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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獨占事業非當然受競爭法之非難，於獨占事業濫用其市場地位時，法律始有加

以規範之必要。唯如何認定係屬不法之濫用行為？傳統標準多仰賴不確定法律概

念，例如「無正當理由」此類抽象主觀之標準，操作上極易引發爭議，亦未必能充

分考量廠商行為對經濟層面之影響。 

為避免依循標準之不明確與不一致，阻滯市場上其他競爭行為，本文試圖將經

濟面觀點與法律所重視的公平正義相平衡，使競爭政策的解釋更為客觀與精確，異

於傳統法釋義學的觀點，尚透過經濟分析面向探討獨占行為之規範方式。 

於此，本文提出各種基於經濟觀點出發之濫用獨占地位判斷標準，說明該等標

準之定義與適用上之優劣得失；再藉由歐美判決之比較，觀察外國法院如何於具體

個案中判斷事業是否濫用獨占地位；最後就我國案例，以文中提及之各種判斷標準

為簡要分析，展現不同經濟觀點下之各類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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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法律概念與經濟觀點之歧異 

有關獨占廠商濫用市場地位之不當行為，各國皆有立法訂定法律條文加以規

範，如美國的休曼法案（Sherman Act）1、歐洲的歐盟條約（EC Treaty）2 以及我國

的公平交易法 3。依一般法律操作程序，多先考量事業之特定市場、市場占有率、

排除競爭之能力等因素，以認定獨占事業之存在。只有在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

破壞競爭秩序，法律才加以規範。惟獨占事業之行為究竟在何種情況下，方得認定

係屬不法之濫用行為？傳統標準多仰賴不確定法律概念，如「不公平之方法」、

「不當之決定」、「無正當理由」4 等，然而此種標準不但抽象主觀，而且未能考量

廠商行為對經濟層面之影響，因此操作時極易引發爭議。 

舉例言之，從美國的觀點來看，若獨占廠商從事正當競爭的行為，則可視為合

法；若廠商面臨對手或潛在進入者的競爭威脅，則不被允許使用非正當競爭的手段

來維持自己的獨占地位。但是在使用正當競爭分析獨占廠商的行為時，美國學者也

認為必須特別注意對正當競爭的詳細解釋，惟決定何種行為屬於正當競爭卻又引起

不少的爭議。 

其次是歐洲的觀點，正當競爭對濫用獨占地位的解釋在歐洲的法律體系中扮演

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這點可以從 Hoffmann-La Roche 5 的案例對濫用行為的定義中看

出：「假若獨占廠商的作為不歸屬於正當競爭，以致阻礙市場自由競爭的發展，即

構成濫用之情事。」由此可知歐洲學者認為構成濫用的行為必須符合以下兩項條

件： 

(一) 獨占廠商的行為是否歸屬於正當競爭？ 

(二) 該行為有無阻礙市場自由競爭的發展？ 

最後則是我國對濫用獨占行為 6 的看法，若獨占廠商以不公平之方法或是欠缺

                                                      
1 美國休曼法第 2 條參照。 
2 歐體競爭法第 82 條參照。 
3 公平交易法第 5 條、第 5 條之 1 及第 10 條參照。 
4 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及第 3 款。 
5 Case 85/76, Hoffmann-La Roche v. Commission, [1979] ECR 461. 
6 公平交易法第 2 章第 10 條：獨占之事業，不得有下列之行為： 
 (a) 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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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理由，從事阻礙其他廠商參與競爭的行為，即造成對市場地位的濫用。以下則

列舉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有關於獨占事業禁止行為的處分案例： 

1. 中國石油公司因為以不公平方法阻礙他事業（文久公司）參與競爭 7，又無法提

供正當理由，乃構成濫用市場獨占地位，而違反公平交易法。 

2. 大台北區瓦斯公司在未告知用戶下，逕自為用戶裝置較大流量之瓦斯計量表，提

高基本度數，以獲取較高利益之行為，已經濫用獨占事業的市場地位，造成對商

品價格的不當決定 8，而有違公平交易法。 

3. 中國石油公司濫用液化石油氣供應市場之獨占地位，無正當理由對其南部經銷商

採行不當差別取價行為，且於與經銷商契約期滿後，無正當理由拒絕其經銷商續

約要求之行為 9，顯已違反公平交易法。 

4. 荷蘭商皇家飛利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日本新力股份有限公司及日本太陽誘電股

份有限公司憑藉其在 CD-R 可錄式光碟片技術市場之優勢地位，不當維持權利金

價格，並且有意隱匿有關專利技術授權的重要資訊 10，已構成濫用獨占地位之行

為，而違反公平交易法。 

傳統法律追求的是公平與正義，同時確保法律內涵與適用之可預測性與可確定

性，因此多仰賴法律構成要件之規範；然而法院在判斷具體案件時，往往會因為法

律概念之空泛而出現各說各話的現象。有鑑於此，歐美近年來在解釋獨占廠商的行

為是否違反公平競爭時，執法者經常利用「正當競爭」（competition on the merits）

一詞作為廠商有無濫用獨占地位的判斷依據。「正當競爭」，可簡單定義為廠商憑

藉自身如經營效率、產品品質、服務態度等正當優勢從事與其他廠商競爭的行為。

若廠商間的競爭建立在此正當範圍之內，則生產效率與消費者福利將因此良性競爭

而不斷提升，最終達到市場機制充分發揮與促進整體經濟發展的目的；然若廠商的

競爭行為非藉由自身優勢而是濫用其市場地位，排擠競爭對手或對潛在進入廠商設

置競爭障礙，則已逾越正當競爭的範圍，也就違反了競爭政策。 

                                                 
 (b) 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 
 (c) 無正當理由，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 
 (d) 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7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39-43，2004。 
8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43-48，2004。 
9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48-56，2004。 
10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56-67，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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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美國、歐洲與我國對濫用獨占地位的定義大致相似，屬於傳統上講

究公平正義的法律觀點。但是對於何謂正當競爭，何謂不公平之方法等定義卻未進

一步明確解釋，反而可能造成這些定義應用於個別案例時有不同的詮釋，以致難以

判斷廠商是否以正當競爭或公平之方法來從事競爭行為；也因為這樣，執法者往往

在假定正當競爭等定義已被普遍了解之下做出自行認可的判決，而忽略其定義仍然

模糊不清的事實，反而造成執法者與當事人缺乏一套明確且一致的依循標準，從而

可能阻滯市場上其他的競爭行為。因此近來已有許多學者及執法單位開始重新檢視

與澄清正當競爭的定義，並且試圖加入經濟面強調理性與效率的涵義。所謂理性，

是指廠商的行為必須有理可循，可以預測；效率則是指將社會整體的福利最大化。

藉由經濟面的觀點與過去法律所重視的公平與正義相平衡，務使競爭政策的解釋更

為客觀與精確，涵蓋的範圍也較廣泛，避免過去只參照個別案例作為判決依據所造

成的狹隘與爭議。 

雖然長久以來，各國學者對於違法濫用行為之構成要件，研究甚多，即使在歐

美國家以外之日本 11─甚至中國大陸 12，相關研究亦不在少數。然而此等文獻之研

究方法多以傳統法釋義學為主，而忽略獨占行為之經濟面向；有鑑於此，本文乃另

闢蹊徑，從經濟觀點探討獨占行為之規範方式，期望供立法與政策之參考。 

二、競爭政策之目標 

在討論如何判定競爭行為是否違法之前，必須先了解或釐清競爭政策的真正目

標。一般咸認，競爭政策的目標為保護競爭而非保護競爭者  13，但是何謂保護競

爭？保護競爭的目的又為何？簡而言之，大致可分為下列五點： 

(一) 阻止會減少消費者福利的競爭行為。 

(二) 阻止會減少生產效率的競爭行為。 

(三) 在將可能減少（或增加）的消費者福利與可能增加（或減少）的生產效率二因

                                                      
11 有關日本法制之研究，請參考顏廷棟，市場支配力之濫用規則，東北大學法學研究科博士論

文，2005。 
12 有關中國大陸學者對此議題之研究，請參考王曉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問題研究」，月旦

財經法雜誌，第 1 期，57-77，2005。 
13 OECD, Predatory Foreclosure, DAF/COMP14, Executive Summary at 7(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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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都考慮過後，阻止仍會對整體社會福利造成淨損失的競爭行為。 

(四) 阻止對市場開放性的妨礙，或是扭曲競爭過程的行為。 

(五) 阻止會排除弱小廠商的競爭行為。 

上述關於保護競爭的目的卻也引起不少爭論 14，許多學者紛紛提出各自的論點

與看法。Fox 主張保護競爭除了考慮最終的福利效果之外，也應將其範圍延伸至對

競爭過程的保護 15。據其所言，若某獨占廠商的行為並未損及消費者福利卻排擠到

競爭對手，則此行為應屬違法。然而 John Vicker 認為競爭的目的在促進社會福利的

提升，保護競爭過程只是為了達到此一最終目標的工具，若是違反此一原則，保護

競爭將失去其意義 16。同 Fox 一樣，Gavil 也主張競爭過程應該受到保護，若是過

度允許獨占廠商的競爭行為，將導致其他廠商任意被排除在市場之外 17。 

接續 Fox 保護競爭過程的主張，她也提出自由貿易較能為社會大眾帶來經濟上

的利益，因此獨占廠商排擠競爭對手的行為若無法提出正當理由，將因阻礙市場自

由運作而違法 18。但是 Hawk 則批評 Fox 的主張在理論上可能會將效率不彰的廠商

也納入保護範圍，而有忽略市場效率之虞；在執行上則因其對競爭政策的解釋闡明

不清，易使執法者與廠商皆難以判定此競爭行為有無違法之嫌 19。 

法律向來講求公正及重視行為的意圖性；相對地，經濟則是強調效率與注重行

為所引致的結果。過去歐美的競爭政策皆致力於維護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廠商

透過自由競爭的過程促進整體社會福利的提升，然而過度強調保護競爭過程，反而

背離了競爭政策的最終目的－提升社會福利。是故，今日競爭政策的趨勢乃逐漸加

入經濟面的觀點，轉而重視生產效率與消費者福利 20。 

                                                      
14Eleanor Fox, “We Protect Competition, You Protect Competitors,” 26 World Competition 149 (2003); 

Andrew Gavil, “Exclusionary Distribution Strategies by Dominant Firms: Striking a Better Balance,” 72 
Antitrust Law Journal 3 (2004). 

15 Fox, supra n.2 at 150. 
16 John Vickers, “Abuse of Market Power,” Speech to the 31st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Industrial Economics, Berlin (3 September 2004), available at www.oft.gov.uk/NR/ 
rdonlyres/948B9FAF-B83C-49F5-B0FA-B25214DE6199/0/spe0304.pdf. 

17 Gavil, supra n.2 at 17. 
18 Eleanor Fox, “What Is Harm to Competition? Exclusionary Practices and Anticompetitive Effect,” 

70 Antitrust Law Journal 371, 372 (2002). 
19 Barry Hawk, Speech to La Cour de Cassation, Paris, at 9, on file with the Competition Division 

(2005). 
20 Fox, supra n.2 at 151-155; Fox, supra n.6 at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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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五項競爭政策的目標，前三者關注生產效率與消費者福利，後二者雖然分

別以競爭過程與競爭者為主，但其實只是促進市場機能，提高整體福利的一種工

具，否則若只保護競爭過程或是競爭者，而無視生產效率與消費者福利的損及與

否，那麼保護競爭過程或是競爭者的行為將無任何意義可言。本文接下來的內容也

將著重以生產效率與消費者福利為主繼續討論。 

三、濫用獨占地位之判斷標準 

競爭政策的目標既然是增進生產效率與消費者福利，接著要探討的問題即是如

何正確地辨別廠商行為是否違法，亦即違反正當競爭，因此需要對違法行為或是正

當競爭做出明確的定義。然而以往的競爭政策對廠商行為做出的判決字句卻存在許

多含糊不清的解釋，於是會發生相同案例因執法者詮釋不一致造成判決結果分歧的

現象。另一方面，廠商由於面臨法令的不明確而必須背負潛在的經營風險，導致其

競爭行為過度謹慎，進而減少促進生產效率與消費者福利的可能性 21。儘管如此，

近來已有許多學者再次回頭審視這些爭議字句的定義解釋，並且藉由提出各項判斷

標準方式，對廠商行為是否違法的決定提供更為精確的標準。 

一個理想的判斷標準，必須具備正確辨別合法與違法行為的能力，應用方式簡

單，適用範圍廣，可預測性佳，標準客觀公正及能夠容易理解 6 項特性。下面將要

介紹的 5 種判斷標準方式各有其優缺點，雖然並非有任一判斷標準完全符合上述條

件，我們仍能從相對的優劣之分中做出比較。 

(一) 利益犧牲判斷標準 

利益犧牲判斷標準（The Profit Sacrifice Test）係指：假若獨占廠商藉由犧牲短

期利益以換取長期利益之作為，除了意圖造成其他廠商競爭機會受損之外無任何合

理依據時，則違法。其主要特色關注在廠商有無進行犧牲利益的行為，因此近來絕

大部分的司法判決開始利用該判斷標準來評估掠奪性訂價（Predatory Pricing）。所

謂掠奪性訂價，表示獨占廠商藉由低於一定水準的訂價方式自行負擔短期虧損，使 
                                                      

21 Einer Elhauge, “Defining Better Monopolization Standards,” 56 Stanford Law Review 253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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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利益犧牲判斷標準流程 

其他廠商無力參與市場競爭，進而獲得長期獨占市場的利益，而此種經營策略恰符

合一般的利益犧牲判斷標準原則。 

然而，以廉價方式競爭則不受該判斷標準的約束 22，因為廠商除了可能削弱其

他競爭對手以強化本身的獨占力量之外，也可因降價求售吸引更多顧客消費，短期

內反而增加其利益的辯護理由，輕易通過測試。由此可知，利益犧牲判斷標準其中

一項缺點即是涵蓋的範圍過於狹隘，獨占廠商的一些作為或許不需犧牲短期內的利

益卻仍然有害其他廠商的競爭機會，但是該判斷標準強調犧牲短期利益的特性卻無

法將之檢測出來。 

利益犧牲判斷標準的第 2 個缺點為牽涉範圍太廣，一些唯有排擠競爭對手才能

促進社會福利的行為將無法通過測試。舉例而言，假設某藥廠在短期內投入大量資

金進行研發一種治療藥物，由於該藥物的製造具有規模經濟 23（economies of scale）

的特性，所以唯有在排除所有競爭對手，佔有整個市場的情況下才能發揮該產品的

效益－使消費者獲得藥效較好且更便宜的產品，但是因為該藥廠在研發完成後所獲

致的獨占利益完全來自於排擠對手，使其無法通過判斷標準，反而阻礙了提昇社會

整體福利的機會。 

依前述而言，利益犧牲判斷標準雖然能夠有效檢測出掠奪性訂價，但仍有其侷

                                                      
22 For more on cheap exclusion, see Susan Creighton, Speech to Charles River Associates 9th Annual 

www.ftc.gov/speeches/creighton/050425cheapexclusion.pdf. 
23 規模經濟的特色是平均成本隨產量增加而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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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性，因為並非所有削弱競爭的行為皆有害，沒有利益犧牲也可能損及社會福利，

決策者必須了解競爭政策的最終目的，對獨占廠商行為引起的損害與利益做出審慎

的評估與權衡（balancing）。否則依照該判斷標準的規定－獨占廠商犧牲短期利益

的唯一理由只有削弱競爭時則違法，獨占廠商往往只需再提出另一個可以解釋的理

由，就能夠輕易通過測試。據此推論，當面臨同時損害競爭卻又提高整體福利的作

為時，該判斷標準將不經權衡利弊，逕自給予寬鬆的判決。 

(二) 無經濟意義判斷標準 

無經濟意義判斷標準（No Economic Sense Test）係指：廠商競爭行為所獲致的

利益，在不考慮意圖削弱競爭的影響下，若無其他合理之經濟因素來解釋利益的獲

得時，則違法。與利益犧牲判斷標準不同之處在於，無經濟意義判斷標準不涉及利

益犧牲的討論，而是直接詢問獨占廠商是否具備其他正當理由解釋其取得的利

益 24。 

由此可知，獨占廠商採取廉價競爭的行為，若無其他正當理由支持該廠商的利

益獲得時，將難以通過無經濟意義判斷標準，也就避免了發生像利益犧牲判斷標準

只專注有無犧牲利益而造成涵蓋範圍過於狹隘的缺失。然而，涵蓋過多的問題卻依

然存在，某些以削弱競爭促進社會福利的行為，如前述藥物研發的例子，即可能因

製藥廠商無法為其所獲利益提出其他合理之經濟理由的辯護，而遭致被判決違法，

使進一步提升社會福利的機會也喪失，反而違背了保護競爭的最終目的。 

除此之外，無經濟意義判斷標準也未詳細討論獨占廠商競爭行為所獲得的利

益，乃同時來自降低競爭與提高其自身經營效率的情況 25。這種同時存在利弊的競

爭行為，若僅遵照判斷標準字面上的定義，而缺乏適當的權衡判斷，將容易導致許

多雖提升效率，實質上卻極大程度地危害競爭的行為得以被視為合法。舉例而言，

某獨占廠商採取策略致使對手被迫退出市場，但是其所獲得的利益九成來自排擠效

果，一成則來自其他原因，如經營效率的提升，如此該廠商即可利用僅占一成效果

的其他經濟因素來為其削弱競爭的行為辯護，而順利通過檢測。 

                                                      
24 Gregory Werden, “The ‘No Economic Sense’ Test for Exclusionary Conduct,” Journal of Corpora-

tion Law, forthcoming (2005). 
25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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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再來看知識產權的部份。當其他競爭廠商向獨占廠商要求提供其擁有某

產品或技術產權的購買權時，按照無經濟意義判斷標準的規定，獨占廠商若不願意

銷售，惟一可解釋的理由只有以排擠對手的方式獲得利益，因此該判斷標準將會強

迫所有者銷售其產權予競爭對手。然而社會福利能夠提升，整體經濟能夠不斷擴

展，除了憑藉市場自由競爭，不斷地研發與創新更是推動社會前進，經濟發展的一

大動力。在此判斷標準之下，因廠商研發的產權未受適當保護，將會降低各家廠商

研發知識產權的意願，反而阻滯社會福利的提升。 

 

圖 2  無經濟意義判斷標準流程 

(三) 同等效率判斷標準  

同等效率判斷標準（The Equally Efficient Firm Test）是指，若獨占廠商的行為

可能導致與其經營效率相當的對手被排除於市場之外，且該行為所提升的自身效率

低於排擠對手而減損的社會福利時，則視同損害競爭而違法。本判斷標準的優點為

可以真正達到保護競爭而非保護競爭者的目的，以及確保市場上的廠商皆為最有效

率的生產者；缺點則為新進廠商的市場潛力容易受到忽略而被排擠。 

以客觀面的經濟角度來判斷獨占廠商的行為是否會削弱與其效率相當的競爭對

手，如何界定同等效率便是需要解答的問題。當兩家廠商的經營效率相同，代表他

們擁有一樣的成本結構，此時唯有定價低於邊際成本，才能削弱另一家廠商的利

益。據此推論，廠商將其產品價格定於邊際成本或之上，將不會損害到與其同等效

率的競爭對手，是故邊際成本乃成為判斷效率是否相當的依據標準。 

有關於同等效率判斷標準的批評，一部份出自對潛在進入廠商的排擠效果。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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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批評者建議以衡量新進廠商帶來的社會福利（如產品數量的增加或銷售價格的降

低）與較低效率的經營成本做比較，若福利高於成本，則應該保護進入廠商。相較

於對新進廠商的排擠效果，支持者則提出他們對新進廠商經營效率的質疑，若是一

味地保護進入廠商，一方面可能姑息效率不彰的廠商，造成市場整體效率的下降；

另一方面獨占廠商將因無法獲得效率提升後應得的市場利益，從而降低未來進行投

資研發的意願，進而使長期的福利受損 26。 

無可否認地，同等效率判斷標準最嚴重的缺失仍然在於間接助長排擠未來有潛

力成為高效率生產者的新進廠商，因為判斷標準的標準乃依據目前是否有任何與獨

占廠商效率相當的廠商受到排擠。然而對才加入市場競爭的新進者而言，其經營效

率很難達到與獨占廠商相同的水準，因此獨占廠商的行為儘管排擠到進入廠商，也

可因其提出效率差異的辯護理由而被視為合法。 

因此，Richard Posner 乃提出權衡的方式 27。獨占廠商排擠低效率競爭者的行

為，一方面可能提升市場效率，另一方面則可能會因排擠效果而使社會福利減少，

若效率提高的幅度高於福利減少的程度，則獨占廠商的行為將因促進整體福利的淨

增加而無罪；反之，若弊大於利，則違法。 

 

圖 3  同等效率判斷標準流程 

                                                      
26 Opinion of A.G. Jacobs in Case C-7/97, Oscar Bronner v Mediaprint, ECR I-7791, para. 57(1998). 

（Jacobs 討論如何平衡短期內市場競爭的提升與長期間因允許進入廠商分享獨占廠商的優勢造成

的競爭下降。）, but see Gavil, supra n.2 at 43（Gavil 指出獨占利潤並非為促進研發的必要因素，

因為從許多實例可看到在沒有獨占利益的存在下，廠商仍會從事投資研發的行為。） 
27 Richard Posner, Antitrust Law, 2d ed. 194-195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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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消費者福利判斷標準  

消費者福利判斷標準（Consumer Welfare Tests）是指，若廠商有確實之意圖以

提高價格及減少產出的競爭行為提升其經營效率，且該效率未及消費者福利的損害

程度時，則違法。此判斷標準應用於廠商單純損害消費者福利而未增加其經營效率

時最有效，但是實際上的案例卻是福利的損害與效率的增加經常同時存在，是故，

與同等效率判斷標準相同，消費者福利判斷標準也涉及如何正確權衡利弊的問題。

下述即是供以判別廠商是否違法的四種標準： 

1. 只要消費者福利受損，則違法。 

2. 只要廠商的效率有提高，則不違法。 

3. 唯消費者受損的福利大過於廠商提高的效率，則違法。 

4. 唯消費者受損的福利高比例地大過於廠商提高的效率，則違法。 

上述 3. 和 4. 的權衡方式較 1. 及 2. 考慮得更為周全，因此一般也受到普遍採用

28。然而，難以正確權衡利弊則是隱藏在此判斷標準背後的重大缺失，因為缺乏明

確的權衡標準將使該判斷標準失去客觀面的可預測性，而轉變為主觀面的判斷判斷

標準。再者，競爭法實施的對象為市場上的所有競爭廠商，而非僅只單一案例中的

當事者，因此該判斷標準的可預測性便成為不可忽略的重要指標，否則不僅廠商將

因無所依據而過度謹慎其經營策略，使其研發投資及任何有利於消費者福利或是其

自身經營效率的行為皆因此而卻步，法庭判決也可能不慎傷害到公平的競爭行為

29。 

                                                      
28 諸如法院判決、政府公文與期刊論文。eg.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253 F.3d 34 (D.C. Cir. 

2001); Steven Salop, “Section 2 Paradigms and the Flawed Profit-Sacrifice Standard,” Antitrust Law 
Journal, forthcoming (2005); Brief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s Amici 
Curiae in Support of the Petition for a Writ of Certiorari, at 14, in Verizon Communications, Inc. v. Trinko, 
540 U.S. 398 (2004), available at www.usdoj.gov/osg/briefs/2002/3mer/1ami/2002-0682.mer.ami.pdf; 
Phillip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3 Antitrust Law para. 651(a), 2d ed. (2002). 

29 Elhauge, supra n.9 at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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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消費者福利判斷標準流程 

(五) Elhauge 判斷標準 

學者 Elhauge 另外提出一種新的判斷標準，名為 Elhauge 效率判斷標準，指出

獨占廠商與其競爭對手進行交易時有差別待遇之情事，或是有促進其獨占地位的競

爭行為，若唯有改善自身經營效率方能達到，則可視為合法；反之，若獨占廠商自

身效率的改善非提升或維持其市場地位的必要因素，那麼在不考慮有無提升經營效

率的條件下，當其市場地位的提升造成削弱對手效率時，則違法 30。 

相較於利益犧牲判斷標準與無經濟意義判斷標準未進行權衡判斷，導致獨占廠

商可利用其他合理的辯護理由，輕易通過檢測，Elhauge 判斷標準則避免了此種過

於寬鬆的缺失。由於 Elhauge 判斷標準強調當獨占廠商促進其市場地位的行為，不

論其提高自身效率與否，若會造成對手被排擠，則違法 31。因此儘管獨占廠商提出

其他正當理由護衛其競爭行為，也將因為無直接的因果關係而無效。另外，不同於

前述同等效率判斷標準與消費者福利判斷標準皆牽涉到有關權衡的問題，Elhauge

判斷標準也無需討論權衡，即能進行客觀的檢測。 

再者，儘管廠商可利用其研發投資的產品或技術增進其獨占地位，導致競爭對

                                                      
30 Id, at 253. 
31 Id, at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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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被排擠，但只要該行為僅在改善其自身經營效率下方能達成，則可視為合法。應

用到前述藥廠的例子，由於該藥廠自行研發的新藥物，會造成排擠對手的效果，使

其達到獨占的地位，惟此藥廠促進其獨占地位的主要原因來自新藥物的研發，排擠

競爭對手只是無可避免的副作用，所以在 Elhauge 判斷標準之下，此案例將能順利

通過檢測。 

 

圖 5  Elhauge 判斷標準流程 

值的一提的是，Elhauge 特別關注於廠商之間對知識產權的交易問題。按照

Elhauge 判斷標準，獨占廠商與其他廠商知識產權的交易必須一視同仁，亦即可以

合法拒絕與所有廠商進行知識產權的交易，也可以與每一家廠商交易，唯獨不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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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某些廠商交易，因此不同於其他判斷標準如利益犧牲判斷標準會間接降低廠商的

投資意願，Elhauge 判斷標準反而更能夠鼓勵廠商進行投資研發的行為。然而，任

何研發投資的行為在法令的管制之下，或多或少都會受到一定的限制。Elhauge 判

斷標準規定廠商只有在一視同仁的交易下方為合法，雖然較其他判斷標準顧及到廠

商研發的意願，但是對獨占廠商而言，其採取歧視競爭對手的行為，一方面可鞏固

其市場地位，另一方面也是促使其不斷進行投資研發的誘因。但是競爭政策為顧及

公平競爭與提升整體社會福利的目的，反而限制了企業經營的方向，進而阻礙研發

的意願。 

(六) 小結 

以下將上述各種判斷標準加以整理比較，並以簡表臚列出來： 

各項判斷標準比較 

判斷標準 利益犧牲 無經濟意義 同等效率 消費者福利  
Test PS NES EEF CW Elhauge 

定義 

獨占廠商以短
期利益的犧牲
換取長期利益
之作為，除了
意圖削弱競爭
之外無任何其
他 正 當 理 由
時，則違法。 

獨占廠商競爭
行為所獲致的
利益，在不考
慮意圖排擠競
爭的影響下，
若無其他合理
之經濟因素來
解釋利益的獲
得 時 ， 則 違
法。 

若獨占廠商的
行為可能排擠
與其同等效率
的對手，且獨
占廠商在此過
程中所提升的
自身效率低於
排擠對手而減
損的社會福利
時，則違法。

獨占廠商藉由
提高價格及減
少產出的競爭
行為提升之經
營效率低於消
費者福利的損
害程度時，則
違法。 

在不考慮有無
提升自身經營
效 率 的 前 提
下，若廠商促
進其獨占地位
的競爭行為，
有削弱到對手
的效率時，則
違法。 

特色 
以 「 利 益 犧
牲」做為判斷
標準。 

以 「 經 濟 意
義」做為判斷
標準。 

以「效率」做
為判斷標準。

以「消費者福
利」做為判斷
標準。 

以「廠商自身
效率」做為判
斷標準。 

適用範圍 

適用定價低於
一定程度的競
爭 行 為 ， 如
「 掠 奪 性 訂
價」。 

排 擠 競 爭 行
為。 

排 擠 競 爭 行
為。 

與消費者福利
有關之競爭行
為。 

與競爭對手的
交易或是促進
獨占地位的行
為。 

優點 

簡明易懂。 可檢測出「非
利益犧牲」的
競爭行為。 

保護競爭而非
競爭者。 

保護消費者。 檢測嚴謹。 
鼓勵研發。 
無需涉及利弊
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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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判斷標準比較（續） 

判斷標準 利益犧牲 無經濟意義 同等效率 消費者福利  
Test PS NES EEF CW Elhauge 

缺點 

1. 無 法 判 斷
「非利益犧
牲」的競爭
行為。 

2. 過度寬鬆。 
3. 未 權 衡 利
弊。 

1. 過度寬鬆。

2. 未 權 衡 利
弊。 

3. 阻礙投資研
發意願。 

1. 易排擠新進
廠商。 

2. 缺乏客觀的
權衡標準。

缺乏客觀的權
衡標準。 

仍有阻礙投資
的潛在影響。 

四、案例分析 

(一) 英國航空公司退費案 

1. 背景介紹 

1993 年 7 月，維京亞特蘭大航空公司（Virgin Atlantic Airways）（下稱維京航空

公司）向歐盟（European Commission）提出控訴，指控其競爭對手英國航空公司

（British Airways）（下稱英航）向旅行社業者提供不當回扣制度之行為。10 月，

維京航空公司又向紐約聯邦法庭（federal court）提出控告，宣稱英航實施之退費制

度（rebates）之舉違反了休曼法 32（Sherman Act）第 2 條有關不法獨占之規定。 

簡言之，本案英航提供售票代理商退費獎勵機制，凡是售票額度達到一定標準

者，依該年度銷售總額之一定百分比，英航即以退費之方式給付獎金。有趣的是，

本案在歐洲與美國兩地法院卻得到迥然相異的判決結果，美國法院認為維京航空公

司無法證明英航的退費制度對消費者造成傷害，因此判決維京航空公司敗訴。相反

地，歐洲法院則認定英航實施的退費制度乃濫用其市場優勢地位，從事差別待遇之

行為，並且造成對其他航空服務業者不利的排擠效果，顯已違反歐盟條約（EC 

Treaty）第 82 條33的規定，於是判決維京航空公司勝訴。以下乃針對美國與歐洲兩

                                                      
32 美國於 1890 年通過休曼法案（Sherman Act），全文共 8 條條文，限制不正當的交易與禁止

獨占。 
33 歐盟條約第 82 條禁止任何濫用獨占地位的行為。此種濫用特別在於： 

(a) 利用不公平的價格或交易條件； 



16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地法院對此案例的判決過程，各自做一背景介紹，另外再納入相關的判斷標準測試

配合討論，以說明判決結果不同的原因。 

2. 美國法院
 34 
的判決過程 

2001 年，美國上訴法院（the U.S. Court of Appeals）的判決認為原告維京航空

公司所提證據無法顯示英航採取的退費制度有損及到消費者，因此裁定英航提供旅

行社業者退費的行為並未違反休曼法案第 2 條 35 的規定，判決維京航空公司敗訴。 

英航實施的退費制度是根據各家旅行社業者當年度代理銷售其機票的成長率是

否達到目標成長率而定，亦即銷售成長率達到目標的旅行社業者將能享有英航部分

退款的回扣優惠。維京航空公司因此提出英航乃藉由此種退費制度行使「掠奪性訂

價」的策略，以遂其取得和維持在美國 5 所城市航空服務業的獨占地位。此外，維

京航空公司也表示，若非英航採取此種不當的退費制度，使其機票定價實際上低於

成本，維京航空公司將能比現在更早一步進入此 5 所城市的航空服務市場。維京航

空公司所提出的控訴乃依據其認定英航採取「掠奪性訂價」之不當行為，此即為美

國法院過去所採用利益犧牲判斷標準中的一種特殊案例。在此「掠奪性訂價」理論

之下，原告維京航空公司必須證明被告的商品定價低於其成本的一定水準，並且英

航在日後即有可能回收此短期損失的利益 36。  

為了判斷被告的行為是否違法，美國法院首先指出，被告儘管擁有獨占市場的

力量，並且排擠到競爭對手，但是只要該作為藉由合理途徑的正當競爭達到，仍可

被視為合法 37。接著再審視如果此退費制度不會排擠競爭對手，英航是否還會繼續

從事該作為？而從美國此 5 所城市航空服務業的市場狀況可以觀察到，儘管面對英 

                                                 
(b) 以限制生產、市場或技術發展使消費者無法獲得最大效用； 
(c) 對不同交易相對人行差別待遇之行為； 
(d) 限定交易契約須經由無關係的第三者認定。 

34 Virgin Atlantic Airways Ltd v. British Airways, 257 F.3d 256,2d Cir. (2001). 
35 休曼法案第 2 條指出，任何人從事獨占，或試圖獨占，或與他人聯合或共謀以獲取國內或國

外貿易或商業上獨占地位之行為，應被視為重罪。 
36 Virgin Atlantic Airways Ltd v. British Airways, 257 F.3d 266 (quoting Brooke Group Ltd. v. Brown 

& Williamson Tobacco Corp., 509 U.S. 209, 222 (1993)). 
3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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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採行的退費制度，維京航空公司仍然能夠進入市場並且繼續維持經營，使其在其

中三所城市的市場占有率得以提升至與英航相等的地位。美國法院因此認定英航採

行退費制度以提升其機票銷售量之行為，即使在不考慮排擠效果下仍屬合理，乃判

決其不構成違法。這也是由於當一主要廠商的商業行為已行之有年，且在此期間內

其他競爭對手仍然持續獲利、新興廠商得以進入市場，這些競爭者整體的市場佔有

率相對於主要廠商而言，也能夠繼續維持在一穩定水準，如此該主要廠商的商業行

為即不應被視作企圖藉由排擠對手以拓展其獨占地位 38。 

3. 歐洲法院 39 的判決過程 

2003 年，在美國法院的判決過兩年之後，歐洲原訟法庭（the European Court of 

First Instance）在審理的過程中發現英航在英國的旅行社服務業市場上，扮演了主要

的獨買者角色，另外由於英航採行的退費制度不僅造成對部分旅行社業者的差別待

遇，也可能引起對航空服務市場上其他競爭者的排擠效果，因此裁定英航已違反歐

盟條約第 82 條規定，判決維京航空公司勝訴。 

由於英航的退費制度是依據旅行社業者代理銷售機票的成長率而定，如此將可

能造成代理銷售量皆相同的旅行社業者，只因不同的成長率而獲致退費上的差別待

遇；又或者是甲旅行社的機票銷售量較乙旅行社為高，卻因甲旅行社的銷售成長率

未及乙旅行社，結果甲旅行社反而得到較低的退費報酬。歐洲法院於是認定英航的

退費制度有行差別待遇之情事，並且進一步推論此差別待遇之行為除了會影響到旅

行社業者提供消費者航空旅遊代理服務的競爭能力，也將造成旅行社業者刺激航空

公司對其代理業務需求的能力受限 40。 

然而，英航為了拓展下游業者對其機票的需求，沒有理由要減少下游市場的競

爭，實施退費制度是為了能促進各家旅行社業者盡最大之努力去增加銷售業績 41，

而且也沒有任何實際證據顯示英航的退費制度有傷害到各家旅行社業者彼此的競

                                                      
38 Id. at 269 (quoting 3A Phillip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Antitrust Law para. 807f (1996)). 
39 Case T-210/99 British Airways v. Commission, (17 December 2003). (此案正上訴於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pending case C-95/04) 
40 Id. at para. 238.  
41 Alberto Heimler, “Pricing Below Cost and Loyalty Discounts: Are They Restrictive and If So 

When?,” monograph (2004), available at http://ssrn.com/abstract=634723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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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因此，單單認定英航向旅行社業者進行差別待遇應不足以證明英航有行濫用獨

占地位之作為。 

至於排擠效果，歐洲法院則引述前例，Hoffmann-La Roche：「獨占廠商若藉由

非正常競爭的方式影響到市場結構，則構成濫用 42。」歐洲法院乃據此指出，獨占

廠商不能從事意圖加強其獨占地位以致濫用的行為。根據上述原則，歐洲法院發現

英航的回扣行為會造成各家旅行社業者在缺乏其他航空公司提供同等優惠的退費方

案下較偏好代理銷售英航的機票。此外英航給予退費的標準乃根據旅行社業者各自

的銷售成長率，而且退費與成長率也不成比例，因此將導致旅行社業者為達到下一

期的成長率目標，一方面除了努力增加銷售量之外，另一方面也可能將原本代理其

他航空公司的業務轉至英航。再者，此退費制度是按照總銷售量而非超過成長率目

標的增長部份來退款，所以除了藉由排擠其他航空公司以拓展自身的市場地位，排

擠競爭對手之外，並無其他經濟意義 43。 

然而，歐洲法院對英航造成航空業競爭的潛在排擠效果此一認定卻存在許多問

題。該判決除了提及定義模糊不清的「正常競爭」，也將「意圖判斷標準（intent 

test）」作為決定英航是否濫用獨占的依據標準；此外，當歐洲法院提出英航採行的

退費制度在不考慮削弱對手的影響下缺乏經濟意義時，也似乎有運用到利益犧牲判

斷標準或無經濟意義判斷標準的印象。首先，所謂的「意圖判斷標準」，是指獨占

廠商不能從事意圖加強其獨占地位以致濫用的行為，但是若僅因為獨占廠商「意

圖」增強其獨占地位而認定其違法，將會妨礙到廠商執行改善效率的投資及研發行

為，進而造成潛在的福利損失 44。其次，依據利益犧牲判斷標準與無經濟意義判斷

標準的定義，廠商的行為必須顯示有確實或有可能傷害到競爭才構成違法，但是歐

洲法院的決策卻未考慮到實際上航空公司之間的競爭是否受到損害，反而逕自推論

英航實施退費制度的行為將會排擠或削弱競爭對手。 

                                                      
42 British Airways v Commission, para. 241 (quoting Hoffmann-La Roche at para. 91). 
43 Id. at para.288. 
44 首先，即使該行為確實將對手排擠於市場之外，那些被排擠的對手可能也是較為缺乏效率

的，亦即此回扣行為在短期內因價格較低帶來對消費者利益的獲致以及長期以後廠商生產效率的

提升可能會大過於因長期內市場缺乏廠商彼此競爭而導致價格的增加的不利效果。其次競爭對手

可能也不會被迫退出市場，如此消費者反而能享受到低價與足夠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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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國與歐洲法院的判決比較 

美國法院直接從事實的結果來判斷被告是否構成違法的判決方式，提供了一套

清楚明確的標準，然而此案的判決方式仍有一些需要改善的空間。首先，美國法院

認為只要被告提升獨占地位的行為是藉由合理的正當競爭所致，即不構成違法，但

是何謂「合理途徑」？何謂「正當競爭」？卻未詳細解釋；另一方面，針對維京航

空公司提出「掠奪性訂價」的控訴，美國法院也仍未解決該用何種成本來衡量「掠

奪性訂價」的問題 45。 

相較於美國法院的判決，歐洲法院則從被告的意圖性，進一步推論該作為是否

有造成濫用獨占地位，傷害市場競爭的可能性。但是觀察當時的市場狀況，原告維

京航空公司與其他航空公司不僅進入市場參與競爭，在這段期間內的市場佔有率也

不斷成長，亦即航空服務業的競爭並未受到傷害。這種不考慮市場實際上受到何種

影響即逕自認定被告的行為會傷害競爭，反而降低了該判決在促進與保護消費者福

利的可能性。 

(二) 中油公司不當差別取價案 46 

依本案事實，合興、李長榮、和協、聯華及乾惠等廠商皆為與被處分人中國石

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油）訂有家用液化石油氣合約之經銷商。其中李長榮、台

塑與北宜興為新參進液化石油氣市場之廠商，合興與台和則亦為該新進廠商之經銷

商，中油為阻礙該等競爭廠商及其經銷商，以確保其市場地位，遂於經銷契約之期

限內對部分經銷商和協、聯華與乾惠給予優惠價格提氣，合興與李長榮卻被排除適

用優惠價格。此種不當差別取價行為，具有妨礙市場競爭功能之違法意圖，屬對商

品價格為不當之決定，因此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 47。 

                                                      
45 我國公平會在「中華電信公司第三次資費方案被檢舉涉及掠奪性定價案」﹐採取「長期增支

成本」（long run incremental cost: LRIC）與「完全歸屬成本法」（fully allocated cost; FAC）等成本

計算方式﹐以檢驗中華電信公司行動電話費率的調整﹐是否涉及掠奪性定價。此種分析方法可資

參考。 
46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55，2004。摘自公平會公處字第 091050 號處分

書。 
47 有關本案事實與處分理由，請參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091050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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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平會認為：中油除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有關不當價格之規定外，

於與經銷商契約期滿後，無正當理由拒絕其經銷商續約要求之行為，尚違反公平法

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以下本文受限於篇幅，嘗試運用上述各項判斷標準，將本案

事實予以簡化，以分析「差別取價」行為之適法性，使讀者能體會不同經濟觀點下

之考量因素。 

1. 利益犧牲判斷標準：由於中油確實有意圖削弱其他廠商之競爭，乃採行差別取價

的方式，對於特定經銷商給予比牌告價格較低的優惠價，此已符合犧牲短期利益

的行為。再者，雖然中油無法為其差別取價之行為提出辯護，是故，若中油差別

取價之行為並未造成排擠競爭對手，提升其市場地位，則逕行給予部份經銷商優

惠價格之行為將缺乏正當理由支持而構成違法。 

2. 無經濟意義判斷標準：同樣地，因為中油有確實之意圖排擠其競爭對手，但是又

未能提供除了打擊競爭對手以獲得獨占利益的其他經濟理由，因之仍然構成違

法。 

3. 同等效率判斷標準：李長榮、台塑與北宜興皆為新進廠商，且該等廠商之經營方

式為自國外進口油品，再供應國內需求，然而其進口成本卻高於中油自行生產油

品的成本，由此可看出中油的經營效率較其新進市場競爭對手為高。因此中油可

以其差別取價之行為，並未排擠與其同等效率的競爭對手，而無須負法律責任。 

4. 消費者福利判斷標準：此案例並未涉及消費者福利，因此若以此判斷標準來看中

油公司是否違法，也只能因無法證明損害消費者福利而順利通過檢測。 

5.Elhauge 判斷標準：首先，中油之差別取價已造成歧視對手，而且也有助於促進或

維持其獨占地位，此外，該市場地位的提升並非由於中油自身經營效率的改善，

而是來自排擠李長榮等其他競爭廠商及其經銷商。因此中油在 Elhauge 判斷標準

下已然構成違法。 

五、結語 

競爭政策的目的在防止任何不當的競爭行為破壞市場機制，並且鼓勵和保護正

當的競爭行為以促進市場機制的有效運作，進而提升整體社會福利。為達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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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過去乃藉由「正當競爭」作為判決廠商行為是否違法的主要依據，然而由於該

字句的定義模糊不清，以致執法者的判決與廠商的競爭行為皆無一明確標準可依循

遵照。是故，目前已有學者紛紛提出各種不同的判斷標準測試，試圖在原來講求公

平的原則上另外加入「效率」這項經濟因素，作為改進競爭政策的方法。 

第 1 種「利益犧牲判斷標準」，可用於檢測「掠奪性訂價」，但是無法有效判

斷廠商行為的正當性卻是其主要缺點；第 2 種「無經濟意義判斷標準」，雖然避免

了「利益犧牲判斷標準」檢測範圍過小的問題，卻會造成廠商研發活動受到阻礙；

第 3 種「同等效率判斷標準」能夠保護競爭而非競爭者，然而也導致潛在進入廠商

被排擠於市場之外；第 4 種「消費者福利判斷標準」直接將消費者福利納入考慮，

卻無法有效解決面臨生產效率與消費者福利共同存在的情況；第 5 種「Elhauge 判

斷標準」直接檢測導致獨占的原因，不僅有助於釐清競爭行為與獨占之間的因果關

係，免除了其他判斷標準需要權衡利弊的缺失，相對其他判斷標準而言，也比較保

護且鼓勵廠商投資研發的意願，但是仍有阻礙企業投資研發的潛在影響。 

總之，一套理想的競爭政策，除了提供明確、客觀的依據標準之外，也應促進

公平競爭進以提升社會福利，因此如何整合融入上述各種濫用行為之判斷標準，乃

是當前各國進行法制改革的方向。爲達此目的，美國法院判決早已援用上述各種經

濟標準，此外最近歐盟亦積極研擬翻修現行法制，以納入經濟觀點 48。有鑑於此，

我們亦不應自外於這個世界潮流，宜建構企業得遵循「保障競爭（機制），但不保

障﹙特定﹚競爭者」的一套標準，以實現提升消費者福利與生產效率的目標。 

                                                      
48 See e.g., Gual, Hellwig, Perrot, Polo, Rey, Schmidt ＆ Stenbacka, Report by the EAGCP: An 

Economic Approach to Article 82, July 2005. Directorate for Financial and Enterprise Affairs, 
Competition Committee, Competition Review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19 DAF/COMP31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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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 Doctrinal or Economic Concepts? 

Wang, Wen-Yeu*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competition law is to protect competition, but not competitors, 

national laws and courts have yet to clearly define what constitutes an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Since in recent years the policies in the U.S. and Europe have shifted from form-

based approaches to more economics-based approach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merits of economics-based approaches.It first clarifies the objectives of competition policy 

toward unilateral conduct, and then examines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 of major tests, 

including the profit sacrifice test, the no economic sense test, the equally efficient firm test, 

the consumer welfare test, and the unique test advanced by Professor Elhauge.Finally, this 

paper applies the test to actual cases to see which outcomes they point toward.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economics-based approaches hold great potential and, in the long run, will 

provide more predictable guidance in the area of the abuse of dominance. 

Key words: monopolization, competition policy, economic analysis, abuse of market 

power,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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