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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根據Werden與Froeb於1993年提到，模式分析法(Pattern 

Analysis Methods)是用已經發生的資料，推論事前的事件對事

後的影響，因此不易於經濟模型或假設的框架下分析。再者，模

式分析的檢測，雖然限制較小，但影響價格或數量變動的原因甚

多，如何釐清係由競爭關係所造成的影響，實務上須謹慎操作。

由於價格時間序列資料較易取得，又能用於產品與地理市場

界定，且文獻與實務近期仍有許多的應用與發展。因此，本文主

要探討相關係數分析法、向量自我相關模型與Granger因果關係

測定法(下稱因果測定法)、定態檢定法等3種方法。

貳、相關係數分析法

一、基本概念

「產品市場」係指在沒有共同需求變動或共同供給衝擊的情

況下，同一地區某一產品降價時，將減少該地區另一替代產品的

需求。此時，該替代產品將供過於求，只好降價以鞏固市場。此

效果在二產品於消費者心中的同質性或替代性越高時，價格競爭

的效果越大，更應視為同一相關的產品市場。反之，異質性越高

或替代性越低時，則二者價格的影響也就效果越小。

「地理市場」係指在沒有共同需求變動或共同供給衝擊的情

況下，且運輸成本可忽略時，如果價格競爭屬於相同的相關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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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則透過套利，價格競爭將導致二個地理區

域下的相同產品價格一致。在實際應用上，二地

的產品即便因運輸成本或其他因素可能不同，仍

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

相關係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係用來衡

量價格的相關性：

其中 r 為相關係數，n 為樣本數，Pjt 為第 t 期

物品 j=x,y 的價格，Pj 為物品 j 在觀察期間的平均

價格，Sj 為物品  j  在觀察期間的標準差。若二個

價格的相關係數為正且數值越大，它們之間同向

變動的程度也就越高。若二個價格沒有關係，則

相關係數等於零。

二、價格相關分析的限制與缺點

關於價格相關係數分析的限制與缺點，為共

同需求變動或共同供給衝擊將使二個不相關的市

場價格呈現正相關。例如：燃油價格上漲將使

得全球各航線的價格，因燃油成本上漲而同向變

動；水上樂園的票價與飲料市場的價格均會受到

暑期旺季的影響而有正相關。

其次，同向的時間趨勢，將使二個不相關的

市場價格呈現正相關。例如：學名藥價格與液晶

電視價格皆逐年下滑，雖然二者價格有正的相關

性，但明顯二者不屬於同一個產品市場。

三、應用案例

1. Case No. COMP/M.6607 －US Airways/

American Airlines（2013,歐盟）

本案是美國航空集團US Airways與

American Airlines的合併協議，由於歐

盟委員會發現倫敦－紐華克 (London－

Newark)航班與倫敦－費城  (London－

Philadelphia)航班可能不具替代性，倘若

進行合併，將會導致倫敦-費城航線在倫

敦希思羅機場壟斷。

針對此問題， U S  A i r w a y s、

American Airlines提交相關係數分析，

使用2010年5月至2013年4月之月平均

機票價格計算其中的相關性，並在控

制燃料成本下計算偏相關係數 (pa r t i a l 

correlations)。分析結果指出倫敦－紐華

克航班和倫敦－費城航班之機票價格動向

非常相似(moving very closely)，代表二

航班具替代性。

操作了其他機場的相關係數分析後，

發現不只倫敦－費城和倫敦－紐華克，

倫敦－費城與倫敦－波士頓(Boston)、倫

敦－紐約(紐約市約翰甘迺迪JFK國際機

場)、倫敦－芝加哥(Chicago)等航班甚至

呈現更高程度的相關性。因此，歐盟委員

會批准2家公司的擬議合併。

2. Case No. COMP/M.6850 －  Marine 

Harvest/Morpol（2013，歐盟）

在本案中，歐盟委員會擔心Marine 

Harvest併購Morpol可能掌控鮭魚從養

殖、初級加工到次級加工的供給生產

鏈，因此進行挪威 ( N o r w a y )和蘇格蘭

(Scot land)初級加工之鮭魚產品市場界

定。Marine Harvest與Morpol依據鮭魚交

易數據資料，進行相關係數分析，結果顯

示出挪威和蘇格蘭初級加工之鮭魚價格動

態呈現一致(price series move together 

over time)，認為挪威和蘇格蘭初級加工

之鮭魚應屬同一產品市場。

然而，歐盟委員會指出前述價格相關

係數分析並未處理共同成本及價格時間

序列非定態(non-stationarity)的問題，

並無法提供有力證據支持挪威和蘇格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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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加工之鮭魚應屬同一相關產品市場。

因此改使用一階差分(first-difference)方

法，以解決時間序列非定態的問題，結果

發現在大部分的情況下，來自挪威和蘇格

蘭的鮭魚價格間的相關係數都低於基準

值。經過評估後，歐盟委員會認定挪威和

蘇格蘭初級加工之鮭魚，有可能屬於不同

的產品市場。

參、因果測定法

一、基本概念

一個價格的當期變動，在價格調整有效率的

市場下可能會立即影響另一商品或地理區域的價

格。但是，也有可能因不效率的調整而在一期或

多期後才逐漸發生效果。

在VAR架構下，以下列公式來刻劃二個價格 

(Pxt , Pyt)的關係：

此外，當期關係的考量則可表示為：

關於分析結果的判定，若相關且價格效率調

整市場，則γ20顯著為正。若相關但價格不效率調

整市場（非效率調整但具雙向因果），則γ20不顯

著，但落後期有（正）雙向關係（δ1s與γ2s）。若

為不同市場（非效率且無雙向因果），則落後期

有單向關係（δ1s或γ2s）而非雙向關係。

二、應用案例

智 庫 L e x e c o n 對 於 歐 盟 1 9 9 4 年

MANNESMANN/VALLOUREC/ILVA一案曾進

一步採用因果測定法分析歐洲經濟特區、美國、

東歐三地區無縫不鏽鋼管的價格，發現歐洲經濟

特區的價格確實受其他二者的影響。此外，學者

Werden與Froeb也曾以United States v. Archer-

Daniels-Midland Co.相關價格資料進行類似的實

證分析並與價格相關分析的結果作一比較。

肆、定態檢定法

一、基本概念

在相同相關市場下，由於產品間的價格差異

會產生套利的空間，因此即使在短期會有一些訊

息或調整上的落差，從長遠來看，它們的價格不

會無限期地相互遠離，可以利用定態的相關統計

分析，來檢驗這個考量。

二、應用案例

關於歐盟 2 0 11年的O l y m p i c / A e g e a n  

Airlines案例中，Aegean Airlines使用價格相關

分析和定態檢定法，對時效敏感或偏好的乘客族

群以商務或彈性經濟艙(economy fully flexible 

tickets)之機票之票價計算；而無時效敏感或偏好

的乘客族群則以限制商務艙(restricted business)

或經濟艙機票之票價資料來計算。分析結果發現

二種票價比例呈現定態，暗示這二產品可能屬於

同一市場。

然而歐盟委員會指出，定態檢定法在市場界

定的使用中，較適合作為否定二產品不屬於同一

市場的證據。為評估偽相關(spurious correlation)

的疑慮，歐盟委員會在控制可能影響價格走向的

成本（如季節性燃料成本）後，重新操作以上分

析，發現不同等級的機票票價並未呈現高度且顯

著的相關，而且亦有樣本數過少不具代表性的爭

議。因此，歐盟委員會認為，在缺乏其他量化或

質化確鑿的證據下，此檢定結果並不具充足證據

力去說明不同等級的機票應屬同一市場。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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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我國案例

運用我國產業價格資料進行相關係數分析

法、因果測定法及定態檢定法之市場界定，

以2 0 0 8年經C P I平減後的非酒精飲料製造業

(C0920)之每公升銷售價格(=銷售值/銷售量)來

進行實證。非酒精飲料價格包含蔬果汁、碳酸飲

料、礦泉水、運動飲料、咖啡飲料及茶類飲料

等6大類。非酒精飲料市場除了受到季節性影響

外，幾乎沒有共同成本衝擊的問題，所以是相當

適切的範例。我們使用經濟部統計處工業產銷

存動態調查，近10年(2008年1月至2018年4月, 

N=124)的資料來進行分析。

結果發現相關分析法與定態檢定法都沒有強

烈證據支持二產品配對屬於同一相關市場。另在

因果測定法分析中「運動飲料：咖啡類飲料」

與 「運動飲料：茶類飲料」有統計上顯著的即

時因果關係，但相關性的大小仍不足以認定有達

到具有強烈替代性而屬同一市場的程度。例如：

在「運動飲料：茶類飲料」的配對，沒有任何單

向效果，且二者的相關係數只有0.037。再者，

「運動飲料：咖啡飲料」的配對雖有單向效果，

但相關係數只有0.237。因而需要仔細參酌並做

進一步討論是否應視為同一相關市場。

陸、結論

本文介紹相關係數分析法、因果測定法及定

態檢定法等3種常用的市場界定量化方法，並以

價格為分析基礎，就時間序列有系統地檢視這些

方法在實務上的應用。特別是價格相關係數分析

法通常用於衡量二個價格的同期調整是否同向變

動，並以相關係數來衡量價格的相關性，判斷同

一地區二個產品或是二個地區同一產品是否有顯

著的競爭關係；因果測定法則用於捕捉與檢定二

產品同時與跨期的影響。

而定態檢定法則使用於二個產品或地理區域

的價格數列中，至少有一個不是定態的條件下，

判定這些產品或地理區域是否屬於同一相關市

場。無論是哪一類市場界定實證分析法的運用，

各有利弊。因此，未來相關單位進行計量方法的

市場界定，仍需仔細評估並使用多種方法相互交

叉比對。

（本文係講座民國108年4月26日於公平會

發表之演講內容，經政治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楊宗

霖紀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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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錢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錢櫃公司)曾於

民國95年12月擬與好樂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好樂

迪公司)進行吸收合併，依法向公平會申報結合，

經公平會3度決定禁止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提

起行政救濟，最高行政法院100年9月29日100年

度判字第1696號判決維持公平會決定，全案終局

確定。本次錢櫃公司擬收購好樂迪公司之全部股

份，並直接或間接控制好樂迪公司之業務經營或

人事任免，屬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及第

5款所規定之結合型態。因參與結合事業市場占有

率已達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之申

報標準，且無同法第12條所規定除外適用情形，

故依法再次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

審理過程

公平會為審議本結合案，除函請主管機關及

相關事業提供資料及對本結合案之意見，並委外

辦理「視聽歌唱服務之消費者行為調查」，更於

108年6月間召開座談會，會中邀請錢櫃公司及好

樂迪公司與會就本結合案進行報告外，並邀集學

者專家、相關產業主管機關、消費者保護主管機

關、上下游業者及水平競爭業者，針對本結合案

有關市場界定，及結合後對國內唱片、音樂著作

權授權及視聽歌唱服務之影響等事項充分討論，

以廣納各界之意見。

競爭評估

公平會依據調查結果界定產品市場為「視聽

歌唱服務市場」，該市場所屬事業係「以提供視

聽伴唱設備及場所為主要服務」之事業。地理市

場部分，基於考量參與結合事業以遍布全國連鎖

店型態與全國各地視聽歌唱業者競爭，則以全國

為地理市場之觀察面向；又考量消費者通常於日

常生活圈、短程路網之個別縣市內選擇消費場

所，及參與結合事業營運範圍重疊彼此間具有競

爭關係之區域，故併同觀察雙北市(台北市及新北

市)、桃園市、新竹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

等6個區域地理市場之競爭情形。

衡酌參與結合事業在結合前即為市場上前兩

大業者，相互為最主要之競爭對手，結合後視聽

歌唱服務市場之前兩大事業直接相互競爭態勢消

失，且從消費者移轉選擇及其他競爭者之競爭能

力而論，參與結合事業結合後將顯著減損視聽歌

唱服務市場之競爭機能，有提高價格之高度誘因

與能力，消費者或競爭者並無法有效對抗、抑

制，具有顯著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又徵詢各界意

見，亦有上游業者唱片公司、伴唱產品代理業

者、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以及消費者保護

錢櫃公司與好樂迪公司再度申報結合，公平
會還是不准！

KTV前兩大龍頭錢櫃公司與好樂迪公司合二為一後，其他競爭者能否有效箝制KTV價格？

■撰文＝潘旻蕙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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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等表達對本結合案有限制競爭疑慮。

再者，本結合案對參與結合事業自身雖有明

顯經濟利益，但參與結合事業對本結合案相關不

調漲價格、不減少服務內容等承諾，仍無法解決

結合後，長期因市場消除主要競爭對手所產生提

高價格之誘因，因此認定本結合案對整體經濟利

益不明顯。

結論

經公平會綜合評估後，認為本結合實施後整

體經濟利益並不明顯，但具有顯著減損視聽歌

唱服務市場之競爭機能，且有提高價格之高度誘

因與能力，消費者或競爭者並無法有效對抗、抑

制，具有顯著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因此，依公平

交易法第13條第1項規定，禁止其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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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公平會接獲檢舉指稱，某縣市保全商業同業

公會(下稱A保全公會)以經會員大會通過之「自

律公約條款基本規範實施辦法」及「年度自律公

約報價參考基準對照表」限制保全同業報價，並

對報價低於該標準之會員處以罰款，涉及違反公

平交易法禁止事業為聯合行為之規定。

案例事實與競爭分析

A保全公會會員數約百餘家，多為保全公

司，主要係從事駐衛保全服務，提供服務的對象

為公寓大廈、社區集合住宅、工廠、學校等，大

多透過參與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工廠的招標

案，或政府採購招標案件爭取業務。案經公平會

調查證實A保全公會藉由理監事會議決議，訂定

民國105年至108年歷年之自律公約報價參考基

準，並以公會名義函送會員。又A保全公會也會

通知報價低於其所訂定報價參考基準之會員到場

說明原因，並對多名會員以違反該公會自律公約

為由，對會員加以裁罰，要求會員將暫收款捐贈

予該公會。A保全公會此舉已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4條第4項同業公會藉會員大會及理監事會議決

議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聯合行為。

公平會認為A保全公會限制會員之報價不得

低於該公會所訂定之報價參考基準，將阻礙會

員依照市場狀況彈性決定價格的空間，也剝奪交

易相對人能獲取較有利價格的機會，且A保全公

會所屬會員總營業額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接近

5成，因此，A保全公會約束會員價格決定之行

為，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之供需功能，已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15條第1項聯合行為禁止規定。

結語

公平會以限制競爭之角度認定A保全公會已

違反聯合行為禁止規定，雖然A保全公會主張，

限制會員報價之目的係為督促會員遵守勞動基準

法等法令規定，避免違反規定而受罰。但是，勞

動基準法等法令僅規定雇主應給予勞工之最低勞

動條件，並無限制保全公司訂價自由，故A保全

公會限制會員報價之行為，與勞動基準法規範實

無關聯，尚難以此主張不違反公平交易法聯合行

為規定。

保全公會限制會員報價不得低於參考基準，
合法嗎？
保全公會主張為保障勞工基本工資，限制保全公司對公寓大廈等駐衛保全服務之報價，並對報價低於

標準之保全公司處以罰款，是否涉及聯合行為？

■撰文＝賴心儀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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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德商Merck KGaA(下稱Merck)擬透過旗下

子公司合併美商Versum Materials, Inc.(下稱

Versum)，從而間接控制Versum之業務經營與人

事任免，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1款及第

5款之結合型態。另參與結合事業結合後市占率

達三分之一以上，且銷售金額達申報門檻，應向

公平會申報事業結合。

相關市場

Merck主要從事醫療保健、生命科學及高性

能材料等業務；Versum係半導體及顯示器產業

用特用化學品供應商。本結合兼具水平及垂直結

合樣態，對我國市場有影響之產品計有水平競爭

產品「沉積前驅物」與「光阻去除劑」；上、

下游垂直關係產品為「CMP研磨顆粒/CMP研磨

液」。本結合相關產品均屬半導體製程用特殊材

料，且半導體製造業係我國重要產業，結合後是

否對我國境內相關產品市場產生反競爭影響為關

注重點；另因參進者多為國際大廠，相關產品運

輸成本低且無特殊關稅障礙，亦併同考量全球競

爭情形。

競爭評估

本案經進一步檢視，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

在水平競爭產品「沉積前驅物」與「光阻去除

劑」，尚難認有顯著之單方效果，且市場內尚有

歐、美、日、韓及我國廠商參與，亦無積極事證

顯示有顯著之共同效果；另在生產要素方面並無

特別進入門檻，且參與結合事業係國外業者，在

我國之主要交易相對人均為我國半導體晶圓製造

廠，具有相當買方力量，倘參與結合事業任意提

高商品價格，交易相對人亦可轉換至其他供應

商，具有相當抗衡力量，結合後並無顯著限制

競爭疑慮。至於垂直關係產品「CMP研磨顆粒/

CMP研磨液」，因參與結合事業在我國之市占率

並不高，尚無造成市場封鎖效果之因素，亦無顯

著限制競爭效果。

公平會審查經函詢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

產品競爭同業及下游交易相對人意見，並綜合研

判前揭考量因素，認為本結合尚無顯著限制競爭

疑慮，有助於參與結合事業增強產品品項並提高

競爭力，對我國半導體晶片製造廠提供更高品質

與更完整服務，得認其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故依公平交易法第13條第1

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

半導體特殊材料大廠結合，高低階材料需求
一次滿足！
半導體製造業是我國重要產業，上游材料商之整併，可完整提供產品品項，滿足高低階不同製程之材

料需求，增進半導體廠商之生產效率。

■撰文＝葉素燕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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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某天，B民眾透過報紙得知A代工業者招募

代工訊息，查證A有登記商號且長期於報上刊載

招募訊息，即赴現場與A簽訂合約書並現金支付

新臺幣(下同)12,000元油墨費用。A表示提供壓

克力模板100個及4罐分裝油墨，並保證提供製作

1,200個成品之油墨，用畢再領取。

B回家後依A提供之代工作法單進行壓克力

模板上色作業，並交付成品與A，但A僅以肉眼

判斷且多次以上色不均勻或顏料未乾等理由認定

不合格。整體而言，施作100個成品中，只有12

個合格，剩餘88個損壞，代工所得扣減賠償費用

後，尚須賠償模具成本。

代工好容易?小心，魔鬼藏在細節中……

A於報紙上刊載「領現」、「現場取貨」、

「免趕貨」等廣告用語吸引民眾前往應徵，並現

場示範施作方法，使應徵者覺得易施作，卻隱瞞

成品合格率低，及存在代工所獲報酬低於損耗品

賠償金額之情形，而以誘人文字製作說明書，使

人誤信確可從事代工取得報酬而簽訂合約。但實

際上，所有成品由A決定是否合格，A經營多年

均未有客觀驗收標準，且多次以上色不均、顏料

未乾等理由拒絕收購成品，實際上達到不支付代

工費用之目的。

代工是幌子，銷售原料才是真正的收入

來源!

A稱油墨屬代購性質，以12,000元銷售代工

者，並分裝成4組供代工者使用，但實際上代工者

簽約時僅取得1組油墨，且之後停止代工，A亦未

返還油墨或折價購回剩餘油墨。此外，A宣稱成品

有固定的銷貨通路，但經公平會實地訪查結果，

均未發現營業之店面，且比對A營業成本與銷貨收

入差異比例已逾一般事業長期可負擔範圍，經營

模式亦與一般經營方式有違。是故，A虛偽招徠不

特定人從事家庭代工之方法，及以其他名目收取

費用獲利之行為，為足以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之欺

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公平會呼籲，有意從事代工的民眾，應審慎

並多方瞭解委託代工者的業務經營型態，以避免

代工後續引發相關糾紛及爭議。

代工加減賺，小心陷阱!
「手工外包!輕巧吊飾，長期配合，領現，現場取貨，免趕貨」，真好康?

■撰文＝陳汝雅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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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現代人使用手機聽音樂，為維持一定的傳輸

品質，多半會使用與手機相連之有線耳機，然而

使用這類耳機的消費者多半會有遭到自己或旁

人鉤住耳機線材導致手機摔出或是線材斷裂之經

驗，因此近年來，無惱人線材之無線藍芽耳機產

品開始快速成長。

小彭於民國107年7月間看到U公司於臉書網

站宣稱其所有之「無線藍芽耳機」商品獲有專利

權及商標權，認該款耳機係屬高品質之耳機，

因而心動掏錢購入。未料後來發現該款無線藍芽

耳機實際上並未獲准公告專利權及註冊公告商標

權，小彭因而覺得受騙上當。

廣告宣稱與事實不同

經公平會調查，U公司係於107年8月14日向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 無線藍芽耳機」商品

之設計專利，並於108年4月1日獲准公告而取得

專利權。又於107年4月12日及同年7 月24日向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商標權，並分別於107年

10月16日及108年1月16日獲准註冊公告而取得

2項商標權。因此，U公司於107年7月間於臉書

網站刊登廣告時，尚未取得專利權及商標權，廣

告宣稱與事實不符，已使一般大眾與消費者產生

錯誤認知與決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

規定。

未經獲准公告或註冊公告，可以宣稱具有專
利權及商標權？
因應市場需求，世界各大耳機廠商積極投入研發與製造，耳機商品的品質成為消費者挑選購買之重要

考量因素。

■撰文＝林彥光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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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一般商品獲得「節能標章」認證，代表該

商品之能源效率約屬市場前20％至30％之高

能源效率產品。A公司網站於民國1 0 8年8月

至同年10月期間，刊載「300WLED燈具」及

「150WLED燈具」廣告，宣稱「天井燈節能標

章」文字，廣告予人印象為該等商品已取得經濟

部能源局核發之「節能標章」，並產生案關商品

較其他未獲標章之商品更具有減少能源消耗、省

電省錢之功效。

未取得認證，不可刊載節能標章圖文

經公平會調查發現，該2款天井燈商品之檢

測資料尚未通過審核及輔導等認證程序，並無取

得天井燈節能標章，自不得於商品或廣告上刊載

「節能標章」文字，該2款燈具商品廣告核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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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公平會表示，綠色消費已為風潮，目前市場

上各項電器用品，若取得節能標章者，必會招徠

消費者優先選擇購買之效果，但業者應確實完成

節能標章的審核流程，始符合規定，業者刊載廣

告宣稱節能標章之表示或表徵應與事實相符，以

免觸法。

挑選節能標章商品，應小心求證！
大型體育場、足球場、主題樂園、大賣場及廠房倉庫等，都需要強光之照明設備，省電及高效能的天

井燈是首要考量，但在挑選具有節能標章之天井燈，應再進一步確認該商品是否真的取得節能標章，不要

一時不察而成為冤大頭。

■撰文＝黃麗明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視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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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歐盟執委會 (下稱執委會 )今 (2019)年

10月發布的新聞稿 1以及執委會競爭事務委員

Margrethe Vestager女士公開談話2中指出，臨時

措施（interim measures）旨在防止對競爭造成

不可彌補的損害，並在保護事業抗辯權以及反托

拉斯執法速度與有效性間取得平衡。此外，是項

措施除能使執委會命令事業停止可能的違法行為

外，亦可讓涉案事業有權在執委會採取是項措施

前表達意見，並向歐洲法院提起訴訟。

現階段執委會認為，Broadcom藉由與主

要客戶進行排他性或準排他性交易（exclusive 

or  quas i -exc lus ive dea l ings）限制競爭，

Broadcom的行為對市場競爭造成嚴重且無法彌

補的損害，因而發布是項命令，執委會並將持續

對Broadcom進行濫用市場優勢地位的調查。該

項命令有效期限最長為3年，或至執委會完成調

查為止，這是執委會18年來第1次於競爭法案件

調查時施以臨時措施，並自歐盟2003年「反托拉

斯規章」（Antitrust Regulation）3確立實施此類

措施的標準以來，首度使用該項工具。

背景說明

「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FEU）第102條禁

止濫用可能影響歐盟內交易以及阻止或限制競爭

之市場優勢地位。根據歐盟反托拉斯規章第8條

第1項，倘若初步認定違反競爭法規，並對競爭

具有嚴重且不可彌補的損害風險而迫切需要保護

時，得採取臨時措施。

Broadcom是全球供應電視機上盒與數據機

（TV set-top boxes and modems）晶片組（包

括所謂的系統單晶片（systems-on-a-chip））

之翹楚，銷售額約占全球產業的一半。系統單晶

片係將各種元件形成的電子電路整合在單一晶片

上，而成為機上盒與數據機的「大腦」，對於傳

送電視訊號給消費者至為關鍵。

執委會初步調查始於2018年10月，其間幾

經向Broadcom與第三關係人提出資訊請求進行

全面瞭解後，已於2019年6月啟動正式調查，

評估Broadcom是否透過特定行為限制用於中

央辦公室 /頭端設備（central off ice/headend 

equipment）之晶片組與零組件的市場競爭，

包括排他性、搭售、捆綁銷售、降低互通性

（ interoperabil ity degradation）、濫用智慧

財產權等行為，執委會並同步發出異議聲明書

（Statement of Objections），俟Broadcom

提供書面答復後，初步認為可能需要針對

Broadcom的特定行為採取臨時措施，以確保執

委會將來作出最終決定的有效性。

歐盟以罕見的臨時措施大動作調查Broadcom
歐盟執委會近20年來首次採取臨時措施，命令Broadcom停止對其晶片組買家施加排他性與準排他性

要求。

■撰文＝陳淑芳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專員）

1 https://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9-6109_en.htm
2 https://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STATEMENT-19-6115_en.htm
3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HTML/?uri=CELEX:32003R0001&fr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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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就Broadcom方面，除於執委會發出異

議聲明書時，業就相關競爭疑慮提交廣泛的書

面說明外，Broadcom已於聽證會上陳述相關

意見，並有權向歐洲法院提起訴訟，要求中止

臨時措施；同時，隨著執委會展開深入調查，

Broadcom亦有權充分進行抗辯。

臨時措施決定

執委會認為必須採取臨時措施，以防止用於

電視機上盒與數據機的系統單晶片之市場造成嚴

重且不可彌補的競爭損害，係基於以下因素：

（a）初步認定Broadcom在電視機上盒、光纖數

據機以及xDSL數據機之系統單晶片等3個

不同市場具有優勢地位。

（b）初步認定Broadcom濫用市場優勢地位而違

反競爭法，特別是該事業與6家電視機上盒

與數據機製造商簽訂包括以下反競爭條款

之協議：

（i）為加強Broadcom在用於電視機上盒、

光纖數據機以及xDSL數據機之系統單

晶片市場之優勢地位，而載明排他或

準排他購買義務與競爭優勢條款，諸

如折讓（rebate）與其他非價格優勢

（例如儘早獲得其技術和優質技術支

援），並以買家向Broadcom獨家或準

獨家購買相關產品為條件。

（ii）為利Broadcom挾於電視機上盒、光纖

數據機以及xDSL數據機之系統單晶片

等市場之優勢進入電纜數據機（cable 

modems）系統單晶片市場，而列有

授予該等市場買方競爭優勢條款，包

括價格與非價格優勢，並以買家向

Broadcom獨家或準獨家購買用於電纜

數據機的系統單晶片為條件。

經分析相關事證，包括相關客戶的規模與重

要性、協議的條件與期限，以及Broadcom客戶

與競爭對手提供的內部文件中所發現的同時證據

（contemporaneous evidence），執委會認為

如果允許Broadcom維持現有行為，可能會影響

未來幾年電信電纜供應商多起標案，還會涉及

即將推出的數據機與電視機上盒的WiFi 6標準，

因而導致其他晶片組供應商無法與Broadcom競

爭，而逐漸被邊緣化或被迫退出市場，最終對競

爭造成嚴重且無法彌補的損害。

為確保競爭法執法的有效性以及未來可能對

Broadcom行為的合法性作出最終決定，執委會

決定命令Broadcom：

（a）單方停止適用執委會所認之反競爭條款，

並告知客戶將不再適用此類規定。

（b）不得與客戶簽署相同條款或其他協議中具

有相同目的或效果之條款，且不得進行懲

罰或具有同等目的或效果之報復行為。

Broadcom必須在30天內遵守前開相關措

施，其有效期限最長為3年，或者直到執委會對

Broadcom行為作出最終決定之日，或至執委會

結束調查為止。案關細節刻正進行調查，執委會

此番對數位市場之強力干預，相關後續發展仍有

待持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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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A u s t r a l i a 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於2019年7月26日發布數位平臺調查

最終報告1，指出存在優勢地位的數位平臺龍頭

（例如Google、Facebook）對澳洲經濟、媒體

及社會等面向影響深遠，必須進行整體動態改

革。所謂動態係指提供解決未來可能面臨問題之

建議方向，幫助社會及時了解這些潛在問題，並

促進社會對政府執法與相關法規有初步的認識。

隨著數位經濟的發展，商業交易不再限於事

業與消費者間的單邊支付行為，業者得以建構

「平臺」對不同消費族群提供服務。為面對數位

經濟所帶來的挑戰，ACCC所發布之相關研究及

調查報告備受各國關注。ACCC主席羅德•希姆斯

（Rod Sims）表示，該報告具有全面性及前瞻

性之建議，在調查過程中也逐一探討涉及競爭、

消費者、隱私與新聞媒體等議題。

調查報告建議內容

A C C C數位平臺調查最終報告計有2 3項

建議，相對於2018年12月10日所發布之初步

報告 2，修改2項建議，以及新增1 3項建議。

ACCC重申 Google及Facebook具有實質市場力

（substantial market power）的優勢地位，並

重新審視消費者數據權（consumer data right）

在數位平臺的適用性。本報告長達逾600頁，所

提出的23項建議主要涉及8個面向，簡述如下：

一、 因應Google及Facebook市場力之措施

(一)修改事業結合相關法律規範：ACCC將

考量事業結合而消除潛在競爭者之可

能性，以及數位平臺因事業結合所增

加到訪（或連結）之數量和性質。

(二)結合需事先通知：要求大型數位平臺

（例如Google及Facebook）與澳洲任

何企業結合時能預先通知。

(三 )提供瀏覽器及搜尋引擎之選擇性：

Google需為澳洲Android行動裝置用戶

提供與歐洲現有Android用戶相同之選

項，用戶可從多個選項中選擇其所偏好

的Internet瀏覽器及搜尋引擎。

二、 數位平臺及其與廣告用戶之互動

(一)主動調查及監督數位平臺事業競爭相

關問題：在ACCC內建立一個具有資訊

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發布數位平臺調查報
告
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於2019年7月26日發布數位平臺調查最終報告，對於具有優勢地位的數位平

臺龍頭所引發競爭法、消費者保護、媒體規範及隱私權等跨領域議題，提出改革建議方向。

■撰文＝吳明賢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員）

1 詳參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ACCC網站https://www.accc.gov.au/publications/digital-platforms-inquiry-final-report
2 詳參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ACCC網站https://www.accc.gov.au/focus-areas/inquiries-ongoing/digital-platforms-inquiry/preliminary-report



16

FTC 公平交易通訊   NO.090    中華民國108年11月號

蒐集權之專責分支機構，以主動調查

及監督數位平臺業者潛在反競爭及可

能侵害消費者權益等行為，並進行相

關市場研究。

(二)調查廣告技術服務及廣告代理供應：

上述專責分支機構對廣告技術服務、

廣告及媒體代理進行調查，以考量廣

告技術供應鏈中涉及廣告的供應商

（包括廣告及媒體代理）所提供服務

的複雜性與不透明性。

三、數位平臺及其與新聞及媒體業之互

動

(一)審查媒體監管架構：更新媒體監管架

構，應儘可能與平臺保持中立，並包

含適當的執行機制及有效的制裁。

(二)建立數位平臺與媒體業間之行為準則：

由澳洲通信及媒體管理局（Australian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s  a n d  M e d i a 

Authority，ACMA）建立數位平臺行為

準則，以管理並規範數位平臺與媒體業

之間的商業關係。

四、協助有效刪除侵權內容之措施

由ACMA制定數位平臺版權侵犯內容之刪除

程序，強制性刪除代碼（mandatory take-down 

code）將有助於數位平臺上的版權保護。

五、因應澳洲新聞媒體事業投資不足之

措施

(一)提供公共廣播公司穩定且充足之資金。

(二)提供地方新聞業贈款計畫，支持地方

及區域新聞事業之發展。該計畫應與

平臺無關，由政府獨立管理，並經專

家委員會訂定資格標準。

(三)修改稅收制度以鼓勵慈善事業對新聞

業之支持。

六、數位平臺對新聞及新聞消費之影響

(一)提升社區數位媒體素養：建立數位媒

體素養資源與培訓之計畫。

(二)提升學校數位媒體素養：於2020年審

查澳洲課程範圍時，納入澳洲學校數

位媒體素養教育方法。

(三)監測數位平臺以實施信譽機制：透過

獨立的監管機構（例如ACMA）監測

數位平臺，以使用戶能夠確定其新聞

內容之可靠性、可信賴性及來源。

(四)打擊虛假資訊：每月活躍用戶超過100

萬的數位平臺應實施事業行為準則，以

規範有關虛假資訊（創建、傳播不真實

的資訊，意圖造成傷害）之行為。

七、因應數位平臺處理個人資訊及數據

之措施

(一 )強化隱私法之保護：更新隱私法

（Privacy Act）中個人資訊之定義，

以涵蓋 IP位址、設備標識符號及位置

數據等資訊。

(二)澳洲隱私法之改革：鑑於數位經濟中

數據蒐集的數量及範圍不斷擴大，澳

洲隱私權改革將確保其繼續有效地保

護消費者之個人資訊。

(三 ) O A I C數位平臺隱私權保護行為守

則：澳洲隱私保護辦公室（O f f i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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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f  t h e  A u s t r a l i a n  I n f o r m a t i o n 

Commissioner，OAIC）根據隱私法制

定數位平臺行為守則，提供隱私代碼。

(四)引入嚴重侵犯隱私權之法定侵權行為：支

持澳洲法律改革委員會（Australian Law 

Reform Commission，ALRC）引入以嚴

重侵犯隱私權作為提起訴訟之理由。

(五)禁止不公平之合約條款：將不公平之

合約條款視為非法，並處以罰款。

(六)禁止不正當交易行為：例如在未告知

之情況下變更服務條款，以及勸阻消

費者行使其合約或法律權利等。

八、 因應數位平臺面臨之其他衍生問題

(一 )制定最低內部爭議解決標準：由

ACMA制定最低內部爭議解決標準，

規範數位平臺內部爭議解決流程之可

見性、可訪問性、響應性、客觀性、

機密性以及資訊收集的要求。

(二)建立申訴專員計畫：由ACMA及相關

監察員建立申訴管道，以處理消費

者（或企業）與數位平臺提供者間

之糾紛。

結語

面對數位平臺商業型態的崛起，數據蒐集的

數量及範圍不斷擴大，ACCC除了發布數位平臺

調查報告，提出跨領域協調改革因應措施建議，

也認為對於強大、有價值之數位平臺事業需賦予

更高的企業責任，並藉由公私協力，使數位平臺

事業之發展能兼具創新與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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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於2019年8月27日邀請香港競爭事務

委員會前委員鄭建韓(Thomas Cheng)教授蒞會

演講。鄭建韓教授為美國哈佛大學法律學院博士

(Juris Doctor)，曾協助起草香港之競爭法，並於

2013年至2018年間擔任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委

員，目前則於香港大學法律系任教。

鄭建韓教授之演講主題為「從消費者行為

角度分析限制轉售價格(Consumer Behavioral 

Approach to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演

講內容除了指出目前分析限制轉售價格(RPM) 對

消費者假設條件過於簡化，並認為消費者除優先

選擇品牌外，也可能優先選擇購買商品之通路管

道（通路選擇模型），或僅一時衝動決定的購買

行為（衝動選擇模型）。在完整界定與區分消費

者的不同選擇模型後，逐一檢視傳統RPM正當理

由的各種學說，並提出實務上應如何調查或審理

RPM案件之建議。

鄭建韓教授之演講為公平會同仁帶來新的觀

點，同時亦與公平會委員與同仁就相關競爭法議

題交換相關實務經驗及意見，並於演講結束後拜

會公平會黃主任委員，為臺灣與香港競爭法相關

面向進行更深入的交流。

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前委員鄭建韓教授演講
紀要

■撰文＝王性淵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視察）

 

｜分享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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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為了提振買氣，通常設計各式廣告來吸睛，如以促銷價、限時限量特惠價、老字號或以產品

功能等來吸引消費者，而這些廣告中是否涉及不實呢？

依據公平會統計，本（民國108）年1-9月檢舉案及主動調查案辦結計1,302件，其中涉及不實廣告

計725件（約占5成6），觀察檢舉者身分，以一般民眾檢舉占87.3％居首，政府機關占6.6％次之。自

104年累計至本年9月底，檢舉案及主動調查案經處理結案中涉及不實廣告計4,401件，一般民眾檢舉

占81.5％最多，其次為政府機關12.3％（圖1）。

圖1　涉及不實廣告案件統計-按檢舉者身分別分

本年1-9月涉及不實廣告案計725件，經扣除調查結果非屬公平會主管業務或程序不符之停止審議

（調查）案及重複檢舉同一案由之案件後，涉及不實廣告案計53件，其中作成處分者17件（函送處分

書23件），不處分36件。另自104年累計至本年9月底，經處理結案中涉及不實廣告計4,401件，其中

作成處分260件（函送處分書274件），不予處分計324件，因涉及刑事案件、民事案件、他機關職掌

及程序不符等因素而停止審議（調查）3,781件，予以併案處理36件（表1）。    

不實廣告案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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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涉及不實廣告案件統計-按處理結果分

本年1-9月公平會作成違法處分而發出處分書計58件，其中因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為處分者

計23件（占39.7％），依行業別觀察，以批發及零售業18件（占78.3％）最多。另自104年累計至本

年9月底，作成違法處分而發出處分書計573件，而處分不實廣告行為者計274件（占47.8％），觀察

行業別，以批發及零售業131件（占47.8％）居首，其次為不動產業101件（占36.9％），二者合占約

8成5（圖2）。

圖2　不實廣告處分案-按處分書之行業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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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日於臺北市舉辦「國際反托拉斯與貿易救濟法規」宣導說明會。

■ 9月5日及6日於新北市舉辦「108年度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地方機關協調聯繫會議」。

■ 9月18日、22日及27日分別赴高雄市旗山區南新社區發展協會、嘉義縣民雄鄉興中社區發展協會及
屏東縣屏東市北興社區發展協會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 9月26日於臺北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線電視相關事業執法說明會」。

■ 10月2日於新北市新埔國中舉辦「公平交易法種子教師研習營」。

■ 10月3日、7日及16日分別赴高雄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屏東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及高雄
科技大學財務管理系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10月4日於臺中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導管瓦斯產業宣導說明會」。

■ 10月15日邀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莊弘鈺助理教授專題演講「標準必要專利競爭法管制之分與
合」。

■ 10月18日赴新北市雙溪區平林里辦公處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 10月21日及22日文化大學法律學系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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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108年9、10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1

1.公平會於臺北市舉辦「國際反托拉斯與貿易救濟法規」宣導說明會。
2.公平會於新北市舉辦「108年度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地方機關協調聯繫會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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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3.公平會赴高雄市旗山區南新社區發展協會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4.公平會赴屏東縣屏東市北興社區發展協會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5.公平會於臺北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線電視相關事業執法說明會」。
6.公平會於新北市新埔國中舉辦「公平交易法種子教師研習營」。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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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9月4日參加ICN卡特爾工作小組電話會議。

■ 9月4日至6日派員至蒙古烏蘭巴托參加OECD韓國政策中心競爭計畫「垂直交易限制」競爭法規研
討會。

■ 9月25日至26日彭副主任委員紹瑾率團赴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辦「國際反托拉斯區域研討會－數位經
濟下之市場界定與執法」。

■ 10月16日至18日派員至日本東京參加OECD韓國政策中心競爭計畫「數位化之競爭議題」競爭法研
討會。

■ 10月29日參加ICN結合工作小組電話會議。

■ 10月29日及30日出席於日本東京舉行之「第44屆臺日經濟貿易會議」。會後由謝智源委員率團與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進行「臺日競爭法主管機關雙邊會議」。

民國108年9、10月份國際交流活動一覽

1.公平會彭副主任委員紹瑾(第1排右4)率團赴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辦 「國際反托拉斯區域研討會－數位經濟下之市場界
定與執法」。

2.公平會彭副主任委員紹瑾(右4)於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之國際反托拉斯區域研討會致開幕詞。
3.公平會彭副主任委員紹瑾(右1)與協辦機關馬來西亞競爭委員會執行長Encik Iskandar Bin Ismail(左1)先生合影。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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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平會謝智源委員(左3)率團赴日本東京參加「臺日競爭法主管機關雙邊會議」。
5.公平會謝智源委員(左1)與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山本和史委員(右1) 合影。
6.公平會赴蒙古烏蘭巴托參加OECD韓國政策中心競爭計畫「垂直交易限制」競爭法規研討會。

54

6



25

TAIWAN FTC NEWSLETTER
｜焦點人物｜

TAIWAN FTC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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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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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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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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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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