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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垂直整合事業供給的產品或服務是生產下游產品的必要投入，而該垂直整合事

業於投入供給的上游市場享有主導地位，卻採取使下游市場競爭者無利可圖的定價

策略，以達到最終將競爭對手逐出下游市場的目的，此即所謂價格擠壓。這是電信

主導事業常見的濫用市場力行為。歐盟電信自由化之後，仍有既存主導事業繼續維

持其市場力於不墜，電信法規的「事前」管制手段，尚難有效處理主導事業的排他

定價行為，故積極於電信法領域導入競爭法原理原則，並強化與改善競爭法的「事

後」執行模式。近年歐盟於電信業適用競爭法，已明確由概念或形式分析轉向系統

性的經濟分析，重視價格擠壓是否造成市場封鎖，並損害傷害消費者利益，並發布

「指導文件」對外詳予闡明。 

我國電信業開放競爭的政策方向與歐盟一致，但公平法於電信業的管制作用相

較於歐盟薄弱甚多，參考歐盟電信法規與實務，公平會可在「市場主導者」、市場

界定與加強競爭法執行等三個方向，採取積極的作為，有助於我國電信競爭環境的

健全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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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電信市場開放以後，我國以產業法與競爭法雙軌並行對電信業實施管制；基於

「不對稱管制」理念，依電信法加諸所謂市場主導者各類「事前」的約束，並在市

場上配合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平法」）的執行，以建立公平競爭環境。但即

使如此，新進業者仍不易與既有市場主導者競爭，市場主導者仍維持相當市場力

量，在定價行為上經常有濫用市場力之虞的爭議。與歐盟相較，其情形與我國有相

似之處。八○年代後期歐盟實施電信自由化政策，在強化開放規範之餘，並輔以競

爭法的執行，特別是將競爭法原則導入歐盟電信規範「架構指令」1中，事實上現

今的歐盟是以競爭思維，指引整個電信產業的管理與管制，即使在特定領域認為有

實施事前管制的必要，其念茲在茲者始終是能否達成促進競爭、有利於消費者的目

的，因此競爭法可謂有「凌駕」產業法，成為建立電信業競爭秩序最主要的工具2。

然而按歐盟電信自由化的經驗，即使有完整的事前管制，歐盟電信市場依然未能達

到真正的有效競爭，促使執委會更重視競爭法的執行強度，並精進其執行方法。電

信業競爭大多環繞在市場主導者濫用市場力（abusive behaviors or exclusionary 

conduct by dominant undertakings）的探討，歐盟在考量電信技術發展與數位匯流趨

勢相關因素後，就競爭法之於電信業應如何被妥當的適用，俾利於數位歐洲總體目

標的實現，執委會特別發布了指導文件，闡明歐盟將如何以更為經濟面向的思考，

處理電信競爭議題，價格擠壓則正是市場主導者濫用市場力的典型態樣，本文即以

此為核心，探討歐盟競爭法於電信「事後」管制上的作用，期由整體法制面與個案

                                                      
1 Directive 2002/21/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7 March 2002 on a common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OJ L 108, 33 (2002).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Framework Directive”)  

2 依歐盟電信規範「架構指令」前言的說明，只有在「市場欠缺有效競爭」且競爭法救濟手段

未能有效處理相關問題的特殊情況下，才有對特定事業課以「事前」義務的必要；換言之，在歐

盟競爭法的執行應優先於依電信法「事前」管制措施的採行。原文如下：It is essential that ex ante 
regulatory obligations should only be imposed where there is not effective competition, i.e. in markets 
where there are one or more undertakings with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and where national and 
Community competition law remedies are not sufficient to address the problem…, see recital 27 of 
Framework Directive, supra not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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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面汲取經驗，並嘗試提出建議，作為我國面對同樣議題的借鏡。 

二、 經濟觀點（more economic-based approach）的 

管制策略－「指導文件」的內涵 

(一) 背景說明 

歐盟競爭法原本就有多重立法目的，但近年執委會特別重視經由保護競爭及分

配的效率，達成增進消費者利益的效果。特別在適用「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

（前身即為「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2 條）時，主管機關如何選擇評量的標準，以

評估具主導地位事業的市場行為是否有害競爭（competitive harm），關係歐盟競爭

政策的目標是否得以落實。一般而言，過去歐盟通常以論理的、形式的（legalistic 

or formalistic）審查方式（a form-based approach），來決定事業特定行為應否視為

濫用市場力的表現，而不討論其可能促進競爭效果3，因而招致許多批評。為回應外

界的質疑，執委會啟動一連串的改革，將經濟分析學說導入競爭法的執行4，針對獨

占事業濫用市場力的部分，執委會在 2008 年提出一份闡釋性文件，全名為「執委

會適用『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2 條於主導事業濫用排他行為的執行優先性」5（以

                                                      
3 參見 Rober O’Donoghue and A. Jorge Padilla,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Article 82 EC, Oxford: 

Hart Publishing, Chapter IV (2006).  
4 其行動表現例如為事業間聯合行為的執行，執委會自 1999 年起陸續修正發布事業間垂直協

議、水平協議、技術移轉協議適用的群體除外規則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s)，及其相關的闡

釋性指導原則，都呈現導入經濟分析的思考。 
5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Guidance on the Commission’s enforcement priorities in 

applying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to abusive exclusionary conduct by dominant undertaking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Guidance Paper),” 2009/C 45/02, 7-20 (2009). 里斯本條約 (Treaty of Lisbon 
amending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在 2009
年 12 月 1 日生效，該條約的重點之一就是修正並整合既有的「歐洲聯盟條約」及「成立歐洲共同

體條約」(歐體條約)；修正後歐盟條約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以及歐盟運作條約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 成為歐盟的成立基礎與法源，二條約在法

律上具有相同地位，其中歐盟運作條約就是由歐體條約修正而來。依規定此後所有「歐洲共同

體」這個用詞，一律以「歐盟」取代，在組織的概念上，歐盟已正式取代並繼承歐體，成為有法

律人格的組織體。在歐體時代執行競爭法的依據為歐體條約第 81, 82 條，經里斯本條約的調整

後，目前歐盟競爭法的基礎法源為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102 條，雖前後條次有所更動，但規範內

容仍維持不變，有關獨占與濫用市場力的管制，其討論依據即為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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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簡稱為「指導文件」（Guidance Paper）），說明其執行「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的方法，該文件中就認定事業是否違法濫用市場力，提出了新的方法論，也就是

以「經濟與效益導向」（economics and effects-based approach）模式，分析市場上主

導廠商的行為所產生的實際與潛在效果。雖然本「指導文件」在性質上為一項「通

知」（communications），與其他「指導原則」（guidelines）同屬於軟法的範疇，

用以調和歐盟與各會員國在管制政策或執行上的基本立場，對各會員國執法機關及

法院沒有拘束力，也不影響歐洲法院對競爭法條文的解釋權，但倘無正當理由，執

委會不應違背其自行發布的「指導文件」，而實務上各會員國相當程度上也遵循

「指導文件」所建立的分析模式及相關標準6，因此就維持歐盟各國適用「歐盟運作

條約」第 102 條的一致性以避免歧異方面，執委會展現有效的領導作用。 

(二) 「指導文件」與電信業價格擠壓 

在「指導文件」提出前數年，執委會即宣示未來歐盟競爭法的執行應充分符合

經濟學理7；2005 年執委會競爭總署（DG Competition）發表了「討論文件」

（Discussion Paper）8，它是以執行機關的立場，說明具主導地位的事業的排他行為

（exclusionary conducts by dominant firms）應如何適用「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討論文件」首先確立了執委會未來將以經濟學作為執法的基礎，爾後即以此

「討論文件」為藍本，匯集了執委會與各會員國執行機關數年廣泛的討論後，對外

正式提出「指導文件」9。 

「指導文件」指出，對於事業排他行為的執行選擇，執委會在考量個案的特殊

                                                      
6 Martin Andreas Gravengaard & Niels Kjærsgaard, “The EU Commission guidance on exclusionary 

abuse of dominance－and its consequences in practice,” 31 (7)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Review,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E.C.L.R.], 287 (2010). 

7 Mario Monti, “The EU Gets New Competition Powers for the 21st Century,” Competition Policy 
Newsletter, Special Edition, European Commission, 1,4 (2004). 

8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Competition, “Discussion Paper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2 of the Treaty 
to Exclusionary Abuses,” http://www.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art82/discpaper2005.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9/1.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Discussion Paper”)  

9 執委會在正式提出「指導文件」前與各會員國主管機關進行廣泛的討論與溝通，因此對「指

導文件」的內容歐盟各會員國已有高度共識，此有利於「指導文件」的被遵守並確保法律適用的

一致性。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Memo/08/761,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08-
761_en.ht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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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或環境下，將特別重視損害消費者福利行為的管制10。進一步言之，執委會必

須應用經濟學的分析技術與經驗證據，確認市場是否運作適當，以及消費者得否分

享廠商因有效競爭所創造的利益，因此「消費者福利」（consumer welfare）可說是

執委會所謂經濟效益導向概念的核心11；如果廠商行為雖然影響了市場競爭結構，

例如有相同效率或創新的競爭者被排除市場之外，但這只是個相關因素，只有消費

者利益受損，才是執委會介入執行的理由12。執委會所強調的經濟分析方法以保護

有效競爭，是達成保護消費者這個最終目的的手段，且必須與保護競爭者明確區隔

13。這意謂著執行機關為了使個案行為的經濟效益分析較具有說服力，勢必應用產

業經濟的模型與計量經濟的分析工具，倘真要落實「指導文件」的這項基本原則，

對執行機關與法院無疑是項挑戰14。 

依「指導文件」所示，執委會對主導事業排他行為的分析架構安排大致如下，

首先它重申一事業具有主導地位（dominance）的認定標準為何；其次說明執委會決

定是否追訴某特定行為的分析方法，就這部分又分成兩個步驟，第一步驟由執委會

解釋系爭行為何以可能有限制競爭效果以致於有害消費者，以及事實上市場封鎖的

可能證據；第二步驟是由主導事業證明其行為創造的效率整體而言最終為消費者帶

來利益，以反駁執委會的負面認定。接下來執委會討論了最常見的濫用市場力的排

                                                      
10 Guidance Paper, supra note 5, paras. 5, 8, 19.  
11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nsumer Welfare at Heart of Commission Fight against Abuses 

by Dominant Undertakings,”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IP/08/1887, Brussels 3rd December 2008,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08-1877_en.ht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9/28. 依據該新聞發

布文件的說明，在「指導文件」發布之前，執委會就已在數個與主導廠商濫用市場力有關的案件

中，採用了以消費者利益為核心的經濟分析方法，包括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7 July 2003 
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under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COMP/38.233-Wanadoo Interactive); 
Cimmission Decision of 24 May 2004 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pursuant to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and Article 54 of the EEA Agreement against Microsoft Corporation (COMP/C-3/37.792-Microsoft) 
[2007] OJ L32/23; Commission Decision of 4 July 2007 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under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COMP/38.784-Wanadoo España v Telefónica).  

12 Manuel Kellerbauer, “The Commission’s new enforcement priorities in applying article 82 EC to 
dominant companies’ exclusionary conduct: A shift towards a more economic approach?” 31(5) E.C.L.R., 
176 (2010).  

13 Report of the Economic Advisory Group for Competition Policy, An Economic Approach to Article 
82 EC,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publications/studies/eagcp_july_21_05.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9/30. “An economic approach to Article 82 […] avoids confusing the protection of competition with 
the protection of competitors and it stresses that the ultimate yardstick of competition policy is in the 
satisfaction of consumer need.” 

14 Manuel Kellerbauer, supra not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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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行為，包括獨家交易、搭售、掠奪性定價與拒絕交易等。 

就電信業價格擠壓問題，在「指導文件」裡是與「拒絕供給」並列說明的，執

委會顯然認為這二種行為可適用相同的分析架構15。下文即試以「指導文件」所建

立的模式，分析電信業價格擠壓行為，如何構成主導事業的違法排他行為。 

1. 主導地位（Dominance） 

若一事業提高價格至競爭水準之上，能維持相當期間且能獲利，而無充分有效

的競爭壓力者，即可被視為具主導地位16。這是歐盟對主導事業一向以來所持的定

義17，就所謂相當期間的長短，視系爭產品與特定市場而定，但通常二年期間已為

足夠18。 

有關電信事業主導地位的認定，執委會早在 2002 年發布的「電子通訊網路與

服務市場分析暨相當市場力量評估指導原則」（Guidelines on market analysis and the 

assessment of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裡即已宣示，市場占有率是判斷事業是否具主導地位的有效指標，因此低

占有率的事業，特別是低於 25%的事業，可以確定不具有市場主導力量；超過 40%

占有率的事業通常會引起具個別主導地位的疑慮，而一旦事業享有高於 50%的市場

占有率，除了極端例外的情況，否則該事業的主導地位實已足堪認定19。然值得注

意的是，在「指導文件」裡執委會雖仍重視市場占有率所代表的意義，但強調應與

市場的動態變化及相關因素合併觀察，高市場占有率的事業也可能不具主導性，因

此「指導文件」反而未具體明示特定占有率以上（或以下）的事業，其主導地位便

                                                      
15 John Temple Lang, “Article 82 EC－The Problems and the Solution,” Conference on Ten Years of 

Mercato Concorrenza Regole, http://www.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467747,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9/30. 

16 An undertaking which is capable of profitably increasing prices above the competitive level for a 
significant period of time does not face sufficiently effective competitive constraints and can thus 
generally be regarded as dominant…Guidance Paper, supra note 5, para. 11. 

17 Case 27/76 United Brands Company and United Brands Continental v. Commission [1978] ECR 
207. 

18 Guidance Paper, supra note 5, para. 11, footnote 6. 
19 Commission guidelines on market analysis and the assessment of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under the 

Community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OJ C165, 6-31 
(2002)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Guidelines on market analysis), para.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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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被確認（或被排除）；例如即使市場占有率低於 40%的事業通常稱不上具有主

導地位，但在其他競爭者產能嚴重受限的情況下，某特定事業的市場版圖雖低於

40%門檻，也可能在市場上享有主導地位，同樣會受到執委會的關注20；換言之，

執委會將通盤檢視所有 闗相 因素，始決定是否介入調查。 

2. 市場封鎖（Foreclosure） 

「指導文件」裡就執行機關應依「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介入的唯一類型，

就是「市場主導者的反競爭封鎖」（foreclosure leading to consumer harm, anti-

competitive foreclosure），其所指情況是「競爭者有效取得供給或進入市場被阻礙

或被排除，致使主導事業可以因漲價而獲利，但卻在質或量的證據上證明有害消費

者」21。據此，執委會必須先認定事業有封鎖市場的行為，次而確認該封鎖行為是

否有損害消費者利益的可能；消費者利益的重要性，在於作為執委會是否介入調查

的指標，如果主導事業的行為只是影響了「競爭結構」，例如將較無效率的競爭者

逐出市場，但對產品的價格或品質甚至對創新沒有影響，代表於消費者利益無害，

則執委會應不發動執行程序。因此法律上雖不允許主導事業採取傷害有效競爭的行

為，但其他競爭者亦應維持其效率，否則不能主張當然受到「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的保護。 

評估主導事業的行為是否有反競爭的封鎖市場效果，執委會臚列數個它通常會

考量的因素，主要考量因素包括：在相關市場上主導地位的強度、相關市場的條件

（市場進入或擴張條件，例如是否有規模經濟或網絡效益存在）、競爭者的市場地

位（競爭者在市場上取得一席之地是否有困難）等22。這些考量適用於各種市場的

主導事業及各類封鎖行為的分析，當然也適用於電信業的價格擠壓案件。 

                                                      
20 Guidance Paper, supra note 5, paras. 13-15. 
21 Guidance Paper, supra note 5, para. 19. 
22 Guidance Paper, supra note 5, para. 20. 
 其他的評估因素還有「消費者或生產投入供應者的地位」、「濫用市場力行為對市場影響的

程度」、「實際進行封鎖的證據」、「採取排他策略的直接證據」等。其中最後一項「採取排他

策略的直接證據」，依「指導文件」的說明，執委會將尋求任何足以證明主導事業排除競爭主觀

意圖 (subjective intent) 的證據，作為執委會通盤考量的因素之一，這似乎與一向以來將濫用主導

力量視為客觀要件 (objective concept) 的實務見解不同。Martin Andreas Gravengaard & Niels 
Kjærsgaard, supra note 6,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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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考量因素似乎不是什麼特別的新概念，執委會在個案上究竟如何權重上述

各項因素也不得而知，而且認定的重點依然偏重市場結構的判斷，沒有任何一項因

素與消費者利益是否受到傷害相關，這與「指導文件」所宣示，反競爭的封鎖市場

的認定，應以消費者利益為關鍵的說法並不完全一致。此外執委會又另附帶說明，

在案件調查中，除了上述一般因素的分析外，它將連帶考量任何其他適當的因素，

或者在某些情形下，導致損害消費者利益的結果是顯而易見的，例如某行為直接阻

礙競爭又不能創造效率時23，執委會便無必要進行詳細的限制競爭效果評估。這樣

的附帶聲明，暗示執委會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又回到原來的形式認定，並不準備就所

有個案都進行經濟效益分析24。 

3. 排他定價行為（Price-based exclusionary conduct） 

「指導文件」接續的要點在闡釋執委會在何種情況下會介入排他定價行為的調

查，它所採的原則是：主導事業的行為如果足以排除與其「有相同效率競爭者」的

競爭（as-efficient-competitor test），就是執委會啟動調查的臨界點。就這個部分，

執委會整理了過去歐盟執行實務與歐洲法院在判決中經常使用的「價格／成本」關

係，以一個言簡意賅的公式，簡要說明何謂「有相同效率競爭者」的判準，即當

「價格－主導事業長期平均增支成本（LRAIC） ≧ 0」時，原則上視為通過

「有相同效率競爭者」測試，主導事業濫用市場力的定價行為不成立
25
。 

                                                      
23 Guidance Paper, supra note 5, para. 22. 
 例如主導事業阻止消費者試用競爭者的產品，或以不試用競爭者的產品為條件，對消費者提

出財政上誘因，或對經銷商或消費者為金錢給付，以延遲競爭者產品上市等。 
24 Ramin Silvan Gohari, “Margin Squeeze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A More Economics-

based Approach’, 35 (2) World Competition, 210 (2012). 
25 雖然執委會以「有相同效率競爭者」建立相對明確的判斷原則，但在「指導文件」裡執委會

卻又對此作了某種程度的保留，指出在特定情況下，如果效率較差競爭者可能也會帶來競爭壓力

時，執委會就此將採取動態的觀點，例如假設在主導事業不採取排他定價策略的情況下，基於網

絡效益及學習效果 (network and learning effects)，該效率較差的事業可增進其效率，那麼在認定

主導事業定價行為是否有市場封鎖效果時，就應該有其他的考量。Guidance Paper, supra note 5, 
para. 24. 

 這是「指導文件」裡另一段令人疑惑的說明，似乎意指執委會保留它保護效率較差競爭者的

權力，特別是對近期才自由化的產業，而且該產業市場上有強大主導事業的情況尤然。這不僅違

反「指導文件」宣稱本文件的目的在釋疑與澄清，而且也因執行上欠缺可預測性，造成主導事業

法令遵循上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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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潑的價格競爭有利於消費者，主導事業的訂價如果造成限制競爭的封鎖市場

效果，排除市場上其他有相同效率競爭者，這是執委會對濫用市場力優先執行的對

象。為進行經濟分析，執委會重視有關成本與售價的經濟數據，特別是主導事業是

否進行低於成本的訂價。「指導文件」明示執委會特別重視的兩個數據：「平均可

避成本」（average avoidable cost, AAC）與「長期平均增支成本」（ long-run 

average incremental cost, LRAIC）。依「指導文件」的說明，「平均可避成本」意謂

廠商在不進行個別額外生產時可避免的平均成本，在大部分情況下此與「平均可變

成本」（average variable cost, AVC）相同，因為通常只有可變成本才是「可避

的」。「長期平均增支成本」則指廠商生產特定產品所有可變成本與固定成本的平

均，因此在觀念上實與「平均總成本」（average total cost, ATC）無異，尤其對生

產單一產品的廠商而言，二者完全相同。 

執委會認為，主導事業的價格如果不敷「平均可避成本」，代表主導事業犧牲

其短期利潤，而有相同效率的競爭者勢必忍受虧損才能對消費者提供相同的商品或

服務。執委會於此建立了明確的分析方式，說明主導事業訂價在判斷上的意義。 

至於「長期平均增支成本」與「平均可避成本」的關係，執委會認為，由於

「平均可避成本」內含的固定可避成本只計算調查期間所發生者，而「長期平均增

支成本」所計算的商品（可避）固定成本，不僅涵蓋被指實施濫用市場力的期間，

還包括該期間之前更長的時期，因此「長期平均增支成本」通常較「平均可避成

本」為高；而當廠商的訂價低於其「長期平均增支成本」時，表示價格不足以回收

其為生產特定商品投入的所有固定成本，那麼其他有相同效率的競爭者就有被逐出

市場的可能；反而言之，主導事業的訂價至少要大於或等於「長期平均增支成

本」，原則上較無限制競爭的疑慮26,27。 

不過除了價格（收入）與成本間關係外，有時還需評估主導事業就特定產品的

增產收入，是否會對該事業其他產品或在其他市場的收入造成負面影響；在有上下

遊關係的雙邊市場（two-sided market）可能亦必須同時評估兩個市場上收入與成本

                                                      
26 Guidance Paper, supra note 5, para. 26. 
27 有關執委會所使用的各類成本用語，在經濟學概念上的說明與差異，得詳參 Derek Ridyard, 

“The Commission’s Article 82 Guideline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economics issues,” 30 (5) E.C.L.R., 
23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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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28。這樣的說明，對於具垂直整合關係的電信市場有相關性，應注意其適

用。 

綜合上述我們可獲致下述結論：首先，主導事業低於「平均可避成本」的定

價，通常意謂著對其他有相同效率競爭者造成市場封鎖效果，執委會將介入調查；

其次，主導事業的訂價大於或等於「長期平均增支成本」時，他競爭者得與主導事

業進行有效競爭，原則上主導事業的定價行為對競爭沒有負面影響，對消費者無

害；至於主導事業訂價介於「長期平均增支成本」與「平均可避成本」之間時，那

麼執委會會將這些相關經濟數據，與前段有關市場封鎖的一般因素，配合折扣、搭

售、掠奪性定價、價格擠壓等特定型態行為應考量的特殊因素，進行綜合性評估

29。因此有關電信業市場主導者價格擠壓的管制，亦應適用相同的分析邏輯與檢驗

次序。 

4. 抗辯 

依照過去案例的實踐，執委會將審查涉案主導事業提出的抗辯事由。對主導事

業被指控有封鎖市場的排他行為以致於損害消費者利益，執委會接受主導事業以

「客觀上必要」（objectively necessary）或「效率」（efficiency gains, efficiency 

defense）為理由加以抗辯。何謂「客觀上必要」，「指導文件」並未舉出有價值的

參考適例，這是「指導文件」另一處有待釐清的部分30，此或許可由過去案例經驗

中去爬梳整理，不過有學者認這可能是執委會有意的省略，使讀者的重心放在「指

導文件」上述的原則規定上而不是「例外」，更何況所謂的「客觀上必要」，包括

無害於有效競爭或節省成本等抗辯，大抵可納入下述「效率」抗辯之中31，故無大

書特書的必要。 

對於「效率」抗辯，指的是主導事業的行為所產生的實質效率（利），大於有

害消費者的負面效果（弊），故總結而言對消費者並無淨損害（“no ‘net harm’ to 

                                                      
28 Guidance Paper, supra note 5, para. 26, footnote 3. 
29 Guidance Paper, supra note 5, para. 27. 
30 Guidance Paper, supra note 5, para. 28. 
31 Martin Andreas Gravengaard & Niels Kjærsgaard, supra note 6,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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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ers”）32，例如主導事業就其所採取的排他定價行為，提出此舉有節省成本的

效益抗辯等。特別的是，就此等抗辯是否成立的認定，執委會在「指導文件」裡，

以類比「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3)條就限制競爭行為例外許可的方式，設定「例

外」許可的條件33，這是原本條約第 102 條管制濫用市場力所沒有的設計。依「指

導文件」第 30 段，在相當程度的可能性與可確認的證據基礎上，主導事業應證明

下述四項累積適用的條件，始足以合理化其具有排他效果的定價行為：(1)效率已經

或可能被實現，例如技術的改進以改良產品品質，或降低生產與行銷成本；(2)其定

價行為對該等效率的實現非常重要，即為了達成特定效率的目的，沒有限制競爭效

果較小的其他選項存在；(3)可實現的效率，超越因其定價行為對競爭與消費者的負

面效果；(4)其定價行為不會損及有效競爭；就這款條件，執委會是以反面論述的方

式加以闡釋，也就是如果主導事業的定價行為使它更趨近於獨占地位，那麼「效

率」抗辯不可能成立。 

「指導文件」的規定，反映了執委會基於執行個案經驗對主導事業管制態度上

的轉變；在過去執委會認為，具主導地位的事業原則上不符合「不會減損系爭產品

（或服務）大部分市場的競爭」這項條件（此即「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3)條就限

制競爭行為例外許可的第四項條件），但依現行的「指導文件」，主導事業仍有可

能證明其行為不會導致市場有效競爭的減損34。「效率」抗辯的實質內涵與範圍，

原則上仍應依具體的定價行為及個案環境加以評估，因此在電信業價格擠壓的案件

中，「效率」抗辯的特定內涵如何，將在後述與價格擠壓相關的特定因素中進一步

說明。 

                                                      
32 Guidance Paper, supra note 5, para. 30. 
33 依現行「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3)條之規定，這四項累積適用的例外條件包括：改良產品生

產、行銷或促進技術或經濟進步 (此即「效率」(efficiency gains) 抗辯)；消費者必須適度分享限

制競爭可獲得的利益；限制競爭是為達成效率所必要者；不會減損系爭產品 (或服務) 大部分市

場的競爭。 
34 執委會這項執行立場的轉變，其實在 2004 年就「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3)條限制競爭行為例

外許的解釋性公告裡即可看出端倪。在該公告裡對效率抗辯的內涵有所闡釋，並且強調應考量

「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與第 102 條在適用上的一致性，因此原則上被認定為事業濫用主導地

位而簽訂的任何契約或協議，都不可能有第 101(3)條例外規定的適用說明 (Commission Notice of 
27 April 2004,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OJ C 101, 97, para. 106 and 
footnote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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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特定因素 

對於「價格擠壓」（margin squeeze），「討論文件」並未針對價格擠壓這個類

型的行為有特殊的分析模式，而是與「拒絕供給」（refusal to supply）合併觀察，

說明其執行要點35。 

執委會認為，基於契約自由的法理，包括市場主導者在內的任何事業，皆應有

選擇其交易對象的自由，或有任意處分其財產的權利，因此執行機關就「拒絕供

給」的介入執法，形同對市場主導者課以與特定事業交易的義務，而該等義務可能

影響主導事業繼續投資或創新的誘因，也可能使競爭者因「搭便車」之利而怠於投

資創新，其結果皆終將損及消費者利益，故競爭機關介入商業契約關係所持的理

由，必須審慎而充分。 

基於上述考量，執委會認為，原則上拒絕供給只有在主導事業與被其拒絕供給

的廠商在下游市場競爭時，才有競爭法上的疑慮，其情形如次頁圖示；換言之，執

委會認為執行的重點應放在垂直整合的事業，而此處的討論也限於這類事業的拒絕

供給36。 

「指導文件」對所謂主導事業拒絕供給的概念涵蓋甚廣，不限於拒絕供給某項

產品或服務給現有或新客戶，還包括拒絕作成智慧財產權的授權37、拒絕提供必要

的界面資訊38、拒絕他人使用必要設施或網路等。 

                                                      
35 Discussion Paper, supra note 8, paras. 72, 220. 
36 其他可能的拒絕供給類型，也就是以買方接受一定條件為前提始與之交易，例如買方倘與主

導事業的競爭者交易，主導事業將停止供給以予懲罰，或要求買方搭售或綁約等情形，其執行原

則應另參考「指導文件」有關獨家交易及搭售等特定型態濫用市場力行為的分析說明。 
37 Case C-408/01 IMS Health v. NDC Health [2004] ECR I-5039. 在本案判決中歐洲法院認為，在

例外情況下，主導事業拒絕授予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權 (於本案是資料庫中的 structure brick) 
與他事業，也是濫用市場力的行為。 

38 Case T-201/04 Microsoft v. Commission [2007] ECR II-3061. 由於微軟公司個人電腦的普及，該

公司視窗 (Windows) 作業系統在相關市場上擁壓倒性多數的占有率，當其他軟體公司欲開發可以

在視窗作業系統上運作的群組工作服務系統 (Work group server operating systems)，即使微軟不提

供或不許存取或下載視窗軟體程式碼，至少必須自微軟取得相關協定的說明書，也就是相關的技

術文件，否則所寫的程式便無法在視窗上運作。在本案，微軟對其他開發群組工作服務系統的業

者，拒絕提供該等必要的界面資訊，形同迫使消費者在使用視窗之外，仍必須購買微軟公司的群

組工作服務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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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指導文件」中拒絕供給之示意圖 

圖示來源：作者自行設計 

註：A 甲即為甲公司或甲公司在下游市場所控制的事業。 

 

如上圖 A 甲即為甲公司或甲公司在下游市場所控制的事業。又所謂下游市場，

指的是主導事業的供給，乃製造產品或提供服務所必要的投入，該產品或服務所形

成的相關市場，即為下游市場。由於主導事業本身也在下游市場參與競爭，但它又

是生產下游市場產品或服務必要投入的供給者，該項投入如果無從取得或取得不

易，下游市場的其他競爭者自無法有效競爭，主導事業拒絕供給的結果，將迫使下

游市場的競爭者退出，達到主導事業排他的目的。 

當主導事業並非完全拒絕供給，只是對該項供給的取價甚高，致生產投入的成

本不堪負荷，使下游市場的競爭者無利可圖，即便是與主導事業有相同效率的廠

商，都無法長期在下游市場獲利，同樣達到迫使下游市場競爭者退出的目的，這樣

的情形就是所謂的價格擠壓了。就價格擠壓案件介入調查的門檻，即所謂相同效率

競爭者的判準，執委會依賴的數據是該垂直整合主導事業在下游市場的「長期平均

增支成本」39。 

當下述情況全部存在時，執委會通常認為有針對拒絕供給（價格擠壓）優先關

注的必要 40： (一 )拒絕供給的產品或服務為客觀必要的生產投入（objectively 

necessary input; indispensability ） 41 ； ( 二 ) 可能導致下游市場欠缺有效競爭

                                                      
39 Guidance Paper, supra note 5, para. 80. 
40 Guidance Paper, supra note 5, para. 81. 
41 所謂客觀上必要的生產投入，並非指一旦欠缺該項生產投入，將沒有任何競爭者可進入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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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mination of effective competition）42；(三)主導事業封鎖市場的負面效果如果大

於強制供給的利益，終致消費者利益的損害（balancing test），執委會通常會對該

個案展開追訴43,44。 

縱然具體臚列了考量因素，但「指導文件」還是預留執委會概括裁量權的伏

筆，它指出「有時無論在『事前』（ex ante）或『事後』（ex-post），強制供給顯

然不會對生產投入所有者或其他業者的再投資，或上游市場的創新，在誘因上造成

負面影響，特別是依法令主導事業有義務必須供給，而主管機關在命強制供給時，

已就可能的負面影響作平衡考量；或者主導事業在上游市場的地位，是因政府的特

別保護、授予專屬權或融資等措施發展而來，即屬適例。在此特定情形下，執委會

將不考量上述三項因素，仍按一般市場封鎖的標準予以認定。」45 

執委會又再次回到以形式而非經濟分析作為是否介入執行的判斷基礎，而且本

段所述恰如自由化之後的各國電信市場一般，尤其是指受政府特別保護或專屬授權

及財政援助的情形更是如此，故此話一出，有關電信業價格擠壓案件的分析認定與

抗辯，大致與「指導文件」針對「拒絕供給」的說明無關，對垂直整合電信事業是

否有價格擠壓的排他行為，又回歸到假設下游市場相同效率競爭者的概念，垂直整

合的電信主導事業至少應以「長期平均增支成本」訂價的原則。但值得注意的是，

執委會又認為，如果效率較差競爭者可能也會帶來競爭壓力時，執委會將就所謂相

同效率競爭者採取動態的觀點，將效率較差的競爭者納入考量，以確認是否有濫用

                                                        
市場，而是指在下游市場的競爭者尚難找到該生產投入的替代品，以便克長期克服因被拒絕供給

帶來的不利後果，因此執委會在個案中將檢視競爭者在下游市場是否容易取得有效供應的可選擇

來源；Case T-201/04 Microsoft v. Commission [2007] ECR II-3061, paras. 428, 560-563. 
42 一旦滿足上述重要性的要件，通常執委會認定該主導事業的拒絕供給，會立即或在一段時間

經過後，造成有害市場競爭的結果；Guidance Paper, supra note 5, para. 85.。 
43 對消費者利益的影響，執委會將就拒絕供給對相關市場的負面效果，與強制供給所帶來的負

面結果加以比較；如果前者大於後者，該等案件即為執委會優先執行的對象；當競爭者因主導事

業的拒絕供給致未能在市場上提出創新產品或服務，或使創新產品或服務不能實現，或不實滿足

下游市場消費者就創新產品或服務的需求，這就是損害消費者的表現；Guidance Paper, supra note 
5, paras. 87-88. 

44 執委會也同時考量主導事業拒絕供給所持的理由，例如這是它回收為開發相關投入所為大量

投資的方法，以便使該事業未來有進一步投資的誘因，或者強制供給可能阻礙該主導事業創新的

意願，或強制供給將對市場狀況造成結構性的改變等，這些都屬於執委會所謂效率考量的範疇。

Guidance Paper, supra note 5, para. 89. 
45 Guidance Paper, supra note 5, para.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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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力的存在46。 

6. 小結 

執委會透過「指導文件」對主導事業濫用市場力的排他行為，從競爭法執行的

觀點，建立了相對明確的分析架構，此於電信業亦有其適用，尤其經濟分析適用於

價格擠壓案件，的確有較明確的判斷標準；不過「指導文件」也在許多情況作了重

大保留或不明確的例外，因此創造了許多法律上的不確定。在實務上歐盟如何將更

重視經濟與效果分析的趨勢，應用在電信業的執行實務上，本文下節將討論二個歐

盟具代表性的電信價格擠壓案例，供讀者比較參考。 

三、歐盟電信業價格擠壓案例的觀察 

(一) Deutsche Telekom（DT）案 

歐盟在本案首次確認價格擠壓是單獨的濫用市場力型態，因此本案可說是電信

業價格擠壓的指標案例；雖然它調查與決定的期間在「指導文件」發布之前，但執

委會於本案的經驗，可說是它作成「指導文件」的部分基礎。另一方面這類案例之

所以受重視，在於電信業屬於受有「事前」管制的產業，各國政府公權力的作用甚

深，但仍受執委會依歐盟競爭法加以檢討查察，其中概念、要件與關鍵，值得一

讀。 

2003 年執委會認定「德意志電信」（Deutsche Telekom, DT）對於新進業者接

取用戶迴路（local loop）47的批發價，高於零售用戶的付費，這是價格擠壓的定價

                                                      
46 詳參註 25。 
47 用戶迴路是連接用戶住宅與電信業者地區交換機之間的實體線路，傳統上使用成對的銅絞

線，這是電信業者為終端消費者提供電信服務必要的設施。為了實現對每個家戶的服務，電信業

者必須綿密設置建構如人體微血管般的用戶迴路，其投入金錢成本龐大，耗時甚久始能逐步形成

規模，因此有能力建構用戶迴路這類基礎建設的電信業者，通常是國營電信事業，即使在電信自

由化之後，用戶迴路仍由民營化後的前國營事業所擁有，使原國營事業成為用戶迴路市場的主導

事業 (如我國的中華電信)，其他新進業者無力亦無必要重複建構用戶迴路，因此形成新進業者如

欲爭取終端消費者與市場上既存業者競爭，必須租用或購買 (即「接取」access) 主導事業迴路或

服務，而且其價格與條件應公平合理。雖然在技術上有光纖網路、無線迴路、衛星、電力線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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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結果阻卻其他公司進入市場，減損市場競爭與供給面的選擇，最終損害消費

者利益48。用戶迴路的普及與開放攸關歐盟寬頻市場（broadband market）的競爭，

與歐盟電子通訊產業的成長關聯密切，進而影響歐盟里斯本條約資訊社會目標的達

成，成為歐盟持續關注的市場。早在 2000 年歐盟即制定「迴路開放接取規則」

（Regulation on unbundled access to the local loop）49，要求既存業者有開放迴路的義

務；在德國開放迴路的立法更早，但在本案發生當時，德國境內開放速度仍不夠

快，寬頻普及率以及寬頻市場的競爭不足，「德意志電信」在用戶迴路接取的定價

行為被視為是重要原因50。顯示電信市場競爭的維繫，各種「事前」管制的手段仍

有不足之處，例如主導事業定價行為的兼督，有賴競爭法適時介入，確保用戶迴路

市場的開放。本案經執委會決定高額罰鍰（€12600000）後，「德意志電信」上訴

歐洲法院，但執委會就價格擠壓的論述，大致獲得法院的維持，以下就本案裁決的

內容綜合摘述如下： 

1. 迴路接取市場 

「德意志電信」除了在零售市場，對消費者提供迴路接取線路之外，也對其他

競爭者開放用戶迴路，以便於競爭者藉由該等迴路得連接消費者並提供服務，因此

就用戶迴路市場而言，「德意志電信」活躍於上游的批發接取市場，以及下游的零

售接取市場，而上、下游二個市場密切關聯。而當時利用其他技術建構的網絡尚未

                                                        
有線電視網路等替代選項，但由於發展尚未全面與普及，仍難在相當程度上替代用戶迴路。 

48 Commission Decision relating to the proceeding under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Case COMP/C-
1/37.451, 37.578, 37.579－Deutsche Telekom AG, OJ L 263, 14 October, 9-41 (2003). 以下簡稱

Deutsche Telekom (Commission).  
49 Regulation (EC) No 2887/200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8 December 2000 

on unbundled access to the local loop, OJ L 336, 30.12, 4-8 (2000).。我國的作法則是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依「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在 2006 年 12 月將用戶迴路宣告為電信瓶頸所在設施 (通傳

企字第 09505150780 號)，並進一步於 2007 年 4 月修正「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規定中

華電信就用戶迴路提供其他業者使用時，只能以歷史成本計價，而不能基於雙邊商業協商的條

件，此管制手段是否合宜，引起廣大爭議。 
50 8th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Regulatory 

Package,695,COM,Brussels (2002); Dirk Grewe, “Action against Deutsche Telekom sup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on in German broadband markets,” (3) Competition Policy Newsletter, 57 
(Autum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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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成熟，不足以成為用戶迴路的替代選項。 

2. 主導地位 

執委會調查發現，「德意志電信」是德國唯一一家有涵概全國網絡的固網業

者，其他新進業者必須與「德意志電信」簽約，始可能對消費者提供服務；即使經

過數年競爭，「德意志電信」仍在零售接取市場，享有近 95%的占有率，確認「德

意志電信」的主導地位。但是於本案中應界定分析的相關市場，其一是批發迴路接

取市場，另一則是以迴路為載具而提供的多樣電子通訊服務，包括寬頻多媒體與高

速網際網路（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services, including broadband multimedia and 

high-speed Internet）51，因此零售接取市場的內涵實為各類電子通訊服務市場，且與

批發迴路接取為兩個不能替代的相關市場。零售接取市場的服務尚可細分為寬頻與

窄頻的服務兩類，而無論就哪一類的服務，「德意志電信」皆享有主導地位52。 

3. 價格擠壓檢視 

德國電信主管機關（BNetzA）就電信服務進行價格管制，其要點包括：批發價

應以成本導向原則，並應經主管機關事前許可53；就零售價格部分，其調整應受指

導原則所設定之價格上限的拘束（a price cap），並適用於所有同類的服務，但

ADSL（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零售價格並未受特別的規範54。就此執委

會認為，即使事前經主管機關許可的訂價，甚至個別會員國主管機關 BNetzA 不認

為本案有價格擠壓的情形存在，都與執委會的執行權力無關；執委會認定，「德意

志電信」在本案仍有相當空間與商業自由，調整零其售價格以避免或終止價格擠壓

55。然而「德意志電信」就零售價格與批發價之間的差價，或為負數或為小量正

數，但都不敷該公司供給零售服務的成本。 

為認定價格擠壓的存在，執委會計算「德意志電信」來自零售市場的收入，在

                                                      
51 Deutsche Telekom (Commission), supra note 48, paras. 70-73. 
52 Id., paras. 58, 96. 
53 Id., para. 17. 
54 Id., paras. 26-51. 
55 Id., paras. 163-175. 執委會所持立場得到歐洲法院的支持，Case C-280/08 P, Deutsche Telekom 

v. Commission, 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14 October 2010, [2010] ECR I-9602, paras. 8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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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德意志電信」銷售各類零售接取服務（即包括類比、窄頻與寬頻等）的實際

數量及其價格後，個別接取服務的收入應予平均56。「德意志電信」抗辯主張，在

計算零售服務的收入時，應將接取迴路以提供電話服務的收入包括在內，因為迴路

的批發成本應分攤在零售接取及一般電話服務上57。但執委會認為，接取服務與電

話服務（different categories of calls）是兩類完全不同的服務，基於成本定價以及歐

盟以立法與實務所確立的費率平均原則（tariff rebalancing principle）58，此見解同樣

獲得歐洲法院的維持59。 

基於上述，執委會將接取服務的批發價格與類比、窄頻與寬頻等零售服務價格

加以比較，發現「德意志電信」對其他競爭者收取的批發價，高於它自己對零售接

取顧客的訂價，這樣的負差（negative spread）即構成價格擠壓，而勿庸考慮任何成

本因素。即使後來「德意志電信」提高了零售價格，但零售與批發間的正差，仍不

足以使其他競爭者生存；依公司自己提供的資料，如果評估特定服務項目的狀況，

如果「德意志電信」本身也支付相同的批發價的話，它甚至必須虧損才能提供相同

的服務，顯示了價格擠壓事實的存在60。 

針對所謂「相同效率競爭者」的檢驗標準，「德意志電信」認為，應該以競爭

者而非該公司的狀況，作為評估是否有價格擠壓存在的基礎。但無論執委會或是歐

洲法院均認為，「相同效率競爭者」測試只檢視主導事業的成本與訂價，與其潛在

或實際競爭者的狀況無關61，因為如同「德意志電信」的主導事業只能知曉自身的

財務狀況62，而不及於其他競爭者。 

「德意志電信」定價行為對市場的效果，歐洲法院特別指出：倘主導事業以壓

縮邊際利益的方式，使與其有相同效率的競爭者被排除，並使該等競爭者的市場進

入更困難，致使主導事業的市場地位更為強化而有害消費者利益，就是條約第 102

                                                      
56 Deutsche Telekom (Commission), supra note 48, para. 116. 
57 Id., para. 117. 
58 Id., paras. 119-123. 
59 Case C-280/08 P, Deutsche Telekom v. Commission, supra note 55, paras. 119-226. 
60 Deutsche Telekom (Commission), supra note 48, paras. 140-162. 
61 Case C-280/08 P, Deutsche Telekom v. Commission, supra note 55, paras. 196-198;.歐洲法院過去

已曾在 AKZO v. Commission 以及 France Télécom v. Commission 兩案判決中已宣示過同樣的見

解。 
62 Case C-280/08 P, Deutsche Telekom v. Commission, supra note 55, para.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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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意義之下的濫用63。顯然價格擠壓的成立，必須有「影響競爭者」以及「有害消

費者」這兩項核心要件。 

(二) Telefónica案 

本案是繼「德意志電信」後在 2007 年另一個與歐盟電信主導事業價格擠壓有

關的案例，也是涉及寬頻接取批發與零售市場的排性他定價行為，同樣遭到執委會

的鉅額罰鍰（€151875000）64。西班牙電信公司 Telefónica 就執委會的決定也提起上

訴，但全部遭歐洲法院（General Court）駁回65，以下即簡述本案要點梗概。 

1. Telefónica 在寬頻價值鍊的控制地位 

西班牙寬頻網際網路接取服務絕大部份採用 ADSL 技術，並以電話線路為載

具，以提供高速網際網路服務，而 Telefónica 公司是該國唯一擁有涵概全國固定電

話網路的電信業者，它控制整個西班牙 ADSL 的價值鍊（value chain）；當重複舖

設基礎網路不合經濟效益時，欲與消費者連接以提供寛頻服務的其他競爭者，其唯

一選擇就是與 Telefónica 簽訂用戶迴路接取契約。 

2. 法律分析 

(1) 相關市場 

依介接點的不同，其他業者與 Telefónica 間的批發寬頻接取型態有三，第一是

「開放用戶迴路」（unbundled access to the local loop, ULL）、區域性批發接取

（wholesale access at regional level, WAR）、全國性批發接取（wholesale access at 

                                                      
63 Id., para. 253. …a pricing practice [   ] constitutes an abuse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102 

TFEU] if it has an exclusionary effect on competitors who are at least as efficient as the dominant 
undertaking itself by squeezing their margins and is capable of making market entry more difficult or 
impossible for those competitors, and thus of strengthening its dominant position on the market to the 
detriment of consumers’ interests.  

64 Summary of Commission Decision of 4 July 2007 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under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Case COMP/38.784－Wanadoo España v. Telefónica, OJ C 83, 2. 4. 2008, 6-9. 以下簡稱 
(Case COMP/38.784 Telefónica)  

65 Case T366/07, Telefónica, SA. v. Commission, Judgment of the General Court, 29 March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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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level, WAN）。其他業者在投入鉅額且高風險的基礎網路建設之前，必須先

有最適規模，才能使用「開放用戶迴路」或「區域性批發接取」模式，因此為了進

入零售市場，業者都先購買 Telefónica 的「全國性批發接取」服務。依執委會的界

定，本案相關產品市場亦有三：第一為廣大零售市場；第二、區域性批發接取市

場；第三、全國性批發接取市場。由於「全國性批發接取」服務使業者單點介接之

後即能提供零售服務，勿庸再大費週章地佈建設施，而「區域性批發接取」業者則

必須有網路擴張的投資，始得拓展零售服務的地理範圍，執委會以此為基礎，劃分

後二個批發寬頻接取市場
66
。 

(2) Telefónica 的主導地位 

執委會認定，Telefónica 在區域批發接取市場是獨占廠商（monopoly），在全

國批發接取市場則有 80%的市場占有率；此外即使在認定是否有價格擠壓的存在

時，零售市場的主導地位並非必要，但於本案，執委會同時判定 Telefónica 於零售

市場亦享有主導地位67。 

(3) Telefónica 價格擠壓濫用市場力量的事實 

一個垂直整合的事業如果在上游市場享主導地位，而其對下游市場競爭者所設

定的批發價，與該垂直整合事業對下游零售市場消費者收取的零售價，二者間的差

額水準若可能使下游市場的競爭受到限制，那麼價格擠壓的濫用就屬成立68。 

在調查期間（2001 年 9 月至 2006 年 12 月），Telefónica 的零售價格與在兩個

批發市場批發價格之間的差額（margin），皆使與 Telefónica 有相同效率的競爭者

如欲提供零售服務時不敷成本，根本無法獲利。「相同效率競爭者」測試關心的是

主導事業如 Telefónica 者自身在批發與零售間差異所呈現的價格結構，因此特定的

                                                      
66 在本案執委會雖未將「開放用戶迴路」列為相關產品市場，但 Telefónica 仍是西班牙用戶迴

路市場的唯一供應商，由於建構用戶迴路網路所需資本投入之高，非其他業者所能負擔，因此這

項寬頻批發接取服務，並不是其他兩類批發服務的替代選擇，在 2006 年 11 月 Telefónica 也因用

戶迴路的開放不足遭西班牙電信主管機關處罰。Case COMP/38.784 Telefónica, supra note 64, 7.  
67 Id. 
68 除了上述 Deutsche Telekom 有關電信業案例的介紹外，歐洲法院在有關其他產業的案例中，

也宣示了相同的概念：Judgment of the Tribunal of First Instance of 30 November 2000 in Case T-5/97 
(“Industrie des Poudres Sphériques”) para. 178; Deci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of 19.10.1988 in 
Case 88/518/EEC Napier Brown-British Sugar (“Napier Brown-British Sugar”) OJL 284, para.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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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發或零售價格並不是認定價格擠壓的決定性因素69。 

為評估價格結構反映的可獲利性（profitability），執委會必須衡量如果

Telefónica 也按其在上游所收取的批發價作為成本，Telefónica 在下游市場的營運是

否也會獲利，用以證明價格擠壓成立。兩種可獲利性檢測方法在本案被採用：(1)單

位期間法（period-by-period）：也就是逐年（2001 年至 2006 年）評估 Telefónica 的

獲利狀況；(2)貼現現金流法（discounted cash flow, DCF）：考量快速擴張市場的學

習效果與經濟規模，在初期階段允許低於成本定價，但預期 Telefónica 在經過合理

的期間後獲利。然而這兩種方法所得結果，調查期間 Telefónica 在下游市場活動的

淨現值（net present value, NPV）皆為負數。事實上 Telefónica 之所以在西班牙握有

絕大部分基礎建設網絡的資源，使該公司在寬頻接取市場擁有主導地位，是早在寬

頻出現之前，Telefónica 就因受政府專屬權保障免於競爭而長期投資的結果，並不

是該公司積極創新或較競爭者更多投資而得70。 

(4) Telefónica 價格擠壓行為的效果 

Telefónica 在寬頻接取市場價格擠壓行為雖已獲證明，但應進一步檢視其行為

對市場的效果，此包括兩方面的觀察，第一即市場封鎖；第二為對消費者利益的傷

害。Telefónica 的價格擠壓影響其他競爭者市場進入的能力，難以對 Telefónica 造成

競爭壓力；雖然市場封鎖並不當然意謂競爭者退場，但顯然對競爭者不利，無法更

為投資或獲利，延遲其他競爭者在 ADSL 服務經濟規模的供給。此對消費者利益的

傷害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沒有 Telefónica 濫用市場力的價格擠壓，寬頻接取零售市

場的競爭勢必增強，無論在價格、選擇多樣性與創新方面，更有利於消費者71。 

(5) 小結 

由上述二個案例的研究，我們可觀察到歐盟面對電信價格擠壓案件，的確已朝

更為細緻的經濟分析發展，其見解也得到歐洲法院的支持，這樣的執行經驗成為有

效的原則，進而轉化成一般性「指導文件」的基礎，一方面使執委會以競爭法為手

                                                      
69 Jean-Christian Le Meur, Iratxe Gurpegui & Katja Viertiö, “Margin squeeze in the Spanish 

broadband market: a rational and profitable strategy,” (3) Competition Policy Newsletter, European 
Commission, 24 (2007).  

70 Case COMP/38.784 Telefónica, supra note 64, 7. 
71 I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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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促進寬頻市場競爭以實現資訊歐洲的目的更有說服力，他方面也使電信業者對執

委會的執法意圖，有較清晰的輪廓。 

四、 歐盟規範與實踐於我國電信業價格擠壓管制的借

鑑意義 

由前兩節歐盟「指導文件」要旨與兩個指標案例的概述，我們可清楚確認歐盟

競爭主管機關（執委會競爭總署 DG Competition）在電信業價格擠壓個案中的關鍵

地位；即使與我國情形相同，執委會內另有職司電信、資訊社會與數位世代政策的

主管機關（Directorate General for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Content & Technology, 

DG Connect），負責促進電信業競爭的事前管制規劃與法制設計，但就電信業者在

市場上競爭行為的監督，競爭法與其執行機關從不曾在電信領域失卻其角色，反而

是為了電信業與國家長期競爭力的目標，在市場開放與競爭的另一端，積極與事前

管制機關共同作用，因為由理論與個案經驗而言，只有憑藉事前管制手段，有時並

不足以有效推動電信業的有效競爭，而本文所探討的價格擠壓恰為適切的例證。 

此外，雖然我們觀察到歐盟電信主管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的分工，但必須特別

強調的反而是二個機關之間的統合。歐盟在其整體「電信規範架構」72下融入競爭

法原則，並在此原則指導下，展開具競爭法特色的電信事前規範，並在「顯著市場

力量與主導地位認定」、「接取與互連義務」、「適於事前管制市場的選擇」三方

面的立法，具體呈現競爭法思維73；換言之，即使在屬於電信主管機關事前管制的

領域，仍以競爭法原理原則為基礎，再配合競爭機關以競爭法施以事後管制，形成

由前端的市場界定（包括哪些市場適於進行事前管制）、主導事業的認定、選擇適

當的事前管制手段，到後端是否有濫用市場力（例如價格擠壓）的事實、對市場競

爭與損害消費者利益的判斷等，競爭法的思維貫穿其間一脈相承，而在程序中不斷

                                                      
72 有關「2002 電信規範架構」的說明，請詳參 C. Koenig, A. Bartasch, EC Competi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Law,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Chapters 7-9 (2002). 
73 魏杏芳，「歐盟電信規範架構與匯流發展下的電信市場界定」，公平交易季刊，第 20 卷第 1

期，6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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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酌適應未來數位社會競爭力所需的創新與消費者利益的政策考量。以前節所討論

的「德意志電信」與「Telefónica 案」為例，二案皆涉及用戶迴路接取問題，事實

上為了實現單一歐洲電信市場的目標，歐盟早已規定開放用戶迴路接取74，且依歐

盟「電信業適於事前管制相關產品與服務市場建議」75，用戶迴路接取批發（接取

實體網路基礎建設批發市場）被認定為適於採取事前管制的市場，而涉案的兩家公

司在德、西兩國經其主管機關依歐盟「市場分析暨顯著市場力量評估指導原則」76

評估後，在其國內用戶迴路接取批發市場上，分別被認定為具有顯著市場力量的市

場主導者；經適用各類事前管制規定（例如價格上限管制、會計分離等）後，兩主

導事業在其國內相關市場上出現價格擠壓的限制競爭行為，爾後競爭主管機關介入

的執法過程，其要點已如前節所述。 

總結的說，論斷一個垂直整合電信主導事業其價格擠壓是否因濫用市場力而違

法，涉及電信產業法與一般競爭法間的複雜整合與邏輯思維，不易以簡化的概念扼

要說明77，也礙難只攫取特定的價格數字就比較說將起來，實在需要一套整體的論

述，才能使業者信服，發揮管制機關的作用。由於目前公平會尚無查處電信業價格

擠壓的案例，參考歐盟法制與實務，就公平會未來如何發揮其管制功能，試提出具

體建議如下： 

(一) 重新思考「市場主導者」的內涵與定義 

「市場主導者」一詞出自電信法 26 條之 1，其認定標準則由「第一類電信事業

資費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1 項所定義，所謂控制關鍵基本電信設施、對市場價格有

主導力量、用戶數或營業額達各項業務市場之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等三項標準。電信

                                                      
74 Regulation (EC) No 2887/2000 on unbundled access to the local loop, supra note 49.  
75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of 17 December 2007 on relevant product and service markets within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ctor susceptible to ex ante regul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Directive 
2002/21/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a common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OJ L 344, 28.12.,65-69 (2007)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Recommendation on relevant markets”). 

76 Guidelines on market analysis, supra note 19. 
77 例如「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的內容就似嫌簡要，如何適用在具體個案

上，成為業者自行判斷其行為合法性的指導，恐怕還需要有更多的補充，這樣的「規範說明」能

發揮的觀念澄清作用實屬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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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用語與定義，長久以來適用的結果，限制或拘束了公平會作為市場競爭主管機

關的職權與功能；事實上由競爭法的觀點，任何業者具有上述三項標準之一，並不

當然造成封鎖市場、排除競爭的結果，尚有相關市場上其他經濟因素必須進行廣泛

的考量，率爾認定特定既存業者為市場主導者並應受各類事前管制的約束，此舉恐

怕只有降低市場競爭強度，長期而言更不利於消費者。雖然電信法性質上屬特定產

業管制法，目的在針對電信業的特殊市場結構、技術發展特性，施以特殊的事前管

制手段，此與公平法作為普遍適用的市場法、競爭法，二者在性質上並不相同，然

而二者卻有共通的上位政策目標，就是促進電信市場的有效競爭；電信法的管制本

身不是目的，而是促進電信業競爭與發展的手段之一，可說是競爭政策的一環，因

此對於「市場主導者」這個影響執行決定的基礎核心概念，無論在電信法或公平

法，應有一以貫之、前後呼應的概念，不宜因法規屬性的不同即割裂而各行其是，

否則立法的目標難以落實，於政府執行措施的有效性與說服力上影響甚大。歐盟

「架構指令」即規定，「執委會應依據競爭法原則，發布『市場分析暨相當市場力

量評估指導原則』」78，明確宣示必須將競爭法的概念，導入市場主導者認定與市

場力評估的程序中。建議公平會應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

充分合作，在建立具競爭政策意涵的「市場主導者」認定標準上，相信公平會定能

作出積極的貢獻。 

(二) 正確界定電信業相關市場為根本前提 

承前所述，欲認定特定既存事業為「市場主導者」的關鍵在於「市場」二字，

劃定市場範圍可謂所有管理方案的前提，但長久以來電信、競爭主管機關並未在電

信市場界定上著墨、用力，使得「業務即等於市場」（a service classification 

approach）的作法持續至今，然而同一電信業者可能從事多種業務，它究竟在哪個

「市場」享有主導地位，難道沒有予以釐清的必要嗎？未能正確界定市場與錯誤認

定市場主導者具有連動關係，都會造成對特定事業不當課以事前義務的結果，除了

                                                      
78 Framework Directive, supra note 1, Article 15.2: The Commission shall publish, …, guidelines for 

market analysis and the assessment of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hereinafter “the guidelines”) which shall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competitio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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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業者不服，最終也不利於整體市場競爭。以本文所舉歐盟案例為例，執委會明確

界定系爭相關市場分別為「用戶迴路接取批發市場」與「寬頻接取服務零售市

場」，前者為後者的重要生產投入，故兩者具有上下游關係，而「德意志電信」與

「Telefónica 案」在上游的「用戶迴路接取批發市場」都享有主導地位，它們在用

戶迴路市場對其他競爭者的不當定價行為，造成價格擠壓的效果。誠然電信市場界

定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它涉及對電信專業知識與實務的理解，還必須掌握技術創

新、匯流發展對市場界定的影響，再加上經濟分析工具的運用，的確對競爭法專業

帶來極大的挑戰，因此它勢必是跨領域的工作，也預示了電信與競爭主管機關共同

合作的必要性。歐盟「架構指令」第 16.1 條79即明文規定，就相關電信市場的分

析，各國電信主管機關「應」（shall）與競爭機關合作，而且必須是在參考競爭主

管機關「相關產品與服務市場建議」80以及「顯著市場力量評估指導原則」81之後作

成，以確保電信業「事前」與「事後」管制在前提認定上的一致性，也使後續管制

手段有共同的基礎，提高管制措施的合理性，這樣的安排，非常值得通傳會與公平

會參考與思考。 

(三) 公平會應積極承擔電信業價格擠壓「事後」管制的任務 

由前文歐盟案例的探討顯示，電信自由化以及事前管制措施的配合，尚不足以

使電信市場有效競爭，既有電信業者仍維持其相當市場力並有濫用之虞，這是各國

電信市場普遍存在的現象82，因此在電信業導入競爭法已是各國的政策目標，而且

有加速的趨勢83,84。以歐盟為例，執委會依「架構指令」第 15.1 條的規定，向會員

                                                      
79 Framework Directive, supra note 1, Article 16.1:National regulatory authorities shall carry out an 

market analysis taking into account of the markets identified by the Recommendation, and taking the 
utmost account of the Guidelines.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this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where 
appropriate,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national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斜體為作者所加) 

80 Recommendation on relevant markets, supra note 75.  
81 Guidelines on market analysis, supra note 19.  
82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Report of the ICN Working Group on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 presented at the Fifth Annual Conference, Cape Town, South Africa, 3-5, May 2006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ICN Report), 9. 

83 就此多年我國學者即研究建議應從「競爭法與產業法並行體制轉向提升產業法規中競爭規範

的比重」，參見劉崇堅、莊懿妃，「電信產業管制政策調整策略分析」，經社法制論叢，第 28
期，46-50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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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提出「相關產品與服務市場建議」85裡也特別提到，決定某一特定市場是否應施

以事前管制措施，其累積適用的標準之一就是「競爭法的有效性」，即當藉由競爭

法的執行仍難以有效處理市場失靈問題時，始有採取事前管制的必要86。因此在觀

念上，歐盟電信法制下的事前管制，可說是整體電信競爭政策的一部分，競爭法已

內化為電信法不可分割的概念要素，而對電信業實施事前管制的作法，可說是在特

定條件下的例外或「補充」（complement），而非原則，如果市場機制與競爭法足

以處理相關議題時，就沒有實施特定產業規範的必要87，這樣的消長與趨勢轉變，

實值得通傳會與公平會予以重視。 

據此就電信價格擠壓而言，在正確界定市場、合理認定市場主導者之後，主導

事業已受到相關事前管制規範以及電信主管機關所選擇的特定事前管制措施（例如

資費調整核定等市場進入條件）的拘束，其後主導事業在市場上的競爭行為如有濫

用市場力的疑慮，即屬於競爭主管機關事後管制的範疇，公平會有權依公平法查處

垂直整合電信事業的價格擠壓，實無疑義。茲有疑義者為，電信資費已由電信主管

機關核定在先，主導事業在此限制之下的定價行為，競爭主管機關是否有再為介入

的空間？在「德意志電信」案裡就此曾有論述，執委會認為，即使事前經主管機關

許可的訂價，與執委會的執行權力並無相關；執委會認定在該案中，「德意志電

信」仍有相當空間與商業自由，調整其零售價格以避免或終止價格擠壓，但「德意

志電信」並未採取這樣的行動，因此被認定違法而裁罰。另外在 Telefónica 案中，

執委會也指出特定的批發或零售價格並不是認定價格擠壓的決定性因素，而是主導

事業所定批發與零售間差額所呈現的價格結構；此皆足以說明針對價格這一項，所

謂「事前」與「事後」管制在本質上的差異，以及兩種策略目的的區別88。 

                                                        
84 ICN Report, supra note 79. 
85 Recommendation on relevant markets, supra note 75.  
86 戴豪君，「歐盟電子通訊法中顯著市場力量之探討」，科技法律透析，第 21 卷第 12 期，9-

32 (2009)。 
87 ICN Report, supra note 82, 10. 
88 有關公平會是否應介入通傳會有關電信資費與促銷方案的核定，有研究探討認為對於不符競

爭政策的資費，公平會應有介入管制的空間，參見王碧蓮、陳人傑、羅山珊，「規範與調整獨寡

占業者不當行為之可行政策作法－以電信事業主導者定價為例」，公平交易委員會民國九十八年

委託研究報告，190-191(2009)；不過本人認為，通傳會依電信法規授權所為電信資費的核定，是

典型的「事前」管制措施，這類管制方式的選擇是電信主管機關職權行使的範疇，競爭機關如公

平會應無介入的空間。本文所贊同者，是通傳會與公平會就「市場界定」與「市場主導者」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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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電信業市場主導者的行為，公平會通常採取自制而謙讓的立場，多由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通傳會獨挑規範管制大樑，就電信事業價格擠壓的問題亦是如此，但

在參考前述競爭與電信互動的趨勢、我國電信市場競爭環境的健全與最終消費者利

益，公平會不僅應在「事前」階段，加強與通傳會之間的合作，在「事後」階段，

更應發揮其決定性的功能與作用。 

五、結語 

歐盟將競爭法導入電信業的管制這項原則確立之後，就競爭法如何適用於電信

市場，其分析模式近年來有具體的調整；無論是執委會或歐洲法院均支持由原本概

念式或形式的評估，轉向有系統的經濟分析，尤其特別注重主導事業的定價行為對

市場競爭與消費者利益的效果，而市場主導者的價格擠壓，正是競爭法管制濫用市

場力的優先執行對象。歐盟以累積的個案經驗為基礎，提出「指導文件」詳予釋

明，相對於公平法之於我國電信業的備而少用，作為競爭機關的公平會，至少應在

市場主導者定義、相關市場界定以及積極參與事後管制等三方面，反思應採取哪些

有實益的改善策略，以利電信業長遠的發展。 

                                                        
估方面應緊密合作，這樣的前提與基礎確立之後，通傳會對市場主導者所核定的資費，公平會自

應尊重通傳會所為的裁量。不過資費在經核定之後，市場主導者實際實施的交易價格倘與核定公

告資費不同，此時市場主導者的定價屬於競爭行為態樣，當然是公平會「事後」管制的範疇而有

公平法的適用，如同公平會有權對電信事業價格擠壓或掠奪性定價等行為介入執行一般，此似又

與公平法第 46 條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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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EU Regulations and Practices on Margin Squeezing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Wei, Hsin-Fang 

Abstract 

A margin squeeze occurs when a vertically-integrated company which is dominant in 

the supply of an indispensible upstream input market pursues a pricing policy with the 

intention of preventing downstream competitors from trading profitably, thereby leading 

to their ultimate exclusion from the downstream market. We can often see this type of 

price abuse which an incumbent dominant operator implements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market. Even after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market in the EU, many 

incumbents continued to maintain their dominant positions in the markets and it is thus 

insufficient to address the exclusive pricing of these dominant enterprises by way of ex 

ante regulations. The intensive introduction of competition law to the sector-specific 

regulations and aggressive ex post enforcement by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have been the 

EU’s response to this situation. The model for competition analysis in relation to cases 

involving margin squeezing has been significantly changed. The EU Commission has 

transformed its format-based analysis into a systematic economic assessment. For 

exclusive pricing conduct including margin squeezes, the Commission has placed 

emphasis on the effects of market foreclosure and thereby the detriment to consumers’ 

interests. Based on its practical experiences in the past, an explanatory document referred 

to as a “guidance paper” has been published by the Commission for public reference.  

The policy and trend regarding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in 

Taiwan is quite similar to that in the EU, whereas the vigorousness of competition law 

enforcement is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in Taiwan. In learning from the EU’s regula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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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s on margin squeezes, and for the purpose of fostering effective competition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market in Taiwan, our competition authority,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should, among other things, take the initiative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reas: it 

should update the definition of a dominant operator, it should establish a more delicate 

method for defining a market, and it should strengthen the powers in relation to 

competition law enforcement. 

Keywords: margin squeeze, framework directive, guidance paper, dominant operator, 

market definition, local loop, broadband acc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