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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競爭法分析中的系統思維（systems
thinking）：以「戴姆勒/帝寶案」及
「九家民營電廠拒絕協商調整電價案」
為例(上)

競爭法分析中的系統思維（systems thinking）：
以「戴姆勒/帝寶案」及「九家民營電廠拒絕協商調整
電價案」為例（上）
■演講人：陳志民副主任委員1
（公平交易委員會）

焦點案例
公平會對於兩大國際保險經紀人Aon
及WTW結合案之觀點
同業聚會聊價格，小心可能踩到聯
合行為紅線！

一、系統思維（system thinking）
（一）意義

「我給你錢，你不要賣！」競爭同
業彼此間的不法約定
業者散發摸彩券、座談會宣傳單吸
引民眾參加講座，進而迫使購買瓦
斯防震器，使民眾誤認之欺罔行
為！
這是……繳款單？促銷傳單？
傳銷商要求退貨碰壁，有法可管！

國際動態

系統思維源起於麻省理工學院Jay W. Forrester教授於1956
年所提出的「系統動力學」理論，主要在探討行為與內在機制間
相互緊密的依賴關係，並透過數學模型逐步發掘出產生變化形態
的因、果關係，稱之為「結構」（structure）。「系統思維」
一語，於1987年由Barry Richmond教授提出，他認為「系統思
維」是一門藝術也是一門科學，其目的是建立可信賴的推論，透
過觀察，建立起系統中元素彼此間之關聯性指標。在這種思維
下，分析者、觀察者必須同時見樹又見林，不能只觀察單一事件

美國總統拜登「關於促進美國經濟
競爭之行政命令」

本身，必須觀察到完整的模式（pattern），能兼顧廣博及內部相

買方卡特爾

（二）操作內涵

關的互動性。

Meadows教授將系統思維的操作內涵歸類為3個主要重點：

公平交易統計

1.功能或目的導向（function or purpose-oriented）的思維

109年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發展概況

模式

國際交流

系統究竟要做些什麼，扮演何種功能，是系統思維中

民國110年7、8月份國際交流一覽

最重要的內涵，任何系統都必須先確立系統目標，因為其
會影響後續內部機制的安排。
1

公平交易委員會陳副主任委員志民於民國109年11月24日於公平會發表演講時，為中原大學財經法
律學系專任教授暨法學院院長，原講題為「競爭法分析中的系統思維（systems thinking）從「戴
姆勒/帝寶案」（智慧財產法院106年民專訴字第34號民事判決）談起」。演講內容為陳副主委個人
見解，不代表公平會對相關議題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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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確立系統內在元素或特徵（elements or
characteristics）

（一）法律分析－較靜態與個案式
法律的分析思維通常較為靜態，強調個案中

任何系統內都有相關的元素或特徵，

事實、法律原則與要件的連結與嵌合，較不會考

以消化系統為例，可以觀察到的特徵有如

慮到存在於個案先前與之後的因素，遑論事件或

牙 齒 、 舌 頭 、 食 道 、 胃 …… 等 元 素 或 特

元素會如何回饋影響案件中行為人的作為。以司

徵。

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76號解釋為例，解釋文

3.互聯性（interconnection）程度的分析判
斷

認為，基於生命無價之事實，自無從認定人身保
險保險給付是否超額，故保險法關於複保險的限
制規定並不適用於人身保險。此一解釋忽略了對

確立系統目的與內部元素或特徵後，
要在彼此之間找尋互聯性，系統的運作過
程中不應該被切割觀察，而是掌握彼此因

投保人締約後進行「道德風險」行為誘因之反饋
迴路效果，也就是此一解釋，可能會提高投保人
故意讓保險契約出險以取得保險金的誘因。

運作所共同產生的連動關係。互聯性的特
點是區別「系統思維」與其他「整體性
觀察」的最大不同，例如：蝴蝶效應有
互相影響的連動，但彼此間並沒有反饋
的迴路。系統思維則包括動態反饋迴路
（dynamic feedback loop ）的評估，即
考量某一行為會回過頭來影響或變動先前
作為的誘因，而蝴蝶效應可能只是在強調
或突顯事件的影響深遠，未必會考慮到
「回饋」的效果。

（二）法律分析中的「系統思維」
當然，法律並非全然漠視「系統思維」:
1.先前行為、條件或事件之併入考量
(1)刑法第19條第3項
刑法第19條第3項關於「自招」精
神障礙或心智缺陷的規定，主要用於
嚇阻類似喝酒後藉酒壯膽從事後續的違
法行為。在靜態的觀點下，事情發生當
下，行為人確屬沒有意思能力；但在

（三） 對政策決定與評估之重要性
在數位化經濟的發展趨勢下，人類社會中出
現各種相當複雜的系統，而要了解這些複雜的系
統，必須要逐步訓練起系統性思維及整體全貌性
的觀察，以掌握系統內問題所在，思索解決問題
的最適方法。在近來的報章雜誌、學術文獻中，
經常會看到「生態系統」（ecosystem）一語，

「系統思維」下，則是將時間點拉到事
前，行為人企圖利用事前自己喝醉酒來
影響後續肇事的究責認定，其因此所出
現的不公平脫法現象，讓立法者願意擴
大系統的考量「元素」範圍。這同時呼
應了前面所述，系統的「目的」與「功
能」是系統思維中最重要的操作內涵。

法律與經濟學者不斷強調在觀察Fintech、競爭
法、數位經濟、大數據等問題時，不能切割觀
察，必須將其視為一個生態系統，每一個環節環
環相扣，彼此相互影響。

(2)電視台執照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4年度停字第
88號裁定：「在現行實證法之立法設計
下，所有經營衛星廣播電視節目業者，

二、系統思維與法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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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均已明瞭取得執照營業6年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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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換照之問題發生，其不可能一定可

「最有利」的判斷中。簡言之，刑罰多

以繼續經營下去，這樣的風險應該在聲

涉及人身自由的拘束，當事人會比較在

請人預先評估範圍內。所以其應早為相

乎罪行的輕重；行政罰多為罰鍰的課

關規劃，因此上開所謂之『損失』，均

處，屬金錢財產的剝奪，當事人可能會

應已在聲請人之評估內，相對人之拒絕

比較在乎被認定違法的機率。因此，法

處分自然也不會對頻道業者造成重大損

律未必要以同樣的標準衡量不同法規中

害。」亦即取得營業執照後並非取得免

的法規適用「最有利」認定。

死金牌，須固定接受換照審查，這是所
有電視公司事前已知，且被納入經營的

2.因果關係（causation）之判斷
因果關係對法律適用而言是相當重要

風險評估之中，因此不得事後主張不予

的一項過程，與「系統思維」中系統元素

換照對電視台造成損害。

或特徵間之互聯性關係的判斷過程相似。

(3)行為後法律有變更之適用

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443 號民事

最高法院93年臺上字第10號判決

判決將因果關係判斷區分為二個階段，分

(刑事判決)：「行為後法律有變更，經

別為「事實上因果關係」與「責任成立之

比較裁判時及裁判前之法律，以適用最

相當因果關係」，與英美法的判斷相似，

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者，應就罪刑有關

先判斷事件原因是否可以作為事件發生

之一切情形，比較其全部之結果，而

的條件，再進一步判斷事件本身對後續

為整體之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

所造成的損害，是否是行為人所可預見

之。」此判決雖強調應「整體」觀察，

(foreseeable)的類型，而得納入法律所應

看似相當完備，但實質上並未如「系統

提供救濟之損害類型範圍內。

思維」般提供具體及有層次的判斷路
徑。如果所謂的「最有利」是從「行
為人」的角度來看的話，則系統思維
中的「互聯性」可提供一項有趣的觀察
角度。舉例而言，假設法規變更後，刑
期從5年提高為10年，但因刑罰提高，
故犯罪構成要件變嚴謹，定罪的機率從

三、「系統思維」與競爭法分析
「重效果、輕形式」的執法特色，讓競爭法
成為最有空間得以操作系統思維分析的一部法
律。
（一）「垂直結合」與「垂直交易限制」

100%降低50%，對行為人而言，法律

垂直交易限制於早期美國法中被視為「當然

變更前後對其因審判所可「預期」得到

違法」，例如維持轉售價格，而垂直結合則以

的結果是一樣的。類似的規定也見於

「合理原則」來評估其競爭效果。此一審理原則

行政罰法第5條。此時，何謂對「行為

的差異，迫使企業選擇以垂直結合來控制一樣可

人」最有利？在「互聯性」的概念下，

透過實施成本較低之垂直交易限制來控制的「接

我們可以先思索在面對刑事及行政不同

續性獨占」等交易外部性問題。此一不對稱執法

責任類型下，行為人對於法律責任的利

對於當事人商業策略的無效率反饋迴路，是美國

與不利是否有不同的評價，再回饋到

法院後來對於維持轉售價格改以「合理原則」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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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的原因之一。
（二）「不同品牌間」(inter-brand)與「同一品
牌內」(intra-brand)之競爭分析

（一）智慧財產法院106年民專訴字第34號民事
判決
1.案件事實

同理，在審查同一品牌內之垂直交易限制約

戴姆勒（下稱原告）為賓士車款車頭

定時，競爭法主管機關不只考量約定是否限制了

燈的製造廠商，起訴控告帝寶（下稱被

品牌內不同經銷商間之競爭，也會同時考慮不

告）未獲授權製造及販售同車型汽車所適

同品牌間之競爭強度，是否足以制衡「同一品牌

用的車頭燈，侵害原告的車頭燈設計專

內」之限制競爭效果，作為決定最終評價之依

利。被告則提出該車頭燈並未落入系爭專

據。此種著眼於「不同品牌間」及「同一品牌

利權範圍、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事由、原告

內」競爭效果間之抵銷取捨分析，也是「系統思

之行為構成濫用市場地位之不公平限制競

維」之展現。

爭、違反誠信原則及權利濫用禁止原則等

（三） 網路效應及雙邊市場中的「相關市場」界

抗辯。

定與「市場力」衡量
在涉及「雙邊市場」(two-sided market)的
案件中，「系統思維」展現在競爭法主管機關納
入事業在單邊市場之行為對他邊市場所產生之間
接網路效應，以及該效應回饋影響事業採行該行
為的誘因，以作為界定「相關市場」及衡量市場
力量的考慮因素。
（四） 價格擠壓 (price squeeze)
學理上關切「價格擠壓」之排除競爭效果，
也是典型的「系統思維」。價格擠壓指垂直整合
事業，在其具有市場支配力的上游市場，以過高
的批發價格出售投入要素，增加既有或潛在競爭

2.公平交易法爭點
由於汽車屬於耐久財，銷售後必定有
售後維修保養的「後市場」(aftermarket)
出現，故本案之爭點在於，原告是否因擁
有對涉案車型車頭燈之設計專利，而當然
享有公平交易法所應關切的「獨占」力
量？該力量是針對何「相關市場」而存
在？是汽車「主市場(primary market)」或
維修零件（技術）的「後市場」，還是二
者應合併觀察與界定為同一個相關市場？
(1)原告主張

者之競爭成本，再於下游市場中以過低的零售價

原告無法單因擁有品牌汽車車燈的

格掠奪下游市場。對此，在「公平交易委員會對

設計專利，即有能力與誘因以拒絕授

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中，即將具支配地位電

權，來排除市場競爭，因為原告於後市

信事業之上游批發價格(w)、下游零售價格(p)及

場中的濫用與排除行為，將讓「主市

零售階段成本(c)三者整體綜合觀察，當P-C≧w

場」中在乎後市場成本的潛在購車者，

時，則事業之訂價將不會排除與其具同等效率之

選擇不買原告品牌汽車，二者具有競爭

競爭者，原則上不違反公平交易法。

上的連動性，故本案相關市場界定實應
綜合觀察汽車「主市場」及零件「後市

四、「系統思維」於競爭法分析中之具
體運用(一)—戴姆勒/帝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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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之連動關係，並將二者界定為同一
系統市場，以判斷原告的市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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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告主張
車主一旦購買賓士車後便被綁住在
單一交易關係，基於維修用零件必須與
該特定車型完全相符（must match），
車主事實上被「鎖定」（locked-in）在

爭」而非「競爭者」之執法特色等之連動
影響程度(互聯性)，來爭取系統的利潤極
大化。
3.互聯性

該特定車型的零件市場，消費者不可能

Meadows教授認為，「資訊流動」

在系爭車型的車頭燈毀損需要維修時，

(flow of information)程度的高低對系統互

改用BMW或甚至其他賓士車款的車頭

聯性程度的分析與判斷，扮演著相當重要

燈來維修。由於車主除了原廠，毫無其

的角色2， 本案例示了此一論點，不過，如

他替代選擇可能性，因此認為賓士具有

何認定對評價市場競爭有意義的資訊流動

獨占力，其拒絕授權可能構成濫用市場

程度，以及競爭法如何因應流動受限之現

地位之行為。

象，則是更值得深思的公平交易法議題。

(3)法院認定
採「系統競爭」(system
competition)之見解，將主、後市場作
為同一連動市場看待，判決原告不具有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9條及第20條規定之
市場力量。此判決為我國法院首次明確
支持以主後市場連動理論來處理耐久財
之市場界定及市場力量問題，相當具有
代表性。
（二）從「系統思維」看本案
1.功能與目的

（三）主、後市場視為是單一「系統市場」之經
濟分析
簡單舉例說明，假設A品牌汽車之市占率為
20%，其品牌汽車的利潤極大價格是每台車300
萬元，在A車的維修零件市場則存在著價格競
爭，零件的競爭均衡價格假設為成本價5萬元。
倘若A認為已購買A車的消費者已被「套牢」，
只能使用自己的零件，故打算仗著因此所取得對
「A車」的「獨占力」，將零件價格大幅提高至
20萬元，不再授權他人生產零件，並嚴格管控二
手零件的流向。零件漲價對A的「總利潤」有何
影響？直覺的，多數人會認為漲價利潤的主要來

將車子的銷售與保養之間視為一個系

源是被迫需額外支付15萬元以取得零件的那20%

統，此一系統的功能與目的乃在競爭法規

被「套牢」的車主，只是一旦我們把車子因折舊

的架構下，進行競爭與爭取利潤極大化。

所生的價值減損及換車誘因納入考量，買方被套

2.內在元素或特徵

2

利權是否授權，以及競爭法在保護「競

牢的程度以及A可以從漲價額外取得的利潤可能
都遠低於想像中的高，此詳後述。另一個更需要

在爭取利潤極大化的過程當中，事業

被考量的因素，則是零件漲價對市場中80%的A

不會只觀察單一事件，而是會考量系統中

車潛在購買者的影響。即使沒有具體的數據，但

各種元素或特徵，如汽車價格、銷售利

我們應可合理的推出，當購買A車的成本(含車價

潤、後續零組件維修保養價格及利潤、專

及零件價格)從305萬元提高到320萬元，必然會

Donella H. Meadows, THINKING IN SYSTEMS: A PRIMER 14 (2008)(“Many of the interconnections in systems operate through the ﬂow of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holds systems together and plays a great role in determining how they op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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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一定比例原本會買A車的消費者放棄購買。因

國內部分論者依Kodak案過於簡化的認為，

此，A是否符合「得任意提高(後市場)價格，而

美國法已不採主、後市場連動理論，但這是不正

仍能維持或提高其利潤」的競爭法「獨占力量」

確的說法，事實上，我們可以說美國聯邦最高法

定義，取決於「套牢」利潤增加及潛在買方利潤

院是肯定連動理論，只是點出了連動與否需進一

喪失程度間之比較，有趣的是，這二者都取決於

步在個案中觀察資訊不對稱的程度，以及是否足

「主市場」的競爭狀況，也就是A車在該市場中

以妨礙消費者將主後市場併同考量以作為交易決

的市占率。

定之依據。此可從2016年聯邦上訴法院的Avaya

從「系統思維」互聯性角度來解讀，後市場

Inc., RP v. Telecom Labs, Inc.案判決得到進一

的濫用行為會對主市場產生不利的回噬效果，限

步的佐證。第三上訴巡迴法院認為主後市場是否

制賣方於後市場中進行濫用行為之誘因與能力；

連動，取決於證據的充分性，及論理是否具備經

而在買賣雙方於進行交易決定時都會將主後市場

濟合理性 (make economic sense)。買方若認為

視為一個系統市場的前提下，事業於主市場中之

智財授權政策過苛，可以和其他競爭品牌進行交

市場地位才是關鍵，事業於主市場的市占率低，

易，無需受制於被告廠商。對於智慧財產權人之

買方之替代選擇多，後市場濫用行為的反饋效果

拒絕近用政策何以不會產生競爭疑慮，法院於判

就愈強，事業就愈不具有公平交易法下的「市場

決中明白指出：「當被告的『力量』不是來自於

力量」。

市場，而是源起於與原告的契約時，反托拉斯的

（四）主、後市場為「個別市場」之論點
被告反對主、後市場連動的看法，理由乃在
於汽車買賣市場中的「資訊不對等」問題，會讓
消費者於買車當下無法準確預估未來車輛維修的

6

訴訟請求即無所附麗。」締約必然會有拘束力，
故單純因締約所帶來後續對當事人的履約限制，
並不是競爭法的問題。
（五）「個別市場」理論之問題

成本；另外，由於零件價格占車價的比例甚低，

主、後市場連動理論是較貼近交易現實的理

消費者於購車時通常不會去注意到此一成本，故

論。除汽車外，碳粉費用之於印表機、咖啡膠囊

也不會產生所預期的連動效果。一旦因「資訊不

費用之於膠囊咖啡機、管理費之於購屋等，都是

對等」而作出錯誤的購買決定，耐久財的特色，

現實生活中會被買方併同考量的耐久財交易，甚

將使消費者被套牢在對其不利的耐久財使用關

至在某些非耐久財交易中，消費者對於和主交易

係，並產生極高的「轉換成本」。在比較法上，

具高度互補性的後續交易條件的有無，也會回饋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1992年的Kodak案是最常被

到主交易的決策過程中，飯店訂房是否附免費早

引用來例示此一看法的案例。在該案中，Kodak

餐或無線網路等即是一例。再者，「個別市場」

公司拒絕出售維修零件予獨立的影印機維修商，

理論也忽略了賣方為因應需求偏好的不確定性，

被獨立維修商起訴指控濫用市場力量。Kodak則

經常會將主、後市場搭配設定銷售策略，以擴大

抗辯其在「影印機」相關市場只有約20%的市占

市場整體需求量與利潤的市場現實。例如，以較

率，低於IBM及Xerox等競爭對手，消費者仍有

低的車價搭配較高的零件價格，吸引在乎車價，

其他消費選擇，並無市場力量。本案判決多數意

但對於後續維修費用較不重視的車主； 反之，較

見肯定「資訊不對等」會影響主後市場連動之程

高的車價和較低的維修費用成本(如更長的保固

度，至於資訊是否不對等是個案事實認定問題。

期間)，則可以讓重視「後市場」成本勝過車價

TAIWAN FTC NEWSLETTER
｜ 專題報導 ｜

的車主有更高的購買誘因。簡言之，運用主、後

（本文係講座民國109年11月24日於公平會

市場不同的銷售價格組合，將更有利於契約的締

發表之演講內容，經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

結；相對的，將二者解讀為「個別市場」，將剝

研究所黃佑婷同學摘要整理並經講座審訂，下集

奪此一銷售彈性所可為買賣雙方帶來的便利性與

將於110年11月出版）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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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對於兩大國際保險經紀人Aon及WTW
結合案之觀點
Aon及WTW結合案經美國、歐盟及其他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審查，得到相當分歧的結果，本文介紹公
平會對於本案的分析觀點。

■撰文＝廖賢洲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科長）

前言

結合 2 。由於跨國企業之結合對不同國家產生不

2020年3月，Aon plc (下稱Aon)宣布

同程度的影響，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相同的

將與Willis Towers Watson Public Limited

結合案作出分歧的決定，其實不算罕見，以下著

Company(下稱WTW)進行合併，消息傳出立即

重於公平會在本案的分析觀點。

震撼保險圈。Aon、WTW與其競爭對手Marsh
統稱為國際保險經紀業界的「三巨頭」(Big

競爭分析

Three)，Aon與WTW合併後的營運規模將一舉

公平會審查過程發現本案有兩個特點：第

超越Marsh，成為世界最大保險經紀人，也使市

一、傳統上認為受結合影響較顯著的是規模較

場由三足鼎立變成「雙占」(duopoly)，導致原

小、採購量少、市場較分散的顧客群，但受Aon

本已高度集中的市場更形集中，因此在競爭法主

及WTW結合影響的顧客群，卻是那些擁有全球

管機關結合審查這關，必然面臨一場硬仗。由於

風險管理需求、投保險種之專業程度及複雜性較

Aon及WTW在我國分別設有怡安保險經紀人公

高、投保金額巨大之大型跨國企業、海運或航空

司、韋萊韜悅保險經紀人公司，實際從事保險經

公司。第二、大型跨國企業、海運及航空公司係

紀人、再保險經紀人及管理諮詢業務，且達到公

採公開招標或公開徵詢建議書之方式遴選保險經

平交易法規定之結合申報門檻，故向公平會申報

紀人，換言之，保險經紀人間的競爭模式是「競

結合。

標市場」(bidding market)。

公平會經過深入市場調查及評估分析後，認

前述第一個特點描繪出本案市場的邊界。儘

為Aon及WTW結合對於我國市場尚無顯著的限制

管國內從事財產保險之保險經紀人為數眾多，但

競爭疑慮，於2021年5月19日決定不禁止結合1。

對於有跨國風險管理需求跨國企業、海運或航空

美國司法部於2021年6月16日向聯邦法院提起民

公司而言，只有已建立遍布全球之營運網路、嫻

事訴訟，請求法院禁止Aon及WTW結合。歐盟執

熟各險種之專業知識及各地法令、瞭解國際市場

委會則於2021年7月9日附條件許可Aon及WTW

動態，及擁有強大議價及理賠交涉能力的國際型

1 在公平會作出不禁止結合決定前，本案已獲得哥倫比亞、奈及利亞、中國大陸、沙烏地阿拉伯、東南非共同市場等5個管轄區的競爭法主管機關不禁止結合。
2 歐盟執委會之許可條件為Aon須將WTW全球再保險經紀業務，及法、德、西、荷等國之商業保險經紀業務拆分，並轉讓予第四大保險經紀人Galla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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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經紀人，才能滿足其需求。依此市場界定，

數受訪事業表示Aon或WTW並沒有經常分居第1

市場參與者僅有Aon、WTW、Marsh等3家大型

名或第2名之情形。公平會再從我國跨國企業公

國際保險經紀人，及少數只專精特定風險領域的

開採購保險經紀人服務之紀錄，分析客戶更換保

中型國際保險經紀人。

險經紀人、現任與繼任保險經紀人分布情形 3 ，

發現客戶更換保險經紀人的採購案件中，由Aon
தϩۚಃ 1 Ӝ܈ಃ 2 ӜϐǶϦѳӆவך୯ၠ୯ҾϦ໒௦ᖼߥ
前述第二個特點則突顯出本案的競爭動態。
轉換至WTW或由WTW轉換至Aon之比例，遠低
ᓀइΓ୍ܺϐइᒵǴϩ࠼Њ׳ඤߥᓀइΓǵҺᆶᝩҺߥᓀ
傳統上認為廠商家數及集中度等結構性因素，將
於轉換至Marsh或由Marsh轉換至Aon或WTW的
इΓϩѲ3Ǵว࠼Њ׳ඤߥᓀइΓޑ௦ᖼਢҹύǴҗ Aon ᙯ
影響廠商間競爭的激烈程度，但在「競標市場」
比例。同時客戶更換保險經紀人之採購案件中，
的競爭模式下，競爭的激烈程度與市場上廠商家
ඤԿ WTW ܈җ WTW ᙯඤԿ Aon ϐКٯǴᇻեܭᙯඤԿ
Marsh ܈
也有不少是從Aon、WTW轉換至「三巨頭」以外
數間並無絕對的關聯，少數廠商就足以引爆激烈
җ Marsh ᙯඤԿ Aon  ܈WTW ޑКٯǶӕਔ࠼Њ׳ඤߥᓀइΓϐ
的其他保險經紀人。從我國客戶招標或遴選保險
的競爭。將「競標市場」應用到結合評估方面，
௦ᖼਢҹύǴΨԖόϿࢂவ AonǵWTW
ᙯඤԿȨΟѮᓐȩаѦځޑ
經紀人的紀錄顯示，Aon及WTW在結合前所面臨
結合所產生的限制競爭效果，可以從參與結合事
的競爭壓力，主要來源是Marsh及其他保險經紀
дߥᓀइΓǶவך୯࠼Њܕ܈ᒦᒧߥᓀइΓޑइᒵᡉҢǴAon
業在結合前是否經常分居決標序位之第1名及第
人，Aon及WTW結合不致顯著降低我國市場之競
Ϸ WTW ӧ่ӝ܌य़ᖏޑᝡݾᓸΚǴЬाٰྍࢂ
Marsh Ϸځдߥᓀ
2名，與第2名及第3名間投標金額之差距。倘若
爭程度。
इΓǴAon Ϸ WTW ่ӝόठᡉफ़եך୯ѱϐᝡݾำࡋǶ
參與結合事業位居第1名及第2名廠商之頻率越高

่ᇟ

(即替代緊密程度越高)且與第3名(非參與結合事

結語
Aon
ᆶ
WTW
ޑᖄ࠷ीฝǴനಖᗋࢂӢคݤᕇளऍ୯ᝡݾЬᆅᐒ
業)間之價格差距越大(即結合後第1名與新的第2

Aon與WTW的聯姻計畫，最終還是因無法獲
ᜢޑઔᅽǴॐ ܭ2021 ԃ 7 Д 26 В࠹ઇֽǴՠҁਢᗋࢂගٮΑᝡ
名之間價差越大)，則結合所產生之限制競爭效
得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的祝福，被迫於2021年7
果越顯著。ݾЬᆅᐒᜢஒᙁዅЪ಄ӝޔޑᝡፕǴᔈҔԿ่ӝϩޑᐱ
月26日宣告破局，但本案還是提供了競爭法主管

ඳǴΨॶளࡕុ׳ుΕǶ

根據公平會調查多家大型跨國企業、海運及
航空公司過去招標或遴選保險經紀人之經驗，多

機關將簡潔且符合直覺的競標理論，應用至結合
分析的獨特場景，也值得後續更深入探索。

（圖片來源：公平會依照事業結合申報書重製）
!!!!!!!ȐკТٰྍǺϦѳ٩ྣ٣่ӝҙൔਜख़ᇙȑ!
3

據跨國企業、海運及航空公司等保險經紀人的客戶表示，如果現任保險經紀人與其他參與競標的保險經紀人提出標書條件相當，客戶傾向與現任保險經紀人繼續
合作。這意謂著「現任」與「繼任」的保險經紀人間的替代性最為緊密。

3 Ᏽၠ୯ҾǵੇၮϷૐޜϦљߥᓀइΓ࠼ޑЊ߄ҢǴӵ݀ҺߥᓀइΓᆶځдୖᆶᝡ
ߥޑᓀइΓගрਜచҹ࣬Ǵ࠼ЊӛᆶҺߥᓀइΓᝩុӝբǶ೭ཀᒏȨҺȩᆶȨᝩ
ҺȩߥޑᓀइΓ໔ޑඹж܄നࣁᆙஏ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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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聚會聊價格，小心可能踩到聯合行為紅
線！
商場同業間或許因為業務上需要，常有見面或是聚餐的機會，然而在聚會中談論公司價格規劃，或是
共同議定產業未來的經營方針，即可能觸犯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的禁止規定。

■撰文＝楊哲豪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案例背景

「隨口允諾」並非是脫免違法的理由

緣公平會接獲檢舉指出，A、B、C等3家國內

雖然業者表示，該2次會面所為的「允諾」

民用航空業者，涉及於民國108年1月間2度會面，

行為只是顧及同業情誼隨口為之，實際上沒有

席間共同議訂「臺北、臺中、高雄至澎湖」、「臺

受其拘束的意思，實際票價仍是要依據市場供需

北、臺中、高雄至金門」以及「臺北至臺東」等7

決定等語。但公平交易法所稱聯合行為的「合

條國內航線之機票價格，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5條

意」，並不以協議是否有約束力，或有法律上的

第1項聯合行為禁制規定，爰立案進行調查。

強制力為必要條件，也和合意後有無實際執行、
事業是否因聯合行為獲得實際利益無關。即便業

3家航空業者涉及於聚會中討論機票價格

者認為會面中並未談到具體的合意價格，且自始

走向

未有受其拘束之意思，但該意思是屬於與會航空

經公平會調查發現，在A、B、C等3家民用

事業人員內心之想法，非其他事業代表所能窺

航空業者108年1月間的2次會面中，有業者代表

知，事業即可能因為競爭同業之允諾，以及不反

對於該7條國內航線提出「維持108年4月後之機

對維持票價(不要降價)的表示，影響自身機票價

票價格」以及「108年第3季團體機票價格不要低

格的決策。尤其當3家航空事業均對於108年市場

於去年」的提議，而與會之A、B、C 3家業者代

供給增加，需求減少情狀有所認知的情況下，業

表均未當場表示反對，有同意或附和之情形。因

者藉由會面的機會進行意見溝通，就未來價格之

為上述參與會面之人員均是A、B、C事業負責機

設定方向達成相同的共識與理解，影響案關航線

票價格擬訂，或具有票價決定權限之人員，所以

之銷售價格，以避免任一事業單獨調整或維持價

會面時對於維持票價或不降價之「同意」或「附

格所生之競爭風險，客觀上即已存在影響市場供

和行為」，已經足夠使與會事業對於各自108

需功能的抽象危險性。

年機票價格(含團體票價)的擬訂，朝向「避免降
價」或「維持」與107年相當之價格方向研擬，
影響108年案關航線之機票銷售價格。

10

結語
因此，公平會考量案關航線均是由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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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家業者其中2家或3家事業經營，也就是該等

價格競爭的可能，消費者無從再透過事業間之競

事業於任一航線之市占率總占比均達100%。A、

爭，而獲取價格上之利益，是該3家航空事業上

B、C公司透過會面之機會，達成「維持108年4

開行為，業足以影響案關7航線民用航空運輸服務

月後之機票價格」以及「108年第3季團體機票

市場之供需功能，已構成聯合行為，違反公平交

價格不要低於去年」之合意，將使案關航線失去

易法第15條第1項禁制規定而加以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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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給你錢，你不要賣！」競爭同業彼此間
的不法約定
2家製造相同成分大腸癌藥品的藥廠，彼此約定進行對價給付以換取不在市場上銷售競爭，構成公平交
易法的聯合行為。

■撰文＝章法筑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案例背景

與B及C藥廠就「三同」大腸癌藥品簽署獨家經

A、B、C等3家藥廠皆擁有相同成分的大

銷協議書。其中A與B藥廠屬於一般垂直經銷代

腸癌藥品，此3項藥品均為納入健保給付的處方

理行為；然而A與C藥廠之經銷協議，則約定A藥

藥，且為同成分、同劑型、同劑量的「三同」藥

廠按期向C藥廠支付一定金額的授權金，以取得

品，彼此可以互相替代；藥廠將藥品銷售給醫

C藥廠大腸癌藥品的獨家經銷權，同時限制C藥

院、診所、藥局後，由醫師決定患者的用藥及用

廠不得在國內自行或經由他人販售該藥品，但卻

量，醫院（診所、藥局）再據藥品健保支付價格

從不曾向C藥廠下單購買或向醫院銷售，而C藥

向健保署申報費用（如圖）。公平會接獲檢舉，

廠12年來對於A藥廠無任何銷售實績，卻一再續

A藥廠分別代理銷售B藥廠及C藥廠的大腸癌藥

約，此類雖名為經銷，實與經銷實務迥異。

品，等於市場上只有A藥廠在供貨，涉及違反公
平交易法有關聯合行為的規定。

雙方聯合行為的動機與合意內容
A與C藥廠所產製的大腸癌藥品具有替代

隱身在藥品產業銷售合作特性下的違法

性，彼此為競爭同業。C藥廠藥品於民國102年

行為

至103年間之平均銷售價格不及同時間A藥廠藥

藥廠間考量藥品銷售涉及行銷人員對藥品專

品銷售價格之一半，對醫療院所而言，C藥廠更

業素養的要求，且為因應各國醫療體系、保險制

具有競爭力，倘C藥廠參進市場競爭勢必構成競

度、法令規定等差異，要深入不同國家的藥品行銷

爭威脅，故A藥廠有強烈動機削弱C藥廠參與市

管道實非易事，因此以簽訂協議的方式而為經銷合

場競爭；而C藥廠透過簽署獨家經銷協議書，無

作，原屬藥品產業的常態或特性，但如果是藉經銷

須生產及銷售藥品即可獲得一定價金之補償，對

合作的名義，以簽訂協議的方式進行利益交換，實

其不積極參與市場競爭亦極具誘因。

際上讓收受利益的一方不進入市場參與競爭，進而
影響該藥品市場供需功能，即構成違法。

依雙方於98年、102年、107年間簽署之協
議書內容，皆載明C藥廠授權A藥廠獨家經銷大
腸癌藥品，但3份協議書並未訂定藥品的採購數

獨家經銷代理關係須由實務判斷
A藥廠除了銷售自有大腸癌藥品外，還分別
12

量、價格及雙方拆帳關係，可見授權金與A藥廠
經銷藥品情形並無相關；再對照A藥廠經銷B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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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藥品可獲得佣金，經銷C藥廠藥品除未獲得佣

為除了限制彼此間競爭外，也剝奪健保體系、醫

金，反而還須支付授權金，該授權金價高且逐

療院所及患者原本因C藥廠藥品參進市場可能享

漸攀升，卻自始至終未銷售過C藥廠大腸癌藥

有的降價利益、減少醫師對於藥品的選擇，甚或

品，故雙方之獨家經銷協議雖有經銷之名，實

對健保藥價的調整不利，足以影響大腸癌藥品供

則為雙方合意使C藥廠不於市場上銷售其大腸癌

需之市場功能，經公平會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藥品。

15條第1項本文聯合行為禁制規定。

聯合行為已對大腸癌藥品市場競爭造成

結語

影響

事業從事聯合行為對於市場交易秩序影響甚

A及C藥廠之聯合行為，使得C藥廠的大腸

大，業者逸脫既有的合作關係，企圖掩飾不為競

癌藥品近年來不曾在市場上銷售，最終使A藥廠

爭的行為，終究仍無法規避競爭法主管機關的嚴

得以在此三同藥品市場居於高市占率，故雙方行

格執法。




 供給藥品



調劑
藥局  供給藥品

調劑

藥局
 健保給付

 健保給付






藥廠
供給藥品
藥廠

處方/調劑

患者
患者

供給藥品
處方/調劑

醫院與診所

醫院與診所

健保給付

健保給付

健保體系

健保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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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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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散發摸彩券、座談會宣傳單吸引民眾參
加講座，進而迫使購買瓦斯防震器，使民眾
誤認之行為！
事業藉發送摸彩券、辦理消防講座等，使民眾誤以為是政府機關宣導，推銷瓦斯防震器，造成糾紛不
斷！

■撰文＝王崑檳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科員）

案例背景
A企業社派員於全國北、中、南各區派員發

顯然對於交易過程中甚為重要之商品價格、數量
資訊有所隱匿，致使民眾誤認重要交易資訊。

送摸彩券，並向住戶表示辦理防震防災防火消防
講座，會後有摸彩活動，吸引民眾參加說明會，

業務員隨同返家強力推銷，為交易之顯

會後該社業務員跟隨民眾返家，藉口檢查瓦斯設

失公平行為

備，並佯稱免費安裝瓦斯防震器，進而高額索費

說明會結束後業務員跟隨民眾返家進入家

1組2個瓦斯防震器(或表示買一送一)達7,990元

中，安裝瓦斯防震器後，始被告知須付費購買，

至8,000元不等，涉有強迫推銷情事，民眾事後

民眾囿於業務員已進入家中，且在短暫時間內完

驚覺受騙而向公平會提出檢舉。

成安裝之氛圍下，又因畏懼瓦斯外洩疑慮或業務
員安裝後不願離開而擔心自身安危，以及無經驗

未揭露實為販售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之訊

之心理，從而衝動或無奈購買瓦斯防震器。

息
A企業社藉防災宣導等名義，並藉摸彩、贈
獎活動先招徠民眾參加說明會，會前未表明自身
實為銷售瓦斯安全器材業者，致使民眾誤以為是
政府機關辦理之宣導說明會。

業者不當銷售瓦斯安全器材行為，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
民眾透過直轄市、縣（市）政府轉來或函請
公平會查處案件眾多，地點包括新北市、桃園
市、臺中市、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高雄

業者於說明會現場隱匿價格、數量等重

市、屏東縣及宜蘭縣等縣市，影響可觀，業者行

要交易資訊，使民眾誤認之欺罔行為

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綜上，A企業社不當銷售

A企業社混淆或隱匿付費訊息，先宣稱前幾名
民眾免費安裝或贈送瓦斯安全器材，誘使民眾讓
該企業社業務員隨同到住家安裝瓦斯防震器，待
安裝完成造成既成事實後，始告知需付費情事，

14

瓦斯防震器行為，足認為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
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而加
以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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ġ
（圖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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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繳款單？促銷傳單？
將廣告製作成繳款單型式方便民眾訂購，究竟是貼心的服務？還是吸引消費者做成錯誤的交易決定？
且促銷廣告沒載明限制條件，這樣可行嗎？

■撰文＝戴玉宜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顯著之程度，已使觀看的用戶無法得知是廣告傳

案例背景
小芸收到ST有線電視的繳款單，心中納悶

單，進而作成錯誤之交易決定。

不是才剛繳過，嗣後打電話問客服人員才發現該
繳款單實際是有線電視套餐服務的促銷傳單。小

重要交易限制條件，廣告應充分揭示

芸認為這種廣告傳單以繳款單型式呈現，稍不注

又公平會調查發現，該繳款單廣告內容宣稱

意就會被誤導以為還有未繳的費用，在不知情的

贈送商品券，但對於贈品商品券之使用限制條件

情況下訂購該套餐服務，故向公平會反映。

卻未予明示，該廣告僅刊載「繳費後本公司將主
動發送簡訊告知《兌換之流水編號》」等文字，

那來的idea啊！

但未揭露商品券之使用限制，如限定達一定購買

公平會表示，ST公司將廣告傳單以繳款單

金額才可以使用，用戶須於繳費後收到簡訊才能

方式呈現，易引起用戶將該廣告傳單誤認為自身

得知使用之限制條件，而無法藉由廣告完整評估

尚未繳交的有線電視繳款單，進而繳費並訂購該

其實際價值及使用限制，致引起用戶錯誤之認知

套餐服務，已達成影響交易決定之目的。雖該廣

與決定，故公平會認為ST公司之廣告已屬虛偽

ϦљϐቶςឦଵόჴϷЇΓᒱᇤϐ߄ҢǴၴϸϦѳҬܰݤಃ
32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
告傳單已以較小字體註明其為促銷傳單，但是所
చಃ 2 ೕۓǶ!

使用文字以顯不相當比例的字體揭露，並且未達

16

條第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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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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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銷商要求退貨碰壁，有法可管！
加入不到30天，想退出T傳銷公司，部分商品卻遭該公司及上線傳銷商以不當方式阻撓退貨退款，先
前所繳交之入會費又遭T傳銷公司扣除不返還，最後只拿回一點錢，好無奈…

■撰文＝吳佳陵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案例背景
小黃加入T傳銷公司不到30天想退出，向T
傳銷公司辦理退出退貨，卻發現部分商品於入會
時已遭上線傳銷商轉成T傳銷公司之商城幣，且
換不回來，而T傳銷公司以商城幣並非商品為由
拒絕辦理退貨退款；另該公司於返還款項中扣除
入會時所繳交之入會費，而經公平會調查，查悉

退出退貨；另T傳銷公司知悉本案新加入傳銷商
所持有商城幣實係傳銷商將所購部分入會商品與
上線交換而來，並非源自於獎金，卻仍要求前揭
傳銷商應確實提出入會商品，而未對商城幣之發
放管理有所安排且拒絕退款，皆係以不當方式阻
撓傳銷商依法辦理退出退貨之行為，已違反多層
次傳銷管理法第23條第1項規定。

不只1位傳銷商遭遇前述不當退出退貨之情形。

結語
傳銷事業辦理傳銷商自訂約日起算30日

公平會提醒加入多層次傳銷組織之傳銷商倘

內解除或終止契約，依法應返還傳銷商

因人情壓力下簽約、業績不好想離開或單純想轉

購買退貨商品所付價金及其他給付多層

換跑道等，要向多層次傳銷事業解約(辦理退出

次傳銷事業之款項

退貨)，該怎麼辦？公平會建議傳銷商可依多層

T傳銷公司辦理部分傳銷商自訂約日起算30
日內解除或終止契約事宜，其返還之款項中未包
含入會費，惟入會費尚非法定得扣除事項，是T
傳銷公司於返還款項扣除前揭費用已違反多層次
傳銷管理法第20條第2項規定。

次傳銷管理法第20條及第21條規定，在法定期
間內以「書面」通知傳銷事業解除或終止契約，
達成退出退貨目的！傳銷商如果對多層次傳銷業
務有疑問，除可於公平會官網(https://www.ftc.
gov.tw)查詢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傳銷事業報備
名單及其參加契約等相關資訊外，亦可向該會服

傳銷事業及傳銷商以不當方式阻撓傳銷
商辦理退貨，小心違法！

務中心洽詢(02-2351-0022；02-2351-7588轉
380)。

T傳銷公司上線小陳透過與新加入下線傳銷
商口頭約定或簽訂「產品轉換商城幣契約書」及
「產品買賣契約書」，將部分入會商品轉換為商
城幣，且約定雙方不得反悔之不當手段，遂行阻
礙前揭傳銷商向T傳銷公司辦理解除、終止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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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關於促進美國經濟競爭之行
政命令」
美國總統拜登在本（2021）年7月9日公布了有關競爭政策之行政命令，該行政命令中闡述了其對美
國整體市場競爭之期望及作法，並要求美國相關部會，尤其是司法部及聯邦交易委員會應擔負起該盡之
職掌，以促進美國之市場競爭。

■撰文＝杜幸峰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視察）

前言

美國總統拜登在當選後即延續此一看法，於

美國部分經濟學者自2015年開始即針對美

2021年7月9日公布了「關於促進美國經濟競爭

國大部分行業的市場集中度大幅提升提出警示。

之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on Promoting

他們認為，此一市場集中度的提高現象是因為美

Competition in the American Economy)2該行政

國執行寬鬆(lax)的反托拉斯政策，尤其是結合執
法政策所引發之問題 1 。此一看法引起各方注意
及爭論，再加上谷歌、亞馬遜、臉書、蘋果、微
軟等大型科技公司不斷挾其網路力量到處進行合
併，擴張其市場力量，終於引起社會各界對加強
反托拉斯執法之呼聲。
2016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民主黨自1988
年以來首次將競爭政策納入其政黨綱領，同年10
月，總統候選人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發布了一
份詳細的反托拉斯綱領，強調不僅需要更有力的
執法，而且強調將市場結構納入執法考量。2020
年角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期間，麻薩諸塞州參議
員華倫(Elizabeth Warren)即主張應打破科技巨

命令不僅針對大型科技公司的限制競爭行為，更
涵蓋了他對整個美國所有產業的競爭關切，要求
十多個聯邦政府機關共同為強化美國競爭推動72
項行動與措施。
行政命令共分五大部分：政策、法律基礎、
執法機關及各機關間之合作、白宮競爭委員會、
各機關更進一步的職責及一般規定。
（一）政策
行政命令一開始即闡明：美國之經濟政策係
基於「一個公平、開放及競爭的市場」，但過度
的市場集中「正威脅著基本的經濟自由、民主可
靠性以及勞工、農民、小企業、新創企業與消費
者的福利。」

頭霸權，她如當選總統，將要求反托拉斯執法單
位「致力於撤銷非法及反競爭科技業合併案」，
包括亞馬遜、臉書及谷歌進行的併購案。

行政命令中點出了美國目前的競爭問題，包
括：(1)合併增加了企業僱主權力，使勞工議價能
力低落，更阻礙了勞工移動能力。(2)農業整合使

美國總統拜登之競爭政策及反托拉斯法

農民在農產品價值中所占比例下降，小型農場難

執法

以生存。(3)少數資訊科技部門廠商占主導地位，

1 參見本會公平交易通訊第084期(107年11月號)第15-16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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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競爭榨取獨占利益，並蒐集私密個人資訊用

Act)及聯邦交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於強化自己之市場支配地位。(4)醫院的合併及藥

Commission Act)，這是針對美國經濟獨占之防

品專利的濫用推高了處方藥及醫療健保價格，使

衛。

美國人無法獲得適當醫療照顧及低成本之藥物。
(5)電信部門、金融部門及全球貨櫃航運業都因合
併而缺乏足夠的競爭，使美國人民支付了過高的
費用。

除了傳統的反托拉斯法外，行政命令還提到
國會頒布針對保護特定產業對公平競爭與反獨占
之法規 3 ，這些法規獨立責成一個或若干行政部
門及機關 4 ，以下列各種方式保護產業公平競爭

拜登總統在命令中確認，他的政策是「執行

條件：(1)監管不公平、欺罔及濫用的商業行為；

反托拉斯法，以打擊產業過度集中、濫用市場力

(2)透過對結合、收購及合資企業的獨立監督，阻

量以及獨占與獨買的有害影響－尤其是當這些問
題出現在勞動力市場、農業市場、網際網路平臺
產業、醫療保健市場(包括保險、醫院和處方藥

止產業內的整合並促進競爭；(3)頒布促進競爭的
法規，包括新競爭者的市場進入；及(4)透過強制
資訊揭露促進市場透明度。

市場)、維修市場以及受外國卡特爾活動直接影
響的美國市場。」、「執行反托拉斯法以應對新

行政命令在本節重申：「本命令認定整個政

興產業和新技術帶來的挑戰，包括具市場力的網

府對於解決美國經濟中的過度集中、獨占及不公

際網路平臺的興起，特別是它們源於一連串的合

平競爭的方法是必要的。這種方法得到現有法律

併、收購新生競爭對手、數據整合、受關注市

授權的支持。各機關可以且應該推動本命令第1

場的不公平競爭、用戶監控以及網路效應的存

節中規定的政策，除其他外，採取有利於競爭的

在。」該行政命令重申，美國的政策是：「對於

法規及採購與支出方法，並廢除不必要的市場進

外國獨占及卡特爾勢力日益壯大的回應不是容忍

入障礙、扼殺競爭的法規。」

國內獨占，而是促進國內外大小公司的競爭與創
新。」

（三）執法機關及各機關間之合作
行政命令中強調，這些機關如有在管轄權重

對於醫療保險，行政命令中亦聲明政府的政
策是支持積極立法改革以降低處方藥品價格，包
括透過允許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談判藥品價
格、實施通膨上限以及其他相關改革；而更進一
步的政策則是支持制定公共健康醫療保險選項。
（二）法律基礎

疊時「應努力充分合作以行使監督權，從機關各
自的專業知識中受益及改善政府效率」，並鼓勵
各機關應就下列事項在適當及符合適用法律情況
下進行協調：(1)對可能危害競爭的行為的調查；
(2) 對擬議結合、收購及合資企業的監督；及(3)
矯正措施的設計、執行與監督；並應共享相關

行政命令第二節闡述了推動此一競爭政策

資訊及產業數據及在重大交易的情況下，徵求

之法律基礎。其中最重要的即為反托拉斯法，

並充分考慮司法部(DOJ)部長或聯邦交易委員會

包括休曼法(Sherman Act)、克萊登法(Clayton

(USFTC)主任委員之意見。

3

行政命令中所提之聯邦法規包括：肉品包裝及牲畜飼養場法(the Packers and Stockyards Act)、聯邦酒精管理法(the Federal Alcohol Administration Act)、銀行結
合法(the Bank Merger Act)、藥品價格競爭及專利期限恢復法(the Drug Price Competition and Patent Term Restoration Act of 1984)，航運法(the Shipping Act of
1984)、州際商業委員會終止法(the ICC Termination Act of 1995)、電信法(the 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隱形眼鏡消費者公平法(the Fairness to Contact
Lens Consumers Act)及Dodd-Frank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the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等。

4

這些機關包括財政部、農業部、衛生與公共服務部、交通部、聯邦儲備系統、聯邦交易委員會、證券交易委員會、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聯邦通信委員會、聯邦海
事委員會、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聯邦能源管理委員會、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及地面運輸委員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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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白宮競爭委員會

是否修改對智慧財產權與反托拉斯法交叉

為「協調、促進及推動聯邦政府解決美國經

點的立場，包括考慮是否修改2019年12月

濟中或直接影響美國經濟的過度集中、獨占及不

19日由司法部、美國專利商標局及國家標

公平競爭的努力」，行政命令中特別在總統行政

準技術研究院聯合發布之「標準必要專利

辦公室內設立「白宮競爭委員會」(The White

矯正措施是否受F/RAND自願承諾約束政

House Competition Council)。委員會由總統經

策聲明」(Policy Statement on Remedies

濟政策助理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領導，擔任委

for Standards-Essential Patents Subject to

員會主席，成員包括了前述各相關機關首長及

Voluntary F/RAND Commitments)。

資訊及管制事務辦公室主任(the Administrator
of the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並明定每半年應召開一次會議，除非主

3.為保護勞工免受工資勾結，鼓勵DOJ部長與
USFTC主任委員考慮是否修訂2016年10月
的人力資源專業人員反托拉斯處理原則。

席認為沒有必要。各成員在命令發布之日後30天
內，應指定其各自機關或辦公室內的一位高層官

4.為解決可能過度限制勞工轉換工作能力的

員與委員會協調並負責監督該機關或辦公室解決

協議，鼓勵USFTC主任委員考慮與委員會

過度集中、獨占及不正當競爭的工作。

其他成員合作，根據聯邦交易委員會法行
使其法定法規制定權，以減少不公平使用

（五）各機關更進一步的職責
行政命令中在此節首先提醒各機關首長應特

競業禁止條款及其他可能不公平限制勞工
流動的條款或協議。

別注意其各自的主管法規，尤其是任何許可管
制，對其管轄產業集中度與競爭的影響；或機關

5.為解決抑制競爭的持續與反復出現的做法，

在規劃採購及其他支出時，將是否有助於提升小

鼓勵USFTC主任委員酌情考慮與委員會其

型企業及提供合理勞動待遇事業之競爭力納入考

他成員合作，在適當與符合適用的情況下行

量。接著詳列各機關應考量推動之工作項目，包

使其在以下領域法定之法規制定權：

括對於主管反托拉斯法的DOJ及USFTC。

(1)可能損害競爭、消費者自主權及消費者

命令中鼓勵DOJ部長、USFTC主任委員及

隱私的不公平資料蒐集與監視做法；

其他有權執行克萊登法案的機關首長公平、積極

(2)對第三方修理或自行修理物品的不公平

地執行反托拉斯法。而對DOJ及USFTC所列之

限制競爭限制，例如具市場力製造商施

要求項目包括：

加限制，阻止農民修理自己之設備；

1.為解決市場產業整合問題，鼓勵DOJ部長

(3)專利藥產業的不公平限制競爭行為或協

及USFTC主任委員考慮是否修訂水平及垂

議，例如延遲學名藥或生物仿製藥進入

直結合處理原則。

市場的協議；

2.為避免將市場權力限制競爭性擴展到所授

(4)主要網際網路市場的不正當競爭；

予專利的範圍之外，並防止標準制定程序
遭到濫用，鼓勵司法部長與商務部長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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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房地產經紀或上市中的不公平搭售或排
他性做法；
(7)任何其他嚴重抑制競爭的不公平產業特
定做法。

到拜登總統的競爭政策行政命令主要是建立在前
述「美國企業的結合與併購造成了市場集中度
大幅提升而影響美國整體經濟的競爭，而這是因
為反托拉斯執法過於寬鬆的結果」立論基礎上，
從而要求司法部、聯邦交易委員會及各相關產業

對其他部會的工作要求，包括農業部、財政

主管機關加強反托拉斯執法力道及對於結合案件

部、交通部、聯邦通訊委員會等機關加強執法或

之審查。學者認為，此一命令將打擊科技巨頭壟

採取措施，或者透過修法強化各行業之競爭，並

斷行為，減少企業併購而擴大市場競爭，並將對

於最後要求財政部在命令公布後180天內向白宮

網路科技產業造成更多威脅。而業者對此一命令

競爭委員會主席提交關於缺乏競爭對勞動力市場

則是持反對態度，美國商會執行副總裁兼政策

的影響報告；及在270天內向白宮競爭委員會主

長 Neil Bradley 批評，該行政命令是建立在一種

席提交評估大型科技公司與其他非銀行公司進入

錯誤的信念之上，即美國經濟過於集中、停滯不

消費金融市場對競爭影響之報告。

前，無法產生刺激創新所需的私人投資。惟此一
立論基礎是否正確以及命令之成效，將有賴各機

結語
綜觀行政命令之整體架構，很明確的可以見

關在命令中所定時間內所提出之法規及未來如何
執行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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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卡特爾
事業間基於「賣方」地位，對於其販賣產品價格等進行相互協議，可稱為「賣方卡特爾」；相對而
言，若是基於「買方」地位，對於其「購買產品」或「僱傭勞工工資」等進行協議，則可稱為「買方卡
特爾」。

■撰文＝王性淵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視察）

間基於「賣方」地位，對於其販賣產品或勞務價

前言
事業間相互勾結協議產品價格漲跌或限制
交易條件之行為，可稱為卡特爾行為（我國公

格進行相互協議及限制等行為，則可稱為「賣方
卡特爾」。

平交易法則稱聯合行為），向來是各國競爭法

學者認為，買方卡特爾對於價格進行赤裸裸

主管機關的執法重點，世界各國的競爭法（如

的操控行為（naked price fixing），與賣方卡

美國休曼法第1條、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特爾操縱產品價格行為都會限制相關市場競爭，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簡稱

因此，大多數的買方卡特爾應與賣方卡特爾同

TFEU﹞第101 條，以及我國公平交易法第15

樣適用當然違法原則加以規範 1 。但有原則就有

條）皆有明確規範禁止卡特爾行為的相關規定。

例外，事業間常見的「聯合採購協議」也是一種

觀察各國卡特爾行為執法案例可發現，大多
聚焦於事業相互勾結協議調高產品售價，進而限
制市場競爭效能，並損害消費者利益之案件。但

買方卡特爾行為，但是否應對其嚴格管制，目前
學界與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則尚未形成一致性見
解。

卡特爾禁令其實也可適用於具有買方市場力量之

考量事業間採行「聯合採購協議」時，或可

事業，相互勾結協議降低其對於上游供貨商之採

降低其交易成本（例如採購、運輸、儲存等）並

購價格或交易條件的買方卡特爾行為。

增加其對於上游大型企業之談判議價能力（可降
低採購價格）。因此有學者主張，聯合採購協議

買方卡特爾與聯合採購協議
所謂「買方卡特爾」，係指事業間基於「買
方」地位，對於其上游產品(勞務)市場的交易價
格(條件)相互進行勾結協議之行為，例如房地產

倘並未對其產品售價與產量進行限制，不應認定
其當然違法，許多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符合特定
條件之聯合採購協議，亦訂有豁免審查或安全港
制度。

拍賣市場中，買家相互勾結以降低拍賣價格之行
為；或事業間對於特定專業技術人員(如半導體
工程師)達成互不挖角之協議等行為。至於事業
1 Phi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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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卡特爾的限制競爭效果
與賣方卡特爾不同，買方卡特爾並不一定會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Antitrust Law: An Analysis Of Antitrust Principl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4t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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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終端消費產品價格上漲，例如許多事業於購

拍賣投標之勾結行為。2008年金融危機後，許多

買原料時相互勾結串通降低其原料購買價格後，

美國房地產拍賣業者相互協議其拍賣策略，以確

其上游原料的生產與供給量就會減少，此時，如

保降低拍賣價格，並協議分配拍得之房地產，截

果下游終端產品市場結構相對競爭，則相關產品

至2021年1月，美國司法部已起訴3 家公司共計

可能不會漲價；但倘若相互勾結的買方於下游終

139人涉及相關房地產拍賣共謀行為，罰鍰總金

端產品具有相當之市場力量，則其終端產品價格

額超過140萬美元2。

就可能會上漲。此外，即使買方卡特爾並不必然
造成終端產品價格上漲，但買方卡特爾降低其上

除拍賣市場外，2016年10月美國司法部

游原料採購金額之行為，可能導致上游生產者減

(Department of Justice)與聯邦交易委員會

少其投資或創新的誘因，最終也可能間接影響終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針對人力資源專

端產品消費者的福利。

業人員(包含聘僱勞工與薪資等議題)共同發布競
爭法處理原則（Antitrust Guidance for Human

雖有學者認為，聯合採購協議是為了抗衡上

Resource Professionals），並計畫針對企業間

游具有市場力量的賣家而採行的手段，透過聯合

互不挖角或限制工資等協議進行查處。由於大型

採購協議可增強事業對上游之談判議價能力，節

企業共同協議降低勞工雇用條件，與事業共同協

省其採購價格與相關交易成本，進而增進終端消
費者之利益。但這並不意味著聯合採購協議對市
場競爭完全不會造成損害，實際上聯合採購協議
與買方卡特爾相同，其均可能使上游產品價格降
低，並導致上游產量減少及市場扭曲。
最後，買方卡特爾固然可能產生前述限制競
爭效果，但事業採行買方卡特爾之行為，其實亦
可能有其促進競爭之合理事由。例如在勞動市場
中，事業間進行互不挖角協議之目的，可能係為
保障其對員工所投入的高額培訓成本，或是維持
公司運營的穩定性（避免人員頻繁離職流動，損
害事業生產力，或避免相互挖角後競爭對手的報
復）。因此，也有學者認為買方卡特爾或聯合採
購協議，應以合理原則進行審查。

議提高特定產品價格之行為，均會對市場競爭秩
序造成重大損害，這些協議都屬於惡質卡特爾
（hardcore cartel）行為。而此項競爭法指南可
以協助各大企業瞭解雇主應如何遵守競爭法，有
效維護勞動市場競爭，間接保障勞工就業權益。
2020年12月及2021年1月間，美國陸續針對
部分醫療機構協議降低物理治療師及其助理之工
資，及互不挖角協議（no-poach）等違法行為進
行查處，這項查處行為顯示，美國競爭法主管機
關可能就勞動就業市場中的「買方卡特爾」加強
其執法力道。
至於聯合採購協議案件部分，1996年美國
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針對醫療保健產業發
布執法政策聲明指出，許多醫療院所間的聯合

美國執法經驗

採購協議大多有利於增進消費者福利，不會涉

早期美國查處買方卡特爾案件比例不高，且

及競爭法問題。2000年美國司法部與聯邦交易

主要均與拍賣市場有關，據統計1997年至2006

委員會共同發布「競爭者合作行為遵法處理原

年間，美國總計起訴70件買方卡特爾案件，均屬

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2

Lisa M. Phelan, Joseph Charles Folio, Hannah Elson, Where Have We Been, and Where Are We Going? The Criminal Prosecution of Buyer Cartels, June 29,
2021, https://www.competit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where-have-we-been-and-where-are-we-going-the-criminal-prosecution-of-buyer-cart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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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Competitors），針對部分聯合採購協議

晚近對於聯合採購協議案件，歐洲則有

建立「安全港」制度，以保護其可能帶來促進競

部分競爭法主管機關採取逐漸加強管制之情

爭的行為。

形 5， 例 如 2 0 2 0 年 1 0 月 及 1 2 月 法 國 競 爭 委 會
要求「Casino/Auchan/Metro/Schiever」及

歐洲執法經驗

「Carrefour/Tesco」等2組大型零售業者，對於

就歐洲各國關於買方卡特爾的執法案例而

其聯合採購協議內容進行相關改正，其調查發

言，早期有2003年捷克對於零售連鎖商店壟斷採

現，許多上游供應商多為中小企業，其近年來銷

購商品價格案、2005年歐盟對於4家菸商協議菸

售金額與利潤率均呈現下降趨勢，為防止聯合採

草收購價格案，以及2017年歐盟對於比利時、法

購協議對於上游供應商可能形成的限制競爭損

國、德國及荷蘭境內3項汽車電池採購價格協議

害，法國競爭委員會要求這2組業者必須降低其

案，至於近2年之重大案例則為：

自有品牌之聯合採購比例，並針對如鮮奶、雞蛋

(一)2019年11月21日，德國聯邦卡特爾署針對寶
馬汽車(BMW)、大眾汽車(Volkswagen)及戴

及酒等許多農產品，限制其聯合採購比例上限
(例如不得超過15%)。

姆勒公司(Daimler)等3家汽車製造商處以1億
歐元的罰鍰，據調查，這些汽車製造商與其

我國相關規範

上游鋼鐵供應商定期相互聚會，就其購買相

從過往案例來看，我國聯合行為案例多屬

關鋼鐵產品之附加費用交換訊息，並進行不

「賣方卡特爾」類型，尚無「買方卡特爾」之相

當協議3。

關案例。另參照我國公平交易法第15條對於聯合

(二)2020年7月14日，歐盟針對Orbia、Clariant及
Celanese等3家乙烯購買者，處以2.6億歐元
之罰鍰，根據歐盟調查，這些事業涉及相互溝
通協調並交換大量交易敏感信息，以降低其乙
烯採購價格4。

行為例外許可之規定，事業雖不得為聯合行為，
但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商品或服務之輸入
採取共同行為，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
經申請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目前國內相
關事業即有針對黃豆、玉米、小麥及大麥等大宗
穀物，向公平會申請合船進口之聯合行為例外許

此外，就早期之聯合採購協議的案件而言，

可。

參考2010年英國P&H/Makro案、2014年義大利
Centrale Italiana案以及2017年德國Retail Trade

此外，公平會為確保個體加油站業者購油之

Group等案，歐洲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或考量相

議價能力，促使獨立加油站業者能與大型連鎖加

關聯合採購協議業者於其下游零售產品市場之占

油站體系公平競爭，業於民國94年訂定「公平交

有率並不高（未達15%），或因相關事業承諾進

易委員會對於國內個體加油站業者申請聯合購油

行改正，並未加以處分。

案件之處理原則」，前揭相關規定即為公平會目

3 German

car manufacturers ﬁned for anticompetitive practices in the purchase of steel,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Meldung/EN/Pressemitteilu

ngen/2019/21_11_2019_Bussgeld_Stahl.html.
4 Antitrust:
5

Commission ﬁnes ethylene purchasers € 260 million in cartel settlement,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1348.

Liliane Gam,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Scrutiny of Purchasing Alliances, June 29, 2021, https://www.competit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european-competitionlaw-scrutiny-of-purchasing-alliances/#_ednref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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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對於特定買方卡特爾行為之規範。

申請聯合購油等行為，訂定相關規範。本文整理
近年來歐美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陸續針對零售業

結語

的聯合採購協議，以及勞動市場協議降低工資或

綜上， 我國公平交易法目前雖未明確規範或

互不挖角等買方卡特爾行為進行規範或查處之實

區分買方卡特爾與賣方卡特爾，惟公平會業已針

際案例，這些執法經驗殊值參考，並可持續關注

對國外商品或服務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的「合船

其後續發展。

進口」聯合採購行為，以及國內個體加油站業者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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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發展概況
■撰文＝王性淵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視察）

■撰文＝張晏慈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公平會為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主管機關，為強化多層次傳銷業之輔導及管理，每年針對報備多層次
傳銷事業辦理經營發展狀況調查，以確實掌握多層次傳銷事業最新發展動態，俾利產業良性發展。依本
次調查結果顯示，民國109年參加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營業總額及發放佣(獎)金總額均較上一年度增加，
呈現穩健上升的趨勢。
本次調查對象係扣除尚未實施及已停（歇）業等業者，並以109年間仍有實施多層次傳銷之314家事
業為調查所得之結果，其內容摘要如下：
（一）整體營業總額較去年增加，惟各家事業營業規模仍具差異：
1.109年314家多層次傳銷事業之整體營業總額為980.09億元，較108年之935.41億元，增加
44.68億元，成長率為4.78%。
2.營業額達10億元以上者計22家，營業總額達737.88億元，占整體營業總額之75.29%。
3.營業額1億元至未及10億元者計62家，營業總額為194.12億元，占整體營業總額之19.80%。
4.營業額未達1億元者計230家，營業總額為48.09億元，僅占整體營業總額之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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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傳銷營業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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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ᎍϝࣁѱЬΚǺ!
2ǵ 21: ԃۭᎍΓኧी 459/:2 ΓǴԌନख़ፄୖу
2 ৎаӭቫԛᎍ٣ϐᎍΓኧी 458/88 
（二）投入多層次傳銷事業成為傳銷商之人數略為減少，女性傳銷商仍為市場主力：
ΓǴၨ 219 ԃۭ 478/82 ΓǴ෧Ͽ 2:/:5 ΓǶ!
1.109年底傳銷商人數計348.91萬人，扣除重複參加1家以上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傳銷商人數
3ǵ ᎍΓኧэӄ୯ᕴΓαኧϐКऊ 25/87&Ǵջѳ
計347.77萬人，較108年底367.71萬人，減少19.94萬人。
֡ΓύԖ 2-587 ΓуΕӭቫԛᎍǴၨ 219 ԃ
ۭϐ 26/69&Ǵ༾फ़ 1/93 ঁԭϩᗺǶ!
2.傳銷商人數占全國總人口數之比率約14.76%，即平均每萬人中有1,476人加入多層次傳
4ǵ 21: ԃཥуΕϐᎍӅी ::/79 Γǹଏрϐ
銷，較108年底之15.58%，微降0.82個百分點。
ᎍΓኧӅीԖ 55/:2 ΓǶ!
3.109年新加入之傳銷商共計99.68萬人；退出之傳銷商人數共計有44.91萬人。
5ǵ ζ܄ᎍϝࣁᎍѱϐЬΚǴ21: ԃζ܄ᎍ
Ӆी 359/69 ΓȐэ 82/35&ȑǶ!
4.女性傳銷商仍為傳銷市場之主力，109年女性傳銷商共計248.58萬人（占71.24%）。
!
!
!!!!!!!
!

!
!
!
!
ȐΟȑա)ዛ*ߎᕴᚐၨѐԃҭԖቚуǺ!
2ǵ 21: ԃᎍ٣ա)ዛ*ߎЍрी
542/32 ሹϡȐ219
傳銷商人數規模
კ圖2
3!!ᎍΓኧೕኳ!
ԃ 4:2/94 ሹϡȑǴэᔼᕴᚐϐ
55/11&Ǵၨ 219
2
（三）佣(獎)金總額較去年亦有增加：
ԃա)ዛ*ߎЍбК 52/9:&Ǵቚу 3/22 ঁԭϩᗺǶ!
3ǵ
ᎍуΕᎍ٣Ǵቶǵᎍ୧ࠔ୍ܺ܈Ǵ٠
1.109年傳銷事
業佣
(獎)金支出計431.21億元（108年391.83億元），占營業總額之
ளϟಏдΓୖуǴԶᕇளաȐዛȑߎځ܈дᔮ
44.00%，較108年佣(獎)金支付比率41.89%，增加2.11個百分點。
ճǴՠӢϩᎍࣁౢࠔངҔޣǴჴሞۘค
2.傳銷商加入傳銷事業，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並得介紹他人參加，進而獲得佣（獎）金
வ٣ᎍՉࣁǶ21: ԃමሦڗա)ዛ*ߎϐᎍऊ
或其他經濟利益，但因部分傳銷商僅為產品愛用者，實際尚無從事傳銷行為。109年曾領
:6/7 ΓǴэᎍᕴΓኧϐ 38/51&Ƕځύζ܄
取佣(獎)金之傳銷商約95.6萬人，占傳銷商總人數之27.40%。其中女性傳銷商領取佣(獎)
ᎍሦڗա)ዛ*ߎޣी 81/82 ΓȐэ 84/:5&ȑ
Ǵ
金者計70.71萬人（占73.94%），領取金額為299.49億元（占69.45%）。
ሦߎڗᚐࣁ 3::/5: ሹϡȐэ 7:/56&ȑǶ!
!

!
!
!
!
!
圖3 佣（獎）金概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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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傳銷商品仍以營養食品類銷售額最大：
109年傳銷事業銷售之商品仍以營養食品類銷售額最大，計637.19億元(占營業總額
65.01%)，次為美容保養品170.04億元(占營業總額17.35%)。

!
圖4 傳銷商品類別占比
კ 5!!ᎍࠔᜪձэК!
!!
კ 5!!ᎍࠔᜪձэК!
!Ȑϖȑ٬ҔᆛၡՉᎍޣВදϷǺ!
（五）使用網路行銷者日益普及：
Ȑϖȑ٬ҔᆛၡՉᎍޣВදϷǺ!
21: ԃ௦ՉᆛၡՉᎍޣी 2:9 ৎǴэᕴৎኧϐ 74/17&Ǵ
109年採行網路行銷者計198家，占總家數之63.06%，較108年之59.28%，略為增
21:
2:9 ৎǴэᕴৎኧϐ 74/17&Ǵ
ၨ ԃ௦ՉᆛၡՉᎍޣी
219 ԃϐ 6:/39&ǴౣࣁቚуǶځύǴගٮጕुᖼ
ၨ)ᆛၡᖼޣ*ނԖ
219 ԃϐ 6:/39&ǴౣࣁቚуǶځύǴගٮጕुᖼ
加。其中，提供線上訂購(網路購物)者有192家，設置網路商城者有151家，二者皆有使用
2:3 ৎǴᆛၡࠤޣԖ 262 ৎǴ
)ᆛၡᖼޣ*ނԖ
2:3
ৎǴᆛၡࠤޣԖ
262 ৎǴ
或設置者有145家。
ΒࣣޣԖ٬Ҕ܈ޣԖ
256 ৎǶ!
ΒࣣޣԖ٬Ҕ܈ޣԖ 256 ৎǶ!

კ 6!!ᎍ٣٬ҔᆛၡՉᎍཷ!ݩ
圖5 傳銷事業使用網路行銷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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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Ϥȑ٬ҔᆛၡՉᎍޣВදϷǺ!
（六）傳銷事業對未來營運之狀況持樂觀態度：
ᎍ٣ӧᔼᗨᏼኁѱόඳǵӕᜪࠔᝡݾ
傳銷事業在經營上雖擔憂市場不景氣、同類商品競爭加劇及非法傳銷事業之破壞，惟預
уቃϷߚݤᎍ٣ϐઇᚯǴோႣය 221 ԃᔼᚐஒ
期110年營業額將較109年增加者有14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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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傳銷事業對未來營運之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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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5日參加經濟部召開之「2021（第23屆）臺史（史瓦帝尼）經技合作視訊會議」。

■

8月16日與加拿大競爭局就其所發之「聯絡中心」問卷召開視訊會議。

｜ 國際交流 ｜

█

公平會為「APEC 競爭政策資料庫」之主事單位，該資料庫建置有APEC 21個會員體的12
項競爭政策及競爭法相關資料，歡迎上網查詢(網址：http://www.apeccp.org.tw/)。

█

公平會「電子報」設有「專題報導」、「焦點案例」、「活動＆最新消息」及「學術
論著」等單元，e化內容清晰易懂，歡迎上網訂閱，公平會網址：www.f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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