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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議程
主辦單位：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日

期：98年12月1日（星期二）

會議地點：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競爭政策資料及研究中心」會議室
【台北市北平東路30號2樓（台北捷運善導寺站6號出口；紹興北街、北平東路口）】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開幕式 本會吳代理主任委員秀明 致詞
09:40~12:00 議題1 不公平競爭與法規競合
主持人：本會黃委員美瑛
論文1 ：薦證廣告與薦證者之責任
09:40~10:00
報告人：謝副教授杞森（真理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10:00~10:10
評論人：吳副教授瑾瑜（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10:10~10:30 茶敘

10:30~10:50
10:50~11:00

論文2 ：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行為適用之可
行性研究
報告人：顏副教授廷棟（銘傳大學財金法律學系）
評論人：林副教授廷機（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11:00~11:20
11:20~11:30

論文3 ：公平交易法與其他法規競合競爭評估標準之研究--管制政
策影響競爭之評估
報告人：陳教授和全(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評論人：楊副教授秉訓(淡江大學經濟學系)

11:30~12:00 綜合討論
12:00~13:20 午餐休息
13:20~15:40 議題2 產業競爭與公平交易法
主持人：本會林委員益裕
論文4 ：電信網路接取服務批發價格之管制與實務--兼論防止垂直
價格擠壓之檢驗方法
13:20~13:40
報告人：王資深顧問碧蓮(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13:40~13:50
評論人：謝律師穎青（太穎國際法律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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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14:10
14:10~14:20

論文5 ：公平交易法對銀行業結合之評估—檢查表之設計與討論
報告人：張教授大成（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評論人：胡教授均立（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14:20~14:40
14:40~14:50

論文6 ：金融海嘯下能源價格波動之競爭政策意涵
報告人：梁院長國源（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
評論人：吳院長再益（台灣綜合研究院）

14:50~15:10
15:10~15:20

論文7 ：我國油價設定影響因素之研究
報告人：李教授秉正（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評論人：廖教授惠珠（淡江大學經濟學系）

15:20~15:40 綜合討論
15:40~16:00 茶敘
16:00~17:20 議題3 競爭倡議與專利授權
主持人：本會周委員雅淑
論文8 ：國際競爭法在競爭倡議上之發展及其引入國內之可行性
16:00~16:20
報告人：李助研究員淳（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16:20~16:30
評論人：莊教授春發（景文科技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16:30~16:50
16:50~17:00

論文9 ：從「飛利浦光碟案」看競爭法對技術標準相關專利聯盟
之規範
報告人：李助理教授素華（台北大學法律學系）
評論人：黃教授銘傑（台灣大學法律學系）

17:00~17:20 綜合討論
17:20~17:30 閉幕式 本會周委員雅淑 致詞

開幕式

I

開幕式 吳代理主任委員秀明開幕式致詞稿
各位貴賓、各位先進、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歡迎大家蒞臨本會第17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在此首先感謝
大家的參與。
公平會肩負擬訂競爭政策及執行公平交易法的重任，成立 17 年多來，始終秉持
著「切實依法行政、促進經濟發展、維護公共利益、順應國際趨勢」的施政原則，積
極推動各項業務。在社會各界的支持及本會全體同仁的努力下，無論是在建立公平交
易制度、執行公平交易法規、宣導公平交易法與推動國際交流合作等方面，累積了豐
碩的成果，也使我國競爭法制逐步邁入成熟而穩定的階段。尤其在查處違法事業，排
除市場參進障礙方面，成效更是有目共睹。截至 98 年 10 月底止，本會各類收辦案件
總計 33,348 件，其中檢舉案 24,256 件、申請聯合案 157 件、申請或申報結合案 6,438
件、請釋案 2,497 件；辦結案件 33,128 件，平均結案率為 99.34 ％，其中經本會認定
違反公平交易法而加以處分者，截至 98 年 10 月底止，計 3,040 件，裁處罰鍰金額高
達 26.4 億元，確已有效發揮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功能。
公平交易法自 80 年 2 月 4 日制定通過，81 年 2 月 4 日施行以來，雖已歷經 3 次
修正，惟為順應國內外經濟環境情勢變遷，本會於 96 年 3 月 29 日再次成立修法專案
小組，截至 98 年 10 月底已召開 27 次專案小組會議及 3 次「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
座談會或公聽會，期望藉由這次的修法使我國公平交易法制更臻完備。
大家都知道，本會所職掌的公平交易法其內容涵括兩部分，一為反托拉斯法，一
為不公平競爭防止法。在反托拉斯法方面，目的在於促進市場的自由競爭。在不公平
競爭防止法方面，其目的係在保障競爭的公平性。而為了落實公平交易理念，本會透
過宣導說明會、網際網路、廣播電視、報章雜誌及編印相關出版品等各種不同管道，
使社會各界能知法、守法、崇法。除此之外，為推動競爭政策的研究發展，本會也規
劃各類活動，邀請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參加，例如定期舉辦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的
國際及國內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公平交易法訓練營及產業座談會等。各位都是學
界、實務界的菁英，我們相信以諸位的影響力，必定能使公平交易法的精神，根植於
所接觸的每一個人及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也能使我國公平交易法制更臻合理周延。
本次研討會分 3 場次進行，各場次議題分別為：
第 1 場：不公平競爭與法規競合；
第 2 場：產業競爭與公平交易法；
第 3 場：競爭倡議與專利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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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共要發表 9 篇論文，其中 7 篇是本會 98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報告，另外 2 篇則
來自國內學術界相關研究論文。非常感謝今天與會的報告人及評論人，也希望大家在
這一天的研討會中，踴躍提出寶貴意見與看法，以作為本會施政及執法的參考。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的光臨，也預祝研討會圓滿成功。敬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
如意！謝謝！

薦證廣告與薦證者之責任

1

薦證廣告與薦證者之責任
＊

謝杞森

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目

次

壹、緣起
貳、我國行政罰法對共同違法的規範
叁、公平法上的共同違法型態與責任
肆、廣告主、薦證者、廣告媒體業在公平法上應負的法律責任
伍、「全竹炭塑身衣」廣告薦證者溫君被處分案之評釋
陸、結論

中文摘要
在薦證廣告中的薦證者，可分為一般消費者、知名的公眾人物及專業人
士，尤其以知名公眾人物或專業人士作廣告代言人並加以適時的運用，將可發
揮相當大的效果，一方面可強化廣告所欲透露的訊息，加深消費者對產品與品
牌的印象，另一方面也可增強消費者購買的慾望。但不實的薦證廣告不但會造
成不公平競爭、損害消費者權益，也將使消費者對該商品徹底的失去信心，並
對該薦證代言的知名人士產生不良觀感。
在我國諸多薦證廣告中，「全竹炭塑身衣」不實廣告的廣告主與薦證者是
第一件被公平交易委會援引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之行為，而分別對廣告主與薦證者處以罰鍰的案件。但該薦證者不服，向
行政院提起訴願，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對原處分提出一些質疑後，在主文中
撤銷該薦證者的處分並在理由中載明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理。
公平交易委會重新調查研析後對於該件不實廣告的薦證者仍援引公平交易
法第21條與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作成處分，但並未處罰鍰，只命其自處分書
送達之日起「應立即停止違法行為」。
* 作者學、經歷：政治大學法學博士；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專員、視察、科長、秘
書
現職：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專任副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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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公平交易委會援引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之行為，作為一併處分非事業的薦證者的依據是否妥適、行政院訴願審議
委員會對原處分提出質疑的理由，以及公平交易委會重新作成處分只命應立即
停止違法行為而未對薦證者處以罰鍰的作法，其實益何在，均值吾人作一深入
探討與剖析，俾期未來在類似處分案件能有更周延與精準的論述與處理。
關鍵詞：公平交易法、不公平競爭、不實廣告、薦證廣告、薦證者、名人薦
證、行政罰法、共同違法、故意共同實施、單一行為人、教唆、幫
助、共同正犯

壹、緣起
薦證廣告乃廣告主在其商品（包含服務）的廣告中透過廣告主以外之人，
為其廣告中所推銷的商品作薦證，以提升其商品的銷售。至於薦證者一般可分
為一般消費者、知名的公眾人物或專業人士，尤其以知名公眾人物或專業人士
作廣告代言人並加以適時的運用，將可發揮相當大的效果，一方面可強化廣告
所欲透露的訊息，加深消費者對產品與品牌的印象，另一方面也可增強消費者
購買的慾望。
但不實的薦證廣告卻也將使消費者對該商品徹底的失去信心，也會對該薦
1

證代言的知名人士產生不良觀感 。
由於薦證廣告的正向與反向效果都強過一般的廣告，因此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於民國94年9月23日對外發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嗣行政院消費
者保護委員會有鑑於名人代言廣告對消費者之影響，認有加以管理之必要，遂
於96年4月25日及5月8日二次邀集衛生署、公平交易委員會、法務部及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等開會研商，積極研議解決方案，會議結論並經提報第146次委
員會議作成決議，請衛生署及公平交易委員會分別就食品、藥品、化妝品，及
其他商品（除食品、藥品、化妝品外）之不實廣告之薦證代言人，援引行政罰
2

法第14條之規定加以處罰 。公平交易委員會因此於96年4月25日修正與薦證者
1

2

林泉源、余朝權、李銘尉、劉致緯，「不實薦證廣告揭露、見證者類型與薦證者後
悔傾向對消費者態度之影響」，公平交易季刊第16卷第1期，民國97年1月，頁3、
頁27。
行政院消保會並表示，公眾知名人士在廣告如以純表演，而非推薦獲保證之方式代

3

薦證廣告與薦證者之責任
3

責任有關的第五點，並於同年5月11日發布 。有關薦證者的法律責任，在該規
範說明的第五點（二）闡明：1.薦證者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實施違反本法之規定
者，雖其本身不符合本法第二條第四款所稱之事業定義，仍得視其從事薦證行
為之具體情形，依廣告主所涉違反條文併同罰之。2.薦證者因上開情形而涉及
其他法律之規範者，並可能與廣告主同負其他刑事責任及民事連帶損害賠償責
任。
公平交易委員會於是對電視頻道宣播「全竹炭塑身衣」廣告一案，除對廣
4

告主加以處分外，並對知名藝人薦證者處以罰鍰新台幣8萬元 ，但該知名藝人
不服，向行政院提起訴願，而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則撤銷公平交易委員會對
5

該知名藝人的行政處分，並在理由中載明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理 。公
6

平交易委員會於是在民國98年7月2日作成新處分 ，命被處分人溫○○君自處
分書送達之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該新處分雖未對溫君處以任何
罰鍰，但仍認定溫君還是違反公平交易法。從舊處分罰新台幣八萬元到新處分
只命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其前後歷經一年又半個月的時間，被各罰新台
幣四百萬元的三家不實廣告的廣告主早已結束營業落跑，根本無從執行這高額
的罰鍰，對於薦證者的新處分，究竟具有何種實質意義？是否公平交易委員會
所引用條文的依據與論述不夠堅強有理？還是我國行政罰法第14條、第15條的
規定仍有商榷的餘地？實值得吾人作進一步探討。

3
4
5
6

言商品，性質並非為該產品背書，代言人尚無須為廣告之真實性負責。惟如廣告代
言人（除廣告主外），於廣告中以言詞或其他方式表達其對該商品或服務之意見、
信賴或親身體驗等結果者，即為薦證廣告代言人，即須為其代言行為負責。如○○
藝人代言某增高機產品，並宣稱使用後已長高若干公分，即屬薦證廣告性質，必須
為其代言廣告之容負責。參閱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網站http://www.cpc.gov.tw/
detail.asp?id=683查閱日期：民國98年8月19日。
對 於 薦 證 廣 告 之 規範說明，參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網站 http://www.ftc.gov.tw/
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65&docid=256查閱日期：民國98年8月19日。
民國97年6月19日，公處字第097078號。
民國97年12月31日院臺訴字第0970094902號決定書。
民國98年7月2日公處字第09809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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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行政罰法對共同違法的規範
一、行政執行法與行政罰法的關係
行政執行法乃為確保法律對人民所課以義務的履行而訂定的不同執行手
段，因此行政執行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行政執行，指公法上金錢給付義
務、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強制執行及即時強制。」其中的執行罰是以確保義務
人將來實現其義務內容為主要目的，性質上乃屬對「將來」之作用。行政罰在
7

性質上則是因有過之故而對過去違反行為的一種處罰 ，也就是對於過去違反
義務之制裁。
行政罰法乃是各種行政法規處罰的總則性規定。其立法目的乃在於制定共
通適用於各類行政罰之統一性、綜合性法典，期使行政罰之解釋與適用有一定
之原則與準繩，其適用範圍限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
8

行政罰 之處罰時始有本法適用。又行政罰法所稱之行政罰係指行政秩序罰而
9

言，不包括行政刑罰及執行罰在內 。至於懲戒罰則與行政罰之性質有別，行
政罰之規定非全然適用於懲戒罰，從而行政罰法應無納入懲戒罰之必要，若懲
戒內容如兼具行政法上義務違反之制裁與內部秩序之維護目的，則是否具有行
政秩序罰性質，而屬行政罰法第二條之範疇，應由其立法目的、淵源等分別考
10

量 。
當人民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或不行為義務，經於處分
書或另以書面限定相當期間履行，逾期仍不履行者，由執行機關依間接強制或
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行政執行法第27條）。因此，當行政主管機關依法對
7
8

9
10

城仲模，行政強制執行序說，收錄於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礎理論，增訂再版，83年
10月，頁271-273。
行政罰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其他種類行政罰，指下列裁罰性之不利處分：
一、限制或禁止行為之處分：限制或停止營業、吊扣證照、命令停工或停止使用、
禁止行駛、禁止出入港口、機場或特定場所、禁止製造、販賣、輸出入、禁止申請
或其他限制或禁止為一定行為之處分。二、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之處分：命令歇
業、命令解散、撤銷或廢止許可或登記、吊銷證照、強制拆除或其他剝奪或消滅一
定資格或權利之處分。三、影響名譽之處分：公布姓名或名稱、公布照片或其他相
類似之處分。四、警告性處分：警告、告誡、記點、記次、講習、輔導教育或其他
相類似之處分。」
行政罰法第1條立法說明二。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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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作成行政處分命其自處分書送達之日起應立即停止違法行為而不停止時，
可由執行機關依間接強制或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又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
「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其行為不能由他人代
為履行者，依其情節輕重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怠金。」乃屬執行
罰，其係督促行為人將來履行義務之手段。惟公平交易法第41條規定：「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
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逾期仍不停
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
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連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至
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由於公平交易法有特別規定，
因此實務上公平交易委員會即依公平交易法第41條後段按次連續處罰，至其停
止或改正為止。
從公平交易法條文文義上解釋，上述實務作法似無不當，但若從行政執
行法第1條：「行政執行，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
定。」之文義觀察，應該是當行政執行法沒有規定時，才有適用其他法律的餘
地。今行政執行法第30條已有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怠金的規定，
且同法第31條亦有規定，經處以怠金後，仍不履行其義務者，執行機關得連續
處以怠金。似乎不應由公平交易委員會來按次連續處罰。此與行政罰法第1條
後段規定：「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有所不同。當然，公平
交易法第1條後段也有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而行政執行法第4條第1項也規定：「行政執行，由原處分機關或該管行政機關
為之。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者，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
執行處執行之。」既然行政執行是由原處分機關或該管行政機關為之，因此似
也可解釋為，公平交易法第41條後段既已有按次連續處罰至其停止或改正為止
的規定，就適用公平交易法的規定，只有在公平交易法未規定的情形下才適用
行政執行法第30條及31條的規定。
從上述說明可知，我國在立法、修法過程中，相關法規的配套與整合並未
落實，以致於在法規適用過程中容易出現不同見解。

二、行政罰的類型與目的
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應受罰鍰或沒入之裁處外，行政罰法將行政機關所
為之不利處分又具有裁罰性者視為行政罰，由於其名稱種類有一百多種之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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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罰法將之概稱為其他種類行政罰（行政罰法第1條、第2條 ）。
各行政法規的立法目的與所欲保護的秩序常因專業與規範目的的不同，因
此採取的手段就會出現差異性，為因應其需求，其行政罰的種類不同，執法的
手段也常因此而異。當在各別的行政法規有特別規定時，是否仍應優先適用該
特別法。例如行人在交通違規的擅闖紅燈行為，因其行為已結束而成為過去，
無從作成改正或停止的下命處分，因此只能處罰鍰或命其參加交通法規講習，
倘若下次再違反時則屬另一違法之行為而被處罰。而交通違規之行為也與違章
建築之性質不同，違建之行為完成後，其違建的狀態仍持續存在，由於違建可
能持續存在危險性，因此，究竟是否應處罰當初蓋違建的行為人並命其拆除，
12

或是現在的所有權人或承租的使用人（比如房東長年在國外） ？所有權人與
室內裝修從業者是否也有行政罰法第14條故意共同實施的問題？
類似的問題義發生在公平交易法的相關案例中，例如不實廣告行為完成
後，是否有所謂的狀態仍持續存在的問題？平面廣告的傳單與看板，或是廣
播、電視、網路等的播送與上映，其行為數的認定究為一行為或數行為，而這
13

些問題是否也有「一行為不二罰」或「一事不二罰」的問題 ，恐也有諸多不
同學說與見解。因此，行政罰的行為論在尚未成熟又未引進刑法的行為論之
際，針對不同的行為特性，給予不同種類的行政罰可能就有其必要性，是否要
一律回歸行政罰法的適用，似有待斟酌。
又我國公平交易法第35條第1項在修法後改採先行政後司法（刑法）的制
度，該條規定：「違反第十條、第十四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經中央主管
機關依第四十一條規定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 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
逾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
反行為者，處行為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
金。」其所稱「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究應如何判斷，又若事業再為相同
11
12

13

同註8。
參建築法第95之1條：「違反第七十七條之二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處建築物所
有權人、使用人或室內裝修從業者新台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
善或補辦，逾期仍未改善或補辦者得連續處罰；必要時強制拆除其室內裝修違規部
分。室內裝修從業者違反第七十七條之二第三項規定者，處新台幣六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勒令其停止業務，必要時並撤銷其登記；其為公司組織者，通
知該管主管機關撤銷其登記。經依前項規定勒令停止業務，不遵從而繼續執業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其為公司組織
者，處罰其負責人及行為人。」
參大法官會議釋字604號及其諸多協同意見與不同意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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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類似行為時，公平交易委員會除移送地檢署偵辦外，是否可依公平交易法第
41條後段處以更高的罰鍰？由於公平交易法第35條第1項後段處行為人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外也可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但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前段
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
罰之。」倘若刑事法院審理結果並不成立犯罪而判決無罪確定，而公平交易委
員會認為業者仍違反公平交易法而先處罰鍰時，是否應自我徹銷，這究應該如
14

何適用相關規定，這都有待實務經驗的累積與分析 。
由於公平交易法第41條後段規定：「……逾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並按次連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
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此一規定在適用上仍有問題待釐清，比如在電視
上的不實廣告已被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並命停止，但業者卻仍每天宣播一次，
究為行為狀態的持續或是另為新行為？此顯然與大法官會議釋字604號所處理
違規停車一案的情形不同。違規停車被處罰鍰後，其車輛逾二小時後又再被開
一張罰單，其車輛並未移動或任何改變；但廣告主所宣播的廣告已被主管機關
認定不實並命其停止，廣告主又於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等等的不同
時段宣播，應該不屬於違法狀態的持續，而應屬另一違法行為（雖然內容相
同），既然公平交易法第41條後段有特別規定，自應依該特別規定繼續限期命
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連續罰鍰，惟廣告主被命停
止不實廣告後又於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不同時段在電視上宣播，但在主管
機關作成第二次罰鍰之前的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等所宣播的行為，依理不
屬同一行為而應屬另外不同之行為，理應作成三次罰鍰，但公平交易委員會在
實務上均將其作成罰鍰處分前的不同日的相同廣告內容一併認定為一行為來處
以罰鍰，類似情形例如在電視廣告外，同樣的商品與廣告內容亦有印成平面廣
告對外散發，應屬不同行為，但實務上也合併處一次罰鍰。顯然此類問題不但
15

無法依行政罰法第24條與第25條 的規定得到一致性的推論，其與刑法行為論
14
15

參拙著，「公平交易法第35、36條刑事處罰與第41條行政處分的比較——以我國實
務運作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10卷2期，民國90年4月。
行政罰法第24條規定：「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
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前項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
該規定併為裁處。但其處罰種類相同，如從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者，不得
重複裁處。一行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其他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受處罰，如已
裁處拘留者，不再受罰鍰之處罰。」第25條規定：「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
上義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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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論（尤其廢除連續犯的規定後）更有很大的差異性。而前任大法官廖義男
教授則認為：該規定似有用連續處罰鍰以達到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
正措施之目的，而與「怠金」性質相似，但其用語並非「連續處以罰鍰」，而
係「按次連續處以罰鍰」，且其前提係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公平交易法規
定之事業，得為糾正處分，即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即課予不作為或作為之行政法上義務，而逾期仍不停止或改正其行為或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並「按次」連續處以罰鍰，其意旨係每逾期不遵從此糾正處分一次，即係一次
違反不作為或作為之行政法上義務，而對之「按次」連續處罰，故該「按次連
16

續處以罰鍰」之性質，仍屬行政罰之罰鍰性質 。
誠如行政罰法第2條的立法說明所述，行政罰由於其名稱種類有一百多種
之多，其立法目的與功能又多所不同，也各有其優缺點，且各國法治狀況不
17

同，亦不宜任意援引 。而公平交易法第1條後段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故應仍有具總則性質的行政罰法的適用，但各行政法
規的立法目的與所欲保護的秩序常因專業與規範的宗旨不同，因此採取的手段
就會出現差異性，因此在各別的行政法規有特別規定時，仍應優先適用該特別
法。

叁、公平交易法上的共同違法型態與責任
一、公平交易法對事業與事業或行為人的處罰
（一）事業與其他不同事業間的共同違法關係
1. 寡占視為獨占
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稱故意共同實施，一般認為其構成要件之一必須具
有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之主觀犯意，其中包含(1)意思合致(2)彼
18

此知情(3)共同謀議(4)相互存在於各行為人間 ，因此行為人之間若沒有「共同
16

17
18

廖義男，行政罰法之制定與影響，收錄於行政罰法，廖義男主編，廖義男、李震
山、陳清秀、陳愛娥、陳春生、林明鏘、蔡茂寅、林明昕、陳慈陽、吳志光、葛克
昌、張永明、蔡震榮 等合著，2007年11月出版第1刷，元照出版公司，頁21。
洪家殷，「行政院版行政罰法草案有關處罰種類之探討」，月旦法學雜誌 No.111，
2004年8月，頁32。
陳春生，論行政罰法中之共同違法，收錄於行政罰法，廖義男主編：廖義男、李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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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議」，就不合致該條之要件。在公平交易法第5條規定：「本法所稱獨占，
謂事業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
者。二以上事業，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具有前項規
定之情形者，視為獨占。」公平交易法的學者將該條第2項簡稱為寡占視為獨
占。從該項條文文義看不出必須具備「共同謀議」的要件，倘若需具備「共同
謀議」的要件則應屬公平交易法第7條與第14條聯合行為的類型，因此在寡占
視為獨占的情形下，這些寡占的事業即便沒有共同謀議，只要實際上有「不為
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而有公平交易
19

法第10條 規定的情形，這些寡占的事業將有公平交易法第35條與第41條高額
罰鍰的適用。此時顯然無法引用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作依據，主管機關仍需
分別依公平交易法來處罰這些不為價格競爭的寡占事業。
2. 聯合行為
聯合行為的定義依公平交易法的第7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聯合行為，
謂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
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
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同條第三項規定：「第一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
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
行為者。」
上述聯合行為乃二以上的事業間有共同的意思聯絡才能犯之，單一事業不
可能為之，亦即刑法上所稱的必要共犯。由於公平交易法第35條採先行政後刑
法的措施，故必須先以同法第41條處行政罰，此時即會出現適用行政罰法第
14條故意共同實施的問題，然實務上故意共同實施會出現的狀況，可能多所不
同。
(1)公平交易法第4條所規範的事業對象將不生產或提供商品或服務的同業
公會列入規範對象，主要在於我國現況中同業公會對於聯合行為有時扮演很重
要的角色，且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2項規定：「同業公會為本法第7條
第4項之聯合行為而申請許可時，應由同業公會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為之。」

19

山、陳清秀、陳愛娥、陳春生、林明鏘、蔡茂寅、林明昕、陳慈陽、吳志光、葛克
昌、張永明、蔡震榮 等合著，2007年11月出版第1刷，元照出版公司，頁124-125。
公平交易法第10條：「獨占之事業，不得有左列行為：一、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
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二、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
更。三、無正當理由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四、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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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同業公會應提出申請而未提出，但會員事業已有數家依公會的決議而聯合
漲價，則同業公會與會員事業間是否有故意共同實施的適用？
(2)由同業公會所主導的聯合行為即便是經會員大會通過要聯合漲價或降
價，但仍有可能存在不贊成的會員，此一反對該聯合行為的會員事業既然與同
業公會立於對立的立場，但回去後迫於市場狀況的無奈，只得跟著一起漲價或
一起降價，則該投反對票的會員事業是否也屬故意共同實施的適用？或是在會
員大會中投反對票，但回去後也跟著漲價或降價，是否也算故意共同實施？
(3)其他類似情況，諸如同業公會未召開會員大會而僅由理事會多數決後即
發函會員聯合行為，而理事會的理事亦有反對的理事，但該位理事所代表的事
業的董事會卻不理會該名理事的反對意見，也跟著漲價或降價，是否也算故意
共同實施？共同實施的行為人所包含的範圍有多廣？其他還有諸如類似的問題
20

將因實際情況的不同而可能出現不同的看法 。
3. 結合行為
結合行為的定義依公平交易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稱結合，謂事
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而言：一、與他事業合併者。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
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三、受讓或
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四、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
他事業委託經營者。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
其中第2款的他事業與持有他事業股份或出資額的事業間亦有可能出現無故意
「共同」實施的問題，因此其未依規定申報結合而被處罰時，也不可能有行政
罰法第14條第1項的適用。
如上所述，在限制競爭的各種不同行為類型，日後在實務上運作適用行政
罰法時，是否應該執著在行政罰法第14條故意共同實施所應具備主觀構成要件
的「故意」，而非故意的過失共同行為是否就不處罰？或僅無行政罰法第14條
第1項的適用但仍要分別處罰？若是後者，條文亦宜加以明定，尤其該條第1項
後段亦規定「依其行為輕重分別處罰之」，此與過失共同行為亦是依不同情節
21

分別處罰之，在裁罰上並無不同 。
20

21

有關其他不同狀況類型的行為人在訴訟上的相關權益請參 拙著，「行政訴訟法的共
同訴訟與參加訴訟——以公平交易法的聯合行為為例」，收錄於「行政訴訟制度相
關論文彙編第4輯」，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編輯，民國94年12月第1版，頁325374。
行政罰法第14條當初立法時主要是要處理是否要採單一行為人概念的問題，亦即不
區分共同正犯、教唆、幫助等行為類型，其主要目的在求簡化，俾利各級行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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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業與內部代表人或員工間的關係
由於公平交易法規範的事業對象包含了法人與自然人，若自然人（例如獨
資商號的負責人）與法人間是否可能成為行政罰法第14條第一項的故意共同實
施的行為人？抑或該獨資商號負責人的自然人與法人代表人的自然人間成為故
意共同實施的行為人？若依行政罰法第14條第一項的規定，則其間的「互相聯
絡而為共同行為之決意」究竟存在在自然人與自然人之間才有適用？還是自然
人與法人之間也可適用「故意共同實施」？
我國行政罰法第1條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
類行政罰之處罰時，適用本法。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又行
政罰法第15條第2項規定：「私法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因執行其職
務或為私法人之利益為行，致使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私法
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如對該行政法上義務之違反，因故意或重大過
失，未盡其防止義務時，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並受同一規定罰鍰
之處罰。」從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並受
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的規定來看，以及採法人實在說的觀點，所謂故意共同實
施，則可存在在自然人與法人以及其董事或代表人之間，但不包括法人與其內
部的成員之間，亦即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不在共同負責之內（行政罰法第
14條立法說明二）。但公平交易法第35條規定：「違反第10條、第14條、第20
條第1項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41條規定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 或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而逾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
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者，處行為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同法第38條又規定：「法人犯前三條之罪者，除依
前三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此處所稱行為
人當然指自然人而言，但並不侷限於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尚包括去執行
之適用。相關正、反見解請參 洪家殷，「行政秩序罰在各種行政制裁中所扮演之角
色」，收錄於《中國法制比較比較研究論文集》，程家瑞、楊楨主編， 東吳大學法
學院 出版發行，2001年10月初版一刷。蔡震榮，「行政罰法草案評析」，月旦法學
雜誌No.111，2004年8月，頁9-20。蔡震榮、鄭善印，行政罰法逐條釋義，新學林出
版公司，2006年1月，一版一刷，頁124-145、頁232-22。陳愛娥，「行政院版行政
罰法草案關於處罰對象之規定方式的檢討」，月旦法學雜誌 No.111，2004年8月，
頁34-43。蔡志方，行政罰法釋義與運用解說，三民書局，2006年11月，初版一刷，
頁20-31、頁67-70。江嘉琪，「論行政法上共同違反義務行為之處罰」，收錄於
《2007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黃舒芃主編，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 專書
(6)，民國97年11月，頁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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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違法行為的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因此若出現聯合行為時，事業自然人
與事業法人及其董事或代表人或職員、受僱人、從業人員都可能成為行政罰法
第14條第1項所稱之故意共同實施之人（行政罰法第15條立法說明第3點最後一
段指出「又該私法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除個別法律定有處罰規定
外，並非當然依第2項規定處罰，俾免株連過廣，併此敘明。」）。
又公平交易法第40條規定：「事業違反第11條第1項、第3項規定而為
結合，或……。」同法第41條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
之事業，得限期命其……。」但同法第35條至第38條均規定：「違反第10
條……。」並未侷限在事業，而係著重在「行為人」的違法行為，因此應屬個
別法律定有處罰之規定。倘若公平交易委員會引用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作為
一併處罰非事業的薦證者的依據可以成立，則連事業法人的董事或代表人或職
員、受僱人、從業人員都有可能成為共同實施之人而需一併分別處罰。
在公平交易法改採先行政後司法制度之前，該法第35～40條僅規定『行為
人』有三年以下刑責，因此像聯合行為這種『必要共犯』的犯罪型態，當然有
刑總『共犯』概念的適用。修法改採先行政後司法之後，從修法意旨觀察，並
無改變此一見解之意，故也應有共犯概念的適用，倘修法後若行政罰無共犯概
22

念的適用時，則事業違法被命停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 違法行為而適用『後刑
法』須負刑責時，又如何會出現『行為人』刑事共犯之情形？如此將出現先行
政罰時是單獨犯而後刑罰時卻又突然出現『共同正犯』的不一致情況，顯然在
處以行政罰時仍應有共犯概念的適用。至於行為人是否知情或故意以及是否有
『犯意聯絡』則是證明的問題。

肆、廣告主、薦證者、廣告媒體業在公平法上應負的法律責任
公平交易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事業如左：一、公司。二、獨資或合
夥之工商行號。三、同業公會。四、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
體。」而薦證者是否為公平交易法所規範的對象？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薦證廣告
之規範說明訂定之初，對薦證者的法律責任規定：「薦證者本身符合本法第2
條第4款所稱之事業定義，雖非廣告主，但其薦證行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
22

有關如何判斷前後的行為是否相同或類似及的疑義，請參 註14 拙著，「公平交易
法第35、36條刑事處罰與第41條行政處分的比較……以我國實務運作為中心」，公
平交易季刊10卷2期，民國9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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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者，涉及違反本法第24條之規範。」此外，公平交易委員
會又在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宣導會綜合座談Ｑ＆Ａ第伍點的違反公平交易
法規定之罰則與法律責任：問一、薦證者從事薦證之收入須達到如何程度，始
符合公平交易法所稱之「事業」？答：薦證者須以從事薦證為業，經常從事廣
告薦證之行為，始有可能構成公平交易法所稱之「事業」。惟薦證者從事廣告
薦證之收入須達到如何程度，始符合公平交易法所稱之「事業」，須依具體個
案認定，而本會目前尚無具體個案。問二、薦證者不符公平交易法第2條第4款
所稱之事業，惟其薦證行為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者，
是否須受罰？答：非公平交易法所規範之對象，惟仍可能涉有民事或刑事責
23

任 。
由於薦證者若非以從事薦證為業，則無法對該薦證者加以規範，加上是否
以從事薦證為業，其認定不易。公平交易委員會於民國96年修正對於薦證廣告
之規範說明後，其第5點第2項第1款明定：「薦證者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實施違
反本法之規定者，雖其本身不符合本法第2條第4款所稱之事業定義，仍得視其
從事薦證行為之具體情形，依廣告主所涉違反條文併同罰之。」而其法律依據
即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故意共同實施分別處罰的規定。
倘偌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可以作為處罰不是事業的薦證者之依據，則薦
證者將會有下述民事或行政上的法律責任。
若認為薦證者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實施不實廣告可以成立，則薦證者仍不能
排除有適用民法第185條共同侵權行為適用的可能而需負連帶賠償責任。
與此對照觀察廣告媒體業與廣告代理業的責任，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4項
規定：「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知情況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
告，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知其所傳播或刊
載之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仍予傳播或刊載，亦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
任。」針對廣告媒體業適用範圍之疑義，公平交易委員會在81年4月15日第26
次委員會議討論後作成公研釋○○二號，其結論如次：（一）公平交易法第21
條第4項規定課以廣告媒體業負連帶民事責任，係以明知或可得知情況下始有
適用。其目的在使廣告媒體業能對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作相當程度之篩選，
因此該條所謂之媒體業限於對廣告主或廣告代理業所提出之廣告有支配能力之
可能足以篩選時始有適用。（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4項規定時，廣告
23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tw/upload/eaa1f643-d82b-4bb7-915aab1cc1ec4acb.pdf 查閱日期98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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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業僅負民事連帶責任，並無刑事及行政責任，而民事連帶責任乃普通法院
24

審理之權責，故廣告媒體業之適用範圍仍由法院認定 。
從公平交易委員會81年作成的公研釋○○二號的第（二）點說明可知，廣
告媒體業並無行政責任。但若以行政罰法在民國95年2月5日施行後，公平交易
委員會引據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故意共同實施的規定對薦證者加以處罰，那
81年作成的公研釋○○二號是否也該重新考慮是否廢除。
蓋公研釋○○二號的第（一）點說明，該條所謂之媒體業限於對廣告主或
廣告代理業所提出之廣告有支配能力之可能足以篩選時始有適用。既然廣告媒
體業對於該廣告係明知不實且有支配能力又拿報酬，只要公平交易委員會能證
明廣告媒體業明知廣告不實，是否也應合致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的要件
而也該處罰廣告媒體業。蓋於電視上宣播不實廣告也需廣告媒體業將該廣告置
放於宣播系統上的積極行為，俟播出後消費者才可能因此接收到不實廣告的訊
息，顯然廣告媒體業的積極行為也是散播該不實廣告所不可欠缺的共同行為之
25

一。更何況大法官會議釋字275號 認為過失也需負行政責任，既然廣告媒體在
26

可得知廣告不實的情況下仍加以宣播，當然也需負行政責任 。
至於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4項對於廣告代理業與廣告媒體業的民事連帶責
任規定，是否能解釋為行政罰法第1條後段所稱「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
其規定」而排除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的適用？在解釋上若從公平交易法立法
當初即考量廣告代理業與廣告媒體業與廣告主的責任程度不同，故只處罰廣告
主。而廣告代理業與廣告媒體業若明知其所設計或製作之廣告，有引人錯誤之
虞，致他人受損害而仍不負責任，顯失公平，乃於第21條第4項將廣告代理業
24
25

26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
aspx?uid=223&docid=412查閱日期98年9月13日。
釋字275：「人民違反法律上之義務而應受行政罰之行為，法律無特別規定時，雖
不以出於故意為必要，仍須以過失為其責任條件。但應受行政罰之行為，僅須違反
禁止規定或作為義務，而不以發生損害或危險為其要件者，推定為有過失，於行為
人不能舉證證明自己無過失時，即應受處罰。行政法院六十二年度判字第三○號判
例謂：「行政罰不以故意或過失為責任條件」，及同年度判字第三五○號判例謂：
「行政犯行為之成立，不以故意為要件，其所以導致偽報貨物品質價值之等級原因
為何，應可不問」，其與上開意旨不符部分，與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本旨牴觸，應
不再援用。」
黃茂榮教授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所作公研釋○○二號解釋，廣告代理業與廣告媒體
業以參與製作、設計、傳播或刊載的方法，涉入不實廣告者，不負行政責任。該見
解是否允當，值得檢討。黃茂榮，公平交易法專題研究，植根法學叢書編輯室，
1998年7月初版，頁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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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廣告媒體業納入規範，有助於制止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廣告出現，減少交
27

易相對人之損害，故課其負民事連帶賠償責任 。但從條文的文義解釋卻難得
出有明定民事連帶賠償責任就必然可排除行政責任的結論。倘從論理解釋，行
政罰法第14條第1項所稱故意共同實施的構成要件是否應比照刑法較嚴格的要
件而忽略了行政法規範的宗旨，將使行政法規的功能大打折扣。

伍、「全竹炭塑身衣」廣告薦證者溫君被處分案之評釋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電視頻道宣播「全竹炭塑身衣」廣告一案，除對三個廣
告主各處新台幣400萬之外，並對知名藝人薦證者處以罰鍰新台幣8萬元，但該
知名藝人不服，提起訴願，而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提出一些質疑後撤銷公
平交易委員會對該知名藝人的行政處分，並在理由中載明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
法之處理。公平交易委員會於是在民國98年7月2日作成新處分，命被處分人溫
OO君自處分書送達之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該新處分雖未對溫
君處以任何罰鍰，但仍認定溫君還是違反公平交易法。

一、公平交易委員會第一次行政處分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本案被處分人溫君在廣告中宣稱「連睡覺都能瘦，像
我大概連續穿了1個多月，不知不覺瘦了2公斤，而且腰圍也細了1吋多。」惟
其使用系爭商品期間並無任何紀錄佐證有使用之事實，且使用前後亦無相關檢
驗報告等資料足證其瘦身之效果，系爭商品廣告宣稱是否確實係其親身體驗並
忠實反映之結果，非無疑義，復據溫君表示其於使用系爭商品期間，同時配合
飲食、運動等瘦身計畫，惟系爭商品廣告稱「連睡覺都能瘦，像我大概連續穿
了1個多月，不知不覺瘦了2公斤，而且腰圍也細了1吋多」，其傳達與消費者
27

「公平交易法立法目的與條文說明」，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編印，民國81年6月
編印，頁18、19。民國75年之原始草案並未將廣告媒體業與廣告代理業納入而課以
民事連帶責任，直到民國80年1月10日立法第一屆第86會期第46次會議陳委員水扁
提議參西德不正競爭防止法第13條第2項內容，增定第4項，將廣告代理業、媒體業
納入規範，參法律案專輯第132輯，公平交易法案，立法院秘書處編印，民國81年
6月初版，頁512、514。惟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只有民事與刑事責任之相關規定，
並無行政責任與行政主管機關的規定，而廣告媒體業亦只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負刑
事責任，參德國公平交易法相關法規彙編，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編，民國86年6
月，頁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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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訊息係縱使於睡眠中，單純藉由系爭商品之功效亦可達到瘦身之效果，溫君
雖復於廣告末段稱「尤其是你正在進行任何減重計畫，穿著這一件全竹炭塑身
衣，絕對是事半功倍。」卻未充分揭示其實際達到廣告所稱效果所配合之其他
相關條件，難謂符合薦證廣告真實原則之要求。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薦證者與
廣告主經由天下多媒體公司之連繫，達成共同刊播廣告之共識，且彼此對於其
薦證內容足使消費者產生錯誤等情均有所認識，並於客觀上共同參與促使不實
廣告行為之實現，符合行政罰法第14條所稱「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28

之行為」之要件，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

二、行政院訴願會決議
行政院訴願會決議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訂定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第3點規定，廣告內容需忠實反映薦證者之親身體
驗結果，且除薦證內容有科學依據或實證效果外，廣告中應明示在廣告所設定
之情況下，消費者所可能獲得之使用結果，或在某些條件下，消費者始可能達
成該薦證廣告所揭示之效果等語。惟上開規定廣告主對於薦證者身分或其薦證
有關資訊應依真實原則處理，係以廣告主為規範主體，縱因薦證廣告係以薦證
者陳述親身經歷、體驗之方式為廣告，而認薦證者有應證明其確曾親身經驗之
真實陳述義務及揭示達成廣告宣稱效果之其他相關條件之客觀義務，但因薦證
產品種類及性質各別，薦證者應提出證明之程度宜有不同，究應如何要求其真
實陳述或揭示義務？且上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
明」第3點第4款第2目規定，廣告中應明示之某些條件究何所指，有無客觀明
確標準？漏未揭示之條件是否須客觀上確足以影響廣告所稱效果之達成？此資
訊揭露義務之範圍為何，尚欠具體明確。原處分機關既以訴願人非廣告主，卻
又以訴願人未提出體檢資料，亦未揭示達成系爭商品廣告宣稱效果之其他相關
條件，遽即認訴願人與廣告主有達成共同實施不實薦證廣告之故意，其論理似
尚難認為充足，據以處訴願人罰鍰8萬元，即有重行審酌之必要。爰將原處分
關於溫○○君部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理。

評

釋

行政院訴願會決議撤銷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溫君的行政處分，其所持理由
28

詳參民國97年6月19日公處字第097078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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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點強人所難。理由分述如下：
1. 在本案竹炭塑身衣這一類的廣告中，廣告主因有義務在廣告中揭示達成
系爭商品廣告宣稱效果之其他相關條件而未揭示以致被認定不實廣告時，薦證
者本人雖非廣告主但既身為廣告的共同行為人又是使用過該廣告商品的薦證
者，其曾親身體驗使用，比起廣告主（廣告主是法人，其代表人又是男性）更
能體會該商品在何種情況與條件下會具有塑身的功效，因此更有義務去揭示達
成商品廣告宣稱效果之其他相關條件，此與高科技機械等的艱深原理薦證者難
以理解，不能相比擬。
2. 現實立法中，法律條文文義固然應明確，但卻仍難以避免「不確定法律
概念」的用語。尤其公平交易法第21條的條文「不實廣告與引人錯誤」，其本
身即屬「不確定法律概念」，而其所欲規範的行業別與所提供的商品、服務豈
止千萬種，又如何能逐一針對不同商品種類與不同性質的商品分別訂出客觀而
明確標準的條件？倘若行政院訴願會的決議是認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該處分的
理由論述不夠嚴謹，尚可令人接受。但其質疑該規範說明第3點第4款第2目規
定的某些條件何所指與有無客觀標準？這將使擬訂條文者不知該如何著手。誠
如行政院訴願會所述，薦證產品種類及性質各別，那公平交易委員會又該如何
在規範說明中分別針對不同商品與性質去訂定所謂「在某些條件下」消費者始
可能達成該薦證廣告所揭示之效果，而這些條件必須因應商品的不同與性質的
差異來逐一分別訂定？否則只要某一新上市商品作薦證廣告，主管機關尚來不
及針對該新商品的性質去訂定這些條件的標準，是否就無法規範該新上市商品
的薦證廣告？
3. 薦證廣告的規範說明只是為因應「不實廣告與引人錯誤」這一大的不確
定法律概念所作的進一步闡述，以便業者與消費者可進一步了解可能在個案中
會被認定成立不實或引人錯誤，其本就可能因商品種類、性質的不同而作不同
的判斷。公平交易委員會亦在該規範說明的最後一點（第7點）明定：「本規
範說明，僅係說明本會對於薦證廣告之一般違法考量因素，並例示若干薦證廣
告常見之可能牴觸本法之行為態樣，至於個案之處理，仍須就實務上具體事實
個別認定之。」
4. 倘若該規範說明無法做到如行政院訴願會所要求要具體明確訂出該某些
條件的客觀明確標準，是否可以直接就廢除該薦證廣告的規範說明？而在個案
中去個別認定即可，以免日後所作成的行政處分皆因此而被撤銷。更何況主管
機關本無訂定規範說明的義務，而法律亦無如此的要求，主管機關何必自惹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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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5. 假設有業者販售一個瓷杯二千元，其在廣告中宣稱將一般自來水倒入該
瓷杯中置放一小時後將變成能量水，若每天起床後飲用一杯，三個月後將使身
體變得更健康而不會生病。今有知名藝人薦證在廣告中宣稱，他以前每個月至
少看醫生兩次，自從喝了該瓷杯能量水三個月後，這三個月都沒看過醫生，該
薦證的知名藝人主觀上認知該瓷杯確實有神奇功效，又實際上這三個月確實都
沒有看診紀錄。此一廣告若被檢舉廣告不實，而主管機關認為以目前的科技或
醫學都無法證實該廣告的真實性，因此引用行政罰法第14條第一項認定薦證者
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實施不實廣告而分別罰鍰。若依上述理論，主管機關又該如
何舉證證明二者有達成共同實施不實薦證廣告之故意？固然該薦證者可能有因
果關係的誤認，但該薦證者主觀上的認知確信瓷杯確實有功效，吾人又如何能
說薦證者有不實之認知又決意去作廣告而屬於故意共同實施不實廣告？
6. 本案訴願決定書認為：「原處分機關既以訴願人非廣告主，卻又以訴願
人未提出體檢資料，亦未揭示達成系爭商品廣告宣稱效果之其他相關條件，遽
即認訴願人與廣告主有達成共同實施不實薦證廣告之故意，其論理似尚難認為
充足，……。」此段說明似在質疑薦證人與廣告主究否有故意共同實施，原處
分機關並未釐清。此處有下列兩點值得探究：(1)本案的薦證人確實是該薦證廣
告的主角，薦證人當然確知要與廣告主合作拍攝廣告影片並且也確實去拍攝完
成廣告，更進一步在電視上宣播該廣告，這都符合行為人「知」與「欲」的要
件，當屬故意實施之行為。訴願決定的質疑似指本案的薦證人是否確知該廣告
會被認定為不實的廣告而遭處分，從而才會質疑薦證人與廣告主是否有達成共
同實施不實薦證廣告之故意。但在公平交易委員會所處分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
條規定而處分的案件中，有許多廣告主自己主觀的認知中認為並不違法，但公
平交易委員會卻認為足以「引人錯誤」而加以處分，而公平交易委員會也從來
沒有去區分廣告主所作的「引人錯誤」廣告行為是故意還是過失的行為。我國
行政罰法第8條規定：「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按其情節，
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該條係參考刑法第16條規定而來，然而所稱「不知法
規」是否應作與刑法相同的解釋？蓋刑法乃以處罰故意犯為原則，過失犯的處
罰必須法律有明文規定，而且刑法的法條中看不到有像「引人錯誤」這樣的立
法，況且所謂引人錯誤，到底必須多少的交易相對人被誤導才會構成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21條？這也常因國情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認定標準。又該如何去引用行
政罰法第14條的規定去認定薦證者與廣告主是否是「故意共同實施」，更遑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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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共同實施不實薦證廣告之故意」。(2)由於刑法上的共同正犯必須有犯
意聯絡才會成立，而民法上的共同侵權行為則不以有犯意聯絡為必要，共同侵
權行為人都必須連帶負責。行政罰法第14條只規定「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之行為者」，對於「過失共同實施」的情況並未明定，例如二人共同扛
抬廢棄物欲至合法廢棄物清理場傾倒，途中行至橋上時因兩人不小心(無犯意
聯絡)以致廢棄物掉入河中造成污染，兩人因害怕倉皇落跑，導致河水受嚴重
汙染。若依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的規定則不能認定該二人故意共同實施，因
29

此在適用上只能分別論斷，分別裁罰 。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在98年度訴字第
169號判決在詮縈公司、廣通公司於「WEAR ME竹炭雕塑內衣」不實廣告案判
決理由四中稱：「按事業就其銷售商品之廣告，本應查証廣告內容是否真實，
以善盡廣告主之權責，系爭廣告縱非原告所製作，其商品及資訊、檢驗報告，
亦非原告所提供，但原告出資託播，竟未就系爭廣告內容之真實性善盡查證義
務，其縱無故意，亦有過失。」顯然本案中製作廣告的廣告主與出資託播者即
30

便是過失亦均無法免除行政責任 。

三、公平交易委員會重作之行政處分
公平交易委員會重作之行政處分仍認定被處分人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就薦證
內容為不實陳述，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公平交易委員會補充論述：本案被處分人（薦證人）雖非系爭廣告行為主
體，惟倘其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實施違法公平交易法規定之行為，而符合行政罰
29

30

如果只是過失之行為分擔，則不適用行政罰法第14條規定，因此在違反秩序罰法
上，沒有過失之共犯存在，當然也有可能存在所謂同時犯（又可稱併行共同違反義
務人）之情況，亦即過失之違反義務人，彼此間並無違法認識與有意使其發生之共
同行為，結果卻實施違反秩序之違法構成要件。 陳春生，論行政罰法中之共同違
法，收錄於行政罰法，廖義男主編：廖義男、李震山、陳清秀、陳愛娥、陳春生、
林明鏘、蔡茂寅、林明昕、陳慈陽、吳志光、葛克昌、張永明、蔡震榮 等合著，
2007年11月出版第1刷，元照出版公司，頁128。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275號：「人民違反法律上之義務而應受行政罰之行為，法律無
特別規定時，雖不以出於故意為必要，仍須以過失為其責任條件。但應受行政罰之
行為，僅須違反禁止規定或作為義務，而不以發生損害或危險為其要件者，推定為
有過失，於行為人不能舉證證明自己無過失時，即應受處罰。行政法院六十二年度
判字第三○號判例謂：「行政罰不以故意或過失為責任條件」，及同年度判字第三
五○號判例謂：「行政犯行為之成立，不以故意為要件，其所以導致偽報貨物品質
價值之等級原因為何，應可不問」，其與上開意旨不符部分，與憲法保障人民權利
之本旨牴觸，應不再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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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4 條第 1 項所稱「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要件時，依行政罰
法及薦證廣告規範說明第 5 點第 2 項第 1 款規定，仍得視其從事薦證行為之具
體情形，依廣告主所涉違反條文併同罰之，此時被處分人即有薦證廣告規範說
明第3 點規定之適用。又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第 3 點規
定，廣告內容須忠實反映薦證者之親身體驗結果，且除薦證內容有科學依據或
實證效果外，廣告中亦應明示在廣告所設定之情況下，消費者所可能達到之使
用結果，或在某些條件下，消費者始可能達成該薦證廣告所揭示之效果。雖因
薦證商品或服務種類及性質各別，薦證者提出證明之程度及其他條件之揭示義
務有所不同，惟凡除薦證者於使用薦證商品外，依一般客觀情形，所為足以影
響其達成廣告所稱效果之行為或其他因素者，即為前揭規範說明所稱之「某些
條件」，均屬薦證廣告所應揭露資訊之範圍，然實際情形仍須視具體個案情形
而定。……。本案被處分人（薦證人）與廣告主經由天下多媒體公司之連繫，
達成共同刊播廣告之共識，且彼此對於其薦證內容足使消費者產生錯誤等情均
有所認識，並於客觀上共同參與促使不實廣告行為之實現，符合行政罰法第14
條所稱「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之要件，核已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評

釋

在上述重新處分中，公平交易委員會經補充說明論述後，仍認為薦證者溫
君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實施而違反公平交易法不實廣告的規定，在處分書理由中
稱「其違法情節尚屬輕微」並未對其處罰鍰，僅命「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
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此一作法與論述理由，仍有幾點值得
深思：
（一）行政院訴願會質疑：「原處分機關既以訴願人非廣告主，卻又以訴
願人未提出體檢資料，亦未揭示達成系爭商品廣告宣稱效果之其他相關條件，
遽即認訴願人與廣告主有達成共同實施不實薦證廣告之故意，其論理似尚難認
為充足。」但公平交易委員會重新作成之處分仍引用行政罰法第14條1項認定
薦證人溫君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實施不實廣告。究竟行政罰法第14條1項的構成
要件有哪些？學者陳春生教授認為構成要件如下：1.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之行為之主觀犯意，細言之即(1)意思合致(2)彼此知情(3)共同謀議(4)相互存
在於各行為人間。2.共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意思之內容，細言之即(1)特定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2)各行為人須對特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全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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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具有意思聯絡為必要，如僅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事實之一部分具有共同
31

意思，仍不能成立共同違法 。(3)部分行為人僅具未必故意亦得成立共同違法
行為。3.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意思之型態其(1)表示方式不限於明示
方法，只要具有暗默之認識即已足(2)表示時期不限於事前協議若僅於行為當時
有共同犯意聯絡亦屬之(3)責任能力方面如係無責任能力人，仍無由成立共同違
32

法之行為 。本案薦證者溫君與廣告主之間的共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意思
之內容究竟是否各行為人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不實廣告上義務行為之全部
事實具有意思聯絡？抑或僅對違反不實廣告上義務行為事實之一部分具有共同
意思？在處分書理由中似未見詳述，因此是否能說服行政院訴願會，尚不得而
知。
（二）我國行政罰法第2條其他種類行政罰的裁罰性之不利處分的第一款
雖規定：「一、限制或禁止行為之處分：限制或停止營業、吊扣證照、命令停
工或停止使用、禁止行駛、禁止出入港口、機場或特定場所、禁止製造、販
賣、輸出入、禁止申請或其他限制或禁止為一定行為之處分。」 但該條立法
說明第三點闡明「本法所稱『其他種類行政罰』，僅限於本條各款所定『裁罰
性之不利處分』，並以『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而應受『裁罰性』之『不利處
分』為要件，如其處分係命除去違法狀態或停止違法行為者，因與行政罰之裁
罰性不符，非屬裁罰性之不利處分，無本法之適用。」若公平交易委員會對薦
證人溫君的命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果真不屬於裁罰性之不利處分而無行政
罰法之適用時，是否仍可引用行政罰法第14條「故意共同實施」的規定作為論
述依據，恐有疑義。蓋行政罰法第1條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
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時，適用本法。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
規定。」
（三）行政罰中的下命處分其主要目的在去除現實不法的狀態，以免危害
狀態的持續(例如命拆除違建)，其與刑法處罰的性質不同。因此當一個行為被
行政主關機關認定違反其主管的行政法規而被主關機關下命除去該違法行為或
33

狀態，卻又不加以改正，主管機關可以連續罰，至其改正為止 。因此，被課
31

32
33

陳春生，論行政罰法中之共同違法，收錄於行政罰法，廖義男主編：廖義男、李震
山、陳清秀、陳愛娥、陳春生、林明鏘、蔡茂寅、林明昕、陳慈陽、吳志光、葛克
昌、張永明、蔡震榮 等合著，2007年11月出版第1刷，元照出版公司，頁125。
同前註，頁124-126。
參大法官會議釋字604號。

第 1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2

以除去或改正的行為人應該是有能力除去該行為或狀態之人，是以廣告媒體業
在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有不實情事，但因廣告主仍付費要其續作廣告，廣告媒
體業因有利可圖而仍繼續刊登或播放，主管機關應可命廣告媒體業停止甚至除
去不實廣告的刊登或播放，蓋其與廣告主一樣有能力去除違法狀態的廣告。但
我國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4項卻只課以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之責任。基於
此一原理，身為廣告薦證者的名人並無除去違法廣告狀態的能力，因此只能命
其不得再有相同的行為，倘再違反，則對其處以罰鍰，在性質上應是屬於違反
下命處分而受罰，故對廣告薦證者的名人第一次不處罰鍰尚勉強可被接受。但
對於已被下命停止的不實廣告若因廣告主有利可圖而繼續宣播時，代言的名人
根本不具去除廣告宣播的能力，若要其提起民事訴訟請求停止判決確定後才可
強制執行，實在緩不濟急。因此，對廣告薦證者的名人處分，可謂只存在嚇阻
34

的意義，要其他名人在未經查證確實之前不要任意代言而已 。
（四）只單純命立即停止違法行為，恐仍不符合購買該商品而覺得受騙之
消費者的感情。雖然在該事件中溫君的形象可能受影響，但溫君在該廣告所獲
益的酬勞應該也不少，既然是故意違法的行為而不是過失，就應處以罰鍰，且
其金額也應貼近廣告報酬的金額。然公平交易委員會為何未對溫君處一定金額
的罰鍰，是否擔心處分書的理由論述可能會一再被行政院訴願會挑戰，故而僅
命應立即停止違法行為？由於心證並未公開，吾人不得而知，或許公平交易委
員會認為在第一件處分薦證者的案例中，如此作法已足以警惕知名藝人應謹慎
小心，但是否就能產生嚇阻作用，拭目以待。
由於公平交易委員會在新處分中仍認定本案的薦證者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實
施不實廣告，但薦證者並未提起訴願，因此仍不得而知行政院訴願會對此類案
件的態度為荷。

陸、結論
以知名公眾人物或專業人士作為廣告代言的薦證廣告可發揮相當大的廣告
效果，當無庸置疑。在我國諸多薦證廣告中，「全竹炭塑身衣」不實廣告的廣
告主與薦證者是第一件被公平交易委會援引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故意共同實
34

亦有學者認為，過度追究非事業者行政責任，似乎並不符合公平交易法的本質。劉
姿汝，「公平交易法不實廣告規範之再檢討」，興大法學第5期，2009年5月，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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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而對三個廣告主分別被處400萬元罰鍰與薦證者
處8萬元罰鍰的案件。
由於該案三個廣告主被處罰鍰後早已不知去向，只有薦證者提起訴願，行
政院訴願會對原處分提出質疑，例如「因薦證產品種類及性質各別，薦證者應
提出證明之程度宜有不同，究應如何要求其真實陳述或揭示義務？且上開行政
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第3點第4款第2目規定，廣告中應
明示之某些條件究何所指，有無客觀明確標準？漏未揭示之條件是否須客觀
上確足以影響廣告所稱效果之達成？此資訊揭露義務之範圍為何，尚欠具體
明確。」於是在主文中撤銷原處分並在理由中載明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
理。
行政院訴院會所述該理由，實強人所難，蓋現實立法中，法律條文文義固
然應明確，但卻仍難以避免「不確定法律概念」。尤其公平交易法第21條的條
文「不實廣告與引人錯誤」，其本身即屬「不確定法律概念」，而其所欲規範
的行業別與所提供的商品、服務豈止千萬種，又如何能逐一針對不同商品種類
與不同性質的商品分別訂出客觀而明確標準的條件？又其質疑該薦證廣告規範
說明第3點第4款第2目規定的某些條件何所指與有無客觀標準？這將使擬訂條
文者不知該如何著手。誠如行政院訴願會自己所述，薦證產品種類及性質各
別，那公平交易委員會又該如何在規範說明中分別針對不同商品與性質去訂定
所謂「在某些條件下」消費者始可能達成該薦證廣告所揭示之效果，而這些條
件必須因應商品的不同與性質的差異來逐一分別訂定？否則只要某一新上市
商品作薦證廣告，主管機關尚來不及針對該新商品的性質去訂定這些條件的標
準，是否就無法規範該新上市商品的薦證廣告？
公平交易委會原處分被撤銷後，經重新調查研析仍舊援引公平交易法第21
條與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對薦證者作成處分，但並未處罰鍰，只命其自處分
書送達之日起「應立即停止違法行為」。此一作法若依行政罰法第2條立法說
明第三點所闡明「本法所稱『其他種類行政罰』，僅限於本條各款所定『裁罰
性之不利處分』，並以『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而應受『裁罰性』之『不利處
分』為要件，如其處分係命除去違法狀態或停止違法行為者，因與行政罰之裁
罰性不符，非屬裁罰性之不利處分，無本法之適用。」若公平交易委員會對薦
證人的命應立即停止違法行為果真不屬於裁罰性之不利處分而無行政罰法之適
用時，是否仍可引用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故意共同實施」的規定作為論述
依據，恐有疑義。又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早已停止的廣告，只作成命立即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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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行為的處分，在意義上可謂只有警告知名薦證者日後小心被開罰。公平交
易委會員引用民國95年2月開始施行的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作為依據以及其論
述之理由，仍有很多值得吾人深思之處。
在公平交易法其他違法行為態樣中，例如寡占視為獨占的行為；聯合行為
中同業公會經過會員大會或理事會的多數決通過而聯合漲價，其中有投贊成票
但回去後並未跟著漲價，或投反對票但回去後去漲價，未參加開會但也跟著漲
價，…，等等各種不同情形；持有他人股票的結合；廣告媒體業、廣告代理業
若明知廣告不實仍為其製作、宣播；以及公平交易法第35條至第38條所稱行為
人，是否包括董事代表人與職員受僱人間等，是否都有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
故意共同實施的適用，都有待日後案例累積後釐清。
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之立意原本在採取單一行為人概念，不再區分
共同正犯、教唆、幫助等行為類型，以求簡化，俾利各行政機關的適用，只要
對違反義務之構成要件的實現有助益者皆予處罰而依各參與人之情結作不同裁
罰。
但該條規定的故意共同實施卻被公平交易委會員引用作為處罰薦證者的依
據，由於該條並無過失共同實施的明定，加上大法官會議釋字275號並未排除
行政上的過失犯，以致於公平交易法上各種違法行為類型是否也有過失共同實
施的適用並不明確。尤其當廣告主與薦證者主觀上都篤定認為廣告沒有不實，
但主管機關卻認為會引人誤認，此時若仍援引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故意共同
實施作為處罰依據，恐難以令人接受。
我國最高行政法院在95年判字第893號判決亦認為：「行政處罰上之共同
違法，係指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而所謂『共同實施』，乃
指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構成要件之行為，係由二以上行為人故意共同完成者而
言，至於行為人中，部分為故意，部分為過失者，或全部為過失者，均不構成
共同違法，而應單獨依法認定其是否符合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分別決定
是否處罰。」其論述可值贊同。
由於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的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其
所應具備的要件，法律並未進一步明確訂定，在我國行政罰法運作尚未成熟之
際，學說必然百家爭鳴，難以取得共識。因此妥善之計，必要時仍宜在各別行
政法規中依其立法目的與宗旨來修法，明確訂定其規範對象的範圍與該具備的
要件，人民才得以預見其行為是否具備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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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monial Advertising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Endorser
*

Chi-sen Hsieh
Abstract

Companies employ “Testimonial Advertisement” which invites general
consumers, celebrities, and professionals to recommend its products not only
to impress the public but to encourage consuming. However, a false testimonial
advertisement might result in unfair competition, harms to consumers’ rights,
consumers’ inconfidence of the product, and bad feelings of the advertising celebrity.
Among many testimonial advertisements in Taiwan, the owner and endorser of a
testimonial advertisement for “full bamboo charcoal adjusting underwear,” violating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ies altogether, were fined for the first time under Article
14, Paragraph 1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Law and Article 21 of the Fair Trade
Law by the ROC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Since the endorser appealed, the
Petitions and Appeals Committee of the Executive Yuan revoked the fine decision on
behalf of the endorser and remanded the case to the ROC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for reconsideration.
The ROC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cited Article 21 of the Fair Trade Law
and Paragraph 1 of Article 14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Law against the endorser
without a fine and asked the endorser to stop illegal activities immediately as soon as
the decision was servered.
To better the procedures of similar cases, whether the above-mentioned
decisions are appropriate and what are the purposes of the FTC and the Petitions and
Appeals Committee of the Executive Yuan decisions deserve further consideration.
Keywords: Fair Trade Law、Unfair Competition、False Advertising、
Endorser、Endorsement and Testimonials in Advertising、Administrative Sanction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Law、deliberate to offend against the law together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 Economic Law, Alethei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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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
94.9.15.第723次委員會議通過
94.9.23.公參字第0940008071號令發布
96.4.25第807次委員會議修正第5點
96.5.11公參字第0960004007號令發布
一、背景說明
邇來薦證廣告之風盛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事業為提高其商品或服務之銷售
量、知名度或認知度，聘請知名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機構）或以消費者經驗
分享之方式為其商品或服務代言，原無可厚非；惟倘該代言廣告之內容涉有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形，則民眾因信賴代言人之薦證而購買該廣告商品或服
務者，不惟其消費權益難以確保，市場上其他正當經營之業者亦將遭受競爭上
之不利益。因此，對於此種不實之代言廣告內容，有必要進一步加以規範。
薦證廣告又有稱為名人代言廣告、推薦廣告或證言廣告等，名稱不一而足。就
此類廣告之表現形式以觀，殆係為突顯代言人之形象、專業或經驗，使其與廣
告商品或服務作連結，或使其以消費代言之方式增強廣告之說服力，俾有效取
信消費者。故所謂之代言，究其實質，乃為對廣告商品或服務之「薦證」。且
一般廣告中之薦證者，並不以知名公眾人物為限，實務上如以專業人士（機
構）所為之薦證，或以一般消費者於廣告中進行消費經驗分享之表現方式，亦
屢見不鮮。因之，與其將此種廣告稱為代言廣告，毋寧將其統稱為「薦證廣
告」，較為完整、妥適，爰本規範說明第二點即秉此原則定義之。
鑑於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本法）之立法目的，係在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
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本會爰在現行法令架構下，整編
薦證廣告可能涉及違反本法之行為態樣，並參酌美國、日本等相關規範與案
例，訂定本規範說明，俾使廣告主、薦證者、廣告代理業與廣告媒體業得所依
循，同時作為本會處理相關案件之參考。
二、名詞定義
本規範說明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薦證廣告：指任何以廣告主以外之他人，於廣告中以言詞或其他方式反
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製播而成之廣
告。
（二）薦證者：指前項所稱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
或親身體驗結果之人，其可為知名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機構）及一般
消費者。外國人從事上開薦證行為者，亦屬之。
範例一：
某餐廳於廣告中引述某知名電視美食節目主持人對該餐廳之評語，該廣告即屬
一種薦證廣告，因為消費者會將廣告內容視為該主持人之意見，而非餐廳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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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見。故如廣告引述之內容係將該主持人談話全文加以竄改或斷章取義，致
無法忠實反映該主持人之意見時，即可能涉及違法。
範例二：
某運動廠商邀請一知名奧運網球金牌得主拍攝新款網球鞋之電視廣告，並於
廣告中陳述該廠牌網球鞋之設計符合人體工學，不僅具舒適性，且可提升運
動表現及成績。在此廣告中，即便該運動員僅在分享個人的感受及心得，消費
者仍將認其係為運動廠商作薦證，原因在於消費者直覺認為奧運金牌得主所具
有的運動專業能力，足以判斷其所陳述的意見必為真實可信且經得起驗證的，
亦即，其於廣告中所言不僅代表廣告主的意見，同時也反映其個人之見解及觀
點，故此情形亦符合薦證廣告之定義。
範例三：
某鍋具電視廣告播放一知名爆炸頭名廚使用該品牌快鍋等鍋具輕鬆料理一桌豐
盛年菜的畫面，縱使廣告中未出現該名廚之聲音（或口頭陳述、意見），該廣
告仍可視為其為該品牌鍋具所作之薦證廣告。
範例四：
某濃縮洗衣精電視廣告播放兩年輕少婦陪同稚齡女兒阿珠、阿花於公園嬉戲之
畫面，阿珠及阿花穿著她們母親於去年大拍賣時購買之相同款式花色洋裝，阿
珠的洋裝嚴重褪色，阿花的洋裝則鮮豔如新，阿花的媽咪馬上告訴阿珠的媽
咪，她現在所使用的某品牌濃縮洗衣精，固色效果很神奇，可使衣服色彩常保
如新，而阿珠的媽咪立刻表示她也要買來試試看。類似此種取材自真實生活，
且明顯為虛構之廣告內容，非屬本規範說明所稱的薦證廣告。
範例五：
某通信業電視廣告中，出現一身著深色套裝、貌似專業秘書之不知名年輕女
子，於鏡頭前娓娓道出其能提供全年無休、全天24小時服務，可協助老闆過濾
電話、記錄留言……等工作，請消費者給她一個機會為大家服務云云。由於消
費者會認為該陌生女子係代表廣告主陳述該公司通信服務內容，而非表達她個
人之意見，故該廣告非屬薦證廣告。
三、廣告主對薦證者資訊之真實原則
廣告主對於與薦證者身分或其薦證有關之資訊，應依下列原則處理，否則即有
違反本法規定之虞：
（一）廣告內容須忠實反映薦證者之真實意見、信賴、發現或其親身體驗結
果，不得有任何欺罔或引用無科學依據或實證效果之表現或表示。
（二）以知名公眾人物或專業人士（機構）從事薦證者，薦證廣告商品或服務
之內容或品質變更時，廣告主須有正當理由足以確信該薦證者於廣告刊
播期間內，並未變更其於廣告中對所薦證商品或服務所表達之見解。
（三）以專業人士（機構）從事薦證廣告，或於薦證廣告中之內容明示或暗示
薦證者係其所薦證商品或服務之專家時，該薦證者須確實具有該方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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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識或技術，且其薦證意見須與其他具有相同專業或技術之人所為
之驗證結果一致。
（四）以消費者之親身體驗結果作為薦證者，須符合以下要件：
該消費者於薦證當時即須係其所薦證商品或服務之真實使用者；以非真
實之使用者作為薦證時，在廣告中應明示該薦證者並非廣告商品或服務
之真實使用者。
除薦證內容有科學依據或實證效果外，廣告中應明示在廣告所設定之情
況下，消費者所可能獲得之使用結果，或在某些條件下，消費者始可能
達成該薦證廣告所揭示之效果。
範例一：
一當紅名模在電視廣告中陳述某廠牌除濕劑具有良好之除濕效果，非常有助其
保存名牌服飾、皮鞋、皮件等。在此情況下，該名模必須確實有使用該廠牌除
濕劑，始可作此種薦證廣告，日後倘該除濕劑成分有所變更時（如添加更有效
的防霉配方致氣味有所改變），廣告主必須先洽詢該名模，確認其有繼續使用
該除濕劑，且仍同意其之前於廣告中所為之薦證內容，廣告主始可繼續播出上
開廣告。
範例二：
某電視廣告播放一名水電師傅在整修房屋現場工作的畫面，並由主持人介紹說
「阿祿師是個有30多年水電裝修經驗的老師傅，現在我們就請他來試一試這7個
看不出廠牌名稱的電燈泡，然後告訴我們哪一個燈泡的照明效果最佳」，廣告
描述該水電師傅試裝後，挑出了廣告主所銷售的電燈泡，並隨即接受主持人訪
問說明其選擇的理由。此種情形，即符合本規範說明所稱的專家薦證。
範例三：
某連鎖瘦身機構之廣告中出現一位被描述為「營養師」之薦證人，明示或暗示
該薦證人受過專業訓練，並具相關經驗，足可幫助、指導他人有效地塑身、美
容。倘該薦證人真實之身分非為「營養師」，該廣告即可能涉有不實。
範例四：
某開飲機廠商於廣告中宣稱其產品業經「工研院」測試通過並獲有證書，保證
消費者不會喝到生水云云。因多數消費者認為「工研院」係屬一公正獨立的測
試機構，必定具備專業知識以判斷開飲機的效能，且不致掣發證書予未經有效
科學方法測試之產品，此種情形即符合本規範說明所稱之機構薦證，故除非
「工研院」確曾以有效之科學方法，對廣告之開飲機進行測試，且測試結果可
以支持該薦證廣告所傳達的訊息，否則該廣告仍有違法之虞。
範例五：
某保健儀器廠商在廣告中宣稱其產品榮獲某醫療專業人員公會的推薦，該廣告
即可視為一種機構薦證廣告。因消費者極可能將該公會當成足以判斷保健儀器
好壞的專家，故該公會所為的薦證，必須獲得業經該公會認可之專家（至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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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以上）進行評估分析所得結果之支持，或符合該公會先前為評鑑保健儀器所
訂定的標準，萬不可援用為替廣告廠商背書而量身設計之臨時的、特定的標
準。
範例六：
某洗髮精廣告播出於某大學女生宿舍，以「隱藏式攝影機」攝得之畫面，一位
業務員請在場女大學生陳述使用該公司新上市之雙效洗髮精之心得，並詢問渠
等問題。廣告雖未指明該等女大學生的真實身分，亦未出現類似「隱藏式攝影
機錄影中」之字眼，惟該廣告呈現的方式及傳達的訊息，均令消費者認為廣告
中出現的女學生係真實的消費者，而不是演員。在此情形下，如果廣告主係僱
用演員演出這段廣告，就應於廣告中揭露此一訊息。
四、薦證廣告之商品或服務涉及違反本法之行為態樣
（一）薦證廣告之商品或服務有下列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者，涉
及違反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無廣告所宣稱之品質或效果。
廣告所宣稱之效果缺乏科學理論支持及實證，或與醫學學理或臨床試驗
之結果不符。
無法於廣告所宣稱之期間內達到預期效果。
廣告內容有「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案件之
處理原則」第三章所示情形之一。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為誇大不實。
其他就自身商品或服務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範例一：
某家國際專業美容公司廣告宣稱「科學瘦身第一」，並以護理學院院長、醫學
院保健營養系主任、市議員、名主播及作家等人口碑推薦，姑且不論渠等人士
之專業背景暨其學識專長，為此推薦是否妥適可靠，該公司在無法提出所稱
「第一」之具體事證情況下，純以創業目標及標榜業界首創之健康瘦身為「瘦
身第一」之廣告內容，足以引發一般消費大眾錯誤認知，進而產生錯誤決策，
該宣稱顯有不實。
範例二：
某國際美容公司廣告宣稱「女人胸懷三級跳，30A-32B-34C-36D」，且證據一至
四都是精心服務的效果真實呈現，經查該公司無法證實案內4位見證人係參加豐
胸課程而產生乳房由A到D罩杯之實質成長，且其中甲見證人原係穿B罩杯、乙
見證人原已穿C罩杯，均非以A罩杯之尺寸參加豐胸課程，此與廣告宣稱A到D罩
杯之字義，顯有相當差距。
範例三：
某國際美容公司廣告刊登5位真人實證，惟未說明熱敷、按摩、促進血液循環能
達豐胸效果之依據，僅憑5位見證人之豐胸經驗，尚不足以證明其課程內容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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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產品具豐胸效果，且課程紀錄不能證明乳房尺寸在過程中之改變，顯有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
範例四：
某公司廣告宣稱甲律師及乙醫師見證，真人實證之女主角使用商品後，胸部於1
週內由A罩杯變D罩杯，惟該公司無法提供甲律師及乙醫師等資料，且真人實證
之女主角係由演員擔任演出，顯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範例五：
某美容公司廣告刊登豐胸前後模特兒相片及「親身體驗成功」、「強力推
薦」，復以顯示「現在只需12,200元/12堂（含產品）」，查消費者若僅參加系
爭廣告所刊12,000元之12堂課程，顯無法達到系爭廣告所稱之豐胸效果，嗣再大
量增加其他費用，導致消費者之消費額與當初認知或預期不符。
（二）薦證廣告之內容以比較廣告方式為之者，如其對自身商品或服務並無不
實，而對他人商品或服務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情事者，依其具
體情形可能涉及違反本法第十九條第三款、第二十二條或第二十四條規
定。
（三）薦證廣告之內容如有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者，
涉及違反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五、違反本法規定之罰則與法律責任
（一）廣告主：
本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依據第四十一條規定得限期命其停止、
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
元以下罰鍰。對於逾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
連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除前述行政責任或其他刑事責任外，消費者並得
循本法第五章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二）薦證者：
薦證者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實施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雖其本身不符合本法
第二條第四款所稱之事業定義，仍得視其從事薦證行為之具體情形，依
廣告主所涉違反條文併同罰之。
薦證者因上開情形而涉及其他法律之規範者，並可能與廣告主同負其他
刑事責任及民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三）廣告代理業：
廣告代理業依其參與製作或設計薦證廣告之具體情形，得認其兼具廣告
主之性質者，依本法關於廣告主之規範罰之。
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知情形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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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前段規定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四）廣告媒體業：
廣告代理業依其參與製作或設計薦證廣告之具體情形，得認其兼具廣告
主之性質者，依本法關於廣告主之規範罰之。
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知情形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告，
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前段規定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六、薦證廣告之規範競合與處理
本法與其他法令對於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均有規範者，依特別法優於普
通法原則，由該其他法令之主管機關依法查處；其他法令未涵蓋部分而屬本法
規範範疇者，由本會依本法相關規定處理。
七、本規範說明，僅係說明本會對於薦證廣告之一般違法考量因素，並例示若干薦
證廣告常見之可能牴觸本法之行為態樣，至於個案之處理，仍須就實務上具體
事實個別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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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宣導會綜合座談Ｑ＆Ａ
壹、背景說明
一、本規範說明訂定之緣由？
答：本會執法向來不以處罰為目的，而係希望建立公平、合理之競爭環境，以
維護消費者、守法業者之利益與整體交易秩序。在此原則下，本規範說明
即係揭示本會對於不實廣告相關條文之見解和立場，告知外界法律之界線
為何，使相關業者有所依循，以避免觸法。本會於事前以規範說明揭示何
種類型之薦證廣告有違法之虞，不但得使廣告主、薦證者、廣告媒體業者
與代理業者知所行止，並得互為監督、檢視以維自身權益，同時亦可間接
達成維護消費者利益與競爭秩序；至於業者倘有違反者，本會則以公平交
易法相關規定處罰之。其次，就本規範說明之內容而言，其規範要旨即如
學者所言，係秉於「真實性」、「客觀性」及「不能誤導」等原則而來，
與國外立法例尚無二致，且就各種型態之薦證廣告行為予以臚列，使其更
為具體化，俾外界更易於遵循。此外，其內容看似複雜，實則主要規範核
心僅第3點「薦證者資訊之真實原則」及第4點「違法行為態樣」，至於其
他規定除背景、定義與結語外，第5點罰責部分係揭示現行法之相關規定，
並非本規範說明所新訂之罰則；第6點說明現行法規競合之處理，是就整體
以觀，本規範內容仍屬清楚、必要且得理解，希望各界給予支持與指教。
貳、名詞定義
一、代辦貸款業務之業者，請名人代言推銷業務，是否屬於薦證廣告？
答：名人反映自己對於該業者提供代辦服務之信賴或親身體驗，屬於薦證廣
告；惟倘該名人僅係表示欲辦理貸款業務請向該業者辦理等推薦詞句，而
非反映其對於該業者提供代辦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
則非屬薦證廣告。
二、廣告內容僅刊登客戶本身經驗或成功案例，但無客戶本身之發言或意見，是否
屬於薦證廣告？
答：廣告內容僅刊登客戶本身經驗或成功案例，而無客戶本身以言詞或其他方
式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非屬薦證廣
告，由廣告主負責廣告內容之真實性。
三、保養食品廣告，知名演員於居家場景中吃該食品後說：「口感很好。」另一位
知名演員回應說：「對呀！我最近皮膚越來越好了。」是否屬於薦證廣告？
答：名人反映主觀意見或親身體驗，屬於薦證廣告。
四、廣告主提供劇本或台詞由名人代言，是否屬於薦證廣告？
答：名人依照廣告主所提供之劇本或台詞來推薦商品，倘由其廣告之呈現方
式，可得知該名人僅係單純之表演性質，而非反映其主觀對商品之意見、
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非屬薦證廣告；惟倘該名人係該商品之專
家，則有可能被認定為薦證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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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規範說明第2點範例2，倘以一般演員於廣告中陳述相關說明，是否屬於薦證
廣告？
答：倘該演員於廣告中陳述其對於廣告商品之主觀意見，屬於薦證廣告；惟倘
該演員並非陳述其對於廣告商品之主觀意見者，則非薦證廣告。
六、本規範說明第2點範例3之廣告內容並無個人主觀意見之表達，為何屬於薦證廣
告？
答：本規範說明所稱之薦證廣告係指任何以廣告主以外之他人，於廣告中以言
詞或其他方式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
製播而成之廣告，故薦證意見並不以言詞表示為必要。是規範說明第2點範
例3之廣告內容雖無個人口頭陳述或意見表達，惟其係播放一知名爆炸頭名
廚使用快鍋料理之畫面，屬於專家薦證之廣告，符合以其他方式反映其對
商品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
七、網友在網路上發表其個人對於某項產品之意見，是否屬於薦證廣告？
答：屬於言論自由之範疇，非屬薦證廣告。
八、廣告之代言者為廣告主本身或其受僱人、執行業務股東等，且為知名公眾人物
或專業人士，是否屬於薦證廣告？
答：廣告主本身從事薦證行為，非屬薦證廣告，惟仍有公平交易法第21條之適
用。至倘以廣告主以外之受僱人、執行業務股東等從事薦證者，則仍屬薦
證廣告。
九、平面廣告呈現一名人，並在照片下方標示：「短短一週真的變白了。」「我真
的變白了。」是否屬於薦證廣告？
答：平面廣告所標示之文字係廣告主所附加，故須先確認該名人是否承認該文
字內容。倘其承認廣告內容，則屬於薦證廣告；反之，則非屬薦證廣告。
十、名人代言是否須親身體驗？
答：名人從事薦證不一定須親身體驗，惟若廣告內容係以名人表達親身體驗結
果之方式為之，則須有親身體驗之事實。
十一、戲劇中之角色對於新產品表達其使用之意見（置入性行銷），是否屬於薦證
廣告？
答：倘為純粹戲劇之演出，則非屬廣告之範圍，尚無公平交易法之適用；倘
係節目化之廣告，廣告中之角色反映其對於商品之主觀意見，屬於薦證
廣告，惟仍需依個案具體情形判斷之，而本會目前尚無具體個案。
十二、國外影片或外國人薦證廣告於我國播出，是否仍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
答：倘廣告於我國播出，即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而外國人從事薦證行為，
與本國人從事薦證行為，一樣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
參、廣告主對薦證者資訊之真實原則
一、名人與其小孩拍3至7歲兒童奶粉廣告，若小孩長大超過7歲後，該廣告是否可以
續播？若配方改變，但小孩已超過7歲，該廣告是否可以續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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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若小孩長大超過7歲後，該廣告仍可續播；惟若配方改變，且小孩已超過7
歲，則該廣告不可以續播。
二、名人穿醫師袍說明藥品具有醫療效果，且符合科學數據，該名人是否有違反薦
證者資訊之真實原則？
答：廣告主違反真實原則，因為該名人非醫師，而廣告內容使消費者誤認其為
醫師。惟非藥品宣稱療效，或一般藥品廣告，均屬藥事法規範範疇，由行
政院衛生署主管。
三、提神飲料廣告，名人喝下後表示精神很好，可補充體力，是否違法？是否須提
出商品提神成分？
答：名人主觀之意見表達，並無違法，亦無須提供相關數據或證明該商品具有
提神成分。
四、如何證明藝人有使用所代言之產品？
答：本會進行調查並請廣告主提供資料；而薦證者可提出說明，以釐清其責
任。
肆、薦證廣告之商品或服務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態樣
一、廣告用語使用「NO.1」是否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
答：「NO.1」為客觀資訊之表達，廣告主須提出具體事證。
伍、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之罰則與法律責任
一、薦證者從事薦證之收入須達到如何程度，始符合公平交易法所稱之「事業」？
答：薦證者須以從事薦證為業，經常從事廣告薦證之行為，始有可能構成公平
交易法所稱之「事業」。惟薦證者從事廣告薦證之收入須達到如何程度，
始符合公平交易法所稱之「事業」，須依具體個案認定，而本會目前尚無
具體個案。
二、薦證者不符公平交易法第2條第4款所稱之事業，惟其薦證行為屬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者，是否須受罰？
答：非公平交易法所規範之對象，惟仍可能涉有民事或刑事責任。
三、代言人可否以契約轉嫁其責任，由廣告主承擔？
答：代言人與廣告主以契約轉嫁責任，係屬內部契約之約定事項，尚不影響代
言人責任之認定。
四、廣告媒體業如何證明受委託之薦證廣告為真實？
答：廣告媒體業倘兼具廣告主之性質，則須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並應有具體
事證證明廣告內容為真實。
陸、薦證廣告之規範競合與處理
一、化粧品或食品廣告刊載實際產品銷售數字，非涉及醫療效果，是否為貴會管轄
範圍？
答：廣告刊載之實際產品銷售數字如有不實，由本會管轄。
二、名人親身體驗化粧品之薦證廣告，廣告主是否可以要求該名人於體驗期間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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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用其他產品？
答：化粧品廣告由行政院衛生署主管。
三、跆拳道奧運金牌選手代言健康食品，是否為薦證廣告？
答：健康食品廣告由行政院衛生署主管。
四、廣告事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通過，是否仍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
答：廣告倘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實質審查通過，本會原則上將予以尊重。
五、廣告播出前得否先讓本會審查？
答：本會並無事前審查廣告之權限，惟廣告主或廣告公司於製播廣告前，得向
本會服務中心詢問不實廣告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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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吳副教授瑾瑜（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黃主持人、謝教授，還有與會的各位先進、前輩，大家好。請容許我從民
法跟消保法的觀點來談一些自己的想法，評論的話是不敢，如果有任何不正確
的地方，還請大家原諒跟海涵。
首先關於薦證責任如何處理跟建構薦證人的法律責任，我想這的確是當代
非常重要的一個法律課題，它的重要性，我個人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第
一方面，在消保法裡面對於廣告也有規範，但是消保法上對於廣告的規範在法
律上是非常的薄弱的，第22條其實是講到說廣告主對於消費者所負的民事責任
不得低於廣告，所以那邊處理的其實只是民事法上面的責任，那另外在消保法
第23條，是針對刊登或廣告媒體經營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與事實不符者，
那企業經營者，就是刊登或報導廣告的媒體經營者要負連帶的損害賠償責任，
它基本上也是一個民事的損害賠償責任，那民事的損害賠償責任大家都很清
楚，消費者基本上必須到法院去起訴，所以它緩不濟急，再加上民事判決既判
力的拘束力，所以它可以發揮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謝教授今天處理
這個問題，我們從消費者保護法的觀點也投以非常深切的期待，希望在公平法
這邊能夠有很強大的規範效力出來，以彌補消費者保護法的不足，這是從薦證
人責任這個議題來談。
第二個可以顯現這個研究議題重要性的地方是在於，不光是公平交易法跟
行政罰法有一些像謝教授在他的大作所提到的一些適用關係上面的疑義，其實
非常非常類似的問題現在也不斷的出現在消費者保護法的領域裡面，尤其是
在消費者保護法第33條，也就是第四章行政監督以下，可是那邊是另外一個面
向，那邊主要是縣市政府認為企業經營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務有損害消費者生
命、身體、健康、財產之虞者，應進行調查，然後第36條中央主管機關認為確
有損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或確有損害之虞者，應命其限期改
善、回收或銷毀，必要時並得命企業經營者立即停止該商品之生產。然後第六
章罰則以下，然後第58條，也就是當企業經營者違反了主管機關所為的命令，
比如說回收、銷毀或限期改善、或是停止生產，這個時候處以罰鍰，並得連續
處罰，這邊也是跟行政罰法第2條有適用上的疑慮，所以謝教授這篇大作對於
處理這個問題提出來的解決方案，不僅會解決公平交易法和行政罰法上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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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慮，也會對於與消保法上的適用關係有很大的助益，這是關於題目的部分。
另外，我也同意謝教授提到的，就是當行政罰法在民國95年施行之後，公
平交易委員會引據行政罰法第14條來對薦證者加以處罰，那81年作成的公研釋
字第○○二號，從謝教授的論理來看，我也覺得應該要考慮廢除，因為的確是
有不一致的情況。另外我也非常同意謝教授，我也非常贊成訴願會決議的撤銷
理由非常強人所難。另外我也肯定謝教授，就是如果要以行政罰法課以薦證者
法律上之責任，應該是要處以罰鍰才會比較有實益，這是關於我肯定謝教授觀
點的部分。另外我要提一個小小的問題，這邊有提到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
者是不是事業，有回答一些問題，譬如說必須以從事薦證為業、經常從事廣告
薦證之行為，始有可能構成公平交易法所稱之「事業」，但是薦證者從事廣告
薦證之收入須達到如何程度，須視具體個案認定，那這一段就讓我想到同樣在
消費者保護法上的發展，在消費者保護法上企業經營者的概念，其實跟公平交
易法這邊的事業是無分軒輊的，但不一樣的是在消費者保護法上，施行細則第
2條有明文規定，企業經營者不以營利為必要，然後接下來我要提一下德國法
的發展，因為施行細則的概念其實大家會發現，不只是對企業經營者的競爭很
有關係，對消費者也很有重要意義。德國民法從2002年債法修正後，它在民法
總則有增訂消費者及企業經營者的概念，在企業經營者的概念那邊，它有提到
營利與否的問題，但是德國的聯邦最高法院在2006的一個判決中提到，就是企
業經營者的概念不以營利為必要，當然各位在這邊或許會有疑慮，就是企業經
營者的概念在消費者保護法上或是民法上的發展，不見得可以移植到公平交易
法這邊，但是我在這邊要斗膽提出消費者保護在公平交易法底下雖然只是一個
反射利益，公平交易法它主要的目的還是保護市場競爭，但我們如果看到影響
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的規定，不可否認在公平交易法中它也有相當
程度保護消費者的精神，所以我很好奇是否可能有一天，公平交易法在認定薦
證者是不是事業的時候，是不是可能不再去詢問收入這個問題，尤其是我們會
有時候在電子媒體上也會觀察到，有一些影視明星他在面對鏡頭的時候，往往
會說我這是情義相挺來為某某人做廣告或代言，所以我是覺得從一個薦證者，
尤其是明星，他是一個意見領袖、引領風潮、動靜觀瞻，從他影響社會的程
度，是不是有必要再去一直關注他的收入到什麼樣的程度來做認定，我是非常
期待不曉得在公平交易法這邊會有怎樣如何的發展。
最後一點，我看謝教授這篇大作最後的感想就是，似乎謝教授認為用行政
罰法第2條來處罰薦證者在法律上的妥適性有點疑慮，再加上如果不處以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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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實益，所以勢必薦證者的法律責任仍然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值得我們
再繼續耕耘，但是還是非常感謝謝教授所提出的非常精闢關於法理討論，讓我
收穫很多，謝謝，這是我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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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歷來每當臺灣遭逢重大天災、嚴重疫情等緊急狀況，致使相關重要民生物
資出現供需失調之際，藉由公平會對於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行為之查處，
可謂發揮即時嚇阻不法並有一定程度穩定物價之功能。然而，公平交易委員會
如此直接介入商品價格、供需數量之管制措施，是否與公平交易法原本在於追
求市場效能競爭（effective competition）、市場價格機制（price mechanism）之
立法宗旨有所扞格？不無疑義。因此，本文從經濟分析的觀點出發，並參考美
國、日本及韓國等國法制對於市場異常時期之經濟管制措施，最後提出對於我
國政府當局應該建立合宜法制之數點建言：1.制定異常時期之經濟管制專法，
提升執法效率；2.遵照法律保留原則，授權物資主管機關具體認定違法行為；
3.依循比例原則，適度發動經濟管制措施。
至於公平會，則應專司其中涉及獨占性定價或聯合行為案件之查處，如此
與物資主管機關職權分工，相互發揮應有的規範功能，必能有效減緩經濟惡化
程度，並迅速回復正常的市場交易秩序。

壹、前言
回顧臺灣於1999年發生空前強烈之九二一大地震，造成中部地區慘重災
情，民眾因而四處搶購各項民生物資，部分商家竟有趁機囤積物資、哄抬價格
行為，以致加深救災困難度。嗣於2003年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流行期
間，由於部分醫療用品商家囤積口罩、耳溫槍及哄抬價格行為，引發市面相關
防疫用品供不應求及價格飆漲之現象。此外，由於我國政府在1999年期間研議
調升「蒸餾酒稅率」及中國大陸在2006年公告將「禁止天然砂石出口」，導致
臺灣相關市場先後出現囤積紅標米酒、哄抬砂石價格之效應。面對該等市場異
常現象，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胥皆適用公平交易法（下稱「公
平法」）第24條規定，認定相關事業囤積惜售或哄抬價格之行為，構成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違法行為。
誠然，公平法第24條屬於概括性規定，具有補充同法規範不足之功能；惟
在定位公平法屬於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之法規範體系下，同法第24條規定得否擴
張適用及於異常時期經濟管制法之境界？且適用如此概括性規定，作為認定囤
積惜售及哄抬價格行為違法性之依據，其違法判斷標準是否明確？是否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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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保留原則之要求？該等疑義，容有進一步研究之必要。
針對上揭問題點，本文首先以經濟分析之方法，探討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
價格之原因；繼之，從經濟管制法之觀點，介紹美日韓等外國法制對於市場異
常時期之經濟管制措施，藉以檢討我國實務運作之缺失，俾釐清公平會應有之
執法立場；最後，基於本文研究心得，研擬可行之執法管制措施，並提出未來
建置適宜法規範之立法方向建言，以供政府當局參酌。

貳、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之經濟分析：本質面
一、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之定義
依據教育部國語辭典的定義：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的行為是事業為了圖
厚利，故意屯積貨物，等價錢抬高時再賣，故又稱為「屯積居奇」或「囤積
居奇」。其典故應該分別來自『屯積』與『居奇』。其中，前者與本文研究
之囤積惜售有關，出於《三國演義第八回》：「內蓋宮室倉庫，屯積二十年
糧食。」；至於後者的典故則應來自於《史記•卷八十五˙呂不韋傳》：「子
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
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亦即將珍異的貨品，收藏聚集起來，等候
高價出售，或是比喻仗恃某種專長或有利用價值的東西作為資本以謀利。
依此觀之，中國傳統上對囤積的觀點，基本上是反映對一種反托拉斯式
1

的反商，依據學者張明宗的研究 ，此一反商情結與現代的反托拉斯的差別在
於：該情結同時考量防止貧富不均，並與政府理財糾纏在一起。也就是雖然國
君已將治國的基本的工作做好，例如：國君「躬犁墾田」使農業的產量足夠、
國君「鑄錢立幣」使人民有足夠的貨幣；但是，人民卻仍然窮困。此時，主要
的原因在於：「穀有所藏也」（相當於是商人囤積居奇）。因此，傳統的思想
認為囤積居奇與哄抬價格息息相關，並認為囤積居奇將形成哄抬價格，從而導
致所得分配不均。因此，張氏引用管子的論點，認為政府應「限制有錢人的營
業範圍：禁止富人與窮人爭利」（【管子輕重甲】：「請以令禁百鐘之家不得
事靴，千鐘之家不得為唐園」）、「分」（即分並財；可分成「分地」與「分
1

參見張明宗，「中國的政府理財與反托拉斯政策」。http://www.mgt.ncu.edu.tw/
nuke/upload/%A4%A4%B0%EA%AA%BA%ACF%A9%B2%B2z%B0]%BBP%A4%C
F%A6%AB%A9%D4%B4%B5%ACF%B5%A6-%C2%B2%B5u%AA%A9.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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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有反兼併的意思）（「分地」見【管子士農工商】的「均地分力，地均
以實數」）、「散」（即散積聚，使「大賈蓄家」散出囤積的穀）、「准平」
（調高下）、「取贍於君」之政策。
以上論點，基本上，係反映中國以農立國並為一小農制國家。因此，對於
農村財富、土地與農產品的分配。在生產面上，強調有形商品之製造，但忽略
無形的商品貿易；在分配面上，強調分配上之公平，但忽視誘因上之效率。
按自西周井田制度以來，歷經先秦諸子之均富思想、北魏孝文帝之均田制、唐
朝之租庸調、王安石變法之思想衝擊，甚至太平天國的土地主張，均塑造出文
化上與思想上，對農村財富與土地壟斷之厭惡與政府必須高度管制之主張。即
使近代科技文明進步，工業革命與民主政治早已深植於台灣社會。但是，各界
對於商人囤積與定價行為，早已有其根深蒂固之厭惡與管制思想，認為無商不
奸，每遇商品價格上漲或是市面缺貨，總是習慣性地認為問題根源係來自商人
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所致。
反之，西方文化傳統上源自希臘與羅馬的分權思想，歷經康德的個人主義
與笛卡兒的理性思考，較能擺脫束縛，對商人採取中性的對待，更何況中古以
降，西方多數國家多數係先由商人興起城邦，再逐步由城邦發展成為一個完
整的國家，此與中國傳統上以農立國的小農制國家的發展型態，截然不同。因
此，較能接受無形之商業服務對國家生產的貢獻與重要性，反商情結並不高。
基本上，西方文化與衍生於此一基礎架構之上的經濟學，並不將囤積居奇
與商業經營行為劃作等號。雖是如此，但西方國家對於價格的操縱還是不能忍
受。聖經（箴言11:26）中對於扣住玉米不拿出來賣的糧食商人予以譴責。英格
蘭的都鐸王朝時期規定商品的賣方必須以合理的價格販賣。王室也下令不得炒
2

作商品的價格，否則將會受到處罰或嘲罵 。

二、囤積存貨的成本效益分析
（一）存貨的內容
存貨的型態可能是原物料、零組件、半成品、成品、間接物料等，存貨可
以是從生產到銷售過程中企業所擁有的各種物品。在會計上存貨分為：原料存
貨、在製品存貨及製成品存貨。通常服務業不會有較多的存貨，存貨主要出現
於買賣業及製造業的報表。以買賣業而言，囤積商品存貨（即製成品存貨）較
2

th

Kolb, R W. and J.A. Overdahl, Futures, Options, And Swaps, 5 editio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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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以製造業而言，囤積原料存貨及製成品存貨較有可能，但比較不會囤
積在製品存貨，在製品存貨中已包含了人工努力的結果，若企業要囤積在製品
存貨，必須投入人力，付出薪資費用，此將增加資金成本，對企業不利，而且
無法獲得囤積的好處，除非企業認為人力的成本在未來會增加。
（二）持有存貨的原因
持有存貨的原因包括自願性的因素（類似於貨幣需求的原因），及
非自願的因素。自願性的因素包括：交易性（transaction）因素、預防性
（precautionary）因素及投機性（speculative）因素。非自願性因素主要為商品
賣不出去。
在交易性的部分，若要平滑化生產，企業需要有原料及在製品存貨，這些
存貨不能每日購買，原因在於交易成本的存在及有缺貨的風險。在預防性的部
分，企業持有存貨是為了不時之需，必須有一些安全存量（safety stock），或
稱安全邊際（safety margin）。在投機性的部分，企業有時持有存貨是預期通
貨膨脹即將來到。如果公司擔心未來原料缺貨或預期其價錢會上漲，將會囤積
較多的存貨，對於交易需求可透過極大化的方式解釋，亦即考慮了產出，缺貨
成本及儲存成本。此即EOQ (economic order quantity) 公式所述。在實務上，由
於影響存貨持有的因素甚多，且於未來無法作完美或客觀的預測，因此，各產
業很難計算最適的存貨持有量。
（三）存貨數量的基本決定因素－交易性動機
所謂的經濟採購量模型（亦稱為EOQ模型），目的就是在決定企業該如何
決定採購的數量，以買賣業而言，企業必須在採購成本、儲存成本及缺貨成本
中作一取捨。若存貨訂購數量大，就可以減少需要下訂單的次數，若每次訂購
的成本均固定，則總採購成本可以降低；另外，訂購的數量大時，也可以減少
缺貨成本，但缺點則是儲存成本及過時成本較高。如果存貨訂購的數量少，則
需要訂購的次數較多，總採購成本會較大，缺貨的機率較高，期望的缺貨成本
將較大，但儲存成本及過時成本將較低。如何取捨變成了主要的問題。各種行
業的成本數字均不相同，以儲存成本（或稱持有成本）而言，包括了：建築物
成本、處理成本、人工成本、存貨投資資金成本、竊盜成本、報廢成本、過時
成本等。
（四）存貨數量的基本決定因素－預防性動機
前述在前置期間為隨機時，需要增加採購量的作法即為預防性動機的體
現，當需求的不確定性很高時，也需要多維持一些存貨，因此，預防性動機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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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為了防止需求突然大幅上升，而事先預留的備用存量。安全存量可解釋成使
每年之缺貨成本與安全存量持有成本之和為最低的備用存量。通常所謂的「正
常最高存量」係指企業在正常情況下，存貨達最高的數字，亦即：
正常最高存量＝EOQ＋安全存量
（五）存貨數量的基本決定因素－投機性動機
在存貨理論的模型中，另一個重要的支流為理性預期模型（rational
345

expectations model），這個模型考慮了投機性的動機 。此為理性預期假說
（rational expectations hypothesis）理論的一支，此理論指出若預期未來商品存
貨會有短缺將增加目前存貨的需求，進而拉高了目前的價格，這些較高的價格
將使得生產廠商增加產量，這將使未來的價格比沒有投機需求時候的價格還
低。因此，存貨的投機將使價格及生產都變得更為穩定。但是這樣的模型比較
6

適合應用於完全競爭的市場，不見得適用於壟斷性的市場 。第三個重要的存
貨理論模型為「存量調整模型」（stock adjustment model），此模型指出公司
會調整目前的存貨量到達一理想的水準，存貨的改變會受預期需求及預期價格
78

的影響，詳細的模型，請見Verleger (1982) 的文章 。
（六）囤積惜售發生的可能情況
在實務上，傷害市場競爭與影響公平正義的惡性囤積行為，除了在極端例
外的情況下，其實是不大可能發生。但是，如果一旦囤積惜售發生，則其原因
常涉及壟斷力量、資訊不對稱、市場需求及價格與政府管制。前面已對基本的
經濟理論作說明，此處則進一步說明政府管制的影響。
茲將政府管制價格的影響說明如下。當事業預期「未來」價格上漲，且
政府只管制目前的實際價格，不管制未來的現貨價格，此時可能發生囤積。
3
4
5
6
7
8

De Leeuw, Frank, Inventory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instability, Suvey of Current
Business, 62 (12), 23-31(1982).
Feldstein, M. and A. Aurbach, Inventory behavior in durable-goods manufacturing: the
target-adjustment model,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 351-396.
Lieberman, C. 1980, Inventory demand and cost of capital effect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2 (3), 348-356(1976).
Danielsen, A.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OPEC stability,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47, 51-64(1980).
Veleger, P.K. Oil Markets in Turmoil: An Economic Analysis, Ballinger, Cambridge,
MA4(1982).
Danielsen, A. and P. Cartwright, Inventory theory in cartelized markets, Energy
Economics, July, 167-1754(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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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生於2000年之米酒囤積風波為例，由於未來數個月後政府將提高米酒稅
賦，使米酒價格上漲超過一倍，且此一資訊眾所周知，符合經濟學上完美預測
（perfect foresight）的假設。此時，按理目前價格應該同步上漲，但卻因政府
管制物價，無法上漲，才會有囤積的現象出現。因此，囤積居奇只是市場機能
反映政府管制的一種結果，不論市場上是否存有勾結或聯合行為，一定會出
現。
（七）如何估計投機性的需求
前面提及影響企業持有的因素有三：交易性、安全性及投機性的需求。因
此，如能估計利用Carlson and O’Keefe（1969）的模型估計出交易性的需求及
安全性的需求，我們即可將企業實際持有的存貨減去估計的交易性及安全性的
9

需求，得到投機性需求的估計值 。但在實務上，要得到一個適用於所有產業
及所有公司的共同公式不太可能，因此，需要依照個案實際的情形加以估計。
（八）如何判定價格有無受到哄抬？
要證明部位改變與市場價格之間的因果關係並不容易。正式的作法是觀察
每日價格的改變與部位改變的關係以瞭解不同的團體是否能在價格變動前改變
自己商品持有的部位。相反的，如果部位的改變發生於價格變動之後，這表示
市場是有效率的，交易者會隨著新的資訊調節自己的部位。在統計上，可以採
10

用Granger Causality test之類的檢定 。

三、囤積存貨的實證分析
有許多人認為在通貨膨脹的時期，公司會囤積較多的存貨，以對於未來價
格的上漲作避險，此亦可解釋為公司從事投機性的存貨投資。這種行為將助漲
通貨膨漲的態勢。在實際的世界中，是否真是如此，需有賴模擬或實證研究的
證據。
（一）囤積存貨的模擬分析
大部分的實證研究均沒有探討因為投機目的持有存貨的程度有多大。
11

Christiano and Fitzgerald（1989）為一例外 。他們在一標準的實質商業循環模
9
10
11

Carlson, J.A. and T.B. O’Keefe, Buffer stocks and reaction coefficients: An experiment
with decision making under risk,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37 (4), 467-4844(1969).
CFTC, ITF Interim Report on Crude Oil, Interagency Task Force on Commodity Markets,
Washington D.C4 (2008).
Christiano, Lawrence J., and Terry J. Fitzgerald, “The magnitude of the speculative motive
for holding inventories in a 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 Discussion Paper 10, Institu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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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中加入了投機性的存貨持有。再將根據現實社會
情況估計的參數帶入模式中，他們發現平均投機性存貨水準對產出的比率幾乎
是零。他們認為由於投機目的而持有的存貨量非常小，因此在研究總體經濟現
象時不需要考慮投機性的存貨持有。
根據美國二次大戰後的資料，美國經濟體系中的總存貨量約為一季的
GNP。有關存貨的文獻中探討許多持有存貨的理由，其中之一即是因為投機的
目的而持有存貨。Christiano and Fitzgerald（1989）的發現表示企業僅會為了交
易性及預防性的目的持有存貨。
（二）實證研究結果
Klein（1961）分析美國的資料指出總和存貨投資與GNP Deflator的改變
12

之間有正向的關係 。Brown（1961）則分析加拿大的資料，亦發現正向的關
13

係 。但是Lovell（1961）捨棄了分析總和性的資料，而著手於觀察製造業者
14

原料存貨及在製品存貨與物價變動的關係，他發現相反或不顯著的結果 。
15

Darling（1961）的大部分的迴歸中式中所得的結果都是反向或不顯著的 。
造成這樣結果的原因很多，有可能因為公司在因應物價上漲時，沒有增加總
存貨（原料存貨加在製品存貨及製成品存貨）的投資，但卻改變了存貨的組
合（portfolio），也有可能是因為公司誤判了價格的走勢。無論如何，得到這
樣的結果應該是相當自然的。許多公司根本不鼓勵經理人員對物價作避險。
Danielsen and Cartwright（1987）以美國石油業為例，指出存貨的多寡統計上會
受到預期價格的影響，但整體而言，迴歸的R-squared係數很低，顯示存貨的變
16

動基本上並不能為投機性的需求所解釋 。
12

13

14
15

16

Empirical Macroeconomic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4 (1989).
Klein, Lawrence, “A postwar quarterly model: description and applications,” Inventory
Fluctuations and Economic Stabilization,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87th Cong., 1st
session4 (1961).
Brown, Murray, “A forecast determina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employment, and price
level in Canada, from an econometric mode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61).
Lovell, Michael, “Manufacturers’ inventories, sales expectations, and the acceleration
principle,” Econometrica (1961).
Darling, Paul, “Tabulations of Quantitative materials for report on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luctuations in inventory investment.”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Econometric Models (1961).
Danielsen, A. and P. Cartwright, Inventory theory in cartelized markets, Energy
Economics, July, 167-175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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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貨市場的功能
（一）期貨市場的利弊
只要市場存在就有投機的機會。即使某些貨物無法儲存，還是可以利用期
貨市場來賭未來的價格。如果貨物是可以儲存的，現貨的價格可能會受到期貨
價格的影響，這是因為高的期貨價格將會導致囤積的行為。舉例而言，小麥
有現貨的市場，也有期貨的市場。由於小麥是可以儲存的，因此，期貨的價格
會影響現貨的價格。我們會因為害怕有人投機就禁止小麥的交易嗎？當然不可
能。期貨市場的好處應絕對大於投機帶來的害處。
首先討論期貨市場的運作方式。期貨契約可以讓消費者及生產者對價格的
波動避險。小麥的生產者可以賣出期貨契約，麵粉商可以買進期貨契約以鎖定
價格。消費者及生產者因而可以把時間放在本業上。與大家預期不同的是，
如果市場中有聰明的投機者，期貨市場實際上會更好。當投機者成功的時候，
他們可以加速價格的調整，這反而可以使價格的波動度減少：投機者先買低後
賣高或先賣高後買低。這些作法可以降低價格的波動。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投
機者是錯的，則可能會扭曲市場（如前一陣子美國的房地產市場）。但市場有
機制可以矯正投機的不良影響。如果投機者猜測價格會上漲，但實證上卻下跌
時，投機者將蒙受損失，他們錯的愈厲害，損失也愈大。只要能確保契約被執
行，損失的投機客真的受到傷害，政府不需要給額外的處罰。
根據美國能源研究院（Institute for Energy Research）經濟學家Robert
Murphy的一篇報告指出許多政治人士認為2008年的高油價是因為期貨市場中
的投機客造成的，但實際上高油價是因為供給量受限制、需求上升、及美元轉
17

弱所造成的 。並沒有證據顯示投機客需要對高油價負責。如果油價高於基本
面隱含的價格，將會有人囤積原油，但由實際的資料可知並未有原油的囤積。
Murphy指出投機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的買低賣高可以降低油價的波動，
政府的管制也無濟於事。
（二）囤積對期貨交易的影響
18

Hirshleifer（1989）分析囤積對於期貨交易的影響 。他考慮了生產者、囤
17
18

Murphy, R., Speculators Fixing Oil Prices? Don›t Bet On It, Institute for Energy Research
(2008).
Hirshleifer, D., Futures trading, storage, and the division of risk: A multiperiod analysis,
The Economic Journal, 99, 700-719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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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者及投機者。本文的特色在考慮一多期的模型，市場參與者可以在多期從事
交易。該模型分析期貨及現貨市場的聯合均衡。該文的重點之一在於解釋「期
貨價格偏誤」（futures price bias）（即期貨價格與未來現貨價格的差異），正
的差異稱為contango，負的差異稱為backwardation。凱因斯及希克斯的normal
backwardation theory為囤積與期貨價格關係討論的源頭。他們認為貨物的供給
者會擔心交貨到期時價格的風險，他們在期貨市場的部分為空。為了要誘使
投機客從事多方，必須要以較低的期貨價格來吸引他們。投機客可以因為作
多而獲得一些額外的好處。因此期貨的價格平均而言是逐漸上升的，直到到
期為止。此方面的文獻還包括：Cootner（1960, 1967）、Stoll（1979）及Berck
and Cechetti（1985）等

192021

。不過這些文章有以下的問題：1.未考慮現貨市場

價格波動的來源（供給及需求的未預期衝擊），2.他們探討囤積者的期貨交易
行為，但未考慮生產者，此係因為他們假設囤積者持有的貨物的數量為非隨機
的。這些模型考慮了價格風險，但未考慮數量風險。Hirshleifer的多期模型同
時考慮了價格風險及數量風險，他發現無成本的囤積並不會造成向下的偏誤。
這並不是說不會有向下的偏誤，而是說在有向下偏誤的時候，在不能囤積的狀
況下也會有向下偏誤。亦即向下偏誤不是囤積造成的。
Hirshleifer的多期模型大大的改變了單期模型的預期。例如，在傳統的模
型中，若沒有期貨價格的偏誤，囤積者應在期貨作空以得到完全的避險。在多
期的市場中，囤積者不但需要考慮目前囤積在未來收益的風險，同時也要考慮
未來囤積的準租。短期的完全避險並非是長期來看風險最低的，有時需要透過
作多來避險。Hirshleifer舉了一個例子，例中需求為非隨機的，且為單一彈性
（unit elastic），囤積是無成本的，生產者面臨的產出的衝擊是完全相關的。
假設生產者可以囤積，由於同樣的生產者可以出售同樣的數量給消費者，他們
的收益將是非隨機的，因此，沒有理由要從事避險。因此，期貨價格偏誤將為
零。假設有另外一群從事囤積公司，則此非隨機的收益將要分給兩群團體：生
產者及囤積者。兩群團體的收益將會是完全的負相關，期貨市場可以讓囤積者
19

20
21

Cootner, P., Returns to speculators: Telser versus Keyn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8, 396-404 (1960). Cootner, P., Speculation and hedging, Food Research Institute Studies,
supplement to vol. 7, 65-106 (1967).
Stoll, H., Commodity futures and spot price determination and hedging in capital market
equilibrium,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 Analysis, 14, 873-94 (1979).
Berck, P. and Cecchetti, S.,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futures markets, and uncertain
consumption price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67, 497-507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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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風險全部移轉給生產者，因此抵銷了生產者的風險，雙方都願意從事期貨的
交易，而此交易的期貨價格偏誤為零。

五、利用囤積來操縱物價
前部分的說明主要在於分析對物價的預期如何影響存貨持有的行為。本部
分則特別強調如何藉由存貨的投機來操縱物價。
雖然世界各國皆對股票市場有所管制，但股市中大戶及具有內線消息人
士操縱股價的事件時有所聞，在2004年八月花旗集團在兩分鐘內出售超過200
種的歐元區債券（Eurozone bonds），在市場價格下跌後，他們以更低的價格
22

回補。最後淨賺了一千五百萬歐元，此事件使得市場的流動性嚴重下降 。
Krugman（1996）指出日本交易商住友（Sumitomo）的一個交易員試圖操縱銅
23

價 。
（一）價格操縱的理論文獻
在經濟及財務的文獻中有愈來愈多的理論文章分析市場中的價格操縱現
象。這些包括Hart（1977）、Hart and Kreps（1986）、Vila（1989）、Allen
and Gale（1992）、Benabou and Laroque（1992）、Jarrow（1992）、Bagnoli
24

and Lipman（1996）、Chakraborty and Yilmaz（2004）等 。
操縱價格自古以來一直為大家所關切。經濟學家及非經濟學家對價格操縱
的觀點常常相異。許多非經濟專業的人士認為投機對社會是不好的，理由是投
機會增加不確定性，此外，投機者透過市場的力量可以剝削小的市場參與者。
22
23
24

Allen, F., L. Litov, and J. Mei, Large Investors, Price Manipulation, and Limits to
Arbitrage: An Anatomy of Market Corners, Review of Finance, 10, 645-693 (2006).
Krugman, P., 1996, How Copper Came a Cropper Sumitomo›s Robber-baron Tactics Make
the Case for Regulation, http://web.mit.edu/krugman/www/copper.html.
Hart, O. D., On the Profitability of Specul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0, 579596 (1997). Hart, O. D., and D. Kreps, Price Destabilizing Specul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927 - 952 (1986). Vila, J.L., Simple Games of Market Manipulation,
Economics Letters, 29, 21-26 (1989). Allen, F., and D. Gale, “Stock Price Manipulation,”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5, 503-529 (1992). Benabou, R., and G. Laroque, Using
Privileged Information to Manipulate Markets: Insiders, Gurus and Credibi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5, 921-958 (1992). Jarrow, R. A., Market Manipulation, Bubbles,
Corners, and Short Squeeze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ts, 27, 311336 (1992). Bagnoli, M., and B.L. Lipman, Stock Price Manipulation through Takeover
Bids,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7, 124-147 (1996). Chakraborty, A., and B. Yilmaz,
Informed Manipul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14, 132-152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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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經濟學家則認為投機對社會是有利的。投機者透過正確預測經濟趨勢來賺
錢，只要投機者的預測是對的，他們將穩定經濟的走勢並加速經濟體系由一個
長期的均衡轉到另一個長期的均衡。當投機者的預測是失敗時，才會使得經濟
體系不穩定，但是他們此時會有損失，因此將被迫離開市場。但是如果在沒有
投機的情況下，市場價格為固定時（亦即市場處於stationary state），此時若
有人想要投機則對社會的影響就不是很清楚。此時投機是否可以獲利要看非投
機者對於價格波動的反應。如果非投機者有很高的價格預期彈性，當價格上升
時，非投機者會喊出更高的價格，則投機者可以透過以較低的價格買進，等到
價格上升，然後以較高的價格賣出而獲利。反之，如果非投機者的價格預期彈
性很低，則投機者若採用相同的策略將會有損失。Hart（1977）的模型假設有
一個具有市場力量的投機者，其餘的非投機者皆為非具市場力量的，他發現在
許多情況下，操縱市場都是有利潤的，有利潤操縱的充分條件之一是經濟體系
是動態非穩定的。不過他也證明當經濟體系是穩定的，操縱可能也有利可圖。
操縱對經濟體系常並非有利，與過去非經濟學家的說法一致。
Hart and Kreps（1986）也認為買低賣高的說法有問題。投機者會在價格上
漲機率大的時候買進，但這不一定是價格低的時候，早期的研究確實指出有獲
利機會，但價格波動變大的可能，但這些文獻不是假設具有獨佔力量的投機者
就是假設非投機者是不理性的。（Baumol 1957、Telser 1959、Farrell 1966）。
Hart and Kreps（1986）的目的在於證明即便投機者為完全競爭且投機者及非投
機者均為完全理性，投機的行為也可能導致增加不穩定性的結果。他們的基本
模型考慮一種商品（如小麥），每隔一段固定的時間市場就交易一次，市場的
參與者有兩種類型：非投機者（消費者）交易的目的只是為了立即的消費，投
機者則是為了要持有存貨，以便在未來以較高的價格賣出，此處的投機基本上
就是囤積。非投機者的需求是隨機的。投機者知道需求的機率分配，且對於價
格的演變具有理性的預期。假設投機者知道目前的需求情況，消費者也知道同
樣的訊息。他們的貢獻在於指出，在合理的情況下，投機的活動可能會造成價
格不穩定度增加。他們也指出投機是否能穩定價格是不對的問題。大家應該看
25

對社會福利的意涵。價格穩定不一定是好事（Newbery and Stiglitz 1984） 。
（二）價格操縱的實證文獻
雖然理論方面的文獻不少，但實證方面的研究卻不多。Aggarwal and Wu
25

Newbery, D. M. G., and J. Stiglitz, Pareto Inferior Trade, Review Economic Studies, 51,
1-12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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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基於Allen and Gale（1992）的模型作進一步的延伸，發現當市場中
有愈多的資訊追求者時，投機者的競爭愈激烈，這將讓投機者更容易進入市
26

場，進而使市場的效率性降低 。他們也利用美國證管會（SEC）的資料進行
實證研究，發現流動性愈低的股票，愈容易受到操縱，且操縱會增加價格的
波動度。Mei, Wu and Zhou（2004）建立一理論的模型指出聰明的投機客會利
用投資人的行為偏誤（behavioral biases），並操縱價格過程獲利。他們也利用
27

SEC的資料分析一些炒作（pump-and-dump）的個案，結果符合理論的預期 。
Allen, Litov, and Mei（2006）根據華爾街日報及紐約時報1863—1980年新聞關
於價量的資料，來看美國歷史中有名的囤積客（market corners）的表現及影
響，他們列出成功的囤積客的價量型態。他們指出囤積客的行為會增加市場價
格的波動度，對其他資產也有不良的影響。他們也認為大戶的存在將使得作空
的投機者在根據定價錯誤交易時承擔較高的風險。這將使套利的行為變得較為
不利且困難，進而使市場的效率性降低。因此，主管機關不能讓囤積的情況發
生，否則價格將會嚴重受到扭曲。
Imai, Gaiha, and Thapa（2008）指出近年來糧食價格的上漲無法藉由供需
28

的基本面之變化解釋 。他們認為這是因為市場中投機客的關係。投機影響糧
食價格的方式有兩種：一是商品指數基金（commodity index funds）、避險基
金（hedge funds）及退休基金（pension funds）投入大量的資金在商品的期貨
及選擇權市場。證據係來自於商品期貨市場的價格遠大於現貨市場的價格，這
表示期貨市場無法達到價格發現的功能。另一是預測商品未來的價格會繼續上
漲而購買並囤積商品。其假設是如果商品價格預期會繼續上揚，市場的供給會
收縮，囤積會繼續增加。當全球的存量逐漸耗竭時，價格繼續上揚。因此有人
認為不可能有囤積的情形。Imai, Gaiha, and Thapa不同意這樣的說法，首先，
他們認為市場中有隱藏的存貨，同時過去有大量購買糧食的情形，糧食也有限
制出口的情況，因此全球存量的數字可能失真。在期貨價格高漲的情形下，存
量的減少也不合理。他們的實證結果指出目前及過去的價格對於這些糧食商品
期貨的存量有顯著的影響。他們認為投機性的囤積對於糧食市場的短缺有重大
26
27
28

Aggarwal, R. and G. Wu, Stock Market Manipulation - Theory and Evidence,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3).
Mei, J., G. Wu, and C. Zhou, Behavior Based Manipulation - Theory and Prosecution
Evidence, working paper, New York University (2004).
Imai, K., R. Gaiha, and G. Thapa, Foodgrain Stocks, Prices and Speculation, BWPI
Working Paper 64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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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並助長了通貨膨脹。

參、哄抬價格之經濟分析
一、不涉及榨取性濫用之哄抬價格
雖然哄抬價格在競爭法領域上，可能涉及獨占性定價、聯合定價等課題。
但，因本文主要針對：當國家或區域經濟遭逢(1)季節性供需波動或(2)重大天
災、嚴重疫情等緊急狀況，致使相關重要民生物資出現供需失調之際，公平會
應如何針對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行為，進行查處，以發揮即時嚇阻不法，
並有一定程度穩定物價之功能。因此，就市場供需而言，本文所關切之「事業
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行為」，基本上係反映：
需求面：短期內發生重大之干擾事件（例如：急性傳染病蔓延），導致市場
（口罩）需求大幅攀升，事業於焉調高產品售價。
供給面：短期內發生重大之干擾事件（例如：地震天災、戰爭人禍、颱風），
導致供給產能（水塔、大宗穀物、蔬菜）嚴重受創，在有限的產能無法供給市
29

場需求的情形下，從而形成價格高漲 。
由於上開情形多屬短期之偶發事件，與產業長期結構，並無直接相關。就
產業經濟學的角度而言，其本質皆涉及偶發性的外在衝擊（external shocks）導
致需求過高或供給瓶頸，在有限的供給無法滿足需求突增的情形下，為事業提
供一個提高價格的機會：即使在交易相對人反對之情形下，事業仍能單方面決
30

定市場價格，以獲取過高的利潤，從而不利於消費者利益 。但，此一事業行
為與法學上所謂之榨取性濫用行為，並不完全雷同。原因在於：(1)該等利潤主
要源自短期之市場供需波動，在長期或是可預見的短期不可能存在。(2)該等利
潤與產業結構無關，並無事業藉諸優勢市場力量，剝削交易相對人之情事。而
29
30

在統計學上，以上干擾事件就是所謂的白干擾（white noise），與價格或是市場供
需，並無相關。
公平會所處理之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案件，基本上可分為：平常偶發與極度例外等
二類事件。前者係指季節性颱風災害或國際原物料短缺，導致相關農產品或大宗物
資價格高漲；後者則為重大災難（例如：地震）導致民生物資極度匱乏；或是急性
傳染病蔓延導致醫療用品（例如：口罩）不足等緊急事件。就產業經濟學的觀點而
言，二者本質皆涉及偶發性的外在衝擊，導致供給產生瓶頸或是需求突增，在有限
的產能無法供給市場需求的情形下，形成價格高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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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高的價格也只是反映市場需求突然增加，或是供給突然減少，並不涉及任何
31

人為壟斷情事 。因此，分析方式與公平會法定的任務，並不相同。是以公平
會對於個案處理方式，必需謹慎為之，盡量避免干擾市場機制，原因在於：
1.源自短期市場供需波動之獨占利潤不可能長期存在：只要市場不存在進入障
礙，就長期而言，任何短期內之需求突增或是產能驟減，所造成之產品價格
上漲，雖會使既有業者得以享有高額利潤。但，只要加以時日，透過市場長
期競爭，此一高額利潤必定吸引新生產者進入市場，導致產出增加與價格下
跌，此即為美國法所強調的市場自我矯正機能；亦即該利潤不但會自我消
失，且會刺激產業產出增加，從而推動整體產業成長。
2.該獨占利潤與產業結構無關：依據下圖所示，高額利潤主要源自市場需求過
旺或供給產能不足，以致實際價格過高，或甚至高於事業透過聯合行為，所
決定之壟斷價格。此時，事業不需針對實際價格做任何反映，只需成為一
個完全競爭市場下的市場價格接受者（price taker），將產能全額開工，即
可使本身利潤達於極大。而這也是市場競爭機制健全的情形下，任何守法事
32

業所應有之競爭行為 。依據新實證產業組織學說（new empiric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簡稱NEIO）透過猜測變量（conjectural variation）模型的推
導：吾人可知事業的獨占力量，乃決定於其市場需求彈性與獨占利潤等二項
33

因素

θ=η

P－MC
P

其中，θ是NEIO衡量市場獨占力量之指標，η為市場需求彈性，P為價
格，MC為邊際成本，(P－MC)/P為事業的獨占利潤。由於在短期內遭逢需求
驟增或產能遽減，消費者別無選擇，僅能與現有業者進行高價交易。因此，市
場需求彈性η極低。此時，即使事業因短期波動，獲致極高之利潤加成 (P－
34

MC)/P，但也不能據以認定事業擁有獨占力量 。此乃由於短暫的高利潤，係
反映供需波動之暫時現象。如果產業結構（例如：市場進入障礙、專利權或政
31
32
33
34

該議題自然也不涉及掠奪性定價、差別待遇、聯合定價、或是約定轉售價格等其他
可能之違法行為。
也就是完全競爭廠商所應有之經營行為。
參見Bresnahan, T.F., ‘Empirical studies of industries with market power,’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R. Schmalensee and R. Willig, eds., 1011-1057 (1989)。
此乃由於市場獨占力θ是需求彈性η與利潤(P－MC)/P之相乘積。因此，過高的
(P－MC)/P會被過低之η所抵銷，θ不見得會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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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保護）無法支持此一高利潤能夠長久維持，則基於市場機制之運作，新生
產者必定進入市場，並解決產能不足問題，而使消費者有更多之替代品之選擇
機會，使市場需求彈性（η）逐步回升。倘若此時事業仍能維持此一超高利潤
(P－MC)/P，則必使事業獨占力量（θ）攀高。此時，執法機構即可據以認定
市場上存有獨占力，得以利用榨取性濫用或阻礙性濫用等之禁止行為為由，對
獨占事業加以規範。
但是，由於本研究計畫所關切之價格上漲現象，在大多數的情形下，均屬
短期之偶發事件，與長期產業結構無關。超額利潤既不可能長久維持，也不涉
及產業結構因素。

二、涉及榨取性濫用之哄抬價格
退萬步言，即使處於市場優勢地位的獨占業者，因遭逢短期供需失衡，導
35

致其利潤益形攀升，從而涉及獨占性定價中所謂之「榨取性濫用」 。此時，
35

獨占事業利用市場支配地位所為之限制競爭行為，可分為榨取性濫用（exploitative
abuse）與阻礙性濫用（exclusionary abuse）。前者係獨占事業為獲取超額利潤，
訂定過高價格。後者則指獨占事業以限制和排除同業競爭、維持和提高自身市場
地位為目的，所實施之市場行為，例如：掠奪性定價、獨家交易、拒絕交易、搭
售與差別待遇。詳請參閱Massimo Motta and Alexander Streel (2003). “Exploitative
exclusionary excessive prices in EU laws,” in C. Ehlermann and I. Atanasiu (eds.), What
is an abuse of a dominant position?（Hart Publisher），該文並發表於第八屆Annual
European Union Competition Workshop, Florence (June 2003)。其中，有關獨占事業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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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場失靈之異常情況下，公平會直接管制商品價格，是否抵觸公平法維護
36

市場價格機制之立法宗旨 ？針對此一議題，美國與歐陸兩大競爭法系對競爭
機關宜否直接介入事業價格訂定之管制，乃呈現二種不同之規範意旨。其中，
美國反托拉斯法基於尊重市場價格機制之原則，並不直接管制榨取性濫用，而
將執法重點置於較根本的結構面因素，（例如：禁止業者聯合、管制結合甚
至拆解獨占廠商），或是價格以外之阻礙性濫用行為（例如：獨家交易、拒絕
交易、搭售與差別待遇）。其原因在於：事業因短暫供需失衡所獲致之超額
利潤，僅係暫時現象，在長期隨著產能供給之擴張，該利潤會逐步消失。在
37

Trinko案中 ，美國最高法院即強調：「至少在短期的情形下，事業透過獨占
獲取利潤，非但不構成違法要件，且有助於自由市場之正常運作。其原因在
於：追求獨占利潤係企業經營的要件，並能培養勇於承擔風險與創新的企業家
38

精神，從而推動整體經濟成長」 。
反之，歐陸競爭法制則在EC條約第82條（a）款之意旨下，將獨占性定價
定位為獨占事業榨取性濫用之理念下，認為政府不應放任獨占事業任意訂定高
商品價格，剝奪交易相對人利益。因此，在某些條件之下，競爭機關容有介入
規範之必要。就我國而言，公平法第10條第2款：「獨占事業不得對商品價格
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因此，在以歐陸法系為主要法源
之我國公平法體系上，如果獨占事業果真利用供需大幅波動之際，濫用其市場
地位，使失衡情事益形惡化時，公平會處於此一異常時期，在法律層面自有相
當權限，針對哄抬價格行為介入規範，請參閱後述之法律分析。但，純以經濟
分析角度觀察，本文仍建議公平會必需謹守競爭機關與管制機關分工之基本精

36
37
38

用獨占力行為之分類，請參閱該論文，1。
吳秀明教授於「獨占性訂價與市場績效管制」一文作有深入探討，收錄於競爭法制
之發軔與展開，179，元照出版公司，2004。
Verizon Communications, Inc v Law Offices of Curtis v Trinko, LLP 157 L Ed 2d 823,
836 (2004)。
以上判例基本精神可以兩點補充說明：（1）市場具有自我矯正能力；（2）該矯正
能力係推動產業成長的原動力。原因在於：只要市場結構正常，沒有進入障礙，短
期內，如需求突然增加，造成產品價格上漲，雖會形成生產者之超額利潤；但只要
加以時日，透過市場長期競爭，此一超額利潤必定吸引新生產者進入市場，導致供
給增加與價格下跌，此即為美國法所強調的榨取性濫用自我矯正機能；亦即榨取性
濫用不但會導致其自我消失，反而會刺激產業產出增加，從而推動整體經濟成長。
詳請參閱馬泰成，「榨取性濫用之管制：政策理念與實務困境」，公平交易季刊，
第17卷第1期，39-7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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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盡量避免以任何形式管制物價，即使物價上漲嚴重影響人民日常生活，亦
應將物價管制交由特定的管制機構負責辦理，只有在不得以的情況下，方宜由
負責維護市場競爭之競爭機關管制價格。

三、公平會宜否管制物價
歷來每當國內遭逢重大天災、嚴重疫情等緊急狀況，致使民生物資出現供
需失調之際，藉由公平會對於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行為之查處，雖可發揮
即時嚇阻不法，並收一定程度穩定物價之效。但是，在市場失靈之際，公平會
直接介入商品價格之管制措施，是否與公平法維護市場價格機制之立法宗旨有
所扞格？如由其他管制機關進行是類案件之疏處，是否能有更高之管制效率？
依執法效率之觀點，對於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之防制，有無需要另行建置
合宜規範體系？針對以上問題，本文認為：「市場價格宜由買賣雙方透過供需
關係決定，即使外部因素使市場機能未能正常運作，亦宜由國會立法，交由管
制專責機關，負責價格過高或是榨取性濫用案件之管制，而競爭法執法機關宜
僅針對產業結構因素所造成之違法行為（例如：獨占事業阻礙性濫用或是聯合
定價）進行管制。」至於此一主張之原由，則分別依據公平法立法精神、管制
實務與國際潮流趨勢，析述如次：
（一）公平法立法精神
競爭法執法機關應否直接管制事業價格？就競爭法立法精神而言，維護市
場競爭機制係競爭機關之天職；但，價格管制卻係以人為干預取代競爭機制。
此時，以維護市場競爭的機關負責干預市場競爭的任務，本身即有矛盾之處。
因此，以立法精神之邏輯性而言，實不宜以負責維護市場競爭之競爭機關管制
價格。只要事業不涉及產業結構（或是反托拉斯法）相關之壟斷行為，競爭機
關即不宜以任何形式管制事業定價。觀察歐美等先進國家之司法實務，由於社
會各界尊重法治與良好之制度規範，各國多能崇尚市場機制，賦予競爭機關極
高之獨立性，使競爭機關極少遭逢要求干預物價之干擾。
以2005年美國朝野處理颶風卡崔娜事件之方式為例，該風災曾摧毀墨西哥
灣95％原油生產及全國13％之煉油設備，使美國國內油價巨幅，以致嚴重影響
民生，各界呼籲政府立法管制惡意油價上漲之聲四起，例如：參院於2005年舉
行之聽證會曾邀集各大石油公司負責人、FTC主委、與三位州檢查總長討論有
關惡意油價上漲，席間三位州檢察總長均力主聯邦宜規範油價上漲。但是，崇
尚市場機能的觀念，卻使各界管制油價的主張，極少針對聯邦交易委員會；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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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會議員問政 或是輿論看法 尚能接受：除非石油公司涉及反托拉斯法或市場壟
斷等行為，FTC不宜以任何形式管制油價，即使油價上漲嚴重影響人民日常生
活，政府亦宜以特別立法方式，交由特定的管制機構負責油價管制，而不宜由
41

負責維護市場競爭的FTC管制油品價格 。
（二）管制實務
就管制訊息之取得與管制效率之提升而言，交由產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
責對特定事業的價格管制，比交由競爭機關管制，較為恰當。原因在於：
1.（管制能力方面）判斷事業價格與利潤是否過高，必需仰賴正確客觀的時
間數列（不同期間）與橫斷面（不同廠商）之價格與成本資料。但是，競
爭法執法機關對於產業資料之取得，相對管制機關而言，先天上即處於弱
勢之地位。按管制機關僅需負責某一特定產業，透過學習效果（learning by
doing），較易明瞭產業供需市況。但競爭機關掌理不特定產業，業務範圍
過於廣泛，案件承辦人需負責甚多產業，備多力分。相對之，管制機關則終
日浸淫於本身所負責之行業，可鉅細靡遺地瞭解整體產業或特定事業產銷資
料，故雙方於資訊取得上，即具有不對稱地位。而此一不對稱即容易使執法
機關處於資訊劣勢地位，使競爭機關因無法掌握確實市場資料，而無法區分
獨占事業定價，究係在競爭狀況下，所決定之競爭價格？抑或係濫用市場供
42

需異常狀況所為之投機性暴利行為，以致有可能產生誤判之風險 。
2.（管制授權方面）管制機關對於價格管制有專責之特別法規可供依循，因此
管制標準與權責分明，可減少許多政府管制所形成事業經營之不確定性。是
以公平會（2006）年曾針對美國反托拉斯法相關議題之判例，做一研究。結
論顯示：美國法對於產業定價管制之主張即採取二階段檢驗原則（two-parttest）。也就是當競爭與管制機關發生管制競合時，競爭機關首先即需判斷管
制機關是否依法享有專屬管轄權。如有，則基於提高管制效率原則，優先由
39
40
41

42

KFOR電台國會山莊報導，http://www.kfor.com/global/story.asp?s=3814366&ClientTyp
e=Printable。
http://abcnews.go.com/Politics/wireStory?id=1102688&CMP=OTC-RSSFeeds0312。
參閱Cantwell-Feinstein立法草案。http://feinstein.senate.gov/05releases/r-pricegouging.
htm該案立法要旨包括：要旨即包括：成立州級的管制機構負責管制油價在零售階
段的不當上漲、要求FTC加強監視年收入超出5億美元的石油公司；對油價的不當上
漲課以聯邦行政罰或刑罰；禁止人為操控油品市場產銷與價格；促進油品市場資訊
透明；加強研究油品市場產銷。
馬泰成，前揭文，48。

第 1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60

管制機關承辦。又即使法律並無明文規定管轄權。但，如管制機關對於價格
管制職權之行使，屬於正當管制範圍內者，則競爭機關亦應優先將該案交由
管制機關辦理。原則上，管制機關對於產業管制，享有優先管轄權。只有在
管制機關無管轄權，或是無管制機關主張管轄後，競爭機關方會介入事業定
43

價相關案件 。但，請注意，美國法之介入，僅會處理阻礙性濫用行為。一
旦執法者確定市場供需失衡係來自短期之異常干擾，與阻礙性濫用無關時，
其將不會管制事業之經營行為。此一立場見諸於美國最高法院於Trinko案中
認為競爭機關不可能亦不應該比照管制機關，對商品價格作日復一日的監督
44

或管制 。
（三）國際潮流趨勢
歐盟理念上雖傾向管制獨占事業之不當定價，並將獨占性定價定位為獨占
事業榨取性濫用，主張政府不應放任獨占事業任意哄抬商品價格，並認為在
45

某些嚴格條件限制之下，競爭機關容有介入規範之必要 。但是，在實際執行
上，卻仍顧慮競爭機關無法掌握市場訊息以研判「合理價格」，所形成之誤判
風險。因此，近年來，基於管制能力與執行效率等因素之考量，已逐漸傾向
將價格管制，交由管制機關辦理，並認為競爭機關不宜涉及任何型態之價格管
制。依據相關研究的整理，自1990年代以來，歐盟競爭機關針對電信、能源與
郵政等產業之價格管制，多已移交由管制機關負責。以電信業為例：歐盟於
1998年將國際長途與行動電話費率過高之管制案件，移轉至電信主管機關，依
據電信法規處理，已成功地使相關業者的費率降低約30-80％之間。也只有在
管制機關無管轄權（例如：接續費、國際漫遊、國際出租電路資費）或處理不
盡人意時（國際清算費率、國內出租電路資費），方由競爭機關依據競爭法規
46

處理（例如：Deutsche Telekom案） 。
請注意，以上美國與歐盟的價格管制理念與實務，主要係針對：獨占事業
43
44
45

46

公平會委託研究計畫，國內油品產業結構、廠商行為與競爭法規範，108，2006。
Verizon Communications, Inc. v. Law Offices of Curtis V. Trinko, LLP, 124 S. Ct. 872,
881 (2004)。
競爭機關管制事業定價，係直接干預人民財產權、營業與契約自由。因此，必需受
到嚴格節制，以避免違憲之虞。因此，歐陸法界碩彥乃有「緊急避難說」（These
vom Notbehelf）之主張，認為產業結構之調整與阻礙性濫用之管制，應優先適用於
事業定價之規範，並且主張競爭機關對於市場價格與廠商成本資料之取得、市場之
界定、濫用加成之計算等諸多環節，必需以最嚴格之標準，以達成執法之客觀性與
效率性。管制榨取性濫用僅是必要時始有需要之例外措施。
馬泰成，前揭文，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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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涉及之榨取性濫用行為。但是，不具備市場力量之產業，在短期內因逢需
求驟增（例如：傳染病蔓延導致口罩需求增加），或天災（颱風）導致產能減
少（蔬菜受損），從而形成之價格上漲，則並不在反托拉斯法規範之範圍。也
就是，競爭機關僅規範具有獨占力事業所為之哄抬價格行為。依據前述NEIO
之推論，哄抬價格必需以事業具備獨占力量（θ）為前提。又由於獨占力等於
需求彈性η乘以利潤(P－MC)/P，也就是θ＝η(P－MC)/P。即使價格或利潤
在短期由於異常因素驟然提高，而使既有事業獲致極高之利潤。但，由於口罩
商無法於一日之間，生產一年的數量；蔬菜更不可能於三日間全數復耕完畢。
因此，短期內，市場因遭逢需求驟增或產能遽減，消費者別無選擇，從而導致
市場需求彈性極低。即使事業因短期波動，獲致極高之利潤加成。但，也不能
據以認定事業擁有極高之獨占力量。只有當超高利潤能因產業結構的因素（例
如：獨占或聯合）得以長久持續，方可能會影響市場競爭，成為競爭法規範之
領域。否則，此一超高利潤反能引誘更多廠商生產口罩與蔬菜，解決供應不足
的問題，此時高額利潤反成為推動市場競爭的利器。因此，競爭機關自不能違
反競爭法之立法精神與市場機制之正常運作，對此一利潤或價格加以管制。
但是，由於重大天災或嚴重疫情等緊急狀況，所造成之重要民生物資供需
失調與價格高漲，常使市場價格機制無法將物資分配給真正需求者。例如：口
罩價格高漲會使市面上少數之口罩，僅能分配給高所得的富有階級。也就是：
在自由經濟體系之市場價格機制下，所得高低是分配物資的唯一指標。而個人
對物質需求性之強弱，則非所問。也就是：一只價格高達500元之N95口罩，僅
有住在豪宅的高所得者方能購買得起，窮人或醫護人員即使身處於高危險之感
染區域，但也無法負擔。此時，窮人因無法購買口罩導致感染，又會形成傳染
病的進一步惡化。因此，政府為阻止疾病蔓延，並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自應
藉由公權力對口罩價格之高漲，予以管制，以及時嚇阻不法之哄抬，穩定口罩
價格，使口罩能夠分配給真正之需要者，例如：染病之窮人或是醫療工作者。
然而，本文研究強調：即使在短期市場失靈之異常情況下，基於適法性與
管制效率之考量，以上價格管制工作仍宜交由管制專責機關辦理為宜。也就是
公平會對於疾病蔓延程度、醫療院所對口罩之需求、口罩工廠之產能、口罩規
格之適用性等重要資訊之掌握與瞭解，均遠遜於專業之衛生防疫機關。此時，
以競爭機關做為口罩價格之管制主導機關，非但於「短期間」影響管制效率，
亦於「長期間」傷害了攸關競爭機關執法績效的「獨立性」。

第 1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62

肆、經濟管制法之概念
現代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體制，乃係築基於市場供需法則、市場價格機
制之原理運作，藉由生產者追求利益極大化、消費者追求效用極大化之理想
供需模式，實現「巴瑞圖原則」（Pareto Principle）所謂資源分配最佳效率之
狀態。惟於現實世界中，由於獨占或寡占企業取得市場控制地位、企業間共謀
實施卡特爾等限制競爭行為，或因戰爭、天災、能源危機及重大疫情等異常
事態引起市場供需失調等諸多因素，以致市場上往往出現違反巴瑞圖效率的
47

經濟現象 。如此當社會資源無從藉由市場競爭機制發揮分配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之情況下，政府當局在競爭法制外，即應另行採取有效之因應措
施，俾確保整體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從維護市場效能競爭之觀點，對於經濟力集中形成獨占或寡占市場的現
象、企業間共謀實施卡特爾等限制競爭行為，各國競爭法制分別訂有市場結構
調整措施、結合申報制度、禁止濫用市場控制地位及卡特爾行為等規範。另一
方面，在國家遭逢戰爭、天災、能源危機及重大疫情等異常時期，導致民生重
要物資嚴重短缺之際，對於事業趁機實施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之行為，鑑於其
可非難性在於行為本質的投機性及暴利性，通常並非由於市場結構因素或企業
實施限制競爭行為所致，是以在競爭法制外，尚有制定特別經濟管制法之必要
性。

一、定義及特性
所謂「經濟管制」，廣義而言，係指：基於特定目的，國家直接或間接介
入商品生產、銷售等市場經濟活動過程，對於企業商品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
48

之決定，實施各項行政管制措施 。據此定義，經濟管制法之適用範圍頗為廣
泛，舉凡水電瓦斯交通等公用事業費率之決定、外匯匯率及銀行利率等金融市
場之干預、農產品之保價收購制度等，皆屬經濟管制之對象。其中，本研究所
探討之經濟管制法，乃係針對異常時期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之行為，主管
機關實施相關物資價格或供需數量之管制措施而言，此可謂狹義的經濟管制
47
48

參閱佐藤一雄，市場経済と競争法，商事法務研究会，28-33，1994。
有關經濟管制法之定義，參閱金沢良雄，「 経済 統制法の現代課題」，ジュリ
スト，555 号 ，17，1974；丹宗昭信，「 経済 統制法の 経済 的意義と反競 争 的性
格」，北大法学論集，27巻3‧4合併号，160-163，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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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如此適用於異常時期之經濟管制法，為達到迅速穩定國計民生之目的，通
49

常具有如下規範之特性 ︰
（一）委任立法之特性
對於異常時期相關物資價格或供需數量之管制措施，立法機關在制定經濟
管制之法源依據後，大多將其具體的適用要件或違法認定標準，授權行政機關
補充決定，俾彈性靈活運用，以適應實際現狀。詳言之，對於物資價格之介入
管制，有關「物資價格高漲或有高漲之虞」、「重要民生物資項目」等適用時
機及管制對象要件，另有關事業訂定商品價格是否達到「哄抬」之違法程度，
皆有授權主管機關實際認定之必要性。
（二）限時法之特性
異常時期之經濟管制法，乃係因應國家遭逢戰爭、天災、能源危機及重大
疫情等緊急狀態而設，是以各該法規自應揭示相關緊急狀態之認定標準，俾為
主管機關發動經濟管制措施之前提要件。如此經濟管制措施之發動，固然為異
常時期用以確保國計民生之必要手段；惟國家藉此得以介入干預市場經濟活動
之過程，究非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發展之應有常態。因此，在相關經濟管制法規
之立法上，通常皆會附加一定實施期間之限制，或明定以相關緊急狀態的解除
為法規停止適用之條件。

二、規範體系之關聯性
考察外國經濟法制，其在制定競爭法以規範市場之競爭秩序外，另有針對
異常時期訂定經濟管制法規者。例如，美國在反托拉斯法外，各州大多訂有禁
止哄抬價格法案（anti-price gouging act）；日本在獨占禁止法外，另訂定國民
生活安定緊急措施法、石油供需適正法、有關對生活關聯物資囤積惜售行為之
緊急措施法、物價管制令；韓國在其競爭法外，亦訂頒有物價安定法。在如此
之規範體系下，異常時期之經濟管制法與競爭法間，究竟處於如何之規範關
係，應有進一步說明之必要。
競爭法之規範宗旨，在於確保企業間得以從事自由公平的效能競爭，藉此
維護並強化市場經濟正常營運之體質；相對之下，異常時期之經濟管制法，則
係適用於市場喪失正常競爭機能之際，其規範功能可謂在於解除市場一時發生
供需失調之病態現象。
49

參閱金沢良雄，前揭文，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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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經濟管制法與競爭法存在有上述規範本質之差異性；惟就最終達成整體
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的規範目的而言，實未能否認二法間亦有其規範之關聯性。
再者，分析異常時期形成物價高漲之因素，即有可能同時出於企業實施哄抬
價格及共謀實施卡特爾之行為所致，此際二法當有分別發揮其規範功能之必要
性。據此，經濟管制法與競爭法之規範體系，彼此並非相互排斥，毋寧認為二
50

法應係處於相互補充適用之規範關係 。

伍、美、日、韓各國對於市場異常時期之經濟管制法制
一、美國反哄抬價格行為法制
美國針對天災人禍後之哄抬物價行為，設有幾種法律規範形式。有些規定
明確的限制災後漲價比例；亦有禁止不合理的價格上漲，並且定義所謂顯失公
平的漲價情形；有些則係禁止災後任何的調漲價格超過災前的水平。換言之，
美國處理哄抬價格問題，可能涉及如下不同法律規範的適用。此外，美國學界
從經濟學角度與法理之觀點，對於反哄抬價格法制如何予以評價，曾有激烈之
辯論，以下一併探討之。
（一）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
反托拉斯法案是管制抬價的第一道防線，用來對抗災後抬價的行為。從管
制事業不當行為之角度來看，供應商常常被指控「運用市場支配力」，或「彼
此間從事相互勾結行為」來達到價格哄抬之目的。如此水平的價格協定，亦即
與競爭對手共同協議提高價格，本身即違反了「休曼法」（Sherman Act）第1
條之禁止規定。如果違法行為人是法人，則可能導致高達1億美元的罰款；如
果行為人為自然人，則最高可處罰款100萬元美金，或長達十年之刑罰。
儘管採用「反托拉斯法」之管制有助於避免天災或人禍之後價格協議上漲
的力量，其效果卻是受到相當限制。蓋水平的價格協定，往往難以取得行為人
有相互勾結共謀的證據。
實際上，2006年5月22日卡崔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災情後，美國聯
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發布一份報告，調查汽油價格操縱
50

有關經濟管制法與競爭法之規範關係，參閱 実 方謙二，「 独 占禁止法の機能と限
界」，法律時報，555号，31，1974；松下満雄，「経済統制法と独占禁止法」，
ジュリスト，555号，23，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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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颶風後汽油價格上漲。這個報告的結論認為石油公司在競爭力低於水平時毋
須建立一個限制的等級；並且允許石油公司在得以使用的範圍內，充分的使用
他們的能力，反競爭組織並未去歸責卡崔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過後的
價格上漲，因此本案之調查報告顯示反托拉斯法對於抬價行為並沒有適用的餘
51

地 。
（二）契約法（Contract Law）
針對抬價行為，契約法也發揮了潛在作用，主要係以「誠信原則」
和「公平交易原則」來限制一方使用經濟脅迫手段，強迫他方修改前一
個契約，來作為其義務。同樣的，適用在英美法學說中的「顯失公平」
（Unconscionability）原則，也在避免法院執行契約中訂定有「顯失公平」之
條款。這些原則在災後可以發揮作用，但這種作用可能仍屬有限。
首先，若以個別訴訟對抗銷售者，則個別消費者對產品所能獲取的利益通
常非常地微小。其次，每一個“顯失公平＂或“惡意＂的契約皆屬已經完成之
交易，消費者為了恢復其個人利益必須尋求司法的救濟，即使法院對消費者為
較有利之認定，消費者仍然必須忍受漫長的訴訟程序，而且所得利益將僅為幾
美元。故期待由契約法原則來處理抬價的問題，仍有其限制性，無法收真正抑
制或懲法惡性哄抬之效果。
（三）反哄抬價格法（Anti-Gouging Laws）
關於天災或急難時單方漲價行為，無庸置疑地被歸納在公平法（antitrust
statutes）或習慣法的範疇，因此美國數州制定了反抬價法律（anti-gouging
legislation）。根據統計，美國有半數以上的州都訂有反抬價類型的法律：至
少19州的法律禁止在災後抬價行為；其他州法則規定一般消費者保護，而非針
對災後經濟崩潰之特定情形作規定。部分鮮少受到天災影響的州，因而並沒有
制訂反抬價法律，在缺乏立法的情形下，有些州則以行政命令方式阻止抬價行
為。
綜觀歷史，許多反抬價法律的制定都是在特定災難後：Virginia在歷經2003
年的Isabel颶風後，於2004年通過「災後反抬價法」“Post-Disaster Anti-Price
Gouging”；Florida在1992年Andrew颶風後，紛紛通過反抬價法。
反抬價法律之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上漲比例限制」模式，
此種模式將限定災後物價的價格限制不得超過災前之一定比例。第二種模式禁
51

Geoffrey C. Rapp，LEXSEE 94 KY. L.J. 535，Kentucky Law Journal 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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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顯失公平」（違背良心）（unconscionable）的漲價，此種類的標準則依各
州對於「顯失公平」的定義而變動。第三種類型則禁止任何抬價行為，以下詳
述之：
1. 上漲比例限制（Percentage price caps）
此類型限制災後物價水準，不得超過災前物價之一定比例，如Arkansas及
California等州法。詳言之，該二州法律均規定，在政府宣布緊急狀態後之30天
內，商人不得以超過緊急狀態前10％的價格出售食物、物品或收取服務報酬；
但能證明係因成本增加之特別因素者，則不在此限。其所謂「緊急狀態」，包
含自然的或人為的災難，例如洪水、火災、地震及暴動等。規範對象的商品及
服務，包含建材、緊急醫療補給品、人及其他動物的食物及飲水。此外，該等
法律亦規定，承包商在政府宣布緊急狀態後之180天內，不得增加10％之維修
或重建費用。違反以上規定者，得處以輕罪（misdemeanors）的刑罰。
然而，該二州法律，具有規範之疏漏。即在災害發生後，尚未宣布緊急
狀態前，商人仍有抬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可能。蓋該等法律僅適用於政府
宣布緊急狀態後，是以商人在災難迫近時(若有足夠警告)，即可先行漲價，或
在災害過後立即漲價，致得以規避責任。如此不僅給予商人不正行為的動機；
且往往在市場情況惡化前，即提早調漲價格。
2. 禁止「顯失公平」（違背良心）法（Unconscionability Laws）
所謂「顯失公平」，其定義及判定標準，各州有所不同。某些州(包含
Massachusetts, Indiana, and New York)的法律針對市場遭遇急難與出賣人大幅更
改價格時加以規範。也有某些州會去比較災害前可取得的平均價格；Alabama
州則以超過平均價格25％，為「顯失公平」（違背良心）的價格判斷標準。
3. 反抬價法（No-increase laws）
最嚴格的反抬價法律類型，乃係完全禁止任何漲價行為。Georgia,
Louisiana, Mississippi, and Connecticut州的法律，屬於此類型。Georgia在Katrina
颶風的時候，油價飆漲至每加侖6美元時，即適用該法律加以規範。
（四）反哄抬價格法之經濟分析與法理辯證
長久以來，產官學各界對於「反哄抬價格法」（Anti-gouging Laws）之立
法及運作的正當性與功效，存在激烈辯證。Geoffery Rapp教授於2005年發表一
52

篇名為「哄抬物價：恐怖攻擊、颶風、災後物價管制之法律及經濟考量」 的
52

Geoffrey C. Rapp , Gouging: Terrorist Attacks, Hurricanes, and the Leg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Post-Disaster Price Regulation, 94 Kentucky Law Journal, 535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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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從經濟分析的角度切入，探討反哄抬物價法（anti-gouging laws）之經濟
效率與立法之必要性，引來熱烈的回應與議論。
1. Rapp 與 Skarbeck 之辯證——「反哄抬價格法」之經濟分析
Rapp教授在其2005年之文章中，雖然表達反對制定「反哄抬價格法」之基
53

本立場 ；但同時也承認在特定例外情形下，反哄抬物價法可以帶來「隱性的
經濟效益」（hidden economic efficiency）。例如，在大規模的電子支付系統當
54

機時，即有實施價格管制之必要 。
Rapp教授認為：當電子支付系統無法正常運作，例如因水災而暫時性的導
致電腦、電信基礎設施毀損或電力中斷時，由於無法接取電子支付系統所必須
之電子設備資產，即可能產生「資源分配無效率」（Allocative inefficiency）
的情形。尤其是，當有颶風、地震、龍捲風、海嘯或大規模恐怖攻擊行動等災
害，導致電子支付系統損毀或癱瘓，消費者將無以掌握自己的錢財與資產支
配。如此用以進入個人電子財務支付系統之電磁記錄遭受損毀，將擴大個人流
動資產分配受限之不利影響。此由卡催娜颶風災後，消費者與銀行疲於解決提
55

款卡及信用卡失靈之混亂局面，得以證明 。
甚者，由於電子支付系統失靈、當機，以致消費者僅得以有限的資源或財
務支付所需物資，可能引起衛生用品及消毒物資（toiletries and disinfectants）
等消費不足，進而造成疾病散佈之情形，此即所謂「負面的外部性」
（negative externalities）問題。
Rapp教授進一步強調，災後處於受災地區的消費者，可能因為不完美或不
理性（irrationality）的資訊而導致市場無法有效運作。透過反哄抬價格法，可
以產生抑制物價膨脹之效果，或可給與消費者相當之時間做出理性的決定，並
在其貨幣財源用盡之前，以這些有限的貨幣獲得物資。
另一方面，Skarbek教授認為：若反哄抬價格法之目的在於確保資源分配

53

54
55

2005/2006. available at LexisNexis Electronic database: LEXSEE 94 KY. L.J.535.
See Section II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Price cap and Anti-Gouging Laws “ in Rapp
(2005), Gouging: Terrorist Attacks, Hurricanes, and the Leg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Post-Disaster Price Regulation, 94 Kentucky Law Journal, 535. 2005/2006.
Section III (A) Massive Payment System Collapse, in Rapp. (2005), ibid.
Bank Hotline Takes Calls for Help with Finances, Charlottee Observer, September 5,
2005, at 10 A (“One man ask why don’t ATM cards work. A woman lost her credit cards,
checkbook and all forms of identification in Hurricane Katrina.”), in Rapp (2005), note
152,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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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之效率，則禁止商人哄抬物價的行為，實際上是可行的 。其理由在於：這是
一種非直覺可獲知，而需要憑藉著一個標準的經濟概念—“彈性理論＂ 去理解
57

的概念 。
根據Rapp教授之分析，其認為適用反哄抬物價法，仍應具備下列四個要
58

件 ：
(1)反哄抬物價法之適用在地域上僅限於受災地區，而非全國性的一體適
用。
(2)反哄抬物價法只適用在具有實際及普遍破壞存在之情形。
(3)反哄抬物價法應有嚴格的適用時間限制。
(4)反哄抬物價法並不適用於所有的生產者或經銷商，而僅集中管制那些最
可能涉及生產高度需求物資並會造成負面外部性產品的生產者與經銷商。
學者Skarbek雖然對Rapp教授之主張提出諸多批判，但他基本上認同Rapp
59

教授所提出之反哄抬物價法之適用要件 。然而，Skarbek教授認為：Rapp教授
建議以反哄抬物價法來抑制分配之無效率，事實上反而會造成與其原先所預期
60

目標相反之效果 。
2. Zwolinski 與 Syners 之辯證
反哄抬物價法之立法與適用，及其對市場之影響與發揮救濟之效果，正反
兩方各有所據。若純粹就經濟理論及評估該類法規實施的效應，反對「反哄抬
物價立法」的學說理論，更能明白列舉分析贊成者之論述缺失，特別是「反
哄抬物價法」造成操縱市場、妨礙市場正常供需調節與潛在買賣雙方自由意志
之負面效果，備受批判者質疑。因此在探討反哄抬物價法時，若要真正在法
律、社會與經濟學家之間獲得共識，則有必要瞭解社會大眾、經濟學家、社會
學家與法律學家們對於管制物價哄抬立法之「廣泛普遍的直覺」（widespread
intuition）與認定。
56

57

58
59
60

David Skarbek (2008), Market Failure and Natural Disasters: An Re-examination of AntiGouging Laws, 37 Public Contract law Journal, (Summer 2008). available at LexisNexis,
LEXSEE 37 PUB. CONT. L.J. 771.
As Skarbek wrot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ly, if the goal is to ensure that those who
most desire goods are the one who receive them, then price gouging by sellers is actually
desirable. The reason for this is somewhat unintuitive but relies on a standard economic
concept: elasticity.” , also see note 19 of Skarbek (2008), ibid..
See Rapp (2005), pp 555-557.
Skarbek (2008), ibid, pp 776.
Ibid. pp. 776-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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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機關之所以訂定反哄抬物價法，有部分主要因素在於消弭消費者對於
漲價的情緒反應，所以不能全然只由經濟面去分析此類法規存在的價值。然
而，若要真正檢討反哄抬物價法，有學者主張必須真正去瞭解何謂「廣泛、普
遍的直覺」（widespread intuition），此議題長期以來為社會學家所熟知並研
61

究，卻是思想家或哲學家正在發掘中的概念 。
2008年7月，Zwolinski教授在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發表 “The Ethics of
62

Price Gouging” 論文（下文以Zwolinski（2008）代稱之），探討哄抬物價之商
業道德與違法性。翌年2009年4月，Jeremy Snyder也在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發文回應，名為 “What’s the Matter with Price Gouging?”

63

（下文以Snyder

（2009）代稱之）。
在Zwolinski教授（2008）文章中，提到哄抬價格法其實有違尊重原則，
亦即對於潛在的買家與賣家之自主性決定欠缺尊重。這點獲得Snyder之呼應。
然而，在後續的辯論中，Zwolinski教授亦以 “Price Gouging , Non-worseness,
64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一文 回應了Synder。他注意到Synder文章中所提出的
諸多共同點，但亦察覺到其回應應該著重於兩者間的相異處。故針對Snyder之
批評，Zwolinski教授再次強調他所主張的「不會更壞原則」（non-worseness
claim），並藉此來反駁Synder提出的質疑。
在辯證論點上，Zwolinski（2009）主張Synder所提出的建議有其限制，包
括在災難期間對於價格上漲的限制與對出售予每位消費者的數量限制。他基本
上同意Synder提出的替代方案，但是不同意將獲得基本用品合理化可能會改變
物資分配的說法。Zwolinski並不認同該轉變成替代性的分配方法比較合乎道
德。進而言之，就如同一般性的反價格哄抬法，Synder的方案對於緊急狀況的
抒解或回復，並未產生任何效果。相反的，若真正發生哄抬物價的情形，反倒
65

會匯集了資訊及誘因，反而有助於加速回復市場供需 。
61

62
63
64
65

Michael Gibson, Price gouging: Is it wrong? Should it be against the law?, Knowledge
Problem, may 13, 2009.online resource, available at http://knowledgeproblem.
com/2009/05/13/price-gouging-is-it-wrong-should-it-be-against-the-law/
Matt Zwoliknski, The Ethics of Price Gouging,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Vol. 18, No. 3,
pp. 347-378, July 2008
Jeremy Synder , What’s the Matter with Price Gouging?,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2009,275-293 (2009).
,Matt Zwolinski , Price Gouging , Non-worseness,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2009, 295-303 (2009).
Matt Zwolinski (2009),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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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Synder（2009）年文章亦回應 Zwolinski（2008）有關哄抬物價所提
出的抗辯。Snyder認為Zwolinski的哄抬物價抗辯雖有利於經濟效益，卻犧牲了
公平獲得這些物資的機會。他認為：用反哄抬物價法來保護緊急期間平等獲得
基本生活物品之權利，在道德上係值得肯定。
從立法和執法的角度出發，探討一個法律道不道德，並不具有實益。若能
務實地分析法律存在的必要性、正當性，及如何有效地實施，遠比單單主張道
德問題或單純表示「反哄抬物價法」之存在有其必要性，且更加實際。許多論
者皆相信並主張哄抬價格行為是一項錯誤行為，但是從單純地主張「哄抬物價
是不道德的」，進步到「法律應該禁止哄抬物價的行為」，卻是立法思考上之
66

一大進步 。換言之，不道德或錯誤的事，未必都要用法律來規範，但是要訂
定法律加以規範的事，必須是可以具體化並可以合理驗證的事項。在此則指，
67

哄抬物價管制如何立法？如何規範不法行為？如何發揮法律效益…等 。
（五）反抬價法適用原則及建議
綜合上述，學者Rapp教授由經濟學理論、行為偏差及提供誤導事實之訊息
等觀點出發，強調反哄抬物價法雖有存在之必要性，惟仍須受到相當的限制。
包括地域性、破壞普遍性、時效性及針對特定利害關係人進行管制。他主張：
反哄抬物價法一方面可以抑制物價上漲，並有調整災後市場失靈、供需失衡及
分配無效率的效果。
另一方面，針對經濟體行為的偏差，由行為經濟學分析災後商人可能為誇
大、引人錯誤或詐欺誤導以傳遞錯誤訊息，藉此扭曲市場反應訊息之功能，並
因此哄抬物價賺取不法利益之現象，Rapp教授認為應該適用反哄抬價格機制加
以抑制並導正。相對於此，學者Skarbek從經濟分析之觀點，主張反哄抬物價
法之介入實施，反倒會導致市場資源分配之無效率，無形中阻礙市場正確訊息
傳遞，也阻礙其他商家或企業家進入市場、提供需求物資、其他替代性物資或
解決方法之動力。理論上，反哄抬物價法所造成的經濟效果，反而可能與其最
初之立法本意背道而馳。然而，實務上，美國有超過二十個以上的州，皆單獨
的訂有反哄抬物價法；其他未單獨立法的州，亦有相應機制來面對重大災後的
66

67

Michael Gibson, Price gouging: Is it wrong? Should it be against the law?, Knowledge
Problem, may 13, 2009.online resource, available at http://knowledgeproblem.
com/2009/05/13/price-gouging-is-it-wrong-should-it-be-against-the-law/
更多關於哄抬物價與相關管制之正當性與實施方案之探討可參考 “knowledge
Problem” 網站論壇，available at http://knowledgeproblem.com（last visited at Sep 3,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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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情況與物價管制。

二、日本經濟管制四法
（一）立法背景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政府為因應國內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物資缺
乏及物價上揚等社會經濟問題，爰於1946年3月3日頒布並實施「物價管制令」
68

（昭和21年命令第118號） ，藉以維持社會經濟秩序，俾確保國民生活之安
定（第1條立法目的）。嗣後，1973年發生國際性第一次石油能源危機，連帶
引起日本國內物資不足及全面物價上漲之現象，以當年12月份之躉售物價指數
（WPI）而言，即較前年同月份指數高出30％以上；同一期間之全國消費者物
69

價指數（CPI），亦高達19.1％ 。面對如此異常且緊急的市場狀態，日本政府
隨即於同年制定並實施「有關對生活關聯物資囤積惜售行為之緊急措施法」
（昭和48年法律第48號）、「國民生活安定緊急措施法」（昭和48年法律第
121號）、「石油供需適正化法」（昭和48年法律第122號）等法律，據以實施
70

各項經濟管制措施 。
（二）規範功能
上揭經濟管制法規，日本學者將其合稱為「經濟管制四法」，並且從戰略
71

分析的觀點，分別賦予各法規如下之規範功能 。
首先，有關對生活關聯物資囤積惜售行為之緊急措施法，負有如同機動部
隊之靈活作戰功能，在政府當局認定相關重要民生物資遭受囤積惜售或有此之
虞時，即得命令相關事業出售該等物資。其次，國民生活安定緊急措施法，則
係有如前鋒部隊之加強戰力功能，在相關物資已經遭受囤積惜售，進而出現事
業哄抬價格現象之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即得依據該法規定，公布標準的物資
價格，對於未遵守此訂價標準之違法事業處以罰鍰的制裁。倘依據上述二法規
68

69
70
71

嗣依1952年「有關波茲坦宣言承諾之經濟安定本部關係諸命令措施法律」（昭和27
年法律第88號）之規定，該物價管制令自同年4月28日起，具有法律位階之效力。
有關本法之介紹，參閱金沢良雄，前揭書，346-349。
當時日本社會經濟問題，參閱根岸哲，「経済統制法の仕組みと問題点」，ジュリ
スト，555号，35-36，1974。
有關該等經濟管制法之立法過程，參閱 来 生新， 産 業 経済 法，ぎょうせい，439444，1996。
有關日本經濟管制四法之規範功能，參閱正田彬，「いわゆる『石油危機』と経済
法制」，法律時報，46巻7号，16，1974；金沢良雄，前揭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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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措施，仍未能及時發揮嚇阻違法之效果，此時物價管制令即擔負起後衛部
隊之最後一道防線功能，藉由相關主管機關之直接介入物價管制，並對違法事
業科以刑罰之嚴厲制裁，俾有效遏止經濟狀況之持續惡化。至於石油供需適正
法，乃係針對石油產業制定之經濟管制法規，具備類似特種部隊之功能，專門
適用於能源危機時期有關油品市場供需及配給制度之管制措施。
（二）經濟管制措施
當市場出現物資短缺之供需失調現象，倘非由於週期性景氣循環變動因
素，而係起源於戰爭、天災、嚴重疫情等異常情事所致者，此時為防範及解決
事業趁機實施囤積惜售相關物資之行為，日本政府當局依據經濟管制四法之規
定，即得採行如下主要之經濟管制措施。
1.生活關聯物資之指定、調查及出售命令
在生活關聯物資之價格異常上漲或有此之虞，致相關物資遭受囤積惜售或
有此之虞時，內閣總理及製造、進口或銷售該生活關聯物資之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據「有關對生活關聯物資囤積惜售行為之緊急措施法」規定，得以行政
命令指定其為特定項目之生活關聯物資（下稱「特定物資」），就其價格動向
及供需狀況進行必要之調查（同法第2條第1項、第3條、第6條）。內閣總理及
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製造、進口或銷售特定物資之事業有囤積惜售行
為，致庫存大量特定物資者，得指示該事業在一定期限內出售一定數量之特定
物資予特定對象；倘該事業未依指示出售者，得以命令強制其出售之（同法第
4條第1項、第2項）。
2.價格管制措施
在物價高漲或有高漲之虞時，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與國民生活密切
關聯或整體經濟發展之重要物資，得以實施如下之價格管制措施：
(1)標準價格制
依據「國民生活安定緊急措施法」規定，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以行政
命令指定應實施價格管制之生活關聯物資，並公告其製造、進口、批發及零售
等各流通階層之「標準價格」，以供業界遵循（同法第3條、第8條）。至於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決定物資之標準價格，應以其製造成本、進口價格、採購價
格、管銷費用及合理的利潤為基準，並參酌其市場供需之變化及對國民生活與
民生經濟之影響程度等因素（同法第4條、第9條）。
對於無正當理由超過標準價格銷售物資之事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公布
其事業名稱或處以罰緩（同法第7條、第8條）。罰鍰金額，則以實際銷售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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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標準價格之差額，乘以銷售該物資之數量計算之（同法第11條1項）。
(2)公定價格制
在實施上述標準價格制後，倘仍難以維持物價之安定，政府當局依據「物
價管制令」規定，即得頒訂重要物資之公定價格，禁止任何人逾此公定價格實
施締約、支付或受領等交易行為（同法第3條）。對於以不當高價或暴利價格
之締約、支付或受領等交易行為，得處行為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五
百萬日圓以下罰金（同法第33條、第34條、第36條）。
3.物資供需管制措施
(1)石油供需管制措施
為因應石油供應嚴重不足之緊急事態，依據「石油供需適正化法」規定，
通商產業省（即現今之「經濟產業省」）得實施必要之石油供需管制措施。首
先，通商產業省依據石油進口動向、石油儲備狀況及其他相關情事，得設定國
內石油供給目標，並公告之（同法第5條）。依據此設定之石油供給目標，石
油產業之煉油業者、進口業者及一定規模之銷售業者，各須提出其石油之生產
計畫、進口計畫及銷售計畫；就該等提出之計畫，通商產業省得指示其變更
之；各該石油業者應依其提出之計畫或經指示變更之計畫，確實從事石油之生
產、進口或銷售（同法第6條）。
其次，通商產業省得設定並公告節約使用石油之目標，據以實施降低使用
石油之行政指導（同法第8條）。藉此行政指導，倘若未能減緩石油供應不足
之現象，通商產業省得在一定期間內，限制石油需求者之使用數量或種類，並
得公布違反該管制措施之使用者名稱；但事先提出例外許可之申請，並獲得同
意者，不在此限（同法第7條）。
另針對節約使用汽油之措施，通商產業省認為必要時，得指示加油站業者
限制供油數量、縮短營業時間或實施其他營業限制；但相關限制措施，應同時
顧慮公眾利益或對於身體殘障者維持生計之必要用油保障（同法第9條）。
(2)其他物資之供需管制措施
若係石油以外之物資出現供需失衡的現象，則須依據「國民生活安定緊急
措施法」，實施供需管制措施。在增加供給之管制措施方面，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得指定應該增加生產之物資，命該物資之製造業者提出生產計畫報告，必要
時亦得指示其變更計畫（同法第14條、第15條）。此外，亦得指示進口業者，
於一定期間內進口一定數量之指定物資，以平衡市場供需（同法第16條、第1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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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抑制需求之管制措施方面，從誘導民間減緩設備投資以抑制總體需求
之觀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相關設備投資業者，得指示其於六個月以上之
期間內停止投資，或降低投資額或延期投資（同法第23條至第25條）。
（三）實施成效
上揭經濟管制法規，在日本國內市場遭逢1973年之能源危機期間，具有相
當穩定物價的功效。尤其在1974年5月份物價問題最為嚴重之際，通商產業省
出動439名價格調查官，指定棉線、棉織物、衛生紙、煤油、揮發油、輕油、A
重油、液化石油氣、合成洗潔劑等特定物資，並進行市場調查。整體而言，在
通商產業省展開調查程序後，即已有效發揮嚇阻違法之效果，因此在尚未命令
相關事業出售特定物資及動用刑事處罰規定前，相關市場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
72

之現象逐漸獲得改善 。

三、韓國「物價安定法」
（一）立法背景
韓國在1970年代初期，同樣的受到石油能源危機的影響；加之韓國政府為
解決出口貿易衰退的問題，在採行韓幣匯率升值的政策下，更促使民生物價普
遍高漲。因此，韓國政府為管制物價上漲，爰於1975年12月31日公布實施「物
73

價安定法」﹙法律第2798號﹚ 。
在上述的立法背景下，物價安定法第1條揭示其立法目的為：「本法係以
維護物價之安定，確保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生活之安定與整體經濟之發展為
目的。」
（二）經濟管制措施
為防範及解決異常時期物資供需失調或價格高漲之現象，本法規定有如下
經濟管制措施：
1.價格上限之指定措施
政府當局認為有維護國民生活或整體經濟安定之必要時，對於重要物資
之售價、不動產等租金或服務報酬，得指定並公告價格上限（同法第2條第1
項）。對於超過指定價格上限之事業，即得課以超過金額100％之稅率，藉以
72
73

參見来生新，「物価安定のための施策と法」，消費者法講座３·取引の公正Ⅰ─価
格を中心に，日本評論社，258-259，1984。
有關韓國物價安定法之立法背景，參閱本城昇，韓国の独占禁止法と競争政策，ア
ジア経済研究所，45-49，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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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奪違法事業獲取之不當利得（同法第23條；不當利得稅法第2條、第3條）。
2.物資緊急供需之調整措施
政府當局在物價急速高漲或物資供應不足，認為有顯著阻礙國民生活安定
或整體經濟正常發展之虞時，對於從事該物資之製造、銷售、進出口、運送或
保管等相關事業，依據總統命令，得於五個月內之期間，實施物資供需之調整
措施（同法第6條第1項 ）。對於違反調整措施之行為人，得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科或併科五千萬韓元以下罰金（同法第25條）。
3.囤積惜售行為之禁止
財政經濟院，認為事業有以暴利目的實施囤積惜售物資之行為，致有影響
物價安定之虞時，應即公告禁止實施該囤積惜售物資之行為（同法第7條）。
相關物資之主管機關，對於實施囤積惜售物行為之事業，應命其停止或改正該
行為（同法第9條）；並得處行為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五千萬韓元以下
罰金（同法第26條）。
（三）實施成效
在1970年代石油能源危機時期，藉由本法之運作，韓國政府累計查獲85件
中小企業囤積惜售稻米、煤炭等民生物資之違法案例，可謂即時發揮穩定民生
74

物價之功能 。嗣於2007年至2008年初，由於受到亞洲金融危機、國際油價及
糧價接連走高之影響，導致韓國國內出現通貨膨脹、物價普遍上漲的現象，韓
國政府依據本法相關規定，接連實施抑制民生物資價格上漲、調降小麥等大宗
物資之配額關稅、加強取締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行為等經濟管制措施75。

陸、我國公平會介入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行為執法實務之探討
相對於上述各國異常時期之經濟管制法制，我國迄今尚未制定有關穩定物
價或取締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行為之經濟管制專法。是以歷來我國政府當局因
應市場異常現象，大多由行政院命公平會提出「穩定物價之取締囤積方案」，
責成相關單位依其權責實施經濟管制措施，藉以維護民生物價的安定。其中，
涉及公平會執法權限事項，進一步探討如下。
74
75

參閱丁炳烋，「有關韓國公正去來政策之研究」，經濟論集，首爾大學，99。轉引
自本城昇，前揭書，48，1988。
參閱詹淑櫻、卓惠真，「東亞新興國家面臨之通膨挑戰與因應」，國際經濟情勢雙
週報，第1661期，12，2008。

第 1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76

一、公平法適用依據
依據公平法現行規定，實施囤積惜售或哄抬價格之事業，若符合第5條獨
占事業之定義及第5條之1之認定標準者，公平會對其哄抬價格之行為，應可認
定其構成第10條第2款不當訂價之違法行為；倘囤積惜售或哄抬價格之行為，
係出於同業間合意約束事業活動，且足以影響市場供需之功能者，亦得認定其
違反第14條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
然而，觀察公平會歷來之執法實務，該會對於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之
行為，胥皆認定其構成公平法第24條之違法行為。蓋依「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4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7點第3款第1目規定：「本條所
稱『顯失公平』：係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者……常見
行為類型如：1.市場機能失靈供需失衡時，事業提供替代性低之民生必需品或
服務，以悖於商業倫理或公序良俗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所示，顯然公
平會係將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之行為，列為本條所稱「顯失公平」違法行
為類型之一。

二、相關案例簡介
（一）九二一震災相關案例
76

在1999年9月發生九二一震災期間，公平會做出「金太乙公司水塔案」 、
77

78

「和元水電材料公司水塔案」 、「金帝公司哄抬發電機價格案」 等處分案，
認定被處分人等乃係利用市場供需失調之緊急情況，藉機哄抬民生物資價格，
獲取不當利益，顯已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二）SARS疫情相關案例
由於2003年3月爆發嚴重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致使測溫器、
口罩等防疫性用品出現供不應求及價格飆漲之異常現象。對於相關涉案行為，
79

公平會立即做出「大安醫療器材行哄抬額溫槍價格案」 、「全國藥品公司哄
80

抬口罩價格案」 等處分案，認定涉案商品價格之漲幅已高達「相當顯著之程
度」，此乃被處分人等利用買受人資訊不對等之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不
76
77
78
79
80

公平會（88）公處字第152號處分。
公平會（89）公處字第011號處分。
公平會（88）公處字第163號處分。
公平會（92）公處字第098號處分。
公平會（92）公處字第058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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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之行為，構成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之行為。
（三）政策性因素相關案例
1.米酒囤積案
行政院於1993年3月送交立法院審議之「菸酒稅法草案」，表示對於米酒
酒類將比照蒸餾酒稅率課徵，致使當時零售價格每瓶21元的紅標米酒可能上漲
至120元，因而引起商家普遍囤積惜售米酒之跡象。案經公平會調查後，做出
81

多起事業不當積存米酒處分案 ，認定被處分人等不當積存米酒顯然高於平日
「合理」之庫存量，因此導致消費大眾無法購得民生「必需品」之米酒，影響
消費者權益，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2.囤積及哄抬砂石價格案
在2006年4月間，由於受到中國大陸公告自同年5月起禁止天然砂石出口之
影響，導致國內砂石供應短缺及價格急速上漲。案經公平會介入調查後，一連
82

做出多家業者囤積及哄抬砂石價格案 ，認定被處分等之砂石庫存量超過「合
理」存貨數量，且漲幅高達50％，顯係利用國內砂石市場短期供需失衡之際，
惡意囤積以哄抬砂石價格，破壞市場機能，嚴重影響市場交易秩序，已具商業
倫理之非難性並損及公共利益。

三、公平會執法立場之檢討
如上揭案例所示，在公平法第24條之規範依據下，歷來政府當局對於事業
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行為之查處，公平會可謂扮演主要執法機關的功能角色地
位。惟如此之執法運作是否妥適？得由下列觀點，分別加以檢討：
（一）規範手段正當性
觀察公平會上揭案例之處分書理由，首先大多表明：「倘事業利用產品
市場供需失調及緊急情勢之際，為拒絕供貨或不當之銷售行為，致嚴重危害
公共利益，損及全體社會之經濟福祉者，即顯然有悖於公平交易法第1條所定
『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及『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等立法目的與宗
旨」。由此足見公平會係以同條揭示公平法所追求之最終立法目的，作為其介
入管制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行為之適法性依據。
然而，公平會如此之立論觀點，似乎忽略法律規範手段正當性的基本原則
問題。蓋綜觀公平法第1條之規範宗旨，其所揭示同法最終的立法目的，應係
81
82

公平會（88）公處字第076號處分、（90）公處字第193號處分。
公平會（95）公處字第054號至第064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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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確保市場競爭機制之前提下，藉由對限制競爭及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規範手
段予以實現。換言之，實現經濟之安定與繁榮，市場競爭機制並非唯一之手
段；在無從期待藉由市場機能以達成效率資源分配之場合，此時政府當局即應
考慮採行國庫補貼、公用事業管制或異常時期之經濟管制措施，以取代競爭法
83

之規範手段 。
（二）法律保留原則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14號解釋文之意旨，人民營業之自由為憲
法上工作權及財產權所保障，倘基於維護公共利益之目的，對於人民營業自由
之限制，依憲法第23規定，必須以法律定之；若營業自由之限制在性質上，得
由法律授權以命令補充規定者，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
基於上揭法律保留原則，政府當局禁止事業實施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之行
為，固然屬於維護公共利益之必要管制措施；惟因涉及對於人民從事商品交易
或處分等營業自由之限制，是以主管機關介入實施相關管制措施，自應取得法
84

律或法律授權命令之依據 。
如此而言，以公平法第24條之概括性規定，作為公平會介入事業實施囤積
惜售及哄抬價格行為查處之依據，顯然未能滿足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至於公
平會訂定本條之處理原則，將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之行為，列為「顯失公平」
之違法行為類型，並定位其不當性在於「悖於商業倫理或公序良俗」，此不僅
欠缺法律授權依據，亦難謂有明確的執法標準，致有違背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
原則之嫌。
（三）執法效率
分析事業實施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行為之背景時機，通常皆發生於重大天
災或嚴重疫情等緊急事態之際，是以導致市場供需失調的異常的現象，多屬突
發性狀況。為因應如此突發性的市場異常狀況，上述國外經濟管制法規，除賦
予中央主管機關得以立即公告相關物資之標準價格或價格上限、實施物資供需
83

84

即有學者認為：「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為公平法之政策目標，維護市場之競爭秩序則
為達成此種目標之一種政策手段。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之政策手段並不限於競
爭，其他如公用事業之獨占專營權、景氣政策、繁榮政策、結構政策、貿易平衡政
策，為達成經濟安定與繁榮之終極目標，其政策手段之價值與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並
無分軒輊。」以上，參閱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一冊，自刊，2，
1994。
有關此法律保留原則問題之探討，參閱廖義男，「國家對價格之管制」，企業與經
濟法，三民書局，155，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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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等管制措施外，並許可其授權地方機關進行調查工作，俾迅速且全面的防
制事業趁機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行為。
反觀當前我國公平會之實務運作情形，由於機關職掌與組織編制之因素，
致使其執法成效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蓋公平會主要職掌為市場競爭秩序之維
護工作，未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以充分掌握商品行情之產銷數量、正常成本
及合理利潤等產業資料，是以在查處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行為之際，難以
立即且明確的訂出違法判斷標準。況且，公平會屬於中央層級的行政機關，在
異常時期面臨眾多商家可能同時實施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行為之情況下，僅依
公平會當前有限的人員編制及行政調查資源，尚難發揮全面遏止違法的功效。

柒、結論與建議事項
一、結論——公平會應有之執法立場
從比較法之觀點而言，美日韓等國之經濟法規範體系，在建構維護市場機
能之競爭法制外，另制定有市場異常時期之經濟管制專法，俾賦予物資主管機
關介入實施經濟管制措施之權限，藉以迅速且全面的達成遏止違法及穩定物價
之功能。反觀我國現行經濟法制，在當前尚未制定經濟管制專法之情況下，對
於異常時期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之行為，主要藉由公平會依據公平法第24
條之概括規定，予以介入查處；惟如此執法運作不當之處，業如上述。
據上所述，公平會基於競爭法主管機關之立場，日後對於事業囤積惜售及
哄抬價格行為之案件，其執法重心應當集中於行為人有無涉及獨占性訂價或聯
合行為之違法。至於非獨占事業實施且未涉及聯合行為合意之囤積惜售及哄抬
價格行為，洵屬經濟管制法之規範對象，自不宜再由公平會依據公平法第24條
規定介入管制。是以公平會對於此類案件，為避免遭受物價管制機關之誤解，
即應發揮獨立機關之精神，並從健全法律規範體系、遵守法律保留原則及提升
執法效率等觀點，明確表達不宜介入管制之應有執法立場。
根據上述原則，將我國公平會處理非法囤積或價格過高案件之應有執法立
場，以下圖說明如次：
1.競爭機關以EOQ做為判定不正常囤積之標準，以處理非法囤積案件。
2.競爭機關受理哄抬價格案件：首先，檢定物價上漲係反映短期供需失衡或是
長期產業結構問題，如為前者，則宜留待市場機能自行解決。反之，如果市場

80

第 1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可能有產業結構問題，則進一步檢視該結構性問題是獨占事業所為之阻礙性濫
用？抑或是單純價格過高之榨取性濫用？如為前者則以重大案件立即辦理，後
者則應依照「穩定物價之取締囤積方案」尊重管制機關意見。惟如該案件並無
管轄機關時，方宜由競爭機關處理。但是，參酌歐陸競爭法制之執法經驗，此
一榨取性濫用之管制手段，必須是「非常時期」方能採行之「非常手段」。只
有在緊急與特殊的情形下方能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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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事項——我國建構異常時期經濟管制專法之展望
當前我國政府當局因應異常時期之經濟管制措施，主要責成公平會擬定
「穩定物價之取締囤積方案」，藉此揭示各主管機關之職掌權限與分工事項。
然而，如此在緊急事態發生後，始臨時組成之「穩定物價小組」，恐有延誤管
制時效之隱憂。因此，如何建構一完善的異常時期經濟管制法制，實為政府當
局應予正視之重大議題。以下，參酌前述外國經濟管制法制，嘗試提出若干立
法原則及執法方向之建言：
（一）制定異常時期之經濟管制專法，提升執法效率
我國現行法制，為因應戰事或其他異常時期之物資管制，有明文授權主管
機關得以發動必要之經濟管制措施者，如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16條、石油管
理法第21條、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6條、糧食管理法第12條等規定。惟該等規
定僅適用於動員時期或特定物資，至於其他民生物資，倘遇有非戰事之市場供
需失調引發囤積與哄抬情事，則仍然存在著欠缺法律管制依據之問題。是以為
避免發生立法疏漏之現象，即有制定異常時期經濟管制專法之必要。其中，有
關具體管制對象之民生物資項目及管制期間，宜應授權物資主管機關，視實際
狀況指定並公告，俾發揮因事制宜、因時制宜之規範效果。
（二）遵照法律保留原則，授權物資主管機關具體認定違法行為
事實上，由於涉案物資種類項目、事業規模大小及成本結構等多項因素之
差異，經濟管制法規殆無可能預先擬定具體的「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之
違法認定標準。因此，基於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有關涉案事業是否構成「大
量」或「過量」購、存物資，及其商品售價有無超過「合理價格」或「合理利
潤」之情形，自應由經濟管制專法授權物資主管機關具體認定之。
（三）依循比例原則，適度發動經濟管制措施
經濟管制之目的，在於維護市場正常供需及穩定物資價格，是以在達成此
目的之必要範圍內，物資主管機關宜應採行適度的管制措施，避免過度限制人
民營業及財產自由之不當情事。據此比例原則，當市場有供需失調之虞時，物
資主管機關對於「大量」或「過量」囤積物資之事業，宜應先採行公布事業名
單、指示期限出售物資等措施；倘該事業未依指示出售物資者，即得實施命其
出售物資之強制措施。其次，倘市場已經出現哄抬物資價格之跡象，物資主管
機關應即公告相關物資之標準價格或價格上限，以供業界遵循；對於未遵循該
公告價格銷售之事業，即得實施公布事業名單、命其依公告價格銷售之強制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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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四）執行穩定物價之取締囤積方案，做為過渡期間之替代方案
由於經濟管制專法之立法與管制專責機關之建立，涉及國家政經制度之基
本層面，並非一夕可成。為舒緩民生物資供需失調所引發各界要求公平會管制
物價所形成之施政困擾，公平會目前的短期政策似仍須以「穩定物價之取締囤
積方案」為處理物價與囤積之基本架構，與相關部會就民生物資市場可能出現
違法事件，商議如何分工查緝。而中期政策除應加強與輿論、消保團體與民間
社團之溝通，使各界瞭解市場競爭的本質與競爭機關應有之作為外。最後的長
期政策則為健全我國的物價管制法規與相關制度，達成安定國計民生之最終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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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practice, the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TFTC) normally will initiate a
special investigation on price and business practice with regards to “hoarding” and
“price gouging” practices in a situation of natural disaster, such as typhoon, floods,
earthquake, pandemic disease (i.e. SARS), and in situation of some unexpected
severe damage cause natural disaster. Such an anti-price gouging investigation and
decision severs as a legal mechanism for price control, and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stabilizing market price at a substantial level. However, it is argued that the TFTC’s
role in interfering the market price, the amounts of supply and demand, and relevant
commend and control is questionable, in particular in whether this control is conflict
to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FTC’s mission in promotion of effective competition ,
market-oriented regulatory mechanism, and least intervention principle.
This paper provides economic analysis of such a price control mechanism in
an emergency situation, with a focus on anti-price gouging laws and mechanism.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USA, Japan and Korea laws are provided as supplement
materials. It argues that Taiwan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a specific regulatory
mechanism in order to deal with economic control issues in a natural disaster. Three
main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as followed:
1.passing a specific law for economic control in an natural disaster or emergency
situ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regulatory efficiency;
2.Establishing a specific material and resource control authority to investigate and
define illegal practice of price-gouging, subject to the doctrine of legal reservation.
3.Triggering the economic control mechanism at times subject to the doctrine of
proporti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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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林副教授廷機（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主持人黃委員、論文發表人顏教授及馬教授的團隊、各位與會學者先進及
嘉賓，我今天非常榮幸受到公平會的邀請來與會論談，其實從顏老師一開始承
接這個計畫，我就覺得這個工程浩大，因為從一開始的建構、主題、問題爭點
的提析、以至於他在其中報告的建樹及最後成果，我都看到他整個團隊的努力
跟用心，而且在專業度上的呈現是非常非常足夠的，其實晚近的一些學術上，
我個人蠻欣賞會把一些屬於我們華人傳統文化的觀念跟生活觀帶進來，所以從
一開始，他在論文裡面就提到，其實囤積、哄抬物價並不是外國的產物，從我
們的傳統上面在管子、戰國時代、三國都有相關的一些情況，甚至也很不尋常
的、沒有用任何宗教意味的將聖經箴言的話也帶出來，在用心上非常好，但我
個人覺得可惜的是，管子出自於何處沒有查出來，我覺得這應該在註解上面要
求一下。
其次，我們在探討這個問題的時候，當然是從兩個層次，一個是囤積，一
個是哄抬物價，囤積多半有某種程度的風險，因為它必需像期貨一樣，來預測
市場可能的走向，才知道囤積之後是否能脫手，或在從他理想的市場價格的操
縱或哄抬再去行動，其實如果從反托拉斯法的基本理論角度來看，其實反托拉
斯法一直支持，只要是在競爭市場上面愈激烈、愈沒有加以管理的話、市場不
要有不當人為干預競爭機制，讓市場自由發展的話，最後，over all，消費者
的福祉是最好、它有最多的選擇，但是有一些前提出現，因為在2005年美國卡
翠娜颶風的問題出現以後，相對的從顏教授介紹的，從那時候各州才開始很認
真的制定有關於重大民生物資的Anti-gouging的法案，我補充一點，其實顏教
授在報告裡面已經寫了，只是在論文裡因限於篇幅沒有呈現出來，我來補充一
點，其實美國在2005年有一個 Gasoline of America Security Act，他們為什麼從
囤積跟哄抬來談，其實他們也想到屬於國家安全的問題，所以因此會有這種以
石油這項特定物資為觀念的法案，2006年還有一個聯邦的能源物資價格保護的
法案，稱為Federal Energy Price Protection Act of 2006，另外還有一個法案是在
總統權批示當中，是聯邦的價格哄抬防衛法案，這是2007年5月23日提出，它
有兩個先決條件，是很能吻合跟呼應顏教授的理論基礎的，它談到說，除非是
重大、過度的不公平交易或是傳統習慣法的excessive unconscionable的狀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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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謂潛在的、基礎性的不正利益存在的話，可以使總統來動用這項權力來管
制物價，但是我覺得在這種種過程當中，顏教授最後的建議也是我個人深表認
同的，在幾次對話當中，只是我國已經有石油管理辦法以及農產品的相關辦法
在處理，是不是我們在制定像，如果是仿造日本特別經濟管制處理的辦法的時
候，其實這裡面的項目是否要稍微做類型上的限縮，因為如果這個法案是全面
性的物資，有時候會涉及到某種風險、會有企業競爭上的另一種操縱出現，這
是我在思考實務界的狀態做的分享，譬如石化業常常是我國光電業或面板業等
很多重大產業的上游，那石化業其實是根據國際的牌價或原料在觀察，他們的
確會惜貨出售，如果剛好我們立法不夠嚴謹，讓他們剛好踩到條款管理的規範
範疇，那有可能使石化業者無法跟上國際的腳步，而反而在被法令要求的情況
之下降價或產生重大成本損失，可能造成另外一個產業的負擔。我的看法是，
我們得非常注意到，各國會有這類法案，它的核心都是屬於在特定的、特殊緊
急狀況下對於消費者保護而來，這時候意思是，我們在法益的權衡之下，是為
了另外一個市場上的健康和美好，而換來現實消費者生活上重大急需的利益，
因為已經都活不下去了，難道還要管他未來市場機制問題，這是顏老師在這整
個論文提到非常有價值的部分。
最後一點，這報告在最後圖表上的解說我覺得非常漂亮，因為它將所謂的
囤積跟哄抬價格分成兩個系統，從這兩個系統再看公平會應該在怎樣的適當情
況介入，這是好事情，只是在我國的法律架構下，有關憲法的法律保留原則
的考量，再加上一些專法上的立法基礎上面，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
們勢必還是要走，否則會有一點，講嚴重一點，在法制管制所謂的良意之下，
如果沒有辦法處理得當的話，一方面人民在自由經濟上的競爭沒辦法做商務計
畫，那這樣會勞民，另一方面政府的管制有時候是不必要的介入，而產生民生
上的傷害，所謂的傷財，那司法經濟的考量，會認為這樣的法律實在有它的必
要性，但在立法技術上，還需要很多的智慧繼續加以研究，這是我的一點淺
見，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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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基於我國並無專責機關負責各法規命令對市場競爭限制的檢視工作，更
基於此一工作於我國將屬先期推動，因此本計畫將以設計簡約清晰容易上手
之檢視手冊為主軸，提供各部會於既有與新設法規之檢視工作，一個易懂的
初步操作型圖冊。所謂初步檢視，就是透過本計劃所羅列設計之查核樣態問
題，一一思考並回答，若該有任一樣態問題之回答，呈現出“有可能＂顯著
限制市場競爭之結果，則該政策就必需進一步做更詳盡的衝擊評估（Impact
assessment），並且提出各可能替代方案，尋出能夠達成相同目標但衝擊競爭
最小的方案，以為執行依據。這一競爭評估檢視手冊（Competition assessment
toolkit），其目的不在於反對或撤除它部會或許必要的管制設限，而是在於促
使各部會對於所擬定或所執行之管制設限，能夠對市場競爭構成的限制壓縮達
到最小，因而有利於國家經濟成長或社會安全目標的最大化。

壹、前言
市場競爭可以分剖兩個面向。其一，市場內廠商間的競爭，此類行為必需
予以規範以維持競爭與公平，並防範處理諸多涉及不當競爭或不競爭之行為。
其二，政府對於產業所規範的相關法規命令，對市場競爭產生衝擊，可能形成
市場內廠商間的不公平限制，其中尤以入場機制之扭曲、間接保護既存廠商市
場力的影響為大。
政府於實現特定競爭政策目標時，採取了對市場競爭具最少限制的政策施
為，即所謂之“最適管制設限＂，或謂“極小化限制競爭之管制＂、“極大化
競爭效益之管制＂。當第一面向達致效率時，是既定政策環境下之效率；假若
第二面向也能達致效率（即最適管制設限），則整個市場之最大可能福利，將
更為往上提升。這兩面向同時趨近效率時，市場競爭必趨極大，市場創新與生
1

產效率隨之增加，社會福利與經濟成長獲致更大的推動力量 。
1

市場競爭之增加會提高效率與繁榮，已是全球一個普遍的認知（Aghion and Griffith,
2005）。Baker（2003）指出，凡阻礙競爭者，亦會阻礙創新、成長、與繁榮；
Lewis（2004）則透過不同國家之產業別比較，解釋兩國之生產力發展異同，很明
顯的取決於市場競爭程度之不同。更往前推溯，Baltagi et al.（1995）利用Panel data
研究，指出解除管制（Deregulation）促使結構更有效率，因而刺激了生產管理技
術的改變。因此，進一步加強市場競爭，對經濟表現與福利增值，有其顯然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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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面向，公平會為主管機關，近二十年來執法有成。第二面向，我國目
前並無任何行政機關專責對法規命令在競爭上之影響進行檢視，因此仍有研究
與進步之空間。OECD諸國近年於管制改革（regulatory reform）積極鼓吹與推
動，許多研究也證實管制效率與改革確實對國家經濟表現與福利增加明顯相
關。針對第二面向進行初步研究與評估，此其時也。
基於我國並無專責機關負責各法規命令對市場競爭限制的檢視工作，更
基於此一工作於我國將屬先期推動，因此本計畫將以設計簡約清晰容易上手
之檢視手冊為主軸，提供各部會於既有法規之檢查、或新設法規之預檢，一
個易懂的初步操作型檢視。所謂初步檢視，就是透過本計劃所羅列設計之查
核樣態問題，一一思考並回答，若有任一樣態問題之回答，呈現出“有可
能＂顯著限制市場競爭之結果，則該政策就必需進一步做更詳盡的衝擊評估
（impact assessment），並且提出各種可能替代方案，尋出能夠達成相同目標
但衝擊競爭最小的方案，以為執行依據。這一競爭評估檢視手冊（competition
2

assessment toolkit），其目的不在於反對或撤除它部會或許必要的管制設限 ，
而是在於促使各部會對於所擬定或所執行之管制設限，能夠對市場競爭構成的
限制壓縮達到最小，因而有利於國家經濟成長或社會安全目標的最大化。

貳、競爭評估的重要性
八零年代全球興起解除管制，根據OECD 1997年的報告，至九零年代止，
解除管制已經帶來各國經濟效益。報告顯示，美國實行的管制解除措施為其
每年增加420億至540億美元的效益；歐洲採統一標準替代原各國不同標準的措
施，使其自1987年至1993年間的GDP平均年成長1.5％；日本解除國家經濟管
制，也使消費者年收入增加了0.3％（即等於約360億美元）。然而經過解除管
制，許多產業自由化民營化後，卻仍然深受著政府不少的規範與管制措施，其
3

目的在於確保政府所欲達成的社會目標 。
政府基於職權，為達成社會安全福利目標，干預與管制常常是不得不為的

2
3

性。
管制設限（Regulations and restrictions），包含法律、規章、行政命令、行政措施、
條例細則等等。可參見National Competition Council, AU（2005），page 4.1。
OECD在1997年的報告中就曾指出，“儘管現今幾乎所有經濟活動已在競爭開放市
場中，但削弱競爭扭曲價格的經濟管制政策仍是十分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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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措施，例如控制導致市場失靈的市場內外因素、監管與分配公共資源及公
共財貨、限制市場力量並處理訊息不足或不對稱所衍生的市場競爭弱化問題、
提高全民健康水準、維護社會穩定治安、以及保護自然生態環境。政府管制時
的政策目標範圍極為廣泛，然卻有其不得不為的正確性。
正因政府具有正當職權與不得不為之正確性，政府之管制措施，往往易流
於氾濫與過當，從而遏殺市場開放與競爭、發展與創新。在公共政策目標的實
踐上，管制措施是一個無法取代的手段，然而此等手段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市
場高度競爭、阻礙了市場效率。“管制革新＂雖不排除政府因社會福利目標而
採用管制的必要性，但卻主張政府該有反省手段、評估替代方案，企求干預市
場程度能夠愈小愈好的管制措施。亦即，視政府管制為“必要之惡＂，務必追
求此“惡＂最小化的達成社會目標，此即是最有效率的管制政策，也是“管制
革新＂之過程。

一、推升經濟成長
OECD近十年來，積極推動管制改革，就是此一理念下的產物，其所積極
提倡的“管制衝擊評估（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RIA）＂，旨在檢視政
府或產業公會所實施的各項管制措施，是否會對競爭造成可能的危害。雖然評
估競爭有利於提高管制品質與國民經濟表現，但是各國具體的評估方式仍有很
大的差異，這是由於明確而詳細分析的競爭評估概念、方法與架構，均尚缺乏
嚴謹透明的實施架構所致。管制政策對市場競爭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分析，不
易執行量化分析途逕，因此大抵各國皆從定性分析著手，以進行管制對競爭影
響的判斷。
澳洲自1995年起，即開始進行各級管制法規之全面檢視，用以剔除反競爭
的可能效應，尤其在能源、運輸、電力、鐵路上影響最鉅。為鼓勵各級政府
4

厲行此等檢視，澳洲政府還特別製定獎金支出 。英國之改革，可最早追溯至
1980年代，然而其改革持續不斷，晚近於2000-01年中，仍然通過天然氣與電
力必需揭露市場力風險之改變；而更廣泛全面競爭法變更，則顯然表現於2003
年通過的企業法（Enterprise Act 2003）中。荷蘭於1998年開啟全面競爭法之訂

4

根據澳洲財政部統計，政府獎勵各級檢視反競爭管制法規之總支出，由1997-98年
的396百萬美元逐年上升，至2005-06年度，支出已高達802百萬美元（Productivity
Commission (AU),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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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十年間重建產業與零售業之競爭體系，並於2005年正式成立專責機構 。
OECD的積極管制改革，也促使許多學者針對管制改革績效進行研究。根
據OECD（2007b）報告，澳洲的GDP自2000年以來，成長率常達3％至4％，許
多的OECD國家也都有相同的經歷。Krakowski（2005）也指出，凡愈高度競爭
之經濟體系，都比低競爭之經濟體系來得富有；OECD於1997年的研究指出，
6

尋出最適管制以支持競爭體系的國家，都經歷了不錯的經濟表現 。例如，降
低價格效應促成日本約0.8％的GDP成長，研發創新效應則估計約帶給日本與
德國1.7％之經濟成長，勞動生產力之提升有美國的0.5％高至德國的3.5％，資
本生產力之提升則有美國的0.5％高至日本的4.3％。OECD在2007年的報告更指
出，外資管制設限之改革，已平均創造出OECD國家約3％的利得。

二、新經濟制度產品興起
網際網路交易市場，已是日趨生活化的行為。網際市場、電子市場的急速
興起，其方式有別於傳統的交易“市場＂，是當代的新興市集方式。政府或產
業公會對這類新型市場所實施的各項管制措施，要能既達成政策目標，又維護
市場競爭，是一種新的挑戰。
面對這一新興的“虛擬＂市場，公平交易委員會於2003年訂定了“電子市
集之規範說明＂，利用既有的公平法框架解讀新興的電子市場，說明公平法依
舊可以有效應用於此等市場，唯應用中仍需謹慎判別各類因子的不同類型呈
現。
以電子市集而言，別於傳統市場，它有幾個特色：(1)除了市場內商品競爭
外，還有市集本身的競爭。電子市集是一個技術創造的虛擬交易平台，因此，
凡具有充足技術者，理論上即具備開闢市集的能力，這使得“市集＂本身成為
一個競爭的實體。科技因素在網路交易上，決定了交易的安全性、可親性、流
動性、與服務性，這些特性統稱之為交易平台的服務品質，是構築各產品忠誠
度與與消費者轉移成本力量。因此，一市集的某一廠商，其競爭對象是同一市
集中的同類產品、不同電子市集裏的異質化同類產品、以及傳統市集裏的同類
7

產品 。(2)電子市集的交易，會隨著該市集的交易人口愈多而使其中個別使用

5
6
7

OECD（2007b）。
OECD（1997）。
公平會為了對電子市場競爭進行規範，於2003年訂定了“電子市集之規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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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者的使用效用愈高，此即為網路外部效益（Network externalities） 。當電子市
集使用人口達到某一水準後，網路外部效益的加乘效應，會使該市集提供給使
用者滿足感愈大，而加速對消費者的吸引力量，甚至可能發展成壟斷。(3)電子
市場交易完全透過通訊，交易者留下的所有資訊，透過資訊共享協定，快速且
完整的為市集參與者所擁有。這些資訊範圍甚廣，可以包含供應商售價、購買
者採購價量、交易者特殊資料、交易者財務狀況等等。一方面，這可以有助於
市場媒合更多適配的供需、達成經營更有效率；另方面，這容易造成明示暗示
的同業意思聯絡行為，造成價格上勾結。
電信市場也是新經濟制度下，必需留意管制政策是否傷害市場競爭的另一
9

個市場 ，其特它為：(1)各種新舊通訊系統，彼此替代性愈來愈高，因此各種
電信服務的相關市場界定愈來愈模糊。例如，傳統語音服務與網路電話、傳統
行動數據與無線上網、電信事業與有線電視影音服務等等。(2)樞紐設施的存在
構成新廠參進的莫大阻礙，因此政策上政府往往會要求既存廠商開放樞紐設施
10

予新廠使用 。(3)電信法規定，為確保任何電信用戶間的互聯性及電信市場的
有效競爭，電信事業間有網路互聯之義務，並就接續費用、相關帳務處理進行
協議，因而增加資訊交換機會。(4)如電子市集一般，也具有網路外部效益。
因應新經濟制度時代，新興產品充斥經濟社會，管制政策也因之而生。然
而，管制政策企圖達成政策目標之餘，是否可能壓縮了該產業的競爭狀態？也
就是說，面對陌生的新興經濟挑戰，政府管制政策是否效率？政策擬定者必需
費心留意進行評估。

三、公平會責無旁貸
當前我國並無專責機關負責各法規命令對市場競爭限制的檢視工作，然依
公平法第9條第2項的規定：本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由行政院公
8
9
10

請參見Katz and Shaprio（1985）。
公平會為了對電信市場競爭進行規範，於2000年五月制定通過“電信事業之規範說
明”。
依據公平會2000年的電信事業規範說明，所謂樞紐設施，指電信的實體設施、服
務、能力、功能、或資訊，系獨占擁有控制者、系競爭者無法於短期內以經濟合理
且技術可行的方式複製者、系競爭者無法使用者、系擁有控制的一方有能力提供予
其它競爭者使用者。競爭者若無法以公平合理的交易條件取得該樞紐設施之使用，
則完全無法於市場上與擁有該設施者競爭，形成競爭條件的不對等，嚴重傷害市場
競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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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易委員會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此規定意涵著：(1)公平法制定後，仍有產
業政策與競爭政策調和的空間；(2)公平會於法規競合時，負責折衝工作，以落
實競爭政策。因此，依據此法條，公平會於當前環境下，是唯一可以負起“效
率管制＂檢視工作的政府機關。
事實上，公平會曾於1996年12月成立“解除管制促進市場競爭專案小
組＂，對於選定的市場開始積極推動市場自由化，並對於現有法規中涉有不必
11

要的管制，而有礙市場公平競爭的規定進行檢討 。不過，這樣的檢視行為，
並非十分明確的被列為職掌業務之一，況且依現行公平會之規模，似乎也難以
對所有現行法規進行相關檢視。
本計畫以簡約清晰容易上手之檢視手冊為主軸並輔以分析，各相關機關於
相關管制措施上，能夠據以進行檢查或新法預檢，藉以尋求限制競爭最小的替
代方案，因而有利於國家經濟成長或社會安全目標的最大化。

參、政策影響廠商的數量與範圍
12

政府進行市場干預或管制，都有其良善的社會目標 ，然而本文所欲探討
的對象，並非管制政策與原理，而是在於檢視管制政策對特定市場競爭環境的
13

衝擊 。
管制政策會規範限制了市場的競爭狀態，因此，對培養健康競爭環境、鼓
勵創新品質、增長社會福利與民生經濟，具有深遠影響。例如：入場最低資本
額設限、入場後營業產品種類與區堿範圍之規範、如執照或許可證之必要條
件、市場總家數之設限等等，會深深的影響廠商參進能力（entry decrease）；
又如，政策上規範管制產品價格、廠商行銷手段、或者設定品質標準（如正字
標誌、食品及藥品GMP、最低學歷等）及入場必要之新技術等等，則有削弱廠
商可能競爭能力（competitiveness decrease）；再如，廠商間聯合平台、客戶轉
換定型化契約設計等等，則很容易促成合作廠商間不為競爭之勾結，降低彼此
間相互競爭之誘因（incentive decrease）。
為了幫助政策擬定者，尋找完成政策目標又傷害市場競爭最小的“最適管
11
12
13

趙楊清（1999）提及對於12個特定市場及其相關法規之檢視或立法之建議。
誠如MacAvoy（1992）所說，政府各項管制政策，都立基於改善社會經濟的良好出
發點。
欲了解管制政策與原理的讀者，可參閱Viscusi, Harrington and Vernon（2005）。

96

第 1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制設限＂替代方案，本文針對政策所影響的市場競爭介面，逐一於本節（第參
節）、第肆節、第伍節剖析後，再於第陸節整理檢視表格，做為政策擬訂管制
措施時的簡易先期檢察。
首先，本節將分析管制政策可能壓縮廠商數量或產品服務地區之類型。例
如某些政策使得廠商進出市場成本提高、特許某一（些）廠商提供某商品服務
權利、建立營運執業證照或許可證、限定事業參與採購標案的資格與機會、限
定廠商提供產品服務之地理範圍等。這些類型的管制政策，直接的限制了市場
中廠商數目、或者限制了市場中廠商產品與服務範圍。分析這一類型問題，我
們從“市場參進能力＂、“授與獨占權利＂、與“商品服務流動性＂三方面切
入，分別敘述於后。

一、限制了市場參進
新公司進入市場，可能引發價格競爭、激勵創新動機、提高生產效率、提
高品質服務、增進多元化等影響，總體而言，激勵出更高度的健康競爭。因
此，若新事業很容易進入一市場，則該市場的既存事業就不大可能有太大的市
場力量，因為既存事業若有機會行使市場力量、提高價格，以賺取高額利潤，
則新事業將快速湧入以致於吞沒分食市場既有利潤。
新廠參進的門檻將影響一市場之競爭程度，因此管制政策中對申設新廠的
諸多條件與限制，終將限制該相關市場的競爭發展，不利於市場效率。但為達
成管制政策之既定目標，則需思索最佳替代方案，期能降低對市場競爭限制至
最小。因此，政策之競爭限制評估，必須進行詳細而審慎的論證程序。底下列
舉一些相關的實務管制政策，說明其在參進能力上壓縮。
（一）申請核準期間與資金
申請核準參進市場，辦理各種官方手續所需之時間與所投入之資金，是
新廠參進的官方阻礙（Djankov, La Porta, Lopez-de-Silanes, and Schleifer, 2002;
DLLS）。這等門檻愈低，則新廠參進愈為容易，更能帶來市場的競爭與創
新。但為確保消費者權益與安全，審核仍有其必要者，當求儘力降低審核所
構成的門檻。依DLLS（2002）研究顯示，取得核準平均需時最短者為加拿大
（兩個月），最長者為莫三比克（174個月）。1997年資金成本占平均每人國
民生產毛額，最低者為紐西蘭（0.42％），最高者為奈及利亞（100％）、塞內
加爾（100％）、布吉納（100％）。其它國家在平均需時與平均資金成本的統
計，例如美國（七個月，1％）、德國（90個月，8.5％）、與澳洲（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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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藥局的直接管制
用藥涉及人民生命安全，因此對於藥局之設立的審核與管制，有其必需。
一般而言，對藥局據點位置加以管制的理由，在於提供統一服務，然就市場機
能而言，卻會限制市場競爭。對藥品價格管制，用意在於確保生命可以獲得
醫療，但卻也容易影響服務、種類、品質、與創新，也是市場健康競爭的被扭
曲。例如，匈牙利規定每五千名居民的居住範圍才能設立一家藥局；瑞典自
1970年起，由國家大藥廠Apoteket向全國統一供應藥品，各州藥局數量並受到
嚴格控制，私營藥局可能構成違法行為。研究顯示，德國廢除許多限制政策之
後，市場便出現了服務多元化的競爭。
（三）中醫人數之限制
台中市、台中縣、南投縣、彰化縣的中醫師公會，共同訂定「96年度中區
醫師數管控實施方案」，一方面藉著權益基金提高入會門檻、希望能遏止新增
加的醫師數目，另一方面提供補助的誘因，企圖鼓勵醫療院所中止健保特約，
以人為的方式，增加市場參進障礙或是減少市場競爭者數目。公平會調查後
認為，此已經違反公平法規定，並分別處這四個縣市的中醫師公會五萬元罰
14

鍰 。
（四）保護小零售商
許多國家為了保護小零售商或家庭式零售商，制定了一些法規政策，限制
大零售商的營業時間與地點。擬定此類法規時，應多加評估其對市場競爭與經
濟成長所造成的損害。Bertrand and Kramarz（2002）研究顯示，管制大型零售
商店的營運與擴張，阻礙市場參進，影響法國零售業的成長率並降低就業率。
日本於1974年通過大零售商店法案，用以保護小型獨立零售商。到90年代，日
本又對該法規進行修改，放寬相關限制，使得大零售商店的數量也從1989年的
794家增加至1990年的1667家，1996年則高達2269家。廢除對大零售商店的限
15

制政策後，零售業蓬勃發展 。
（五）電纜網路之分享
電纜網路系統所構築的參進障礙相當高，新事業短期內不易建構，因而
14
15

請參考公平會098057號處分書。
日本定有「大規模小売店舗立地法」，其立法目的，並非僅是單純的限制大型零售
商數量，還重視該大型零售商所在地週邊地區的生活環境，以促進零售業的健全發
達，同時達到國民經濟及地區社會的健全發展，提升國民生活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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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事業參進或經營變得非常困難與劣勢。若強制既存事業與競爭者分享電纜
網絡，將打壓業者提供新產品投資與新服務的動機，不利於總體產業發展與
創新，但另一方面，此政策可以鼓勵潛在事業參進，促進市場競爭與發展，
避免既有廠商持續擁有巨大的市場力量。2005年8月，美國聯邦電信委員會
（FCC）支持現有電信通訊業者，不用提供自己既有的數位用戶寬頻電纜網路
給競爭者使用。FCC認為，強制既存事業與競爭者分享電纜網絡的做法，將打
壓新產品投資與新服務提供的動機。不過，卻也導致參進變為困難，既有廠商
持續擁有巨大的市場力量，市場競爭減少，DSL消費者會面臨更少的選擇、更
差的服務品質、與更高的價格。
聯邦委員會此次並不強迫既有廠商提供網路給新進參競者，有其原因。先
前美、日、韓各國，為了加速產業競爭，刺激產業成長，刻意壓抑領導業者，
令其以極低價格開放迴路以扶植後起業者。此一做法卻導致主導業者虧本營
運，從而不願再投入巨資維護與興建新網路，搭便車的後起業者坐享其成，更
不願興建自已的網路。結果，國家總體網路相關產業，資本累積不足，建設不
16

前 。
2000年5月，台灣公平會制定通過電信事業規範說明，擁有樞紐設施者必
需以公平合理的交易條件，給予競爭者使用其樞紐設施。因為，競爭者若無法
以公平合理的交易條件取得該樞紐設施之使用，則完全無法於市場上與擁有該
設施者競爭，形成競爭條件的不對等，嚴重傷害市場競爭發展。所謂樞紐設
施，指電信的實體設施、服務、能力、功能、或資訊，係為獨占擁有控制者、
係為競爭者無法於短期內以經濟合理且技術可行的方式複製者、係為競爭者無
法所使用者、係為擁有者有能力提供予其它競爭者使用者。

二、授與獨占權利
特許經營權，授與一（些）廠商特有的經營權利。某些國家採用特許經營
權的原因，在於該行業之自然獨占、或者經營者需具有規模經濟方能有利潤動
機。特許制度，直接限定了廠商家數，廠商的市場力量變大，市場競爭程度受
限，因此政府必需小心授與，並透過其它手段(例如限制其價格與利潤率)，以
緩合限制市場競爭的不利結果。
17

專利權之授與，也是屬於獨占權的授與行為，也有其政策依據 。一般而
16
17

陳柏謙（聯合報民意論壇，2004年4月15日）。
特許權與專利權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唯本文以“獨占權之授與”而予以涵括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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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專利獨占權期限到期後，廠商會試圖申請延長獨占權利，此舉容易對市場
其它磨拳擦掌準備生產拼搏的廠商構成入場阻礙，是否准予延長常常成為學
界與業界的爭議，並廣泛討論與注意。以製藥公司的專利藥品而言，僅管它廠
具有生產技術與知識，甚至更具效率，但受到專利權保護，它廠是不能生產
的，唯有等待專利權期限截止。若該專利藥品又準予延長專利期限，則消費者
還得再承受支付該藥品較高的價格；對已具know-how且技術可能更好的競爭
廠商而言，卻又被摒除予外，市場競爭被壓抑，對長期競爭造成明顯的負面影
響。同時，潛在參進廠商，一來研發生產必需小心避免侵權，二來，也隨時應
負專利權持有者侵權訴訟策略運用，造成沉重的成本負擔。往往既有廠商資金
雄厚，潛在廠商則因資金不足而無法負荷累訟費用。潛在競爭者在這樣的市場
中，進場難度非常之高。
例如，巴西規定，凡藥品專利持有人，必需於巴西設廠製造該藥品，方能
保有藥品於巴西的專利。由於藥品的製造生廠非常昂貴，並非每一公司皆能於
每處隨特設生產工廠，因此，這一規定將造成市場競爭的莫大扭曲。

三、限制了商品服務資本流動
限制商品服務之地區流動，目的可能有幾個：(1)保護特定區內的特定產
業；(2)保護區內消費某特定財貨的消費者權益。管制政策立意良善，但做了過
頭，則反而造成市場競爭與多元的傷害，故政策之擬定必需權衡利與弊，再擇
取最佳替代手段。
無可諱言的，促使商品、服務與資本跨區自由流動，絕對是使消費者獲得
更高效用、使市場更能具持續高度發展動能的必要條件；反之，限制商品服務
於不同區間流動，將使市場被分隔阻絕，競爭變小、價格變高、式樣不具多
元，因而不利於消費者，也不利於總體市場之長期發展。
因此，政府應審慎評估欲擬實施任何關於商品服務流動的限制，審慎的衡
酌政策對預期成本效益與市場競爭的影響程度。一般原則，儘可能完全廢除此
類制度。底下一些實務案例，用以說明其對市場競爭之影響。
（一）限制農產品自由流動
限制農產品自由流動的優點，在於確保各區農糧自足以及農民收益；其缺
點則是，品質與服務無法提升，限制農民自由售予更高價收購者的可能性，同
時市場消售價格可能偏高，損及消費者權益。例如，美國佛州限制葡萄酒跨州
運輸，禁止廠商在其他州購買葡萄酒、或加入其他州葡萄酒俱樂部，再將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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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運回佛州。根據佛州法律此行乃為重罪。這樣的法規賦予特權，保護州內零
售商與分銷商。
（二）限制車流
許多國家基於避免城市擁塞、控制污染、或各種其它理由，對貨車之運輸
設下許多限制。由於貨車運輸商品在許多國家是重要的流通工具，對其限制，
不僅造成財貨流動性減小，也可能造成市場區隔獨立，結果是嚴重傷害市場競
爭。例如，英國倫敦在2003年開始實行「入城費」，以緩解中心地區的交通擁
擠狀況。駕車在尖峰時間進入倫敦市中心區，須付出16美元。在2002年到2006
年，進入倫敦市中心的車輛減少了7萬部。但「倫敦商會」的一項研究卻顯
示，在實行「入城費」計劃後，零售連鎖店的利潤減少了22％，獨立商戶的利
18

潤減少了53％之多 。
（三）限制專業跨區服務
各國最普遍的，莫過於限制專業服務的跨區流動。限制廠商跨區服務，其
結果會封閉並切割市場，廠商可不必擔心潛在可能競爭者，個別廠商市場力量
變大，價格趨高，同時產品財貨與服務無法多樣化，總體而言，不利於市場
競爭。歐盟許多國家都有限制專業服務的流動性，且各有不同規定，後來推動
「相互承認原則」，承認各會員國的專門職業執業資格認證，結果使得消費者
能以更低的價格取得更多的專業服務。
我國醫師、律師等的專門職業亦須通過專門考試。律師執業須符合律師法
第3條之要件始可擔任律師；律師法第7條第1項規定，律師得向各地方法院及
其直接上級高等法院或分院聲請登錄，方能於該地區執業。
台灣與美國在法律執業上，最大不同在於美國的分權制度，各地方產生許
多不同於聯邦的法律規章，因此，律師執業會有地區專業化的現象。在台灣，
幅員小且地方自治法規不發達，律師執業幾乎只有中央法規，因此不存在地
區專業化的問題。如果限制台灣的律師只能於登錄地區執業，勢必限制整體市
場的競爭與效率，品質不齊的執業人員很容易存在。第7條之規定，有商榷餘
地。
醫師執業，根據醫師法第8條之2規定，應於所在地主管機關核準登記之醫
療機構為之，但急救、醫療機構間之會診、支援、應邀出診、或經事先報准
者，不在此限。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醫師執業，其登記醫療機構以一處
18

星島日報（2008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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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
由於醫療業務專業特殊性，必需醫師親自在場主持，醫療機構及交易方能
運作，不同於律師、會計師、建築師等職業，加上當前報備支援制度採網路方
19

式，方便且迅速，並不妨礙急救或支援跨區看診 。是故，前揭限制規定是有
其影響競爭之疑慮，然而當前做法確實也已經緩和限制競爭的程度，未來此法
修正時，仍需針對這一項做一評估。

肆、政策影響廠商的競爭行為
提高市場競爭，可以促進市場生產效率、降低成本、提升品質服務、增進
多元，從而產業獲得發展，經濟表現獲得增長。然而，政府與產業公會組織所
制定的管制政策，卻常常反而是削弱競爭、提高價格、減少消費者多元選擇，
進而讓商品服務品質下降。

一、限制廣告宣傳行銷
廣告的目的在於傳輸資訊（生產者篩選後的資訊）給消費者，激勵消費者
購買欲望。廣告所傳輸的訊息，是生產者本身想要給消費者獲知的訊息，因而
可能部分實情、部分不實、或者可能刻意隱瞞而只揭露部分實情。正因如此，
文獻上關於廣告是否真能增進消費者福利的論戰，一直未有停歇。
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訊息不對稱，在經濟文獻中研究相當之多，其結果
往往是導致市場“劣幣驅逐良幣＂以及價格攀高。由於消費者對產品認知與訊
息，相對處於弱勢，並無足夠能力來對廣告承載內容準確性進行判斷，因而容
易被誤導與詐欺。
廣告傳達的訊息可能是不實的、是訴諸於情感的，因其所承載內容不盡然
為事實揭露，僅是訴諸情感與偏好之改變，消費者實質上並未因為廣告而獲得
更好的購買環境，廠商卻因競爭而加重廣告支出，既形成資源浪費，也可能轉
嫁此等廣告成本，使消費者付出相對較高的價格。
廣告也可能有助於消費者獲得更多資訊，從而做出更好的選擇。因此，一
定程度的廣告限制，可阻止廣告誤導與欺騙消費者，減少過度資源浪費，保障
公共利益、保護消費者利益。但是限制廣告必然減少資訊流動、限制市場競
19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審議案，98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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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與降低消費者福利，甚至制約事業創造品牌、創造知名度的能力，從而限
制市場進入、減少市場多元產品的可能性。
廣告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比較廣告，第二類是非比較廣告。比較廣
告，重點在突顯與宣揚自己產品與它廠產品所不同的特性為主，藉以打動消費
者改變偏好，往往是具有較為明確可比較的具體結果。例如，汽油供應商利用
實測數據(例如單位里程數)說明其所供應的油質確實比它廠好；冷氣製造商採
用變頻控制技術精確控制電壓頻率變化，優於它牌的省電功效；汽車製造商引
用科學碰撞測試結果，說明產品優於它牌的安全性。補習班於報紙、廣告文宣
20

及廣告布條，就學科滿級分人數等比較，以突顯其教學能力 。
非比較廣告，則在於突顯自身產品特點，而不去與它廠比較。例如突顯品
質的進步、產品的獨特性、產品合理價格。例如電腦製造商可以僅宣傳其電腦
優點及其電腦價格；又如台灣日立股份有限公司於廣告型錄、平面媒體與電視
廣告及網站，宣稱其冷氣機是「唯一8度榮獲日本省能源大賞」、「唯一榮獲
21

日本平成19年省能源大賞」及「連續18年銷售第一」 。
Stephen 和Love（2000）研究指出，取消廣告限制將降低從業人員服務
費。亦即，廣告的高度競爭是屬於市場競爭的一種手段，它可以有效降低財貨
服務的價格；反之，限制廣告的規定的確形成競爭限制。台灣具有廣告宣傳與
行銷的管制，這些管制制度具有多種形式，對於不同產品的管制方式亦有所差
異，但卻沒有明確的方法可以為廣告分級。
（一）消費者訊息相對弱勢的產品廣告
許多國家對於某些產品的廣告，也都有極為嚴格的管制，我國亦不例外。
例如，菸草廣告、醫療廣告、藥品廣告、酒精類廣告、醫師律師類廣告等其他
特別法中，各依其立法目的而進行規範廣告。這些類型產品之所以廣受各國政
府關注，主要在於幾個特色：(1)消費者不易獲知這些極為專業的知識，難以判
別廣告真偽，可能導致錯誤消費而延誤身體診治、或傷及健康生命。如醫療廣
告、藥品廣告、醫師律師廣告等。(2)廣告易誘發消費量，消費量多則易造成健
康問題，增加社會成本與醫療成本。如酒類、菸草、與健康食品、藥品廣告。
(3)藥品廣告誘發的不僅是濫用藥品，更廣泛的效果，還足以延誤正確診治，或
者引起消費者產生過度擔憂身體健康的情緒，都將對消費者健康生命不利、引
發更大的社會醫療成本。
20
21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新聞稿，2009年3月4日）。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新聞稿，2009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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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對藥物廣告的管制方式，採嚴格之事前核准制。雖然如此嚴格的管制
方式，難免會影響到藥物銷售、市場競爭、甚或銷售者的言論自由權，但大法
官第414號解釋認為，藥物廣告涉及商業上意見表達之性質，惟因與國民健康
有重大關係，基於公共利益之維護，應受較嚴格之規範。各國對藥物廣告之思
維，都相同於此，都認為對其嚴格管制，旨在確保藥物廣告之真實，以維護國
22

民健康、增進公共利益 。
（二）網路廣告的新規範
網路與通訊發達的當代，直轟消費者的行銷手法，更為方便。或者是利用
電子郵件、或都透過手機通話、手機簡訊、傳真資料，都能達到直擊消費者的
目的。當然，傳統的傳單或郵寄方式，還是被使用著。
與電視廣告和專業雜誌廣告相比，這種廣告形式具有成本較低的優點，同
時，直接接觸產品服務的目標群體，因而較受許多事業的偏好。這類形式的廣
告，當然有其缺點，它可能會侵犯隱私問題。基本上，一般人往往不願意在閒
暇時間接到擾人的行銷電話，事業也不願意收到灌爆信箱的電子郵件或傳真廣
告。尤其，廣告電子郵件常常會塞爆信箱、帶來病毒、損害電腦系統，而致資
料毀損、傷害工作效率。
目前，不論大公司、小公司、甚或是個體商，都已非常依賴這種網路通訊
的宣傳方式。尤其小公司或個體戶，因為資金不深，無法於雜誌或電視上廣
告，因此特別偏好利用這種相對很便宜的網路通訊廣告。這當然提升了市場的
競爭程度，更重要的，小公司或個體戶變得可容易參進市場來競爭，對總體市
場之發展而言，是有正面意義的。台灣已逐漸開始留意監控電子郵件、傳真
與電話的直銷手法。行政院於2005年1月19日通過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
草案，明訂濫發電子郵件侵害收信人權益者，須負損害賠償責任，賠償總額以
每人每封郵件新台幣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計算，總額最高以二千萬元為
23

限 。
（三）專業職業公會的自律廣告規範
專業服務廣告行銷，除了政府政策限制之外，尚面臨到同業公會的內部規
範。因為“專業＂，故由內部進行規範，最能確保執業品質、確保市場秩序、
提供消費者滿意服務，因此也時常賦予產業公會組織自律規範廠商競爭行為的
22
23

由於一般食品或健康食品並非藥品，但因宣稱療效，仍有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第19
條以及健康食品管理法第14條的問題。
行政院（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2005年1月19日）。

第 1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04

權利。然而公會內部規範，往往因為對成員具有強大的約束力量，甚或可以排
除不遵守規範的成員，因而容易形成同業結盟甚或勾結，而為保護既得利益從
事不競爭行為。
實例中，我們發現，當產業公會企圖不為競爭時，經常運用廣告宣傳的限
制措施，藉以減少競爭、甚或排除不服者。由於專業職業公會或有權可以取消
違規從業人員的執業資格，因而使得公會企圖不為競爭的措施，很容易被會員
遵守，從而達致不為競爭、提高市場力量的勾結。當然，這樣的企圖是不利於
社會福利的，因為它嚴重的限制消費者可獲取的資訊量。
在台灣，根據醫療法第85條規定，醫療廣告內容限於：(1)醫療機構之名
稱、開業執照字號、地址、電話及交通路線；(2)醫師之姓名、性別、學歷、經
歷及其醫師、專科醫師證書字號；(3)全民健康保險及其他非商業性保險之特約
醫院、診所字樣；(4)診療科別及診療時間；(5)開業、歇業、停業、復業、遷
移及其年、月、日；(6)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容許登載或播放事項。
台灣衛生署於2009年8月公告實施“醫療機構網際網路醫療廣告管理辦
法＂草案，規定醫療院所不能在網路上以折扣或特價優惠來吸引患者，也不能
利用網路問答或諮詢，招徠業務；醫師自己架設部落格，直接跟患者溝通，若
透過這部落格而招攬病患，可依違反醫師法第廿五條處理。違規醫療院所最高
可處以新台幣廿五萬元罰鍰，情節嚴重時，甚至還可勒令停業、吊銷執照。草
案也規範醫療院所在網路上的廣告內容，而醫療院所的網頁內容、跟醫療院所
相連的部落格、電子郵件或是超連結等，也都有相關規範。網路上的醫療廣告
24

型態太多，不易一網打盡 。網路討論區直接出現藥名、藥品價格的討論，目
前無法規範，但根據規定，藥物廣告須事前審核。
醫療乃專業知識，廣告卻只能透過膚淺的說詞訴諸情感，傳輸給消費者扭
曲的訊息，誤導消費者延誤診病，甚致引發社會高度健康成本，因此對其管制
有所必要。世界上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幾乎都禁止或嚴格限制醫療廣告。管制
是一刀兩刃，它減少或避免此類廣告所可能引發的問題，諸如降低公司工作效
率、引發公司作業困擾、可能涉及侵犯隱私，卻也使得市場競爭下降，小公司
或個體商的參進與競爭能力被壓縮。因此，尋找較佳的政策措施，平衡這兩個
面向，即是本文所追求的最適管制政策。

二、限制產品成分品質
24

聯合報（2009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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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中廠商競爭不外乎兩個面向：價格競爭與非價格競爭。所謂非價格競
爭，指的是品牌、品質、效能、地點、包裝、特性、安全…等等非價格面向的
競爭，敘述上，我們常統稱之為“品質競爭＂。所謂產品異質化，即是產品品
質上的差異。市場上產品種類多、產品差異化大，則競爭程度高、創新程度也
相對會較高，消費者可以由這樣的市場各取所需，消費其覺得最適當位階的產
品式樣與水準，從而創出更為滿足的社會。
例如，汽車種類多，從高價品質大型豪華車，到低價品質小型車都有，則
購買力高、買好車意願高的消費者，可買前者；購買力低、買高級車意願低的
消費者，就買後者；介於中間者，會選擇介於中間的品質位階來購買。又如，
在這各高度競爭的大市場中，不同供應商（或品牌）可以供應不同品質水準或
式樣的各種瓶裝水產品，或許是礦物質含量不同、包裝不同、訴求對象不同、
大小不同、口味不同、安全性不同，但無論如何，消費者購買時，基於不同的
偏好以及不同的願付價格，都可選擇出其最佳的標的產品。
政府制定品質管制政策，大多是基於保護生命安全與人身健康，此等管制
有其必要。各種具有公信力的標記（mark），就是用來彰顯某產品達到某一
品質水準要求的註記。例如國際行銷的ISO9001、ISO14001、JIS、GE、UL…
等國際驗證標記；國內行銷的標章，例如CAS優良食品標誌、健康食品標章、
GMP優良製造標準食品標章、安全蔬果吉園圃標章、鮮乳標章、屠宰衛生檢查
合格標誌、GMP藥品優良製造規範、ISO產品安全標誌、正字標記（品管評鑑
符合規定、產品檢驗符合國家標準CNS）、安全玩具標章、環保標章等等，經
由第三者公正機構授予的標記均包含之。
管制品質的政策目標，具有合理性。但是多元異質的市場因此而受到傷
害，也是事實。太高的標準，消費者的多樣化需求會被剝削，也因價格跟漲，
邊際消費者被迫無法消費；部分供應商因提高成本，或者被迫退出、或者轉嫁
成本至消費者；新廠面臨更高的生產成本，可能卻步。結果是，市場競爭程度
減少、參進障礙變大，引發價格上揚、產品種類減少，對總體福利大為不利。
因此在制定品質與成分內容之標準時，應當衡酌拿捏標準程度。政策擬定
時，必須審慎權衡制定產品內容與品質相關標準的政策，其收益與成本的大
小，求出該政策之淨效果，尋得最大淨效果時的標準。

三、新法不及舊廠之條款
所謂“新法不及舊廠＂條款，就是美國所謂的“祖父條款（grandfather

106

第 1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clause）＂，亦即，政府允許在舊有建制下已存的事物，可不受新通過條例約
束的特例。所以，新廠參進時，必需馬上符合最新的高標準法規，而舊廠則可
免於規範，依舊循舊制營運。這樣的制度，造成新參進者相對較高的成本，阻
撓潛在參競爭者的參進意願，使得市場競爭程度下降，扭曲市場競爭環境；同
時，既存事業受到舊制保護，免於新增投資，也將誘使舊廠不為新技術投資，
而以以相對落後的技術繼續生產供應，如此一來，生產效率較低者反而免於受
到市場淘汰，市場遭到扭曲而失靈，整個市場技術水準無法全面提升。當然，
市場因為競爭減少，價格可能攀升。
Stavins（1995）研究美國1963年至1992年期間的許多產業，新設投資是否
受到政府管制的影響。研究顯示，美國空氣清淨法新能源審核的規定，嚴重
阻撓新廠建立、而使舊廠繼續存活運作。以有機化工製品業來說，Becker and
Henderson（2000）發現，祖父條款提高舊廠存活率、降低廠房轉手率、使無
利潤的廠商繼續經營，其結果空氣污染更為加劇、空氣品質改善變緩。其結論
指出，政府應採用一致性的反污染策，並應一致對待廠商且要求提早改善；意
味著，祖父條款創造新廠參進障礙、抑制新投資、而且加劇不效率。
台灣的機場相關設施分配，也存在祖父條款的影子。在台灣空運市場管理
與資源分配，包括旅客報到櫃台、航廈行政空間、機門、停機坪、維修廠棚、
機場起降時間帶與配額…等，均極為強調“歷史優先權＂（此即祖父條款）。
然而隨著經濟發展、運輸需求增加，機場設施容量逐漸供不應求，祖父條款分
配機場設施資源，造成新業者參進障礙、也不利於公平競爭，嚴重擠壓新加入
市場業者的生存空間，破壞市場競爭機制。
當然，祖父條款的制定，也必定有其政策目的與其政策合理性。既存事業
是在舊制度下投資建設生產設備而營運，全然適用新的管制規則，因此而大規
模更新生產設備與改造生產結構，所引發的成本可能非常龐大。也可能，新
法技術更新對舊廠的跳躍太大，舊廠無法負擔，任其關門，浪費既有資源與產
能，是社會資源的浪費。
因此，對既存事業授予一定的豁免權，或給予一定期限讓其逐步更新以符
合標準，相對是折衷的方案。例如，要求老舊建築符合新防震標準或安裝滅火
灑水系統的做法會耗費過多，這也是授予老舊建築豁免權的原因。而政府會要
求多數紙漿與造紙事業，須逐漸符合更為嚴格的汙染控制標準。祖父條款十分
廣泛複雜，哪些生產事業可享有祖父條款待遇、在什麼時間期限內達到標準等
等，均有許多不同規定，具體規定須取決於事業生產技術成本高低、資產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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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大小、生產規模大小、符合新標準所耗成本大小等等因素 。

四、影響市場價量
許多國家對電力、有線電視、醫療保健、電信通訊、航空、計程車、房屋
租賃等許多市場的商品服務，直接對價格進行控制。自然獨占是各國價格管制
政策最普遍著力的例子。由於獨占，如果政府沒有進行干預，則市場價格將高
於邊際成本甚多，廠商因此圖取暴利。政府介入，壓低價格，以保護消費者。
然而我們發現，許多國家在放寬航空業、電信通訊業的市場價格管制之
後，產品種類與服務品質開始產生下降趨勢。甚至有許多研究指出，美國航空
市場解除管制之後，高度競爭的結果，利潤變小，內部控制管理因而出現不足
的現象，導致解除管制之後的失事率相對變高。由此可知，假若政府對一些產
業進行價格管制，不應該只是一味壓低價格，只想把廠商財富轉移到消費者身
上。因為一旦廠商利潤不足，品質服務也將隨之降低，最終還是傷害消費者。
是故，相關管制措施應予以審慎檢視，儘可能避免實施價格管制。
實際案例，例如，依據「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51 條規定，系統經營者應
每年向縣市政府申報收視費用，由縣市政府依審議委員會所訂收費標準，核准
公告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的第二條則明定，頻道收費以每月
每戶 600 元為上限，系統經營者將節目頻道分級收費時，各級收費總和上限仍
需依前項規定。
另外，專門職業，例如醫師、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獸醫師等，
因交易產品服務涉及專門知識，不易為一般消費者所了解，因而容易成為供給
者“機會榨取＂的對象。榨取的方式，不外乎是高價格或低品質。加上這些行
業涉及的交易產品服務，對於民生安全與財產保障都相對重要，因此，為了確
保這些訊息不對稱的交易產品之服務品質，許多國家都會對這類型行業予以規
範。其中，酬金標準的設定，是一個普遍現象。台灣會計師法第34條第6款、
建築師法第37條第1項、律師法第16條第6款、技師法第32條第8款，皆規定公
會章程應載明承辦事件之酬金標準，其中會計師法並要求載明酬金最高額限
制、技師法並要求訂定最高最低額之限制。
OECD於1999年重申，允許專門職業公會訂定費用與收費，明顯地是在排
除競爭。歐盟執委會2003年11月3日通知比利時建築師公會，謂其所設之最低
25

規模大者可能比較有能力應付新規定所要求的新投資，而規模較小的事業，則將相
對容易因處於資金劣勢而被市場排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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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收費標準已違反歐盟競爭規則，並於2004年指出，價格管制為最有可能傷
害競爭之管制手段。2005年12月5日OECD公布的專業服務管制條件指標，指
出多數國家(英、美、加、澳洲、日本等)已認為，酬金競爭不一定當然導致服
務品質減損，而酬金標準的設定，既無法保證服務品質，更限制市場競爭機
26

能 。

伍、政策影響廠商的競爭動機
產業的不斷成長進步，對經濟與社會絕對是正面意義。同一產業內的廠
商，若能共同激勵相輔，而且避免訊息不對稱所產生的資源浪費，則能夠更加
增長產業與經濟。因而，建立溝通交流平台或方式，無可厚非。這種交流平台
的作用，大抵分成兩類：(1)為了產業間的資訊共享：藉以提高客戶服務品質、
減低不確定性、提升營運效率、增進產品開發速度、與縮短交貨時間等。例
如，農產品集體產銷合作組織、對外貿易協會、聯合開發組織等。(2)為了產
業內的自律規範：建立產品標準規範、或維護職業道德、協助推動政府政策。
例如，律師公會制定執業標準、收費標準，產業公會制定產品品質標章、安全
性、相容性等等。然而，溝通交流平台方便於競爭者彼此合意，降低廠商彼此
競爭的動機意願。
降底競爭廠商的競爭意願的，尚可以來自於政策上的排除競爭法適用，也
可以來自於消費者被廠商套牢而不易轉換供應商所致。本節分別敘述“自律規
範體系＂、“資訊共享體系＂、“競爭法之例外許可＂、“轉換成本＂這四個
構面，藉以呈現管制政策如何的降低廠商競爭動機。

一、自律規範體系
自律規範則是由政府賦予一產業協會或公司，可以豁免於競爭法之規範，
26

美國最高法院1975年認定，州律師協會所訂定之酬金下限規定，違反競爭行為。從
此確認專業服務並無豁免反托拉斯規範。日本建築師協會事先決定會員設計行政費
與報酬，日本公平會認定違法。1981年8月7日，日本公平會具體規定，醫師公會
統一訂定診療費用或醫療文件費用者，原則上屬違法行為；但若只是提供會員一個
公正客觀的比較參考資料，原則上並不構成違法行為。執業律師酬金標準之相關規
定，依律師法，須經日本律師公會聯合會同意。依會計師法規定，酬金標準係由日
本會計師協會訂定之。建築師酬金，依日本建築師標準法規定，由建設省訂定，並
經中央建築師審查委員會之同意建議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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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其自行管理與設定標準，藉以有效率的刺激良性發展，增進產業發展。自
律規範體系，有許多的潛在優勢：(1)事業更加合作的配合管制政策：政府制
定管制政策時，由具有聲望且為專業組合的產業公會協會積極參與，不僅可以
提高管制政策的可信度、適合性、與效用，同時有助於政策被遵守與配合的程
度。例如醫師公會、律師公會皆是具有極大公信力的專業協會。(2)降低政策執
行成本：讓產業或其他有興趣的團體參與政策擬定過程，同時允許其參與監督
執行政策的程序，可以達到最低的執行成本，達到事半功倍。(3)政策可以更為
效率：由於專業的產業，其管制政策牽涉產業專業知識，由產業專業人士與公
司直接參與管制政策的擬定，必定更能精準適切的以最小管制幅度來達成政策
目標。(4)政策制定過程更具彈性化：可以更容易的根據逐漸浮現之問題，隨時
進行修改更新。
然而，自律規範體系給予產業合法的溝通平台，從而使彼此競爭的廠商可
以合法的坐下來談，正是蘊釀彼此不為競爭的絕佳溫床。明示、默契、授意、
心照不宣、遵循等等名目形式的合意策略，就很容易在這樣的平台中產生。一
致合意不降價格、一致合意不傾倒產量、或者地盤分隔、客戶分類等等意願終
將提高，也就是競爭的動機終將愈小。合作與勾結可以剝削消費者，不必彼此
辛苦競爭撕殺，還能獲得相對更高利潤，當然會削弱彼此競爭動機。例如，美
國藥物研究與生產聯合會於2002年制定自律規範，進行事業促銷行為之監控，
但是相關規範一直被批評規定模糊、且無執行力量。Lexchin（2003）指出，
聯合會的目的是要增加銷售量與利潤，所以聯合會制定規範時，必然會有意
制定模稜兩可的規範、且盡量減少涵蓋範圍，給予了廠商誤導性廣告存在的空
間。
自律規範是政府管制政策的一種方式，政策制定者在草擬或修改管制制度
時，在企圖達成政策目標的同時，仍應留意該規範或平台可能對市場競爭產生
的傷害。例如，規範的執行強度大或市場集中度高，則自律規範對市場限制競
爭會較大，同時，自律規範容易保護既得利益而設法讓新廠參進困難。

二、資訊共享體系
產業間資訊共享，可以藉此減低市場不確定性、避免過高的存貨成本；可
以掌握市場需求動態，提高客戶服務品質；可以了解產業發展空間與趨勢，增
加產品開發速度、及時更新技術；可以產生類似於群聚的外溢效益，促進群體
同時發展；可以互相激勵，提升營運效率、改進管理制度、縮短交貨時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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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相規範，發揮同儕制裁壓力，免於市場產生不健康競爭。總體而言，它的
好處不少，一言以蔽之，可以促進產業發展、經濟增長。
因此，許多國家的競爭法，在禁止事業參與價格、產量、市場占有率等市
場策略合作或聯盟的基本原則上，總是有例外情況可被允許，例如：農業合作
組織或策略聯盟，專業執業人員協會；貿易組織與協會；統一標準與規格；聯
合研究開發：為了促進創新而允許事業進行聯合研究與開發，台灣最近積極想
成立的TMC即是此例。
雖然政府有充分合理的政策依據，可允許與鼓勵這些合作形式，但是這樣
的聯合平台，卻可能增加競爭者彼此間交換價格與產量資訊的機會，或者會因
為價格資訊揭露條款，而使公司間更便於傳遞資訊，從而大幅增加聯合行為的
可能性。因此，這類型的管制政策，仍需嚴密分析其所可能誘發的勾結合作可
能性。
新經濟制度下的電子市集，是最為突顯的例子。電子市集中的資訊共享協
定，使得交易訊息快速且完整的為市集參與者所擁有，其內容範圍甚廣，可以
包含供應商售價、購買者採購價量、交易者特殊資料、交易者財務狀況等等。
資訊流通共享，可以有助於市場媒合更多適配的供需、達成經營更有效率，但
卻也容易造成明示暗示的同業意思聯絡行為，而在價格或其它策略上進行勾
結。
政策擬定時，仍需謹記在心：集中度愈高或者家數愈少的市場，則賦予某
種特殊政策目標的聯合組織，就愈容易、愈可能、愈有動機降低競爭。不論如
何，管制政策應該盡量避免促進企業可以合作的機會。

三、競爭法之例外許可
許多國家基於某些政策目標，可能會授予某些公司或產業公會，可以不適
用競爭法。豁免權的給予對象，可能是整個產業，或僅是某部分特殊交易、運
作、或事件。基本上，給予整個產業豁免權的，在經過1980年代的反管制潮流
後，已經變得很少，在美國，現在也只剩下五個產業：保險業，海運航業、農
27

業、漁業、與工會 。
對於一些特殊交易或事件而給予豁免的，則比較多。例如，美國1989年通
過，允許天然氣供應者於市場供應短缺時可以採取聯合分配；在國家危急時，
27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pp 34-37,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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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備產品的採購，得以不受限於反托拉斯法管制。為了解決機場雍塞問題，美
國國會於2203年通過，容許在地區檢察官同意下，航空公司可以於指定的機場
會面商談合作。1995年，美國國會同意汽車搬運公司，可以免於反托拉斯法關
於共同訂價行為。OECD於 1997年的報告中指出，許多市場均利用了排除適用
競爭法的手段，例如能源與公營事業、運輸業、通訊業與農業。
政府排除適用競爭法的管制政策目標，大抵上在於促進出口競爭力、保護
弱勢戰略性產業、維持市場穩定。有些產品服務只有在企業獲得排除適用競爭
法情況下，才有可能出現在市場上；然而給予排除適用競爭法的這些產業，
其所提供的品質服務，往往相對較低。例如政府賦予的自然獨占公司，台灣高
鐵、台灣鐵路等皆是。因此，政府在擬定政策給予某些產業或公司豁免於競爭
法時，應仔細評估其可能不利於市場競爭的面向。
美國於1996年通過了電信通訊法，特別加入了“antitrust savings clause＂，
28

凡是電信通訊業的任何行為，都適用於受反托拉斯法，無所例外 。美國
McCarran-Ferguson Act法案（1945）設定，只要州政府有管制，則保險公司就
可豁免於聯邦反托辣斯法管轄，但不得從事聯合抵制與限制交易，此一豁免權
是基於保險公司必需收集資料用以訂定匯率。結果，許多人認為，這使得保險
29

公司得以限定價格 。King（2003）就指出，保險公司利用此等豁免法規，提
高保險價格、縮小保險範圍、同時還從事了一些在其它產業被視為非法的反競
爭行為。由於法律明文豁免，使得限制價格的訴訟，在法庭上也得不到勝訴。
2009年起台灣實施的會計十號公報，初步排除中小企業適用。十號公報前
之會計，存貨是按「總額」評價，十號公報新制下，則必須逐項評價或分類評
價，而且跌價損失，必須認列到損益表上，使廠商原本隱藏在業外項目或因
總額比較法不需提列的存貨損失，將直接反應在廠商毛利率，同時，「未實現
利益」也將無法認列成為損益表上的獲利，影響企業每季發布的獲利數字。因
而，十號公報的實施，普遍被認為對企業獲利的「負面影響」因子。

四、轉換成本
當消費者正使用某一品牌服務，而打算轉用另一品牌時，其所可能引發的
成本，即為轉換成本。轉換成本可分為直接與間接成本兩類。直接成本即在轉
換過程中，舊廠所可能收取的違約金；間接成本則是源自於產品特質或種類
28
29

Huber, Kellogg, and Thorne (1999).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 pp35,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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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好與適用。例如，綁約時間愈長，則使得使用者愈不習慣使用它牌，因而
愈難轉換其它供應商；產品的相容性愈小，則轉換後重新適應新品牌時，所要
付出的心力與財力成本愈大，因此轉換成本相對較大；預付的費用愈高，則轉
換成本也是愈大。不論是直接成本或間接成本，凡是使得使用者轉換新供應商
時，其所面臨因難度更大，都是一種市場流動性的減少，都視為轉換成本較
大。亦即，轉換成本愈大，則消費者轉換供應商愈為困難，導致市場消費者流
動性被削弱，市場競爭減弱，不利於市場發展與社會福利。
例如，關閉某家銀行帳號而到其他銀行開戶，具有高額轉換費；更換電腦
軟體的過程具有高額學習成本。當航空公司給予消費一定里程數飛行後的部分
免費搭乘優惠，則該客戶就愈難轉乘其它航空公司，否則將喪失該等優惠，此
等優惠喪失是其轉換時該思考的成本之一。又如，在售後服務的部份（如修理
產品、續約服務等），因為轉換新牌就很難從原來廠商處取得應有的服務，故
而使得轉換變得較不易實現。
再如，具綁約期限的限制性合約，使消費者因轉換成本變高而不易轉向它
事業，使它事業在吸收客戶時，相對的得用更優惠的措施來彌補客戶的轉換成
本，才能吸引客戶進門，間接增加了競爭對手之經營成本，這種合約常見於電
信通訊業、天然氣與電力、及銀行等產業。在這樣的合約下，如果消費者想更
換服務商，即不得不損失之前已支付給供應商的費用。徵收轉換費因此有利於
既存企業、削弱競爭，增加市場進入的難度。
以違約金而言，其合理性大抵建立在兩個理由：(1)已享用優惠措施的補
貼：例如門號制度係電信業者為刺激消費，提供消費者一定的購機補貼、或者
大幅折扣活動，藉以吸引消費者簽署長期合約。因此，當客戶違約時，必需索
30

回此類優惠支出（或成本），此即為一般所謂的“違約金＂ 。(2)作業成本：
有時把客戶從作業系統中釋出，必需牽涉到不小的作業過程，必需動用人力來
執行，因此耗費公司成本。這一部分的索取，只要不過分，也可合理化。
違約金或轉換費的大小，應建立在契約成本上。契約成本來源，就是前述
的兩個支出：第一，給予客戶的優惠措施；第二，解約的作業成本。如果索取
的轉換費大於合理的契約成本，則代表業者濫用市場力量剝削消費者；如此，
市場機能受到扭曲，消費者剩餘被剝削。過高的違約金，同時造成市場上消費
者流動性受到限制，市場競爭受到嚴重的限制，市場發展不易。在台灣，多數
30

在評估恰當的違約金時，綁約期限也是轉換其它供應商時需考慮的成本之一。綁約
愈長，則客戶流動愈難，也就是轉換成本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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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公司的違約金仍採用固定式的金額。然而，電信業者透過收取長期間月租
費，已經回收大部分的消費者補貼成本，但消費者違約時，竟還收取全額違約
金（曾志超，2008）。
不過根據公平會2003年的電信事業規範說明，當前並不認為行動電話業者
對於用戶的綁約行為已構成不當的長期契約或限制轉換對象，但要求業者必須
揭露必要的交易資訊，以提供消費者作理性判斷。
許多國家解除電力市場管制制度後，轉換費即為決定市場競爭機制的重要
因素。因為既存供應商設定轉換費門檻，使消費者不能轉換供應商而削弱市場
競爭。有鑒於此，許多國家都著眼於簡化轉換過程以降低銷消費者承擔的成
本。例如，可攜式號碼，消費者轉換服務供應商時仍可保留現有門號，在行動
通訊業中，它可以降低轉換費，因此成為非常重要的市場競爭前提條件。如果
號碼不可攜，消費者將被限定於既存的企業網絡中，轉換費成本變高，對既存
企業有利，成為既存企業市場力量的來源。於是1999年，英國立法通過號碼可
攜；2002年底起，德國通過強制性號碼可攜。
但需注意的是，轉換費之分析，並不限於對待那些剛從管制產業中解除出
來的事業，只是那些事業特別容易出現轉換費的問題。例如，根據Gartner所設
定的成本模式中，將舊版Windows程式轉換至.Net平台，所需的成本將達初期
開發程式費用的40％—60％。這對於成本控管嚴格的企業資訊系統部門而言，
31

是相當沉重的負擔 。

陸、政策影響競爭之檢視架構
本章著眼於一個政策思考者如何針對手上標的案尋得切入面，並展開逐步
分析，亦即著眼於廣泛而全面的分析架構展列。
管制政策目標是不可偏離的，但如何以最小損失市場競爭為代價來完成此
一政策目標，正是我們的思考中心。進行管制政策之競爭評估，第一要務當在
掌握與確認政策目標，唯有如此，有效率的替代方案才得以正確的被思考。
確立政策目標後，就可以開始尋索管制政策可能對市場競爭不利的類型，
這一部分就得利用本文第參節、第肆節、第伍節為分析基礎，把可能不利因素
類型逐一羅列分析之。根據前述各節，我們整理出一張檢視表格（如下表），
31

Wilcox（ZDnet.com.tw, 2002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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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列各種思考面向的子題，並予以評列顯著性等級。檢視表格共分七項大類構
面（七張小表格），使用者於每一構面之下依子問題逐一作答。若“肯定很明
顯的＂，得分2；“認為是明顯但不很強烈的＂，得分1；“不明顯的或者是不
肯定明顯的＂，則得分0。
每一構面中，凡得2分的該子題，都必需再進一步量化審慎分析。假若一
構面中各子題皆無得2分者，但該構面得分總和大於n/2，n為該構面題數，則
必需針對該構面再仔細研判。其它則可不進行詳細的量化分析。
針對一個管制政策的競爭影響分析，其影響可能是多方面而且交互關聯。
如果只留意某一特定面向的分析，往往容易失去全面性的關照，因此，本章試
擬出各面向上可能產生的反競爭疑慮，一來，可以單點切入，二來，可以全面
觀照。檢視擬實施的管制政策時，須充分體認到影響因素的複雜性，才能適切
的理解潛在問題。
2 ≡ 很肯定明顯

1 ≡ 大概明顯

0 ≡ 不明顯或不肯定明顯

一、檢視：影響既有廠商營運
（一）檢視：增加既有廠商成本負擔
1

管制政策直接增加既存廠商的成本負擔，且其幅度很大。

2

管制政策增加既存廠商的成本負擔，且對小型企業的成本增加
衝擊會較大。

3

管制政策增加既存廠商的成本負擔，且對資產相對陳舊的公司
所造成的成本增加衝擊相對較大。

（二）檢視：造成既存廠商退出市場
4

管制政策因增加廠商成本負擔，導致市場中較小規模的廠商退
出。

5

管制政策因增加廠商成本負擔，導致市場中較舊資產的的廠商
退出。

6

管制政策因增加廠商成本負擔，導致市場中廠商退出，但並易
判別是否上述兩類廠商。

2

1

0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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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視：削弱既存廠商競爭行為
7

管制政策限制廠商的競爭策略選擇。

8

管制政策限制廠商的競爭地理範圍。

9

管制政策會壓縮廠商的產品種類或品質的提供。

2

1

0

2

1

0

2

1

0

2

1

0

10 管制政策會促成廠商間更方便於進行聯合行為。
11 管制政策會限制廠商商品服務的流動性。
12

管制政策會限制消費者選擇供應商的彈性(即消費者的轉換替
代性)。

二、檢視：影響新廠參進能力
13 管制政策限制新廠允許參進的地理區域。
14 管制政策直接間接的增加了新廠的投資額或資本額。
15 管制政策直接間接的阻礙了新產品面世管道。
16 管制政策直接間接的提高了新廠參進資格設限。
17 管制政策拉長了申設流程時間。
18 管制政策直接間接禁止新設廠商。
19 管制政策直接授與某(些)廠獨占權利。

三、檢視：影響特定市場價量
20 管制政策直接間接的限制了市場價格。
21

管制政策造成業界更多資訊交流合作機會，因而易於從事聯合
勾結行為。

22

管制政策導致市場價格上升，且其主因是該政策造成業界採取
聯合行為以減少彼此競爭做為因應對策？

四、檢視：影響市場商品品質
23

因管制政策導致廠商退出，使市場產品供應的種類或品質減
少。

24

因管制政策導致新廠參進變難，使市場產品供應的種類或品質
減少。

25

雖非前二題所述，但總之，管制政策確實使市場產品供應的種
類或品質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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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視：影響廠商創新意願
26

因管制政策導致新廠參進變難、市場競爭削弱，使既存廠商降
低了創新動機。

27

因管制政策導致廠商退出、市場競爭削弱，使廠商降低了創新
動機。

28

因管制政策導致廠商營運成本負擔提高，而使其刪減創新投
入。

29

因管制政策提供一些廠商長期保護致市場參進變難、市場競爭
削弱，使廠商降低了創新動機。

30

因管制政策降低了產品訊息流通、導致市場競爭降低，使廠商
降低了創新動機。

31

因管制政策限制了商品服務流動性致區內競爭削弱，使既存廠
商降低了創新動機。

32

因管制政策限制了商品廣告宣傳策略致市場競爭降低，使既存
廠商降低了創新動機。

六、檢視：影響市場長期發展

2

1

0

2

1

0

2

1

0

33 管制政策可能大幅增加市場中所有廠商的成本。
34 管制政策可能提高潛在廠商的進入門檻，因而阻礙市場競爭。
35

管制政策可能延緩了廠商在生產銷售與廠房機器設備上的新投
資。

七、檢視：影響相關市場狀態
36 管制政策對上下游相關市場產生了明顯的影響。

完成一既定政策目標的途徑可能多個，羅列後逐一評估其對市場競爭的影
響，凡限制競爭效果較低，卻能達到相對較大政策效果者，排序優先。但是有
些政策，涉及的層次與問題相對複雜，必需仔細謹慎的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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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管制政策擬定之前進行的競爭評估，目的在於達成政策目標的前提下，選
出最不限制市場競爭的措施，如此，市場就能夠維持其競爭、效率、與創造
力，經濟方能持續發展。公平交易委員會在市場競爭機制上，付出許多心力予
以維護。然而，其所維護的，是相關產業主管機關在擬定相關產業法規後，該
市場的競爭環境。就創造一市場更高度競爭而言，該市場的產業法規政策擬
定，仍需予以高度關注，此即本文尋找最適管制政策替代方案之旨意。近年
來，許多國家政府對此管制影響競爭之評估，開始覺醒，OECD是當中推動這
一概念最為積極的國家組織。
本國對於這樣的概念，尚未於政府組織中予以法定化，因此，尚無相對主
管機關或法規來進行這樣的工作推動。故本文之目標，是提供一本手冊予政府
各主管機關，讓工作人員確實了解管制政策對競爭可能的限制與傷害、管制政
策避開對市場競爭傷害的重要性、管制政策前如何能先行檢易評估對市場競爭
狀態的影響。
在運用本文所介紹的概念與簡易檢視表後，若發現某方案對市場競爭果真
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量時，必需再進行更進一步的數據量化分析，確認它的
影響力，也可以就此著手尋找達成相同目標的替代方案。這些更進一步的工
作，需要主管機關有意識的投入分析，才能確保尋得最有效率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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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Due to no authority for general regulation review, the purpose of this briefing
paper is to provide guidance by a practical method for regulators to identify important
competitive restrictions. The guidance uses a set of threshold questions to check
whether proposed regulations may have significant potential harm to competitions,
which is then termed as “competition assessment toolkit.” A brief summary of
the competition assessment toolkit is made as a competition checklist, which help
policymakers review potential competition issues at an early stage in the policy
development process. Once the checklist shows that situations more likely harm to
competition, an in-depth competition assessment is required and possible alternatives
that may minimize potential harm to competition while continuing to achieve the
desired policy objectives need to be identified. The competition assessment toolkit
in the paper has no intent to oppose or remove the idea of regulations. Instead, it
helps regulators to find an efficient way, which minimizes impact on competition
and then maximizes the benefits of economic growth, social security, or other policy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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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楊副教授秉訓（淡江大學經濟學系）
主持人、發表人、各位先進、學者跟來賓：
陳教授這篇計畫主要有幾個貢獻，第一就是蒐集了非常多的案例，這點剛
剛他已經重複很多次，雖然我們在這篇文章當中看不出來。它的案例是有需要
收集很多的，因為我們需要知道管制措施影響市場競爭的層面或是它的種類，
這項工作的基礎就是資料和案例的收集，這件事他做得非常的多，為什麼這個
很重要？因為我們做經濟分析的常常會忽略實務，而研究實務層面的人可能又
忽略了理論基礎，所以這兩個是需要配合的，要作跨領域的結合，這個部分他
的貢獻很多。第二個部分就是檢視表格的設計，我想他已經打下了一個良好基
礎，方便以後的人可以進一步來改善或進行研究。
但是我這裡還是有幾點意見提出來供大家討論，第一個就是，因為這計畫
的主要目的是要設計一個檢視的表格，要讓評估人員，他也許沒有經濟分析的
背景，甚至連法律背景也都沒有，他只是一個工作人員，要讓他只從表格就可
以直接、清晰地判斷出來。這是屬於操作的部分，有關檢視表格操作的條件當
然要求具體、清晰、簡單。關於這部分，雖然這篇文章刪掉了原計劃書的第三
章經濟分析的基礎，不過市場競爭的種類，當然要先把它分得很清楚，讓工作
人員很容易瞭解和區別。因為本文把它刪掉了，我們就沒有辦法看到裡面的市
場型態分類的一些小缺陷。第二就是標題文字，應該清晰簡單。我想有一個例
子大家可以參考，比如我們做的心理測驗，這些表格就很簡單，可能只有一二
頁，它的標題文字都很簡單清晰，我們的目的應該是要設計出那樣的表格。有
關範例的歸類，剛剛講到作者蒐集了很多範例，它們的歸類當然也要清楚。我
有個建議，比如說某一個管制措施影響到市場的競爭，也許影響的是廠商的市
場參進能力，也就是廠商是否很容易加入市場來生產產品，有些管制措施可能
是反向的、阻礙廠商的進入，因為我們現在講的是管制革新，所以有些也許是
放鬆的措施，使得廠商進入市場變得更容易。所以案例的分類應該要分成兩種
影響方向，就是正向的或反向的，這樣操作人員就能清楚知道，這種管制措施
屬於哪一類影響。我另外建議，是不是可以做一個歸類的樹狀圖，因為很多歸
類一定是從某個大類進入到某個小類，應該可以用一個樹狀圖去跑。一項一項
判斷，跑到最後你就知道現在的管制措施是屬於哪一種影響。這是關於設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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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可操作的檢視表格的意見。
第二個意見是這個檢視表格裡的一些相關問題。陳教授剛剛有提到我曾經
給他的一個意見，因為摘要裡提到，這個檢視手冊的目的是要給各部會檢視既
有的法規跟新設的法規，我的問題是，如果是新設法規，因為還沒有實施，
你完全不清楚，它的實際影響如何？因為這些影響都是未來的，是要預估和預
測的。有些題目，比如關於管制措施如何影響廠商進入市場，因為法規是新設
的，所以我們要預測，可是我們怎麼知道未來它會怎麼影響？這時候操作人員
也許只能很主觀的去判斷，說不定亂猜，這樣的話會對評估的精確性造成困
擾。對於既定法規的評估應該比較沒有問題，因為有一些經驗，有現實的案例
可以瞭解。可是新設法規就會出現這個問題，這是檢視表格適用於新設法規
時，可能會出現的問題。第二就是，有些問題可能無法檢驗，他剛剛有提到我
給的意見，如果影響是阻礙新產品的上市或是研發，可是新產品我們現在都看
不到，將來會不會有新產品上市？那是未來的事情，現在如何知道新產品的上
市被阻礙了？所以不管是既有法規或是新設法規，關於這個問題都很難判斷，
這是另一個問題。你知道有影響新產品上市的可能，可是新產品要在未來才會
看到，所以現在無法判斷新產品上市是否被阻礙，這個是一個困擾，這是有關
問題設計的意見。第三就是這個檢視表格，陳教授剛剛提到，幾分以下要如何
如何。我剛才提到的心理測驗，一般在表格下面都會註明，你得0分到1分代表
什麼，2分到3分又是什麼。我們應該要在表格裡頭清晰地陳列出來，在表格下
面註明，並作簡短的解釋，讓操作人員知道現在得到了幾分，應該要採取什麼
措施，接下去要做什麼。
最後，因為檢視表格的問題都是比較屬於定性的，如果要進一步研究分
析，可能需要一些量化的問題，就是要有一些數值。那這時候需要採用什麼量
化的方法，這個計畫還沒有觸及到那個階段，但是也許可以預先思考，提供初
步的構想。因為如果真的要進行操作和評估，可能也必須進入到進階的量化階
段。所以量化工具的選擇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這是我的一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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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現行電信法對於第一類電信事業設有資費管制規範（電信法第26
條），且對於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要求其應提供批發服務，該批發價格
並應經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核定（第一類電信事
業資費管理辦法第9條之二）。現行通傳會即已公告六大批發業務為市場主導
者所應提供之批發項目，均為身為固網市場主導者的中華電信方得提供的業務
項目。
雖然有上述之電信資費管制規範，然而在實務運作上卻屢有爭議發生，如
今年三月發生有關網際網路對等互連（peering）資費之爭議，xDSL電路之資
費迄今為止均未實施，以及對於市內用戶迴路的開放項目（是否應包括光纖用
戶迴路）及月租費率等等。上述國內爭議究竟其核心問題為何，又國外對於批
發服務之價格管制之實務為何，即為本研究所欲探討及分析之議題。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擬先說明歐盟及澳洲對於電信批發服務價格管制的
規範政策及實務，其中將包括對於市場主導者的事前管制規範以及批發價格管
制之作法。另由於對於批發價格及零售價格的管制，於學理上必須考量防止造
成垂直價格擠壓，因此本研究擬一併說明如何進行判斷之方法。最後，本研究
將分析我國批發價格管制的實務問題，並提出建議以供公平會及通傳會參考。

貳、國外電信網路接取服務之批發價格管制
一、歐盟對於網路接取服務批發價格管制
（一）對於顯著市場力量事業施行事前管制
現行歐盟電子通訊網路及服務管制架構，包含架構指令、網路接取及互連
指令、許可指令、普及服務指令、隱私與電子通訊指令、競爭指令，以及接取
用戶迴路細分化規則等七項。其中，前五項通訊指令係於2003年7月25日生效
實施，以建立歐盟調和性管制，暨降低進入市場障礙及促進自由化競爭，進而
提昇消費者利益。該新管制架構朝鬆綁管制、技術中立及適足彈性方向，以因
應市場快速變遷。
歐盟2003年通訊管制架構之主要特點有二，其一為因應技術匯流，擴大

電信網路接取服務批發價格之管制與實務——兼論防止垂直價格擠壓之檢驗方法 127

適用範圍於所有類型之「電子通訊」業；其二為引進競爭法之市場主導地
位概念，作為「事前」管制之起點，以確保事前管制限於適用顯著市場力量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SMP）業者。
為促進市場自由化競爭及保護消費者，歐盟訂定會員國監理機關對電信
SMP業者施與事前管制應先界定相關市場，再依「架構指令」第16條規定，
會員國監理機關須分析各相關市場自由化競爭情形，各相關市場有未有效競爭
者，評估及指定相關市場之SMP業者，並對其施予事前管制之導正措施。
通常，SMP業者以市場占有率為顯著市場力量之表徵。易言之，市場占
有率低於25％者，通常較不可能成為相關市場之市場主導者；實務上，市場
1

主導者之市場占有率通常達40％以上；高市場占有率 （即市場占有率逾50％
者），通常顯示為具市場主導者之證據。然而，SMP業者之認定非僅以市場占
有率為絕對條件，會員國監理機關尚須深入及通盤分析相關市場經濟特性。
依據「架構指令」第15條及「相關市場建議（Recommendation on Relevant
Markets）」規定，會員國監理機關須界定相關市場，並由歐盟執委會定期分
析之。歐盟執委會於2003年首次發布「相關市場建議」，界定18項相關市場
由會員國監理機關可考慮採事前管制措施（諸如零售或批發接取或價格管制
等）；該等市場發展情形由會員國監理機關定期檢視，並向歐盟執委會報備。
惟鑒於多數會員國認為多項市場已達有效競爭，而不適用相關管制（諸如
市場#15，目前僅塞普勒斯、馬爾他、斯洛維尼亞及西班牙等4個會員國仍施行
相關管制），歐盟執委會乃於2007年11月13日發布「相關市場」由18項縮減為
7項。歐盟建議之事前管制市場修正前後項目如下表所示：
表一、歐盟公告事前管制的電信市場
服務種類

18個市場

1、對公眾電話網路之接取
零售 3、市話、長途電話服務
4、國際電話服務
固網電話
（住宅）
批發

1

7個市場
1+2對公眾電話網路之接取
─
─

8、公眾電話網路之發話

8、公眾電話網路之發話

9、個別公眾電話網路之受話

9、個別公眾電話網路之受話

10、公眾電話網路之轉接服務

─

11、市內用戶迴路之批發接取

11、市內用戶迴路之批發接取

高市場占有率可成為明確指標，其主要假設為競爭者提高價格時，其他競爭者無法擴充產
品，以移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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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公眾電話網路之接取
固 網 電 話 零售 5、市話、長途電話服務
6、國際電話服務
（商業）

*2與1整合

批發 *與固網電話（住宅）同
寬頻

零售

*與固網電話（住宅）同

─

─

批發 12、寬頻接取

12、寬頻接取

零售 7、最低限之專線（2Mbps）
電路出租

13、專線(終端部分)

13、專線
批發
（終端部分，local segment)
14、專線（中繼部份）
零售

行動網路

─

─

─

─

15、對行動網路之接取與發話
批發 16、個別行動網路之語音受話
17、行動網路國際漫遊的國內市場

─
16、個別行動網路之語音受話
─

零售
─
廣播電視
18、對終端用戶播送內容之傳輸服
傳送
批發
務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對於顯著市場力量事業之規範
依據「網路接取及互連指令」第8條規定，會員國監理機關須對SMP業者
實施事前管制導正措施，其事前管制導正措施主要包括透明化義務（諸如會計
2

3

資訊、技術規格、網路特性、使用與價格條件等） 、無差別待遇 、會計分離
4

義務（不同層級業務之會計分離） 、課予開放特定網路設施接取之義務（接
5

6

取SMP業者網路設施） 及價格管制（成本導向） 。
歐盟執委會於2007年11月13日提出電信改革方案（Telecom Reform
Package）草案，主要修正項目包含功能分離（functional separation）為確保有
效競爭之「例外措施」等，以解決長期阻礙有效競爭之瓶頸設施課題（尤以寬
頻接取市場）。於該草案之設計上，會員國監理機關得據以為導正措施，要求
2
3
4
5
6

歐盟「網路接取互連指令」§ 9
歐盟「網路接取互連指令」§ 10
歐盟「網路接取互連指令」§ 11
歐盟「網路接取互連指令」§ 12
歐盟「網路接取互連指令」§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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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P業者之接取網路基礎設施部門與其他服務部門分離（而未變更其股權結
構），以提供下游競爭者平等接取其網路基礎設施；惟僅限於經歐盟執委會同
意，以確保與歐盟電信管制原則一致。其准駁之必要條件有二：一為其他導正
措施無以達成有效競爭；其二為未施行功能分離者，基礎設施面有效競爭之展
望渺茫。
以英國為例，BT於2006年1月11日內部成立新組織「Openreach」，為全
球接取網路服務部門獨立經營之先驅，營運及管理BT集團重要接取網路及局
間中繼電路（backhaul）產品等，以提供競爭者平等接取其網路。此外，設
置平等接取委員會（Equality of Access Board, EAB，於2005年11月1日成立）
之監督架構，為BT集團董事會所轄之委員會，以督導及定期報告有關BT執行
Undertakings成效，並向Ofcom及大眾報告之。
（三）網路互連定價管制
1. 訂價方法
誠如前述，依據「網路接取及互連指令」第13條第2項規定，訂價方法須
有助於促進有效競爭及保護消費者權益。其中，最符合有效競爭市場環境之網
路互連訂價方法，為前瞻性長期平均增支成本法；此外，本法得以「加成」作
法，列入效率電信業者之前瞻性聯合成本及共同成本。
2. 核定訂價合理性之相關資訊取得
承前，歐盟為促進會員國監理機關核定網路互連訂價之合理性等，乃建立
網路互連之會計分離及其成本會計制度作法。茲將歐盟「電信自由化市場有關
7

網路互連之會計分離及其成本會計制度建議」相關規定摘要如次 ：
(1)目的
會計分離之目的為提供會計資訊分析，以反映部門別營運績效。
(2)部門別資訊
SMP業者之營業收入、營運成本及資產等須至少分類為以下部門：
•核心網路（Core-Network）部門：包含批發網路互連服務及轉接互連服
務等。
•市內接取網路（Local Access-Network）部門：包含用戶迴路電路出租
等。
•零售部門：包含固網服務及最終用戶電路出租等；其中，各受管制服務
7

EU, “Recommendation on Interconnection in a Liberalized Telecommunications Market Accounting Separation and Cost Accounting,” Apri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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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以分離會計。
•其他部門：未列入前揭部門之營業活動，須依受管制服務及非受管制服
務，予以分離會計。
(3)成本分攤方法
網路互連之訂價方法採前瞻性長期平均增支成本法，蘊涵其會計制度係以
現時成本法為基礎，而非歷史成本法。準此，會員國監理機關對SMP業者實施
作業基礎成本會計制度（Activity Based Costing, ABC），並依成本動因為成本
分攤原則。
此外，歐盟認為會員國監理機關對有關SMP業者之成本分攤方法（尤以無
法直接明確歸屬成本之分攤方法），須進行公開諮詢。
(4)會計報告
SMP業者須提供分離會計報告，包含部門別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等；其
中，其內部轉撥計價須予揭露，並須公佈之。
另外，基於一致性原則，SMP業者之分離會計報告須與其財務報告調節。
（四）垂直價格擠壓之判斷方法
8

歐盟訂定有關反競爭行為之價格擠壓判斷準則 ，主要在於觀察上游產品
與下游服務價格間之價差，而非有否超額訂價、差別待遇或掠奪性訂價。易言
之，價格擠壓判斷之重點，非於上游產品或下游服務的個別價格之允當性，而
係該二者之價差效果。爰此，歐盟對價格擠壓行為採事前管制方式。
1. 判斷方法
判斷反競爭行為之價格擠壓無關乎批發價格與零售價格二者或其中一者，
是否適用價格管制；誠如前述，其判斷重點在於批發價格與零售價格之價差。
歐盟執委會於1998年提出判斷反競爭行為之價格擠壓方法的主要設算檢驗
9

公式有二（參考歐盟電信接取公告第六節） ：
•均等效率經營者檢驗（Equally Efficient Operator test, EEO）
主要評估SMP業者下游公司，如果與競爭者付相同費用給SMP業者，是
否仍能產出收益，也就是能否滿足以下公式：
P-r-wSMP≧dSMP
8 ERG, “Report on the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margin squeeze tests to bundles,”
ERG (09) 07, para.26-37.
9 See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Telecommunications Access Notice: paragraph 6 on the
application on competition rules to access agreements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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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P = SMP業者下游零售服務價格
r = 其他事業欲提供此下游服務時，所需支付的受管制批發服務
價格
wSMP = SMP業者上游產品成本
dSMP = SMP業者下游服務成本
• 合理效率經營者檢驗（Reasonably Efficient Operator test, REO）
主要評估垂直整合業者的零售價格與競爭者上游成本的差，是否能提供
「合理效率」（reasonably efficient）的下游競爭者，具有正常獲利，也就是能
否滿足以下公式：
P-r- wAO ≧dAO
where wAO = 新進業者上游產品成本
dAO = 假定「新進業者合理效率」之下游成本
茲將上開設算檢驗公式要點說明如次：
(1)公式比較：下游成本的計算基礎
對於上述兩個公式的不同，可為如下之說明：
上開二者差異主要在於計算成本的基礎；換言之，前者以SMP業者零售價
格及其自己（未受管制的）成本（wSMP + dSMP）之間的關係為基礎；而後者則
以SMP業者零售價格與其他業者的成本（wAO + dAO）之間的關係為基礎。
有見解認為由於均等效率經營者檢驗（EEO）衍生於競爭法原則，若是排
除與垂直整合事業具有同等效率的事業，則該行為即是濫用行為。依據競爭
法的規範，不能期待市場主導者是以競爭者的成本訂價，只能認為競爭可以
導致較不具效率的競爭者退出市場，但並非以不法的手段排除均等效率的競爭
10

者 。不過，部分歐盟會員國主管機關認為，若市場環境有顯著規模經濟與範
疇經濟、學習曲線效果或先驅者優勢（first mover advantages）時，以下游競爭
11

者較高成本作為認定基準，可能比較妥當 。
依據ERG的調查結果顯示，歐盟會員國多數的主管機關是以市場主導者的
成本資訊進行事前的價格擠壓分析，只有兩個會員國的主管機關是參考競爭者
的成本進行事前的價格擠壓分析。以上所述的這兩個會員國，是採取合理效率
的價格擠壓分析（REO）。其他僅考量市場主導者成本的會員國，即是採取均
10
11

ERG (09) 07, para. 52.
ERG (09) 07, para.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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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率經營者檢驗模式，其中有半數主管機關對於市場主導者的成本，在考量
12

規模經濟、範疇經濟或市場主導者的既有優勢之後，有調整其成本的情形 。
歐盟執委會過去即認為均等效率經營者檢驗（EEO）較佳，不過各會員國
管制機關得視其國內市場環境及管制目標，而採取不同的檢驗模式。一般而
言，成熟市場及管制目標為促進有效競爭者，採合理效率經營者檢驗（REO）
較佳；反之，若係保障SMP業者的投資及創新誘因，則採均等效率經營者檢驗
13

（EEO）為宜 。
以英國通訊傳播主管Ofcom為例，Ofcom基於促進市場競爭之考量，於反
競爭行為之個案中先進行均等效率經營者檢驗（EEO），若通過EEO檢驗，再
進行合理效率經營者檢驗（REO）。
(2)相關成本認定標準
對於成本的認定，應以完全分攤成本（fully distributed costs）或可避免成
本（avoidable costs）作為認定標準，亦各具優劣。完全分攤成本的使用，在有
14

關上游及零售活動的共同成本 認定上，易有爭議。對於中間產品或零售服務
的共同成本，如何加以配置，將因為配置規則的改變而容易被認為是武斷的。
而使用可避免成本或增支成本，則可避免不同服務共同成本的歸屬問題。在事
前管制的工具上，可避免成本對於零售價格設定的門檻過低，在不保證可回收
15

進入市場的固定成本下，將可能限制潛在的、有效率的事業進入市場 。
在判斷共同成本如何分配時，必須以會計分離作為工具，且會計分離制度
上應區分批發成本（管制與不受管制兩者）與下游成本。不過，在實務上多數
的會員國管制機關在會計分離制度上，並未要求明列下游的共同成本，甚至連
未管制的批發成本皆未要求獨立揭露。是以若零售服務、未管制的批發服務及
16

管制的批發服務之間有範疇經濟的存在，在會計分離制度上必須加以落實 。
最後，相關成本的認定應依據不同市場的特性，而採取不同的認定標準：
對於成熟的市場而言，應以歷史成本或現時成本（current costs）作為衡量利潤
的基礎；反之對於快速成長的市場而言，則以長期增支成本（LRIC）較為恰
12
13
14

15
16

ERG (09) 07, para. 55.
ERG (09) 07, para. 56.
此處所謂的「共同成本」（common costs），是指提供一或多個服務所產生的成
本，而無法直接被歸屬於任一服務。共同成本是範疇經濟所造成的。參見ERG (09)
07, Fn.25.
ERG (09) 07, para. 60.
ERG (09) 07, para.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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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當 。
2. 檢驗期間
反競爭行為之價格擠壓設算檢驗期間方法主要有二：
(1)靜態法
通常以最近一會計年度之收入及其成本為資料來源，亦得較短期間如一個
月。本法適用於既有收入及其成本資料足以作為預測未來獲利之指標，諸如窄
頻或語音服務等靜態市場（多數的歐盟會員國）。對於具有非靜態性質的利潤
及成本市場而言，由於無法考慮合理的短期損失，以及投資可能的風險，因此
18

並不適合以此作為檢驗方法 。
(2)動態法，亦稱現金流量折現法
通常以會計年度一年以上之收入及其成本為資料來源期間。檢驗時若該
服務的淨現值（net present value；NPV）為正數者，表示該服務可能獲利；反
之，負數表示該服務可能造成損失。
「現金流量折現法」（discounted cash flow model；DCF model）適用於非
成熟的產品，例如部分歐盟會員國對於寬頻服務市場，是以前瞻性的淨現值分
析（forward looking NPV analysis）為基礎。其主要優點為考量隨時間而有獲利
及成本的變動，避免靜態法所造成會計的扭曲。若市場需要大量的初期投資，
以作為行銷產品之用（資本支出或行銷支出capital or marketing expenditure），
此一模式是有用的。採取DCF可以考量適當期間資本的折舊成本（depreciation
19

costs）及非週期性成本（non recurrent costs） 。
有關折現因子（discount factor），通常以該投資案加權平均資金成本
（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WACC）計之；至於究係以SMP業者或下
游競爭者的加權平均資金成本，則視採均等效率經營者者檢驗或合理效率經營
者檢驗而定。
採取DCF主要的缺點，在於不能確認不同年內成本是否可以回收。淨現值
為正可能是因為反競爭行為造成的結果。倘若研究期間越長，預測的結果越具
不確定性，而可能造成錯誤的結果。此外，DCF亦可能允許市場主導者就初期
20

損失予以認列，但該損失未必是新進業者所遭受到的 。
17
18
19
20

ERG (09) 07, para. 63.
ERG (09) 07, para. 70.
ERG (09) 07, para. 73-77.
ERG (09) 07, para.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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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金流量估計期間方面，得依相關資產於經濟上的使用年限、用戶平均
存續期間、或可考慮包括營業或多投資循環的整體期間。部分歐盟會員國管制
21

機關是以終端用戶平均的存續期間，或者受管制批發價格不變的期間為準 。

二、澳洲對於網路接取服務批發價格管制
（一）針對受管制服務（declared services）進行事前管制
ACCC係針對所謂的「受管制服務」(declared services)進行事前管制，依
據「商業交易法」第152AL條規定，受管制服務者係指適用「商業交易法」第
22

XIC章（有關電信接取體系）規定之服務﹙eligible services﹚ ，符合有助於促
進「最終用戶之長期利益（long-term interests of end-users, LTIE）」者﹙易言
之，如是項服務受管制者，有助於促進LTIE﹚。
依據「商業交易法」第152AB條第2項規定，判斷是否有助於促進「最終
用戶之長期利益」，須符合促進電信服務市場有效競爭、確保任何電信用戶間
之互連性，及促進經濟效率使用與投資基礎設施等目標。茲分別摘要如次：
•促進電信服務市場有效競爭
主要審酌因素包含供給面情形（含類似服務）、對下游市場有效競爭之攸
23

關性、既有規管完備性，及是否有助於引進創新服務 等。
•確保任何電信用戶間之互連性
主要審酌因素為未受管制服務者，業者間達成互連協議所需時間及成本
等。如該項互連協議涉及多方者，透過受管制服務之標準接取義務（Standard
Access Obligations, SAO），較具效率。至於其成本方面，主要為與其他業者網
路互連之投資成本及其網路整合之潛在風險；同時，亦須考量基礎設施使用效
率與最終用戶利益間之平衡。
•促進經濟效率使用與投資基礎設施
主要審酌因素包含對生產效率、配置效率及動態效率之影響等。
另依據「商業交易法」第152ALA條規定，受管制服務每次檢視之適用期
間不得超過5年。
21
22

23

ERG (09) 07, para. 79.
依據「商業交易法」第152AL條第1項及「電信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
1997）」第16條規定，係指至少一端於澳洲之電信服務及提供該電信服務設施之服
務。
受管制服務者，有助於引進創新服務，較諸單純競爭者增多導致價格面競爭，更具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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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CCC目前宣告為受管制服務包括以下九項服務 ：
•Foxtel的數位機上盒服務（Digital Set-Top Unit Service）
•國內公眾交換電話網路發話接取（Domestic PSTN Originating Access）
•國內公眾交換電話網路受話接取（Domestic PSTN Terminating Access）
•行動受話接取服務（Mobile terminating access service）
•用戶迴路共享服務（Line Sharing Service）
•市話服務（Local Carriage Service）
•國內傳輸服務（Domestic transmission capacity service）
•非條件式的用戶迴路服務（Unconditioned local loop service-即full
unbundling）
•批發電路出租（Wholesale Line Rental）
（二）對受管制服務之規範
1. 標準接取義務（Standard Access Obligations, SAO）
依據「商業交易法」第152AR條規定，提供受管制服務業者須適用標準接
取義務。茲將其重點摘要如次：
• 提供受管制服務接取義務
依據本條第3及4項規定，經服務提供業者（access seeker）之要求者，受
管制服務業者（access provider）須以與提供其本身相同之技術與作業品質、時
間安排等前提下，提供受管制服務，以供其提供電信及／或內容服務；惟服務
提供者若已接取是項服務，且已滿足其預期之需求等情形，則不在此限。
• 提供網路互連義務
依據本條第5項規定，經服務提供業者之要求者，受管制服務業者須以與
提供其本身相同之技術與作業品質、時間安排等前提下，提供網路互連服務，
以供其提供電信及/或內容服務。
• 提供網路互連帳務資訊
依據本條第6及7項規定，經依本條規定使用受管制服務的服務提供業者之
要求者，受管制服務業者須於符合有關網路互連帳務提供時機及內容之規定
下，提供其相關資訊。
• 例外條款
依據本條第9項規定，受管制服務業者有正當理由認為該服務提供業者具
24

參照ACCC網站，http://www.accc.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777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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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違反合約條款、或影響電信網路或設施安全之虞者，則不適用本條規定。
2. 接取條件（terms and conditions）
「商業交易法」第XIC章（有關電信接取體系）對於接取條件（含價格
及其訂價方法）設有相關規定。依據「商業交易法」第152AH條第1項規定，
ACCC核定接取條件合理性之主要考量因素如次：
•符合有助於促進「最終用戶之長期利益」。
•提供該受管制服務業者之合理商業利益及其投資。
•該受管制服務使用者之利益。
•接取該受管制服務之直接成本。
•電信服務、網路或設施營運之經濟效率。
依據「商業交易法」第152CH條第1項規定，部長得作成有關標準接取義
務接取條件之訂價核定原則。
此外，依據「商業交易法」第152CR條第1項第e款規定，ACCC於核定接
取爭議個案時，尚須考量一方擴充容量而由其他業者承擔之成本（the value to
a party of extensions, or enhancement of capability, whose cost is borne by someone
else）。
3. 價格管制程序
依據「商業交易法」第152AQA條（有關訂價原則）規定，ACCC相關職
權如次：
•應以書面訂定接取管制服務之訂價原則，亦得納入價格相關條件〈諸如
列舉式價格（indicative prices）〉。
•時機：前項受管制服務公告或施行時；修正時，亦同。
•公開徵求意見：ACCC作成訂價核定前，應發布其草案，並廣徵各界意
見。
4. 批發價之訂價方法
ACCC所採用成本計算方法，主要有二：零售價扣減法（retail-minus25

retail-costs, RMRC）及成本基礎法（cost-based） 。
(1)零售價扣減法
零售價扣減法為top-down成本模式，即該受管制服務零售價減除可避免成
本（avoidable costs）。所謂可避免成本，係指網路接取提供業者終止是項零售
25

ACCC, “Pricing Principles and Indicative Prices: Local Carriage Service, Wholesale Line
Rental and PSTN Originating and Terminating Access Services,” Novemb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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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可避免或毋庸發生之成本。
(2)全服務長期增支成本模式
成本基礎法為bottom-up成本模式，包含該受管制服務所需各種網路元件成
本（含分攤共同成本）。ACCC依成本基礎法訂價時，通常採行TSLRIC模式
〈屬前瞻性成本法（forward looking approach）〉。其主要適用條件如次：
•是項服務發展良好。
•相關市場中競爭所需之服務。
•有效競爭成效不彰，阻礙效率價格之形成。
另澳洲ACCC建議，零售價扣減訂價大於成本價者，以成本價作為批發價
格；零售價扣減訂價小於成本價者，則以零售價扣減訂價作為批發價格。
批發市場資費管制，原則上供租條件以商業協商方式為先，若無法達成協
商或有爭議，ACCC則依據不同批發業務採用不同成本認列方式，以核定批發
價格及列舉式價格上限，澳洲固網市場批發價核定方法主要如次：
•零售價扣減法：批發電路出租（Wholesale Line Rental, WLR）、市話服
務（Local Carriage Service, LCS）
•TSLRIC+模式(加計固定成本及共同成本之分攤)：用戶迴路細分化（含
full unbundling）、用戶迴路共享（Line Sharing Service, LSS）、公眾
交換電話網路之發話與受話接取（PSTN Originating and Terminating
Access, PSTN OTA，2007年起，改用Bottom-up）
•TSLRIC模式︰傳輸服務（Transmission Capacity Services）
TSLRIC與TSLRIC+ 兩者之差異，在於後者分攤固定成本及共同成本。
另外，ACCC核定WLR及LCS零售價扣減法批發價格之平均可避免成本
（包含相關管理費用、銷售費用及資金成本等）資料來源，係自Telstra依「監
理會計架構」（Regulatory Accounting Framework, RAF）規定，向ACCC提報
之最近期相關資料。
5. 資訊取得權
依據「商業交易法」第155條規定，ACCC得向電信業者或電信服務提供業
者取得相關資訊，據以核定列舉式價格、檢驗渠等業者有關反競爭行為或受管
制服務等訂價行為，暨掌握電信市場行為，作為未來規範之準據。
ACCC資訊取得權主要有資費申報、紀錄保存規則及監理會計架構等。茲
摘要說明如次：
(1)資費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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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費申報主要有二：
•一般電信資費申報。
•Telstra（為澳洲的電信既有業者incumbent）特定資費申報。
(2)紀錄保存規則
依據「商業交易法」第151BU條規定，ACCC得制定紀錄保存規則。該規
則明定電信業者或電信服務提供業者，相關紀錄編制、保存、申報、揭露等事
項。
(3)管制會計架構
ACCC於2001年引進電信業監理會計架構，屬兼具垂直性與水平性之會計
分離模式，以作為電信業者提供受管制批發與零售服務的營業收入、成本及其
使用量（諸如市話通話數及長話分鐘數）等資料予ACCC之準據。
依現行會計架構規定，電信業者及電信服務提供業者應設置監理會計作業
程序手冊（regulatory accounting procedures manual, RAPM），說明其遵行作業
程序作法、成本分攤方式及所採用會計方法等。各業者所提報表應經外部會計
師出具遵行報告。
再者，以行動服務而言，依前揭架構規定，澳洲4家行動業者之3家（即
Telstra、Optus及Vodafone）適用之。該3家業者應向ACCC提報有關部門別行動
服務零售、內部批發與外部批發之半年報及年報。
（三）垂直價格擠壓之判斷方法
1. 價格擠壓判斷方法
判斷反競爭行為之價格擠壓方法主要為設算檢驗（imputation test）法，
即零售價格（p）未超過其批發價格（w）加上零售階段增支成本（c）（易言
之，p ＜ w + c），則可能構成價格擠壓行為。
另依據ACCC報告指出，判斷價格擠壓行為是否構成反競爭行為，除前揭
設算檢驗法外，尚須綜合評估該行為有否重大遏阻或排除有效競爭等之效果或
可能效果。其主要考量因素如次：
•對相關下游市場之效果。
•下游市場進入障礙。
•市場參與者零售價格訂價行為。
•市場特性（諸如實際或未來成長性或呈衰退趨勢）。
•實際或未來獲利能力。
2. 設算檢驗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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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ACCC判斷Telstra之ADSL服務是否構成價格擠壓行為之設算檢驗要點
26

如次 ：
•檢驗目的：設算檢驗乃為判斷具有與Telstra相同效率的競爭者，就
Telstra所提供該服務之批發價格及零售價格，於下游市場能否獲取正常
利潤及/或生存。
•相關批發價格：以Telstra所提供最高批發價格計；惟批發折扣係反映實
際成本節約（諸如提供大型ISP業者數量折扣）者，不在此限。
•成本標準：以前瞻性長期可避免或增支成本計，並定期檢視設算假設及
進行敏感性分析。此外，零售階段增支成本得納入傳送服務所需持有必
要資產之資金成本。
•檢驗期間：須足以反映重大資產投資之預計經濟使用期限與未來不確
定性之平衡點。ACCC於2005年5月進行前揭判斷，並以3年期為檢驗期
間。
3. 對套裝服務進行價格擠壓檢驗
對於套裝服務之訂價，應進行有否構成相關市場價格擠壓或掠奪性訂價之
檢驗。其中，判斷套裝服務之價格擠壓行為仍採設算檢驗法，即批發價格與下
游市場零售價格之價差，是否足以回收零售階段增支成本。然而，套裝服務之
設算檢驗法非單採「總和式」即可，其主要理由及其調整作法如次：
•該市場較套裝服務所界定市場為窄：設算檢驗時，則剔除非相關服務；
即僅就該市場之服務進行設算檢驗。
•該市場包含套裝服務及未納入套裝之服務：依套裝服務及未納入套裝服
務之比例，加權其價格及成本。
•競爭者未提供是項套裝服務者：設算套裝服務與各項個別服務之零售價
格之折扣，以瞭解用戶就套裝服務與競爭者個別服務間之選擇。
另外，通常業者於套裝服務之至少ㄧ項產品/服務具市場主導地位，始可
能構成反競爭行為。對於判斷反競爭行為之套裝服務設算檢驗公式，視個案而
27

不同。主要如次 ：
(1)基本設算檢驗公式
本項公式主要適用於是項套裝服務屬不同市場（非相關市場non-relevant
26
27

ACCC, “Assessing Vertical Price Squeezes for ADSL Services,” May 2005.
NERA, “IMPUTATION TESTS FOR BUNDLED SERVICES,” a report for the ACCC,
Januar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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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產品或服務（諸如付費電視服務套裝電信及網際網路服務）者：
Pxy - Cy ≧ Ax︱y + Cx︱y
Where： Pxy

為套裝服務（x, y）零售價格

Cy

為單獨提供y服務所需之成本

Ax︱y

為x服務批發價格，假設該業者亦提供y服務

Cx︱y

為提供套裝服務（x, y）下，X服務由中間產品轉換為零售
產品之成本（零售成本）

此一檢驗在於考量該事業同時提供x,y服務時，可能因範疇經濟而有成本節
省的效果，但在套裝服務價格訂定上，不應低於一服務的成本，加上另一服務
的「批發價格加上零售成本」。
(2)競爭者無法提供該組合之全部服務算檢驗公式
本項公式主要適用於競爭者無法提供該組合之全部服務（競爭者只可提供
X服務，無法提供Y服務），檢驗應排除Y服務，確保競爭者於X服務市場具有
競爭力：
Pxy ≧ Ax + Cx︱y + Py
Where：Pxy

為套裝服務（x, y）零售價格

Ax

為x服務批發價格

Cx︱y

為同時提供y服務時，x服務由中間產品轉換為零售產品的
成本（零售成本）

Py

為y服務的零售價格，y服務為競爭者所無法提供者

以此一方式檢驗的目的，在於剔除競爭者無法提供之服務（y）後，該價
格是否使具有競爭的（x）服務市場，不會因為此一套裝服務受到不利影響。

參、我國現行電信網路接取服務之價格管制現況及分析
一、我國現行電信批發服務價格的管制規範
我國電信法對於電信資費之管制，同時包括第一類電信事業的批發價及
零售價。電信法第26條明訂採取價格調整上限制，為△CPI-X，目前通傳會針
對ADSL電路出租業務及2G行動電話業務分別訂定調整係數X值，逐年調降零
28

售價，並將於今年（2009）年再行檢討 。依據「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
28

參見通傳會公告的諮詢文件「價格調整上限制調整係數訂定及監理架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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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9條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調整及其促銷方案，必須事前公告，且
報請通傳會備查；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則需事前報請通傳會核定。
批發價格的部分，「資費管理辦法」第9條之二要求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
29

主導者 必須就通傳會公告之服務項目，提出批發價格。該批發價格之訂定，
該辦法規定應以「零售價格扣除可避免成本及費用」，不得高於其促銷方案，
亦即採取所謂「零售價格扣減法」（retail-minus），作為核定批發價之方法。
目前通傳會依據該「資費管理辦法」之授權，於2007年9月3日修正公告之批發
業務項目及適用對象如下：
表二：市場主導者應提供批發價之業務項目及適用對象
批發價之業務項目

適用對象

一、網際網路接取服務經營者與其用戶
之介接電路（含市、長專線電路）

第一類電信事業、第二類電信事業

二、網際網路接取服務經營者間之介接
電路（含市、長專線電路）

經營網際網路接取服務之第一類電信事
業、第二類電信事業

三、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間、第一類
電信事業經營者與第二類電信事業
經營語音單純轉售服務及E.164用戶
號碼網路電話服務者間之互連電路
（含市、長專線電路）

第一類電信事業、第二類電信事業經營
語音單純轉售服務及E.164用戶號碼網路
電話服務之營業項目者

四、市內用戶迴路、數位用戶迴路家族
（xDSL）電路

固定通信業務經營者、網際網路服務經
營者

五、其他市內、長途數據電路

第一類電信事業、第二類電信事業

六、網際網路互連頻寬

經營網際網路接取服務之第一類電信事
業、第二類電信事業

29

見徵詢」，2009/11/5，available at: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
aspx?type=&site_content_sn=54&is_history=0&pages=0&sn_f=12835
有關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的認定，依據「資費管理辦法」第10條規定，是指
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通傳會公告之第一類電信事業：「一、 指控制關鍵基本電信
設施者。二、對市場價格有主導力量者。三、其所經營業務項目之用戶數或營業額
達各項業務市場之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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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現行電信批發服務價格管制之實務爭議分析
（一）批發價格之計算，是否應兼採其他之方法
如前所述，現行「資費管理辦法」明訂以「零售價格扣減法」（retailminus）作為批發價格的計算方法，此一計算方法於實務上面臨以下問題：
1. 批發服務未必有直接對應的零售服務
以上述六大批發業務為例，「網際網路接取服務經營者（IASP）與其用戶
之介接電路」（ATM介接電路）、「IASP之介接電路」及「網際網路互連頻
寬」三者，由於僅限於IASP提供網際網路接取服務之需要，因此並無提供予終
端用戶的零售價。是以無從以零售價推導出應有之批發價，於適用上即構成問
題。
2. 「零售價格」於實務上認定不易
以現行適用上述批發服務價格管制的中華電信而言，其實際給予客戶之零
售價格，係以牌告價為基礎提供所謂「大、老客戶折扣」，亦即採取所謂數量
折扣或忠誠折扣之促銷方案，或者對於特定大企業用戶有個別商業協商之價
格。是以在採取「零售價格扣減法」計算批發價時，能否單純以牌告價為零售
30

價的計算基礎，實有加以檢討之必要 。若以實際交易價格作為計算基礎，在
涉及商業協議難以對外公開的情形下，吾人亦難以探知此一價格。
基於上述的理由，本研究認為單純採取「零售價格扣減法」作為計算批
發價的方法，並未符合現行管制實務上的需要。如英國過去雖採用零售價格
扣減法，但在2000年的價格管制檢視（2000 Price Control Review）中，前電信
主管機關OFTEL即認為對於BT轉售價格應改採以成本為計算基礎，而非BT的
31

零售價格，以算出較為適當的批發價格 。現行主管機關OFCOM對於電路出
租的批發服務（Wholesale Line Rental; WLR），基本上即是採取長期增支成本
32

（LRIC）的計算方法，並輔以價格調整上限制（price cap） 。
30

31
32

依據本研究訪談通傳會營管處及綜企處長官，其表示零售價係經營者提供一般用戶
的牌告價格或促銷價格，以Pt-1值為準，即以3月31日之牌告價作為下一年度的費率
基準。
See Damien Geradin/Michel Kerf, Controlling Market Power in Telecommunications,
2003, 313.
目前OFCOM對於電路出租批發的管制，在核心服務是採取價格調整上限制，而在
進階服務（enhanced service）則規劃採取LRIC+。參見OFCOM, Charge controls for
Wholesale Line Rental and related services, 2009/10, available at: http://www.ofco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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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主管機關ACCC則同時採取「零售價格扣減法」及「全服務長期增
支成本法」（TSLRIC），前者係採取top-down的成本模式，後者則為bottomup的成本模式。ACCC認為在欠缺有效競爭市場的環境下，應採取TSLRIC。
此外，ACCC亦認為，若同時以「零售價格扣減法」及「全服務長期增支成本
法」計算批發價格，應以最低者作為批發價格，以讓下游競爭者得以效率價格
33

接取該批發服務 。在2008年8月所公布的定價原則裡，ACCC維持2006年的定
價原則，以「零售價格扣減法」作為市話服務（LCS）及電路出租批發服務的
34

定價原則，但仍逐步建立其固網的成本模型，以完成其以成本定價的試算 。
ACCC另對於LCS及WLR均設有列舉式價格（indicative prices），該價格可作
為接取服務協商雙方之參考，並且在有接取爭議時作為裁決的基礎。
綜合上述之說明，本研究認為現行「資費管理辦法」第9條之二僅明文採
取「零售價格扣減法」的計算方法，應有調整修改的必要，以兼採如LRIC的
計算方法。
（二）現行電信批發服務項目之檢討
1. 市內用戶迴路
現行市內用戶迴路批發業務的認定，通傳會僅公告銅絞線的市內用戶迴
路，而未包括其他技術的市內用戶迴路。依據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18條第3項
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對其他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出租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
之費率，應按歷史成本法計價，並應每年報請本會核准。」是以現行通傳會即
按歷史成本法計算中華電信的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批發價，為每對全迴路月租
35

費126元 。

33
34

35

uk/consult/condocs/wlr/ wlrcondoc.pdf (last visited 2009/11/8) 英國對於不具競爭的服
務，其零售價及批發價均採價格調整上限管制，亦即採取“global price cap”的管
制方式。
ACCC, “Pricing Principles and Indicative Prices: Local Carriage Service, Wholesale
Line Rental and PSTN Originating and Terminating Access Services,” November 2006.
ACCC, “Local Carriage Service and Wholesale Line Rental --Final Pricing Principles
and Indicative Prices for 2008-2009”, August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accc.
gov.au/content/item.phtml?itemId= 838116&nodeId=60d38627eac35a989ce2a36
31eb7ef22&fn=Local%20carriage%20service%20and%20wholesale%20line%20
rental%E2%80%94final%20pricing%20principles%20and%20indicative%20prices%20
for%202008%E2%80%932009.pdf (last visited 2009/11/9)
參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新聞稿，「NCC核准中華電信97年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月
租費率」，available at :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
sn=8&is_history=0&pages=0&sn_f=12494 (last visited 200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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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市內用戶迴路批發服務批發價的認定，本研究認為有以下議題有待釐
清：
(1)對於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是否應僅限於全迴路之租用？
市內用戶迴路細分化可分為全迴路租用（full unbundle）、分享式用戶迴
路租用（Line sharing）以及Bitstream批發接取三種模式，以下分別介紹此三種
模式：
a.全迴路租用（full unbundle），新進固網業者將自己的寬頻設備、交換機
共置於既有業者機房中，既有業者將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租予新進業者，由新
進業者獨家使用，並擁有全部用戶迴路與客戶關係之控制權，同時提供傳統市
話及數據服務。
b.分享式用戶迴路租用（Line sharing），既有業者保留用戶迴路訊號傳輸
及傳統市話服務，但將高頻部份提供予另一個新進業者（DSL業者），因此新
進固網業者僅維運寬頻線路，而既有業者保留語音頻道（voice channel）繼續
提供基本電信服務，而由競爭者利用自己的xDSL數據機來提供寬頻服務。
c. 位元串流/批發接取（Bitstream/ Wholesale access），既有業者提供批發
傳輸頻寬給新進業者提供DSL服務，使新業者可提供加值服務給終端客戶。
既有業者控管用戶線路，但分配頻譜給新業者，新進業者無須管理實體用戶
迴路。Bitstream access與Line sharing最大的差異在於DSLAM的提供：在Line
sharing下DSLAM通常由新進業者經營，而Bitstream access則由既有業者經營，
新進業者無法改變xDSL access link，因此會受限於既有業者提供的速度（如
2M/256K, 3M/768K,8M/640K）。
圖一、xDSL接取網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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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CASA (Independent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of South Africa), Local loop unbundling, 2007/5/23.

依據通傳會於2006年10月30日召開「公告『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為固定通
信網路瓶頸設施』案」聽證會結果研析中陳述：關於配套措施之建議中關於市
內用戶迴路細分化之方式，中華電信表示，因分享式用戶迴路屬於實體共用性
質，容易互相影響，及對網路架構IP化時，影響既有網路業者改為分散式更新
機會。而台灣固網、新世紀資通則建議同時採全迴路及分享式用戶迴路租用。
通傳會研析，如電信自由化一般，開放政策之推動應採漸進式、階段性，通傳
會宣告銅絞線用戶迴路為瓶頸設施，係打開市話市場競爭大門之首步，不可操
之過急，應從技術干擾最小，施行最易之全線路出租開始，復以時日，評估該
出租之相關成效，再考量是否打開爭議較大之分享式用戶迴路。因此決議，現
階段擬採用全迴路租用，未來視用戶迴路之租用情形，再考量施行分享式。
本研究認為，對於市內用戶迴路的細分化（Local Loop Unbundling;
LLU），應讓承租的電信事業有選擇租用何種網路元件的權利。以提供xDSL
上網服務的IASP業者而言，其無須使用語音部分的元件，現行僅提供全迴路
租用的單一選項，對其並不合理，並將使得「數位用戶迴路家族（xDSL）電
路」的批發業務無法推動，且讓中華電信可因而掌握各家IASP之用戶資料（用
途為何？！），IASP無法將電路及上網費率組合具有較具競爭力的費率，使
得其定價策略及競爭空間因此受到不當限制。因此通傳會應積極考慮開放Line
Sharing及Bitstream的細分化接取方式，以讓xDSL服務有新的生機。
(2)市內用戶迴路之開放，是否應僅限於銅絞線？
目前世界主要先進國家，均在推動所謂次世代網路（NGN）的建設，以因
應寬頻網路及應用服務的需求。依據中華電信去年（2008）在美國證期會的年
報資料（Form 20-F），截至2008年12月31日為止，中華電信FTTx的網路覆蓋
36

率（network coverage）已達58％ ，且在其大力促銷的策略下，目前使用「光
37

世代」服務的訂戶數逐漸增加（1,016千戶 ），相對的ADSL訂戶數則為下降
38

趨勢 。
本研究認為，市內用戶迴路具有瓶頸設施之性質，在經濟上具有不可複製
36
37
38

See Chunghwa Telecom CO., LTD, Form 20-F Annual Report Fiscal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08, p.20.
據本研究訪談通傳會綜企處，綜企處長官表示，目前中華電信光世代用戶數已經超
過150萬用戶。
前揭中華電信美國證期會2008年報（Form 20-F）,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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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應區分其所使用的技術而在開放接取上有所差別待遇，通訊傳播基本法
第7條亦有此一明文要求。另WTO基本電信服務管制架構參考文件將「樞紐設
施」（essential facility）定義為：僅由一家或少數幾家業者供應，且缺乏技術
上或經濟上替代可行性的基本電信傳輸網路或服務。倘若仍持續現行不開放光
纖市內用戶迴路的政策，不僅與WTO要求樞紐設施應開放接取的意旨不符，
對於新進固網業者而言將構成服務推動的障礙：在光纖用戶迴路鋪設的地區，
新進固網業者將無法租用該市內用戶迴路提供服務。目前國際上常見的市內用
戶迴路光纖鋪設技術方案，可參考下圖所示：
圖二、市內用戶迴路光纖鋪設之技術方案

資料來源：WIK-Consult (2008), p.75

若吾人假設中華電信FTTX 58％網路覆蓋率，係以FTTC-VDSL為主要的技
術模式，即可推知目前至少已有58％的網路，自市內交換機房總配線架(MDF)
至路邊電信箱（street cabinet）的網路是無法租用的，其他固網業者如要租用
中華電信的「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在FTTC的覆蓋區域，必須拉線至路邊
電信箱方能與中華電信的「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介接，此一網路互連安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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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妥適，仍有待釐清。
或有認為，若在管制政策上強制光纖市內用戶迴路開放接取，將使得中華
電信喪失對於次世代網路投資的誘因。對此看法本研究認為，若考量光纖市內
用戶迴路開放可能造成的風險，應在網路接取批發價格的訂定上列入考量，
39

適度調高該服務的加權平均資金成本（WACC）應屬可行的作法 ，而非一昧
的拒絕光纖市內用戶迴路的開放接取。在歐盟今年（2009）6月所提出的「次
40

世代接取網路之接取管制建議草稿」 （Draft Recommendation on Regulated
Access to Next Generation Access Networks），亦認為現行市內用戶迴路細分化
（LLU）必須適用於光纖用戶迴路，且在WACC計算時需考量在投資回收期間
合理反映投資之系統風險。另依據著名的顧問公司WIK-Consult的研究成果，
對於次世代接取網路（Next Generation Access; NGA）的投資，將足以產生顯
著且可維持的先驅者優勢（first-mover advantages），縱使未來可能有替代性網
路的出現，但短期內仍難以望其項背，是以在管制政策上必須維護NGA市場
41

的有效競爭 。現行未強制開放光纖市內用戶迴路的政策，實有深入檢討的必
要。
(3)現行市內用戶迴路批發價是否合理？
目前通傳會核定的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126元／月，由於是採取full
unbundle，可提供語音及數據服務，語音目前月租費為70元。依據新進固網業
者所言，中華電信要求新進業者在租用其市內用戶迴路時，必須租用其銜接電
路200元/月，並且有一次性施工費用3500元（若用戶綁約二年，則每月分攤為
146元/月），總計其成本將高達472元/月（126+200+146）。本研究認為，在
計算批發價時必須將上述成本併入計算，以避免既有業者以「附加費用」之方
式規避批發價格的審查，此一批發價對於新進固網業者而言，就算其同時以之
提供語音及數據上網服務，在中華電信現行的定價下亦難以有利可圖，而且只
有在提供10M/2M上網速率時，勉強可以通過美國FCC的暫時性批發價格測試
（參見下列表三）。事實上，對於新進固網業者而言，其可以選擇自建銜接電
路至中華電信機房，倘若中華電信以技術為由不准，應屬以無正當理由拒絕網
路互連請求之情形，於規範上有予以導正之必要。
39
40
41

See WIK Consult, The Economics of Next Generation Access—Final Report, 2008, XXIV.
取自歐盟執委會網站： http://ec.europa.eu/information_society/policy/ecomm/doc/
library/public_consult/nga/dr_recomm_nga.pdf
Id., at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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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中華電信市內用戶迴路批發價與其零售價格之比較
寬頻上網
服務速率
（下行／
上行）

CHT上網電
路費
（A）

上網電路
費（A）+
語音基本
費（70元／
月） = CHT
市內用戶迴
路的零售價
（B）

CHT零售價
與其向新進
固網業者
收取費用
（批發價
格）之價差
（B-472元
／月）

以美國暫時
性批發價格
進行測試
（零售價格
扣減17％25％）
（B*75％83％）

以美國暫時
性批發價格
檢驗批發價
（472元）有
無通過

2M/256K

370

440

-32

330 – 365

N （<472）

3M/768K

430

500

+28

375 – 415

N （<472）

8M/640K

473

543

+71

407 – 451

N （<472）

10M/2M

550

620

+148

465 – 515

Y （>47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網際網路互連頻寬
通傳會於今年（2009）8月5日第311次委員會議，核定中華電信提報的網
42

際網路互連頻寬（peering）的批發牌價為1480元/Mbps及大量租用折扣表 。
依據本研究訪談通傳會營管處長官，其表示：中華電信指出，現行電信法
及「第一類電信事業會計制度及會計處理準則」規範，在以「業務別」為分別
計算盈虧之區分基礎下，該公司財務報表僅有整體第二類電信業務之損益表，
並未細分至網際網路接取服務，遑論網際網路互連頻寬服務，因而拒絕提供網
際網路互連頻寬服務所需之成本資料。由此可知，現行會計制度處理準則已有
迫切修改的必要，否則不僅難以認定費率是否採取成本計價，對於第一類電信
事業市場主導者主要的管制手段—會計分離制度（電信法第19條）亦將難以落
實，對於市場主導者的不對稱管制可說因此大打折扣，成效難以突顯。
另該次核定的網際網路互連頻寬，仍保留以IP位址必須達HiNet三分之一
之條件，作為雙方免費對等互連的條件之一，是否合理實不無疑問。中華電信
主張「國際間免費互連，為反應ISP網路業者於網路建設投資與回收，係以網
42

參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新聞稿，「NCC核定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網際
網路互連頻寬（Peering）批發費率案」，available at: http://www.ncc.gov.tw/chinese/
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8&is_history=1&pages=0&sn_f=1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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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規模衡量之，非以網路流量為主」，此一見解是否屬實，在世界主要國家基
於網際網路互連市場具有充分競爭而無事前管制，且係屬契約協議內容而未可
得知。通傳會於今年4月10日有關台灣固網與中華電信網際網路互連頻寬爭議
的新聞稿中，表示此一IP Address擁有數量需達中華電信1/3以上之條件，「檢
視目前國內網際網路接取市場結構，無業者可達此條件，NCC認為此條件顯
43

然不合理，形同箝制市場之武器」 ，但並未見此一要件在新核定的費率中刪
除，明顯立場有前後不一的情形。
本研究認為，以IP位址比例作為免費對等互連的條件，確實並不合理而有
檢討的必要。網際網路互連性質為電信基礎網路的加值服務，並無所謂網路建
設的投資回收可言，因此在對等互連的談判考量上，所應著重者應在於訊務量
的交換，而非使用者的數量規模。IP位址比例的條件，將使得中華電信可挾既
有用戶之優勢，掠取其他IASP努力爭取客戶之成果，市場競爭傾斜之狀態將因
此難以有改變之時。此外，以國際互連總頻寬之比例，作為免費對等互連的條
件，亦不合理，因為網際網路互連並不涉及對國外的訊務，因此不應列為免費
44

對等互連的條件 。
此外，對於現行網際網路互連的管制架構，有大幅修改的必要。以歐
盟為例，2003年電信管制架構不僅在「架構指令」（Framework Directive）
將網際網路列為電子通訊網路（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 ECN）
的一種型態，於「網路接取指令」（Access Directive）尚明訂「互連」
（interconnection）係公眾通訊網路的實體及邏輯連結（physical and logical
linking），即包括網際網路互連的態樣。對於公眾通訊網路的經營者，不論是
實體或邏輯層的網路互連，即適用相同的管制架構及原則，包括公平、合理及
無差別待遇的原則。有鑑於網際網路已然成為資訊化社會資訊主要的傳輸管
道，因此我國法制有必要參考歐盟指令，將網際網路互連納入現行網路互連的
管制架構。在此一管制架構下，更可證立對於網際網路互連peering的計價，應
以訊務量為主要的計算基礎，IP位址數量不應為考量的因素！
當務之急，應由通傳會檢討上述條件之妥當性，並著手檢討現行第一類電
43

44

參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新聞稿，「NCC將檢討中華電信網際網路互連頻寬費用
批發價，以促進網際網路市場之競爭」，available at: http://www.ncc.gov.tw/chinese/
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8&is_history=1&pages=3&sn_f=10159
劉孔中，網際網路互連改革方案芻議，收錄於財團法人二十一世紀基金會，網際網
路互連政策白皮書，頁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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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事業會計制度處理準則，以要求市場主導者據實填報相關成本會計資料，作
為認定批發價格之基礎。中長期則應修改電信法及網路互連管理辦法，將網際
網路互連納入現行網路互連的管制架構，以為妥當的規範。
（三）對於批發價格之管制，應避免形成垂直價格擠壓
1. 接續費的價格管制
現行語音通訊服務接續費之規範，係依據「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14條規
定，原則由互連雙方協議訂定，且應符合成本導向及公平合理原則，不得為差
別待遇。對於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接續費，尚須依據實際使用的細分
化網路元件，按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為計算基礎。
以行動通信服務之接續費為例，目前為2.15元/分，若有話務量不相當的情
形，則可能依互連協議就超過的部分，約定為較高的接續費2.35元/分。由於我
國未區分發話（origination）及受話（termination）市場而在管制上予以分別處
理，且發話方並無選擇受話市場的可能性（各家受話網路經營者均為該通話受
話市場的獨占事業），因此對於新進電信事業而言，其用戶數規模由於難以與
既有業者相比，因此流向既有業者的話務量遠比反向的流量高出甚多，且為爭
取客戶必須採取低價的促銷方案。在未定期檢討接續費的情況下，新進業者與
既有業者在零售價格的廝殺，將導致其零售價因逐漸調降；而在接續費率「文
風不動」的狀態下，對於新進業者將形成利潤擠壓的情形。
為了促進行動通信市場的有效競爭，避免新進業者因規模不經濟而難以永
續經營，本研究認為通傳會應考量區分行動通信發話及受話市場，就其市場競
爭狀態予以適度管制。
2. 現行批發價格應定期檢討，且應避免垂直價格擠壓
現行「資費管理辦法」第9條之2規定，批發服務之服務項目及適用對象，
由通傳會每年定期檢討公告。此一規定並未將「批發價格」列為必須每年定期
45

檢討的項目，在通傳會「依法行政」的自我限縮下，並未對其定期檢討 。
本研究認為，批發價與零售價之間應具有連動關係。依據「資費管理辦
法」第9條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主要資費及其調整方案應報請
通傳會核定。不論是在零售價或批發價的核定上，均應避免因零售價的調降，
或者批發價的調高，而有構成垂直價格擠壓的可能。縱然認為批發價未有定期
檢討之必要，則對於零售價格及促銷方案的核定，必須進行避免垂直價格擠壓
45

此為通傳會營管處接受本研究訪談時，以書面陳述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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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算檢驗（imputation test），以免讓市場主導者藉由零售價格的調降，擠壓
其他競爭者的利潤空間。
如何認定垂直價格擠壓？ 以我國現行電信市場的競爭狀態而言，雖然行
動通信市場較具充分競爭，但行動通訊基地台仍須仰賴固網的連結，因此對於
固網批發業務的管制，實為促進市場競爭的主要手段，必須謹慎掌握而不可偏
廢。是以對於現行「資費管理辦法」六大批發業務批發價格的計算，應採取上
述合理效率經營者檢驗（REO）的檢驗方法，以確認中華電信零售價與批發價
的價差，是否足以讓具有合理效率的下游競爭者得以獲得合理利潤。若只關切
零售價格的調降與否及幅度，而未考量是否構成垂直價格擠壓，無利可圖的新
進業者恐將難以立足於市場！
如前所述，通傳會針對ADSL電路出租業務及2G行動電話業務分別訂定調
整係數X值，逐年調降其零售價。姑且不論對於2G行動電話業務零售價是否有
實施價格調整上限制的必要性，此一價格管制已經造成若干不合理的現象：市
話撥打3G、2G用戶的費率，3G明顯高於2G的現象，10分鐘的通話時間最高可
達將近35元46。倘若吾人認為應不區分使用之通信技術，將所有行動通信業務
2G、3G、PHS均界定為同一市場，包括行動通信第一類電信事業及第二類的
MVNO業者，則應可認為行動通信語音服務零售市場具有有效競爭而無事前管
制費率的必要，而應轉向為對於中間投入要素（inputs）批發服務價格及接續
費的管制。此外，通傳會已決議自民國100年1月1日起「市話撥打行動通信網
路訂價機制」回歸為「由發信端事業訂價，營收歸發信端事業」，以促進市場
競爭之健全發展。
不過，欲對於中間投入要素進行批發價格管制，尚須有相關制度之配套：
就現行通傳會對於電信服務價格管制的實務而言，除非能掌握中華電信各項網
路元件及其對應服務之成本會計資料（但在現行會計制度處理準則下，能否達
到？），並建立前瞻性的網路架構以估算其前瞻性長期增支成本（LRIC，但
銅絞線應為歷史成本），否則批發價格管制只有淪為空談的可能！
（四）對於規避價格管制之促銷行為，應如何加以規範
依據本研究訪談新進固網業者得知，據業者在與國內企業用戶接洽所得
之資訊，中華電信與企業用戶之交易價格，是以牌告價為基礎作相當多的折
扣，甚至比給電信業者的批發價為低的情形。例如中華電信提供給電信業者之
46

參見ITHome報導，「市話撥3G比2G貴太多 NCC：將檢討」，available at: http://
www.ithome.com.tw/itadm/article.php?c=58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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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Peering頻寬批發價1480元/Mbps，但從市場上得知中華給特定客戶之價格為
580至800元，且其中已含Peering與國際的頻寬。另市內電話中華電信可開給客
戶為其牌價之5折（此費率已低於接續費0.75/5分鐘），市內/長途數據專線部
份，128K~512K為牌價5折、大頻寬（768~2048K）可至牌價2至3折。均明顯與
47

批發價格（批發價為零售價的七五折）相比低出甚多 。
倘若上述數據屬實的話，本研究認為通傳會應進一步調查給予特定企業客
戶如此高折扣之情形，其背後的原因為何。從經濟理性的觀點而言，中華電信
不可能採取長期的低於成本定價（企業採購必定有長期供應契約為其基礎），
且是針對相當數量的企業用戶及政府標案採取此一定價策略。對於上述現象，
似乎僅能推論現行通傳會核定的批發服務價格，可能有明顯過高而未符合成本
定價的嫌疑，因此中華電信可以牌告價為基礎與新進固網業者進行高折扣戰，
且不會有任何損失；通傳會對於批發價格的管制成效，確實頗受質疑。
由於電信事業對於特定企業客戶的定價策略，可能往往因個案而採取不
同的考量，例如採取選擇性折扣、忠誠折扣或者數量折扣（volume discount）
之情形，必須視個案情形加以觀察。忠誠折扣之判斷，公平會於該會所制訂的
「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已經說明其合理性的考量因素，可供參考；對於
數量折扣的判斷，澳洲主管機關ACCC認為必須該折扣係反應其成本的節省，
若超過成本節省過多，即有構成不公平競爭的可能，可供吾人加以參考。
若經主管機關調查發現，中華電信與企業用戶的實際成交價，長期且普遍
低於零售價，甚至低於批發價之情形，除可認為此為「批發價過高」的事證，
而需檢討批發價之訂定是否合理外，應酌採「舉證責任倒置」的法理，由最瞭
解自家成本的中華電信，說明「在其所陳報的批發價格下，該公司以該價格提
供零售服務，是否能夠獲利」，或者如歐盟執委會的實務作法，由既有業者舉
48

反證證明所屬的下游經營者具有特殊效率（exceptional efficiency） 。
以歐盟實務經驗為例：歐盟執委會過去對於德意志電信（Deutsche
Telekom; DT）在市內用戶迴路接取定價上，是否有不公平競爭一案，認為在
1998年至2001年之間，DT對於競爭者接取市內用戶迴路的定價，明顯高於其
47

48

依據現行中華電信在市內/長途數據電路的「批發價大客戶折扣」，最多折扣為8.5
折（且租費必須高達上億元才有此優惠），亦即為零售價的63.75％，明顯比中華電
信給企業用戶的價格高出甚多。
See Antonio Bavasso, Communications in EU Antitrust Law: Market Power and Public
Interest, 2003,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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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給零售用戶的零售價，認為已經構成價差的擠壓（margin squeeze）。於
2002年，DT對於批發接取的價格仍高於零售價格，且仍不足以回收DT自己提
供給終端使用者服務所需之成本。縱使當時的德國電信主管機關RegTP（現為
BNetzA）已要求DT必須降低其批發價，但執委會認為還是構成價差擠壓，經
49

審酌其嚴重性及持續時間，執委會決定處罰12.6百萬歐元的罰鍰 。
德意志電信對於上述執委會的處分不服，向歐洲初審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CFI）提起訴訟 。歐洲初審法院支持上述執委會的處分。
首先，歐洲初審法院認為，雖然DT的費率經德國電信主管機關RegTP許可，但
並不因此得以免除競爭法的規範（在此為歐體協約第82條防止控制市場地位之
濫用行為）。縱使潛在競爭者與DT具有相同效率，仍無法在不遭受損失的情
形下進入零售接取服務市場，此一影響從DT競爭者的市占率總計只有5％的情
50

形即可證明 。
若如新進固網業者所言，中華電信普遍以低於批發價格的方式，提供企業
用戶服務，此一見解若為屬實，則按歐盟執委會及歐洲初審法院之意見，構成
垂直價格擠壓應毫無疑慮！本研究認為通傳會與公平會確有必要深入調查此一
現象是否屬實，以導正電信市場的競爭秩序。

肆、對於現行電信批發服務管制之建議：代結論
對於前述我國現行電信批發服務價格管制的爭議，本研究認為通傳會應定
期檢討現行批發服務管制之政策及作法，針對批發業務項目及價格等接取條件
審議，以及對於零售價格的管制上，確認有無構成垂直價格擠壓或有其他不公
平競爭之情事，並且應調查中華電信對於企業用戶實際交易價格，有無不當之
處。中長期而言，通傳會應進行現行成本會計制度之變革，以要求市場主導者
反應各項服務及其網路元件之成本，落實會計分離及成本計價之要求。
有鑑於公平交易法是屬於事後管制（ex-post regulations）的競爭規範，因
此公平會不宜介入經通傳會核定的電信資費及促銷方案。不過，由於現行電信
49
50

See Press Release IP/03/717 of 21 May 2003, Commission fines Deutsche Telekom for
charging anti-competitive tariffs for access to its local networks.
See CFI, Case T-271/03, Deutsche Telekom AG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Press Release MEMO/08/232 of 10 April 2008, Competition: Commission
welcomes Court judgment wholly upholding margin squeeze decision against Deutsche
Te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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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費管制實務有若干與市場有效競爭理念扞格之處，因此公平會應有必要發揮
競爭法主管機關之角色，與通傳會建立良好的溝通互動機制，以協調處理。本
研究認為，在有關市場界定、市場主導者之認定以及對於濫用市場地位之處罰
上，公平會基於過去累積豐富之執法經驗，應可協助通傳會進行較好的管制，
亦可避免產生一事兩罰的困擾。
以比較法經驗出發，就公平交易委員會與通傳會之職權行使與競合議題，
在英國早已有一套建置完善的「共同管轄權」（concurrency power）機制，要
求競爭主管機關（例如Office of Fair Trading, OFT）與產業主管機關（例如通訊
傳播主管機關Ofcom）就競爭議題之處理負有共同管轄之義務與權利。
根據英國1998年競爭法（Competition Act 1998）與企業法（Enterprise Act
2002），OFT與產業主管機關對於競爭議題擁有存在共同管轄權，故必須設置
「共同管轄工作小組」（concurrency working party, CWP），以協調共同管轄
權之行使事宜。此共同管轄權之範圍亦包括協調共同處理「超級申訴」(super51

complaints) 之任務。所謂「超級申訴」，必須是市場之特質顯現有重大損害
消費者利益之情形，才能構成。可以提出超級申訴之人，係指最終消費者或消
費者團體。超級申訴所處理之市場係指區域性、全國性或超國家性，但受理之
主管機關只能考慮在英國境內之市場所受之衝擊。
當有涉及OFT與產業主管機關（例如Ofcom, Ofwat, Ofgem ...）間可能存有
潛在職權重疊之情形，OFT與產業主管機關會根據合適的協調程序加以處理，
52

以確保個別申訴案件將會由最適當的機關來受理，藉此達到處理之一致性 。
53

此協調程序將由「共同管轄工作小組」（CWP）來運作 。CWP之工作項目並
擴及協調共同處理超級申訴之案件，但此協調程序係完全獨立於「競爭法」所
規定之共同管轄條款之外。而有關CWP處理超級申訴之參考條件與作法，已公
布於OFT網站供參考。
51

52
53
54

54

Office of Fair Trading (2003), Super-Complaints: Guidance for designated consumer
bodies, July 2003. Available at OFT website at http://www.oft.org.uk . 在評估市場特質所
造成之衝擊時，受理機關需聚焦於對最終消費者所造成之效果，而非只評估對於事
業所造成之影響, OFT Guidance s.2.1-2.4.
Office of Fair Trading (2003), Super-Complaints: Guidance for designated consumer
bodies, July 2003.ibid., s.3.4.
CWP係依「競爭法」Competition Act 1998及「企業法」（Enterprise Act 2002）設
立，用以協調OFT與產業主管機關間共同運作。
Office of Fair Trading (2003), Super-Complaints: Guidance for designated consumer
bodies, Jul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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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救濟程序而言，就競爭相關之議題，當事人若對於OFT 與Ofcom共
同管轄所做成之決議或裁定有所爭執，OFT或Ofcom可將案件提送「競爭委員
會」（Competition Commission）審議處理，由其做成最終之裁決。倘若對當
事人「競爭委員會」之最終裁決仍有爭議，或不服其裁決，則可依英國之行
政救濟程序法向「競爭專屬法庭」（Competition Tribunal）提出行政訴訟，透
過司法體系救濟來解決爭議。根據統計，目前為止僅有一個案例（Cityhook
案）進入英國行政法院審理，且該案例仍在訴訟程序進行中，尚未有確定之判
決。

55

綜上所述，英國公平交易主管機關OFT與產業主管機關（例如Ofcom）間
之共同管轄機制已明文於法，並透過「共同管轄工作小組」之設置加以落實。
此機制一方面透過強制競爭主管機關與產業主管機關之溝通協調，來強化行政
機關做成裁量與決定之專業性與明確性；他方面更有助於實質提升行政機關內
部作業之效率與一致性，可以避免機關間因專業見解不同而做出裁判不一致或
見解相出入之困窘。英國執法經驗頗具價值，或可供作我國修法執法之參考。

55

參見Cityhook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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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謝律師穎青（太穎國際法律事務所）
主席、王顧問、在座先進，我非常榮幸能夠有這個機會先睹為快，看到王
顧問所帶領的團隊完成這篇報告，我必須要說這是近年以來對於我們整個電信
市場，有關於監理或是管制議題上面非常具有突破性的一篇力作，這不僅僅
是說我們在王顧問所挑的議題上面清楚的看到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更重要的是
在王顧問的研究當中，已經將我們目前電信市場的實況清楚揭露了。這樣的揭
露對我們來說如同醒世警鐘，我認為非常重要，因為過往我們看到很多議題上
面，大家習慣打高空，以不得罪人的態度來處理，王顧問的這篇文章其實已經
點出來，當要談價格管制，而對於市場上的零售價格如何形成卻完全欠缺透明
資訊的話，不要提消費者，連監理機關都不知如何下手，這也是在先前通傳會
或更早之前交通部電信總局，在檢討會計分離制度的時候，遇到最根本的麻煩
事。我們的法律明白規定是採取零售價格扣減法，但是對零售價格卻都沒有辦
法掌握資訊，換句話說整個監理幾乎破功。
我認為或許因為受限於篇幅，王顧問沒有辦法在談到我們目前市場上狀況
的時候，有足夠的篇章將上述問題背景及目前的情況更詳細做說明，而被迫必
須要直接跳入到結論當中去說明她所帶領研究團隊的建議，但至少我認為有
三點已經在文章當中被提出來，是非常有價值的：一、我們的電信法非常的老
舊，老舊到我們只能停留在第一類電信及第二類電信的事業分類的思維打轉，
而主管機關，不管是過往的交通部電信總局或者是現在的通傳會，別說是對市
場主導者特別管制了，它事實上是不分業者大小、不分既有或是新進的，對全
部的第一類電信事業加以嚴格的管制，所以在文字上面你可以看到，所謂的價
格，有採備查、有採核定的，但是在實務作業上來講並沒有差別，如此沒有差
別的結果你就可以瞭解在競爭上面可能產生的影響到底有多大；二、最根本還
是在於，王顧問特別提到，我們在談市場結構的時候，在分類上是以業務執照
的分類來定義市場，卻忽略真正在市場裡頭，以公平會在判斷市場上面，應該
要看有無替代性的服務，可以來整個衡量會產生競爭效率的市場分類是什麼，
王顧問的文章當中已經指出，在這一點上面沒有辦法解決的話，說實在的，大
環境的議題討論再多恐怕也沒有用；三、當然還有牽涉到結構上的問題，在結
論當中顯現出來，就是既然大家普遍印象上認為說通傳會負責事前管制，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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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會負責事後管制，但是我認為這兩個機關到底對於市場結構有沒有協調空
間，我是有一個很大的問號。今天這個議題是由小見大，牽扯的其實是行政院
對於我們整個國家的產業政策，在它的高度上面，是怎麼樣來看待目前存在於
接取服務市場的中華電信以及其他的業者之間的競爭。另外一方面，產業發展
之外，所謂的競爭監理，留給我們的公平會和通傳會，各司事後與事前管制，
是否真如結論所看到英國的例子可以比擬的。在英國來講，基本上是同一個部
會裡面自己內部的協調，而我們在台灣看到的是機關對機關之間的外部協調，
這也是我提出來的一個質疑，就是到底兩個機關之間有沒有協調的空間，或者
在過往有沒有協調的實例可以參考。
對於這篇報告內容我有幾個疑問，也想要趁這個機會提出來。首先是在舉
外國的立法例的時候有提到，尤其是第二段，說在判斷共同成本如何分配的時
候必須以會計分離作為工具，而且這會計分離制度上應區分批發成本跟下游成
本，但接下來的說明當中又看起來是，沒有太多國家真的這樣做，所以這一點
如果待會有機會的話是否可請王顧問再做一些說明；我讀這一段時對照了第18
頁王顧問的建議，我想真正點出來的就是，你即使採取這個原則，如何去找出
真正的成本才是大問題，找不出真正的成本的話，這整個管制的目的大概都會
落空。接下來另有兩個問題我想要請教王顧問。第一，我非常贊同王顧問所建
議的，要讓中華電信開放它自己的機房，讓其他的新進業者能夠進去，以便能
夠落實到今天這整個在用戶迴路批發價的管制上。在新進業者與中華電信之間
的論戰跟攻防，如果中華電信以技術的理由不願意跟新進業者去協商的話，我
也同意這是違反互連的規定，但問題是在於市內用戶迴路的開放，王顧問的建
議認為是不應該只限於銅鉸線，因為經濟上具有不可複製性，不應該因為技術
而有差別待遇，在文中已經有詳細的說明，不過這是不是意指將來行政院在整
個產業發展上面，要偏向讓中華布建網路，開放給其他業者承租，在產業發展
上面如果真的這樣走下去的話，對於我們目前在談，不管是批發價管制或者是
零售價管制的改革來說，可能產生的影響是什麼？這也是我想要請教的。今天
這整個問題其實都集中在，中華電信各項網路的成本會計資料不透明，而這不
透明在目前既有的會計分離制度下幾乎是完全沒有辦法解決，因為依現行法律
規定也不能講中華電信說的沒有根據，電信法確實只有分一類、二類電信事
業，所謂的會計分離就是說你不能跨業務類別去做不當的交叉補貼，所以在管
制的細膩度上來講，恐怕是通傳會必需要花多一點精神，去研究怎樣在電信法
底下，將原來以事業做分類，改為做服務市場的分類，比如說歐盟，在市場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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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上面它確實已經做成檢討，從根本上去解決，不然只學一個功能性分離，中
途要插進來，試圖去解決這些結構上遇到的困難，恐怕將來是治絲益棼。第二
個問題要向王顧問請教，是提到對於持有提供全迴路租用之單一選項在目前
法制上的批評，我引述文字如下：…像這樣做法「會使得『數位用戶迴路家
族（xDSL）電路』」的批發業務無法推動，而且讓中華電信可因而掌握各家
IASP之用戶資料，IASP無法將電路及上網費率組合具有較具競爭力的費率，
使得其定價策略及競爭空間因此受到不當限制。…」這一段語意上我覺得不
是很清楚，也許在這一部分如果可以補強的話，對於後續在說明這個議題的時
候，會讓讀者更清楚瞭解作者希望表達的到底是什麼。因為在這塊來說，我們
看到全迴路租用應該是在管制上面最便宜好用的方法，為何會造成其他業者競
爭上趨於劣勢，除了要讓電信業者有充分的選項外，應該還有別的理由，大概
還沒有說出來，所以希望在這點上能聽到王顧問再給我們指教，謝謝。

公平交易法對銀行業結合之評估——檢查表之設計與討論

159

公平交易法對銀行業結合之評估
——檢查表之設計與討論
＊

沈中華、張大成、朱德芳、謝智源
中文摘要

本文設計一個可以操作的兩階段的審查表來審查銀行結合案件，以節省銀
行結合時的審查成本。我們建議第一階段應該先評估銀行結合是否會對金融市
場產生限制競爭之疑慮：倘若銀行結合之後對於金融市場不會產生競爭之疑
慮，則主管機關不應禁止這個結合案；但倘若該結合案件對於金融市場可能產
生競爭之疑慮時，則必須進入第二階段的整體經濟利益及公共利益影響之評
估。倘若第二階段的審查結果指出結合案的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則主管機關不應禁止這個結合案件。值得特別提出說明的是，本文建議採
用前n大事業的市場占有率做為市場集中度的衡量指標，除了容易計算與瞭解
外，也兼顧了分析的正確性。值得一說明的是，這個指標是公平會現行使用的
判斷工具。
關鍵詞：銀行結合、審查表、限制競爭、市場集中度、整體經濟利益

*沈中華為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張大成為東吳大學國貿學系教授、朱德芳為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謝智源為東吳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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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為了促進銀行業務自由化與推動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的政策，政府在民國
78年修正銀行法，開放民營銀行之申請設立。截至民國92年底為止，台灣共有
51家一般銀行和36家外國銀行在台分行，銀行業市場從少數幾家公營銀行變成
開放競爭的現象，然而此一現象亦有可能造成銀行產業過度競爭。為解決這個
問題，政府在民國89年底公布「金融機構結合法」並於民國90年底公布「金融
1

控股公司法」， 希望藉由銀行結合解決銀行市場過度競爭的問題。94年，政
府致力於第二次金融改革，希望可以將14家金控公司減半成為7家，同時希望
至少有三家金控公司的市場占有率超過10％，以改善經營的效率並提升銀行的
競爭力及獲利能力。延續這個理念，政府在97年推動台灣銀行、土地銀行及中
國輸出入銀行結合成立一個能夠進入世界百大銀行的「台灣金控公司」，雖然
後來僅由臺灣銀行股份轉換，並分割證券及保險業務所成立的金控公司，然該
2

政策的本質亦是希望透過銀行結合來改善金融環境以及金融機構的體質。 由
此觀之，鼓勵銀行進行結合很明顯地是近年來的政策走向。但銀行結合卻可能
引發限制競爭的疑慮（competition concern），因此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
公平會)介入銀行結合案件審查有其必要性。
公平會目前主要是依循「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審查辦法」（91年3月
27）審理金融業相關的結合案件，據此評估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及其他
參與結合事業對於金融市場競爭程度之影響以及對整體經濟利益及公共利益之
影響，在做出相對應的決策。該辦法的第十條指出金融機構結合必須考量以下
兩個面向的影響：第一為「對金融市場競爭程度之影響」，包括（一）金融控
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與其他參與結合事業之市場占有率、分支機構情形與濫用市
場地位之可能性；（二）相關市場之市場結構與事業家數，及結合後提高市場
1

2

銀行結合除了受到金管會與公平會的監督管理之外，結合案所引發的其他問題也必
須受到相關主管機關的約束。例如，結合案過程所牽涉的勞工權益問題必須滿足勞
委會的勞動基準法，結合所誘發的租稅問題必須滿足財政部之相關規範。此外，結
合案還必須符合銀行法、存款保險條例、公司法與等法案之相關規定。本文僅站在
公平交易主管機關之立場來提供相關建議。
97年1月1日依金融控股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令，由臺灣銀行股份轉換成立，是為國
內首家國營金融控股公司，資本額新台幣900億元，經營項目包括銀行、證券及壽
險三大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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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度之程度；（三）相關市場金融商品或服務之互補性及替代性；（四）參
與結合事業既存之從屬或控制關係；（五）結合後相關地理市場之競爭減損程
度；（六）相關市場之市場參進障礙情形。第二個面向是「 對整體經濟利益及
公共利益之影響」，涵蓋（一）相關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價格及品質提昇情形；
（二）相關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地理便利性與種類選擇性；（三）金融業主管機
關之相關政策；（四）對參與結合事業之規模經濟或範疇經濟等整體效果。但
「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審查辦法」以上述的文字敘述做為審查判斷的準則，
可能過於主觀，容易使人對於判定的標準產生質疑，加深審查的負擔。
此外，「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審查辦法」中並沒有針對金融業的結合提
出特別的判斷準則，大多是依循公平會對於其他產業結合的規範做為門檻。以
結合的申報門檻來說，根據公平交易法（91年2月6日）第十一條，「事業結
合時，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報：一、事業因結合而
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者。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
之一者。三、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中央主管機
關所公告之金額者。」但金融產業有其特殊性，因此許多判定標準都明確地排
除金融業的結合案件。例如，金融業的結合案不適用於結合案件的簡化作業程
序。具體地說，公平會為了簡化處理程序以節省結合之等待時間，針對（一
般）企業的結合審查制度已由「事前申請許可制」改為「事前申報異議制」
（91年2月6日）。此外，「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95年6月15日）針對一
3

些比較沒有限制競爭疑慮的結合案件採取簡化作業程序。 然而，該「結合申
報案件處理原則」針對一些可能有限制競爭疑慮以及一些特定市場的結合案件
4

採取「一般作業程序審查」。 明確地說，倘若結合案被認定為不具有顯著限
制競爭疑慮得認其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但倘若該結合
3

4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七條指出：「本會對於下列結
合申報類型，得採簡化作業程序，縮短結合等待期間：（一）依公平交易法第十一
條第一項第三款向本會申報結合之事業，其市場占有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參
與水平結合之事業，其市場占有率總和未達百分之十五。但有特定市場前二大事業
之市場占有率總和達到三分之二或前三大事業之市場占有率總和達到四分之三之情
形者除外。」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十條關於「顯著限制競爭疑慮
之水平結合」中認為，「一般作業程序之水平結合申報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
會原則上認為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應進一步衡量整體經濟利益：（一）結合事業
市場占有率總和達到二分之一。（二）特定市場前二大事業之市場占有率達到三分
之二。（三）特定市場前三大事業之市場占有率達到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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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具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則必須進一步衡量整體經濟利益，以評估結合之整
體經濟利益是否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但該處理原則的第八條明確地排除了
金融控股公司適用簡化作業程序。
有鑑於「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審查辦法」對於金融機構結合對於經濟體
系影響之判定十分籠統，但金融自由化之後銀行產業的結合案件勢必會大幅地
提高。因此我們根據「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審查辦法」的精神，考量金融
產業的特殊性下，企圖提出一個比較明確的銀行結合檢查表，希望能加速銀行
業結合案件的審查時程，並降低處理結合案件的社會成本。明確地說，第一階
段先評估銀行結合對於金融市場競爭程度可能產生的影響，我們分別採取量化
和非量化指標來進行評估。倘若銀行結合之後對於金融市場不會產生競爭之疑
慮，則主管機關不應禁止這個結合案。但倘若該結合案件對於金融市場可能產
生競爭之疑慮時，則必須進入第二階段的整體經濟利益及公共利益影響之評
估。如果結合案的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則主管機關不應禁止
這個結合案件。有一點是必須特別提出加以說明的，在第一階段中的量化指標
就是考慮銀行結合之後對於金融市場之結構可能產生的影響，我們建議使用前
n大事業的市場占有率（concentration ratio，以下簡稱CRn）做為衡量標準。透
過這個兩階段的審查表，期望能夠加速銀行業結合案件的審查時程。
本文共分四節，除第一節為緒論外，第二節將討論各國公平交易管理機構
的限制競爭效果之判斷工具及門檻水準等問題，第三節則討論銀行結合檢查
表，並將本文的結論及討論整理在第四節。

貳、限制競爭效果的判斷工具
各國公平交易主管機關用來判斷銀行結合案是否會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的工
具可以區分成：(i)量化指標與(ii)非量化指標，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量化指標
產業經濟學中常用來衡量市場結構的分析工具有兩種：分別是「結構性分
析法」與「非結構分析法」。前者指的是：以結構性指標來描述市場結構；後
者指的是：利用嚴謹的計量工具來檢視產業的競爭程度。兩種方法各有其優
缺點：結構分析法的好處除了計算容易與指標數字淺顯易懂；非結構分析法雖
然較為嚴謹，但評估時所需的資訊也相對增加很多，而且評估出來的結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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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容易讓一般大眾瞭解。 更重要的是，沈中華與呂美慧（2007）與張大成等人
（2009）的研究均指出，結構分析與非結構分析所得到的結論十分一致。因
此，絕大多數國家的公平交易主管單位都採用淺顯易懂的結構分析指標。由於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提供一個容易操作的結合檢查表，因此採用結構分析法作為
衡量市場結構的工具。
所謂的結構分析法係以結構性指標來描述市場結構，並根據寡占理論
來探討不同的市場結構（Structure）、廠商行為（Conduct）和經營績效
（Performance）三者之間的交互影響關係，也就是所謂的「S–C–P理論」。具
體地說，這個理論可以討論銀行業市場集中度與銀行定價行為、獲利能力三者
之間的關係。這是因為當銀行業的市場結構越集中時，銀行愈容易彼此勾結，
造成一個國家的銀行業由一家或少數幾家大銀行控制，表示銀行業的市場結構
偏向獨占或寡占，此時該國的銀行業有較高銀行集中度，而這些大銀行會運用
高市場影響力提高放款利率或降低存款利率，或依照自身利益自行決定費用收
取，進而得到較高的獲利。故S–C–P理論隱含以銀行市場結構間接地推估銀行
6

市場競爭程度。

1. 集中度指標之選擇
7

經常被用來衡量經常被用以衡量「市場結構」的集中度指標包括： 前n
大事業的市場占有率（concentration ratio，以下簡稱CRn）與(iii)HerfindahlHirschman指標（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以下簡稱HHI）。這些指標有其
優缺點，分述如下：
首先，CRn最大的好處是容易計算、容易瞭解而且不需要所有廠商的資料
即可計算。但缺點除了忽略小銀行的影響之外，同時也忽略銀行大小的分配現
5
6

7

沈中華與呂美慧 (2007)對於結構分析法與非結構分析法有更深入的討論與批判。
SCP理論並非本文重點，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見沈中華等人（2008）之討論。另
外，Demsetz（1973）及Peltaman（1977）發展效率結構假說（Efficient Structure，
ES）則認為市場績效是造成市場競爭程度高的原因，提供另一個方式思考面向。明
確地說，ES假說認為倘若銀行有較高的效率，當然會因此擴充他的市場規模。也就
是說，經營績效這個原因產生了高市場集中度的結果。
有兩點是必須補充說明的，第一，雖然市場占有率（Market share，MS）是一個經
常被獨立出來討論的指標，但其實他就是CR1，在此為了行文順暢，我們就不做此
區分。第二，在非學術性討論中，經常會使用每十萬人可分配到的銀行家數，也就
是「銀行家數/每十萬人」，以下簡稱銀行家數，來描述市場結構或衡量競爭程度
時。但這個指標會忽略銀行資產規模大小的分配（size distribution），而且嚴謹較
差。關於集中度指標的討論，煩請參見Shepherd（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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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因此對於市場結構變並不敏感。
其次，HHI是由各銀行市占率的平方和，因此可以改善CRn忽略小銀行影
響的缺點，並且可以敏感地反應市場結構的變化。但HHI的缺點除了計算較複
雜之外，計算HHI需要所有公司的相關資料，因此收集資料的困難度較高。此
外，HHI數值的意涵並非如此淺顯易懂。必須補充說明的是，使用HHI指標時
通常會搭配HHI的變動程度（以下簡稱△HHI）這個變數，藉此已瞭解市場集
中度的敏感程度。
由於各種指標均有其優缺點，因此各國公平交易主管機關所採用的市場結
構指標並不相同。本文使用CRn作為衡量市場集中度的指標，會做這個選擇是
因為：(i) CRn淺顯易懂，獲得許多國家主管機關的採用，而且台灣目前就是使
用這兩個指標作為市場結構的判斷依據。(ii) HHI和CRn的判斷結果相當地一
致，因此我們放棄較為複雜的HHI，而採用較為容易計算的CRn。以下我們將
針對這兩點加以詳細說明。
2. 各國公平交易主管機關的集中度衡量工具及其標準
由於各種集中度指標各有優缺點，因此各國公平交易主管機關所選定的
集中度指標並不一致，而且對應的門檻水準值也不同。表一與表二分別整理
8

以CRn以及HHI做為指標的國家，以及相對應的門檻水準。 其中，新加坡、德
國、與台灣等，均以結合後的CRn作為衡量標準；而美國（1992適用於一般產
業，1995金融業適用）、歐盟（2004適用於所有產業）及日本（2007適用於
所有產業）、澳洲（2008適用於所有產業）則以結合後的HHI，及結合前後的
HHI的變動程度（△HHI）做為衡量標準。此外，表中也列出了各國集中度指
標的門檻水準值。
以我國為例，公平法第十一條指出，倘若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
達三分之一者（≧33.33%）或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
者（≧25%）時，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報。這些門檻水準呈現在表一的
「申報門檻」那一欄之中。此外，公平會認定結合案是否適用簡化作業程序
以縮短結合等待期間的判斷依據也是根據CRn。明確地說，行政院公平交易委
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下稱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七條
指出：參與水平結合之事業，其市場占有率總和未達百分之十五（<15%），
得適用簡化作業程序以縮短結合等待期間。除非特定市場前二大事業之市場
8

為了行文順暢，我們將各國公平交易主管機關針對集中度指標採用及對應的門檻水
準之規定整理再附錄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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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率總和達到三分之二（≧66.67%）或前三大事業之市場占有率總和達
到四分之三（≧75%）之情形者除外。另外，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一些可能
具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之水平結合案件也是採用CRn作為判斷依據。明確地
說，前揭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十條指出，若(i) 結合事業市場占有率總
和達到二分之一（≧50%）；(ii) 特定市場前二大事業之市場占有率達到三分
之二（≧66.66%）；或(iii) 特定市場前三大事業之市場占有率達到四分之三
（≧75%），則原則上認為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應進一步衡量整體經濟利
益。
美國對於銀行業結合之規範是一個值得特別提出來詳細說明的例子。明確
地說，美國在1995年以前對於銀行業的結合案件採取和一般產業相同的結合
標準。也就是倘若銀行結合後的HHI高於1800且變動HHI值（ ΔHHI ）高於200
（此一規範又稱為1800/200 rule），則有可能產生限制之疑慮。但是自從1995
年頒布「Bank Merger Competitive Review –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之後，
對於金融產業的結合案件則採取比較寬鬆的審查規範。明確地說，該法條例要
求，倘若結合後的HHI高於1800且△HHI值超過200，則認為該結合案有顯著
限制競爭疑慮，這樣的規範相較於1992年針對一般產業的1800/50 rule 較為寬
鬆，換言之美國當局認為由於銀行業的特殊產業結構不同於其他產業因此應採
不同的標準。Litan（1994）指出，實際上銀行業務面對很多非銀行產業與跨國
銀行集團的競爭，這些競爭者的資料並不包含在市場結構指標之中，這也是為
何銀行業必須採行一個較為寬鬆的門檻水準。具我們所知，目前只有美國對銀
行業結合案件採取一個特別的標準。如此的作法是否有其必要性是未來一個值
得投入時間進行研究的課題。
表一、台灣與新加坡使用CRn做為判定依據之門檻水準
顯著限制競爭
§3
疑慮之門檻

1

2

<15%

≧50%

>40%

20%~40%

CR2

≧66%

≧66.67%

CR3

≧75%

≧75%

§1

申報門檻
結合前
CR1
結合後
CR1

簡化作業程序
§2
之門檻

≧25%
≧33.33%

<15%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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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詳見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之說明。
§2 詳見公平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七條之說明。
§3 詳見公平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十條之說明。

表二、其他國家利用HHI與變動HHI作為判定工具之門檻水準值
美國

澳洲

歐盟

日本

適用產業

非金融

金融

全部產業

全部產業

全部產業

適用年度

1992

1995

2008

2004

2007

HHI

HHI < 1000

X

HHI < 2000

HHI <1000

HHI < 1500

HHI

1000 < HHI
< 1800

X

HHI > 2000

1000 < HHI <
2000

1500 < HHI <
2500

△HHI

X

X

△HHI <
100

△HHI < 250

△HHI < 250

HHI

HHI > 1800

HHI < 1800

X

HHI > 2000

HHI > 2500

△HHI

△HHI < 50

△HHI <
200

X

△HHI < 150

△HHI < 150

此指水平結合

此指水平結合

附註

3. HHI與CRn分析結果的一致性
Bikker and Haaf（2002）指出HHI和CR3相關係數高達98％，Pepall et
al.（2005）更是直接說，HHI和CR4總是再訴說同一件事。也就是說，HHI和
CRn的分析結果是相當地一致的。為了進一步探討台灣銀行業結合案對於市場
結構可能產生的影響，以下我們將以2008年底台灣銀行業的現況資料作為基
9

礎， 並將金融商品市場區分為全體本國銀行之存款、放款、中小企業放款、
信用卡有效數、信用卡流通卡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餘額等進行模擬分析，

10,11

據此探討銀行結合對於銀行業市場之CRn、HHI、及△HHI等結構可能產生的
影響，相關結果列於表三至表八。綜而言之，分析的結果同樣指出HHI和CRn
9
10

11

國內各銀行之相關業務資料，煩請參見附表一。
謝易宏（2008）討論金融控股公司之競爭規範時也有類似的分類方式。該文強調，
由於金控的產品十分多元，因此必須要針對參與結合機構之「法定業務別」進行分
類。本文的分析對象是銀行，也有相同的問題，因此我們針對銀行產業的各種產品
別進行分析。
房屋貸款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銀行業務，但受限於資料不足，本文不得不忽略這個
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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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具有相當高的一致性，以下將詳細說明計算的方式與步驟。
我們首先計算目前本國全部37家銀行各個業務別的HHI指標。以為本國存
款市場為例，台灣銀行業的存款市場之HHI值為564.49。倘若我們隨機任意選
取兩家銀行並使其結合，並據此計算結合後HHI指標的數值，則可以得到該
結合案對於HHI指標變動程度的影響。重複這個步驟10000次，如此可以求得
10000個結合案對於HHI指標的影響，並可以進一步地歸納HHI指標的分配狀
況，我們將相關的分析結果放置在表三之中。據此，我們發現結合後的HHI最
小值為564.53，中位數（也就是第50個百分位數）為569.35，第95個百分位數
為622.68，最大值為790.23。另一方面，藉由計算結合後的HHI值與原始值的
差異即可求得變動HHI值（△HHI）的分配情形。表三中的數據指出：結合後
的HHI變動值最小值為0.04，中位數為4.85，第95個百分位數為58.19，最大值
為225.74。
依循同樣的方式，我們仍舊依照各業務別計算台灣銀行業目前的CRn等指
標；再隨機任選其中兩家進行結合計算任兩家銀行結合後的CR1至CR5，重複
模擬10000次並將相關的資料呈現在表三至表八之中。模擬的結果指出，台灣
的存款市場目前最大市占率廠商的CR1為12.95%，結合之後的CR1介於12.95%
到21.67%之間，中位數為12.95%，第99個百分位數為15.83%。其實，以台灣
目前銀行的存款或放款規模來看，任兩家銀行結合後的CR1最大值皆不超過
22%，CR2最大值皆低於30%，CR3最大皆低於37%；中小企業放款之其CR1最
大值為23.46%，CR2最大值為33.15%，CR3最大為42.21%；信用卡之CR1最大
值皆不超過31%，CR2則皆低於40%，CR3低於50%。
信用卡與衍生性金融商品餘額是兩個比較特別的市場，值得特別提出說
明。表七顯示，信用卡市場的HHI值為731.5。銀行結合後的HHI介於731.5到
1068.62之間，中位數為735.56，第99個百分位數為894.32。這些數值明顯低於
美國的1800之標準。另外，倘若以CRn來看，銀行結合以後的CR1介於16.09%
到26.57%之間，仍未達到公平法要求必須申報的門檻水準（結合後的CR1超過
1/3）。另外，國內的衍生性金融商品餘額市場是一個相對集中的市場，表八
的數據顯示，該市場的HHI值高達1671.49，而且CR1也高達35.64%。此外，任
兩家銀行結合後的HHI介於1671.49到2470.62之間，CR1則可能介於35.64%到
46.58%之間。但仔細分析台灣的衍生性金融商品餘額市場可以發現，由於除了
銀行業外，證券業及保險業等金融機構亦皆有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但表八之
中的集中度指標是根據銀行所承做之業務計算而得的結果，也就是說該指標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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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有明顯偏高的傾向。因此我們認為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之HHI值不宜作為銀
行業之市場衡量指標。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得知：按目前「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
理原則」而言，並沒有任兩家銀行結合會超過處理原則第十條之規範（包括：
（一）結合事業市場占有率總和達到二分之一。（二）特定市場前二大事業之
市場占有率達到三分之二。（三）特定市場前三大事業之市場占有率達到四分
之三），並不至於構成「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但是，以存款與放款為例，
由於其CR1（也就是任兩銀行結合後的最大CR1值）的第99百分位數分別為：
15.83%與15.63%，皆略高於15%，同時考慮其最大CR2與CR3值都低於66%與
75%，因此我們認為根據處理原則第七條而言，任兩家銀行結合時，約有不高
12

於1%的機率不適用於簡化作業程序。

倘若以新加坡規範標準做為門檻，則表三至表七的結果顯示，銀行結合之
後的CR1最大值皆低於31%（< 40%），另CR3最大值亦低於50%（< 70%），
也就是台灣銀行業任兩家銀行結合並不會造成競爭疑慮。雖然新加坡之規範是
針對一般產業，並未考量銀行產業的特性。倘若根據美國規範銀行業的精神，
採取一個比較寬鬆的標準進行管制，則銀行業之結合更不會產生競爭之疑慮
了。另外，倘若以美國司法部門所認定的1800/200 法則作為判斷依據，則台灣
銀行業結合之後，除了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之外，其他業務的HHI值皆不高於
1800之標準。雖然△HHI值可能會高於200，但仔細觀察這些表格可以發現，
銀行業結合後的△HHI值的第99個百分位數皆低於200。也就是說若僅按美國
司法部針對銀行業結合之△HHI值規範標準，台灣因為銀行業結合而產生顯著
競爭疑慮的機率不高於1%，此一結果似乎與當前台灣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
第七條的規範一致。
表三、HHI與CRn分析結果的一致性：以本國銀行存款為例

12

10000次隨機模擬

原始HHI

結合後HHI

變動HHI

最小值

564.4931

564.5361

0.043

第5百分位數

564.4931

564.8226

0.3295

第25百分位數

564.4931

566.0424

1.5493

第50百分位數

564.4931

569.3469

4.8538

需注意的是，上述說明並未考慮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3款的規定，即：結合事業
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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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百分位數

564.4931

577.5623

13.0692

第95百分位數

564.4931

622.6776

58.1845

第99百分位數

564.4931

670.4884

105.9953

最大值

564.4931

790.2349

225.7418

10000次隨機模擬

CR1

CR2

CR3

CR4

CR5

最小值

12.95%

21.67%

28.91%

35.00%

41.08%

第5百分位數

12.95%

21.67%

28.91%

35.00%

41.08%

第25百分位數

12.95%

21.67%

28.91%

35.00%

41.08%

第50百分位數

12.95%

21.67%

28.91%

35.00%

41.08%

第75百分位數

12.95%

21.67%

28.91%

35.63%

41.72%

第95百分位數

12.95%

23.94%

32.41%

39.25%

45.33%

第99百分位數

15.83%

26.60%

35.00%

41.08%

46.81%

最大值

21.67%

28.91%

35.00%

41.08%

46.81%

表四、HHI與CRn分析結果的一致性：以本國銀行放款與貼現為例
10000次隨機模擬

原始HHI

結合後HHI

變動HHI

最小值

572.7475

572.8152

0.0677

第5百分位數

572.7475

573.118

0.3704

第25百分位數

572.7475

574.0832

1.3357

第50百分位數

572.7475

577.1309

4.3834

第75百分位數

572.7475

585.2103

12.4628

第95百分位數

572.7475

637.6388

64.8912

第99百分位數

572.7475

688.3516

115.6041

最大值

572.7475

788.2924

215.5449

10000次隨機模擬

CR1

CR2

CR3

CR4

CR5

最小值

10.80%

20.78%

29.22%

36.33%

42.64%

第5百分位數

10.80%

20.78%

29.22%

36.33%

42.64%

第25百分位數

10.80%

20.78%

29.22%

36.33%

42.64%

第50百分位數

10.80%

20.78%

29.22%

36.33%

4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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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百分位數

10.80%

20.78%

29.22%

36.64%

43.21%

第95百分位數

12.50%

23.23%

32.29%

40.42%

47.03%

第99百分位數

15.63%

26.13%

35.34%

42.64%

48.76%

最大值

20.78%

29.22%

36.33%

42.64%

48.76%

表五、HHI與CRn分析結果的一致性：以本國銀行中小企業授信為例
10000次隨機模擬

原始HHI

結合後HHI

變動HHI

最小值

709.4689

709.4767

0.0078

第5百分位數

709.4689

709.5297

0.0608

第25百分位數

709.4689

709.8807

0.4118

第50百分位數

709.4689

711.4856

2.0167

第75百分位數

709.4689

719.8475

10.3786

第95百分位數

709.4689

772.5321

63.0632

第99百分位數

709.4689

893.1447

183.6758

最大值

709.4689

982.2516

272.7827

10000次隨機模擬

CR1

CR2

CR3

CR4

CR5

最小值

12.84%

23.46%

33.15%

42.21%

49.46%

第5百分位數

12.84%

23.46%

33.15%

42.21%

49.46%

第25百分位數

12.84%

23.46%

33.15%

42.21%

49.46%

第50百分位數

12.84%

23.46%

33.15%

42.21%

49.46%

第75百分位數

12.84%

23.46%

33.15%

42.29%

49.74%

第95百分位數

14.40%

25.92%

35.77%

44.82%

52.86%

第99百分位數

19.71%

31.58%

42.21%

49.46%

56.61%

最大值

23.46%

33.15%

42.21%

49.46%

56.61%

表六、HHI與CRn分析結果的一致性：以本國銀行信用卡有效卡為例
10000次隨機模擬

原始HHI

結合後HHI

變動HHI

最小值

883.97

883.97

0

第5百分位數

883.97

884.01

0.04

第25百分位數

883.97

884.43

0.46

第50百分位數

883.97

886.32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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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百分位數

883.97

894.05

10.09

第95百分位數

883.97

936.37

52.41

第99百分位數

883.97

1061.05

177.08

最大值

883.97

1312.67

428.71

10000次隨機模擬

CR1

CR2

CR3

CR4

CR5

最小值

19.47%

30.48%

39.67%

48.10%

56.43%

第5百分位數

19.47%

30.48%

39.67%

48.10%

56.43%

第25百分位數

19.47%

30.48%

39.67%

48.10%

56.43%

第50百分位數

19.47%

30.48%

39.67%

48.10%

56.43%

第75百分位數

19.47%

30.48%

39.67%

48.32%

56.74%

第95百分位數

19.47%

32.10%

42.11%

50.90%

59.32%

第99百分位數

21.74%

38.52%

48.01%

56.43%

64.48%

最大值

30.48%

39.67%

48.10%

56.43%

64.48%

表七、HHI與CRn分析結果的一致性:以本國銀行信用卡流通卡為例市占率
0000次隨機模擬

原始HHI

結合後HHI

變動HHI

最小值

731.5

731.5

0

第5百分位數

731.5

731.56

0.06

第25百分位數

731.5

732.3

0.8

第50百分位數

731.5

735.56

4.06

第75百分位數

731.5

745.51

14.01

第95百分位數

731.5

784.84

53.34

第99百分位數

731.5

894.32

162.82

最大值

731.5

1068.62

337.12

10000次隨機模擬

CR1

CR2

CR3

CR4

CR5

最小值

16.09%

26.57%

35.50%

43.75%

51.52%

第5百分位數

16.09%

26.57%

35.50%

43.75%

51.52%

第25百分位數

16.09%

26.57%

35.50%

43.75%

51.52%

第50百分位數

16.09%

26.57%

35.50%

43.75%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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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百分位數

16.09%

26.57%

35.50%

43.83%

51.82%

第95百分位數

16.09%

28.37%

38.05%

46.73%

54.50%

第99百分位數

18.73%

33.44%

43.27%

51.52%

58.40%

最大值

26.57%

35.50%

43.75%

51.52%

58.40%

表八、HHI與CRn分析結果的一致性:以本國銀行衍生性金融商品餘額為例
10000次隨機模擬

原始HHI

結合後HHI

變動HHI

最小值

1671.49

1671.49

0

第5百分位數

1671.49

1671.49

0

第25百分位數

1671.49

1671.51

0.02

第50百分位數

1671.49

1671.72

0.23

第75百分位數

1671.49

1674.52

3.03

第95百分位數

1671.49

1739.34

67.85

第99百分位數

1671.49

2019.26

347.77

最大值

1671.49

2470.62

799.13

10000次隨機模擬

CR1

CR2

CR3

CR4

CR5

最小值

35.64%

46.85%

55.93%

63.10%

69.96%

第5百分位數

35.64%

46.85%

55.93%

63.10%

69.96%

第25百分位數

35.64%

46.85%

55.93%

63.10%

69.96%

第50百分位數

35.64%

46.85%

55.93%

63.10%

69.96%

第75百分位數

35.64%

46.85%

55.93%

63.10%

69.98%

第95百分位數

35.65%

47.90%

57.89%

65.93%

73.10%

第99百分位數

39.41%

53.71%

62.79%

69.96%

75.08%

最大值

46.85%

55.93%

63.10%

69.96%

75.08%

二、非量化指標
各國在審酌結合案件時，量化指標之分析往往僅是開端，究竟係爭結合是
否會造成限制競爭之虞，尚須參酌「非量化指標」，始能作成是否許可或不禁
止結合之決定。
所謂「非量化指標」，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
則」第9條規定如下：「一般作業程序之水平結合申報案件，本會得考量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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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以評估該結合之限制競爭效果：（一）單方效果：結合後，參與結合事
業得以不受市場競爭之拘束，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能力。前揭情形，本
會可依結合事業市場占有率；商品或服務同質性；產能及進口競爭等因素進行
評估。（二）共同效果：結合後，結合事業與其競爭者相互約束事業活動、或
雖未相互約束，但採取一致性之行為，使市場實際上不存在競爭之情形。前揭
情形得就市場狀態是否有利於事業為聯合行為，監控違反行為之難易程度，以
及懲罰之有效性等三方面進行評估。（三）參進程度：包含潛在競爭者參進之
可能性與及時性，及是否能對於市場內既有業者形成競爭壓力。（四）抗衡力
量：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箝制結合事業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能
力。（五）其他影響限制競爭效果之因素。」
以下茲結合銀行產業的經濟特性與消費者消費習慣等因素，進一步闡述前
揭各項非量化之審查指標：
1. 參進程度（entry analysis）
倘係爭市場之事業為提供商品或服務所需投入之資金或沉沒成本越高、消
費者轉換商品或服務提供者之可能性越低時，即表示此一市場之參進障礙較
高，也就是說，係爭市場因結合而減少市場競爭者之同時，不能迅速產生新的
競爭者以形成競爭壓力，如此亦可能擴大前述結合所生之單方效果與共同效
果。同時，主管機關往往會以過去一段時間內，該系爭市場是否有新事業之加
入，以判斷其參進程度高低。
以金融服務市場而言，市場參進障礙可謂極高，且消費者轉換商品或
服務提供者之可能性較低。原因在於，金融市場可以說是由關係所建立之
市場（relationships markets），消費者於銀行所開立活期存款帳戶（current
account），往往為消費者與銀行建立關係的第一步（gateways），雙方關係由
此建立，其他的金融服務也由此而生。銀行藉由與客戶間之關係，逐步建立對
客戶資訊之蒐集分析，例如營收、風險與報酬的相關資料。由於銀行必須透過
與客戶間之關係逐步累積資訊，致使新銀行或其他競爭對手對於客戶常處於資
訊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弱勢地位，從而往往較難爭取到同業客
戶。倘新銀行或其他銀行貿然以低利率的方式吸引客戶，反而可能吸引到違約
風險較高的客戶，也因此金融服務市場的參進障礙較高。同時，許多金融服務
之提供必須透過銀行設立於各地分行進行之，分行之建立往往需要投入相當資
源，這也造成了金融服務市場參進之高門檻。雖然現今網路銀行之使用已逐漸
普及，可部分減少銀行設置分行所投入之資源，但對於某些客戶的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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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小企業，還是必須透過分行與之接觸，並藉此蒐集建立客戶資料，又如
某些較複雜投資型金融商品之銷售，也必須透過與客戶面對面進行資訊揭露與
適合性分析後始能為之，故分行的建立與金融服務人員的培養，均為銀行業不
能忽視的重要參進成本。
此外，消費者往往也不願意承擔轉換交易銀行所帶來的種種麻煩，消費
者低轉換率也增加新事業的參進障礙。以銀行之企業客戶為例，銀行可能為
其提供包括支付功能、放款功能、資金管理、金融市場服務等套裝金融服務
（banking package），倘轉換某一項金融服務的交易銀行，有可能使客戶無法
享受其他服務之優惠，或者必須進行耗時費日相關資訊的變更。特別是中小企
業客戶，由於資訊取得成本之關係，其多僅能與企業所在地之銀行往來，相對
而言，其選擇交易對象數量較少，轉換的可能性也比較低。又如銀行所提供之
財富管理服務，由於有價證券、共同基金等金融商品具有不確定性，屬於「信
任品（trust goods）」，有賴於銀行資產管理之專業能力，相對而言，客戶處
於資訊之弱勢，其往往難以判斷銀行於此之專業能力如何，在極難比較銀行所
提供服務品質好壞與價格高低的情況下，客戶轉換銀行的可能性即降低。
2. 單方效果（Unilateral effects, non-coordinated effects）
倘結合事業之占有率越高、所擁有的智慧財產權較多、商品或服務之異質
性越高、市場參進障礙越高，或者消費者轉換商品或服務提供者之可能性越低
時，即表示此一結合將產生單方效果，使結合事業有片面提高商品或服務價格
之能力，從而產生限制競爭、損害消費者之結果。
金融市場由於前述參進障礙高、消費者轉換可能性低等特點，致使結合所
生之單方效果可能較其他產業顯著。此外，過去較少聽聞金融商品有申請專利
權者，但自美國聯邦法院於1998年允許商業方法申請專利後，包括日本、歐盟
13

與我國在內已有越來越來的金融商品專利之出現 。倘金融商品專利化成為趨
13

參閱叢宏文（2005，頁68-89）。台灣第一個與金融商品有關的專利，為網路標
會專利（浮動利率資金交易平台），林瑩秋，左派政治犯簡永松變「網路標會」
發明人，商業週刊第1081期，2008年8月11日（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
webfineprint.php?id=34035，最後瀏覽日2009/11/8）。有認為，從過去金融產業的慣
例與發展經驗來看，金融產業在沒有專利權的保護下，相關商品與服務仍能不斷推
陳出新，倘引進專利保護概念，是否會造成金融產業的停滯甚或衰退，值得深思。
蓋金融業相較於其他高度仰賴專利技術發展的產業，有其特殊性。金融商品具有未
來性、價值不確定等特型，此類特性決定了金融業為具有高度參進障礙的產業、受
主管機關高度監管，同時，消費者在決定是否購買金融商品或服務時，也會考慮金
融機構本身的條件如名聲與信用等。是故，吾人對於金融商品專利是否應採取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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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可預見將對銀行結合所生之單方效果產生促進的作用。
3. 共同效果（Coordinated effects）
倘結合後，市場競爭者家數越少、競爭者規模越近似、商品或服務同質性
越高、市場與行銷策略越接近、商品或服務之定價越透明、取得其他市場競爭
者資訊越容易時，即表示此一結合將產生共同效果，使結合後之市場競爭者
彼此間有機會透過明示或默示的協同互動，共同決定交易價格或條件，或者劃
分市場，降低市場競爭條件並損害消費者利益。此外，倘係爭市場之參與者過
往即有共同行為之紀錄，也將增加主管機關認定其有進行共同行為之虞的可能
性。
以金融市場而言，由於存在有前述持續性關係作為基礎形成之市場，以及
由此而生之資訊不對稱現象，加之客戶轉換交往銀行有其成本考量（switching
costs）等因素，市占率（market share）即為一銀行發展的重要因素。是故，倘
係爭金融市場存在有市占率較小的銀行，其往往為求市占率之增加，會進行種
價格與非價格的競爭策略，例如降低商品售價以吸引客戶提高市占率，而非以
最大化現有客戶服務之收益(例如提高商品售價)為其主要之經營策略，從而成
為市場上重要的競爭力量（competition force）。反之，倘結合將使此一強而有
力的市場競爭力量消失，結合後之市場占有率形成較為平均之狀態，則市場競
爭者之經營策略將轉向以提高其對現有客戶所提供服務之受益，從而增加商品
或服務之售價，事業以單方行為進行價格調整的可能性即增加。也就是說，倘
金融市場中存在有銀行規模差異較大的情況，則共同行為之難度較高。
此外，原則上而言，個人金融市場比企業金融市場更具透明度，從而增加
同業監督彼此間遵守共同行為之可能性。但金融市場中商品的同質性高低或有
不同。有些商品成本結構單純，有些同類商品各銀行之成本結構卻有所不同，
例如信用卡發卡市場，由於涉及現金回饋、贈品兌換、里程數累積等成本因
素，將使市場參與者進行共同行為的難度增加。
4. 抗衡力量
倘係爭市場中，係以結合事業所處之一方，為買賣交易關係中居於主導地
位者，而交易相對人處於交易之弱勢時，則表示此一市場將因為市場競爭者減
少，致使交易相對人處於更為不利之地位；反之，倘結合事業於交易關係中係
居於弱勢之一方，則由於交易相對人有較強之締約能力與之對抗。簡言之，倘
嚴格的審核標準，仍值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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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爭市場為「買方市場」，則結合所生之限制競爭效果將可能獲得某一程度之
14

緩和 ；倘係爭市場為「賣方市場」，則結合將強化限制競爭之效果。
以金融市場而言，金融服務之提供往往涉及專業知識，客戶作為資訊弱勢
之一方，往往無從進行締約條件之磋商，特別是對中小企業與消費者而言，在
某些較為複雜或涉及跨國金融服務的交易中，大型企業往往亦為弱勢。因之，
金融市場的非買方市場特性，將使結合之限制競爭效果擴大。
5. 其他影響限制競爭效果之因素
倘參與結合之事業原為市場中競爭力較強之參與者，則結合案將使此一競
爭動能（competition force）消失，則將加深結合所生限制競爭之疑慮。
另外，倘參與結合事業中有垂危事業（failing firm）者，主管機關亦會與
特殊考慮。
以美國1992年頒布的「1992年水平結合指導原則（1992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為例，其規定，倘參與結合之企業有瀕臨倒閉者，其可提出
「垂危事業抗辯（the failing firm defense）」，則在符合以下條件的情況下，
縱或結合將造成參與結合之其他企業（下稱存續企業）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有
所提升，結合案件也不會因而被禁止：
(1)已無任何方式可將此垂危事業留在該相關市場中。
(2)即便此一結合案件被禁止，該垂危事業之市占率亦將無可避免的移轉
至存續企業。
(3)沒有其他的買家或方式可以減少此一結合案件可能對市場競爭條件所
帶來的不利益。
有此可知，「垂危事業抗辯（the failing firm defense）」的基本理論是，
此時的結合並非造成限制或改變競爭條件的主要原因，參與結合之一的事業將
面臨倒閉而退出市場才是導致該相關市場競爭條件與環境改變的原因，倘不允
許此一結合，則仍存在於該市場的參與者，其市場占有率也必然有所提升，也
會造成人員、設備等既有資源之損失。然依美國結合審查實務，參與結合之事
15

業能夠成功主張此一抗辯者並不多見，蓋要符合前述條件並不容易 。
14
15

參見何之邁（2003）。
然在面臨金融危機時，是否應放寬此一「垂危事業抗辯抗辯」之適用範圍呢？此次
金融風暴後，美國司法部特別指出，金融危機下之銀行結合，亦無須擴張原本即設
計適用於所有產業結合之「垂危事業抗辯（failing firm defense）」的適用原則與範
圍；也就是說，實質審查內容不改變，只不過在程序上可經由金融主管機關認定應
否適用「加速審查程序」。除此之外，雖然依照銀行結合法，金融監理機關依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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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非量化指標往往較為抽象，極難具體描述，又我國銀行業仍存在銀行
過多（overbanking）之現象，目前尚未見有銀行結合案件產生限制競爭之虞而
遭我國公平會禁止結合者。許多國際有趣判例是相當經典的，例如2007年歐盟
執委會（EC Commission）審查富通銀行（Fortis）與荷蘭銀行（ABN AMRO）
結合案之判例就相當值得研究。受限於篇幅限制，本文並無法進行詳細的說明
與討論，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見張大成等人（2009）之說明。

參、銀行結合檢查表設計
16

檢查表區分成兩階段： 第一階段先評估銀行結合對於金融市場競爭程度
可能產生的影響，分別採取量化和非量化指標來進行評估。倘若判定銀行結合
之後對於金融市場不會產生競爭之疑慮，則主管機關不應禁止這個結合案。但
倘若該結合案件無法滿足第一階段的量化與非量化指標，表示該結合案件可能
會對金融市場產生競爭之疑慮，就必須進入第二階段的整體經濟利益及公共利
益影響之評估。假若評估的結果指出，結合案的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
不利益，則主管機關不應禁止這個結合案件。

第一階段：檢視銀行結合是否有無限制競爭之效果
根據「公平交易法」、「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
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審查辦法」，銀行結合應先評估結合之後是否會
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評估的方式區分成量化指標與非量化指標，分述如下：
量化指標
我們建議分析銀行結合對於CRn可能產生的影響。明確地說，若某一銀行
結合案，若各種業務，包括存款、放款、中小企業放款以及信用卡有效卡數等
業務，之CR1、CR2及CR3值皆不高於下表，則認定該結合案之「限制競爭疑
慮」並不太高。反之，若某一結合案其不同業務之CR1、CR2及CR3值有高於
下表之數值，則該結合案有比較明顯的限制競爭之效果。

16

認定結合案件為無須經競爭主管機關提供競爭分析之「緊急案件」，但由此次金融
風暴後，金融監理機關處理金融業結合之情況來看，金融監理機構對是否構成「緊
急案件」之認定十分謹慎，不輕易否定競爭主管機關於競爭政策上之權限，顯見機
關的自我克制與互相尊重，也是法規制度得以順利運作的重要原因。
美國1995年頒布「Bank Merger Competitive Review –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也
是採取兩階段的審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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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銀行結合後CRn的門檻水準
結合後CR1

結合後CR2

結合後CR3

存款

30%

50%

70%

放款與貼現

30%

50%

70%

中小企業放款

30%

50%

70%

信用卡有效卡

30%

50%

70%

關於表九有幾點必須補充說明：首先，考量銀行產業的集中度都很小這項
特性，因此銀行結合之後各項業務的市占率要超過30%的機會是十分渺茫的。
是以，表九所建議的門檻水準值比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十條的門檻水準來得
嚴格。其次，中小企業放款存在比較高的風險，因此銀行承做該業務的意願並
不高。但由於我國一直都是以中小企業為產業的主要結構，因此對中小企業放
款一直是政府鼓勵的業務之一。有鑑於此，我們認為銀行結合後的中小企業放
款的集中度指標之門檻水準未必與其他業務的門檻相同，應該保留一些彈性空
間給結合案的審查委員進行裁量。第三，銀行的業務眾多，表九中僅建議審查
較為重要的三項業務。至於其他業務是否有必要一併考量，應該視結合案是否
有其特殊性而定。
非量化指標
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95.6.15）第九條之規
定，「一般作業程序之水平結合申報案件，本會得考量下列因素，以評估該結
合之限制競爭效果：（一）單方效果：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得以不受市場競
爭之拘束，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能力。前揭情形，本會可依結合事業市
場占有率；商品或服務同質性；產能及進口競爭等因素進行評估。（二）共同
效果：結合後，結合事業與其競爭者相互約束事業活動、或雖未相互約束，但
採取一致性之行為，使市場實際上不存在競爭之情形。前揭情形得就市場狀態
是否有利於事業為聯合行為，監控違反行為之難易程度，以及懲罰之有效性等
三方面進行評估。（三）參進程度：包含潛在競爭者參進之可能性與及時性，
及是否能對於市場內既有業者形成競爭壓力。（四）抗衡力量：交易相對人或
潛在交易相對人箝制結合事業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能力。（五）其他影
響限制競爭效果之因素。」此外，「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審查辦法」第十條
亦明確指出，必須考量銀行結合是否會存在濫用市場地位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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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我們建議兩個重要指標做為審查銀行結合時的依據。
指標一：銀行結合後，是否會造成某一縣或市產生地理市場之競爭減損疑慮？
指標二：結合一方過去（3年）是否有被公平會糾正之不當聯合壟斷行為？
關於上面兩個非量化指標有兩點必須加以補充說明：第一，台灣地小人
稠，銀行十分密集，銀行家數也十分眾多。表十整理台灣各縣市的銀行家數，
據此可以發現台灣的銀行分配的十分不平均，都會區的銀行十分眾多，但非都
會區的銀行家數則明顯少了很多。其中，連江縣只有一家銀行，而金門縣與澎
湖縣的銀行家數也呈獻個位數狀態。因此，銀行結合之後是否會造成這些地區
的市場減損疑慮必須特別加以考量。其次，本研究僅限定在本國銀行這個樣本
上，不包含外國銀行、郵匯局、信用合作社與農漁會的金融機構。因此，銀行
結合之後對於市場減損影響分析時，應再納入這些非本國銀行的金融機構之考
量。另外，指標一是以行政區域作為分類依據，然而民眾對於銀行的需求卻未
必會同步發生在同一縣市之中。因此，許多研究與國內外判例均是以地理市場
作為區分標準。這一點也是使用指標一時必須要特別小心的。
第二，雖然銀行結合造成地理現象之減損是一件相當重要的指標。然而，
非都會區的人口與公司數目較少，對於銀行業來說是比較不容易營利的地區。
因此，銀行普遍不太喜歡到這些市場經營。有鑑於此，當我們在考量銀行結合
對於競爭減損之影響時，似乎也應該要一併考量非都會區對於銀行的需求。
評估方式：對於結合案，主管機關應該就上述的量化與非量化指標進行審
查。倘若該結合案通過第一階段的量化指標與非量化指標測試，表示該結合對
於市場不會限制競爭之疑慮，主管機關不應禁止該結合案。但倘若結合案無法
通過以上的量化與非量化指標，意味該結合案可能會對市場產生限制競爭之疑
慮，則應進入第二階段進行更深入地審查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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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各縣市的銀行家數
縣、市

分行家數

縣、市

分行家數

台北市

946

台北縣

529

桃園縣

250

新竹市

82

新竹縣

53

苗栗縣

45

台中縣

127

台中市

226

彰化縣

107

雲林縣

50

嘉義市

52

嘉義縣

18

台南縣

98

台南市

137

高雄縣

103

高雄市

302

基隆市

26

宜蘭縣

39

南投縣

38

花蓮縣

23

台東縣

13

屏東縣

75

連江縣

1

金門縣

4

澎湖縣

5

第二階段：檢視銀行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
如果第一階段的審查認定該結合案可能存在限制競爭之效果，因此有必要
進一步評估結合案之整體經濟利益。除非結合的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
不利益，否則不應允許該結合案。為了這個目的，我們建議主管機關應要求結
合事業單位主動提供檢查表以下所列舉事項之相關訊息，再由主管機關進行相
關資料之搜集整理與第二階段之「整體經濟利益」評估。
我們建議以表十一中所規劃的幾個面向來衡量整體經濟利益，結合銀行需
自行說明底下各項結合說明要項。並經由銀行業結合審查委員會審查，得分超
過70分者則不禁止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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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整體經濟利益之衡量
題號 配分

問題

說明（參考證據）

10

(a)結合銀行對於新產品的研發能力（例如：MMA、黃
金存摺）是否領導同業？
相關金融商品或 (b)過去的研發成果是否有效提高經營效率，提升民眾
福利。
服務之價格及品
(c)是否獲得金融研訓院所設立的各獎項（例如：最佳
質提昇情形
業務新獎、最佳國際發展獎、最佳電子金融獎等）
或其他具有公信力單位所頒發的獎項。

10

相關金融商品或
服務之地理便利
性與種類選擇性

10

(a)配合政府金融政策而進行的結合案件。
金融業主管機關
(b)結合一方是否為垂危銀行？
之相關政策
(c)結合銀行之資源使用是否符合經濟發展趨勢？

10

(a)結合銀行雙方業務是否呈互補之利？
(b)是否達成多角化風險分散及資金成本降低二種財務
規模經濟或範疇
綜效（financial synergy）？
經濟等整體效果
(c)是否加速市場開放競爭？
(d)結合銀行對金融產業之正面影響程度？

10

經營紀錄

(a)主併銀行（3年）是否有被主管機關糾正或罰鍰？如
果有，共發聲幾次？罰款總金額？
(b)結合一方過去（3年）是否發生由工會主導之抗議事
件？共幾次？
(c)結合一方過去（3年）是否發生客戶向主管機關申訴
成功事件？共幾次？

6

10

(a)對被併（包括垂危）銀行行員之持續工作權承諾。
（例如，是否提供優於同業或勞基法的工作權承
主併銀行對員工
諾）
工作權之承諾強
(b)對被併（包括垂危）銀行行員之退休條件承諾（是
度
否優於同業或勞基法）

7

10

主併銀行與被併
銀行彼此財務狀 例如：主併銀行規模是否明顯小於被併銀行？
況對等程度。

1

2

3

4

5

(a)結合後業務經營是否多樣化？例如：欲結合銀行分
別專精於公營企業與政府機關放款與民營企業放
款，則結合有利於業務多樣化。
(b)結合案是否提升銀行之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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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

(a)結合銀行對於中小企業之放款比率、卡債協商狀
況？
結合銀行之社區
(b)相關獎項，例如金融研訓院的最佳社會責任獎，是
回饋情況？
相當好的證據。
(c)結合銀行是否繼續提供非都會區金融服務？

9

10

主併銀行之公司 (a)主併銀行之風險管理能力與程度是否優於同業？
治理狀況？
(b)主併銀行資訊揭露程度是否優於同業？

10

10

社會觀感

(a)結合案是否引起社會之不良觀感？
(b)主併銀行對於被購併銀行之控制權取得方式。例
如：是否透過公開市場收購？
(c)主 併 銀 行 之 資 金 來 源 ： 資 金 來 源 是 否 為 合 法 所
得？（例如：股東資金是否為非法所得或軍火商
所得？）資金來源是否與資金取得是之用途承諾一
致？

肆、結論
台灣目前金融機構為突破經營困境，及政府政策之種種措施，莫不以結合
為解決問題之主要策略。過去十年來，許多大型金融機構的結合為追求經濟規
模、提高市場占有率、建立完整的服務網、降低市場競爭性、網羅金融人才；
另外有許多小型金融機構則為解決經濟困境、提高經營規模；同時也有許多國
外金融機構透過購併本國銀行來進入台灣市場。在經過一番整併之後，台灣的
銀行仍舊呈現百家爭鳴，在金融自由化與國際化的歷程中，可以預見的是，未
來仍將有許多銀行將會透過結合來提升競爭力。但是，目前公平會對於銀行結
合案件的審查主要是除了依據「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審查辦法」（91年3月
27）之外，還必須滿足「公平交易法」以及「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
件之處理原則」之限制。然而，這些法條與辦法都是十分籠統，操作上並非十
分容易。因此我們希望能夠設計一個可以用來評估銀行結合案件是否符合競爭
規範的審查表，我們希望能夠提供一個容易操作的檢查表來降低處理銀行結合
案件的成本。
我們根據「公平交易法」、「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
則」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審查辦法」的精神，設計一個可以操作的兩
階段的審查表。其中，我們建議第一階段應該先評估銀行結合對於金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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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程度可能產生的影響，倘若銀行結合之後對於金融市場不會產生競爭之疑
慮，則主管機關不應禁止這個結合案。但倘若該結合案件對於金融市場可能產
生競爭之疑慮時，則必須進入第二階段的整體經濟利益及公共利益影響之評
估。如果結合案的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則主管機關不應禁止
這個結合案件。
在本文設計的銀行結合檢查表中，我們建議以前n大事業的市場占有率做
為市場集中度指標。這個指標除了具有計算方便且容易瞭解的特質之外，這個
指標與較複雜的Herfindahl-Hirschman指標所衡量出來的結果相當一致。同時，
這個指標也是目前台灣公平交易主管機關所採用的市場結構判斷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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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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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競爭主管機關對於銀行結合之量化指標相關規定

受限於篇幅，本附錄僅簡單地介紹各國競爭主管機關對於銀行結合之量化指標相關
規定與門檻水準。各國詳細的競爭限制法案的詳細內容與沿革，煩請參見張大成等
人（2009）之說明。
A. 新加坡
根據新加坡2009年5月20日所出版之「Merger Notification and Procedures Template」第
4A條，新加坡競爭委員會（Competition Commission of Singapore, the CCS）認定符合
下列兩種之情況者會有影響競爭的疑慮：1.結合後的實體市占率為40%；2.結合後實
體市占率介於20%到40%間，且結合後市場前三大廠商的CR3超過70%。
B. 德國
Bundeskartellamt於2009年分析六家銀行的三宗結合案件，其中包括：(i)2009年的
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AG）與德意志郵政銀行（Deutsche Postbank AG）；
(ii)2008年11月的德國商業銀行（Commerzbank AG）與德瑞斯頓銀行（Dresdner Bank
AG）（Allianz SE）；與(iii) 2008年12月的德國中央合作銀行（DZ Bank AG）與
WGZ銀行（WGZ Bank AG）的結合案件。他發現，銀行對於私人與企業的存放款、
劃撥儲金帳戶、信用卡發卡數、投資銀行等變數在大多數區域的市占率不超過10到
12%，；此外，子市場（建房互助協會存款、私營建築存款、保證金存款）的市占率
為13到15%，其他市場（租賃、應收帳款承購）的市占率則在10%以下，只有在國外
貿易融資與抵押債券交易在各子市場的市占率為25%。基於這些原因認為這些銀行
之結合案不會產生或強化其市場上主導的地位，因此不反對結合案。（資料來源：
Major Mergers in the Banking Sector, 2009）
C. 美國
美國對於結合的指導方針分為一般產業（1992年）與金融產業（1995年）。目前一
般產業適用之結合指導方針是在1992年4月2日所出版之「1992年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並經過1997年4月8日進行修正後的版本。其中，明確指出衡量HHI
的三項門檻值，即：(i)結合後HHI小於1000（「低度」集中市場（unconcentrated
market））；(ii)結合後HHI介於1000到1800（「中度」集中市場（moderately
concentrated market）），且結合前後HHI的變動小於100；(iii)結合後HHI超過1800
（「高度」集中市場（highly concentrated market）），但是其結合前後HHI變動小
於50。倘若HHI值未超過這三個門檻數值，則不會產生競爭疑慮的問題，不需要進
一步之審查。（資料來源：美國司法部與聯邦貿易委員會；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另外，1995年所出版之「Bank Merger Competitive
Review –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是針對金融產業的結合所設計的版本。這個指
導規範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分別為Section 1的監督（Screening）與Section 2的額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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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Additional Analysis）。明確地說，在Section 1中有經過金融機構與美國司法部
（DOJ）的審核，當HHI超出其所設定的門檻值時，會進行Section 2：「金融機構在
Section1主要依賴Screen A，為在先前聯準會（FED）所定義的地理市場來審查競爭
問題，當結合後的HHI未超過1800或HHI變動未超過200，則不會進一步去檢視結合
後競爭效果；而美國司法部會以Screen A做初步的檢視，當結合後HHI超過1800或是
HHI變動超過200時，進而繼續至Screen B；在Screen B下，如果HHI超過1800或變動
超過200時，則結合申請人可能需要提供外的資訊。」（資料來源：美國司法部）。
D. 歐盟
歐盟於2004年所出版之「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Horizontal Merger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的第19至21
條指出，HHI只做為初步衡量的指標，並明確地說明HHI與HHI變動的門檻值。明確
地說，第19條指出，「當結合後HHI小於1000時，通常是不需要進一步進行審核。」
而第20條則指出，「當結合後HHI介於1000到2000但HHI變動小於250，或是結合後
HHI超過2000但HHI變動小於150時，歐洲委員會不會認為結合後會產生影響競爭效
果之疑慮。」另外第21條指出「上述的HHI門檻值水準或是HHI變動率只做為初步
檢視使用，但是這些門檻值不會作為該結合案是否有存在影響競爭問題的推論。」
（資料來源：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E. 日本
日本於2004年5月31日初次頒布並於2007年進行修正後出版的「Guidelines to
Application of the Antimonopoly Act Concerning Review of Business Combination」之第
四部分第三點明確指出，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是以以HHI來衡量市場集中度的。倘若
以下情況 (i)結合後的HHI小於1500；以及(ii)結合後HHI大於1500但不超過2500，而
且HHI變動小於250；(iii)結合後HHI大於2500，且HHI變動小於250，發生時，則該結
合案不被認定會產生影響競爭效果之疑慮。（資料來源：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JFTC）
F. 澳洲
澳洲於2008年11月所出版之「Merger Guidelines」的第7.14條中提到：當結合後
HHI小於2000或是HHI大於2000且HHI變動小於100時，澳洲競爭暨消費者委員會
（ACCC）將不認為該結合案會產生影響競爭效果之疑慮。澳洲競爭暨消費者委員會
（ACCC）以此做為初步的指標來評估結合後是否會產生影響競爭效果之問題，並據
此判斷是否需進一步進行更大範圍的分析與檢視。（資料來源：澳洲競爭暨消費者
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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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銀行各項業務的原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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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560

30596

3630

9.09%

0.00%

1.97%

6.87%

1.17%

1.05%

0.14%

0.27%

0.04%

4.89%

3.77%

0.42%

1.96%

5.13%

1.05%

0.08%

0.01%

4151326 11.23%

715696

餘額

衍生性金融
商品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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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
0.91%
5.03%
0.23%
1.59%
0.93%
0.65%
4.16%
2.30%
1.16%
0.60%
0.14%
0.43%
0.43%
0.28%
1.72%
0.16%
N/V
N/V
N/V
N/V
N/V

196636
202336

1123652
52184
356180
208848
144440
929312
514280
258874
134201
30716
95679
97048
61453
383355
36224
N/V
N/V
N/V
N/V
N/V

日盛國際商銀

安泰商業銀行

中國信託商銀

慶豐商業銀行

台灣新光銀行

陽信商業銀行

板信商業銀行

臺灣中小企銀

渣打國際商銀

台中商業銀行

京城商業銀行

中華開發工銀

華泰商業銀行

三信商業銀行

臺灣工業銀行

全國農業金庫

大台北商銀

中國輸出入銀行

荷商荷蘭銀行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美商花旗銀行

新加坡星展銀行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網頁與銀行公會網頁

1.09%

244376

大眾商業銀行

N/V

N/V

N/V

N/V

N/V

27178

86377

67624

79405

81956

80017

106302

204675

314958

895725

124438

168777

283359

42702

845733

183963

140673

222476

N/V

N/V

N/V

N/V

N/V

0.15%

0.47%

0.37%

0.43%

0.45%

0.43%

0.58%

1.11%

1.71%

4.87%

0.68%

0.92%

1.54%

0.23%

4.59%

1.00%

0.76%

1.21%

N/V

N/V

N/V

N/V

4367

1484

N/V

2519

9035

18290

2351

23722

71512

14983

289149

18914

21652

33374

3350

66430

48079

6845

4321
74782

197228

201443
0.41%

1.09%

1.11%
258550

461824

468248
0.81%

1.45%

1.47%
96442

68924

286226
0.26%

0.19%

0.77%

411522

623455

N/V

N/V

N/V

N/V

19419

8312

N/V

22873

55205

175212

134274

N/V

56183

442705

307717

N/V

5004

N/V 1178477

N/V

N/V

0.15%

0.05%

N/V

0.08%

0.30%

0.61%

0.08%

0.79%

2.40%

0.50%

9.69%

0.63%

0.73%

1.12%

0.11%

N/V

N/V

N/V

N/V

25133

12177

N/V

49483

106810

393268

354667

N/V

119395

945335

749584

768562
0.03%

12160

6.48% 1865951

2.26%

3.43% 1182706

N/V

N/V

N/V

N/V

0.11%

0.05%

N/V

0.13%

0.30%

0.96%

0.74%

N/V

0.31%

2.44%

1.69%

0.04%

5.87%

2.42%

3.72%

N/V

N/V

N/V

N/V

0.08%

0.04%

N/V

0.16%

0.34%

1.24%

1.12%

N/V

0.38%

2.97%

2.36%

N/V

N/V

N/V

N/V

N/V

0

51572

99370

4090

4386

1383734

11270

29800

2656124

79726

5554

7564

150602

6358

N/V

N/V

N/V

N/V

N/V

0.00%

0.14%

0.27%

0.01%

0.01%

3.74%

0.03%

0.08%

7.18%

0.22%

0.01%

0.02%

0.41%

0.02%

2.23% 3538766 19.47% 5117509 16.09% 13198912 35.69%

1.61%

0.23%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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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胡教授均立（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主席、發表人、各位先進：
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來這邊拜讀這篇大作。敝人也準備了一個投影片檔
案，來協助評論的進行。剛剛張教授報告的時間非常有限，所以我再很簡單的
說明一下他這篇文章的貢獻，以及目前發現的重要性。如同在這篇文章一開始
跟各位報告的，目前公平會就銀行業者進行結合案的審查，並沒有一個比較特
別的審查原則，我們知道銀行業跟其它的製造業有非常不同的地方，比如我們
知道金融它是經濟的血液，所以在金融的不管是存款、放款、或是像外匯操
作、信用卡的業務，它涉及的面非常的廣泛，所以常常會產生蝴蝶效應，就是
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它的效應可能會擴大。在這種情況下，公平會在審理銀行
業者結合案件的時候常常遇到一些困擾，就是事實上它有其他的主管機關例如
像金管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事實上是有必要針對這樣重要的一個產業、影
響這麼廣的一個產業，特別去提出這樣審查表的設計，所以這篇文章是建立在
這樣特殊的貢獻上。
此外，由剛才張教授報告及文章裡面看到，我們可以知道本文引用了非常
多經濟學上理論的依據，並就台灣的結合案件，針對不同的業務項目上做了一
萬次隨機抽樣的模擬。所以實際上這樣的作法在相關議題的中文文獻中非常稀
有，這篇文章的理論跟實證內容也非常豐富。更重要的是，在實際審查的需要
上，很多委員都認為如果能夠有一個表格，把量化跟非量化的因素納入，是不
是將來在審查上可以更為周延，能夠確保整體經濟利益的促進大於限制競爭之
不利益，以及是否可減少這樣的結合案帶給社會其他競爭以外的相關衝擊，所
以這樣的檢查表的提出是非常的重要。
從剛才張教授的報告裡，我們發現：本文之重點不完全是在於我們已經知
道的傳統的市占率或市場集中度這樣的量化指標的計算。根據他們針對不同業
務項目市占率隨機抽樣一萬次的模擬，可以得知：如果按照美國的標準，我們
不管任意哪兩家就現況的情況下來進行結合，其實都還是符合美國司法部的規
範。比如說我們知道前一陣子有些銀行，尤其是公營行庫，傳聞它可能要跟民
營的機構公司來做結合的時候，這時候比如說公會代表、一般的中小企業，它
們就會有很多方面的疑慮。某些案件在量化指標上可以通過，但在非量化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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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仍有爭議，將來審查很多重點勢必就會納入這些所謂非量化的指標。如同張
教授所報告的，對於現有員工工作權的保障、社會觀感、對於廣義的整體經濟
利益等的影響及衝擊，就是將來審查時必須要去考量的。
這篇文章也提到不能完全把歐美的標準直接移植，比如台灣百分之九十八
的廠商屬於中小企業，銀行併購後，如果他併購消滅的對象是屬於本土性的金
融機構，將來中小企業在尋求放款上，它可能會處於不利的因素，另外地理
上還要考慮都會區的需求，所以這篇文章相對於過去比較依循歐美的架構的文
獻，它有很多本土因素上、合理性、跟特殊考量，故本文結論的可行性就大幅
提高了。
因為我是評論人，基於職責必須要提出一些小小的建議請作者參酌：作者
其實非常用心，所以看起來事實上有三篇文章，第一部份我們可以看到他就各
國銀行的制度、在結合案的規範及審查上的依據，做了一個整理。第二部分就
我國本土銀行做結合後產生的市場集中度等等的變化，做了一個模擬。第三部
分根據以上所說的提出一個檢查表。但是如果將來要投稿《公平交易季刊》，
現行版本可能還是要做一個精簡。至於將來改寫的重點，這篇文章最精采的部
分應該是在於兩階段檢查表，也許可以針對兩階段檢查表它的理論基礎，還有
如果裡面提到一個結合案的範例，就傳統的比如說HHI的指標去算，如果用這
個兩階段檢查表去檢查，那它可能有怎麼樣的結果，可以做個示範。
研究團隊立了很多很重要的指標，但是能不能在這兩階段檢查表中，適當
的把比較適合我國國情的各項臨界值、一個參考指標，也許可以跟兩階段檢查
表做一個結合，另外我剛剛也提到將來在審查上比較可能引起社會大眾關注
的，其實是在非量化的部分，我們也看到這個檢查表裡面是列出十項以上的指
標，而這些指標大部分都是非量化的，或是沒有辦法完全量化的，因為將來這
些指標沒有辦法完全量化，但是它又是影響整體經濟利益非常重大的項目，那
在審查上勢必可能要進一步說明審查標準或準則在哪裡，然後使得不同的委
員，他依據這樣比較完備的審查表去進行審查，他得到的見解可能會比較一
致，這是不是在檢查表的發展上，把他進一步做一個妥善周延的延伸，接下
來，這篇文章將來可能會做成學術論文發表，我發現它主要比較的對象是很多
的技術報告或是專書，但我們知道做為學術文章，我們或許就本土的個案也提
出很多的學術見解跟發現，甚至超過很多的國際期刊現有的範圍，所以建議是
不是也能適當的跟學術期刊做一個適當的引述、比較。
相信這篇文章的學術貢獻是非常高的，希望以上建議有助於更突顯這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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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學術上的地位跟貢獻。以上簡單幾點淺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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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指出，過去一段時間能源價格大幅波動，有相當成分係受到市場投機
行為的牽引。在金融海嘯後，為了避免投機行為以及維持能源市場彈性，各國
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必須在加強管制以及維持市場彈性中取得平衡點。而目前國
際上的發展方向主要是透過多重管轄的方式來達到這樣的目的：一方面透過不
同事業主管機關共同監理，另一方面因應石油市場特性朝向國際合作。目前美
國對能源市場投機問題的態度已見轉變，分別透過CFTC以及FTC要求能源市
*

本文改寫自作者參加2009年12月1日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第17屆競爭政策與公平
交易法學術研討會所報告的「金融海嘯下油價波動之競爭政策意涵」簡報內容。作
者感謝與會先進建議與評論。
**
梁國源、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院長；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榮譽教授
***
曾明煙、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主任；台灣大學法學博士
****
顏承暉、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策略分析師；台灣大學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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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參與者的資訊揭露更為正確以及透明。本文更指出，雖然金融海嘯下「再管
制」興起，競爭政策出現讓步現象，但其應屬一時之權宜做法。後金融海嘯，
競爭法主管機關更應積極執法，維護市場競爭以促進資源利用效率，從而降低
生產成本，緩和原物料價格上漲對物價的壓力。
關鍵字：油價波動、多重管轄、再管制、金融商品

壹、前言
2008-09年間，全球經濟經歷戰後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而此波衰退之
所以這麼嚴重，最主要是因為衰退還伴隨著金融體系的崩解。若從較深層面來
看，過度的流動性及投機行為是形成這次金融海嘯的主因。2001年網路泡沫破
滅後，美國低利率造成的浮濫資金流向房市，導致房價竄升（梁國源、顏承
暉、林欣陵，2008）。其次，全球儲蓄過剩（Global Savings Glut）亦是形成
過剩流動性的原因之一，2003年間10年期美國公債殖利率下跌，並處於非常低
的水準，長率降低致長期借貸擔負的成本隨之下降，過剩資金因此進入房屋市
場，進一步促成房價的飆高。
另外，投資人風險意識不足也是助長金融海嘯前資產價格泡沫化的因素。
網路泡沫破滅後，多個已開發國家在很短的時間內即走出衰退，並經歷二次大
戰以後最長的經濟擴張（Liang and Yen, 2009），更重要的是，這段時間新興
市場勢力逐漸抬頭，全球經濟處於戰後以來罕見的榮景。長期的繁榮加以低利
率的環境，讓投資人對於如債券等具有固定收益的商品投資喪失興趣，逐漸轉
向風險性資產投資。然而，從競爭政策的角度看，此波資產價格泡沫化終至
破滅，並引發金融海嘯，實與解除管制或市場自由化有密切的關聯。特別是受
惠於90年代金融解除管制（deregulation）而蓬勃發展的各項衍生性金融商品，
如：資產抵押證券（ABSs, Asset Backed Securities）及抵押債務權益(CDOs,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類如這類型的投機行為也提供高風險族群購屋
所需要的資金，並進一步推升房價泡沫（梁國源a，2008）。此外，隨著經濟
趨向榮景及資產價格上漲，金融海嘯前後國際原物料市場也歷經大幅的波動，
國際油價更呈現飆漲，以西德州原油（West Texas Intermediate，WTI）價格為
例，2000年1月前油價尚在30美元/桶以下，此後迅速上漲，2008年7月11日盤中
最高價曾達到147.2美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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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準會為避免通膨發生於2004年重啟升息，至2006年6月止共計升息
17次，以終止房市熱潮並抑制通膨，房價上漲趨勢減緩。至2006年第2季聯邦
資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已與2001年降息前的水準相當，借貸成本大幅攀
高，次貸（sub-prime）借款戶面臨無力繳付利息，也無法償還本金的困境，導
致違約率攀升、法拍屋數量劇增，房價也開始下跌，造成房市泡沫破滅危機。
在另一方面，這些違約事件嚴重侵蝕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並逐漸產生信貸
擠壓（credit crunch）的問題，市場資金逐漸趨緊，衡量銀行資金緊俏程度的泰
1

德利差（Ted spread）從2007年6月即開始明顯拉升（圖一） 。
圖一、泰德利差

資料來源：Bloomberg

在衍生性金融商品勃興且關係錯綜下，市場資金趨緊更引發全面性的惡性
循環。首先，金融機構倒閉以及緊縮銀根後，首當其衝的資產價格下跌成為惡
性循環鏈的根源，連帶影響下游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品質，相關的投資機構及個
人接連受害，回過頭來影響金融機構及市場銀根，形成金融面的惡性循環。其
1

所謂泰德利差（TED spread），是指歐洲美元（Eurro Dollar）利率與美元3個月國
庫券利率的差距，而歐洲美元利率常以3個月期LIBOR利率代表。由於美國國庫券
利率被認為是無風險利率，而LIBOR反映了英國各主要銀行間借貸利率，隱含風險
貼水。當TED spread提高的時候，隱示市場風險貼水擴大，市場資金趨緊，銀行間
借貸成本提高，也連帶提高企業借貸成本。因此，該指標可用來衡量市場對於信用
風險的重視程度，亦可用來衡量美元的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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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資產價格下跌、銀行倒閉以及企業裁員更造成需求不足。企業在面對接踵
而來的劇變，紛紛調整景氣榮景時所累積的鉅量庫存，反造成生產規模大幅削
減，就業市場更進一步惡化，而消費需求在就業市場低迷下更難以支撐，進而
間接影響企業對未來景氣信心，並削減廠商的投資意願，造成勞動市場持續的
疲弱，實質面惡性循環也就此產生，全球經濟急轉直下（梁國源、顏承暉、林
欣陵，2009）。實質面經濟反轉固然抑制油價上漲動能，而金融面的惡化更迅
速挫低原先飆漲的油價。2008年12月19日WTI原油價格曾跌至33.87美元/桶，
創下2004年3月以來最低，油價的波動幅度冠於所有商品及資產價格。
本文旨在討論金融海嘯下國際油價為何如此大幅波動，並透過這樣的討論
探討後金融海嘯時期對於能源市場管制的可能演進，以及這樣的發展對競爭政
策的意涵。本文安排如下，第一節前言討論金融海嘯的緣起及影響，以及國際
油價波動情形，第二節將簡述金融海嘯前後影響國際油價趨勢的因子；第三節
將討論金融海嘯對競爭政策的衝擊及能源價格飆漲對競爭政策的意涵；第四節
為結論與建議。

貳、影響油價的因素
一、基本面因素
2002年起國際原油價格即呈現上漲趨勢(圖2)，但2002至2007年間國際原油
價格的飆漲有相當大程度是受基本面因素支撐。以需求面來觀察，2001年網路
泡沫後的這段擴張時期，不但多個已開發國家經歷二次大戰後最長的經濟擴張
（Liang and Yen, 2009），更重要的是，這段時間同時伴隨著人口最密集的新
興市場經濟勢力的崛起。經濟強勁的發展，衍生出旺盛的原油需求。2001年到
2007年間，全球原油需求平均以每年1.67%的速度成長，遠超過1980年到1990
年及1991到2000年平均的0.57%及1.42%（表一）（梁國源、范振宇，2009）。
此外，由於90年代起，新興市場經濟發展逐漸加速，而這些國家的原油需求所
得彈性也往往較高，造成1991~2000年及2001~2007年平均每1%的全球GDP成
長分別伴隨0.46%及0.41%的原油需求成長，而這樣的比例明顯較19801~1990年
的0.18%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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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WTI原油價格

資料來源：Bloomberg

表一、全球原油需求量及其成長率、全球GDP成長率
1
全球原油消費量
（百萬桶/日）

2
平均成長率（%）

3
全球GDP YoY
（%）

2/3

80~90

62.27

0.57

3.18

0.18

91~00

71.31

1.42

3.10

0.46

01~07

81.87

1.67

4.06

0.41

資料來源：EIA、IMF

從供給面來看，由於 90年代原油產業的投資不足，使得這段期間全球原油
供給產能成長無法伴隨需求的增加，致2002至2007年間全球原油市場出現4次
明顯的供不應求情況（附表一）。更重要的是，2003至2007年OPEC連續五年
備用產能低於2.5～3.0百萬桶/日的合宜水準，而這段時間備用產能占每日全球
原油消費更不到2%，明顯較1998～2002年至少4%為低（附表二）。偏低的備
用產能，拉高油價內含的稀少性貼水（scarcity rent），也間接帶動油價上漲。
此外，偏低的備用產能也意味著市場一有風吹草動，原油價格即明顯拉升。事
實上，這段期間伊朗、伊拉克以及奈及利亞的情勢相當緊張，其中伊朗因濃縮
鈾疑慮，美國已對其進行三次的制裁，而伊拉克原油供給也受到境內庫德族
活動而影響，至於奈及利亞的原油供給則常受到叛軍攻擊事件而中斷（梁國源
b，2008）。這也意味著，2002至2007年間的油價上漲，有相當部份是受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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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面的支持。
除了供需因素外，美元匯率走勢也不容忽視。由於傳統上原物料價格多以
美元報價，因此原物料價格往往與美元匯率呈現明顯的反向關係，美元匯率從
2002年起即呈趨勢向下，也形成支撐油價上漲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
至2008年，WTI油價與美元指數的相關係數達-0.78，負相關的情況明顯較1990
到2001提高（表二）。此外，Akram（2009）利用結構向量自迴歸（Structure
VAR）模型也證明這樣的關係的確存在。
表二、WTI油價與美元指數、歐元、日圓、英鎊相關係數及累計漲福
90～01

02～08

90～08

Corr. CL1 vs. DXY

0.34

-0.78

-0.49

Corr. CL1 vs. EUR

-0.31

0.86

0.48

Corr. CL1 vs. JPY

-0.01

-0.40

0.74

Corr. CL1 vs. GBP

-0.01

0.71

0.65

CL1（累計漲幅）

-13.32

112.28

94.84

DXY（累計漲幅）

23.87

-30.41

-13.73

EUR（累計漲幅）

-26.77

57.07

15.03

JPY（累計漲幅）

9.22

45.24

58.65

GBP（累計漲幅）

-9.79

0.41

-9.50

註：Corr. A v.s. B代表A與B的相關係數; CL1、DXY、EUR、JPY、GBP分別代表近月WTI原油期貨、美
元指數、歐元、日圓及英鎊。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市場投機因素
實際上，國際油價從2002年1月2日的21.01美元/桶上漲至2008年7月3日的
145.29美元／桶，漲幅高達592%，除了第一次石油危機時，油價從3美元／桶
上漲至13美元／桶差可比擬外，這樣的漲幅實在是歷史罕見。然而這段時間雖
然全球經濟表現強勁，但也非戰後最強。至於美元指數雖然趨貶，但貶值幅度
2

更非1985年廣場協議（Plaza Accord）時所能比擬 。特別是，受金融海嘯的襲
2

1985年9月22日，美、日、英、法、西德5個已開發國家財長和央行總裁在美國紐約
廣場飯店（Plaza Hotel）秘密會晤，並簽訂著名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計畫
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使美元兌日圓、馬克等主要貨幣有秩序的下跌，以解決當時美
國鉅額的貿易赤字，從而導致日圓大幅升值。1985年9月，美元兌日圓匯率大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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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認定，全球原油最大消費國美國在2007年
12月正式步入衰退，而OECD也認定OECD及主要非會員國（含中國及印度）
3

從2008年2月起正式步入衰退 。影響所及，2008年全球原油需求明顯降溫，從
2007年的85.94百萬桶／日減少到85.46百萬桶／日。然在另一方面，供給仍持
續維持高檔，從前一年的84.4百萬桶/日增加到85.39百萬桶/日，2002至2007年
間供不應求的情況明顯舒緩。但令人詫異的是，2008年7月前，國際油價不但
沒有因為需求的疲軟而走弱，反而持續上漲並創下歷史新高。由此可見，經濟
榮景以及美元疲弱無法有效解釋為什麼在低迷的經濟環境下，油價仍能突破歷
史新高。
更進一步來看，如果對比歷次OECD及主要非會員國（含中國及印度）從
谷底到高峰油價變化程度以及工業生產增加幅度（表三）可知，除1996年3月
到1999年擴張時期，油價沒有上漲外，其餘四次擴張時期油價都相應上漲。然
而2002年1月至2008年2月間，油價上漲幅度更遠超過同時間工業生產的上漲
幅度，顯見當時的油價無法純由基本面獲得解釋。更重要的是，2008年2月至
2008年7月，縱然全球經濟正式進入衰退，但WTI油價又進一步上漲39.8%，可
看出除了供需外，還有別的力量驅動油價。
表三、景氣擴張時油價變化程度及工業生產增加幅度
谷底到高峰時間

油價上漲幅度（%）

工業生產上漲幅度（%）

比例

1986/11～1989/2

17.87

4.41

4.05

1993/10～1995/1

8.61

3.65

2.36

1996/3～1997/9

-7.17

2.42

-2.96

1999/1～2000/8

149.88

4.37

34.32

2002/1～2008/2

383.97

8.02

47.90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OECD及Bloomberg資料計算

雖然Akram（2009）曾指出這段時間油價的上漲是因美元相對的疲弱以
及利率偏低牽引所致，但縱然將油價換算，以其他強勁升值的貨幣計價（表

3

250上下波動，協議簽訂後不到3個月的時間，美元兌日圓迅速下跌至200左右，跌
幅接近20%。
NBER以及OECD的景氣循環高峰與谷底日期可從兩機構的網站取得，網址分別為
http://www.nber.org/cycles/cyclesmain.html、http://www.oecd.org/document/29/0,3343,e
n_2649_34349_35725597_1_1_1_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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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油價的上漲幅度也遠超過這些強勢貨幣的升值幅度。值得注意的是，
2002~2008年間，WTI原油價格漲幅高達112.28%，遠超過同時期歐元及日圓的
升值幅度57.07%及45.24%。除此之外，2008年7月前後各國央行低利率的環境
變化不大，然油價仍出現相當大幅度的差異，亦可看出基本面無法單獨解釋這
段時間的油價變化。事實上，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基本面、匯率、利率外，投機
性因素也不容忽視。雖然，過去外界質疑商品價格漲勢可能與基本面脫鉤時，
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CFTC）總
是一概予以否認。舉例來說，CFTC分別在2007年12月19日、2008年5月14日及
2008年9月11日發布報告澄清，商品市場不容易受到金融市場交易而左右，更
重要的是，2008年的兩份報告更特別澄清交換經紀商（Swap Dealer）及指數交
易者（Index Trader）的交易活動不會影響到白銀以及油價。然而2008年9月22
日紐約商品交易所（NYMEX）原油WTI近月期貨單日內振幅高達26.65美元／
桶、收盤大漲16.37美元/桶，讓CFTC再難以自圓其說。
事實上，原油及其他重要原物料除經由現貨市場交易外，還可以透過各種
金融商品交易取得。更重要的是，文獻上已經有許多研究指出現貨市場及期貨
市場價格會互相影響。其中，Fleming和Ostdiek（1999）研究指出，隨著石油
期貨及選擇權市場的引進，短期及長期能源價格波動性隨之提高。而Dufour和
Engle（2000）、以及Jovanovic（2007）更不約而同的撰文指出，透過商品期
貨市場的投機力量，會引發實體市場價格的上漲，更可能會進一步形成價格泡
沫。而Masters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Michael Masters於2008年5在美國參議院聽
證時更表示，國際油價明顯被投機炒作力量所推升。
原油市場現貨價格容易受到期貨價格的影響並不難理解。在一般的市場
中，現貨價格是受到需求以及供給所共同決定，縱然伴隨著金融市場的交易，
現貨價格也不會太過偏離基本面。然而有別於一般的商品市場，原物料市場具
有供給彈性及需求彈性雙低的特性。值得注意的是，Cooper（2003）指出，原
油的短期及長期需求彈性分別是-0.05及-0.21，Dahl（1993）也指出，開發中國
家短期及長期原油需求彈性分別是-0.07及-0.30。加以從投資到實際生產原物料
具有相當長的落後性，因此短期供給彈性也相當低。因此就短期而言，原物料
市場很難透過傳統需求以及供給發揮價格發現的功能。也因為需求及供給彈性
皆低，原物料價格往往會受到金融市場投機性交易的影響。
更重要的是文獻上已經證明，金融市場透過持續性的交易，可能造成原物
料價格產生「自我實現」的泡沫化現象。對於這樣的問題，Hamilton（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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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提出一個完整的自我實現泡沫的過程。他指出，當原油需求不具有價格彈性
時，一旦投機力量作多油價並將油價拉升超出現貨價格時，對於煉油廠而言，
理性的決策就是透過現貨市場增加購油量，並推升現貨價格，而形成自我實現
的油價上漲過程，此時先前的投機者就可以透過這樣的過程獲利。但為了讓期
貨價格持續上漲，並持續拉動現貨油價，勢必會伴隨著成交量持續放大的現
象，而2002至2008年中這段時間，WTI原油的未平倉量存在持續放大的現象，
正可間接說明這段時間石油市場存在有嚴重的炒作情形。附表三顯示，WTI原
油期貨未平倉量從2001年第四季起即呈現增加趨勢，至2007年第三季最高峰累
計增加243%。除此之外，如果同時觀察主要衡量投機資金態度的WTI非商業性
用途多頭部位與WTI油價，可以看出兩者間存在有高度的正相關，顯示油價有
相當程度是受到投機資金所左右。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至2008年7月間，兩
者相關係數高達0.86，遠高於1990至2001年間的0.12，顯見此波油價的上漲的
確受到投機資金的推升。

參、金融海嘯對競爭政策的衝擊
一、競爭政策的讓步
雖然說本波金融海嘯有部分是得力於市場解除管制後新金融商品的推陳出
新，但從歷史經驗觀之，後金融海嘯時期，各種強化市場的措施卻也將應運而
生。舉例來說，1930年代發生經濟大蕭條後，美國政府即曾陸續推出新的管制
規則與建置新的管理機構，舉如：1933年的證券法（The Security Act）要求充
分揭露證券相關資訊以保護投資大眾；1934年的葛拉斯─史提格爾法（GlassSteagall Act）規定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的業務必須分離，並催生聯邦公開市
場操作委員會（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FOMC）及聯邦存款保險公司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FDIC），透過政府介入的方式穩定金
融體系；1938年馬龍尼法（The Maloney Act）促成1939年證券經紀業者自我監
管組織「全國證券交易商協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NASD）的成立；1940年投資顧問法（The Investment Advisers Act）及投資公
司法（The Investment Company Act）等皆是。相較過去，本次金融海嘯對全球
金融市場造成的損傷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可以預期的是，此後數年各國政府
必將修正往昔過於寬鬆的管制方式，強化對金融面的管理力度，並盡速建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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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融市場遊戲規則，藉以修補金融體系的各項漏洞，防範下波金融危機的發
生（梁國源，2009）。
金融海嘯襲擊後，政府對交易的這種「再管制」勢將嚴重衝擊長久以來倡
議市場機能的各國競爭政策。事實上，金融海嘯對於競爭政策的衝擊可以分成
幾個層面來說明。首先，各國政府出手注資企業、安排經營不善的企業與其他
企業合併、投資經營困難事業甚或收為國有等行為，更打擊強調維護市場競爭
秩序的競爭政策，而競爭政策主管機關也不得不採取權宜措施。例如，2008年
9月至2009年1月間，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認可的援助行動高達
60件，遠超過2007年9月至2008年1月的13件。舉其縈縈大者如英國國有化北岩
（Northern Rock）銀行、德國擔保海波房地產（Hypo real estate）540億歐元債
務、比利時、法國及盧森堡注資德克夏（Dexia）64億歐元等。此外，在美國
聯準會、財政部及證交會安排下所合併的摩根大通（JP Morgan）與貝爾斯登
（Bear Stern）及美國財政部利用2008年10月14日通過的「問題資產救助計畫
（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所提供的7,000億美元注資大型金融機構亦
屬於此範疇。
其次，金融海嘯亦可能衝擊各國競爭政策的合作，從而逐漸逆轉先前各國
競爭法或政策主管機關力促政策趨於一致（harmonized）的趨勢。在金融海嘯
前，全球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已經逐漸透過國際合作採行增進市場效率的行動。
舉例來說，歐盟執委會曾透過國際合作於2008年10月間針對9間歐盟及非歐盟
的跨國能源公司對於石蠟（paraffin wax）市場的卡特爾（cartel）行為進行裁
4

罰，罰金高達7億美元 。此外，過去一段時間各國競爭政策主管機關也透過國
際合作創建國際競爭網絡（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ICN）等國際組
織，推動競爭政策的合作。然而在金融海嘯下，許多國家政府紛紛提出國內經
濟的救急政策，諸如愛用國貨、提高關稅及非關稅障礙、對特定產業的補貼或
價格限制等措施，其考量無不以穩定國內經濟為優先，暫不考慮市場競爭與經
濟公平。在另一方面，在金融海嘯下各國政府因為本國經濟特性及政治考量的
不同，對於國內產業支撐的程度及進出口的干預也有所差異，這都將使得先前
競爭政策國際合作的趨勢受到威脅。
金融海嘯肆虐下，政府支援受金融海嘯衝擊而處於經營困境產業、降低一
般的執法標準給予市場競爭法假期、鼓勵甚或參與主導企業購併，在在都對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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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法或政策形成挑戰。然而，政府此種作為亦不難找到其合理性。睽諸競爭政
策的終極目的乃在於增進資源效率及社會福利，從更深一層論述，透過執行競
爭法促進市場競爭僅是其操作目標（operational goal）。而金融海嘯下經濟呈
現衰退，無論是資源效率或社會福利都面臨極大的挑戰甚至斵喪，競爭法的暫
時讓步應符合競爭政策的目的性。例如，在金融風暴初起，歐盟執委會即先後
允許成員國家之金融支撐方案，其目的不外在便於成員國家政府對抗各該國家
之經濟危機。例如在2008年10月執委會競爭局即提出「成員國家對銀行措施之
指導原則」，另在其核准英國支撐其金融機構方案的新聞稿亦指出

5

…委員會發現該措施與歐盟之國家支援原則相容，因該方案在避
免對競爭的不必要扭曲下，為整治英國經濟嚴重擾動的合宜措施，…
就此以觀，歐盟執委會已意識到國家支援難免扭曲市場競爭，但在金融海
嘯下，該等政策措施實為不得不然的做法。但就長期來看，在金融海嘯時期，
各國政府利用競爭政策的例外（exception）手段，透過各項的政策注資、或安
排各大型企業的合併等政策雖有助於當下之經濟穩定，但這些安排如果不適當
的處理，很可能會長期的扭曲市場機能，傷害資源配置效率。尤有甚者，政府
這種救急措施很可能將被企業誤用，從而產生道德風險；其亦容易被市場錯誤
解讀，認為競爭政策並非基於「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經濟理由，而是服膺政治
的權宜考量。
必須提出的是，金融海嘯的經驗並不是告訴我們市場機能不合時宜，而是
執行監理的重要。以先前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閉事件而言，雷曼兄
弟的倒閉不是因為市場太過自由、太過競爭，而是雷曼兄弟利用管制的漏洞，
創造具有優勢訊息的經營環境，並利用這樣的優勢訊息經營不當的業務，實已
違反競爭法或原則在先。雖然金融海嘯已經影響到競爭政策的地位，但如何發
揮競爭政策的功能避免類似的事件再度發生才是當前課題，更重要的是如何在
管制以及市場競爭間取得平衡點，讓市場機能能夠更有效的發揮，是金融海嘯
過後各國主管機關所必須面對的課題。

二、油價波動對競爭政策的意涵
對於競爭政策如何因應後金融海嘯時期金融業管制，以及競爭政策未來
5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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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挑戰，文獻上已經有很多的討論（Nordic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2009；
Vickers, 2008）。就原物料市場而言，金融海嘯時期原物料價格特別是油價大
幅上漲、波動的原因，都是資金面的投機以及不適當的風險意識。事實上，對
於競爭政策主管機關而言，原物料市場是一個很特殊的市場，因為這類型的商
品需求以及供給明顯異於其他市場商品，亟需競爭政策主管機關積極面對。更
重要的是，這類型商品除經由實物交易外，原物料還可以透過各種金融商品交
易取得。此外，原物料的實體市場與金融市場交相作用，使得市場及價格變得
模糊不清，競爭法主管機關更難偵查市場動態及可能之違法行為。從近期的發
展可知，主要參與原物料市場金融交易者，多非原物料市場的主要供給及需求
者，但鑑於這類交易者具有左右價格能力的特性，致影響價格發現機能以及市
場效率，因此在增進市場效率的考量下，完整的競爭政策應該將這類型的活動
納入考量。但競爭政策主要是針對實物市場，並不在於金融化商品市場的約束
力。為了達到調控原物料市場投機的目的，競爭政策主管機關應與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合作，建立多重管轄（multi-jurisdiction）的機制，一方面透過金融管制
限制期貨市場的投機，另一方面透過競爭法的執行避免廠商操縱現貨市場。目
前，美國為因應能源價格波動已經朝向這個方向發展。
然而，加強管制或限制交易活動難免會產生妨礙市場競爭的疑慮。因此，
目前國際上對於這類問題的處理多採取強化資訊揭露或透明化的方向著手。事
實上，對於大多數的金融市場而言，透明化有助降低市場波動並促進市場效率
（Bias, 1993；Madhavan, 1996）。然而就競爭政策而言，透明化的資訊並不一
定會促進市場競爭。Peter和Baltzer（2001）的研究指出，對於寡占市場而言，
價格資訊的透明化雖然可以便利消費者對於不同產品的選擇，增進消費者福
利，然在另一方面卻可能便利廠商遂行聯合行為，致損害消費者福利。不過研
究也指出，如果產品需求彈性越低，則透明化帶來的選擇效果越大，也越有利
於增進消費者福利。值得注意的是，能源市場正是需求彈性低的市場，市場資
訊更為透明將更有助於增進消費者福利，但更透明的價格資訊卻也使得廠商更
便於採行聯合行為。因此，如何設計一個機制以能夠一面達到增進消費者福利
的目的，又可以避免廠商的聯合行為，是目前各國競爭政策主管機關所應該思
考的方向。
目前美國的政策方向也正是這樣的思維。在競爭政策部分，基於2007年
所通過的「能源獨立及安全法案（Energy Independent and Security Act）」，美
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於2009年8月6日通過「禁止能源市場操作行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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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Prohibits Petroleum Market Manipulation）」。在這個規定下，美國FTC
禁止任何人從事任何操縱價格或者發布不實或遺漏訊息影響市場價格行為。希
望透過這樣的規定能夠避免先前能源價格大幅波動以及市場被操縱的問題。其
主要禁止任何人從事以下兩種市場操縱行為：
（一）故意從事任何構成或可能構成對他人進行欺詐或欺騙的行為、實踐
或商業運作，包含就關鍵事實的任何不實陳述者，或者
（二）有目的地不陳述某個關鍵事實，使得在當時情境下，行為人所為的
陳述具有誤導性，並且該種遺漏扭曲或可能扭曲該產品的市場條件。
就（一）言，該規定主要應用在禁止那些知道所陳述的內容不屬實而蓄意
發布者。對此美國FTC特別指出，例如發布錯誤的計畫定價（planned price）、
產量決定（output decision）、錯誤的資料報導（false data reporting）及影響市
場流動性以及價格的不實交易（wash sale），都屬於禁止的行為。從執行面來
看，法條中指出，FTC並不需要對違法者透過這樣的行動操縱市場是否「有意
（intend）」進行舉證，這明顯強化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的空間。至於（二）
主要應用在「引導性」的遺漏行為上。在實際操作上，競爭法主管機關不需要
針對該遺漏是否真的對價格產生影響，只需要指出該遺漏改變或者可能改變市
場條件，而這樣的立法也可以預先防範市場操作行為的發生。也就是說，美國
FTC並沒有透過這樣的規定，要求廠商對於類如提供廠商機密營運資訊做出承
諾，也沒有要求廠商公布未來營運的規劃，或者更進一步更新以及提供統計資
料。而這樣的規範主要是希望任何人在公布相關資料時，能夠基於事實以及夠
透明。
這樣的立法精神很大一部份是根據1934年所通過的美國證交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對於不當操作（anti-manipulation）的立法經驗而得，而CFTC
也有類似的禁止。雖然法條中有相當成分與美國SEC與CFTC對於操縱市場的
規定相同，但基於FTC的管轄權，這樣的規定將會較CFTC更適用於石油供應
商。其實在這份規定中，FTC也特別提到能源市場多重管制的未來方向。FTC
指出因為CFTC具有期貨交易的管轄權，所以未來FTC將和CFTC加強合作來防
止石油市場的欺詐和欺騙行為。
事實上，在金融海嘯後，美國也希望對於商品期貨交易做更進一步的規
範，以遏止市場投機行為。2009年以後，美國CFTC開始持續推動加強對商品
期貨市場的監管，先後與美國金融犯罪執法網（FinCEN）進行資訊分享，及
與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簽署金融監理備忘錄（MOU）強化國內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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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市場監管。此外，繼2009年2月13日同意對農產品市場非商業目的部位大小
設限後，2009年7月7日CFTC主席Gary Gensler發表聲明表示，在7～8月間舉行
公開聽證會討論是否應對供應有限的商品（特別是原油、取暖油、天然氣、汽
油等能源類商品）投機性部位設限，並表示將改進現有交易者承諾（COT）
報告的分類方式以提高市場透明度，後者自9月開始已付諸實施，COT從
過去僅概略分為商業性（Commercial）、非商業性（Non-Commercial）、
不需報告（Non-Reportable）部位，進一步分為生產／零售／加工／使用者
（Producer/Merchant/Processor/User）部位、交換經紀商（Swap Dealer）、基
金經理人（Money Manager）、其他（Other Reportables）及不需報告（NonReportable）等部位。
而CFTC的最新發展除了呼應先前所提到資訊更進一步透明化的方向外，
並點出另一防堵石油市場投機的重要思考。從市場疆界來看，石油市場是一個
全球性的市場。而分佈在全世界的消費者以及生產者都可以參與其中，因此防
堵石油投機勢必要透過全球性的共同合作才行。而美國CFTC與英國FSA的資
訊分享就是基於這樣的觀點出發。事實上，商品價格的劇烈波動已引起主要國
家廣泛的注意，在2009年11月7日結束的G20財長會議的會後公報中，與會財長
更提到透過國際合作避免商品價格過度波動（avoid excessive commodity price
volatility）。
就競爭法執行層面觀之，雖然金融海嘯後競爭政策似有讓步跡象，但在此
同時，競爭法的執行實則應更為確實積極。由於原油等商品價格仍將隨景氣復
甦而上漲，生產成本勢必再度水漲船高，此時更應加強執行競爭法，透過競爭
法的執行增進資源利用效率，從而降低生產成本，以緩和原物料價格上漲對生
產成本及物價的衝擊。其次，由於原油等商品價格已非完全決定於基本供需，
市場投機已為價格的重要決定因素，競爭法主管機關宜投入更多資源，在後金
融海嘯除落實多重管轄外，更應建立新的標準作業程序，維護企業的長期競爭
及永續經營。第三，競爭法主管機關與產業主管機關宜加強合作，降低各行各
業參進門檻，賦予市場更大的競爭可能性，以緩衝並逐漸矯正金融海嘯期間政
府的干預或參與經營，以及「重產業政策」的不良影響。

肆、結論與建議
金融海嘯的經驗挑戰競爭政策，並意味著舊有的競爭政策的不合時宜，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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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美國次級房貸事件或油品市場的投機活動都指明，在市場越趨解除管制以
及開放後，市場機能能否有效運作關乎經濟能否穩定運行。競爭政策雖然受到
嚴厲挑戰，但仍是促進市場機能有效運作的政策選擇，金融海嘯後競爭政策更
應該兼負起這樣的目的。本文指出，過去一段時間能源價格大幅波動，有相當
成分受到市場投機行為的牽引，而這些投機行為之所以造成市場大幅波動，正
是市場機能無法有效發揮的明證。
在金融海嘯後，為了避免投機行為以及維持能源市場彈性，各國競爭政策
主管機關必須在加強管制以及維持市場彈性中取得平衡點。而目前國際上的發
展方向主要透過多重管轄的手段來達到這樣的目的：一方面透過不同事業主管
機關的共同監理，另一方面因應石油市場特性朝向國際合作。美國對於能源市
場投機問題的處理態度已見轉變，分別透過CFTC以及FTC要求能源市場參與
者的資訊揭露更為正確以及透明。此外，雖然金融海嘯下「再管制」興起，競
爭政策出現讓步，但其應屬一時之權宜做法。後金融海嘯，競爭法主管機關更
應積極執法，維護企業的長期競爭及永續經營，據以促進資源利用效率，從而
降低生產成本，緩和原物料價格上漲對物價的壓力。
附表一、全球原油需求、供給
全球原油需求
（百萬桶／日）

全球原油供給
（百萬桶／日）

Balance
（百萬桶／日）

1995

70.13

70.27

0.14

1996

71.67

71.92

0.25

1997

73.43

74.16

0.73

1998

74.07

75.65

1.59

1999

75.76

74.84

-0.92

2000

76.74

77.76

1.02

2001

77.47

77.68

0.21

2002

78.12

76.98

-1.14

2003

79.68

79.60

-0.09

2004

82.46

83.11

0.66

2005

84.04

84.58

0.54

2006

85.20

84.54

-0.66

2007

86.14

84.41

-1.73

2008

85.77

85.41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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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全球原油需求成長、OPEC原油備用產能
1

2

2/1

全球原油需求
（百萬桶／日）

OPEC
原油備用產能
（百萬桶／日）

1998

74.07

3.39

0.05

1999

75.76

5.02

0.07

2000

76.74

3.11

0.04

2001

77.47

4.10

0.05

2002

78.12

5.71

0.07

2003

79.68

1.92

0.02

2004

82.46

1.27

0.02

2005

84.04

1.02

0.01

2006

85.20

1.45

0.02

2007

86.14

2.10

0.02

2008

85.77

1.51

0.02

資料來源：EIA

附表三、WTI原油期貨未平倉量及非商業性用途部位
OI_All

NC_Long

NC_Short

NC_Net

Q1'00

513,124

59,291

25,695

33,596

Q2'00

461,803

43,184

23,255

19,929

Q3'00

433,139

40,186

31,380

8,806

Q4'00

464,369

39,946

39,941

5

Q1'01

435,170

30,322

48,810

-18,488

Q2'01

439,905

22,643

28,941

-6,298

Q3'01

447,936

18,902

52,807

-33,905

Q4'01

434,882

14,690

69,609

-54,919

Q1'02

463,974

34,146

46,440

-12,294

Q2'02

489,647

54,914

26,297

28,617

Q3'02

467,686

60,887

37,511

23,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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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02

515,736

53,059

50,987

2,072

Q1'03

608,488

78,410

88,644

-10,234

Q2'03

488,584

44,173

66,668

-22,495

Q3'03

522,328

83,535

66,852

16,683

Q4'03

557,043

85,616

57,028

28,588

Q1'04

660,514

141,501

77,318

64,183

Q2'04

704,329

132,066

83,349

48,717

Q3'04

692,991

115,440

84,332

31,108

Q4'04

699,471

93,892

85,696

8,196

Q1'05

762,168

119,269

76,341

42,928

Q2'05

804,191

111,518

93,266

18,252

Q3'05

863,967

125,337

109,140

16,197

Q4'05

838,370

120,751

156,566

-35,815

Q1'06

924,750

134,787

142,450

-7,663

Q2'06

1,022,260

179,856

125,568

54,288

Q3'06

1,129,299

182,806

129,667

53,139

Q4'06

1,179,637

162,927

156,129

6,798

Q1'07

1,289,175

170,194

161,093

9,101

Q2'07

1,379,963

192,362

131,141

61,221

Q3'07

1,493,177

234,447

165,629

68,818

Q4'07

1,414,832

233,374

186,895

46,479

Q1'08

1,397,713

233,712

167,151

66,561

Q2'08

1,380,656

237,105

188,694

48,411

Q3'08

1,227,210

202,783

188,658

14,125

Q4'08

1,122,868

188,991

176,806

12,185

Q1'09

1,212,894

219,449

190,333

29,116

Q2'09

1,164,082

188,183

167,841

20,342

Q3'09

1,172,361

212,020

183,298

28,722

Q4'09

1,215,149

252,475

173,761

78,714

註：OI_All、NC_Long、NC_Short及NC_Net分別代表WTI原油期貨未平倉量、非商業性用途多頭、空頭
及淨部位。
資料來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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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severe fluctuation of energy prices in the past few
years has partly resulted from speculative activities in financial market. In the
wak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to avoid speculation and maintain the flexibility of
energy markets, competition agencies worldwide must balance between enhancing
regulations and maintaining market flexibility. In practice this can be done through
coordination and multi-jurisdiction among industry regulators and competition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while cooperating internationally due to the highly
internationalized energy market. Currently, the attitude of the US against speculation
in the energy market has been changed a lot. It has through CFTC and FTC to require
more accurate and transpar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 energy market participants.
This paper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though re-regulation has revived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competition policy has shown signs of giving in somewhat, but that
is more of a temporal lenient out of necessity. In the post crisis era, competition
agencies should enforce the law more aggressively to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competition that facilitates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which can lower
production costs and moderate inflationary pressure caused by rising commodity
prices.
Keywords: oil prices volatility, multi-jurisdiction, re-regulation, financi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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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吳院長再益（台灣綜合研究院）
主席林委員、寶華研究院梁院長率領研究團隊，針對今天這個主題有關金
融海嘯之下能源價格波動隱含的競爭政策相關的意涵，我想簡報還沒有展現出
來之前，我們從第1頁的構成中來看的話，剛剛就是說梁國源引述2000到2009
年來有關的國際原油價格的波動，事實上在國內也有一個油電價格的諮詢委員
會，政府早有一個浮動的油價，那浮動油價曾經被凍漲過，在政黨輪替之前非
常非常的緊張，這個問題點我想我與隔壁的廖惠珠教授同時參與這個會議，這
個會議我回憶起來，在2008國際原油價格飆到147元的時候，這個在2007年年
底的時候，我們那時候在憂慮，那時後還沒有看到100元，但是我們在想說，
我們凍漲了，那國際油價如果再飆破100元時，我們怎麼辦？所以在2007年下
半年的時候就憂慮這個事情，2008政黨輪替、520交接，這個過程中，那個時
候國際原油的價格還在往上走，但是我記得非常的深刻，那個時間點記得就是
5月26日禮拜一，那時行政院劉院長非常的關切，一大早找了兩位教授進去行
政院他的辦公室，另外一位就是我們梁啟源教授，現在擔任政務委員，在當
下，我們也考量到整個國際能源價格還要往上飆的時候，那現階段我們國內浮
動油價要解凍的時候，凍結一段很長的時間，你當下要解凍的話，要十足反映
的話幅度是非常的大，我記得當下劉院長一進來，我們本來要跟他報告我們的
看法，我們還沒有開口他就先開口了，他主張說，不管怎樣，油跟電關係對國
內民生、產業的衝擊，我們預計漲幅都只能漲一半而已，大家心理要有數，另
外一半由整個相關政府的稅來去反映四分之一，剩下就是要找油公司台塑、
中油，自己吸收一下，這個問題就丟給中油去了，他也吸收四分之一，但是
我回想起來，你再看待這後半段油價飆到7月11日最高點147元，包括剛剛梁院
長所講到的，過了一年，到今年的年初1、2月份，去了一個1，三位數掉剩下
兩位數，還跌破40元以下，這樣一個很大波動幅度的轉變，我們就要想起來，
大家都處在金融海嘯的衝擊，每個國家都受到經濟的衝擊，都是經濟崩盤啦，
包括我昨天和梁院長在開經建會的會議，想明年經濟成長的目標是不是要比主
計處高一點？主計處已經發布4.39﹪了，我們梁院長的槍第一砲就很響了，就
主張應該要比這個高一點，與會的學者專家都還蠻贊同的，從這個理念上來看
待的話就是說，假設那個時候要十足的反映油價，油價反映的話那電價當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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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反映，那我告訴各位，雖然這兩家公司去年都虧1000億以上，當然中油虧的
更多，中油的話虧了1千3、4百億，台電不多1000億出頭而已，但是現今當下
油、電這兩家公司都也有盈餘，但並沒有很多超額盈餘，因為它沒有辦法達到
他的法定盈餘，連百分之三都達不到，從這個邏輯來看待的話，很多的國家在
遭受國際能源價格大漲的波動之下，處在金融海嘯的洗禮，在整個有關過去，
當然沒有錯的，競爭法相關的主管機關非常的關切，但國家的興衰，不單單只
考慮到競爭的過程、考慮到市場、也可以考慮到經濟是否復甦，所以多多少少
會做這樣有關經濟的調整，然後捨棄過去競爭政策非常強調的重視市場的秩
序，希望產生的資源有效配置，發生效率極大且能使得充分的效能反映到社會
福利，來發揮這樣的一個概念，我想這個過程來看的話，多多少少受到很大的
影響。
這一點來看，剛剛我們也聆聽了梁教授，過去多年來他主持寶華綜合經濟
研究院的時候，事實上也掌握到整個國際間重大的這方面的物品。以原油來看
待的話，每一天需求量也不過8600萬桶，縱然有供不應求、產生供給的缺口，
也大概只有1、200萬桶，但也不至於把油價激升到衝破100多元美金，我想這
個過程來看的話，剛剛他整個報告裡都可以看出這個端倪，背後的炒家非常的
明顯，但不管怎麼樣，縱然在原油方面不管是需求、供給，它的彈性都非常的
低，但是也考量到取代的空間也不大，所以在物以稀為貴的過程中來看待的
話，全球的化石能源，油也是佔很大宗，像以台灣為例，畢竟還處在一個石油
經濟，我想全球大概也都是這樣子，所以長期來看整個國際原油的價格，考慮
到實質價格來看的話，一定還是會上來的，我想到明年來看的話，名目價格應
該會調漲到80-100元的區間，這我們大家拭目以待，我想經濟在明年的話應該
會有復甦的拉抬。
在梁教授的報告裡面非常關切的，也就是我剛剛所講到的，處在有關的競
爭政策之下也不得不去讓步，這點來探討的話，像全球在今年開始announce一
個叫「綠色新政」，無可厚非的是希望能從政府的角度，去創造、擴大這方面
的政府支出、帶動經濟，這點來看的話，當然有考慮各方面，對某些企業、某
些事業來看的話，也注入了活水，不管各行各業包括剛剛講到的金融業，不單
是金融業，甚至其他的行業也都有這樣的考量，這點來講的話，當然油價處理
的時候，多少會使得整個資源的配置多少受到扭曲，扭曲之下來看的話，效率
也受到影響，我個人是認為，當下來看，是著重整個經濟的復甦而輕忽競爭政
策，未來來看的話，經濟復甦抬頭以後的話，必然這方面的扭曲應該會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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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擺的理論去導正回來，我想這樣才能長期呼應到競爭法主管機關，長期追求
的重視市場秩序、發揮價格的效能，我想這樣子的話充分達到預期的目的。
我們再看下一頁，過程中來看待的話，我們都在強調，每一個國家國情的
不一樣，我們考量到整個對台灣，我想台灣的社會大眾都非常關切的，不管在
國際原油價格如何波動，勢必要反映到國內油品的價格，目前來看有一個有關
的浮動油價，這一點大家都非常的關切，因為我想我們的競爭相關的主管機關
公平會非常的關切，到底在國內油品的市場，畢竟只有兩家，這非常典型的寡
占的市場來看的話，背後是否有油品價格的有關操縱？我想以國內目前這兩家
的價格來看，稍微時間上的差異，對他們來講是沒有多大差別的，但無可厚非
看得到，為什麼台塑石化會凌駕於中國石油，動不動盈餘超過500億，我想我
隔壁的廖教授就是中油的常董，我們兩個身處不一樣的國營事業，一個人選一
家，一個看電、一個看油，我想從這個理論來看待的話，並不表示中油公司在
經營效率上就矮了台塑一節，因為我們現在在突破一個有關的挑戰，希望把
兩家的事業，一個國營事業、一個民間大企業，我們希望能去除中油的政策包
袱，去除中油在整個生產產品的結構過程，有些比較受到過去的老化，有關產
品結構比較不良的過程中，來扣除掉有關的負面因素，我們希望未來能挑戰兩
個事業體在整個經營上可比模式的看待，希望能勾勒出有關KPI相關的績效指
標，來掌握兩家這方面的經營，希望不管怎樣來看，未來整個反映到國際原油
的市場，在國內油品價格作合理的反映，但這一點的話，我想倒不太希望看到
有關說國內油品是不是上漲到每公升32.5元的話就要去凍漲，我想這一點的話
應該是不當的措施，不要用政治的手段去操作一個經濟課題，我想這一點大家
應該是可以同意的。
經過這樣考量上來看，我們強調的就像梁教授講的，既然在整個國際原油
的市場背後看待的話，在整個競爭政策過程中，多少受到扭曲，但我們希望未
來台灣在整個油價政策的操作過過程中，我們必然看得到，應該要長期能夠使
外部的成本能夠內部化，過程中能夠強調國內油品市場能夠導正，無論如何，
政策應該要維持中立，不能受到政策選舉的操作，這樣來看更是能呼應到，目
前看得到的是燃料反映到國際的原油，我想這是一個相關的、短期看待的，長
期來講更是能夠反映到整個環境的外部成本，我所談到有關的油品面，主要有
關牽涉到汽柴油、燃料油這一系列的，未來長期應該反映到能源稅，我想這未
來在國際、國內經濟可以恢復穩定，國際能源價格可以承平的時候，我想國內
的能源稅可以早日推動，這樣能使國內油品市場能更健全、能更符合競爭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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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單位公平會，非常追尋的一個完整的市場，這是我的評論，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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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論文運用我國的汽、柴油價格以及進口原油CIF價格等相關資料，探討
影響我國油價設定的影響因素，並研究我國實施浮動油價機制後所產生之影響
以及該機制設計之合理性。研究結果顯示，國際原油價格、我國油品市場市場
結構、以及政府的政策變動都是影響我國油品定價的的重要影響因素。
浮動油價機制實施後，實際的汽油與柴油稅前批發價大多比依照市場機制
（政府放任下的寡佔市場）訂價方式得到的汽油與柴油稅前批發價預測值還要
高。而浮動油價機制的設計是將國際原油價格上漲的成本反應了80%於汽、柴
油的定價上面，我們的研究顯示這樣的機制設計可能有過度反應成本上漲之
嫌，對石油公司有利，卻對消費者不利。且浮動油價機制將國際原油價格上漲
的成本完全轉嫁消費者，是一種不公平的定價方式。另一方面，我們的模擬也
證明了浮動油價機是一種非中性的定價制度，容易產生進一步的定價扭曲。

壹、問題背景
隨著台灣經濟發展逐漸成熟，汽油、柴油等油品已經從台灣經濟發展初期
時被認定為有車階級的奢侈品，轉而變成一般大眾消費的必需品，過去消費性
油品價格一直偏高的不合理狀況受到一般民眾的質疑。另一方面，中油公司等
國營事業獨占的無效率性經由事實印證已經逐漸獲得確認，加上1980年代世界
上許多先進國家進行產業自由化風潮的帶動，政府開始對石油產業與油品市場
的獨佔和管制進行政策鬆綁。首先於1987年6月開放石油產業下游銷售通路，
頒佈「加油站管理規則」，允許民間業者經營汽、柴油等油品零售與加油站業
務。接著為進一步進行石油業上游油品煉製的自由化，經濟部於1996年6月頒
佈「石油及石油產品輸入輸出生產銷售業務經營許可辦法」，開放民間企業建
置石油或石油產品分餾、裂解、精煉及摻配設備，並允許申請興建煉油廠，以
經營石油產品的生產業務，從此我國的石油產業逐漸走向自由化。
台塑石化於2000年正式投入油品市場，並於當年9月正式開始量產，成為
台灣第一家民營的石油公司，終於打破中油公司長期獨占的局面，台灣的石油
產業開始進入雙占（duopoly）時代。接著我國於2002年全面開放油品進口，
美商最大石油公司「艾克森美孚（Exxon Mobil）」與國內的匯橋公司為了分
食台灣油品市場大餅，合資成立了「台灣埃索環球石油公司（ESSO）」，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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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三占（triopoly）的三足鼎立態勢。後來因為無法獲得應有利潤，台灣埃索
1

於2003年12月退出市場，其加入市場競爭的時間僅僅維持了2年， 之後台灣的
石油產業又恢復到中油與台塑石化雙占的局面。
我國的油品價格自1946年設立中油公司之後，大致上一直是由政府訂定。
由於油價過高受到各界質疑，經濟部於1993年頒佈油價定價公式，之後於2000
年9月因台塑石化加入量產而正式廢止，油品定價交由市場機制決定。但由於
第四次世界能源危機導致我國油價大幅上漲，中油公司配合政府穩定國內油價
政策，於2006年前3季遭致192億元虧損。從2006年9月起在專家學者的建議下
改採「浮動油價機制」，希望從此能夠與國際原油市場接軌。然而，社會各
界仍然對於油品價格訂定過程存在相當多的質疑，油價過高的疑慮一直未能平
息。究竟我國油品價格受到哪些因素影響？而目前所採行的浮動油價機制是否
合理？究竟這樣的機制是否如政府所宣稱的是與國際原油價格變動接軌？或這
僅僅是一種說法，實際上卻對生產者與消費者極產生顯著的影響。這些都是亟
待回答的重要議題。

貳、研究目的與主旨
本研究之目的即在運用適當的研究方法，釐清我國油品市場中有關油品定
價的重要議題，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1. 研究並確認我國油品價格設定之影響因素。
2. 研究浮動油價機制實施後所產生的影響與其機制設計的合理性。
油品指的是石油（由烷類為主的各種碳氫化合物組成的混合物）經由煉製
之後所產生各項石油產品，煉製的方式是將原油進行物理分離或化學轉化，目
前中油公司所採用煉製法主要為物理分離法中的分餾，而台塑石化則為化學
轉化法中的裂解。以分餾為例，其方法係將原油進行加熱，在溫度逐漸上升
的過程中，原油當中所含的各種碳氫類化合物會依照分子量的大小，由小至
大逐漸離析出來，在特定的溫度範圍內所蒐集到的一系列碳氫類化合物即為
各種油品。依油品出現的先後順序，由原油分餾出來的主要油品有液化石油
氣（Liquidized Petroleum Gas, LPG；即桶裝瓦斯）、車用汽油、航空燃油、煤
1

因為我國政府對於安全儲油5萬公秉的不合理規定造成營運成本大幅增加，國內石
油公司具有既存儲存運輸與通路上的競爭優勢，加上對我國政府直接管制油價使得
油品銷售利潤大受影響的情況存在極大的疑慮，台灣埃索公司只好提早退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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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柴油、燃料油、各種潤滑油、重油、石蠟與柏油（瀝青）。 由於油品種
類眾多，很難針對所有油品項目進行完整的分析研究，因此，我們將研究範圍
專注在油品中影響工業生產與民生消費最大的汽油與柴油兩項主要產品，以便
深入研究這兩種油品定價情形。

參、影響油價設定的理論
由我國過去石油產業結構變化與各種油品定價機制的發展可以瞭解，我國
油價（包括批發價與零售價）設定之主要影響因素大致上可以區分為供給面、
制度面與市場結構面等三個面向。以下分別進行詳細討論：

一、供給面因素
就各項油品的供給面言，成本當然是影響油價設定的最重要因素，不論是
中油或台塑石化，原油進口價格是影響成本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每當國際
原油價格產生大幅變動時，國內的油品價格也會產生連動。圖一為國內主要
油品價格與國際原油價格變動比較趨勢圖，圖二則為國內主要油品與進口原油
到岸（CIF）價格變動比較趨勢圖。觀察圖一與圖二中價格變動的趨勢可以得
知，國內各項主要油品的價格與國際原油價格變動幾乎是完全一致，當原油價
格較低時，國內各項主要油品的價格也比較低，而原油價格高漲之時，國內油
品價格也會大幅上揚，由圖一與圖二的趨勢圖可以清楚地看出在2008年8月附
近，國際油價到達歷史的高點，國內主要油品價格也幾乎是同時反映了購油成
本增加，出現最大的漲幅，因此我國主要油品價格與國際原油價格之相關性非
常地高。另外，其他生產成本（包括煉製費用、各項勞動成本與行政管理成本
等）與行銷成本也是影響各項油品的售價的重要因素，不論是中油或台塑都必
須至少回收所有的成本，否則就無法順利經營。

2

裂解製程則可以在分餾之後，將產出的輕油經進一步裂解（破壞分子之鍵結）成為
價格較高之石化產品，以增加煉油的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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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國內、國際油價變動比較趨勢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油價資訊與管理分析系統（2009/11/9更新）

圖二、進口原油價格與國內油價比較趨勢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油價資訊與管理分析系統（2009/11/9更新）

二、制度面因素
政府管制造成定價制度的不同也會影響國內油品的價格，當我國定價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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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之後，油品價格隨之改變。政府租稅制度直接影響油品稅前與稅後價格的
差異，目前台灣的石油煉製成本與世界上許多國家差距不大，但是政府總是宣
稱由於政府隨油徵收之各項稅費較低（我國各種油品的相關稅費如表一所示）
以及前述浮動油價機制中的強制規定，使得台灣的油品（如汽油與柴油）的稅
後零售價格得以低於鄰近的日本、韓國、與新加坡等亞洲各國，也低於大部分
3

歐洲國家（請參照表二中我國油品售價與亞洲鄰近國家之比較）。 政府的政
策干預也會影響油品價格，我國油價向來由政府主導，即使採取浮動油價機制
之後，政府還是會政策性地透過對中油公司油價的直接干預來影響整個市場價
格。例如，在2007年11月至2008年11月世界原油價格與各項原物料價格大漲期
間，政府為了穩定國內物價，政策性凍結油價上漲（簡稱為凍漲政策）並實施
4

「一次漲價多元吸收方案」， 結果造成中油公司1,343億元的鉅額虧損（參照
表三的詳細說明）。

5

三、市場結構面因素
市場是否存在競爭也會影響油品定價，如果是寡占市場，尤其具有聯合行
為的話，那麼油品價格一定會比存在競爭時還高。反之，如果加入市場生產的
廠商數目增加，那麼可能會因為競爭而使得油品價格下降。台塑石化於2000年
加入台灣石油產業生產以及埃索公司於2001年底進入油品

3

4

5

有不少專家與學者認為台灣各主要油品的稅後價格並非亞洲最低，原因是出在政府
對於擁有汽車的國民另外課徵了一筆「汽車燃料稅」，汽車燃料稅是隨車徵收，並
未反應在各主要油品的零售價格上面。
政府於2007年11月至2008年5月間執行油價凍漲政策，於2008年5月至11月間實施
「一次漲價多元吸收方案」，由油品的消費者負擔60%的漲價成本，中油公司.承擔
20%，而政府則以調降貨物稅的方式吸收剩餘的20%。
台塑石化在政府凍漲油價期間為了避免嚴重虧損，轉而將更多的油品輸往國外，足
見其企業經營的靈活應變能力。

10%

10%

煤油
Kerosene

航空燃油—
燃油型
Kerosene
Type Jet
Fuel
15%

15%

4.00%(GT)
8.00%(NI)
0.00%(PA)
8.00%(SV)

0%

5%

0%

5%(發電
用2.5%)

燃料油
Fuel Oil

2.5%

第三欄
Ⅲ

0%

第二欄
Ⅱ

0%

第一欄
Ⅰ

原油
Crude Oil

項目

進口關稅 (Import Tariff)

0.04%

0.04%

0.04%

0.04%

推廣貿易
服務費
(Trade
Promotion
Service
Fee)

0.61
NT$/L

4.25
NT$/L

0.11
NT$/L

免稅
(Free)

205
NT$/KL

205
NT$/KL

178
NT$/KL

169
NT$/L

貨物稅 石油基金
(Excise (Petroleum
Fund)
Tax)

表一、我國各種油品相關稅費

0 NT$/T

0 NT$/T

12 NT$/T

0 NT$/T

0

0

0

0

5%

5%

5%

5%

加值型
空氣汙染
土壤及地下
營業稅
防制費
汙染整治費
(Value
(Air Pollution
(Soil and Ground
Control Fee) Added Tax)
water Pollution
Remediation 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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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發
電用為
2.5%)

柴油
Diesel Oil

7.5%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09/11/09更新）

天然氣
0%
Natural Gas

10%

汽油
Gasoline

0.04%

0.04%

0.04%

4.00%(GT)
8.00%(NI)
15%
0.00%(PA)
8.00%(SV)

15%

0.04%

第三欄
Ⅲ
2.5%

第二欄
Ⅱ
0%

第一欄
Ⅰ

液化石油氣
0%
LPG

項目

進口關稅 (Import Tariff)

推廣貿易
服務費
(Trade
Promotion
Service
Fee)
244
NT$/KL

22 NT$/T

(丁烷Butane)
12 NT$/T

0

0

0

st

5%

5%

0

5%

第一級1
Grade
0.33 NT$/L
nd
第二級2
Grade
5%
0.075 NT$/L
rd
第三級3
Grade
0.2 NT$/L

0

0

加值型
空氣汙染
土壤及地下
營業稅
防制費
汙染整治費
(Value
(Air Pollution
(Soil and Ground
Control Fee) Added Tax)
water Pollution
Remediation Fee)

3 . 9 9
224 NT$/KL 22 NT$/T
NT$/L

6 . 8 3 262
NT$/L NT$/KL

0.69
NT$/L

貨物稅 石油基金
(Excise (Petroleum
Tax)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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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中油與亞洲鄰近各國稅前批售價格比較表
92汽油
（元／公升）

95汽油
（元／公升）

超級柴油
（元／公升）

韓國

18.04

19.97

19.41

日本

18.83

N/A

20.02

新加坡

N/A

25.45

26.35

香港

N/A

N/A

31.82

中油

17.20

17.91

18.79

與亞鄰最低價價差

0.84

2.06

0.62

資料來源：中油油品行銷事業部（2009/8/1更新）

表三、凍漲政策與一次漲價多元吸收方案造成中油公司虧損情形
單位：億元
項目

影響金額

說明

主要油氣產品應調未調

1,184

依機制計算調整(汽、柴油2008年1~7月
採月調，8~12月改採週調)

月調改為週調

109

自8月9日起國內油價由月調改為週調，
中油公司減少盈餘

外銷盈餘減少

38

為了優先供應國內油品需求，導致外銷
減少

其他

12

包括給予客運業者優惠、配合國防部採
購減價等

合計

1,343

資料來源：中油公司

市場競爭都可能已經對油品價格產生影響。當然在市場結構中還有其他影
響油品定價機制的因素，只是其重要性不如廠商數目與策略行為。
純就理論而言，需求面因素（如國內消費量、出口量與所得水準等）也可
能影響油品價格。但是在我國的油品市場，產業結構改變與油品定價機制造
成上述三類因素幾乎支配了油品的價格變動，導致需求面因素的影響並不顯
6

著。 本研究因此不考慮需求面因素對油品價格可能產生的影響。
6

楊智翔（2005）針對可能影響我國幾種主要油品價格的各種因素進行研究，結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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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油價計量經濟模型建構與實證分析
一、理論模型實證化
綜合上述分析，我國油價設定影響因素的理論可以用數學的一般函數形式
（general functional form）表示為：

油品稅前批發價格＝f（供給面變數，制度面變數，市場結構面變數）
當一般性理論確認後，若欲進行本計畫中的實證分析，則需進一步將理論
模型轉換成實證模型，再運用實際的資料來驗證實證模型與相關理論是否吻
合。在進行模型實證化的時候，有兩項重要的工作必須完成：首先是必須挑選
模型中的各項變數（包括各項解釋變數與被解釋變數），其次則為選取合適的
特殊函數型式（specific functional form），以下探討進行這兩項工作的一些基
本原則：
（一）變數選取
在變數的選取部分，除了必須考慮所選取的變數是否與相關理論吻合之
外，最重要的是必須找出真正的決定性因子，也就是說所選取的變數必須具有
代表性，而解釋變數對於被解釋變數則具有良好的解釋能力；其次，也是左右
實證研究品質最重要的關鍵是，必須考慮變數資料取得的可行性與資料本身的
正確性。
（二）函數型式選取
在函數型式的選取部分，應該要考量各種相關理論的要求和實務上存在
的實際情況。例如，Robert Solow（1956）在其新古典成長理論（neoclassical
growth theory）中，假設總體經濟的生產行為可以用一個固定規模報酬
（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 CRTS）的一般性生產函數來表示，而在進行實證分
析時，不少經濟學者會選擇使用形式簡單且容易進行分析的Cobb-Douglas生產
7

函數，並在模型中加入固定規模報酬的條件。 然而，若一般理論或先驗上並

7

現國內消費量與出口量等需求面因素對汽油與柴油價格的影響並不顯著。
α β
一個Cobb-Douglas生產函數可以寫成Y = AK L ，其中Y為經濟體的生產量，K為資
本投入量，L為勞動投入量，A為反應技術水準的技術參數。如果α+β= 1則生產函
數符合C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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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告訴我們應該使用何種特殊的函數型式，則需透過對實際問題的掌握與對
資料數據的觀察，進一步檢驗各個解釋變數與被解釋變數間所可能呈現的函數
關係，才能確認函數型式。
綜合歸納上述兩部分的選取原則，本研究針對油價設定之影響因素做進一
步地分析。在實證研究的變數選取上，被解釋變數為油品價格，本研究受限於
資料取得之問題，只針對汽油價格與柴油價格進行分析。由於石油公司在價格
的訂定上是決定稅前批發價格，因此我們在實證研究時分別進行汽油稅前批價
與柴油稅前批價的迴歸分析。解釋變數的取捨應與前述理論呼應，也是分成三
個主軸去探討：首先在供給面變數的選取上，因為對石油公司而言，影響成本
的最主要因素為原油成本，佔了油品生產成本的70%～80%，因此選擇「進口
原油的CIF平均價格」當作一項解釋變數，其他生產成本（如煉製成本、勞動
成本與經營管理成本等）不但佔油品生產成本的比例較小，而且這些資料大多
涉及石油公司經營的內部敏感資訊，加上我們所需資料為過去十幾年間每月的
時間序列資料（time series data），經仔細查詢之後發現幾乎無法取得，故我們
在迴歸模型中只納入進口原油價格作為供給面的解釋變數；而在制度面變數的
決定上，我們將每次政府價格管制政策的變動視為一個事件，而這部分主要是
挑選國內油品市場自由化過程中涉及油品定價的兩大重要政策—「廢除國內油
品計價公式」與「實施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並將其視為兩大事件，做為制度
面的兩大解釋變數，按照計量經濟學常用的處理方式，將事件設定為虛擬變數
（dummy variables），用以探討事件的發生前後是否產生了「結構性變動」，
8

而對於油價產生相當程度上的影響； 最後，在市場結構面變數的選擇上，可
以用來衡量產業結構的重要解釋變數大約可區分為兩類：廠商數目與市場集中
度指標（CR4、CR8、HHI（Herfindahl Hirschman Index）…等），由於考慮到
計算市場集中度指標需收集產業內所有公司對各項油品的煉製量或油品銷售的
市佔率，有資料取得上的困難，故在此選擇「廠商數目」當作市場結構面的解
釋變數，這樣的變數選取同時也能夠直接反應我國油品市場自由化過程對油品
8

中油公司在政府政策主導下對於特定對象以交叉補貼方式進行優惠時，也會將成本
負擔轉嫁到各種油品，因此其價格難免會受到影響，然而這部分佔整個中油公司油
品生產成本的比例相當有限，因此在計量模型中不予考慮。因應政府對能源所課的
各種租稅，生產者會盡量將它們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因而也會影響到各種油品的稅
後售價，不過因為我們的計量迴歸所分析的是油品稅前批價，故不應將各項租稅納
入模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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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市場結構所造成的影響，是一項相當理想的解釋變數。

在函數形式的選取上，由於在實務面原油價格為影響油價之最重要因素，
而實際資料分析則顯示原油價格與國內主要油品價格之間有相當明顯的線性關
係（請參照圖三中這兩種變數間的關係圖），所以在本計畫中我們選擇以線
性函數型式（linear functional form），來建立計量經濟迴歸模型（econometric
regression model），本研究的實證模型以線性迴歸模型（linear regression
model）表示如下：

Yt =

0

+

1

D1t +

2

D2t +

3

CRUDEt +

4

Nt +

t

………………… (1)

其中，Y = 油品稅前批發價格（台幣／公升）；本本研究主要探討92無鉛
汽油GASOLINE92價格、95無鉛汽油GASOLINE95價格以及超級柴油DIESEL價
格3項變數，
D1 = 虛擬變數1（事件1：廢除國內油品計價公式），
D2 = 虛擬變數2（事件2：實施浮動油價調整機制），
CRUDE = 進口原油CIF平均價格（台幣／公升），
N = 國內主要供油廠商家數。

二、資料蒐集與處理
（一）資料蒐集
本計畫於研究油價設定之影響因素時選定了較長的時間序列資料，範圍是
1997年1月至2009年5月，總共149筆月資料。本計畫所使用的92無鉛汽油、95
無鉛汽油與超級柴油價格以及進口原油價格資料主要是來自經濟部能源局「油
價資訊與管理分析系統」、公開資訊觀測站之數據以及中油公司所提供之內部
資料等，虛擬變數則是依照經濟部網站紀錄政府公布油價管制方式變動的時間
點來進行設定，廠商數目也是按照經濟部網站上所載之台灣供油市場中廠商數
目變動的時間點而加以設定。

9

市場結構的改變同時也會伴隨著出現廠商的策略行為，而策略行為也會影響油品價
格，但由於這部分的影響效果可能與廠商家數的影響效果產生部分重疊，而且設定
策略行為變數相當複雜，故在此予以省略。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本研究整理作圖

圖三、進口原油CIF價格與國內主要油品（92、95無鉛汽油、柴油）稅前批發價格之線性關係圖

我國油價設定影響因素之研究
229

第 1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30

（二）資料處理
由於我們蒐集到之各個變數的原始資料並不完全符合迴歸模型中變數的定
義，因此必須對其中一部分資料進行適當的處理。我們的迴歸模型中採用的被
解釋變數為92無鉛汽油、95無鉛汽油與超級柴油的稅前平均批發價格，但能源
局提供的數據資料卻是中油與台塑石化各別的汽、柴油稅前零售價格，故必須
將每筆資料減去零售與躉售間的價差（稱為貿易差距），才能得到各油品稅前
批發價格。接著，以兩家公司油品銷售市佔率對其價格進行加權，就得到所需
的稅前平均批發價。在影響國內油價之政府管制政策變動部分，則引入虛擬變
數（D1、D2）並將之量化為數值型態，以方便運用於迴歸分析之中，以事件
發生的月份做為切割點，事件發生前的期間虛擬變數值設定為0，事件發生後
的期間則設定為1。在廠商家數部分，則參考能源局所公布的相關資訊與歷史
新聞等，以獲得各期間國內廠商的正確數目。本計畫將各項變數的資料蒐集與
處理過程整理列表，如表四所示。

三、估計方法與實證結果分析
本計畫採用「EViews預測分析計量軟體」來進行本計畫中迴歸模型的參數
估計與假說檢定，EViews軟體的特色除了滿足一般的統計和計量需求外，尤其
適合處理以時間序列為主的數據資料，它同時提供了相當多元的估計方法和統
計量，可以解決時間序列資料所常見的棘手問題。
在實際執行模型估計時，我們除了估計了主要模型(1)式之外，也在解釋
變數部分則同時考慮到進口原油CIF平均價格與事件ㄧ「廢除國內油品計價公
式」以及事件二「實施浮動油價調整機制」的交互作用，所以我們引入另外兩
個虛擬變數，探討「事件」的發生與否，是否會改變進口原油CIF平均價格對
油品稅前批發價格的影響（亦即是否會對線性模型的斜率產生影響）。經由檢
定模式後發現，這兩項新引入的虛擬變數在t檢定結果上並不顯著，而且與原
先的兩項虛擬變數存在嚴重的共線性問題，故本計畫摒棄了新的模型設定，而
將研究重點專注於迴歸模型(1)式的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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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各項變數資料之蒐集與處理
變數名稱

變數定義

資料處理

資料來源

被解釋變數
GASOLINE92
GASOLINE95

汽油稅前批發價格 此處的汽油為92無鉛與 經濟部能源局-油價
（元／公升）
95無鉛汽油；汽油稅前 資訊與管理分析系
批發價格為稅前零售價 統、台灣中油公司
格減去加油站平均利潤

被解釋變數
DIESEL

超級柴油稅前批發 超級柴油稅前批發價格
價格（元／公升） 為稅前零售價格減去加
油站平均利潤

D1

虛擬變數1
D1=0: 1997年1月～2000 經濟部網站資訊
（事件1：終止國內 年9月（國內油品訂價受
油品計價公式）
限於油品計價公式與調
幅原則）
D1=1: 2000年10月～2009
年5月（因應台塑石化公
司於2000年9月11日上市
油品，實施長達七年之
油價公式走入歷史）

D2

虛擬變數2
D2=0: 1997年1月～2006 經濟部網站資訊
（事件2：實施浮動 年9月（未實施浮動油價
油價調整機制）
機制）
D2=1: 2006年10月～2009
年5月（為改善國內油價
與國際油價間的差距現
象，經濟部於9月26日宣
布開始試行浮動油價調
整機制）

CRUDE

進口原油CIF平均價 直接取自經濟部能源局 經濟部能源局-油價
格（元／公升）
之油價資訊與管理分析 資訊與管理分析系
系統
統

N

廠商家數

國內主要供油廠商

經濟部公布的相關
條文、歷史新聞

本計畫首先以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 method）進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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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參數估計與假說檢定，結果發現模型中的時間序列資料存在嚴重的自我相
關問題（Durbin-Watson d統計量的數值接近於0），因此OLS法所估計的參數並
不具備良好的統計特性，也就是模型中各項解釋變數的OLS參數估計並非最佳
線性不偏估計量（Best Linear

Unbiased Estimator, BLUE），針對這個問題本

研究選用Neway-West（1987, 1994）法來進行處理，對模型中各項解釋變數的
變異數與標準差估計做出修正。最後，經由再度執行迴歸後，得到了較為完美
的估計結果。
本研究依照(1)式，分別針對92無鉛汽油價格、95無鉛汽油價格與超級柴
油價格模型進行Neway-West估計，得到結果如表五與表六與表七所示。表五顯
示92無鉛汽油價格模型的估計結果，整體而言，這個模型所估計之參數符號與
理論預期符合，顯示變數選取正確且具代表性。以OLS法估計所得到的DurbinWatsond d statistic的值僅為0.637，顯示模式存在明顯的自我正相關問題。在判
2

定係數方面Adjusted R 達0.955，顯示線性模式的配適（goodness of fit）狀況極
佳，因此選取線性函數形式來設定迴歸模型是可以被接受的。本模型估計出常
數項的值為4.994，其t值為11.768，p-value＝0.0000＜0.01，達到高度的顯著水
準，代表參數估計值顯著異於0。進口原油CIF平均價格（CRUDE）的參數估
計符號為正，估計值為0.757，t值則達到21.872，p-value＝0.0000＜0.01，代表
該參數估計值也是顯著異於0。這個參數估計值0. 757所代表的意義是：在其他
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進口原油的CIF平均價格（成本）每公升上升1元時，將導
表五、以EView推估92無鉛汽油價格迴歸模型的結果
Dependent Variable: GASOLINE92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09/14/09 Time: 23:03
Sample: 1997:01 2009:05
Included observations: 149
Newey-West HAC Standard Errors & Covariance (lag truncation=4)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4.994219

0.424397

11.76780***

D1

1.935227

0.550733

3.513910***

0.0006

D2

0.189004

0.501653

0.376763

0.7069

CRUDE

0.756629

0.034594

21.87160***

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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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1968

N

0.317934

-2.836967***

0.0052

R-squared

0.956262

Mean dependent var

10.79480

Adjusted R-squared

0.955047

S.D. dependent var

4.276639

S.E. of regression

0.906741

Akaike info criterion

2.675061

Sum squared resid

118.3937

Schwarz criterion

2.775864

F-statistic

787.0773

Prob(F-statistic)

0.000000

Log likelihood

-194.2920

Durbin-Watson stat

0.636866

表六、以EView推估95無鉛汽油價格迴歸模型的結果
Dependent Variable: GASOLINE95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09/14/09 Time: 23:06
Sample: 1997:01 2009:05
Included observations: 149
Newey-West HAC Standard Errors & Covariance (lag truncation=4)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C

6.012170

0.378186

15.89738***

D1

1.857993

0.472417

3.932953***

0.0001

D2

0.178745

0.501929

0.356116

0.7223

CRUDE

0.740759

0.031064

23.84626***

0.0000

N

-0.911459

0.273176

-3.336523***

0.0011

R-squared

0.957222

Mean dependent var

11.61148

Adjusted R-squared

0.956033

S.D. dependent var

4.166489

S.E. of regression

0.873639

Akaike info criterion

2.600681

Sum squared resid

109.9072

Schwarz criterion

2.701485

F-statistic

805.5472

Prob (F-statistic)

0.000000

Log likelihood

-188.7508

Durbin-Watson stat

0.695683

表七、以EView推估超級柴油價格迴歸模型的結果
Dependent Variable: DIESEL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09/14/09 Time: 23:07
Sample: 1997:01 2009:05
Included observations: 149

Prob.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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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ey-West HAC Standard Errors & Covariance (lag truncation=4)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C

4.450078

0.379515

11.72569***

D1

1.049916

0.466738

2.249478***

0.0260

D2

1.175304

0.550762

2.133960***

0.0345

CRUDE

0.848259

0.039768

21.33016***

0.0000

N

-0.629711

0.297677

-2.115421***

0.0361

R-squared

0.964485

Mean dependent var

11.07509

Adjusted R-squared

0.963499

S.D. dependent var

4.853643

S.E. of regression

0.927305

Akaike info criterion

2.719912

Sum squared resid

123.8248

Schwarz criterion

2.820716

F-statistic

977.6600

Prob(F-statistic)

0.000000

Log likelihood
Durbin-Watson stat

-197.6335
0.693783

Prob.
0.0000

10

致92無鉛汽油價格每公升上升0.757元。 廠商家數（N）之參數估計值符號為
負，估計值為-0.902，參數的t值為-2.837，p-value＝0.0052＜0.01，亦達到極
高的顯著水準，參數估計值-0.902的意義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加入
油品市場競爭的廠商數目增加1家時，每公升92無鉛汽油的批發價格將會下降
0.902元。結果顯示市場競爭程度升高有利於92無鉛汽油價格降低。
92無鉛汽油價格迴歸式中虛擬變數（事件一：廢除國內油品計價公式、事
件二：實施浮動油價調整機制） 的參數估計值符號均為正，代表事件發生後都
造成92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格上漲。虛擬變數1（D1）估計值為1.935，其t值為
3.514，p-value＝0.0006＜0.01，達到高度的顯著水準。參數估計值為1.935的意
義為：在其他條件不變下，我國油品計價公式廢除之後， 92無鉛汽油每公升的
批發價格上漲了1.935元。至於虛擬變數2（D2）的估計結果則略有不同，參數
估計值為0.189，其t值為0.377，p-value＝0.707 > 0.01，參數估計結果非常不顯
著。因此，我國在2006年10月實施浮動油價機制之後，雖造成92無鉛汽油價格
上升之傾向，卻並未對價格產生顯著的影響。
表六顯示95無鉛汽油價格模型的估計結果，這個模型估計出之參數符號
10

對於迴歸模型中的尺度變數（scale variable）而言，其前面所乘上的偏迴歸參數所
代表的意義為「尺度變數值變動一單位時對於被解釋變數所產生的影響」。若將迴
歸模型以數學表示為： Yt = 0 + 1 X 1t + ... + k X kt + ... + K X Kt + t，則偏迴歸參數
k = ∂Y / ∂X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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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與理論預期符合，顯示本模型變數選取正確且具代表性。運用OLS法估
計得到的Durbin-Watsond d statistic的值只有0.696，代表模式存在顯著的自我
2

正相關。判定係數Adjusted R 估計值為0.955，因此線性模型有極佳的配適
度（goodness of fit），選取線性函數形式來設定迴歸模型是合宜的。本模型
跑出的常數項估計值為6.012，其t值為15.897，p-value＝0.0000＜0.01，有極
高的顯著水準，顯示參數估計值顯著異於0。估計出的進口原油CIF平均價格
（CRUDE）參數符號為正，其估計值為0.741，t值則達到23.846，p-value＝
0.0000＜0.01，代表該參數估計值顯著異於0。這個參數估計值0.741代表的意
義是：在其他條件不變下，進口原油的CIF平均價格（成本）每公升上升1元
時，95無鉛汽油價格每公升將上升0.741元。迴歸式中廠商家數（N）之參數估
計值符號為負，得到的估計值為-0.911，其參數t值為-3.336，p-value＝0.0011＜
0.01，同樣是極高的顯著水準，參數估計值- 0.911代表的意義是：在其他條件
不變下，加入油品市場競爭的廠商數目增加1家時， 95無鉛汽油每公升的批發
價格將會下降0.911元，顯示市場競爭程度升高有助於95無鉛汽油的價格降低。
在95無鉛汽油價格迴歸式中，虛擬變數參數估計值的符號亦均為正，代表
事件發生後都造成95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格上漲。虛擬變數1（D1）的參數估
計值為1.858，t值為3.933，p-value＝0.0001＜0.01，為高度顯著。該參數估計
值1.858代表的意義是：在其他條件不變下，我國油品計價公式廢除後， 95無
鉛汽油的每公升批發價格上漲了1.858元。虛擬變數2（D2）的估計結果則略有
差異，其參數估計值為0.179，其t值為0.356，p-value＝0.722 > 0.01，參數估計
值極不顯著。因此，我國實施浮動油價機制之後，雖然95無鉛汽油價格出現些
微上升之傾向，卻並未對價格產生顯著的影響。
表七則列出超級柴油價格模型的估計結果，同樣地，在這個模型中所估
計之參數符號與理論預期符合，顯示變數選取正確且具代表性。以OLS法估計
得到的Durbin-Watsond d statistic的值僅為0.693，顯示模式有明顯的自我相關問
題，因此以Neway-West 法重新進行模型推估。在判定係數方面Adjusted R2達
0.964，顯示線性模式的配適度極高，代表我們選取線性函數形式是合宜的。
本迴歸模型得到的常數項估計值為4.45，t值為11.726，p-value＝0.0000＜0.01，
達到相當高的顯著水準。進口原油CIF平均價格（CRUDE）參數估計之符號同
樣為正，其估計值為0.848，t值為21.330，p-value＝0.0000＜0.01，代表參數估
計值也是顯著異於0。這個參數估計值0.848所代表的意義是：在其他條件不變
的情況下，進口原油CIF平均價格每公升上升1元時，超級柴油每公升的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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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將會上升0.848元。廠商家數（N）之參數估計值為-0.630，t值為-2.115，
p-value＝0.036＜0.01，亦達到極高的顯著水準。參數估計值-0.630的意義是：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加入油品市場競爭的廠商數目增加1家時，每公升
超級柴油的批發價格將會下降0.630元。同樣顯示市場競爭程度升高有利於超級
柴油價格降低。
虛擬變數參數估計值的符號均為正，其中虛擬變數1（D1）的估計值為
1.050，其t值為2.250，p-value＝0.026，參數的估計結果顯著。估計值為1.050
的意義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我國油品計價公式廢除後，每公升超
級柴油的批發價格上漲了1.050元。迴歸分析結果同樣顯示廢除油價公式對消
費者產生不利的影響。至於虛擬變數2（D2），其參數估計值為1.175，t值為
2.134，p-value＝0.035＜0.05，其結果是顯著的。代表2006年10月實施浮動油價
機制之後，的確造成了超級柴油稅前批發價格上升。這樣的現象顯示在浮動油
價機制與凍漲政策交互作用下，超級柴油價格受到了顯著的影響。
我國於2000年9月廢除油價公式是因為台塑石化加入油品市場並達成量
產，所以將原先的政府油價管制取消，改由市場機制決定價格。而我們的迴歸
分析卻顯示出台塑石化加入市場與中油形成雙佔之後，一般的車用汽、柴油消
費者並未因此獲利，反倒因為兩家公司間可能存在的默契共謀行為而造成汽油
價格上漲。即使在2002年初至2003年底的兩年期間，曾經有台灣埃索公司加入
油品市場競爭，卻因不利的經營環境而導致該公司提前退出市場，而無法產生
降低油價的長期效果。以本模型針對廢除油價公式進行長期評估後，發現對消
費者還是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另一方面，我國在2006年10月實施浮動油價機制之後，雖造成車用汽油價
格上升之傾向，卻並未對汽油價格產生顯著的影響。對於車用超級柴油，則
造成其價格顯著上升。探究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浮動油價機制在調
整油價的時候，其計算公式是採計原油價格上漲幅度的80%來反應油品生產總
成本的增加，然而實際上進口原油成本佔油品生產成本的配比並未達到80%，
因此在國內油價逐次調漲時，產生調動幅度過高之現象。但是由於政府考慮在
世界原油價格飆高的能源危機期間，為數眾多的汽油消費者對於油價高漲極為
反彈，因此以政治力介入迫使中油公司凍漲油價並部分吸收原油漲價成本。浮
動油價機制與凍漲政策交互作用下對油品價格造成的影響，就是導致汽油價格
上升，但效果並不顯著，同時柴油價格也是上升，而其價格上漲幅度卻是顯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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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浮動油價機制實施對油品價格的影響
如前所述，政府油價管制的確是影響國內油價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目前我
國的油品定價方式是採用與國際油價連動的浮動油價機制，之前以虛擬變數進
行的迴歸分析只能告訴我們實施浮動油價機制之後是否對油價產生影響，除此
之外，並無法提供更進一步的資訊。因此，本計畫進一步提出以下兩種分析方
式：「浮動油價機制與市場機制的差異分析」以及「浮動油價機制下的油價漲
跌模擬」，來深入探討浮動油價機制執行後對油品價格影響的詳細面貌。

一、浮動油價機制與市場機制的差異分析
我國於2000年台塑石化加入油品市場生產之後，政府廢除油價公式，讓油
品定價回歸到市場機制，油品市場自由化之後雖然曾經有台灣埃索加入競爭的
短暫歷史，但也存在著中油與台塑石化進行默契共謀之疑慮，所以我國油品
批發市場的競爭程度還是很難釐清。某些專家學者認為我國油品市場自由化的
成效不彰；而另外一些專家學者則主張市場機制仍然得以發生顯著的作用，因
此可以認為自由化之後油價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合理地反應了石油公司的生產成
本。本研究在這些爭論上先不做任何評述，而在邏輯上將廢除油價公式至實施
浮動油價機制的期間（2000年9月至2006年9月），視為依照市場機制訂定油品
價格期間。另一方面，我國實施浮動油價機制之後開始遵循另類形式的「油價
調整公式」來決定油品價格，石油公司雖然宣稱此機制是為了與國際原油市場
競爭接軌，但是在它實施之後，油品價格開始出現顯著改變（於上一章已經詳
細說明），這種變化究竟與先前的市場機制定價有何差異？是否真如當初實施
浮動油價機制的理由是為了合理反應國際原油價格變動的購油成本？這些都是
應該釐清的重要問題。
為了解決這些疑惑，本研究運用先前蒐集到的資料，以市場機制定價期間
的油品價格建立預測模型，來預測浮動油價機制執行後油品價格的走向，然後
與運用浮動油價機制調價所產生的真實歷史油價做比較，以瞭解市場定價機制
與浮動油價機制之間有沒有顯著的差異。以下詳細敘述這個研究方法與我們的
實證分析結果：
（一）研究方法
首先，我們以2000年9月至2006年9月市場機制期間共73筆92無鉛汽油、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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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鉛汽油與超級柴油稅前批發價格月資料建立預測模型。如前所述，影響油品
稅前批發價格的因素計有供給面、制度面與市場結構面三種，所以我們建立的
油價預測模型與迴歸模型(1)式類似，只是因為在這段市場機制期間並沒有任何
定價制度的變動，因此模型中不納入制度面虛擬變數，而保留了進口原油CIF
平均價格（CRUDE）與廠商數目（N）作為解釋變數。我們建立的汽油與柴油
稅前批發價格預測模型為：

Yt =

0

+

CRUDEt +

1

2

Nt +

t

………………………………………… (2)

計量預測模型的運作原理是依照過去的歷史經驗來預測未來，因此，我們
運用市場機制期間的歷史資料來預測後來的油價時，實際上是反應了市場機制
期間的定價方式而不是浮動油價機制的定價方式。
接著，我們分別針對92無鉛汽油、95無鉛汽油與超級柴油稅前批發價格預
測模型進行參數估計，得到預測迴歸方程式：

Yˆt = ˆ 0 + ˆ1CRUDEt + ˆ 2 N t ……………………………………………… (3)
其中， ˆ 0、 ˆ1 與 ˆ 2 分別為 0、 1 與 2 的估計值。
最後，我們將實施浮動油價機制後進口原油CIF平均價格的月資料，依序
逐筆代入按照(3)式估計的3條92無鉛汽油、95無鉛汽油以及超級柴油稅前批價
預測方程式中，即可得到反應市場機制定價方式的92無鉛汽油、95無鉛汽油以
及超級柴油稅前批發價格預測值。進一步我們與蒐集到實施浮動油價機制後92
無鉛汽油、95無鉛汽油以及超級柴油的稅前批發價真實值比較，即可瞭解前後
兩種不同制度究竟對92無鉛汽油、95無鉛汽油以及超級柴油的稅前批發價格產
生了何種影響。
（二）實證結果分析
我們以EViews軟體按照(3)式估計92無鉛汽油、95無鉛汽油與超級柴油稅
前批價預測方程式的結果，如表八、表九及表十所示，由於模型中的時間序列
資料存在嚴重的自我相關問題，我們同樣選用Neway-West法來修正估計。
在表八中，92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格預測模型的估計結果顯示判定
2

係數Adjusted R 值達到0.923，代表線性模式的配適度極高，因此我們選
取線性函數形式是合宜的。本預測模型得到的常數項估計值為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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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值 為 6 . 11 3 ， p - v a l u e ＝ 0 . 0 0 0 0 ＜ 0 . 0 1 ， 達 到 了 相 當 高 的 顯 著 水 準 。 進 口
原油CIF平均價格（CRUDE）參數估計之符號為正，估計值為0.844，t
值為20.334，p-value＝0.0000＜0.01，代表參數估計值是顯著異於0。廠
商家數（N）參數估計的符號為負，估計值為-0.701，其t值為-2.283，
p-value＝0.026＜0.05，參數估計值為顯著。整體上，模型估計結果不
論就參數符號的正確性、參數估計的顯著性以及模型的配適程度而言
都是相當合理，因此可以用它來進行92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預測。以
市場機制期間資料估計完成的92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預測方程式為：

GASOLINE 92 = 5.810 + 0.844 × CRUDE − 0.702 × N ……………… (4)
表八、以EView推估92無鉛汽油價格預測模型的結果
Dependent Variable: GASOLINE92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09/14/09 Time: 23:09
Sample: 2000:09 2006:09
Included observations: 73
Newey-West HAC Standard Errors & Covariance (lag truncation=3)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5.810494

0.950506

6.113052***

0.0000

CRUDE

0.844457

0.041529

20.33435***

0.0000

N

-0.701634

0.307328

-2.283013***

0.0255

R-squared

0.925569

Mean dependent var

10.55755

Adjusted R-squared

0.923442

S.D. dependent var

2.568874

S.E. of regression

0.710785

Akaike info criterion

2.195333

Sum squared resid

35.36503

Schwarz criterion

2.289461

F-statistic

435.2320

Prob (F-statistic)

0.000000

Log likelihood
Durbin-Watson stat

-77.12965
0.73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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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以EView推估95無鉛汽油價格預測模型的結果
Dependent Variable: GASOLINE95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09/14/09 Time: 23:16
Sample: 2000:09 2006:09
Included observations: 73
Newey-West HAC Standard Errors & Covariance (lag truncation=3)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7.074482
0.841626
8.405731***
C
0.803213
0.037614
21.35402***
CRUDE
-0.769002
0.272818
-2.818741***
N
R-squared
0.931117
Mean dependent var
Adjusted R-squared
0.929149
S.D. dependent var
S.E. of regression
0.654730
Akaike info criterion
Sum squared resid
30.00702
Schwarz criterion
Log likelihood
-71.13299
F-statistic
Durbin-Watson stat
0.911743
Prob (F-statistic)

Prob.
0.0000
0.0000
0.0063
11.35718
2.459744
2.031041
2.125169
473.1098
0.000000

表十、以EView推估柴油價格預測模型的結果
Dependent Variable: DIESEL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09/14/09 Time: 23:18
Sample: 2000:09 2006:09
Included observations: 73
Newey-West HAC Standard Errors & Covariance (lag truncation=3)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3.709115
0.662676
5.597174***
C
0.988826
0.028681
34.47644***
CRUDE
-0.309077
0.256303
-1.205908
N
R-squared
0.957798
Mean dependent var
Adjusted R-squared
0.956592
S.D. dependent var
S.E. of regression
0.593572
Akaike info criterion
Sum squared resid
24.66293
Schwarz criterion
Log likelihood
-63.97424
F-statistic
Durbin-Watson stat
0.914910
Prob(F-statistic)

Prob.
0.0000
0.0000
0.2319
10.44019
2.848984
1.834911
1.929039
794.3462
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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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九中，95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格預測模型的估計結果顯示判定係數
2

Adjusted R 值為0.929，代表線性模式的配適度極高，因此我們選取線性函數形
式是恰當的。本預測模型得到的常數項估計值為7.074，其t值為8.406，p-value
＝0.0000＜0.01，有很高的顯著水準。進口原油CIF平均價格（CRUDE）參數
估計符號為正，估計值為0.803，t值為21.354，p-value＝0.0000＜0.01，參數估
計值也是顯著異於0。廠商家數（N）參數估計符號為負，估計值為-0.769，t值
為-2.819，p-value＝0.006＜0.01，參數估計值非常顯著。就整個模型估計結果
而言，其參數符號的正確性、參數估計的顯著性以及模型的配適程度都是相當
合理，因此可以運用它進行95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格預測。以市場機制期間資
料估計完成的95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預測方程式為：

GASOLINE 95 = 7.074 + 0.803 × CRUDE − 0.769 × N ……………… (5)
超級柴油稅前批發價格預測模型的估計結果如表十所示，表中的判
2

定係數Adjusted R 值達到0.957，所以線性模式的配適度極高，代表線
性函數的選取是恰當的。這個預測模型估計得到的常數項值為3.709，
t值為5.597，p-value＝0.0000＜0.01，達到相當高的顯著水準。進口原
油CIF平均價格（CRUDE）參數估計之符號為正，其估計值為0.989，
t值為34.476，p-value＝0.0000＜0.01，代表參數估計值是超級顯著。
廠商家數（N）參數估計符號為負，其估計值為-0.309，t值為-1.206，
p-value=0.232>0.05，代表參數估計值為不顯著。整體而言，本模型的估
計結果也是合理可信，因此可以用來進行超級柴油稅前批發價預測。運
用市場機制期間資料估計完成的超級柴油稅前批發價格預測方程式為：

DIESEL = 3.709 + 0.989 × CRUDE − 0.309 × N ………………… (6)
接著，我們將實施浮動油價機制之後進口原油CIF平均價格的月資料，依
序逐筆代入(4)式、(5)式與(6)式中進行預測，得到的結果列於表十一、表十二
與表十三當中。
表十一中(A)欄列出浮動油價實施後進口原油CIF平均價格月資料，(B) 欄
為浮動油價實施後實際的92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月資料，這兩欄的資料是我們
於估計油價迴歸方程式(1)式時所蒐集資料的一部份。表中的(C)欄是將(A)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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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原油CIF平均價格月資料代入汽油稅前批發價預測方程式(4)式中，所計算
得到的92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預測值，這些預測值所代表的意義是：在浮動油
價機制實施期間如果不採用浮動油價，卻還是維持市場機制定價方式時，可能
出現的92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月平均價格。(D)欄是將(B)欄中實際的92無鉛汽
油稅前批發價減去(C)欄中92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預測值所得到的92無鉛汽油
價差。
表十一、放任寡占時期下預測92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與浮動油價機制下實際92
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之比較

日期

92無鉛汽油部分
(A)進口原油
(B)92無鉛汽油
CIF平均價格
(C)推估值
(D)汽油價
稅前批發價格
（台幣／公升）
（5.81+0.84*A-0.70*N） 差（B-C）
（台幣／公升）

2006年10月

12.45

14.87

14.92

-0.05

2006年11月

11.66

14.77

14.26

0.51

2006年12月

11.44

15.60

14.07

1.53

2007年01月

11.66

14.20

14.26

-0.06

2007年02月

10.75

14.92

13.48

1.44

2007年03月

11.51

15.17

14.13

1.04

2007年04月

12.68

16.00

15.12

0.88

2007年05月

13.53

15.79

15.83

-0.04

2007年06月

13.57

16.72

15.86

0.86

2007年07月

14.02

17.58

16.24

1.34

2007年08月

14.53

17.46

16.68

0.79

2007年09月

14.51

16.72

16.66

0.06

2007年10月

15.37

17.91

17.38

0.52

2007年11月

16.45

18.75

18.30

0.45

2007年12月

17.84

18.75

19.48

-0.72

2008年01月

18.05

18.75

19.65

-0.90

2008年02月

17.99

18.75

19.60

-0.84

2008年03月

18.06

19.31

19.66

-0.35

2008年04月

18.91

18.88

20.38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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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5月

21.12

20.11

22.24

-2.13

2008年06月

23.22

23.80

24.01

-0.21

2008年07月

24.83

25.00

25.37

-0.37

2008年08月

25.08

23.19

25.58

-2.39

2008年09月

21.66

20.83

22.70

-1.87

2008年10月

19.14

14.70

20.57

-5.88

2008年11月

13.68

12.50

15.96

-3.46

2008年12月

10.70

10.65

13.44

-2.80

2009年01月

8.33

11.05

11.45

-0.39

2009年02月

9.19

11.80

12.17

-0.37

2009年03月

9.80

12.58

12.68

-0.10

2009年04月

10.15

13.72

12.97

0.74

2009年05月

11.10

14.65

13.78

0.87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本計畫整理

表十二、放任寡占時期下預測95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與浮動油價機制下實際95
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之比較

日期

95無鉛汽油部分
(A)進口原油
(B)95無鉛汽油
CIF平均價格
(C)推估值
(D)汽油價
稅前批發價格
（台幣／公升）
（7.07+0.80*A-0.77*N） 差（B-C）
（台幣／公升）

2006年10月

12.45

15.51

15.54

-0.03

2006年11月

11.66

15.42

14.90

0.52

2006年12月

11.44

16.26

14.73

1.53

2007年01月

11.66

14.89

14.90

-0.01

2007年02月

10.75

15.57

14.17

1.40

2007年03月

11.51

15.84

14.78

1.06

2007年04月

12.68

16.70

15.72

0.98

2007年05月

13.53

16.51

16.41

0.11

2007年06月

13.57

17.35

16.43

0.92

2007年07月

14.02

18.26

16.79

1.46

2007年08月

14.53

18.12

17.21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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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9月

14.51

17.34

17.19

0.15

2007年10月

15.37

18.59

17.88

0.71

2007年11月

16.45

19.44

18.75

0.68

2007年12月

17.84

19.44

19.87

-0.43

2008年01月

18.05

19.44

20.03

-0.60

2008年02月

17.99

19.44

19.98

-0.55

2008年03月

18.06

20.02

20.05

-0.02

2008年04月

18.91

19.59

20.73

-1.14

2008年05月

21.12

20.81

22.50

-1.69

2008年06月

23.22

24.47

24.19

0.29

2008年07月

24.83

25.67

25.48

0.19

2008年08月

25.08

23.86

25.68

-1.82

2008年09月

21.66

21.50

22.93

-1.44

2008年10月

19.14

15.37

20.91

-5.54

2008年11月

13.68

13.16

16.52

-3.36

2008年12月

10.70

11.32

14.13

-2.81

2009年01月

8.33

11.72

12.23

-0.51

2009年02月

9.19

12.47

12.92

-0.45

2009年03月

9.80

13.25

13.41

-0.16

2009年04月

10.15

14.37

13.69

0.68

2009年05月

11.10

15.32

14.45

0.86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本計畫整理

表十三、放任寡占時期下預測柴油稅前批發價與浮動油價機制下實際柴油稅前
批發價之比較

日期

(A)進口原油
CIF平均價格
（台幣／公升）

2006年10月

柴油部分
(B)柴油稅前
批發價格
（台幣／公升）

(C)推估值
3.71+0.99*A-0.31*N）

(D)柴油價
差（B-C）

12.45

15.98

15.40

0.57

2006年11月

11.66

15.82

14.62

1.20

2006年12月

11.44

16.70

14.40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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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1月

11.66

15.20

14.62

0.58

2007年02月

10.75

15.95

13.72

2.23

2007年03月

11.51

16.24

14.48

1.76

2007年04月

12.68

17.45

15.63

1.82

2007年05月

13.53

17.25

16.47

0.78

2007年06月

13.57

18.26

16.51

1.75

2007年07月

14.02

19.18

16.95

2.22

2007年08月

14.53

19.11

17.46

1.65

2007年09月

14.51

18.24

17.44

0.80

2007年10月

15.37

19.53

18.28

1.25

2007年11月

16.45

20.44

19.36

1.08

2007年12月

17.84

20.44

20.74

-0.30

2008年01月

18.05

20.44

20.94

-0.50

2008年02月

17.99

20.44

20.88

-0.44

2008年03月

18.06

20.90

20.95

-0.05

2008年04月

18.91

20.57

21.79

-1.22

2008年05月

21.12

21.81

23.97

-2.17

2008年06月

23.22

26.02

26.05

-0.03

2008年07月

24.83

27.28

27.64

-0.36

2008年08月

25.08

25.43

27.89

-2.46

2008年09月

21.66

22.79

24.51

-1.72

2008年10月

19.14

15.72

22.02

-6.30

2008年11月

13.68

13.71

16.62

-2.91

2008年12月

10.70

11.70

13.67

-1.97

2009年01月

8.33

12.32

11.33

0.99

2009年02月

9.19

13.05

12.18

0.87

2009年03月

9.80

13.97

12.78

1.19

2009年04月

10.15

15.09

13.12

1.97

2009年05月

11.10

15.98

14.07

1.91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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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中(A)欄與表十一中(A)欄的資料完全相同，是浮動油價實施後進口
原油CIF平均價格月資料，(B) 欄為浮動油價實施後實際的95無鉛汽油稅前批發
價月資料，(B)欄的資料也是我們於估計油價迴歸方程式(1)式時所蒐集資料的
一部份。表中的(C)欄則是將(A)欄中進口原油CIF平均價格月資料代入汽油稅
前批發價預測方程式(5)式中，計算得到的95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預測值，這些
預測值代表的意義是：在浮動油價機制實施期間如果不採用浮動油價，卻還是
維持市場機制定價方式時，可能出現的95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月平均價格。最
後，將(B)欄中實際的95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減去(C)欄中95無鉛汽油稅前批發
價預測值，就得到(D)欄中的95無鉛汽油價差。
同樣地，表十三中(A)欄也是列出浮動油價實施後進口原油CIF平均價格月
資料，(B) 欄則為浮動油價實施後實際的超級柴油稅前批發價月資料。(B) 欄的
資料也是我們於估計油價迴歸方程式(1)式時所蒐集資料的一部份。表中的(C)
欄則是將(A)欄中進口原油CIF平均價格月資料代入超級柴油稅前批發價預測方
程式(6)式中，計算得到的超級柴油稅前批發價預測值，這些預測值所代表的意
義是：在浮動油價機制實施期間如果不採用浮動油價，卻還是維持市場機制之
定價方式時，可能出現的超級柴油稅前批發價月平均價格。最後，我們將(B)
欄中的實際超級柴油稅前批發價減去(C)欄中的超級柴油稅前批發價預測值，
得到了(D)欄的超級柴油價差。
為了方便進行結果分析，本研究進一步將表十一中(A)欄的進口原油CIF平
均價格月資料與(D)欄的92無鉛汽油價差對時間作圖，得到了圖四。又將表十
二中(A)欄的進口原油CIF平均價格月資料與(D)欄的95無鉛汽油價差對時間作
圖，得到圖五。重複上述步驟將表十三中(A)欄的進口原油CIF平均價格月資料
以及(D)欄的超級柴油價差對時間作圖，得到圖六的圖形。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本計畫整理

圖四、市場機制下預測92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與浮動油價機制下實際汽油稅前批發價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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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本計畫整理

圖五、市場機制下預測95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與浮動油價機制下實際汽油稅前批發價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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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本計畫整理

圖六、市場機制下預測柴油稅前批發價與浮動油價機制下實際柴油稅前批發價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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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呈現出市場機制下預測92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與浮動油價機制下實際
的92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之比較，由圖中的進口原油價格走勢與汽油價差變動
狀況看出，除了在政府政策凍漲油價與執行「一次漲價多元吸收方案」期間，
實際的92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大多比依照市場機制訂價方式得到的92無鉛汽油
稅前批發價預測值還要高，在2006年12月時92無鉛汽油每公升的價格甚至高出
1.53元。在政府凍漲油價後，實際的92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開始低於預測值，
之間的價差也是頗為顯著，最高達每公升-1.50元（2008年4月），在2008年5月
實施「一次漲價多元吸收方案」之後，價差更是大幅擴大，2008年10月實際的
92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低於預測值的情況達到最高，每公升價差有-5.88元。
在政府直接介入油價的干預措施結束後，中油公司終於可以將之前所吸收的成
本，以漸進、逐步的方式將差額調回，2009年1月中油公司快速調回差額，92
無鉛汽油實際價格與預測值間的價差也從上一個月的-2.80元／公升大幅降低
至-0.39元/公升。
圖五呈現出市場機制下預測95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與浮動油價機制下實際
的95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之比較，它的結果與92無鉛汽油的情況相當類似，在
政府實施政策凍漲油價之前，實際的95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也是比依照市場機
制訂價方式得到的95無鉛汽油稅前批發價預測值還要高，在2006年12月時每公
升的價格也是高出1.53元。95無鉛汽油實際的稅前批發價格開始低於預測值也
是在政府凍漲油價之後，價格差距還算顯著，最高達每公升-1.14元（2008年
4月）。在2008年5月實施「一次漲價多元吸收方案」後，價差明顯地大幅擴
大，2008年10月95無鉛汽油實際的稅前批發價低於預測值的情況達到最高，每
公升價差有-5.54元。在政府直接介入油價的干預作為結束後，中油公司快速調
回差額，95無鉛汽油實際價格與預測值間的價差在2008年12月時還有-2.81元／
公升，在一個月之後則大幅降低至-0.51元／公升。
圖六則是市場機制下預測超級柴油稅前批發價與浮動油價機制下實際的超
級柴油稅前批發價之比較圖，它所呈現的型態也是與圖四以及圖五相當類似，
只是實際的柴油稅前批發價高於柴油稅前批價預測值之幅度都較圖四與圖五中
汽油的幅度為大，2006年12月時超級柴油實際價格高於預測值的幅度達到每公
升2.30元，是差距最大的時候。政府直接干預油價的期間，超級柴油實際的稅
前批發價低於級柴柴油稅前批價預測值之幅度也都和汽油相當。在政府凍漲油
價之後，實際的超級柴油稅前批發價開始低於預測值，與汽油的情況類似，價
差也是頗為顯著，最高達到每公升-1.22元（2008年4月），2008年5月實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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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漲價多元吸收方案」後，超級柴油價差也是開始大幅擴大，在2008年10月時
超級柴油實際的稅前批發價格低於預測值的情況達到最高，每公升價差有-6.30
元。政府干預油價結束後，中油公司調回之前吸收的超級柴油虧損，快速調回
差額的時間與汽油相同，都是發生在2009年1月，造成超級柴油實際價格與預
測值間的價差從上一個月的-1.97元/公升變為0.99元/公升。
圖四、圖五與圖六的分析結果隱含了一個重要的經濟現象，那就是：如果
政府沒有在國際原油飆漲期間直接進入油品市場干預油價並實施了凍漲油價政
策與多元吸收方案，那麼浮動油價機制將為兩家石油公司創造出比市場機制時
期更高的利潤（超額利潤）。還記得之前我們論述過本研究的汽、柴油稅前批
發價格預測模型是基於市場機制時期的歷史資料向前預測浮動油價期間的汽、
柴油價格，因此可視為將市場機制時期的定價制度延伸至浮動油價期間所訂定
出的市場價格。而浮動油價時期由浮動油價機制所決定的真實價格，卻在沒有
政府干預價格的狀態下每每超過模型按市場機制所預測的價格。因此，浮動油
價機制的實施就浮動油價計算公式本身而言，是對石油公司更為有利。而其所
造成的過高油價則對消費者相當不利。
那麼究竟是浮動油價機制的哪一部份可能造成這樣的結果呢？這是一個看
似複雜但實際上卻是相當容易以簡單的邏輯推論來回答的問題，容我們再度檢
視浮動油價機制的「油價調整公式」(7)式與(8)式：
前週原油加權價格 (NT $)－隔週原油加權價格 (NT $)
前週原油加權價格 (NT $)

×80% …… (7)

隔週油品價格＝前週油品價格×（1＋指標油80%變動幅度） ………… (8)
由(7)式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影響隔週油品價格的除了前週油品價格的高低
外，就是所謂的「考量匯率後指標油80%變動幅度 」，這個重要的因子決定了
油品價格的漲跌幅度。(7)式則告訴我們國際原油價格變動、新台幣匯率變動以
及80%都會影響「指標油變動幅度」。問題真正的重點就在這個看似不起眼、
但卻是扮演最重要地位的80%。這個80%就是石油公司宣稱進口原油成本佔油
品生產總成本比率的概估值，因此，當國際原油價格變動之時，為了反應購買
原油的成本變動，油品生產的平均成本也應相對反應80%的變動幅度，也就是
說，如果國際原油價格每上漲一元，油品生產的平均成本將上漲其80%，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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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元，據此，各項油品價格也應該進行同樣幅度的調整。因此，在浮動油價機
制下，國內汽、柴油稅前批發價的調整幅度乃是正比於「進口原油成本佔油品
生產總成本比率的概估值」。我們的研究顯示，浮動油價機制可能造成國際石
油危機期間國內油品價格過度調漲，這當中的主要原因應該就是這個80%定得
過高。
經濟學的理論告訴我們，完全競爭市場將使得條件（生產成本等）相同的
所有廠商僅能賺得正常的利潤（即所謂的經濟利潤為零）。而寡佔市場中的廠
商若不從事價格戰（如Bertrand模型所描述者）而是從事數量戰（如Cournot模
型或Stackelberg模型所描述者）的話，那麼各個廠商將可以賺取超額利潤。然
而，寡佔市場結構中的廠商如果不採取非合作性的策略行為從事競爭，而是採
取合作性的聯合行為（如聯合壟斷或默契共謀）來抑制競爭，則參與的廠商將
可以獲得高於非合作性寡佔的超額利潤。我國在台塑石化進入油品市場從事生
產後，雖然進入了所謂的市場機制時代，但除了台灣埃索加入市場競爭的短暫
兩年之外，其餘時間都是維持中油與台塑石化兩家公司雙佔的局面。由於我們
無法排除兩家公司進行默契共謀之疑慮，因此在我國油品定價的市場機制期
間，中油與台塑石化可能有機會賺取超額利潤。而本章的研究又顯示，浮動油
價機制使得兩家石油公司得以賺取比市場機制時期更多的利潤。當然，過去因
為政府直接介入油品市場凍漲油價而粉碎了這樣的可能性，但是，往後是否應
該繼續維持浮動油價機制，則是大家應該認真思考的嚴肅議題。
除此之外，經濟學原理也告訴我們，在一般的情況下，當廠商因為外在經
濟環境改變而面臨生產投入成本增加之時，除非是其生產產品的供給彈性無限
大，否則並不會將生產成本的增加完全轉嫁給消費者，而會自行吸收其中的一
部份。然而浮動油價的機制設計是將國際原油價格上升所造成油品生產成本增
加的部分（浮動油價機制認為有80%）完全反應在油品價格的上漲，因此是將
中油與台塑石化的生產成本增加完全轉嫁給消費者，對消費者不利。這樣的機
制設計不但有違一般的經濟學原則，它同時也是較不公平的一種定價方式。

二、浮動油價機制下的油價漲跌模擬
欲瞭解實施浮動油價機制對汽油與柴油等油品的定價究竟會產生何種影響
的另一種方法，是以一個假設性的例子，運用實際的油價調整公式（即前述之
(7)式與(8)式）進行模擬，以瞭解價格變動的趨勢與型態，然後從中間發現問
題並探討形成問題的原因與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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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列舉的例子如表十四所示。在這個例子當中我們假設國際原油價格
（暫時不論是以WTI或70% Dubai + 30% Brent作為指標油）從每桶40美元開始
上漲，漲價期間持續20期，每一期漲價的幅度都固定為5美元，按照這種設定
的方式連續上漲，直到每桶140美元後原油價格才開始下跌。下跌的期數也是
20期，每一期跌價幅度也是固定在5美元，如此持續跌回到最初的起漲點每桶
40美元。我們進一步假設新台幣兌換美元的匯率固定不變，為32元新台幣兌換
一美元。而且在國際原油價格為每桶40美元的起漲點時，我國油品稅前批發價
格為一公升15元。我們接著以這個例子中的數據，按照我國的浮動油價調整機
制，模擬國際原油價格所經歷的40期變動期間國內油品價格的變動情形。在
實際執行模擬時，我們以本例子中虛擬的原油價格數據，依照我國目前採行的
「指標油80%變動幅度」公式(1)式，計算油品價格調整幅度，其次，以油品稅
前批發價格一公升15元作為起始價格，運用油價調整公式(8)式，計算每一期
（共40期）的油品稅前批發價格。其次，我們變更設定，以「指標油75%變動
幅度」重新進行計算，亦即是我們將(7)式改為
前週原油加權價格 (NT $)－隔週原油加權價格 (NT $)
前週原油加權價格 (NT $)

×75%

之後再次地重複上面的步驟，計算得到40期的油品稅前批發價格。如此我們就
可以得到兩次的模擬數值，然後對結果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比較。我們將兩次的
模擬結果同樣列於表十四中，如同表中的模擬結果所顯示的，在「指標油80%
變動幅度」的設定下，第1期的國內油品價格調漲幅度為0.1000（10%），因此
油品稅前批發價由每公升15元上漲為每公升16.50元，油價調漲幅度為每公升
1.50元；第2期的國內油品價格調漲幅度為0.0889（8.89%），因此油品稅前批
發價由每公升16.50元上漲為每公升17.96元，油價調漲幅度為每公升1.47元。
如此，油品稅前批發價格持續地上漲。在這個油品價格上漲的過程中，我們可
以清楚地觀察到，雖然每一期國際原油價格的上漲幅度相同（都固定在每桶5
美元），但是油價調整幅度卻逐漸變小。這是因為在(7)式中分母所列的前期
原油價格越變越大，然而分子代表的前後期原油價格上漲幅度都固定（每桶5
美元），因此計算得到的油價漲幅會越來越小。在第20期原油價格上漲到每桶
140美元時，油品的稅前批發價格達到了每公升41.15元，但是比起前一期的價
格每公升39.97元，油品價格的調漲幅度只有1.19元，這個漲價幅度比其起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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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以假設性例子進行浮動油價模擬+
反應指標油價格變動80%
幅度作為生產成本變動
期別

原油 油價 指標油80%
模擬的油
模擬的油價
價格 調整 變動幅度
價調幅

反應指標油價格變動幅度75%
作為生產成本變動
指標油75%
模擬的油
模擬的油價
變動幅度
價調幅

0

40

--

--

15

15

1

45

5

0.1000

16.5000

1.5000

0.0938

16.4063

1.4063

2

50

5

0.0889

17.9667

1.4667

0.0833

17.7734

1.3672

3

55

5

0.0800

19.4040

1.4373

0.0750

19.1064

1.3330

4

60

5

0.0727

20.8152

1.4112

0.0682

20.4092

1.3027

5

65

5

0.0667

22.2029

1.3877

0.0625

21.6847

1.2756

6

70

5

0.0615

23.5692

1.3663

0.0577

22.9358

1.2510

7

75

5

0.0571

24.9160

1.3468

0.0536

24.1645

1.2287

8

80

5

0.0533

26.2449

1.3289

0.0500

25.3727

1.2082

9

85

5

0.0500

27.5571

1.3122

0.0469

26.5620

1.1893

10

90

5

0.0471

28.8539

1.2968

0.0441

27.7339

1.1719

11

95

5

0.0444

30.1363

1.2824

0.0417

28.8895

1.1556

12 100

5

0.0421

31.4052

1.2689

0.0395

30.0299

1.1404

13 105

5

0.0400

32.6614

1.2562

0.0375

31.1560

1.1261

14 110

5

0.0381

33.9057

1.2442

0.0357

32.2687

1.1127

15 115

5

0.0364

35.1386

1.2329

0.0341

33.3688

1.1001

16 120

5

0.0348

36.3608

1.2222

0.0326

34.4569

1.0881

17 125

5

0.0333

37.5728

1.2120

0.0313

35.5336

1.0768

18 130

5

0.0320

38.7752

1.2023

0.0300

36.5997

1.0660

19 135

5

0.0308

39.9683

1.1931

0.0288

37.6554

1.0558

20 140

5

0.0296

41.1525

1.1842

0.0278

38.7014

1.0460

21 135

-5

-0.0286

39.9767

-1.1758

-0.0268

37.6647

-1.0366

22 130

-5

-0.0296

38.7922

-1.1845

-0.0278

36.6185

-1.0462

23 125

-5

-0.0308

37.5986

-1.1936

-0.0288

35.5622

-1.0563

24 120

-5

-0.0320

36.3955

-1.2032

-0.0300

34.4953

-1.0669

25 115

-5

-0.0333

35.1823

-1.2132

-0.0313

33.4174

-1.0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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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指標油價格變動80%
幅度作為生產成本變動
期別

原油 油價 指標油80%
模擬的油
模擬的油價
價格 調整 變動幅度
價調幅

反應指標油價格變動幅度75%
作為生產成本變動
指標油75%
模擬的油
模擬的油價
變動幅度
價調幅

26 110

-5

-0.0348

33.9586

-1.2237

-0.0326

32.3277

-1.0897

27 105

-5

-0.0364

32.7237

-1.2349

-0.0341

31.2256

-1.1021

28 100

-5

-0.0381

31.4771

-1.2466

-0.0357

30.1104

-1.1152

29

95

-5

-0.0400

30.2180

-1.2591

-0.0375

28.9812

-1.1291

30

90

-5

-0.0421

28.9457

-1.2723

-0.0395

27.8372

-1.1440

31

85

-5

-0.0444

27.6592

-1.2865

-0.0417

26.6774

-1.1599

32

80

-5

-0.0471

26.3576

-1.3016

-0.0441

25.5004

-1.1769

33

75

-5

-0.0500

25.0397

-1.3179

-0.0469

24.3051

-1.1953

34

70

-5

-0.0533

23.7042

-1.3355

-0.0500

23.0898

-1.2153

35

65

-5

-0.0571

22.3497

-1.3545

-0.0536

21.8529

-1.2370

36

60

-5

-0.0615

20.9744

-1.3754

-0.0577

20.5921

-1.2607

37

55

-5

-0.0667

19.5761

-1.3983

-0.0625

19.3051

-1.2870

38

50

-5

-0.0727

18.1523

-1.4237

-0.0682

17.9889

-1.3163

39

45

-5

-0.0800

16.7002

-1.4522

-0.0750

16.6397

-1.3492

40

40

-5

-0.0889

15.2157

-1.4845

-0.0833

15.2531

-1.3866

時的漲價幅度每公升1.50元的確是較低。接著，從第21期開始，原油價格開始
下跌，油品價格亦開始調降，我們計算得到的油品稅前批價為每公升39.98元，
價格的調降幅度僅有1,18元。降幅不高的原因是因為這時原油價格仍高，按照
(7)式計算的油價調整幅度不大。如此，油品稅前批發價格持續經歷20期的下
跌。在這個油品價格下跌的過程中，我們看到雖然每一期國際原油價格的下跌
幅度相同（也都是固定在每桶5美元），但是油價調整幅度卻逐漸變大。這是
因為在(7)式中分母所列的前期原油價格越變越小，然而分子代表的前後期原
油價格跌幅卻固定不變，因此計算得到的油品價格跌幅越來越大。在最後一期
（第40期）原油價格跌回起漲點每桶40美元時，油品稅前批發價格則跌到每公
升15.22元。
大家看完上述的模擬結果和分析之後或許會覺得很奇怪，明明原油價格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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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跌回起漲點每桶40美元，為什麼油品稅前批發價格不會同樣跌回起漲點每公
升15元？是的！這就是我們所設計之浮動油價機制的特性，因為它不是中性的
（neutral），而是會使得油品價格調整偏離起漲原點的非中性（non-neutral）
機制。也因此，這樣的浮動油價機制設計的確是對消費者比較不利。在這個油
價模擬中，我們觀察到我國浮動油價機制下另一個油品價格調整的現象，油品
價格開始調漲的時候調整幅度很大，但是油品價格調降開始之時調幅卻很小，
這就是過去我們經常於電視與報紙等傳播媒體看到的對中油與台塑石化的批
評。事實上，在油品價格調整時，並不是這兩家公司刻意要漲多跌少，而是浮
動油價機制的設定方式自然會導致這樣的結果。
那麼究竟油品價格開始調漲的時候調整幅度很大，但是開始調降之時調幅
卻很小的現象對石油公司和消費者會產生何種影響？如果油品的漲價期間持續
很長，而下跌期間卻很短，那麼石油公司將因為一開始就大幅調升油品價格
而且價格長期高居不下而獲得鉅額的超額利潤。2006年之後國際原油價格飆漲
的情況恰好就是如此，世界原油價格在2007年1月份開始又出現另一波巨幅上
漲，持續上漲期間長達18個月之久，在2008年7月國際原油平均價格達到了歷
史新高，之後卻因為美國「次級房貸（subprime loans）」問題所引發的全世界
金融海嘯而急速下跌，原油價格下跌時卻只有花了7個月的時間就降到了每桶
39美元。我國實施浮動油價機制的時間點剛好是在這一波國際原油價格漲跌之
前，而涵蓋了整個漲跌的過程，如果政府沒有執行凍漲政策與多元吸收方案，
中油公司與台塑石可能有機會賺取鉅額利潤。表十四中的第二個模擬也顯示出
一個奇特的現象，那就是當「指標油變動幅度」設定為75%，原油價格回到起
漲點時油品稅前批發價格為每公升15.25元，較「指標油變動幅度」設定為80%
時的15.22元為高。
綜合以上的研究，我們發現浮動油價機制並非一個真實反應石油公司進口
原油成本變動的理想定價方案，這是因為除了石油公司本身之外，沒有任何一
個人可以精確掌握石油公司的進口原油成本與生產總成本資料，所以沒辦法合
理地決定浮動油價機制計算公式(7)式中「考量匯率後的指標油變動幅度」，究
竟應該選取80%、75%或其他數值？目前我國以80%作為石油公司進口原油成
本佔生產總成本比率的概估值，據以反應國際原油價格變動對生產總成本以及
各項油品價格的影響。然而我們的研究似乎顯示這個比率有定得過高的疑慮，
所以可能會過度反應進口原油價格變動的影響，因而造成在油價飆漲期間國內
各項油品定價過高。如果不是在這段期間因為政府直接干預油價，其結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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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兩家石油公司因國際原油價格大漲，而有機會獲得高於正常報酬的超額利
潤。就消費者立場而言，汽油等油品為需求彈性很低的生活必需品，油品價格
過度上漲將造成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減少，整個經濟社會也會產生
顯著的福利損失。這也就是為什麼許多經濟學者通常會反對特定的油品定價機
制，而認為應該促進市場競爭、提升經濟效率的最主要原因。

陸、結論與建議
本論文運用我國的汽、柴油價格以及進口原油CIF價格等相關資料，探討
影響我國油價設定的影響因素，並研究我國實施浮動油價機制後所產生之影響
以及該機制設計之合理性。研究結果顯示，國際原油價格、我國油品市場市場
結構、以及政府政策變動都是影響我國油品定價的的重要影響因素。在其他條
件不變的情況下，進口原油的CIF平均價格（成本）每公升上升1元時，將導
致92無鉛汽油每公升的批發價格上升0.757元，95無鉛汽油每公升將上升0.741
元，超級柴油每公升上升0.848元。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加入油品市場競
爭的廠商數目增加1家時， 92無鉛汽油每公升的批發價格將會下降0.902元，95
無鉛汽油每公升會下降0.911元，超級柴油每公升下降0. 630元。因此，在我國
油品市場引入競爭的確會對我國油品價格產生顯著的降低效果。同樣地在其他
條件不變下，我國油品計價公式廢除之後， 92無鉛汽油、95無鉛汽油與超級柴
油每公升批發價格分別上漲了1.935元、1.858元與1.050元。這樣的結果意味著
台塑石化加入市場供油之後，可能是因為中油與台塑石化在油品定價上的平行
行為，而造成汽、柴油兩類油品價格顯著上升。因此，似乎隱含兩家公司間存
在默契共謀之可能。最後本研究發現，我國在2006年10月實施浮動油價機制之
後，雖造成92無鉛汽油與95無鉛汽油價上升之傾向，卻並未對價格產生顯著的
影響。超級柴油價格則是受到了顯著的影響，每公升價格平均上升了1.175元。
浮動油價機制實施後，實際的汽油與柴油稅前批發價大多比依照市場機制
（政府放任下的寡占市場）訂價方式得到的汽油與柴油稅前批發價預測值還要
高。而浮動油價機制的設計是將國際原油價格上漲的成本反應了80%於汽、柴
油的定價上面，我們的研究顯示這樣的機制設計似乎有過度反應成本上漲之
嫌，對石油公司有利，卻對消費者不利。且浮動油價機制將國際原油價格上漲
的成本完全轉嫁給消費者，是一種較不公平的定價方式。另一方面，我們的模
擬也證明了浮動油價機制是一種非中性的定價制度，容易產生進一步的定價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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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綜合本研究的發現，我們建議政府審慎檢討目前對我國油品市場的管制方
式，應該盡量避免直接干預油品價格，除了不應基於政治之目的隨意凍漲油價
之外，對於設計不當的浮動油價機制也應該考慮將它廢除或進行再修正的可能
性。同時政府也應該在我國油品市場中積極引入競爭，一個可行的作法是設法
消除想進入市場競爭之國外石油公司的疑慮，如此我國的油品市場就有可能產
生應有的競爭力，為全國民眾提供價格合理的消費性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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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ing-Chen Li, Chia-Yon Chen and Ya-Han Chang
In this research, we utilized data for gasoline and diesel, crude oil, etc. to study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pricing of gasoline and diesel in Taiwan’s petroleum products
market. Our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crude oil price, market structure (represented by
number of firms in the market),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s all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gasoline and diesel prices.
The so-called “floating pricing mechanism” enacted by Taiwan government is
a strange mechanism design in that it over reflected the effect of cost increase due to
higher oil prices on gasoline and diesel pricing. This pricing mechanism favors the
oil companies while in the mean time at the expense of consumers. In addition, our
research demonstrated by simulation that the floating pricing mechanism is a nonneutral mechanism design that may lead to further price disto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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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廖教授惠珠（淡江大學經濟學系）
我很高興讀這一篇文章，這一篇文章事實上內容非常的多，這篇文章其實
相當好的是他用多個的計量模型、還有很多的模擬去解釋我們現行浮動油價機
制的合理性，他很大的一個貢獻是，他清楚的去剖析現在浮動油價機制的一些
內容，然後指出浮動油價機制的缺失，提出蠻合理的建議，事實上我們都認為
尊重市場機制是很好的一個方式。
總是任何的文章都有一些小小、可以雞蛋裡挑骨頭的地方，所以我認真的
去讀了以後，我有一些小小的意見，作者根據他的模式有做虛擬變數上一些定
義，那這虛擬變數上的2是把2006年10月到2009年9月之間他都把它變成1，其
他期間為0，這樣的做法有一個小小的缺點是，因為從2006到2009的時候，事
實上政府有採用浮動油價、有凍結、又有多元補貼，所以作者只用一個單純的
讓它等於1這樣，來反映事實上多種不同的情形，所以後來跑出的結果就是表
5、表6的實證結果在D2的這項他都不顯著，很有可能跟用比較簡單的處理方法
有關，但是實際上他可能會涉及樣本不足的問題，我猜作者一定不是故意要這
樣做，而是大概有另外一個問題，同樣CRUDE這一個變數，作者採的是進口
原油CIF的平均價格，但是如果你仔細去檢視台灣的浮動油價，事實上初期是
用WTI、後期用7D3B就是布蘭特（Brent）跟杜拜（Dubai），所以不知道作者
以後如果有空，可不可以試著做做看，有許會有一些不一樣的結果。
下一頁的時候，其中我比較覺得特別的是，作者去把它分析了以後，在92
無鉛跟95無鉛部分它的D2都是不顯著，但是很奇怪的是它的超柴卻是很顯著，
作者有說超柴顯著可能是因為交叉效果，但是並沒有說出為什麼92、95會不顯
著，而超柴卻很顯著，因為我看來看去，我沒有辦法看到這一個，我建議是不
是可以做一些補充跟說明，讓我們可以更加的瞭解。另外在文章，會看到最下
面有一條回歸式（第4式），或翻到後面有一些回歸式，我要說的是，跟我們
2

一般在經濟文獻裡面在回歸式下面會直接擺個t值R ，如果能做這樣的一個修
正可能會更好。表14我建議在下面一頁用一個表15，並說明是油價往下跌，那
這樣會有一個好處就是，別人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的起始點，在80％你的起始
點是41.1525、在75％你的起始點是38.7014，如果大家看的數字是38.7014，這
樣就不會讓人家有誤導，就是你讀下一頁的時候看到75，怎麼模擬油價馬上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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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37.6647，但是你看往前模擬油價是39.9767，所以會有讓人家誤導覺得怎麼
跌這麼多？你到底算的對不對？所以我是建議這個表就另外給他表15，給他一
個起始點，兩個起始點是不一樣的，這個當然都是小的挑剔的，我會建議在下
筆的時候要更公平的說，各位再翻到下一頁的時候，看到最下面一行，會寫說
「…獲得鉅額的超額利潤…」，好像是說，浮動油價的機制在設定的時候，因
為它有漲的多、跌的少的情形，所以會有超額利潤，但事實上，最下面一行
的第5欄15.2157，這就是說跌回來的時候會跌到15.21，那另外75％會跌回來
15.2531，其實跟原始的15不會差太多，我說不會有到巨額的利潤，真正巨額利
潤其實是反映在中油跟台塑，中油有政策性任務、台塑沒有政策性任務，台塑
卻可以一味的跟著中油來走，這可能是比較巨額利潤的部分，這個部分其實經
濟部有在做可比模式，最近大家一堆人在討論，弄了一些，就在討論可比模式
怎麼去做，所以我是覺得在下筆的時候稍微說明一下，另外那個80％沒有像李
教授想的那麼好，因為那個80％主要是說你的進口原油成本的這一部分，那因
為資本的設備是不變的，攤提是不太會變的，可是油價如果漲個3、4倍或4、5
倍，這一部分的比例會很高，曾經是有高到將近90，但是也有跌回70幾的，所
以這部分為什麼當初我們會用80，我記得還在立法院吵來吵去，吵了老半天，
因為有時候80幾、有時候70幾，最後還是用一個折衷的80，但是我非常贊同李
教授的意思，他是說如果我們用競爭的機制去強化它，而不是說反映80全部都
是由民眾來吸收，這個我是認同的，其實廠商在競爭的過程，也要想辦法去提
升自己的能力，我想這就是為什麼新政府在多元吸收的部分，要求由中油吸收
一部份，但這一部分很難在短期去做到。我的講評到這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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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競爭政策的發展，近年來除強制性之競爭法做為維護競爭環境之政
策工具外，競爭倡議（competition advocacy）制度亦受到重視，不少國家如美
國、加拿大、歐盟、日本等，以及國際組織對此議題有相當程度的關注。依據
1

「國際競爭網路」（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ICN）之定義， 所謂
「競爭倡議」係指「競爭主管機關就經濟活動方面之競爭環境之推廣，藉由非
強制性之手段進行相關之活動與引導，主要是透過與其他政府機關之聯繫，以
2

及增進加強公眾對競爭利益意識之提升。」 。
若以此定義為基礎，則就國家整體競爭政策而言，競爭倡議除了不具競爭
法之強制規範功能外，其涵蓋範圍與重要性可謂與競爭法等量齊觀。競爭機關
在此一領域中，更可謂為落實競爭政策之守門員（goalkeeper），除執行競爭
法以外，同時對政府行政機關缺乏效率甚至妨礙競爭之政策與措施提出建議與
忠告，並檢視現存法律規定在執行上的效益與缺失。
3

依據ICN 2002年的報告指出 ，競爭倡議與競爭法均屬於整體競爭政策的
一環，並有相輔相成之效益。甚至在若干情況時，競爭倡議之優先性與重要性
相較於競爭法可能更為重要。主要歸納有三點理由。首先，特別對開發中與經
濟轉型之國家而言，於市場管制革新之過程中，是以若競爭主管機關與其他主
1

2
3

ICN為競爭政策主管機關之國際論壇。其成立之構想，來自於由美國司法部所
成立之「國際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Policy Advisory
Committee, ICPAC）之建議。ICPAC於2000年提出之報告中，建議美國應發起成立
一個全球性的競爭政策論壇，以提供各國競爭主管機關有一個討論的平臺。隨後於
2001年10月25日由美國、澳洲、加拿大、歐盟等14個國家（或國際組織）共同成立
ICN；隨後，各國競爭主管機關，包括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在內，陸續加入ICN成
為會員。ICN本身的成立目的即在於提供各會員（各國競爭主管機關）有一個經常
性的討論平台，各會員得以針對實務上所遇競爭爭議進行交流討論，使各國針對競
爭政策原則獲致共識。ICN是目前唯一特別針對競爭法制執行而存在的國際組織，
各會員皆為國家或跨國組織的代表。ICN本身並無法令制定的功能。一旦ICN各會
員於計畫中達成共識而做成「建議」（recommendation）或「最佳執行準則」（best
practices）時，究竟是否遵守、如何執行，以及採單方執行或與其他國家成立雙邊
或多邊協議，各會員仍可自行決定，亦即ICN之共識並不具有拘束力。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2002), “Advocacy and competition policy：report
prepared by the Advocacy Working Group”, p. 25。
同上註，pp.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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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能夠加強溝通與對話，較能確立競爭政策與立法之推動。
第二，市場自由化之提升可能將使利益團體喪失其特權，因此易發生利益
團體遊說主管機關之情形，而競爭倡議制度之存在，較能減少「管制擄獲」
（regulatory capture）之情形。舉例而言，競爭機關得向各產業別之監管機關
宣導灌輸競爭價值與重要性之概念，並透過各部門別的加強管理與提倡競，以
儘可能減低管制擄獲之風險。最後，競爭法執法方面較為複雜與困難，在競爭
概念未能普遍接受的情形下，競爭主管機關與司法體系容易遭遇挑戰與質疑，
而透過競爭倡議制度，將可強化競爭法保護的法益內涵之落實。
我國公平法自1992年施行以來已逾17年，且已展現初步成績，惟競爭之概
念雖已逐漸為產業與其他政府機關所接受，但廣度與深度仍有進一步強化之空
間。並且，各部門之主管機關、企業間、以及人民對於市場競爭之觀念仍未
普遍，而消費者對於市場競爭之益處亦有強化之空間，是以縱然我國欲推行全
面性的競爭法，但亦因其他部門主管機關無太高意願與未得各主管機關相互配
合，造成事倍功半甚至市場效率更為惡化之情形。此外，若干產業主管機關
（例如NCC）亦負有促進特定產業競爭狀態之任務，亦有強化與競爭主管機關
之互動的必要，以求整體競爭政策與個別產業競爭規範之一致性。是故，為達
到我國推行全面性競爭法以及健全的市場競爭之目標，競爭倡議實為非常重要
之政策工具，若各部門別主管機關、企業界與消費者皆能大力支持競爭倡議，
主管機關便能更有效執行競爭法相關規定，並增進消費者之權益，以及確保市
場的公平競爭，甚至可望促進國際間就競爭法制與政策之合作。
準此，本文透過國際間各國與多邊組織競爭倡議之經驗與相關規範，進行
比較制度分析與歸納，並以此為基礎，針對符合我國政經環境之競爭倡議提出
可行性之作法與評估。

貳、競爭倡議之概念討論
一、競爭文化的普及性
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競爭法制的發展，競爭文化
（competition culture）的培育和發展問題，日益受到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之重
視。在國際多邊場合中，競爭政策的深化亦成為晚近關注的焦點。在國際組織
方面，除了前述之「國際競爭網路」（ICN）將競爭文化的普及性作為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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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外，1996年12月WTO新加坡部長會議中，亦決議成立WTO貿易與競
爭政策互動工作小組（The Working Group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de and
Competition Policy，WGTCP），其目的便在於在討論WTO會員所提貿易與競
爭政策互動相關議題，包括政府及私人企業之各種反競爭措施，而WGTCP之
主要任務不僅包括研究和論證於WTO框架下，進行競爭政策於國際調和之必
要性和可能性，更包括對WTO會員分別進行競爭法與競爭文化之教育。除了
WTO相當重視競爭文化之問題外，如美國、歐盟、澳洲等國家，亦相當積極
進行競爭文化之推廣，等，從此看來，競爭文化的發展與建立可謂成為整體競
爭政策的核心工作之一。
競爭文化之定義與範圍相當廣泛，概括而言，競爭文化是關於市場競爭的
一系列觀念、商業規則與法律制度等之總稱，亦可認為競爭文化是研究市場現
象、市場規則與競爭法則、市場發展、獨占與反獨占的文化。換言之，競爭文
化可謂市場競爭及其相關法制與活動等所建立結合而成之文化。

4

再者，競爭文化的存在乃一國市場經濟成功之基石，蓋政府以及企業、甚
至人民於此良好的競爭文化下，皆可相當明白競爭所帶來之益處，因此對於主
管機關所提出之競爭政策，公眾與企業皆能大力支持與認同。是以對於競爭倡
議之主管機關而言，競爭文化之發展是相當重要的，而不論是消費者、產業、
教育機構，乃至於政府與監管機關，皆應瞭解競爭文化存在之重要性，而主管
機關於建立培育競爭文化時，亦可透過不同國家或地區及多邊組織之內容與方
法的經驗，形成本國政策。

二、競爭倡議與競爭政策的優先順位
在傳統競爭政策體制下，競爭倡議之重要性並未受到重視。例如美國司法
部（Justice Department）以及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於
1930年代便注意到競爭倡議之重要性，但直至1970年年代，美國才開始強調
5

競爭倡議之重要性。 除此之外，其他國家亦於近期才開始具有競爭倡議之意
識，此也為競爭倡議於近年來才實際受到重視之故。
事實上，如欲達成市場競爭之目的與公平，雖然競爭法為不可或缺之政策
工具，但如前所述，倘若公眾對於競爭之概念與利益尚非明瞭，如欲藉由競爭
4
5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2002), “Advocacy and competition policy：report
prepared by the Advocacy Working Group”, p.27。
同前註，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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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執行以達成市場競爭之目標，有其侷限性。特別是對台灣而言，一方面實
施競爭法的時間相對較短，他方面過去存在者許多公營獨占或特許產業等高度
人為進入障礙，縱使於晚近已經透過管制革新與自由化政策解除進入限制，但
仍需要透過宣導與教育推廣競爭文化。
在競爭意識普及之前，主管機關如欲就私人企業從事反競爭之調查等活
動，往往面對對方意願低落而無法順利取得資訊的問題，造成執行上之困難。
而如電信、銀行、運輸等受管制產業（regulated industries），亦因競爭意識不
足而容易發生反競爭行為。甚至政府監管機關亦可能僅由技術面做為政策考
量，而未能具體落實競爭政策。故若競爭主管機關於競爭政策中優先提倡競爭
倡議，便可逐步化解該等問題，更可以強化與產業監管機關的聯繫與溝通。
綜上所言，雖然促進市場競爭之方式眾多，但競爭倡議於事實上若非優先
於競爭法等強制手段，至少在政策上應置於等量齊觀的地位。而競爭主管機關
亦可透過較為溫和之手段達成促進與維護競爭之政策目標，同時可檢視競爭政
策之缺失並提供建議，更能扮演政府與產業及消費者間之溝通橋樑。

三、競爭倡議之內容
不論是競爭法或競爭倡議，其目標皆在於確保經濟效率與市場公平與消費
者之利益、減低價格、鼓勵中小企業之發展、避免市場壟斷等。隨著貿易全球
化之趨勢，經濟效率與市場公平儼然已不再是各國內部之政策，也因此提倡競
爭之觀念日益重要。再者，競爭法規基本上是著重於法制執行面，而宣導提倡
競爭之觀念與加強各部會主管機關之合作則必須倚重競爭倡議，而這也是為何
各國目前皆相當重視競爭倡議之原因所在。
若依據倡議對象性質之差異分析，競爭倡議之對象又可分為消費者、產業
與政府等三個構面。
（一）對消費者與產業之倡議
對於消費者而言，透過競爭倡議將可提升其對於市場競爭所帶來之利益的
瞭解，並對違反競爭之行為態樣有所認識，以協助競爭政策之落實。對於產業
而言，除一般產業競爭意識之強化外，更應將倡議重點置於受管制產業。由於
該等產業或使用稀有資源，或涉及公用服務之提供，對於整體經濟發展具有重
要性，但因受管制之故，可能因管制而受到保護，亦可能藉由管制政策與競爭
政策之落差所產生之空間，利用「法規選取」（forum shopping）的策略而進
行反競爭行為，故應作為競爭倡議的主要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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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政府部門之倡議
對於其他政府部門之競爭倡議中，又以監管機關最為重要。蓋在管制革新
與自由化政策下，競爭機制之建立已成為絕大部分受管制產業的主要公政策任
務，而國家管制政策之內涵，主要集中在填補競爭機制之不足，同時追求非市
場公益性任務的達成。由此一角度觀察，則管制政策與競爭政策似乎是朝著截
然不同的方向前進。
惟事實上，在競爭機制成為經濟活動之基本價值後，國家在處理市場失靈
的現實問題時，其本意並非創設出一種獨立於競爭機制以外的秩序，亦即競爭
政策所追求的經濟效率、引導與創新作用所帶來的利益，同樣是受管制領域中
所欲追求之政策目標，僅採取之手段有所不同而已。
一般而言，競爭法係透過對市場中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規範，來
維護市場中事業相互公平競爭的客觀環境，進而藉由競爭機制達成前揭效率、
引導與創新的作用，保障公共利益。因此對獲取經濟效率而言，競爭政策可稱
的上係一種「間接」的手段。相對而言，在受管制之市場中，因前揭各種原因
的因素，致使國家決定透過介入市場運作的人為手段，以行政程序取代競爭機
制，來創造出如同競爭機制一樣所能達成的經濟效率。
換言之，管制政策是一種越過市場競爭機制，「直接」的以人為方式在虛
擬競爭存在的範圍內，達成與實體競爭相同的提升效率、引導與創新等作用的
6

手段 。準此，至少對管制革新下的公用事業市場而言，競爭政策與管制政策
在此市場中享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促進競爭機制的落實。然而對於自由化
的受管制事業市場中，「競爭」與「管制」政策雖然在追求之目的上是一致
的，但手段上卻有直接與間接的差異，且管制在本質上係補充競爭的不足。但
在公用事業管制革新的過程中，這些主動介入的措施使得「競爭政策」與「管
7

制政策」的界線趨向模糊：有時管制反而是為了促進競爭。

不過，在「非市場」的面向上，競爭政策與管制政策就顯現出較大的差
異。以公用事業為例，管制政策除了促進競爭的任務外，尚有確保供給普遍
穩定、平均社會所得差異或平衡區域發展等公共任務，而這些任務常常是與
6

7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ulators and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Report on the Competition Policy Roundtables
No. 22, p.7.
例如我國電信自由化管制革新之主要目標之一，即為透過不對稱管制，促進電信市
場之競爭。參見電信總局，電信自由化白皮書，民92年，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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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競爭有所衝突的，例如在管制政策下，可能為了滿足普及服務（universal
service）而允許事業進行獨占與非獨占部門間的交叉補貼行為，但交叉補貼行
為卻對非獨占部門所在之市場而言，卻是一種妨礙競爭之行為。因此如何調合
這些衝突的價值與任務，遂成為競爭政策與管制政策之取捨與協調上關鍵的問
題。

四、競爭倡議之方式
依據ICN之歸納，競爭倡議之推廣上要可以藉由下列幾個方法達成競爭倡
8

議之目標與內容 ：
（一）徹底執行競爭相關法規，以確實維持經濟效率與穩定性，並保護消費者
的利益，與確保公平競爭。
（二）有效利用主關機關與各部會主管機關應之資源與人力。
（三）建立協調與溝通之平臺。
（四）與企業保持良好之互動與關係。
（五）對公眾進行相關教育宣導並建立競爭文化。
（六）與其他政府主管機關建立溝通平台，並推動解除管制（de-regulation）
之進行。
（七）加強提升與國際間之合作。
除了競爭倡議的實際執行外，就競爭倡議進行有效性的評估亦有其必要
性，唯有進行有效性的評估，主管機關才得瞭解其所利用的國家資源與人力是
否真有達到競爭倡議的有效執行。除此之外，主管機關亦得檢視其所執行之政
策是否為推廣競爭倡議之最佳方法，以及參考評估結果決定如何分配僅有的預
算與資源、各項提倡競爭倡議活動的期間、媒體曝光效益（media exposure）、
以及檢討其他就競爭倡議之執行與功能之結果。
然而，競爭倡議的有效性評估應就哪些事項進行檢視與評估呢？依據ICN
各會員所討論之結果，其認為積極的有效行評估應就下列五項事項進行檢
討：

9

1. 主管機關的組織結構：競爭倡議主管機關是否得自動執行其政策與其立
法機關是否同意授權息息相關，而競爭倡議是否得順利進行與成功，亦
8
9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2002), “Advocacy and competition policy：report
prepared by the Advocacy Working Group”, p.37
同註1，pp.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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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視競爭倡議主關機關與其行政部門間之關係為何，意即行政機關是否
授權主管機關得有效獨立作為。
2. 主管機關是否參與政策決定過程：倘若主管機關得參與政策決定過程，
特別是對於競爭法規體制進行檢討時，那麼競爭倡議便能更有效的被予
以執行。
3. 競爭倡議的目標：競爭倡議的目標應該明確，且應根據每項活動之特徵
而有所不同。除此之外，亦應就策劃與計畫之執行予以有效管控。
4. 傳播政策（Communication Policy）：應鼓勵准許對於競爭法制以及競爭
政策的建議、意見以及專家建言，得以透過報紙與電子媒體刊登，使主
管機關與大眾易於接收與發表訊息。
5. 建立良好形象：競爭倡議的推動應達到公眾熟悉競爭主管機關之程度，
而主管機關應建立並加強良好之形象。
6.除了上述五項積極的有效性評估外，事實上，競爭倡議的有效與否亦應
就其是否存有消極事項加以評估，例如：資源的浪費、相關部門主關機
關是否確實接納意見、競爭倡議是否並非被列為優先參考政策等。

五、影響倡議效果之主要因素
一般而言，倡議與意見諮詢時機、倡議意見的強制性，以及倡議與建議的
拘束力程度等三個主要因素，將左右向立法或其他行政機關進行競爭倡議的效
果。
（一）進行倡議之時機
關於影響競爭倡議與諮詢的效果上，最重要的因素為競爭主管機關如何適
時地在個別產業規範的形成與制訂程序中，導入競爭倡議。若在政策或草案擬
定之前，即告知競爭主管機關以供其有足夠前置時間來進行影響評估者，效果
自然得以提升。而如果徵詢意見時間過於倉促，那麼競爭倡議之諮詢意見所能
發揮之效果便相對有限。其次，在政策與規範制定過程中所導入的競爭倡議諮
詢，也會因為不同時點的引入，而產生不同的影響。如果法令草案尚未完成，
那麼競爭倡議導入規範條文中之可行性較高；若草案已臻完成，並且提交立法
機關或呈交行政機關審議時，那麼其他主管機關通常不願意在草案內容上進行
更動。
競爭主管機關參與規範草案的時點可分為一次性意見提出，或是動態即時
諮詢兩種。而競爭主管機關在越早參與制訂程序，便越能夠協助提升政策與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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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中關於競爭政策之考量，蓋競爭主管機關可以為規範制定者提供評估意見，
並針對草案內容提出可能發生的問題與衝突提出解決方案。例如有超過一半的
ICN會員國，其競爭主管機關在其他主管機關法令起草階段，即獲通知參與草
案制定過程。

10

（二）競爭政策意見徵詢程序之強制力
國內法是否將競爭諮詢機制定為強制性機制，亦將響競爭主管機關能否有
效扮演競爭倡議機關的角色。約有三分之一以上的ICN會員國指出其競爭主管
機關通常都會被其他主管機關要求提供意見。而有些國家則是在競爭法制或其
他法令中規定，在各機關涉及競爭事項之法案公布前，必須先徵詢競爭主管機
關之意見。其他國家則規定競爭主管機關可以依職權或依其它主管機關的請求
參與政策或立法研析委員會。
（三）諮詢意見之拘束力
競爭主管機關所提供的意見，對於其他主管機關之拘束力，亦為另一個影
響競爭倡議效果的重要因素。若政策或規範的決定機關依法必須參考競爭主管
機關的意見，那麼該意見對於政策或規範的制定有決定性的影響。反之，在欠
缺拘束力的場合，將可能使得競爭主管機關的競爭倡議功能有限，且可能因不
同部會而有所不同。

參、先進國家競爭倡議制度之分析
一、澳洲
澳洲之競爭倡議主要依據之法規即為前述之1974 TPA，而1974 TPA係由澳
洲國會根據澳洲憲法第51條第1款之規定所制定而成，該條規定，澳洲憲法賦
予聯邦國會（Commonwealth Parliament）就與其他國家以及各州間之貿易與商
11

業行為進行相關之立法 ，而1974 TPA便係基於此一授權而制訂。
1974 TPA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之規定主要為第四章與第五章。TPA第四
章規範限制競爭行為，內容包括聯合行為、濫用市場力量、結合、排他交易及
維持轉售價格，至於第五章則規範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行為、其他不公平行
10
11

同前註，pp.58-67。
Constitution of Australia section 51(i)：Trade and commerce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among the Stat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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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產品安全、產品標示等。於1974 TPA整部規範中，Sec.28 與Sec. 87B款便
是ACCC可以執行對消費者保護、權益有關事項職能之最主要的法源依據。關
於競爭倡議之法源部分，1974 TPA第28條，明文規定ACCC得以對任何涉及與
消費者保護與消費者利益之競爭事項的法案或政策，進行檢視（examination）
並向相關部長提出建議、進行研究（research），或向公眾提供相關資訊，即
為ACCC進行跨部會競爭倡議之基本規範依據。ACCC下分別設有五個諮詢小
組委員會，此五個諮詢小組委員會各司其職，且就承辦之案件提供指導與建
12

議，此五個諮詢小組 分別為：
－消費者諮詢委員會（Consumer Consultative Committee，CCC）
CCC是由澳洲之消費者、社區團體與福利組織共同組成的單位，其就TPA
規範中影響消費者之議題與趨勢給予ACCC相關建議，並確保ACCC與CCC之
溝通與政策皆能符合消費者之需求。
－健康業別諮詢委員會（Health Sector Consultative Committee，HSCC）
HSCC的前身為健康服務顧問委員會（Health Services Advisory
Committee），之後更名為HSCC，不過工作重點仍是協助ACCC在健康領域內
的相關聯繫。HSSS每年聚集兩次，其就健康領域在貿易行為方面有關之事項
與關切，給予ACCC一定之建言。
－中小企業諮詢委員會（Small Business Consultative Committee，SBCC）
基本上，SBCC協助ACCC與小企業股東取得聯繫，並就中小企業關切之
貿易事項與相關業別進行討論。
－加盟連鎖業諮詢委員會（Franchising Consultative Committee，FCC）
為了有效就合作方式、解決與加盟連鎖業有關之議題進行討論，因而成立
了FCC。FCC之成員包含了加盟連鎖業者、就加盟連鎖業有特定利益之工廠組
織、以及提供加盟連鎖業議題建議之律師事務所。
－基礎設施諮詢委員會（Infrastructure Consultative Committee，ICC）
ICC設立於2006年，ICC之作用主要在於協助基礎設施議題之討論與管
制。ICC為多項基礎設施之利益代表，其大致上涵蓋來自於能源、電路通訊、
水資源、鐵路、港口與機場等各方意見。
基本上，澳洲競爭倡議制度之推廣，針對三個面向有不同之推廣方式，可
分為：第一，競爭主管機關對於政府間之倡議活動；第二，競爭主管機關對於
12

ACCC, available at：http://www.accc.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86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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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之倡議活動；第三，競爭主管機關對於競爭主管機關對於某些管制產業
（regulated industries）之倡議活動。以下針對此三種面向之推廣內容與方式分
別說明。
（一）對政府機關之倡議
基本上，對於政府機關所提出之經濟與管制等政策，ACCC皆會給予適時
之建議，然而，ACCC對於政府機關所提供關於競爭倡議之建議，並無法律上
之拘束力。不過，即便ACCC之建議無拘束力，但由於ACCC向來執行活動之
有效性以及委員會之過去執行競爭政策之豐富經驗，致使ACCC所表示之意見
仍受到政府機關重視，通常ACCC所做之建議也為立法與管制改革時考量的重
點。
至於ACCC對政府機關的倡議活動內容，大致上包含協助公眾政策規劃、
參與國會質詢與聽證，對政府提出報告、研究與質詢，提供意見並協助立法
13

之進程 。除此之外，ACCC並利用大眾媒體播送相關案例事實，以及如違反
1974 TPA可能遭受到之制裁與競爭倡議之宣導，並對各式組織提出有關效能管
制之演說、介紹手冊、指導方針以及討論報表等出版品等方法，達到促進立法
14

者對其所負責之立法工作與程序有更深入之瞭解與考量。 再者，ACCC亦對
相關之部會首長與國會成員提出有關競爭與經濟議題專門之簡報，並出席參議
院預測委員會（Senate Estimates Committee）及其他與競爭和權利保護相關之
組織活動。同時，參與國際活動，以及刺激基礎管制亦是ACCC達成競爭倡議
目標之工具之一。

15

（二）對消費者之倡議
於消費者競爭倡議方面，法令規範上仍是以1974 TPA為主，而與消費者有
16

關之倡議內容主要規範於1974 TPA 之sect 4B 。針對消費者方面，ACCC之方
式主要著重於宣導告知消費者之相關權益，以及如何保護消費者個人權益，並
教育消費者倘若孰知權益範圍，有助於其明白自身權益是否在日常生活消費行
為中有所受損。除此之外，ACCC並大力推廣競爭之好處，包括強調：透過競
爭性市場，在消費者從事消費行為時，才能有更多之選擇，且能購買到物美價
13
14
15
16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Advocacy Work Group, Report prepared by the
subgroup n3：case study, June 2003, at 63。
ACCC, available at: http://www.accc.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54137
ACCC, available at： http://www.accc.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255434
ACCC, available at: http://www.austlii.edu.au/au/legis/cth/consol_act/tpa1974149/s4b.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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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之商品或服務。倘若購買一商品或服務而涉及契約簽署時，ACCC亦提醒消
費者應注意與商品或服務提供者簽署的契約內容與各項條款，以確認清楚自身
之權利。
另外，針對消費者權益受損部分，ACCC亦清楚向消費者宣導說明，若消
費者認為某一商品或服務提供者可能違反1974 TPA中有關消費者保護以及公平
貿易法時，消費者應如何捍衛自身之權利，以及如何於ACCC網站或向ACCC
17

申訴 。
整體而言，ACCC就消費者層面之倡議，基本上可分為兩個部份：第一，
事前之宣導，即著重於告知消費者競爭倡議帶來之益處為何，以及消費者應於
購買前，清楚認識商品或服務；第二，則是事後之權益維護，即消費者權益受
損時，應如何救濟以及申訴。
（三）對產業之倡議
於產業界方面之倡議，基本上又可再區分為中小企業以及管制產業兩方
面。就中小企業方面而言，由於競爭之結果易造成中小企業難以生存，因此，
ACCC於此方面較著重於保護中小企業之利益。對此，ACCC主要是透過宣導
之方式，就中小企業之營運、提供合格之產品或服務、設定產品之標準、列出
禁止不安全產品之清單、符合TPA之規範、禁止價格壟斷、產品標示等予以說
18

明與規範 ，並以此作為中小企業於競爭市場下之參考原則。
至於管制產業部份，管制產業項下最主要包含了通訊、能源、水、郵政
及運輸等產業。於此類產業下，主要是由ACCC以及澳洲能源局（Australia
Energy Regulator, AER）共同負責推動促進競爭，其透過價格管控與法令規
範，促使第三人能進入此類具壟斷性質之產業，藉此達到市場的競爭狀態並
有利於消費者之目的。再者，ACCC也對特定產品與服務之價格進行管控與調
查。針對ACCC就管制產業倡議活動之實踐過程與方法，舉例而言，例如：通
訊產業方面，澳洲自1990年代初期開始進行電業自由化之改革，將舊有垂直壟
斷之電業，依發電、輸電、配電、售電之功能進行電力產業之結構重整，並
同時實行民營化及財務區隔。1990年時，澳洲政府成立產業委員會（Industry
Commission）並著手進行各項電業改革，後於1996年5月通過「國家電力法」
（The National Electricity Code；NEC），要求將發電、輸電、配電業務加以分
離區隔，並引進競爭之機制，爾後澳州便正式形成「國家電力市場」 (National
17
18

ACCC, available at：http://www.accc.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815323
ACCC, available at：http://www.accc.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81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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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ity Market，NEM)，且漸漸轉向發展提倡零售之競爭，並以「澳洲能源
19

管制局」（Australian Energy Authority, AER）作為國家電力市場之監管機關 。
水力資源產業方面，為了管理澳洲主要之水源地--莫瑞達令盆地之水權
（the Murray–Darling Basin water），澳洲政府制定2007年水資源管理法案
（Water Act 2007）。依據此法案，ACCC對水資源市場與收費規則有權給予建
議並予管控，但ACCC之管轄範圍僅止於莫瑞達令盆地之水權，不涉及禁止或
決定水力之供應以及水權之界定。同時，ACCC針對莫瑞達令盆地主管機關所
20

提出之水力交易規則亦可提供意見 。此外，根據1974 TPA之規定，ACCC對
於水利資源產業管理執行公平貿易規範。
（四）成功案例之經驗與分析
於澳洲推行競爭倡議至今為止，ACCC作為提倡競爭以及經濟管制之主管
21

機關已長達30年以上 ，於此段期間，ACCC推廣競爭倡議以及參與國會質詢
與聽證、並就相關立法、給予機關建議等之努力，於今日已有相當之成效，以
下藉由兩個較為成功的案例，進一步瞭解ACCC在競爭倡議的執行。
1. 專門職業技術人員案
為了直接降低商品或服務之價格，以及禁止壟斷，並促進企業革新與
使消費者能有更多選擇之機會，澳洲在1995年就其國家競爭政策（National
Competition Policy, NCP）進行改革與調整。於1995年的國家競爭政策改革下，
當時，所有的專門職業技術市場皆被納入競爭法之範圍中，而ACCC於此期間
亦遭受某些專門職業者之抨擊與排斥，尤其是醫療專業執業者。然而，ACCC
仍盡力溝通，並向其告知宣導競爭與消費者保護法所帶來之意義與益處，尤其
是強調增加消費者的更多選擇，以及專門職業者因處於競爭市場下更提升其專
業技術等面向作為論述。
為因應醫療專業執業者之反對，ACCC製作了一系列名為「準備面對競爭
22

參考工具 」（Ready Reference Tools）之手冊給予醫生、醫學院學生以及其
他醫療職業者（參見圖一），使其藉此得以舒緩排斥之心理，並取得瞭解競
爭之相關資訊，並利用醫療專業執業者之活動（例如家庭醫師公會年會（GP
19
20
21
22

「澳洲電業自由化之發展」，經濟部全球資訊網，2002年4月20日。資料來源：
http://www.moea.gov.tw/~meco/cord/plan90/d/ch02/ch02_main_01.htm
ACCC, available at：http://www.accc.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809334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Advocacy Work Group, Report prepared by the
subgroup n3：case study, June 2003, at 63.
ACCC, available at： http://www.accc.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577727/
fromItemId/46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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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Conference）之場合發送。
圖一、澳 洲 A C C C 關 於 醫 療 專 業 人 士 出 版 之 「 準 備 面 對 競 爭 參 考 工 具 」
（Ready Reference Tools）

23

2. 能源市場經驗

1994年以前，澳洲天然氣之輸送與配置皆於各州中分散獨立發展，並且由
州政府建造與壟斷經營。除了天然氣之壟斷經營外，澳洲之電力產業亦有壟斷
之情形。為了打破國營企業之壟斷，使消費者能有更多選擇享受品質較好之商
品或服務，以及鼓勵第三人進入能源領域以及基礎建設之市場，於1994年時，
23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Advocacy Work Group, Report prepared by the
subgroup n3：case study, June 2003, at 58-65.

國際競爭法在競爭倡議上之發展及其引入國內之可行性

277

澳洲各級政府會議（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s, COAG）同意移除對電
力與天然氣能源之立法與管制障礙，決定就電力與天然氣之能源領域創造全新
的自由公平貿易環境，並訂定執行相關之立法措施。
就天然氣產業部份，於1994年之2月，COAG於荷巴特（Hobart）會議上通
過了數項關於引進自由公平貿易之天然氣交易原則，該交易原則包括：於1996
年7月以前移除所有關於天然氣貿易之立法與管制障礙；執行配套且具全國一
致性之立法，並允許其他投資之第三方亦可加入天然氣領域中，且一併適用天
然氣管理制度；以及就私人部門可運輸及配送天然氣之範圍與以說明立法。
經過數回合之諮商後，天然氣改革執行小組（Gas Reform Implementation
Group, GRIG）向政府提交一份政府間天然氣管道開放協定（Natural Gas
Pipelines Access 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 IGA），而此份協定於1997年11
月7日由聯邦總理以及各州與領地之行政首長簽署通過。經過整合政策及法律
規範差異之整合，以及消除市場競爭之阻礙與各州對天然氣貿易之限制，並通
過建立允許其他投資人（非政府）加入天然氣之市場和提供解決協調機制後，
澳洲之天然氣市場已打破過去國家壟斷之局面，第三人已可加入競爭，而澳洲
此舉之改革亦促進提昇天然氣開採和管道項目之投資。
電力產業方面，於澳洲就電力解除管制之前，澳洲之電力事業亦由各州每
一家獨立的電力公司負責經營。澳洲就電力事業解楚管制之第一步即由COAG
於1991年7月設立國家電網管理理事會（National Grid Management Council, 以
下簡稱NGMC），NGMC之職責為負責全澳洲輸電系統之運作，以及協調地方
與中央之紛爭。此外，為使消費者得以選擇交易之供應者，例如：生產者、零
售業者與貿易商，以及使新的參與者能加入生產與零售供應行列之中，並為統
一州際間不同之立法與管制障礙，COAG於1994年8月同意創設改革完全的競
爭電力市場，並將上述各項目標制訂於國家電立法案之中（National Electricity
Code, NEC）。於COAG以及ACCC分別之努力之下，NEC成為每一個國家電力
市場參與者之行為準則，其中，更為特別之處在於聯邦政府為提昇競爭，並刺
激州政府打開封閉之能源市場下，聯邦政府於2005至2006年間提供總計澳幣42
億之「競爭款項」（competition payments）以作為誘因。
在COAG以及ACCC之努力改革與推動下，澳洲終於形成了國家電力市場
並打破舊有之壟斷，而ACCC亦成為國家執行澳洲競爭法與國營事業管制競爭
之專責機構。ACCC於能源領域上所扮演之角色相當特殊，其作為競爭之主管
機關，同時亦為消費者之保護機構。ACCC透過增進市場充分的競爭，鼓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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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於平等及合理之基礎上得投資加入能源市場，以及移除州際間之貿易限制
等方式，使澳洲於能源產業方面已達到相當程度之自由競爭市場，而消費者亦
可以自由的選擇供應商與交易者。

二、美國
（一）司法部與FTC之分工與合作
美國重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資本累積為其帶來社會進步的能量，而資本
持續累積的根本則在於自由且競爭的市場。透過市場機制的運作，可充分利用
資源，篩選出具市場效率並符合人民需要的企業，並進一步保護消費者的權
益。準此，為確保市場競爭之深化，同時為了避免政府部門之間的意見不同使
企業及一般民眾對於競爭法之運作標準混亂，並對於部門之間有衝突競合的情
形產生時，有一套標準的作業程序，因此美國亦非常重視競爭倡議措施。
美國競爭議題的主管機關乃是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er）以及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兩者均同時負責反拖拉
24

斯法與競爭倡議的實施，以確保市場經濟的競爭性。 其中FTC為獨立機關，
而DOJ則在政府部門中扮演一個相當特別的角色，對各種政府決策表示意見並
25

在反拖拉斯法事務向政府單位提出建議。

兩機關分別有其各自獨立的法源基礎進行競爭倡議工作。根據聯邦交易委
員會法案（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第46條規定，FTC有權公開與公共
利益有關的資訊，且對國會提出年度特別報告。而聯邦司法部組織法反拖拉斯
署職權的相關規定，亦賦予反托拉斯署針對維護在企業自由體系下市場競爭事
項，進行主動收集資訊並提出意見之權限。相關倡議規範可確保司法部在落實
競爭政策的過程中受到重視，保障司法部的提案建議權，明確要求行政機關決
策時需考慮到競爭議題。此外，在運輸、礦業、航空等管制產業亦明文規範競
爭議題，例如規定管制行動前需先徵得司法部長的建議，賦予競爭機關介入管
制措施的法理正當性。
24
25

26

26

兩機關均有專責單位負責競爭倡議工作，在聯邦交易委員會為競爭局（FTC Bureau
of Competition），而在司法部則為反壟斷部（DOJ Antitrust Division）。
Report on Assessment of ICN Members’ Requirements and Recommendations on Further
ICN Work on Competition Advocacy, 2009, ICN Competition Advocacy Work Group, p.
9. http://www.icn-zurich.org/Downloads/Materials/ICN_AdvocacyWG_CA_Report.pdf
Advocacy Provisions, 2003, ICN Model Advocacy Provisions Subgroup, 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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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FTC在競爭領域與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有著相當密切的互動。 兩機構在競
爭倡議行動與政策上有許多相同的職權。例如該兩機構在企業合併議題上均有
管轄權。因此發展出相關溝通程序，以避免在競爭事務上產生重複管轄的情
況。在兩機構的行動中，如何維持彼此一致性的觀點相當重要，其不但會對特
定消費者與企業產生影響，也會使各自行動更有效率。
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和FTC有權調查許多相同類型的產品。為了避免浪費行
政資源進行重複調查，會先依據對於特定領域的經驗來決定由單一機關負責管
轄。在兩機構開始調查前，會先要求另一單位的許可，在大多數的情況通常都
很快就會被授權。然而若在特定案件調查之管轄產生爭議時，相關人員會準備
一張檢查表，詳列該單位對特定產業的處理經驗。一般而言，該檢查表將得以
檢視該機構五年內的相關經驗，然後負責處理爭議的人員會共同檢視資料，以
28

確定哪一個單位較適合處理該案件。 且為了增加彼此對於相關競爭議題的聯
繫，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與FTC每季固定進行非正式的例行會報，討論彼此的競
爭議題並分享其處理方式與內容。
透過競爭倡議方案，FTC廣泛的對其他聯邦機關所管轄之領域提出建議，
主要包括不動產、特定科技產業、健康照護與能源管制。FTC也常與其他單位
進行非正式的諮商。透過這些正式與非正式的諮商，FTC不僅擔任政策協調的
角色，且可在多方面產生對消費者有利的影響。
由於在競爭與消費者保護議題常常會與其他機關有管轄權重複的情況發
生，FTC常透過倡議文件（Advocacy Filings）之方式，對立法與其他主管機關
提出建議。
此外，競爭倡議對於界定不同機關間之競爭管制範圍，扮演著不可或缺
的重要角色。透過競爭倡議方案，FTC得以廣泛、跨領域的對其他聯邦單位提
出建議，也經常與其他聯邦單位人員進行諮商。例如，FTC與食品藥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為共同維護消費者的福利並且推廣食品
與藥物產業的競爭，建立起合作協議，為競爭倡議提供了良好的基礎，並進一
步會尋求合作的機會。
最後在非正式的競爭倡議方面，競爭主管機關會主動參與各種研討會、聽
證會，該會議通常包括多方產業與會者，會議中所表達或討論的相關議題有助
於主管機關瞭解產業界對其政策之反應。而透過相關會議的參與，可以讓產業
27
28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2002,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p. 727.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2002,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p.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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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與會者瞭解到政府單位同時以執法單位與倡議者的不同角度監督產業市場發
展。
（二）競爭倡議之目標
相較於強制性的反壟斷法規範，競爭倡議強調依靠市場競爭而非考量政府
外部管制措施的可行性，避免不必要的管制破壞市場機制。據此，美國聯邦司
29

法部認為競爭倡議的目標包括：

－增加對於競爭以及反壟斷強制行動的認識；
－排除不必要且代價較高的市場管制，並避免產生不必要的新管制規範；
－使競爭扭曲最小化；以及
－確保管制措施合於管制目的且抑制市場競爭力量。
除了執行反壟斷法，競爭倡議也是競爭機關FCC的重要任務，以促進市場
競爭。競爭倡議的範圍並不只限於聯邦機關，各州或地方性的競爭限制，只要
對經濟市場造成影響，都在其工作範圍內。競爭機關亦常透過與經濟學者和律
師（尤其是各種管制企業的專業律師）間的合作來，實施其競爭倡議方案。增
進決策者對競爭議題的瞭解也是重要任務，主要是為消費者的利益而促進競
爭。而政府的障礙可能是最持久且有效的競爭阻礙，因此各級政府管制措施的
競爭影響均受其評估。
（三）競爭倡議措施之類型
30

歸納美國競爭倡議之措施，大致上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政策倡議：
透過各種競爭政策的宣導，為人民創造出更具競爭性的市場環境。其中包括參
與其他政府行政部門決策小組，準備廣泛立法行動的聲明、發表管制企業的
表現報告以及介入管制部門的行動。例如：聯邦交易委員會在2003年針對電子
商務的潛在障礙（提高商品價格、減少多樣性的若干限制）發表一系列專題
討論。2. 消費者教育：為了完成競爭任務，競爭機關教育民眾市場競爭的重要
性，並進一步幫助預防消費者受害。並針對特定群眾解釋反壟斷法與其運作，
提供相關資源供消費者、企業、與政府機關參考。3.競爭倡議的私人訴訟權，
協助參與訴訟、提供諮詢(上訴及最高法院案件)並發表其相關意見。具體而
言，依照倡議對象的不同，可將其倡議措施分為以下三個類型：對行政機關的
倡議、對立法機關的倡議，以及對民間之競爭倡議。
1. 對行政機關的倡議
29
30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divisionmanual/chapter5.pdf（2009年8月5日）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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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行政機關間之競爭倡議活動部分，美國聯邦司法部反托拉斯署（
Antitrus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Justice）向來參與白宮和行政部門內專案小組
處理各領域所產生不同的管制議題，例如通訊、航運、能源、健康照護以及出
口政策。而無論是正式的評論或非正式的建議，倡議機關的角色乃是建議總統
或其他政府機關考慮政策、法案和政府行動所產生的競爭影響。例如美國政府
機關在出售公有財產時，必須得到司法部長的反競爭建議。司法部長並應於收
到通知的60日內提出評估，應確保該單位出售過程有競爭機制存在。
其次，司法部反托拉斯署亦會針對競爭議題對聯邦管制機關的行動進行評
論與干涉，以及在必要管制領域建議最有利於競爭的模式。當提出公共評論
時，司法部必須事先和白宮相關政策委員會協調評論的內容與時間點。以確保
行政部門間不會處於矛盾的政策立場。
此外，在許多不同的規範制定之前，反托拉斯署便會於事前提出意見，例
如併購、會議協商、聯營協定等。該部門也參與美國農業部市場規劃的相關管
制行動。競爭倡議橫跨相當廣泛的經濟領域，因此相同類型的問題經常重複發
生，例如競爭是否可行？企業是否本來就是獨占事業？規模經濟是否存在？
最後在行政機關的管制行動實施前，反托拉斯署亦可能進行提案。競爭機
關通常會主動進行調查以界定管制行動，但有時也會受政府邀請參與制定規
範。以司法部為例，在準備對管制事件申請提案時，法律和經濟專家應為助理
司法部長準備備忘錄（AAG備忘錄）。AAG備忘錄應闡釋管制事件性質、介
入的原因、司法部在行動中的角色，以及在訴求中所採取的態度並將訴求附於
新聞稿中。大部分管制行動有短期時效限制，應迅速準備新聞稿。法律和經濟
專家應與副助理司法部長在申請期限前討論行動訴求的本質。最遲於期限兩週
前幕僚應將AAG備忘錄和新聞稿送交副助理司法部長。此外，很多單位的管制
都可能涉及其他部門，因此需公開記錄與其他部門的接觸。
2. 對立法機關的倡議
對立法機關之競爭倡議則是針對聯邦法案的競爭性影響在國會作證，以支
持降低或消除不必要經濟管制，或者要求管制機構在評估管制的必要性時考慮
到競爭因素，儘量反對將管制範圍擴及未管制的市場。同樣的，司法部反托拉
斯署一般將會同聯邦交易委員會（FTC），共同對可能產生競爭限制效果之州
議會、州政府措施，抑或州立法或管制措施提出評論，例如在法律專業、房地
產經紀人方面。
3. 對私人部門的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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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民間私人部門之競爭倡議工作，可分為對消費者以及企業兩方面。消費
者教育有助於協助消費者重視競爭的角色，並發行許多相關宣導文件以幫助企
31

業和個人更瞭解反托拉斯法。也架設網站教導兒童如何當個專業消費者。 例
如FTC設立之YouAreHere網站，其目的便在於從小培養兒童的金錢觀念，讓他
們知道市場如何運作，例如基於供需原則來決定不同糖果的零售價格。該網站
於2008年11月曾獲選為當月最佳網站。（參見圖二）
此外，Guide to the Antitrust Laws也提倡消費者教育並回答有關反拖拉
32

斯法的相關問題，其中提供許多相關的案例可供參考。 聯邦交易委員會
競爭局（FTC Bureau of Competition）亦發行競爭局使用者指南（Bureau of
Competition User’s Guide），每年更新並可於網路瀏覽，內容包括了競爭局的
33

組織架構、職權分配以及相關聯絡資訊。

對企業方面則是企業表現報告的公佈，聯邦交易委員會舉行一系列的聽證
會且發表具影響力的企業競爭表現報告以幫助私人團體利用現有的智慧財產權
保障機制去達成保障競爭的結果。這些報告、國會證言和其他倡議行動均導致
相關的立法改革。司法部發起許多不同管制企業的競爭表現深度報告，包括了
航空、保險、乳品市場、海運及許多能源企業，讓大眾更瞭解管制所需成本因
而增加支持改革的力量。此外，法律訴訟的推動亦可以幫助競爭倡議，而競爭
機關在訴訟中主要扮演公共利益的角色，非代表特定當事人。茲歸納美國推動
競爭倡議措施之類型如表一。
表一、美國對競爭倡議採行之措施
對行政部門之倡議

對立法部門之倡議

對私人部門之倡議

1.教育消費者重視競爭之議
1.法案對競爭產生的影響
1.參與各領域之議題
2.建議政策法案對競爭影響 2.對管制機構要求評估競爭 題
2.舉行聽證會發表企業競爭
3.確保政府各部門不會產生 因素
表現報告
矛盾
3.代表公益提出訴訟
4.在行政管制前進行提案

31
32
33

http://www.ftc.gov/YouAreHere/ 搜尋日期：2009年8月5日
http://www.ftc.gov/bc/antitrust/index.shtm 搜尋日期：2009年8月5日
http://www.ftc.gov/bc/BCUsersGuide.pdf 搜尋日期：2009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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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美國FTC所設置之YouAreHere網站

4. 非正式競爭倡議措施
除了上述所討論正式的競爭倡議以外，競爭機關尚從事若干非正式的倡議
行動，而許多發生效果的倡議工作，都是透過非正式或檯面下的倡議行動。首
先，競爭主管機關應與其他政府部門的口應單位，建立起有效率的工作關係，
而此一良好工作互動關係，使競爭倡議機關能夠非正式的對經常性業務提出競
爭建議。此外，透過這些接觸，可獲得如新興市場發展新的立法和管制行動之
最新資訊。
對於產業界之倡議部分，其基礎之一自然為與業界中的專家合作，以瞭解
產業如何運作，從業界交易中獲得新資訊，而與學者非正式的溝通，往往亦能
獲益良多。與政府機關或產業界非正式的聯繫，將有助於對競爭議題的初步瞭
解，瞭解產業如何運作以及國內外該產業政策討論的相關經濟議題亦有助於競
爭倡議之推動，蓋其促進競爭主管機關對企業運作的細節、不同公司的立場和
其他組織的相關利益等資訊之瞭解與掌握。背景資訊也可使競爭機關在產業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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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互動間發展更有效率的調查。
FTC和DOJ在過程中均使用許多較非正式的競爭倡議方式。例如，兩機關
參加產業研討會、公聽會，並在會中發言，處理產業重建議題。會議的參與者
通常包括不同的產業成員。會議中所關心的議題和疑問可能有助於競爭機關瞭
解其回應並瞭解產業技術和組織發展。產業研討會、公聽會的參與也提供額外
機會去培養與正式參與者間的良好關係。
此外，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亦會尋求與管制機關的正式聯繫。例如，FTC
成為美國國家公用事業管制委員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gulatory Utility
Commissioners）的成員，該資格使其可參與NARUC會議。而其成員通常
是NARUC的資深成員，也使其與國家管制政策研究院（National Regulatory
Research Institute）的研究人員接觸，可共同對管制政策發表評論。
（四）競爭倡議的有效性評估
美國在執行競爭倡議政策時一個較為特殊之處，在於除依照美國「政府績
效及成果法案」（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之要求， FTC需進
行年度績效評估，並提交「績效及當責報告」（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Report），並於報告中揭示「參與研究、報告、倡議以及國際合作」之政策目
標外，FTC政策規劃辦公室（FTC＇s Office of Policy Planning）曾針對2001年
到2006年期間進行過問卷調查。該份問卷不只訪問倡議提出者，也徵求決策過
程中的相關利害關係人，包括反對FTC倡議措施的當事人，並進一步評估FTC
對立法或行政過程成果的影響。該調查結果發現有53%的受訪者同意政府政策
大致與FTC所提出之立場一致，而94%的受訪者認為FTC的意見被納入其決策
考慮，且54%受訪者相信FTC的建議影響決策結果。此外有81%的受訪者回答
FTC的評論對其自身行為產生影響。
（五）成功案例分析
FTC與司法部反拖拉斯署有許多關於競爭倡議之案例。從1980年起，FTC
進行了748項競爭倡議行動，並自2001年後提出了116項建議案，而近10年間，
DOJ每年平均在聯邦管制行動前提出9項倡議文件。以下茲針對法律專業服務
業以及能源產業兩個領域進行討論。
34

1. 法律專業服務業
34

A d v o c a c y Wo r k i n g G r o u p R e p o r t p r e p a r e d b y t h e s u b g r o u p n ° 3 : c a s e
studies, 2003,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pp.159-161.http://www.
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media/library/conference_2nd_merida_2003/SG3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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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專業服務業之競爭議題受到普遍的重視，而通常是直接在法律制度面
予以改善，以確保更好的競爭地位。關於此方面的競爭倡議議題多數在於反對
無謂的競爭限制。例如在關於無執照執行法律業務 （Unauthorized Practice of
Law, UPL）之案件中，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認為UPL是非律師與律師競爭的重
要阻礙。UPL禁止非律師從事若干非法律性質的專業服務，例如納稅建議、租
賃建議、地產經紀人對買家的法律要求、地產規劃、法律資訊條款、可能具
法律效力的契約協商、不動產經紀人交易協議等。支持禁止UPL者認為，限制
UPL的利益會大於減少競爭的傷害。自從1996年起DOJ與FTC共同提出一系列
的倡議文件，反對擴大UPL定義的特定法規及提案，以免阻礙其他專業人員的
競爭。例如在不動產交易方面，許多州在不動產交易時需要律師出席，而成為
競爭倡議之對象。例如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在2000年時曾做出有關支持禁止UPL
的判決，即遭到司法部提出強烈要求反對該案之意見。此外，許多相關的限制
也被競爭法主管機關認為是限制競爭而遭到否決。
此外，美國許多州法令限制律師進行廣告行為。雖然政府應當保護公民免
於不實或欺騙誤導的廣告，但FTC認為州政府固然應該管制法律廣告，但不應
限制廣告行為，因此主張管制法律專業的廣告應與其他行業廣告採取同樣的
標準；亦即是，州政府之政策，對法律廣告的標準不應超過預防欺騙的必要
標準。對此，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曾請求FTC對於法律廣告管制規定提出修正
建議，該提案禁止律師於廣告中提及過去的成果、證明、品質的描述，並禁止
律師以外的他人與律師在辦公室以外的場景出現，甚至是在單一顏色背景前出
現。FTC對法院提出之意見便指出此一限制競爭規範是不必要的，並建議州最
高法院僅針對不公平或欺騙的行為和業務，作為規範廣告內容之基礎。
2. 能源產業之競爭倡議

35

在美國，天然氣的企業多屬於私營之營利事業，其營業範圍及於探測和發
展、採集瓦斯和運輸、分配。天然氣透過管線公司經由跨州管線來運送，並
透過地區性的經銷配銷公司來售予企業或家庭。天然氣公司在美國受到州和
聯邦的高度管制，因此在價格、天然氣之分配與銷售上，體制十分紊亂。在
1970年代中期之前，美國天然氣公司透過與管線公司之長期合約形成生產和跨
州傳輸之垂直整合的結構。在1976年，聯邦能源管理委員會（Federal Energy
35

Report_1.pdf 搜尋日期：2009年8月5日
Advocacy Working Group Report prepared by the subgroup n°3 : case studies, 2003,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pp.9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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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ory Commission, FERC）解除對天然氣的價格管制後，跨州傳輸管線仍
36

受到FERC之監管。

司法部反拖拉斯署十分關注FERC開放受管制之天然氣管線公司進入天
然氣供給此一競爭性市場之決定。1991年FERC公開了一個法規預告（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準備進一步要求天然氣買賣和傳輸業務分離（deintegration），並就此向外界徵求意見。對此，反拖拉斯署並未針對特定的管
制規則提出意見，而是提出了一個經濟分析架構，以提供FERC針對收到之公
眾意見，進行競爭影響評估之工具。在此一經濟分析架構下，反拖拉斯署指出
對生產多元產品，並在某一市場區塊仍享有獨佔力量之廠商進行部分解除管制
（partial de-regulation）時，可能會給予此類廠商經濟上之誘因，透過競爭部門
與獨佔部門之「自我交易」（self-dealing）、交叉補助或歧視性待遇來規避監
管。反拖拉斯署在其提供之意見中，提出記幾種應付以歧視性交易條件來規避
監管之政策工具，例如繼續對套餐服務（bundled services）之價格實施高度管
制，以提高廠商將若干產品在競爭性市場（無價格管制）單獨提供的效率，但
亦保留了獨佔性廠商透過垂直整合達成範疇經濟（economies of scope）之經濟
效率的彈性。另一個政策工具則為強制要求分解（unbundle），亦即要求受管
制廠商向其本身購買受管制之服務時（亦即天然氣批發市場），必須以合理無
歧視之價格與條件進行。在此一結構下，可大幅降低管制介入之需要回歸市場
機制，且無庸針對在批發市場中若干具有獨佔力量之關鍵服務，實施成本計價
管制法。
最後，FERC對於天然氣供應事業上，採取了反拖拉斯署所建議的強制要
求分解（unbundle）取向，並透過FERC與競爭法主管機關共同執法之方式維護
天然氣批發市場之競爭關係。其中FERC之職權在於落實無歧視之管線接續規
則（access rules），而競爭法主管機關則針對批發市場獨佔行為，或具有獨佔
意圖之行為進行管理。
此外在電力市場之自由化過程中，美國之電力事業最初是由私人擁有的公
司所提供，並發展出發、輸、配垂直整合（亦即我國之綜合電業）之產業結
構。直到1990年代初起，垂直結合在電信的事業上才有了基準規範。
在初期階段，除水力發電以外，其餘之電力事業係受到州與地方政府之
37

監管 。州與地方政府以地理區域為界線，核發排他性之零售供電執照。惟自
36
37

National Gas Policy Act, Pub. L. No. 95-621, 92 Stat. 3350(1978).
自從1920年起，在可供航行的河上興建的水力發電計畫，都必須得到聯邦的允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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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開始，跨州供電之市場開始出現，而州與地方政府對於跨州供電並無
管轄權，故聯邦國會制定了聯邦電力法案（Federal Power Act）和天然氣法案
（Natural Gas Act），並成立聯邦能源管理委員會（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來管理跨州之電力批發市場之價格、費用與其他事項進行監管，
但一般用戶之零售市場仍屬州與地方政府之職權。
FERC最初係以歷史會計成本法與可比較風險的資本成本管制法來規範批
發電力價格。惟自1990年開始，美國批發電力市場變得日趨競爭，且長期供電
合約（而非自建發電廠）成為取得電力供應的重要手段。對此，司法部反拖拉
斯署開始對FERC進行競爭倡議，建議FERC解除批發電力之價格管制，並在有
競爭性供給來源之市場中，以透過協商形成之契約價格取代管制價格。FERC
接受此一建議，逐漸改以市場價格為管制基礎，但在若干案件中，並未完全落
實此一政策，成為反拖拉斯署進行競爭倡議之對象。
例如在UI與UNITIL公司購電案中，反拖拉斯署於具有準司法性質之行政
救濟程序中，主張FERC應重新檢視並同意接受UI與UNITIL公司之間批發電力
契約的價格與條件。反拖拉斯署之意見認為兩公司之供電契約價格係由市場競
標決定，而非依據成本計價原則。在本案中，UNITIL共收到來自於54家電業
公司收到超過80個提案，來自74個發電機合計2697百萬瓦特。在評估標單以
及與投標者協商之後，UNITIL選擇了來自五間公司總計84百萬瓦特的六個提
案，其中包括30百萬瓦特來自UI。然而，FERC並不支持該契約，並指出UI並
未對第三人開放其傳輸系統（亦即所謂代輸wheeling）。然而如此對UNITIL強
烈競標通常會被迫接受價格是具競爭性的，然而反拖拉斯署指出，並無證據顯
示UI有拒絕代輸之情事，且即使UI拒絕代輸，其價格仍屬於競爭性價格，且並
未對UNITIL選擇其他競爭對手之售電造成任何妨礙。

肆、競爭倡議在我國之實踐與個案分析
有關競爭倡議的概念，其實在一般公平法適用時均會觸及，僅是有關部門
未特別加以突顯，例如在其他部會對於市場的管理，只是基於其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的角度，或者可從競爭法的觀點切入，均值得討論。例如公平會在調查一
則「冷氣機不實廣告」的個案，有關冷氣機標示問題，涉及業者是否遵守，依
可進行，Federal Power Act of 1920, 41 Stat. 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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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局的作法，係在政策決定後以決議方式函知公會轉知會員遵守。從
日立冷氣被檢舉不實廣告案（公處字○九八○九八）的處分書顯示，該項標示
係由標準局開會決議揭露資訊，而經公平會認定，亦符合公平法的規定。即標
準局於九十七年十月八日召開「電機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決議、並於九
十八年一月發函：建議以行政指導方式告知廠商、公會及各大賣場，應於變頻
式冷氣機本體及相關型錄、宣傳品中完整標示額定冷氣能力與最大、最小冷氣
能力，並採取相關管理措施。在此一議題中，經濟部標準局基於其職掌，對冷
氣機標示的市場層面單純以標準技術為出發點，惟因有業者在廣告中引用標
示，引起商品廣告戰，向公平會檢舉，才由公平會判斷該函示在競爭法上意義
是否符合公平法。
依ICN定義，競爭倡議指「競爭主管機關就經濟活動方面之競爭環境之推
廣，藉由非強制性之手段進行相關之活動與引導，而主要是透過與其他政府機
關之聯繫，以及增進加強公眾對競爭利益意識之提升。」若在此個案，理想的
競爭倡議應發動在先，而非係依檢舉而介入。檢舉人指出，日立冷氣的標示有
不實廣告之嫌，但經舉證係依標準局的政策而標示，公平會進一步審查該標準
局決議，認定係符合公平法的規定，並在處分書明文揭示。但此僅為被動對於
與市場標示有關者加以認定，若能在標準局決議討論中，公平會即參與，並提
供競爭法執行的意見，則相信更有政策上的主動性。
其次，競爭文化是關於市場競爭的一系列觀念、商業規則與法律制度等之
總稱，在季節性的冷氣機廣告大戰的個案（日立冷氣與大金冷氣在廣告中均號
稱第一，均被公平會處分違反不實廣告案），亦可推動市場的競爭文化，避免
有劣質的廣告戰進行不公平競爭。一般認為，競爭文化是研究市場現象、市場
規則與競爭法則、市場發展、壟斷與反壟斷的文化。亦即競爭文化是市場競爭
及其相關法制與活動等所建立結合而成之文化。在季節性商品的廣告大戰，如
何在競爭激烈的事業間推動競爭文化，而不要因為廣告大戰而兩敗俱傷，則也
是推動競爭倡議可達到的作用。

一、對行政機關之競爭倡議經驗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競爭倡議經驗，就個案言，最重要係和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的「行政協調」，例如包括與經濟部、財政部、新聞局、農委會、衛生署、
38

法務部、公共工程會、內政部及金管會的各種協調結論。 此外，依公平會目
38

但公平會與若干部會的協調結論有的時間甚早，是否符合目前業務情況，或有無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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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法規，對於重要產業，如四Ｃ事業、能源事業、不動產經紀業、金融事業、
流通事業、機車事業、航空運輸事業等亦以「規範說明」或「處理原則」方
式，進行倡議。於消費者的倡議，除了一般例行的宣導外，對於與消費者個別
權益攸關的議題，如不實廣告、瘦身美容案件，歸納出過去常見的違法類型，
以「處理原則」方式，提醒消費者注意，並具有執法參考標準之作用。至於公
協會的倡議，重點在於輔導業者進行「行業自律」，例如多層次傳銷業者，不
動產仲介業者及加盟業者的行業自律，達成行業別競爭文化之特色，亦值得努
力。
又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公平法與其他法律競合適用之情形，涉及競爭主管
機關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競爭之行為」、「不牴觸公平法立法意旨」及
「何者法律優先適用」等問題，如果能釐清公平會與其他目的主管機關之適用
法律，亦可達到競爭倡議之目的。
（一）對行政部門關於執行競爭法之協調經驗
公平會目前對其他行政部門之倡議，包括個案和通案，所謂個案是指在調
查個案中，發現適用其他法規，而移請其他部會處理。舉例而言，在個案調查
中，除了對違反公平法部分處分外，與其他部會權責有關者，公平會亦移請其
他部會辦理。例如在關於南灣企管顧問有限公司被檢舉於招募加盟一案中，公
平會除認定南灣企管顧問有限公司就服務內容及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外，關於系爭廣告刊載「可
同時經營台灣及大陸」及招攬中國大陸學生赴美就讀或工作，涉及「在大陸地
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及「大陸地區物品勞務服務在臺灣地區從事
廣告活動管理辦法」規定，移請經濟部依職權卓處。又關於系爭廣告刊載「招
募台灣學生就讀，用中文唸書，考取美國中醫執照，畢業後月薪15萬，讀書期
間可診所工作，月薪7萬」乙節，涉及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移請內政部依職
39

權卓處。 其中第2和第3項所適用法律為兩岸條例授權訂定的法規命令及入出
國及移民法，公平會即移請經濟部及內政部處理。
所謂通案，最為顯著者為推動行政協調的窗口，主動、不定期與其他部門
展開對於競爭法的執行分工。以下茲歸納若干與競爭倡議密切相關之經驗。
1. 與財政部關於執行競爭法協調

39

務主管項目轉移等情況，例如新聞局主管廣播電視業務移轉至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亦有待再開行政協調。
參見第916次委員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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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公開發行公司合併案件於程序上之配合事項上，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
理委員會（金管會證期局）就其掌握有關公平法第6條第1項第2、3、4款取得
公開發行公司股份十分之一以上，受讓或承租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經
常共同經營或委託經營等資料，應提供公平會。最後有關金融事業機構合併案
件於程序上之配合事項部分，財政部金融局（金管會金融局）同意受理金融事
業合併之申請書或過程中提醒合併之機構，有符合公平法第11條第1項第1至3
款情事者，應向公平會申報。而公平會調查必要時，以個案方式向財政部（金
管會）函請金融機構配合取得事業資金流程。財政部金融局(金管會銀行局)執
掌業務可能涉及公平交易法之部分，由金融局依照公平法之精神再做檢討，並
在個案發生時知會公平交易委員會溝通意見。
2. 與衛生署關於執行競爭法協調
公平會與衛生署之協調結論（81年3月）亦基於特別法優先之原則，衛生
署主管之食品衛生管理法、藥事法、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優先適用，規範不及
才由公平會處理。在考量廣告週期部分，由雙方密切聯繫，處於對方權責者，
儘速移送對方。此外，公平會與衛生署復於民國88年5月針對「瘦身美容申訴
案」，決定由衛生署與公平會通力合作，先由衛生署受理判定，如屬衛生主管
法令規範者，由衛生署逕行處理；非屬衛生主管法令，請衛生署表示非涉療
效，並就申訴案件否誇大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提供專業鑑定意見後，移送
公平會處理。
3. 與法務部關於執行競爭法協調
公平會與法務部針對執行競爭法部分，曾達成檢察官辦理人民檢舉違反公
平法案件，犯罪成立不以公平會之行政處理要件者，對有關公平法規定之經濟
概念、名詞應儘量徵詢公平會之意見，且儘可能主動與公平會聯繫，請公平會
採取必要之行政處分措施。其次，對於公平會受理違反公平法案件，犯罪成立
以行政處理為要件者，函送檢察官時，對行政處理情形，應明確說明，並提供
具體證據與意見。對於公平會所受理違反公平法之案件，其犯罪成立不以行政
處理為要件者，如公平會已依公平法第41條程序為行政處理且該事業已停止或
改正者，公平會得請求檢察官儘量依法予以職權不起訴之處分。而公平會對各
地檢察署之書面查詢，不論有無結論，儘量在一個月內答覆。法務部並請公平
會指派一人參加高檢署偵查經濟犯罪中心諮詢協調委員會為委員以加強聯繫。
最後，公平會對於各地檢察署現已偵辦之違反公平法之案件，經承辦檢察官主
動聯繫後，如認情節嚴重，應儘速處理，並採取必要之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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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特定產業關於落實競爭政策之競爭倡議
公平會對產業之競爭倡議，介入之場合包括一般的產業市場競爭和特殊的
產業市場競爭，所謂一般的產業市場競爭，如新興產業市場發展，業者對於公
平法的認識較為粗淺，或其交易型態是否符合公平法比較生疏，基於政策聲
明的立場，對於事業進行市場有關的規範說明，例如對四Ｃ事業、電信事業、
電子市集等規範說明。此外，公平會在「對於有線電視相關事業之規範說明」
40

中， 亦針對經營區內業者家數之核定此一屬其他主管機關管轄之事項，建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理有線電視相關案件時，倘非基於地域偏遠等現實因素，
仍應儘可能維持一區兩家以上業者經營，避免造成區域內獨家經營，實者也為
一種競爭倡議。
還有一種特殊型態的產業市場，對既有產業與新進產業的競爭，如能源事
業的競爭倡議則涉及油品市場自由化的各階段，競爭法如何適用。其他的提出
規範說明的產業，包括不動產經紀業、金融事業、流通事業、機車事業、航空
運輸事業等亦以「規範說明」或「處理原則」方式，進行倡議。
除此之外，公平會亦對於有線電視、電信與4C產業（電信、有線電視、電
腦網路、電子商務）等特定產業關於競爭政策之落實，提出規範立場說明，同
時對主管機關提出不具拘束力之競爭倡議。例如在公平會「對於四Ｃ事業跨業
41

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中， 除說明4C產業進行跨業經營時可能涉及之公平法
問題類型外，公平會亦於該規範說明中之「一般管制原則」中，針對以下事項
建議四Ｃ事業主管機關於規劃相關產業政策及執行管制措施時加以考量：
1. 市場機制優先：原則上信賴競爭機能的運作，僅在市場失靈、消費者權
益受損及防止既有業者濫用市場地位之情形下，始予以介入管制。
2. 符合目的性與比例性：管制的介入必須有助於政策目標的達成，且不超
出達成政策目標的必要程度；當政策目標可藉市場競爭方式達成時，即
應去除不必要的管制。
3. 科技中立：在當前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時代，應避免強制產業使用某一
特定技術，同時也不對不同之技術作差別之待遇。惟有必要對技術與介
面予以標準化之考量時，則不在此限。
40
41

96.9.11公壹字第0960007615號令發布
94.2.24公法字第0940001278號令發布，94.8.26.公法字第0940006964號令發布修正第
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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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區隔平台管制與內容管制：因應四Ｃ事業匯流之趨勢，未來對於「技術
平台」的管制，應採「水平取向」的一致性原則，亦即原本隸屬不同產
業但提供相同服務的技術平台，均應適用一致性的管制措施。相對地，
有關「內容提供」的管制，則應按其提供內容之性質，分別適用不同內
容相關法規之管制措施。

三、對消費者與公協會之競爭倡議經驗
對於消費者的倡議，重點應在於消費者對於本法的了解，及本法與消費者
保護法的啟動機制，由於公平法第一條對「保護消費者利益」亦列入立法目
的，第二十四條對於「欺罔或顯失公平」的實務上的運用，亦多涉及消費者的
保護，因此凡對於民眾宣導有關公平法的規定，如何避免不公平競爭等議題，
可列為對消費者的競爭倡議。
公協會團體另有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惟涉及公協會決議對於會員的拘束
力，若有透過公協會而達成業者間違反公平法之行為，亦為公平會取締對象，
故在競爭倡議的面向，對公協會團體也應列為重要的宣導對象。過去經公平會
輔導在公協會團體間所建立的「自律規範」，也達成其階段性目標，可列為重
要的競爭倡議。
推動自律規範除了是公協會團體的任務外，競爭主管機關亦可由競爭倡議
達到協助輔導業者建立自律規範，以避免劣質競爭。一般業者間的自律規範和
傳統由主管機關發動的指揮控制不同，自律規範的形式更具彈性，依照公會的
自律規範，對會員有拘束力，所達到的管制成本比傳統指揮式的政府管制低，
故專業服務業的產業公會可能比政府更勝任可訂定自律規範的標準，透過業者
間的自律規範協議，亦可達到更有利於市場的競爭，不致於違法，同時可促進
42

創新與提高營利。

建立自律規範的優勢，包括：
（一）以更合作的方式進行管制。因為有極具聲望的產業公會積極參與管制制
度的訂定程序，提高管制可信度與效用。同時亦有助於制度的自律遵守
程度。
（二）產業或其他有興趣的主導事業參與管制過程。例如參與監督與執行管制
制度的程序，可達事半功倍的效果。
42

以下資料參考競爭評估工具書，版本1.0，OECD，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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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於管制制度過程中廣泛運用業界人士的特定專業知識，使管制制度更能
達到政策目標，縮小政府管制程度。
原則上自律規範的競爭問題，在競爭者較少之市場較易存在，但在大量競
爭者的市場亦可能出現問題，例如產業公會設置「進入門檻」以保護自身利
潤，故市場大小並非是自律規範競爭問題的原因。另外針對自律規範的重要議
題是制定標準，標準是否為強制性，關乎是否產生競爭問題，如果制定之規範
以強制之手段來執行其訂定之標準，則很有可能將會成立限制競爭行為，因
此，在制定產業自律規範時應儘量避免使用強制性來達成目的。
我國公平會過去推動業者自律，輔導公協會團體利用協議方式，使業界交
易行為符合競爭法規範。為避免公協會利用協議拘束會員致生違反公平法的交
易行為。

四、對公平法第四十六條之適用
公平法第四十六條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者，於
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本條涉及公平
法與其他法律競合適用之情形，如果優先適用者為公平法，則符合市場競爭精
神，亦可促進競爭文化的提升。若一旦優先適用者為其他法律之規定，而該法
律的主管機關對於市場競爭的本質及競爭法對事業的影響，有未能掌握之處，
亦會影響市場的競爭環境，故公平會與其他部會在選擇適用法律時，亦可啟動
競爭倡議。
例如有關醫師法對於醫療市場的競爭規範，是否符合公平法立法意旨，在
有關榮生醫院來函表示現行醫師法第8條之2及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限制
醫師在他地執業，似有違反執業公平競爭精神及社會正義，請公平會提供合理
解釋案，決議（二）：有關醫師法第8條之2及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將醫
師得登記執業之醫療機構限於一處，已造成「市場劃分」而影響公平競爭之效
果，且似有子法逾越母法之情事；另復參酌美、日、德等國相關立法例，尚無
該等限制規定，因此，將前開意見函請衛生署作為日後修訂該等限制規定之參
43

考。 亦即公平會適度表達醫療法似有違反競爭立法意旨，建議衛生署修法。

43

參見第906次委員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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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代結論：競爭倡議引入國內之可行性
一、比較制度之經驗歸納
由以上所分析之澳洲與美國之推動競爭倡議經驗中，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
特徵：
（一）各國在法規與政策層面上，均有明確之授權基礎，賦予競爭法主管機關
進行競爭倡議之法源依據。
（二）各國競爭倡議之法源依據，除要求競爭法主管機關進行行政部分、產業
與消費者之競爭倡議工作外，亦多建立在程序上確保其他政府機關涉及
市場競爭之議題上，必須徵詢競爭法主管機關意見之制度。
（三）在自由化與管制革新之過程中，對於重要之服務業或基礎設施市場之解
除管制與實施再（以競爭法為基礎）管制，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均扮演
了主動積極推動的角色。特別是在關於建立以競爭市場為基礎之監管架
構與政策工具上，競爭法主管機關除提供市場改革方向之建議外，並針
對具體監管措施提出倡議。
（四）除正式（法定）管道外，競爭法主管機關亦會透過各種非正式管道，強
化與外界（特別是其他行政機關與產業界）進行競爭倡議之工作。
（五）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多有針對特定對象與產業，持續主動發行各類之宣
導文宣出版，並利用網路等電子方式進行競爭倡議。

二、引進國內之可行性分析
競爭倡議與競爭法均屬於整體競爭政策的一環，並具有互補之功能。特別
是對台灣而言，一方面實施競爭法的時間相對較短，他方面過去存在著許多公
營獨占或特許產業等高度人為進入障礙，縱使於晚近已經透過管制革新與自由
化政策解除進入限制，但仍需要透過宣導與教育推廣競爭文化。在現階段公平
會並無正式關於競爭倡議之具體準則與推動計畫，但在過去公平會與其他主管
機關對於執行公平法所展開之行政協調中，為釐清管轄權責，在過程中不可避
免的必須先針對公平法相關規定與精神，與相關特別法之規定進行討論，以確
定公平法與特別法之間的互動與競合關係，故亦可達到透過非強制性之手段，
進行相關之活動與引導，加強其他部會對競爭意識之提升之效果，而屬於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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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之一環。至於公平會針對特定行業，依據整體競爭政策所提出之管制原則
建議，更屬於典型的競爭倡議之推動。
依據前述之分析，未來台灣推動競爭倡議制度在對象可分為消費者、產業
與政府等三個構面。其中可能又以對於其他主管機關進行之競爭倡議最為關
鍵。至於倡議內容部分，可能分為單純之對話與溝通機制，以及參與政策形成
過程兩種。這些競爭倡議工作，過去公平會已有許多經驗，惟目前多為非制度
化之跨部會協調與溝通，其程度與效果往往可能因不同部會之施政方向、對競
爭政策重要性之掌握，甚至不同部會首長之立場與態度，而有所差異，無法建
立共通性、一致性之競爭倡議制度。亦即是，我國所欠缺者，為競爭倡議之制
度化與法制化工作。
（一）法制化工作
涉及競爭倡議制度之建立者，仍然以明確法源依據最為關鍵。ICN亦指出
越是透過規範明確化競爭主管機關在各個程序中的角色、地位並提供權限，將
44

有助於競爭倡議的提升與保護競爭。 然而我國公平法並無類似其他國家，針
對推動軟性競爭倡議工作賦予明確法律依據之安排，因此較無法形成制度性之
推動制度，或為未來值得關注的重點。
在欠缺法律依據的情形下，公平會自然仍能透過與其他主管機關之協調與
協商，針對特定事項進行競爭倡議，惟此一機制多受到各部會其本身政策目標
與任務之限制。因此最理想的安排，自然是參照澳洲與美國之經驗，修正公平
法，並納入公平會得對政府其他部會涉及消費者保護與消費者利益之競爭事項
的法案或政策進行檢視並有提出競爭政策意見之權限。另一種可能的作法，則
為修正公平會組織法，賦予公平會相關權限。此一安排，將賦予公平會作為國
家整體競爭政策的核心幕僚地位，並取得針對其他政府機關進行跨部會競爭倡
議時之法律授權。
（二）制度性規劃
依據現行公平會組織條例第14條第1、2項之規定，公平會之職權本即包含
「公平交易政策之審議」以及「公平交易行政計畫方案之審議、考核」二者。
而由前述之分析可知，競爭倡議屬於整體公平交易政策之一部份，故在法制化
完成以前，公平會即可依據本條規定，擬定競爭倡議之政策與實施計畫，並將
其納入年度工作計畫項目。此一制度化之關鍵，或在於公平會本身對於競爭倡
44

同前註，p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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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之重要性形成共識。
又依據前述之分析，未來競爭倡議工作規劃上，可以藉由下列幾個方法達
成競爭倡議之目標：
－建立與其他部會之協調與溝通之平臺，並積極參與解除管制(de-regulation)與
自由化工作之進行。
－主動檢視重要產業之不必要監管措施，並主動提出建議。
－與企業保持良好之互動與關係，並對公眾進行相關教育宣導並建立競爭文
化。
－加強提升與國際間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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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莊教授春發（景文科技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主席、論文報告人，我還沒有來報告這個問題之前，前幾天就有一個公司
的負責人打電話給我說，莊老師你要去報告競爭倡議，競爭倡議是什麼？我說
我也不知道，你要不然也來聽，就知道什麼叫做競爭倡議，老實說從剛剛的
報告看到ICN的定義「競爭主管機關就經濟活動方面之競爭環境之推廣，藉由
非強制性之手段進行相關之活動與引導，主要是透過與其他政府機關之聯繫，
以及增進加強公眾對競爭利益意識之提升」，從這地方的定義來看，初步聽起
來，讓我有點感覺競爭倡議在我們國內的立法或是現行法的施行，有一點畫蛇
添足，但在剛剛聽完以後，好像又覺得它還是有它存在的價值。
公平法第9條裡面，公平會可以商請其他部會會商，就已經有規定，而且
是強制性的規定，至於強制公眾對競爭利益意識的提升，公平會長期以來藉由
各種方式，譬如同業公會的宣導活動、大專院校公平法一日營的訓練、公平會
派往各縣市政府行政單位的宣導，都已經涵蓋不同的產業、不同的區域、不同
的群體單位，是不是還要特別立法將競爭倡議修入公平法？我個人覺得這一點
我持比較保留的態度。公平法第46條規定：公平法與其他法令競合的情形下，
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者，於不牴觸公平法立法意旨之範圍
內，應當優先適用其他該法律之規定。這也把公平法跟其他法律的分野，做了
很明確的規定，那還要我們去做競爭倡議這些東西嗎？非把它做成，公平法是
我國社會上唯我獨尊的地位，我個人不太能夠支持這樣的一個想法。
第三點，過去公平會直接對其他行政部門，依據公平法第9條提出調整
其他產業有違公平法規定的條文，經常受到其他部會的抵制、甚至反抗、甚
至…，並宣稱公平會是行政院的派上部會嗎？當然中間有許多部會是樂於配合
改善有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的法律條文、行政命令、或是內規，讓該產業能
夠在較公平的環境下交易，這些資料在公平會過去的施政紀錄裡都可以查到，
所以競爭倡議的研究是不是應當由我過去的施政無法達成目標，去建構一個競
爭的環境著手，找出我國當前環境之下，為什麼有些產業，譬如剛剛提到的有
線電視、電信產業、能源產業（今天的主題）、大宗物資進口的產業、營建材
料產業等，一直無法建立一個讓人家感覺，水平競爭、垂直競爭的環境。競爭
倡議的研究應當是針對現有問題的解決，讓政府的經費花在刀口上，研究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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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要一針見血，獲得一刀致命、或一刀要兩斷的結果。至少我個人覺得目標應
當是這樣，也許我的要求比較高。未來研究修正也許應當集中在某特定的產
業，譬如說以被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罰最多的液化石油氣產業為對象，研究像經
過多年的宣導以後，共處罰了6億元，公平會的施政，為什麼該產業的上、下
游的生產進口商、經銷商、分裝場、分銷商依然故我的違反公平法。該行業的
經營業務複雜，主管官署包括經濟部的能源局、內政部的消防署、還有本會的
競爭主管機關，利用這個機會做一次徹底的檢驗，就可以授與剛剛講的ICN與
其它政府機關聯繫的功能。經過這樣的一個過程，就能瞭解本國的官場文化、
部會的關係，才能找出它們之間的癥結，否則光從國外的美國、澳洲、或是其
他的國家移植施政政策可能會有問題，因為每個國家有它不同的背景、法制、
文化，直接移植到國內，我個人覺得不是那麼容易，我經常看到法律移植是失
敗的例子，包括等下我要談的有線電視法跟電信法都是如此。
論文結論建議：未來為確保其他政府涉及市場競爭的議題上，必須徵詢競
爭法主管機關意見的制度，誠如前面所述，過去公平會依據第9條商請其他部
會討論修法調整既有管理法令時，就已經受到相當的抵制，在我國的人文環境
之下，不宜將這個條文訂定於修正之後的法律上，否則以後不是只有口角上的
爭執，可能會打起來。
最後一頁，達成競爭倡議的目標方法，公平會過去大都已經做過、或是正
在進行當中，倒是第3款的一切保持良好的互動和關係，個人以為公平會倒是
有相當的成長空間，特別是對個別產業資料的收集及該產業交易現況的瞭解，
可能仍需加強。
最後，論文報告人剛剛報告的內容，競爭倡議照國外的做法做下去，在國
內可能會變的無限上綱、是不能懷疑的前提，就像司法常常講的，皇后的貞操
你怎麼可以懷疑，當然可以懷疑啊！社會科學裡面，如果沒有能被拒絕的前
提，都不是真前提。就人類的進步而言，其推動力並非是唯一的競爭，合作也
是另外一支很重要的支柱。競爭倡議在強制性的規定下都做不好，遑論非強制
性的作為，而且有些地方實在不能直接引進國內，因為它跟國內的國情不符。
我個人覺得，在過去電信法裡的26條之1、有線廣播電視法的第22條，裡面都
有把公平交易法的精神引進，但是後來我發現，就變成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
皮球的一個重要藉口，經常讓受害人、受委屈的檢舉人要到公平會來檢舉的時
候，公平會說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經有公平競爭的或限制競爭的條文，你應當
請求主管機關救濟，不應當到公平會來增加我們業務，我們已經夠忙了，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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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得沒人理的狀況，這個我覺得它是非常失敗的一個例子。我個人覺得如果把
它引入我們的條文裡面，如刀子兩刃，可以覆舟，也可以載舟。從比較法學的
研究理念，最後變成我們引進來都沒有學到人家的好處，都學到人家的壞處，
勞基法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倒是經貿政策，公平會要好好的介入，因為最近在
審NCC有線電視個案的時候，發現公司經常以19.％以上的利息向大股東交易
關係人借貸，致使公司的利潤大都進到大股東的口袋裡面，第一個漏掉了國家
的稅收，第二個欺負有線電視公司其他的小股東。我的評論到此為止，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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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飛利浦光碟案」看競爭法對技術標準相關
專利聯盟之規範
＊

李素華、林育廷
目

次

壹、前言
貳、飛利浦CD-R聯合授權案之案由及發展
一、案由
二、公平會處分及法院判決
參、標準制定及專利聯盟之合作協議適法性
一、參與者是否具有競爭關係
二、專利聯盟之組織是否涉及限制競爭情事
三、國外執法實務
肆、公平會處分飛利浦CD-R聯合授權案之檢討
一、關於特定市場之界定
二、對於專利權人研發能力之合理期待
三、專利聯盟是否不當限制參與者應為判斷重點
伍、結論

中文摘要
從經濟理性的考量，智慧財產權之目的係在於維持投資及創新，避免「搭
便車」（free rider）所可能造成的扭曲市場競爭功能，從而智財權之本質亦在
促進有效競爭；反之，對於智財權過度保障，將損害資源配置效率及消費者利
益，並阻礙更進一步的創新。因此，公平法與智財權法二者均為達到維持創新
及有效競爭之目的。然近年來，不論是在電信或生技領域，專利權行使之適當
* 李素華，台灣大學法學博士，台北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林育廷，台灣大學法學
博士，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副教授。歡迎就本文提出建議與指教：leesh@mx.
nthu.edu.tw。本文係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九十八年度合作研究計畫「各國專利授
權（含標準化技術授權）之規範與實務相關研究」之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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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及其涉及之競爭法規範問題，受到各國智慧財產權及競爭法主管機關之高
度重視；專利權若與特定技術標準（technical standard）之利用有關者，競爭法
如何審視專利權人間之合作關係及該等專利之授權條件妥適性，更為當前智財
權與競爭法領域之重要議題。本文以在我國歷經近九年發展的飛利浦CD-R聯
合授權案為例，探討在技術標準相關專利聯盟涉及之競爭法規範問題。
關鍵字：專利權、技術標準、專利聯盟、創新市場、技術市場、patent right,
technical standard, patent pool, innovation market, technology market

壹、前言
近年來，不論是在電信或生技領域，專利權行使之適當限制及其涉及之
1

競爭法規範問題，受到各國智慧財產權及競爭法主管機關之高度重視 。除了
一般專利授權涉及之競爭法規範問題外，專利權若與特定技術標準（technical
2

standard） 之利用有關者，競爭法如何審視專利權人間之合作關係及該等專
1

2

例如：美國於1995年頒布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反托拉斯準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歐盟執委會（Commission）在EC條約
第81條及82條規範下，分別於1996年及2004年公布240/96 (EC)技術移轉協議集體
豁免規則（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240/96 of January 1996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5(3) of the Treaty to certain categorie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及技
術移轉協議於歐盟條約第81條第3款之適用規則（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772/2004 of 27 April 2004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to categorie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日本則於1999年公布獨占禁止法上有關專利
及專門技術授權協議之執行準則（Guidelines for Patent and Know-how Licensing
Agreements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2007年修正該準則，其修正內容之介紹，
參見顏廷棟，日本獨占禁止法對於技術授權行為之規範-兼論對我國公平法規範之啟
示，公平交易季刊，第17卷第3期，頁104-120，2009年7月。
所謂的技術標準，係指提供或企圖提供技術之特定規格，包括重量、大小、品質、
材料或技術特徵（technical specifications），以使商品、服務、其製造或提供程序
或方法能有共通的設計或相容性（compatibility; interoperability）。關於技術標準
之定義，參見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OJ C 3, 6. Jan.2001, p. 2, par. 159; Joseph Scott Miller, “Standard
Setting, Patents and Access Lock-In: RAND Licensing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40
Ind. L. Rev. 351 (2007); Matthew N. Kriegel, “Would You Go to Work if You Weren’t Paid?
The Problem of Incentives for Participants in Standard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
84 Wash. U. L. Rev. 211, 215-216 (2006); Constanze Kübel, Zwangslizenzen im
Immaterialgüter- und Wettbewerbsrecht, S. 8 (2004); Mark A. Lemley, “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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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之授權條件妥適性，乃當前智財權與競爭法領域之重要議題，國外競爭法
主管機關亦有針對技術標準相關專利權行使事宜表示執法標準者，例如：美
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air Trade Commission, FTC）自2002年2月起，透過一
系列公聽會方式廣泛聽取各界關於智財權行使之競爭法規範意見，彙整各方
意見後於2003年10月公布競爭與專利法制調和報告（To Promote Innovation:
3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2007年美國
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及FTC又共同公布反托拉斯執法與智
財權：促進創新與競爭報告（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以下簡稱「美國2007年智財權報
告」）

4、5

，其中即闡釋競爭法對技術標準相關專利權之規範。日本公正引取

委員會（公平會）在2007年頒布新修正的有關實施智慧財產之獨占禁止法準則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以下
簡稱「日本2007年智財實施準則」），此外，早於2005年即已訂定標準及專利
聯盟準則（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以下簡稱
「日本2005年標準及專利聯盟準則」）。
關於專利權或其他智財權之權利行使問題，我國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
平法）第45條規定，依據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
6

適用公平法之規定 ；針對專利及專門技術授權協議涉及之競爭法規範，另有

3
4
5

6

Property Rights and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s”, 90 Cal. L. Rev. 1889, 1896 (2002);
Sören Delf, “Innovation-Standardisierung-Recht (Das Beispiel Internet)”, Martin Eifer &
Wolfgang Hoffmann-Riem (Hrsg.), Innovation und rechtliche Regulierung, S. 173 (2002).
全文下載：http://www.ftc.gov/os/2003/10/innovationrptsummary.pdf (last visited
2009/11/02).
全文下載：http://www.ftc.gov/reports/innovation/P040101PromotingInnovationandCom
petitionrpt0704.pdf (last visited 2009/11/02).
針對醫藥及生技產業FTC另頒布諸多報告，例如：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公布之
Generic Drug Entry Prior to Patent Expiration (July 2002)、Overview of FTC Actions
in Health Care Services and Products (October 2005)、Overview of FTC Actions in
Pharmaceutical Service and Products (October 2005)及Emerging Health Care Issues:
Follow-up Biologic Drug Competition (June 2009)；歐盟執委會亦於2009年6月公布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Executive Summary of the Pharmaceutical Sector
Inquiry Report.
關於公平法第45條之定位，亦即智慧財產法律與公平法適用關係，學說上有：適用
除外說、權利濫用說、違背立法意旨說、訓示規定或確認說，關於各說之詳細介紹
與討論，參見詳見黃銘傑，專利授權與公平交易法-以拒絕授權與強制授權為中心，
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頁168-174，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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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訂定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理原則（以下
7

簡稱「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 。前揭法令施行迄今，由公平會受理之
專利權行使案件甚為有限，最重要者首推飛利浦CD-R聯合授權案

8、9

，本案同

時涉及技術標準之專利權行使問題。從2001年1月20日由公平會作成第一次處
分迄今，歷經近九年爭訟仍未定讞，近日（2009年10月29日）公平會作成第
10

三次處分，本案在學界引起廣泛討論 ，顯見技術標準有關專利聯盟（patent
11

pool） 及其專利權行使問題之複雜性。
有鑑於此，本文以下先簡述飛利浦CD-R聯合授權案在我國之發展，繼而
集中探討公平會與行政法院就本案觀點歧異之處，亦即技術標準相關專利權人

7

8

9

10

11

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自2001年頒訂以來，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歷經數次修
正，最重要的修正乃2007年5月8日合併第6點違反公平交易法事項例示及第7點可能
違反公平交易法事項例示，將此二條文分別改稱為技術授權協議禁制事項例示之一
及之二；繼而於2009年2月之修正將第6點及第7點內容合併為一條。
除了公平法適用問題外，本案涉及之專利法第76條強制授權規定，亦同步由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於2004年7月26日作成特許實施（強制授權）之決定。2007年3月13日台
北高等行政法院以95年度訴字第2783號判決撤銷智慧局之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智慧
局未提出上訴後，本案關於專利法強制授權決定問題已告確定。關於本案涉及之專
利法強制授權問題，參見王立達、江國泉，不同標準，合理齟齬-評台北高等行政法
院飛利浦可錄式光碟專利特許實施案判決，月旦法學，第165期，頁174-201，2009
年2月。
除了CD-R專利聯合授權案，公平會於2005年4月26日再度處分飛利浦公司於CD-R專
利授權合約要求被授權人提供製造設備清冊及書面銷售報告之行為，台北高等行政
法院亦於2009年4月30日作成判決。
國內相關文獻包括：范曉玲，專利權人權利行使與公平競爭之平衡-以台美專利訴
訟的幾個近期重要案例為核心，月旦法學，第139期，頁229-231，2006年12月，；
何之邁、林怡君，荷蘭皇家飛利浦光碟案判決評析-以公平交易法對於「獨占」之
規範為中心，月旦民商法雜誌，第11期，頁91-105，2006年3月；黃銘傑，專利集管
（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第三家事業技術授
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案，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頁233-285，
2006年9月；劉孔中、簡維克，CD-R案之解析與評釋-以公平法及專利強制授權為重
心，公平交易季刊，第17卷第1期，頁1-37，2009年1月；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上），月旦法學，第174期，頁120-135，2009年
11月。
所謂的專利聯盟，係指數權利人約定，將彼此擁有的專利或專門技術匯集起來，交
互授權（cross license）聯盟參與者共同使用，或將聯盟所匯集之技術以包裹方式
（package）直接對外聯合授權，或進而透過特定機制（諸如合資事業），執行專利
聯盟對外授權事宜。國內亦有文獻稱專利聯盟為專利池、專利集管或專利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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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之合作及專利聯盟運作之適法性問題 ，從國外競爭法主管機關於近年來所揭
示之執法標準，檢討我國公平會在本案之處分與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適
用。

貳、飛利浦CD-R聯合授權案之案由及發展
一、案由
（一）背景事實
自1987年起荷蘭商．皇家飛利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飛利浦）、日
本．新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力）及日商．太陽誘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
陽誘電）陸續以「記錄資訊用之可以光學方式讀取之記憶載體，製造此記錄
載體之裝置，將記錄於此記錄載體上之裝置及讀取記錄」等相關發明（下稱
CD-R製造方法）向我國經濟部智財局申請並獲准專利。自1989年起前揭三公
司開始共同制定CD-MO/WO標準規格橘皮書，建立CD-R規格，此一技術標準
為市場所普遍採行。
飛利浦、新力及太陽誘電三家公司（以下以飛利浦公司為代表，簡稱為
「飛利浦等」）稱其各自擁有生產CD-R所不可或缺之關鍵專利權，從而製造
CD-R之業者皆必須取得該三家公司之授權。為統合專利授權事宜，三家公司
協議將其擁有關於製造CD-R之專利以專利聯盟方式集合起來，統一委由飛利
浦透過包裹授權對外進行授權，我國各光碟製造商乃向飛利浦取得授權。隨
著市場上光碟產品應用日趨成熟，越來越多的事業投入製造，CD-R零售價格
急遽下降，1990年上市時一片50至60美金，1996年全球CD-R平均出廠價格降
至7美元，至2000年已降至一片僅有0.44美元，2006年更降到只有0.2美元。在
CD-R零售價格大幅滑落後，被授權人欲向飛利浦請求調降權利金，惟未為專
13

利權人所同意 。
國內光碟業者乃向公平會主張，飛利浦等專利權人以聯合授權方式實施專
12
13

關於技術標準相關專利聯盟對外授權上，是否構成獨占地位及授權契約條款是否構
成限制或不公平競爭事宜，將另文詳述之。
以國碩公司為例，於1999年10月12日與飛利浦簽訂十年之專利授權契約，被授權
人應支付之權利金數額為每一授權產品淨銷售價格之3％或日幣10元，以較高者為
準。國內光碟業者認為，前揭授權金價格與CD-R產品之市場價格顯不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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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權，構成公平法之聯合行為；此外，並主張授權契約中之權利金與其他限制
條款違反公平法。
（二）檢舉人之主張
檢舉人認為，飛利浦、新力及太陽誘電各自擁有CD-R製造有關之技術及
專利，因而在CD-R製造技術之供應市場具有水平競爭關係，其透過協議方式
共同決定授權金數額及其他授權條件，並以包裹授權方式將整批專利授權予被
授權人；另外，檢舉人亦主張，飛利浦等不僅在相關技術市場具有競爭關係，
由於其均為CD-R之銷售者，因而於CD-R商品之銷售市場亦為競爭者。聯合授
權之合作協議有排除專利權人間之競爭及妨礙市場機能之情事，違反公平法第
14條聯合行為。
另外，飛利浦等以定型化專利授權契約要求被授權人接受授權安排，此等
包裹授權無涉於商譽或服務品質確保所必須，亦包含國內CD-R製造商無需使
用之技術內容，因而構成搭售之嫌；授權協議長達十年，在授權期間有部份專
利保護期間已滿，但被授權人仍需依據授權協議支付權利金。前揭行為構成限
制或妨礙公平競爭，該當公平法第19條第6款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
動為條件而與之交易行為。
再者，檢舉人主張，飛利浦等成立專利聯盟後相關技術具有壓倒性優勢，
因而乃公平法第5條第2項之獨占事業；在授權關係上，被授權人無法依據專利
有效期限不同、產品對外售價滑落狀況，與飛利浦協商權利金調整事宜，因而
涉嫌違反公平法第10條第2款獨占地位濫用之規定。
最後，在授權談判過程，飛利浦對於近百個專利未提出逐項專利授權要
約，對於專利有效期間、保護範圍等亦未明確說明，違反公平法第24條。
（三）飛利浦等之主張
飛利浦等認為，其個別所持有之專利均為製造CD-R的必要技術，各該專
利間根本沒有替代性可言，從而飛利浦等三專利權人就授權技術並無競爭關
係。此等技術固然可分別授權，但為被授權人之便，乃以專利聯盟方式為之，
因而不構成聯合行為，亦無需向公平會提出許可申請。聯合授權或包裹授權係
基於降低交易成本、增加權利價值、商品市場推廣等因素，與排除競爭、破壞
市場功能或濫用獨占地位無涉。
另外，飛利浦等認為，CD-R與其他類似儲存媒介具有替代性，其屬同一
特定市場，而飛利浦等就CD-R技術在此一特定市場並無壓倒性地位或排除競
爭之能力，因此，自非公平法所稱之獨占事業，其所擁有智財權乃合法取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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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他性權利，其他人仍得自由開發競爭技術或提供競爭產品。
關於權利金計算，飛利浦等認為係考量專利權人為研發相關技術所投入之
大量資金與成本、被授權人可得之經濟利益等因素，為確保回收最低研發成
本，在當事人契約自由原則下合意約定之。至若產品價格，則由被授權人依市
場供需關係自由決定，與權利金計算無涉；關於已到期專利問題，飛利浦等於
授權協議過程已有納入考量；被授權人僅利用授權技術之一部分，乃被授權人
基於商業考量所為之決定，不影響被授權人依約給付權利金之數額，因此，飛
利浦等係依專利法合法行使其權利。

二、公平會處分及法院判決
（一）公平會第一次處份-90公處字第021號處分
1. 專利聯盟之聯合授權該當聯合行為
公平會調查本案事實後，認定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各自擁有CD-R相關專
利，就專利技術之供應市場而言，係屬同一產銷階段之事業。授權技術擁有者
所供應之專利技術，縱均為製造某種商品所必要，主張該等專利技術具有互補
性，仍無礙渠等事業係屬同一產銷階段，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依專家鑑定結
果，專利聯盟之技術具有替代性；就技術實施角度而言，被授權人依據規格要
求製造產品，只需向授權人間取得其中一項專利技術即可。當事人在發展系爭
光碟產品技術之初，即存在有各自研發、相互競爭或潛在競爭的狀態，足以顯
示飛利浦等在CD-R的技術研發上，屬水平競爭關係。當事人進而以契約、協
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授權商品之價格等限制約定，相互約束當事人
間之事業活動，足以影響特定市場之功能，該當聯合行為。
飛利浦等之協議內容，包括範圍廣泛的交互授權合約，亦約定彼此不再就
此等專利訂立任何授權合約，因而新力與太陽誘電放棄分別授權之自由，完全
排除自由選擇交易對象的機會。參酌公平法第4條所稱之競爭，係指事業在市
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之行為。飛利浦
等擁有之技術為製造CD-R產品所不可或缺，專利權人以聯合授權方式迫使被
授權人選擇交易之機會，將影響授權專利技術之交易及供需市場功能，因此，
即便飛利浦等主張該等技術具有互補性，仍無礙水平競爭關係之認定。此外，
由本案事實亦可知，關於權利金計算當事人間需達成共同協議，以一致對外處
理，亦有聯合行為之合意，並相互拘束當事人之事業活動。當事人對於此等聯
合行為，並未依法向公平會申請許可，違反公平法第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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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違反獨占地位濫用禁止規定
以CD-R產品所界定之商品市場，公平會認為，系爭可錄式CD-R光碟產品
與其他儲存產品間，在目前市場供需、價格及技術功能上仍有區隔，尚無法替
代；目前全球CD-R製造必須循飛利浦等共同制定之統一規格，市場上尚無第
二種規格存在，其乃不爭事實，該等主要專利技術又為飛利浦等所擁有，因而
當事人在全球具有絕對優勢地位，乃公平法第5條所稱之獨占事業。
關於權利金調整問題，當事人固然為確保回收最低研發成本，考量研發所
投入資金與成本、被授權人可得之經濟利益等因素計算權利金。惟近幾年來光
碟出貨量大增，亦造成單片銷售價格大幅滑落，但飛利浦等仍維持原有權利
金計算方式，並未依據被授權人要求隨著市場售價降低權利金，因此，估計授
權人於八十九年度所得之權利金收入，為八十六年度的20至26倍，三家事業因
而獲利恐遠超出原來預期數額。授權人未能因應市場需求與被授權人要求，就
授權契約內容做有效之變更，違反公平法第10條第2款獨占事業禁制行為之規
定。
又，獨占事業以榨取、剝削其交易相對人為主要目標者，即所謂榨取之濫
用，亦屬濫用獨占力量之一種行為態樣。獨占事業倘利用其獨占地位，強迫其
交易相對人接受許多苛刻、不公平的交易條件，亦為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態
樣。飛利浦等以不當方式維持授權金之價格，授權協議亦限制被授權人爭執專
利的有效性、未詳細告知被授權人相關專利內容範圍及有效期限、拒絕提供關
於授權協議之重要交易資訊，均為濫用獨占地位行為。另外，飛利浦等要求國
內光碟製造廠必須撤回對專利無效之舉發作為和解條款及條件，進而始能簽署
系爭可錄式光碟產品授權合約，飛利浦等雖辯稱和解係在求一次解決雙方當事
人間有關本紛爭所生之各項訟累，屬行使專利權之正當行為，但前揭主張不為
公平會所採。公平會認為，被授權人給付權利金之目的係為取得合法有效的專
利，倘專利權有瑕疵，被授權人即有權利爭執其有效性，授權人不應強求被授
權人接受此種限制約款的拘束，和解之約定條款應在專利權合法行使範圍內為
之，因此，限制被授權人爭執該專利的有效性非屬專利權的正當行為。對於飛
利浦等之前揭行為，公平會認定構成公平法第10條第2款及第4款之違反。
3. 搭售協議不違法
公平會認為，包裹授權為搭售協議的型態之一，需依據合理原則判斷其適
法性。飛利浦等計算權利金時，已將部份專利期限將屆滿情事納入考量，基於
便利性包裹性計算權利金，尚難謂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再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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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授權係為整合互補專利技術、避免侵害專利權的訴訟，在無法預知市場或消
費者喜好，對被授權人作一次授權，可創造市場、免去重複支付授權合約簽約
金負擔；而被授權人倘無製造可錄式或混合式可錄式光碟，尚無需支付任何權
利金，因而包裹授權難謂不法搭售行為。
4. 應停止違法行為及課以罰鍰
公平會基於如上判斷，認定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
並同時處飛利浦新臺幣八百萬元罰鍰，新力四百萬元及太陽誘電二百萬元罰
鍰。
（二）公平會第二次處份-公平會91公處字第069號處分
1. 行政院訴願會撤銷90公處字第021號處分
被處分人飛利浦等不服公平會之處分向行政院提起訴願，經行政院於2001
年11月以90訴字第67266號訴願決定書撤銷原處分。行政院訴願會認為，訴願
人（飛利浦）行為顯已溢出行使專利權之正當行為，從各該事實資料顯示，以
符合公平法第10條獨占地位濫用之行為。但行政訴願會認為，公平會就本案對
於如下事實仍應究明：
(a) 特定市場之證據及論證容有補強之必要。易言之，飛利浦等主張，技
術市場之界定與相關之商品市場有關，CD-R僅為可寫一次光碟之一
種，其他尚有迷你光碟（MD）、數位錄音帶等類似儲存媒介產品，
因而不應以CD-R單一商品界定特定市場。行政院訴願會認為公平會
未就此等商品進行比較，逕將CD-R授權技術市場界定為特定市場，
論證仍有補強之必要。
(b)飛利浦等聲稱曾提供被授權人單獨授權之要約及條件供其選擇，是否
實情？若本案檢舉人等係自行選擇以聯合授權方式支付權利金，是否
仍屬公平法規範範疇？
(c) 公平會處分關於違反聯合行為禁止規定時，認定飛利浦等具有水平競
爭關係，但從原處分其他內容及其參與訴願程序之主張，又認為飛利
浦等擁有之技術乃製造或銷售CD-R所必要，僅取得其一專利權人之
授權尚無法製造CD-R。於此情況，無法確知飛利浦等是否確具水平
競爭關係？
（d）本案處飛利浦等不同罰鍰之裁量依據為何。
2. 公平會第二次作成處分
行政院訴願會撤銷本案處分後，公平會於2002年4月25日第二次作成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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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平會仍認為當事人於特定市場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以聯合授權方式對外
實施專利該當聯合行為。另外，飛利浦等利用聯合授權取得CD-R光碟片技術
市場之獨占地位，在市場情事顯著變更情況下，仍不予被授權人談判之機會及
繼續維持其原授權金之計價方式，屬不當維持授權金之價格，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10條第2款規定。此外，飛利浦等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授權協議之重要交
易資訊，並禁止專利有效性之異議，為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該當公平交易法
第10條第4款之違反。關於命令飛利浦停止違法行為及罰鍰部份，公平會第二
次處分之內容與原處分相同。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行政院訴願會在撤銷原處分
同時，特別指出公平會應究明特定市場之界定及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是否具有水
平競爭關係。因此，在第二次處分書中公平會就此有進一步闡釋。
(1)關於特定市場之認定
公平會於第二次之處分書中表示：技術授權協議之特定市場，可劃分為
「商品市場」、「技術市場」及「創新市場」。以與該特定技術具有替代性而
界定者稱為技術市場，而界定技術市場範圍應考量：
(a) 消費者需求替代性：其他生產同類產品、消費者認為功能相同之
其他產品之智慧財產或技術。亦即當市場上某項產品的單價上揚
時，消費者會放棄購買該項產品轉而選擇其他產品，其重要考量
因素包括個人消費偏好，產品功能及產品價格等。
(b) 生產者供給替代性：與該項產品競爭之其他產品，以及用以生產
該產品之智慧財產或技術。亦即當市場上某項產品的單價下挫
時，生產者會放棄該項產品轉而生產其他產品，其重要考量因素
包括技術與生產設備、產品價格、成本結構及區域選定等。
(c) 如因相關資訊不易取得以致無法界定技術市場之範圍，參考美國
競爭法執行實務分析本項授權協議對於其他各相關產品之影響
時，如本項相關技術（可用以生產使消費者認為具有替代作用的
產品）均具有相同之經濟效益，則認為相關技術歸屬於同一個技
術市場。
消費者需求替代性與生產者供給替代性，乃界定特定市場之最重要衡量指
標。從本案所涉及之消費者需求替代性來看，唯讀型光碟片、CD-R及CD-RW
在個別技術市場的供需及技術功能上具有單獨可分區隔性，蓋對消費者而言，
其售價差異極大、替代性相對較低。另外，從生產者供應替代性界定，拿生產
CD-RW技術去生產CD-R亦非市場常態，亦非屬同一特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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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事人處於水平競爭關係
飛利浦等對系爭CD-R可錄式光碟專利技術，以聯合授權方式向國內廠商
進行授權行為，渠等各自擁有系爭CD-R可錄式光碟相關專利，就有關CD-R之
專利技術市場而言，係屬在同一產銷階段之事業。
在發展系爭產品技術之初，飛利浦等即存在各自研究、生產、相互競爭的
狀態，於CD-R光碟片技術市場其各自擁有之專利技術，均為CD-R光碟產品製
造所必須使用到，則對於擬被授權人（即需求者）而言，必須一一尋求渠等
三家事業的各別授權，始可製造完成CD-R產品，缺一不可。然飛利浦等同為
CD-R技術提供者及製造者，任一專利權人對於其他專利權人所擁有的技術，
仍可透過迴避申請專利範圍方式研發具有類似功能之替代性技術，與其他專利
權人就CD-R技術進行競爭。是以，專利權人所擁有之專利，縱均為製造某種
商品所必要，主張該等專利具有互補性，仍無礙渠等事業屬同一產銷階段，具
有水平競爭關係之認定。飛利浦等共同制定CD-R標準，並作成聯合授權協議
後，始限制彼此各自發展系爭產品技術標準，因而由太陽誘電負責CD-R光碟
記錄層特性與塗料技術之發展，其餘二家各自負責資料寫入、讀取等之專利發
展。因此，飛利浦等原先可各自發展相關技術，自成一系統，但因制定標準及
聯合授權，使其不再從事市場競爭。從而飛利浦於系爭CD-R光碟片技術市場
上屬同一產銷階段之事業，各自擁有之專利縱具有互補性，仍得單獨對被授權
人各自以較有利之條件，爭取交易機會，故屬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
公平會又認為，依工研院提供客觀專業意見，考量各專利之替代可能性
（互斥性）時，不能僅就技術觀點視之，而應就管理經濟及產製過程整體來
看。是以，依工研院光電所之建議，就技術實施之角度而言，被授權人依據規
格要求來產製產品之行為，只須向授權人間爭取其中一項專利授權即可。
(3)該當公平法第14條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
飛利浦等協議，關於CD-R專利授權事宜均轉交予飛利浦；被處分人亦承
諾，今後除了範圍廣泛之交互授權合約外，不再就此等專利訂立任何授權合
約。關於三公司之權利金計算方式，僅同意一種方式，即淨銷售額的3%，每
一光磁碟至少為日幣十圓。因此，被處分人對於系爭CD-R專利聯合授權行
為，明顯存有包括權利金協議等對於系爭CD-R專利聯合授權行為之合意。
在對外關係上，雖由飛利浦處理該專利授權的協商及簽約事宜，惟實質
上，日本新力及太陽誘電對於該標準授權合約內容，包括所共同約定之權利金
數額，確實擁有相當的影響力或決定力，並且務須獲得渠等同意，始得使用。

第 1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312

是故飛利浦及日本新力與太陽誘電等為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已合致公平法第
7條之聯合行為，即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
價格，或限制數量、交易對象、交易區域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
飛利浦等雖曾對外宣稱，國內CD-R生產廠商可有單獨授權要約之選擇，
惟據相關業者回應，飛利浦等以全球採標準合約及不為個別廠商更動，並一再
主張簽單獨授權合約較聯合授權合約昂貴，根本無須考慮，故其根本未備有單
獨授權合約供被授權人選擇，已刻意排除單獨授權之可能。
聯合授權可非難之處不在其本身，而是當事人藉由聯合授權限制價格、劃
分市場或限制自由發展項目，而影響市場競爭機能的發揮，被處分人等擁有之
專利權國家並不相同，如檢舉人所稱，新力在我國及歐洲並未擁有製造CD-R
光碟片之必要專利，該等聯合授權行為已造成其不當擴充其專利版圖，並排除
其他競爭者的加入，有違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禁制規定。
（三）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2年度訴字第908號判決
對於公平會第二次處分，被處分之飛利浦等不服而提起訴願，行政院訴
願會支持公平會見解，本案繼而由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受理，由原告（飛利浦
等）、被告（公平會）及訴訟參加人（巨擘科技股股份有限公司）各自陳述
後，高等行政法院於2005年8月11日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發回原處分
機關（公平會）另為適法處分。行政法院判決之重點如下。
1. 聯合行為之認定不為行政法院所支持
高等行政法院認為，依據公平法規定聯合行為之構成要件包括：
(a) 聯合行為的主體：係指有競爭關係之事業間，亦即處於同一產銷階段
之水平競爭事業間。
(b)聯合行為的合意方式：指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c) 聯合行為的合意內容：指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
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
為。
(d)聯合行為對特定市場之影響：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
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亦即若實施聯
合行為之結果，不致影響市場供需功能時，則無禁止之必要，因此亦
不致違反公平交易法。
前揭聯合行為的構成要件缺一不可，如缺其一，即無公平法聯合行為禁止
規定之適用。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從本案事實而觀，單獨使用其中一家公司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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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即無法生產製造CD-R，技術需求者必須逐一向三位專利權人取得授權，缺
一不可，因此，系爭專利對橘皮書標準規格而言，乃具有互補性的專利技術，
各該技術不具有替定可能性及競爭關係。公平會以任一專利權人仍得透過研發
方式填補其他專利權人所擁有之技術，因而從研發可能性判斷三專利權人實為
競爭關係之事業，行政法院不接受前揭見解，認為若採此說，則工研院或其他
市場上具有研發能力之事業亦應納入考量，從而否定本案遽以適用公平法聯合
行為禁制規定之合理性。
2. 認定飛利浦享有獨占地位及違反公平法第10條第2款及第4款
關於飛利浦等在CD-R相關產品之特定市場享有獨占地位，行政法院見解
同於行政院訴願會及公平會，認定其在CD-R光碟片技術市場確實存有可排除
競爭之能力，因而為公平法第5條所稱之獨占事業。進而觀諸飛利浦關於權利
金之決定，在市場情事顯著變更情況下，專利權人仍不予被授權人談判機會及
繼續維持原授權金之計算方式，已屬不當維持授權金之價格，該當公平法第
10條第2款。另外，飛利浦公司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授權協議之重要交易資
訊，並以和解協議為手段禁止被授權人質疑專利之有效性，該等行為乃濫用市
場地位之行為，違反公平法第10條第4款。
（四）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553號判決
對於台北高等法院之判決，公平會提起上訴，主張原審法院忽略本案當事
人個別具有發展CD-R產品技術規格之空間與能力，仍持當事人具有競爭關係
之見解。2007年4月4日最高行政法院作成判決，駁回上訴。關於飛利浦、新
力、太陽誘電任一公司是否具有研發能力，能透過專利迴避方式研發及填補他
專利權人所擁有之技術，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同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認
為單獨使用其中一家公司專利即無法生產製造CD-R產品乃兩造所不爭執，從
而各該專利不具替代性乃互補性之事實，已屬明確，從而駁回上訴。
（五）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661號判決
針對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公平會認原審法院持錯誤之法律見解，提起再
審之訴，2009年6月18日最高行政法院駁回再審之訴。
（六）公平會第三次處份-公平會98公處字第156號處分
再審之訴被駁回後，2009年10月29日公平會針對飛利浦CD-R聯合授權協
議作成第三次處分，就飛利浦涉及之獨占地位濫用問題進行處分。
公平會認為，飛利浦等制定橘皮書及設定CD-R標準規格，以共同授權方
式，取得CD-R光碟片技術市場之獨占地位，在市場情事顯著變更情況下，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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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被授權人談判之機會及繼續維持原授權金之計價方式，屬不當維持授權金
之價格，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2款規定。另外，飛利浦等亦拒絕提供被授
權人有關授權協議之重要交易資訊，並禁止專利有效性之異議，為濫用市場地
位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4款規定。對於前揭行為，命令應立即停
止，並分別處飛利浦新臺幣350萬元、新力100萬元及太陽誘電50萬元罰鍰。

參、標準制定及專利聯盟之合作協議適法性
從飛利浦CD-R聯合授權案之案由及發展內容而觀，關於飛利浦、新力及
太陽誘電就CD-R產品之技術擁有獨占地位事實，並無疑問，不僅為公平會認
定，亦為訴願委員會及各審法院所支持。然技術標準相關專利權人以專利聯盟
方式集合必要技術而對外授權，專利權人間就系爭技術標準及其產品是否具有
競爭關係，公平會與行政法院則有不同見解，公平會過去一直持肯定意見，但
最終仍無法為法院所採。
衡諸國內外立法例及競爭法主管機關審視標準制定及專利聯盟之合作協議
是否構成聯合行為（公平法第7條參照），均著重於標準制定及專利聯盟參與
者是否具有競爭關係、被納入專利聯盟之技術性質為何；前揭問題則涉及特定
市場之界定，從而在判斷上不容忽略技術標準制定與標準化技術授權乃不同的
行為態樣。其次，專利聯盟在運作上是否包含限制競爭協議，為競爭法判斷之
另一重點。

一、參與者是否具有競爭關係
（一）技術標準制定與標準化技術授權乃不同的行為態樣
涉及技術標準之專利聯盟在運作上，可能由市場參與者共同決定技術標
準，進而分工研發及產生符合標準所需之技術，再透過專利聯盟將標準相關
14

技術授權他人實施 ；除此之外，亦可能特定產品已有技術標準之形成，但與
標準相關之專利權分屬不同事業，為利於市場參與者提供符合標準之商品或服
務，因而相關專利權人以專利聯盟形式彙整技術，進而對外授權。無論是屬於
何種情況，均可發現「技術標準制定（或設定）」與「透過專利聯盟對外實施
14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上），月旦法學，第
174期，頁121，2009年11月。

315

從「飛利浦光碟案」看競爭法對技術標準相關專利聯盟之規範
15

標準有關技術」乃不同的行為態樣 ，諸多技術標準之專利聯盟同時發揮兩種
功能及包含兩種行為態樣，惟並不以此為必要。
專利聯盟若同時負有制定標準之功能者，在參與者決定進行合作之初，市
場上通常尚無統一或一致適用的技術規格，甚而是針對發展中的新興技術或產
品而制定技術標準，此時往往難以透過既有的商品市場（goods markets）或技
16

術市場 （technology markets）概念來界定特定市場，及判斷合作協議之參與
者是否具有競爭關係，競爭法之審視重點應在於標準制定合作協議之參與者的
研發能力；易言之，個別參與者是否有能力獨立研發及建立為市場上所接受的
17

技術規格。創新市場 （innovation markets）概念於此則有其重要性，此時將
關注參與標準制定之事業，在研發授權技術之研發活動及其具替代性之研發活
動所形成之市場中是否具有競爭關係。若參與事業在組成專利聯盟之前，於創
新市場均有能力從事獨立之研發工作，甚至自行制定規格，發展所需之相關技
術，以便將來自行生產或授權生產獨立規格之商品，進而在商品市場與其他規
18

格之商品彼此競爭時，則事業在創新市場上可能被認定具有競爭關係 。
反之，特定技術或產品若已有廣為接受的技術標準，標準相關專利權人以
專利聯盟方式對外授權時，在判定參與者是否具有競爭關係或專利聯盟之適法
性上，通常較無疑義，國外立法例及執法經驗上係以各該專利權人所擁有之技
術是否具有競爭關係（替代性技術）、是否為關鍵技術作為判斷基準。參酌日
本2005年標準及專利聯盟準則之內容，其第三部份特別闡釋標準有關專利以專
利聯盟方式實施之競爭法規範問題，日本公平會認為，於此情況，專利聯盟參
與者之行為及其法律效果，不必然等同於一般的技術標準制定活動。因此，即
便前階段的標準制定活動不生反競爭之疑慮，但只要是透過專利聯盟模式授權
標準實施相關專利者，則需進一步審視其可能構成之競爭法規範。
（二）以個別參與者之研發能力界定競爭關係
15

16
17
18

黃銘傑，專利集管（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
第三家事業技術授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案，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
間，頁247，2006年9月。
所謂技術市場係指被授權技術，及足以嚴重影響被授權技術在技術相關市場實施市
場支配力量的替代技術或替代物品所構成之市場。
所謂創新市場係指針對特定新穎或改良商品與技術，以及對這些研究發展之近似替
代（close substitute）所構成的市場。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下），月旦法學，第
175期，頁86，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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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如前述，在技術標準仍未形成時，共同制定標準之合作協議是否構成競
爭法之聯合行為、參與者是否具有競爭關係，應以個別參與者之研發能力界定
之，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所建立及目前為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所接受的
創新市場概念，應有適用可能，惟不免有其判斷上之困難。鑑於創新市場乃競
爭法領域較新之概念，其與技術市場之區別為何，不免有其疑義，本文以下先
探討此二特定市場概念之內涵，繼而再討論欲以創新市場界定標準制定參與者
是否具有競爭關係之困難。
1. 技術市場之意義與界定
美國司法部及聯邦貿易委員會於1995年針對授權行為所制定「智慧財產
權授權反托拉斯法準則」（Antitrust Guideline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對何謂技術市場做出如下定義：所謂技術市場係指被授權技術，及
足以嚴重影響被授權技術在技術相關市場實施市場支配力量的替代技術或替代
物品所構成之市場。若一項智慧財產權與使用該智財權所製造之產品得以在市
場上分別被交易時，主管機關即可針對技術市場來分析授權行為所引發之競爭
19

效果 。
Prof. Newberg在其文章中指出，競爭主管機關之所以需要另外區分技術市
場，乃係因技術市場分析可以協助法院及主管機關避免因適用傳統商品市場定
義之分析分法而招致之誤判，包括將無反競爭問題之情形認定為有問題（false
20

positive），及將具有反競爭情形之個案錯判為無問題（false negative） 。例
如：假設下游商品市場之競爭與替代性將會限制上游市場力量之推論即為一種
典型之錯誤。在某些個案中，技術市場即使有嚴重之反競爭效果，也不一定代
表商品市場將受到影響。經濟分析也會提供何時技術市場可能因缺少衍生需
21

22

求彈性 而成為相關市場之可證明條件 。技術市場分析之必要性可以從檢視
Standard Oil v. United States一案判決中看出，在該案中，最高法院法官因僅將
19

20

21
22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Guideline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hereinafter 1995 IP Guidelines) 8, Art. 3.2.2., available
at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0558.pdf (last visited 2009/11/02).
Joshua A. Newberg, Antitrust for the Economy of Ideas: The Logic of Technology Markets,
14 Harv. J.L. & Tech. 83, 106 (2000), available at http://jolt.law.harvard.edu/articles/pdf/
v14/14HarvJLTech083.pdf (last visited 2009/11//03)
所謂衍生需求係指對要素的需求是來自於對這要素所生產出來的產品的需求；一項
商品在購入後，因為使用上之需要而產生對其他附屬商品的需求
Joshua A. Newberg, Antitrust for the Economy of Ideas: The Logic of Technology
Markets, 14 Harv. J.L. & Tech. 83, 106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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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分析限制於商品市場中，因而忽略被授權技術可能產生之潛在反競爭效果與
23

可能市場力量 。
國內也有學者認為，從商品（服務）市場中另行區分技術市場之原因，極
有可能是主管機關為便於介入在傳統商品市場分析下無從介入之行為態樣。換
言之，主管機關希望藉由技術市場和創新市場分析，讓市場力量之分析更具有
前瞻效果，在合理範圍內，更能觸及未來可能出現之市場力量，以符合科技產
24

業之市場分析需求 。
商品市場與技術市場又如何區分，吳秀明教授以飛利浦光碟聯合授權案為
例，說明商品市場與技術市場之區隔。該案中，參與CD-R專利聯盟之一的日
本新力公司，在CD-R產業的獲利主力在授權相關技術予製造商，藉以收取權
利金；然其本身也生產CD-R產品，因此在CD-R商品市場中，新力公司也是競
25

爭者；由此可以清楚看出技術市場與商品市場之區隔 。
關於技術市場之界定方式可參考美國1995智財權授權規則所提出之界定方
法，該規則提到，為辨別某項技術之近似替代，並進而界定出相關技術市場，
主管機關得在資料許可前提下，以非短暫之一定期間內實施金額雖小但卻有實
質意義價格提昇等方法，先界定出這些技術與商品的假定獨占者可能行使市場
力量的最小技術相關市場。然而，主管機關亦肯認技術常常以非金錢可衡量之
方式進行授權；是以，在此種情況下，因購買者可能會以價格與使用該授權技
術相當之技術或商品作為替代，主管機關將可透過辨別該替代商品或技術以界
26

定市場 。
在評估技術市場現有或可能潛在參與者之競爭重要性時，主管機關亦會考
慮所有相關事證。當市場占有率資料屬於可提供，且可以確實反映市場參與者
之競爭重要性時，主管機關也會在評估中包含市場占有率之資料。此外，主
管機關也會盡量取得購買者及市場參與者對於技術市場參與者競爭重要性之評
估，購買者或市場參與者之評估資料在市場占有率資料無法取得或無法準確反
映市場參與者之競爭重要性時將更為重要。當市場占有率或其他可以評估市場
力量之指標無法取得，而競爭技術亦顯得具有相當效率時，主管機關將會假定
23
24
25
26

See 283 U.S. 163 (1931).
劉靜怡，公平交易法與科技產業的智慧財產授權問題初探：美國經驗的借鏡，公平
交易法施行十週年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668，2002年。
吳秀明，互補性技術專利聯盟與聯合行為—評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荷蘭皇家飛利浦
公司光碟一案」，競爭通訊，第10卷第3期，頁8，2006年5月。
U.S. 1995 IP Guidelines, Art.3.2.2, at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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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市場中每一技術都擁有相同市占率。而對於新技術，主管機關通常會使用
最佳的可提供資訊以評估該技術在正式引進商業化後兩年期間內之市場接受
27

度 。
經濟分析家也建議，在競爭分析中，當以下四項要件被滿足時，即可能存
28

在一技術相關市場 ：(1)使用該技術商品之需求相對而言較缺少彈性；(2)對使
用該技術之商品而言，技術授權金只占該商品價格或成本很小一部份；(3)相對
系爭技術而言，替代系技術並不存在，或其效率不若系爭技術；(4)因為已投入
之重大成本乃為使用該技術而特定，以致轉換成本過於高昂。
此外，若該技術授權安排亦可能對於研究發展新商品或改進商品與製程造
成反競爭效果時，則主管機關除應分析該反競爭效果在相關商品市場或技術市
場之競爭影響力外，也應該對於獨立創新市場之競爭影響力加以分析。
2. 創新市場意義與界定
所謂創新市場並非近幾年來新創之概念，美國國會於1984年通過國家合作
研究暨生產法（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Act, NCRPA），該
法中接受廠商在創新市場競爭之看法，要求競爭主管機關維護研究發展，以促
29

進廠商競爭力 。是以，依據該法，競爭主管機關執法時有義務評估「研究發
展市場的競爭狀況」，尤其應將「可適當界定的相關研發市場的競爭狀況」納
入考量；並以相關研發市場的概念提醒法院在審理相關案件時，應考慮潛在市
場進入者，不應因少數廠商之共同研發行為，即逕行認定其行為涉及違反競爭
30

法 。1995年，美國司法部及聯邦貿易委員會在共同公布之1995年智慧財產權
授權準則中，正式採納「創新市場（Innovation Market）」之概念，用以規範
「與授權技術相關的研究發展市場」。
依美國1995智財權授權準則之規定，若某項技術安排可能對於研究發展新
商品或改進商品與製程造成反競爭效果時，則主管機關除應分析該反競爭效果
在相關商品市場或技術市場之競爭影響例外，也應該對於獨立創新市場之競爭
影響力加以分析。按一授權安排對於創新市場之競爭影響力，有可能並無法透
27
28
29
30

Id., at 10.
轉引自，Joshua A. Newberg, Antitrust for the Economy of Ideas: The Logic of
Technology Markets, 14 Harv. J.L. & Tech. 83, 107-8 (2000).
轉引自，毛彥程，論界定技術市場與創新市場在分析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之必要性
及妥當性，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6月，頁81。
Ronald W. Davis, Innovation and Markets and Merger Enforcement: Current Practice in
Perspective, 71 Antitrust L.J. 677, 684-85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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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對商品或技術市場之分析而被清楚說明；例如：該安排所影響的可能並非市
場中現有商品，而係未來商品。
同樣依該授權準則，所謂創新市場係指針對特定新穎或改良商品與技術，
以及對這些研究發展之近似替代（close substitute）所構成的市場。而所謂近似
替代係指對系爭研究發展行使其市場力量具有重大限制之研究、發展、技術及
商品；例如：限制假設獨占者之能力或誘因以阻礙其研究發展之步調。主管機
關只有在特定廠商擁有特定資產或特性，而有能力從事相關研究發展時，才會
31

對創新市場進行界定 。
在評估創新市場現有或可能潛在參與者之競爭重要性時，主管機關亦會考
慮所有相關事證。當市場占有率資料屬於可提供，且可以確實反映市場參與者
之競爭重要性時，主管機關也會在評估中包含市場占有率之資料。此外，主
管機關也會盡量取得購買者及市場參與者對於技術市場參與者競爭重要性之評
估，購買者或市場參與者之評估資料在市場占有率資料無法取得或無法準確反
映市場參與者之競爭重要性時將更為重要。主管機關可能會透過以下指標來判
斷創新市場參與者之市場占有率：該廠商對於創新市場所需要之特定資產或特
性之占有率、研發費用之占有率、或相關產品之占有率。如果有一個廠商擁有
相當能力與誘因，從事與某一授權安排中當事人所進行研究發展具有高度替代
性之研究發展時，主管機關會給予該廠商相同之市占率。
3. 創新市場之評論及具體適用之困難
本文以為，所謂創新市場乃為保護鼓勵未來之研究創新發展，其概念對於
競爭法之規範甚有參考價值，且立基於鼓勵研究發展之角度出發，對於競爭法
所追求「鼓勵研究創新」之目的亦具有啟發性意義。然則，理論之發展或引入
或有其價值，然在落實於主管機關之執法實踐之際，卻需有更多實務面向之審
慎考慮。
承前文所述，競爭主管機關之所以需要另外區分技術市場，乃係因技術市
場分析可以協助法院及主管機關避免因適用傳統商品市場定義之分析方法而招
致之誤判。而針對創新市場分析方法可能帶來之問題，也有學者提出上述「錯
誤的正面判斷或負面判斷」之風險，亦即，透過創新市場分析方法可能錯誤地
得出廠商行為將對相關創新市場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並因而造成更大社會損
32

失 。
31
32

U.S. 1995 IP Guidelines, Art.3.2.2, at 11..
Richard T. Rapp, The Misapplication of Innovation Market Approach to Merge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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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違反競爭法判斷的衡量中，傳統乃以市場占有率或供需價格彈性以評斷
廠商是否擁有具有獨占市場之市場力量。然而，承前文所敘述之「創新市場」
概念，細審其定義，其中並未包含交易市場之概念，然則市場一語事實上乃以
供需雙方之「交易」做為核心概念，一般市場，不論是商品市場、服務市場抑
或技術市場，都存在具體客體與主體，就其產品、服務與技術在買方與賣方間
33

進行交易 ；然創新市場並非智慧財產權實際進行授權或交易之市場，創新市
場僅存在參與者及其所投入之創新活動，而不存在實際購買之買方。是以，一
個沒有交易的「市場」在定義上即已出現衝突之處。
再者所謂創新市場，雖名之為市場，但卻並無實際交易；就現階段競爭法
關於市場力量之判斷仍以市場占有率與價格之供需為主要判準之際，如何判斷
廠商在創新市場之市場力量誠為難題，且亦可能與現行執法檢驗標準產生扞挌
之處。
以判斷商品市場市場力量之重要方法—市場占有率之衡量為例，如何衡量
34

無形「創新」之市占率事實上極為困難 。縱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中曾
提出關於創新市場占有率之評估因素，然該評估因素或有其侷限，抑或無法實
際評估廠商於創新市場中之市場占有率。例如：該授權準則中將廠商花費於研
究發展之經費比例列為主管機關判斷廠商在創新市場占有率之評估因素，又或
將廠商投資於未來商品研發計畫之金額作為判斷該廠商在未來商品相關市場成
功機率之標準等；然則，若依上述邏輯，則可得到主管機關假設「投資總額能
夠推論個別特定未來商品研發成功之可能性」，此不啻承認規模大的廠商在研
35

發上比小廠商更具有優勢 。然近期學者則認為廠商大小與創新集中度對創新
36

37

造成之影響並不如預期重要 ，而研發支出與市場中之創新程度也未必相關 。
實則，近幾年來，在新經濟的脈絡下，層出不窮的破壞式創新（disruptive

33
34
35
36
37

64 Antitrust L.J. 19, 23 (1996).
See Ronald W. Davis, Innovation Markets and Merger Enforcement: Current Practice in
Perspective, 71 Antitrust L.J. 677, 678 (2003).
Landman, note 59 ,743.
Id., at 746.
See Richard T. Rapp, The Misapplication of Innovation Market Approach to Merger
Analysis, 64 Antitrust L.J. 19, 28 (1996)
Id., at 33.

從「飛利浦光碟案」看競爭法對技術標準相關專利聯盟之規範
38

321

39

innovation） ，使得小蝦米戰勝大鯨魚的故事頻頻出現 ，即為對上開推論之
最佳反駁。
創新市場之概念雖可兼顧動態競爭議題，然創新市場之界定卻涉及許多資
訊取得之問題，如：如何界定創新市場參與者、市場集中度之判斷等執法機關
無從取得相關事實之檢驗標準。此種資訊取得上之問題，將可能造成評估競
爭影響時的嚴重誤判，尤其可能將沒有反競爭效果之行為認定為具有反競爭效
40

果，而使主管機關質疑廠商間本應合法之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 。
國內學者陳志民教授亦曾於文中批評美國1995年智財授權準則所提供之數
項具體判斷標準，雖看似客觀，實際上卻與創新結果及創新競爭之強弱無必然
關聯；如：廠商投入研發的費用、研發設備、現有或發展中的技術，及其他
與研發相關的資產與商業條件等，依各該標準決定研發能力與誘因相當之廠
41

商 。
然若不採傳統市場占有率與價格供需之判斷標準，則應如何衡量創新市場
之市場力量，又成為另一難題。且現階段關於創新市場之概念仍處於發展之
中，無論是創新市場之界定抑或創新市場中違反競爭法規範之判斷，並無一明
確之標準可為依歸，若貿然採之為主管機關關於是否違反競爭法之審查標準
時，實有違法律明確性與安定性之要求，將令廠商面臨法律不明確之不安定
感，反可能產生反競爭之效果。
國內亦有學者劉靜怡教授指出，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態樣多元，各種授權
限制條件在公平交易法上將受何種評價，乃涉及法律確定性問題。若法律不確
38

39
40

41

哈佛商學院教授Clayton Christensen於1997年在其著作「創新者的兩難」(The
Innovator’s Dilemma)中提出「破壞式創新」理論。主張所謂的創新並不是生產更好
的產品給既有顧客，而是破壞既有市場，推出更簡單、更便利、更便宜的產品，
提供給要求不高的新顧客。一旦破壞式產品在新市場或低端市場立足後，就會逐
漸進入產品改良階段，破壞者就有可能成為市場的引領者。Prof. Christensen並主
張，中小企業可以憑藉成本優勢及靈活機制，進行破壞式創新，主動占領大企業放
棄的“雞肋”市場，逐漸打破壟斷，最終具備與大企業抗衡的能力。關於「破壞
式創新」此一概念之介紹可參考，Prof. Clayton Christensen 個人網站，http://www.
claytonchristensen.com/disruptive_innovation.html (last visited 2009/11/7).
陳志民，反托拉斯法規範掠奪行為之現在與未來—新經濟制度下之省思（三），政
大法學評論，第82期，頁260，2004年。
Nicolas A. Windnell, The Crystal Ball of Innovation Market Analysis in Merger Review:
An Appropriate Means of Predicting the Future?, 4 Geo. Mason L. Rev. 369, 390-95
(199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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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過高，對於技術授權人與被授權人二者將形成相當高的困擾，造成授權關
42

係不穩定的結果 。
創新對於現代經濟社會之重要性已不容否認，鼓勵並保護研究發展亦已成
為競爭主管機關欲追求目標之一。然目前無論是參考學界所提出之創新市場分
析方法，或美國競爭主管機關所提出之創新市場界定與分析方法，乃多以間
接方式衡量廠商間之創新競爭，且在資訊取決上亦面臨相當難處。在此創新市
場分析方法尚未有充足發展，相關分析工具與理論仍屬欠缺之時，貿然將創新
市場納入競爭法分析中，不僅增加執法之不確定性，亦可能因執法結果之不適
當而造成社會福利減損。是以，關於創新市場之概念與相關理論發展於此階段
或可作為主管機關研擬相關規範或審查原則之參考，然因其尚處發展階段之概
念，尚有相關界定與檢驗標準不明確之虞，似不宜於此時驟然採為主管機關執
法之審查標準，或可待未來理論發展更為成熟之際，再行納入相關規範之中。
（三）以專利聯盟之技術性質界定競爭關係
在已有廣泛被接受的技術標準時，該標準往往涉及相當數量之專利權，以
專利聯盟方式推廣及利用標準是有效率及合理的作法，亦可避免單一專利權人
即可綁架標準或阻絕標準利用之風險。蓋標準近用者難以一己之力逐一探求及
搜尋與標準有關之所有專利權；即便可以，逐一協商授權及權利金事宜需相當
時間與行政成本，因專利堆疊會使合於標準之商品或服務價格甚高，從而專利
43

聯盟反而能鼓勵標準相關商品及服務之有效競爭 。但技術標準有關之專利聯
44

盟若由競爭者所參與，反而無法達到促進有效競爭之效果 ；另外，將不必要
的技術納入專利聯盟，亦可能使該專利權人不當獲取市場力量，產生限制競爭
之疑慮。準此，判斷技術標準相關專利聯盟之適法性，著重於所納入專利之技
45

術特性（tech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ents） ，其是否為關鍵專利及各該技
術為互補性或替代性關係。
42
43

44
45

劉靜怡，公平交易法與科技產業的智慧財產授權問題初探：美國經驗的借鏡，公平
交易法施行十週年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662，2002年。
黃銘傑，專利集管（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
第三家事業技術授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案，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
間，頁245-246，2006年9月。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1.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2 (1);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76 (2007).

從「飛利浦光碟案」看競爭法對技術標準相關專利聯盟之規範

323

1. 關鍵專利
衡諸國內外標準制定組織（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 SSO）之實務發
展及其頒訂的專利宣言（Patent Policy），不論特定技術規格被選定為標準之過
程為何、其為事實上（de facto）或法律上（de jure）之標準，均可能全部或部
分涵蓋他人所擁有的專利權，該等利用技術標準所不可或缺的技術被稱之「關
鍵專利」（essential patent），亦即，基於技術上的原因（technical grounds），
諸如技術應用實務或當時的技術發展狀態，不論是製造、販賣、處分、修理、
使用或操作符合技術標準之設備或方法，必然要實施系爭專利技術；因商業上
的原因（commercial grounds）而必須實施系爭專利技術者，通常仍不構成關鍵
46

專利 。
技術標準之專利聯盟應僅納入實施標準所必要之關鍵專利，否則即較容易
47

引發限制競爭之疑慮 。蓋與標準無關之技術一旦被納入專利聯盟，將成為對
外包裹授權之標的，構成不當的搭售（tying）結果，使得專利聯盟之被授權
人必須接受不必要的技術內容，亦使非必要技術之專利權人可藉由參與專利聯
盟方式不當獲取權利金或獨占力量。另外，從具有替代關係之技術競爭角度而
觀，被納入之非必要技術將處於較有利地位，蓋標準利用者將不再尋求未被納
入聯盟之替代性技術，從而該等技術無法與納入聯盟之非必要技術相互競爭，
48

甚而被排除於技術市場 。
2. 互補性專利
專利聯盟所納入之技術雖然均為實施標準所必要的關鍵專利，但仍可能產
生競爭法違反之疑慮。易言之，與技術標準有關的關鍵專利可能很多，各該技
術可能具有競爭性之替代關係，亦可能為互補性之關係；專利聯盟若納入競爭
性技術者，自較容易構成聯合行為而引發限制競爭疑慮。
所謂的競爭性技術，係指不同技術間具有替代性，諸如同一產品可有不
49

同製程，該等製程分屬之專利即為競爭性專利 ；又如符合特定規格之大口
46
47
48
49

§ 15.6 of the ETSI IPR Policy (November 22, 2000); § 1.5 of the ETSI Guid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eptember 1, 2004); § 10.2.1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2 (1).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2 (1).
“Competing patents are generally views as substitutes for each other, where there are
separate patents covering alternative processes for manufacturing a product.” See M.
Howard Morse, Prepared Testimony of Cross-Licensing and Patent Pools (April 17, 2002),
http://www.ftc.gov/opp/intellect/020417mhowardmorse.pdf (accessed 2 Novemb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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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glass jars）在製造上可採用填塞（suspended gob feeding process）或吸吹
（suction process）不同方式，製造商可依據生產成本、規模或其他條件選擇最
適當的製程，此等不同製程技術即屬競爭性。以競爭性技術為主之專利聯盟對
50

競爭秩序有不利影響 。首先，參與聯盟之專利權人就其所擁有之技術具有競
爭關係，利用技術標準之第三人僅需實施其一專利權即可，但以專利聯盟形式
對外授權卻使被授權人必須同時接受功能或性質重複之技術，權利金或授權金
計算上對被授權人甚為不利，專利權人可據此而獲得不當利益。其次，在對內
關係上，具替代關係之技術被納入標準專利聯盟，且透過定型化授權條款對外
實施時，將使該等替代性技術間之競爭關係受到限制或完全消彌。
反之，集合互補性技術之專利聯盟可發揮促進競爭之功效。互補性的技術
51

彼此不存有相互替代性，但具有共同使用之可能性 ；以燈泡為例，真空燈泡
與鎢絲分別有不同專利保護，缺少鎢絲的真空燈泡無法使用，反之亦同，前述
不同技術在利用上具有相輔相成功能者，即具有互補性質。另外，不同技術間
構成原發明與再發明之關係者（我國專利法第78條第1項及第2項參照），亦即
52

不同技術利用上有不可避免的依存關係者，學理上有稱為互斥性專利 ，在性

50
51

52

p.3.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66 (2007).
“Complementary patents cover technologies that may be used together and are
not substitutes for each others.” See M. Howard Morse, Prepared Testimony
of Cross-Licensing and Patent Pools (April 17, 2002), http://www.ftc.gov/opp/
intellect/020417mhowardmorse.pdf (accessed 2 November 2009), p. 3.
所謂互斥性專利，係指特定專利（亦即再發明之專利或附屬專利，subservient
patent）之利用，將不可避免的侵害到基礎專利（basic patent）或原發明（“One
blocks another if it cannot be practiced without infringing on the basic patent.” See M.
Howard Morse, M. Howard Morse, Prepared Testimony of Cross-Licensing and Patent
Pools (April 17, 2002), http://www.ftc.gov/opp/intellect/020417mhowardmorse.pdf
(accessed 2 November 2009), p. 3）。詳言之，發明人甲就某發明已取得A專利，發
明人乙發現A專利之改良或新應用方式，該等改良或新應用方式若符合可專利性要
件，乙可另外取得A`專利。於此情況，欲就A`專利為商業化利用時，必須先取得A
專利之授權，否則即會侵害到甲所擁有之專利權；反之，若未取得A`專利之授權，
亦可能使A專利無法為任何改良或後續發展。不論屬於何種情況，學理上有稱A與
A`為互斥性專利。互斥性專利間並不存有競爭關係，即便A與A`具有相同功能，
但A與A`相互間無法完全彼此替代。R. Andewelt, Analysis of Patent Pools under the
Antitrust Laws, 53 Antitrust L.J. 611, 614 (1985); Steven C. Carlson, 16 Yale J. on Reg.
359, 363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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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亦為此所稱之互補性技術。實務上符合特定規格之商品或服務，其不同部
份（components）可能分別受到專利權保護，且專利權人分屬不同人者，以專
利聯盟方式集中各該專利技術，方便技術標準之利用與推廣，上下游特定市場
之相關商品或服務因而能在相同的規格平台上，相互為有效的競爭。
至於如何判定聯盟內究竟是互補性專利或替代性專利，要排除替代性專
利的方法之一，即乃判斷該專利是否為實施專利聯盟所欲達成目的之關鍵專
利。以技術標準為例，實施特定規格所不可或缺之技術往往即為互補關係，
若任一專利在滿足技術標準上各自發揮某一部份的功能，必須集合該等關鍵
53

專利始能提供與標準相容之商品或服務，此等技術通常被認為具有互補性 。
FTC於2007年智財權報告中特別指出，在MPEG-2專利聯盟案（下述之），所
謂關鍵專利是指「技術上不可或缺」（technically essential）的專利，而在隨
後的DVD專利聯盟案，DOJ則採「事實上或經濟上不可或缺」（practically or
economically essential）的判斷標準，儘管略有差異，但兩案均依據當時的合
理事實基礎做為判斷。原則上只要能夠判定該技術屬於符合專利聯盟運作目的
（技術標準）所不可或缺的專利，往往即能確保該專利聯盟所納入的技術為互
54

補性專利 。
據此，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審視技術標準之專利聯盟是否構成競爭者間之水
平合作協議時，所納入技術之性質為競爭性或互補性，乃重要的判斷因素；此
時即可透過技術市場中關於市場力量之判斷標準，以界定專利聯盟參與者是否
在技術市場中具有競爭關係。

二、專利聯盟之組織是否涉及限制競爭情事
（一）以專利聯盟達到限制競爭之目的
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均肯定技術標準對於促進競爭秩序、加速特定市場之
55

商品或服務商業化發展及消費者利益等各方面，有其正面意義 。但技術標準
制定過程或技術標準相關專利聯盟在運作上，若有限制參與者之自由或其他限
制競爭情事者，諸如限制標準制定參與者或專利聯盟參與者在後續研究或發展
53
54
55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77 (2007).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77 (2007).
詳細內容參見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64-66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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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之自由，此等行為自為競爭法所不許 。
專利聯盟之組織若涉及限制競爭情事者，在我國可能構成公平法第19條第
57

4款、第5款或公平法第24條 之違反，各款之具體適用要件不同，在判斷上不
58

問參與專利聯盟之專利權人是否具有競爭關係或是否從事聯合行為 ，亦不以
59

該專利聯盟在對外關係上具有市場力量為必要 。易言之，專利聯盟之組織運
作是否構成公平法第19條或第24條所規範之限制競爭行為，在判斷上乃獨立於
前述之參與者是否具有競爭關係或是否成立聯合行為。
（二）超出專利聯盟運作所需之限制競爭協議
60

美國FTC在2007年智財權報告 明確指出，判斷專利聯盟合作模式之適法
性，除了應考量所納入技術之性質外，亦應判斷專利聯盟組織或運作上可能引
發反競爭之疑慮。易言之，專利聯盟可能對參與之事業附加不當限制，該等限
制若為組織管理上所合理必要，且不會對特定參與者產生歧視者，競爭法應無
非難之必要，例如：依據納入聯盟專利之重要性，抑或是基於參與者是否從事
標準有關商品或服務之製造及銷售決定授權金之分配，應為合理的限制。相反
的，對專利聯盟參與者所加諸之限制非屬管理上之必要，且其對競爭秩序有嚴
61

重的不利影響，仍需受到競爭法之規範 。判斷是否有此等不當限制之因素包
括：聯盟參與者是否仍保有單獨對外授權之權利、參與者之回饋授權（grant
back）義務是否會降低創新動機、參與者取得具有競爭上之敏感性或專門性的
資訊是否應受限。
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認為，競爭者以專利聯盟方式就對外授權協議之條件
達成協議時，可能引發限制競爭之疑慮，如同亞當斯密所言，「當競爭者共同
56
57

58
59
60
61

JFTC,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 Part
III, para. (2) (i).
應注意者為，學者認為以公平法第24條補充第19條之適用時，應注意「窮盡規範原
則」之適用，換言之，只有在第19條各款要件未窮盡評價某行為之不法內涵時，始
有適用。參見吳秀明，第二十四條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編碼90，公平交易
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2004年。
參見范建得、陳丁章，第十九條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行為，編碼177，公平
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2004年。
參見范建得、陳丁章，第十九條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行為，編碼182、183、
198，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2004年。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66-67 (2007).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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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進入一間房間時，不會產生什麼好結果」 ，若利用專利聯盟做為掩護，實際
上是進行價格協議，當然構成競爭法之違反。美國DOJ在過去十年來曾以商業
63

審閱函（business review letter） 肯定專利聯盟適法性之諸多案件，諸如下述
之3GPP專利聯盟案及RFID專利聯盟案，其參與者均以非專屬方式將技術授權
聯盟，並保有各自對外授權之自由；在非專屬授權之情況，專利權人即得對聯
盟外第三人授權，創新者則能以繞過專利聯盟之技術從事研發，進而與專利聯
盟相互競爭。相較於此，Summit-VISX專利聯盟案（下述之）參與者不再享有
對外授權之自由，造成其他市場參與者無法取得所需技術，阻礙市場之有效競
爭。因此，專利聯盟在運作上，應使聯盟無權限干預專利權人之權利行使或其
他自由。
日本2005年標準及專利聯盟準則特別揭示實務上專利聯盟常見的限制競爭
內容。易言之，標準制定有關之合作協議或專利聯盟包含如下限制行為者，競
64

爭法有介入之必要 ：
(a) 以標準限制新產品之價格：競爭者在標準制定過程共同限制與標準有
關新產品之價格、生產配額、限制市場活動等。
(b)限制其他規格之發展：競爭者無正當理由共同限制其他技術規格之發
展（諸如研究與發展），或限制他人利用替代性規格或採用替代性規
格生產或銷售產品。值得注意的是，日本2005年標準及專利聯盟準
則特別指出，若是由少數競爭者在相互負有保密義務下以合作研發
（joi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方式來制定標準，藉以發展出新產
品的標準，於此情況而限制參與者研發其他規格者，反而可能有鼓勵
參與者投入研發之誘因。
(c) 不合理的擴大規格之適用範圍：競爭者在標準制定時以共同方式擴大
規格之適用範圍，超過產品相容性之必要範圍，而其目的是為了限制
在新產品的研發者。易言之，行標準制定之名，達到限制參與者研發
自由之實。
(d)不合理的排除競爭者的技術建議：競爭者故意、無正當理由排除由其
他競爭者所發展的技術建議或針對標準所提出的改良建議。
62
63
64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51 (2007).
關於商業審閱函之法律依據及內容，詳見28 C.F.R. Section 50.6.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2, par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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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排除競爭者參與標準制定：競爭者故意排除特定競爭者參與標準制
定，使該競爭者處於被排除於特定市場或無法參與市場交易活動之風
險。
（三）專利聯盟之組織及管理制度是否妥適
競爭法在審視專利聯盟是否有限制競爭行為時，其組織及管理制度內容亦
為重點。以前述之專利聯盟僅能納入關鍵專利及互補專利為例，如何確保此一
要件被有效執行，即有重要意義。易言之，為了確保被納入聯盟之專利均為關
鍵及互補性技術，若能由獨立的專家判斷及確保之，應較不易被認為構成水平
競爭者之聯合行為；此外，日後若有其他在功能或利用上具替代性的技術被開
發出來，專利聯盟在組織及管理制度上應將不再為關鍵性或互補性之技術排除
65

於聯盟 ，是否賦予第三人質疑及挑戰所納入技術之妥適性，對於判斷專利聯
盟適法性亦有影響。
其次，若限制僅符合特定要件之事業始能參與專利聯盟或標準制定時，只
要該等限制條件乃組織管理上所合理及必要，且不會產生限制競爭之結果者，
不會受到競爭法之非難；在技術標準之專利聯盟，僅限於關鍵專利權人能參
66

與，且未包含其他限制者，應無違法疑慮 。
另外，專利聯盟在運作上包含對外授權、收取權利金、稽核被授權人實施
授權技術及對內分配權利金事宜，此等過程極可能獲得參與者或被授權人之產
品數量及銷售金額、研發經費等機密資訊。專利聯盟之組織或管理制度上若使
67

參與者能知悉或取得此等機密資訊，將有極高風險被認為乃違反競爭法 。因
此，為了防止標準有關專利聯盟構成競爭法之違反，應避免被授權人機密資訊
或由聯盟所蒐集的其他機密資訊為他人所近用。日本2005年標準及專利聯盟準
則甚而建議，關於機密資訊之蒐集與管理宜由與聯盟參與者無關之第三方執
68

行 ；下述美國DOJ在諸多個案之商業審閱函，亦有相同意見表示。

三、國外執法實務
美國DOJ近年來透過商業審閱函，於諸多個案揭示競爭法判斷標準有關專

65
66
67
68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2 (1).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2 (2).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2 (3).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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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利聯盟之執法標準。除了國內已有相當文獻介紹之MPEG-2專利聯盟 外，本
文以下介紹美國競爭法實務近年來重要個案，並分析競爭法審視各該個案之重
點。
70

（一）飛利浦DVD專利聯盟

飛利浦DVD專利聯盟乃1998年由飛利浦公司（Phillips Electronics N.V.）整
合飛利浦、新力（Sony Corporation）及先鋒（Pioneer Electronic Corporation）
三家公司，就其所擁有符合製造DVD-Video及DVD-ROM規格之DVD光碟片及
放影機之關鍵專利，此一專利聯盟涉及之專利數量有210項。
專利聯盟之建立上，先由新力及先鋒將其所擁有之專利權以非專屬方式授
予飛利浦，再由飛利浦擔任獨立管理人之角色，對欲取得授權之DVD光碟及
DVD放影機業者授權，並對內分配權利金。該專利聯盟僅包括一定期間內之
關鍵專利（飛利浦所擁有之關鍵專利限於專利申請日在1996年12月12日之前、
新力及先鋒之關鍵專利申請日限於1997年11月24日及1997年10月1日以前所擁
有）；另外，此一專利聯盟成立後，新的必要性專利無法再加入，因而乃封閉
式型態的專利聯盟。
關於哪些專利為關鍵專利之認定，係由獨立專家審核必要性專利，但該等
專家不審核專利的有效性，且新力及先鋒對飛利浦之授權亦不保證關鍵專利
的有效性及其範圍。關於權利金分配則是透過協商決定，不是依據貢獻聯盟
之專利數量來決定。在對外授權上，係依合理與不歧視之方式（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進行授權。另外，專利聯盟要求被授權人應將所擁有之關
鍵專利以非專屬方式回饋授權予專利權人。
DOJ認為，本案專利聯盟所涉及之權利金與總生產成本相對偏低，無使聯
盟參與者將無效專利納入聯盟之誘因。另外，本案專利聯盟所包含之專利在性
69

70

Letter from Joel I. Klein, Assistant Attorney Gen., U.S. DOJ, to Gerrad R. Beeney, Esq.
Sullivan & Cromwell, 26 June 1997;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68 (2007)。關於本案之中文介紹，參見
施錦村，美國、台灣專利集中授權個案內容分析—反托拉斯準則的觀點，公平交易
季刊，第17卷第3期，頁153-154，2009年7月；張聖怡，由飛利浦光碟授權案探討專
利聯合授權的法律爭議，智慧財產權管理季刊，頁52-60，2001年6月。
Letter from Joel I. Klein, Assistant Attorney Gen., U.S. DOJ, to Gerrad R. Beeney, Esq.
Sullivan & Cromwell, 16 December 1998;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69 (2007)。關於本案之中文介
紹，參見施錦村，美國、台灣專利集中授權個案內容分析-反托拉斯準則的觀點，公
平交易季刊，第17卷第3期，頁154-155，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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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乃互補性、封閉性及非競爭性專利，被授權人若必要權利亦可對專利權人
回饋授權，並獲得公平合理的權利金，避免授權人與被授權人間產生專利爭
議。關於參與聯盟者之事業活動自由是否受限部份，參與聯盟之專利權人可以
單獨對外授權，增加被授權人選擇的機會。再者，飛利浦對該等專利授權有
設定單一條件及價格，故該以專利聯盟方式授權尚不致對授權者產生授權條件
（含權利金）歧視結果。
綜合而言，DOJ認為，基於如下考量本案適用合理原則判斷後，此一專利
聯盟仍不會損及相關產業的創新與競爭：
(a) 系爭專利聯盟僅將關鍵專利納入；
(b)參與聯盟之專利權人仍可單獨授權；
(c) 在對外關係上，雖被授權人有回饋授權之義務，但僅限於關鍵專利；
(d)專利權人與被授權人間之契約期限只有十年，其後無更新條款，因而
影響之層面有限；
(e) 未限制被授權人使用其他方法來達成DVD規格。
71

（二）東芝DVD專利聯盟

本案專利聯盟係1999年由東芝（Toshiba Corporation）公司整合該公司及
Hitachi、Matsushita、Mitsubishi、Time Warner、Victor等六家公司，就其所擁
有製造DVD-ROM、DVD-Video及DVD 光碟片等產品標準之關鍵專利，建立專
利聯盟以管理及實施相關專利權。專利聯盟之建立上，先所有參與者進行交互
授權，再由東芝整合並負責對外授權及權利金分配事宜。相較於前述之飛利浦
DVD專利聯盟，東芝DVD專利聯盟包括既有及未來可能之關鍵專利，且其專
利聯盟係以開放式型態運作。
關於關鍵專利之認定，東芝DVD專利聯盟同樣由獨立的專家審核，專家
同樣不審核專利的有效性；專利有效性疑義由法院認定之，若經法院認定無效
者，再從專利聯盟中移除。在對外授權上，被授權人若擁有DVD標準之關鍵
專利，亦應對專利權人回饋授權，並可獲得公平合理的權利金，藉以避免授權
人與被授權人間產生專利爭議；同樣的專利聯盟亦使加入聯盟之專利權人可單
71

Letter from Joel I. Klein, Assistant Attorney Gen., U.S. DOJ, to Carey R. Ramos, Esq.
Paul, Weiss, Rifkind, Wharton & Garrison, 10 June 1999;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69 (2007)。關於本
案之中文介紹，亦參見施錦村，美國、台灣專利集中授權個案內容分析-反托拉斯準
則的觀點，公平交易季刊，第17卷第3期，頁155-156，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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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對外授權，以提高被授權人之選擇機會。管理對外授權之東芝，就授權事宜
設定單一條件及價格，不得對授權對象有授權條件（含權利金）歧視之情形產
生。
綜合而言，DOJ認為，基於如下考量本案適用合理原則判斷後，此一專利
聯盟仍不會損及相關產業的創新與競爭：
(a) 系爭專利聯盟僅將關鍵專利納入；
(b)新的必要性專利占專利聯盟之比重大於舊的專利，使授權人仍有創新
的誘因。
(c) 參與聯盟之專利權人仍可單獨授權，仍有選擇單獨授權的機會；
(d)未被限制被授權人一定要實施專利聯盟之專利始能符合DVD標準。
（三）3GPP專利聯盟

72

現代化之行動通信網路往往包含眾多設備，諸如手機、無線基地台及交換
機，各該設備之相互溝通則仰賴通信協定（protocol）作為共通語言，從而通
73

信標準之制定乃無線通信賴以生存最重要的制度 。3GPP專利聯盟（3G Patent
Platform Partnership）由跨國界之十九個無線通訊系統業者與設備製造商所共
同發起，該聯盟結合會員之關鍵（essential）專利制定授權契約，藉以授權給
任何欲實施3G技術標準者。2002年11月12日DOJ針對3GPP專利聯盟是否違反
74

競爭法之詢問發出商業審閱函 。
1. 3GPP專利聯盟內容
根據當事人所檢具事實，3GPP專利聯盟所包含之專利內容，乃實施3G標
準之關鍵專利，因此，無論是3G設備的製造商或系統服務者，皆須取得眾多
專利權人之授權；只要有其一專利權人拒絕授權，技術需求者即可能被排除於
75

3G產品或服務市場 。3GPP專利聯盟之授權業務分屬五個獨立之授權組織（a
Licensing Administrator, LA），其為獨立的公司（platformCos），各自負責一
72

73
74
75

Letter from Charles A. James, Assistant Attorney Gen., U.S. DOJ, to Ky P Ewing, Esq.,
Vinson & Elkins LLP, 21 November 2002.;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70 (2007)。關於本案之中文介
紹，亦參見施錦村，美國、台灣專利集中授權個案內容分析—反托拉斯準則的觀
點，公平交易季刊，第17卷第3期，頁157-158，2009年7月。
宋皇志，技術授權之法制規範—以瓶頸設施理論在專利強制授權的應用為中心，清
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36-37，2003年6月。
Letter from Charles A. James, Assistant Attorney Gen., U.S. DOJ, to Ky P Ewing, Esq.,
Vinson & Elkins LLP, 21 November 2002.
Id.,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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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種3G產業標準的授權業務 。
3GPP專利聯盟在運作上，開放給所有的技術擁有者加入。但為了確保
所納入的專利皆為實施3G技術標準之關鍵專利，設有評估程序（evaluation
process），分別由CA（Common Administrator）及ESP（Evaluation Service
Provider）兩個機構負責。所謂的關鍵專利，係指由專利保護之物品、方法或
程序乃履行3G標準所必要者（an apparatus a method or a process necessary for
compliance for the 3G Standards）；易言之，至少有一項申請專利範圍（claim）
符合前揭要件者，則該當3GPP專利聯盟之關鍵專利。技術擁有者主張特定發
明為3G之關鍵專利時，由CA及ESP委任專家評估其是否符合前揭要件、屬於
哪一種3G產業標準類型；若認定屬於關鍵專利者，則由3GPP專利聯盟負責授
77

權事宜。透過評估程序，使得專利權人無法左右技術關鍵與否之評估過程 。
在授權程序上，3GPP專利聯盟涉入程度相當有限，且不對具體的授權金
數額為任何建議，亦不涉入攸關競爭事宜之授權條款；3GPP專利聯盟僅提供
建議性質的授權契約格式（不包括授權金條款）供當事人進行授權協商之用，
關於授權金事宜，3GPP專利聯盟僅有制定標準權利金費率及最高累進權利金
費率的限制，避免過高的權利金影響最終產品售價。另外，3GPP專利聯盟賦
予被授權人挑選所需關鍵專利之自由，不強迫其接受不需要專利。最終當事人
所簽訂的授權協議雖以3GPP專利聯盟範本契約（a default Standard License）為
基礎，但由技術需求者與個別關鍵專利權人訂定，當事人亦得調整範本契約之
78

內容 。
2. DOJ之競爭法分析
關於3GPP專利聯盟涉及之競爭法適用分析，DOJ揭示適用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認為重點有二：（i）專利聯盟是否由互補性專利所組成；（ii）
若是，專利聯盟所帶來的競爭利益是否高於對反競爭之不利益。針對問題一，
DOJ認為，3GPP專利聯盟考量到3G通信協定可藉由至少五種產業標準達成，
為了使納入專利聯盟的專利均為互補性技術，3GPP專利聯盟以五個獨立的組
織運作，各自有不同的授權金費率標準，使具有競爭關係之技術仍保有競爭關
79

係 。關於專利聯盟之促進競爭與反競爭分析，DOJ認為3GPP專利聯盟可促進
76
77
78
79

關於3G專利聯盟之組織及運作，詳見，Id., p. 4-6.
Id., p. 6.
Id., p. 7-9.
Id.,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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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相關專利權人在資訊匯集（generation）與擴散（dissemination），並以鑑定
及評估制度決定特定專利是否屬於其中一個或數個3G產業標準之關鍵專利，此
等制度可有效降低授權人與被授權人之協商成本，對於促進競爭之貢獻大於反
80

競爭之不利益 。
另外，3GPP專利聯盟使參與者負有回饋授權（grant-back）義務，亦即關
鍵技術之被授權人若擁有與3G產業標準相關之專利，負有義務將使其接受評估
程序決定是否為關鍵專利；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諸多個案已經肯定回饋授權
之適法性，而3GPP專利聯盟在制度上使專利權人與技術需求者協商之自由，
81

從而此等義務並無侵害參與者之合法利益 。
綜合DOJ就3GPP專利聯盟之商業審閱函意見，歸納本案被認為符合競爭法
規範之重點如下：
(a) 3GPP專利聯盟為開放性的組織；不涉入參與者間之競爭事宜（授權
金數額或涉及競爭關係之授權條款）。
(b)不同納入聯盟的技術是否為關鍵，設有獨立的評估程序。
(c) 以五個獨立的組織負責標準有關之授權事宜，在制度設計上維持專利
聯盟所納入之技術為互補關係。
(d)被授權人對於接受之技術內容有決定自由。
（四）RFID專利聯盟

82

1. RFID聯盟運作
2008年10月DOJ針對RFID聯盟（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Consortium
LLC）之專利授權事宜發出商業審閱函。易言之，RFID技術日趨成熟及廣
泛應用後，製造之商品欲符合RFID之技術標準Gen-2 Standard，必須同時
實施諸多專利，RFID聯盟之設立目的即在利於技術需求者取得專利授權。
RFID聯盟之建立及運作係基於如下四份基礎合作協議：建構RFID聯盟之LLC
協議（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Agreement）、關鍵專利權人之參與協議
（Participant Agreement）、專利組合授權協議（Patent Portfolio License）及授
權管理機關執行協議（License Administrator Term Sheet）。
LLC協議乃由關鍵專利權人共同簽署建立RFID聯盟之協議。RFID聯盟設
80
81
82

Id., p. 11.
Id., p. 12.
Letter from Thomas O. Barnett, Assistant Attorney Gen., U.S. DOJ, to William F. Dolan
and Geoffrey Oliver, Jones Day, 21 Octob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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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獨立的行政組織，其任務在於管理RFID技術標準之專利授權事宜，並避免
83

及禁止參與成員進行機密資訊之交換或揭露 。
透過關鍵專利權人之參與協議，由專利權人將關鍵專利以非專屬方式
授權RFID聯盟，以便聯盟日後彙整所有關鍵專利為再授權事宜。所謂的關
鍵專利，係指不論是製造、使用或販賣符合RFID技術標準之產品必然會侵
害到該專利或以取得專利授權為必要，且無其他經濟上之替代可能性（no
economically viable substitutes）。特定專利權雖被RFID聯盟列為關鍵專利，聯
盟本身、成員及其他被授權人均有權質疑其關鍵性，以由獨立的專利評估專家
判斷之，但質疑者必須負擔評估費用。關鍵專利權人雖簽署參與協議，但仍保
留自行就該專利權為非專屬授權與協商之自由。權利金分配依據RFID聯盟所
建立之公式，亦即一半的權利金係以每一參與者所貢獻的關鍵專利數目為基
84

礎，另一半權利金分配則以所有參與者均為平等地位為基礎 。
專利組合授權協議乃將RFID聯盟之關鍵技術對外實施的契約，易言之，
製造、使用或銷售RFID技術標準有關產品者，得就關鍵專利取得全球、有償
之非專屬授權；專利授權期間為五年，被授權人得於每季終了前終止契約；
五年授權期間屆滿被授權人亦得請求再次延展五年之授權契約。關於權利金計
算部份，依據所利用RFID技術標準之各該產品種類有不同計算基礎，且依所
涉及之產品數量而定。授權契約可以包含「內國最優惠條款」（a most favored
nation clause），亦即日後若在同一國家有較低權利金數額或更優惠之授權契約
條款，被授權人有權修改原有授權契約；但於此同時，需一併修改及接受任何
增加的條款。被授權人必須接受非專屬之回饋授權條款；若有違反者，RFID
85

聯盟得終止授權 。
由於RFID聯盟僅為成員組成之合作模式，因此，透過授權管理機關執行
協議建立獨立的授權管理機關（License Administrator），以負責每日例行性之
授權事宜，包括評估哪些專利為關鍵專利、代表聯盟管理及行銷專利組合、收
86

取及分配權利金、製作及提供權利金收支報表 。
2. DOJ之競爭法分析
針對RFID聯盟運作，DOJ同樣認為適用合理原則之基本態度，進而探討聯
83
84
85
86

Id., p. 3.
Id., p. 4.
Id., p. 5-6.
Id.,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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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所預期產生之促進競爭與限制競爭結果。
關於促進競爭之分析，DOJ首先肯定RFID聯盟在效率上的貢獻，亦即即可
避免技術標準受到專利控制之威脅（the treat of hold up）及權利金叢林結果，
可減少專利授權之交易成本。若無RFID聯盟，時為聯盟成員之七個專利權人
有能力阻絕或控制關鍵技術之近用；聯盟建立後除了可以限制專利權人外，
亦可使第三人能在合理不歧視之RAND條款下實施關鍵專利，進而因權利金數
額較低而降低生產RFID產品之成本；因此，即便非所有的關鍵專利權人均為
RFID聯盟成員，仍可察覺此一合作模式所帶來的效率。在減少交易成本上，
不論是對專利權人或被授權人而言，均屬有利。易言之，RFID聯盟以評估方
式界定關鍵專利，進而由獨立的組織負責推廣及授權事宜，可減少技術需求者
需逐一進行授權協商之不便；最終由於授權契約之簽訂，將可減少侵權訴訟或
87

相關爭議 。
關於反競爭之分析，DOJ首先擔心RFID聯盟涵蓋無效或過期專利問題。
然從聯盟運作模式來看，此等疑慮應可降低。易言之，RFID聯盟使參與者負
有義務，一旦知悉有無效或過期專利被納入專利聯盟者，必須立即通知聯盟；
此外，由於有一半的權利金係依據成員所持有之關鍵專利數目分配，從而使參
88

與者有足夠的誘因質疑及隨時監控所納入專利之關鍵性與否 。RFID聯盟在運
作上是否有排除替代性專利權之加入，亦為DOJ關注焦點，然同樣因聯盟運作
模式而可消除此一疑慮。蓋RFID聯盟明確界定「關鍵專利」，在此定義下，
若特定專利有其他經濟上之其他替代技術存在，則不符合關鍵專利之意義，因
而亦不會被納入專利組合授權協益之標的。其次，關鍵專利之認定由獨立的專
家認定之，聯盟完全尊重專家評估意見；即便如此，聯盟、成員或其他被授權
人仍保留質疑關鍵性之可能，進而可委由其他專家再次進行評估；除此之外，
RFID聯盟在運作上，有專家定期評估關鍵專利之制度，從而日後若有經濟上
89

具替代關係之技術出現，先前被納入聯盟之關鍵專利會因此而被除去 。RFID
聯盟是否不利於下游市場之有效競爭，亦不容忽略，但DOJ認為，成員仍保有
單獨授權之權利與自由，從而仍能與相關技術維持競爭關係；甚而只要是有
替代性技術出現，原被納入聯盟之專利即會被剔除，誘使競爭者研發替代性
技術，使原有專利權人不能在享有RFID聯盟所帶來的授權利益。另外，由於
87
88
89

Id., p. 7-8.
Id., p. 8.
Id., p.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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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聯盟另外設有獨立的組織負責技術管理及授權事宜，因此，成員間應無
機會透過聯盟進行不當的共謀協議，諸如決定下游市場之產品數量、型態或交
易價格。值得注意的是，DOJ特別強調，獨立組織負責技術管理及授權事宜具
90

有重要性，亦為DOJ保留不就RFID聯盟採取管制措施之重要原因 。最後，回
饋授權條款往往與扼殺創新（foreclosure of innovation）有關，但本案之回饋授
權僅為非專屬性，不生前揭疑慮；專利聯盟常常涉及不當搭售（tying）問題，
但RFID聯盟對於關鍵專利採取嚴格定義，納入聯盟之專利均為實施Gen-2標準
所必要，且無替代關係，因而此等疑慮亦不存在。
綜合而言，DOJ認為本案RFID專利聯盟並無反競爭之疑慮。
91

（五）Summit-VISX專利聯盟

Summit Technology, Inc.與VISX, Inc.將其擁有之37像專利共同組成專利聯
盟，涵蓋的專利是應用在雷射屈光角膜切削術（PRK，一種矯正視力的眼睛手
術）中，乃關於雷射製造與使用的技術。當時Summit與VISX執行PRK手術的
雷射設備是唯二兩家公司獲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銷售認可。透過該
專利聯盟，Summit與VISX將其擁有之關鍵專利授權予另一獨立事業，並放棄
對外獨立授權的權利，在運作上，Summit與VISX享有否決（Single Firm Veto）
權，亦即得禁止專利聯盟將技術內容授權給第三人的權利，因此，該專利聯盟
存續的六年內，未授予專利給任何第三人。此外，該專利聯盟要求設備公司每
次使用其雷射設備執行PRK手術時，須支付250美元費用，該費用轉而成為設
備公司向眼科收取使用其設備的底價，故醫生每次執行PRK手術時，Summit與
VISX均可獲得250美元之收入。
1998年FTC質疑此一專利聯盟之合法性，認為該專利聯盟消除Summit與
VISX兩家公司在銷售或租賃PRK雷射設備及授權與PRK有關技術領域間的競
爭關係。兩公司辯稱透過專利聯盟以降低專利訴訟的不確定性與訴訟費用，因
其間包含潛在互斥性專利在內。FTC則否決了兩公司的說詞，認為Summit與
VISX可以透過減少限制競爭的方法達成這些目的，例如：專利授權或交互授
權之目的在於減少價格競爭或限制他人進入市場。另外，FTC認為Summit 與
90
91

Id., p. 10.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73 (2007)。關於本案之中文介紹，亦參見施錦村，美國、台灣專利集
中授權個案內容分析-反托拉斯準則的觀點，公平交易季刊，第17卷第3期，頁158189，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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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X將競爭性及互補性的專利均納入專利聯盟，且有一項VISX擁有之方法專
利，應為無效專利，仍被納入其中。因此，該專利聯盟在實際上並無法提高授
權效率、促進競爭與創新。
1999年該Summit及VISX與FTC達成行政和解，解散該專利聯盟。
（六）美國的Allied Tube技術標準制定案

92

本案技術標準乃應用於電機導管（a code for electrical conduit），係由技術
應用協會（association）發布自願性的電機導管技術規格，技術規格雖屬自願
性，但在市場上使用普及，且被許多地方政府認定安全性無虞。使用該技術標
準之電機導管，若應用於高樓大廈，傳統上都以鋼作為導管材料，但經由技術
創新，使得電機導管可利用柔軟度高、成本低的塑膠材質。為了使此一改良商
品能在市場上廣為利用，部份業者乃向技術應用協會提出技術標準修正議案，
由該協會之年度會員大會投票決定是否接受修正案，對此，鋼鐵製造業者乃鼓
動協會新加入成員投反對票，將塑膠材質的商品排除於技術標準之外。
受理本案之法院認為，技術標準有關程序欠缺或程序性的不當行為，可顯
現參與者強烈的限制競爭動機或意圖；不當決議程序結果，將造成潛在競爭者
無法進入市場，改良技術之商品無從為市場上所利用，消費者亦無法享受創新
研發所帶來的利益。

肆、公平會處分飛利浦CD-R聯合授權案之檢討
一、關於特定市場之界定
已如前述，特定市場界定問題乃飛利浦CD-R聯合授權案之重要爭點。本
文以為專利聯盟中，參與者間是否存在競爭關係，而該競爭關係究竟屬於技術
市場抑或創新市場，實為檢視專利聯盟之聯合授權是否該當聯合行為，進而違
反公平交易法之關鍵議題。然就專利聯盟參與者間究竟是否技術市場抑或創新
市場中具有競爭關係，則應實際檢視參與者加入專利聯盟之技術而個案認定，
似不宜一概而論。
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從本案事實而觀，單獨使用其中一家公司專利即無法
92

Allied Tube & Conduit Co. v. Indian Head, Inc., 486 U.S. 492 (1988)。關於本案之中文
介紹，亦參見李素華，技術標準制定之競爭法規範與調和，東吳法律學報，第15卷
第1期，頁36-37，200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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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製造CD-R，技術需求者必須逐一向三位專利權人取得授權，缺一不可，
因此，系爭專利對橘皮書標準規格而言，乃具有互補性的專利技術，各該技術
93

不具有替代可能性及競爭關係 。公平會則以任一專利權人仍得透過研發方式
填補其他專利權人所擁有之技術，因而從研發可能性判斷三專利權人實為競爭
關係之事業。
承前文關於技術市場與創新市場之定義，兩者間具有相當差異。所謂技術
市場一般係指授權技術及其替代技術所構成之市場；而創新市場則指研發授權
技術之研發活動及其具替代性之研發活動所形成之市場。
本文以為，若依上開事實觀之，技術需求者必須取得三位專利權人之授
權方得生產製造CD-R，單獨使用其中一家公司專利並無法達成此一目的；因
此，在技術市場之判斷中，本案所涉及三家廠商目前就CD-R之製作，彼此間
並不擁有具有替代性之技術，而係具有互補性的專利技術，要難謂各該技術間
在技術市場具有替代可能性及競爭關係。而公平會所主張「以任一專利權人仍
得透過研發方式填補其他專利權人所擁有之技術，因而從研發可能性判斷三專
利權人實為競爭關係之事業」之論點，則涉及創新市場中競爭關係之認定，按
所謂研發可能性主要屬於創新市場所界定範疇。然在競爭實務之判斷中，應否
及如何納入創新市場中競爭關係之判斷，無論在學界或實務界似亦尚未有定
論。
學者吳秀明教授曾於其最近著作中主張，基於商品市場、技術市場與創新
市場間強大的牽連性及事業經營時所展現之規劃整體性，事業在一市場之行
為，很可能會產生溢出效果，影響另一市場階段之競爭；而事業在一市場之行
為是否構成公平法之違反，其認定也可能必須要考慮其在另一市場階段之行為
94

影響，才能妥善回答 。是以，在具有緊密牽連關係與整體規劃性之研發與技
術授權市場，如果後階段市場之競爭關係，正是因為事業在前階段市場上，透
過一項競爭者間的限制競爭協議而遭排除時，在考量此等事業在該協議之後
所為合一之共同行為是否成立聯合行為時，吳教授認為應目的性擴張「競爭關
95

係」一要件，肯定其競爭關係之存在 。
93

94
95

同於行政法院見解認為飛利浦等無競爭關係，參見黃銘傑，專利集管（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第三家事業技術授權行為之
二次處分案，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頁255，2006年9月。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上），月旦法學，第
174期，頁134-135，2009年11月。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下），月旦法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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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雖非全然反對吳教授該文之觀點，甚而肯認其中關於飛利浦一案所涉
及之市場界定議題，與技術授權上下游間相互關連性之論點；然對於其關於競
爭關係有無所主張之目的性擴張解釋此一見解略持保留立場，而容有不同意
見。
承前文所述，競爭主管機關之所以需要另外區分技術市場，乃係因技術市
場分析可以協助法院及主管機關避免因適用傳統商品市場定義之分析分法而招
致之誤判，而假設下游商品市場之競爭與替代性將會限制上游市場力量之推論
即為一種典型之錯誤。在某些個案中，技術市場即使有嚴重之反競爭效果，也
不一定代表商品市場將受到影響。同樣的，即便專利聯盟之參與者確實透過協
議方式，制定共同之技術標準，並以專業分工合作研發方式，各自負責一部份
之技術研發，共同負責技術標準所需之各項技術專利，從而被認定在創新市場
中具有限制競爭效果，也並不必然代表專利聯盟參與者間之協議在技術市場中
96

亦會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 。公平會如欲主張專利聯盟參與者在技術市場具有
競爭關係時，並進一步因其協議行為構成限制競爭效果時，仍應從技術市場之
界定與市場力量衡量證明專利聯盟參與者間之競爭關係。亦即，單以專利聯盟
參與者於創新市場之技術標準協議，進而擴張解釋競爭關係要件，直接認定參
與者於下游之技術市場中具有競爭關係之推論似有再審慎討論空間。
又延續本文對創新市場之評論，目前對於創新市場界定與分析方法，乃多
以間接方式衡量廠商間之創新競爭，在資訊取決上又面臨相當難處。在此創新
市場分析方法尚未有充足發展，相關分析工具與理論仍屬欠缺之時，貿然將創
新市場納入競爭法分析中，不僅增加執法之不確定性，亦可能因執法結果之不
適當而造成社會福利減損。再者，我國公平會雖於2001年制定技術授權處理原
則中即已納入創新市場之定義，然自2001年至今，公平會鮮少對創新市場之界
定與分析加以深入討論與進一步規範。另觀察近幾年來公平會對於技術授權所
採論點之發展趨勢，對於創新市場之討論似有刻意忽略，在實務執行中盡量不
採創新市場論點之傾向。
以飛利浦一案為例，公平會論究本案是否構成違法之重點似非置於創新市

96

175期，頁88-89，2009年12月。
同於本文見解認為公平會在本案混淆創新市場與技術市場之概念，參見黃銘傑，
專利集管（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第三家事
業技術授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案，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頁
254，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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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之研發分工，而係技術市場之共同授權。此或因公平會未充分意識到前後階
段市場緊密之牽連性是論究後階段市場上授權行為構成聯合行為之重要機主；
抑或因事業在創新市場是否有限制競爭行為，在調查上有其高度困難性。然不
論係何原因形成公平會將本案調查著重於技術市場之共同授權，此一現象亦反
映出公平會長期對創新市場之刻意忽略。
然則，若公平會欲採前述學者立場，透過研發與技術市場間所存在之緊密
牽連關係，以專利聯盟對「創新市場」之限制競爭行為，進而對業者具互補性
97

專利聯盟論以聯合行為 ，則公平會似需審慎面對創新市場此一概念之發展，
並深入討論該市場之界定與相關分析。然正如前文所採觀點，創新市場目前尚
有相關界定與檢驗標準不明確之虞，貿然將仍處發展階段之創新市場納入競爭
法分析中是否適宜，仍有待更謹慎斟酌。

二、對於專利權人研發能力之合理期待
觀諸本案之案由事實及當事人主張，欲製造CD-R產品確實需同時取得飛
利浦等三公司之專利權始能達成，於此情況，該等專利權之性質應為國外立法
例所稱之必要專利或關鍵專利，且往往能認為其乃互補性技術。即便如公平會
所言，三家公司確實具有研發及專利迴避能力，在理論上及從創新研發角度而
觀，個別專利權人有可能以研發方式填補所欠缺之技術內容。然本文認為，專
利權人固然具有相當的研發能力，但公平會是否能因此而認為其有從事該等研
發之義務，抑或事實上及經濟上是否可合理期待當事人從事專利迴避之研發，
不無疑問。
易言之，從公平會第一次處分資料可知，飛利浦等包裹授權之專利數目高
達三十八件，該等專利分屬於三位專利權人，若以平均數來算，每位專利權人
可能持有之CD-R相關專利數目超過十二件。據此，對任一專利權人而言，欲
以自行研發或專利迴避方式涵蓋其所未擁有而有另兩位專利權人所掌握專利之
技術內容，需迴避之專利數量可能高達二十四件，對產業實務而言，欲成功研
發及迴避二十四件專利所保護之技術內容，在現實上是否可能，抑或能否合理
期待專利權人為此研發與迴避，實有疑義。另外，研發所需時間曠日廢時，以
此理由而禁止飛利浦等之專利聯盟合作模式，是否對被授權人較為有利，亦有
不確定性。
97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下），月旦法學，第
175期，頁88，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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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若此三十八件專利權確為製造CD-R產品所不可或缺，亦因此而為
CD-R產品之技術標準，則就技術之性質而觀，必然是屬於基礎性的關鍵專
利，一般而言，關鍵專利之迴避可能性甚低，蓋其乃後續改良技術之最基礎與
根本。欲就基礎性的關鍵專利進行迴避，最有可能的方式是採用截然不同的理
論或技術基礎，改從另一方向重新出發，若真以此方式進行研發與迴避，其結
果可能是產生另一個完全不同的CD-R標準，所需之研發成本必然甚為鉅大，
是否為原有及個別專利權人所能負荷，且該專利權人原有符合標準之相關專利
權是否仍能繼續應用於新的標準，亦有疑問。因此，公平會在處分書中逕以本
案三位專利權人有研發能力而認為可以迴避設計方式達到相互競爭之結果，似
有不妥。
最後，競爭法主管機關若僅以當事人具有研發能力而期待之從事專利迴避
設計，此等期待或有干預事業活動之嫌，蓋事業應可考量其經濟能力、研發成
本、研發經費分配等各項因素，決定投入最有效之研發。競爭法主管機關能否
僅專利權人擁有標準相關之關鍵技術，即使其負有義務進行專利迴避之研發，
似值得進一步考量。從技術標準的形成方式而觀，單一事業若能以一己力量建
立市場標準，自為最佳及最有利之結果，蓋特定市場之所有參與者必須實施其
所擁有之技術，因而可謂標準把持者帶來極大的商機，其亦可透過不同授權條
件或拒絕授權方式決定哪些事業可以繼續在市場上生存。目前由各國競爭法主
98

99

管機關受理之諸多個案，諸如美國的Rambus案 、歐盟之Qualcomm案 及德國

98

99

關於本案之中文介紹，參見黃銘傑，技術標準與專利聯盟（Patent Pool）中獨占地
位之取得及其濫用時之救濟措施初探-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In the Matter of Rambus,
Inc.案之啟示，全國律師，第12卷第1期，頁27-39，2008年1月。
Qualcomm Inc.乃美國經片製造商，同時握有行動電話之CDMA及WCDMA標準之
關鍵專利權，CDMA標準乃3G標準之一部分內容，為歐洲地區廣泛利用的行動電
話通訊標準。向執委會提出反競爭控訴者為六家歐洲、美國及日本行動電話及晶片
製造商，包括Ericsson、Nokia、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Broadcom、NEC及
Panasonic，根據檢舉人表示，Qualcomm專利授權協議不符合公平、合理及不歧視
之RAND授權條件，因而構成EC條約第82條獨占地位濫用之禁止規定。檢舉人認
為，Qualcomm所主張之不合理授權條件及權利金要求，將導致最終消費者必須支
付高額對價始能購得行動電話；不僅如此，此等不合理授權協議亦會延緩3G標準
之研發，在標準相關研發受阻之情況下，對經濟效率產生即為不利的結果。其次，
Qualcomm不當專利權行使行為對技術標準制定過程及4G標準之建立，均有甚為負
面之影響。執委會於2007年8月30日決定對Qualcomm之專利權行使行為展開調查。
MEMO/07/389, 1.1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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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undfass案 ，均為單一專利權人綁架（hold-up）技術標準，從事業經營策
略出發，飛利浦、新力或太陽誘電在合理成本與時間考量下，若能以一己之力
經由研發及專利迴避方式建立技術標準，著眼於未來的龐大商機，當會積極進
行。因此，飛利浦等及國外技術標準相關專利聯盟之參與者會選擇與競爭對手
合作，應已先盤算過單獨建立技術標準之可能性。
參酌美國DOJ就飛利浦DVD、東芝DVD、3GPP及RFID專利聯盟案之適法
性判斷，針對參與者及所納入的專利性質之考量，僅著眼於專利聯盟之技術是
否為關鍵性及替代性，即便各該案件之參與事業均具有相當強及優異的研發能
力，DOJ亦未審酌各該參與者是否具有研發能力。

三、專利聯盟是否不當限制參與者應為判斷重點
觀諸國外競爭法執法經驗，諸如美國DOJ在東芝DVD、飛利浦DVD、
3GPP及RFID專利聯盟案之商業審閱函的意見表示，專利聯盟之組織架構是否
包含不當限制、專利聯盟是否不當限制參與者之自由，乃適法性審視之重要因
素。易言之，即便飛利浦等三公司之專利聯盟合作模式不構成聯合行為，專利
聯盟在運作上若對參與者加諸不當的限制，仍可能構成公平法第19條第4款、
第5款或第24條之適用。例如：專利聯盟在運作上使飛利浦、新力及太陽誘電
分享被授權人之產銷機密、共同決定被授權人能生產專利物品之數量或價格，
此等行為可能該當公平法第19條第5款或第24條之規定；又如，專利聯盟在運
作上若有限制飛利浦或任一參與者之授權或研發自由者，則可能違反公平法第
19條第4款或第24條。
以公平法第19條第4款「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
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或聯合之行為」或第24條「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規
定為例，觀諸我國CD-R聯合授權案之事實內容，加入專利聯盟之專利權人是
否仍有自行授權自由，似有斟酌之餘地。易言之，2001年公平會第一次處分資
料顯示，新力及太陽誘電加入專利聯盟之協議後，無法自行就擁有之技術進行
授權，但從以後之判決資料中，專利權人是否仍有單獨授權之自由此一事實，
似乎未被重視或凸顯。無論事實真偽為何，專利聯盟或標準化技術授權之競爭
法審視因素中，個別專利權人是否保有授權自由，在判斷反競爭或促進競爭效
果時有其重要意義，亦攸關是否有我國公平法第19條第4款或第24條之適用。
100

關於本案之中文介紹，參見李素華，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以近用技術標準之關
鍵專利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16卷第2期，頁106-109，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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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DOJ所評估及肯定適法性之專利聯盟案中，參與者係以非專屬授權方式將
技術移轉與專利聯盟，但仍可對專利聯盟外第三人授權；反之，Summit-VISX
案之專利權人乃授予聯盟專屬性權利，且兩公司享有否決他方對聯盟外事業之
授權權利。專屬授權一方面極可能促進競爭，提供被授權人投資互補性資產的
重大誘因，但同時將造成其他市場參與者無法取得所需技術之結果，阻礙市場
上之競爭秩序形成。因此，專利聯盟所納入之技術為互補性或互斥性專利，因
而無構成聯合行為之疑慮，但即便有合理化基礎而成立之專利聯盟，仍應審視
個別專利權人是否保有單獨授權之自由，否則專利聯盟之合作協議則對參與者
加諸限制競爭條款，亦對技術需求者產生不當的限制。蓋僅需要部份技術內容
之被授權人無法單獨尋求專利權人授權及以支付較低權利金方式取得數量較少
之專利技術；此外，由於參與聯盟之專利權人仍可單獨對外授權，創新者得以
繞過專利聯盟之技術取得授權及從事研發，進而與專利聯盟相互競爭。
同樣的，公平會在本案的第二次處分內容特別強調，飛利浦等在建立橘皮
書規格及作成專利聯盟之授權決定後，始限制參與者之各自研發範圍，由太陽
誘電負責CD-R光碟記錄層特性與塗料技術之發展，其餘二家各自負責資料寫
入、讀取等之專利發展，公平會進而認定飛利浦等原先可各自發展相關技術，
自成一系統，但因制定標準及聯合授權，使其不再從事市場競爭，飛利浦等透
過人為協議消彌技術重疊之競爭外觀，實質上仍具有水平競爭關係，無庸置
疑。本文認為，公平會所認定之前揭事實，亦即飛利浦等限制彼此研發以達到
消彌技術重疊之競爭外觀，在當事人具有水平競爭關係而為此等限制者，固然
該當聯合行為之禁止規定，惟前提要件（當事人是否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仍
未確立下，能否逕以此等限制競爭協議來論證當事人之競爭關係及該當聯合行
為，不無疑義。易言之，不問飛利浦等是否構成水平競爭關係，從公平法第19
條第4款或第24條出發，前揭事實本身即有非難性，無須大費周章透過認定當
101

事人成立水平競爭關係之聯合行為而規範之 。惟前揭法條在本案之具體適用
上，應注意當事人於研發活動或事業經營範圍之分工態樣是在參與專利聯盟前
早已形成，抑或是參與專利聯盟後始為之分工協議；若屬前者，應無公平法之
101

學者認為，公平會緊抓住公平法聯合行為之原因，或在公平法第7條聯合行為定義
中「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價格」有關。參見黃銘傑，專利
集管（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第三家事業技
術授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案，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頁251，
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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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疑慮。甚者，諸多專利聯盟或標準相關技術之包裹授權協議，往往是結合
不同技術內容之各該專利權人所擁有技術，蓋製造任一產品所需涵蓋之技術內
容及專利內容動輒數十或數百件，在產業分工下該等技術可能分屬諸多事業，
研發或技術分工狀態早已形成，與專利聯盟協議無涉。
綜合而言，公平會在審視飛利浦CD-R聯合授權案之適法性，除了當事人
是否成立水平競爭關係外，亦應探究新力及太陽誘電就其專利技術是否仍有授
權自由、其後續研發之自由是否受到限制，進而判斷是否有公平法第19條第4
款、第5款或第24條之適用。

伍、結論
智慧財產法律賦予發明人或創作人排他權之目的，係為促使權利人樂於從
事創作研發與研究成果之擴散與交流，進而達到鼓勵創造、發明與技術創新之
目的。反之，公平法之立法目的則在維持市場競爭狀態、促進經濟安定與繁
榮，原則上乃禁止獨占、結合、聯合等限制競爭及杯葛、差別待遇等不公平競
爭行為。公平法與智慧財產法律之關係，有認為是兩個對立的法律，後者的各
種排他權利被解釋為對競爭的限制；亦有認為二者各以其方式與功能形成並維
護競爭，公平法則是規範此種財產被投入於競爭後的事項，二者共同協助競爭
發揮其經濟功能（例如促進技術進步）以及社會功能。
從經濟理性的考量，智慧財產權之目的係在於維持投資及創新，避免「搭
便車」（free rider）所可能造成的扭曲市場競爭功能，從而智財權之本質亦在
促進有效競爭；反之，對於智財權過度保障，將損害資源配置效率及消費者利
102

益，並阻礙更進一步的創新 。因此，公平法與智財權法二者均為達到維持創
新及有效競爭之目的。然不容忽略者為，在知識經濟時代下，與智慧財產權相
關之競爭策略及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擴大過度保護智財權所可能造成的
不利影響，因此，兩者的緊張關係日益明顯；專利權行使問題若同時涉及技術
標準者，似更加深智慧財產法律與競爭法之緊繃關係。
然目前對產業界最重要的專利授權及對競爭秩序影響最為深遠者，乃結合
專利授權、專利聯盟及技術標準三面向之專利授權協議，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審
視專利授權協議之適法性時，恐無法如過往般以單一專利權之排他性判斷其權
102

謝銘洋、陳人傑，第四十五條除外適用—智慧財產權之正當行使，公平交易法之註
釋研究系列（三），頁11，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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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行使正當性或違法性，而應通盤考量該專利在專利聯盟是否居關鍵專利之地
位、是否為標準利用上所不可或缺之技術、此等專利聯盟是否有利於技術標準
之實施及上下游產業秩序之建立；至若關鍵技術之專利權人透過專利聯盟及技
術標準取得市場力量後，是否有獨占地位濫用行為，則乃另一層次問題。在我
國歷經近九年發展的飛利浦CD-R聯合授權案，清楚呈現技術標準之形成、專
利聯盟建立及其後之授權協議等不同階段，各自涉及相異的競爭法規範及迥異
的法律適用疑義，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個案上應有更細膩的執法判斷與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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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黃教授銘傑（台灣大學法律學系）
謝謝主席、兩位報告人以及與會的各位先進大家好，大家從兩位報告人剛
才的報告內容大概可以知道，兩位真是非常的認真，而且整篇報告的論理及結
論做的非常好。
在這個報告其實不只是兩位教授很關心的一個市場，其實我個人也對市場
非常的關心，甚至我自己在前一陣子寫了一篇文章，就對於市場界定的問題特
別關心，我在那篇文章表示，對於市場它是需要透過專業技術鑑定的。雖然美
國1995年的guideline說創新是一個市場，可是這個創新市場到底是一個怎麼樣
的市場，剛剛兩位報告人已經講的非常清楚，他根本沒有所謂交易相對人的概
念，而且這樣一個創新市場到底會不會成功大家也不知道，所以大家很模糊的
說有一個創新市場，創新市場存在於世界各地，工研院是不是一個創新市場的
競爭者？當然是，蘇聯有沒有創新市場競爭者？韓國有沒有？有，日本有，大
家都有，因為每個人都爭著要光儲存產業的一個研發，如果今天每個人只要從
事光儲存產業研發就說他是創新產業事業，然後把它納入競爭的話，他們市場
占有率到底多少？你能說他們是獨占嗎？能說他們是聯合嗎？他們聯合起來占
有率大概也沒有超過1%吧！我們今天如果把創新市場納入整個市場的界定的
話，全世界所有的研發單位都在這個創新領域變成一個競爭者，創新市場就難
以界定，所以為什麼兩位報告人一直非常戒慎恐懼的說，創新市場這個概念它
有它的功能沒有錯，他告訴我們技術市場隨時可能受到創新市場的挑戰，所以
創新市場要給他鼓勵，讓它可以創新更好的技術來取代現有的技術，但不是創
新市場本身就是技術市場，或者創新市場就直接把它納入技術市場判斷，所
以我想這個應該是要有第一個共識，第二個，這三個事業有沒有獨占？依公平
法，如果事業的占有率1個沒超過1/2、2個沒超過2/3、3個沒超過3/4，就不叫
獨占，本案飛利浦、Sony或太陽誘電這三家市場占有率為多少？在案例中認
為是100%，或者依公平法第5條第3項，因他們有法令的進入障礙或技術進入
的障礙，所以他們當然就是所謂具有壓倒性的地位。公平法第10條所謂的獨占
事業，不是聯合起來一起濫用獨占地位，是每個獨占事業是一個單獨的獨占事
業，自己做出違反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的事情，今天我們如果認
定他們三家獨占事業，那所謂的價格過高，是飛利浦訂多少價格過高？S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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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的價格是多高？太陽誘電訂的價格多高？現在不是，而不是他們三個一起價
格過高。到最後，還是要釐清到底市場怎麼界定，他們三個是否處於同一個市
場？今天他們三個如果沒有處於同一個市場，換句話說，就不會有他們三個加
起來100%的概念存在，今天如果我們對市場的界定概念是要有競爭關係才叫
做納入同一個市場的話，他們今天三個沒有競爭關係又如何納入同一個市場？
又如何他們三個共同在同一個市場上具有壓倒性或排他性的地位？這是我們一
直無法瞭解的地方。第三個是怎麼樣的價格才是合理的價格？獨占事業必須要
追求所謂的收益最大化，收益最大化就是照經濟學曲線畫出來，那一個價格就
是它覺得收益最大化，今天如果他超過獲利最大化的價格在收的話，它的收益
就會減少，獨占事業在追求利益的同時就創造社會最好的利益，公平會如果介
入價格，就是以一定的價格來進行強制授權，違反公平會不強制授權的慣例。
最後一個，剛才莊老師講的非常好，在現在的時代競爭可能不是唯一的，
合作可能要去考慮，我最近也感覺說，現在我們技術，一個手機上面2、300個
技術，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裡面，在這樣一個產業結構裡面，合作似乎變成一個
更重要的趨勢，只有合作大家才能共存共榮，只有合作我們才能創出社會最高
的價值，但是合作不等於聯合行為，這個絕對一定要細分清楚，合作跟聯合行
為是不一樣的，它們的共同授權並不等同於聯合行為，所以未來我們希望公平
會在兩位報告人他們的計畫之後，再釐清聯合行為跟合作它的界限是如何？對
於合作，公平會應該鼓勵，對於聯合行為，應該嚴格的禁止，產業裡面絕對不
可以有聯合行為，但是如果這個線沒有畫清楚，將會阻礙我們認為有益於社
會、有益於產業發展的合作狀態，以上是我簡單的一個評論，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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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式 周委員雅淑閉幕式致詞
各位貴賓、各位先進、各位同仁：
經過一天熱烈研討，第17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即將圓滿結
束。在此，謹代表公平會感謝各位的參與。特別是在本次研討會中，擔任主持人、論
文報告人及評論人的所有學者專家，本人在此代表公平會感謝各位的鼎力支持，讓這
場研討會能夠順利完成。
在自由開放的競爭環境，未來將更充滿不確定性，但是「自由化、國際化、制度
化」卻是這個不確定時代中唯一確定的事情。自由化、國際化的結果，將使企業界面
對的競爭壓力更甚以往。競爭力的提升、經濟的永續發展需要一個公平自由的競爭環
境，而公平自由競爭環境的建立，除須仰賴企業界遵法、崇法之外，一個規範市場交
易行為的法律—公平交易法更屬必要，以維護交易秩序，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
安定與繁榮。為有效防止事業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行為，並因應國內外環境情勢變
化，自公平交易法施行，迄今已進行三次修法，目前本會仍積極推動相關修法工作，
期完成兼具「全球接軌，在地實踐」特質的競爭法，以建立市場自由、公平的競爭環
境，提升產業及國家競爭力。
「產業競爭」與「限制競爭」向來是本會執法上極為關切的重點，而隨著經濟環
境的改變，事業間交易行為態樣不斷變化，其間所涉及競爭法相關爭議也值得我們加
以探討。為此，本次研討會對石油、金融及電信等三種產業暨競爭倡議及專利授權之
競爭議題，均有相當深入的探討。
在今天的研討會中，各位學者專家都發表了極精彩的報告，並提出了多項重要的
建議，均將成為本會未來施政的重要參考依據。整體而言，這次研討會發表的論文，
無論在資料的蒐集或問題的探討方面，都相當豐富且論理深入，對於本會在辦案實務
上或政策擬訂上，都有很大的助益，相信本會同仁在聽取各位的寶貴意見後，一定能
有深切的領悟與豐富的心得。
最後，謹代表公平會再度感謝大家熱烈的參與，也希望大家繼續給我們支持與鼓
勵。敬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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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秀明
加速公營獨占事業開放之研究
施俊吉、林啟智、周崇輝
產物保險共保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之適用關係
廖述源
價格決定機制之研究
施俊吉、劉孔中
反傾銷與競爭政策之關係
劉孔中、施俊吉、朱雲鵬
多層次傳銷評鑑系統之驗證與修正
陳立信、張正賢、楊明宗
WTO架構下智慧財產權與競爭法之關係
羅昌發
公用事業營業章程與公平交易法關係之檢討
黃茂榮
「政府採購與公平交易法之相關性」研究
范建得
交通運輸業與電信業有關解除管制及競爭法適用問題之研究
王國樑
各國解除管制工作之研究
朱雲鵬

352

第 1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論公平法結合管制對加盟連鎖行為之規範─以統一超商為例
范建得
便利商店反托拉斯市場的界定
莊春發
加盟事業便利商店市場的界定及其行銷通路之探討
李仁芳
公平法有關不公平競爭行為，應如何適用「合理原則」或「當然違法」原則
林廷機
智慧財產權耗盡問題與公平交易法
林克敬
我國與各國多層次傳銷事業退貨條件與處理原則之比較
李仁芳、張愛華
參加多層次傳銷事業支付一定代價之研究
范建得
公平法第三十六條「先行政後司法」之法律分析
陳櫻琴
公平交易法案件之團體訴訟
陳洸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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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聯合行為構成要件之研究─第一部分：同業公會聯合行為之責任
蕭文生
聯合行為構成要件之研究─第二部分：避難到不公平競爭的聯合行為管制
─公平法第十四條與第十九條第四款適用關係之釐清
吳秀明
公平交易法第七條有關聯合行為之規定究屬概括規定或屬列舉性規定之研究
吳秀明
有線電視頻道節目業者與播送系統業者垂直結合之競爭規範及許可衡量標準
之研究
石世豪
區域性獨占、區域性整合與自然獨占：有線電視業涉及公平交易法之問題
柯伯昇
有線電視產業之通路競爭、福利分析與政策效果
吳基逞
電信市場競爭政策與法律問題
劉紹樑
論推薦廣告之規範─以美國經驗為例
范建得
當前關於結合管制之重要問題
黃茂榮
公平會獨立性相關問題之研究
陳櫻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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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性定價認定方法之實證研究：Areeda-Turner成本基礎法初探
單驥、莊春發、馬泰成、謝仁弘
我國油品市場相關問題之研究
許志義
我國油品市場管理法規相關問題之研究
范建得
國內新聞報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李仁芳、陳文玲
台灣職業證照制度與市場競爭
李誠、郭穎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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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網際網路發展與競爭法相關問題
石世豪、程宗明
論網路上智慧財產權之保護與不公平競爭─商標與著作權爭議為例
馮震宇
電子商務不公平競爭行為規範的幾個初步觀察
劉靜怡
公平交易委員會關於廣告之規範政策與實務的檢討
黃茂榮
比較廣告之案例研究─以公平會調查程序為中心
陳櫻琴
競爭政策下的民營化策略─以電力事業為例
林克敬
「公平交易法」對結合案件之境外管轄權問題研討
林宜男
房屋仲介業之市場結構與行為管制─兼論公平交易法之規範
本會第一處
策略聯盟於公平交易法之探討
彭康麟
電信業價格上限管制之誘因機制
蔡蕙安
台灣電信產業競爭化的市場結構設計
林健次、蔡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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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國家對專業人員服務競爭問題規範之研究
王文宇、劉孔中
我國公平交易法垂直限制行為執法實務之檢討─兼論歐盟、德、法、美、日
垂直限制規範
本會第二處
國際化與自由化政策下，產地標示與不公平競爭之關係
本會第三處
競爭政策之內涵及其於國家經濟發展應扮演之角色
本會法務處
競爭政策與貿易政策之互動
本會企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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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從公平競爭觀點論電業自由化之發展願景與管制制度之建立
許志義
從日本解除管制經驗檢視我國解除管制作法與方向
紀振清、黃銘傑
未受「專利法」保護之標的是否可受「公平交易法」之保護
林宜男
聯合採購的型態與適用條件
王忠宗
從依賴性理論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以公平法立場之研析適用
吳秀明
OECD對競爭政策的處理及其對多邊體制之影響
黃立
BOT招標階段資格限制與公平交易法之研究
莊春發、徐芳霞
公平交易法與政府採購法對「BOT中交易相對人選擇自由與融資」
的規範
謝杞森
事業垂直限制行為之公平法適用問題研究─以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為核心
黃營杉、范建得
圖書限制轉售價格法制
王銘勇
論美國反托拉斯法對搭售安排「個別產品」要件之認定標準
陳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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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電信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劉紹樑、劉崇堅、莊春發
四C整合趨勢下有線電視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石世豪、蔡志宏
網際網路之發展及其競爭規範初探-技術與法律之分析
陳光禎、劉孔中
從競爭觀點來觀察電子商務產業環境
謝穎青
合作研發與國家創新系統
李仁芳
桶裝瓦斯勞務配送中心與公平交易法相關分析
莊春發
公平交易法不實廣告與詐欺罪之界限
王銘勇
不實廣告保護法益之研究-「廣告詐欺罪」之省思
陳櫻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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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就競爭法觀點論供油業者之關鍵設施共享
張玉山、李淳
加油站區域市場劃分暨垂直性限制條款與公平交易法之相關性分析
梁啟源
我國家用液化石油氣市場開放後之結合競爭問題與公平交易法之關係
莊春發
數位網路產業之競爭政策與競爭規範
劉孔中
競爭法對流通業經營行為規範之研究─以附加費用收取行為為中心
黃營杉、黃銘傑、吳師豪
教科書及參考書市場交易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之適用性研究
吳秀明、趙義隆
跨國事業結合競爭相關問題及其經濟影響之分析
陳坤銘、吳秀明
仿冒未受專利保護之新式樣與不公平競爭規範
張懿云、林廷機
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修正後適用問題之研究
蘇永欽、范建得
寡占市場「一致性行為」之證據認定方法及其濫用市場地位行為規範
─由 Container Corp.案探討交換資訊行為
張明宗
醫療市場競爭規範之建立初探
陳志民
基礎設備理論於醫療事業之適用與檢討
紀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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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產業自由化、國際化與競爭政策：兼以台灣石油及石化業為例
許志義
從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職掌探討公平會的組織調整
胡祖舜
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替代與互補
莊春發
競爭政策與管制政策之取捨與協調：以公用事業為例
張玉山、李淳
公平交易法對贈品贈獎促銷行為之規範
鄭家麟
網路傳銷組織之研究-案例觀察與評析
陳櫻琴
上游廠商標示建議價格行為與公平交易法第18條之關係
王銘勇
我國 IC 產業與其相關市場廠商競爭行為之研究-以事業結合行為為例
施錦村
我國及先進國家對瘦身美容案件之處理實務及法規依據
朱蔚菁、李文秀、殷世熙、杜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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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公平交易法在知識經濟發展中的角色
吳榮義、劉孔中、林欽明
WTO 新回合談判我國關於競爭政策應有之立場
羅昌發、楊光華
公平交易法對金融機構結合行為之規範及審查原則之研究
薛琦、劉紹樑、李存修、張明宗
電腦印表機、電梯等事務機器之主產品與其耗材、零組件及維修服務等附屬產品間市
場交易行為與公平交易法適法性之研究
方文昌、謝立功、蘇聖珠、陳芳萍
網路產業發展與策略聯盟競爭環境
承立平、陳菁瑤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4 條適用於仿冒商品（服務）外觀案件之研究
劉孔中、謝杞森
公平交易法對於加盟契約適用之研究
趙義隆、陳志民、吳瑾瑜
參加人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退貨之權利保障對多層次傳銷管理之必要性研究
陳得發、楊芳玲、王昭雄
事業以聯合行為或濫用市場地位調漲價格經處分後，要求回復原價之探討─美國反托
拉斯法之分析
陳志民
從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觀點，檢討現行行政爭訟制度
蔡秀卿、陳榮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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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知識型新興產業之公平競爭規範
范建得
網路不公平競爭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以Hyperlinks、Frames、Meta-Tag、KeywordAdvertising為例
林克敬
公平交易法對網域名稱規範之檢討
王銘勇
聯合行為之採證與例外許可項目之研究
劉孔中、黃茂榮
信用卡業務聯合行為之研究─聯合信用卡中心運作現制之檢討
王文宇
人造纖維製造業市場行為與公平交易法適用性研究
陳榮隆、林燾
油品市場自由化與限制競爭因素的探討
張玉山
著作權法與公平交易法關係之研究
謝銘洋、張懿云
經濟理論的競爭觀在執行反托拉斯管制上的定位與應用
莊春發、李顯峰
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管制革新中應有的角色
曾明煙、胡祖舜、許俊雄
我國自來水市場解除管制可行性之研究
虞國興、康世芳、胡名雯

附

錄

比較廣告資訊揭露完整程度與不正競爭相關問題研究
趙義隆、祝鳳岡、謝杞森
公平交易法對多層次傳銷定義相關問題之研究
徐火明、張芳嘉、鄭啟揚
加入 WTO 後，我國汽、機車產業競爭行為與公平交易法適用之探討
李培齊、張紘炬、張力、李家悅、黃凱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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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小麥聯合進口制度及其管理方式之探討
劉孔中、馬泰成
寡占市場廠商價格跟隨行為規範之研究
陳坤銘、溫偉任
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
王銘勇
事業共同研發聯合行為例外許可申請審查原則及其基準之擬議
范建得、莊春發
我國民生氣體燃料市場競爭機制之引進與公平交易法之關係
莊春發、陳志民
公平交易法對流通事業垂直交易限制行為之規範
許英傑、黃銘傑、黃慧玲
公平交易法對公司名稱規範與保護及範圍
林國全、馮震宇
公平交易法對廣告隱藏條件、負擔、限制等行為之規範研究
何之邁、劉美琪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應用於競爭政策之可行性研究
李秉正、徐世勳、林國榮、楊浩彥
公平交易法對金融控股公司之規範
王泰銓、王志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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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海運同盟國際卡特爾與競爭政策之關係
林克敬
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參考書相關市場管理及公平交易法對其市場銷售行為規範之研究
黃銘傑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有關廣告行為主體認定之研究
劉姿汝
公平交易法、銀行法及刑法詐欺罪對吸金行為規範競合之研究
王銘勇
台灣媒體在廣告市場競爭關係之研究
莊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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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日本獨占禁止法對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之規範
顏廷棟
事業結合規範之再檢討
劉姿汝
維持轉售價格的研究
莊春發
禁止營業誹謗之研究
張麗卿
不法比較廣告之研析─ 2004 年台灣案例
余朝權、林金郎
不動產不實廣告建商與代銷商法律責任之研究
李憲佐
因應行政罰法施行，公平交易法與其他行政法規競合問題之研究─以不實廣告為中心
張其祿
交通運輸產業之競爭規範
張懿云、賈凱傑、陳麗娟
保險仲介人之居間行為與公平交易責任研究
冉弘毅、謝紹芬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之司法審查範圍─以認定事實為核心
王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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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我國獨立機關建制之商榷
蔡茂寅
建立多層次傳銷事業專業評鑑制度及評鑑指標之研究
洪鉛財、羅彥棻、池曉娟
著作權仲介團體與卡特爾規範之研究─以德國及歐盟卡特爾法為中心
張懿云
論水平結合管制的準則─總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不利益
莊春發
全球100大銀行及100小銀行之績效─台灣的銀行與它們的相同與相異及台灣的銀行競
爭程度
沈中華
台灣有線電視產業成本特性與市場力量之探討
王國樑、張美玲
國內油品產業結構、廠商行為與競爭法規範
許松根、馬泰成、顏廷棟
健保十年，醫療服務產業的演化
蔡偉德、劉育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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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台灣金融業結合案例之經濟效益評估-金控公司範疇經濟衡量
黃美瑛
金融產業與公平競爭
謝易宏
銀行業虛偽不實廣告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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