談的四種

產業的性質，規模報酬遞增的產業無一擁有。這表示網路產業是一個

風險高、不可預測、易受機緣事件影響、不具競爭效率、具勝者全拿

（winner-take-all）特性且政府難以管制的產業。 
各位也許會說，在上述的數學操作裡，消費者有點笨。因為他們

只看以前有多少人用了A或B，而事實上最終影響他們福利的是以後

會有多少人使用A或B。難道他們就不會對未來作某種預期性的計算

嗎？這個想法在Farrell和Saloner（1985）的論文裡有很好的闡述。他

們考慮的是市場上原有一個具網路外部性的舊技術，在某一時點碰到

另一個也具網路外部性的新產品入場時，他們競爭的結果。基本上剛

才所談的結論，在他們較複雜的數學論証裡，仍是正確的。事實上他

們的論文說明，這時不但有可能會發生較不具效率的舊產品，因網路

外部性的優勢取勝較有效率的新產品（excess inertia）；相反的也有可

能發生較沒有效率的新產品，因機緣而取勝較有效率的舊產品的情況

（excess momentum）。 
三、兩個個案研究：QWERTY鍵盤及VHS vs. Beta 

我們要談的第一個個案，是Paul David有關英文輸入鍵盤的配置

技術的競爭。現在英文的輸入鍵盤的通用配置是所謂的QWERTY。你

看打字鍵盤最上面一排的英文排列依序是QWERTYUIOP，這就是這

樣把它叫做QWERTY鍵盤的原因。Paul David問了一個問題，它的道

理在哪裡？也就是說我們為什麼會看到現在這種通用的QWERTY鍵

盤？而它產生的原因又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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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QWERTY鍵盤的配置是沒有效率的，也就是說它的鍵盤配置

讓打字速度不夠快。比如說，美國海軍部就做了一個研究，發現如果

鍵 盤 配 置 由 QWERTY 改 為 另 一 種 DSK （ Dvorak Simplified 
Keyboard），那麼所增加的打字效率，可以在使用的第10天就把員工

重新訓練打字的成本回收。另外一種鍵盤配置是DHIATENSOR，就是

把DHIATENSOR這幾個字母擺在鍵盤的第一行。由於這幾個字母可以

製造出70％的所有英文字，如果把這幾個字母擺在鍵盤的第一排，不

是非常美妙而有效率？事實上很多廠商試圖去改變鍵盤配置，比如說

當初Apple IIC電腦容許鍵盤配置利用一個switch，就由QWERTY鍵盤

的配置變成DHIATENSOR。然而發現還是沒有人願意改變，為什麼？

Paul David的答案，是鍵盤配置是非常明顯具有網路外部性的技術。

這是因為使用這種打字方式的人越多，這種鍵盤配置就越有用。如果

不同的打字機公司推出不同的鍵盤，而由不同廠商使用那我們生活就

非常的痛苦。比如說，一個人從7-ELENEN換工作到全家，以前所學

的打字技巧全都要改變。如果又換一家店說不定又要重新學一次打

字。這非常沒效率。又像電腦，如果我買了SONY的是QWERTY，又

換了Acer又是另外一種配置，如果鍵盤每個不同的牌子都配置不同的

鍵盤，打字會非常辛苦。就像一個彈了30年鋼琴的人，突然最高音鍵

盤變到最左邊、低音鍵盤變到最右邊，不但以前所學的鋼琴技巧完全

報廢，各鋼琴學校的技巧傳承也會受到絕大影響。英打鍵盤的配置事

實上就有這種性質，具非常強的網路外部性。所以一定要把它的配置

標準化。一但它被採用，使用的人（如打字學校或教打字的書籍）愈

多，就愈容易把它標準化。所以鍵盤配置是非常具有網路外部性的一

種技巧。至於究竟為什麼當初打字機會用QWERTY配置？因為

QWERTY這種打字機是故意讓它打的很慢的。打字機當初發明的時

候，很容易夾鍵。如果你看過老式的打字機，按一個鍵字母就有一根

對應於那個字母的字體刻印的長棒打印在紙上。如再按另外一個字

母，另一個對應於那個字母的長棒也會打在紙上。所以打字如果打的

太快，兩根長針同時出來會夾在一起。這時你要用手把針拉回來。所

以為了防止這種情形發生，當初故意把鍵盤配置弄亂讓打字速度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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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這就是當初QWERTY發明的原因之一。它讓你打同一個字的時

候，有很高的可能另一個字母要讓你的手指移的很遠，或是移的比較

不方便，讓你打字速度放慢一些，以減低夾針的機率，這就是它原來

的想法；但是現在的電子打字已經沒有這種缺失，因為你打的再快，

也沒有夾針的考慮。在這種情形下，應該放棄QWERTY鍵盤，去使用

DHIATENSOR，DSK或其他比較有效率的鍵盤，但是卻沒有發生。以

上一節的理論來說，因為QWERTY鍵盤的使用，相對於任何其他種的

鍵盤配置，已經達到了圖一裡很深的陰影區域。除非所有國家的人有

一個協調，都簽一個合約，從今天開始把QWERTY換成DHIATENSOR
的 鍵 盤 ， 要 不 然 要 把 自 己 的 打 字 技 巧 從 QWERTY 轉 換 成

DHIATENSOR，當全部人其他人都還在用QWERTY時，事實上無法

得到任何好處。很明顯的，這時候QWERTY在前面表一的例子裡，就

是技術B。它雖比較無效率，但是它已經累積到很大的網路外部效果。

除非用強烈的手段去改變，否則就是沒辦法。另外一個相似例子，美

國的高度是以呎、吋為單位，體重單位是磅為單位。現在全世界只有

它一個國家還在使用這個制度。這種制度對美國自己其實並不方便，

但始終沒有辦法改變。因為經多年的使用，網路外部效果太大了，很

難由任何手段讓它做任何改變。 
另外一個非常有名的個案是當初VHS跟Beta影帶的競爭。我想現

在很多人可能已經不曉得這個東西，它就是現在幾乎已經沒有人在使

用的家用錄影帶。當初錄影帶剛出來的時候主要有兩種競爭的型式，

就是VHS（大帶）跟Beta（小帶）。根據很多技術專家的研究，Beta
其實是比較優良的技術。但是VHS卻是最後的贏家，而由SONY所主

導的Beta錄影機跟錄影帶最後全部從市場上消失。所以有一陣子，至

少在DVD出來之前，市場上的獨占的家用錄影帶是VHS。但以技術的

眼光來看，其實反而Beta是比較優秀的。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結果？產

業學者的共同看法，是因為Panasonic將它的技術廣為授權，而SONY
則是要控制自己的技術以鞏固它的壟斷地位，所以不授權。網路外部

性的影響就在這裡出現。因為一旦授權給別人，別人就不斷使用你所

生產的帶子以及使用這種帶子的產品（電影…）。造成市場上VH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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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率不斷增加。再利用上一節的理論，一旦市占率超過某個門檻，

滾雪球效應就無法扭轉。VHS最終獨占市場的結果，就不可避免。你

如果有心留意最近影音產品的競爭的話，有一個相當大的產業消息是

二代DVD的競爭，在最近已經落幕。由SONY及松下所領導的藍光

（Blue Ray）格式，已經明顯取勝東芝所主導的HD DVD。美國各大

影業公司紛紛支持藍光格式，而最大的零售管道Wall Mart，也決定將

HD DVD全面下架，只零售藍光格式的二代DVD。SONY似乎從VHS
跟Beta的競爭這件事上學到很多經驗，它非常慷慨而積極的授權技

術，讓很多人願意用這個技術，以造成非常強大的網路外部性效果，

成為它得到最後勝利的重要因素。 
四、交易平台 

接下來談另一個非常有趣的議題：交易平台。交易平台事實上才

是網路外部性經濟學理論研究的重心，因為先前網路的產業的理論研

究，最後都歸結到交易平台理論上。交易平台在網路經濟學的理論及

實際上都非常重要，而它的架構卻非常簡單。就是有買家、有賣家，

及一個平台讓他們交易（圖二）： 
 

圖二 

 

 

網路拍賣平台是交易平台的一個最經典的例子。買賣雙方在平台

擁有者的網站上競標或交易。另外像電動玩具的主機也是。一方面主

機擁有者（像PS2、XBOX等）授權讓軟體開發商開發遊戲軟體，另

一方面玩家（買家）去買了主機（這就像繳了會員費進入平台）去購

買主機裡面賣方（軟體開發商）的各種遊戲。所以電玩的主機平台本

身就是湊合軟體開發廠商跟遊戲玩家的一個交易平台。當然它也有網

路外部性，遊戲愈多玩家就會愈想玩（比如說可以在PS2上玩的遊戲

越多，使用PS2這個交易平台就愈有價值；當然買PS2的人愈來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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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開發廠商就願意開發軟體遊戲讓大家玩），剛剛講過的信用卡、

購物中心、ATM等都是交易平台的典型例子。 
再用信用卡為例。買家（消費者）跟賣家（商家）可藉由信用卡

這個媒介交易。消費者在做交易前你必須有信用卡，而且必須向信用

卡公司簽約付費，才能做交易。還有像網路拍賣網站、Google Search、
Yahoo所有的功能（像即時通等）、ATM（提款人與銀行經由ATM來做

交易）、購物廣場（房地產開發者擁有商場，一邊和賣家簽約讓後者

在購物廣場裡面賣東西，另外一邊消費者進到商場這個平台來向賣家

買東西）都是交易平台。甚至一些你平常不覺得是交易平台，像是雜

誌、報紙其實都是交易平台。比如說像一份雜誌，讀者在一邊、廣告

商另在一邊，經由報紙或雜誌達成某種交易。 
交易平台事實上是一個集中式（centralized）的交易市場。所謂

集中式，意思是它不但是一個買賣雙方交易的共同平台，更重要的是

它明訂交易規則和程序。一方面買家付費進入平台希望購買到他需要

的物品或服務，另一方面賣方也付費進入平台販賣商品及服務。平台

擁有人是一個第三者，它提供交易過程的服務，以及交易程序的維

護。當然這些就是它可以向買賣雙方收費的原因。 
我們之前提到交易平台有很強的網路外部性。比如說我剛才所說

的，信用卡例子，使用的人愈多愈有價值；ATM跟使用ATM的商家愈

多，就愈容易有人去使用，每次收17塊；或者是購物廣場，消費者愈

多、商家就愈願意進駐，商家愈多、消費者就愈願意進來購物，所以

有非常強的網路外部性效果。但是它的網路外部性跟我們在前幾節講

的又不太一樣，它的網路外部性是間接的。網路外部性在交易平台的

來源，不在於買方人數愈多、好處就愈多，而是當買方的人數愈多、

賣方達到交易的可能（或達到一筆好交易的機會）就越大，或者當賣

方的人數愈多時、買方買到他希望的東西的可能就會越高。不論上面

兩種情形的哪一種，當某一方人數越多的時候，另一方達成交易就越

大，但達成交易的好處本身是不會隨人數變多而變大的。這和剛才討

論的手機使用者的好處直接隨使用人數變多而變大是不同的。以網路

拍賣當例子。比如說在Yahoo網路拍賣的網站裡，買方人數越多，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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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就有兩種好處。一是他達成交易的可能性，由於買方人數增加而

變大。第二是買方人數變多，競標的結果就會產生較高的價格。很明

顯的，這是有網路外部性的。但外部性的來源並不是直接的由人數本

身而來，而是由人數所產生的交易機率的增加。 
交易平台的研究重點，是(1)從平台擁有者的角度，什麼是最適策

略？策略內容最重要的就是訂價。平台擁有人追求最大的利潤的策略

考慮因此包括：(a)應向買賣雙方都收費還是只向某一方收費？還是完

全不收費，只有廣告收入？(b)收費內容，應只收會員費，還是只收交

易手續費，還是兩者都收取？(c)影響上述收費策略的因素是什麼？(2)
以消費者（即買方及賣方）角度，是否應加入平台交易？而如果加入，

應加入市場上多個平台（ multi-homing ）還是只是某一平台

（single-homing）？舉例來說，一個想買相機的消費者，什麼時候應

到拍賣網站去買相機而不到實體商店？如果上拍賣網站，它應只到

Yahoo!或者露天或者兩者都去？交易平台的理論，是近來在產業組織

這個領域廣受注意，但還沒有成熟發展的議題。因此學術界對它的一

些理論結果，還沒有產生完全的共識。但有幾個現有的結果是大家都

共同接受的。第一是網路外部性的考慮，對平台經營者的策略有深遠

的影響。第二，由於網路外部性的考慮，平台業主常會將價格訂得比

成本低，甚至免費。這種例子數不勝數，像報紙定價才15塊，Adobe 
reader免費，Windows Office有一陣子不用錢，Yahoo!拍賣網站買方完

全不用付費，信用卡常常免年費等等，都是例子。 
如果以eBay和Yahoo!的網拍競爭為例，平台競爭在某種程度上印

證了剛才所講的理論。因為網路拍賣的交易平台有很強的網路外部性

效果，因此市場競爭很容易造成只剩一家廠商勝者全拿的情況。以台

灣來講，原來有eBay跟Yahoo!兩個網拍平台，後來eBay被Yahoo打敗

退出，所以它又去結合了另外好幾個小的平台，形成露天拍賣。至少

到現在為止，露天拍賣現在依舊無法跟Yahoo!相比較，Yahoo!的交易

量及收益遠遠超過露天。但露天使用幾乎是焦土抗戰的策略：完全不

收費。它唯一的收入似乎就是廣告。它們日後競爭的結果目前還很難

預期，但至少現在Yahoo!的規模還是遠大於露天。據我所知，eBay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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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也剛從日本市場退出，所以日本主要的網路拍賣網站也是Yahoo!。
在美國剛好相反，前一陣子Yahoo!已經從網路拍賣競爭中退出，所以

在美國現在主要的網路拍賣平台的是eBay。我如果沒記錯的話，新加

坡也是只剩下eBay。相當明顯的，兩個具有網路外部性的平台互相競

爭，最後就只剩下一家的趨勢很強。另外，像網路書店是Amazon、
搜尋引擎是Google、操作系統是Microsoft等，都是很顯著的例子。 

網路平台的一個很重要的現象是定價低於成本（below-cost 
pricing）。比如回去看剛才的例子。像網路拍賣，如果我是買家的話，

買東西什麼錢都不用付給平台。像今天我自己已經在Yahoo!網拍買了

好多東西，但印象裡似乎沒付給Yahoo!一毛錢過。事實上Yahoo!是用

從賣家賺的錢來補貼買家。這表示在買家這邊，Yahoo!的定價是低於

成本的。信用卡不也是嗎？當然前一陣子還有年費啦！但是現在有年

費的信用卡基本上是不太容易生存的。所以大部分的信用卡事實上在

消費者這邊也是定價低於成本，這也就是用從商家賺的錢來補貼消費

者。你看夜店，去夜店（這是一個平台）跳舞的時候，男人一邊、女

人一邊，女人不用錢，而且附贈一杯可樂或什麼的，對不對？而男人

要200塊入場費，這就是用從男人身上賺的錢去補貼進夜店的女人。

非常明顯對女人這邊是定價低於成本。還有一些像ATM這個典型的平

台，我使用ATM提款，如果不是我存款銀行的ATM，要扣17塊的交易

手續費，所以它是向買方收費的。據我所知它沒有向銀行收費。剛才

那些例子，都是不向消費者收錢、而向商家收錢。夜店和ATM則剛好

相反，它向消費者收錢但是沒有向賣方收錢。當然也有兩方收費都高

低成本的例子，像電玩就是。從理論上來看，收費原則除了經濟學理

典型的需求彈性考慮之外，也必須考慮所謂的「網路外部交叉彈性」，

也就是由價格變化所產生平台某一方的需求量的變化再產生的另一

方的需求變化。這是由於平台某一方的人數變化，由於網路外部性的

作用將會對另一方的利益產生影響。但是不論如何，定價低於成本在

交易平台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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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網路經濟與公平交易法 
以上我們所討論的一些網路平台和網路經濟的一些理論，給了我

們一些在公平交易法律精神下，需考慮的議題。第一個議題是，市場

被單一廠商獨占，在網路經濟學裡面是十分常見的現象。比如前文提

到的網路拍賣、Microsoft、Google…，這些商家獨占的現象在網路產

業中是非常普遍的。而且雖然常發生一家廠商獨占的情形，但是這獨

佔地位是很不安全的。也就是雖然某廠商今天有很大的市場占有率，

但是被取代的可能性很高。比如說網景（Netscape）曾是瀏覽器剛在

市場出現時的獨占品牌，但在很短的時間內，全部的市場都被

Microsoft的Explorer所取代。主要原因是Microsoft在推出Explorer時，

把它直接附加在Windows裡綁售。所以使用者就發現他不需要再去下

載網景就可以上網了。若你是網景（Netscape）的老闆，你一開始可

能很高興，幾乎100％的網路使用者都用我們公司的瀏覽器。但儘管

市場會只剩一家廠商，卻不一定永遠是同一家廠商。以網景的例子來

說，市場轉眼之間就整個被Microsoft占據了。Yahoo!和Google的搜尋

市場競爭也很類似。換言之，網路產業雖然是最後只有一家勝出，但

是你即使得到全部的市場占有率也不表示地位穩固，可能轉瞬間失去

整個市場。因此在網路產業中一個明顯的現象是競爭性非常強，這時

市場競爭已不再是占有率的競爭，而是爭取市場獨占的競爭。所要強

調的是，獨占在以往antitrust的看法裡，幾乎是一種原罪，但在網路經

濟的世界裡它卻是市場的常態；而且不但是常態，事實上為了效率性

是必須的，其原因就在於網路外部性。以前文的例子，假如存在2個
技術，技術A對消費者所產生的好處是2n，B則是5＋n。現在假如有

1000個消費者，那麼這些消費者應該使用哪一種技術才是社會最適？

顯然應該是A。若將500位消費者放在A、其他500位放在B，這時候產

生的社會利益反而不如將1000個人全部放在A。因此從社會福利的觀

點來看，壟斷是最適的。因為若是將消費者分成兩邊，兩邊各自有自

己的網路效應，還不如將全部消費者都放在同一邊，能夠創造出更大

的網路效益。因此，不論從上一節的理論角度，或從社會福利的角度，

市場競爭都有走向壟斷的趨勢。而這個趨勢也存在很多產業上得到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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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印證。從傳統反托辣斯（Antitrust）的觀點來看，壟斷不是好現

象，因為一個廠商有很大的壟斷力量，它就會想辦法去剝削消費者，

而使社會福利減低。但在網路產業中，有時候壟斷以效率的觀點來看

是比較好的。在網路產業裡看待壟斷，事實上是有一個兩難。一方面

從社會福利的觀點來看壟斷事實上是有效率的，但另一方面又面臨廠

商濫用壟斷力量的威脅。所以壟斷在網路產業究竟是好還是不好？很

難有個定論，往往是case by case。當一個壟斷廠商被控不當使用市場

力量的時候，必要去調查它的程度究竟多少，以及消費者從廠品外部

性本身獲得多少網路外部性的好處，這些都是由於產業跟產品的不

同，必須分別各自考慮，事實上並沒有一個一般性的原則。 
退一步來講，我們沒有一個理由來支持，在有網路外部性的產業

Antitrust的管制應該比較嚴格或者比較不嚴格？事實上兩種看法都可

以找到充分的理由來支持，很難找到一個一般性的原則。由下面的幾

個討論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第一個就是我們在公平交易的討論中常

見到的議題：侵略性定價（predatory pricing）。關於侵略性訂價有一

個非常有名的準則，就是Areeda, Philip & Turner（APT） criterion。
這個準則是想回答什麼時候可以判定一個廠商行侵略性訂價。Areeda, 
Philip & Turner說，在理論上很簡單，主要看廠商的訂價是不是低於

邊際成本（即below-cost pricing）。例如它生產某產品的邊際成本是

20，如果價格只訂在5，很明顯的就是侵略性訂價，因為它這樣生產

根本無利可圖。但是它為什麼要這樣做？唯一的理由是它想要侵略另

一家廠商。這是在公平交易理論裡幾乎是一個用來判定廠商有沒有侵

略性訂價的共識。當然現實上它並沒有這麼容易用。首先，想要知道

廠商的邊際成本是多少就非常的困難，所以雖然理論上聽起來很容

易，但是現實上你要驗證這個準則的計算可能沒有這麼容易，不過至

少理論上很容易了解並接受。 
但這個原則如果用到交易平台就不見得成立，因為根據前文所談

到的，在交易平台裡定價低於成本是非常普遍的情形，每一個交易平

台的訂價幾乎都有定價低於成本的情形產生。換句話說，定價低於成

本本來就是最適化的結果，而不是為了侵略競爭對手。我們能說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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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侵略性定價嗎？可能不行，因為即使它沒有面對進場威脅的時候，

或沒有一個廠商正在跟它競爭時、而且它也不想排除任何廠商進場的

時候，它的最適訂價也仍是低於成本。所以上述APT準則並不能拿來

當作一個廠商有沒有行侵略性定價的一個依據，甚至連理論上都不

是。所以由這個角度來看，侵略性定價的判定，原來非常通用的一個

APT criterion，在網路產業就不那麼適用。 
但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侵略性定價的殺傷力，在一些傳統產

業其實又不如在網路產業這麼強。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有兩個競爭技

術，一個是A、一個是B。消費者使用A技術的好處，隨著人數的增加

而增加，它是10、11、12、13…。而B產品則是12、14、16、18…。

顯然B是可以帶來較大社會福利的技術，因為它的網路外部性最後會

勝過A，而且一開始事實上就比較高。假設A是原來在市場上的一個

既有廠商，而B廠商是新進場者。假設B廠商進場的時候，A的網路效

果已經累積到11；由於B一開始就可以有12單位的好處，因此很明顯

的，B進場後的競爭結果是B勝利，而且這也是應該的，因為它的確

比較有效率，而競爭的結果的確也是它勝利。但是A這時會為了生存

就可以利用侵略性定價。比如說從B廠商一進場開始，A每一個產品

都少賣5塊錢，這樣產生的結果是什麼？消費者向它（A）買的時候，

每個階段的好處都增加5，以從11增加到16、12增加到17、13增加到

18、14增加到19…，所以這時候的競爭結果，變成B跟A來比時，第

一個消費者就發現A比較好（16＞12），第二個人進來發現A的利益

（17）又比（12）高，所以他又買A；第三個人進來發現18又比12高，

所以他又買A；第四進來19又比12高所以又。到了這時候，A廠商就

不需要再降價。因為A產品即使不再降價5元，它的好處（14）也已經

比B的好處（12）高了。意思是說A只須降價4期，到了第5期它又把

價格調回來，而調回來以後，由於這幾期網路外部性好處的累積，這

時候不用降價也比B好。意即A只要降價某個適當的期數，讓它的網

路外部性再多累積，就可以打敗進場的，且技術較優秀的廠商B。所

以這是網路產業裡，一個非常便宜且有效的、可以打敗進場廠商的辦

法。但對一般沒有網路外部性的產業，降價行侵略性定價是很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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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它不斷的在賠錢。同時，因降價期間所獲得的市場，並無網路外

部性的累積。這表示如果A希望消費者一直買它的產品，則必須永遠

降價。在這種情形下，侵略性定價在傳統產業的功能，是讓競爭者不

堪累賠自行出場。但在網路產業，A不需要等到B不堪累賠，因為A只

要累積到夠多的網路外部性，即使不降價，都會比B好，所以A不需

要一直降價。這說明了侵略性定價在網路產業用來當作pre-emptive的
手段是非常有用的。所以這時antitrust的考慮就出現了。因為在這種情

形下，對廠商行侵略定價的管制應該要比較嚴格才對。這就產生一個

兩難：從定價低於成本的角度來看，這種行為是不應在網路產業禁止

的。但從利用定價低於成本來侵略對手的行為在網路產業又特別會造

成傷害的角度來看，這種行為又應該特別禁止。因此恐怕沒有一般原

則來看below-cost pricing這種行為，還是必須看這個產業的一些特性

來決定。只能說，在面對網路產業的時候，考慮不是單方面的，不能

說因為它是網路產業，所以我應該把公平交易的管制弄得比較嚴或者

比較鬆，因為兩個方向都能有令人信服的理由。 
另外一個例子是搭售（tying），這也是Antitrust一個蠻大的議題。

在一個比較傳統的產業裡，一個非常有名的理論（見Whinston, 1990）
是說，純搭售（pure bundling）只有在一個情形下有用，就是它必須

是pre-emptive。所謂pre-emptive，就是阻止對手進場。在這個理論下，

純搭售是故意把自己逼到背水而戰的地步，如果對手進場，那一定要

造成兩敗俱傷的結果。也因如此，對手進場前必須深思，但也因此達

到pre-emptive的效果。這是一個傳統的、非常有名的反拖辣斯理論。

搭售在網路產業是一個很好用的競爭工具，事實上比Whinston講的更

好用，因為Whinston的理論是說，我如果要搭售就一定要把它趕出去

不可，而且是很傷的手段。但是在現代網路產業，經由搭售要把對手

趕出場很容易，而Microsoft就做很多類似的事情。比如說剛剛講的瀏

覽器就是非常明顯的例子。Microsoft當初把它的Explorer跟操作系統

搭售，表面上看起來是不用錢，所以你買了Microsoft的Operating 
System，就自動附一個Explorer。反而你要使用網景的時候還必須自

己去下載。使用操作系統的消費者（當然，大多數人都用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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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不需要再去下載Netscape就可以上網，因為已經有一個瀏覽器。

所以Microsoft就利用搭售的手段擊敗網景。事實上類似這樣的事情發

生很多次，比如說Word Processor就是另一個例子。當初市場上形形

色色的各種文書處理軟體，在Windows搭售Words軟體之後，紛紛消

失了。另一個就是 Microsoft 的 Office 。你只要買了 Microsoft 的
Windows，就自動附一個Office，很多商務應用軟體就發現很難生存

了。當然現在Microsoft是不能這樣做了。Microsoft就是因為不斷使用

搭售手段，把很多對手都打敗，所以前一陣子很有名的一個United 
States vs. Microsoft 案，就是美國政府控告Microsoft違反反托辣斯

法，最後Microsoft敗訴。主要原因就它利用搭售的手段，把很多本來

應該可以生存的廠商的產品，變成都是Windows下面的一些免費副產

品。總之，你在傳統產業利用搭售當作pre-emptive的手段要付出很大

的代價，但是網路產業是較容易的，例如Microsoft幾乎是不費吹灰之

力，利用搭售取得相當多的重大勝利。所以以antitrust的觀點來看，搭

售的確是很嚴重的違反公平交易的行為。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如果你把新產品在舊產品上搭售，而且舊產品已經很風行，那麼是可

以減少你新產品的進場阻礙。比如說我有一件產品在市場上已經很風

行，現在有一個新的產品要推出。但那個新產品事實上在市場上已經

有另外一家重量級的廠商，我怎麼樣進場？在網路產業很困難，因為

另一家廠商的網路外部性可能已經累積很大，所以常常我很難進場。

怎麼辦？可以把我這樣新產品搭售在我已經很流行的另外一樣產品

上，使我的進場阻礙減少。所以搭售的確是削弱市場上現有的獨占廠

商力量的一個方法，因此它是pro-competitive的。換句話說，搭售一

方面是pro-competitive、一方面又是anti-competitive。所以對搭售這種

行為antitrust的管制究竟應該變的比較嚴格或比較鬆寬？也不一定，因

為兩方面還是都可以講。 
最後一個例子，是獨家簽約（exclusive contract）。它是說你如果

買我的產品，即契約上就明訂就只能向我買，不可以再向其他廠商

買。先前Atari告Nintendo說，原來替Nintendo設計軟體的廠商，簽約

的時候就必須被迫將所開發的遊戲獨家給Nintendo使用，不可以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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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其他廠商，是違反公平交易的行為。後來Atari贏得訴訟，所以現在

不同的遊戲可以在很多主機上玩。也就是說同樣一個遊戲在PS2可以

玩、在XBOX也可以玩、甚至Wii也都可以玩。Exclusive contract很明

顯是antitrust所應管制的anti-competitive的行為。在網路的產業裡

exclusive contract的簽訂，可以造就非常大的網路效果，形成非常大的

進場障礙。不過，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它又有好處。由於網路的

產業競爭很強烈，所以exclusive contract事實上有減少風險的功能。因

為如果我得到了exclusive contract，未來我有多少軟體遊戲、或有多少

消費者，這些都可以比較容易的預期。這對消費者也有好處，因為他

們很容易預期到買這樣東西的時候，究竟會不會被lock-in、或者有很

大的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所以對消費者跟廠商同時有好處，因

為它可以減低購買這樣東西、或者生產這樣東西所產生未來的風險。

所以exclusive contract究竟是anti-competitive或者是pro-competitive？
不能一概而論。 

從這幾個例子來看，我們發現，感覺上好像因為網路外部性有人

數愈多、好處愈大的特性，所以antitrust對於網路產業的管制好像應該

變得比較寬鬆。比如說兩家廠商要合併變成一個廠商，如果他們合併

以後市場占有率超過某一門檻，通常就不容易得到核准，因為市場占

有率太高，造成太大的壟斷力量。但是如果在網路的產業又好像沒問

題，因為兩家合成一家，網路外部性的效果可以增加社會效益。所以

從這觀點來看好像antitrust的一些管制在碰到網路產業的時候似乎應

該重新檢討，本來不應容許的行為的現在好像應該是可以，但是其實

不一定。因為正反雙方面都有強大的理論基礎。最後還是回到最基本

的問題就是還是要case by case。不同的產業、不同的產品、甚至是不

同的某種東西的差別，事實上差別非常大，所以如果你想建立一個很

一般性的原則說antitrust管制在網路產業，應該要變成比較怎麼樣或怎

樣，這是注定是要失敗的。不太可能有一個非常一般原則來管制這個

網路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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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的各位長官、各位朋友大家好，我

是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的林利芝老師，今天很

榮幸能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探討「時尚仿而

的製行為與公平交易法的適用性」這個議

題。其實我會想要研究這個議題是因為我寫

了一篇「著作權決戰伸展台」的文章，也就

是因為那篇文章，我發現著作權法可能無法適切解決時尚仿製行為所

衍生的問題，所以我試圖以公平交易法來解決時尚仿製行為所衍生的

問題。 
就公平交易法對於時尚仿製行為的適用而言，我們比較耳熟能詳

的就是仿冒行為的規範。我們不時在報紙上看到台灣海關查獲大批的

假冒LV、PRADA、CUGGI等國際知名品牌的皮包、服飾、配件。我

們也常在報紙上看到警方查緝仿品的消息，例如保警大隊喬裝消費者

到 各 大 知 名 品 牌 的 特 賣 會 ， 結 果 破 獲 了 一 大 堆 POLO 、

TIMBERLAND、BURBERRY等世界知名品牌的仿冒衣服。 
現在，我想藉由投影片讓大家看一下我們比較常見到的時尚仿製

行為。投影片的左邊品牌名稱大寫的是正品，右邊品牌名稱小寫的是

仿品。這張投影片比較特別的是因為PRADA這個新包款與我們普通

熟知的PRADA包款不太一樣，PRADA在推出這個新包款不久後，右

邊這間以模仿名牌包款出名的JUST LOVE公司，就立刻仿製出與

PRADA這個新包款類似的包款。我們可以稍微比較一下PRADA包款

的圖型與JUST LOVE包款的圖型，幾乎是一模一樣。這張投影片的左

邊是FENDI的包款，右邊是JUST LOVE的仿品。這張投影片的左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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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GGI的包款，右邊是JUST LOVE的仿品，仿品與正品幾乎是一模

一樣，正品的特色仿品都有做出來。這張投影片的左邊是我們較為熟

知的PRADA包款，右邊是JUST LOVE的仿品，模仿地微妙微肖，甚

至於連PRADA的三角形的商標樣式也加以仿製，但是這商標上面不

是標示PRADA，而是標示JUST LOVE，因為如果標示PRADA，就會

有商標權侵害的問題。這張投影片的左邊是這間知名品牌公司非常有

名的白色編織包，右邊是另外一家以模仿名牌包款出名的公司所仿製

的類似包款，但它是做成黑色的編織包。這張投影片的左邊是某知名

品牌的地圖包，右邊是我們常在夜市裡看到的地圖包。這張投影片的

左邊是CARTIER的戒指，右邊是另外一間公司仿製CARTIER的戒

指。這張投影片的左邊是ADDIDAS（愛迪達）的鞋款，右邊是PAYLESS
公司仿製的鞋款。這間PAYLESS公司之所以取名為PAYLESS，就是

讓消費者能夠穿與名牌鞋款一模一樣的鞋子，但是付比名牌鞋款少很

多的價錢。 
我們從投影片看到的那些仿製皮包、飾品、鞋子等，都是我們比

較常見到的時尚仿製行為，但是自幾年前開始，便出現了不同類型的

時尚仿製行為，從美國知名品牌服飾業者控告平價成衣業者著作權侵

害與不公平競爭的四個案件，可看出時尚仿製的目標已經從以往的皮

包、飾品、鞋子等，擴展到時尚伸展台與星光大道上的高級訂製服與

當季新裝。 
這二家知名品牌ANNA SUI、DVF控告平價成衣業者，包括

FOREVER 21、TARGET、MANGO著作權侵害與不公平競爭。這張

投影片的左邊是ANNA SUI的設計作品，右邊是FOREVER 21的仿

品。FOREVER 21的仿品與ANNA SUI正品非常類似。ANNA SUI這件

衣服定價為200元美金，但是FOREVER 21這件衣服定價為18元美

金，兩件衣服有180元美金的價差，除非消費者一定要購買ANNA SUI
的正品，否則消費者基於經濟上的考量多半會選擇與ANNA SUI設計

雷同的平價仿製服飾。這張投影片的左邊也是ANNA SUI的另一件設

計作品， 右邊是FOREVER 21的仿品，兩件衣服的價格也是十分懸

殊。這張投影片的左邊是DVF著名之Wrap Dress設計，右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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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VER 21的仿品。DVF的設計作品是以大白點搭配小黑點，但是

FOREVER 21卻是以顏色顛倒的大黑點搭配小白點仿製DVF的Wrap 
Dress設計。這張投影片的左邊是DVF的另一件豹紋設計的Wrap 
Dress，右邊是美國一個非常有名的平價業者TARGET的仿品。這兩件

豹紋衣服的設計十分相似，所以DVF一發現TARGET販售她設計之豹

紋Wrap Dress的仿品，立刻就控告TARGET。這張投影片的左邊是DVF
另一款漂亮的服飾，右邊是另一家知名平價服飾業者MANGO的仿

品。MANGO的仿品與DVF的正品不同的是MANGO將DVF正品的設

計圖案上下顛倒，並且將顏色與袖長改變。 
我們從剛剛這幾張投影片可以知道時尚仿製行為已經從以往的

仿製皮包、配件、鞋子，擴展到時尚伸展台與星光大道上的高級訂製

服與當季新裝。這樣詭譎多變的時尚仿製行為，突顯出仿製品全球化

的狀況。我現在就從時尚伸展台與星光大道上的仿製行為開始談起。

從這張投影片可以看出是伸展台的走秀狀況，很多漂亮的模特兒展示

知名設計師設計的當季服飾。這張投影片可以看到伸展台旁邊有許多

人在拍照，這些拍照的人也許是報導時裝秀的媒體記者，但是也有一

些人是混進來要拍攝知名設計師設計的當季服飾，拍照完後立刻將數

位影像傳送到中國大陸的工廠，然後工廠便把這些伸展台上的當季服

飾連夜趕工製造出來，送往世界各地販售。 
這張投影片是我們常在電視上看到奧斯卡金像奬、坎城影展的星

光大道，美麗的明星穿著知名設計師專門為她們精心設計的禮服，令

人驚豔。這張投影片可以看到星光大道旁有許多人在拍照，這些高級

訂製服在星光大道上曝光後，很快就出現仿品，仿製者甚至以國際知

名巨星曾穿著同款設計來促銷這些仿品。 
我為什麼會說伸展台與星光大道危機四伏，是因為這些混進來拍

攝知名設計師設計之當季服飾的人，將數位影像傳送到中國大陸的工

廠，然後工廠便把這些伸展台上的當季服飾與星光大道上的高級訂製

服連夜趕工製造出來，送往世界各地販售，這對於知名設計師來說，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經濟損失。之前在傳統相機的年代，即使是有人混

進來拍攝知名設計師設計的當季服飾或高級訂製服，拍攝好的底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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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沖洗，然後再用郵件寄到製造仿品的亞洲國家，可能又要一些時

間，所以當仿品完成時，已經是好幾個月後的事情，所以設計師仍可

利用這段時間搶先販售當季服飾或高級訂製服，賺取他們為設計新品

所投入的成本以及利潤。但是當數位攝影技術發明之後，設計師發現

他們已經無法再這麼做了，因為他們的當季服飾或高級訂製服的數位

影像，已被有心人傳送到中國大陸製造仿品的工廠，利用電腦繪圖、

打版，在非常短的時間內縫製完成，甚至趕在設計師之當季服飾或高

級訂製服的成品尚未製造完成之前，就搶先販售，而且價格又遠比設

計師的正品更為便宜，因而造成設計師的當季服飾或高級訂製服滯

銷。以前設計師對於服裝仿製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是因為設計師

仍可在仿品尚未出現之前就已經販售他們的當季服飾，所以他們還是

有一些利潤可言。但是到後來，尤其是數位科技發明之後，他們發現

他們已經無法賺取任何利潤，因為同一個時期跟設計師競爭的，就是

那些價格低廉的仿品，所以設計師開始覺得不能坐視不管，也就因此

提出了許多著作權侵害與不公平競爭的訴訟。 
仿製品其實從成衣大量工業製造開始，就是服裝設計師的夢魘。

美國時尚界為了要阻止仿製者嚣張的仿製行徑，曾經一度採取一些自

救的措施，在1930年代成立登記服裝設計師的原創設計作品的一個協

會，叫做「時尚原創者協會」，並且也跟美國各大百貨公司還有服飾

業者約定不可以購買仿品。可是在1941年美國最高法院將時尚界的這

些聯合自救措施認定是一種「反競爭行為」，而要求它停止。美國最

高法院在Fashion Originators' Guild v. FTC這個案件中認為時尚界的這

些聯合自救行為，構成Sherman Act（休曼法）和Clayton Act（克萊登

法）所禁止的反競爭行為。美國最高法院雖然同情時尚界因為服裝整

體設計不受著作權保護，才會導致仿品氾濫，但是美國最高法院仍然

認為，即使是這個理由，時尚界也不可以採取違反競爭法的反競爭行

為。Fashion Originators' Guild v. FTC案可以說是時尚界跟公平交易法

的第一次接觸，而這一次的接觸，導致仿製者的仿製行徑更加猖狂。 
我們剛才也看到危機四伏的伸展台與星光大道，因為伸展台與星

光大道上的一些當季服飾或高級訂製服被一旁的攝影師拍攝之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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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傳送到中國大陸去仿製。為什麼仿製者能夠如此明目張膽地仿製

這些著名服裝設計師所精心設計的當季服飾或高級訂製服？最主要

的原因是因為美國著作權法從來沒有賦予服裝整體設計任何著作權

保護，我國也是一樣，以致於服裝設計師的當季服飾或高級訂製服在

伸展台或星光大道上曝光之後，就成為任何人皆可以染指的公共財，

所以仿製者可以公然仿製。仿製者不但可以對服裝設計師的創意巧取

豪奪，也可以利用尖端科技，也就是我剛才講的數位攝影技術來把他

認為可以引領時尚潮流的這些當季服飾或高級訂製服的設計恣意地

仿冒。 
我稍微來談一下服裝整體設計在智慧財產權保護是怎麼樣的一

個狀況？我先從「著作權」開始講起。我相信在座各位今天會來這裡，

應該也是對時尚有些興趣。你們也很想知道智慧財產權法（包括著作

權法、商標法、專利法）以及公平交易法，能提供時尚設計什麼樣的

保護？ 
時尚與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但是服裝設計卻一直是著作權法的

邊緣議題。就服裝設計的著作權保護而言，很多人可能會認為服裝設

計就像是設計師的畫布，所以照理來說，服裝設計應該與其他的創作

一樣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尤其當我們認為服裝也是設計師的一種藝

術創意表達，應該要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可是事實不是如此。 
服裝整體設計無法取得著作權保護，其實有四個原因，分別是「實

用性原則」、「概念/表達二分原則」、「原創性」及「實用性物品原則」。

我先從「實用性原則」開始談起。服裝的主要功能是用來遮蔽身體和

保暖，所以服裝是屬於實用性的物品。既然是屬於實用性物品，如果

服裝設計師要以服裝整體的設計來取得專屬權利的話，就必須從「專

利法」中保護實用性物品之工業設計的「新式樣專利」，來取得專屬

權利。所以即使伸展台或星光大道上這些當季服飾或高級訂製服在服

裝整體設計上展現出設計師藝術創意的原創表達，但是仍然因為服裝

本身遮蔽身體及保暖的實用性，而無法就服裝整體設計取得著作權保

護。 
可是我們都曉得，我們日常生活上有許多兼具藝術性及實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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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如果無法對這些兼具藝術性及實用性物品的設計提供保護，將

沒有人願意花心思來美化我們日常生活的這些日常用品，這會讓我們

的生活變得很單調。但是反過來說， 
我們都知道專利權的取得比較困難，著作權的取得比較容易，甚

至於現在更容易，以前可能還要經過註冊登記等形式上的審查，但是

現在著作權法改採「創作保護主義」，只要你的著作完成後，就可以

享有著作權保護，所以著作權的取得變成非常容易。如果允許藝術性

與實用性兼具的物品取得著作權保護，將使物品製造者可以藉由無需

審查而容易取得的著作權來壟斷物品的製造，取得類似「新式樣專利」

的專屬權利。所以對於「藝術性及實用性兼具的物品能否取得著作權」

這個爭議，一直無法解決。美國在經過兩個聯邦最高法院的案件，再

加上美國國會修正了1976年的著作權法，才將這個問題稍微解決。 
美國著作權法第101條的定義中規定著作權法所保護之實用性物

品的藝術性設計，必須是能與實用性物品的實用性分離，而且能夠獨

立存在的藝術設計，才會受到著作權保護。所以意思也就是說，這個

藝術設計必須要實際上與物品的實用性分離，或是在概念上與物品的

實用性分離，才可以受到著作權保護。但是我們的衣服最主要是用來

遮蔽身體與保暖，所以衣服的功能實際上是無法和剪裁、款式或造型

實際分離，在概念上也很難和剪裁、款式或造型分離。也就是因為這

個原因，服裝這樣一個實用性物品的整體設計，無法受到著作權保

護。但是如果設計師的服裝設計是著重在圖案、印花、或者是圖騰的

特殊設計，而這些特殊設計能夠跟服裝的實用性在概念上分離，例如

白色T恤上面會有一些特殊圖案，如果這些圖案能夠和白色T恤在概念

上分離，而以特殊圖案獨立存在的話，這些圖案、印花、圖騰等特殊

設計，就可以依照美國與我國的著作權法所保護的「圖形著作」來取

得著作權。從這張投影片可以看到這件白色T恤上的小象圖案因為可

以和白色T恤在概念上分離，就可以依照著作權法所保護的「圖形著

作」來取得著作權，而享有著作權保護。 
可是因為現今服裝設計師需要的是服裝整體設計的保護，而不是

圖案、印花、或者是圖騰等特殊設計的保護，所以就是除非仿品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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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印花、圖騰等的設計與服裝設計師正品的圖案、印花、圖騰等的

設計雷同，否則即使是服裝設計師以「圖形著作」的方式取得圖案、

印花、圖騰等設計的著作權，對於服裝整體設計的保護其實沒有什麼

太大的用途。 
第二點，服裝整體設計也因為「概念/表達二分原則」，而無法取

得著作權保護。我們都曉得「概念/表達二分原則」是著作權法裡最重

要的一個原則，根據這個原則，任何著作人不可以就他所敍述的「構

思」或「概念」取得著作權，只可以就這個構思或概念所作出的「原

創表達」取得著作權。正因為這個「概念/表達二分原則」，所以時尚

仿製行為不一定構成著作權侵害，因為如果仿製者只是從其他設計師

的設計作品去擷取不受著作權保護的「構思」或「概念」，作為創作

自己作品的靈感，即使這樣一個仿製行為，也不構成著作權侵害。任

何一位設計師在設計服裝時，不太可能是無中生有，大多會去參考一

些服裝設計雜誌或是模仿其他服裝設計師的設計，若是設計師覺得其

他設計師的某些設計還不錯，例如用羽毛做衣服的概念，而模仿其他

服裝設計師用羽毛來做衣服，這樣的一個仿製行為，並不會構成著作

權侵害。另外像是服裝的剪裁、款式、造型，風格等，基本上都是不

受著作權保護的「構思」或「概念」，所以就算設計師模仿其他設計

師的剪裁、款式、造型、風格，也不會構成著作權侵害。 
我們來看幾張投影片就可以清楚了解我剛剛所說的「概念/表達二

分原則」。這張投影片的這件澎澎裙，有設計師可能認為澎澎裙這個

概念不錯，就想做一件像它這樣的澎澎裙，然而「像它這樣的澎澎裙」

的意思可能是要仿製那件澎澎裙，也可能是要擷取澎澎裙的「概念」

作為創作自己作品的靈感。但是在「仿製他人作品」和「從他人作品

中之構思或概念擷取靈感」，往往只有一線之隔的情況下，如何釐清

不受著作權保護之「構思」或「概念」與享有著作權保護之原創「表

達」，仍有許多爭議。 
這一張投影片是兩位不同設計師利用羽毛的概念設計出兩件服

裝，但是這兩件服裝的設計非常相似。這一張投影片是另外兩位不同

設計師利用皺摺的概念作出頗為相似的作品。這兩張投影片正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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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製他人作品」與「從他人作品中擷取創作靈感」，往往只有一線

之隔。 
第三點，服裝整體設計也因為「原創性」不足，而無法取得著作

權保護。我們都知道任何著作都必須具有「原創性」才能受到著作權

保護，而這個著作「原創性」指的是由設計師獨立創作而不是抄襲其

他設計師的作品，但是「原創性」不足往往是服裝整體設計取得著作

權的最大障礙。 
我之前說過，服裝整體設計不受著作權保護，所以基本上任何服

裝設計作品只要公開發表之後，就成為其他人可以任意使用的公共素

材，即使有些設計師偶爾會有一些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設計作品，但

是絕大多數設計師的作品是將許多公共素材的設計元素重新組合，或

者是把一個經典花樣重新改良而成的設計作品，因為服裝設計師之間

慣於互相模仿和參考，所以很難認定那些設計作品是仿製他人作品，

而那些設計作品是參考其他設計師的設計作品而啟發創作靈感。所以

服裝整體設計難以取得著作權保護，通常是因為設計師並沒有設計出

可以受到著作權保護的「原創設計」。 
在座各位如果對時尚有所瞭解，可能認得這張投影片上的這件衣

服。這件衣服是剛過逝不久的時尚大師YSL聖羅蘭先生設計的衣服，

也是他的一個代表作。但是這件衣服並不是他所原創，而是他根據二

十世紀偉大畫家蒙德里安的幾何圖形畫作而設計出這件衣服。所以這

件衣服的整體設計可能會因為缺乏「原創性」而無法取得著作權。 
第四點，服裝整體設計也因為「實用性物品原則」，而無法取得

著作權保護。根據「實用性物品原則」，任何著作權人不可以用他描

繪之實用性物品的著作權來禁止他人製造、散布或者是展示實用性物

品。意思也就是說，當我今天畫了一輛車子的設計圖並取得那張設計

圖的著作權，我只能基於那張設計圖的著作權而禁止他人去重製那輛

車子的設計圖，但是如果萬一有人利用我的設計圖去製造那輛車子，

我不能告他著作權侵害，因為「實用性物品原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

避免著作權人用他描繪之「實用性物品」的著作權，來壟斷不受著作

權法保護之「實用性物品」的製造、散布或者是展示。也就是因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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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原則，雖然我擁有那輛車子設計圖的著作權，但是我不能禁止他人

去製造、散布或者是展示屬於「實用性物品」的那輛車子。所以即使

是服裝設計師取得他描繪之服裝設計圖的著作權，他也只能禁止他人

去重製他的服裝設計圖而已，他不能禁止他人依照服裝設計圖來製作

那件衣服。所以如果我根據這張投影片上四張設計圖製作這四件衣

服，不會有著作權侵害的問題。我國也有類似的規定，我國最高法院

在95年台上字第3753號判決中認為，依照設計圖去製作衣服是按圖施

工，依照設計圖實施非重製之行為，所以不致於侵害設計圖的著作權。 
所以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服裝整體設計因為「實用性原則」、

「概念表達二分原則」、「原創性」、「實用性物品原則」等四個原因，

而無法受到著作權保護。以前設計師仍然可以忍受服裝仿製行為，是

因為設計師仍可在仿品尚未出現之前就販售他們的當季服飾，所以他

們還是有一些利潤可言。但是自從數位科技發明之後，服裝設計師發

現同一個時期跟他們設計之服飾競爭的，就是那些價格低廉的仿品，

所以美國設計師開始覺得應該在美國著作權法方面加強對服裝整體

設計的保護，所以許多服裝設計師便要求美國國會於去年八月針對服

裝整體設計的保護，提出「反設計盜用法案」的著作權法修正提案，

但是遭到大多數服飾業者的反對，所以目前仍然懸而未決。 
其實大多數服飾業者會反對修正著作權法的理由很簡單，因為許

多服飾業者希望能夠自由仿製他人作品，而不希望著作權法提供服裝

整體設計著作權保護。同樣地，消費者也不樂見美國著作權法方面加

強對服裝整體設計的保護，因為消費者也認為如果服裝設計師能夠以

著作權保護他的服裝設計，消費者可能沒有辦法買到平價的仿品，因

此並不利於追求時尚流行的消費大眾。 
接下來我要談的是「商標權」的保護。商標權事實上只保護服裝

設計師的品牌，而不保護服裝設計師的設計作品，若是仿製者將服裝

設計師的品牌標示在仿品上，該仿品就構成違反商標法的仿冒品。但

若是仿製者將他的品牌標在仿品上，也就是說仿製者不用別人的品

牌，而是自創品牌，譬如說我仿POLO的衣服，但是我不用POLO的品

牌，而是掛我自己的品牌或甚至於沒有掛任何品牌，這樣的仿品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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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構成違反商標法的仿冒品，反而因為著作權法不保護，而成為一個

合法的仿品，如此一來服裝設計師就無法援引「商標法」來禁止這些

沒有標示品牌之仿品的製造。 
這張投影片是有關「違法的仿冒品vs. 合法的仿製品」。我們都曉

得服裝設計師很少在服裝整體設計上標示品牌，因為會影響整體設計

的美觀。大家或許回想一下在之前投影片看到的那件羽毛裝，如果那

件羽毛裝上面標示品牌，看起來大概就不是很好看，所以服裝設計師

通常不會在服裝整體設計上面標示品牌，因此服裝設計師也很少能夠

援引商標法來禁止仿製者仿製他的服裝整體設計。尤其是魔高一丈的

仿製者將大量中國製造的仿品進口到美國，並通過海關後才縫上服裝

設計師的品牌。讓美國海關無法用「違反商標法之仿品」的理由，沒

收或銷毀那些還沒有縫上服裝設計師品牌的合法仿製品。那些仿品因

為沒有縫上服裝設計師的品牌，自然就沒有違反商標法的問題，所以

商標法對於杜絕這樣的時尚仿製行為或是保護服裝整體設計，其實幫

助不大。 
接下來我要談的是「新式樣專利」的保護。新式樣專利是保護大

量製造之成衣的 「工業設計」。將服裝整體設計申請新式樣專利會有

一些問題，因為服裝整體設計要取得新式樣專利必須符合新式樣專利

的兩個構成要件，分別是新穎性與進步性。可是我們從投影片也可看

出時尚潮流經常是週而復始，相同和近似的衣服可能幾年前流行，今

年又再度流行，所以相同或近似的服裝往往會重覆出現，因此服裝整

體設計很少能通過新式樣專利的新穎性要件。再者，就算通過了新穎

性與進步性這二項要件，申請新式樣專利也相當昂貴而且審查時間冗

長，不符合生命週期短暫的流行時尚。因為有時候流行時尚說不定一

季就過去了，你要去申請新式樣專利可能要花比一季還或長的時間，

得到的新式樣專利去保護一季就消失的時尚設計，其實沒有太大的經

濟效益。所以新式樣專利對於禁止時尚仿製行為或是保護服裝整體設

計，一樣助益不大。這張投影片可以解釋為什麼設計師對於服裝整體

設計很難取得新式樣專利。這張投影片左邊這件是近期的衣服，右邊

這件是三十年前的衣服。從投影片可看出左邊這件衣服與右邊這件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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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在服裝整體設計上非常相似，因而缺乏申請新式樣專利所需要的新

穎性。 
仿製品的確是時尚設計師的夢魘，因為廉價仿製品的大量製造會

讓正品的銷售減少。我之前也提到如果正品與仿品的價格懸殊，很多

人可能會去選擇價格低廉的仿品。但是為什麼仿品會價格低廉，最主

要的原因是因為這些仿品的品質不如正品那麼好。但是誤買到仿品的

消費者會以為時尚設計師的正品是粗製濫造，而使得設計師的名譽受

損。舉例而言，消費者可能在三折大特賣的情況下去購買他認為是時

尚設計師品牌的正品，但事實上卻是仿製的服飾。當消費者發現這些

服飾的品質不好時，便會將商品粗製濫造的責任歸咎於服裝設計師，

而可能下一次就不會再去購買該設計師的服飾，所以仿製品的確是服

裝設計師的夢魘。 
雖然仿製品是時尚設計師的夢魘。但是我們不可否認的，仿製品

也是造成服裝設計師出名的原因，以及引領時尚潮流的功臣。當然沒

有任何設計師會樂意看到他自己設計的東西被人家盜用。但是服裝設

計師自己也很清楚，他如果要引領時尚潮流，光靠他一個人是不會成

功的，需要設計師之間互相模仿彼此的設計，和藉助大量製造之廉價

仿製品的推波助瀾，才能凝聚出一股驅動時尚的風潮。所以服裝設計

師對於仿製品有著愛恨交織的矛盾情結。 
這張投影片可以解釋羅馬鞋是如何蔚為風潮？就是從第一雙羅

馬鞋開始，接下來就愈來愈多的羅馬鞋出現了，雖然鞋款不太一樣，

但是這些都是時尚仿製行為。 
這張投影片的這雙鞋是知名品牌CHANEL的商品，但是CHANEL

如果要吸引消費者購買這雙鞋，也需要平價業者FOREVER 21、NINE 
WEST的仿製，才能凝聚出一股驅動消費者人腳一雙這類鞋子的時尚

潮流。 
雖然剛才我提到時尚設計師的確需要其他設計師或平價成衣業

者的時尚仿製行為，才能帶動時尚潮流，但是對於ANNA SUI而言，

其他設計師或平價成衣業者的時尚仿製行為卻對她造成嚴重損失，因

為FOREVER 21在ANNA SUI還未將她在伸展台上展示的最新服裝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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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製成成品販售，就已經將ANNA SUI正品服飾的仿品開始販售。其

實我今天有帶來一件之前在投影片中看到的ANNA SUI那件衣服的仿

品，我在台灣看到這件衣服時真的很訝異，因為我知道我要來這裏演

講，所以我就買了那件仿品給你們看，那件仿品是台幣1000元，但是

同樣款式的ANNA SUI在美國卻要200元美金，相當於台幣7000元。正

品與仿品的價格相當懸殊，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何其他設計師或平價成

衣業者的時尚仿製行為對ANNA SUI造成嚴重損失。如果你們有興

趣，待會兒可以看一下那件仿品。 
因為FOREVER 21的仿製行為，ANNA SUI便對FOREVER 21提出

著作權侵害與不公平競爭的訴訟。ANNA SUI除了主張FOREVER 21
抄襲了ANNA SUI受著作權保護的圖案設計，也主張FOREVER 21的
仿製行為致使消費者混淆誤認ANNA SUI商品的來源，對於ANNA 
SUI構成不公平競爭，並且影響ANNA SUI的聲譽。 

ANNA SUI的律師在不公平競爭的訴訟中是援引蘭亨法第1125條
(a)項禁止不實表彰商品來源（false designation of origin）的規定。蘭

亨法第1125條(a)項就相當於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我國公平交易

法第二十條禁止事業以相關大眾所共知之他人商品的「表徵」，為相

同或類似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淆，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

用該項「表徵」的商品，致與他人商品混淆。 
為什麼我會著重在商品的「表徵」，是因為現在的時尚仿製行為

已經擴展到仿製伸展台上的高級訂製服與當季新裝，而不再侷限於我

們之前比較熟悉之仿冒「商標」的仿製行為。我之前也曾說過，服裝

設計師通常是不會在服裝整體設計上面標示品牌，因為會影響整體設

計的美觀，所以我們現在適用公平交易法保護服裝整體設計或是鞋子

的特殊造型設計，大多不是針對「商標」的仿冒，而是針對商品外觀

或其他顯示商品之「表徵」的仿製或仿冒，也就是說仿製者將他人商

品的「表徵」來為相同或類似的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淆，而產生公

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的問題。因為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範的「仿冒行為」與現在的時尚仿製行為比較有關，所以我接下來將

就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所規範的「仿冒行為」，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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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製或仿冒商品「表徵」的部分來加以討論。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規範「仿冒行為」，也就是仿

製、偽造的行為，例如像是商品的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或其

他顯示商品之表徵的仿冒，也包括仿品的流通。所以公平交易法第二

十條第一項第一款不僅禁止仿冒「商標」的行為，也禁止仿冒商品外

觀或其他顯示商品之「表徵」的仿冒行為。 
為什麼公平交易法要制裁這樣子的行為？原因有四點，第一，仿

製者剽竊他人開發之智慧財產權。這些仿品上的表徵有可能是真正表

徵權人已經取得了智慧財產權，譬如像是「商標」。第二，真正表徵

權人所投資及付出而建立的商譽，其實才是公平交易法所要保護的部

分。第三點，是對於交易相對人也就是一般消費者的保護，因為消費

者通常是以商品表徵而購買其所信賴的商品，如果消費者信賴的商品

因為仿製者的仿製行為，導致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而無法辨識正品

與仿品，致使消費者誤買了仿製者的商品，對誤買仿品的交易相對人

造成損失。譬如消費者想要購買一個四萬多元的LV皮包，結果卻在網

路商店以同樣價格買到一個仿品，這對交易相對人造成非常大的損

失。第四，是針對表徵權人的保護，因為我們都曉得仿品基本上品質

都不是很好。如果消費者誤以為仿品是正品，而將品質不佳的責任歸

究給商品製造商或是服裝設計師，消費者可能會認為商品製造商或是

服裝設計師的商品本來就沒那麼好，久而久之商品製造商或是服裝設

計師的商譽可能就被與正品品質不符的仿品給稀釋，造成真正表徵權

人的損失。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規範仿冒行為的構成要件有

三個，第一，必須是仿冒商品的「表徵」。第二，此「表徵」已為相

關大眾所共知。第三，仿製者將該「表徵」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致

與被仿冒者之商品產生混淆。 
到底什麼是「表徵」？「表徵」基本上就是表彰商品來源的顯著

特徵。這個「表徵」最主要目的是區別不同的商品。有時候它會是個

顯著特徵，有時候它可能不是那麼顯著，但是經過事業長期使用之

後，可能就會把這個印象就留在消費者腦中，使得消費者見到這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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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就有可能知道這個商品是哪一個特定事業所製造。公平交易法並未

要求相關大眾一定要能夠指出該「表徵」所代表之特定商品為何，但

是還是需要相關大眾看到該「表徵」，就能聯想到某一特定商品。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所指的「表徵」，包括商品的

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等等。這幾張投影片展示國際知名八大

品牌。我們都知道星星、花卉這些圖形是LV的商標，也是LV商品的

表徵。而雙G標示是CUGGI的商標，也是CUGGI商品的表徵。雙C標
示是CHANEL的商標，菱格紋則是CHANEL的表徵。這些都是我們比

較認得的商標或表徵。但是對於知名品牌的服飾而言，服裝設計師除

了標籤之外不會在高級訂製服或當季新裝上標示商標，因為會破壞服

裝整體設計的美感，所以如果設計師的衣服要受到公平交易法第二十

條第一項第一款所保護，設計師的衣服就必須要具有足以顯示商品來

源的「表徵」。 
知道這張投影片上的這兩件衣服是哪位設計師的作品嗎？來，考

一下大家。這兩件衣服沒有標示商標，請問有那位知道這件衣服是那

家品牌嗎？可以舉一下手？我剛有聽到答案耶。那就表示你們很熟悉

這位設計師的作品。對，是「三宅一生」！我覺得在座各位很厲害耶，

你們可以不看商標，而從這兩件衣服在服裝設計上特殊的皺摺和剪裁

方式就知道這兩件衣服是知名設計師「三宅一生」的設計作品。基本

上「三宅一生」所設計之服飾的皺摺就是商品的「表徵」，用以區別

該商品和其他商品不一樣的地方。 
這張投影片上的兩件衣服是由兩位不同設計師所設計的作品，但

卻非常雷同，在沒有標示商標的情況下，你們能否告訴我這些衣服的

「表徵」在哪裡？似乎很難，這就是適用公平交易法以保護服裝整體

設計的困難之處，因為服裝整體設計很少具有足以顯示商品來源而可

受公平交易法保護的商品「表徵」。 
前面我講到第一個構成要件是要有「表徵」，第二個構成要件就

是這個「表徵」必須要相關大眾所共知。這個相關大眾其實不一定是

指一般消費者，而是指會去購買或是熟悉這項商品的人。即使是服

飾、鞋子、配件上也許具有足以顯示商品來源的「表徵」，這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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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也必須要具有相當知名度，能夠為相關大眾所認識和熟知。到底

要怎麼樣判斷某一「表徵」是否為相關大眾所共知，則有一些判斷的

準則，包括廣告促銷的程度、推出市場時間、銷售狀況、營業規模、

市場佔有率、媒體報導、及相關大眾所共知的印象等因素，而這些資

料就可能要靠市場問卷調查才會知道。 
第三個構成要件是個非常大的障礙。因為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

一項第一款有一個很嚴格的要求，也就是仿製者如果將該「表徵」為

相同或類似之使用的話，一定要「致與他人商品混淆」才符合這個構

成要件，如果沒有致與他人商品混淆，就沒有公平交易法的問題存

在。但是這個「致與他人商品混淆」的構成要件不一定要實際產生混

淆為必要，而是只要有這樣的一個可能性即可。換句話說，只要產生

商品混淆之虞即可。 
現在我想請在座各位作個測驗。請問這張投影片上的包款是哪個

知名品牌？有沒有看過這個品牌、表徵或者是商標？沒有！因為這個

表徵是無中生有的。這張投影片上的包款是仿品，仿得很像哪個品

牌？LV？所以仿品真的很氾濫，仿品不僅是無所不在，仿品的「表徵」

還無中生有。 
再請問這張投影片上的包款是哪個知名品牌？我們通常看到這

個包款的菱格紋大概會聯想到哪個品牌？雖然我們不一定知道是哪

個特定商品，但是我們會聯想到哪個品牌？CHANEL？覺得是

CHANEL的舉一下手。不錯，仿製者已經將CHANEL的菱格紋「表徵」

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而讓你們誤以為仿品是正品。 
再請問這張投影片上的包款是哪個知名品牌？Dior？你剛剛可能

會想到這可能是Dior的馬鞍包，甚至還想去微風廣場的Dior專櫃問問

它是不是秋冬新款？對不對？但是當你拿這張圖片去微風廣場的

Dior專櫃，他們會跟你說沒有這個包款。因為Dior馬鞍包正品是沒有

這條C。然後這個包款的馬鞍造型也多了一塊。所以仿製者已經將Dior
馬鞍包的馬鞍造型「表徵」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而讓你們將仿品與

正品產生混淆。 
現在我們來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規範時尚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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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冒」的情況。常見時尚包款「仿冒」情況可概括分為二種，：一

種是消費者透過商品的出售地點及價格，很清楚地知道他買的東西就

是仿品。另一種是消費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用正品的價格買到仿

品，消費者在網路商店購物就常常出現這樣的問題。 
我先來講一下第一種「仿冒」情況。在台灣到精品店買東西的人

很多，到夜市、地攤買仿品的人更多。你可以看到時尚包款在夜市的

種類繁多，有時候100元就可以買到。有LV的櫻花包、櫻桃包、CHANEL
格菱紋包，幾乎所有熱門款在台灣的夜市都可以找得到。當然在夜市

販賣的仿品會有價格上的差異，有時只有正品價格的零頭，這也就是

為什麼會吸引許多人購買的原因。因為一般大眾都知道在地攤上買得

到的時尚包款是仿品，所以事實上仿品與正品消費的對象和市場的區

隔是非常清楚，並不會產生仿品與正品混淆或者是有混淆之虞的情

況，因此許多公平會的案件都認為在夜市或地攤販賣仿品，不符合公

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的構成要件。 
可是第二種「仿冒」情況就不一樣了。現在很多知名品牌會因為

工資昂貴的關係，所以大多不會在自己國家製造，而是外包給中國大

陸或亞洲國家的代工廠製造。有時候這些代工廠除了接正品的訂單以

外，也會受到利益的考量就私下販賣同質同款的仿品。例如對方訂單

是200個，代工廠就自己想辦法再做100個，所以依照契約交貨200個
之後，自己還留著100個可以賣。所以有時候我們買到的事實上是這

些同質同款的仿品，有時候連保證書都一應俱全，因此名牌專家也很

難辨識精品的真偽。所以消費者如今面對的是這種真假難辨的時尚仿

製行為，致使消費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用正品的價錢買到仿品。 
我們現在來看服裝設計師的服飾被「仿製」的情況，我就以ANNA 

SUI的例子來作說明。這張投影片左邊是ANNA SUI服飾的正品，右

邊是FOREVER 21的仿品。FOREVER 21的仿品雖然與ANNA SUI正
品的設計並不完全相同，但是基本上僅是按照ANNA SUI的特殊圖案

做排列及形狀上的修飾，而且還是用在相同的服飾商品，顏色也非常

接近，所以從商品外觀看起來的確可能致使消費者產生仿品與正品的

混淆。但是如果ANNA SUI正品服飾被仿製的情況發生在台灣，而想

~ 125 ~ 



時尚仿製行為與公平交易法的適用性 

要適用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的規定加以解決，關鍵就在

於ANNA SUI正品服飾的圖案是否為足以顯示商品來源的「表徵」，以

及這些圖案的「表徵」是否為相關大眾所共知。 
雖然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是規範「仿冒行為」，但

像是夜市、地攤仿品與正品消費的對象和市場的區隔非常清楚，並不

會產生仿品與正品混淆或者是有混淆之虞的情況，而不符合公平交易

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構成要件，這些時尚仿製行為是否仍有其

他公平交易法的規定可以規範？的確有！就美國法而言，仍有美國聯

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禁止不公平競爭的概括性條款可以規範，該項

條款相當於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的帝王條款。美國聯邦交易委

員會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商業上會影響商業上不公平競爭的方法，以

及商業上會影響商業上不公平或欺罔行為的手段，均屬違法。我國公

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事業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的欺罔

或顯失公平行為。所以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的規定大致上和美

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第一項的規定類似。 
為什麼一定要「影響交易秩序」才能適用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

的規定？原因是公平交易法本來就是保護市場交易秩序的競爭法，如

果只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交易糾紛，就要另尋民法或者消費保護法或

其他法律來尋求救濟。另外，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的「欺罔行

為」，是指事業如果對其交易相對人積極隱瞞或者是消極隱匿重要資

訊的方式，致使交易相對人陷於錯誤決定從事交易的行為，包括冒充

或依附有信賴的主體、不實促銷手段、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的行為

等。我之前曾提到消費者在網路商店以正品價錢買到仿品，就可能因

為網路商店隱匿販賣物品為仿品的重要交易資訊，而構成欺罔行為。

至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的「顯失公平行為」，是指不符合商

業競爭倫理的不公平競爭的行為，譬如仿製者自己不創作，而想要攀

附別人或抄襲別人的商品，仿製者這樣榨取他人努力的成果來不當利

用的行為，會危害到市場的公平競爭。「顯失公平行為」的例子包括

攀附他人商譽、高度抄襲、利用他人努力成果，推展自己商品的行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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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必須注意的是該條款的性質為補充

條款，也就是唯有在沒有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適用的情況下，才能適

用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像我之前提到地攤、夜市販賣仿品因為不

符合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致與他人商品混淆」之構成

要件，而無法適用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的規定，但是因

為仿製者有積極攀附他人著名的商譽、高度抄襲他人商品而榨取他人

努力的成果，還是可以受到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的規範，仿製者不

因為消費者明知道仿品卻刻意購買而可以主張免責。所以我們之前在

的投影片上看到仿製者打著「PRADA風格款」的名號來促銷它的仿

品，有積極攀附他人著名的商譽、並且高度抄襲的情況，基本上就是

要榨取他人的努力，所以會受到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的規範。 
以ANNA SUI的例子而言，FOREVER 21自己不去創新，卻抄襲

了ANNA SUI正品服飾的設計，FOREVER 21打著「ANNA SUI風格款」

的名號來促銷它的仿品，攀附他人著名的商譽，然後推廣自己商品。

ANNA SUI必須要花很多錢去設計服飾、製作廣告及商品行銷，才成

就出一個國際知名品牌，可是FOREVER 21卻只要抄襲ANNA SUI的
服裝設計，然後以低廉的價格販賣ANNA SUI服飾的仿品，坐享ANNA 
SUI努力的成果，對ANNA SUI建立的商譽造成負面的影響。另外，

FOREVER 21用廉價的仿品吸引消費者購買，對於ANNA SUI的正品

服飾造成不公平競爭，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在台灣，應該可以適用公平

交易法第二十四條的規定。 
最後，我要對「時尚仿製行為與公平交易法的適用性」這個議題

做個結論。我們都知道公平交易法鼓勵競爭，希望事業是用比較有利

的價格、品質、服務等來自由競爭。但我們也都曉得業者往往為了爭

取交易機會，而採取模仿、抄襲、仿冒等這些扭曲市場機制的交易方

式。然而我們必須承認模仿、抄襲、仿冒是人的天性，也是促進社會

進步的動力，但是如果高度抄襲、模仿他人努力的成果將造成不公平

競爭，就會使得他人辛苦建立的商譽受到損害。另外，消費者也會因

為正品與仿品真假難辨，導致消費者對商品產生混淆而誤買了仿品，

造成嚴重損失。所以我們對於這些會造成不公平競爭與消費者損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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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時尚仿製行為，就可能必須適用公平交易法來試圖解決。 
我之前也解釋了「著作權」、「商標權」與「新式樣專利」等智慧

財產權保護皆無法有效制止與防範時尚仿製行為，維護交易秩序與確

保市場公平競爭的公平交易法在此情況下是鼓勵促進自由競爭的模

仿行為，還是保護知名品牌的商業利益，就成為牽動「時尚」之未來

的重要關鍵。我今天報告到此結束，謝謝！敬請指教。 
（財經法律系吳佩娟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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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媒體產業的競爭態勢暨策略分析 

講座：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鄭董事優 
日期：97年10月21日 
場次：9710-204 

 
公平會各位老同事，還有在座各位貴賓

大家午安，今天很榮幸應邀回到公平會來，

把我離開公平會之後，這過去六年多來我在

電子媒體產業工作的經驗還有對這行業的了

解，回來跟大家做個報告。 
在正式進入主題之前，我想就把我從離

開公平會到電視台去工作這段時間的心路歷程跟大家先做個說明。

2002年7月1號我離開公平會到台視當總經理，在去擔任總經理之前，

當然有先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還有一些詢問的過程，那時候我總覺

得說，我最早曾經在報社工作過十幾年，雖然在公平會待了七年多，

但實際上我的專業基本上還是在媒體這塊領域，所以就答應要去台視

當總經理，在答應之後當然要去了解電視產業的狀況。當我著手進行

了解時，我一天比一天焦慮，為甚麼？因為我才知道說電視台的狀況

已經越來越糟糕，包括台視的帳面已經出現虧損，裡面的情況非常複

雜，所謂的情況非常複雜，包括人事的老化、電視台的業務特別是廣

告不斷的在下滑，那時候我想離開公平會回到媒體總是希望能夠把事

情做好，沒想到實際的狀況怎麼跟原來想像的都不一樣，因為原來都

對電視台有一番憧憬，認為說這是一個可以發揮的舞台，而且應該是

一個很風光的行業，沒想到去了解才知道說那時候電視台已經變成艱

困行業，所以每天都很焦慮，我離開公平會到台視去任職一個禮拜就

瘦了五公斤，因為每天晚上都睡不著覺，那時候當然是有點後悔放棄

了公平會副主委的職務去接一個爛攤子，一方面有點懊惱，一方面就

覺得不知怎麼辦，我們總是希望不要把過去一世英名毀於一旦，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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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焦慮。 
在台視總共做了四年，我覺得這四年的工作讓我感觸最深的，就

是在民國82年公平會曾經唯一一次公布獨占事業名單，老三台就在獨

占事業的名單裡面，因為三家電視台市場占有率加起來達百分之百，

而且彼此不為價格的競爭，完全符合公平法所定義的獨占事業；沒想

到沒幾年的時間，整個市場就翻盤，從獨占事業絕對優勢的這樣一個

狀況，以民國88年就是921大地震那時候作為一個分水嶺，在那之前

無線電視台的市場佔有率，從廣告方面來講，無線電視台還維持50%
以上，之後掉到百分之50%以下，而且掉下去的趨勢還不是像有些市

場營業額的變化，掉下去後還可以拉升起來，結果不是，它一直掉掉

到25%左右才維持住，去年大概是27%左右。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

況，我想可以從產業結構的變化加以觀察。台灣從民國70年代開始推

動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的政策，很多市場都陸續開放了，開放後當然

也有很多行業也出現了市場失序的狀況，但大概沒有一個行業像無線

電視台這麼慘，慘到什麼情況？老三台過去幾年都處於虧損的狀態，

而且虧損的金額還都不小，台視一年虧3億多，華視、中視則超過4億
以上。其中台視去年10月完成民營化，新的經營團隊大幅精簡人事，

收視率也提升不少，今年已轉虧為盈。唯一持續賺錢的是民視，但也

只賺1億多，這是從獲利面來看。如果是從營業額來看，民國82年大

概是無線電視台營業狀況的最高峰，那時候老三台每家的營業額大概

是50幾億將近60億，現在一年的營業額大概15、16億左右，所以從營

業額的變化也可以看得出來，當各行各業特別是電子業每年營業額都

在大幅成長的時候，只有無線電視台反而呈現萎縮的狀態，而且萎縮

還不是小幅度的，而是從最高峰的60億跌到現在的營業額大概只有原

來的1/4左右，所以從這幾年的演變，我們看到無線電視台這樣的一個

變化，當然背後一定有它的原因。 
這幾年我也常關切的一個課題就是數位匯流，其實六年多前我在

公平會的時候，就已開始在談數位匯流的問題，那時候僅止於概念

性、一種趨勢的觀察，現在其實已經開始在實現。數位匯流會對影視、

電信產業造成什麼影響，我想這會是一個非常值得觀察的課題，尤其

~ 130 ~ 



 

是它已經在進行中，在第一波無線電視開始趨於衰退、有線電視崛

起，應該可以說是非常重大的改變，目前這一波數位匯流往後會怎麼

發展，我覺得這也是承續上一波之後會展現另一個新的局面，我常常

跟朋友講說，在第一波有線電視崛起的過程中，曾造就了很多新的業

者有相當大的獲利，特別是有一個獨立系統業者，它在這過程中獲取

非常豐碩的利益，當然我想他能夠在有線電視崛起時得到巨利，可歸

因於他自己的能力與投入，但同時也是環境的因素有助其獲得不尋常

利潤。現在在數位匯流的一個趨勢下，是不是又有新的Leader出現，

這就是目前還正在發展中的一個情形，從政府政策的角度，要怎樣去

觀察或應該怎樣去應對，怎樣去做一個妥善的事先規範，我想這個問

題也是蠻重大的，因為這個產業在數位匯流之後還不只原來的電視產

業而已，還加上電信產業，現在大家都很習慣說三網合一(Triple 
Play)，這在未來的三、五年就可以具體看到成果，我們怎麼去觀察這

些參與競爭的業者彼此之間的相互較勁，我想利用這樣一個機會來跟

大家做一個報告，如果有不夠周延或有些觀察跟大家有所出入，歡迎

大家提出來一起討論。 
現在就開始重頭談電子媒體產業的演進。電子媒體產業我就把它

界定在網際網路、無線、有線電視，及網路電視、行動電視。我想整

個演進的歷史，最早當然就是無線電視台獨霸的黃金時代，大家知道

我國電視產業的發展，最早是民國51年台視創設，接下來民國58年是

中視，民國60年是華視，當然剛開始也有一段慘澹經營的歲月，但隨

著台灣經濟的發展，整個市場特別是工商業界，他們要銷售商品就需

要透過電視台來做廣告，那時候因為只有三家電視台，對很多業者現

在回想起來過去真的是一個非常讓他們懷念的時代，因為只要花個

一、二千萬，在三台把廣告鋪下去，商品的訊息就會非常快速的Reach
到消費者，也就是只要花錢做廣告，他們的業績就會馬上看得出來。

因為這個樣子，一些重要的消費品通通都是透過電視來打他們的廣

告，而且成績真的是非常不錯。由於市場需求殷切，無線電視台就廣

告這項交易來講，當然居於絕對的優勢地位，那時候純粹就是賣方市

場，也因為是賣方市場，所以可以用搭售的方式來跟廣告主談廣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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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早年公平會也曾經處理過有關無線電視台強制搭售的檢舉，當

然這是一種獨占地位的濫用。那時候，無線電視台做廣告幾乎是不需

要推銷，自動就有人把廣告送上門，特別是禮拜五、六、日，即使廣

告的時段已經排上去，播出來時卻不見得是已經排上去的，因為很有

可能被人中途攔截，其他的廣告客戶利用關係就把原來已經排上Cue
表的廣告拉掉，當時是這樣一個狀況，加上透過搭售，所以像下午的

時段、早上的時段、甚至於凌晨的時段，廣告都是滿檔，這種狀況當

然和現在是不可同日而語，現在的狀況是從以前的賣方市場變成買方

市場，這兩種都是極端，現在買方市場就是要依照CPRP來做廣告交

易，所謂CPRP就是每個收視點的成本，是根據收視率調查，看播出

來之後哪個時段收視率多少，目前行情是一個收視點約5000元左右，

如果播出來收視率只有0.5的話，就是要播出兩次，才能夠符合交易的

條件。目前依CPRP做的廣告交易，基本上就是因為整個市場地位完

全逆轉，廣告商委託媒體採購公司，過去是完全依照賣方的條件做交

易，現在是完全依照買方的條件做交易。一般正常的交易往來，如果

你現在吃一碗牛肉麵150元，吃完就付150元給老闆，但目前電視市場

的廣告交易條件則比那還不如，吃完以後還要看你的滿意度是多少，

如果評價認為只有100元，就只能收到100元，所以這樣一個交易條件

對電視台來講非常不利。無線電視台的優勢地位從第四台時期就開始

鬆動，82年有線電視法正式通過並且實施，有線電視開始正式進入這

個行業，整個情況就很迅速的在扭轉，之所以會在很短的時間產生這

麼大的變化，等一下再跟大家做一個分析。 
第三階段就是目前數位匯流時代的來臨。現在多平台包括無線、

有線、衛星、行動、IPTV，其中IPTV還分做開放式、封閉式兩種，IPTV
的經營對整個市場可能造成的影響，最值得注意。我想當然要看參與

者未來幾年在策略上怎麼去因應，彼此在訂戶的爭取方面能拿出一個

怎樣有效的手段，在數位化之後IPTV或是有線電視能夠容納的頻道非

常多，現在像有線電視還是類比的情況之下，大概都100~110台左右，

以後整個頻道的數量就會無限多，每個頻道或每個平台將來在經營上

有各種不同的選擇，雖然機會很多，但彼此之間要怎樣去爭取更多消

~ 132 ~ 



 

費者的認同、訂閱，我想這才是重點，內容的好壞乃是決勝最大關鍵。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無線電視台急速沉淪的原因。無線電

視台會出現這樣一個狀況，坦白說也是咎由自取，跟美國、日本、韓

國或其他國家比較起來，其實沒有一個國家的無線電視台像我們台灣

這麼弱勢。其他國家的無線電視台基本上還是市場上的主導者，以韓

國來講，韓國有三家無線電視台包括KBS、MBC、SBS，其中只有SBS
是民間的股份，KBS有兩個頻道，有點類似我們的公視，有一個頻道

不做廣告，純粹是公共電視，有一個頻道是做廣告的，MBC則是做廣

告的國營電視台，也歸屬於公共電視的性質，有點類似我們現在華視

的定位，這三家目前的廣告市占率基本上還是七成以上，因為他們廣

告七成以上集中在無線電視台，所以製作一齣戲播放後，廣告的收入

馬上可以去cover它的成本，這幾年韓國的連續劇非常風行而且行銷海

內外，讓別的國家扭轉對韓國一般印象，整個文化形象、商品形象也

都改變很大，充分發揮他們影視產品的影響力。韓國的連續劇每一個

小時製作成本是10萬美金以上，日本是4000萬日幣以上，而台灣原來

一個小時是80萬，八點檔延長為一個半小時後約110萬左右，後來再

延長為兩個小時，製作費進一步削減為還不到100萬。從這樣一個製

作成本的差距可以看得出來，為何我們現在的八點檔會受到詬病，因

為就只能投入這些金額製作八點檔，相同的橋段不斷重複，加上現在

拍八點檔都是邊拍邊播，電視台只要收視率不錯就不願意下檔，因為

擔心一下來新戲的收視率就會變差而沒有信心，所以像民視、三立的

八點檔往往拍到200、300集，一齣連續劇演1、2年都沒有問題，大概

都是借用以前一些戲劇的橋段，到最後就是有人講故事，然後找一群

編劇，有點類似生產線上的作業，一個故事的主軸出來了，接著去把

它編成劇本拍戲，這是目前國內八點檔製作的模式，跟韓國不同，韓

國基本上一齣戲通常都是由某一個編劇花很多的時間去完成，再經過

嚴審程序，所以像一些古裝劇都很考究，編劇編完一齣戲後，因為他

的收入很好，可以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去充電，再好好去經營下一齣

戲。事實上以最早老三台獲利非常豐厚的那個時代，台灣是有這個條

件去做類似像現在韓劇做的事情，可惜當年賺了錢之後，錢不是分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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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就是分給股東，沒有進行長程投資規劃，累積長期競爭實力。 
我想把其他國家和國內的狀況做一個介紹，可以大致上了解無線

電視台從當年一個絕對優勢的產業，在有線電視進入後，之所以會這

麼快速的沉淪，大概有下面幾個原因：第一個就是傳統包袱沉重，老

三台一家背景是政府－台視，一家是政黨－中視，而華視則是軍方

的，所以都有黨政軍的背景，在那樣一個股權架構下，加上早年其他

競爭者很難取得經營執照，由於有政府法令的保護，雖然那時候也有

很多人才加入，但經營階層實際上是沒有甚麼競爭市場的概念，無所

作為也可以賺錢，所以在面對新的競爭者進入時，就會沒有警覺性與

危機意識。無線電視台的經營階層在競爭者剛進入時，都認為有線電

視業者無法跟無線電視台比較，因此抱著輕敵的態度，而沒有去考慮

到有線電視台提供的是分眾的內容，可以根據不同階層、不同嗜好的

消費者，提供不同的節目內容滿足觀眾，但當時的無線電視台缺乏這

個概念，所以不把它們當作一回事。雖然那時候無線電視台也有嘗試

去做新聞台，但是碰到困難就馬上退縮，像台視曾經有推出一個冠軍

頻道，推出一星期後受到那時候第四台業者抵制，不讓他上架，立刻

就放棄了。以那時候無線電視台擁有的實力，是可以去克服這樣的困

難，是可以推出一些有線電視頻道進入有線電視系統，但那時候都無

所作為，一直到這一、二年情況才有所改變，譬如中視賣給中國時報

集團後，該集團本來有中天，再加上中視，就可以跨無線及有線，形

成一個頻道家族，而台視也和非凡形成一個家族，但在這之前都是單

頻經營，民視則早就擁有新聞台，對其營運助益頗大。 
一個電視台的經營，單頻經營和多頻經營的成本是差非常大的，

以我在台視的例子和大家分享，台視在人事還沒整頓前，單頻經營一

個月基本的成本約1億5千萬，後來無線電視台在民國93年開始推出數

位頻道後，台視就做了一個財經台，把原來的新聞資源做充分利用，

另外再找一組人來做股市即時報價的節目，這個頻道一個月的支出才

不過300多萬，所以從這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就是多增加一個頻道的經

營，因為它可運用原來的資源，實際上邊際成本是差很多的。當時如

果無線電視台早一點認知市場的狀況，趁著營業狀況非常好時推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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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有線頻道，參與分配節目授權費，現在的情況絕對不會這麼慘。說

到這也要跟大家介紹一下，無線電視台會這麼艱辛，有一個很大的原

因，就是在整個市場的利益分配上，無線電視台都是靠廣告，相對於

有線頻道，有線頻道的收入來源除了廣告外，另外最大的一筆是來自

節目授權費，有線系統對每個家庭收視戶每月大概是收500多元，其

中有240元是拿來向頻道業者買節目，而240元無線電視台是一塊錢都

分不到，通通都分給有線頻道。這些有線頻道如果背後有系統的支

持，像是早期東森電視台背後有東森系統的支持，緯來有中嘉系統的

支持，它們整個家族頻道合起來每戶每月可以收30多元，以它們現在

的戶數290萬或300萬戶計算，兩家有線頻道業者大概每年從節目授權

費中各自可以收到10幾億，其他三立、八大、TVBS每年大概收到六、

七億元，這部分的錢無線電視台一毛錢都收不到，因為無線電視台被

定位為必載的頻道，政府法令認定它使用的是公共頻譜，所以不准它

收錢，卻沒有想到無線電視台也要花錢做節目，所以目前整個經營環

境對無線電視台是非常不利。包括它整個市場議價地位拱手讓人，剛

剛所說的CPRP，這個制度對於無線電視台也非常不合理。現在是AGB 
Nielson收視調查公司在全國抽樣1800個家庭，每家裝設people 
meter，每天記錄收視的狀況，廣告商不僅看total的收視率，還作年齡、

性別的區隔，所以若廣告商目標市場設定在20~39的女性，做出來的

收視率調查就只能算那個部分，這比經濟學上的差別取價還更厲害，

也讓無線電視台完全被主宰，只能接受人家已經設定的遊戲規則。 
另外就是有線電視業者的縱橫捭闔，形成實質的聯合壟斷。公平

會早年曾做過調查，那時候主管機關是新聞局，因為新聞局有行政指

導介入，公平會雖也做了一些處分，可是效果並不是很明顯。現在整

個有線電視的結構，全台灣系統業者形成五大MSO，雖然形式上是一

區一家，而且規定每一MSO業者的市場占有率不能超過1/3，但一區

一家的結果，實質上都已變成獨占，消費者根本無從選擇。這裡所要

講的聯合壟斷，以我這幾年在電視台的了解與觀察，其實最嚴重的一

點在於消費者現在完全沒有選擇的權利，比如說每個系統它提供給你

100個左右的頻道，固定收500多元，第幾頻道是哪一台其實都已經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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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了，消費者要嘛只能接受這100台左右的頻道，如果不接受就沒有

有線電視可以看，除非有線電視不看去裝機上盒，可以看15台的無線

數位頻道，無線數位頻道現在受人詬病的地方，就是只有主頻道還可

以看，其他的數位頻道因為這幾年都虧錢所以無錢投資，因此都是舊

的節目，當然這1、2年也多了新的選擇，可以去訂MOD。這樣一個

狀況坦白說非常的不合理，之所以會形成這樣一個狀況，起源於當年

新聞局在哪個系統斷訊，消費者發出抱怨聲時，新聞局就出來協調，

協調最後的結果就是更進一步的定頻，每個頻道全國都一樣。新聞局

不是不可以這樣做，但更應該做的是同時要讓消費者可以選擇想看的

頻道，目前只能接受它給你100個左右的頻道，如果不接受就沒得看，

如果這套邏輯可以成立的話，我常常講說那報紙也可以這樣做，可以

透過發行系統，大家講好如果要看報紙就全部的報紙都要訂，否則就

沒有報紙可看，這樣的話大家會不會接受？我想大家不會接受，但是

很有趣的是現在大家已經習慣了，習慣目前這樣一個運作模式，所以

這種聯合壟斷的情況繼續存在，大家也不以為意。 
再來就是談下一個階段數位匯流趨勢下的電子媒體產業。在數位

匯流趨勢底下崛起中的新媒體，第一個是網際網路，接下來是數位電

視包括無線跟有線，無線的數位化實際在2004年我擔任電視學會理事

長時，設法說服其他幾家無線電視台，告訴他們無線電視已經被有線

電視系統邊緣化，必須要去建構自己新的平台，透過新的平台建構才

有可能脫離困境，那時候五家無線電視台就從2004年7月1日一起推出

無線數位頻道，每家無線電視台都變三台，就是原來的頻寬做數位的

壓縮，由1變3總共15個頻道，民眾透過裝設機上盒就可以收看，很可

惜的就是因為無線電視台都已經沒有錢可以投資，內容也不是很理

想，現在大概只有車裝數位電視，算是比較有突破，當然有些新出的

電視機現在都已經內建數位接收器，也是可以收看的到，只是現在有

線還是很強，無線電視台又因本身內容不夠吸引力，所以現在發展的

狀況也不是很好。另外現在NCC也要求有線電視要在2012年之前完成

數位化的步驟，我們最近也看到幾個MSO就這方面開始在推動，尤其

有幾區，譬如說台中群健、板橋海山，都已經很積極的在做，不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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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普及率還沒有很明顯的看出來。至於行動電視、mobile的部分，有

幾家無線電視台在推動DVB-H，本來就是希望透過地面發射站送訊

號，手機上就可以看得到，但這部分執照NCC也還沒有發下來，目前

有一些試播在進行，但也還沒看到一個比較顯著的進展。接下來就是

網路電視，網路電視其實分成兩種，一種就是開放式的，就是透過網

路傳送影像的內容，目前國內像是I＇M TV、WEBS TV，最近我看黎

智英接受今周刊的訪問也有提到說，他們正在做準備，目前已經有一

個20、30人的團隊，他認為IPTV也勢必會在下一個階段崛起，但是這

部分最大的一個挑戰是來自於Business Model，就是說你花了這些錢

如何去回收，消費者怎樣願意去付這個錢。Content的採購其實都蠻貴

的，影像產品的價格都蠻高的，如果類似像Youtube，現在它是國際

性的，而且美國市場也非常大，所以透過廣告可以爭取不錯的收入，

但台灣市場規模很小，若光靠廣告其實很難為。另一種封閉式的，

MOD及數位化後的有線電視系統都屬之，消費者要看的話必須裝設

機上盒，透過機上盒控管機制可以收費，這部分我個人的了解就是，

網路電視未來採取封閉型態的經營，至少從商業模式、從投資的回收

這個角度來看，可能較有可為。 
分析最近兩年各類型媒體廣告分配，大致上也讓大家瞭解，無線

電視台現在佔國內全部廣告量的比重。台灣所有的廣告一年不到500
億元，無線電視台大概只有佔9%，有線電視佔31%，所以無線電視台

真的是非常慘，這在多數的國家都看不到，哪有說四家無線電視台三

家虧錢只有一家賺，而且只賺1億多，真的是非常奇特的一個情況。 另
外可以看得出來整個廣告市場的趨勢這幾年都在衰退，因為很多廣告

商都是著眼於大陸市場，像有幾個主要化妝品品牌，原來在國內廣告

量很大，這幾年都減少很多，往大陸發展的策略，明顯影響他們在國

內所下的廣告額。唯一比較算是還不錯的媒體，就是網路的廣告，網

路廣告這幾年都還有顯著的兩位數成長。這一波全球的金融風暴影響

所及，對國內媒體的廣告量影響也已顯現出來，從7月份開始，整個

廣告市場都呈現萎縮的狀況，今年下半年是這個樣子，明年大概也不

是很樂觀，所以也有人在預測明年國內的電視業界，可能會出現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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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變化，有些可能被併購，有些可能甚至被迫退出市場。 
剛剛提到第一波有線電視台進入的時候，與無線電視台之間彼此

競爭的一個態勢，因為無線電視台的無所作為，所以有線電視台長驅

直入。國內有線電視台的業者，坦白說他們都非常的努力積極，從企

業經營的角度不能不去佩服他們，當然他們後來也獲得很大的經濟利

益，這也是他們努力的成果，但是從它對社會的影響層面來考量，我

們必須要問，這樣發展的結果對台灣是不是好的？這是很值得大家去

省思的課題，特別現在很多人都對現狀有些不滿，認為台灣很多新聞

台，目前從50到58總共有9台，也是世界上少有的，這麼多的新聞台

在同一個平台上存在，報導內容大同小異，如果消費者真正可以選擇

的話，我相信以台灣的市場規模大概頂多兩台，為何會有九台？就是

剛才所講的，消費者無從選擇，無從選擇的結果就是有些該退出市場

的頻道沒有退出去，因為這樣的一個市場結構支持他們繼續存活下

去，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大家去深思的問題。 
下一階段數位匯流趨勢底下主要的市場競爭者，可以把它分成兩

大類，一個是MSO，一個就姑且設定為MOD，當然也有可能新的其

他平台會出現，不過因為現在整個國內寬頻網路大部分都是中華電信

掌握，也是最有優勢的，所以短期內要有新的平台大概不是那麼容易。 
我嘗試把MSO跟MOD做一個SWOT的分析。MSO優勢就在於過

去10幾年來經營，它的人才是非常充沛的，中間也培養很多包括節目

製作、工程技術方面或經營上的人才，第二個就是它的用戶數差不多

500萬左右，具有規模經濟效益，第三個就是它現在的產品線非常完

整，各種類型的節目通通都有，第四個就是產業整合方面，系統跟頻

道上下游的整合，最近這段時間國內幾個MSO已經賣給外商，這些外

商也積極在進行頻道的購併，開始買頻道延伸進入上游的經營，譬如

說報紙報導八大已經賣了，未來是不是還有其他頻道會進行交易，可

能性很大。這些外商買到國內MSO之後，他為何還要去買頻道？這就

是剛剛所講的，他可以延伸到頻道的經營，MSO從每月收視費中拿240
元出來分配給頻道，他如果掌握頻道的話，則他可以從240元中分回

更多，我想這是他們打的算盤，從他們經營的角度這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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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他們擴大商業利益必然的作為；另外第五個就是這幾個外商背後

的資本都蠻雄厚的，上面所講的幾點都是MSO的優勢。劣勢方面，第

一個它的市場規模受到限制，最多它的市占率不能夠超過1/3，第二個

就是它的價格，現在收視費的價格受到嚴格的管制，最多只能收600
元，我想這部分也是系統業者這麼多年來非常在意的，一直希望能夠

突破的，第三個劣勢就是它的數位網路建置方面，現在要再重新鋪設

光纖網路，經過的路段地方政府是不是願意配合，這個都蠻困難的，

相較於中華電信當然是比較不利；還有就是產品的開發方面，以目前

來講它在頻道內容是優勢，但在網路還沒有鋪設完成之前，包括互

動、HD、VOD的提供，這部分都沒有辦法有所進展，這也是它相對

劣勢的地方。另外在MSO的機會方面，第一個就是他可以做跨業經

營，從原來電視的經營可以跨越到電信的領域，以後將光纖網路拉進

每個家庭，就可以上網、打電話，當然也可以看電視，這就是Triple 
Play，就MSO來講，這一部分目前從經營面看起來不做也不行，MSO
和中華電信的MOD其實都是同樣的，技術的變革提供它們這樣的一

個機會，但同時要怎樣去建構一個新的市場領域，怎樣去突破一些現

有的限制條件，都是兩方面各自要去努力的；它的機會點第二個就

是，它可以穩固既有的市場，MSO業者也是怕這些頻道業者離它們而

去，所以想盡辦法留住這些原有的頻道商，甚至威脅如果頻道業者「劈

腿」，就要祭出下架的手段，讓頻道業者不敢輕舉妄動；第三個機會

點就是MSO業者大家可以相互合作，包括像是機上盒聯合採購、聯合

開發，甚至將來市場共同行銷，大家都一定會朝這個方向去做。另外

就是威脅的部分，對MOS來講第一個當然是數位匯流的壓力，這些壓

力主要是來自於中華電信，中華電信可以全區經營，現在已推出

VOD、HD，當然下一個階段就是要做互動了。隨著VOD和HD服務的

提供，今年八月份奧運期間，中華電信的戶數就有顯著的成長，一個

月裡面增加了將近10萬戶，當然這是有好的內容去帶動、去吸引消費

者，之後又有點開始停滯下來，但不論如何就是如果中華電信MOD
在頻道內容能有所突破，則對MSO來講就是一個很大的威脅，特別就

是MOD的戶數跟MSO彼此間有它的替代性，當然替代的程度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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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視各種不同的狀況而定，基本上它是會有替代關係，MOD如果

增加的話，MSO的戶數還是多少會受到影響，所以將來兩方面力量的

拉鋸，絕對是未來兩三年很值得觀察的一個指標；另外就是整個政府

部門在政策上對於MSO的態度是不是會去採取其他的一些措施，是不

是會調整經營區域，這些都會影響到MSO的經營；還有一個很關鍵

的，就是分組付費、單頻單賣，這方面將來如果實施下去的話，MSO
的經營會面臨很大的不可預測性。MSO現在積極要去做寬頻網路的鋪

設，還有要購買機上盒，這方面的投資金額其實蠻大的，這些錢投資

下去後，消費者願不願意掏錢購買，是不是能讓他們這些投資回收，

我想這部分會對MSO的經營形成很大的一個挑戰。經過MSO這樣一

個SWOT的分析，大概可以看得出來MSO未來的策略，包括持續整合

系統、擴大他們經營的領域，希望政府能夠放寬對於市場佔有率的限

制，甚至希望能夠讓MSO和MOD的經營區域大家切齊、競爭的條件

一致，我想這應該是MSO會努力去推動的；另外就是加強遊說立法

院、NCC這些單位，希望能修法放寬管制，讓他們可以在整個競爭上

受到比較更有利的對待；費率方面，則希望不要價格管制，能夠放寬

600元的限制，能有彈性定價的選擇；還有就是在推動數位化的過程

中，配合寬頻網路的鋪設，他們會採取服務產品搭配組合，譬如上網

加上收看電視，採取優惠費率，希望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讓中華電信

無法去挖他們的牆角；另外就是剛提到的，他們會聯手共同採購機上

盒、聯合代理頻道、聯合採購節目、技術相互支援或是共同行銷等等，

這些都是會設法去採取的。還有就是設法壓制MOD戶數的成長，一

方面設法讓有線頻道不至於劈腿投靠敵營，另外就是會在數位的過程

中，爭取更多新的頻道，充實VOD的內容。 
至於從中華電信這個角度來分析，現在它也一直抱怨的就是，雖

然它有全區經營的優勢，但是它只能作平台經營，沒有辦法經營頻

道，所以對它來講是受到很多的限制，它們認為說只是蓋高速公路，

只能設站收費，經濟效益不是那麼大，加上現在中華電信其實很賺

錢，一年的獲利大概都是將近500億，相對而言，MOD對它來講沒有

立即的獲利而且還有虧損，在投資決策的考量上會比較保守；另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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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們面臨頻道取得困難的狀況，一些受家庭歡迎的有線頻道都已經

被綁住，這樣的一個狀況當然要看中華電信經營者本身設法突破的決

心，比較不利的就是說，中華電信現在政府的股份只有百分之三十

幾，但是它的董監事組成，除了三席獨立董事之外，通通都是公股代

表，在這種情況下它整個決策就比較會趨向保守。其實中華電信現在

積極推廣光世代寬頻網路的建設，將原來1M或2M的ADSL升級為8M
和10M的光纖網路，基本上MOD也要一起去推展，否則叫人花錢裝更

大頻寬的網路，如果沒有更豐富、多元的應用，消費者如何願意？基

本上光世代跟MOD應該是一起去發展的，相較於有線系統來說，特

別是HD、VOD，現在很多中上階層的家庭，買了50、60吋的電視機

一定會想要看好的節目，除了租片外，唯一的選擇大概就是MOD，

我所了解的就是一般的反應都還不錯。另外就是中華電信內部都是電

信人才，但電視專業人才這方面就相對比較缺乏；還有就是它區域機

房跟用戶端的距離在技術上也還待克服，它的一些線路拉到某一個

點，再延伸出去，大概只有750公尺範圍內訊號才可以送得到，所以

這也是他們要克服的問題；還有就是每個家庭第二機的問題，MOD
目前一條線就只能裝一台電視機，這也是技術上需要去解決的地方。 

未來這三、五年可以預見得到的，電子媒體產業新的競爭局面已

經正在展開，兩邊也分別採取一些對策，其結果：一種情況可能是此

消彼長，有一方強起來，有一方會弱下來，譬如說MOD可能繼續弱、

MSO繼續強，或是說MSO弱下去、MOD強起來；另一種就是平分秋

色，一起耕耘三網合一這個市場。將來可以發揮的領域其實還蠻大

的，除了看電視、上網、通訊，另外就是還有很多其他應用，像是家

庭照護、家庭安全的監控，所以如果好好去發展的話，整個市場的利

基應該是大有可為。 
最後我就簡單做一個結語。第一個是無線電視台由盛而衰，是台

灣推動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最值得探討的產業個案，無線電視台從

原來極端的優勢後來變成極端的劣勢，接下來在數位匯流時代，面對

不同的平台，它將變成一個content provider，它自己當然有自己的平

台，透過地面發射它還是有它的平台，不過大致上它在行動這塊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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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市場利基，但在室內的部分它就只能扮演content provider的角

色，還是要做好它的內容，由內容來取勝，將來不管是在哪一個平台，

在有線系統的平台或MOD的平台，它都會有立足的地方，只是說除

非法律修正讓它可以去分配節目授權費，否則只靠廣告是真的蠻辛苦

的；當然另一個機會就是分組付費的實施，讓消費者的選擇權能夠發

揮，也許可以回復到類似像美國、日本、韓國，無線電視台能夠變成

市場的主導者，在那種情況下還有可為，否則按照目前左右夾殺，收

入只光靠一筆廣告費用，要賺錢大概也只能賺一點小錢。 
第二，電視市場存在有線系統、頻道業者緊密結合，進行垂直、

水平壟斷，收視觀眾的選擇權益完全遭到剝奪，並形成畸型的電視產

業結構，其影響值得國人正視。這點也許MSO業者會不以為然，但是

從整個產業結構去觀察，我認為目前讓消費者無從選擇這點來講是最

不合理的，坦白說這樣一個結構已經形成也已經定型，要去改變不是

這麼容易，但我覺得在數位匯流的趨勢底下，各種不同的平台崛起，

就有機會打破現狀。政府應該做的就是去維護平台之間的公平及自由

的競爭，換句話說，MSO業者抱怨它的經營區域受限，它的價格受到

管制，以經營區域來講，在未來數位匯流的趨勢底下，應該去探討怎

麼樣讓MOD跟MSO競爭的條件一致；另外一個就是，當消費者可以

有各種不同的選擇之後，其實價格管制就沒有道理，因此我個人一直

認為消費者如果可以選擇，譬如可以選擇無線數位平台、可以選擇

MOD、可以選擇MSO，政府只要要求必須要讓消費者可以去選擇，

則消費者要訂購那些頻道，業者要訂1000、2000元，又何必去管他。

實際上價格高限的管制通常是在市場機能失靈、消費者無從選擇的情

況下才來做的，目前MSO讓消費者無從選擇，市場失靈的這樣一個情

況，其實是人為造成的，不是市場先天上就是這樣，如果是自然或法

定的獨占，政府配套的做法就是，為了保護消費者的權利就必須要做

價格高限的管制，如果這根本不是自然獨占或法令造成的獨占，則應

該是要去設法消除這樣一個人為壟斷的狀況，讓市場機能能夠恢復，

如果市場機能夠發揮，消費者都能選擇的時候，則價格高限的管制就

應該取消。我想消費者如果能有不同的選擇，那麼不管哪一個平台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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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推出來的套餐，它敢開1000、2000元又何必去管它，消費者願意接

受這樣一個價格，就表示它的內容有那個價值，就經營者來說，他敢

開那個價格一定是他有信心，如果消費者不接受，他就自然會降價，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種管制的作法是大有問題的。 
第三，數位匯流趨勢給電視、通訊、網路業者帶來潛在龐大商機，

但也面臨更嚴峻的挑戰，我個人判斷未來三至五年將是決戰的關鍵

年。三網合一是科技進步創造出來的一個趨勢，就像滔滔長江向東

流，絕對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抵擋得住。當別的國家通通都在發展的時

候，台灣自然很難不往這個方向去走。只是在新趨勢發展下，政府主

管機關應避免重蹈有線電視崛起過程雜亂、失序的覆轍。建構公平、

合理、透明的遊戲規則，引導市場參與者積極發揮經營活力，培養一

個有助台灣競爭力提升的影視創作、智慧家庭和文化創意產業，政府

當局實在責無旁貸。 
（財經法律系孫馨徽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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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產業和反托辣斯 

講座：台北大學經濟學系陳教授欽賢 
日期：97年11月4日 
場次：9711-205 

 
壹、前言 

今天演講的題目是『醫療產業和反托辣

斯』。其實本人對醫療產業的了解遠勝於反托

辣斯，因此今天來到公平會競爭中心很惶

恐，因為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反托辣斯的專

家，所以今天來報告這個題目，一方面把醫

療產業作一個介紹，另一方面則想辦法跟反托辣斯之間作些關聯，當

然也希望能夠就教於各位先進。雖然此一議題在台灣並沒有很多的研

究，但是在國外，尤其美國，已經行之有年，有非常多的研究成果。

今天的報告將從六個部分把主題整合起來的，首先介紹醫院合併、美

國的反托辣斯法，其次則是合併是否要規範以及全民健保對整個醫療

產業的衝擊，最後再把台灣目前的醫療產業現況作一個簡介，再加上

反托辣斯適用性的探討作為結束。 
貳、醫院合併 

第一部分要介紹的是醫院的合併。醫院為什麼要合併？背後當然

有一些原因和目的，但是常常可能涉及到反托辣斯的問題。反托辣斯

為什麼要設立或是立法，主要是為了追求經濟效益、保障公平競爭，

簡單來說就是要避免市場過於集中。醫療市場的反托辣斯問題，台灣

似乎是剛開始被重視而已，尤其是在全民健保實施之後，才引起大家

的注意，過去這個問題可能被忽略。 
醫院合併大致可分為水平合併以及垂直合併兩種。水平合併是指

醫院和醫院間或者是醫院和診所間的合併，可能是規模相當醫療院所

的合併或者是規模較大者合併規模較小者，都屬於水平的合併。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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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是垂直合併，亦即上下游相關產業的合併。醫院本身可能和相關

的產業結合，例如長庚系統就推出類似的療養院安養機構，可以和長

庚醫院作一個結合。此外，美國的醫院甚至可以和保險業合併，當然

台灣早已存在非營利單位或者是財團法人本身已經擁有保險業，但是

美國則是保險業擁有醫院以及安養院，整個結合成很大的產業。台灣

的現況目前是分開的，可是如果追溯到源頭，還是可以看到一些影

子，有一些產業事實上可能也擁有保險機構以及醫院，陸續的未來也

會設置療養院，類似美國的雛型也可能產生，因此我們不能說因為不

是同一家機構，就不涉及所謂的反托辣斯問題。 
醫院到底為什麼要合併？理由無非是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事實

上，減少競爭增加利潤也是目的之一，因為如果原本是兩家競爭，合

併後只剩下一家，當競爭減少，利潤自然增加。對醫療領域而言，合

併可以降低所謂的醫療軍備競賽，什麼叫做醫療軍備競賽？因為醫療

產業特殊的地方在於治病，擁有愈好的醫療設備，有愈高的機會能正

確的把病因找出來，所以像斷層掃描或是核磁共振這種昂貴設備，現

在已經愈來愈普遍，甚至有些不是很大型的醫院也可能購進更昂貴更

先進的醫療器材，為什麼呢？因為病人上醫院的時候可能會問到底有

沒有先進的設備，如果沒有，但是競爭對手卻有的話，病人勢必會流

失；反之，如果醫院擁有競爭對手沒有的先進醫療設備，病人可能會

源源不斷的流入，因此醫院彼此會不斷地較勁宣傳，形成所謂的醫療

軍備競賽。由於設備越買越好，可是成本也愈來愈高，最後可能也沒

辦法支應。如果能合作或把對方買下來，反而不用花那麼多費用去從

事醫療軍備競賽，這個可能也是造成合併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保

險的支付制度也會產生影響，尤其是全民健保制度。美國雖然沒有全

民健保，但是有公辦的老人保險及窮人保險，另外則是廣大的私人保

險，所以保險的第三者支付方式也會影響到醫院，容許稍後再介紹。 
綜合以上，合併的優點，套用經濟學的術語是具有規模經濟，因

為規模變大，議價能力也變強。譬如只有一家醫院進藥的時候，可能

一次購進一千顆藥，但是如果兩家醫院合併進貨，可以一次購進兩、

三千顆藥，如果是集團醫院進藥，例如長庚醫院對相同藥的進貨恐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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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次幾萬顆，甚至是好幾十萬顆的購進，規模不同協商的價格就不

一樣，所以規模愈大，自然可以享有規模經濟，價格愈低，合併會有

這個優點。除此之外，規模大也可以降低成本、提供多元化的服務。

原本一家醫院可以提供5科或10科的服務，另外一家醫院也提供了7、
8科，結合在一起，醫療設備可以共享，成本降低，醫事人力變多，

服務層面更廣。另一方面，合併也有缺點，可能形成壟斷（獨占）。

因為本來只有兩家醫院，合併成一家後，因為競爭減少可能會導致價

格上升及進入障礙。台灣目前表面上受制於全民健保制度，似乎沒有

這個問題，價格不會上升，因為有中央健保局在管制。但事實上健保

局所制定的支付價格，還是得和醫療院所作協商，所以還是可能會對

支付價格產生影響力。因此合併的缺點，會造成競爭減少、價格上升、

以及進入的障礙。 
根據過去的一些文獻，因為台灣目前也沒有相關的研究，大部分

當然是美國的文獻，到底哪些醫院容易發生合併？經過整理，容易發

生合併的醫院，第一個就是位處於市場集中度較低的醫院，當然必須

強調這是美國的狀況，在台灣是不是這樣就不一定，因為美國地大物

博，台灣相對比較小，所以是不是會發生相同的情形不得而知，但是

它山之石可以作為借鏡。如何判斷市場集中度？一般都是採用賀分達

指數，賀分達指數的公式很簡單，就是計算第h家醫院在m市場的占有

率，乘以100再平方，然後加總起來，其值介於0~10,000之間，值越大

代表競爭越小。舉例而言，如果某一家醫院是獨占，市場佔有率就是

1，1乘上100再平方就等於10,000，賀分達指數就是10,000，也就是完

全沒有競爭。如果有兩家醫院各有50%的市場，賀分達指數等於0.5
×100的平方，也就是 2,500，再加2500（因為有兩家醫院），所以賀

分達指數為5,000，隨著醫院家數愈多，其值就愈小。依據美國的分法，

如果賀分達指數超過1,800，此一市場是屬於低度競爭的市場，換句話

說，獨占力比較強，市場集中度高。反之，如果賀分達指數小於1,000，
代表高度競爭的市場，表示這個區域可能醫院比較多，競爭比較激

烈。至於賀分達指數如果介於1,000~1,800之間，就是所謂中度競爭的

情況。市場集中度一般都是使用賀分達指數來衡量，文獻上發現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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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醫院合併是發生於市場集中度較低的市場，亦即市場集中度較低

的市場會有利於醫院合併的產生。第二個容易發生合併的就是營利醫

院。美國很多醫院都是營利醫院，台灣營利院所佔的比例稍後也會有

介紹。非營利醫院因為理論上不是以賺取利潤為主要的目的，所以即

使營業收入不高，可能也還會有其他財源或收入，所以不至於造成經

營上的困難。但是營利醫院如果經營狀況不好或者希望賺取更多的利

潤，可能就會有合併的情況產生，所以文獻上發現營利醫院比較會發

生合併。第三個較常發生合併的就是私立醫院。相對於私立醫院，公

立醫院因為一般是有公務預算支持，無論哪個國家都一樣，當然不是

以賺取利潤為目的。私立醫院就有經營的壓力，因為如果經營不善而

造成財務困難，勢必會遭到合併或倒閉。除此之外，文獻也發現，病

床數比較高、以住院為主的醫院以及疾病複雜度較高的醫院，也比較

會有合併的情況產生。前者以住院為主的醫院，服務支出較高，花費

較多，因此需要足夠的病人支撐，而且以住院為主，設備的要求也要

高，所以醫院需要有一定的規模，由於成本較高，一旦客源不足，財

務馬上陷入困境，所以會造成合併的情況產生。後者疾病複雜度較高

的醫院，也是需要更多的人力、更多的資源投入，與住院都有相關。

相對於以門診為主的醫院是以治療病情較輕的病人為主，複雜度不

高，所以只要有醫生，設備也不一定要多好就可以經營，遭到被合併

的情況不高。反之，疾病複雜度高的醫院，因為人力及設備的需求較

高，成本也相對高，較容易因經營不善而遭到合併。所以由美國的經

驗得知，大致有前述五種比較容易產生合併的狀況。 
參、美國的反托辣斯法與醫療產業 

第二部分接下來介紹美國的反托辣斯法與醫療產業。美國的反托

辣斯法於1975年就開始適用於健康醫療產業，但是一直到1992年，才

有水平合併準則（horizontal merge guidelines）的誕生。不若工商業產

品具有一致性，醫療產業的產品是很不一致的，所以歷經20年才有所

謂的醫院水平合併的準則。換句話說，1992年準則誕生後，才有一些

規定可以讓醫院知道到底合併是不是會觸犯到反托辣斯法，哪些情況

又可能可以是例外，所以在1992年水平合併準則產生後，就比較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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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的規則可以遵循。當然實際操作上可能還是有一些問題，水平

合併準則，如同先前文獻所介紹，主要是以市場集中度作為指標。如

何判斷醫院的合併到底會不會觸犯反托辣斯法？第一個指標就是檢

視市場的集中度。準則說明如果合併後的賀分達指數上升了50，而且

醫院所處市場的賀分達指數是大於1,800時，此項合併可能已經違反反

托辣斯法，反托辣斯的執行單位，譬如說像是台灣的公平交易委員會

就會介入調查是不是真的需要合併？表示合併後指數的上升幅度過

高，畢竟已經處於低度競爭下，也就是市場已經蠻集中了，結果還進

一步減少競爭，對消費者可能產生危害。如果醫院是位於市場集中度

比較低一點的市場，則指數上升幅度就稍微放寬一點。合併之後如果

指數上升100，但是醫院是位於賀分達指數超過1,000的市場時，才會

造成違反反托辣斯的問題，才有可能會被介入調查。雖然準則有很清

楚的規範，似乎很容易遵循，但事實上，醫療產業與其他產業有很不

一樣的地方，醫療產業的市場集中度本來就很高。因為醫院不像一般

的商店有很多家，以美國為例，在一些特定的地區，醫院的家數都不

多，譬如說某個城鎮或是某個縣，醫院都不會有太多家，所以賀分達

指數原本就偏高。如果本來就只有兩家醫院，其中一家要倒了，另外

一家把它合併，很可能就會違反反托辣斯法。所以表面上看似容易，

但實際操作執行上還是有問題。除了賀分達指數是很重要的一個指

標，檢視合併一開始都是利用此一指標外，其他的指標還有市場占有

率。市場占有率是指醫院占市場的比例是多少？醫院可能很多，但是

每一家服務種類可能不一樣，有些是專科醫院，專門開心臟或其他手

術的醫院，美國蠻多這種專科醫院，台灣比較少，台灣大部分是綜合

醫院。計算某些醫療服務的市場占有率，也可以作為檢視醫院合併是

否違反反托辣斯的指標之一。此外，如果以台灣作例子，計算市場占

有率，例如住院量是多少？門診量是多少？可能醫院的家數不多，但

是每一家占的比例不高；也可能醫院家數很多，可是其中一家的門診

量、住院量占的比例非常的龐大，這也會產生問題。醫院的住院或門

診量，在全民健保制度下，其實不是什麼特別的秘密，因為所有的醫

療院所，向健保局申請支付的時候，一定要把住院量、門診量向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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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申報，健保局才會支付費用，所以這些資料通通都有。不過醫療支

出不是只有健保支出，整體醫療支出其實更龐大，稍後也會呈現數

據，有一半的醫療支出可能來自於自費。自費支出部分資訊較缺乏，

醫院也不會告知正確的數據，所以在缺乏這些資料下，要計算真正的

市場占有率，是有問題及困難的。除非派人去計算，否則醫院大概不

會報告實際的住院及門診量，只能大略估算。目前我們得知的統計資

料大部分都是健保資料，但事實上還有自費的部分並未呈現。 
其次會用到的指標就是競爭的情況。觀察醫院到底有沒有違反競

爭？換句話說，合併之後到底有沒有違反競爭的情況產生？如果沒有

違反，當然沒問題，但是如果違反，可能就會受到干涉。再者，有沒

有進入障礙也是指標之一。有沒有進入障礙就是說想要進入市場有沒

有被排擠。如果進入的困難度不高，並無人為設定的障礙，就沒問題。

第四個指標是效率。合併是不是能夠增進效率？除了合併之外，如果

沒有其他方法能夠增進效率，則醫院的合併是可以被接受的。最後一

個狀況是，如果有一家醫院的財務狀況不好，可能會倒閉，面臨倒閉

的時候，當然就有可能被合併。所以當醫院有倒閉情況時，可能會被

另外一家醫院收購或合併，其實是一個情有可原的狀況，所以有這個

考量財務狀況的指標。 
上述五個衡量反托辣斯的指標有沒有問題？當然還是有的。主要

問題第一個是醫療市場具有資訊不對稱的特性、進入也有障礙、產品

的特質也很特別。譬如說什麼叫做治好一個人？每個人不太一樣，沒

有一個很制式的產品，不像一般工業產品可以很制式的製造產品。醫

療產品實在是很複雜，什麼叫做成品？什麼叫做治療好？可能要訂一

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標準不是那麼容易。即使在全民健保制度之下，常

常醫療院所對於健保支付，也就是健保局給醫療院所的醫療支付很有

爭議，所以也得常常開會討論醫療支付。雖然現在有診斷相關群制度

（DRG）來協助，但也還沒有完全建構完成。換句話說，是希望能將

醫療支付公式化，考量做了什麼治療、病人幾歲等因素，可以支付多

少費用？藉由一定的公式，希望能夠把醫療支付一致化，可是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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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沒辦法完全一致化，所以造成醫療市場相對於其他市場有比較大

的爭議。因此醫療院所合併時，是否有違反反托辣斯法？當然要制定

標準，但是因為醫療市場特性就是比較複雜，所以在制定標準以及判

定的時候得更加小心，以免適得其反。總而言之，有標準總比沒標準

好，所以上述提及的水平合併準則，還是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只是

必須要了解的是，即使已經有準則可以依循，但不代表是十全十美的

完善，不過還是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就是了。第二個問題是市場如何界

定？使用賀分達指數作指標時，很重要的一個前題，就是得先界定市

場。台北地區是只包括台北市還是也包括三重及永和？這就是界定市

場。長庚醫院是位於林口，到底屬位於桃園市場還是台北市場？界定

市場的時候，如果發生問題，可能導致該市場的賀分達指數會偏高或

偏低，所以市場如何界定就是一個問題。台灣因為很小而且居住比較

密集，雖然衛生署已經劃分成17個醫療次區域，但是是不是這樣區分

就是一個很好的市場界定，可能還有疑問，沒有先將市場界定好，計

算出來的指標值也是有問題。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剛才談過產品的複雜

度高，醫療產品的複雜度是很高的，所以如何能將其一致化也具有高

難度。以上這三個都是將指標應用於醫療市場可能產生的問題，如果

我國也將建立醫院合併的準則及指標時，這些都是必須詳加考量，謹

慎處理。 
水平合併準則是一個大略的標準，也有例外的情況，也就是不適

用的條件。在下列的情形下，是不會觸犯反托辣斯法：第一是破產或

是小醫院的合併。當醫院面臨財務上的困難、或近三年平均病床數在

一百床以下、或每日住院病人數在四十人以下的醫院，如果是屬於這

類型的醫院合併，不會造成有所謂壟斷的疑慮。當然這都是美國的標

準，台灣是不是也適用，可能還得做進一步研究及修正。第二是高價

值醫療設備、服務、或臨床專科的策略聯盟。這與醫療軍備競賽有關，

一個小型醫院怎麼買得起昂貴斷層掃描或核磁共振的設備，動輒幾千

萬，可是缺乏這些設備又可能毫無競爭力，無法生存，怎麼辦？所以

會有策略聯盟的產生，可能附近的幾家醫院，共同分擔成本，一起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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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價值的醫療設備，如此是不會觸犯反托辣斯法，因此才有這樣一

個策略聯盟的例外條款。第三就是交換成本或價格資訊。對消費者提

供價格資訊，亦即將醫院和醫院之間的成本與價格資訊交換，而且對

消費者提供價格資訊。因為讓資訊透明化，對消費者有利，所以也不

適用。但是必須符合下列三個條件：一、須由第三者蒐集相關資訊，

不能由醫院本身來提供資料；二、至少要包括五家醫院以上；三、而

且單一醫療院所比重不能超過25%以上，不致造成某家醫院主導，利

用此一機會提供資訊打擊另外的對手。此外，所提供的資料必須是三

個月以前的資料，不能公佈現在的資料。第四是聯合採購。醫院可以

一起採購，但是還是有些限制，譬如可以一起採購藥品或是醫療設

備、器材，不過數量不可以超過總量的35%，還有採購成本不能超過

聯合採購總收益的20 %。可以透過一起採購來降低成本，但是還是有

總量的管制，不能超過一定的比例，避免造成不公平的競爭。第五是

醫師聯盟。醫師聯盟台灣也有，類似醫師公會的組織，但也有規定，

在排他情況下，不能超過該專科市場的20%，譬如小兒科醫師聯盟，

如果其他不是小兒科醫師不能加入時，這樣形成的聯盟是不能超過小

兒科醫師總數的20%，如果超過，可能已經足以影響到整個市場，所

以必須設限。如果不排他，也就是說開放所有的專科醫師都可以加入

聯盟，則條件可以稍微放寬，但也不能超過醫師總數的30%。醫師聯

盟在某種程度可以增加競爭力，但是必須限制其規模，以免造成壟

斷，影響市場價格。綜合上述，大概可以了解主要是鼓勵醫院互相分

享資訊，以提高品質降低成本，但是不能超過一定的程度，否則不僅

沒有優點，反而缺點衍生，醫院會操縱價格等等。 
肆、醫院合併是否應該加以規範 

第三個部分是探討醫院合併是否應該加以規範？其實有兩種不

同的看法。第一種看法是認為只要合併的整體社會利益大於其成本，

應該是可以允許的。合併的利益，例如醫療成本因為合併產生規模經

濟而下降，品質也可以獲得提昇，市場是有秩序而不混亂，整體社會

利益可以提升。不過合併也有成本，因為家數減少，競爭也就減少，

~ 151 ~ 



醫療產業和反托辣斯 

可能導致價格上升，反而對病人不利，所以必須比較其利弊得失。這

一派的看法是除非效率降低，否則合併不一定違反反托辣斯，醫院合

併是可以被允許的。不過，問題是如何去衡量利弊得失，反而有一些

難度。這一派對合併的看法，是相對比較寬鬆的。另外較嚴謹的一派

認為，只要市場集中就是違反競爭，必須加以規範。認為兩家合併一

定對消費者有不好的影響，所以必須規範。其實從現行公平交易法的

內容，也可以看出類似的精神，公平交易法第14條（聯合行為之禁止、

例外許可及其核駁期限）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

一，而有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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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規格或

型式者。二、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共同

研究開發商品或市場者。三、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

展者。四、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者。

五、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者。六、經

濟不景氣期間，商品市場價格低於平均生產成本， 致該行業之事業，

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畫適應需求而限制產銷數量、設備

或價格之共同 行為者。七、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率，或加強其

競爭能力所 為之共同行為者。中央主管機關收受前項之申請，應於

三個月內為核駁之決定；必要時得延長一次。公平交易法第14條，雖

然載明聯合行為是禁止的，但也有所謂的例外和許可，主要的例外多

來自於效率的提高。只要能提高效率，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

益，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聯合行為某種程度是可以被允許的。醫院合

併的部分，美國的合併準則也提及當醫院要破產時，當然可以允許被

合併，所以和現行公平交易法的例外規定類似。簡而言之，只要能夠

增加經營效率，或者是經營困難時，醫院合併是不違反反托辣斯法的。 
伍、全民健保制度的衝擊 

全民健保制度的開辦，對醫療院所到底有沒有影響？其實影響是

很大的。剛開辦的時候，一方面對醫療供給面產生影響，所謂供給面

主要就是指醫療院所，全民健保的支付制度是採用論量計酬制，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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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院所的門住診量計算支付金額，病人愈多或治療愈多，醫院收入

愈多。因此全民健保實施後的影響就是造成醫院的規模快速地擴充，

醫院的規模愈來愈大，大型醫院愈來愈多。因為規模大成本低，支付

又是採用論量計酬，不僅可以享有規模經濟的優點，議價能力也強，

無論採購藥品或設備，議價能力都強，而且和中央健保局議價能力也

增強，所以全民健保的實施導致醫院規模的不斷擴大。另一方面，需

求面也受到全民健保實施的衝擊。全民健保開辦前，有保險的人不

多，到大型醫院就診費用高，並非人人可以上大型醫院看病；全民健

保實施後情況改變，大型醫院就診只是部分負擔稍高而已，因此病人

都趨之若鶩，願意上大型醫院。由於台灣各地間的距離並不是那麼

遠，搭車也方便，所以設備好、品質高的大型醫院自然受到喜好。這

個競爭衍生的影響就是先前所提的，為了要競爭需求面的病人，醫院

勢必得從事軍備競賽，這也是無可避免的結果。因為醫院在論量計酬

制度下，病人愈多，收入就愈多，所以醫院會使用更好更新的設備來

爭取病人，收入就更多，造成醫院規模愈大，成本愈來愈低，議價能

力愈來愈強，利潤就愈來愈高。供需雙重作用下，結果當然就是醫院

的大型化，造成小型醫院倒閉退出市場。公立醫院醫事人力的外流，

也是全民健保實施所導致，過去因為一般私立醫院的就診費用比較

貴，即使是財團法人醫院也不便宜，所以各縣市都有公立醫院的設

置，由政府提供較平價的醫療服務給一般社會大眾，也就是過去的省

立醫院，現已改為署立醫院，另外還有台北市市立醫院、高雄市市立

醫院等等。全民健保實施前，這些公立醫院規模並不小，照顧的病人

也不少，但是在全民健保實施後似乎榮景不再，否則無需進行整併。

例如台北市的市立醫院整併成一個總院區，不再獨立，藉由聯盟及合

作提昇競爭力，否則根本無法與一般的大型醫院匹敵。所以過去只是

醫療人力資源的支援，但是在全民健保實施後不一樣，整個醫事人力

包括醫師都會到處移動，醫院會互相的挖角，造成規模大者恆大，規

模小的可能甚至轉成診所。由表一我國歷年醫療院所數的變化可以了

解，民國78年醫院和診所大概是12,000多家，民國95年已經達到20,000
家，總數是上升，不過增加的其實大部分是診所。 

~ 153 ~ 



醫療產業和反托辣斯 

表一 我國歷年醫療院所數的變化 

醫   院 診   所 
年底別 院所數 

合計 西醫 中醫 合計 西醫 中醫 牙醫

78年 12,267 865 787  78 11,402 6,910 1,654 2,838

79年 12,902 827 741  86 12,075 7,223 1,672 3,180

80年 13,661 821 729  92 12,840 7,538 1,689 3,613

81年 14,468 822 725  97 13,646 7,948 1,756 3,942

82年 15,062 810 709 101 14,252 8,204 1,803 4,245

83年 15,752 828 719 109 14,924 8,511 1,876 4,537

84年 16,109 787 688  99 15,322 8,683 1,933 4,706

85年 16,645 773 684  89 15,872 9,009 1,987 4,876

86年 17,398 750 667  83 16,648 9,347 2,165 5,136

87年 17,731 719 647  72 17,012 9,473 2,259 5,280

88年 17,770 700 634  66 17,070 9,378 2,317 5,375

89年 18,082 669 617  52 17,413 9,402 2,461 5,550

90年 18,265 637 593  44 17,628 9,425 2,544 5,659

91年 18,228 610 574  36 17,618 9,287 2,601 5,730

92年 18,777 594 558  36 18,183 9,565 2,729 5,889

93年 19,240 590 556  34 18,650 9,819 2,852 5,979

94年 19,433 556 531  25 18,877 9,948 2,900 6,029

95年 19,682 547 523  24 19,135 10,066 3,006 6,065

參考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醫療院所概況統計資料 

 
醫院大概原來是800多家，民國84年全民健保開辦的時候是接近

800多家，但是民國95年已經剩下500多家，倒閉的300家都是以小型

醫院為主，大型醫院的數目是呈現上升（圖一）。退出市場的小型醫

院是以西醫為主，中醫也有一些，中醫醫院在全民健保剛開辦時候還

不少，有將近100家，這可能與中醫納入健保有關，但是漸漸也退出

市場，造成的原因可能與總額預算制度有很大的關聯。診所的部分無

論西醫、中醫或是牙醫皆呈現上升的情形，尤其牙醫增加的更多，所

以全民健保實施後對醫療院所的影響就是造成兩極化的發展，規模大 

~ 154 ~ 



 

圖一（準）醫學中心、（準）區域醫院與地區（教學）醫院家數變化 

 
參考資料來源：中央健康保險局 醫院家數按評鑑等級區分統計資料 
 

的醫院愈多，規模小的診所也愈多，中間規模的小型醫院則逐漸消失

中。此外、台灣將醫院層級由大到小分成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

醫院三大類，圖一也顯示地區醫院是主要減少者，在健保實施後一路

下降，民國95年只剩下300多家。大型醫院包括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

醫學中心因為不多，稍有上升，目前大概維持20多家，區域醫院曾一

度上升到80~90家，後來有幾家進一步升格為醫學中心，所以稍有下

降，目前約有80家左右，大型醫院合計應該有100多家，這是目前整

個台灣醫院的數目。健保財務支出的部分，由表二顯示，民國85年的

時候大概是2,000多億，民國95年已經接近4,000億元，增加約一倍，

這是整個全民健保的財務規模。必須留意的是這僅是健保的規模，整

個醫療支出的規模應該不止這個數。 
 

表二  歷年健保財務支出表 

歷年健保財務支出 （單位：新台幣億元）

84年
(3-12月) 85年 86年 87年 88年 89年 90年 91年 92年 93年 94年 95年 

1616 2239 2452 2653 2901 2904 3072 3268 3391 3536 3723 3864 

資料來源：中央健康保險局 全民健保財務收支狀況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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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是總額預算制度的實施。總額預算制度醫院的部分是在

民國91年7月實施，中醫與牙醫總額以及西醫診所總額更早採用，但

是因為影響層級都只是診所，真正對醫院產生影響的就是醫院的總

額。我國總額預算制度是採用『支出上限制』：即預先依據醫療服務

成本及其服務量的成長，設定健康保險支出的年度預算總額，醫療服

務是以相對點數反映各項服務成本，惟每點支付金額是採回溯性計價

方式，由預算總額除以實際總服務量（點數）而得；當實際總服務量

點數大於原先協議的預算總額時，每點支付金額將降低，反之將增加。 
由於中央健保局下轄六大分局，再依區域分成六部分，每一分局

有一分區總額。所謂支出上限是先依據醫療服務的成本還有醫事服務

量的成長，設定支出的年度總額。當看病治療後，如果醫院索價5,000
元，健保局並不是就支付醫院5,000元，而是5,000點的支付，但是1點
並不一定代表1元，端視最後的支付是否超過支出上限。簡而言之，

如果看病是100點，原本也設定支付上限為100元，則最後1點就是1
元；可是如果看病支付為120點，但原先設定上限為100元，則每1點
就拿不到1元，所以點數愈多可能造成最後支付的每點金額反而愈

少，這就是對醫院衝擊最大的地方。這樣的制度當然也會影響到整個

醫療產業，引發許多的反彈，所以健保局又試行自主管理（92~93年）

及卓越計畫（93年），若醫院加入這些計劃，可以享有保障與去年同

期額度的醫療費用並加上合理的成長率。換句話說，自主管理及卓越

計劃就像一個小總額，如果醫院參加自主管理或卓越計劃，醫院收入

可以獲得保障。只要控制得當，醫院的收入可以和去年同期差不多，

以避免所有的醫院繼續衝量，反而會造成支付點數過低。簡而言之，

這就是一種個別醫院總額，當醫院加入這些計畫，可享有和去年相同

的醫療費用並加上合理的成長率，主要目的是希望醫院能夠自我節

制，控制醫療費用的成長。個別總額有沒有缺點？有，這與稍後的反

托辣斯或合併會有很大的關聯。主要缺點在於如果收入獲得保障，醫

院則可以國產藥品取代原先的進口藥品，偏好輕症易治療的病患而儘

量避免複雜的重症病人，當治療費用及成本愈低，則利潤愈高。此外，

也可能減少門診，增加自費部分，因為在收入已固定下，醫院不必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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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量，如欲再增加收入，當然就是增加自費部分。表三顯示我國整個

國民醫療保健支出，不僅包含健保支出，還有自費的部分，當然也包

括成藥等等。全民保健支出，在民國84年、85年的時候大概是2,000
億元，但是整個國民醫療保健支出則有4,000億元，民國95年增加到

7,000億元，健保支出則只佔3,800億元，所以整體醫療保健支出是健

保支出規模的一倍，顯示另外還有一半是可以開發所謂的自費市場。

健保市場大部分是以治療為主，保健、美容等等則是其他可以開發的

自費市場。 
 

表三  歷年國民醫療保健支出 

歷年國民醫療保健支出 （單位：新台幣億元） 

80年 81年 82年 83年 84年 85年 86年 87年 88年 89年 90年 91年 92年 93年 94年 95年 

2209 2588 2920 3250 3839 4285 4650 5062 5468 5692 5891 6121 6396 6651 6877 7226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國民醫療保健最終支出統計資料 
 

陸、我國的醫療產業現況 
第五個部分針對我國的醫療產業現況作介紹。首先介紹醫院體

系，公立醫院第一個就是榮總的體系，主要有台北、台中、高雄3間
總醫院，另外還有12家榮民醫院，分佈於全國各地。除此之外，台北

榮總另承辦台北市立關渡醫院和署立宜蘭醫院，為什麼要承辦其他醫

院？醫院可能是由台北市政府蓋，可是經營權卻由榮總來負責，過去

榮總經營自己的醫院即可，現在似乎版圖還在擴充當中，這是榮總的

體系。第二個是署立醫院體系，也就是以前的省立醫院，共有29家。

以前可能是各自為政，但現在是整合起來，互相支援，透過共同採購

降低成本。第三個是國軍醫院體系，已由過去的18家減少成現有的13
家。最後是市立縣立醫院體系。例如台北市立醫院，原先也是各自獨

立，但近來也結合成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院區，由一個總醫院院長來

統合，高雄市立醫院也類似，另外還有一些縣立醫院也相同。為什麼

需要整合？主要當然是人力互相支援、共同聯合採購、資訊互通、提

昇整體形象，所以公立醫院已經和過去不太一樣，以前是一家醫院獨

~ 157 ~ 



醫療產業和反托辣斯 

立經營，現在則幾乎都是團體作戰。 
私立醫院的部分當然是以長庚醫院體系為首，在基隆、台北、林

口、桃園、嘉義及高雄都設有分院，雖然數量不是很多，可是很龐大，

其健保支付一度占整個健保支出的十分之一，相當驚人。慈濟醫院體

系的版圖也在擴充中，台北、台中、大林、關山、玉里、花蓮皆有分

院，陸陸續續在大都會區都有慈濟醫院的成立。此外國泰醫院體系也

有台北、新竹、汐止幾家分院；馬偕醫院則有台北、淡水、台東與新

竹等分院；彰化基督教醫院也有彰化、二林、鹿港、員生、南基及慈

愛等分院；秀傳醫院體系也擁有較多家的醫院，包括台北、竹山、彰

化等分院以及經營高雄縣立岡山醫院，也曾經經營台南市立醫院；奇

美體系則有永康、台南、柳營院區。另外在醫學大學體系部分，台北

醫學大學有附醫、萬芳，以及署立雙和醫院。高雄醫學大學則除附醫

之外，也經營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台中的中國醫藥大學，版圖也擴展

到台北，在內湖設分院。臺大醫院除了台北之外，在雲林也設有分院，

早期也經營金山醫院。 
其次介紹聯盟。不是像上述設置分院，而是醫院間會結盟，設總

管理處，提供聯盟醫院各項服務，以提高效率。代表性的就是聯新醫

療策略聯盟，聯新聯盟醫院皆有『新』字，包括板新醫院（臺北縣）、

桃新醫院（桃園縣桃園市）、壢新醫院（桃園縣平鎮市）、台新醫院（台

中市）、營新醫院（台南縣）、高新醫院（高雄縣）、健新醫院（高雄

市）等七家盟院（上海另有辰新醫院與聯新國際醫院2家）。另外還有

環臺醫療策略聯盟，包括基隆長庚醫院、壢新醫院、新竹馬偕醫院、

大千醫院、光田綜合醫院、埔里基督教醫院、慈愛醫院、嘉義基督教

醫院、衛生署台南醫院、阮綜合醫院、國軍左營醫院、東港安泰醫院、

台東馬偕醫院、門諾醫院、臺安醫院。最後則介紹協會與公會。醫療

院所協會包括醫院協會、醫學中心協會、區域醫院協會、地區醫院協

會等等，醫師公會則是醫師的組織。透過協會及公會的組成，不僅彼

此可以擁有資源的分享、資訊的分享，更可以集中力量與衛生署及中

央健保局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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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反托辣斯的適用性 
最後一部分探討反托辣斯的適用性。醫療產業在我國發生獨占的

機會不高，因為幅原小、人口密集，市場不可能只有一家醫院。但是

合併、委託經營、成立新醫院，可能性較大。全民健保剛開辦的時候，

採論量計酬，所以所有的醫院都大張旗鼓的擴張版圖，即使連台大這

樣的公立醫院，擁有公務預算，都還推出黃昏門診，其他醫院的早安

診、黃昏診、夜診、週末診就不令人意外。醫院將所有可利用的時段

充分利用，從早上7點一直到晚上10點、11點，充分利用其設備，達

到最大、最好的經濟規模。由於在論量計酬的時代，所有的醫院都擴

充，反正量愈多，收入就愈多。但是在總額預算實施後，這些早安診、

黃昏診，夜診通通消失了，過去很多醫療院所在星期六、星期天都照

常看診，但目前星期天很少看診，星期六也輪休。民眾都不去看病嗎？

其實，是和總額預算制度相關。為什麼？因為總預算額度已經事先講

定，如果量太大只會讓支付金額跌，所以醫院都不願意再衝量。也因

為這樣的原因，健保整體市場的擴充不再容易，不像過去成立新醫院

可以靠衝量來增加收入，有利可圖，總額預算下想再增加並不容易，

因為預算已定，如果要再擴充，走合併一途比較有機會，所以可以預

期在總額預算下愈來愈多醫院會有合併的情況產生。因為當大型醫院

與小型醫院競爭時，小型醫院整體的規模經濟較小，勢必需要較大的

規模與大型醫院競爭，不是與大型醫院合作，就是幾家小型醫院合併

成較大型的醫院，才有競爭力。此外，原本醫院都只是經營醫院，但

在總額預算實施後，醫院也開始經營診所。過去診所都是由獨立的醫

生經營，但是現在醫院也專門派醫生去經營診所。主要原因是因為診

所與醫院的總額預算是分開的，基層診所有自己的總額，醫院有醫院

的總額，所以兩個市場是相互獨立的。過去醫院不會去經營診所，可

是在總額下如果收入要成長，擴張版圖到診所是方法之一。因此在總

額預算實施後，一些小型醫院可能化整為零，以診所型態出現分食基

層診所總額。但是如果醫院與診所結合成一家，而且彼此間有關聯，

甚至是出資去經營的話，這恐怕就是合併的一種，可能就涉及反托辣

斯的問題，目前情況應該不嚴重，但是未來類似問題一定會陸續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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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值得重視。聯合行為，譬如聯盟、聯合採購藥品與醫療器材以及

聯合門診等等行為也值得注意，因為聯合採購可以降低成本，有競爭

上的優勢。醫師公會也可以採取聯合行為限制醫療服務的提供，例如

總額預算實施後的休診措施，選擇某幾天都不要上班，其實這樣的行

為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聯合行為，牽涉到反托辣斯的問題。所以不同形

式的合併或聯盟，到底是真的提升效率還是減少競爭？見仁見智。衛

生署沒有管那麼多，只有管人力及病床數，醫生數量是受到嚴格的控

制，因此醫學系的設立並不容易，病床數以及醫院的設立也得經過衛

生署核准，至於合併及聯盟則無法可管。有鑑於醫院的合併及聯盟日

益增多，公平交易委員會有必要擬定相關的規範準則。 
最後，有關非營利性質的探討。大部分的大型醫院，包括醫學中

心及區域醫院都是非營利性質，不管是公立或是財團法人。非營利醫

院的特性就是免稅、不能分配盈餘，對非營利醫院捐贈又可以抵稅。

但是非營利並不代表合併或聯盟就不會降低競爭、提高價格，雖然美

國的研究發現，大部分合併的都是以營利醫院為主，但是台灣大型醫

院幾乎都是以非營利為主，反而可能利用上述的優勢進行合併或聯

盟，值得觀察。表四顯示我國近年來營利醫院所佔比例的變化趨勢，

過去非營利醫院比較少，但是逐年上升中，營利醫院所佔的比例則一

直在下降中，由民國82年大概佔77%，下降到民國95年大概只剩下 
 

表四  我國近年來營利醫院所佔比例的變化趨勢 

 82 
年 

83 
年 

84
年

85
年

86
年

87
年

88
年

89 
年 

90
年

91
年

92
年

93
年

94
年

95
年

總家數 710 720 689 685 669 649 636 619 595 576 560 558 532 524

非營利 
醫 院 

160 165 163 166 171 174 177 176 176 177 177 176 168 171

營 利 
醫 院 

550 555 526 519 498 475 459 443 419 399 383 382 364 353

營 利 
醫 院 
比 例
（％） 

77.46 77.08 76.34 75.77 74.44 73.19 72.17 71.57 70.42 69.27 68.39 68.46 68.42 67.37

資料來源：中央健康保險局 醫院家數按權屬別區分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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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由於營利醫院大部分是比較小型的醫院，非營利醫院則是比較

大型的醫院，將來可能還是會有合併的情況產生。 
捌、結論 

綜合上述，未來的趨勢會受到以下三個因素的影響：第一就是全

民健保制度。目前當然是受到總額預算的影響，但是事實上只要健保

制度作修正，對醫療院所就會產生影響，所以健保制度怎麼修，醫療

院所就會跟著調整。當前最重要的就是總額預算制度，因為實施後，

年度預算已經固定，如果醫院要進一步擴充市場，機會不大，藉由合

併，才能使醫院本身壯大，所以可以預期合併的風潮會愈來愈常見，

尤其是大型醫院與小型醫院間的合併。第二是醫療軍備競賽會繼續存

在。大型醫院與大型醫院之間或是中型醫院與中型醫院之間還是會有

醫療軍備競賽，尤其是在同一市場中，如果有一家醫院購入新的設

備，自然另外一家醫院也得跟進，但是也有可能兩家醫院進行結盟或

甚至合併以避免競爭，這都非常有可能發生的。第三就是健康照護產

業的整合。過去是預防的歸預防，治療的歸治療，老年照護的歸老年

照護，未來的趨勢是走向整合。整合會造成醫院的版圖不再只是治療

的部分，可能向下或向上整個延伸，形成更龐大的一個產業，未來會

有這樣的一個走勢。這三個因素都會造成醫院間有合併情況的產生，

但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出現，或是針對大型醫院，或是針對小型醫院，

或是要加入其他行業皆會促使醫療院所結盟、合作甚至合併，這些都

是反托辣斯法可以監督的地方。 
如果這種情況愈來愈多，而衛生署只有管制醫師人力和病床數，

並不關心市場的競爭情形，只擔心消費者到底能不能得到好的醫療照

護以及健保財務的狀況，則需要公平交易法來作規範。未來如果要作

規範，可能得先釐清下列幾點：第一是市場，到底台灣的市場如何劃

分？由美國的例子發現，賀分達指數是最重要的指標，但是首先必須

先把市場明確劃分，這可能是比較棘手的問題，因為台灣比較小，所

以必須審慎考量。此外，到底競爭對象有哪些？哪些已經具有優勢地

位？什麼情況下是有競爭？什麼情況下是缺乏競爭？標準為何？美

國是採用賀分達指數為1,800作指標，但是恐怕此一標準並不適用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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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灣還是必須要有自己的標準，就像美國採用診斷相關群表來計

算支付，台灣得設計自己的診斷相關群表，因為背景不一樣、市場不

相同，每個國家還是得根據本身的特性作調整。再者有關於行為，哪

些是反競爭的情形？哪些又是屬於濫權的部分？這也是未來公平交

易法欲作規範時，必須考慮的。最後是合併準則的建立，到底什麼情

況是屬於公平交易法應該作規範？勢必需要建立類似美國的水平合

併準則。當前情況還不是那麼的迫切或嚴重，但因為與健保制度息息

相關，在健保財務日益困難下，勢必不斷作制度上的改革，不是增加

收入就是減少支出。增加收入一定得通過消費者這一關，提高保費或

部分負擔是主要手段。減少支出當然就是把財務壓力轉給生產者，也

就是醫療院所，如此一來醫療院所的結盟、合作以及合併恐怕也是繼

續維持生存的必要方式之一，因此更需要相關的準則作依循。 
（財經法律系林綉貞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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