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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對智慧財產權規範之再探索

競爭法對智慧財產權規範之再探索

焦點案例
電梯向上!日商Hitachi收購永大機電
■演講人：顏廷棟 教授
（銘傳大學財金法律學系）

趁砂石短缺聯合漲價，5家預拌混
凝土業者受罰！
冰箱汰舊換新~~新冰箱張貼之能源
效率級數！注意是否已失效？！
傳銷事業得否以獎金未追回，作為
未於法定期間30日內退還購買商品
價金之事由？

壹、背景說明

建案廣告裡好吸引人的「游泳池3D
示意圖」，竟然就變成了無法使用
的「純．示意圖」了？！

原則，俾有效規範行使智慧財產權衍生出的反競爭違法行為。

法規報導

因應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尤其是通訊產業積極投入研發創新
的潮流趨勢，近年美日競爭法主管機關修訂有關智慧財產權之處理

本文將以下列外國法規範作為討論重點：
(1)美國智慧財產授權之反托拉斯法處理原則(Antitrust

修正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業務協調結論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國際動態

則)。

歐盟重罰5家銀行涉及操縱即期外匯
市場之聯合行為
Apple Inc. v. Pepper案的法律與經濟
分析

焦點人物
公平會委員謝智源專訪

公平交易統計
違法聯合行為處分案件統計

於1995年訂定、2017年修訂，下稱美國智財授權處理原

(2)日本智慧財產利用之獨占禁止法處理原則(知的財產の利
用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於2007年訂定∼2016
年修訂，下稱日本智財利用處理原則)。
(3)日本標準化附隨專利集管形成等之獨占禁止法處理原則
(標準化に伴うパテントプールの形成等に関する独占禁
止法上の考え方；於2005年訂定、2007年修訂，下稱日
本標準化處理原則)。
至於我國相對應的規範則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

會務活動

議案件之處理原則(2001年訂定∼2016年修訂，下稱公平會技術

民國108年5、6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授權處理原則)。但是時至今日，高科技產業日新月異，此規範

國際交流
民國108年5、6月份國際交流一覽

是否能夠因應現在或未來有關技術授權、智慧財產權相關案件，
值得我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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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競爭政策與智慧財產制度之關係
一、目的共通

定其有市場獨占地位。

智慧財產權法賦予發明人專利權等獎勵措

(三)主管機關應肯定智慧財產權之授權行

施，與反托拉斯法具有促進創新、增進消費者利

為，統合生產製品之各項互補要素，通

益之目的共通(美國智財授權處理原則1.0)。

常有促進競爭效果。

智慧財產制度激勵事業研究開發意願，促進

二、權利耗盡原則(日本智財利用處理原則第2.1)

新技術或利用新技術製品之生成，增加競爭單位

(一)技術權利人本於自己意思，將利用其技

或創造新市場；並藉由授權等交易行為，結合相

術之製品於國內市場合法流通後，他

異技術以提高技術利用效能，致有促進市場競爭

人在國內市場從事該技術製品之交易行

之效果(日本智財利用處理原則第1.1)。

為，不生權利侵害問題(即專利權之國內

二、豁免競爭法適用之界限

耗盡)。

依據公平交易法第45條：「依照著作權法、

(二)技術權利人對於權利耗盡之技術製品，

商標法、專利法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法規行使權利

課加他人交易各種限制之行為，與對一

之正當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此規範乃參

般商品銷售之限制相同，均有獨占禁止

酌日本獨占禁止法第21條，均為豁免依據。

法之適用。

關於正當行使權利內涵係指形式未逾越權利

三、適用對象範圍

範圍，實質符合保護意旨。所謂正當行為的判斷

(一)專利、著作權、營業秘密、專門技術

標準，依日本智財利用處理原則第2.1 (逾越保護

(Know-How)(美國智財授權處理原則

意旨說)規定，形式上屬於權利行使之行為，實

1.0)。

質上逾越智慧財產制度保護之意旨，即非屬行使
權利之行為。

(二)發明專利、新型專利、設計專利(物品形
狀)、著作權( 電腦程式著作物)、專門

依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4點第1項規

技術(相當於營業秘密之技術)、植物種

定，公平會審議技術授權協議案件，將先依公平

苗、積體電路布局等權利保護之技術(日

交易法第45條規定檢視是否為依照專利法行使

本智財利用處理原則第1.2(1))。

權利之正當行為，如逾越專利權等正當權利之行
使範圍，違反專利法等保障發明創作之立法意旨
時，仍應依公平交易法及本處理原則處理。

參、基本原則
一、智慧財產適用反托拉斯法三原則(美國智財
授權處理原則2.0)
(一)在反托拉斯之評價上，除注意智慧財產
之特殊性外，應與一般財產適用相同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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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管機關不宜以擁有智慧財產權，即認

(三)專利(發明專利、新型專利)、專門技術、
專利與專門技術之混合技術(公平會技術
授權處理原則第2點第1項及第2項)。
四、管轄權原則(效果主義)
限制利用技術之行為，不論在國內或國外實
施，凡對國內市場有影響者，即應受本處理原則
之規範(日本智財利用處理原則第1.2(3))。
五、市場界定
競爭法評估限制技術利用(授權契約)行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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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競爭之影響，應依限制行為影響交易之層面，
界定相關技術市場（Technology Market）、

(二)垂直授權協定
垂直授權協定適用合理原則 (限制轉

產品市場（Goods Market）、研發市場（R&D

售價格，Leegin案)，在於判斷授權人或

Market）。

被授權人所處市場，是否因此有阻礙競

智慧財產之市場界定方法，從需求替代性觀

爭之效果。以附排他條件條款為例，應

點，基本上與界定一般產品或服務市場之方法無

判斷是否因此增進授權技術或阻礙其他

異，得參考水平合併準則之市場界定方法(美國智

技術之運用發展，綜合考量有無市場封

財授權處理原則3.2.1)。

鎖效果、限制期間、市場集中、參進障

案關技術若得以轉換為其他用途，該轉換用

礙、需求之價格變動彈性等因素決定。

途所處市場應納入界定市場範圍內；案關技術

限制行為是否影響研發市場競爭之

若無法以迂迴技術或其他替代技術替換，該技術

考量因素包含他事業從事研發之性質、

即可界定為單一市場(日本智財利用處理原則第

範圍、規模、資金、智慧財產、員工素

2.2(3))。

質、獲得其他資產可能性、研發時機、

研發活動本身尚無形成交易或市場之概念，

研發成功之能力。

評估限制行為對於研發競爭之影響，應以將來研

授權條款並存限制競爭要素與促進

發成果之技術或技術製品可能所受影響為準(美國

競爭要素，應考量有無其他替代限制可

智財授權處理原則3.2.3、日本智財利用處理原則

能、限制期間、可否終止契約等事由，

第2.2(3))。

衡量二者效果。

肆、影響競爭之評估方法
一、合理原則VS.當然違法 (美國智財授權處理原

(三)反托拉斯法之安全區(Safe Zone)
符合以下條件之智慧財產授權協

則4.～5.)

定，主管機關原則上不得進行追訴:

(一)水平授權協定

(1)外觀未有限制競爭條款；

水平授權協定適用合理原則，在於

(2)授權人與被授權人在相關市場之市占

判斷當事人是否有價格協調設定、增強

率，合計未逾20%(原則以產品市場

市場力、阻礙新技術開發或優良產品生

之市占率計算)，但結合案不適用；

產等效果，應考量市場集中度、參進障
礙、需求之價格變動彈性等因素決定。
水平授權協定含有限制條款，未必
當然違法，其中可能具有規模經濟性、
統合研發與其他生產要素等增進效率
之效果者；但價格協定、分割市場或顧
客、限制生產及集體杯葛等限制條款，
則認定為當然違法。

(3)或與授權之技術有4項以上替代或競
爭關係之技術。
此外，非屬安全區之授權協定，仍
須進行競爭影響之評估，不得逕行認定
違法。
二、競爭減損效果之分析方法(日本智財利用處理
原則第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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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考量因素為限制之內容及態樣、技術

標準必要專利之拒絕授權，指技術權利人以

用途及重要性、相關市場與當事人間之競爭關

不當手段，使其技術成為符合製品規格標準之必

係、當事人之市場地位(技術市場之市占率計算

要專利，因拒絕技術授權，致使被拒絕者難以開

方法，原則以該技術製品之市占率為準)、市場

發或生產該規格製品，排除其事業活動。

整體狀況(競爭者數、市場集中度、交易客體特

標準必要專利權人違反Fair, Reasonable

性、差別化程度、銷售通路、參進障礙)、限制

and Non-discriminatory(下稱FRAND) 原則，

有無合理性、是否影響研發意願及動機。

拒絕技術授權；或撤回FRAND承諾，提起排除

其中，重要技術之考量因素為產品市場利用

侵害訴訟，致使相對人難以開發或生產該規格製

該技術之狀況、開發迂迴技術或取得替代技術之

品，排除其事業活動。其中，是否符合FRAND

難易、權利人在相關技術市場或產品市場之地

原則，可審酌權利人對相對人提出專利有效性、

位。而標準必要技術，原則可認定為重要技術。

必要性及有無侵害事實等爭議，有無依據商業習

被限制利用技術者在產品相關市場之市占率

慣誠實的進行協商。

未逾20%，或該技術有4項以上之替代技術，原

限制利用技術範圍，不當然違法，視有無逾

則認定影響競爭之程度輕微(安全區)；但限制產

越智慧財產保護意旨、是否支配或排除他事業人

品銷售數量、市占率、區域、對象、研發、改良

之事業活動等因素而定。

技術之讓與或專屬授權，不適用。

伍、行為類型之違法判斷
一、私的獨占(日本智財利用處理原則第3.1)
依據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5項及第3條規定，
禁止事業人排除或支配他事業人之事業活動，致

附加利用技術條件，則是藉由附加條件，支
配或排除他事業人之事業活動。具體案例為取得
新品種蘿蔔栽培方法專利實施權之農業團體，
授權條款限制其會員生產量，以維持價格穩定，
不當限制會員之事業活動(日本かいわれ協会事
件，1994年2月17日，公取委警告)。

實質限制市場競爭。所謂實質限制市場競爭，指
市場競爭減弱，致特定之事業人或事業人團體得
於某程度內，任意的操縱價格、品質、數量及其
他交易條件，進而呈現市場遭受控制或有此之虞
的狀態(東寶明星案，1951.9.19東京高裁)。

標準必要專利權人禁止被授權人開發或使用
替代技術，原則構成支配或排除他事業人之事業
活動。再者，標準必要專利權人無正當理由，限
制被授權人不得接受其他技術之授權，或指定購
買商品，亦構成排除他事業人之事業活動。

禁止他事業人利用技術，拒絕技術授權，高
額授權金視為拒絕技術授權。具體案例為10家
柏青哥機製造業者（合計約有90%之市場占有
率），各自將其擁有之部分發明專利權，組成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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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卡特爾 (日本智財利用處理原則第3.2、美國
智財授權處理原則5.5)
(一)專利集管(Patent Pool)

利集管(patent pool)，意圖維護現有市場利益，

(1)補充性專利集管：透過專利集管，將

拒絕新進業者技術授權之請求，排除其事業活動

互補性的專利包裹在一起，能夠增

(パチンコ機パテントプール事件，1997年8月6

加技術之使用效益、減少專利侵權

日，勸告審決)。

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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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替代性專利集管：協定產品生產數

件(超過安全性等必要合理程度)、限制銷售(違

量、價格、交易(授權)對象、限制技

反權利國內耗盡原則、指定經銷商)、限制使用

術改良等，可能違法，需要進一步

特定商標(禁止併用其他商標)、不爭執條款(應

衡量實質限制市場競爭與效率增進

認定無效之權利)、改良技術的非專屬回饋授權

效果。

(限制授權對象)、取得知識或經驗的報告(Know-

(3)封閉式專利集管：集管之成員合計有
高度市占率、被拒絕授權者無法從事
效能競爭，可能違法。
(二)複式授權
授權人與多數被授權人相互約束事業活動，
可能違法。具體案例為地方政府採購下水道鐵
蓋，採購條件為鐵蓋新型專利權人應授權予其他
6家供應商，該等供應商協定估價價格、給付施
工工程款及利潤、供貨比例等(1993年9月10日，
公取委審判審決)。
三、不公平交易方法(日本智財利用處理原則第4)
依據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9項(一般指定)規
定，不公平交易方法之構成要件為一定行為類型
加上公平競爭阻礙性(a.減損競爭效果、b.競爭手
段不當性、c.侵害自由競爭之基礎)。
拒絕授權原則不違法，例外可能違法。例如
同時具備逾越智財制度保護意旨及公平競爭阻礙
性之構成要件，則可能違法。
限制技術利用範圍(部分授權、限制製造或出
口、再授權對象)，原則不違法，例外限制數量

How)、技術的新功能追加授權(排除其他應用技
術的授權)、包裹授權(非必要或超過合理範圍)、
單方解約(確保反競爭行為實效之手段)。
(2)原則違法：改良技術的專屬回饋授權。
(3)原則違法(例外不違法)：設定與利用技術
無關之授權金(以製程部分技術或零件為計價基
礎，具備合理性)、權利消滅後之限制(授權金分
期或延期支付)、不行使權利條款(實質非專屬回
饋授權)。

陸、標準化與獨占禁止法之適用
一、標準化作業之適用原則(日本標準化處理原
則第2.2)
標準化作業，能夠統一產品式樣或功能等規
格，促成產品間的相容性，擴大符合規格產品之
市場版圖，提高消費者使用之便利性。
標準化作業，有下列限制行為，致實質限制
市場競爭或有阻礙公平競爭之虞，即有獨占禁止
法之違法性問題：
(1)協定銷售價格(卡特爾)

或使用次數上限、限制出口製品回銷國內市場，

(2)排除競合規格(卡特爾、附拘束條件交易)

則可能違法。

(3)不當擴張規格範圍(卡特爾)

附加利用技術條件，若為盡最大實施努力義
務、Know-How保密義務，原則不違法；若為限
制銷售價格、轉售價格(不當附拘束條件交易)，
原則違法。

(4)不當排除技術提案(私的獨占、差別待遇)
(5)限制參加標準化作業(私的獨占)
二、標準化專利集管之適用原則(日本標準化處
理原則第3.2)

附加利用技術條件，具體情形如下：
(1)原則不違法(例外可能違法)：限制原料零

(一)標準專利集管無正當理由含納非必要專
利，致實質限制相關技術市場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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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獨占禁止法之違法性問題。

發與該規格有替換性之新規格，惟採用

A、B、C等3家家電廠商，共同設定連

新規格生產製品難以避免牴觸a1及b1等

接周邊機器之規格，及開發與此規格相
關之標準必要專利，並合組標準專利集
管(採用該規格製品之市占率逾7成)。
另D、E之2家廠商共同開發與此規格相

及B依據該標準專利集管協議，拒絕D
授權請求，實質限制相關技術市場之競
爭，構成違法私的獨占。

同效能之替代技術，並以該替代技術從

(三)專利權人組成專利集管，授權人或被授

事生產。嗣後該5家廠商協議將D、E之

權人相互間，有可能藉此進行卡特爾的

替代技術加入標準專利集管、該等技術

資訊交流，因此，應有必要防範措施。

專利包裹授權、各廠商不得單獨對外授

8家電器大廠共同制定及研發動畫影音

權，構成違法卡特爾行為。

相容規格與技術，並合資設立專利集管

A、B、C等3家通訊廠商，共同設定可

組織。該專利集管組織取得被授權人營

效率傳送通訊數據之規格，及開發與此

業資訊，負有保密義務，避免專利權人

規格相關之標準必要專利，並合組標準

或被授權人藉此資訊相互限制商品產量

專利集管(採用該規格製品之市占率逾8

或定價。

成)。該3家廠商另開發取得與此規格功

(四)標準必要專利授權契約訂定不爭執條

能相關之附加技術專利，並將其加入標

款，對於違約者解除全部專利之授權，

準專利集管為包裹授權。如此行為致使

相較於一般專利授權個別解約，影響被

D、E之2家廠商共同開發有類似效能之

授權人事業活動程度較大。

附加技術(競爭技術)，退出該技術授權
市場，構成違法之私的獨占。

A、B、C及D等4家廠商，擁有通訊器
材相容規格的標準必要專利，並合組專

(二)專利集管對於成員之限制，逾越經營管

利集管。E廠商取得該專利集管授權以

理或有益規格採用者之便利性等合理必

開發生產自家通訊器材之新技術。A察

要程度，致嚴重影響相關產品市場或技

覺其市占率劇降，主張E開發新技術超

術市場之競爭，可能有違反獨占禁止法

出專利授權範圍，提起停止侵權行為訴

規定之虞。

訟；E則提出A專利無效事由之抗辯。

A、B等10家以半導體為生產零件之機

B、C及D以E之抗辯將影響該專利集管

器廠商，與C半導體大廠共同設定半導
體相容規格(採用該規格製品之市占率逾

6

必要專利，因此，對A及B請求授權。A

之包裹授權為由，解除對E授權契約，
構成共同拒絕交易之違法行為。

8成)，同時為生產符合規格之半導體，

(五)標準專利集管授權約款，禁止被授權人

A取得a1及a2、B取得b1及b2、C取得

現有或將來取得專利權對於授權人或其

c1及c2等必要專利，並合組標準專利集

指定之人或其他被授權人行使權利，目

管，協議該等專利採包裹授權、各成員

的在使專利集管累積多數專利，強化其

不得對外單獨授權。另D半導體廠商開

在規格相關市場之地位，同時妨礙被授

TAIWAN FTC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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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所有替代技術間的競爭，致有實質

處理技術授權，規範的範圍尚未及於發明專利、

限制相關技術市場競爭之虞者，可能構

新型專利、專門技術(營業秘密)、專利與專門技

成私的獨占或卡特爾違法行為。至於其

術之混合技術與設計專利(物品形狀)、著作權(電

他約款，如下事例，若未涉及限制被授

腦程式著作物)、植物種苗、積體電路布局等相

權人使用技術，通常無獨占禁止法違法

關技術，但觀察我國實務情形，似乎尚無擴大規

性之問題。

範範圍之急迫性。

3家電器廠商共同設定電器操作系統規

二、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修正

格，並合組大部分相關標準必要專利

管轄權、權利耗盡、FRAND等原則，實務

集管；另其他標準必要專利為部分被

上皆已出現相關案例，實有增訂之必要。然而，

授權人所有，因此，該專利集管訂定

安全區原則之訂定，美日等技術大國已累積長久

約款:

的執法經驗與案例，相較之下，我國目前尚無訂

(1)被授權人認為其他被授權人使用授權
技術侵害其專利，應通知專利集管，
不得擅自主張侵權；

定安全區之需要。
現行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4點第3項
之審酌事項，規範過於單薄，宜充實影響競爭之
評估要素。另外，應重新檢視例示事項是否完

(2)專利集管與該被授權人應合意選定第
三人，判斷被授權人是否擁有標準必

備，例如：不行使權利、單方解約等條款，均尚
未規範。

要專利；
三、標準必要專利之規範模式
(3)若屬標準必要專利，被授權人應將其
授權予專利集管為包裹授權；
(4)被授權人授權後，得與其他標準必要
專利同樣條件，分配授權金；
(5)被授權人除授權予專利集管外，不
受任何使用該標準必要專利技術之
限制。

我國實務上已經出現標準必要專利之相關案
例，實有立法規範之必要，然宜另訂處理原則，
或者納入現行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值得
探究。事實上，有些專利集管問題不涉及技術授
權，例如：標準化制定過程、專利集管內部管理
等，因此，分別規範或許較為合適。
再者，主要規範事項應包含以下三大方向：
標準化作業、標準專利集管之營運管理、標準必

柒、檢討課題
一、智慧財產授權之規範範圍應否擴大
參酌美國智財授權處理原則及日本智財利用
處理原則，我國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僅限於

要專利之授權等與公平交易法之規範關係。
（本文係講座民國106年12月5日假公平會
發表之演講內容，經政治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楊宗
霖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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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梯向上!日商Hitachi收購永大機電
永大機電為國內主要電梯業者，日商Hitachi本為永大機電之股東，擬提高對其持股比例至100％，進而
成為市場注目之焦點。

■撰文＝陳 煒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科員）

結合緣由

競爭評估

日商Hitachi, Ltd.(下稱Hitachi) 擬透過公開

水平結合部分，永大機電於我國電梯市場占

收購方式將其對永大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

有率約3成，為國內主要電梯業者。而Hitachi品

稱永大機電)之持股比例由11.7％增加至100％，

牌電梯於我國則由永大機電代售，通常只有客戶

結合後Hitachi成為永大機電全資控制母公司，結

特別指定、有訂單才製造，非我國電梯產業主要

合型態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及第5

參進業者，結合後市占率提升不高。復經考量我

款規定；另永大機電於我國電梯市場占有率及營

國電梯市場仍有台灣三菱電梯股份有限公司及崇

收金額達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

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主要廠商參與競爭，本案

之申報標準，且無同法第12條規定除外適用之情
形，故依法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

尚無顯著限制競爭疑慮。垂直結合部分，永大機
電上游零組件原料來源眾多，又Hitachi於我國僅
提供技術及部分零組件予永大機電，供其代售產

相關市場概況及界定
參與結合事業於我國皆有販售自身品牌之電
梯產品，屬水平結合；又Hitachi對於永大機電之

品及維修使用，無論是我國上游零組件或下游電
梯製造業者原料供應來源，皆未有「客戶封鎖」
或「投入封鎖」等市場上反競爭效果。

部分機種及交由永大機電代售之自身品牌皆有提

8

供零組件供其組裝或維修，亦屬垂直結合。地理

經公平會函詢產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協)

市場部分，電梯產品跨境運輸成本高，且涉及安

會及電梯產業上下游業者意見，並以產業資料綜

全性與售後維修服務，故本案地理市場界定為國

合研判，結合後應無顯著限制競爭疑慮，故依公

內市場。

平交易法第13條第1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

TAIWAN FTC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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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砂石短缺聯合漲價，5家預拌混凝土業者受
罰！
南部地區傳出砂石短缺、價格上漲，由於砂石為預拌混凝土重要原料，預拌混凝土業者若個別基於反
映成本而調漲價格，實屬正當商業行為，但若趁機聯合過度反映成本，則屬違法聯合行為。

■撰文＝洪進安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視察）

案例背景
民國107年底南部地區荖濃溪流域出現砂石
短缺影響預拌混凝土供貨，預拌混凝土業者以此
為由，通知下游營造客戶將採取階段性停止供
貨，影響市場交易秩序與公共工程進度，並自
108年1月1日起全面調漲預拌混凝土價格，每立
方公尺調漲250元至280元，公平會旋即立案調
查相關業者是否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情事。

(照片來源：公平會)

情況，以避免流失客戶，但108年1月1日之後，

調查事實
經公平會調查後發現，臺南市及高雄市共有
5家預拌混凝土業者在民國107年12月中旬通知

5家預拌混凝土業者卻同時呈現漲幅相近約17%
至18%的大幅價格上漲，足見業者此舉並非單純
反映成本增加。

下游客戶，自108年1月1日起調漲預拌混凝土每

該5家預拌混凝土業者於臺南市及高雄市之

立方公尺250元至280元，其中A公司每立方公尺

預拌混凝土市場占有率合計均已高達75%以上，

調漲280元、B公司調漲270元、C公司調漲260

因此在面臨短期成本壓力下，若不調漲價格，將

元、D公司調漲200元至270元、E公司調漲250

可能產生利潤下降或虧損，但若單獨大幅調漲價

元至270元，最高調漲數額均超過250元，而呈

格，勢必導致客戶流失，是以具有聯合漲價以確

現相同調漲日期、調漲數額及調漲幅度相當、通

保共同利益的誘因。又，預拌混凝土因加工技術

知調漲時間相近等一致性外觀，且此一致性外觀

單純，且同質性高，一般須透過價格競爭以爭取

難由該5家預拌混凝土業者如採各自獨立調價行

客戶；以強度3,000磅品項之預拌混凝土為例，

為可獲致。更因為各家預拌混凝土高度同質性，

該5家預拌混凝土業者在107年之價格約在每立

故該5家預拌混凝土業者於108年1月1日之前，

方公尺1,400元緩步上揚至1,500元間，但108年

皆以微幅、漸進調整售價的方式來反映市場變化

1月1日起同時且大幅調漲價格，迥異於過往的價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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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調漲模式，顯然有違常理。

又該5家預拌混凝土業者在砂石原料成本尚
未調漲確定，或有漲幅未定之情形，即先發布調

調價行為不具經濟合理性
公平會調查發現，該5家預拌混凝業者民國
108年1月1日起調漲預拌混凝土價格，雖均稱其

漲預拌混凝土價格，凡此皆不具經濟合理性，故
其等透過集體預告價格變動資訊，亦可彼此進行
偵測，有促進達成共識與協調行動之效果。

調價行為係為反映成本，但成本增加數額與成本
內涵各有所不同，則其各自反映成本而調價之結
果理應有所差異，其等此次調漲數額不但均超過

本案依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並

所涉成本增加之數額，且由5家預拌混凝土業者

參酌該5家預拌混凝業者主張價格調漲之各項因

通知單所示，呈現相同調漲日期、調漲數額及調

素，據以推定其等於民國107年12月中旬以通知

漲幅度相當、通知調漲時間相近等一致性外觀，

書通知下游客戶同時自108年1月1日起調漲預拌

實無法解釋為事業之個別行為所致。

10

結語

混凝土價格之行為，具有聯合行為之合意，且該

該5家預拌混凝土業者之事業經營規模較

5家預拌混凝土業者於臺南市之市占率合計高達

大，部分業者甚至有垂直整合生產之優勢，然而

75.4%，於高雄市之市占率合計高達84.5%，足

其等調漲預拌混凝土價格之漲幅及數額，卻高於

以影響臺南市及高雄市預拌混凝土市場的供需功

同市場中的小廠價格漲幅及數額達2倍之多，行

能，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聯合行為之

為模式顯有異常。

禁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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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汰舊換新~~新冰箱張貼之能源效率級數！
注意是否已失效？！
購買新冰箱當然要選擇省電、對環境比較友善的高能源效率產品，然消費者挑選具有能源效率級數之
產品，應注意該級數是否符合規範，不要以為花大錢買了高節能產品，最後發現該能源效率級數已過期失
效，而成為冤大頭。

!่ፕ!
■撰文＝黃麗明

Ϧѳ߄ҢǴᆘՅςࣁ॥ዊǴҞѱᎍ୧Ӈጃ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視察）
ѸຠૈྍਏϩભҢǴаమཱᇥܴႝໆྍૈکਏ
!่ፕ!
КǴᡣޣёаᒧനࠔޑจǵᐒᅿǴࡺᒧᖼӇጃ
ᔈӆԛԿᔮૈྍֽϐȨૈྍਏϩભҢᆅسȩ
案例背景
結論
Ϧѳ߄ҢǴᆘՅςࣁ॥ዊǴҞѱ
ᆛઠዴᇡ܌ᖼວӇጃϐૈྍਏϩભǶќޣтၩቶ࠹ᆀ
A 公 司 網 站 於 民 國 1 0 7 年 1 月 至 4 月 期 間ѸຠૈྍਏϩભҢǴаమཱᇥܴႝ
，
公平會表示，綠色消費已為風潮，目前市場
ૈྍਏભኧϐ߄Ң߄܈ቻҭᔈᆶ٣ჴ࣬಄ǴаխݤǶ!

刊載「靚雅花裳系列」型號GR-BL68M、 GR-

上銷售冰箱都必須貼上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以清
КǴᡣޣёаᒧനࠔޑจǵᐒᅿǴ
HL68M等2款冰箱、「鮮活系列上下門小冰箱」
楚說明耗電量和能源效率比，讓消費者可以選擇
ᔈӆԛԿᔮૈྍֽϐȨૈྍਏϩભҢ
型號GN-V292S冰箱及「花漾生活系列上下門
最適當的品牌、機種，故選購冰箱前應再次至經
ᆛઠዴᇡ܌ᖼວӇጃϐૈྍਏϩભǶќޣт
冰箱」型號GN-L492NP、GN-L562NP、GN濟部能源局之「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管理系統」網
ૈྍਏભኧϐ߄Ң߄܈ቻҭᔈᆶ٣ჴ࣬಄Ǵа
L602NP等3款冰箱，以文字表示「能源效率第
站確認所購買冰箱之能源效率分級。另業者刊載
5級」及刊載能源效率第5級之分級標示圖；而

廣告宣稱能源效率級數之表示或表徵亦應與事實

「花漾生活系列上下門冰箱」型號GN-L392NP

相符，以免觸法。

冰箱，則以文字表示「能源效率第4級」及刊載
能源效率第4級之分級標示圖。前開7款冰箱廣告
予人印象為該7 款冰箱之能源效率分級，分別屬
第5級或第4級，較其他能源效率等級電冰箱具有
消耗更少能源之品質。

挑選商品停！看！聽！
經公平會調查發現，該7款冰箱之能源效率
標示已失效，A公司自承因申請所需之驗證登
錄證書資料已失效，故無法申請新的能源效率
分級標示，是該7款商品廣告構成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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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銷事業得否以獎金未追回，作為未於法定
期間30日內退還購買商品價金之事由？
發大財是每人心中渴望的事，當聽到傳銷公司說加入成為傳銷商，多久就可以回本，但實際加入後想
退出退貨時，才驚覺公司沒錢了，這時傳銷商該怎麼辦？

■撰文＝陳建宇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視察）

案例背景
T公司是一家新向公平會報備之傳銷公司，
並經營最火紅的網路購物商城，剛開始吸引了許

於網路加入T公司成為會員，就開始領獎金，事
後才簽訂書面契約，亦違法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3條規定。

多人加入，業績就成長得很快，前景一片看好，
但後來媒體報導有吸金疑慮，有些傳銷商想想

傳銷事業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其傳銷

不對，要退出公司拿回自己辛苦賺的錢，但公司

商，應事先取得該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法

表示，因為獎金都已發出去了，所以沒有錢可以

定代理人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

退，請大家再多給點時間，但1個月、2個月過去

許多年輕人涉世未深，面對新興的賺錢型

了，公司的答案還是一樣，傳銷商應該如何主張

態，往往不容易查覺是交易陷阱，此時法律給予

自身權益呢？

特別保障，規定傳銷公司應事先取得其法定代理
人之書面允許。T公司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未事

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

先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書，並附於參加契約，已

畫或組織前，不得就傳銷制度及傳銷商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6條第2項規定。

參加條件有隱瞞、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

傳銷事業應於傳銷契約解除或終止生效

T公司於所經營之商城網站宣稱「挑商品網

後30日內，返還傳銷商購買退貨商品所

路分享 300+商家 自由選擇」，但實際上與T公

付價金及其他給付多層次傳銷事業之款

司有合作之商家僅有24家，與實際狀況差異程度

項

過大，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多層
次傳銷管理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規定。

T公司雖然招募了許多新人，但對於許多要
申請退出退貨之傳銷商，卻一拖再拖，有些甚至
都還沒有領貨，卻等了好幾個月都沒有消息，T

傳銷事業於傳銷商加入時，應與傳銷商

公司只表示錢都已經當獎金發出去了，依多層次

締結書面參加契約

傳銷管理法第20條、第21條規定，多層次傳銷

又T公司經營網路購物商城，許多會員直接

12

事業返還傳銷商之款項，得扣除因「該進貨」、

ᗋᎍϐීǴளԌନӢȨ၀ȩǵȨ၀Ҭܰȩჹ၀
ᎍ๏бϐዛߎǴҗܭᎍ٣๏бᎍӢȨ၀ȩǵȨ၀
｜ 焦點案例 ｜
Ҭܰȩ܌ளዛߎǴόຬၸᎍ୧ࠔߎᚐǴࡺ U Ϧљᕵ٬Ԍ
ନ໒ዛߎǴҭόठܭวғคීଏᗋᎍϐǶԿ U
ϦљჹܭȨ၀ᎍȩጕዛߎϐଓӣǴ߯
U Ϧљᆶ၀ጕϐ
「該項交易」對該傳銷商給付之獎金，由於傳銷
追回，係T公司與該上線之民事爭議，與T公司依
҇٣ݾǴᆶ U Ϧљ٩ӭቫԛᎍᆅݤಃ
31 చǵಃ 32 చ܌
事業給付傳銷商因「該進貨」、「該項交易」所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20條、第21條所負行政法
ॄՉࡹݤက୍Ǵ߯ឦΒ٣ǴЪጕዛߎҭߚۓݤԌନҞǴ
得獎金，不會超過銷售商品金額，故T公司縱使
上義務，係屬二事，且上線獎金亦非法定扣除項
扣除上開獎金，亦不致於發生無款項退還傳銷商
目，是T公司不得以尚未追回上線獎金，作為拒
ࢂ U Ϧљόளаۘ҂ଓӣጕዛߎ
Ǵբࣁ߇๊ܔᗋීϒ၀
之情形。至T公司對於「該傳銷商」上線獎金之
絕返還款項予該傳銷商之事由。
ᎍϐ٣җ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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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案廣告裡好吸引人的「游泳池3D示意
圖」，竟然就變成了無法使用的「純．示意
圖」了？！
熱愛游泳的Y先生一直嚮往擁有公設泳池、開窗見海的房子，幾經尋覓後，簽約一戶廣告介紹「游泳
池3D示意圖」的預售屋建案，好不容易望穿秋水等到了交屋時刻，卻愕然發現，游泳池實際上只是景觀水
池，無法合法作為游泳池使用。到頭來，游泳池可望而不可及，竟真就只是個3D示意圖？！

■撰文＝楊翔宇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專員）

果，屬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案例背景
公平會接獲民眾反映，S建設公司銷售臺南

民眾購屋應注意建案廣告內容與使用執

市V建案，於廣告刊載「35米泳池」、「游泳池

照等圖說是否相符

3D示意」等文字，但該泳池設置處於建案竣工圖

因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的建物用途情狀，為

上為景觀水池，涉及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情事。

影響購屋者承購與否的重要交易決定因素之一，
公平會建議民眾於購屋時應多加謹慎，請建商提
Ӣࡂ܊ᎍ୧ቶ܌ඔॊނࡌޑҔރǴࣁቹៜᖼࡂ܍ޣᖼ

蝦米？！建商規劃的游泳池其實是違法的
經公平會立案調查，S建商於銷售過程陸

ᆶցޑख़ाҬܰ،ۓӢનϐǴϦѳࡌ҇ܭᖼࡂਔᔈӭу
供建案的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等圖說，與廣告內
ᙣǴፎࡌගࡌٮਢࡌޑྣ܈٬ҔྣკᇥǴᆶቶϣ
КჹǴݙཀቶтၩޑϣᆶკᇥਡҔࢂց࣬಄Ǵ
容進一步比對，注意廣告刊載的內容與圖說核准
аᗉխᖼࡂ़ғޑ॥ᓀᆶݾǶ!

用途是否相符，以避免購屋衍生的風險與爭議。

續印製廣告圖冊及建置網站，刊載「泳池3D示
意」、「35米泳池」等文字及圖片，整體廣告予
人印象為建案之公共設施「游泳池」可依廣告規
劃合法使用。
但依據臺南市政府提供意見，案關建案廣
告「35米泳池」於原核准平面圖說為「景觀水
池」，應依建築法第73條規定辦理變更。另S建
商也坦承，案關建案之游泳池屬二次施工，未符
合建管法令規定。故因游泳池的設置與原核准平
面圖說不符，交易相對人無法合法享有廣告所示
之公共設施使用，該廣告之表示核與事實不符，
已足以引起一般大眾對建案之內容及用途產生錯
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並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

!

失其原有之效能，而足以產生不公平競爭之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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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業務協調結論
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針對案件查處分工訂有協調結論，近期因為相關法規之修正，
此協調結論亦配合調整。

■撰文＝楊哲豪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背景說明

系統經營者不得以不正當方法，促使衛星頻道節

鑑於頻道上下架爭議之發生，對於收視大眾

目供應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他類頻道

之收視權益影響甚鉅，為有效查處頻道上下架相

節目供應事業、無線電視事業對其他系統經營者

關爭議案件，公平會前於民國99年與國家通訊傳

給予差別待遇。其次，同時修正公布之衛星廣播

播委員會(下稱通傳會)訂有「公平交易委員會與

電視法第25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直播衛星廣播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協調結論」，惟105年1

電視服務事業及經營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

月6日有線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公

之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分公司對於衛星頻道節

布後，對於系統經營者及衛星頻道供應事業所為

目供應事業及經營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境外

之差別待遇與拒絕交易行為，以及系統經營者促

衛星頻道供應事業分公司或代理商無正當理由，

使頻道供應事業拒絕交易及差別待遇行為已訂立

不得給予差別待遇，以及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相關規範，與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1款、第2款

及經營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境外衛星頻道供

規定競合，而有重新協商相關案件查處分工之必

應事業分公司或代理商，無正當理由，不得對於

要，所以雙方召開協調會議就原協調結論作出若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包括有線電視節目播送

干修正。

系統)、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或其他供公眾
收視聽之播送平臺事業給予差別待遇。因此，公

修正重點
本次修正共有二大重點。首先，雖然公平交
易法第20條第1款及第2款規定，事業不得為杯
葛及無正當理由的差別待遇行為。但是，有線廣
播電視法於民國105年1月6日修正公布後，第37
條第1項及第4項亦規範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平會與通傳會針對前二類案件，協調由通傳會分
別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37條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5條等規定辦理；如果涉及通傳會產業主管法規
所未及的杯葛、差別待遇、搭售、聯合行為(如統
購、連賣)、結合，或其他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情
事，則由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辦理。

對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
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無線電視事業應訂
定公平、合理及無差別待遇之上下架規章，以及

結語
本次公平會與通傳會協調結論的修正著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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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有線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規定，將
事業相關法規辦理，透過二機關的分工合作，實
!
廣電事業之杯葛與差別待遇行為由通傳會依廣電
現維護廣電市場自由與公平競爭的共同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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ϦѳҬܰہᆶ୯ৎ೯ૻኞہϐڐፓ่ፕ!
219 ԃ 6 Д 38 ВϦܺӷಃ 2192371452 ဦڄϩՉ!

!
ǵġቶႝ࣬ᜢ٣่ӝҙൔਢҹ;!
)* ჹܭቶႝ࣬ᜢ٣ੋϷϦѳҬܰݤಃ 21 చೕۓϐ่ӝǴӵ಄ӝӕݤಃ
22 చೕۓǴᔈӃ٩ӕ࣬ݤᜢೕۓǴӛϦѳҬܰہȐΠᆀϦѳȑҙ
ൔ٣่ӝǹϦѳڙ၀ਢҹᔈӃቻ၌୯ৎ೯ૻኞہȐΠᆀ
೯ȑຑཀࡕـᒤǶ༓ࡕ၀่ӝҙൔ٣ӵќੋϷॄೢΓǵဠ٣ǵ
ᅱჸΓϷΓᡂ׳٣Ǵ҂ᄬԋϦѳҬܰݤಃ 21 చೕۓϐ่ӝǴ
җ೯٩ቶኞႝຎݤǵԖጕቶኞႝຎݤǵፁࢃቶኞႝຎځ܈ݤдೕ
ۓȐΠᆀቶႝӚ࣬ݤᜢೕۓȑᒤǶ!
)Β* ჹܭ҂಄ӝϦѳҬܰݤಃ 21 చ܌ᆀϐ٣่ӝǴ܈ᗨ಄ӝՠ҂ၲӕݤ
ಃ 22 చҙൔߐᘖϐਢҹǴځቶႝ٣ॄೢΓǵဠ٣ǵᅱჸΓϷΓ
ᡂ׳٣Ǵҗ೯٩ቶႝӚ࣬ݤᜢೕۓᒤǶ!
)Ο* ࣁዴߥϦѳᝡݾǴೀԖጕቶኞႝຎسᔼޣНѳ่ӝҙൔਢҹਔǴ
ঃߚ୷ܭӦୱୃᇻჴӢનǴϝᔈᏃёૈᆢӕᔼୱϣٿৎа
ޣᔼǴᗉխԋୱϣᐱৎᔼǶ!
ΒǵġᓎၰǵΠࢎݾਢҹǺ!
)* ԖጕቶኞႝຎسᔼޣᆶፁࢃᓎၰҞٮᔈ٣ǵნѦᔼፁࢃᓎၰ
Ҟٮᔈ٣ϐϩϦљ܈жϷдᜪᓎၰҞٮᔈ٣൩ᓎၰǵΠ
ࢎڐፓၸำύǴঃӢᓎၰҞሽځ܈дҬܰచҹ҂ૈၲԋӝཀ़
ғፁࢃቶኞႝຎҞǵΠࢎݾǴҗ೯٩Ᏽ೯ૻኞࡹϷԖጕ
ቶኞႝຎݤǵፁࢃቶኞႝຎ࣬ݤᜢೕۓᒤǶ!
)Β* ঃੋϷԖጕቶኞႝຎسᔼޣჹፁࢃᓎၰҞٮᔈ٣ǵдᜪᓎၰ
Ҟٮᔈ٣ǵნѦፁࢃቶኞႝຎ٣ǵคጕႝຎ٣Ǵ҂ुۓϦѳǵӝ
ϷคৡձࡑၶϐΠࢎೕകǴ܈҂٩೯ڮзঅ҅၀ೕകǴ٠٩၀
ೕകჴࡼǴҗ೯٩Ԗጕቶኞႝຎݤಃ 48 చಃ 2 ǵಃ 4 ࣬ᜢೕ
ۓᒤǶ!
)Ο* ঃੋϷޔኞፁࢃቶኞႝຎ୍ܺ٣ǵნѦᔼޔኞፁࢃቶኞႝຎ୍ܺ٣
ϐϩϦљჹܭፁࢃᓎၰҞٮᔈ٣ϷᔼፁࢃᓎၰҞٮᔈ٣
ϐნѦፁࢃᓎၰٮᔈ٣ϩϦљ܈жค҅җࣁৡձࡑၶՉ
ࣁǴҗ೯٩ፁࢃቶኞႝຎݤಃ 36 చಃ 2 ࣬ᜢೕۓᒤǶ!
)Ѥ* ঃੋϷፁࢃᓎၰҞٮᔈ٣ǵნѦᔼፁࢃᓎၰҞٮᔈ٣ϐϩϦ
љ܈жϷдᜪᓎၰҞٮᔈ٣ჹܭԖጕቶኞႝຎسᔼޣǵ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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ኞፁࢃቶኞႝຎ୍ܺ٣ځ܈дٮϦԏຎ᠋ϐኞଌѳᆵ٣ค҅
җࣁৡձࡑၶՉࣁǴҗ೯٩ፁࢃቶኞႝຎݤಃ 36 చಃ 3 ࣬ᜢ
ೕۓᒤǶ!
)ϖ* ঃੋϷسᔼځ֖)ޣᜢ߯Ҿǵޔځௗǵ໔ௗڋϐسᔼ*ޣа
ό҅Бߦݤ٬ፁࢃᓎၰҞٮᔈ٣ǵნѦፁࢃቶኞႝຎ٣ǵдᜪ
ᓎၰҞٮᔈ٣ǵคጕႝຎ٣ჹځдسᔼځ܈ޣдٮϦԏຎ
᠋ϐኞଌѳᆵ٣Ǵ๏ϒৡձࡑၶϐՉࣁǴҗ೯٩Ԗጕቶኞႝຎݤ
ಃ 48 చಃ 5 ࣬ᜢೕۓᒤǶ!
)Ϥ* ঃੋϷ೯Ьᆅݤೕ܌҂Ϸϐ݆လǵৡձࡑၶǵམ୧ǵᖄӝՉࣁ)ٯ
ӵᖼǵᖄ፤*ǵ่ӝǵځࣁ܈дၴϸϦѳҬܰݤ٣ǴҗϦѳ٩
ϦѳҬܰ࣬ݤᜢೕۓᒤǶ!
ΟǵġቶኞႝຎҞόჴቶਢҹǺ!
)* ԖᜢቶኞǵႝຎቶϣǺ!
2ǵ೯٩ᏵቶႝӚ࣬ݤᜢೕۓǴ൩ቶኞǵႝຎ٣ኞଌቶϐϣ
ՉೕጄǶ!
3ǵϦѳ٩ᏵϦѳҬܰݤೕۓǴჹߚܭឦдᐒᜢᙍඓЪคձݤೕጄϐ
ቶǴ൩ቶЬࢂցၴݤՉೀǶ!
)Β* Ϧѳёஒቶኞǵႝຎ൞ᡏтኞόჴቶϐೀϩਜǴୋޕ೯Ǵҗ೯
٩ݤᒤ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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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重罰5家銀行涉及操縱即期外匯市場之聯
合行為
歐盟執委會於2019年5月16日作出決定，針對英商巴克萊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花旗集團、美商
摩根大通銀行及日商三菱日聯銀行等5家銀行操縱即期外匯市場的聯合行為，裁處10.7億歐元罰鍰。

■撰文＝梁珮玟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助理員）

前言
歐盟執委會歷經2次和解決議，於今(2019)

外匯交易指外匯買賣成交後，交易雙方透過

年5月16日裁處英商巴克萊銀行(Barclays)、蘇

外匯交易員於當天以即期匯率進行交割。外匯交

格蘭皇家銀行(RBS)、花旗集團(Citigroup)、美

易員通常負責替客戶操作大筆的外匯交易，他們

商摩根大通銀行(JPMorgan)及日商三菱日聯銀

的客戶通常包含資產管理公司、退休基金、避險

行(MUFG)等5家銀行共計10.7億歐元的罰鍰，

基金及一些大型的公司或銀行，而外幣現貨市場

並稱前述5家銀行涉及參與2次即期外匯市場(the

上流通較廣的貨幣包含前述11種貨幣等，其中5

Spot Foreign Exchange market)的聯合行為，

種貨幣於歐盟地區使用。

交易標的包含歐元、英鎊、日圓、瑞士法郎、美
元、加拿大幣、紐西蘭幣、澳幣、丹麥克朗、瑞
典克朗及挪威克朗等11種貨幣。
第1次和解決議("Forex-Three Way Banana
Split" cartel)裁罰Barclays、RBS、Citigroup及
JPMorgan共計8億1,119萬7千歐元；第2次和解決
議("Forex-Essex Express" cartel)裁罰Barclays、
RBS及MUFG共計2億5,768萬2千歐元。
瑞士商瑞士銀行(UBS)於 2013年向歐盟執
委會提出申請適用寬恕政策後，歐盟執委會隨即
針對全案展開調查工作，UBS因為成了吹哨者
(whistleblower)且積極地配合歐盟調查，而免於
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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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背景

歐盟執委會調查發現，這些被調查銀行的外
匯交易員會在專業的聊天室內交換商業敏感的信
息及交易計畫，有時也會在交易策略上相互合
作。而所交換的商業機密包含:
a.尚未完成交易的客戶訂單(包含客戶想要兌換的
特定幣別、金額及涉及的客戶有哪些等)
b.適用於特定交易的買賣價差
c.未平倉的風險部位(尚須買賣哪些貨幣)
d.其他目前或計畫的交易活動
參與聯合行為的外匯交易員在聊天室內，以
暗示性的文字，交換客戶的機密信息，而聊天室

%ORRPEHUJ7HUPLQDO 䙫倱⤐⮋Ə丘ὦ⽣㭋Ḳ敺㘖⏳㥔䙫䫝䈔旃ᾩƏẽῸẴ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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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交易員會參考這些信息，以決定在投資組合

⹛
 㛯  㗌凚  ⹛  㛯  㗌敺Ə⎪凮执堳⋬㋓ 8%6˚%DUFOD\V˚5%6
及MUFG。彙總如下表:
 ⎱ 08)*˛⽀两⥩ᷲ塏

中買賣之幣別及交易的時間。有時彼此也會相互
合作，他們習慣稱之為"standing down"，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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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外匯交易員會故意地暫停交易，以避免干
擾聊天室內的其他外匯交易員的市場價格，而為
足以影響市場價格決定之行為。
聊天室內的外匯交易員大多是私下認識的，
如其中一個被調查的聊天室為" Essex Express
'n the Jimmy "，他們在通往倫敦的火車上相
識，但除了Jimmy外，其他外匯交易員都住在英
國的Essex。外匯交易員藉由一些交易活動、個
人情感因素等，開始設立聊天室並邀請更多同業
加入，彼此逐漸地建立信任感而成為一個封閉圈
子，外匯交易員通常整個工作日都在使用彭博終
端(Bloomberg Terminal)的聊天室，縱使彼此之
間是同業的競爭關係，他們仍會加入各種不同的
聊天室，談論各種主題如最近更新的交易活動

䴷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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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罰

2

歐盟執委會依據2006年之罰鍰指引(the
Commission's 2006 Guidelines on fines)設定
罰鍰金額，並考量聯合行為所導致特定產品在歐
洲經濟區(European Economic Area, EEA)所提
升之銷售額，及受其違法行為造成損害之地區範
圍、影響期間等加以判斷其罰鍰之程度。
另依據歐盟執委會2006年之寬恕政策(the
Commission's 2006 Leniency Notice):

等。
—UBS因揭露前述聯合行為，而獲完全之豁
經歐盟執委會調查後，發現涉有操作外匯之

免權，免於繳納2億8千5百萬歐元之罰鍰。

聯合行為的2個聊天室為:
—在"Three Way Banana Split"之案件中，所
—"Three Way Banana Split":連續在3個不

有的銀行皆因配合歐盟之調查而獲得減免罰鍰，

同的聊天室("Three Way Banana Split/Two and

而減免之程度受其配合調查之時點，及其所提供

a half men/Only Marge")中交換相關信息，涉

得以協助歐盟證明其聯合行為之證據而決定。

及聯合行為的期間自2007年12月18日至2013年
1月31日間，參與的銀行包含UBS、Barclays、
RBS、Citigroup及JPMorgan。

—而另一案件" Essex Express "，則除
MUFG不適用寬恕政策外，其餘銀行皆因配合調
查及提供相關證據而獲得減免。

—"Essex Express ":連續在2個不同的聊
天室內("Essex Express 'n the Jimmy"/ "Semi

除此之外，歐盟執委會亦根據2008年公告

Grumpy Old Men")交換商業敏感信息，涉及聯

之和解通知(the Commission's 2008 Settlement

合行為的期間自2009 年12月14日至2012年7月

Notice)，參與者坦承參與聯合行為及其參與之程

31日間，參與銀行包括UBS、Barclays、RBS

度得減少10%罰鍰。各銀行之裁罰明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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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3

出寬恕政策的適用，而於2013年9月開始進行調

歐盟運作條約(TFEU)第101條及EEA協議第

查，歐盟執委會未來將持續著手於調查其他相關

53條規定禁止聯合行為及其他限制之商業行為，

案件，並表示絕不寬貸金融市場任何領域之聯合

本件即期外匯市場的聯合行為因違反前述規定，

行為。

總計裁罰約10.7億歐元，歐盟執委會因UBS提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competition website(case number40135)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elojade/isef/index.cfm?fuseaction=dsp_result&policy_area_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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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Inc. v. Pepper案的法律與經濟分析
Apple Inc. v. Pepper案在2011年即展開訴訟，究竟是開發商或是消費者支付佣金給蘋果公司，以及
App Store是否具有市場力等問題，均受到法律界與經濟學家的關注。
■撰文＝陳韻珊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簡任視察）

程式時，蘋果公司會向iPhone用戶收費，允許他

前言
美國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大法官在
今(2019)年5月13日以5比4的投票結果，裁定
iPhone的用戶從蘋果公司(Apple Inc.)應用程式

們下載應用程式，並根據與應用程式開發人員的
協議，將70%的價格交給程式開發人員，另外的
30%則做為蘋果公司的佣金。

商店App Store購買應用程式軟體(application

2011年有4位iPhone用戶代表購買iPhone

software；簡稱apps)，是apps的直接購買者

應用程式的所有消費者，在加州北區地方法院

(direct purchasers)，因此可以針對蘋果公司在

對蘋果公司提起反壟斷集體訴訟。原告主張蘋

iPhone應用程式(iPhone apps)的售後市場(after

果公司在iPhone apps的售後市場具有壟斷力，

1

market)濫用獨占力的行為，提起反壟斷訴訟 。

藉由App Store是購買應用程式唯一的場所與收

雖然最高法院僅是對訴訟主體做出裁定，但本案

取30%佣金的方式，強迫iPhone用戶要支付高

在2011年即展開訴訟程序，上訴至最高法院更

於競爭價格才能購買應用程式。蘋果公司則引

動用9位大法官的表決權。另一方面，本案究竟

用Illinois Brick Co. v. Illinois (1977)案所主張：

是開發商或是消費者支付佣金給蘋果公司，以及

「只有被超收費用的直接購買者，而不是製造商

App Store是否具有市場力等問題，均受到法律

或經銷鏈中的其他人，才可以根據聯邦反壟斷法

界與經濟學家的關注。

提起超收費用訴訟」 2 ，辯稱原告在本案是「間
接購買者」(indirect purchasers)，所以沒有立

案例背景
由於蘋果公司的契約和技術的限制，每支
iPhone手機都與App Store連接， iPhone用戶
僅可從App Store購買應用程式。App Store提供
了超過200萬個由第三方開發的apps，雖然App
Store提供部分免費apps，但大部分的apps都要

場提起訴訟並要求法院駁回。蘋果公司同時也主
張即便是從iPhone用戶支付購買應用程式的費
用收取佣金，但實際上iPhone用戶是從程式開
發商購買apps，因為每一個開發商是自行在App
Store訂價，並決定是否同意將30%的佣金轉嫁
(pass on)付給蘋果公司。

付費購買，價格是由應用程式開發人員訂定。當

地方法院接受蘋果公司的主張，認定原告是

iPhone用戶從App Store購買第三方開發的應用

「間接購買者」，不能針對轉嫁費用所受損失

1 APPLE
2 U.S.

INC. v. PEPPER ET AL. CERTIORARI TO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NINTH CIRCUIT No. 17–204.

Supreme Court, Illinois Brick Co. v. Illinois, 431 U.S. 720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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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訴訟。但在第九巡迴法院審理時，法官認

訴訟的主張，與反托拉斯法在民事損害賠償

為蘋果公司是iPhone應用程式分銷商，透過App

和消費者保護的執法目標相矛盾。對消費者

Store直接向買家銷售apps，主張原告是「直接

而言，損害賠償的多寡雖然複雜不易計算，

購買者」，因此有立場就蘋果公司涉嫌壟斷並試

但不能被具有獨占力的零售商當成規避法

圖壟斷iPhone應用程式銷售提起訴訟，並判決發

律監督的藉口。更何況Illinois Brick Co. v.

回更審。蘋果公司不服巡迴法院判決，遂上訴至

Illinois (1977)案是多重經銷鏈，要由頂端

最高法院。

製造商階層開始計算超收費用，而本案允許
消費者提起訴訟，並不會對超收費用與求償

最高法院的裁定

金額如何認定造成衝突。

本案最高法院維持第九巡迴法院的判決，其
主要意見如下：
一、美國克萊頓法(Clayton Act)第4條規定：「任
何人因反托拉斯法所禁止之行為，致業務或
財產受有損害者，均可提起訴訟。」因此就
廣義而言，可以提起反托拉斯訴訟者，即涵
蓋以高於競爭價格購買商品或服務的消費
者。本案蘋果公司與iPhone用戶間並無中
介經銷商，消費者僅需一個步驟就可購買
apps，所以iPhone用戶是「直接購買者」。

儘管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言詞辯論時3，鉅細
靡遺地詢問由誰支付佣金，以釐清消費者是否為
「直接購買者」並已做出裁定，然而有部分經濟
學家從經濟學角度分析此問題。他們認為向開發
商收取的佣金是開發和行銷 apps的成本之一，
轉嫁給消費者的程度是由供給與需求的特性決
定。如果完全由一方支付佣金，唯一情況是供給
完全彈性(perfect elasticity)或是供給完全無彈性
(perfect inelasticity)。當供給是完全無彈性時，

二、蘋果公司主張無論賣方有無直接銷售給消費

代表供給量和均衡價格不會因佣金而變化，此時

者，消費者僅能起訴訂定零售價格的零售

開發商(供給者)就會支付全部佣金。當供給是完

商，不但無說服力且會面臨3個問題，一是

全彈性時，代表價格因為佣金而提高，全部佣金

與法律明文規定和先例相矛盾；其次，如果

由消費者支付。但在現實世界中，很少有商品是

只有零售商根據付給製造商的價格再加碼訂

完全彈性或完全無彈性，代表佣金是由程式開發

定零售價的行為才能被起訴，而製造商訂定

商和消費者分攤。此外，因為供給和需求的特性

零售價且從零售商獲取佣金的行為卻合法，

隨不同的apps而異，所以消費者和開發商支付的

顯然這是基於零售商與製造商的財務安排所

佣金比例，對於每個apps而言都不相同，每個

持之理由，而且是模糊無原則的界線。最後

apps的均衡價格和數量，都在App Store中反映

是蘋果公司的主張將為具獨占力的零售商提

它獨特的供需交互作用。

供與製造商交易的另類途徑，以規避反壟斷
訴訟並阻礙反壟斷法的有效執行。
三、蘋果公司提出只有上游apps開發商才可提起
3 Oral Arg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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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實務上的分析

至於本案相關市場範圍，經濟學家認為如果
apps本身就是一個市場，則較適當的市場範圍應
涵蓋可以獲取apps的平台(platform)，App Store

November 26, 2018,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ral_arguments/audio/2018/17-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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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的競爭越激烈，任何一方從中受到損害的可

者進入應用程式商店的頻率。

能性就越小。目前經銷apps最大的二個平台是蘋
果公司的App Store和Google的Play Store，這

結語

2個應用程式商店是否會彼此競爭，要考量一些

美國最高法院對本案作出裁定後，部分實務

實務因素，例如：消費者在選擇購買手機或其他

界人士認為蘋果公司未來會面臨大量民事損害賠

行動裝置時，可能考慮應用程式商店的產品和品

償的反托拉斯訴訟，甚至對線上交易平台業者與

質；iPhone用戶可能購買三星Galaxy手機或任

經銷商的交易模式造成衝擊，至於經濟學家的意

何其他搭載Android的手機，反之亦然；消費者

見，是否會影響後續案件的審理和判斷，也值得

從一個用戶切換到另一個用戶的頻率以及新消費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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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委員謝智源專訪
■撰文＝李月嬌
（公平會秘書室簡任視察）

民國108年2月1日新上任的公平會委員謝智
源博士是台灣土生土長、本土培育的專業人才，
他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及教學經驗，轉任政務官勇
於接受嶄新的生涯歷練。謝委員出生於台東縣卑
南鄉的一個小村莊裡，求學過程平順，小學到高
中均在台東就讀，高中畢業後考上逢甲大學，取
得合作經濟學系學士學位以及經濟學碩士學位，
之後到中正大學取得國際經濟學博士學位。取
得博士學位後先後任教於中國文化大學經濟系
及東吳大學經濟學系，並兼任東吳大學商學研
究中心主任。
謝委員的研究領域主要是總體經濟學、經濟
成長與總體產業分析。博士論文以內生成長模型
討論國防相關問題，相關的研究成果也受到國
際知名期刊的青睞，進而收錄。畢業後，除了擔
任教學工作之外，仍然堅持研究工作。除了繼續
國防相關議題的研究之外，也將觸角延伸到環境
經濟學與產業相關議題上，並獲得不錯的研究成
績。截至今年為止，一共發表了30篇學術論文，
其中19篇英文著作收錄在SSCI資料庫期刊中，
另外11篇中文著作則收錄在TSSCI資料庫期刊
中。同時也擔任國內外重要期刊的審查人、編輯
委員與主編的工作；教育部與各大學的新聘及升
等審查委員；科技部專題計畫審查人；台灣經濟
學會理事以及各項委員會委員。過去的努力讓他
7年就升等教授，今年更獲得東吳大學頒發的特
聘教授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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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委員在教學工作之餘，投注大量心力從事
相關研究，他自民國90年從事教職工作開始，
每年均獲得科技部（前身為國科會）補助專案研
究計畫。除了純學術研究之外，他也將所學貢獻
給國家社會，98年受公平會委託，評估公平交易
法對銀行業結合之影響。103年及106年分別協
助交通部運研所與民航局進行政策研究。此外，
也協助考選部、金融研訓院與學校的相關事務工
作，為國家社會挑選優秀的人才。105年起擔任
兆豐銀行官派董事，讓他對於金融實務有更深刻
的體會。這些經歷讓他獲益良多，除了可以發揮
專長，也為國家社會盡一份心力。
謝委員認為公平會已歷經27個年頭，經過無

TAIWAN FTC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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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次的政策辯論與修正，且累積大量的案例，已

合邏輯，「寫清楚」是他一直強調的，不論是

經是一個相當成熟的獨立監督機構。所以，公平

文字敘述、條列式或表格化，務求表達方式清楚

會除了繼續監督市場交易的常態性功能之外，同

且符合邏輯，讓看的人一目了然、立即可抓到重

時在既有的基礎上繼續完善相關的法規與施行辦

點。審議案件之處分書是要對外公開的，必須經

法。良好的市場交易秩序是確保經濟社會穩定運

得起考驗，讓外界信服。此外，因為公平交易法

作與保障社會福利的基礎。但公平與效率通常是

是經濟法，他認為公平會的處分案件應該要因為

兩難的問題，經濟社會很難存在完美解值，如何

經濟因素而被處罰，強調經濟層面之影響，而非

在目前經濟情勢下找出最佳的解決方法才是最符

因政治或其他因素而受罰。處分案件不應該只是

合國民福祉的方式。謝委員認為公平會應在相對

硬梆梆的扣合法律要件，而應加強經濟論述，案

完善法制基礎上，加強經濟層面的辦案工具及技

件若找不到直接證據，可以經濟方法及工具採合

巧。他希望能以其經濟學的訓練以及過去的研究

理推論及嚴謹論述的方法來證明其違法事實，務

經驗，發揮所長，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為健全

求勿枉勿縱，以維護市場之自由與公平競爭。

市場自由競爭與公平交易盡一份心力。

除了案件之 審 議 指 導 及 研 究 工 作 外 ， 謝 委

在負責指導辦理的案件方面，謝委員會多次

員有閒暇時會與三五好友騎著愛車來趟單車之

耐心與承辦單位同仁互動溝通討論，深入瞭解案

旅，東進武嶺、風中劍，冷水坑、風櫃嘴、巴

件相關議題、產業資料、市場狀況、案件訴求及

拉卡公路、五指山……等自行車經典且具挑戰

調查方向等，俾進行完整周全的全方位調查。他

性的路線都留下其蹤跡，享受御風而行的暢快

認為審議案件時要看行為、動機及危害程度，無

及飆汗的快感，也鍛鍊了強健體魄，成為努力

絕對的對錯，不只要看個別產業，更要著重對整

工作的最佳本錢。

個經濟體系的影響。公平會有7位具法律及經濟
各項專長委員，謝委員認為案件提委員會議討論
時即是在經由委員廣泛、理性及深入的討論，釐
清各項爭點、找到共識，能使議案更臻完善。
對於擔任公平會委員工作，謝委員有其堅持
與要求，他很重視審議案件的結構完整清楚及符

一路走來，謝委員受到很多師長與朋友的提
攜與幫忙，讓他獲益良多；尤其任教於淡江大學
經濟系的陳智華教授，除了是最親密的人生伴侶
之外，也是研究工作的最佳拍檔，夫唱婦隨、攜
手共進，羨煞旁人。有家人、師長、朋友的陪伴
與支持，讓他的人生道路充滿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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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聯合行為處分案件統計
忽㱽倗⎰埴䁢嗽↮㟰ẞ䴙妰ġ
倗⎰埴䁢㊯℟䪞䇕斄Ὢᷳ⎴ᶨ䓊扟昶㭝ḳ㤕炻ẍ⣹䲬ˣ⋼嬘ㆾ℞Ṿ㕡⺷ᷳ⎰シ炻ℙ
⎴㰢⭂⓮⑩ㆾ㚵⊁ᷳ₡㟤ˣ㔠慷ˣ㈨埻ˣ䓊⑩ˣ姕⁁ˣṌ㖻⮵尉ˣṌ㖻⛘⋨ㆾ℞Ṿ䚠Ḻ
䲬㜇ḳ㤕㳣≽ᷳ埴䁢炻侴嵛ẍ⼙枧䓇䓊ˣ⓮⑩Ṍ㖻ㆾ㚵⊁ὃ暨ᷳⶪ⟜≇傥侭ˤ℔⸛㚫⮵
聯合行為指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
㕤㴱⍲倗⎰埴䁢ᷳ㟰ẞ䚠䔞慵夾炻㕤㮹⚳
Ĳıı ⸜ ĲĲ 㚰憅⮵䌐⌈ˣ倗⎰䫱⢇㕟埴䁢䞼妪
服務之價格、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足

⮔㡅㫦炷℔⸛Ṍ㖻㱽䫔 ĴĶ 㡅炸⍲㍸檀优挘ᶲ旸炷℔⸛Ṍ㖻㱽䫔 ĵı 㡅䫔 ĳ 枭炸䫱㓧䫾炻
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公平會對於涉及聯合行為之案件相當重視，於民國

ẍ忷㬊⼙枧ⶪ⟜䪞䇕䦑⸷⍲⥐䣁㔜橼䴻㾇冯℔ℙ⇑䙲ᷳ倗⎰埴䁢ˤġ

100年11月針對獨占、聯合等壟斷行為研訂寬恕條款（公平交易法第35條）及提高罰鍰上限（公平交
易法第40條第2項）等政策，以遏止影響市場競爭秩序及妨礙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之聯合行為。
ὅ㒂℔⸛㚫䴙妰炻冒㮹⚳ ĹĲ ⸜崟㇒军㛔炷ĲıĹ炸⸜ ķ 㚰⸽妰䘤↢嗽↮㚠᷎䵕㊩嗽↮

依據公平會統計，自民國81年起截至本（108）年6月底計發出處分書並維持處分4,578件，罰鍰
ĵĭĶĸĹ ẞ炻优挘慹柵
Ĳĸĺ € ĹĭĹĲĸ 叔⃫炻℞ᷕ忽㱽倗⎰埴䁢 ĲĹķ ẞ炷⌈ ĵįıķĦ炸
炻嗽↮ḳ㤕
金額179億8,817萬元，其中違法聯合行為186件（占4.06%），處分事業1,230家，罰鍰金額131億
ĲĭĳĴı
⭞炻优挘慹柵 ĲĴĲ € ĵĭĳĳĲ 叔⃫炷⌈䷥优挘慹柵 ĸĴįıķĦ炸
炻⌛㭷ẞ嗽↮㚠⸛⛯⭞㔠
4,221萬元（占總罰鍰金額73.06%），即每件處分書平均家數6.61家，平均每家罰鍰金額1,068萬元。

ķįķĲ ⭞炻⸛⛯㭷⭞优挘慹柵 ĲĭıķĹ 叔⃫ˤ
炷⚾ Ĳˣ堐 Ĳ炸ġ
ġ

（圖1、表1）

若按罰鍰金額分布觀之，截至本年6月底，處分件數以未及1百萬元之處分罰鍰為最多，計108件

ġ （占58.06%）， 1百萬至未及1千萬元45件（占24.19%）次之，二者合計占全部件數達八成二。另罰
鍰金額1億元以上僅8件，金額合計122億2,525萬元，占93.02%。（表1）

劍㊱优挘慹柵↮ⶫ奨ᷳ炻㇒军㛔⸜ ķ 㚰⸽炻嗽↮ẞ㔠ẍ㛒⍲ Ĳ 䘦叔⃫ᷳ嗽↮优挘䁢

㚨⣂炻妰 ĲıĹ ẞ炷⌈ ĶĹįıķĦ炸
炻ġ Ĳ 䘦叔军㛒⍲ Ĳ ⋫叔⃫ ĵĶ ẞ炷⌈ ĳĵįĲĺĦ炸㫉ᷳ炻Ḵ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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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ĺĴįıĳĦˤ炷堐 Ĳ炸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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ıįĲĵġ
ĵįķıġ
ĴįĶķġ
ẞ㔠ġ

优挘慹柵ġ

1 ⋫叔⃫军㛒⍲ 1 €⃫
1 䘦叔⃫军㛒⍲ 1 ⋫叔⃫

ĸĸĭĳĸķġ
ĲĳĭķĶıġ

ĶįĹĹġ
ıįĺķġ

ĲĲįĳıġ ġ ġ ĳĸĶįĺĺġ
ĹįĶĹġ
Ĵĳįĸĸġ

Ĳ €⃫ẍᶲġ
Ĺġ
ĵįĴıġ
ķĸġ
ĶįĵĶġ ĲĭĳĳĳĭĶĳĶġ
1 ⋫叔⃫军㛒⍲ 1 €⃫
ĳĶġ
ĲĴįĵĶġ
ĳĹıġ
ĳĳįĸķġ
ĸĸĭĳĸķġ
婒㖶烉Ĳį䵕㊩嗽↮㟰⊭⏓ṵ㕤埴㓧㓹㾇昶㭝⯂㛒䡢⭂ᷳ㟰ẞˤġ
ĳį㛔堐⏓嗽↮优挘慹柵䁢暞ᷳ㟰ẞˤġ
Ĳ €⃫ẍᶲġ
Ĺġ
ĵįĴıġ
ķĸġ
ĶįĵĶġ ĲĭĳĳĳĭĶĳĶġ

ĺĴįıĳġ
ĶįĹĹġ

ĹįĴĹġ ĲĹĭĳĵķįķĵġ
ĲĲįĳıġ ġ ġ ĳĸĶįĺĺġ

ĺĴįıĳġ

ĹįĴĹġ ĲĹĭĳĵķįķĵġ

ġ

ĳĶġ
ĵĶġ

ĲĴįĵĶġ
ĳĵįĲĺġ

ĳĹıġ
ĴĹķġ

ĳĳįĸķġ
ĴĲįĴĹġ

婒㖶烉Ĳį䵕㊩嗽↮㟰⊭⏓ṵ㕤埴㓧㓹㾇昶㭝⯂㛒䡢⭂ᷳ㟰ẞˤġ
ĳį㛔堐⏓嗽↮优挘慹柵䁢暞ᷳ㟰ẞˤġ
奨⮇忽㱽倗⎰埴䁢䵕㊩嗽↮㟰ẞ埴㤕⇍炻ẍ℞Ṿ㚵⊁㤕

ĵĺ ẞ炻⌈ ĳķįĴĵ炴㚨⣂炻℞
ġ
㫉䁢墥忈㤕 ĵĲ ẞ炷⌈ ĳĳįıĵ炴炸烊优挘慹柵⇯ẍ暣≃⍲䅫㯋ὃㅱ㤕 ķĵ € ĺĭķıĵ 叔⃫炷⌈
觀察違法聯合行為維持處分案件行業別，以其他服務業49件，占26.34％最多，其次為製造業41
奨⮇忽㱽倗⎰埴䁢䵕㊩嗽↮㟰ẞ埴㤕⇍炻ẍ℞Ṿ㚵⊁㤕 ĵĺ ẞ炻⌈ ĳķįĴĵ炴㚨⣂炻℞
ĵĺįĵĴ炴炸㚨⣂炻℞㫉䁢墥忈㤕 ķĳ € ķĭķıķ 叔⃫炻⌈ ĵĸįķĹ炴ˤ
炷堐 ĳ炸ġ
件（占22.04％）；罰鍰金額則以電力及燃氣供應業64億9,604萬元（占49.43％）最多，其次為製造
㫉䁢墥忈㤕 ĵĲ ẞ炷⌈ ĳĳįıĵ炴炸烊优挘慹柵⇯ẍ暣≃⍲䅫㯋ὃㅱ㤕 ķĵ € ĺĭķıĵ 叔⃫炷⌈
業62億6,606萬元，占47.68％。（表2）

ġ ĵĺįĵĴ炴炸㚨⣂炻℞㫉䁢墥忈㤕 ķĳ € ķĭķıķ 叔⃫炻⌈ ĵĸįķĹ炴ˤ炷堐 ĳ炸ġ
堐 ĳ 忽㱽倗⎰埴䁢䵕㊩嗽↮㟰ẞ炼㊱埴㤕⇍↮ġ
ġ

㇒军 ĲıĹ ⸜ ķ 㚰⸽ġ

堐 ĳ 忽㱽倗⎰埴䁢䵕㊩嗽↮㟰ẞ炼㊱埴㤕⇍↮ġ
嗽↮㚠ġ
嗽↮㚠ġ
ẞ㔠ġ

⭞㔠ġ

彚㜿㺩䈏
㇒军 ĲıĹ
⸜ ķ 㚰⸽ġ
暣≃ġ
䓐㯜ὃㅱ
㤕ˣ䣎㤕ġ
䆇⺢ġ
䷥妰ġ
墥忈㤕ġ
⍲䅫㯋ġ
⍲㰉㝻ġ
⍲⛇䞛ġ
ⶍ䦳㤕ġ
彚㜿㺩䈏
ὃㅱ㤕ġ
㔜㱣㤕ġ
暣≃ġ
䓐㯜ὃㅱ
㍉⍾㤕ġ
㤕ˣ䣎㤕ġ
䆇⺢ġ
ġ ġ ䷥妰ġ
ġ ġ ġ ĲĹķġ ⍲⛇䞛ġĶġ 墥忈㤕ġĵĲġ ⍲䅫㯋ġĲĴġ ⍲㰉㝻ġ Ĵġ ⶍ䦳㤕ġĲĲġ
ὃㅱ㤕ġ
㔜㱣㤕ġ
ĲĭĳĴıġ ㍉⍾㤕ġ
ķĵġ
Ĵĸıġ
Ĳķĺġ
ĳĵġ
ĲĲĺġ

ẞ㔠ġ
ġ ġ ġ ġ ġ ĲĹķġ
优挘慹柵ġ
ĲĭĴĲĵĭĳĳĲġ
⭞㔠ġ ↢䇰ˣ⼙枛
ĲĭĳĴıġ
优挘慹柵ġ 墥ἄˣ⁛㑕
ĲĭĴĲĵĭĳĳĲġ
嗽↮㚠ġ
⍲屯忂妲
↢䇰ˣ⼙枛
㚵⊁㤕ġ
墥ἄˣ⁛㑕
嗽↮㚠ġ
ẞ㔠ġ
Ĳıġ
⍲屯忂妲
㚵⊁㤕ġ
⭞㔠ġ
ĳĺġ

╖ỵ烉ẞ烊⭞烊叔⃫ġ

㈡䘤⍲ġ
忳廠⍲ġ
╖ỵ烉ẞ烊⭞烊叔⃫ġ
暞ⓖ㤕ġ
ᾱ⃚㤕ġ
㈡䘤⍲ġ
忳廠⍲ġ
暞ⓖ㤕ġĲĺġ ᾱ⃚㤕ġ Ĳĵġ

ĳĲĴġ

ĸĵġ

Ķġ
ĵĲġ
ĲĴġ
Ĵġ
ĲĲġ
Ĳĺġ
Ĳĵġ
ķĭĹĳĶġ
ķĳķĭķıķġ
ķĵĺĭķıĵġ
Ĳĭĺĵıġ
Ĺĺıġ
ĶĭĹĹĴġ
ĺĭĲĳĺġ
ķĵġ
Ĵĸıġ
Ĳķĺġ
ĲĲĺġ
ĳĲĴġ
ĸĵġ
喅埻ˣġ
℔ℙ埴㓧 ĳĵġ
慓䗪ᾅ
⮰㤕ˣ䥹
ķĭĹĳĶġ
ķĳķĭķıķġ 㓗㎜ġ
ķĵĺĭķıĵġ
Ĺĺıġ
ĶĭĹĹĴġ
ĺĭĲĳĺġ
⧃㦪⍲
慹圵⍲ġ
⍲⚳旚烊Ĳĭĺĵıġ
℞Ṿġ
㔁做㤕ġ ⍲䣦㚫ⶍ
⬠⍲㈨埻
ẹ攺ġ 㚵⊁㤕ġ
ᾅ晒㤕ġ
㚵⊁㤕ġ ℔ℙ埴㓧
⻟⇞⿏ġ
ἄ㚵⊁㤕ġ 喅埻ˣġ
㚵⊁㤕ġ
⮰㤕ˣ䥹
慓䗪ᾅ
䣦㚫⬱ℐġ
㚵⊁㤕ġ
慹圵⍲ġ
㓗㎜ġ ⍲⚳旚烊
⧃㦪⍲
℞Ṿġ
㔁做㤕ġ ⍲䣦㚫ⶍ
⬠⍲㈨埻
ĵġ
Ķġ
ĳġ
Ĳġ
ĵġ
Ĳġ
ĵġ
ᾅ晒㤕ġ
㚵⊁㤕ġ ⻟⇞⿏ġ
ẹ攺ġ 㚵⊁㤕ġĵĺġ
㚵⊁㤕ġ
ἄ㚵⊁㤕ġ
Ĳıġ
Ķġ
Ĳĸġ 䣦㚫⬱ℐġ
Ĵġ
Ĵĺġ
ĵġ 㚵⊁㤕ġĲĹġ
ĸĳġ

ẞ㔠ġ
Ĳıġ
ĵġ
Ķġ
ĳġ
Ĳġ
ĵġ
Ĳġ
ĵġ
ĵĺġ
优挘慹柵ġ
ĹĭĹĺķġ
ĳııġ
ĺıġ
ĳĲĵġ
Įġ
ĳĸĵġ
ĳıġ
Ķııġ
ĴĭĲĶıġ
⭞㔠ġ
ĳĺġ
Ĳıġ
Ķġ
Ĳĸġ
Ĵġ
Ĵĺġ
ĵġ
ĲĹġ
ĸĳġ
婒㖶烉Ĳį䵕㊩嗽↮㟰⊭⏓ṵ㕤埴㓧㓹㾇昶㭝⯂㛒䡢⭂ᷳ㟰ẞˤġ
优挘慹柵ġ
ĹĭĹĺķġ
ĳııġ
ĺıġ
ĳĲĵġ
Įġ
ĳĸĵġ
ĳıġ
Ķııġ
ĴĭĲĶıġ
ĳį㛔堐⏓嗽↮优挘慹柵䁢暞ᷳ㟰ẞˤġ
Ĵį℞Ṿ㚵⊁㤕⤪借㤕⍲栆Ụ䳬䷼ˣᾳṢ⍲⭞⹕䓐⑩䵕ᾖˣ㲿堋ˣ伶檖⍲伶⭡伶橼ˣ⭞ḳ㚵⊁䫱ˤ
ġ
婒㖶烉Ĳį䵕㊩嗽↮㟰⊭⏓ṵ㕤埴㓧㓹㾇昶㭝⯂㛒䡢⭂ᷳ㟰ẞˤġ
ĳį㛔堐⏓嗽↮优挘慹柵䁢暞ᷳ㟰ẞˤġ
Ĵį℞Ṿ㚵⊁㤕⤪借㤕⍲栆Ụ䳬䷼ˣᾳṢ⍲⭞⹕䓐⑩䵕ᾖˣ㲿堋ˣ伶檖⍲伶⭡伶橼ˣ⭞ḳ㚵⊁䫱ˤ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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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8年5、6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

5月2日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師生參與「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5月4日於花蓮縣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實廣告及多層次傳銷規範說明會」。

■

5月7日赴嘉義縣中埔鄉老人會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

5月9日、13日、15日及22日分別赴高雄大學財經法律系、屏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系、屏東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及高雄科技大學財金學院外語學程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
營」活動。

■

5月23日邀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李素華副教授專題演講「行使智慧財產權行為與競爭法規範:以專利
權行使為中心」。

■

5月24日於臺北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家電廣告行為規範說明會」。

■

5月27日於臺北市舉辦「加油站市場競爭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座談會。

■

6月5日於臺南市直轄市商業會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6月12日於屏東縣九如鄉東寧社區發展協會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及屏東大學會計系辦理「公平
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6月21日於公平會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多層次傳銷管理系統線上操作及其應注意事項說明會」。

■

6月28日於高雄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廣告規範說明會」。

■

6月18日及19日舉辦「2019臺灣競爭政策及競爭法國際研討會」。

1

2

1.公平會於花蓮縣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實廣告及多層次傳銷規範說明會」。
2.公平會於嘉義縣中埔鄉老人會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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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3.公平會於高雄科技大學財金學院外語學程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4.公平會邀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李素華副教授專題演講「行使智慧財產權行為與競爭法規範:以專利權行使為中心」。
5.公平會於臺北市辦理「加油站市場競爭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座談會。
6.公平會舉辦「2019臺灣競爭政策及競爭法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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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8年5、6月份國際交流活動一覽
■

5月7日至9日出席於墨西哥墨西哥市舉行之「APEC區域內管制線上平臺之競爭政策研討會」。

■

5月14日至17日黃主任委員美瑛率團赴哥倫比亞迦太基娜出席ICN年會及相關會議。

■

6月3日至7日出席OECD「競爭委員會」例會及相關會議。

■

6月4日至5日派員參加於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辦之「第1屆臺歐盟數位經濟對話」。

■

6月20日與加拿大競爭局舉行「臺加競爭法雙邊會議」。

■

6月23日至28日派員參加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法學院下屬「全球反托拉斯學院」於美國加州舉辦之
「競爭法執法官員經濟學研習課程」。

1

2

3

4

1.黃主任委員美瑛(右3)於ICN 年會期間與ICN執委會主席德國聯邦卡特爾署署長Andreas Mundt先生(左3)進行會談。
2.黃主任委員美瑛(右)於ICN 年會期間與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USDOJ)署長Makan Delrahim先生(左)進行會談。
3.公平會與加拿大競爭局舉行「臺加競爭法雙邊會議」。
4.公平會參加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法學院下屬「全球反托拉斯學院」於美國加州舉辦之「競爭法執法官員經濟學研習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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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 APP」之 QRcode 如下，歡迎下載：
公平會新建置「公平交易 APP」
，於 106 年 12 月 27 日上架於 ios「App store」
Android
及 Android「Google Play」。「公平交易 APP」設有「檢舉信箱」、「法規
專區」、「宣導專區」及「最新消息」等專區，俾供民眾能不受時、地及設備等

█

公平會新建置「公平交易APP」，於民國106年12月27日上架於iOS「App
store」及
限制向公平會提出檢舉，亦可隨時查閱公平會主管法規，即時獲悉公平會針對重
Android「Google
Play」。「公平交易APP」設有「檢舉信箱」、「法規專區」、「宣導
大案件之說明、多層次傳銷之警訊、法令修正、講座等訊息，歡迎民眾踴躍下載。
專區」及「最新消息」等專區，俾供民眾能不受時、地及設備等限制向公平會提出檢舉，
亦可隨時查閱公平會主管法規，即時獲悉公平會針對重大案件之說明、多層次傳銷之警
訊、法令修正、講座等訊息，歡迎民眾踴躍下載。

※「公平交易 APP」之 QRcode 如下，歡迎下載：

※「公平交易APP」之QRcode如下，歡迎下載：
Android

Android

█

Ios

iOS

公平會競爭政策資料及研究中心位於公平會12樓，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
Ios
下午5時；服務項目包括開放閱覽、圖書借閱及網路查詢等，歡迎參觀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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