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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結合之基本概念

結合基於「是否產生反競爭效果」之思維，考慮結合後所產

生的「反競爭效果」，例如市場參進障礙程度等，以及「正面經

濟效益」，例如成本節省、消費者與整體社會福利之提升等。

結合案之許可與不許可，依個案審查負面之反競爭效果與正

面之經濟效益，亦即從衡量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的不利益進

行討論。依據結合事業間位於產銷階段的關係，事業結合可以分

為水平結合(horizontal merger)、垂直結合(vertical merger)及多

角化結合(conglomerate merger)等3種型態。

貳、結合經濟分析

對於結合所採用的經濟分析，傳統方法主要利用集中度指標

HHI指數，觀察合併前與合併後的市場集中度變化。然而此種利

用市場集中度衡量的經濟方法有幾項缺點：首先，集中度指標只

是一個衡量市場力量的標準，無法直接導引出許可結合與否的結

論，在論證上沒有直接對應反競爭所關心的議題；其次，HHI指

數的公式雖然簡單，但是必須先進行市場界定，而市場界定是一

項難題，永遠都不夠完整。

基於傳統方法的缺點，新方法採用P r i c e  P r e s s u r e 

Indices(PPIs)進行結合經濟分析，觀察當廠商結合、取得市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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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後，價格與利潤的變化。其優點在於：利用數

字來說明結合之價格上漲誘因；得透過嚴謹的經

濟模型推導得知結果；不需要進行市場界定；能

夠分析「efficiency benefits」，例如結合後廠商

成本的節省。

參、水平結合經濟分析

水平結合指參與結合事業具有水平競爭之關

係者，依歐美主要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所採用之

水平結合案件考量要點為：反競爭效果分析(單

方效果與共同效果)、抗衡效果、參進分析、效

率分析。

我國水平結合案件考量要點，依公平交易委

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下稱結合申報

案件處理原則)第9點規定，一般作業程序之水平

結合申報案件，公平會得考量下列因素，以評

估該結合之限制競爭效果：(1)單方效果(2)共同

效果(3)參進程度(4)抗衡力量(5)其他影響限制競

爭效果之因素。

一、單方效果

單方效果是指事業結合後某種程度上改變了

市場之集中度，增加結合後事業之市場占有率，

集中度及市占率的增加使得事業有能力藉由市場

力改變價格或產出。依據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

第9點之定義，係指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因消除

彼此競爭壓力，而得以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

之能力。

單方效果所關注的是事業結合後價格是否上

漲，歐美等許多國家之經濟測量方法，主要採

用向上訂價壓力指標(upward pricing pressure 

index；UPPI)，其中以Farrell-shapiro(2010)提

出之GUPPI(向上調價壓力毛指標)或UPPI(向上

調價壓力準指標)為主，其優點在於不需要界定市

場，且以廠商追求利潤最大為前提。

(一)向上調價壓力指標(UPPI)

Farre l l -shapi ro的向上調價壓力指標

(UPPI)之基本式：

當UPPI為正(UPPI>0)，代表事業因結

合有價格向上調整的可能，若UPPI為負

(UPPI<0)，代表結合所產生的效率提升

大於價格向上調價的壓力，結合後無向

上調價的可能。

(二)向上調價壓力毛指標(GUPPI)

Farrell-shapiro的向上調價壓力毛指標

(GUPPI)，以數學式表達如下：

Mj為廠商 j獲利率(prof i t  margin)：(p j-

cj)/pj。

向上調價壓力即可透過移轉率(Dij)、獲利

率(Mj)與價格比率(pj/pi)三者估計得出。

二、共同效果

依據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9點定義，共

同效果係指結合後，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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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進國家經驗累積而整理出易造成結合後之共同效

果的因素，主要以市場結構因素、需求性因素、

供給性因素為主。

其中，市場結構因素包括：市場事業家數、

參進障礙、事業間互動頻率、市場透明度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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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性因素包括：需求成長、需求有顯著波動或景

氣循環等。供給性因素則包括：產品同質性、事

業間之成本對稱、產能設備及創新等。

近年來，國際學者之經濟分析，主要利

用CPPI (Coord ina t ion  Pr ice ing  Pressure 

i n d e x )和 c G U P P I來衡量共同效果。其中

Moresi,Reitman,salop and sarafidis(2014)

提出CPPI，而Moresi,  Reitman, Salop and 

sarafidis(2015)提出 cGUPPI 。

(一)CPPI

Stable CPPI模型建立在兩家廠商且他

們在不同時間(回合)，共同提高價格之誘

因。其模型如下：

假設A廠商與C廠商合併，使得A與B廠商產

生共同效果，而皆提高價格之行為。

(二)cGUPPI

cGUPPI由Moresi, Reitman, Salop 

and sarafidis提出，且持續修正中，其基

本結構包含：

1.必須有潛在Coordinating group(CG)，如

美國航空業要將主要廠商放入，如AA、

Delta Air、United Air⋯等。

2.其模型擴展到n家廠商。

3.除了合併2家廠商資料外，其它主要廠

商之資料也要包括價格、邊際及移轉率

公式。

三、抗衡效果

依據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9點定義，抗衡

力量係指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箝制參與

結合事業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能力。OECD認

為買方抗衡力量，需符合以下3個條件：

1.買方在買方市場有相當大的市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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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之衡量，乃是將最具效率的生產點連接成生

產邊界，而任一真實生產點和生產邊界的差距即

表示生產點的無效率程度。

目前採用的估計方法有兩種，分別為

DEA(資料包絡法)和SFA(隨機邊界法)。然而此

二種估計方法，必須有資料，實務上操作困難，

因此目前各國皆朝(1)可反映至消費者利益；(2)

可被證明在短期內實現；(3)無法透過結合以外之

方法達成等方向進行效率分析。

(一)隨機邊界模型(SFA)

Aigner、Lovell and Schmidt(1977)

針對確定性邊界模型的論點提出質疑，主

張「隨機邊界模型」才得以真實描述生產

邊界，認為廠商在生產過程中，無可避免

的會遇到人為無法控制的隨機因素，或受

到非技術性隨機因素的影響，如自然災害

（地震、颱風等）、機器運作的良窳，或

是外在因素導致生產要素供給不確定等。

這些廠商無法完全掌控的隨機干擾因素，

卻會直接或間接影響生產水準，因此衡量

生產差異的誤差項，不再單指技術無效

率，另外應該包括廠商本身無法掌控的對

稱性隨機干擾項，以及衡量技術無效率的

隨機干擾項。

雖然Aigner、Lovell and Schmidt發

表隨機性生產邊界估計方法後，學者們將

此法廣泛應用於廠商生場計數之估計，然

而利用單一年度橫斷面資料來估計效率指

標，往往因為誤差項所設定的統計分配不

同，產生不同的效率指標。為改善上述缺

失，近年來許多學者將橫斷面與時間資料合

併成追蹤資料(Panel Data)來探討廠商於不同

期間的生產效率表現。

 (二)資料包絡法(DEA)

資料包絡分析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DEA是一種被廣泛使用

的線性規劃技術，其主要根據柏瑞圖最適

解（Pareto optimal solution）之觀念，評

估一個決策單位（decision making unit，

DMU）之相對效率。

此觀念最早可追溯自Farrell的研究，

後繼學者依Farre l l理論持續討論，其中

主要理論基礎為1978年CCR(Charnes、

C o o p e r與R h o d e s）模式、 1 9 8 4年

BCC(Banker、Charnes與Cooper)模式

及2001年Tone提出差額變數模式(Slacks 

Based Measure，SBM)。

DEA的分析模式相當多，超過上百種

方法，模式均由BCC、CCR與SBM等為基

礎發展出來，DEA被應用來衡量各種製造

業、學校、金融業、醫院、港口、機場、

航空公司、大眾運輸、生物科技業、公用

事業、服務業、會計師事務所、電力公

司、電視及廣播等。

1.Farrell（1957）

Farrel l認為一個決策單位的效率係

由兩個部分所組成：第一、技術效率

（technical efficiency，簡稱TE），即

    依據公帄交易法處理原則第 9點之定義，參進程度包含潛在競爭者參進之可

能性與及時性，以及是否對市場內既有業者形成競爭壓力。而依據美國「水帄結

合處理原則」，指出參進容易與否要看參進是否及時(timely)、可能(likely)、

充分(sufficient)，並藉以判斷事業是否擁有市場力。其中可能係指參進必須有

利可圖，而充分意指及時和可能的參進可充分的使市場價格回到結合前的水準。 

 

五、效率分析 

    效率主要在闡述投入要素與產出之間的關係，透過效率衡量可瞭解一組投入

要素轉換成產出過程的績效表現。Farrell(1957)以邊界生產函數之概念衡量決

策單位的生產效率水準，其生產效率之衡量，乃是將最具效率的生產點連接成生

產邊界，而任一真實生產點和生產邊界的差距即表示生產點的無效率程度。 

    目前採用的估計方法有兩種，分別為DEA(資料包絡法)和SFA(隨機邊界法)。

然而此二種估計方法，必須有資料，實務上操作困難，因此目前各國皆朝(1)可

反映至消費者利益；(2)可被證明在短期內實現；(3)無法透過結合以外之方法達

成等方向進行效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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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採用的估計方法有兩種，分別為DEA(資料包絡法)和SFA(隨機邊界法)。

然而此二種估計方法，必須有資料，實務上操作困難，因此目前各國皆朝(1)可

反映至消費者利益；(2)可被證明在短期內實現；(3)無法透過結合以外之方法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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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給定的投入集合下，所能獲得最大產

出的能力；第二、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簡稱AE），即在投入價格與

生產技術固定下，使用最適比率投入組

合的能力。而兩者之乘積即為整體效率

（overall efficiency），又稱為總經濟效

率（economic efficiency，簡稱EE）。

2.CCR模式

CCR模式為Charnes、Cooper與

Rhodes於1978年提出，在固定規模報酬

的假設下，將各決策單位之多項投入與多

項產出予以線性組合，並以兩線性組合的

比值代表各決策單位的效率值，其值介於

0到1之間。 

3.BCC模式

Banker、Charnes與Cooper (1984) 

延伸CCR模型，將固定規模報酬的限制

予以放寬，假設生產技術為變動規模報

酬(variable returns to scale，VRS)，

稱為BCC模型。就數學而言，僅需將上

述對偶轉換後之CCR模型加上一個凸性

限制式即為BCC模型。並將總技術效率

分解為純粹技術效率（pure technical 

e f f i c i e n c y，簡稱P T E）及規模效率

（scale efficiency，簡稱SE），且純粹

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之乘積即為總技術

效率。 

4 .差額變數模式 ( S l a c k s - B a s e d 

Measure，SBM)

資料包絡分析法乃是考量投入產出比

之權數，利用線性規劃方式估算效率值，

因此稱之為比例效率 (ratio efficiency)，

又因為以射線之方式衡量效率值，故又稱

為射線效率 (radial efficiency)。

有別於D E A效率分析法之射線衡

量及投入（或產出）導向的效率衡量方

式，Tone (2001)首先提出差額變數基

礎的效率估計模型，該模型是以非射線

(non-radial) 和非導向(non-oriented) 的

估計方式，同時考慮投入與產出向之差

額 (slacks)，其所估計之效率值介於0∼

1之間，當某決策單位 (decision making 

unit，DMU) 之效率值為1時，表示此一

決策單位在生產邊界上，而且投入與產出

皆無差額存在。

肆、垂直結合經濟分析

垂直結合係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上、下游

關係者而進行之結合型態。垂直結合對於競爭存

有正面及負面兩種效果：在正面效益方面，得

將交易相對人所產生之外部性予以內部化，化解

「雙重邊際化」，帶來價格降低及產量增加等正

面效果；在負面效益方面，反競爭效果為「市場

封鎖效果」，故主管機關會衡量二種效果進行綜

合考量。

依據我國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11點，垂

直結合限制競爭效果之考量因素。一般作業程序

之垂直結合申報案件，公平會得考量下列因素，

以評估該結合之限制競爭效果：

一、結合後其他競爭者選擇交易相對人之可能性。

二、非參與結合事業進入相關市場之困難度。

三、參與結合事業於相關市場濫用市場力量之可

能性。

四、增加競爭對手成本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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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導致聯合行為之可能性。

六、其他可能造成市場封鎖效果之因素。

伍、多角化結合

基本上，多角化結合訴訟案件在歐美競爭法

執法機關並不多見，不是結合管制的重點。然

而，過去美國、歐盟實務上在多角化結合執法實

務，曾運用下列理論：

一、潛在競爭理論：潛在參進者的存在，縱使沒

有事實上的參進，也會牽制既存事業之提高

價格。

二、塹壕理論(entrenchment)：塹壕理論是發生

在一市場的優勢事業被另一市場更優勢事

業所購併，使得結合後事業之市場地位更

加鞏固。

三、綑綁(bundling)和資產組合效果(portfol io 

effect)：綑綁和資產組合效果是歐盟法所發

展出的理論。歐盟執委會在某些結合案件強

勢品牌的綑綁和資產組合可能會形成或增強

事業優勢地位。

依據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12點(多角

化結合之審查方式)規定，公平會於判斷多角化

結合是否具有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時，得考量下

列因素:

一、法令管制改變之可能性及對參與結合事業跨

業經營之影響。

二、技術進步使參與結合事業跨業經營之可能性。

三、參與結合事業原有跨業發展計畫。

四、其他影響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之因素。

多角化結合依據前項判斷認為具有重要潛在

競爭可能性，以其產生類似水平或垂直結合，適

用本處理原則水平或垂直結合限制競爭效果之考

量因素。

陸、結論

經濟分析方法運用在競爭法，已逐漸獲得各

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的重視與運用，隨著經濟分析

模型不斷的發展，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案例的

判決，特別是有關結合的議題，也愈來愈依賴經

濟分析的方法。

（本文係講座105年10月18日假公平會競爭

中心發表之演講內容，經國立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楊宗霖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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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為釐清頻道代理商A公司、B公司及C

公司就民國105年度代理頻道的授權，是否有阻

礙新進及跨區有線電視業者參與競爭，而涉及違

反公平交易法規定，因此立案進行調查。

頻道授權交易條件有差別待遇  

據公平會調查，A公司、B公司及C公司就

其民國105年度代理頻道的授權，與甲公司、

乙公司、丙公司、丁公司或戊公司等104年起

開播之有線電視業者的交易條件是以開播區域

行政戶數的15%作為最低簽約戶數 (Min imum 

Guarantee，即MG)，最低簽約戶數均為各該有

線電視業者實際訂戶數之數倍。惟A公司、B公司

及C公司與既有經營區之原有線電視業者所簽訂

的頻道授權契約，卻以實際訂戶數之數折作為簽

約戶數，前述差距已造成甲公司、乙公司、丙公

司、丁公司或戊公司等新進、跨區有線電視業者

開播迄今，平均每月每戶須支付A公司、B公司及

C公司的授權費用，與既有經營區之原有線電視業

者有極大差異，而在競爭上有顯著之差別。

差別待遇行為不具正當理由且有限制競爭

之虞

公平會經考量著作權特性，前述3家頻道代

理商代理頻道的播送不受授權之有線電視業者數

量增加影響；3家頻道代理商民國105年所支付頻

道商的授權權利金固定，且無須負責有線電視業

者的接收設備及費用，授權系統經營者的數量及

訂戶數之多寡並不影響代理頻道的成本；3家頻

道代理商給予各有線電視業者數量折扣與實際訂

戶數不具正向關係；104年起開播的有線電視業

者無延遲支付情形，且跨區的乙公司，以及新進

的戊公司所隸屬的多系統經營者(MSO)己公司，

均與3家頻道代理商有多年交易關係且無信用風

險紀錄；A公司及B公司過去僅在選購頻道數的

多寡給予優惠折扣，不存在行政戶數15%作為

MG之商業慣例，而C公司過去雖有以行政戶數

15%作為MG，然已造成104年起開播的有線電

視業者訂戶數，經換算後需成長達行政戶數22%

以上，在計費折數上始與其競爭者享有相同的交

易條件等因素，認為A公司、B公司及C公司的差

別待遇行為並不具正當理由。

另因有線電視的頻道多透過頻道代理商授

權予有線電視業者播送給消費者收視，其中A公

司、B公司及C公司在頻道代理市場具有相當的

市場力，且所代理的頻道不乏極受觀眾喜愛的主

流頻道，有線電視業者如果無取得該等頻道的授

權，很難爭取到消費者的青睞。A公司、B公司

有線電視頻道授權交易條件差別待遇行為
是否違法？
有線電視俗稱「第四台」，頻道種類相當多元，其中新聞台、戲劇台、綜藝台、電影台等更是極受觀

眾喜愛，取得熱門、主流頻道的播送授權成為有線電視業者爭取消費者不可或缺的利器!!

■撰文＝沈立委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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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C公司藉由新進及跨區有線電視業者對其代理

頻道的需求，以差別待遇行為不當墊高新進及跨

區有線電視業者的經營成本，限縮新進及跨區有

線電視業者以較有利之價格、品質、服務爭取交

易，減損新進及跨區與既有經營區之原有線電視

業者競爭之能力，對新進或跨區業者形成競爭障

礙，甚至可能使其被逐出市場，亦使有意參進市

場競爭之其他有線電視業者卻步而造成市場封鎖

效果，嚴重損及有線電視收視服務市場的競爭。

因此，前述3家頻道代理商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條第2款規定，公平會除令該等公司改正違法

行為外，並分別裁處4,000萬元、4,100萬元及

4,500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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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金好玩遊戲點數公司的業務包含禮物、無

線、遊戲、長途、音樂及增值借記卡等預付產品

的開發。金好玩遊戲點數公司與4大國內便利商

店在內的實體通路業者簽訂契約，於便利商店等

實體通路門市上架銷售具有獨家點數交易模式的

「金鑽遊戲點數卡」，金好玩遊戲點數公司與實

體通路所簽訂的契約內包含獨家交易的條款，限

制通路業者不得銷售其他業者所提供應用相同技

術的遊戲點數卡。檢舉人真精彩遊戲點數公司本

身已投入開發與金好玩遊戲點數公司類似的技術

與系統，但受制於4大便利商店已與金好玩遊戲點

數公司簽訂獨家交易(真精彩遊戲點數公司表示透

過便利商店所銷售的遊戲點數卡占實體通路總銷

售量超過8成以上)，所以除非使用金好玩遊戲點

數公司的系統，否則無法透過便利商店通路銷售

應用相同技術的遊戲點數卡，因此真精彩遊戲點

數公司認為金好玩遊戲點數公司的行為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20條第5款的規定。

事業提出中止調查承諾

公平會在接獲真精彩遊戲點數公司的檢舉後

隨即展開調查，除多次請檢舉雙方提供事證並到

會說明之外，調查對象還包含便利商店等實體通

路，及多家遊戲及數位內容業者。就在調查程序

還在進行中、公平會還沒做最終決定前，金好玩

遊戲點數公司依公平交易法第28條及「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中止調查案件之處理原則」等規定以

書面向公平會提出承諾採行的具體措施。

公平會徵詢真精彩遊戲點數公司及實體通路

業者對於金好玩遊戲點數公司所提具體措施的意

見，並經過金好玩遊戲點數公司的自行修正，最

終具體措施的內容包含縮短與通路業者簽署合作

契約獨家交易條款的有效期間、在與現有實體通

路的獨家交易條款期間屆滿後，不會以任何方

式，禁止、限制或妨礙實體通路業者與其他事業

就應用與「金鑽遊戲點數卡」相同技術點數卡的

銷售進行合作，以及與現有實體通路業者續約或

重新簽約時，不會以獨家交易條款拘束前述業者

不得與金好玩遊戲點數公司的競爭廠商合作。

同意中止調查之緣由

本案自從接獲真精彩遊戲點數公司的檢舉，

至金好玩遊戲點數公司提出承諾前，還沒有作

成處分或不處分的最終決定，也就是說本案仍在

調查程序進行中，而且本案不屬於情節重大的獨

占、聯合行為或垂直價格限制等核心性限制競爭

行為，再加上市場範圍的界定、獨家交易條款對

市場競爭的影響等議題，現有事證不足以認定金

適用公平交易法中止調查制度案例之研討
為期能於維護市場競爭與追訴不法經濟行為間取得平衡，民國104年2月4日公布施行的公平交易法修正

條文，於第28條增訂中止調查制度，並已有案例適用中止調查。

■撰文＝陳浩凱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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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遊戲點數公司是否違法，所以認為本案適用

公平交易法第28條中止調查規定。

本案金好玩遊戲點數公司承諾將獨家交易期

間縮短，一方面可以給予真精彩遊戲點數公司與

已和金好玩遊戲點數公司簽約的便利商店或通路

商就應用與「金鑽遊戲點數卡」相同技術點數卡

銷售業務進行合作的機會，如果真精彩遊戲點數

公司(或潛在競爭者)與便利商店議約順利，則在近

期就可以與金好玩遊戲點數公司所銷售的「金鑽

遊戲點數卡」相互競爭，另一方面可給予真精彩

遊戲點數公司等新進業者取得穩定的銷售通路，

以利其佈署投資及創新，所以金好玩遊戲點數公

司承諾採行的措施足以「重建競爭機會」並回復

競爭。

經考量本案尚符合公平交易法第28條中止調

查規定，所提承諾採行的具體措施足以消除該行

為涉嫌違法的部分、公平會持續投入調查與監督

承諾履行的行政成本等事項，經過公平會委員會

議的決議，同意金好玩遊戲點數公司所承諾採行

的具體措施，本案中止調查。

本案後續監督

金好玩遊戲點數公司依據公平會所指定的期

限提出履行前述承諾事項的證據，該公司已經發

函通知與其簽訂合作契約的實體通路，表示縮短

獨家交易條款的有效期間，而且這些業者可以隨

時與其他業者就應用與「金鑽遊戲點數卡」相同

技術遊戲點數卡的銷售討論可能的合作機會。雖

然目前國內「提供給遊戲或數位內容業者使用之

預付/儲值產品」的市場狀況並無重大變化，公

平會為監督承諾事項的執行，亦要求金好玩遊戲

點數公司於與已簽約的實體通路業者續約或重新

簽約時，必須將契約及相關文件影本提供給公平

會，新簽約的部分也是如此處理。公平會仍將持

續注意市場狀況及金好玩遊戲點數公司承諾事項

的執行情形，以後如果發現金好玩遊戲點數公司

有違反承諾事項或重新再做相同行為的情形，經

過另案調查認為有違法事實應該予以處分，就會

酌量加重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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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A公司於民國104年間曾於臺北市政府主辦之

大型活動場地擺設攤位並辦理摸彩抽獎活動，致

消費者誤認該公司所為之摸彩活動與臺北市政府

有關。另摸彩券所載重要獎項如電視機、機車等

皆未備齊，卻偽稱消費者抽中淨水器獎項，藉以

行銷淨水器及濾心，且民眾於安裝時始知濾心更

換之費用，公平會認為Ａ公司以欺罔手法銷售淨

水器相關產品，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除

令A公司應立即停止該項違法行為，並處以罰鍰。

A公司未停止違法行為，公平會除主動立案調查，

亦陸續接獲多位民眾之檢舉。

再辦摸彩活動

民國105年間A公司再於新北市某社區年貨大

街農特產品特展及桃園市政府主辦之大型活動辦

理摸彩活動，電話通知中獎民眾支付機會中獎稅

金安裝淨水器。經公平會調查，A公司於新北市

某社區年貨大街農特產品特展活動海報載明摸彩

活動獎項包括電視機1台、淨水器30台、腳踏車5

台、小家電等獎品，惟始終無法提供電視機等獎

項之備貨證明，也無法提供中獎名單以供求證。

又查A公司於桃園市政府主辦之大型活動所製發

之摸彩券上載有「3C家電大贈送」，惟僅能提出

活動前曾採購鍋具之發票，無法證實A公司有舉

辦摸彩活動並贈送3C家電。由於A公司於通知中

獎及安裝時，就淨水器價格為不當陳述，致使民

眾誤認淨水器之價格，而與其交易（如誆稱淨水

器原價數萬元，逾建議售價2倍；又稱須支付機

會中獎稅金數千元，實際上做為辦理活動之管銷

費用）。多數淨水器中獎民眾表示，如無中獎通

知，不會安裝該淨水器，也不需因此負擔龐大之

濾心費用。

假摸彩真銷售

A公司於政府機關或團體辦理之活動中，使民

眾誤認摸彩活動與政府機關或團體有關，又藉著

摸彩活動之名及通知中獎方式，招徠無預期交易

心理之民眾，利用民眾射倖心理，偽稱中獎，並

就淨水器價格為不當陳述，致民眾於資訊不對等

情形下，誤認淨水器之價格，以為支付相對小額

款項後即可安裝淨水器，而為交易決定，屬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25條規定。A公司未停止違法行為，至為

明確，故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第42條後段規定加

重罰鍰處分。

中獎淨水器？ 小心，可能是騙局！
事業藉摸彩活動之名，通知中獎，並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消費者誤認而購買淨水器相關產品。消

費者安裝原本沒有需要的淨水器，還需負擔定期更換濾心的費用，不可不慎！

■撰文＝馬明玲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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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國內辛香料製品市場規模雖較其他產業小，

但它們卻是你我生活中最常也最普遍使用的產品之

一。國內辛香料製品業者考量消費族群及偏好差

異，各品牌產品通路、包裝、口味均有所區隔，如

產品銷售以家庭為主，採小包裝販售；以攤商、小

吃店或餐廳等需求較高的客群為主，則採大包裝銷

售。為有效建立銷售網絡並控制營業成本，業者多

透過與超商或賣場業者簽訂銷售契約、設立經銷制

度或自設業務據點進行銷售。

A公司為國內辛香料製品市場3家主力業者之

一，產品以營業用通路為主，透過各區(縣市)經銷

商轉售給下游盤商、攤販或其他小吃業者。為避免

市場競價過於嚴重導致產品市場偏離合理範圍及保

障經銷商利潤，A公司與旗下經銷商約定：「乙方

須以甲方(即A公司)所制訂之行銷建議模式於該市

場上銷售，不可擅自於市場上競價或哄抬價格而破

壞甲方之市場行情，亦不可逾越他區以破壞他區之

市場秩序，違者甲方得以取消當季之返利或逕行解

除並終止本合約⋯⋯」。

競爭分析

國內辛香料種類眾多，可略分為中式辛香料與

西式辛香料。A公司產品銷售以營業用胡椒製品及

其他中式辛香料，如肉桂粉、五香粉、孜然粉等為

主，旗下約有18家經銷商，負責銷售及配送攤商

使用之產品，欲經銷A公司產品，須與其簽訂契約

才可進貨販售。換言之，下游事業如未具產品經銷

資格，除無法向該公司購買產品，亦不易自上游其

他供應業者取得產品。縱A公司亦自行零售產品予

下游食品行或超市業者，惟營業用製品通路仍以經

銷商為主，其限制下游業者轉售產品價格及劃分供

貨區域，將導致攤商或餐廳業者進貨之原料成本僵

固，難取得有競爭性價格之產品。

再據下游業者表示，其曾針對其他區經銷商跨

區或競價情形向A公司反映，希望其出面協調，不

論A公司實務上是否依約執行懲罰措施，實際上已

有拘束經銷商之意涵，也形同干預下游經銷商營業

行為，從而經銷商面對競價或跨區銷售時自求助於

上游供應商處理。再者，A公司亦表示，其負責經

銷業務者約有9人，除定期考核各經銷商銷售業績

並查核市場是否有競價、跨區銷售之情，若發現違

約事項(即競價、跨區銷售)，先以勸導方式處理，

若屢勸不聽或殺價、跨區情形嚴重，將逐漸淡化雙

方合作關係，該限制行為及違約效果，除已對經銷

商之心理造成壓迫，並實質限制下游經銷商自行決

定產品價格及營業範圍之權利，況下游辛香料製品

上下游間的愛恨情仇-限制轉售價格及經銷
區域
國內辛香料製品種類眾多，市場競爭激烈，業者該如何在如此競爭的環境下兼顧下游銷售秩序，拓展

自身規模，又不踩踏法律紅線呢？

■撰文＝陳汝雅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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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鮮有廣告或其他服務性投資而有助於提升品牌

內競爭，其結果除間接削弱同一品牌內個別經銷商

之價格競爭，亦無品質提升之效果。縱A公司主張

其限制下游經銷商轉售價格之理由係為維持各經銷

商間合理利潤，但限制下游經銷商轉售產品價格，

將使下游經銷商所銷售之相關產品維持在高價位，

且較高零售價格除減損消費者利益，同時或有抑制

產品銷售數量之可能。又各經銷商之營業規模、營

業模式及管銷成本均不相同，限制轉售價格已抑制

經銷商自行訂定售價，削弱品牌內競爭，A公司限

制下游經銷商轉售價格及經銷區域行為已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19條第1項及第20條第5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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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A公司預售屋廣告，將法定停車位、陽台、

露臺標示為客廳、廚房、臥室、衛浴室等室內空

間，及於法定空地上標示可建造臥室、衛浴室、

露臺、陽台等，疑涉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21條規定。

按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建築用途等情狀，

為影響消費者承購與否及交易決定之重要因素，

一般消費者據廣告內容僅認知於購屋後得依廣告

揭示之內容使用，難以知悉廣告所載之內容或用

途違反建管法規，廣告主日後雖可提供與廣告相

符之給付，惟因違反相關建築法規，而日後消費

者有遭罰鍰、勒令拆除、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等

行政懲處之風險。

調查結果

經查A公司所興建預售屋建案，其廣告平面

配置圖描述之建築用途等情狀如下：1.建造執照

核准平面圖（下稱建照平面圖）A6-1F所示法定

停車空間，廣告之平面配置圖畫為客廳。2.建照

平面圖A10-1F外廊及其外之空地、2F後陽台、

3F陽台，廣告之平面配置圖畫為臥室及露臺、

衛浴室、臥室使用，2F後陽台外再延伸加蓋。

3.建照平面圖B1-1F法定停車空間及空地、2F陽

台、3F陽台，廣告之平面配置圖畫為客廳及衛浴

室、臥室使用，2F陽台外再延伸加蓋。4.建照平

面圖B3-1F空地、2F陽台、3F陽台、4F陽台及

露台，廣告之平面配置圖畫為臥室、衛浴室及露

台、客廳及廚房、臥室及室內空間、臥室使用，

2F前陽台再延伸加蓋。5.建照平面圖B6-1F空

地、2F陽台、3F陽台，廣告之平面配置圖畫為

臥室及廚房、露臺、臥室及衛浴室、臥室使用，

且2F前、後陽台均延伸加蓋，涉已違反建築法

第25條第1項、第73條第2項規定。消費者依據

前等廣告內容，將誤認建照平面圖核准之停車空

間、陽台均可作為臥室等室內空間之使用，並可

於建照平面圖核准範圍外擅自建造。故廣告表示

內容與實際之差異，足以引起一般消費大眾錯誤

之認知，核屬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且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

規定。

預售屋廣告之糾紛
建商銷售預售屋時，為吸引消費者，將房屋平面配置圖之建築用途違法標示，使人誤認停車位、陽台

可作室內空間使用所生之紛爭。

■撰文＝王宏炫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視察）

 2  2  

 2  2  



15

TAIWAN FTC NEWSLETTER
｜焦點案例｜

案例背景

Y建設公司為銷售B建案，於廣告（A傢俱配

置參考圖、B傢俱配置參考圖）以虛線將部分空

間作為餐廳表示，並於網路刊載。惟查B建案所

在縣市政府核發之建造執照與使用執照，發現該

等以虛線標示之空間原經核准用途為「機房」，

疑涉有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規定。

廣告表示之空間配置須與建造（使用）執

照相符方可合法使用

經公平會調查， Y建設公司坦承廣告所載

虛線空間於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所核准之用途

為「機房」，倘將該等空間規劃作為室內空間

使用，即與所核定用途並不相符。又據B建案所

在地主管機關表示，該建案迄今未有申請變更設

計，倘將機房逕改為室內空間使用恐涉及違反建

築法第73條第2項規定，而有依同法第91條規定

處分之虞。

按不動產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建物用途情狀，

為影響消費者承購與否之重要交易決定因素，一

般消費者據廣告內容，僅認知於購屋後得依廣告

揭示之建物用途使用，而難以知悉廣告所載用途

違反建管法規，而有遭查報、拆除之風險。Y建

設公司之廣告表示，已使消費者誤認B建案之機

房空間，將可供作室內空間使用，該廣告已屬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

條第1項之規定。公平會呼籲消費者於購屋前，

可請建商提供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比對建商所

提供之室內空間等規劃說明是否與執照內容相

符，以保障交屋後能合法使用。

瞎米？！辛苦買到的房子裡有違建
建商每每提供設計精美的傢俱平面配置圖，吸引消費者選屋購物，但這些虛線所標示的空間，真的可

以合法使用嗎？

■撰文＝林彥光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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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公平交易法第25條（下稱本條）為一

概括性規定，為使其適用具體化、明確化與類型

化，公平會訂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

易法第25條案件之處理原則」（下稱本處理原

則），並於民國106年1月13日修正全文，修正

重點如次：

一、修正本條適用之基本原則（第2點）：

明文揭示本條係補遺性質之概括條款，除得

作為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文既有違法行為類型之補

充規定外，對於與既有違法行為類型無直接關聯

之新型行為，亦應依據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及

本條之規範意旨，判斷有無本條補充適用之餘地

（即「創造性補充適用」）。

二、修正本條補充適用「消費者保護」領域之基

本原則及考慮因素（第2點及第3點）：

明定本條於補充適用「消費者保護」領域

時，應以規範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

且涉及公共利益之行為為限，如：（一）事業利

用資訊之不對稱，致多數消費者無充分之資訊以

決定交易；（二）事業憑仗其相對之市場優勢

地位，致多數消費者高度依賴而無選擇餘地；

（三）屬該行業之普遍現象，而廣泛發生消費者

權益受損之虞之情形。

三、修正「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意涵及考慮事

項（第5點）：

修正本條所稱「交易秩序」之意涵，係泛指

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序，可能涉及

研發、生產、銷售與消費等產銷階段，其具體

內涵則為水平競爭秩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

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之交易秩序；並增

列判斷「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考慮事項，除現

有規定外，尚包括行為所採取之方法手段、行為

發生之頻率與規模、行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

等、糾紛與爭議解決資源之多寡、市場力量大

小、有無依賴性存在、交易習慣與產業特性等。

四、修正「欺罔」及「顯失公平」例示之常見行

為類型（第6點及第7點）：

參照公平會歷年來處分案件，修正「欺罔」

及「顯失公平」例示之常見行為類型，並於各行

為類型項下，例示該類型之常見案例，或增訂相

關說明文字：

（一）「欺罔」部分：

１、冒充或依附有信賴力之主體。

修正「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5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
為使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之適用具體化、明確化與類型化，公平會於民國106年1月13日修正「公

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5條案件之處理原則」。

■撰文＝蔣慧怡 
（公平會法律事務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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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未涉及廣告之不實促銷手段。

３、隱匿重要交易資訊。

（二）「顯失公平」部分：

１、以損害競爭對手為目的之阻礙競爭。

２、榨取他人努力成果。

３、不當招攬顧客。

４、不當利用相對市場優勢地位。

５、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

６、補充公平交易法限制競爭行為之規定。

７、妨礙消費者行使合法權益。

 ８、利用定型化契約之不當行為。

五、明定第6點及第7點所列之常見行為類型係例

示規定（第8點）：

明定本處理原則第6點及第7點規定所列者，僅

係例示若干常見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類型，違反

本條規定之情形不以此為限，仍須就特定行為處理

原則（或規範說明）及個案具體事實加以認定。

六、明定高度抄襲行為得另循民事救濟途徑（第

9點）：

民國104年2月4日公平交易法修正後，因公

平交易法第22條已刪除對未註冊著名商標仿冒行

為之行政責任及刑事責任，而採單純民事責任，

故該等行為亦無再適用本條補充規範之餘地，惟

事業倘因他事業涉及未合致公平交易法第22條之

高度抄襲行為而受有損害者，仍得另循公平交易

法民事救濟途徑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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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由於各國對於競爭法之重視程度增

加，加以調查工具精進，競爭法主管機關無不致

力於打擊卡特爾此類嚴重限制競爭行為，並對

於卡特爾參與事業處以高額罰款。最為國人熟知

的，大概就是國內面板廠商因被查獲共同決定價

格而支付巨額罰款，甚至其高階經理人遠渡重洋

到他國去坐牢服刑的例子。

對卡特爾行為之罰責

事實上，因為各國法制體系不同，違反卡特

爾應負之法律責任可分為刑事、行政與民事，競

爭法主管機關依其所屬國家之法律，或提起刑事

追訴，或逕予處分，對卡特爾違法行為之處理方

式各有差異。但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卡特爾

制裁的主要目的均在嚇阻違法行為之產生，不只

是要求違法者立即停止或改正違法行為，高額罰

款更具有嚇阻廠商未來從事相同或類似違法行為

之效果。

課予卡特爾刑事責任之國家，刑責態樣可能

包括：對事業或個人之財產懲罰（罰金）及剝奪

個人之人身自由（有期徒刑），然刑事追訴程序

仍因各國法制而異。以美國為例，卡特爾係由檢

察官進行犯罪事實調查與起訴，至於澳洲、加拿

大等國家，則係由競爭法主管機關發動調查，並

於蒐集證據後移送檢察官起訴。

另有為數眾多國家則是對卡特爾課以行政

罰，即由競爭法主管機關直接依法調查處分。處

分的內容除要求違法者停止違法行為外，同時課

處財產上之不利處分（罰鍰），或甚至剝奪某些

資格，如禁止圍標廠商將來參與競標之機會，或

對個人撤銷其董、監事資格等。競爭法主管機關

在此一法律架構下，得以對是否處分及包括罰鍰

數額在內之處分內容加以決定，具有一定程度之

裁量權。

對卡特爾行為之罰鍰

不論違法責任是刑事或行政罰之國家，最常

見且重要的處分方式就是罰款(包括刑事罰金及

行政罰鍰)。背後主要理由在於高額罰款將使卡

特爾參與廠商從事違法行為風險遠高於所獲利

益，進而嚇阻未來相似違法行為之發生。由於卡

特爾具有限制競爭之本質，全球競爭法主管機關

在過去數十年來都積極針對卡特爾進行查處，

1990年至2013年間對國際卡特爾罰款總額至少

有530億美元。有些新興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對卡

特爾行為之偵測更是快速進步。例如：

1. 2012年，印度競爭委員會（CCI）對11家水

泥製造商及其協會處以670億盧比（約11億美

元）之罰款，為CCI有史以來最大之卡特爾罰

淺論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卡特爾之處分
 近年來各國對競爭法重視程度增加，對限制競爭行為執法不斷加強，處分及罰鍰額度也越來越重。

■撰文＝杜幸峰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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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案件。

2. 2014年，巴西競爭法主管機關（CADE）對長

久經營之6家水泥及混凝土業者聯合決定價格

處以310億巴西幣（約14億美元）之罰款。

3. 2015年哥倫比亞競爭法主管機關（SIC）對14

家製糖公司卡特爾行為處以3,200億比索（約

9,411萬美元）之罰鍰。

4.印尼競爭法主管機關KPPU在2016年對32家

牲畜進口業者及牛肉飼育業者因合謀限制牛肉

供應及提高其價格，處以總計1,070億印尼盾

（約810萬美元）罰鍰。

打擊卡特爾在我國亦為公平會重要執法目

標。公平交易法在2011年修法就針對於重大聯合

行為案件，增列主管機關得對違法事業處上一會

計年度銷售金額百分之十以下罰鍰。2013年12

月，公平會對9家民營電廠以意思聯絡方式，聯

合拒絕調整與台電公司之購售電費率案，即引

用上開條文處9家電廠總計63億2千萬元罰鍰。

該案罰鍰後來雖因被處分人訴願成功而修正為

60億7百萬元，但仍為公平會成立以來最高罰鍰

額度案件。

除了卡特爾外，現在越來越多國家也對於濫

用市場地位的案件處以重罰。最顯著的案例就是

手機晶片製造商高通公司（Qualcomm）涉及手

機晶片授權等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分別在2015

年、2016年被中國大陸及韓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處

以人民幣60.8億元（約9.75億美元）、1.03兆韓

圜(約8.65億美元)罰鍰。

罰鍰處分之法制化與透明化

對於卡特爾僅課以行政責任的國家，由於競

爭法主管機關在罰鍰金額決定有一定裁量空間，

機關裁量之適法性時常受到司法審查之挑戰。例

如：在決定罰鍰金額時，除了要達到處罰與嚇阻

的目的之外，也會考量事業受到的罰鍰是否會影

響其持續營運。如果罰鍰不成比例地高，而使事

業倒閉，則該罰鍰處分可能過度嚇阻而產生對競

爭之反效果或影響其他公共利益因素，因而對事

業之處分之比例性及合理性會在審理過程中予以

考量。競爭法主管機關除於處分理由敘明裁處罰

鍰考量因素，部分競爭法主管機關也開始採行立

法或修訂指導原則，一定程度地具體化罰鍰裁量

因素。透過這些原則，一方面廠商可以較為明確

瞭解違法可能之法律效果，而達到預定之嚇阻效

果；另一方面，這些指導原則也有助於促進競爭

法主管機關罰鍰之一致性，減少行政機關在個別

案件之恣意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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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來全球企業併購風氣盛行，根據國際併

購調查機構Dealogic之統計數據顯示，民國104

年與105年全球併購交易規模分別為4.4兆美元及

3.7兆美元，是歷來全球併購交易規模最為活躍

的年代。而公平會105年受理事業申報結合案件

達71件，亦為近10年之最高案件數。除了企業併

購規模與結合案件數有顯著增加外，部分結合案

件或因涉及國內相關產業之整體發展，也易受到

輿論各界所關注，例如105年間國內半導體封裝

與測試產業之結合案，由於兩家參與結合事業一

開始並未達成合意併購，兩造事業對於結合之意

願與影響等看法歧異，是以該結合案件初期相關

事業與學者專家，均曾就該結合案對於半導體封

測產業限制競爭與國內整體經濟之影響，於報章

媒體各抒己見，甚至針鋒相對，公平會就該結合

案對外徵詢意見，總計收受超過7,000則以上意

見，也使得公平會對於結合案件之考量因素與審

理標準受到各界關注。

水平結合案件考量因素

公平會為使事業申報結合案件之審理標準更

臻明確，俾利事業遵循，於民國95年即訂定「公

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

該處理原則第9點即針對公平會審查事業申報水

平結合限制競爭效果之各項考量因素，如單方效

果、共同效果、參進程度、抗衡力量與其他影響

限制競爭效果之因素逐點加以說明。由於一般民

眾最為關切事業結合後是否漲價的問題，也就是

結合案件所可能產生之單方效果與共同效果的部

分，茲將處理原則之說明摘述如下：

一、單方效果：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因消除彼

此競爭壓力，而得以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

酬之能力。前揭情形，可依結合前後市場集

中度變化、參與結合事業市場占有率、非參

與結合事業市場占有率及供給反應程度、買

方對價格變動的反應程度加以評估。

二、共同效果：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與其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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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情形可依事業家數、市場集

中度、參進障礙、產品同質性、事業間規模

與成本之對稱性、市場透明度、交易模式、

產能利用率、是否存在擁有獨特競爭誘因且

可影響市場競爭程度之事業，及該事業是否

為參與結合事業等加以評估。

前揭文字已大致說明單方效果與共同效果之

意義及考量因素，惟並未進一步說明或提供一些

實際可操作之評估方法，是以本文乃參考2011年

美國AT&T欲收購T-Mobile案之實際案例，簡介如

結合案件之單方效果與共同效果評估方法
 結合案件之單方效果與共同效果，向為競爭法主管機關審理水平結合案件之重點考量因素。本文

參考美國AT&T與T-Mobile之結合案例，以簡單的數學公式計算，說明UPPI與CPPI等經濟分析指標之運

用，提供結合案件之單方效果與共同效果評估方法。

■撰文＝王性淵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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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運用參與結合事業之市占率與利潤率等數據，

計算其GUPPI、UPPI與CPPI等經濟分析指標，並

用以評估水平結合案件之單方效果與共同效果。

說明案例

2 0 1 1年美國 A T & T  宣佈將收購美國

T-Mobile，美國司法部對於 AT&T 併購案存在市

場過度集中，對於未來整體美國無線電信市場的

未來發展產生疑慮，以及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對

此項併購案也存在很大疑慮之下，終使AT&T 放

棄收購 T-Mobile。在此併購案中，美國第3大行

動通訊營運商 Sprint 也表示反對意見，並委請

Serge X. Moresi、David Reitman、Steven C. 

Salop、Yianis Sarafidis等經濟學家針對此案進

行評估1，本文乃參考前揭學者之論文內容，簡

介單方效果與共同效果之評估方法。依前揭學者

論文內容，2011年美國無線電信市場主要業者與

市占率分別為：Verizon：39%、AT&T：32%、

T-Mobile：11%，另該論文假設前揭相關業者之

利潤率為70%。

一、單方效果

依據經濟學家的研究，我們可以運用參與結

合事業的市占率（ is 、 js ），推估其相互間之
移轉率（ ），再搭配事業之產品售價（ 、

）、利潤率（ iM 、 jM ）與結合所可能產生之

效率權數（ e）數據，即可簡單推估其可能產生

之單方效果。

（一）移轉率：當產品與其他替代品間之替代

彈性皆相同時，i事業漲價後，由i事業

至j事業的移轉率可以市場占有率之方式

表示如下： 

因此，我們可以將AT&T與T-Mobile之

市占率分別代入上述的數學式，以推估其相

互間之移轉率如下：

AT&T對T-Mobile之移轉率：

11%/(1-32%)=16.18%

T-Mobile對AT&T之移轉率：

32%/(1-11%)=35.96%

以上係基於特定之產品特性假設條件

下，以市占率簡單推估事業間之移轉率，惟

不同產業與產品之產銷特性未必皆符合相關

前提假設，參與結合事業或競爭法主管機關

亦可參考相關產業調查報告或產業年鑑，或

針對相關產品之上、下游業者或消費者進行

問卷調查，以綜合評估事業間之移轉率。

（二）向上調價壓力毛指標（gross upward 

pricing pressure index；GUPPI）：衡

量事業因結合後，進而產生向上調價誘

因之指標，其簡要計算公式如下：

    依據經濟學家的研究，我們可以運用參與結合事業的市占率（ is 、

js ），推估其相互間之移轉率（ ），再搭配事業之產品售價（ 、 ）、

利潤率（ iM 、 jM ）與結合所可能產生之效率權數（ e）等數據，即可簡
單推估其可能產生之單方效果。  

（一）移轉率：當產品與其他替代品間之替代彈性皆相同時， i事業漲價

後，由 i事業至 j事業的移轉率可以市場占有率之方式表示如下：   

 
i

j
ij s

s
D




1
移轉率：      is ： i事業之市占率     js ： j事業之市占率  

    因此，我們可以將 AT&T 與 T-Mobile 之市占率分別代入上述的數學

式，以推估其相互間之移轉率如下：  

AT&T 對 T-Mobile 之移轉率：  

11%/(1-32%)=16.18% 

 

T-Mobile 對 AT&T 之移轉率：  

32%/(1-11%)=35.96% 

 

    以上係基於特定之產品特性假設條件下，以市占率簡單推估事業間之

移轉率，惟不同產業與產品之產銷特性未必皆符合相關前提假設，參與結

合事業或競爭法主管機關亦可參考相關產業調查報告或產業年鑑，或針對

相關產品之上、下游業者或消費者進行問卷調查，以綜合評估事業間之移

轉率。  

 

（二）向上調價壓力毛指標（gross upward pricing pressure index；GUPPI）：

衡量事業因結合後，進而產生向上調價誘因之指標，其簡要計算公

式如下：  

i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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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i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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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GUPPI 
 

    由於美國無線電信市場競爭激烈，因此假設 AT&T、T-Mobile 之電信由於美國無線電信市場競爭激烈，因此

假設AT&T、T-Mobile之電信產品價格相同

（ 、 ），並假設兩事業之利潤率（ iM

、 jM ）皆為70%，代入上述的數學式，以
推估其相互間之GUPPI如下：

 AT&T對T-Mobile之GUPPI：

T-Mobile對AT&T之GUPPI： 

經計算AT&T與T-Mobile結合後，在美

國無線電信市場之GUPPI值分別為11.32%

及25.17%，均大於5%（通常以大於或小於
1Serge X. Moresi、David Reitman、Steven C. Salop、Yianis Sarafidis (2011), Gauging Parallel Accommodating Conduct Concerns with the CP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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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16.18%*70.00%*1iGUPP

產品價格相同（ 、 ），並假設兩事業之利潤率（ iM 、 jM ）皆為 70%，

代入上述的數學式，以推估其相互間之 GUPPI 如下：  

AT&T 對 T-Mobile 之 GUPPI：
 

11.32%16.18%*70.00%*1 iGUPPI
 

T-Mobile 對 AT&T 之 GUPPI：  

25.17%35.96%*70.00%*1 jGUPPI
 

經計算 AT&T 與 T-Mobile 結合後，在美國無線電信市場之 GUPPI 值分別

為 11.32%及 25.17%，均大於 5%（通常以大於或小於 5%作為判斷標準），顯示

AT&T 與 T-Mobile 結合後有漲價之可能。  

 

（三）向上調價壓力淨指標（upward pricing pressure index; UPPI）：  

      在計算出 GUPPI 後，倘進一步考量結合可能產生之效率或降低成本

等因素，以衡量水平結合對產品價格產生影響的指標，其簡要計算

公式如下：  

    )1( iijj
i

j
i MeDM

p
p

UPPI   

    所有變數與計算 GUPPI 時相同，另假設結合後產生的綜效為 e，並假

設 e為 5%（結合之效率權數並非固定，參與結合事業可就結合後所可能節

省之重複研發成本、提高設備稼動率等因素，具體試算該結合案所可能產

生之結合綜效權數），代入上述的數學式，以推估其相互間之 UPPI 如下： 

AT&T 對 T-Mobile 之 UPPI：  

9.82%70%)-5%(1-16.18%*70%*1 iUPPI
 

    
T-Mobile 對 AT&T 之 UPPI：  

    

2 3 . 6 7 %7 0 % )-5 % ( 1-3 5 . 9 6 %*70%*1 jUPPI          

    經計算 AT&T 與 T-Mobile 結合後，在美國無線電信市場之 UPPI 值分別為

9.82%及 23.67%，均大於 0（通常以大於或小於 0 作為判斷標準），顯示倘將結

產品價格相同（ 、 ），並假設兩事業之利潤率（ iM 、 jM ）皆為 70%，

代入上述的數學式，以推估其相互間之 GUPPI 如下：  

AT&T 對 T-Mobile 之 GUPPI：
 

11.32%16.18%*70.00%*1 iGUPPI
 

T-Mobile 對 AT&T 之 GUPPI：  

25.17%35.96%*70.00%*1 jGUPPI
 

經計算 AT&T 與 T-Mobile 結合後，在美國無線電信市場之 GUPPI 值分別

為 11.32%及 25.17%，均大於 5%（通常以大於或小於 5%作為判斷標準），顯示

AT&T 與 T-Mobile 結合後有漲價之可能。  

 

（三）向上調價壓力淨指標（upward pricing pressure index; UPPI）：  

      在計算出 GUPPI 後，倘進一步考量結合可能產生之效率或降低成本

等因素，以衡量水平結合對產品價格產生影響的指標，其簡要計算

公式如下：  

    )1( iijj
i

j
i MeDM

p
p

UPPI   

    所有變數與計算 GUPPI 時相同，另假設結合後產生的綜效為 e，並假

設 e為 5%（結合之效率權數並非固定，參與結合事業可就結合後所可能節

省之重複研發成本、提高設備稼動率等因素，具體試算該結合案所可能產

生之結合綜效權數），代入上述的數學式，以推估其相互間之 UPPI 如下： 

AT&T 對 T-Mobile 之 UPPI：  

9.82%70%)-5%(1-16.18%*70%*1 iUPPI
 

    
T-Mobile 對 AT&T 之 UPPI：  

    

2 3 . 6 7 %7 0 % )-5 % ( 1-3 5 . 9 6 %*70%*1 jUPPI          

    經計算 AT&T 與 T-Mobile 結合後，在美國無線電信市場之 UPPI 值分別為

9.82%及 23.67%，均大於 0（通常以大於或小於 0 作為判斷標準），顯示倘將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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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為判斷標準），顯示AT&T與T-Mobile

結合後有漲價之可能。

（三）向上調價壓力淨指標（upward pricing 

pressure index; UPPI）：

在計算出GUPPI後，倘進一步考量結合

可能產生之效率或降低成本等因素，以衡量

水平結合對產品價格產生影響的指標，其簡

要計算公式如下：

產品價格相同（ 、 ），並假設兩事業之利潤率（ iM 、 jM ）皆為 70%，

代入上述的數學式，以推估其相互間之 GUPPI 如下：  

AT&T 對 T-Mobile 之 GUPPI：
 

11.32%16.18%*70.00%*1 iGUPPI
 

T-Mobile 對 AT&T 之 GUPPI：  

25.17%35.96%*70.00%*1 jGUPPI
 

經計算 AT&T 與 T-Mobile 結合後，在美國無線電信市場之 GUPPI 值分別

為 11.32%及 25.17%，均大於 5%（通常以大於或小於 5%作為判斷標準），顯示

AT&T 與 T-Mobile 結合後有漲價之可能。  

 

（三）向上調價壓力淨指標（upward pricing pressure index; UPPI）：  

      在計算出 GUPPI 後，倘進一步考量結合可能產生之效率或降低成本

等因素，以衡量水平結合對產品價格產生影響的指標，其簡要計算

公式如下：  

    )1( iijj
i

j
i MeDM

p
p

UPPI   

    所有變數與計算 GUPPI 時相同，另假設結合後產生的綜效為 e，並假

設 e為 5%（結合之效率權數並非固定，參與結合事業可就結合後所可能節

省之重複研發成本、提高設備稼動率等因素，具體試算該結合案所可能產

生之結合綜效權數），代入上述的數學式，以推估其相互間之 UPPI 如下： 

AT&T 對 T-Mobile 之 UPPI：  

9.82%70%)-5%(1-16.18%*70%*1 iUPPI
 

    
T-Mobile 對 AT&T 之 UPPI：  

    

2 3 . 6 7 %7 0 % )-5 % ( 1-3 5 . 9 6 %*70%*1 jUPPI          

    經計算 AT&T 與 T-Mobile 結合後，在美國無線電信市場之 UPPI 值分別為

9.82%及 23.67%，均大於 0（通常以大於或小於 0 作為判斷標準），顯示倘將結

所有變數與計算GUPPI時相同，另假設

結合後產生的綜效為 e，並假設 e為5%（結

合之效率權數並非固定，參與結合事業可

就結合後所可能節省之重複研發成本、提

高設備稼動率等因素，具體試算該結合案

所可能產生之結合綜效權數），代入上述

的數學式，以推估其相互間之UPPI如下：

AT&T對T-Mobile之UPPI： 

T-Mobile對AT&T之UPPI：

經計算AT&T與T-Mobile結合後，在美

國無線電信市場之UPPI值分別為9.82%及

23.67%，均大於0（通常以大於或小於0作

為判斷標準），顯示倘將結合所可能產生節

省成本之結合綜效納入考量，並將效率權數

假設為5%進行評估，其結合後仍有漲價之

可能。

二、共同效果

CPPI模型主要是衡量兩家事業在結合

後，與產業內其他水平競爭同業共同提高價

格之誘因，其模型如下：假設i廠商與k廠商

結合，使得i與j廠商產生共同效果，而皆提

高價格之行為。此模型係以△CPPI來衡量

共同效果之大小，△CPPI=合併後之CPPI-

合併前CPPI，倘△CPPI為正，代表i與k結

合後，i廠商與產業內其他水平競爭同業j廠

商可能會有共同提高價格之誘因，其共同效

果會增加，其簡要計算公式如下：

按min係取括弧中兩者之最小值

上述計算公式主要涉及事業之利潤率

（ iM 、 jM ）、銷售量（ iq 、 jq ）、移轉率

（Di j、Dj i）、價格彈性（ ie 、 je ），以及

折現率（δ ）等變數，將本案參與結合事業
AT&T與產業內其他水平競爭同業Verizon之

相關產銷數據代入上述的數學式，以推估其

相互間之CPPI如下：

合併前CPPI：

min[64%*70%/(1-64%)=1.24；47%*70%/

(1-47%)=0.62]=0.62

合併後CPPI：

min[64%*70%/(1-64%)=1.24；75%*70%/

(1-75%)=2.10]=1.24

由於合併後之CPPI與合併前CPPI之差

額△CPPI=1.24-0.62=0.62大於0（通常以

大於或小於0作為判斷標準），顯示AT&T與

T-Mobile結合後，可能與產業內其他水平競

爭同業Verizon共同調漲價格。

結語

隨著全球併購風潮的盛行，國內事業申報結

合所可能產生節省成本之結合綜效納入考量，並將效率權數假設為 5%進行評

估，其結合後仍有漲價之可能。  

 

二、共同效果  

    CPPI 模型主要是衡量兩家事業在結合後，與產業內其他水平競爭同業

共同提高價格之誘因，其模型如下：假設 i廠商與 k廠商結合，使得 i與 j廠

商產生共同效果，而皆提高價格之行為。此模型係以CPPI 來衡量共同效

果之大小，CPPI=合併後之 CPPI-合併前 CPPI，倘CPPI 為正，代表 i與 k

結合後，i廠商與產業內其他水平競爭同業 j廠商可能會有共同提高價格之

誘因，其共同效果會增加，其簡要計算公式如下：  

CPPI=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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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計算公式主要涉及事業之利潤率（ iM 、 jM ）、銷售量（ iq 、 jq ）、

移轉率（ ijD 、 jiD ）、價格彈性（ ie 、 je ），以及折現率（  ）等變數，將

本案參與結合事業 AT&T 與產業內其他水平競爭同業 Verizon 之相關產銷

數據代入上述的數學式，以推估其相互間之 CPPI 如下：  

合併前 CPPI：  

min[64%*70%/(1-64%)=1.24；47%*70%/(1-47%)=0.62]=0.62 

合併後 CPPI：  

min[64%*70%/(1-64%)=1.24；75%*70%/(1-75%)=2.10]=1.24 

由於合併後之 CPPI 與合併前 CPPI 之差額CPPI=1.24-0.62=0.62 大於

0（通常以大於或小於 0 作為判斷標準），顯示 AT&T 與 T-Mobile 結合後，

可能與產業內其他水平競爭同業 Verizon 共同調漲價格。  

合所可能產生節省成本之結合綜效納入考量，並將效率權數假設為 5%進行評

估，其結合後仍有漲價之可能。  

 

二、共同效果  

    CPPI 模型主要是衡量兩家事業在結合後，與產業內其他水平競爭同業

共同提高價格之誘因，其模型如下：假設 i廠商與 k廠商結合，使得 i與 j廠

商產生共同效果，而皆提高價格之行為。此模型係以CPPI 來衡量共同效

果之大小，CPPI=合併後之 CPPI-合併前 CPPI，倘CPPI 為正，代表 i與 k

結合後，i廠商與產業內其他水平競爭同業 j廠商可能會有共同提高價格之

誘因，其共同效果會增加，其簡要計算公式如下：  

CPPI=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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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計算公式主要涉及事業之利潤率（ iM 、 jM ）、銷售量（ iq 、 jq ）、

移轉率（ ijD 、 jiD ）、價格彈性（ ie 、 je ），以及折現率（  ）等變數，將

本案參與結合事業 AT&T 與產業內其他水平競爭同業 Verizon 之相關產銷

數據代入上述的數學式，以推估其相互間之 CPPI 如下：  

合併前 CPPI：  

min[64%*70%/(1-64%)=1.24；47%*70%/(1-47%)=0.62]=0.62 

合併後 CPPI：  

min[64%*70%/(1-64%)=1.24；75%*70%/(1-75%)=2.10]=1.24 

由於合併後之 CPPI 與合併前 CPPI 之差額CPPI=1.24-0.62=0.62 大於

0（通常以大於或小於 0 作為判斷標準），顯示 AT&T 與 T-Mobile 結合後，

可能與產業內其他水平競爭同業 Verizon 共同調漲價格。  

其中

23.67%70%)-5%(1-35.96%*70%*1 ==jUPPI

9.82%70%)-5%(1-16.18%*70%*1 ==iUP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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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案件數也呈現增加的趨勢，由於事業結合後對

於相關產品價格可能產生之影響，如單方效果或

共同效果，不僅為上、下游相關業者或消費者所

關切，亦為競爭法主管機關審理結合案件之重點

考量因素。本文參考美國AT&T與T-Mobile之結

合案例，試圖以相關事業之市占率與利潤率等

變數，藉由簡單的數學公式計算，說明UPPI與

CPPI等經濟分析指標之運用，提供結合案件之

單方效果與共同效果評估方法，惟文中所使用的

數學公式與許多變數，皆隱含有諸多前提假設，

其所推估之結果亦僅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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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大家還在享受熱鬧的春節節慶時，公平

會新任主任委員黃美瑛走馬上任了，由於公平會

委員是任期制，依規定新任主委必須於2月1日交

接上任，雖然當天大年初五還在春節年假中，仍

有為數不少的貴賓及公平會近百位同仁於年假中

前來參加此交接盛會，卸任主任委員吳秀明、新

任主任委員黃美瑛，在政務委員陳添枝監交下，

完成專業對專業的傳承，新任副主委彭紹瑾、新

任委員郭淑貞及洪財隆亦於同日上任，公平會第

9屆委員全員到齊。

黃主委生長於臺北市，求學過程順利，中小

學教育養成實事求是的認真態度，國中畢業時獲

得全校名列前茅的優異成績，考進北一女中，之

後取得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學士、碩士後

進入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服務，期間考取名

額極少的教育部「工業經濟學門」公費留學考

試，於民國71年12月赴美，76年12月取得美

國喬治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隨即回國任教

於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89年改制為臺北大

學）經濟學系，歷任副教授、教授及系主任。

94年獲推薦借調擔任行政院公平會委員（94年

8月1日至99年2月1日)。由於她在美國博士論

文主題即為反托拉斯經濟學，因而在擔任公平

會委員期間，非常認真投入且亟思有所貢獻。

借調期滿後回到學校，於99年8月1日至102年7

月31日擔任臺北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接著申

請到中研院人文社會中心休假研究1年之後，再

度回校擔任臺北大學經濟系系主任至106年1月

31日。黃主委在臺北大學期間，除教學、研究

外，亦參與學校多項行政工作，包括學務處生

輔組組長、進修推廣部教學組組長、社科院台

灣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經濟系系主任及社科院

院長，多方磨練其行政管理能力，開拓寬廣的

視野；黃主委在學術領域上專攻計量經濟學、

反托拉斯經濟學及產業經濟學等，加上公平會

委員4年多的政務歷練，使其兼具學術理論與實

務經驗，在公平交易法專業領域上獨具一格。

公平交易法的立法宗旨係在於維護交易秩序

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

之安定與繁榮。公平會成立已25年，無論在公平

交易法規與制度之建立，市場競爭機制與秩序之

維護，國際交流與合作之發展等各方面，均已奠

定相當的基礎。黃主委此次再回公平會，以其對

公平會業務的熟稔、豐富的學經歷練，多年來持

新年新氣象，黃美瑛接掌公平會

■撰文＝李月嬌 
（公平會秘書室簡任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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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關注公平交易法領域，及深切的自我期許，對

於未來4年任期擬訂了相當具體的六大施政與工

作方向，包括加強跨部會協調與合作，共同維護

市場競爭秩序；完備法制，有效查處情節重大之

限制競爭行為；研議新經濟時代競爭政策之因應

及執法原則；強化多層次傳銷管理，適時遏止違

法多層次傳銷行為；深化國際競爭法之交流，參

與跨國執法合作；以及關注重點產業市場行為，

加強競爭倡議。

新官上任，黃主委除了要面對繁重的會務、

主持委員會議、參與各項會議外，更經歷了赴立

法院備詢的初體驗，行程滿檔，還好她對公平會

業務本身已相當熟悉，所以很快進入狀況，充分

掌握業務的重點。工作之餘，假日如有閑暇時間

會去從事她喜愛的爬山健行及球類活動，藉以持

續鍛鍊體力，盼能在忙碌的工作下仍能保持神采

奕奕並積極任事。

值此公平會成立25週年之際，在全球化競爭

日益激烈，國際貿易與跨國企業不斷擴大且衝擊

各國市場經濟的年代，主管我國市場經濟競爭秩

序的公平會也面對違法態樣更多元的挑戰，承擔

日益龐大的執法責任。黃主委以其豐富的專業學

識、實務經驗及行政管理工作歷練，相信必在新

職務上勝任愉快，肩負起公平會承先啟後的重責

大任，她將帶領公平會優秀的執法團隊，為維護

市場競爭秩序與消費者利益而努力，依法獨立行

使職權，秉公執法，善盡職責，為所當為，群策

群力，共同開創公平會迎接新經濟時代競爭政策

的新紀元。

公平會卸新任主任委員交接典禮：卸任主委吳秀明(左)、政務委員陳添枝(中)、新任主委黃美瑛(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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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立國內公平合理的競爭秩序，公平會除辦理檢舉案、申請聯合行為案、結合申報案及請釋案

外，並積極主動對可能涉及違反公平會主管法規，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成立專案調查。民國105年公平

會成立主動調查案件計349件，進行審理461件（含截至104年底未結112件），完成360件，平均每案

結案天數115天（圖1）；自81年創會累計至105年底成立之主動調查案計3,745件，已處理完成3,644

件，結案率達97.3％。

就投入資源觀察，民國105年完成360件專(個)案，計投入2,530人次，受查之事業1,690家，舉

辦公聽或座談會1場。依案件處理結果分析，因違法而作成處分之主動調查案件計91件（占完成件

數25.3％；計發出97件處分書，處分129家事業）、不處分112件（占31.1％）、行政處置2件（占

0.6％）、停止調查148件（占41.1％）；自81年創會累計至105年底完成主動調查3,644件，經作成處

分1,187件（占32.6％），計發出處分書1,337件，受處分事業達1,904家（表1）。

圖1　主動調查案平均結案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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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動調查案處理結果統計

民國105年主動調查案發出97件處分書，裁處罰鍰金額達1億7,633萬元；依違反公平交易法之

行為態樣分析（同時違反2條以上條文採重複計算原則），以違反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為51件

（占52.6％）最多，其次為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28件（占28.9％）、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11件（占

11.3％）（圖2）；就罰鍰金額觀察，以違反差別待遇行為1億2,600萬元最多，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

告行為3,580萬元次之。

圖2　105年主動調查案件處分書件數97件-按違法行為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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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日於公平會舉行卸新任主任委員交接典禮。

■ 2月18日與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於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共同舉辦該學會「106年度第一次學術
研討會」。

民國106年1、2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1-2.公平會舉行卸新任主任委員交接典禮。
3-4.與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於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共同舉辦該學會「106年度第一次學術研討會」。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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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2月6日、8日參加ICN結合及卡特爾工作小組電話研討會。

■ 2月13日至18日出席於美國華盛頓舉辦之「ICN結合調查技巧研討會」。

■ 2月20日至28日出席於越南芽莊舉辦之APEC第1次經濟委員會及競爭法相關會議。

民國106年1、2月份國際交流活動一覽

1.公平會出席於美國華盛頓舉辦之「ICN結合調查技巧研討會」。
2.公平會出席於越南芽莊舉辦之「APEC運用競爭評估消除貨品與服務業之貿易及商業障礙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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