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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第 24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議程

主辦單位：公平交易委員會

協辦單位：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

日　　期：106年12月1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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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辛亥路、復興南路交叉口（捷運科技大樓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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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談人：邱永和（東吳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11:50~12:1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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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15:00 議題3　聯合行為與公平交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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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4:30
14:30~14:40

　　論文5：各國競爭法寬恕政策實施成效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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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 I

開幕式　黃主任委員美瑛開幕致詞

106年12月1日
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廖理事長、各位貴賓、各位同仁、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首先，謹代表公平交易委員會歡迎各位出席本會第24屆「競爭政策與公平
交易法學術研討會」，並感謝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連續兩年協助辦理本研討

會。

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自105年成立，迄今已邁入第2年，積極扮演公平交易
法學術研究與實務經驗之交流平台，並成為本會推動競爭政策的重要合作夥

伴，在此，謹對廖理事長及公平交易法學會所給予的協助與支持，表達最誠摯

的謝意！

公平會為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的主管機關，依法掌理擬訂相關

政策及法規，在社會各界的支持及公平會全體同仁的努力下，無論是在有效執

法、完備法規制度、推展國際交流合作及傳揚公平交易理念等方面，均累積了

豐碩的成果。

本會自民國86年1月27日成立「競爭政策資料及研究中心」以來，為加強
競爭政策之研究與服務，並借鏡國內外學術研究成果，即舉辦了第1屆的「競
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迄今已舉辦了24屆，希望能藉此增進本會
同仁、專家學者在公平交易法執行實務經驗及學術領域方面之交流。

本次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包含本會就當前備受關注之競爭議題，邀請專

家學者所撰寫的3篇論文，以及本會今年度4個委託研究計畫的成果發表，共有
7篇論文發表。
今天上午議題為大數據、網路經濟與公平交易法之相關議題，本會邀請到

陳志民教授發表「大數據時代下之市場力濫用行為初探」一文，探討相關產業

出現競爭問題的可能性及競爭法規範的必要性。以及王明禮副教授發表「雙邊

市場平台經濟之競爭法課題」論文，介紹雙邊市場之類型與競爭分析的變數，

進一步研析市場界定上所面臨的挑戰。且由本會魏杏芳委員就「論網路經銷的

價格限制」發表論文，說明網路經銷價格限制所涉的競爭法議題，並整理美國

與歐盟目前就網路經銷價格限制所關注的行為態樣。

下午場次4篇論文為本會今年4個委託研究主題之成果發表，包括第1篇是
「競爭法規範有關事業間交換敏感資訊與聯合行為之研究」，發表人為施錦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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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以歐盟條約第101條及歐盟水平協議指導原則為主軸，探討敏感性資訊
交換對產業是否有促進競爭效果，或是會帶來反競爭效果；第2篇是「各國競
爭法寬恕政策實施成效之研究」，發表人為石世豪教授，文章中整理歐、美、

德、日、韓等國家「寬恕政策」的建置及轉型歷程。

第3篇是「國際定期海運市場及競爭規範研究」，發表人為姚銘忠教授，
除總覽定期海運產業之概況，同時檢視定期海運產業之競爭規範議題；第4篇
是「競爭法下市場封鎖經濟效果之研究」，發表人為邱敬淵助理教授，全文聚

焦於搭售行為，闡述其理論發展、背後的經濟邏輯及所帶來的排除競爭效果。

相信藉由本次研討會的討論，將能使在座各位先進更能掌握競爭法的脈動

與趨勢，此外，相關學術研究成果，亦可作為本會未來施政及執法的參考，以

提升執法之品質。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的光臨，並預祝本次研討會順利圓滿。



大數據時代下之市場力濫用行為初探 1

大數據時代下之市場力濫用行為初探

陳志民
*

目　次
一、「大數據」之定義

　　(一)巨量的數據集
　　(二)快速與及時之數據處理技術
　　(三)數據多元性
　　(四)高數據價值
二、競爭法規範「大數據」收集及分析運用行為之必要性

　　(一)大數據時代，小政府思維-樂觀論
　　(二)「看不見雙手」的侷限-審慎論
三、 「大數據」收集及分析運用與市場力濫用：「相關市場」及「市場力
量」之衡量

　　(一)「大數據」與「相關市場」之界定
　　　　1.修正之SSNIP法則
　　　　2.「非價格」競爭因素之界定方法
　　(二)「大數據」與「市場力量」
四、「大數據」取得與運用之可能濫用行為類型

　　(一)「策略性」結合行為
　　　　1.TomTom / Tele Atlas結合案
　　　　2.Facebook / WhatsApp結合案
　　　　3.Google / Waze結合案
　　(二)「市場排除」行為
　　　　1.拒絕「數據」近用
　　　　2.差別性「數據」近用

*   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系專任教授
美國西北大學法學博士(S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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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大數據」時代的來臨，事業透過數據之蒐集、整理與運算分析，可

更了解顧客之消費行為模式及偏好，改善既有產品或服務之品質，或客製化符

合顧客喜好之新產品或服務，不僅為廠商創造了無限的商機，也大幅降低了市

場的交易成本，讓廣大的消費者得享有更便利與優質的產品與服務。在這看似

雙贏的商業模式發展過程中，近年來，我們也同時觀察到美國及歐盟等具成熟

競爭法執法經驗的國家，開始對Google, Facebook、Microsoft或Amazon等掌握
「大數據」及其運算與分析技術的國際知名企業進行反托拉斯法調查。綜觀競

爭主管機關發動調查之原由，主要乃出自於對「數據」對競爭的重要性愈來愈

高，「大數據」掌控者濫用該關鍵投入要素，遂行封鎖與排除數位經濟下之平

台競爭的誘因也會隨之增強的競爭關切。另外，事業濫用其於所取得的數據，

導致數據提供者「隱私權」被侵害的問題，以及競爭法針對此能否發揮一定的

規範功能，亦逐漸受到各國學界與實務的重視。本文從介紹「大數據」的4V特
色出發，首先介紹「大數據」產業出現競爭問題的可能性及競爭法規範必要性

之不同看法，再具體檢視大數據收集及分析運用，可能會創造出限制或排除市

場競爭之具體行為態樣，包括「大數據」的相關市場及市場力量衡量的問題，

以及數據的「策略性結合」及「市場排除」行為等。另外，針對以競爭法保障

數據「隱私權」被侵害的論辯，也將於論文中一併論及。文末以提出個人對競

爭法規範「大數據」市場之幾項初步看法與政策建議總結本文。

　　　　3.「數據」近用與差別取價
　　　　4.「數據」之排他性近用
　　　　5.「數據」近用之搭售安排
五、「大數據」取得與運用及隱私權保障

六、對競爭法及政策的啓示：代結論

　　(一) 「數據」是一項投入要素，非最終產品
　　(二) 「大數據」競爭效果理論之「定性」與平衡「評估」問題
　　(三) 「大數據」與隱私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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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Big Data)被譽為是「網路的新貨幣」(the new currency of the 
internet)1

及「數位時代的原油」(the oil of the digital era)2
。透過數據之蒐集、整

理與運算分析，事業可更了解顧客之消費行為模式及偏好，進而改善既有產品

或服務之品質，或客製化符合顧客喜好之新產品或服務。據顧問公司McKinsey
之估計，大數據之收集與運用可大幅提高事業獲利。

3 特別是隨著智慧型手機
及網路平台快速的取代傳統的訊息傳遞模式，加上人工智慧技術的快速發展，

讓數據的取得與掌控，成為企業經營所不可或缺的利基。據「經濟學人」雜誌

的估算，Alphabet (Google母公司), Amazon, Facebook, Apple及Microsoft等5家
全球最有價值且與網路數位經濟息息相關之上市公司，在2017年第1季的總獲
利達250億美金，其中，Amazon取得美國網路交易金額的一半，而全美去年數
位廣告的收益成長也幾乎全是由Facebook及Google所創造。4 這些利潤成長快
速的現象，與相關企業掌握產業重要「數據」以及運用數據所產生之「網路效

應」有密不可分之關係：當使用Facebook的人數愈多，Facebook的價值對其他
尚未加入者之價值也愈高，而當特斯拉(Tesla)從它所生產的自動駕駛車輛所獲
取之數據愈多，公司就愈能改善車輛的品質與安全性，吸引更多人使用其自動

駕駛車輛，進而讓特斯拉取得更多關於駕駛人及其駕駛經驗之數據，用以改善

產品的品質。
5 

然而，如同競爭法關切「網路效應」在「非數據」市場中所可能產生之

「套牢」(lock in)及「封鎖」(foreclosure)效果，在驚豔於大數據運用所可能帶
動之商業模式變革及交易便利性的同時，國際間也開始關切「大數據」運用

所可能出現對市場競爭與消費者權益不利之效果，此可從「經濟合作及發展

組織」(OECD)競爭委員會分別在2016年的「大數據：在數位時代引入競爭政
策」(Big Data: Bringing Competition Policy to the Digital Era)及2017年「演算法
與勾結」(Algorithms and Collusion)二場圓桌會議中，連續2年討論這項議題看
出這個趨勢。就市場競爭的影響部分，主要的議題在當「數據」成為市場競

1
	 See William D. Eggers, Rob Hamill & Abed Ali, Data as The New Currency:	Government’s 

Role in Facilitating the Exchange, DELOITT REVIEW 19 (2013).
2
	 Economist, The world’s most valuable resource 7 (May 6th, 2017).
3
	 JAMES MANYIKA ET AL.,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BIG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64 
(June 2011)(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McKinsey Report.”).

4
	 Id.
5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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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的一項不可或缺資產時，因「網路效應」而取得競爭優勢之「數據」掌控

者，有誘因濫用其因此而取得之市場地位，或以不同的交易行為要求，讓競爭

對手無法取得「數據」，或提高其取得數據之成本，或收購從「大數據」演算

所推估出來的未來潛在競爭對手，消弭未來可能出現的市場競爭。另外，「大

數據」競爭者間，得採行相同或可整合對手市場價格反應的訂價演算法，來降

低彼此進行市場勾結行為之成本。就消費者權益保護部分，則主要著眼於大

數據時代下的消費者，對於其使用網路所留下之「數位軌跡」(digital traces)，
逐漸失去掌控權或被數據收集者濫用而導致隱私被侵犯之議題。誠如Stucke & 
Grunes 所描述的:「消費者覺得挫折，覺得已無法控制個人的資訊。消費者不
知道誰取得了他們個人的資訊、什麼資訊已被使用，何時及如何被使用，以及

使用對其隱私之意義。」
6 

本文擬就此一新興議題，從法律與經濟的觀點，介紹國際競爭法實務界與

學界的相關見解，並提出個人之初步看法。由於所涉及的爭點很多，本文僅就

「大數據」之單方濫用行為進行研究，不涉及「大數據」對促進水平勾結協議

的問題。再者，「大數據」市場中的隱私權保護問題，形式上雖看似與消費者

保護政策較為相關，但本文認為確保競爭的不受扭曲，亦可能是解決隱私權遭

受掌控「大數據」之事業侵犯的選項之一，故也將在本文中一併論述。據此研

究架構，本文第壹節先介紹「大數據」之意義及特色為何。第貳節討論競爭法

規範「大數據」收集及分析行為之必要性，比較說明對「大數據」不當影響市

場競爭持較樂觀及審慎看法之理由。第參節與第肆節具體檢視大數據收集及分

析運用可能之具體限制行為態樣。其中，第參節將首先探討界定「大數據」相

關市場及衡量其市場力量的問題。第肆節進一步說明數據取得與運用所可能衍

生之「策略性結合」及「市場排除」之競爭效果。第伍節針對「大數據」時代

下「隱私權」侵害議題，及競爭法針對此一議題所可提供之規範功能，提出學

理上的分析。第陸節總結本文。

一、「大數據」之定義

有關「數據」爆炸性成長的現象，以及其為人類所帶來的數據儲存空間不

足及整理消化數據資訊的能力遠不及數據出現的速度等挑戰，早已為資訊科學

6
	 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 BIG DATA AND COMPETITION 

POLICY 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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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之研究者所重視。
7 在1997年IEEE第8屆「視覺化」(Visualization)學術研討

會中，二位來自NASA的學者Michael Cox & David Ellesworth在論文中指出，視
覺化技術，由於其有相當龐大的數據，將占據大量的電腦儲存空間，對電腦系

統將產生有趣的挑戰；他們將此一挑戰稱之為是「大數據問題」(the problem of 
big data)，用以描述「數據集」(data set)數量已超出既有電腦記憶體所能儲存的
技術限制。

8 隨著儲存技術的進步及數據運用的快速普及化，「大數據」逐漸
跳脫了單純只是一項源自於電腦技術的概念，「大數據」運算在揭露事件間之

「未知相關性」(unknown correlation)和「未顯露模式」(hidden pattern)，以及
預測市場發展趨勢之商業與經濟價值，也快速地受到廣泛的重視與討論。紐約

特報在2012年一篇名為「大數據時代」(The Age of Big Data)的評論中，即臚列
了大數據在商業及非商業領域(政府政策、健保醫療、政治、運動、社交活動
等)內被運用的可能性。9 

「大數據」應如何定義？何謂「大數據」產業？實務界與學界雖無統一的

定義，但可以確定的是，從市場與市場競爭的觀點來看，單從產業所需的數據

「量」是否龐大來定義此一產業，已無法真實呈現其特色。事業收集、處理、

分析與運用數據之技術能力以及其即時性等「質」的因素，也可能讓無法取

得足夠數量數據，但數據處理與分析能力較強的事業得因此而取得競爭上的

優勢。
10 即使統一的定義難尋，仍有研究機構及專業組織嘗試對大數據相關產

7
	 Peter J. Denning, Saving All the Bits, 78 AMERICAN SCIENTIST 402 (1990)(“The rate 

and volume of information flow overwhelm our networks, storage devices and retrieval 
systems, as well as the human capacity for comprehension.”) 有關「大數據」概念之出
現與演進，可參考Gil Press, A Very Short History Of Big Data, FORBES (May 9,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forbes.com/sites/gilpress/2013/05/09/a-very-short-history-of-big-data/# 
473d15c665a1 (last visit: November 8, 2017).

8
	 Michael Cox & David Ellesworth, Application-Controlled Demand Paging for Out-of- 

Core Visual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8TH IEEE VISUALIZATION 1997 
CONFERENCE 235 (1997)(“Visualization provides an interesting challenge for computer 
systems: data sets are generally quite large, taxing the capacities of main memory, local 
disk, and even remote disk. We call this the problem of big data.”).

9
	 Steve Lohr, The Age of Big Data,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1, 2012).
10
	 舉例言之，Myspace的使用人數明顯多於Facebook在進入市場之初的使用人數，但在 
社交網站的競爭上，最後仍不敵Facebook. 同理，較佳的數據取得與分析技術，也是 
Google得以在網路搜索引擎市場中取代Yahoo的重要原因。Vavier Boutin & Georg 
Clemens, Defining “Big Data” in Antitrust, CPI ANTITRUST CHRONICLE 22, 26 (Augus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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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提出融合「質」與「量」的特色說明，期能進一步釐清「大數據」的內涵。

其中，最早由Doug Laney在2001年提出，後續被包括OECD競爭委員會在內的
多數個人與組織所接受的大數據「3V」特色，即數據的「量」(volume)、「速
度」(velocity)、「多元」(variety)，是最常被引用之「大數據」特色。11 另外，
Stucke & Grunes則另外加入了「價值」(value)另一項特色。12

(一) 巨量的數據集
大數據產業通常涉及巨量產業數據之收集與分析，而隨著儲存技術與空間

的快速發展，數據收集、儲存、處理、及分析的成本也大幅降低。另外，隨著

「網路化」的趨勢愈加明顯，無線數據傳輸設備的更趨輕巧與個人化，預測全

球數據的傳輸量在未來幾年也將呈等比級數的增加。
13 

(二) 快速與及時之數據處理技術
由於巨量數據乃大數據產業之一項重要生產投入要素，參與事業有無快速

與及時的數據收集與處理技術，即成為事業能否於競爭中脫穎而出的關鍵，而

傳輸技術的突飛猛進，也讓大幅加快了數據的處理與分析速度，在某些情況

下，更可達到「即時」(real time)的程度，明顯提高了大數據分析對我們當下所
處環境及生活中各項決定產生立即性影響的可能性。從購買汽車零組件、流感

傳染率或失業率的預測、氣象預報、到不動產交易即時撮合等，這種因數據傳

輸速度加快所創造的「即時預測」(nowcasting)能力，已被用於改善個人商業及
政府公共政策決策的品質。

14 
(三) 數據多元性
「量」與「速度」的提升，也讓「大數據」產業所使用之數據類型更趨多

元，從文字、圖檔、郵件、網頁等不一而足。這些多元的數據類型，讓數據的

掌握者得以進一步獲取數據提供者的位置(實體地址或IP位置)、生日、性別、

11
	 Doug Laney, 3D Data Management: Controlling Data Volume, Velocity, and Variety, Meta 

Group (Gartner Blog Post), posted on 6 February 2001, available at
    https://blogs.gartner.com/doug-laney/files/2012/01/ad949-3D-Data-Management-

Controlling-Data-Volume-Velocity-and-Variety.pdf (last visit November 8, 2017); OECD 
Competition Committee Roundtables (Background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Big Data: 
Bring Competition Policy to the Digital Era 5 (29-30 November 2016), available at

       https://one.oecd.org/document/DAF/COMP(2016)14/en/pdf (last visit November 8, 2017).
12
	 STUCKE & GRUNES, supra note 6, at 15.

13
	 OECD, supra note 11, at 5.

14
	 所謂的「即時預測」，指以數據分析來“預測現在或極近的未來和過去”(the 

prediction of the present, the very near future and the very recent past.”) OECD, id.,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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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成員、飲食習慣、消費紀錄、或網路瀏覽的時間及購物的頻率等。誠如

OECD所指出的，「數據融合」(data fusion)將創造出新數據，讓產品或服務提
供者或競爭對手得進一步了解與開發市場。

15 
依法德二個競爭主管機關的研究報告(下稱「法德研究報告」)，16

「大數

據」可依數據之「資訊類型」、「結構化」(structured)及「取得方式」等3個面
向來區分。就「資訊類型」而言，如關於個人(如個人消費偏好、所在地等)、
經濟體(如公司特定交易之營業額)或特定事務的數據(或車輛目前之速度及位
置)。「結構化」的數據，指依特定定義模型所取得之數據，如消費者地址的
資料庫，其中包括了消費者姓名、地址、年齡、電話號碼等彼此相關之訊息 。
「結構化」的數據通常較「未結構化」數據有更高的商業運用價值 。從「取得
方式」來看，數據可區分為由事業內部取得、由第三人自願提供(如網路購物
所提供之付款資訊及電子郵件)、從公共開放平台取得(如透過搜索引擎crawling
所取得之數據)、從觀察使用者之行為模式取得、或從既有的數據推論取得等
主要方式。無論是那一種取得方式，數據取得者若可直接控制數據的收集過

程，「法德研究報告」將因此所取得的數據稱之為「第一手數據」(first-party 
data)，但除此之外，事業亦有可能運用由他人所收集與建置的數據集，該類數
據可稱之「第三方數據」(third-party data)。17 就競爭法而言，大數據運用對相
關市場所可能產生之「擴大市場力量」或「建構市場參進障礙」等競爭疑慮，

往往和「第三方數據」有較密切的關係。

(四) 高數據價值
「大數據」之所以能對相關產業產生極高之附加價值，和以下2項因素有

關。首先，「數據分析」(data analytics)技術之進步，讓數據解讀更加精準，同
時也提供了一項能更了解、影響與控制數據目標(大自然現象、社會系統或個
人)之技術工具。18 此外，大數據的「價值」，亦與其「巨量」、「快速」與
「多元」等3V特色間息息相關。「巨量」數據有助於事業發現大量且未經「結
構化」數據集中之數據相關性，甚至有論者認為，擁有大量數據但簡單運算法

之產業績效表現終將超越擁有複雜運算法但少量數據之產業。
19 快速的數據傳

15
	 OECD, id., at 6.

16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 Competition Law and Data 4-7 (May 

10th, 2016).
17
	 Id., at 12.

18
	 STUCKE & GRUNES, supra note 6, at 22.

19
	 Id., a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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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及數據分析能力，讓事業可以比其競爭對手更早掌握市場的變化，進而預測

市場走向與商機；而數據的「多元」及「融合」，也讓掌握「大數據」之事

業，得以更精準的知悉數據提供者的個人特質(如被保險人之風險偏好)，以利
其策劃相關之商業交易行為。

20 

二、競爭法規範「大數據」收集及分析運用行為之必要性

「大數據」的運用與分析以及過程中所帶動的「數位驅動創新」(data-
driven innovation)，讓事業得以大幅改善產品或服務的品質、提供消費者更多
的選擇、提昇生產效率與決策品質，對於消費者和廠商所可創造的經濟利益與

生活的便利性，已普遍為各國所承認。
21 除經濟上的利益外，「大數據」技術

與產業發展，也提供更多元化的教育環境與更能因材施教之教學工具、提高社

會弱勢取得資金的另類管道與機會、針對弱勢社區需求提供不同的醫療照護、

以及確保平等就業等有利於社會發展之非經濟利益。
22 但不可諱言的，如果

「大數據」是網路中的「新貨幣」，則其勢必也會成為事業所競相追逐的對象 
； 而為取得「大數據」所帶來的商機，競爭事業也會有誘因以各類競爭手段，
試圖比競爭對手更早取得數據的掌控權，或讓競爭對手無法取得攸關競爭之數

據集。事業據此考量所實施之競爭手段是否會產生不利市場競爭之效果，很自

然地也成為各界所關切的新競爭法議題。
23 學理上對此之論辯大致可被歸納為

20
	 Id.

21
	 另據OECD的統計，利用行車追蹤導航系統以避開塞車，各國因此所可節省的時間
及油料成本，到2020年將達美金5000億美元 ； 同一時間內，以智慧型電力輸送網
來協助用戶控管用電情況及電廠預測電力需求與產能調整，其因此所降低仍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成本也將達790億歐元 ； 在美國，利用大數據技術所建立之個人健
康電子紀錄，其因此所降低之錯誤醫療成本，改善診斷品質、提昇管理與收費效
率、及促進研發等利益也可達3000億美金。這些「大數據」技術所可能創造的利
益，未必會往往在傳統的效益評估方法中被納入。OECD, supra note 11, at 8.

22
	 FTC REPORT, BIG DATA: A TOOL FOR INCLUSION OR EXCLUSION? 

UNDERSTANDING THE ISSUES 6-7 (January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reports/big-data-tool-inclusion-or-exclusion-

understanding-issues/160106big-data-rpt.pdf. (last visit November 9, 2017).
23
	 See Modern Monopolists Are Redefining Competition: Would-be Trustbusters Must 

Recognize How the Economy Has Changed, FINANCIAL TIMES (April 22,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om/content/b7214b26-2660-11e7-a34a-538b4cb30025 ( last 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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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論」及「審慎論」2種不同的見解，謹分述如下。
(一) 大數據時代，小政府思維―樂觀論
持「樂觀論」見解者， 主要乃基於現代社會「數據」的取得管道多元，取

得成本低，故沒有任何企業可因掌握巨量數據而建構出足以有效排除競爭之市

場參進障礙。Tucker & Wellford從以下幾個角度進一步闡述此一觀點。24

首先，數據無所不在(ubiquitous)，Tucker & Wellford引用美國白宮2014年
針對「大數據」所發表的一份報告，以及2011年的McKinsey Report指出：「我
們正生活在一個數據收集接近無所不在的世界」、

25
「數位數據處處可得，存

在於每一個產業、經濟、組織及數位技術使者中。」
26 此外，具有收集與處理

巨量數據能力的事業眾多，幾乎所有提供網路服務的公司都在收集其網站使用

者的數據，而據業者指稱，一位網路使用者在每一次的網路瀏覽中會被追蹤超

過100次以上。27 再者，「數據」被各類不同規模的組織所運用，而不再是大
企業的專利。小型組織對「數據」創意性的使用，可創造與大企業的新型態競

爭，小企業不見得會居於弱勢。

另外，取得「數據」之成本低，大部分的事業均可在經營過程中取得大量

有利的數據，如客戶於交易與互動過程中所留下的資料。因應事業取得巨量數

據之需求，市場已出現如Acxiom, Datalogix, Epsilon等專業的「數據經紀商」
(data broker)，有利於降低事業收集數據之成本。據「金融時報」的報導，由數
據收集及銷售廠商取得單一潛在消費者數據的成本低於1美元。28 在此同時，
儲存與分析數據之成本也隨著分析軟體工具的成熟而下降，某些數據分析軟體

甚至於可免費取得，如Hadoop此一開放數據分析軟體即屬之。更重要的是，

November 9, 2017).
24
	 See Darren S. Tucker & Hill B. Wellford, Big Mistakes Regarding Big Data, 

ANTITRUST SOURCE (December 2014).
25
	 E X E C U T I V E  O F F I C E  O F  T H E  P R E S I D E N T,  B I G  D ATA :  S E I Z I N G 

OPPORTUNITIES, PRESERVING VALUES 3 (2014)(“We live in a world of near-
ubiquitous data collection.”), available at

	 	 	 	https://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l968fxekzMcJ:https://
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docs/big_data_privacy_report_
may_1_2014.pdf+&cd=1&hl=zh-TW&ct=clnk&gl=tw.  

26
	 MCKINSEY REPORT, supra note 3, at 2 (“Digital data is everywhere-in every sector, in 

every economy, in every organization and user of digital technology.”) 
27
	 Tucker & Wellford, supra note 24, at 2.

28
	 See FINANCIAL TIMES, 轉引自id. At 3 n.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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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的取得不具有「敵對性」(rivalrous)，網路使用者針對相同目的使用不
同的搜尋平台的「多點聯結」(multi-homing)搜尋方式，讓多數的網路服務業者
可同時取得同一網路使用者之數據。

最後，Tucker & Wellford認為大部分的「數據」是歷史性數據，或許可被
用於預測趨勢，但對於「即時性」的商業決定幫助並沒有想像中那麼的大。現

今90%的數據是在過去2年內所創造，70%未經結構化的數據在90天後就會過
期。

29 「數據」的「飛逝價值」(fleeting value)，30 很難讓數據的掌控者得單純
因握有大量的「數據」，即可取得市場之支配地位。

(二)「看不見雙手的侷限」―審慎論
對於樂觀論的論點，Stucke & Grunes則持保留的看法。二人首先質疑，若

數據真的無所不在且隨手可得，則Facebook沒有理由以免費提供服務的方式來
取得使用者的相關數據，而Uber似乎也沒有必要在2015年出價10億美金，試圖
購買Nokia的HERE地圖。31 原因在於，數據取得成本的高低，與數據對事業的
「價值」未必相同。當網路事業得以透過使用者的數據，了解並修正運算法的

錯誤時，數據分析即可能創造出高於數據取得成本的價值，而維持或擴大此一

附加價值的考量，也可能讓數據擁有者有限制或排除其競爭對手近用數據的商

業誘因。另外，公開數據的取得或許不具有「敵對性」，但一旦事業將取得的

數據用於其產品或服務後，近用該數據即受法律的限制，而未必全然是公開

可得的數據，此可從美國2013年的PeopleBrowser Inc. v. Twitter, Inc.一案獲得印
證。

32 PeopleBrowser利用資料探勘(data mining)的技術，分析Twitter上之數據
後，將分析所得之消費者意見等資訊賣給客戶。為取得Twitter上的所有貼文，
PeopleBrowser每年支付Twitter100萬美金，以取得PeopleBrowser的數據Firehose
及數據串流應用程式介面(API)。在Twitter允諾將會維持一個使用其數據的「公
開生態系統」(open ecosystem)下，PeopleBrowser投入大量的資金與資源建構以
Twitter為數據來源之營運模式。Twitter後來中止了PeopleBrowser的近用數據權
限，PeopleBrowser則依加州的「不公平競爭法」對Twitter提起訴訟。值得注意
的是，Twitter在訴訟中反駁PeopleBrowser主張Twitter的數據是「公共財」的論
點，認為如此將摧毀事業進行創新競爭的誘因，Twitter對於其平台未來的發展

29
	 Tucker & Wellford, supra note 24, at 4. 

30
	 Id.

31
	 , STUCKE & ALLEN P. GRUNES, supra note 6, at 42.

32
	 Id., at 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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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交易關係應享有主導權。
33 

三、「大數據」收集及分析運用與市場力濫用：「相關市場」 
及「市場力量」之衡量

即使我們支持「審慎論」者的看法，但如同所有濫用市場力案件之調查，

競爭法執法機關首先得面對者，乃如何界定涉及「大數據」案件中之「相關市

場」及衡量涉案當事人之「市場力量」的問題。在傳統濫用行為案件中，二者

的判斷對主管機關的挑戰性都相當高；而「大數據」產業之特色，更可能讓這

市場界定與市場力判斷變得更加複雜，特別是以下二項議題：(1) 在運用「大
數據」分析技術的產業中，不少具有「雙邊」(two-sided)或「多邊」(multi-
sided)市場的特色，且業者經常免費提供其產品或服務供網路使用者使用下
載，如網路搜索、GPS導航、影片上傳、社交網絡等，限制了傳統以觀察價格
變動及有無替代產品定義市場的運用空間；(2) 在「雙邊」與「多邊」市場的
特色下，競爭主管機關若單以事業在涉案產品或服務所在之單一市場中之指標

(如市占率)來認定市場力量，忽略了與涉案市場具競爭聯動關係市場對涉案事
業競爭誘因之影響，則其所界定出來的「市場力量」往往無法反映真實的市場

競爭現況。
34

(一)「大數據」與「相關市場」之界定
「大數據」生態系統下往往包含了來自多方市場之參與業者，提供多元

的「產品」或「服務」，讓「相關」市場的界定更加的困難。以Apple公司為
例，其同時是一個網路平台(Apple Store、iTune)、科技產品的銷售者(個人電
腦、平板電腦、iPhone)及資訊科技設施之提供者(iCloud)；其同時也向使用
Apple平台的應用程式開發廠商或廣告商收費，也和其他網路平台如Facebook
或LinkedIn合作。35 另外，在產品或服務價格等於0的情況下，以價格「微量

33
	 Id., at 48.

34
	 「雙邊市場」的概念，最早由經濟學家Rochet & Tirole所提出並將之定義為: “[A] 

market is two-sided if the platform can affect the volume of transactions by charging 
more to one side of the market and reducing the price paid by the other side by an equal 
amount； in other words, the price structure matters, and platforms must design it so as 
to bring both sides on board.＂ Jean–Charles Rochet & Jean Tirole, Two–Sided Markets: 
A Progress Report, 37 RAND J. ECON. 645, 664–65 (2006).

35
	 OECD, supra note 11, a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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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實質」的調漲，來觀察產品間供給與需求替代關係與程度的SSNIP(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of price)法則將無法得出有意義的認定結
果。歸納學理與實務上之討論，建議的解決方法主要有(1) 仍以「價格」變動
作為觀察替代變動的起點，但針對「多邊」的特色修正SSNIP的操作過程；(2)
改以「非價格」競爭因素的改變(如品質)作為觀察的起點。
1.修正之SSNIP法則

由於可能可以和網路平台產生「雙邊」或「多邊」關聯的市場眾多，則概

念上應納入相關市場界定考量的範圍應多廣，即是一項有待釐清的問題。可行

的方法之一，也許是從網路服務的內容類型，先界定考量「雙邊」及「多邊」

的必要性。例如依網路所涉及之內容，可大致將其區分為「非交易平台」(non-
transaction platform)及「交易平台」(transaction platform)，前者指平台的使用
者彼此間並未有直接的交易關係，平台的功能在引發交易當事人之「注意」

(attention)，如提供消費者搜尋及廣告商廣告之平台，後者則指網站提供「撮
合」(matching)當事人交易機會，如信用卡或網路拍賣平台。36 就「非交易平
台」而言，由於服務或產品對不同市場之使用人而言，有不同程度的替代可能

性認定，如「社交網絡平台」和「搜索引擎平台」對消費者而言並不具有替代

性，但對廣告商而言則有，故較適宜針對不同方市場個別界定相關市場。例如

在審查社交網絡平台的結合案時，針對廣告市場部分，競爭主管機關可能得進

一步判斷「搜尋網站」是否和「社交網站」具有替代性，但在消費者部分，

則無需考量二者間之替代性。
37 反之，若是在「交易平台」，則只需針對「平

台」本身來界定出一個市場，無需再針對個別的雙邊或多邊市場來分別界定。

例如，就涉及網路拍賣平台的結合案，競爭主管機關只需研析「網路拍賣」與

「網路銷售」或「非網路銷售」間是否具有替代性，而可以將二者劃入同一

「相關市場」即可。
38 

至於在具體操作方法上，學者建議修改傳統的SSNIP法，在「非交易平
台」的案件中，依多方市場間需求交叉彈性的分析法，觀察單方市場之價格變

動，對平台「整體獲利」(overall profitability)的影響來界定相關市場。在「交

36
	 L. Filistrucchi, D. Geradin, E.V. Damme and P. Affeldt, Market Definition in Two-

Sided Markets: Theory and Practice, 10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 293, 296 (2014); OECD, id., at 16.

37
	 Filistrucchi et al., id., at 299.

3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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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平台」部分，則是以平台本身所設定價格之微量改變，來觀察平台「整體獲

利」改變的情況來界定相關市場。
39

2.「非價格」競爭因素之界定方法
另一項解決欠缺可比較價格問題的方法，乃改依產品「品質」的調整所帶

動之需求與供給的變動，來界定其相關市場。Hartman, Teece, Mitchell & Jorde
於1993年的一篇論文指出，SSNIP法則對於變動快速的高科技產業並不適合，
因為這類型產業的主要競爭模式是非價格的競爭，如產品或服務品質或創新能

力，
40 故建議以「微幅但實質且非瞬間之品質降低」(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decrease of quality； SSNDQ)來取代SSNIP法則。以大數據產業為
例，競爭主管機關可以以假設獨占者若降低其產品或服務品質(如網站對隱私
權保障的程度)達一定的程度(如降低25%)，會有多少原先的使用者會改使用其
他網站，若移轉的使用者眾多，則該替代網站之產品或服務即應列入「相關市

場」之列。
41 不過，Hartman等也承認，相較於「價格」的變動，「品質」變

動往往是多面向的，無法以具體的貨幣價值作為單一的評估單位，使得在量化

「品質」變動影響時，除了要考慮特定「品質」變動的程度外，也要考量該項

「品質」變動和於其他「非價格」變動比較，其對競爭之相對重要性為何。
42 

即使SSNDQ面臨到不少操作上的困難，但仍被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
年的「奇虎360控告騰訊」(Qihoo 360 v. Tencent) 一案中採為界定「相關市場」
之依據。該案原被告是中國二大主要的網路服務提供公司，奇虎在2010年推出
網路即時通(Instant Messaging)的防毒軟體「360安全衛士」(360 Bodyguard)後，
騰訊也隨後採行讓奇虎公司的所有軟體無法在其即時通訊上使用之策略，導致

在48小時內，奇虎公司流失了約10%的使用者，奇虎公司因此依中國反壟斷法
向法院提起本案訴訟，主張騰訊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以排除市場競爭。

43 就「相

39
	 OECD, supra note 11, at 15.

40
	 Raymond Hartman, David Teece, Will Mitchell & Thomas Jorde, Assessing Market 

Power in Regimes of Rapid Technological Change, 2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S 317 (1993).

41
	 Id., at 334.

42 Id., at 334.
43
	 本案之事實與判決理由，乃參考CRA Insights: China Highlights: Qihoo v. Tencent: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first Chinese Supreme Court decision under Anti-Monopoly Law 
(February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crai.com/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China-Highlights-Qihoo-360-v-
Tencent-0215_0.pdf (last visit November 10,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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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市場」界定部分，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首先批評下級法院以SSNIP界定本案市
場的不當，其指出由於「即時通訊」的服務是免費的，所以不論價格被假設性

地從0提高到何種水平，其上漲的百分比都是無限大，代表產品或營業模式的
全盤改變，故無法用以觀察就競爭具相關性的產品為何；相對的，最高人民法

院認為應以SSNDQ作為判斷的標準。在此標準下，最高人民法院拒絕下級法
院將「相關產品市場」界定為包括「即時通」、「社交網絡服務」及「微博」

等網路通訊服務；相反的，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這些網站

提供不同功能的服務，非必然會產生替代關係。至於在「相關地理市場」，最

高人民法院也認為，應在SSNDQ的原則，檢視當假設性獨占者降低其產品或
服務品質時，會有多少潛在競爭者能及時地進入市場取而代之，而對獨占者產

生實質的競爭壓力。最高人民法院推翻下級法院將「相關地理市場」界定為

「全球」的決定，認為以中國目前的法規限制，實質有效的競爭場域應只限於

「中國」。

(二)「大數據」與「市場力量」
如何衡量「大數據」掌控者的「市場力量」，可以將市場力量的源起區

分為「傳統來源」(traditional sources)與「新型態來源」(new sources)來加以說
明。

44 所謂「傳統來源」，包括因資訊設施之高固定成本所出現之「規模經
濟」效果、大量且多元數據所可提供之「交叉比對」(cross-referencing)價值
所產生之「範疇經濟」(economies of scope)效果及「網路效應」等足以讓「數
據」擁有者有更高支配市場機會的經濟事實。「新型態來源」，則專指在「大

數據」產業中之「數據回饋迴路」(data feedback loops)效果，指使用者於數據
平台所散佈之數據，經平台參與廠商利用並「貨幣化」(monetarized)後，再以
更高品質的服務回饋給使用者的一項巡迴過程。

45
「數據回饋迴路」讓市場供

給者與需求者的角色漸趨模糊，也讓二者之共生關係更加緊密。

誠如本文之前所提「審慎論」者的觀點，不論是「傳統」或「新型態」之

市場力量來源，競爭法所關切者，乃數據擁有者是否會因此而得以建構市場進

入的障礙，例如，事業所掌握的數據量過於龐大，其他競爭事業則因技術、法

規或行為面等限制而不具有同等收集證據的能力，而難以參與市場競爭。
46 此

44
	 Ania Thiemann & Pedro Gonzaga, Big Data: Bringing Competition Policy to the Digital 

Era 8-10 (OECD Competition Committee Presentation Slides, 2016).
45
	 Id., at 10. 

46
	 See Daniel L. Rubinfeld a1 Michal S. Gal, Access Barriers to Big Data, 59 ARIZ.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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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市場進入障礙亦可能出現在數據儲存、數據合成分析及數據的使用等面

向。
47 另一項值得進一步探究的議題，乃「雙邊」或「多邊」市場理論，如何

影響「市場力量」的認定。如果真如「雙邊」市場理論所言，事業於單一市場

之競爭行為會將該行為在另一市場之影響列入考慮，則在單一市場具高市占率

之事業即不能被視為必然是具有限制市場競爭能力的「市場力量」。例如，在

U.S. v. American Exp. Co.案中，美國司法部認為美國運通公司禁止接受其信用
卡的商家，勸誘消費者使用別家信用卡的「反勸誘」(anti-steering)約款，已違
反休曼法規定。

48 就「市場力量」部分，聯邦地院以美國運通公司於相關市場
內具有高市占率、市場具有高參進障礙、因消費者偏愛使用美國運通卡及因此

所衍生的需求等加乘效果，讓美國運通具有得操縱商家及消費者之力量。此

外，證據亦顯示，美國運通於涉案期間具有實質提高其服務價格的能力，故被

告已具備了違法之市場力量。
49 但本案在上訴至聯邦第二上訴巡迴法院後，50 

上訴法院法官引入「雙邊市場」理論來檢視「市場力量」要件。
51 上訴法院特

別指出，地院以美國運通於涉案期間具有單方提高價格的事實作為其具有「市

場力量」的證據，是錯誤地忽略了信用卡「持卡人市場」與「商家市場」二者

間就信用卡公司獲利的雙邊關聯性。為提高消費者使用美國運通卡的意願，美

國運通需增加使用者使用美國運通卡的利益。但因此所增加的成本，可能要由

提高商家接受美國運通卡所需支付給美國運通的費用來平衡，不過，偏愛使用

AE卡的人數增加，也對接受AE卡的商家有利。相對的，若因向商家所收取的
費用過高，降低願意接受AE卡的商家家數大幅減少，也會連帶地降低消費者
AE卡的意願。52

四、「大數據」取得與運用之可能濫用行為類型

在假定「大數據」之取得與運用將讓掌握「數據」者得因此享有支配市

場之市場力量之前提下，本節進一步探討可能出現的「以數據為基礎」(data-

REV. 339, 350-360 (2017).
47
	 See id., at 364-69.

48
	 88 F.Supp.3d 143 (E.D.N.Y. 2015).

49
	 Id., at 188. 

50
	 U.S. v. American Exp. Co., 838 F.3d 179 (2nd Cir. 2016).

51
	 Id., at 188. 

52
	 Id., at 202. 本案已上訴至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並已決定受理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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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的濫用市場力行為類型。53
相關的議題，將在「策略性」結合行為及

「市場排除」(market exclusion)行為二大分類下進行討論。
(一)「策略性」結合行為
將「結合」視為是市場支配廠商所可能採行的單方濫用行為，乃著眼於

「大數據」有可能成為一項得被支配廠商用以排除或封鎖競爭的「策略工

具」。當「數據」成為市場競爭的重要投入要素時，透過收購數據公司，讓數

據的「網路效應」更加顯著，大數據「巨量」的特色，進一步讓競爭對手難以

取得足夠的數據量進行有效的競爭。再者，支配廠商若能透過結合取得更廣及

類型更不同的數據。則大數據「多元」的特色，也可能讓競爭者難以透過自行

複製數據的方式，來規避結合事業所建構之市場參進障礙。此外，透過對數據

進行趨勢分析，事業得預先掌握並收購未來有可能成為其競爭對手之事業，消

弭未來的競爭。不過，即使「策略性」結合行為在理論上可能發生，但在實務

上尚未見有結合案件因上述競爭疑慮而被禁止者。以下謹就較具代表性的案例

為一簡要說明。

1.TomTom / Tele Atlas結合案54

TomTom是「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的先驅業
者，於2007年擬收購另一家提供數位式地圖及其他動態內容的廠商Tele Atlas，
二家是北美及歐洲「移動式數位地圖資料庫」(navigable digital map database)的
領導廠商。於審理過程中，歐盟執委會(下稱執委會)首需界定者，乃「移動式
數位地圖資料庫」是否即是本案的相關產品市場，或是應進一步擴大包含其他

提供類似搜尋服務之產品？特別是TomTom指出，微軟(Microsoft)及Google都
是Tele Atlas的客戶，也提供網路地圖搜尋服務，二家公司均可藉由其既有的技
術與資金和網路使用者所回饋的數據，迅速地進入GPS市場中。另外，GPS的
市場進入門檻會隨著空照圖片及衛星照片的技術與品質的提高而降低。不過，

執委會基於以下理由，仍認為「移動式數位地圖資料庫」是本案的相關產品市

場：

(1) GPS所需數據具有「巨量」、「快速」、「多元」等特色，不但要非常詳
細、正確，且必須針對路況、交通流量及行使路線等資訊不斷更新，為達此

目的，Tele Atlas經常要派人親自於道路上試駕，以掌握最新的道路數據。故
建制一份基本的電子地圖資料庫和詳細的GPS的資料庫，就所需投入的資源

53
	 「法德研究報告」，頁16。

54
	 OJ C 237/53 (2008).



大數據時代下之市場力濫用行為初探 17

和成本而言有相當大的不同。

(2) 微軟和Google是否為結合當事人之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執委會認為依賴網
路使用者所回饋的「維基式」(Wikipedia-like)數據，難以讓二家公司得以即
時的參與競爭。除了GPS所需的數據量龐大，遠超過使用者所能回饋外，使
用者也沒有足夠的誘因隨時提供更新的數據，且確認使用者所回饋的數據真

實性的成本可能更高。

至於在競爭效果的評估上，因本案性質上屬於垂直結合案件，故執委會

將審查的重點置於TomTom是否會因結合而取得排除上下游市場競爭的「能
力」，如果有，則TomTom是否有實施排除競爭行為的「誘因」二項議題。執
委會認為結合讓TomTom取得更完整且重要的數據，確可強化其實施排除行為
的能力；但執委會指出，即使TomTom於上游市場拒絕將數據開放給競爭者，
其因此所喪失的利益，亦難以在下游的GPS服務市場中的利益來加以彌補，故
應無實施排除競爭行為的誘因。

2.Facebook / WhatsApp結合案55

2014年宣佈以190億美元收購WhatsApp，二家公司在結合前均是提供簡訊
(texting)、照片及影音檔上傳分享的社交網站，差別在於WhapsApp並不出賣平
台廣告空間，且僅向使用者收取象徵性費用，保證不會收集使用者行動電話

號碼外的個人數據。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並
未調查本案，但其內部「消費者保護局」(Bureau of Consumer Protection)要求
Facebook要持續落實WhatsApp的隱私權保護政策。但歐盟則在審理過程中，
點出了數據收集與累積行為作為一項競爭損害理論的可能性，特別是Facebook
是一多方平台(multisided platform)，涉及「平台」間爭取使用人數、數據取得
及付費廣告之不同類型的競爭。執委會認為，由於WhatsApp並未收集使用者
數據，故結合並不會讓Facebook基於廣告目的所取得的數據量更多，但結合
後，Facebook仍有可能因在WhatsApp中推出廣告服務，及開始在WhatsApp中
收集使用者數據，並以此來改善Facebook廣告擬鎖定對象的正確性。然而，執
委會最後仍認為，雖然Facebook在結合後有「能力」，但卻沒有「誘因」從事
限制競爭的行為。首先，據歐盟的統計，歐洲從事收集數據的競爭事業很多，

Facebook因結合所取得的更多數據，並無法讓其可因此提高其廣告鎖定對象的
正確性。

56
在消費者部分，有愈來愈多的平台提供者重視並願意保護網路使用

55
	 Commission Decision C (2014) 7239 final (October 3, 2014).

56
	 據歐盟的統計，Facebook就收集數據的市占率約6.39%，其他的競爭者有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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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關於個人數據的「隱私權」，故「隱私權保障」已逐漸成為平台業者所不可

忽視的「非價格競爭」。執委會進一步表示，雖有「網路效應」，但使用者在

轉換使用不同的網路平台時，並不會出現顯著的轉換成本，迫使其必須使用特

定平台業者之服務，致消費者利益受損。

3.Google / Waze結合案57

2013年Google決定以13億美元收購同樣提供電子地圖服務的Waze，引發
業者普遍的關切。結合前，Waze認為該公司服務優於Google之處在於其數據
的即時性，二者的競爭關係因Google不再開放Waze使用其「應用程式介面」
(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而終止。美國FTC及英國「公平交易局」(Office 
of Fair Trading) 對本案都未表示反對，不過，英國政府表示，因二家公司結合
後，仍免費提供相關的服務，故本案的審議重點應著重在結合對「創新」及

「品質改善」的促進效果。由於在英國行動設備導航應用技術市場的主要廠商

乃Apple(30%)和Google(50%), Waze並無法對Google在英國之可能濫用行為產生
制衡的力量，故無進一步調查的必要。

(二)「市場排除」行為
雖然目前實務上涉及「大數據」濫用行為議題者多集中在「結合」案件，

但「法德研究報告」中也具體提出了5種可能的數據濫用行為：(1)拒絕「數
據」近用；(2)差別性「數據」近用；(3)「數據」近用與差別取價；(4)「數
據」之排他近用；(5)「數據」近用之搭售安排。
1.拒絕「數據」近用
拒絕分享「數據」會成為競爭法問題，其前提乃該數據集對競爭而言，是

一項重要且不可或缺的「關鍵設施」(essential facility)。相較於美國，歐盟對於
「關鍵設施」理論有較多的論述及案例。

58 2004年的IMS Health v. NDC Health
一案乃拒絕「數據」近用的代表性案例。

59 IMS是德國一家收集及分析藥品在

(33%), Microsoft (0.02%), Yahoo (o.65%), 其他(58.67%)。
57
	 UK Office of Fair Trading, Completed Acquisition by Motorola Mobility Holding 

(Google, Inc.) of Waze Mobile Limited, ME/6167/13 (13 December 2013), available at
	 	 	 	http://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20140402225142/http://www.oft.gov.uk/

shared_oft/mergers_ea02/2013/motorola.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19, 2017)
58 相關的討論，可參考Jay Modrall, A Closer Look at Competition Law and Data, 13 

COMPETITION L. INTE’L 31, 43-44 (2017).
59
	 Case C-418/01, available at

     http://curia.europa.eu/juris/showPdf.jsf;jsessionid=9ea7d2dc30d6a14215591aba42ccbfa1
8089c116c7a9.e34KaxiLc3qMb40Rch0SaxyMc3r0?text=&docid=49104&pageInde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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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市場銷售數據，並出售數據分析結果給藥廠的公司。本案原告NDC也是一
家藥品銷售數據的行銷公司，向執委會檢舉主張IMS拒絕授權NDC使用其數據
資料庫，已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力的行為，違反當時歐體條約第82條之規定。執
委會支持NDC的主張，認為IMS的數據資料庫已是市場中之產業標準，若無法
取得授權使用，NDC將無從於相關市場中競爭。60 案經歐盟第一審法院自歐洲
法院申請就案件爭點釐清法律爭點後，歐洲法院指出該數據資料庫是否關鍵，

除了要檢視潛在近用人對於該資料庫的發展有無貢獻外，更要調查是否有技

術、法規或經濟上之因素，讓潛在近用人無從由其他來源取得所需之數據資料

庫。
61 若構成「關鍵設施」，則法院應進一步觀察近用人利用數據，是否會在

另一市場創造出數據擁有者所未提供，且具有足夠市場需求的新產品或服務，

而所謂的「另一市場」，只要是可以被界定(identified)的「潛在市場」(potential 
market)甚至於「假設性市場」即屬之。62 最後，拒絕授權是否將導致藥品銷售
數據交易市場競爭被全部排除，且數據提供者拒絕近用是否無正當理由等，也

是法院審理的重點。
63 從上述判決可知，原告並不得單以涉案之數據集有「獨

特性」(uniqueness)，即主張拒絕近用行為已構成不法，進而要求數據所有人有
開放近用之義務。

2.差別性「數據」近用
依「法德研究報告」之說明，差別性「數據」近用可能出現在垂直整合的

事業，策略性地對整合數據採取差別性的使用條件，而對上、下游未整合事業

產生排除競爭的效果。例如，若實體賣家同時也經營零售網站，其在零售市場

所得到的關於其實體競爭賣家的相關數據，可讓其能更快速的調整產品線及售

價，也能限制下游未整合競爭零售商取得關於自己交易紀錄的相關數據，取得

在零售市場的競爭優勢。法國競爭局2014年所審理的Cegedim一案，64 Cegedim
是被法國競爭局認定為具市場支配地位的醫療數據收集與分析的領導廠商，因

拒絕將其主要數據資料庫“OneKey＂出售給使用Euris軟體的客戶而被處分。
Euris是由Cegedim在「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服務

&doclang=EN&mode=lst&dir=&occ=first&part=1&cid=1942016 (last visited November 
19, 2017)

60
	 Id., Paragraph 12.

61
	 Id., Paragraph 28-30.

62
	 Id., Paragraph 44.

63
	 Id., Paragraph 55.

64
	 French Competition Authority, Decision No. 14-D-06 (July 8,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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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競爭者所研發，法國競爭局認為Cegedim此一差別性的「數據」近用措
施，將限制了Euris軟體的研發。不過，從行為之效果而言，本案似與「拒絕近
用」無異。

「法德研究報告」也以報告提出當時仍在調查中的「Google比較購物服
務」案為例，說明差別性數據近用。該案已經執委會在2017年以Google對「比
較購物服務」(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競爭網站實施差別待遇之行為為由，
科處Google鉅額的罰鍰。65 執委會處分的理由，在於Google依賴其在一般搜索
引擎(general search engine)市場上的獨占力，透過其運算法則的設計，將同樣
提供產品種類與價格比較服務的Google Shopping之資料列在搜尋結果的最頂
頁，而競爭網站的資訊列在搜尋結果較後面的頁數，因而降低了搜尋者造訪競

爭網站的機會，有違歐盟競爭法保護效能競爭之原則。然而，本案似未涉及

Google有任何針對「數據」之禁止或差別近用之情形，而是在數據運算結果的
呈現上，採行不利競爭網站作法。

66

3.「數據」近用與差別取價
「數據」近用行為可能衍生二項與「差別取價」有關之問題。其一，事業

若擬成功實施差別取價，必須知悉不同消費者對其產品或服務所願意支付的最

高價格差異，始有可能依個別消費者不同的「保留價格」(reservation prices)來
決定個別消費者的不同售價。「數據」的收集與分析，讓事業更容易掌握消費

者過去的消費紀錄，及特定產品之偏好及消費價格等「第一手數據」，得更精

準地的預估消費者的保留價格，及在另一產品或服務市場實施差別取價。
67 另

一項與本文更為相關的問題，即是數據擁有者在將數據收集與分析服務提供給

「第三方數據」之需求者時，對不同的買方就相同的數據集收取不等的價格。

對此，歐盟第一審法院(Court of First Instance；現已改名為General Court)2009
年的Clearstream一案頗具代表性。68 該案被處分人Clearstrem Banking AG是德
65
	 European Commission - Press release，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Google €2.42 billion 

for abusing dominance as search engine by giving illegal advantage to own 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7-1784_en.htm 
(last visited November 19, 2017).

66
	 Modrall, supra note 58, at 46.

67
	 「法德研究報告」，頁21。 

68
	 Clearstream Banking AG. V. Commission, available at
	 	 	 	 	http://curia.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_print.jsf?doclang=EN&text=&pageIn

dex=0&part=1&mode=lst&docid=77077&occ=first&dir=&cid=2205249 (last visited 
November 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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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唯一1家集保公司，負責處理依德國法發行證券之交易結算。執委會調查發
現，Clearstream對歐洲結算銀行(Euroclear Bank)使用其數據資料庫進行跨國交
易結算時，收取高於其他會員國國內證券保管機構的使用費，已違反了歐體條

約第82條(現為歐盟條約第102條)之規定。69 案經上訴後，第一審法院支持執委
會的理由，認為Euroclear所使用的數據內容與會員國是相當的，70 而近用數據
對Clearstream所造成的使用數據量不同及成本差異71

等正當性抗辯也不為第一

審法院所採。

4.「數據」之排他性近用
「法德研究報告」指出，排他性(exclusive)或「網路式」的數據近用約

定，具有讓競爭者無法取得競爭所需數據，及消費者無法轉移使用新技術與產

品等競爭損害問題。
72 例如，網路平台業者得與「第三方數據」的供應者，如

廣告託播商，達成獨家交易的約定，禁止託播商於競爭的網路平台刊登同樣的

廣告，降低競爭平台於市場上的吸引力。執委會目前調查中的關於Google限制
使用其“AdSense for Search＂平台的第三方網站，不得在競爭搜尋平台上刊登
廣告，可被歸類為此一類型之近用限制。

73

5.「數據」近用之搭售安排
「法德研究報告」也指出，掌控競爭關鍵「數據」的獨占廠商，可要求數

據近用事業必須同時使用其數據分析工具或其他不具市場支配地位之數據集，

作為近用關鍵「數據」的條件，進而將市場力擴張至數據分析工具或其他數據

類型市場，封鎖該市場中之競爭。
74

五、「大數據」取得與運用及隱私權保障

對多數人而言，「大數據」收集與運用對隱私權的侵害問題，可能要較其

69
	 Id., Paragraph 173. Euroclear Bank需支付Clearstream每筆6歐元的使用費，但會員國
公司只需支付5歐元。

70
	 Id., Paragraph 179.

71
	 Id., Paragraph 188. 

72
	 「法德研究報告」，頁19-20。

73
	 European Commission - Press release, Antitrust: Commission takes further steps in 

investigations alleging Google's comparison shopping and advertising-related practices 
breach EU rules,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6-2532_en.htm 
(last visited November 18, 2017).

74
	 Id., a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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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市場競爭的影響要來得更具有切身感與急迫性。事實上，網路安全與隱私權

保障的完備程度，亦與國家長期經濟發展有關。誠如OECD於2014年「為成長
與幸福之數據驅動創新」(Data-driven Innovation for Growth and Well-being)研究
計畫的期中綜整報告所言，「信任」是成長的一項重要社會資本，其可降低社

會互動的不確定性及交易成本，且有利於合作關係之建立 ； 當網路安全與隱
私疑慮使人民對網路交易產生不信任感時，經濟發展也必然會因此而受限。

75

但對於向來以「市場競爭」為其核心規範議題的競爭法而言，「隱私權」

的保障是否是競爭法所應關切與管轄的問題 ？ 若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是否有
可能在競爭法既有的規範架構與原則下，妥適地來處理隱私權保障問題 ？ 對
於前者，上述OECD的研究報告似乎是持肯定的立場。報告建議政府應積極創
造一個可被信賴且包容之「數據驅動創新」環境，特別是應追求保護消費者隱

私損害及市場競爭之執法綜效。
76 對於後者，報告亦提出頗值各國競爭主管機

關參考之原則性建議，即競爭法及政策應以確保廠商以可以提升隱私權保護效

果的投資作為競爭工具的誘因。
77 綜言之，應將隱私權保障的完整性視為是平

台業者間的「非價格競爭」，而競爭法應以促進該項競爭或排除限制業者從事

該項競爭作為規範原則。不過，Stucke & Grunes認為，此「非價格競爭」能否
發生促進競爭的效能，取決於消費者能否於交易決定之初即可正確評估競爭平

台對隱私權保護的優劣。 當消費者無法事先掌握被取用的數據類型、範圍與
程度，以及後續的利用方式等資訊時，可能無從就使用特定平台散佈數據之利

益與成本進行評估，遑論依據評估結果，選擇使用隱私權保障較佳的網路平

台。
78 此一事先評估平台品質的侷限，反而可能讓競爭的結果出現隱私權保障

不升反降的「失能均衡」(dysfunctional equilibrium)。79 但即使如此，競爭主管
機關如何衡量「非價格」或「品質」競爭，向來就是一項比衡量「價格」競爭

更為困難的問題，特別是「隱私權」保障的範圍、程度及必要性，具高度「主

75
	 OECD, DATA-DRIVEN INNOVATION FOR GROWTH AND WELL-BEING: 

INTERIM SYNTHESIS REPORT (October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oecd.org/sti/inno/data-driven-innovation-interim-synthesis.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18, 2017).  
76
	 Id., at 8.

77
	 Id. 

78
	 Stucke & Grunes, supra note 6, at 58. 

79
	 Joseph Farrell, Can Privacy Be Just Another Good	?, 10 J. ON TELECOMM. & HIGH 

TECH. L. 251, 256-59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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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性」(subjectivity)，80 更讓以觀察品質降低所產生之替代變動的程度來界定競
爭程度更具挑戰性。

可能的解決方法之一，則是嘗試提出可以量化包括「隱私權」保障在內的

非價格競爭效果競爭。例如Waehrer提出類似「向上漲價壓力」(upward pricing 
pressure； UPP)指數公式，來估算網路平台結合後，平台業者的「品質下降
壓力」(downward quality pressure)。81 不過似有為數更多的學者認為，網路平
台的「隱私權」議題，應優先以消費者保護或管制法規來處理。Daniel Sokol
認為，主張競爭法應積極介入「大數據」議題的必要性，並未獲實證經驗的

支持，且會扼殺「大數據」有利市場交易與競爭之正面效果。
82 James Cooper

則指出，以競爭法規範隱私權議題，除了需處理因「主觀性」所產生之如何

界定「隱私」的問題，讓受管制之對象有對競爭主管機關從事「競租」(rent-
seeking)行為的誘因外，尚會引發限制「言論自由」之憲法爭議。83 Lamadrid 
& Villiers甚至強調，反對競爭法規範隱私權的最有力理由在於，「隱私權」
與其他「基本權利」相較並沒有特別不同之處。因此，如果我們認為隱私權

應受競爭法的保護，則沒有法律上的理由可以禁止其他基本權利的支持者也

作同樣的主張，如此一來，將出現競爭法成為一項「所有權利的法律」(law of 
everything)的荒謬結果，不僅讓競爭法產生「形變」(deformation)，也提供反烏
托邦小說(dystopian novel)一項很好的寫作素材！84 Ohlhausen & Okuliar則試著
80
	 OECD, The Role and Measurement of Quality in Competition Analysis,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competition/Quality-in-competition-analysis-2013.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20, 2017).
81
	 Keith Waehrer, Online Services and the Analysis of Competitive Merger Effects in 

Privacy Protection and Other quality Dimensions, draft available at
	 	 	 	http://waehrer.net/Merger%20effects%20in%20privacy%20protections.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20, 2017) .
82
	 Sokol, D. Daniel and Comerford, Roisin E., Does Antitrust Have a Role to Play 

in Regulating Big Data? (January 27, 2016). CAMBRIDGE HANDBOOK OF 
ANTITRUST,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HIGH TECH, Roger D. Blair & D. 
Daniel Sokol edito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723693 (last visited November 19, 2017).

83
	 James C. Cooper, Privacy and Antitrust: Underpants Gnomes, the First Amendment, the 

Subjectivity, 20 GEORGE MASON LAW REVIEW 1129 (2013).  
84
	 Alfonso Lamadrid & Sam Villiers, Big Data, Privacy and Competition Law: Do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Know How to Do it? CPI ANTITRUST CHRONICLE (January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competit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1/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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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略顯二極化的論辯中提出更具體的操作原則。二人提出了處理包括「隱私

權」在內的「大數據」市場競爭問題時的三因素檢視方法。第一個因素乃涉案

行為是否涉及「消費者福利」或「經濟效率」的減損，若有，則可將其定性為

競爭法問題；第二個因素則是涉案爭議是否屬於數據使用者與數據提供者間之

「契約協商」爭議，若是，則案件較適合由消費者保護法規來處理；第三個需

要被考量的因素則是不同管制法規之成本―效益的分析。
85 不過Ohlhausen & 

Okuliar在論文的結論部分仍認為，無須為了要保障隱私權，而將消保法規和競
爭法規融合，否則，將混淆了二項法規所建立的基本原則與競爭法所建構之分

析架構，雖然，「隱私」可以成為競爭的一項重要面向，但二人仍認為消保法

才是最直接能落實保護隱私權的法律機制。
86

六、對競爭法及政策的啓示：代結論

從本文上述分析可知，「大數據」與競爭法的關係雖已開始受到競爭主管

機關的重視，而學界的研究文獻也累積了一定成果，但整體而言，仍多止於學

理上的探討，實務上單以事業掌握「大數據」，即使是獨特與重要的數據，

而認定後續的結合或交易安排違反競爭法的案例，仍不多見。至於更受到一般

人所重視的「隱私權」保障以及競爭法應扮演的角色等問題，更是一項仍在激

辯中之議題。我國公平會在過去部分結合和處分案中，雖對於「網路效應」與

「雙邊/多邊市場」等和「大數據」產業息息相關之概念有所著墨，87 但仍多
集中在這二項概念在理論上可如何影響個案中之「相關市場」界定與「市場力

量」的評估，較無系統性的論述。雖然相關議題未來會如何演變仍有待觀察，

但有鑑於「大數據」，特別是「人工智慧」產業，已是全球未來的明星產業，

筆者乃不揣淺陋，提出個人初步的想法與政策建議供參。

(一)「數據」是一項投入要素，非最終產品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殊難想像以「消費」(consume)數據為目的而進行數

據之收集與交易。著名的Google首席經濟學家Hal Varian即曾表示，「Google

Lamadrid-Villiers.pdf.
85
	 Maureen K. Ohlhausen & Alexander P. Okuliar, Competition,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the Right [Approach] to Privacy, 80 ANTITRUST L. J. 121, 150-55 (2015). 
86
	 Id., at 156. 

87
	 相關代表性案例的討論，可參考顏雅倫，雙邊/多邊市場之競爭與創新-論競爭法的
因應，科技法學評論，頁219，247-5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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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功在於食譜(recipes)，不是食材(ingredients)」；換言之，「數據」本身當
然給Google有競爭上的優勢，但更重要的是數據運算法的品質和開發運算法
的人才。

88 Boutin & Clemens也指出，與其說「數據」是「原油」，倒不如說
像是「風」，需要被收集再利用重置成有價值的東西。真正的價值在於收集

風的技術經驗，而不是收集的「數據」本身。
89 故「大數據」的重要性不在於

「量」，而在於數據分析的能力及數據如何被處理與使用。簡言之，事業的

「技能(skill)、洞察力(foresight)及勤勉(industry)」會比「數據」來得重要。90  
對於數據分析與運用能力不具競爭力的事業，擬利用其所掌控的大數據，來建

構市場參進障礙及排除競爭，其成功的可能性有多高？ 即需進行更全面性的評
估，而不宜單就「數據」或「數據的相關市場」來判斷整體的競爭效果；如果

我們關切的是「數據」作為一項投入要素，影響後續所生產的產品或所提供的

服務的競爭，則分析的重點應置於「最終產品市場」而非「要素市場」的競爭

效果。
91

(二)「大數據」競爭效果理論之「定性」與平衡「評估」問題
即使拒絕近用或差別近用數據等行為本身具有潛在限制競爭的效果，競爭

法對於具市場地位廠商操縱重要或關鍵投入要素之行為已有行之多年的分析架

構，嚴格而言，「大數據」不是一項新的競爭法議題，只是需要因應其相關

的特色，調整競爭法傳統的分析工具。如同本文之前所介紹的關於「免費」對

SSNIP法則所造成的挑戰，以及「雙邊/多邊市場」及「網路效應」等對市場
力量及競爭效果的評估等，已有大量的文獻就此議題提出修正之建議。但較少

被論及者，乃與這些理論相關的「定性」(characterization)問題。舉例言之，
以「交易平台」與「非交易平台」區分，觀察「雙邊」或「多邊市場」中，單

一市場價格變動所導致之平台之「總利潤」的變動情形，進一步界定「相關市

場」及市場力量的作法，取決於一個關鍵的定性問題：競爭主管機關應將多少

「邊」的市場列入觀察，才能正確的劃定平台市場力的存在與否及其影響的範

圍？在利用網路平台進行交易或創造市場「注意」的商業模式急速擴大的趨勢

下，這將會是一項相當困難的任務，
92 但卻又是有效運用「雙邊 / 多邊」市場

88
	 ECONOMIST, supra note 2. 

89
	 Boutin & Clemens, supra note 9, at 27. 

90
	 Lamadrid &Villiers, supra note 83.

91
	 換言之，即使單一要素市場(數據)存有獨占或不競爭的現象，但若事業有比大數據
擁有者更優異的數據分析技術，仍有可能創造出競爭的最終產品或服務市場。

92
	 Andrei Hagiu, Strategic Decisions for Multisided Platforms, 55 MIT S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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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所不得不面對的先決問題。

「大數據」的4V特色，經常為論者引為是「大數據」業者可利用來建構市
場參進障礙之原因，但就競爭效果的評估而言，4V特色往往具有雙面刃的效
果。以「巨量」的特色而言，業者雖可以拒絕授權的方式，讓競爭對手因難以

取得足夠的數據而處於競爭的劣勢。但對消費者而言，與擁有巨量數據之業者

進行交易，亦同時具有降低交易與搜尋成本的正面效果。事實上，Varian即指
出數據的收集具有「規模報酬遞減」(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的特色，當收集
的量達到一定程度後，多一單位的數據並不會增加數據集的價值。

93 同理，數
據的「多元」除了可讓消費者有更多元的服務或產品的選擇外，也未必當然會

對無法掌握同等多元數據的競爭業者產生封鎖競爭的效果。「規模報酬遞減」

的現象，有可能是肇因於多元的數據，未必全都是與數據需求者參與競爭所

「相關」的數據。

(三)「大數據」與隱私權保護
對此，筆者淺見認為，理論上可支持將隱私權視為是一項「非價格競

爭」，而保留競爭法有介入的空間，但是否必然要介入，則取決於相較消保法

或其他保障隱私權的管制法規而言，競爭法是否是一項成本最低(包括執法錯
誤的成本)的規範選項。有鑑於「隱私權」保障的必要性與範圍的主觀性色彩
與競爭主管機關的專業性考量，筆者相信，在絕大多數的情形下，競爭法應不

是優先的選項。而即使有必要運用競爭法處理隱私權保護的問題，競爭主管機

關也應嚴守以確保「品質」競爭過程不受扭曲與限制為執法的依據，而不應具

體去判斷競爭後的隱私權保障的程度是否較前為佳。以Farrell所關切的「失能
均衡」為例，競爭法解決此一問題的作法，仍在於維持與強化市場平台業者間

之競爭，讓數據的提供者有更多元的平台使用選項，並讓提供者得預先知悉數

據可能被濫用的可能型態。故分析的重點仍在於「大數據」是否有可能被用以

建構市場參進障礙等「市場結構面」的效果，而非平台業者具體使用「數據」

的方式，是否有違數據提供者個人的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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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Big Data” era and the assistance of data analytics, firms 
are now more capable than ever of understanding customers’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preference, improving their product or service quality, or providing new products 
and services tailored to the needs of specific customers. It not only creates unlimite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firms, but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s consumers’ transaction 
costs to benefit them with more convenient shopping experience and higher product 
and service quality. What appears to be a win-win business model, however, has 
in recent years been under the scrutiny of competition agencies around the world, 
testified by the investigations of Google、Facebook、Microsoft or Amazon on 
their business practices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Union. The underlying 
concerns for initiating the investigations are the heightened incentives of the firms 
who control the data sets vital to competition to abuse the market power secured 
from such controls to erect entry barriers and to foreclose market competition. In 
addition, the data supplied by platform users are vulnerable to misuses by platform 
data collectors for their personal gains. Whether competition law has a role to play 
in addressing the problem of privacy invasion emerging from the process of data 
collection and application is an issue currently under heated debates among antitrust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We begin this paper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4V of 
Big Data and the divergent views toward the plausibility of Big Data’s causing the 
competitive harms that require the intervention from the competition law. This paper 
then proceeds to examine the specific types of Big-data implementing practices 
that might raise competitive concerns, including strategic mergers and exclusionary 
conducts. The issues of defining relevant markets and measuring market power will 
also be discussed. We briefly elaborate upon the debates concerning competition law 
and privacy protection in Big-data markets and conclude this paper by offering our 
initial thought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to this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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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張宏浩（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關於平台交易的經濟理論基礎，以Rochet&Tirole(2003)文章具代表性，假
設：單一的獨占廠商；平台交易只有使用外部性，沒有考慮會員外部性；固定

比例的交易方式(交易單位不會折損)。
至於非交易平台的經濟理論基礎，則以Armstrong(2006)文章具代表性，僅

考慮平台會員外部性，假設線性需求函數。兩平台價格總和(price level)不再是
決定最適利潤條件，最適利潤之決定非常類似於一般非平台獨占廠商的Lerner 
Equation，但是多了一個調整項。

調整項可視為最適價格的調整因子，該因子取決於跨平台的會員外部性大

小，當平台間外部性是正面時，這一端平台價格會比平常低(甚而會出現價格
為零的極端情形)，使得掠奪性訂價更難確認。
關於SSNDQ之實際應用，品質應該可看做是一個非市場財貨，經濟學很

早就已研究非市場財貨的價值評估。環境經濟學中非市場財貨評估一直是主流

研究之一，其中又以條件評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簡稱為CVM)為主
要研究方式。

CVM方法仰賴對消費者的問卷，利用一系列問題設計探討環境品質改變
時民眾願付價值來估計經濟價值。SSNDQ可參考CVM問卷設計與分析方式，
嘗試評估當平台品質改變時民眾其他的替代選擇方案，藉以界定相關市場，甚

至可以評估該平台的非經濟價值(品質)。
另外，分享一個公平會平台經濟的案例，租屋網A提供租屋者免費資訊，

並向廣告商收取費用，而租屋網B則均對租屋者與廣告商收費。平台公司B未
經同意利用IT技術獲取租屋網A的資料，並作為己用，賺取利潤，因此租屋網
A檢舉B公司，聲稱其受到不公平待遇，最終公平會做出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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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雙（多）邊市場  (two-or-multi-sided market) 平台 (platform) 接二連三地顛
覆傳統事業經營模式，是21世紀數位經濟時代的主要特徵之一 1

。不僅企業界

紛紛探詢、思考事業轉型的可能性、契機與方法，宛若企業存亡均繫於此，經

濟與管理學界也將此種市場與事業型態列為重點研究對象。一時之間，「雙

（多）邊市場」彷彿成了最熱門的關鍵詞，不懂就落伍了。在Jean Tirole得到
諾貝爾獎之後

2 ，尤其如此。
相形之下，競爭法學界的初步反應可能是困惑多於興奮。「市場」是公平

交易法沒有定義的核心概念，也是許多案件處理的起點，原就經常是爭議的核

心之一。如今吃飽太閒的經濟學家又發明新的市場概念，長相有如雙（多）頭

怪獸，內部關係錯綜複雜，真是令人倍感困擾。

約十來年前，筆者在研究網路媒體管制相關議題的過程中巧遇雙（多）邊

市場理論，發現其對解釋若干媒體現象很有幫助，甚為感激。但進一步研究、

思考後更發現，不少媒體管制政策面的論述裡暗藏了雙（多）邊市場理論的錯

誤應用。因此，本文的目的在釐清有關雙邊市場的一些基本觀念，打破部分由

雙（多）邊市場理論而起的迷思，並對若干相關競爭法課題進行初步探討。

限於能力，本文將只討論雙邊市場，而不及於更複雜的多邊市場，雖然不

少論點可能對後者同樣適用。一如既往，在此階段只來得及匆匆勾勒自己的主

要論點，以期在研討會上能盡量多獲得一些意見回饋，許多該引用的著作尚來

1 See GEOFFREY G. PARKER ET AL., PLATFORM REVOLUTION 59-78 (2016).
2 法國經濟學家Jean Tirole是雙（多）邊市場的主要理論建構者，也是2014年諾貝爾
獎得主。

五、雙邊市場平台競爭與自然獨占

(一) 迷思：雙邊市場具有強烈之自然獨占傾向
1. 基本論調
2. 網路效應與自然獨占
3. 交叉網路效應與自然獨占

(二) Facebook與Google
六、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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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整理，註解格式也尚不合規矩，謹此致歉。

二、雙邊市場之基本認識

雖然有關雙邊市場之基本理論模型已漸漸為經濟學與競爭法學界所熟悉，

在此仍有必要簡略整理雙邊市場之基本特性，以及其與傳統（單邊）市場之主

要差異，以為下文論述之基礎。

(一) 雙邊市場之特性
首先，所謂雙邊市場，乃是藉中介平台媒介兩組參與者間之互動而形成之

市場
3
。雖然這個名稱近年才出現，經濟學界對其進行有系統的研究與分析也

是晚近的事，但企業家早就已經懂得應用。遠在數位經濟誕生之前就已在世界

各地以不同型式流行、以媒介適婚男女為宗旨之婚友社，即為典型之雙邊市

場。每一個婚友社均為一平台，而參加的適婚男女即為各該平台之參與者。此

等參與者顯然可以依性別分為兩群
4
，二者間對彼此均有相當之「需求」，且

此等需求不必然需要通過婚友社來滿足。只是在現實生活中可能因種種阻擾―

經濟學上所謂的「交易成本」
5
―而難以實現，婚友社乃應運而生。

信用卡是另一個明顯的例子，它給消費者一個方便、易攜帶的支付工具，

而商家則藉此招徠顧客。信用卡組織如美國運通公司 (American Express Co.) 即
為前述之中介平台，而使用與接受該等信用卡付款之消費者與商家則分別為各

該平台之兩組參與者
6
。兩者間同樣對彼此均有需求，且不必然需要信用卡平

台之幫助。在信用卡出現之前即有現金、支票等其他支付工具可供使用。但前

者顯然具有其他支付工具所沒有之優點（雖然也有其缺點），而成為許多消費

者所喜愛之支付工具。

雙邊市場最明顯的特性，即為「交叉網路效應」(cross-side network effect) 
的存在。所謂「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 指的是商品或服務對個別使用者之
經濟效用會隨同商品使用者數量增減而改變的經濟現象。一般而言，一個消費

3 See Jean-Charles Rochet & Jean Tirole, Two-Sided Market: A Progress Report, 37 RAND 
J. ECON. 645, 645 (2006), http://www.jstor.org/stable/25046265.

4 本文使用傳統刻板性別角色說明婚友社之運作模式，純為說明上之便利，而非無
視或歧視其他性傾向之意，特此說明。

5 此處之交易與交易成本均為廣義之理解。身分關係之形成並非具商業色彩之交
易，自不待言。

6 為了簡化說明，此處省略了發卡銀行之角色。就雙邊市場之分析而言，發卡銀行
可以視為平台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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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特定時空）對特定商品之評價是固定的。表現在市場交易行為上，代表

其對該商品之願付價格不會受他人影響。在一般經濟學分析上所用之需求曲線

也是在此一前提下所繪製。此種「常態」商品之網路效應為零。相對的，網路

效應若為正值，代表該商品對個別使用者之經濟效用會隨使用者數量的成長而

增加。以電話服務為例：對第一個使用者而言，因為缺乏打電話的對象，電話

服務的經濟效益為零。當越來越多人有電話時，電話服務對每個人的效用也越

高
7
。反之若商品對個別使用者之經濟效用會隨使用者數量的成長而減少，則

網路效應為負值。只是正網路效應因有創造經濟效益之作用，而成為企業家收

割之對象，平台經濟由此而生。一般提及網路效應時，若未特別指明，也均指

正的網路效應。

雙邊市場特有之「交叉網路效應」則是網路效應的特殊型態，因此時網路

效應乃發生在平台的兩組參與者之間。換句話說，當一組參與者之人數增加

時，該市場或平台對另一組參與者之吸引力即越強。相對地，同一組使用者未

必有相同之感受。因此，雙邊市場中主要之網路效應不僅有跨邊發酵的特性，

且應為正值。雙邊市場中介平台的主要功能即是在於巧妙地內化、整合此兩股

網路效應，以產生正向之循環作用，讓整個平台之總經濟效用能不斷成長
8
。

除了交叉網路效應外，最早將雙邊市場模型理論化之經濟學家Rochet與
Tirole指出，雙邊市場平台尚有另一顯著特徵，稱為「價格結構之不對稱性」
(“non-neutrality＂in price structure)9

。其意為，中介平台必須藉由巧妙操弄對

該兩組「客戶」之收費，來吸引潛在使用者之參與，而其結果通常是對兩組參

與者採取不同之收費策略。例如婚友社經常視現有社員之男女比例與當地適婚

男女對此類組織之接受程度，而調整其對兩者之收費方式與標準。同樣地，當

今信用卡的一般做法是只對商家收手續費，而不對持卡人收取年費或其他類似

性質之費用。經濟學家表示，對雙邊市場平台而言，成功的關鍵往往在是否能

找到適當之價格結構
10
。

7 See DAVID S. EVANS & RICHARD SCHMALENSEE, MATCHMAKERS 22 (2016) 
(citing Jeffrey Rohlfs’s study).

8 See David S. Evans, The Antitrust Economics of Multi-sided Platform Markets, 20 YALE 
J. ON REG. 325, 331-34 (2003).

9 See Jean-Charles Rochet & Jean Tirole, Two-Sided Market: A Progress Report, 37 RAND 
J. ECON. 645, 645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jstor.org/stable/25046265.

10  See generally Rochet & Tirole, supra no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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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單、雙邊市場之區別
既已認識雙邊市場之主要特徵，對單、雙邊市場之區別似不應再有困難。

但若干單邊市場事業經營模式，似有雙邊市場平台之形，易生混淆，值得先在

此加以釐清排除，以免干擾後面之討論。首先，傳統零售商並非雙邊市場平

台。雖然乍看之下，零售商也扮演媒介的角色，負責搭起製造商與消費者間的

橋樑。尤其是多品牌、多種類商品的大型零售商，更是如此。品牌與消費者人

數之增長，均會令另一方受益，可謂有正面的交叉網路效應。然而在此種賣場

購買商品之消費者，和製造商間實際上並沒有交易發生。商品經由零售商挑選

然後轉售給消費者之兩階段交易，才是此類事業的主要特徵。但如果並非採用

轉售模式、而是以代銷模式 (agency model) 或甚至空間分租之方式經營的多品
牌零售商（如百貨公司），則可能成為雙邊市場平台。

其次，職業球類運動聯盟負責組織體育競賽，同時滿足球隊（及球員）與

球迷對彼此的需要，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媒介著作物之授權與利用，也與雙邊

市場平台有幾分神似；後者甚至因此在我國曾被稱為著作權仲介團體。但此等

事業在本質上是為單方（職業球隊或著作權人）之利益而組成，在後者甚至是

代表著作權人行使權利之事業組織。對消費者而言，並不是一個中立平台式的

存在。因此也不必以雙邊市場平台視之。

從以上的說明可以發現，單、雙邊市場間並非涇渭分明，而有一定的模糊

空間。畢竟所謂「市場」原即為媒合需求與供給的場域，供給與需求雙方本就

存在互相需要、互相依賴的關係。且一般而言，供給者希望需求越多越好，而

需求方則希望選擇越多越好，兩者間實有正的交叉網路效應。如果把居間的經

銷商視為平台，則幾乎任何上下游垂直產銷關係橫過來看都像個雙邊市場。事

實上，不少知名的雙邊市場平台正是以這種「轉90度思考」的方法來顛覆傳統
事業經營常規，而終獲得成功。

因此「交叉網路效應」的存在並非雙邊市場的決定性特徵，真正的關鍵在

於平台的角色。平台業者必須從商品挑選、組合與推銷者的角色淡出，一方面

改變與商品供應者（製造商或盤商）之關係（從上下游變主、客），一方面調

整與消費者間之互動強度，讓消費者從單純的過客變參與者。經濟學家所說的

「不對稱價格結構」，其實蘊含許多事業經營上的細節。而此種居間者經營模

式的轉換，目的既在於整合、內化交叉網路效應，使其成為平台成長的自然動

力，則平台的空間含量勢必成為嚴格的考驗。這也是為什麼到了寬頻網路普及

的數位經濟的時代，物理空間對電子商務之限制大幅降低，雙邊市場平台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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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後春筍般大量出現。

從競爭管制的角度，雙邊市場並不是一個容易處理的市場類型（下詳）。

如果用傳統理論可以解釋得通之事業經營模式，非必要即不必自尋煩惱地將其

視為雙邊市場。

三、雙邊市場之類型與競爭變數

(一) 雙邊市場之主要類型
雖然雙邊市場均有（正）交叉網路效應，其效應之強度與作用方式卻可能

有相當之差異，平台參與者和平台之間的關係也不一而足，值得進一步區別異

同。本文認為雙邊市場可以分為兩大類：「媒介型」與「廣告依賴型」。以下

分述之。

1.媒介型雙邊市場
標準的雙邊市場，兩組參與者互相需要，亦即兩股網路效應均為正，而平

台之主要作用即在於媒合該兩組參與者，促成兩者間之交易。這種類型之雙邊

市場，本文稱為「媒介型雙邊市場」。如果一個媒介型雙邊市場平台無其他任

務，將是最單純之雙邊市場類型，以前述之婚友社為代表。

然有時平台不再只是單純地扮演媒合者，而必須提供額外的服務。這種雙

邊市場平台可以電腦、智慧型行動裝置或電子遊戲機（以下暫以「電腦」統一

代表此類裝置）之作業系統為代表。對此類設備而言，作業系統提供了一個應

用軟體與電子遊戲（以下統稱為「軟體」）開發者與電腦使用者之媒介平台。

從軟體開發者的角度來看，擁有越多使用者之作業系統，其軟體越容易推廣；

而對電腦使用者而言，有越多開發者為其開發軟體之作業系統，越容易找到適

用之軟體。因此兩個方向之網路效應均為正值，與前述婚友社型雙邊市場相

同。但作業系統並非只是一個軟體與使用者相遇之場所，而是電腦的靈魂。作

業系統的良窳不僅左右軟體開發之難易，也對電腦之使用經驗有所影響。

有時在新開創的雙邊市場，平台只需扮演單純的媒介者。但此種平台彼此

間相似性高，互相取代的可能性也高，如果沒有其他套牢客戶的條件，一旦當

競爭的溫度升高，各平台即很可能開始開發附加功能與服務，來提昇自有品牌

之價值與突顯自身和他人間之差異，從單純的媒介者轉型成加值型平台。雖然

平台服務的深淺度有別，以媒合兩組參與者為主要功能的基本性質不變，因此

仍應以媒介型雙邊市場視之。

2.廣告依賴型雙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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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廣告為主要收入之媒體，是當代媒體的主流，也是數位經濟的重要角

色。這種事業型態以媒體或其他服務提供者為平台，廣告主與讀者、聽眾或觀

眾（以下統稱為「視聽眾」）分別為兩組參與者，依賴廣告為主要收入之媒體

乍看之下確有雙邊市場之外觀，論者也因此常將媒體當成雙邊市場的範例。但

這種雙邊市場與典型（媒介型）雙邊市場迥然不同，其兩股網路效應之強弱明

顯有別，甚至一正一負，意味著其中一組參與者人數之增加對另一組參與者並

無重大益處，甚至反而有損。從廣告主的角度，視聽眾自是越多越好，此與標

準雙邊市場中任一組參與者之心態無異。但若從視聽眾的角度觀察，就會發現

其立場與前者大相逕庭。對絕大多數視聽眾而言，廣告（主）的增加不僅不令

人感到雀躍，恐怕反而令人生厭。

究其根源，乃因視聽眾自始不是為了廣告而來，而是為了媒體（平台）所

提供之內容而來。如果暫時忽略廣告的角色，則媒體內容的消費其實是標準的

傳統單邊市場。在廣告於19世紀興起之前11
，書籍、報紙、音樂、戲劇等文字

影音內容均是在傳統單邊市場中交易。 即令在廣告文化盛行的21世紀，對某
些類型的內容而言，傳統單邊市場仍屬常態，書籍就是明顯的例子。不論是否

有廣告收入之挹注，媒體必須憑藉自身產品（內容）吸引消費者的基本法則始

終未曾改變。如果換個角度，我們也不妨將廣告組參與者視為一種融資者。只

是其人數過於眾多及分散，個別廣告主所提供之資金太少，對資金需求者（平

台）之資金運用計畫難有置喙的餘地，只能取得廣告呈現的機會，身分地位與

融資者差距太遠而已。

在此種不對稱的雙邊市場中，「廣告組」對「消費組」之網路效應究竟為

正或負，是個值得玩味的問題。基本上，多數視聽眾對廣告排斥多於需求，應

屬不爭之事實。然在另一方面，有基本經濟學常識的消費者都瞭解廣告在媒

體市場的角色，也承認自己之所以能用相對低廉之代價獲取所需之內容，實拜

廣告之賜。廣告量的增長，可能間接促成媒體內容質量的提昇，也為消費者所

期許。因此媒體消費者的心理充滿了矛盾，在媒體市場中「廣告組」對「消費

組」之網路效應也就難以一概而論。

從媒體發展史的角度觀察，廣告確對過去近兩百年來各種媒體的蓬勃發展

有不可磨滅的貢獻。若無廣告之資助，許多媒體形式恐怕連生存都有困難。而

隨著時間的演進，廣告在媒體世界所扮演之角色可謂有增無減。因此我們應該

11 參見王明禮，網路時代之薦證廣告與其管制，東吳法律學報，28卷4期，頁129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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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合理推測，一般媒體消費大眾對廣告抱著相當容忍的態度。但容忍與喜好

間仍有難以跨越的鴻溝；從近年網路上各種廣告攔阻工具 (ad blocker) 的流行
可知，對眾多消費者而言，廣告屬越少越好、能免則免的必要之惡。因此，除

了某些針對特定族群，以提供消費折扣之廣告為大宗之特殊刊物外，「廣告

組」對「消費組」之網路效應，一般而言應屬強度不高的負面效應。但若某一

媒體平台之廣告質量特別好（好看、不令人生厭），更重要的是，若該媒體平

台過去在內容質量隨廣告收入增加而提昇方面的記錄良好，則「廣告組」對

「消費組」之網路效應轉負為正，即非完全不可想像。

總之，此種廣告依賴型媒體平台，其實有三角形的價值鏈。平台依賴廣告

為主要收入，並將其視聽眾之注意力（eyeballs）交給廣告主以為交換。廣告
主付出廣告費換得廣告的機會，並對廣告所誘發之消費有所期待。而視聽眾則

對平台（媒體）所提供之內容有所需求，並以金錢、忍受廣告之「侵略」或兩

者之組合為代價。在此三角關係中，廣告主與視聽眾均為成員眾多且互不相屬

之群體，媒體自處於最適合擔任平台角色之地位。

隨著寬頻網路之發達，此種事業型態已經不再是媒體所專有。許多非媒體

類的數位商品與服務也開始轉型為平台，引進廣告來幫消費者分擔部分甚至全

部的費用，以增加其商品或服務之普及率。廣告依賴型之雙邊市場，儼然已成

為數位經濟最重要的推手。

(二)雙邊市場之競爭變數
除了雙邊市場之類型外，平台競爭尚受許多因素之影響。

1.交叉網路效應
從競爭促進與規範的角度，雙邊市場最外顯之特徵―交叉網路效應―也是

主要的競爭變數。在媒介型雙邊市場，兩個方向的交叉網路效應均為正，經平

台整合後形成正向循環，成為平台成長的重要助力。相對地，廣告依賴型雙邊

市場平台則無福享受此等好處。此等現象有許多值得深入研究之課題，下文將

有進一步之討論。

2.價格水準與價格結構
雙邊市場的另一個主要特徵是價格結構不對稱性，代表在總收費不變的前

提下，平台對兩組參與者間之費用分擔有相當的自由度。此特性在競爭上至少

有兩項意義：一、平台可以依兩組參與者需求彈性與套牢程度的不同，調整價

格結構，令需求彈性小或套牢程度高的一方分擔較高的費用；二、平台可以利

用價格結構不對稱性實施差別取價。當今網路上流行的freemium收費模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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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著例。

3.同邊網路效應
除了交叉網路效應外，在同組參與者間發生作用之「同邊網路效應」也不

應受到忽視。和交叉網路效應相同，同邊網路效應也可正可負。舉例而言，越

多人玩同一種電子遊戲，則使用者越容易找到請教與互相切磋之對象，茶餘

飯後也比較容易找到閒聊的話題。這可以解釋為何即使在沒有新遊戲發行（也

就是軟體開發組至使用者之交叉網路效應沒有成長）的期間，遊戲玩家也可能

大量往特定遊戲平台群聚。如果同邊網路效應足夠顯著，則其與交叉網路效應

將有強烈的「共伴效應」(姑且借用氣象術語)，整個平台之網路效應將明顯增
強。

但同邊網路效應也可能為負。同組參與者太多，彼此間可能在平台資源之

使用上發生競爭關係。當資源有限時，同類消費者彼此間即可能出現競爭關

係，這在傳統單邊市場中也可能出現，非雙邊市場獨有。只是基於雙邊市場的

價格結構不對稱性，平台的兩組參與者中經常有一組必須負擔較高之平台使用

費，此時一旦在該組參與者中出現資源競逐之現象，以致在同邊網路效應上出

現不可忽視的負值時，則對平台的經營將是明顯的挑戰，市場的競爭態勢也可

能出現意外之發展。

4.平台轉換或平行參與
除了少數例外，吸引雙邊參與者持續參與，好讓交叉網路效應形成正向循

環，是雙邊市場平台的重要功課。因此，參與者同時參與複數平台的意願、可

能性與經濟性，以及平台轉換的難易度，都對平台競爭有重要影響。

以信用卡為例，由於體積小、攜帶容易且沒有互斥性，加上信用額度限制

與刷卡失敗風險等考量，以及多數商家接受多種品牌信用卡之事實，許多消費

者都會帶不只一種品牌的信用卡，更換信用卡平台也很容易。因此，信用卡服

務屬於不易將消費者套牢之雙邊市場。相對地，一般電腦使用者同時使用多個

作業系統的意願與可行性都不高，轉換所用作業系統的障礙也高（遠高於換信

用卡平台）。因此電腦作業系統是個相對容易將使用者套牢的雙邊市場。

套牢強度不僅因市場而異，也可能因平台而有所不同。對某些平台而言，

將參與者完全套牢，是最理想的結果。一旦成功，其在與同性質平台的競爭上

將占據只進不退的有利位置，如果其已是市場領導者，則其地位將難以撼動。

這些平台就可能用各種方法綁住參與者。但也有平台反其道而行，以隨時可以

自由離開為賣點來吸引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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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雙邊市場與相關市場界定

(一) 基本課題
雙邊市場對競爭法帶來的諸多挑戰中，最常被提及的大概非相關市場（尤

其是產品市場）界定問題莫屬。競爭法上傳統的市場界定方法，乃是從產品的

需求面著手。以最常使用的「假設獨占者測試法」（Hypothetical Monopolist 
Test, 以下簡稱HMT）為例，其基本步驟為：選定主產品→決定初始價格→進
行假設獨占者漲價測試（SSNIP測試），觀察或模擬消費者之反應；若漲價可
以維持，即完成相關市場界定，否則即將最多消費者選擇之替代產品納入市

場，再重新測試，如此反復至找到可以通過測試之產品範圍為止
12
。

欲在雙邊市場進行同樣的操作，第一個面對的困難是：主產品為何？是兩

組參與者在平台協助下進行交易之產品，還是平台所提供之服務？如果是後

者，「消費者」又是誰？蓋兩組參與者均為「消費者」，但兩者之需求完全迥

異，平台所提供之服務也很可能不同，究竟應以何者為準？其次則是假設獨占

者漲價測試如何操作。兩組參與者所付費用有所差異，則應以那個價格為基礎

價格？抑或要兩者併用？但若平台對兩組參與者之計費方式完全不同（如一邊

接次計費、另一邊按時間計費），又要如何操作？

雖有難關重重，實際上卻未必得關關過。畢竟不是所有競爭法爭議事件的

處理都需要精確的市場定義，有時甚至無須定義市場
13
，也有時當事人對市場

之界定並無異見。尤其是動態競爭之重要性逐漸凌駕靜態競爭的今日
14
，市場

之界定原應容忍一定程度的彈性，HMT並非相關市場界定之唯一準繩。然若更
進一步之市場界定確有必要，則應先決定涉案雙邊市場之類型，再定行止。以

下分述之。

(二) 媒介型雙邊市場之界定
如果是最單純的媒介型雙邊市場，則已知平台P的唯一功能在於媒合S、B

兩種類型之參與者，其自身對任一方更無獨立之額外價值。故在P、S、B的三
角關係裡，只有在S與B間才有實質意義的「交易」存在，且在絕大多數的情形

12 See DOJ/FTC,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7-13 (2010).
13 See generally, e.g., Louis Kaplow, Why (Ever) Define Markets?, 124 HARV. L. REV. 437 

(2010).
14 See J. Gregory Sidak & David J. Teece, Dynamic Competition in Antitrust Law, 5 J. 

Competition L. & Econ. 58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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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S與B中有一個是商品或服務之提供者（賣方S），另一個是購買者（B）15 
。因此，P之潛在競爭者除了其他同樣以媒介S、B間交易為業之平台外，尚包
括媒合對象一方或雙方為S或B之子集合、母集合或部分重疊族群的類似平台，
也可能包括以幫助S（或B）尋找B（或S）為務之代理業者。舉例而言，一個
房屋買賣仲介服務業者除了與其他同性質之仲介平台競爭外，和兼營購屋與租

屋仲介服務之平台，以及幫屋主尋找買家或幫購屋者找尋適當物件之代理業

者，也有一定之競爭關係。

當然，由於服務性質有別，主要客群也不完全一致，一個廣義之房仲平台

加上兩種代理業之相關市場，固然應無困難通過HMT之檢驗，卻未必是符合條
件之「最小市場」。如前所述，視爭議之性質，找尋最小市場未必絕對必要。

但如有必要，則從平台P既有服務為原始產品，以P之現行標準收費為基礎價
格

16
，按步驟操作假設獨占者測試法，亦應無特別的困難。由於此處我們的目

的只是利用一個假設獨占者之漲價行為來觀察或模擬消費者可能之反應，原則

上應可忽略雙邊市場特有的價格結構不對稱性問題，直接假設價格結構不變，

對S、B雙方同步以相同幅度實施所謂的SSNIP。
在進行此等操作時，有3點值得注意留心，分別與雙邊市場的兩個特性有

關。第一是應留意交叉網路效應之作用。蓋一般而言，HMT的測試焦點在於
消費者對漲價的可能反應。而在雙邊市場中，兩組參與者均為平台服務之消費

者，且兩者間有正的交叉網路效應，意味著兩者之平台參與意願呈正相關，因

此在測試時不能只觀察或模擬兩組消費者的第一反應，而必須包括後續的連鎖

反應。這種漣漪效應的問題其實非雙邊市場所獨有，只要具有顯著網路效應之

市場均如此。只是在雙邊市場，其網路效應之發酵過程是交叉進行的，應予留

意。

第二點也與網路效應有關。在傳統單邊市場，我們基本上假設消費者有穩

定之偏好，也就是在特定時空對特定商品之價值有穩定的評價。該商品之需求

曲線也因而應該是穩定的，漲價對消費量的影響應該只和價位有關（因為在不

同價位可能有不同之價格需求彈性）。HMT的操作因而必須留意起漲價位的選
擇。在具顯著網路效應的市場，消費者對同一商品之評價卻和該商品之使用人

15 在常見的例子裡，婚友社之類的平台大概是唯一之例外。這是因為婚友社所媒介
之並非一般財貨之交易，而是身分行為。

16 這是通常的情況，只是仍得注意避免所謂的「玻璃紙謬誤」(Cellophane fallacy), 自
不待言。



第 24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44

數或使用量有關，需求曲線不再穩定
17
。除了起漲價位外，HMT之操作也因而

必須額外考慮初始使用者規模之設定。

最後一點：雖然進行HMT時通常只關心價格水準而忽略價格結構，已如
前述，但若S與B被平台套牢之程度有明顯差距（例如其中一方有特別高之沈
沒成本），則平台業者在進行SSNIP時即很可能利用此一事實進行不對稱價格
調漲。換句話說，雙邊市場之價格結構不對稱性不僅意味著兩組客戶的收費可

能不同，也代表平台內部費用分擔比率有變動可能性。如果假設獨占者在操作

SSNIP時改變漲價之比例，兩組參與者之可能反應及後續之連鎖效應，即可能
和同幅調漲時之情形有別，不可不慎。

(三) 廣告依賴型雙邊市場之界定
至於廣告依賴型之雙邊市場，在平台P、廣告主A與消費者C間有三方循環

依賴之特殊關係，而主要交易發生在P與C之間，已如前述。此時，平台P之主
要競爭者除了和P同性質之平台外，原則上尚應包括提供同類商品或服務但不
靠廣告挹注之業者。比較有趣的是，如果目標客群相同或相近，但所提供之商

品顯不相同，是否仍具有競爭關係？恐怕沒有一定的答案，而必須個案判斷。

然此並非雙邊市場所獨有的問題，而是界定相關市場時經常必須面對的考驗。

HMT之類的方法，正是為了解決此類問題而生。
更複雜的是平台之另一個面向。對廣告主而言，P相當於廣告之通路，但

這並不代表P和所有廣告通路都處於直接競爭關係。對P現有A組參與者來說，
P所提供之產品為C之注意力，因此競逐相同或近似族群之廣告通路，即很可
能、卻未必一定是競爭者。如果「注意力」是一種商品，其「消費」所涉及的

不是只有金錢上的代價，除了付給P之費用，A尚須製造並提供廣告給P散布。
而廣告之樣態與散布渠道非常多元，如果廣告性質（綜合考量製作成本、呈現

方式與預期效果等因素）差異太大，即使目標收視客群相同也不必然有競爭關

係。同理，將同性質之廣告提供給不同目標收視族群之廣告通路，也可能但未

必與P有競爭關係。
從需求替代的角度，我們關心的是，如果不通過P，A有何替代管道來協

助散布他們的廣告。越能讓他們在不改變廣告之設計與製作方式傳達給同一群

消費者C之平台或其他管道，自是最為理想。在處理具體爭議事件時，我們也
通常可以輕易地認出這類直接競爭者。但若無此等具高度替代性的廣告通路，

17 詳後揭第5.1.2節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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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究竟是要將既有廣告以同樣的形式發送給不同之消費族群，以節省重新製作

的成本，還是不惜重新製作廣告，改以其他通路傳達給同樣或近似之消費族

群，恐難一概而論。

由此看來，和媒介型相較，廣告依賴型雙邊市場恐怕更需要HMT來協助定
義市場。在HMT之實作層面，前面所述之原則與注意事項在此應仍大體適用。
只是在廣告依賴型雙邊市場，P對C之收費很可能是零或趨近於零，也很可能沒
有漲價之條件（邊際需求彈性高）。所以絕大部分的調漲應由A組參與者所吸
收。既然A原來就是主要的費用承擔者，調漲後之價格結構應（幾乎）相同。
真正的困難恐怕是在具體操作時實證資料與參考數據之缺乏。網路媒體、

廣告與雲端服務都還太新、太年輕，變化又快，創新、破壞、重來、轉換、侵

入、回防、結盟、分手……等等，幾乎是每天上演的戲碼，令人目不暇給。在

這成長快速又不斷演化中的數位經濟大環境裡，廣告扮演的角色與日俱增，廣

告的通路與依賴廣告為主要收入之平台實不勝數。如果其中任何一個漲價，廣

告主究竟會如何因應，最受青睞的替代者又是誰，委實難以判斷。即使有好的

經濟分析模型，也常沒有可靠或合理的數字可以供作模擬之用。基本上，這是

任何新興產業都會帶來的難題。除了一步一腳印地累積數據與經驗外，恐怕也

沒有更好的辦法。

五、雙邊市場平台競爭與自然獨占

(一) 迷思：雙邊市場具有強烈之自然獨占傾向
1.基本論調
一個關於雙邊市場常見的論調，認為雙邊市場既有強大之交叉網路效應，

自因此容易發生大者恆大之現象。並常以 Google 與 Facebook 等資通訊產業巨
人為據，指證歷歷。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雙邊市場具有自然獨占之傾向 
18
。此等描述並通常伴隨著競爭法面向的政策建議：獨占既屬「自然」，即非

獨占者之罪，亦無須苛責。進一步言，如果這些巨人的競爭者接連敗退，甚而

退出市場，也很可能只是常態競爭機制運作下之自然結果，無需大驚小怪，自

不必隨時拿著放大鏡檢視該等產業巨人之一舉一動。對於業界的大小購併事件

也應以平常心看待。

以上之觀察與政策建議之立論基礎在於網路效應與自然獨占之關係，只因

18  See Evans & Schmalensee, supra note 8, at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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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市場中的交叉網路效應也是網路效應的一種，而順勢將推論延伸到雙邊市

場來；雖非全然無據，卻有以偏概全、過度一般化之嫌。套用在一般具網路效

應之市場，即已未必妥適，擴張應用到雙邊市場則更顯武斷。以下分述之

2.網路效應與自然獨占
當一市場具有正的網路效應時，該市場中之商品或服務對個別使用者之經

濟效用會隨使用者數量的成長而增加，已如前述。而經濟效用之增長會刺激該

商品之需求，進而帶動使用者數量之成長，而形成正向循環。以第2節所舉之
電話服務為例，當電話使用人口增加時，電話服務對每個使用者的效用也越

高；而電話經濟效用之提高，將進一步推升電話服務之需求，電話使用人口也

就會進一步成長。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兩個重要的推論：一、此類產品最困難行

銷的時點在產品推出之初期。一旦在市場上取得一定的實績，則不僅產品本身

對潛在客戶的吸引力會越來越高，既有用戶為了自身的利益也會幫忙推銷產

品；二、若商品之品質與其他重要條件均相同，則市場領導廠商之產品將因使

用者較多而具較高之市場價值
19
。具網路效應之市場具自然獨占傾向的說法，

由此而生。

然而，從以上的說明也可以發現，網路效應與自然獨占間之關係並非如此

緊密，而存在多項變數。首先，網路效應之強度並非定數，其對市場領導品牌

之加分效果不可一概而論。網路效應亦非單一，同一市場可能同時存在數個

網路效應，有正有負，且隨使用者人數之增加，正面的網路效應很可能強度遞

減，負面之網路效應卻可能反而遞增。以前面所提之電話服務為例，當電話使

用者人數到達一定程度後，後續之增長對現有使用者經濟效用之提升效果將越

來越少（邊際效益遞減），反而是電話占線的機會可能增加。

其次，縱有正面網路效應加持，現有使用者也未必即會熱心幫忙推銷產

品。如果現有使用者對產品不盡滿意，或因其他原因認為廠商不值得其現有之

市場地位，都可能對協助推廣興趣缺缺，甚至反其道而行亦不足奇（即使如此

做違背自己的直接經濟利益）
20
。更重要的是，如果既有產品沒有將使用者套

牢之能力，不論是因為轉換成本不高，還是因為一般消費者對同類商品有複數

的需求，且該等需求之滿足沒有侷限於同一廠商產品之必要，則既有使用者基

礎即未必穩固，市場領導者之地位也未必十分牢靠。

19 市場占有率不一定和使用者人數成正比。
20 行為經濟學理論對此等現象有相當有意思的分析。See Christine Jolls et al., 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 50 STAN. L. REV. 1471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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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其次，一個市場之網路效應不必然只能在同一產品上出現，有時可以由

同市場內多個、甚至全部商品所共享。再以電話服務為例，在電話發明初期，

受限於當時之技術，不同廠商之電話服務彼此間無法互通，網路效應乃被侷限

於同一廠商之使用者間。貝爾電話公司得以獨霸美國電話服務市場，除了擁有

關鍵專利之技術上優勢外，網路效應之助力亦無法忽視。但後來電話網路彼此

介接技術成熟後，電話服務市場之網路效應就不必獨惠單一服務提供者。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經濟學上對自然獨占的定義，指的是一項商品之需求

曲線與單一廠商之平均成本曲線相交於後者最低點之左。換句話說，該項商品

由單一廠商供應整個市場的全部需求最有效率（生產成本最低）。從這個角度

觀察，會發現當網路效應為正時，商品之價值會隨供應量（銷量）之增加而增

加，亦即需求曲線將往右上方移動。如果網路效應夠強，則將需求曲線推移至

平均成本曲線低點之右，而令原有自然獨占之市場特性消失，亦不無可能。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網路效應與市場競爭的關係其實相當微妙。網路效應

越強，一方面讓市場領導者越有競爭優勢，但在另一方面越可能讓市場需求曲

線跨越單一廠商平均成本曲線之低點，而使一具自然獨占性格之市場失去該項

特性，而可自然容納一個以上之廠商參與競爭。換句話說，強勁的網路效應可

能強化（準）獨占者的領先優勢，卻同時削弱其獨占的正當性。

3.交叉網路效應與自然獨占
瞭解了網路效應與市場競爭的關係後，我們可以進一步將相關討論延伸至

雙邊市場與交叉網路效應。雖然從單邊平台使用者的角度來看，該等網路效應

乃由另一組使用者所享有，對己方並無直接之影響。但從整個平台的角度觀

察，兩組使用者間之交叉網路效應已被內化、整合在同一平台上。對媒介型雙

邊市場而言，因兩股網路效應均為正，經二者循環作用後，其實質效果是整個

平台會隨著全部使用者人數之增加而越有價值。

如果此二組作用力的作用強度相等，則交叉網路效應與沒有跨邊特性之一

般網路效應即無差別。但若兩者間有明顯差距，也就是一組參與者人數之增加

對另一組使用者有顯著益處，反之卻不然，則兩股作用力的交互作用很快就會

碰到瓶頸。此時除非有強大的同邊網路效應加持，平台經營者就必須特別費心

吸引另一組使用者參與，以免整個平台之成長陷於停滯。

至於廣告依賴型雙邊市場，因其兩股網路效應一正一負，則綜合網路效應

即未必為正或負，而必須視正負向兩股效應之相對強度而定。且除非正面效應

（由B往S）之強度遠大於負面效應，或有強大的同邊網路效應來彌補，否則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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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平台的綜合網路效應即使為正，也勢必被明顯削弱。換言之，廣告依賴型雙

邊市場平台的市場領導者，並不容易單純因現有視聽用戶人數最多而擁有明顯

的競爭優勢。要讓整個平台持續成長，往往得靠平台持續以服務或內容吸引視

聽消費者。一旦其本身產品的品質下滑，再高的現有市場占有率也不可靠。

(二) Facebook與Google
如果雙邊市場之交叉網路效應不必然具備自然獨占之傾向，交叉網路效

應極端不對稱之廣告依賴型雙邊市場尤其如此，那我們又如何解釋Facebook與
Google―數位經濟中最成功的兩者廣告依賴型平台巨人―無從估計、難以克服
之市場優勢呢？

先看社群網路之巨人Facebook。在一個原來將個人主義推至極致、在自
我與全世界間缺乏中間緩衝層的網路世界裡，Facebook捉住了人們對多層次
社群關係的渴望，並找到適當的功能組合、友善的使用者介面以及成功的事

業經營模式，因而迅速竄起，成為社群網站的第一品牌。社群行銷的魅力更

使Facebook一躍成為線上媒體的領導者。不少網友可以說活在Facebook的世界
裡，對他們而言，上網等同於上Facebook。對照前面的理論分析，即可知這
代表Facebook平台具有非常強烈的「同邊網路效應」，強到足以抵銷廣告帶
來之負面跨邊網路效應而有餘。更重要的是，它也有很強的套牢效果。別的

社群網站（如Google+）可能一樣好用，但對一個使用者而言，如果朋友都在
Facebook上，別的社群網站再好用都沒有意義。

Google又是另一種情形。Google最為人熟知的服務是一般性網路搜尋，一
種沒有社群連繫性質的服務。這不代表Google的搜尋服務完全沒有同邊網路效
應；畢竟它是最多人用的搜尋服務，所以遇到困難時最容易得到幫助。但此等

網路效應相對薄弱，和一般使用者眾多的商品或服務相當，和Facebook等大型
社群網站的（同邊）網路效應則差距甚遠。在套牢效果方面也是相仿。網路搜

尋引擎大概屬最容易上手之網路工具，各家的使用方式也大多雷同。因此，

Google搜尋服務的主要套牢效果大概來自使用者的惰性。雖然我們不能低估惰
性的威力，但其強度遠不及Facebook等大型社群網站，應無疑義。Google搜尋
服務真正的競爭優勢，恐在於其搜尋引擎的能力。使用者的口碑與惰性，實乃

此一事實之自然後果。與交叉網路效應或套牢效果無太大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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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雙邊市場平台經濟的快速崛起為寬頻網路時代的主要經濟現象，對競爭法

帶來許多有趣的新課題。本文從雙邊市場之特性入手，分析其主要類型與競爭

要素，並對相關市場界定與自然獨占傾向兩個競爭法議題進行探討，希望對增

進吾人對雙邊市場之認識有拋磚引玉的作用。懇請各方先進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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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王立達（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本文中提到許多雙邊平台所需具備的條件，但把雙邊平台的定義限縮得非

常小，例如：交叉網路效應、要以仲介方式(轉賣不算)交易，而符合此二特性
的職業運動聯盟，其實也不算雙邊市場，因為雙邊價格的彈性調整空間不大。

如此一來，將雙邊平台限縮得非常小，到底在競爭法上有多大用途？符合這樣

定義的市場，到底有多少？

雙邊平台定義的限縮，其目的是不是要抓價格結構的不對稱性？實際上會

出現價格不對稱的情形卻不罕見，以房屋仲介業為例，對賣方收的仲介費高，

對買方則收得少，其真實原因會不會可能是因為賣方成交後收到一大筆錢，所

以多付仲介費比較不會痛，買方則相反，與交叉網路效應等雙邊平台特性的關

聯性不是那麼深？

價格能否彈性調整為不對稱，這個特性對於競爭法可能不是那麼重要。不

過文章中對於雙邊平台的其他重要特性，例如交叉網路效應、同邊網路效應、

轉換成本、套牢、複數需求等，有十分精彩生動的分析，並且將雙邊平台進一

步區分為媒介型與廣告依賴型，讓我們深刻瞭解到雙邊平台的真正形貌，也對

交叉網路效應做了很好的闡述。

在具體問題方面，首先對於媒介型雙邊平台，本文建議操作SSNIP測試
時，維持原本的價格結構，兩邊價格上漲比例相同。由於SSNIP一般是指價
格上漲5%-10%，想請教的是，作者心中所想的是兩邊皆漲價5%？還是各自漲
2.5%，加起來是5%？
其次，網路依賴型雙邊平台，本文直接用兩個市場定義這個問題，例如搜

尋引擎市場與廣告市場。然而有學者提出只界定一個相關市場，亦即用真正創

造營收的廣告市場涵蓋整個雙邊平台，例如將網路搜尋引擎所處市場，界定為

搜尋引擎廣告市場，我期待知道作者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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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網際網路為電子商務時代不可或缺的交易管道，對於網路經銷，製造商或

供應商施以影響或限制經銷商定價的措施，具有限制品牌內競爭效果，其主要

作法包括：討論轉售價格、建議轉售價格、最低廣告價格、轉售價格維持。供

應商實施轉售價格維持最常提到的理由是為了解決搭便車問題，相關統計顯示

搭便車對實體店的負面效果較大。在美國基於「Colgate 原則」，製造商實施
最低廣告價格政策是被允許的，但網路最低廣告價格政策與最低轉售價格維持

如何區別，易有爭議，但目前美國有關網路最低廣告價格的案件仍然很少，但

聯邦貿易委員會認為不會因為網路因素而改變經銷價格限制的分析方式。在歐

盟，網路經銷價格限制適用「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但並無美國法上「當
然違法」與「合理原則」之爭。歐盟電子商務產業調查結果顯示，有高比例的

零售商與製造商間，訂有價格限制條款，但無論是實體或線上經銷限制，適用

歐盟競爭法的方式是一致的，尚無必要因網際網路另設特別規定。我國公平交

易法第19條適用於網路經銷的價格限制，但規範效果相對嚴格而不具彈性，且
執行實務並未真正考量網路因素，宜速建構清晰的執行理念，使未來涉及網路

經銷價格限制的決定更具有說服力。

關鍵詞： 價格限制、轉售價格維持、最低廣告價格政策、搭便車、電子商務產
業調查

一、前言

經銷商是產業行銷通路中從事買進產品取得所有權，並將之轉售的中間

商(middlemen)1
，在資訊科技發達、電子商務興盛的時代，事業透過經銷商

利用網際網路(Internet)（本文以下如無其他說明，稱為「網路」）交易平台
或經銷商自行架設網站，達到轉售商品與服務的目的，是為本文所欲討論的

網路經銷。過去在製造商與經銷商的交易關係中，常見製造商施以影響或限

制經銷商定價的措施，具有限制品牌內競爭效果，但目前網路已成為商務交

易不可或缺的場域或管道，而網路具有資訊即時透明、消費者線上與線下轉

1 蕭鏡堂，產業行銷學，台北：華泰文化，二版，2006年1月，頁272。
在產業行銷體系中執行買進並轉售產品的中間商還有「批發商」 ( j o b b e r, 
wholesaler)，但在網際網路的交易中，買賣雙方實際上無從也不會確認彼此在行銷
通路中的身分，因此在網路經銷中區分轉售的對象為終端消費者或一般的商人並
無實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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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十分快速等特性，這對分析或評價製造商限制網路經銷定價行為的影響如

何，為競爭機關在當前執法上的重要課題。以「轉售價格維持」為例，(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RPM)，近期已有若干國內外個案與網路有關，包括歐盟執
委會在2017年2月2日發布新聞稿指出，其已主動展開對包括我國廠商華碩公司
(ASUS)在內的數家消費性電子產品製造商的反競爭行為調查，認為相關廠商
設定了最低線上銷售價格，疑有限制其線上經銷商自行決定價格的情況，致有

違反歐盟競爭法之虞
2
。同年5月3日英國「競爭與市場主管機關」(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CMA)公布其正式決定，對英國家用燈具製造商實施線
上零售價格維持的限制，予以處罰

3
。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本文以下稱「公

平會」）也曾在臺灣櫻花股份有限公司限制經銷商轉售價格案（以下簡稱「櫻

花公司案」）
4 中處理過網路經銷價格限制問題。該案中櫻花公司限制網路賣

家在網路交易平台的售價不得低於該公司網頁所載建議售價，否則會以侵害商

標權為由提出檢舉致該網路賣家遭下架或移除網頁，公平會認定櫻花公司違反

公平交易法（本文以下稱「公平法」）第19條予以處分。該處分書裡的論述方
式，與通常非關網路的實體經銷限制轉售價格案件並無二致，公平會似乎並不

特別考量網路經銷這項因素，採取無差別的執行立場。本文嘗試以網路如何影

響定價的觀察出發，說明網路經銷價格限制所涉的競爭法議題，並整理美國與

歐盟目前就網路經銷價格限制所關注的行為態樣，說明其各自的執行實踐與法

制論述，最後回顧省思我國公平法的規範與實務，並試就公平法第19條適用於
網路經銷的價格限制，提出個人建議以為結論。

二、網路經銷與價格限制措施

(一) 網路、價格競爭與經銷價格維持
1. 網路與價格競爭
網路對廠商與消費者行為帶來多重而複雜的影響，綜合而言，雖然網路資

2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Antitrust: Commission opens three investigations 
into suspected anticompetitive practices in e-commerce”, Brussels, 2 February 2017.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7-201_en.htm , last visited date:  2017/10/06.

3 Decision of the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Case 50343 Online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in the light fittings sector,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948dc48e5274a5e4e00028c/light-fittings-
non-confidential-decision.pdf, last visited date: 2017/10/06.

4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公處字第10510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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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的透明的確使價格競爭變得更重要、更激烈，但並不因此使所有的網路競爭

都導向價格這項因素，這點由後述「歐盟電子商務產業調查」結果也獲得證

實
5
。最初普遍認為網路降低搜尋成本及緩解了資訊的不對稱，有助於網路價

格趨近於完美的競爭水準
6
，然而實際的狀況卻未必如最初所預測，例如實證

研究顯示，網路上的價格雖然非常容易查證，但網路價格依然分歧，這由各個

比價網站搜尋的結果即可證明。另一方面，許多網路零售商會上網或利用自動

軟體(automatic software programmes)查詢競爭者的價格，並且據此調整自己的
售價。

就買方而言，雖然網路上的買家通常對價格特別敏感，但消費者並非總是

只選擇最低價，對零售商的信賴程度依然重要；當然，很少有人能否認網路上

的比價更容易，某些消費者大部分仍是基於價格因素而購買。此外，純粹的網

路賣家零售價格通常低於兼有網路商店與實體店的經銷商，主要是因為純粹的

網路賣家整體成本相對較低
7
。

網路也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消費者的購物模式，例如消費者就算不在網路

上購物，但也會事前上網查詢一番，以獲得更多對商品的知識以及可能的價格

區間
8
，再到實體店購買；同樣的，消費者也會在實體店先體驗一番，然後上

網消費，結果可能造成消費者對實體店的需求減少，但實際的效果如何，又會

因產品的種類與製造商商業模式的不同而有差異，不能一概而論
9
。換言之，

網路銷售如何影響定價及線上與線下競爭，目前尚無單一的總結式說法。

5 Final Report, infra note 10, p. 5, para. 12.　雖然價格競爭的增強有利於消費者，但製
造商為求長期生存，在價格之外，更需考慮品質、品牌形象及創新，因為這關乎
品牌間競爭，而零售商之間的競爭以價格為最重要，可見供應商與零售商的立場
不同。

6 Walter Baker, Mike Marn and Craig Zawada, “Price Smarter on the Ne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Feb. 2001). https://hbr.org/2001/02/price-smarter-on-the-net, last 
visited date: 2017/11/13 .

7 Leegin’s Unexplored “Change In Circumstance”: The Internet And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121(6)Harvard law Review, 1612-1614 (2008).

8 雖然網路經銷商的服務成本大部分是固定的，而且每次搜尋的成本小到可以忽
略，但消費者購物前先上網取得相關資訊，尤其是查詢後到實體店快速完成購
買，也可說是對網路經銷商服務的「搭便車」。

9 Leegin’s Unexplored “Change In Circumstance”: The Internet And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supra note 8, 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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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路經銷限制概況―歐盟電子商務產業調查報告的發現
為對電子商務現況有更全面的瞭解，並觀察網路經銷限制的作法及可能

的競爭法疑慮，歐盟執委會在2015年5月啟動電子商務的產業調查(e-commerce 
sector inquiry)，2017年5月公布調查結果，並向歐洲議會及理事會提交報告10

。

該報告呈現了因網路交易特性對經銷策略的實質影響，以下僅就供應商可能影

響線上消費性商品
11
價格的作法摘要說明如下：

 (1)製造商或供應商直接參與零售活動
為了直接獲取線上交易的利益，並控制經銷體系的價格與品質競爭，在

過去10年內有許多製造商自己開設網路商店；就受調查產品分類而言，進行
這類垂直整合比例最高的領域為化妝品及保健商品，因此許多零售商發現自

己事實上是與本身的供應商在競爭
12
。

(2)擴大實施選擇性經銷
所謂選擇性經銷是製造商按一定「質」或「量」的條件選定經銷商，且

經銷商承諾不與非授權經銷商進行交易的經銷體系
13
。調查報告顯示，過去10

年內首次實施選擇性經銷的製造商占問卷回復者的19%；原本即採選擇性經
銷的問卷回復者中，有67%增加了新的選擇標準。回復問卷的製造商明白表
示這是為因應電子商務與網路交易的現實，以便提高對經銷體系的品質及價

格的控制力
14
。

10 European Commission, Final report on the E-commerce Sector Inquiry, COM(2017) 229 
final, Brussels, 10.5.2017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Final Report”).

11 歐盟本次電子商務產業調查就「消費性商品」(consumer goods)的範圍，涵概了大
部分在網路上銷售的產品類別，包括衣服與鞋子、消費性電子產品、家用電器、
電腦遊戲與軟體、玩具及兒童物品、包括媒體產品（書籍、CDs、DVDs等）、化
妝品及保健產品、運動與戶外用品、房屋與庭園用品。Ibid, 4.

12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Accompanying the 
document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a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Final report on the E-commerce Sector Inquiry, SWD(2017) 154 final, Brussels, 
10.5.2017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Staff Working Document”), para. 906.

13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330/2010 of 20 April 2010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3)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ategories of vertical 
agreement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OJ 2010 L 102/1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Vertical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  Article 1(e).

14 Final Report, supra note 10, p. 6; Staff Working Document, supra note 12, para.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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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價的限制
面對網路價格高透明、低搜尋成本，消費者比價與轉換十分便利的特

性，維持轉售價格是製造商與零售商的慣行之一；藉由遵守最低轉售價格，

無論對製造商或經銷商而言都有降低網路價格侵蝕(online price erosion)衝擊的
效果，使得製造商得以維持批發價水準，同時經銷商仍可保有預期的利潤

15
。

此外，在本次調查範圍內的每一個產品分類中，至少有1/3回復問卷零售商表
示他們收到來自製造商的建議售價；近30%的製造商則利用不同的工具追蹤
或注意零售商的實際售價。結果幾乎1/3的回復問卷零售商通常會依製造商的
價格指示，只有略高於1/4的零售商表示不予理會16

。

(二) 與網路經銷價格維持有關的作法
從商業實務觀察與產業調查報告的發現可知，廠商通常不會只是將產品丟

到市場上，任由經銷商彼此進行價格競爭，事實上供應商會積極的決定什麼是

對其產品最有效的經銷體系，例如體系內經銷商的種類與數目，應提供何種銷

售服務，當然也包括將以如何的價格在市場上銷售。除非供應商或製造商完全

採取自行建立子公司或分支機構的方式，自行銷售產品或服務，否則只有依賴

獨立的經銷商投入資源，行銷與銷售其品牌的產品並對消費者提供服務。因此

供應商必須提供適當的誘因，促使經銷商有足夠的動機，努力使其所經銷的產

品在市場上進行品牌間競爭，消費者也會享有較低的價格、較多的產出、更多

樣的選擇及銷售服務等福利。基於這些考量，供應商自然有動機關注產品所有

權移轉給經銷商之後的價格，特別是在網路銷售日益重要的時代，供應商意

識到網路經銷商對終端消費者提供服務的欠缺，可能已影響到其品牌產品的

價值、形象及銷售時，品牌供應商勢必尋求可能的方式，影響經銷商的定價行

為。

1. 討論轉售價格
供應商試圖影響產品售價的努力，首先就是與經銷商討論轉售價格。與經

銷商討論轉售價格在法律上應如何評價，可說是探討經銷價格限制的灰色地

帶，應予審慎評估。因為供應商與經銷商討論產品在市場上的價格可說是通常

的商業溝通，殊難想像製造商或供應商面對其經銷商時，只能機械式的進出貨

及付款，而不及於設計適當的策略讓產品更有效的上市與競爭，倘若不涉及單

方強制力的壓迫，或雙方契約合意的拘束力，為了經銷效率的考量，供應商與

15 Staff Working Document, supra note 12, para. 920.
16 Ibid, para.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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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銷商進行包括轉售價格在內的商談，應該是符合商業實務與商業理性的競爭

性作法，因此單純的交換價格與行銷策略意見，即使是經常性的，該行為的本

身並不能視為經銷商已喪失獨立的定價決定權
17
，故尚無競爭法的疑慮。在本

文前言中所提的「櫻花公司案」中，被處分人櫻花公司在與其各區總經銷商合

約裡訂有「定價原則」，調查過程中各區總經銷證稱，這係指由雙方依成本、

市場機制及其他因素討論約定之建議經銷價
18
，適足以說明上下游業者間會進

行產品轉售價格討論的商業實務，但這樣的作法是否最終導致轉售價格維持的

拘束，仍需要其他完整事實的支撐，不能在此階段遽下結論。

2. 建議轉售價格(Recommended Resale Prices, RRPs)
供應商經常會就其產品提供建議轉售價格（以下稱「建議售價」），依各

國競爭主管機關及法院的見解，都認為只要實際運作的結果不會成為實質上的

最低轉售價格，不具有拘束經銷商的效果，建議售價本身就不違反競爭法
19
。

與前段所述討論價格的原理相同，供應商試圖運用其影響力影響售價的決定是

正當的商業行為，只要經銷商仍保持其完整的定價自由，這樣的作法並無不

妥。只是何謂真正的建議以及真正的自由，端賴個案具體事實仔細解釋與判

斷
20
。實務上常見製造商將建議售價直接印製在產品包裝上，解釋上這個作法

17 Benjamin Klein,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of Online Retailing”,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Economics, Roger D. Blair and D. Daniel Sokol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Vol. 2, 295-296.

18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公處字第105107號，頁2-3。同處分書中亦顯示，即使在
有所謂「定價原則」條款的情形下，各區總經銷商與被處分人取得共識的建議售
價也互不相同。

19 Vertical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 supra note 13,  Article 4(a). 歐盟雖將維持轉售價
格視為「核心限制」(hardcore restrictions)類型，但仍設有但書，即只要不實質上構
成固定價格或最低售價，供應商仍得設定建議售價。

20 Case T-67/01 - JCB Service v Commission, ECLI:EU:T:2004:3, paras. 121-133. 在本
案中JCB Service是產製工地機具、挖土及建築機具、農用機具及其相關零件的廠
商，該公司自訂建議售價表、依建議售價的折讓表，以及「工作前」(ex-work)發
票金額表，執委會指控該公司就英國與法國的授權經銷商，採用固定的折扣或固
定轉售價格，有「目的」在限制競爭的違法。歐洲第一審法院(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認為，建議售價與固定零售價格的認定是不相同的，更何況是供應商在
事前自行決定其經銷體系內的發票價格；整體的事實證據不足以證明英國的經銷
商就零售價格一事，處於有限制性的規則體系之內。在法國的部分，證據文件只
能顯示批發商與零售商之間間的商業對話(commercial dialogue between a wholesaler 
and a retailer)；JCB Service對經銷商的價格的確有相當影響力，但卻不具有拘束
力。由這個判決摘要顯示，製造商與經銷體系內成員的接觸、討論並不違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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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減少零售商降價的誘因，成為轉售價格維持的有效支持措施，但直接列

印建議售價行為的本身不能視為必定導致價格維持的結果
21
，但這適足以說明

供應商影響轉售價格的意圖。不過倘在網路經銷的情況，如前述歐盟電子商務

產業調查的結果，如果經銷商願意遵守建議售價，在供應商與經銷商的共同作

用下，建議售價很有可能成為被有意維持的最低售價，更限制了品牌內競爭，

不利於消費者。

3. 最低廣告價格(Minimum Advertised Price, MAP)
面對網路價格戰及網路經銷商欠缺對終端消費者的服務，為了維持實體店

經銷商的利潤，供應商另一項作法是對網路經銷商施以線上最低廣告價格的限

制。最初所謂的最低廣告價格是在網路交易未出現之前，上游製造商單方的實

施最低廣告價格政策，限制經銷商對外所為的廣告價格，但不影響經銷商在其

實體店面展示或實際轉售價格。最低廣告價格通常運用在線下的實體店面，而

且製造商經常會搭配合作方案以補貼經銷商的廣告支出。在美國實務上，只要

經銷商仍保有定價的的自由，來自供應商所實施的最低廣告價格被視為「非價

格限制」，在反托拉斯法上應適用「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來分析22
。

然而在網路交易環境裡，因為消費者與網路經銷商較無機會進行如同在實

體店裡的議價行為，並不清楚網路經銷商是否能不受拘束的自由決定價格，很

容易使線上最低廣告價格實質上等同於最低售價，以致於模糊了廣告價格與實

際售價的界線
23
，倘有任何疑似供應商與經銷商曾有協議存在，極易引發系爭

行為是否有轉售價格維持的違法性疑慮。英國「競爭與市場主管機關」在2017

何跨越界線進入較有違法爭議的維持轉售價格，個人認為真正需要的是在個案中
仔細檢視與解釋案關事實與作法，而非抽象的準則或標準。

21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 OJ 2010 C 130/1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Vertical 
Guidelines”), para. 48.　公平會公研釋032號說明(四)也認為不能僅以產品外包裝印
有建議售價而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

22 Erika L. Amarante and Fallon DePina Banks, “A Roadmap to Minimum Advertised Price 
Policies”, 16 (4)The Franchise Lawyer, (2013).
https://www.americanbar.org/publications/franchise_lawyer/2013/fall_2013/roadmap_
to_minimum_advertise_price_policies.html, last visited date: 2017/11/13 .

23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Restricting resale prices: an open letter to suppliers 
and resellers", 20 June 2017.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620454/
resale-price-maintenance-open-letter.pdf, last visited date: 2017/11/13.
“...Policies that set a minimum advertised price for online sales can equate to RPM and 
are usually il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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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甫對零售商與供應商特別發佈一封公開信，函內即指稱：「供應商如設
定線上銷售的最低廣告價格，會等同於轉售價格維持且通常是違法的。」 就
明白的將線上最低廣告價格直接與轉售價格維持連結，嚴厲警告供應商採行網

路經銷最低廣告價格的作法。這樣的說法是否夠精確足以達成主管機關闡釋執

法意圖的目的，容有討論的餘地，但供應商對網路經銷施以最低廣告價格的限

制，確實有注意其合法性的必要。有關線上最低廣告價格在競爭法上的分析與

評價，將於後文進一步討論。

4. 轉售價格維持(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RPM)
在上下游垂直交易關係中，賣方限制買方決定其產品銷售價格的能力，也

就是供應商或製造商訂定產品的最低售價，限制經銷商不得低於該價格轉售其

所經銷的產品，而依雙方的協議，違背最低轉售價格對經銷商會有不利的後

果，為供應商所採限制品牌內經銷商價格競爭的作法。即使供應商提出的是建

議售價，也可結合財政誘因、威脅暫停供給或以較不利的條件供貨等方式，促

使經銷商遵守建議售價，實質上達到維持最低轉售價格的目的。

由於經銷商業務的本質就是轉售取自供應商的產品，因此經銷商在市場上

所進行的交易，就是將產品加上自身所提供的服務併同銷售給消費者；解釋上

轉售價格維持等同於製造商支付給經銷商提供銷售服務的成本，也就是經銷商

的經銷毛利，由追求利潤極大化的製造商觀點，應該是努力降低經銷毛利，也

就是減少自己的經銷成本始為正辦，但何以反而實施轉售價格維持呢？要不是

此舉雖然造成價格上漲（削弱價格競爭力），但可能因提供銷售服務促進了品

牌間（非價格）競爭，刺激了消費者購買需求增加，且其增加幅度可以超過因

為轉售價格維持而流失的交易機會，則製造商根本沒有實施轉售價格維持的必

要。因此總結而言，轉售價格維持的作法，是供應商以犧牲品牌內價格競爭為

代價，達到強化其品牌間競爭力的目的
24
。當品牌內的價格競爭減弱，經銷商

的降價折扣對消費者並沒有足夠的吸引力，因為消費者自然會轉向提供各類銷

售服務的店家購買，使得品牌內通路導向非價格競爭，並解決所謂「搭便車」

(free-riding)問題。

24 由此可知，如果以消費者的觀點，經銷商所提供的服務是有價值的，願意以附加
銷售服務之後的價格購買，供應商實施轉售價格維持才有意義，而在價格與非價
格競爭之間的取捨，有賴製造就個別產品與市場產業結構仔細評估衡量。有關
轉售價格維持與經濟效率的綜合說明，參見馬泰成，「限制轉售價格與合理原
則」，公平交易季刊，第25卷第4期，36-4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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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基於上述理念，對於轉售價格維持的法律評價，多年來在經濟學研究與

執法實務的互動演變下，目前原則上已揚棄僵固地認定其「當然違法」(illegal 
per se)，朝以「合理原則」的分析方式發展，也就是在個案中評估該行為是否
有促進品牌間競爭等正面效益及其他所有情況，以致於能超越該垂直限制的負

面效果
25
。

美國司法實踐上有近一世紀的時間，始終認定轉售價格維持是屬於「當然

違法」的限制
26
，聯邦最高法院後來逐漸鬆動其嚴格立場，包括先就「最高轉

售價格維持」(maximum vertical price-fixing)27
以及其他非價格限制(vertical non-

price restraints on distribution)28
等，認為應適用「合理原則」加以審查，最後

在2007年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29
案判決中，進一步

宣示「垂直最低轉售價格維持協議」(vertical minimum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greements)亦應依合理原則來判斷30

。支持維持最低轉售價格有促進競爭效果

的經濟學上理由主要有三，第一，避免未投入提升服務或品質的零售商「搭便

車」；第二，確保零售商提供符合期待的消費者服務；第三、有助維持需求的

穩定，尤其是前二項理由，是最高法院駁斥當然違法主張最主要的因素
31
。不

過雖然美國已不將最低轉售價格維持視為當然違法的限制
32
，但本案中無論是

持多數意見或不同意見者，實質上都承認本案爭點的經濟學研究是分歧而無定

25 整理美國聯邦法院的判決，法院在適用休曼法第1條而應依「合理原則」審查的案
件，應考量的「所有的情況」，包括分析該行業的特別事實、實施該等限制的歷
史、限制的理由、意圖與動機等，以辨明系爭限制對相關市場的影響。Julie Beth 
Albert,“Adding Uncertainty to Virtual Shopping Cart: Antitrust Regulation of Internet 
Minimum Advertised Price Policies”, 80 Fordham Law Review, 1690-1692 (2012).

26 Dr. Miles Med. Co. v. John D. Park & Sons Co., 220 U.S. 373(1991).
27 State Oil Co. v. Khan, 522 U.S. 3, 19, 22 (1997).
28  Continental T.V., Inc. v. GTE Sylvania Inc., 433 U.S. 36 (1977).
29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 127 S. Ct. 2705 (2007).
30 Ibid, 2710.
31 Brief of Economists as Amici Curiae Supporting Petitioner at 3,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 127 S. Ct. 2705 (2007).轉引自 Leegin’s Unexplored “Change 
In Circumstance”: The Internet And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supra note 7, 1606, note 
52.

32 有關美國法院對判斷維持轉售價格合法與否所持立場的轉變及其討論，詳參周振
鋒，「美國法對轉售價格維持的新發展─兼論公平交易法第18條的妥適性」，公平
交易季刊，第19卷第1期，頁119-15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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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最低轉售價格維持同時兼有促進競爭與反競爭效果
33
。此外由當然違法

轉而採合理原則以分析最低轉售價格維持的案件，只限於適用美國聯邦反托拉

斯法的情況，由於Leegin案本身亦未宣告不允許各州法律將最低轉售價格維持
視為當然違法，導致美國各州反托拉斯法及執行機關的解釋，與聯邦判決並非

完全一致，例如就有調查研究指出，至少有3個州（加州、馬里蘭州、懷俄明
州）在Leegin案判決後仍明確禁止價格垂直協議34

，使得Leegin案判決對廠商而
言並未因移除當然違法的效果而降低法律風險，反而在設計其經銷合約或各類

與價格有關的方案時，必須特別注意各州法律規定的歧異。

歐盟現行的「垂直限制集體豁免規則」（以下稱「豁免規則」“Vertical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35

第4條雖仍將維持最低轉售價格視為「核心
限制」(hardcore restriction)，將之排除於適用該集體豁免規則之外，但歐盟執
委會也在其闡釋該豁免規則的「垂直限制指導原則」

36
（下稱「指導原則」）

中，明示當事人的協議中雖然有維持最低轉售價格條款，仍然可以主張效率

抗辯，以尋求依「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101條第3項所定個別豁免的可能。「指導原則」還特別指出所謂效率
抗辯，尤其是以供應商主導的維持最低轉售價格，可能會對市場有正面的效

果。這些情形例如當新品上市時，維持最低轉售價格可能會有效激勵經銷商願

意努力銷售產品，或者在建構連鎖加盟之類的經銷體系時，在特定期間內（多

33 既然經濟學研究的結論並無定論，固定最低轉售價格的行為自然不能適用「當然
違法」這個原則，這是本案多數意見的立場。但反過來說，就因為經濟學研究尚
無定論，故應遵守判決先例(stare decisis)，因為採合理原則而誤判的錯誤風險比較
高。Einer Elhauge and Damien Geradin, Global Antitrust Law and Economics, 2nd. Ed., 
New York: Thomson Reuters, 764-765 (2011).

34 Alexander I. Passo, “Internet Minimum Advertising Price Policies: Why Manufacturers 
Should Be Wary When Implementing”, 48 Soffolk University Law Review, 806 (2015).

35 Vertical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 supra note 13. 
所謂「集體豁免規則」(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是歐盟執委會對原本依「歐
盟運作條約」第101條第3項可個別豁免於依同條第1項被禁止的協議、決定或一致
性行為，予以類型化並以「規則」(regulation)的形式規定，使豁免規定的範圍較為
明確。由於這類事業間的合意通常不會影響市場競爭而不會被禁止，為減輕執委
會的執行壓力，並提供事業不受處罰的安全港，歐盟執委會自1965年開始，即獲
得歐盟理事會的授權，得制定集體豁免規則。至目前為止，除了本文所提的垂直
豁免規則外，執委會還曾就事業間研發與專業化生產的合作協議，發布水平集體
豁免規則，此外就技術授權以及針對汽車產業，也分別有可資適用的集體豁免規
則。

36 Vertical Guidelines, supra not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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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在2-6週）的一致性低價可能有其必要；又當消費者使用經驗對銷售商品特
別重要或屬於高複雜性產品故必須提供售前服務時，為使經銷商有較大利潤空

間，同時又可避免其他經銷商搭便車時，維持最低轉售價格是可行的方式
37
。

由上所述可知，目前美國與歐盟這兩大競爭法法域對垂直轉售價格維持都

不再視之為當然違法，而是應綜合個案具體情狀而為判斷。然而一如在Leegin
案中提出不同意見書的Breyer法官38

所言，基於維持最低轉售價格適用當然違

法原則已建立的長期公眾信賴，除非情況已發生重大(significant)的改變39
。顯

然該案發生的時空，網路的普及以及它對售價的影響，還不是法官深刻考量的

因素，但在網路蓬勃發展電子商務興起的今日，是否已發生Breyer法官所謂的
重大改變，將於後文進一步討論。

(三) 轉售價格維持與「搭便車」問題
由前述可知，有關供應商實施轉售價格維持最常提到的理由，就是為了解

決怠於投入行銷的經銷商搭便車問題，但在電子商務網路經銷的環境下，搭便

車的情形究竟如何，是討論網路經銷價格限制合法性必須審視的前提。實證研

究顯示，網路價格資訊的透明性的確使搭便車更為普遍，利用實體店面的疑問

解說及產品體驗等零售服務之後，轉身回家在線上購足所需的產品，對提供較

高水準售前服務(high-level pre-sale services)以銷售複雜產品的實體零售商，造
成的搭便車問題尤其嚴重

40
。據另一項實證研究顯示，每4次的網路消費中，就

有一實體店零售商提供免費的售前服務 (26.4%網路買家在完成線上消費前造訪
過實體店)，而這些最終於網路完成交易的消費者中，只有1.8%是在他／她先
前曾光顧過的實體店網站上購買的，這些細緻的相關統計顯示搭便車效果對實

體店的負面影響
41
。

普遍的認知多以網路經銷商為搭便車者，利用了實體店經銷商的努力，

37 Vertical Guidelines, supra note 21, paras. 223-225.
38 有關Breyer法官不同意見的要點，可另參Crysta J. Clark,“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 Loosening the Belt on Price Fixing”, 59 Mercer Law 
Review, 778-780(2008). 

39 Leegin v PSKS, supra note 30, 2731-2732.
40 Leegin’s Unexplored “Change In Circumstance”: The Internet And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supra note 7, 1615. 歐盟對電子商務產業調查報告的結果也確認這一
點，並認為這是供應商試圖建立線上與線下經銷商之間公平競爭，加諸網路經銷
商價格限制的理由。Staff Working Document,  supra note 12, paras. 904-905.

41 Leegin’s Unexplored “Change In Circumstance”: The Internet And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supra note 7,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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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眾所皆知，網路上的消費者線上線下快速轉換，因此搭便車是雙向進

行的
42
，近期研究所得的結果卻發現，多數消費者會先在網上進行“serach 

shop＂研究，再向店面經銷商購買（每10人之中近乎6人會這樣做）43
，而不是

在網購之前，先去實體店瀏覽
44
。這樣的調查結果似乎並未違反許多消費者的

實際經驗，顯示實體店也常搭網路經銷商的便車，如此一來，供應商以維持線

上線下公平競爭並解決網路經銷商搭車為理由而實施轉售價格維持，是否仍有

其正當性呢？引發論者的質疑
45
。作者認為可能的解釋是，這兩種反向搭便車

情形對經銷商造成的傷害程度大不相同。網路零售商的服務成本趨於固定，即

使消費者在網路經銷商網站取得資訊或進行比較，這類服務的邊際成本趨近於

零，但實體零售店提供服務的成本卻是變動的；實體店必須雇用店員，每一位

店員提供售前服務的時間與內容、程度無從完全固定或量化，供應商較難透過

契約條款的方式設法事先加以控制，因此實體店提供服務之後卻在網路上完成

的交易（特別是不在原實體店開設的網路商店購買），對該店面而言，就是損

失一位原本會在該店消費的客戶，形同店員花費時間提供服務的機會成本
46
。

換言之，就每次搭便車而言，相對於網路零售商，對實體零售店較具有殺傷

力，故不能只用次數來衡量搭便車的嚴重性，這些因素強化了供應商以轉售價

格維持的方式，控制線上售價的誘因。

三、網路最低廣告價格與網路轉售價格維持

雖然在Leegin案中Breyer法官表示，除非情況已發生重大的改變，否則仍
應持續將最低轉售價格維持協議視為當然違法，但在當時並未特別討論電子商

42 Final Report, supra note 10, p. 4, para. 11.
43 Jim Jansen, Online Product Research: 58% of Americans have researched a product or 

service online, Pew Research Center ( SEPTEMBER 29, 2010),
http://www.pewinternet.org/2010/09/29/online-product-research, last visited 
date:2017/11/ 17.

44 Steve Ling, 薛進坤，「美國網路最低廣告銷售價格政策(IMAP)與轉售價格維持協
議(RPM)發展趨勢與案例探討」，發表於2017直銷法律國際研討會，臺大醫院國
際會議中心，民國106年6月21日，頁118。此外該文註47臚列了多項智庫與學術機
構近年所作消費者行為的研究，一致呈現消費者先上網查詢再去實體店消費的趨
勢。

45 同上註。
46 Leegin’s Unexplored “Change In Circumstance”: The Internet And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supra note 7, 1615-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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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環境下的網路經銷問題，網路這項因素是否對競爭機關的執法政策或分析原

則上帶來任何實質上的影響？本節將分別由美國與歐盟的法制與實務，就網路

上的最低廣告價格(Internet Minimum Advertised Price, IMAP or Online Minimum 
Advertised Price)與轉售價格維持的相互關係加以論述。
(一) 美國
在美國商業及司法實務上，無論是實體店或網路的最低廣告價格，都是指

製造商單方面加諸經銷商定價行為的限制，要求經銷商不得以低於製造商所定

的價格而為廣告；如果在電子商務，實務上常見的作法是，當網路經銷商的定

價低於最低廣告價格，製造商會限制如何顯示該價格，或者要求特別標示網頁

所示價格只是廣告，甚至延遲顯示價格，例如消費者只有將商品項目放入購物

車之後才會顯示價格等。由於這是製造商單方決定的政策，與經銷商之間並無

任何轉售價格維持的共識存在，因此理論上製造商實施的網路最低廣告價格與

解決搭便車的理由無關。

首先，在製造商的實體店最低廣告價格要求部分，與製造商所為的建議售

價(Manufacturer´s Suggested Resale Prices, MSRPs, or RRPs)或價目表等作法相
同，由於它是製造商單方面的決定，而不是出於與經銷商之間的合意，只要經

銷商仍有充分決定售價的自由，最低廣告價格的限制應適用合理原則，而不

能逕視為當然違法。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在公
開發佈的行政指導裡明白宣示：「如果製造商自行採行有關其所期望的價格水

準的政策，法律允許該製造商只與同意該政策的零售商進行交易。對於不遵守

轉售價格政策的零售商，製造商亦得終止與其交易；換言之，製造商可以實施

『要就來，不要拉倒』的政策。」
47
因此無論是製造商的建議售價或最低廣告

價格，只要是製造商單方制定的，不涉及與競爭對手或與經銷商的勾結，製造

商就享有這樣的營業自由(the right of freedom to trade)，當有經銷商有任意打折
不符合既定價格政策的情形，製造商有權單方終止供給。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

所宣示者，實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早年在United States v. Colgate案48
判決所建

立的原則，即製造商有權獨立自主的決定與何人交易或拒絕交易，並事先宣告

47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Guide to Dealings in the Supply Chain: Manufacturer-
Imposed Requirements, https://www.ftc.gov/tips-advice/competition-guidance/guide-
antitrust-laws/dealings-supply-chain/manufacturer-imposed, last visited date: 2017/11/18.

48 United States v. Colgate, 250 U.S. 300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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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種情況下將拒絕交易
49
，而這項「Colgate 原則」目前依然有效50

。

實務上製造商經常在最低廣告價格的要求之外，搭配「廣告合作方案」(a 
cooperative advertising program)的作法。如果經銷商遵守製造商所定的廣告樓
地板價格進行促銷，製造商將給予補償或補貼，一旦經銷商低於該廣告底價而

促銷，製造商有權終止實施補貼，或選擇不再與該經銷商交易。類此情況是否

違反反托拉斯法的核心爭點在於是否有證據顯示，參與廣告合作方案的經銷商

仍可以任何價格從事廣告並出售商品，倘經銷商仍享有該等定價自由，有助於

避開某些州立反托拉斯法仍認定轉售價格維持屬當然違法的禁令，且製造商的

最低廣告價格與促銷補貼通常視為「非價格限制」(a non-price restraint)，並應
依合理原則予以審查；換言之，其審查標準相對寬鬆。參考上述美國聯邦交易

委員會的行政指導與法院判決，製造商實施最低廣告價格政策是被允許的，只

要未剝奪經銷商自行作成商業決定的能力，製造商實享有相當程度的自由決定

其廣告合作方案的條件
51
。

「Colgate 原則」為確保當今市場經濟私人企業的商業自由毋寧是正確
的，但在執行面必定會遇到的困難是，如何確定該等定價策略完全出於製造商

單方面的決定，可排除上下游業者之間有轉售價格維持的勾結存在？其實這又

回到事業間「合意」（或「協議」“agreement“）將如何被證明的根本議題
上，也就是說，理論上或邏輯上容易區別的事，卻對競爭機關形成執法上的重

大挑戰。美國司法實務上即曾有判決，在考量個案中市場的結構、產品特性，

加上製造商積極的作法試圖說服經銷商遵守建議價格，或以任何精心設計的制

度來中止未能遵守價格政策經銷商並強化自動跟隨的作法，導致多數經銷商

默示同意(acquiescence)最低轉售價格，被認定為已有「事實上合意」(de facto 
agreements)的存在52

，違法休曼法第1條53
，這似乎使得「Colgate 原則」在適用

49 Ibid, 250 U.S. 300, 307 (1919). “… the act does not restrict the long recognized right 
of trader or manufacturer engaged in an entirely private business freely to exercise his 
own independent discretion as to parties with whom he will deal, and, of course, he may 
announce in advance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he will refuse to sell…”

50 Winn v. Edna Hibel Corp., 858 F.2d 1517 (11th Cir. 1988).
51 Julie Beth Albert, “Adding Uncertainty to the Virtual Shopping Cart: Antitrust Regulation 

of Internet Minimum Advertised Price Policies”, 80 Fordham Law Review, 1695 (2012).
52 United States v. Parke, Davis & co., 362 U.S. 29 (1960); Albrecht v. The Herald Co., 390 

U.S. 145 (1968).
53 美國休曼法第1條禁止任何人以契約(cnontracts)、托拉斯或其他形式之結合

(combinations)、或共謀(conspiracies)而限制美國各州間或與外國間之貿易，如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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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受到限縮，但並未被推翻。在不同的個案情境中分別適用「Colgate 原則」
與「事實上合意」而作出不同的結論，理論上並沒有衝突或矛盾，因為前者完

全是製造商的單方行為，後者卻涉及交易雙方的勾結與共謀，但顯然競爭機關

要證明「事實上合意」的存在，通常需視個案的情況證據與其他相關因素合併

觀察與解釋，這提高了成立「合意」要件的困難度，而這個在傳統的經銷限制

案件中即屬不易的爭點，在加上網路的因素後益發複雜。

網路經銷商並無實體店面，而網路價格透明造成的價格侵蝕，很容易驅使

經銷商自動遵守建議售價或依循最低廣告價格，因此製造商在網路上顯示的單

方價格期待，如何與以合意為基礎的轉售價格維持區分，也就是經銷商與消費

者之間是否仍有討價還價的餘地，成為討論製造商所施價格限制是否合法的前

提。不過參考美國司法實務，要認定該售價確實僅止於單方建議而不具拘束力

的標準似乎甚為寬鬆，例如製造商只要明白宣稱該價格適用於所有經銷商而非

只適用其中網路經銷商，不限制經銷商自由定價，沒有任何協議等語，且事實

上有多種方式允許經銷商與消費者溝通價格，包括消費者可以留言、電話或電

子郵件向經銷商詢價(call or e-mail for pricing)，或在置入購物車時使用折價券
(add to cart to see price or coupon code)等，當消費者在加密購物車的虛擬空間裡
就不再是公開的環境，所顯示的價格與最低廣告價格不一致時，此時網路購物

就有如同在實體店一般的議價過程，即無製造商與經銷商之間成立轉售價格維

持的問題
54
。

但如果進一步觀察美國的反托拉斯訴訟，原告如果要將網路最低廣告價格

導向固定轉售價格的限制，使之適用較嚴苛的審查標準，原告必須在客觀的平

行行為之外，另有其他因素的支持，足以向法院證明系爭行為是出於共謀合

意的結果。其實這對屬私人企業的原告而言是仰攻登頂的挑戰，尤其製造商早

在對外公開的價格政策裡明白宣稱這是單方的政策，任何條款都不能被解釋為

有協議存在等語，除非例如在Worldhomecenter.com. Inc. v. L.D. Kichler Co., 案
中，原告提出來自被告所發的信函，指明網路最低廣告價格的目的就在協助經

銷商與在網路上削價廣告的公司競爭，這樣的書面文字適足以證明製造商與實

所述成立「事實上合意」的態樣，被視為 “combinations”概念的擴張。
54 Steve Ling, 薛進坤，「美國網路最低廣告銷售價格政策(IMAP)與轉售價格維持協
議(RPM)發展趨勢與案例探討」，前引註45，頁109；Worldhomecenter.com, Inc. v. 
KWC America, Inc., 2011 WL 4352390 (S.D.N.Y. Sep. 15, 2011); Erika L. Amarante and 
Fallon DePina Banks, “A Roadmap to Minimum Advertised Price Policies”, supra note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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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經銷商之間有固定價格的合意
55
，否則法院很難接受原告主張的有效性。再

加上與網路有關案件在市場界定方面的不確定，以及原告如何證明自身因競爭

減損而受到的損害等，在在都令網路經銷商作為原告指控製造商其實是施行轉

售價格維持不易成功
56
。學者研究也顯示，目前美國有關網路最低廣告價格的

案件其實仍然很少，只有紐約聯邦及州法院審理過相關案件，結果就網路最低

廣告價格究竟應視之為非價格限制或轉售價格維持協議，紐約東地區法院與西

地區法院還得出相反的結論，而曼哈頓紐約州法院雖將網路最低廣告價格當作

轉售價格維持協議來分析，最後也作出不利於控方的結論
57
。因此考量製造商

的網路最低廣告價格政策實際上形成經銷商降價的障礙，不利於消費者的選

擇；還有大型連鎖通路或許不受影響，但對較小型不具知名度的網路經銷商，

在消費者怠於在滑鼠上數個彈指之間，消費者就流失他去，使網路上中小企業

更不易生存等理由，有學者即主張，雖然與轉售價格維持十分相關，但製造

商所採的網路最低廣告價格政策，根本應單獨適用當然違法原則
58
。如果持這

樣的見解，即使是網路與電子商務，Leegin案中Breyer法官所稱的重大改變依
然尚未發生。但究竟是否該因為網路這項因素而改變經銷價格限制的分析方

式，在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就網路交易垂直限制議題向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提出的文件指出，網路因素只是分析的
一部分，就算有任何實證研究支持網路交易會增加或減少垂直限制的可能性，

但個案調查中仍不應背離合理原則的運用
59
。代表美國聯邦反托拉斯法的執

行，執法機關目前並不因網路而改變執行原則而作不同的處理。

(二) 歐盟
本文前二、（二）4.曾提及有關價格的各類垂直協議，歐盟只將最低轉售

價格維持列為所謂的「核心限制」，排除「豁免規則」的適用，但即使如此，

仍有適用個別豁免的可能。整體而言，歐盟競爭法適用在任何一種事業間勾結

55 Worldhomecenter.com. Inc. v. L.D. Kichler Co., No. 05-CV-3297, 2007 WL 963206, at 2* 
(E.D.N.Y. Mar. 28, 2007).

56 Julie Beth Albert, “Adding Uncertainty to the Virtual Shopping Cart: Antitrust Regulation 
of Internet Minimum Advertised Price Policies”, supra note 52, 1709-1711.

57 Ibid, 1711.
58 Ibid, 1715-1718. 
59 OECD, Vertical Restraints for On-line Sales, DAF/COMP(2013)13, 151-162.

http://www.oecd.org/daf/competition/VerticalRestraintsForOnlineSales2013.pdf, last 
visited date:  2017/1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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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競爭行為，當然也包括網路經銷價格限制類型在內，並無如同美國法上

所謂「當然違法」與「合理原則」之爭，因為「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本文
分成3項，第1項規定應予禁止的協議、決定與一致性行為；第2項明定第1項所
禁止之協議、決定與一致性行為應自動無效；第3項則是依第1項被禁止之行為
可給予個別豁免之要件

60
。因此任何種類的事業間協議，在歐盟無論被定性為

「目的」或「效果」違法，都因其具有「妨礙、限制或扭曲內部市場競爭」的

負面影響，只是系爭行為造成危害的嚴重程度有「目的」或「效果」上的差

別，影響所及會表現在個案研析的方式、執委會舉證責任的密度、罰鍰額度，

以及尋求群體豁免或個別豁免機會的高低等方面的差異。以轉售價格維持為

例，基於執委會與歐盟法院多年的執行經驗與司法實踐，已反覆肯定該類垂直

價格限制具有「目的」在限制競爭的本質，故除了證明事業間合意維持轉售價

格的事實存在之外，執委會在有關影響市場競爭可能性的舉證責任與密度相對

降低，並且因為該行為類型已被列為「核心限制」，排除在「豁免規則」適用

之外，只得適用條約本文第3項所定4項要件尋求個別豁免。雖然「指導原則」
明示當事人仍然可以主張效率抗辯，並且還在「指導原則」數個段落中說明了

60 有利於讀者理解本條規定內容，將「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翻譯中文如下：
（第 1 項）
事業間協議、事業團體決議與一致性行為，足以影響會員國間交易，且其目的或
效果在妨礙、限制或扭曲內部市場競爭者，與內部市場不相容，應予禁止，特別
是下述行為： 
（a）直接或間接決定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 
（b）限制或控制生產、市場、技術發展或投資； 
（c）分配市場或供給來源； 
（d）對交易相對人為差別待遇，致其受到競爭上之不利益； 
（e） 以交易相對人接受附帶義務為條件而締約，而該附帶義務無論依其性質或

商業用途均與該契約無關。 
（第2項）
 依本條規定所禁止之協議或決議，應自動無效。 
（第3項）
有下列情形時，得宣告第 1 項規定不適用： 
－ 事業間的任何協議或某種協議類型， 
－ 事業團體的任何決議或某種決議類型， 
－ 任何一致性行為或某種一致性行為類型，
而有助於改善商品之生產或分配、促進技術或經濟成長，並確保消費者能享受所
生利益的合理部分，而且不會
（a）對相關事業造成為達成上述目的非屬必要的限制； 
（b）使該等事業就系爭商品之重要部分有消除競爭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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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轉售價格維持對市場可能的正面效果
61
，只是實務上能成功得到豁免的案

例絕無僅有，故在歐盟被視為「核心限制」的協議與美國法所謂的「當然違

法」行為，在效果上其實相去不遠，但理論上歐盟競爭法制並無所謂當然違法

的概念。

就因為歐盟競爭法制並不執著究竟採哪一種分析方法，一律按法條規範的

脈絡進行，不迷惑於用語或名詞的差異，專注於個案特定事實與相關環境所涉

的不同因素或條件，綜合判斷「妨礙、限制或扭曲內部市場競爭」的效果，反

而維持了一定相當的包容性與一致性。以非關網路的轉售價格維持為例，除了

最低轉售價格維持屬於核心限制之外，如果供應商有以建議售價或最高轉售價

格為名的價格政策，但配合其他因素而實施的結果無異於最低轉售價格維持，

那麼系爭行為就屬於「限制買方決定售價能力」的核心限制類型，會導致相同

的法律效果。加入網路因素的經銷價格限制問題亦復如是，如果在個案中考量

網路的特性與作用，會使得系爭行為符合第101條相關要件並有「限制買方決
定售價能力」的效果，那無論供應商價格方案或策略的名稱為何（建議售價、

最低廣告價格或價格轉售維持），都會是核心限制類型而被禁止。在2013年
OECD討論線上交易垂直限制的會議上，歐盟提交的書面意見亦表示，雖然應
注意網路特性並調整分析方法，但無論是實體或線上經銷的限制，適用歐盟競

爭法的方式是一致而無差別的
62
，前文所論在美國法實務上的議題，在歐盟法

之下似乎相對不特別重要
63
。

由於網路究竟如何影響電子商務中的事業與消費者而具有競爭法意義，執

委會在發動執行行動之前必須有全面的瞭解，俾利競爭主管機關在其職權範圍

61 Vertical Guidelines, supra note 21, paras. 223-225.
62 OECD, Vertical Restraints for On-line Sales, DAF/COMP(2013)13, 75-81.

http://www.oecd.org/daf/competition/VerticalRestraintsForOnlineSales2013.pdf,  last 
visited date: 2017/11/22 .

63 例如歐盟競爭法文獻甚少討論所謂的「網路最低廣告價格」議題，即使有提出，
反而是著重在辯明「網路最低廣告價格」不能直接與「價格轉售維持」劃上等
號，批判如同英國競爭與市場主管機關的作法，將「網路最低廣告價格」納入
「目的」違法的行為類型，結果降低執委會舉證責任減少行政成本，但卻不易
取得個別豁免並課以事業高額罰鍰的結果。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Restricting resale prices: an open letter to suppliers and resellers",  supra note 24; Paul 
Hughes, “Bright line or barbed wire? The classification of supplier influence over resale  
prices under EU competition law”, 38 (6)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Review, 27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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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共同促進歐盟「數位單一市場」(Digital Single Market)64 政策目標的實現，
因此執委會啟動電子商務產業調查(sector inquiry)，並依調查結果所發現的反
競爭行為展開個案執法，例如執委會已對服裝及配件製造商Guess的選擇性經
銷體系設有跨國銷售、網路銷售的限制啟動調查，就是本於產業調查所獲的認

識
65
，而前言提到目前已在調查中的網路經銷價格限制案件，自然亦與此產業

調查的發現有關。

就歐盟電子商務產業調查有關價格限制所得的資訊顯示，有高達42%的
零售商與製造商之間的契約條款，設有價格限制或建議售價，特別是轉售價

格維持的條款
66
，而網路價格透明性與定價軟體可協助製造商查知零售商是

否偏離約定價格，一方面使製造商容易施以報復，他方面限制零售商降價銷

售的誘因，更重要的是，網路價格透明性反而增強零售商之間的價格勾結

(collusion)，使零售商更不會降價。顯示與網路經銷價格限制有關的問題，並
不只存在於供應商或製造商一端，也可能有經銷商的層次，其結果同樣不利於

網路上的消費者。這項結論將為執委會未來執法的重點提供明確的方向。

對於網路銷售，歐盟執委會認為，消費者上網搜尋產品訊息，甚至可跨越

國界與經銷商進行交易，這是現代科技性帶來的效果，因此網路銷售屬於「被

動銷售」(passive sale)型態。執委會解釋所謂「被動銷售」是指廠商回應來自
個別消費者的訂購及發送貨物或服務，而該消費者並非廠商針對性而積極訴求

的對象(unsolicited customers)，因此一般性的廣告或促銷，無論是否會吸引屬
其他經銷商專屬經銷領域的消費者，都被解釋為「被動銷售」，而網路銷售就

具有這樣的性質。執委會在其「指導原則」裡特別說明，供應商對網路經銷商

加諸「雙重定價」(dual pricing)的作法是對「被動銷售」的核心限制，不能適
用「豁免規則」以30%市場占有率為門檻的推定合法保障利益。
所謂「雙重定價」是指製造商對同時經營實體店與線上銷售的零售商

(hybrid retailer)，就同一產品，視其將在線上轉售或供實體店轉售，訂定不同
的批發價，也就是產品如果是供線上經銷，製造商提供的批發價會高於該產品

將在實體店出售的批發價；換言之，製造商就同一產品將依不同的轉售管道訂

64 Shaping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https://ec.europa, eu/digital-single-market/en/policies/
shaping-digital-single-market#The Strategy, last visited date: 2017/11/22 .

65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of 6 June 2017, “Antitrust: Commission opens 
formal investigation into distribution practices of clothing company Guess”, http://
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7-1549_en.htm, last visited date: 2017/11/22

66 Final Report, supra note 10,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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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差異化的批發價
67
。執委會認為這是網路經銷的核心限制，因為此舉將限制

經銷商接觸更大量及更多樣消費者的機會
68
。但這項見解與執法立場在本次產

業調查過程中受到包括廠商與公眾評論的批評，因為兩種銷售管道需投入的成

本有所差異，為建立線上與線下銷售的公平競爭，有必要保持彈性，視實際銷

售服務的努力程度，許可製造商建立關乎履行或實踐的批發價(performance –
related wholesale pricing)，以鼓勵同時經營線上與線下銷售的經銷商願意投入
高成本的加值服務。執委會在調查報告中對此特別作出回應，認為雖然「雙重

定價」依「豁免規則」被視為核心限制，但依第101條第3項仍有獲得個別豁免
的可能。舉例言之，當某一商品在實體店銷售將包含經銷商到府安裝的服務，

而網路經銷卻付諸闕如，以致於網路經銷引起較多的消費者客訴抱怨以及品質

擔保責任，使得網路經銷較之實體經銷對製造商造成實質上較高的成本，在這

樣的特定情況下，製造商與同一經銷商訂定「雙重定價」的合約，對解決搭便

車問題可說是重要的，就可能符合個別豁免的要件
69
。

在此必須特別指出，上述有關歐盟對網路經銷價格限制執法立場的說明，

主要的依據是歐盟現行法規與行政指導，雖有如英國個別會員國的執法案例，

但在歐盟層次，目前只有調查中案件，尚無具體的個案決定可供研究，值得持

續關注該等案件的後續發展。

四、公平法第19條與網路經銷價格限制―代結論

與轉售價格維持有關的垂直限制長期以來就是競爭法研究的重點議題，雖

然美國聯邦法院有從適用「當然違法」到「合理原則」的轉變，但加入網路與

線上交易因素，由本文的整理研究可知，美國與歐盟目前針對網路經銷價格限

制的案件仍非常有限，但都一致認為，雖然應重視網路的特性並在研析時予以

考量，尚無區別線上或線下經銷而改變現行規範與研析模式的必要。歐盟在產

業調查過程中除了觀察線上經銷價格限制之外，還特別討論製造商訂定批發價

模式，思考其與線上經銷價格及市場競爭的關係及可能的合理化事由，這些資

訊提供了更多的觀察角度，十分有參考價值。

67 另一類容易與「雙重定價」混淆的作法，是製造商就同一產品銷售給不同的經銷
商時，訂定不同的批發價。執委會澄清，對不同零售商有不同的批發價通常可視
為正常的競爭過程，除非製造商對線上零售商的批發價有限制出口或分割市場的
目的。Final Report, supra note 10, p. 10.

68 Vertical Guidelines, supra note 21, paras. 52, 52(d).
69 Vertical Guidelines, supra note 21, para.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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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公平法與網路經銷價格限制有關的條文為公平法第19條，該條規定：
「事業不得限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

價格。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觀其立法理由，旨在明定原則上禁止限

制轉售價格之行為，因此現行法對事業轉售價格維持仍採先適用「當然違法」

的否定立場，這與美國法所採合理原則的概念不同。另外，公平會在認定是否

符合第19條前段構成要件時，是以形式上確認有系爭限制轉售價格事實存在違
法即屬成立，不會再就市場結構、消費者行為趨勢、產品特性、行為本質等各

方面因素，相當程度地實質證明該行為有「限制競爭效果」，之後隨即將有正

當理由的舉證責任轉由當事人負擔，此模式也與歐盟的執行標準不同。換言

之，我國公平法第19條對垂直價格限制的管制是相對嚴格而不具彈性的。加入
網路因素的轉售價格維持，既成案例雖同樣屈指可數，但就「櫻花公司案」與

「新視代公司案」
70
兩案雷同的事實，理由都是認定供應商對經銷商在網路平

台上的售價過低而停止供貨，但公平會處分書所建構的理由，完全未提到網路

因素及其特性的探討，以及案關商業模式在網路環境下可能的正、反效果，其

論述方式與非關網路的轉售價格案件沒有任何不同，因此縱然公平會現在處理

網路經銷價格限制的作法，好似與歐美主管機關的立場一致，但這只是無意

間的巧合，並非公平會就網路環境裡事業與消費者行為與競爭議題全面評估

後所作的決策。所幸公平會就網路對競爭法執行的挑戰並非不予重視，已著

手進行研究與準備，再加上外國與國際組織如歐盟或OECD, IC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71

裡，已對本議題有相當份量的基礎性研究及各國主管機

關間對話，有助於公平會加速建構清晰的執行理念，俾使公平法第19條適用在
網路經銷價格限制的決定，更具有說服力。

70 公平會處分書公處字第106013號。
71 ICN, Online Vertical Restraints Special Project Report ,

http://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uploads/library/doc1070.pdf, last visited 
on 24 Nov.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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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邱永和（東吳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本文主要討論網路經銷的價格限制。網路經銷，指製造商或供應商施以影

響或限制經銷商定價的措施，主要在於：轉售價格、建議轉售價格、最低廣告

價格、轉售價格維持等。

一、美國

只要經銷商仍保有定價的的自由，來自供應商所實施的最低廣告價格被視

為「非價格限制」，在反托拉斯法上應適用「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來分
析，製造商實施最低廣告價格政策是被允許的。

二、歐盟

近日對internet minimum advertised prices 罰了一些廠商，例如2016年5月17
日，Ultra(bathroom fittings supplier)被罰了786,668歐元，但歐盟的原則是有「限
制買方決定售價能力」的效果，那無論供應商價格方案或策略的名稱為何(建
議售價、最低廣告價格或價格轉售維持)，都會是核心限制類型而被禁止。無
論是實體或線上經銷限制，適用歐盟競爭法的方式是一致的，尚無必要因網際

網路另設特別規定。

三、我國

公平交易法第19條適用於網路經銷的價格限制，但規範效果相對嚴格而不
具彈性，且執行實務並未真正考量網路因素，宜速建構清晰的執行理念，使未

來涉及網路經銷價格限制的決定更具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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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規範有關事業間交換敏感資訊 
與聯合行為之研究

施錦村
*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敏感性資訊交換與聯合行為之關係。而我國公平交易法

(下簡稱公平法)對於聯合行為之規範類似於歐盟競爭法，前者討論原則禁止例
外許可；後者關注目的或效果侵害及集體豁免。Bennett ane Collins (2010)參考
歐盟競爭法將資訊交換分成：the bad, the good和the ugly等三類，同時又將the 
ugly進一步分類為：大都可能有反競爭之影響、少有可能有競爭之影響及難於
分類等3項。本研究所關心的是，the ugly是否有違反競爭法之虞。

目　次

一、前言

二、文獻探討

　(一)敏感性資訊分類
　(二)敏感性資訊分享之目的或效果侵害分析
　(三)歐盟對於目的或效果侵害之法律分析
　(四)經濟理論對資訊交換之分析結果
三、整合分析

　(一)目的或效果侵害整合分析
　(二)例外許可探討
四、結論：評估準則與建議

　(一)短期建議：評估準則
　(二)未來長期建議

*   施錦村為開南大學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教授。本研究為公平交易委員會106年度
        委託研究計畫(FTC 1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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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歐盟執委會修正「水平指導原則」增加資訊交換章節，列出7項評
估準則包括：策略資訊、市場涵蓋範圍、整理或個別事業資料、未來或現在或

過去資料、資訊交換頻率、公開或非公開資訊，及公開管道或非公開管道交

換資訊。至於經濟分析，本研究採取賽局理論、Cournot、Stacklberg、Kinked 
demand curve等經濟分析模式分析資訊交換與聯合行為的關係，其結果包括：
事業非公開管道分享訂價資訊其可責性高於採取公開管道、事業分享未來及可

能影響未來之訂價資訊其可責性高於歷史資料、分享個別事業資訊其可責性高

於整體產業資訊、分享專業化合理化及規格化之生產技術資訊其可責性低於敏

感性資訊、分享可撤銷資訊其可責性高於不可撤銷，及分享事實價格資訊其可

責性高於牌告資訊。

綜合前述分析，本研究提出研究結果，包括短期評估基準有二：(一)評估
目的或效果侵害有3項重要影響因素，即整理或個別事業資料、未來或現在或
過去資訊，及資訊特性；4項一般影響因素，即策略資訊、市場涵蓋範圍、資
訊交換頻率，及資訊分享強度。(二)例外許可之評估基準為效率、不可欠缺、
傳遞給消費者，及不可消除競爭等4項因素。同時，本研究也提出長期評估基
準：公平會可考慮訂定相關指導原則或參考歐盟水平指導原則修正其他原則增

訂資訊交換章節，作為處理相關案件之基準。

關鍵詞：敏感性資訊、聯合行為、競爭法。

一、前言

同業間交換(exchange)敏感資訊對產業是否有促進競爭(pro-competition)
效果或會帶來反競爭(anti-competition)效果，在文獻上屢有爭論，例如，
Ziv(1993)1 探討寡占市場資訊交換問題，指出在某些條件下寡占市場資訊交換
對廠商可能是有利的，但這些文獻忽略了被假定可資證實(verifiable)之策略性
資訊(例如，價格、數量等)可能是誤導性(misleading)資訊，如何克服這些問題
才是重點；Vives (2007)2 在探討資訊交換的經濟與反托拉斯關係後，認為廠商
間資訊交換雖在經濟文獻上引起重大注意，但其資訊交換可能是可資驗證之現

在或過去資訊(例如，顧客交易資料、成本或需求條件等)；也有可能是涉及未

1 Amir Ziv, “Information Sharing in Oligopoly: the truth-telling problem,” 24(3)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 455(1993).

2 Xavier Vives, “Information Sharing: Economics and Antitrust,” 7(11) IESE Business 
School-university of Navarra, 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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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行為意圖，例如，未來價格、生產或新產品或產能發展，前述資訊交換有

誘使廠商提高效率或導致勾結(collusive)的可能。而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
公平會)對於敏感資訊交換與聯合行為間之關係並無訂定處理原則或其他行政
規則，僅以該行為是否合致聯合行為構成要件，其要件包括：除需具有水平競

爭關係之行為主體(事業或同業公會)外；在主觀要件包括契約、協議或其他方
式之合意；其合意內容須符合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客觀事實，該合意須具有影

響市場功能，限制競爭效果之可責性。而同業間敏感資訊交換可能採取藉由媒

體公開管道發布信息；也可能採取電子郵件、研討會或聚餐等方式私下交換。

對聯合行為而言，這些證據大都屬於間接證據而鮮有直接證據者，如何從間接

證據的推論去驗證同業間之意思聯絡，各界屢有爭論。在國內因敏感性資訊交

換，而導致聯合行為之原則禁止或例外許可案件不多
3
，有些還是國外事業，

其發生地點也在國外市場，但其限制競爭之效果延伸至國內，而影響國內市場

競爭。故瞭解歐、美、日等主要競爭法國家，對於此類案件之法律構成要件、

經濟分析及相關案例解析，有益於公平會爾後處理此一類型案件。

我國公平法第14、15條對聯合行為之規範與歐盟條約第101條有諸多雷同
之處，其中歐盟條約及其行政規則對敏感性資訊交換有目的侵害

4 或效果侵害5 
或集體豁免之議，公平法則有原則禁止及例外許可規定，事業若符合第15條
第1項各類型之一，且其行為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經主管機關許可
者，可申請例外許可。因此，形成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 釐清目的或效果侵害各思考方向不同類別之歸屬，其思考方向及類別包括：
1.資訊交換的管道：公開/秘密管道。
2.交換資訊之性質：個別事業/整合性資料。
3.資訊交換的時間遞延：過去/現在/未來。
4.資訊交換的涵蓋範圍：參與者市場覆蓋率大/小。
5.資訊交換的效力強度：剛性不得撤銷/柔性隨時調整。
6.資訊交換的內容：策略/非策略資訊。
7.資訊交換的期間與頻率：長期間高頻率/短期間低頻率。

3 例如：公處字第101127、101130、101131及101132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4133、
104134、104135、104136、104137、104138、104139及104140號處分書。

4 目的侵害者，只要能夠證明該合意有限制競爭之目的即足矣。
5 效果侵害者，或許由合意本身上尚難判斷有無限制競爭之目的，必須證明該合意
有現實或潛在的限制競爭效果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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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釐清例外許可類型歸屬及准駁依據。
(三)提出短期評估準則及未來長期建議，供主管機關參酌。

二、文獻探討

(一)敏感性資訊分類
Bennett and Collins (2010)6 參酌歐盟條約第101條及歐盟水平協議指導原則

(Guideline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al co-operation agreement，下稱水平指導原則)，將事
業之間所進行之敏感資訊交換分成3類：
1.The good： 當資訊分享(information sharing)可以促進競爭，有益於消費者權益

之維護，此一類型資訊分享可以獲得歐盟條約第101條第3項之豁
免，而無同條第1項之違反者，且大都屬於上、中、下垂直結構間
之資訊交換。

2.The bad： 資訊分享有害於競爭或(及)消費者權益。此一類型有直接證據證明
資訊交換係屬勾結共謀的一部分，涉有聯合行為之虞。

3.The ugly： 資訊分享有目的或效果侵害之區分，及如何評估資訊分享落入目
的或效果侵害，大致可分成3種情形：(1)大部分可能有反競爭影
響(most likely to have anticompetitive impact)；(2)難於分類(difficult 
to classify)；(3)少有反競爭影響(least likely to have anticompetitive 
impact)。其詳細內容與競爭關係詳如表1：

表1　The ugly細目與競爭關係
大部分有反競爭影響 難於分類 少有反競爭影響

個別廠商、秘密管道、未來價
格或數量資訊

1. 個別廠商、秘密管道、現有價
格或數量資訊

2. 個別廠商、公開管道、未來價
格或數量資訊

3. 個別廠商、公開管道、現有價
格或數量資訊

經整理、公開管道、歷史成本
資訊

資料來源： Matthew Bennett and Philip Collins,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Sharing: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6(2) European Competition Journal, 333(2010).

6 Matthew Bennett and Philip Collins,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Sharing: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6(2) European Competition Journal, 311-33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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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之架構可知，利用秘密非公開管道交換個別廠商未來之定價或數量
資訊有損及消費者權益之虞，若無法提供補償利益，歸類為目的侵害尚無疑

義；另外，若廠商之間以公開管道交換經整理之歷史成本資訊，將不可能損及

消費者權益，被歸類為效果侵害或甚至不落入歐盟條約第101條第1項範圍，亦
無疑義。然而，有許多型態的資訊交換很難明白的被歸類，包括：以公開管道

宣佈個別廠商未來定價資料，或以公開或秘密管道宣佈個別廠商現有定價資

料，這些型態的資訊交換，對影響競爭之風險並非無舉足輕重，同時對消費者

也可能產生顯著利益。於是，不同的歸類者都有理由作不同的歸類。水平指導

原則以未來定價意圖(或關係到未來定價意圖的現有定價)和其他資訊交換作一
區隔，而Bennett and Collins(2010)則採用公開或秘密管道以作為區隔，這裡所
謂「公開管道」係指對所有使用者均無成本。在此種區分下，所有以秘密管道

交換個別廠商定價或數量資料都將被歸類為目的侵害；所有以公開管道交換個

別廠商定價或數量資料將被歸類為效果侵害。

(二)敏感性資訊分享之目的或效果侵害分析
Bennett and Collins (2010)針對所交換之敏感性資訊，其中the ugly部分，是

否侵害目的或效果，進行以下分析：

1.何種類型資訊分享應歸類為目的侵害
競爭者間分享未經整理之秘密(confidential)未來意圖資訊，特別是有潛在

促進競爭者間達成勾結協議者，應被歸類為目的侵害。這些情形在案例法及判

決實務上都有很清楚之說明，涉有侵害歐盟條約第101條之虞。
英國公平交易局(Office of Fair Trading, OFT)曾調查有關揭露未來定價意圖

資訊的諸多案例。例如，在私立學校(indenpentent shools)案7
，OFT掌握私立學

校間交換未來收費資訊，具有反競爭效果而為目的侵害。在這個案例中，私立

學校間彼此揭露未來收費改變意圖資訊，此案在法律上有許多特性被評定為目

的侵害：(1)透過非公開管道交換秘密未來意圖資訊；(2)係屬規律有系統的交
換，且維持數年期間；(3)交換時機與學校下一年度收費設定時點相符合。

OFT又宣佈銀行業另一個交換未來秘密定價意圖資訊之調查結果。此案8 
為蘇格蘭皇家銀行(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RBS)向巴克萊(Barclys)銀行揭露
定價資訊，惟值得注意的是，本案涉及單方向競爭者揭露未來定價意圖，此一

7 Decision of the Office of Fair Trading No CA 98/05/2006.
8 OFT press release 34/10, “RBS agree to pay 28.5 million penalty for disclosing pricing 

information to competitor”, 30 March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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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資訊在實務上很少被競爭者所知悉，因此將不利於競爭環境之維護，就如

同目的侵害一樣。

在法律上另一值得注意的是，資訊分享會侵害競爭甚至在競爭者之間未直

接產生交換。例如，OFT曾調查幾個被稱為軸輻網路效果(hub-and-spoke)的案
例，這些案例是透過第三方安排商業敏感性資訊交換(一個零售商經由供應商
與其他零售商交換資訊)。以下是，英國上訴法院針對Hasbro案與Replica Kit案
的判決

9
，說明零售A將預定的漲價計畫提供給供應商，並確信供應商(具公信

力的第三者)會將漲價訊息傳達給零售商B，且確信零售商B在決定價格時受其
漲價計畫影響。而且事實上，漲價計畫經過供應商的認證與傳達下，也的確促

成零售商B跟漲。這個案例的條件，為競爭者之間所交換之資訊經由中間人傳
遞，而產生影響市場或反競爭行為。

在美國也有類似的經驗，例如，美國Airline Tariff Publishing(ATP)公司10

案，有8家美國最大的航空公司經由旅行社使用同一套電腦儲存系統傳遞現在
及未來票價資訊，此一系統不僅幫助航空公司瞭解競爭者之現有票價，同時協

助航空公司瞭解其他公司尚未執行的未來票價意圖。其結果，這種資訊分享不

僅幫助廠商經由未來意圖揭露而達到一致化焦點價格，同時透過現有價格揭露

達到監督目的。因此，美國法務部(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經由判決阻止航空
公司繼續交換此種資訊。

前揭情形，案例法與經濟理論是否一致？一般認為，若是頻繁的交換未來

未經整理之個別廠商定價資訊，應被歸類為目的侵害，甚至這種交換是經由第

三方傳遞，仍被視為目的侵害。從經濟學的觀點，這種分類似乎合情合理，而

在某些條件下，能從個別廠商揭露未來定價資訊得利，例如能幫助廠商達到較

好的銷售預測，但這些資訊若被用為廠商間之合作，對消費者有潛在的傷害也

應被考慮。進一步言之，經由揭露較少傷害的資訊也能達到前述利益，例如跨

產業經整理之預測而非個別廠商預測。這種情形，需採取個案(case by case)分
析，但很少發現分享未來定價意圖資訊能與歐盟條約第101條相容。基於此一
理由，對於分享未來意圖資訊(包括數量、產出、銷售等)，被歸類為目的侵害
似乎合情合理。

9 Case CP/0480-01 Agreements between Hasbro UK Ltd., Argos Ltd and Littlewoods Ltd 
Fixing the Price of Hasbro Toys and Games; Case CP/0871/01 Price of Replica Football 
Kit (2003).

10 United States v Airline Publishing Co, 1994-2 Trade Case (CCH)61, 659 (ED Pa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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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被歸類為目的侵害之行為不等同當然違法，任何協議、契約或其他

合意若能符合歐盟條約第101條第3項的規定均可豁免落入聯合行為之規範，包
括：消費者獲得效率利得須要超過揭露資訊的限制效果；另外，限制也不能超

越達到效率利得的需求，此可以藉由能達到相同結果之其他較少限制之方案來

檢驗，同時揭露必須不能具有減損競爭之可能。

2.何種資訊分享不會落入歐盟條約第101條，縱使落入也會被以效果侵害處理
若分享業經整理的過去資訊，一般而言，不會落入歐盟條約第101條，若

落入也會以「效果」基礎作為評估，這也符合經濟學的觀點。產業階段經整

理的資訊不可能被用來合作，因為它很難達到焦點(focal point)或用來監督競爭
者，同時廠商也無法從這些資訊瞭解他們的競爭者在作什麼？這些資訊有很顯

著的歷史特性不可能用來作為現在或未來的合作基礎，因為歷史資訊不可能提

供廠商未來想做什麼的暗示，於是無法協助參與者達到焦點。進一步言之，歷

史資訊也無法有效的監督默示性協議。

所謂「歷史」，其資格將依賴市場特性和該階段的競爭互動而定。例如，

市場投標過程被授予合約，許多將依賴合約期間型態和合約授予過程的頻率。

假如：投標過程每二年一次，二年前的資訊可能被使用；假如投標過程每週進

行，一年前的資訊不可能促進廠商在無特殊條件下合作。相同的，分享公開商

業或非商業敏感資訊不可能違背競爭法。

最後一個有趣的問題，資訊分享的安全港(safe harbour)是否類似水平指導
原則內其他協議的安全港一樣，不會傷害競爭，現有水平指導原則並無提供如

此信息。然而，安全港就資訊分享而言，可以給予格外的法律安定性，不會提

升競爭事件，同時前揭類型侵害送來一個強烈不同於目的侵害之信號。因此，

我們支持把安全港界定為效果基礎侵害的範圍。

但是，效果基礎資訊分享安全港的實務作為如何？若資訊分享只有涵蓋市

場小部分範圍，對競爭將不可能創造傷害。因此，資訊分享涵蓋範圍將可以作

為安全港的門檻基礎，因之，安全港絕對要設定一個特定門檻。而在水平指導

原則內其他安全港的現有標準如何？20％是一個可以被考慮的合理始點，同時
任何安全港也跟垂直指導原則(vertical guideline)一樣，都必須遭受累積覆蓋率
(cumulative coverage)檢定，藉以阻止透過網路資訊分享而使得資訊涵蓋全部市
場，在此一背景下，30％可被視為累積檢定的合理始點。
我們的目標是要創造一個安定的法律環境和允許小廠商分享促進競爭資

訊，但是安全港可能創造一個預料外的結果，例如，門檻提供廠商拒絕跟小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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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者分享重要資訊的正當理由，如此，可能會限制他們的競爭能力。另外，在

小的終端市場替廠商創造一個安全港，似乎暗示超過門檻的資訊分享都不是安

全的，即使方案不會創造焦點和勾結風險，這將導致廠商意識到任何不在安全

港內的事情都是有傷害的，甚至如同產業終端經整理之銷售和價格趨勢等有利

的歷史資訊交換，都無法在所欲達到的效果基礎下評價。

3.目的或效果侵害須被精確的解釋
透過秘密管道分享個別廠商未來定價或數量意圖資訊將有傷害競爭之虞，

這些被分類為目的侵害尚無爭議；相對的，透過公開管道分享經整理之過去成

本(非策略性)資訊，對競爭將無傷害之虞，被分類為效果侵害也無爭議(假定落
入歐盟條約第101條第1項)，最難於歸類的資訊分享係介於二者間，詳如表1。
關於表1難於分類部分，水平指導原則曾作如下說明：競爭者間個別廠商

關於未來定價意圖或數量……應該被認為對競爭的限制，而落入歐盟條約第

101條第1項的範圍，同時也暗示關係到未來行為意圖的現有資訊交換行為(不
同型態的資料)能直接作為欲達到未來定價或數量的推論11

。所以，水平指導原

則認為，區隔目的或效果侵害應該轉換為資訊是否關係到未來定價或數量意圖

(不論該資訊是現在或未來)，這樣的區隔產生2個有趣的議題：
(1)很難精確定義什麼是「關係到未來意圖的現有資訊」
若對於競爭者或第三方所有提供現有定價資訊都被視為目的侵害，將造成

消費者權益的諸多減損。例如，透過價格比較網站提供經由第三方蒐集或競爭

者直接提供的現有整理後之價格資料，對消費者購買決策，能產生諸多顯著利

益，這也說明了利用目的侵害而非效果侵害處理限制，將有剝奪消費者權益風

險之虞。然而，以效果侵害來處理所有現有資訊公開也只能產生部分合適遏制

力(suboptimal deterrence)。在許多案例中，策略性現有資訊(例如，價格、數量)
散播類似於未來資訊的揭露。例如：當價格微成本高頻率的改變，現有價格資

訊將擔任傳遞未來意圖信號的角色；另外，現有資訊比未來資訊對於監督協議

可能更有效果。以上二者，仍然不能排除分享現有資料所產生的消費者傷害。

(2)未完全釐清是否以公開管道分享未來定價意圖將被歸類為目的侵害
水平指導原則認為，透過公開管道揭露未來定價意圖將被視為目的侵害。

然而，這段話有一個前提(prefix)：「競爭者間之資訊交換」，此暗示單方透過
公開管道揭露未來定價資訊不會被視為目的侵害。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因為透

11 前揭註6，33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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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公開管道揭露未來定價資訊將使消費者得到更廣泛的顯著利益。例如，電子

產品廠商規律的宣佈新產品的未來價格、零售商宣佈即將銷售之產品價格都

是。這些事件之處理若都被視為目的侵害而非效果侵害，將會產生所有類型的

價格揭露都有侵害消費者利益之風險。

有一種方法可以說明前揭事件，藉以解析目的或效果侵害，即資訊的提供

是否透過秘密或公開管道(對任何人都能無成本的自由取得)為基礎。在這種方
法下，當個別廠商利用秘密管道分享現在或未來意圖資訊，將被視為目的侵

害；相反的，若個別廠商利用公開管道分享現在或未來意圖資訊，將被視為效

果侵害。此一方法，有利於替目的或效果侵害間提供一個明白的界線，以減少

法律的不確定性，同時也有經濟性理由來支持為何如此區隔？包括：

A. 透過公開管道揭露現有定價意圖可以幫助消費者跨產品比較，增加競爭強
度。同時利用公開管道揭露資訊，其特性可以確定價格比較網站不會被以目

的侵害來調查，而係以效果侵害。藉由公開管道揭露未來意圖將可在價格改

變前告知消費者，如此可以協助消費者進一步反應。例如，消費者可以在價

格改變前決定增加購買量或推遲購買。

B. 透過公開管道揭露可以傳遞較秘密管道揭露更顯著有價值的信號，容易達到
定價目的。而未來定價意圖對消費者所承擔的風險，係它們允許達到焦點價

格而無損失銷售量之虞，以致造成價格上漲。故利用公開管道揭露未來價格

之改變，消費者有較充裕時間去因應。

但也不是說利用公開管道揭露就不會傷害消費者權益。當此一揭露無法達

到承諾價值(commitment value)或競爭者的反映難以預測時，公開管道揭露未來
意圖仍然會對消費者造成傷害。公開定價揭露若不會產生執行該價格承諾，但

在競爭者之間會成為傳遞定價意圖的信號，此一現象，類似未來定價意圖。更

進者，若無任何承諾價值，公開定價揭露大幅減損消費者權益是可以確定的，

也不可能合乎歐盟條約第101條第3項的門檻標準。
然而，公開管道揭露具有減輕公佈時發生應注意而未注意所形成傷害之風

險。利用公開管道分享資訊也可幫助主管機關和潛在抱怨者發現此一交換有顯

著增加成為有害協議的可能性，同時也可減少蒐集有效證據的困難度。相同

的，公開管道揭露某一廠商的偶發事件，將可使競爭者提早反映，更可進一步

發現此一交換應以聯合行為處理而非資訊分享。為了平衡此一議題，他們認

為，以公開管道分享資訊較適合被引導作為效果分析而非目的分析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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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盟對於目的或效果侵害之法律分析
美國法對資訊分享與聯合行為的關係，大都採用合理原則

12
；歐盟法規與

日本法規又有諸多雷同，其中又以歐盟法規之規範更為完整，尤其歐盟執委會

根據歐盟條約第101條於2011年修訂水平指導原則13
，增訂第2章資訊交換之規

範，列出7項資訊交換評估基準(General Principles on the competitive assessment 
of information exchange)，更具代表性。以下就依該7項基準分析敏感性資訊交
換可能之涉法性。

1. 策略性資訊(strategic information)：競爭者間交換策略性資料，有可能降低
市場策略的不確定性，相較於交換其他類型的資訊，更有可能違反歐盟條約

第101條第1項。分享策略性資料可能會產生限制競爭的影響，乃因可透過降
低競爭的誘因來減少成員的決策獨立性。所謂策略性資訊，具體可包括價格

（例如實際價格、折扣、增加、減少或回扣）、顧客名單、生產成本、數

量、營業額、銷售能力、品質、行銷計畫、風險、投資、技術和研發相關的

計畫與成果。一般而言，與價格和數量相關的資訊是最具策略性的，其次是

關於成本和需求的資訊。然而，對於從事研發方面的事業，則技術資料可能

是最具策略意義的。資料的策略性用途也取決於其是否具整合性(aggregation)
和新舊(age)，以及市場背景和交換頻率。  

2. 參與資訊交換事業之市場覆蓋率是否夠大(market coverage)：參與交換的事業
必須有過大的市場覆蓋率

14
，才有可能對競爭產生限制性影響的資訊交換，

參與交換的事業必須覆蓋相關市場相當大的一部分。否則，不參與資訊交

換的競爭對手可能會抑制所涉事業的任何反競爭行為。例如，未參與訊息

交換系統的事業定價低於協調價格的水平，可能會威脅到共謀結果(collusive 
outcome)的外部穩定。

12 李綱信，「歐美競爭法之初步研析」，經濟研究，第12期，345-346(2012)。
13 European Commission, Guideline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al co-operation agreement Brussels, Sec 
(2010)528/2.

14 構成“市場相當大的一部分”不應抽象定義，而是取決於個案的具體事實和有關資
訊交換的類型。但是，如果在水平協議的情況下進行資訊交換，且不超出其履行
所需，此時市場覆蓋率低於本準則相關章節之規定、相關的豁免條例或“the De 
Minimis Notices”中所訂之市占率，這些資訊交換行為通常不足以產生限制競爭性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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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合性或個別事業資訊(aggregated/individualized data)：交換真正整合性資
料，與交換個別公司層級資料相比，不太可能導致限制競爭效果。由貿易組

織或者市場情報公司收集和出版整合性市場資料（例如銷售數據、能力數據

或投入和成分成本數據）可能會使供應商和顧客受益，使他們能夠更清楚地

了解某區塊之經濟狀況。這樣的資料收集和出版可能使市場成員做出更明智

的個別選擇，以便有效地適應市場條件。更廣泛地說，除非是在牢固的寡占

下進行，否則整合性資料的交換不太可能產生限制競爭的效果。相反地，個

別性資料的交換有助對市場和懲罰策略的共識，允許參與協議的事業挑選出

偏差者或進入者。然而，即使整合性資料的交換，也不能排除可能有助於具

有特定特徵的市場產生共謀結果的可能性。也就是說，一個非常牢固和穩定

的寡占市場，交換整合性資料的成員可以自動地確認有人偏離了共謀結果，

並採取全市場性的報復措施。換句話說，為了保持共謀的穩定，企業可能並

不一定需要知道誰偏離了，只要認識到「有人」偏離了便足夠。

4. 資訊的新舊(age of data)：歷史性資料(historic data)的交換不太可能導致共謀
結果，因其不太可能表述競爭對手的未來行為或提供在市場上的共識。另

外，交換歷史性資料不太可能有助於監測偏差，因為數據越舊，要作為及時

檢測偏差並迅速報復的可確信威脅，就越沒有效果。換言之，當資料夠舊，

不會給競爭帶來風險。資料是否真正具有歷史性，取決於相關市場的具體特

徵，以及特別是產業價格再議的頻率。另外，判斷資料是否具歷史性的基

準，還取決於資料的性質、整合、交換頻率和相關市場的特徵（例如其穩定

性和透明度）。

5. 資訊交換頻率(frequency of information exchange)：資訊的頻繁交換有助於更
了解市場和監測偏差，因而增加了共謀結果的風險。與穩定的市場相比，在

較不穩定的市場中，可能需要更頻密的資訊交換來促進共謀結果。在有長期

契約的市場（表示價格重新談判並不頻繁），較不頻繁的資訊交換通常也足

以實現共謀結果。相較之下，不頻繁的資訊交換往往不足以實現屬短期契約

型市場所需要頻繁重新議價的共謀成果。然而，資料的交換達到足以促進共

謀成果的頻率，須取決於資料的性質(包括新舊、整合性……)。
6. 公開或非公開資訊(public/non-public information)：一般來說，交流真正公開
的資訊是不太可能構成違反歐盟條約第101條。真正的公開資訊是對所有競爭
者和顧客通常可平等接觸的資訊在訪問成本方面）。真正公開的資訊，對於

與交換系統無關的顧客和事業獲得這些資訊應該不會更昂貴。因此，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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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通常不願意選擇以平等的方式交換他們從市場上收集的資料，所以實際上

交換真正的公開資料似乎是不可能的。相較之下，即使這些資料是競爭對手

之間所謂的公共領域( in the public domain)進行交換，如果收集數據所涉及的
成本使其他事業和顧客不願意這樣做，則不是真正公開的資訊。收集市場資

訊（例如從客戶端收集信息）的可能性，並不一定意味著此類資訊是競爭對

手容易獲得的市場資料。

即使是公開提供的資料（例如，監管機構公佈的資訊），競爭者間存在

著交換附加訊息，若其進一步降低市場的策略不確定性，則可能產生限制競

爭效果。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增加的資訊即可能是破壞市場平衡達到共謀結

果的關鍵。

7. 公開或秘密管道交換(public/non-public exchange of information)：相較於前一
個基準討論所交換的是否屬公開的資訊，本項目主要著眼於交換資訊的方式

是否公開。如果能使所有競爭對手和顧客能夠平等地接近交換的資料（就進

入成本而言），則資訊交換是真正地公開。若公開地交換資訊可能會降低市

場上共謀結果的可能性，使得非參與協調的公司，潛在競爭對手以及顧客可

能抑制對競爭潛在限制競爭的影響。但是，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即使

真正公開的資訊交換也可能促成市場上共謀的結果。

(四)經濟理論對資訊交換之分析結果
本研究採取賽局理論(game theory，含重複賽局)15

、Cournot16
、Stackelberg 

15 賽局理論係一種考慮遊戲中的個體的預測行為和實際行為，並研究它們的優化策
略。表面上不同的相互作用可能表現出相似的激勵結構（incentive structure）。其
中一個有名有趣的應用例子是囚徒困境。具有競爭或對抗性質的行為稱為博弈行
為。在這類行為中，參加鬥爭或競爭的各方各自具有不同的目標或利益。為了達
到各自的目標和利益，各方必須考慮對手的各種可能的行動方案，並力圖選取對
自己最為有利或最為合理的方案。比如日常生活中的下棋，打牌等。賽局理論就
是研究博弈行為中鬥爭各方是否存在著最合理的行為方案，以及如何找到這個合
理的行為方案的數學理論和方法。

16 Cournot model是早期的寡頭模型。它是由法國經濟學家Cournot於1838年提出的，
是Nash均衡應用的最早版本，Cournot model通常被作為寡頭理論分析的出發點，
是一個只有兩個寡頭廠商的簡單模型，該模型也被稱為雙頭模型。該模型的結論
可以很容易地推廣到三個或三個以上的寡頭廠商的情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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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和Kinked demand curve18 等經濟模型，分析資訊交換與聯合行為間之關係，
其主要發現有：

1. 事業公開進行訊息交換，並允許買方參與，將有助於業者避免產銷失衡與判
斷產業發展趨勢，減少投資風險，具有效率意義。事業之私下交換訊息，特

別是未來的漲價計畫，則多數反映其壟斷市場的意圖，較不具促進競爭效

果。因此，事業私下交換價格訊息之可責性高於公開者。

2. 事業進行過去訊息交換，有助於避免產銷失衡與判斷產業發展趨勢，具有效
率意義。但是，事業交換未來訊息，特別是預告未來的漲價計畫，則多數反

映其壟斷市場的意圖，較不具促進競爭效果。因此，事業交換未來與目前價

格訊息之可責性高於交換過去的歷史資料。另外，交換整體產業資訊較諸交

換個別事業訊息，可責性也相對較低。交換與專業化、合理化與規格化有關

之生產技術訊息，較諸交換價格與產出等敏感性訊息可責性則相對較低。

3. 交換可隨時撤銷之漲價預告或訊息，隱含甚高之限制競爭風險；加以多數情
形下，該等訊息交換又排除買方於預告範圍之外，無法提升交易效率。因

此，與無法撤銷者比較，其可責性相對較高。

4. 牌價代表賣方所公告之產品價格上限，並做為與買方議價折扣的基準。牌價
訊息透明化，可便利雙方價格的協商，減少相當的交易成本。因此，牌價交

換具有提升市場效率的意義。相反的，事業除公告牌價外，還可能達成合

意，建立起便利機制，允許個別事業能夠在相同的基礎上，將競爭對手的牌

價換算成實際價格，以策略性地溝通彼此實際價格，進而影響競爭對手的產

出行為。因此，公告實際價格之可責性高於公告牌價者。

5. 科技業產品異質性高、規格複雜聯合不易，加以事業之間的資訊分享具有很
高的效率意義。因此，與傳統產業比較，科技產業廠商交換訊息的可責性相

對較低。

17 在Stackelberg model中，競爭廠商在市場上的地位是平等的，因而它們的行為是相
似的。而且，它們的決策是同時的。當事業甲在作決策時，它並不知道事業乙的
決策。但事實上，在有些市場，競爭廠商之間的地位並不是對稱的，市場地位的
不對稱引起了決策次序的不對稱，通常，小事業先觀察到大事業的行為，再決定
自己的對策。

18 在Kinked demand curve的理論模型中，人們可以觀察到，寡占市場中價格一般比
較穩定，廠商之間主要採取非價格競爭的方法。有時候也會爆發價格戰，但總是
為時不長，因為廠商都清楚地知道，打價格戰的 果往往是兩敗俱傷。而Kinked 
demand curve理論模型就是用來解釋這種現象。



第 24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90

三、整合分析

(一)目的或效果侵害整合分析
本研究整合Bennett and Collins (2010)針對敏感性資訊之分析結果、歐盟對

於目的或效果侵害之法律分析，及經由相關經濟模型之分析結果，藉以探討研

究目的所列7項目的或效果侵害思考方向，以及各該方向所屬類別之目的或效
果侵害傾向：

1.資訊交換管道：公開或秘密管道
水平指導原則第7項判斷基準概述，有關資訊交換管道是否公開，就該資

訊交換是否影響競爭至為關鍵。如果能使所有競爭對手和顧客能夠平等地接近

交換的資料，則資訊交換是真正地公開。由於公開地交換資訊將會降低市場上

共謀結果的可能性，使得非參與協調的公司、潛在競爭對手以及顧客有抑制潛

在限制競爭的能力。縱使該資訊交換仍有促成市場上共謀之虞，而落入歐盟條

約第101條第1項的規範，Bennett and Collins(2010)認為，較適合被引導為效果
分析而非目的分析的基礎。另就經濟面而言，事業公開進行訊息交換，並允許

買方參與，將有助於業者避免產銷失衡與判斷產業發展趨勢，減少投資風險，

具有效率意義。但是，事業私下以秘密管道交換資訊(特別是未來定價意圖)，
則多數反映其壟斷市場的意圖，較不具促進競爭效果。因此，以間接證據的強

度而言，事業以秘密管道交換訊息之可責性高於公開者。再就案例言之，OFT
所調查的私立學校案

19 就是透過非公開之秘密管道交換資訊，並成為目的侵害
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2.交換資訊之性質：個別事業/整合性資訊
水平指導原則第3、6項判斷基準綜合概述，交換真正整合性(含公開)資訊

(例如產業資訊)，與交換個別事業層級資料相比較，一般來說，不太可能違反
歐盟條約第101條規定，而導致限制競爭效果。由貿易組織或者市場情報公司
收集和出版整合性市場資料，可能會使供應商和顧客受益，使他們能夠更清楚

地了解某區塊之經濟狀況。這樣的資料收集和出版可能使市場成員做出更明

智的個別選擇，以便有效地適應市場條件。更廣泛地說，除非是在牢固的寡

占下進行，否則整合性資料的交換不太可能產生限制競爭的效果。Bennett and 
Collins(2010)認為，一般而言，整合性資訊交換不會落入歐盟條約第101條第
1項範圍，若落入也會以「效果」基礎作為評估，這也符合經濟學的觀點。相

19 前揭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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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地，個別事業性質的資料，其交換有助對市場和懲罰策略的共識，允許參與

協議的事業挑選出偏差者或進入者，有限制競爭之虞。另就案例言之，RBS向
Barclys20 銀行揭露個別定價資訊，係被認為歸屬目的侵害的因素之一。
3.資訊交換時間遞延：過去或現在或未來
水平指導原則第4項判斷基準概述，過去歷史性資料的交換不太可能導致

共謀結果，因其不太可能表述競爭對手的未來行為或提供在市場上的共識。交

換歷史性資料不太可能有助於監測偏差，因為數據越舊，要作為及時檢測偏差

並迅速報復的可確信威脅，就越沒有效果。換言之，當資料夠舊，不會給競爭

帶來風險。Bennett and Collins(2010)也認為，歷史性資訊有很顯著的歷史特性
不可能用來作為現在或未來的合作基礎，也不可能提供事業未來想做什麼的暗

示，於是無法協助參與者達到焦點。進一步言之，歷史資訊無法有效的監督默

示性協議。故縱使落入歐盟條約第101條第1項規範，也會以「效果」基礎作為
評估方式。

另就經濟分析觀點，事業進行過去訊息交換，有助於避免產銷失衡與判斷

產業發展趨勢，具有效率意義。但是，事業交換未來訊息，則多數反映其壟斷

市場的意圖，較不具促進競爭效果。因此，以間接證據的強度而言，事業交換

未來與目前價格訊息之可責性高於交換過去的歷史資料。水平協議指導原則同

時也暗示關係到未來行為意圖的現有資訊交換行為(不同型態的資料)能直接作
為欲達到未來定價或數量的推論，故認為區隔目的或效果侵害應該轉換為資訊

是否關係到未來定價或數量意圖(不論該資訊是現在或未來)。再就案例觀之，
不論是前揭的私立學校案或RBS案，都是交換未來資料或可影響未來意圖之現
有資訊，而成為目的侵害的重要考量因素。

4.資訊交換涵蓋範圍：參與者市場覆蓋率大小
水平指導原則第2項判斷基準概述，如果參與交換的事業所覆蓋相關市場

為相當大的一部分
21 ，其交換有影響市場競爭之虞。否則，不參與資訊交換的

競爭對手將會抑制所涉事業的任何反競爭行為。例如，未參與資訊交換的事業

定價低於協調價格的水平，就會威脅到共謀結果的外部穩定。

什麼是資訊分享安全港？係以資訊分享涵蓋範圍作為安全港的門檻基礎，

可藉以創造一個安定的法律環境和允許小廠商分享促進競爭資訊，但現有水平

指導原則並無提供如此信息，水平指導原則內其他安全港的標準又如何？20％
20 前揭註8。
21 前揭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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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可以被考慮的合理始點，同時任何安全港也跟垂直指導原則一樣，都

必須遭受累積覆蓋率檢定，藉以阻止透過網路資訊分享而使得資訊涵蓋全部

市場，在此一背景下，30％可被視為累積檢定的合理始點。安全港就資訊分
享而言，可以給予額外的法律安定性，不會增加競爭事件，因此，Bennett and 
Collins(2010)支持把安全港界定為效果基礎侵害的範圍。相反的，其資訊交換
超出安全港範圍，而為大範圍市場覆蓋率的資訊交換，較可能產生限制競爭之

虞，而被列為目的侵害之評估對象應無疑慮。

5.資訊交換的效力強度：剛性不得撤銷/柔性隨時調整
OECD (2010)22 對卡特爾行為經過長期觀察後認為，卡特爾行為最穩當的

價格調漲方式，就是設計一套機制，允許價格上漲的預告不具拘束力，使漲價

發動者可以在成本與風險幾乎趨近於零的前提下，隨時提出、修正、撤銷漲價

預告，以試探對手反應，才能透過一連串的修正過程，由各當事人逐步向上調

漲價格，直到所有成員都能接受的最高價格為止。由於這種私下交換未來價格

資訊行為，消費者無從知曉，市場也無實際交易。因此，發布訊息者可在不須

擔憂客源流失的環境下，藉由公告漲價，期待競爭對手亦能採取相同之漲價行

為，即使對手不願接受，也能藉由錯誤探知對手底線。就案例而言，最典型的

案例就是美國ATP案23 ，藉由此種方法達到未來價格一致化意圖，同時透過現
有價格揭露達到監督目的。因此，成為目的侵害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相反的，如果預告價格上漲具有若干拘束力，例如：透過媒體公開預告漲

價，以致眾所周知無法隨時撤銷；或是預告價格調漲機制係基於下游客戶集體

要求，以做為買方擬定未來採購計畫之用，賣方任意撤銷，恐將承受買方反彈

與商譽受損風險時，預告價格即成為具有拘束力的價格承諾。此時，漲價預告

勢在必行，無法任意撤銷，即使競爭對手不予支持，但也必須漲價。因此，競

爭機關最多只能將該等漲價預告認定為是：單方面的建議，期待對方能配合自

己漲價，並無共謀壟斷市場的合意。這種有價格承諾意涵之資訊揭露，類似於

公開管道分享資訊，較適合被引導作為效果分析的基礎。

6.資訊交換的內容：策略/非策略資訊
水平指導原則第1項判斷基準概述，競爭者間交換策略性資料，有可能降

低市場競爭的不確定性，相較於交換非策略性資訊，更有可能違反歐盟條約第

22 OECD, Information Exchange between Competitors under Competitive Law. DAF/
COMP (2010).

23 前揭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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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條第1項。分享策略性資料可能會產生限制競爭的影響，乃因可透過降低競
爭的誘因來減少成員的決策獨立性。所謂策略性資訊，具體可包括價格、顧客

名單、生產成本、數量、營業額、銷售能力、品質、行銷計畫、風險、投資、

技術和研發相關的計畫與成果。一般而言，與價格和數量相關的資訊是最具有

略性的，其次是關於成本和需求的資訊。然而，對於從事研發方面的事業，則

技術資料可能是最具策略意義的。

就經濟觀點，卡特爾行為如欲徹底遏止欺騙行為，保證成員的長期壟斷利

益超過短期欺騙利益，以滿足壟斷條件，首要任務就是要促進價格與產量資訊

的高度流通。因此，事業交換價格與產量資訊限制競爭之效果自然高於交換

非策略資訊。就以案例言之，美國最高法院在1921年的American Column and 
Lumber 案24 中早已發現事業透過公會，同時交換價格與產量等策略性資訊，
而被認為有影響競爭之虞。因此，事業之間交換策略性資訊較易被以目的侵害

評估。至於其他非策略性資訊交換對市場競爭的影響甚為微小，特別是交換專

業化、合理化與規格化有關之生產技術訊息甚至能促進產業發展，並進一步形

成聚落效果，較適合被引導作為效果分析的基礎。

7.資訊交換的期間與頻率：長期間高頻率/短期間低頻率
水平指導原則第5項判斷基準概述，資訊的頻繁交換有助於更了解市場和

監測偏差，因而增加了共謀結果的風險。與穩定的市場相比，在較不穩定的市

場中，可能需要更頻密的資訊交換來促進共謀結果。在有長期契約的市場，較

不頻繁的資訊交換通常也足以實現共謀結果，而資訊交換要達到足以促進共謀

成果的頻率，仍須視資料的性質與內容而定，但成為促進共謀結果因素之一，

應無疑義。例如，前揭私立學校案、RBS向巴克萊銀行揭露定價資訊案及ATP
案皆然。一般認為，若是長期頻繁的交換未來個別事業資訊，應被歸類為目的

侵害，甚至經由第三方傳遞，仍應被視為目的侵害。相較之下，不頻繁的資訊

交換往往不足以實現屬短期契約型市場所需要頻繁重新議價的共謀成果，故短

期間低頻率交換資訊，可責性較低，較適合採取效果分析作為基礎。

(二)例外許可探討
1.例外許可評價基礎
現有水平指導原則，為符合歐盟條約第101條第3項規定，針對敏感性資

訊交換訂有4項判斷是否為正面效果25 之基準，包括：(1)增進效率(Efficiency 
24 American Column & Lumber Co. v U.S., 257 U.S. 377(1921).
25 即公平法第15條之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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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n)；(2)不可欠缺性(Indispensability)；(3)傳遞給消費者(Pass-on consumers)；
(4)不會消除競爭(No elimination of competition)。此與舊有水平指導原則，為符
合歐盟條約第81條(即現有101條)第3項適用除外之4項要件：促進經濟進步、使
用者分享利益、無非必要限制競爭及不得排除競爭

26 ，有諸多雷同之處。其中
公平法第15條所稱「整體經濟利益」，係指其利益不限於參與資訊分享者之事
業所享有，其正面績效所及範圍甚至應該超越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間，進而有

利於一般消費者，上、中、下游事業及其他產業等；至於「公共利益」，係指

分享行為應兼及經濟效率以外的環境保護、穩定交易秩序及產業升級等。茲就

歐盟的判斷基準詳細說明如后：

(1)效率
Lindsay27 曾以「效率」來說明整體經濟利益。他將效率分成配置效率

((allocative efficiency)28 、生產效率(productive efficiency)、動態效率(dynamic 
efficiency)及交易效率(transactional efficiency)29 。他認為，若依經濟分析理
論架構探討，整體經濟利益在理論上應符合利益極大化（maximization）、
經濟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及均衡（equilibrium）等基本原則。雖然任
何理性廠商或個人都會極力尋找利益「極大化」，但這種利益極大化，並非

全然是整體經濟利益，尚須考量「經濟效率」及「均衡」2項因素。其中經
濟效率，是指資源不管再怎麼重新分配使用，都無法使某些經濟體獲致更高

經濟利益，而同時不損及其他經濟體的利益。此一情境，經濟效率可能只是

企業個別效率，並非全然是競爭法所欲追求的整體經濟利益之效率。福利經

濟概念正是探討個人與事業如何建立互動，達到整體經濟利益效率之目的。

至於均衡意指，一種不會自然改變的狀態。換言之，均衡一旦達成，在其他

條件不變之情況下，其狀況會持續下去。因此，福利經濟的理念中，只有當

生產者與消費者配置都達到效率時，均衡才會呈現最適當狀態，也唯有當消

26 石世豪，「聯合行為之例外許可」，收錄於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寥義
男(編)，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499-501(2003)。

27 Alistair Lindsay, The EC Merger Regulation: Substantive Issues, London: Sweet & 
Maxwell, 10-15(2003).

28 或稱柏拉圖最適(Pareto Optimality)，意指整個社會達到可能的效率前緣(utility 
possibility efficiency)上的一種平衡。此時，任何人均無法在不減損他人效用的情況
下，增加自己效用。

29 (1)生產效率：在既定之產出水準下，追求最低的成本投入、或在既定的成本下，
追求最大的產出水準。(2)動態效率：包括技術創新或改進，及學習曲線的累積所
造成的效率提高。(3)交易效率：因大量購買所造成的成本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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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效用極大化時，企業利益才會極大化，經濟效率的意義方能與維護社會

褔利的動向趨於一致，最適狀態的均衡才會出現。此時，才能達到整體經濟

利益的意境
30
。

(2)不可欠缺性
不可欠缺之判斷標準，歐盟執委會及歐洲法院都採取嚴格認定態度。一

般而言，執委會通常會分析以下因素：特定市場之性質、市場狀況及其變動

預測、被妨害標的、必要時考慮會員國政府的態度、生產條件及必要的投資

規模、商品特性及其使用狀況，參與成員掌握必要技術之必要性，獲得結果

所需時間及其採取其他行為之可能性。例如，涉及經銷區域之限制，該限制

交易之安排係屬滿足特定商品專業性經銷所必要；又如其他聯合展示商品情

形，其限制參與之事業不得同時參與其他商品展示，如認為係基於共同展示

之合理目的者，可承認其限制的必要性。

(3)傳遞給消費者
為確保使用者能公平分享資訊交換所導致之利益，此為整體經濟利益之

重要因素。其中所謂「使用者(utilisateurs)」通常係指最終消費者，但不限
於此。若商品之流通過程，具有商品交易關係之直接或間接交易相對人都屬

之。至於「利益」，其概念相當廣泛，除分享價格資訊，尚包括數量、品質

及其他有效率的售後服務等相關資訊。

(4)不會消除競爭
不得排除競爭，係因競爭仍為聯合行為例外許可的結果，實質上市場上

之競爭不得因而受到影響；反而言之，假設前揭3要件皆已滿足，但有消除
市場競爭之虞時，仍不得例外許可。雖然該行為有造成經濟效益之可能，但

仍不能因此而消除市場競爭。

2.例外許可類型
依公平法第15條規定，聯合行為例外許可包括8種類型：統一規格或型式

之聯合、合理化之聯合、專業化聯合、輸出聯合、輸入聯合、不景氣聯合、中

小企業聯合及其他為促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或經營效率所必要之共同行為。

其內涵分別說明如後
31

30 施錦村，「兩岸企業附加限制性條件與禁止結合案件影響因子分析」，公平交易
季刊，第24卷第1期，152(2016)。

31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第16版，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116-
11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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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統一規格或型式之聯合：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或
服務之規格或型式，稱之。

(2) 合理化之聯合：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共同研究
開發商品、服務或市場，稱之。

(3) 專業化聯合：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稱之。
(4) 輸出聯合：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稱之。
(5) 輸入聯合：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商品或服務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稱
之。

(6) 不景氣聯合：因經濟不景氣，致同一行業之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
為有計畫適應需求而限制產銷數量、設備或價格之共同行為，稱之。所謂

「不景氣」，包括整體經濟之不景氣及個別行業之不景氣，公平會於收受行

業不景氣之聯合申請時，除考量該行業之個別狀況是否投資過剩、缺乏效率

或產能過剩外，仍以其聯合行為是否有益於整體經濟利益為准駁之依據。

(7) 中小企業聯合：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率，或加強其競爭能力之共同行
為，稱之。公平會對於中小企業之訂價行為，訂有「中小企業申請聯合訂價

之處理原則」，可供此類申請案件之准駁參考。

(8) 其他聯合行為申請：其他為促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或經營效率所必要之共
同行為。此款為「概括性條款」，旨在放寬聯合行為例外許可之範圍，以免

阻礙對整體經濟有正面效果之事業間合作行為，使例外許可之規範更為合

理。

資訊交換所致之聯合行為例外許可申請，因個案申請背景與需求不同、申

請條件與產業結構不一，其符合那一類型規定，應視個案狀況而定。至於准駁

與否，則可依歐盟4項正面效果評價標準審理之。

四、結論：評估準則與建議

經由整合分析結果，針對目的或效果侵害及例外許可提出短期評估準則及

未來長期建議。

(一)短期建議：評估準則
1.目的或效果侵害評估方法
目的或效果侵害共有7項思考方向，每一思考方向都有2項類別，假設其

類別傾向目的侵害其評估分數以「正」號表示、傾向效果侵害其評估分數以

「負」號表示，「正」號與「負」號間不能相加減，只是代表傾向而已，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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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內容將會被覆蓋而失真。若將各類別以A、B來歸類，A代表：秘密管道交
換資訊、個別事業資訊、未來意圖或可影響未來意圖之現有資訊、參與者市場

覆蓋率大、柔性隨時可調整之資訊、策略性資訊及長期間高頻率之資訊交換；

其餘類別則歸屬B，即公開管道交換資訊、整合性資訊、過去歷史資訊、參與
者市場覆蓋率小、剛性不得撤銷資訊、非策略性資訊及短期間低頻率之資訊交

換。另外，再以出現於Bennett and Collins (2010)針對敏感性資訊之分析結果、
歐盟對於目的或效果侵害之法律分析，及經由經濟模型分析結果之機率及能清

楚確定其歸屬為基礎，並以「10分」法表示，則該等思考方向之類別對於目的
或效果侵害的影響力，可分成2類：
(1) 重要影響力：該等類別能同時出現於前揭3種分析結果，亦有相關案例明確
佐證其歸屬者，得2分。此等類別包括：資訊交換管道、交換資訊之性質及
資訊交換時間遞延。

(2) 一般影響力：該等類別無法同時出現於前揭3種分析結果，亦無相關案例明
確佐證其歸屬或只是案例之效果延伸者，得1分。例如：A.資訊交換涵蓋範
圍，只出現在於歐盟分析結果，而Bennett and Collins (2010)之分析，係以安
全港之概念延伸，案例之佐證能力相當模糊。B.資訊交換的效力強度，只出
現於經濟模型分析結果，案例佐證也是延伸之效果。C.資訊交換的內容，只
出現於歐盟分析及經濟模型分析結果，而策略與非策略所涵蓋項目並非十分

明確，可能會因所處之交換條件不同而不同，很難明白確定。D.資訊交換的
期間與頻率，只出現於歐盟分析結果，而Bennett and Collins (2010)之分析及
相關案例，只是所涉事件之延伸。以上評估方法，彙整如表2：

表2　目的或效果侵害類別評估
目的侵害 效果侵害

A類別 評估 B類別 評估

秘密管道交換資訊
個別事業資訊
未來及影響未來之現有資訊

+2
+2
+2

公開管道交換資訊
整合性資訊
去歷史資訊

-2
-2
-2

參與者市場覆率大
柔性隨時可調整之資訊
策略性資訊
長期間高頻率

+1
+1
+1
+1

參與者市場覆率小
剛性不得撤銷資訊
非策略性資訊
短期間低頻率

-1
-1
-1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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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的或效果侵害評估準則
綜合前揭評估方法，提出以下評估準則：

(1) 若個案之類別都屬「正」號，則「正」號之分數越高，顯示個案之目的侵害
可能性越高，越有可能形成勾結共謀，而有限制競爭之虞，但並不等於當然

違法，惟只須證明該資訊交換有限制競爭之目的，即合致聯合行為之構成要

件。

(2) 若個案之類別都屬「負」號，則「負」號之分數越高，顯示個案之效果侵害
可能性越高，越不可能合致聯合行為之構成要件。而效果侵害不等於當然不

違法，或許是資訊交換的本身尚難判斷有無限制競爭之目的，尚須證明該行

為具有現實或潛在限制競爭效果始可。

(3) 若個案同時出現「正」號與「負」號，則以個案判定之，其判定方法可參酌
以下幾項因素：

A.若「正」、「負」號不涉及重要影響力，則其分數高低具有參考價值。
B. 若「正」、「負」號涉及重要影響力，先考慮重要影響力對競爭之影響，再
考慮分數之高低，但建議從嚴認定。

以下將以整合分析中之私立學校案及ATP案作為案例，討論評估準則之運
用，詳如表3。由該表得知，私立學校案有90％的機會屬於目的侵害；ATP案
則有100％的機會屬之。

表3　私立學校案及ATP案之侵害評估
案  例 管道 性質 時間遞延 涵蓋範圍 強度 內容 時間與頻率  總分
私校案 +2 +2 +2 nil +1 +1 +1 +9

ATP案 +2 +2 +2 +1 +1 +1 +1 +10

註：1.本研究整理。
2. 管道=資訊交換管道、性質=交換資訊之性質、時間延遞=資訊交換時間遞延、涵蓋範圍=資訊交
換涵蓋範圍、強度=資訊交換的效力強度、內容=資訊交換之內容、時間與頻率=資訊交換的時
間與頻率。

3.nil=資料未顯示。



競爭法規範有關事業間交換敏感資訊與聯合行為之研究 99

3.例外許可評估準則
由公平會的網站得知，公平會自2005年1月13日至2017年9月6日共有聯合

行為例外許可案件84件，其中尚未發現因資訊交換而申請聯合行為許可者。又
依公平法第15條規定，申請聯合行為例外許可共有8種類型，只要該行為有益
「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者，申請主管機關同意，即可排除聯合行為之適用。

另外，水平指導原則利用「效率」、「不可欠缺性」、「傳遞給消費者」及

「不會消除競爭」等4項正面效果評估準則，來評估資訊交換所形成之卡特爾
行為是否落入歐盟條約101條第3項而排除同條第1項之適用。故針對該等類型
之例外許可，本研究建議以下準則：

(1)首先，瞭解申請案是否可落入公平法第15條8種類型之一。
(2)其次，參酌水平指導原則評估資訊交換正面效果之4項原則：

A. 該4項原則均符合，可認定其有益「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者，而予以許
可。

B. 只有3項符合，不符合者為「不可欠缺性」，則以「合理原則」採取個案
認定；若為其他項之一，則採取從嚴認定。

C.若有2項或以上不符合，則不予許可。
(二)未來長期建議
資訊交換所導致之聯合行為案例，不論是目的或效果侵害或是例外許可，

均相當缺乏，在國內只有少數案例。因此，短期內可以先參酌前述所擬之準則

處理之，等案例充足後，再訂定處理原則或比照水平指導原則於相關處理原則

中，增列「資訊交換」專章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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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act

This Research aim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nsitive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cartel. A cartel is regulated by the Taiwan Fair Trade Law that is similar 
the competitive law of European Union. The former discusses a matter of principle 
of inhibition and an exception permit, and the latter mention an object infringement, 
an effect infringement, and a block exemption. The paper of Bennett and Collins 
(2010) referenced to the competitive law of European Union to divide an information 
sharing into three different categories the bad, the good, and the ugly, and the ugly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most likely to have anticompetitive impact, least likely to have 
anticompetitive impact, and difficult to classify. The research concerns with the ugly 
which is infringement the competitive law or not. 

In 2011, the European Union Commission revived the Guideline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EU horizonal agreement guideline) that 
increased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 charter, and listed seven evaluation principles: 
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 market coverage, an aggregated or individualized data, an 
age of data, a frequency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a public or non-public information, 
and a public or non-public exchange information.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adopts 
the repeat game theory, the Cournot model, the Stackelberg model, and the Kinked 
demand curve to proceed economy analysis that is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cartel, the main analysis results have: First, an 
enterprise private sharing pricing information criticizes more than a public; Secondly, 
an enterprise sharing future and current pricing information criticizes more than a 
historic data; Third, a sharing individual enterprise information criticizes more than 
a whole industry; Fourth, a sharing specialization, rational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producing technologic information criticizes less than a sensitive information of 
pricing and output; Fifth, a sharing rescission information criticizes more than a 
non-rescission; Sixth, a sharing announcement factual price criticizes more than an 
announcement brand price.

The research draws a conclusion through above analysis, and addressing 
short term evaluation principles that have: First, an evaluation method of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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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ingement or effect infringement that includes three items important influent 
factors, an aggregated or individualized data, an age of data, and an information 
character; and four items common influent factors there are 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 market coverage, a frequency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an information sharing 
intensity. Secondly, the evaluation principle of an exception permit is based on an 
efficiency gain, an indispensability, a pass on consumers, and a no elimination of 
competition.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addresses the long-term suggestions that 
the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would be consider conclude related guideline 
or reference to the EU horizonal agreement guideline revive the other guideline to 
increase an information exchange charter for dealing with similar cases.

Key Words: Sensitive Information Sharing, Cartel, Competitiv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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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楊宏暉（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

市場資訊透明具有雙重效果，好處是可促進競爭，壞處則是有利勾結，在

法評價上，單獨行為與聯合行為屬於兩個極端，若事業是基於自己決定而為，

尚無聯合行為的適用，但自己行為不排除考慮對手策略後所為之決定，故究

竟事業是否構成聯合行為，還有賴交換敏感資訊的細膩判斷，例如：交換資訊

種類、交換資訊時間點的新舊、資訊交換強度、資訊交換管道等等因素。一般

而言，交換過去的資訊，因參考價值低，構成聯合行為的機率較低；反之，交

換未來資訊，構成聯合行為機率較高。同樣地，分享產業資訊因欠缺個別性，

故不易該當聯合行為。另公開資訊因大家都有同等的管道可取得，故違法疑慮

低。此外，資訊交換強度可分為可撤與不可撤，不可撤的部分，多屬於單獨行

為，違法性低甚至不構成違法，以中油台塑聯合漲價案為例，雙方透過公開管

道，以報紙媒體等公開管道，發布未來資訊，該資訊隨時可撤，公平會認定其

屬促進行為，構成聯合行為合意。最後，報告人在論文中提到的目的分析或效

果分析的考量，可作為我國於擬定合理推定時之參考，即若屬目的分析者，其

合理推定的蓋然性會高於效果分析者，而可較容易推定為有聯合行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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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競爭法寬恕政策實施成效之研究

― 美國、德國、韓國經驗對我國之啟示

石世豪
*

一、前言

本文係作者承接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委託，以「各國

競爭法寬恕政策實施成效之研究」為題，依招標文件委託意旨及計畫書評審會

議結論，蒐集並研究美國、德國、韓國競爭法「寬恕政策」制度設計與實施成

效彼此關聯，據以比較我國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平法」)上「寬恕政策」

目　次
一、前言

二、囚犯賽局：一個理論，成套誘因

　　(一)禁止聯合，轉為暗默
　　(二)減免處罰，誘窩裡反
　　(三)趨利避害，下有對策
　　(四)搭配獎金，賞重則勇
三、功能趨同：回應挑戰，國際合作

　　(一)美國創始，刑事配套
　　(二)各國跟進，異質嵌合
　　(三)跨國合作，同儕協力
四、成敗利鈍：工具務實，成效紛歧

　　(一)借鏡試行，磨合精進
　　(二)作用複雜，過度化約
　　(三)配套機制，日趨精緻
五、代結語

*   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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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執法成效，並將研究成果整理發表於第24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
研討會」所作（以下簡稱「旨揭委託研究」）。在此之前，公平會也曾於2007
年委託銘傳大學財金法律系顏廷棟教授，以「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為

題，蒐集及整理美國、歐盟、德國、日本、韓國等國競爭法上寬恕政策相關制

度，對於寬恕政策原則規定、執行事項提出建議，並附帶檢討聯合行為的制裁

措施。
1

在公平會兩次委託研究之間，我國競爭法制度上的重大變化，則首推公

平法在2011年11月8日三讀修正（同年月23日公布），新增第35條之1（現行法
已移至第35條）規定，引進各國競爭法（competition law2

）上通稱「寬恕政策

（leniency programme, leniency policy）」（或「窩裡反」3
）條款的誘因式執

法機制。根據立法授權，公平會在2012年1月6日，以公法字第10015614641號
令訂定發布「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或減輕罰鍰實施辦法」全文21條（以下簡
稱「實施辦法」），規定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或減輕罰鍰「適用對象之資

1 參閱：顏廷棟，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公平會96年度委託研究報告一。
2 競爭法因各國立法例是否在禁止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行為、禁止事業聯合行為、
管制事業結合行為等「限制競爭規範」之外，兼含事業不公平或不正競爭行為規
範而有所不同；例如，我國公平法即屬於兼含「限制競爭規範」與「不公平競爭
規範」的立法體例。為避免用詞混淆起見，本報告以下部分，除非特別提及不公
平競爭行為及政府採購、傳銷等其他相關規範，關於「競爭法」此一名詞，與各
國官方資料及學術文獻中所謂「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營業競爭限制
防止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GWB）」或「限制競爭法」、
「卡特爾法（Kartelrecht）」、「反壟斷法」等類似稱呼相當，主要指涉上述「限
制競爭規範」而言。至於所謂「競爭主管機關」、「競爭法執法機關」、「反托拉
斯主管機關」等名稱，也以上述「限制競爭規範」的執法機關為主，在不同法制
中，可能指涉類似我國公平會的行政機關或獨立機關，例如：德國聯邦卡特爾署
（Bundeskartelamt，縮寫為BKartA）；也可能指涉類似美國聯邦司法部反托拉斯署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titrust Division，也常縮寫成DOJ）的執法（司法行政）機
關。

3 類似的誘因式執法機制，也可以稱為「吹哨（whistleblowing）」條款，中文亦
可譯作「窩裡反」。在特定情境下，「吹哨」指涉就他人犯罪嫌疑向執法機關
檢舉而言，「吹哨」者通常並未參與犯罪行為；相關說明，參閱：M. E. Stucke, 
Leniency, Whistle-Blowing and the Individual: Should We Creat Another Race to the 
Competition Agency?,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209 (2015)。由於我國公平法及其授權實施辦法著重於參與違法
聯合行為的事業申請減免罰鍰，因此，更貼近制度設計的譯法似乎是「窩裡反」。
關於參與違法聯合行為的事業，究竟選擇與參與該違法聯合行為的其他事業繼續合
作，抑或「窩裡反」脫離違法聯合行為，經濟學上也有從賽局理論加以分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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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要件、裁處減免之基準及家數、違法事證之檢附、身分保密及其他執行事

項」
4
。其次，公平法在2015年6月9日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增訂第47條之1規

定設立「反托拉斯基金」，利用違反公平法罰鍰的30%及循預算程序的撥款等
收入來源，支應包括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推動國際競爭法執法機關合作交

流等事項有關支出。公平會在2015年10月7日，依上述法律授權，以公法字第
10415608631號令訂定發布「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全文11條，具
體規範「檢舉獎金適用之範圍、檢舉人資格、發給標準、發放程序、獎金之撤

銷、廢止與追償、身分保密等事項」
5
。

然而，競爭法上的「寬恕政策」及檢舉獎金制度，終究並非我國所獨創；

毋寧由其他國家率先導入於競爭法，我國公平會透過國際組織接觸、研議而一

度擬訂草案
6
，最後則由立法者參考外國法制主動提案，完成立法程序後納入

公平法轉化為我國法制一環
7
。因此，國內關於「寬恕政策」的引介、分析及

評論，基本上仍以比較各國相關法制為主要內容，較為早期有兼具實務經驗的

學者王銘勇
8
，以及，顏廷棟上述公平會委託研究報告及後續發表於期刊的同

名專論
9
，以及，王銘勇近期追蹤「寬恕政策」本土化相關經驗的後續評述

10
。

4 參照：公平法第35條第2項規定。
5 參照：公平法47條之1第4項規定。
6 在OECD積極倡議下，我國公平會亦曾於2003年提出的公平法修正草案中，納入減
免罰鍰、更正措施及不起訴等行政與刑事責任的寬恕條款，但並未順利完成立法程
序；相關說明及分析，參閱：王銘勇，「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公
平交易季刊，第14卷第1期，76, 119-129（2006）。

7 公平法第35條之1（現行法第35條）增訂草案，由立法委員丁守中、陳淑慧、周守
訓等25人於2010年5月21日提案，參閱：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1375號，委
員提案第9762號；公平法第47條之1增訂草案，由立法委員丁守中、蔣乃辛等41人
於2014年12月26日提案，參閱：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1375號，委員提案第
17372號。兩者皆順利完成三讀，正式成為現行公平法內容。

8 參閱：王銘勇，「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14卷第
1期，75-133（2006）。

9 參閱：顏廷棟，「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16卷第4期，67-
115（2008）。

10 參閱：王銘勇，「公平交易法寬恕政策與檢舉獎金辦法之分析與檢討」，公平交
易季刊，第25卷第3期，127-176（2017）。該文大體仍以既有比較法研究成果為基
礎，據以檢視我國公平法立法及其授權法規內涵；特別值得注意者，則是該文也追
蹤日本導入「寬恕政策」後的實施成效，並根據該國學者論述，評析實務研究報告
書；此外，關於我國「寬恕政策」實施後具體適用的個案介紹、檢舉獎金制度緣起
及適用個案，也都藉由比較法觀點加以分析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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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寬恕政策」近年在國際間的發展趨勢，其實也已經超越各國分別

依其國內需求，自其既有競爭法基礎及其所屬法系背景出發，各自導入符合

「國情」特色「寬恕政策」的傳統繼受模式，逐漸演變為「（功能）趨同演進

（convergence）」，進而相互借鏡、模仿、調和彼此「寬恕政策」制度架構
的跨國合作執法新趨勢。有鑑於此，本文亦將參考積極倡議「寬恕政策」的國

際組織，例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國際競爭網絡（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ICN）
等及其下屬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相關出版品及官方網頁資料，整理、比
較其中與「寬恕政策」最新發展有關說明及論述。另一方面，在旨揭委託研究

範圍內，也將檢視美國、德國、韓國競爭執法機關官方網站，搜尋並整理各該

國家有關「寬恕政策」最近發展情形
11
。

專業圖書方面，近年有兩冊以「寬恕政策」跨國比較為題的參考文獻，

凸顯上述跨國趨同發展形勢，或針對特定議題深入加以分析者：其一為

Jacques Buhart and David Henry所編著12
、實務手冊性質的Leniency Regimes, 

11 至於日本「關於禁止私的獨占及確保公平交易之法律（私的 占の禁止及び公正
取引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簡稱『獨禁法』）」，以及，該國「公正取引委員會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簡稱JFTC或『公取會』）」為執行「寬恕政策」
所制定的「關於提出減免課徵金報告與資料規則」，其制度內涵介紹及施行早期
成效，雖然國內也有頗為可觀的研究成果，參閱：顏廷棟，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
研究，58-70（2007），公平會96年度委託研究報告一；近年沿革及成效檢討，
參閱：王銘勇，「公平交易法寬恕政策與檢舉獎金辦法之分析與檢討」，公平交
易季刊，第25卷第3期，145-150（2017）。旨揭委託研究根據2017年4月13日上
午委託機關所舉行的計畫書評審會議結論，將研究範圍限定在美國、德國、韓國
作為比較對象，並未將日本一併納入。原因之一，在於JFTC依獨禁法享有「專
屬告發權」，並由派駐該會的檢察官針對違法聯合行為進行刑事搜索調查，此乃
我國公平法上所無且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亦無類似配套機制。此外，研究小組也發
現，雖然JFTC推動「寬恕政策」，在國際間以相當亮麗的申請件數傲於同儕機關
（在國際出版品中發表的專論，例如：S. v. Uytsel,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Japan: 
Does Leniency Make the Difference?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81-106 (2015)，認為日本「寬恕政策」申請者雖
多，因此查獲處罰的聯合行為卻相對較少，其嚇阻成效毋寧應從其他面向尋找更
直接的影響因素），其國內檢討聲浪及公取會諮詢機構「獨占禁止法研究會」2017
年就此提出研究報告書建議修正等節，我國學者亦已及時掌握，參閱：王銘勇，
「公平交易法寬恕政策與檢舉獎金辦法之分析與檢討」，公平交易季刊，第25卷第
3期，148-150（2017）。

12 該書編者為McDermott Will & Emery事務所歐盟跨國併購案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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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eries，2015年由Thomson Reuters出版的第5版，依國別字首英文
字母順序編排澳大利亞、歐洲聯盟（以下簡稱「歐盟」）、德國、美國等逾

30國（及超國家組織）「寬恕政策」27個共通議題。其二則為Caron Beaton-
Wells and Christopher Tran所編著、學術及批判色彩相對較濃的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Leniency Religion，2015年，Hart Publishing
初版；前者提供跨國系統性比較的資料基礎及視野，後者則在法學（公共行

政）及經濟學等跨科際實證研究上，提供方法論反思並補充官方觀點所不及的

重要實踐經驗分析。有鑑於此，關於「寬恕政策」如何跨國比較，以及，各國

相關制度設計及其實施成效等實證經驗評析等議題，本文均將參考以上兩冊專

業圖書內容以資佐證。

二、囚犯賽局：一個理論，成套誘因

「寬恕政策」雖然脫胎、轉化自美國聯邦司法部極具特色的刑事執法措

施
13
，各國競相借鏡、導入類似措施之後

14
，其中所蘊含跨越不同法制背景的

共通誘因式執法機制，其理論基礎主要構築在：聯合行為參與者之間據以互動

的典型「囚犯兩難（prisoner´s dilemma）」賽局。簡而言之，亦即：競爭法
執法機關以免除或減輕處罰為誘因，吸引參與違法聯合行為事業（及相關自然

人）競相提供關於違法聯合行為合意的關鍵「內部證據」，進而瓦解該違法聯

合行為實施所需的參與者間合作架構，提高違法聯合行為因參與者相互檢舉而

遭到執法機關（有效）取締的風險，從而發揮嚇阻潛在違法聯合行為的預防功

能
15
。為建構上述誘因機制，各國競爭法及其執法工具亟需相應配套修正或調

整，藉以提供充分誘因或減少矛盾作用，俾利「寬恕政策」發揮其應有功能。

(一) 禁止聯合，轉為暗默
根據賽局理論，事業選擇「勾結」而捨棄彼此競爭，極可能著眼於更高獲

利機會或減少成本；尤其，當「勾結」經由法律明定為違法並課予刑事或行政

處罰，事業如果甘冒遭執法機關發現、裁罰風險依舊選擇「勾結」，勢必出於

其潛在利益高於萬一遭處罰時所蒙受損失的利害判斷。由於違法聯合行為未必

遭查獲，假設事業預期可能遭處罰（最高）金額為F，遭查獲的可能性為µ（< 

13 相關說明，參閱：本文以下第三之（一）。
14 相關說明，參閱：本文以下第三之（二）。
15 相關經濟分析，參閱：Motta, Competition Policy, 195-202 (2004)，並請對照：顏廷
棟，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1-2（2007）。



第 24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10

1），事業藉由違法聯合行為可得利益為R，則參與違法聯合事業的利害判斷可
以µF < R來表示；倘若再將聯合行為遭查獲的可能性µ，拆分為執法機關啟
動調查的可能性α（< 1），及執法機關查獲足可證明違法事證的可能性ρ（< 
1），則上述參與違法聯合行為事業的利害判斷，就可以新的公式αρF < R來
表示

16
。

藉由αρF < R的事業利害判斷公式，則我國導入「寬恕政策」時的立法考
量：「在公平交易法實施一段時間後，事業經營者逐漸瞭解聯合行為係屬違法

行為，原則上均會注意且避免留下直接證據，使得中央主管機關難以獲得違法

證據」
17
，即不難理解：聯合行為既屬違法且不斷加重罰則，事業自然將涉及

關鍵事證的合意從此轉為秘密進行；而違法聯合行為參與者彼此之間為加強內

部控制，往往另設「檯面下」的監控及「制裁」機制
18
。如此有如「密室」般

精心安排的繁複關係，不但執法機關難以發覺（α遠小於1），即使執法機關
啟動調查之後也難以取得關鍵事證（ρ也遠小於1）。因此，事業參與違法聯
合行為遭執法機關調查，後者進而取得證據確認事業違法，兩項可能性都隨之

大幅下降，事業更可以脫免違法責任而「高枕無憂」。印證於我國公平會取締

違法聯合行為實務，即使事業參與聯合行為經公平會調查並處罰，被處分事業

普遍提請行政爭訟尋求救濟，爭執其與其他事業之間並無限制競爭「合意」，

僅在營業外觀上採取符合市場條件變化的「平行行為」；被處分事業此類攻擊

防禦主張，對應執法機關往往並未取得關於事業間「意思聯絡」的客觀事證，

至少在第一審訴訟中不乏為原告贏得撤銷訴訟者
19
。

16 參閱：Motta, Competition Policy, 195 (2004)。
17 引自：立法院第7屆第5會期第14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字第1375號，委員提案

9762號案由。
18 違法聯合行為內部參與者之間，其利害關係類似組織犯罪：對於參與者之一背離
協議內容的「背叛」行為，不易透過「檯面上」主張協議應予遵守的通常救濟管
道加以約束或「制裁」；違法聯合行為參與者通常改以其他方式「制裁」背離協
議內容的成員，例如：集體運用各自剩餘產能讓「背叛者」虧損甚至退出市場。
此外，違法聯合行為也常設有監控成員「背叛」的特殊機制，藉以及時「發現」
成員背離協議內容的行為，讓其他成員得以介入或施以集體制裁。相關說明，參
閱：A. Stephan and A. Nikpay, Leniency Decision-Making from a Corporate Perspective: 
Complex Realities,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140-141 (2015)。

19 以公平法2015年初全文修正前後2年內（最高）行政法院有關聯合行為判決為例，
即使立法明文規定得以間接證據「推定」聯合行為合意，公平會所為處分遭判決撤
銷者仍所在多有；相關說明，參閱：石世豪，「圍繞經濟分析及間接證據的法庭論



各國競爭法寬恕政策實施成效之研究─美國、德國、韓國經驗對我國之啟示 111

(二) 減免處罰，誘窩裡反
聯合行為既然由二以上事業合意限制競爭，面對執法機關調查、處罰者因

此也是二以上事業。由於所有參與者都或多或少掌握參與聯合行為的關鍵事

證，尤其，關於執法機關最難取得的暗默合意證據；因此，執法機關為有效打

破事業彼此「勾結」而構築起來的暗默合作，就可以利用「囚犯兩難」賽局釋

出減免處罰誘因，吸引參與違法聯合行為的事業「背叛」其他參與者，爭取獨

自免除或減輕處罰的「（相對）利益」（拉大本身所獲利益扣除減免後的罰款

所餘正值：W1– (F – R) ≥ 0，同時讓其他參與者所獲利益扣除未經減免的罰鍰
歸零或轉為負值：W2 - F ≤ 0）。通常用以說明此種「囚犯兩難」情境者，是
從較為簡化的單次賽局出發。

假設甲事業與乙事業參與違法聯合，執法機關需要至少其中之一「窩裡

反」，才能予以重罰。執法機關對甲、乙隔離調查，同時對甲、乙提示「窩

裡反」與不「窩裡反」的後果，而此後果繫諸於他方是否「窩裡反」。例如

乙「窩裡反」，某甲也「窩裡反」，兩者同時被罰6百萬元。如果乙「窩裡
反」，甲不「窩裡反」，則甲被重罰1千萬元，乙則因坦白從寬僅罰1百萬元。
相對下，若乙不「窩裡反」，甲「窩裡反」，則甲被罰1百萬元，乙重罰1千萬
元，若甲也不「窩裡反」，則甲乙輕罰3百萬元。甲、乙是否「窩裡反」的報
償情形，以下列表1表示20

：

表1　囚犯兩難的「窩裡反」與否報償表
乙事業

甲
事
業

「窩裡反」 不「窩裡反」

「窩裡反」 （6M，6M） （1M，10M）

不「窩裡反」 （10M，1M） （3M，3M）

以報償表1的資料觀察，甲、乙在對方「窩裡反」時，最佳策略是「窩裡
反」（6百萬元較1千萬元少）；當對方不「窩裡反」時，最佳策略仍是「窩裡
反」（1百萬元較3百萬元少），因此，分別來看，「窩裡反」將是甲、乙的優

戰－評最高行政法院近年針對違法聯合行為裁罰處分相關判決」，公平交易季刊，
第25卷第4期，1-29（2017）。關於我國公平法執法實務上就聯合行為「合意」要
件的證明或推定，以及，「有意識平行行為」與「一致性行為」之間應有的區別及
比較法上的對照批判等，相關說明，並請參閱：顏廷棟，「聯合行為之執法檢討與
展望」，公平交易季刊，第20卷第4期，21-24（2012）。

20 改寫自：許景翔、潘明如（譯），產業經濟學－理論與實務，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4th ed.，153-15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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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策略（dominant strategy），亦即，不管對方採行何種策略，最佳策略都是
「窩裡反」，符合執法機關的期待。

然而，以甲與乙的總和利益而言，雙方應當聯手採行不「窩裡反」策略，

因為其總和罰款為6百萬元，相對的，若採行「窩裡反」策略時，雙方的總和
罰款為1千2百萬元，遠遠大於不「窩裡反」的罰款總額。但是，就單一事業的
角度來看，所謂「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倘若對方採行「窩裡反」策略，不

「窩裡反」的一方就必須承擔1千萬元的罰款，而「窩裡反」的一方僅需承擔
1百萬的罰款，無論甲「窩裡反」而乙不「窩裡反」，或乙「窩裡反」而甲不
「窩裡反」，兩種結果都是一方罰款銳減而另一方罰款大幅增加。為保險起

見，採行「窩裡反」策略，雖不是最好的策，但卻是不必承擔高額度罰款風險

的安全策略。

「寬恕政策」的基本設計，就是以「最先者可免（R = F），落後者減輕
（R < F）比例依序縮小，排序在後位者甚至完全不減（R = 0）」的誘因機
制，引誘參與違法聯合行為的事業爭先向執法機關「窩裡反」，以獲得全額或

較多減免。經由參與違法聯合行為的事業提供「內部證據」，執法機關據以揭

露「勾結」的違法事實，其他參與違法聯合行為的事業將因後續處罰而淪於更

不利地位﹝W1– (F – R) > W2 - F﹞，「窩裡反」者則相對取得競爭優勢足以掠
奪市場。如此利用事業理性計算自身利害關係的獲利動機，以「寬恕政策」吸

引違法聯合行為參與者在「勾結」、「背叛」及「（爭先）窩裡反」之間擺

盪，藉此鬆動違法聯合行為內部信賴關係，任其成員彼此猜忌、唯恐遭其他參

與者「背叛」，從而瓦解既已成立的違法聯合行為，又間接嚇阻將來可能形成

的新生違法聯合行為
21
。因此，關於違法聯合行為必須重罰，藉以拉大「寬恕

政策」免除或減輕（R）處罰額度並凸顯其誘因效果，遂成為相關論述中相當
一致的共同出發點

22
。

21 相關說明，參閱：A. Stephan and A. Nikpay, Leniency Decision-Making from a 
Corporate Perspective: Complex Realities,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
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141 (2015)。

22 論者也有從處罰及減免的標準明確性加強論述者，參閱：顏廷棟，寬恕政策實施
子法之研究，83（2007）；王銘勇，「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公平
交易季刊，第14卷第1期，79（2006）。至於特別強調重罰的制度設計原理者，參
閱：吳秀明、沈麗玉，「打擊聯合行為法制之晚近變革」，月旦法學，No. 233，
199-20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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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趨利避害，下有對策
然而，現實世界裡的市場競爭，絕少一回合就結束的單次賽局；另一方面

（尤其在水平聯合行為中）參與違法聯合行為的事業彼此互動及相互了解程

度，也遠比執法機關與個別事業之間更為密切而深入。在多回合接續進行的重

複賽局中，相互競爭的事業之間倘若捨「勾結」而「欺騙」其他事業（背離聯

合定價或其他限制競爭合意，透過競爭擴大市場占有率或賺取較高利潤等），

勢必面對其他事業後續極可能採行的報復策略，從而承擔獲利隨之減損的高度

風險
23
。因此，個別事業是否選擇參與聯合行為，以及，何時中止或退出聯合

行為，甚至，向執法機關「窩裡反」圖一己減免，讓其他參與違法聯合行為的

同業遭受重罰等策略取捨，其實，視個別事業對於（能否獲得「寬恕」、其他

事業是否「窩裡反」等）風險如何因應而異其結果，有必要回到各該事業所處

市場競爭情境中，很難一概而論
24
。

至於「寬恕政策」據以誘使違法聯合行為參與者「窩裡反」的免除或減輕

處罰幅度，在（抽象的）制度層面上，對照未獲減免的其他參與者所受處罰，

其差異愈顯著、愈明確可預期，愈能彰顯「寬恕政策」吸引力。但是，實證研

究上卻不免令人懷疑：事業愈可能反向操作，將「寬恕政策」納入其與競爭對

手互動的眾多策略之一，尤其，藉由本身及時申請「寬恕政策」獲得減免而相

對提高競爭對手成本
25
。此外，一項根據歐盟「寬恕政策」實施個案的追蹤研

究發現：自2002年至2014年8月間，總計43件藉由「寬恕政策」發現的卡特爾
中，多數（23件）在調查進行前已經結束，足見所謂「瓦解」或「嚇阻」卡特
爾功能其實並不顯著。更何況倘若申請「寬恕政策」的事業所屬產業部門新進

業者眾多，或是長期衰退產業，其所「窩裡反」的卡特爾原本就極不穩定；而

市場需求急縮等經濟衝擊，即使內部監控及管理機制極為繁複的卡特爾也難以

抵擋
26
。

23 相關說明，參閱：許景翔、潘明如（譯），產業經濟學－理論與實務，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4th ed.，198-203（2013）。

24 此外，即使「寬恕政策」施行辦法及相關配套措施完備，參與違法聯合事業是否
「窩裡反」圖一己減免，讓其他參與違法聯合行為的同業遭受重罰，其實，執法機
關是否啟動調查、有無能力證明違法事實等制度面因素，仍然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力；賽局理論的分析及相關說明，參閱：Motta, Competition Policy, 196-202 (2004)。

25 相關說明，參閱：A. Stephan and A. Nikpay, Leniency Decision-Making from a 
Corporate Perspective: Complex Realities,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
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151 (2015)。

26 僅2件卡特爾在「窩裡反」時尚在運作中，其餘18件則在「窩裡反」時同時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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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搭配獎金，賞重則勇
由於違法聯合行為普遍經由「暗默」合意達成，關於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

金制度，本文以下僅集中於討論參與違法聯合行為的事業及其員工提出檢舉情

形；至於第三人提出檢舉者固然不能排除，一則其誘因機制較為單純容易理

解，無需特別加以說明，再則第三人檢舉也不易「提供有助於開始調查程序之

證據資料」之外，還兼具「提供之證據資料能間接證明聯合行為合意之事實存

在」、「提供之證據資料能直接證明聯合行為合意之事實存在，無須執法機關

再介入調查」等效用
27
。就參與違法聯合行為事業提出檢舉的情形而言，尤其

值得注意者：倘若競爭法執法機關所建置檢舉獎金制度，開放違法聯合行為參

與者亦得請領，一方面固然再次強化違法聯合行為成員爭相「窩裡反」的制度

誘因；另一方面，卻也提高事業「下有對策」的反向操作空間
28
。

至於檢舉獎金用以吸引員工檢舉事業參與違法聯合行為，理論上將使得參

與者及其員工彼此相互猜忌，進一步鬆動違法聯合行為內部的信賴關係，增加

違法聯合行為內部的保密及監控成本，從而形成嚇阻違法聯合行為的間接效

果
29
。就其誘因機制設計而言，倘若獎金的額度足以彌補其薪資損失，亦即，

當員工檢舉後事業仍願（按照聯合行為破局後的獲利情形）給付予該員工的薪

資（或者，該員工離職後轉任其他事業所獲得的薪資W），加上執法機關所核
發的檢舉獎金（A），不低於該員工倘若未提出檢舉（事業因而仍參與聯合行
為限制競爭）時所領得的薪資（W*），理性計算的員工即可能檢舉所服務事
業參與違法聯合行為：U（W＋A）≥ U（W*）。由於參與違法聯合行為事業
及其同業（尤其，所謂垂危事業或處於寡占市場結構者），是否在員工檢舉導

止；相關說明，參閱：A. Stephan and A. Nikpay, Leniency Decision-Making from a 
Corporate Perspective: Complex Realities,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
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150-151 (2015)。

27 類似觀察，參閱：M. E. Stucke, Leniency, Whistle-Blowing and the Individual: Should 
We Creat Another Race to the Competition Agency?,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209-230 (2015)。

28 但是，申請「寬恕政策」的違法卡特爾參與者可能從中「獲益」，此點與立法制裁
卡特爾的目的似乎並不一致；相關說明，參閱：A. Stephan and A. Nikpay, Leniency 
Decision-Making from a Corporate Perspective: Complex Realities,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150 (2015)。

29 相關說明，參閱：M. E. Stucke, Leniency, Whistle-Blowing and the Individual: Should 
We Creat Another Race to the Competition Agency?,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21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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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其所參與的聯合行為破局後，仍願意僱用該員工並給付相同薪資，不無疑

問；因此，檢舉獎金額度倘若提高至員工即使可能因此離職（甚至無法在同業

中其他事業覓得工作機會）也「勇於」嘗試，其誘因勢必隨之明顯強化。

三、功能趨同：回應挑戰，國際合作

「寬恕政策」源起於美國
30
，其後經歐盟及其會員國採用，根據各該管轄

內競爭法與（行政）制裁法制調整其執法工具，轉化為其競爭法制一環而續造

發展。在我國公平法正式納入「寬恕政策」加以成文化之前，東鄰韓國及日本

也先後依循其競爭法既有架構，導入「寬恕政策」並與國際接軌。於是，「寬

恕政策」跨越普通法（common law）為法制背景的英美法系及民法典（civil 
law）盛行的歐陸法系，在各有特色的競爭法制之間趨同演進，在歐洲競爭網
絡（European Competition Network，ECN）中甚至「模範」逐漸成形。然而，
在「寬恕政策」工具層面的跨國趨同現象背後，各國競爭法及制裁法制、損害

賠償法制等配套與「寬恕政策」之間異質嵌合所衍生的各類制度調和問題，作

為新近導入此一誘因式執法機制的後進法制，我國立法及執法實務上允宜參酌

其他國家既有經驗妥為因應。

(一) 美國創始，刑事配套
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於1978年起，針對卡特爾採行「公司寬恕政策

（Corporate Leniency Policy）」；其核心概念在於：檢察官以不起訴換取參與
者招供並配合調查卡特爾成員間的暗默勾結。由於該政策並未提供充分誘因，

吸引大規模的惡質卡特爾（hard-core cartel）參與者招供，因此原始版本的「公
司寬恕政策」使用率不高，平均每年僅1件申請案，而且從未循此管道查獲國
際卡特爾或國內大型卡特爾

31
。DOJ在1993年8月修正「公司寬恕政策」，從下

30 目前各國競爭法上泛稱「寬恕（leniency）」、「赦免（amnesty）」、「豁免
（immunity）」的類似執法機制，其核心概念都環繞於藉由「寬恕」違法聯合行為
參與者，吸引其招供（self-reporting）原本執法機關難以穿透、有如組織犯罪內部
般的違法聯合行為「勾結」內幕；就此，DOJ始終「領先」各國競爭法執法機關，
多年來也不斷向律師界、企業界及全球競爭法執法機關宣導「寬恕政策」。相關
說明，參閱：A. O’Brien, Leadership of Leniency,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17-18 (2015)。

31 關於1993年以前DOJ執法實務回顧，轉引自：A. O’Brien, Leadership of Leniency,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18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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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3個面向提升透明及可預見性，藉以強化其誘因機制：1.在執法機關啟動調查
前提出申請的合格公司，將自動獲得寬恕；2.在執法機關啟動調查後才展開合
作者，仍可能獲得寬恕；3.與公司一同挺身而出來合作的管理人員及雇員，都
將免於刑事追訴。自上述1993年的改革推動之後，根據DOJ 報告，申請案從平
均每年1件暴增為平均每月1件（2003年以前）；到了2010年，「寬恕政策」申
請率更增長20倍。自1996年至2010年間，DOJ統計資料中所紀錄的卡特爾刑事
罰金高達50億美元，其中90%與寬恕申請者協助下的調查有關32

。

其實，DOJ在「寬恕政策」之外，執行薛曼法（Sherman Act）第1條「共
謀限制貿易」相關刑事制裁案件，另有自1984年起即經由「量刑改革法（the 
Sentencing Reform Act）」授權33

，根據量刑準則中關於企業、公會及團體等法

人為被告案件處理準則，針對違反法院強制命令（violation of an order）、妨礙
司法（obstruction of justice）、（法人內部）預防及發現違法方案（program to 
prevent and detect violation of law）、通報及合作等（self-reporting, cooperation 
and acceptance of responsibility）行為，列為量刑時加重或減輕責任的參考項
目

34
。不但「寬恕政策」雛形已經粗具，當「寬恕政策」自1993年起大幅強化

之後，量刑標準迄今也持續扮演「寬恕政策」後階段的刑事追訴配套機制
35
。

此外，由於美國司法部也是聯邦犯罪追訴機關，不但其下轄的反托拉斯署

在執法時彈性採取「追加赦免（Amnesty Plus）」措施，將「寬恕政策」擴大
適用於調查階段所發現的其他限制競爭「共謀」；在後續起訴及法院審理階

段，聯邦檢察官也能彈性運用「非正式豁免（Informal Immunity）」及「認罪
協商（Plea Agreement）」等既有刑事追訴手段，擴大並延伸「寬恕政策」提
供參與「共謀」者「窩裡反」的制度誘因

36
。

32 關於DOJ統計資料，轉引自：A. O’Brien, Leadership of Leniency,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18-19 (2015)。

33 該法為1984年「通盤犯罪控制法（Comprehensive Crime Control Act of 1984, Pub.
L. 98–473, S. 1762, 98 Stat. 1976, enacted October 12, 1984）」一環，設置由3位聯
邦法官及司法部長授權代表等7人組成的「量刑委員會（Sentencing Commission，
USSC）」，編訂及修正量刑準則（Sentencing Guidelines），藉以調和聯邦法官量
刑尺度。

34 並請參閱：顏廷棟，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8-11（2007）。
35 美國「量刑改革法」及「量刑委員會」自始即非特別針對薛曼法設計，迄今也仍在
運作中。

36 例如：美國實務上涉及我國事業（友達光電等）的「TFT-LCD案」，即不適用寬恕
政策而改走認罪協商程序，因認罪改處以較輕刑度的法定減輕處罰情形；業者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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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國跟進，異質嵌合
長久以來，各國競爭法執法機關普遍將取締違法聯合行為列為重點任

務
37
。美國因DOJ上述1993年「寬恕政策」制度變革而取締成效卓著，很快就

引起各國競爭法執法機關注意
38
。有鑑於違法聯合行為發現不易、有關合意的

關鍵證據難以掌握，因此，基於法律授權或依其法定職權，針對違法聯合行為

採行「寬恕政策」，藉以提升取締成效進而發揮嚇阻作用，近年在國際間逐漸

成為趨勢：近20年來已經有超過60個司法管轄體系先後導入「寬恕政策」39
。

儘管「寬恕政策」源起於美國，因此與該國（刑事）司法體制緊密互動，自始

就頗有「美國」特色。藉由競爭法執法機關相互參考借鏡，各國所導入的「寬

恕政策」隨之趨同發展過程中，許多跨越國境，在不同整體經濟條件、產業結

構及各自國情特殊背景下，「寬恕政策」中的各種共通「模式」或「典範」也

次第浮現，尤其，關於「寬恕政策」適用對象及條件、決定程序、減免結果等

事項
40
。

例如：德國導入「寬恕政策」並未透過立法直接規範，係由聯邦卡特爾

署公告其規範內容，大致如下：在聯邦卡特爾署掌握充分證據可以取得搜索

裁定之前，第一個向該署以書面或口頭提出資訊或證據，足以讓該署取得搜

索裁定，且非卡特爾主導者亦未強迫其他事業參與卡特爾，並持續、完全

（uneingeschränkt）與該署合作者，該署將免除其罰鍰41
；當聯邦卡特爾署已可

取得搜索裁定之後，但尚未掌握充分證據證明違法行為，而其他卡特爾參與者

自由刑或罰金上顯著減輕之外，在條件或應履行義務如損害賠償等方面，都有較大
的彈性調整空間。然而，由於認罪協商須經法院審理，且不屬證人保護範圍，相關
訴訟資料也因此將被公開。

37 以歐盟為例，自2004年至2015，執委會在反托拉斯領域內所作成決議中，有48%
為卡特爾案件，數據引自歐盟競爭署副署長說法，參閱：Cecilio Madero Villarejo, 
Foreword in: Buhart and D. Henry (ed.) Leniency Regimes: International Series, 5th Ed., vii 
(2015)。

38 相關說明，參閱：A. O’Brien, Leadership of Leniency,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19 (2015)。

39 引自美國聯邦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資深官員說法，參閱：Lisa M. Phelan, Foreword in: 
Buhart and D. Henry (ed.) Leniency Regimes: International Series, 5th Ed., ix-x (2015)。

40 至少，「在書面上」各國「寬恕政策」呈現許多共通特徵，相關說明，參閱：
Caron Beaton-Wells, Leniency Policies: Revolution or Religion?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3-4 (2015)。

41 參照：Bekanntmachung Nr. 9/2006 über den Erlass und die Reduktion von Geldbußen in 
Kartellsachen – Bonusregelung - v. 7. 3. 2006, R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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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未依上述條件獲得該署同意免除罰鍰，第一個向該署以書面或口頭提出資訊

或證據，足以讓該署證明違法行為，且非卡特爾主導者亦未強迫其他事業參與

卡特爾，並持續、完全與該署合作者，該署原則上將免除其罰鍰
42
。不符合免

除條件，但向聯邦卡特爾署以書面或口頭提出資訊或證據，實質有助於該署證

明違法行為，並持續、完全與該署合作者，該署得依其有助於調查的貢獻程度

及申請順位酌減罰鍰，最多可以減至50%43
。

韓國導入「寬恕政策」則藉由其「獨占禁止暨公平交易法（독점규제 및 

공정거래에 관한 법률，英譯：Monopoly Regulation and Fair Trade Act，又簡
稱公平交易法：공정거래법）」第22-2條授權主管機關頒布「執行令」及眾多
「指引（Guideline）」、「通知（Notification）」、「規則（Rule）」實施相
關措施。其主要內容大致為：寬恕申請人必須具備一定的資格、條件（例如：

未強迫其他事業參與共謀），並完全持續配合調查、提供有助於卡特爾調查的

證據或資料，及時答覆執法機關的詢問及回應其要求，以求通過寬恕門檻
44
。

僅「第一」順位者符合條件時可完全免除行政罰鍰與行政上的改正措施，同時

也能完全豁免其刑事追訴；「第二」順位者符合條件時，亦可減輕50%的行政
罰鍰與免除部分行政上的改正措置，其刑事追訴仍有可能完全豁免。

然而，各國導入外觀類似、功能趨同的「寬恕政策」同時，吸納此一外來

制度並嵌合其中的各國既有競爭法與（行政）制裁法制，卻各有其所屬法系特

質，難免在「寬恕政策」具體實施及配套運作上有所差異。尤其，針對違法聯

合行為直接採取刑事制裁、刑事司法體制又極富彈性等美國法制特色，在其他

（尤其歐陸法系）國家未必能找到相互對應的配套機制。因此，各國導入「寬

恕政策」之際，其既有競爭法與制裁法制不乏隨之配套調整者。事實上，將共

謀等限制競爭行為列為重罪，並施以刑事制裁的法律制度，以歷史悠久的美國

薛曼法為代表；直到1990年為止，美國仍是以刑事手段制裁懲罰卡特爾的少數
特例。然而，自1995年起，尤其，進入21世紀之後，各國紛紛將卡特爾「入刑
化」；迄至2015年間，已有超過30個以上國家競爭法制，針對卡特爾改採刑
事制裁；例如，韓國「公平交易法」就針對重大「惡質卡特爾」明訂刑事罰

42 參照：Bonusregelung, Rn. 4。
43 參照：Bonusregelung, Rn. 5。
44 參照：「執行令」第35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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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45
，並明文規定檢察機關發動刑事追訴程序

46
。部分國家遲疑於卡特爾「入

刑化」，並非僅就執法工具層面衡酌，同時也涉及各該國家對於卡特爾「罪

質」的規範層面判斷
47
。

至於尚未將卡特爾「入刑化」的德國，其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GWB）第82條雖然規定48

：關於法人或團

體違反該法的行政罰程序，基本上係由卡特爾主管機關負責裁罰；然而，對於

涉及秩序違反罰法（Gesetz über Ordnungswidrigkeiten，OWiG）第30條規定，
就法人或團體代表人、負責人、監督管理人員等所為，致使該法人或團體違背

其公法上義務，或使該法人或團體獲有利益的刑事犯罪或秩序違反行為，依法

科處該法人或團體罰鍰案件，卡特爾主管機關得交予檢察機關處理
49
。此外，

即使在卡特爾主管機關負責的行政罰程序，一旦被處分者聲明不服進入救濟程

序，後續階段亦由法院準用刑事訴訟規則（Strafprozeßordung，StPO）關於抗
告程序規定審理

50
。此外，德國刑法典第298條也已經特別針對圍標協議明文規

定刑事制裁：依違法協議投標，意圖使招標者採納特定投標者，處5年徒刑或
科處罰金。招標視為投標者間的競爭。主動阻止招標者採納違法投標者不罰，

行為人未介入招標者即不採納特定投標，該行為人主動並致力阻止招標者採納

該投標者亦不罰
51
。

反觀我國公平法透過立法導入「寬恕政策」，卻未同時修正或補強違法聯

合行為處罰採「先行政後司法」的舊框架
52
（少數例外：政府採購法於1998年

45 參照：韓國「公平交易法」第22條、第66條、第67條、第70條等規定。值得注意
者：韓國「公平交易法」第19條所定義「不公平限制競爭」的「共同行為」（「共
謀」行為）亦不限於「水平」，「垂直」限制競爭的「共同行為」亦包括在其中。

46 參照：韓國「公平交易法」第71條規定。
47 相關說明，參閱：Ch. Harding, C. Beaton-Wells, J. Edwards, Leniency and Criminal 

Sanctions in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233-260 (2015)。

48 值得注意者：德國GWB第1條關於卡特爾的立法定義，已經刪除事業「處於競爭關
係」的要件，所謂「垂直卡特爾」也在該條原則禁止的範疇之中。

49 參照：§82 S. 2 GWB，Neugefasst durch Bek. v. 26.6.2013 I 1750, 3245; Zuletzt geändert 
durch Art. 1 G v. 1.6.2017 I 1416。

50 參照：§62 OWiG，Neugefasst durch Bek. v. 19.2.1987 I 602; zuletzt geändert durch Art. 
5 G v. 13.4.2017 I 872。

51 參照：§298 StGB，Neugefasst durch Bek. v. 13.11.1998 I 3322; zuletzt geändert durch 
Art. 1 G v. 17.7.2017 I 2442。

52 參照：公平法第34條及第40條規定；關於「先行政後司法」在適用上已存在的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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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時針對圍標增訂刑事制裁規定
53
）；如今又將引發違法嚇阻效果不足、刑

事追訴程序啟動多所扞格等問題，對於「寬恕政策」實施成效不無影響
54
。復

以行政搜索、扣留相關修正條文未完成立法，對照美國、德國、韓國競爭法普

遍設有檢察機關介入協助執法的配套機制，尤其，後二者並未顧忌國內既有歐

陸法系「行政調查／刑事偵查」雙元分立的體制內在界限而有所突破，我國公

平法執法機制卻礙於此顧忌在強化調查權能方面裹足不前，「頗為可惜」
55
。

(三) 跨國合作，同儕協力
除了上述執法工具「趨同發展」之外，各國競爭法執法機關也透過各種

跨國合作平台交換經驗。以ICN為例，每2年由其中一個會員國競爭主管機
關主辦國際會議，彼此分享「寬恕政策」施行經驗、探討「最佳典範（best 
practices）表現」、邀請實務工作者研究彼此「寬恕政策」以尋求改進，較成
熟的「寬恕政策」推動者甚至提供指導及支援，協助其他會員發展一套「寬恕

政策」
56
。此類跨國合作平台，我國公平會也持續積極參與其中

57
。至於在成

員互動更為密切的區域或超國家組織中，競爭法執法機關彼此就「寬恕政策」

相互合作的情形更為普遍；例如：歐盟競爭署（DG Competition）自2006年
起，即與歐盟會員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在「歐洲競爭網絡（ECN）」架構下，共
同發展「模範寬恕政策（Model Leniency Programme, MLP）」，近年則又改進
其中關於歐盟層級的申請順位標記制度

58
。

疑義，參閱：廖義男等，公平交易法之注釋研究系列（三），286-298（2005）。
53 參照：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4項規定，依公平會與公共工程委員會協商結論，該條
規定係以特別法地位優先適用，參照：（88）公法字第00248號函。

54 類似見解，參閱：顏廷棟，「聯合行為之執法檢討與展望」，公平交易季刊，第20
卷第4期，41-45（2012）。

55 關於公平法於2011年底修正時，「搜索扣押作為緊急必要之最後手段」入法的嘗試
功敗垂成及其評析，參閱：吳秀明、沈麗玉，「打擊聯合行為法制之晚近變革」，
月旦法學，No. 233，225-227, 232（2014）。

56 引自美國聯邦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資深官員說法，參閱：Lisa M. Phelan, Foreword in: 
Buhart and D. Henry (ed.) Leniency Regimes: International Series, 5th Ed., ix-x (2015)。

57 例如：2017年5月中旬在葡萄牙Porto召開的ICN年會中，正式會議首日（5月10
日）上午議程，即包括「寬恕政策及未來挑戰（Leniency and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主題；該次年會，我國公平會主委、資深官員及執業律師多人亦獲邀參
與其中。

58 引自歐盟競爭署副署長說法，參閱：Cecilio Madero Villarejo, Foreword in: Buhart and 
D. Henry (ed.) Leniency Regimes: International Series, 5th Ed., vii-viii (2015)。本報告就
“marker system”中譯，並未依循國內其他文獻已採行的「順位保留制度」譯法，一
則該詞字面僅有「標記系統」意涵；再則，各國關於申請寬恕順位涉及免除或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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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國公平法執法實務上，目前則已有透過國際合作管道，取得外國競

爭法執法機關自「寬恕政策」所獲得資料，用以取締該等事業在我國從事違法

聯合行為的具體案例；惟該案因行政罰時效期間屆滿而原處分在行政爭訟程

序中遭撤銷，雖然經由「寬恕政策」所取得資料的證據力並未遭否定，畢竟事

業申請寬恕時所作陳述的證明力被視同檢舉，「仍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予以確

認」，且該案又以公平會敗訴定讞收尾，因此也尚未替「寬恕政策」確立任何

具正面、積極意義的先例
59
。

四、成敗利鈍：工具務實，成效紛歧

自美國競爭法執法機關率先採行「寬恕政策」以來，其協助執法機關發現

原本暗默進行的違法聯合行為，有效追究參與者違法責任因而產生嚇阻效果的

制度功能，迄今已傳頌於各國同儕機關之間數十年。進一步觀察美國、歐盟

實施「寬恕政策」成效，則在導入初期恰巧都出現「差強人意」的低度利用情

形；俟相關制度根據施行經驗校準調整，以較為精準的誘因機制重新推動，後

續也都能繳出「亮眼」成績
60
。然而，各國競爭法執法機關普遍強調「寬恕政

策」架構下的重罰（規定）、事業唯恐被發現（的嚇阻理論）、寬恕條件透明

且可預見、施行（implementations：例如，寬恕申請件數及適用個案的重大違
法情節）及其後續演變（consequences：例如，推估消費者因價格未藉由聯合
定價抬升所可能獲益額度）等誘因機制運作情形。至於「寬恕政策」協助執法

機關發現、取締違法聯合行為及其嚇阻效果等制度功能，各國競爭法執法機關

處罰效果，均須考量其他要件於申請時或事後是否具備而定，未能符合其他條件者
甚至可能喪失順位利益，拱手讓予原本列於後順位的其他寬恕申請者，嚴格而言，
並無順位「保留」的制度內涵。以我國公平法第35條及其授權實施辦法為例，寬恕
申請在時序上的第一順位及較前順位，固然是申請者免除或減輕處罰的重要條件，
然而，倘若申請者出現實施辦法第2條消極要件，或未履行公平會依第6條規定所附
加條件者，公平會依實施辦法第19條規定必須撤回其同意。

59 關於該案具體內容及其爭訟情形，參閱：王銘勇，「公平交易法寬恕政策與檢舉獎
金辦法之分析與檢討」，公平交易季刊，第25卷第3期，152-156（2017）。

60 參閱：Motta, Competition Policy, 193-194 (2004)。值得注意者，歐盟微調「寬恕政
策」前後所適用案例之中，不乏在美國已發現、處罰者；類似透過國際合作協助
競爭法執法機關其他同儕的實務案例，也在韓國於2001年修法調整其「寬恕政策」
前後；相關說明，王銘勇，「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公平交易季
刊，第14卷第1期，89, 98-99, 103（2006）。以「寬恕政策」實施後的聯合行為取
締個案為例加以說明者，並請比較：顏廷棟，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20-49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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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少有論述；針對此類難以系統化驗證的「實效」問題，相關學術研究方面

則不乏持保留態度者
61
。

(一) 借鏡試行，磨合精進
韓國自1996年導入「寬恕政策」，迄至2004年9月間共有5件申請案例；在

2005年修正減免罰鍰及更正措施制度之後，就在2006年、2007年藉由「寬恕政
策」申請案例之助，分別核處玉米油採購圍標業者、砂糖業者4億5,800萬韓圜
及511億韓圜，執法成果明顯改善62

。此外，根據韓國公平交易法主管機關官方

網頁資料：近年（2013-2015）「寬恕政策」適用案件數已經大幅攀升，每年
分別可以高達23件、44件、48件之多，各該年度（經由執法機關依職權調查、
民眾檢舉等各種管道）發現的違法共同行為件數，也穩定維持在40件以上（包
括矯正命令及警告），分別為：46件、76件、88件。在上述「亮眼」的執法成
效背後，韓國持續調整其公平交易法與實施「寬恕政策」相關規則、指導原

則，或許已經發揮相當作用
63
。

德國自2000年導入「寬恕政策」，自2001年至2006年間每年申請案件數
（同案每有多家事業申請）分別為：2案（10件）、4案（21件）、2案（16
件）、5案（7件）、13案（69件）、6案（7件）；該段期間內藉由「寬恕政
策」申請案例之助取締的重大違法行為，則首推2003年間公布的水泥業瓜分市
場及限制產量卡特爾，總計裁罰6億6千萬歐元64

。德國於2006年3月間頒布新版
「寬恕政策」實施依據「關於卡特爾事務免除及減輕罰鍰公告」（簡稱為「紅

利規則Bonusregelung」，或「汙點證人規則Kronzeugenregelung」）65
，自次年

起事業申請寬恕的件數（仍以事業為單位分別計算，每有多家事業針對同一案

卡特爾分別提出申請情形）則明顯上升：41件（2007年）、42件（2008年）、
24件（2009年）、56件（2010年）、41件（2011年）、51件（2012年）、66
件（2013年）、72件（2014年）、76件（2015年）、59件（2016年）；該署
自2007年起，每年自違法卡特爾處罰收入也以數億歐元計：4億3480萬歐元

61 參閱：C. Beaton-Wells, Leniency Policies: Revolution or Religion?,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5-6, 12-13 (2015)。

62 參閱：顏廷棟，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57-58（2007）。
63 例如：韓國公平交易法在2009年即曾針對圍標處罰有所增修；至於實施「寬恕政
策」相關規則、通知、指導原則等也持續有所修正、補充。

64 參閱：顏廷棟，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52-53（2007）。
65 參照：Bekanntmachung Nr. 9/2006 über den Erlass und die Reduktion von Geldbußen in 

Kartellsachen – Bonusregelung - v. 7. 3.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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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億1370萬歐元（2008年）、2億9750萬歐元（2009年）、2億
6670萬歐元（2010年）、1億8980萬歐元（2011年）、3億1600萬歐元（2012
年）、2億4000萬歐元（2013年）、11億1700萬歐元（2014年）、2億800萬歐
元（2015年）、1億2450萬歐元（2016年）。聯邦卡特爾署甚至稱「寬恕政
策」為該署發現卡特爾的核心調查工具

66
。

我國於2011年引入「寬恕政策」迄至2016年2月23日，總計受理8案15件申
請；經該會通過的「寬恕政策」申請案則有2012年光碟機事業聯合行為案、
2015年鋁質電容器事業聯合行為案、2015年鉭質電容器事業聯合行為案，總計
3件，罰鍰總金額近新臺幣58億元；雖然，立法院決議認為公平會「執行寬恕
政策適用之案件似偏低」，公平會則答復「韓國……自1996年訂定寬恕政策規
定，至2004年9月，於長達8年之期間，僅有5件申請案例……本會……於寬恕
政策施行初期，即有1件成功申請案件」，「除前述第1案外，104年度亦有2件
個案適用寬恕政策」，說明該會已致力於向事業宣導溝通，並反覆鋪陳國際競

爭法執法機關同儕之間上述「一貫」說理：強調「加強申請要件及適用效果的

明確性與可預測性，以提高事業申請誘因」、「可對事業形成嚇阻效果，避免

勾結的惡質卡特爾活動形成」
67
。

相較之下，同一時期內，公平會處分違法聯合行為的總件數則分別為每

年18件（2012年）、7件（2013年）、6件（2014年）、12件（2015年）、4件
（2016年），除2015年兩件鋁質、鉭質電容器事業聯合行為案借助「寬恕政
策」而大有斬獲之外，其（透過其他管道獲得資訊，進而）調查、取締違法聯

合行為的件數似乎不升反降。背後原因，其實更值得仔細推敲。

66 參閱：德國聯邦卡特爾署2016年底出版物「成果豐碩的卡特爾取締：有益於經濟及
消費者（Erfolgreiche Kartellverfolgung: Nutzen für Wirtschaft und Verbraucher）」，S. 
8, S. 20。

67 參閱：2015年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100號之142，以
及，2016年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350號之723；轉引
自：王銘勇，「公平交易法寬恕政策與檢舉獎金辦法之分析與檢討」，公平交易季
刊，第25卷第3期，152-160（2017）。除上述兩件公平會依立法院決議提交的專案
報告書，以及，稍早於2014年2月間向立法院提出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4717
號之906類似內容報告外，公平會並未再公開揭露關於「寬恕政策」申請件數、所
涉及違法聯合行為案或相關處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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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用複雜，過度化約
我國導入「寬恕政策」至2017年，以公平會對外揭露的有限資料看來，在

國際比較上既趕不上韓國、德國兩個也是「後進」的競爭法執法機關同儕，

更遑論創始並始終「領導」全球競爭法「寬恕政策」風潮的美國DOJ（反托
拉斯署）。如此成績，當然稱不上「亮眼」；倘若逕以公平會「執行寬恕政

策適用之案件似偏低」為由厚非之，卻也不盡公平。畢竟，儘可能在諸如宣

導「重罰（拉大適用寬恕之後的減免落差）」、申請要件及適用效果「明確 
（透明）、可預測（讓潛在申請者精準計算其獲得寬恕的機會大小）」等方面

多所著力，使「寬恕政策」「在書面上」儘可能與國際接軌，至多也只能（抽

象）提升「寬恕政策」的「一般」制度誘因。不同產業內的個別事業是否選

擇參與聯合行為，以及，何時中止或退出聯合行為，甚至，向執法機關「窩裡

反」圖一己減免，讓其他參與違法聯合行為的同業遭受重罰等策略取捨，原本

就不能一概而論，已如上述。例如：公平會辯稱「鑑於寬恕政策俗稱『窩裡反

條款』，事業擔心招致同業間之商業倫理非難，以致業者申請意願不高」，在

實證研究上就不乏支持論述
68
；旨揭委託研究訪談同業公會幹部時，也曾獲得

類似答復。

從誘因機制的可能運作方式觀察，「寬恕政策」不但可以讓主管機關節省

執法成本，而且極可能是執法者預算不足時的次佳選項。當執法機關無法完全

發現違法聯合行為、無法查獲充分事證加以處罰（α、ρ均遠小於1），因此
退而求其次改以「寬恕政策」誘使參與違法聯合行為事業「窩裡反」，則該

事業所受處罰又因此減輕或免除（F = 0），則違法聯合行為的事前（ex ante）

68 理論上，事業之間是否「勾結」或形成「卡特爾」，以及，個別事業是否「背叛」
同業勇於「窩裡反」，似乎是「公司」方面的「理性（利潤極大化）」決策結果；
然而，類似決定往往由「一小撮」任職於各事業不同階層的員工所作成，其利害
關係與「寬恕政策」所針對的事業並不一致；相關說明，參閱：A. Stephan and A. 
Nikpay, Leniency Decision-Making from a Corporate Perspective: Complex Realities,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140-
141 (2015)。在員工個人層次上，是否勇於檢舉事業違法行為的誘因，也與事業本
身是否「窩裡反」的誘因極不相同；許多實證研究指出：某些員工檢舉其所服務事
業不法，毋寧出於「利他」或「義憤」而非基於財務上的獲利考量，令其顧慮不敢
「吹哨」的原因則更多來自於「道德」或「安全」（害怕遭到報復）面向。相關說
明，參閱：M. E. Stucke, Leniency, Whistle-Blowing and the Individual: Should We Creat 
Another Race to the Competition Agency?,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
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210-22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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嚇阻效果勢必更加削弱，其情形其實只比放任事業參與聯合行為「略佳」而

已
69
。實證研究也發現：在「寬恕政策」申請案大增、執法機關取締件數及處

罰金額「亮眼」背後，「寬恕政策」倡議者所鼓吹的（經由成員可能「背叛」

所形成的高風險所形成）嚇阻作用並不顯著
70
。尤有甚者，倘若競爭法執法機

關長期無法提振調查、取締違法聯合行為能量，反而過度倚賴「寬恕政策」

（被動）跟隨事業「窩裡反」腳步辦案，極可能更進一步引發執法機關內部

（目標設定及資源分配等）治理問題
71
。

(三) 配套機制，日趨精緻
從韓國、德國先後導入「寬恕政策」之後，制度誘因及配套執法措施不斷

調整校準的經驗中，可以發現：兩國法制雖然同屬民法典（civil law）盛行的
歐陸法系，並無如同美國般極具彈性的刑事司法制度可資運用，卻都可以分別

藉由違法共同行為「入刑化」及嫁接刑事司法機關協助應訴的制裁法制等不同

方式，讓檢察機關介入調查違法聯合行為，大幅提升執法能量。尤其，韓國率

先導入違法共同行為檢舉獎金制度，還吸引匈牙利、巴基斯坦、新加坡、英國

陸續跟進，推動類似的檢舉獎金制度，我國也在2015年公平法修正時加入此行
列之中。

特別值得注意者：即使德國聯邦卡特爾署自稱「寬恕政策」已是該署發現

卡特爾的核心調查工具，該署並未倚賴「寬恕政策」而削減打擊違法卡特爾所

需行政資源。正好相反，該署一方面自2012年起，在官方網站建置匿名舉報
系統（anonymes Hinweisgebersystem），又在負責取締違法卡特爾的「特別委

69 相關說明，參閱：Motta, Competition Policy, 195-202 (2004)。
70 相關說明，參閱：C. Marvão and G. Spagnolo,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Lenliency Policies? A Survey of the Empirical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57-80 
(2015)。經由「寬恕政策」查獲因此被取締的違法卡特爾，大多在「窩裡反」之前
就已經停止運作；參閱：A. Stephan and A. Nikpay, Leniency Decision-Making from 
a Corporate Perspective: Complex Realities,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
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150-151 (2015)。

71 其中犖犖大者：競爭法執法機關可能錯將查獲案件數與處罰金額等同於（嚇阻不法
卡特爾形成，減少市場分配無效率等）機關任務及競爭法立法目的，另一方面，
競爭法執法機關也可能低估事業反過頭來工具化「寬恕政策」以極大化其獲利的
可能性；相關說明，參閱：W. E. Kovacic, A Case for Capping the Dosage: Leniency 
and Competition Authority Governance, in: A. Stephan and A. Nikpay, Leniency Decision-
Making from a Corporate Perspective: Complex Realities,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128-13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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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Sonderkommission）」中指派專人受理，聯絡電話公布於該署官方網站
上，持續擴大「寬恕政策」受理管道

72
；另一方面，該署自2005年起設立第1個

配置法務及搜索專業人員的打擊「惡質卡特爾」專責部門，其後又陸續在2008
年、2011年分別設立第2個及第3個打擊「惡質卡特爾」專責部門，並且在2009
年設立資訊科技鑑識（IT-Forensik）單位，不斷強化其調查能量及配合俗稱
「拂曉突擊（dawn raid）」的搜索行動所需資訊後勤支援能力73

。簡而言之，

除了搜索、扣押所需的強制處分權之外，精準鎖定目標、完整掌握證據資料的

專業鑑識能力，更是執法機關打擊惡質卡特爾所需行動力量的堅實後盾
74
。

五、代結語

通觀美國、德國、韓國「寬恕政策」建置及轉型歷程，回頭比較我國導入

「寬恕政策」最初6年實施經驗，雖然「比上不足」之處所在多有；不過，正
因為迄今「寬恕政策」適用案例僅3件、檢舉獎金也僅核發2筆75

，甚至遭立法

院質疑公平會「執行寬恕政策適用之案件似偏低」，各項跨國比較研究上一再

警告過度倚賴「寬恕政策」導致行政資源錯置、事業反向操作將「寬恕政策」

工具化等極易「積重難返」的制度濫用問題，倒也暫無勉強戒除的迫切壓力。

回歸「寬恕政策」誘因機制設計本旨，其實不難發現：提高競爭法執法機

關發現並掌握違法聯合行為不法事證的調查能力，才是「重罰」規定在事前就

72 自2012年6月至2016年12月，該匿名舉報系統收到1,420份舉報資料，其中，2015年1
件關於5家汽車零組件製造商卡特爾案，裁罰金額高達7,500萬歐元，其消息就是來
自於匿名舉報系統，相關說明，參閱：「成果豐碩的卡特爾取締」，S. 6。

73 聯邦卡特爾署自2007年起至2016年間，每年發動8至20次搜索行動；以2016年為
例，該署當年扣押的數位跡證就超過20兆元（Tera Bytes），亟需資訊科技專家及
實驗室支援相關資料處理工作。相關說明，參閱：「成果豐碩的卡特爾取締」，S. 
5-8, S. 23-25。

74 雖然，多年在產業調查、經濟分析及競爭政策長期觀察等方面，與聯邦卡特爾署
「既競爭又合作」的獨占委員會（Monopolkommission）建議：應參照其他競爭法
制前例，將違法卡特爾「入刑化」；然而，聯邦卡特爾署認為：每年看似眾多的違
法卡特爾取締行動，其實並非市場結構惡化而不斷浮現的限制競爭問題，毋寧凸顯
現行打擊惡質卡特爾相關機制已發揮嚇阻作用，對照事業積極投入法規遵循計畫
（Compliance-Programme）以避免觸法，即可印證。相關說明，參閱：「成果豐碩
的卡特爾取締」，S. 11。

75 金額分別新臺幣50萬元及新臺幣10萬9,500元，轉引自：王銘勇，「公平交易法寬
恕政策與檢舉獎金辦法之分析與檢討」，公平交易季刊，第25卷第3期，171-17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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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讓理性計算者放棄違法企圖的嚇阻力量來源（αρF ≥ R，由於F不能無限
度增加，較為合理的調整方式於是轉向將α、ρ儘量提升至接近1，或者，讓
潛在違法者擔憂「拂曉突擊」隨時可能查獲不法事證）

76
。因此，建置一套有

效連結（跨刑事、行政、民事等各相關領域）法律適用、資訊科技、鑑識科學

等專業能量，連同傳統競爭法原本就迫切需要的產業調查、經濟分析、法庭應

訴等執法專業能力一併強化，方能真正強化「寬恕政策」的制度誘因（拉大

W1– (F – R) > W2 – F兩端落差的前提：α、ρ儘量提升至接近1，讓打算「窩
裡反」的事業不再顧慮αρF < R時猶可獲利），同時又不減損「重罰」在事前
就具備的嚇阻作用。

由於我國也積極參與ICN等競爭法執法機關同儕跨國合作平台，如何精準
借鏡外國既有經驗，在各國「寬恕政策」趨同發展的同時慎選參酌採納對象，

針對我國產業條件及既有法制磨合精進，持續提升公平會取締違法聯合行為的

執法能量，看來還有不小的未來努力空間。

76 類似見解，參閱：Motta, Competition Policy, 192-193, 201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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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謝杞森（真理大學財經法律學系教授）

本篇論文是以各國不同角度事業狀況進行分析，我國執法單位不同行為類

型的分類，對分析策略有重要影響。然而，聯合行為取締不易，一旦事業的聯

合行為遭到檢舉時，事業往往可以迅速銷毀相關證據，因此公平會必須考慮事

業迅速的反應。

再者，各行各業的產業特性均不同，很難單憑一套制度適用於不同產業，

於是執法機關對產業的了解變得非常重要，是一項挑戰。此外，我認為公平會

與法務部均為行政機關，兩者之間的合作有其必要性，而公平會在爭取搜索權

方面需要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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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定期海運市場結構、營運模式 
及競爭規範研究

蔡蕙安、陳榮傳、姚銘忠
*

目　次
壹、緒論

貳、定期航運產業總覽：競爭市場與經營商業模式

　一、我國定期航運之主要特徵與產業現況　

　二、定期航運產業之國際競爭市場與經營模式

　三、定期航運產業之策略聯盟：動機、形式與發展實務

　　（一）定期航運產業策略聯盟的動機與形式

　　（二）定期航運產業策略聯盟的發展實務

參、海運競爭規範之發展與比較

　一、歐盟法制之演變

　　（一）1986年《歐洲經濟共同體理事會第4056/86號條例》
　　（二）1986年條例之檢討與廢止
　二、美國法制之演變

　三、其他國家及相關法制

　　（一）紐西蘭

　　（二）日本

　　（三）聯合國UNCTAD公約及其他國家
　四、我國法制之檢討與建議

　　（一）法制現況

　　（二）檢討與建議

*   蔡蕙安，國立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教授；陳榮傳，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特聘教授；姚銘忠，國立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教授。本報告內容純係
作者個人之觀點，不應引申為公平會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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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我國四面環海，係屬海島型經濟，進出口貨物有90%以上是仰賴海運，但關
於海運產業，我國公平交易法並未訂定特別的行政規範。由於國際海運的產業

性質特殊，早期各國都給予豁免競爭法的地位，但隨著時代、技術及市場條件

變遷，以及各國競爭法發展成熟與消費者意識抬頭，此種豁免必然受到關注及

不同程度的檢討。

過去海運同盟的協議與卡特爾的協議類似，以維持價格與服務穩定為訴

求，其在競爭法上的爭議，由來已久。2006年歐盟決議禁止海運同盟，並撤銷
先前定期航商所享有的集體豁免（block exemption）待遇，訂於2008年10月 18 日
生效，此後任何議價行為都涉及聯合壟斷。然而各國對定期航運之競爭規範有

其適用差異，各種航運聯營型態對於市場競爭亦有不同的影響，各國在其產業

主管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對定期航運市場之管制法規競合，亦有不同的處理

肆、定期航運產業之競爭規範議題

　一、競爭法豁免待遇的其他方案：VSA、VDA與TSA
　　（一）船舶共用協議（Vessel Sharing Agreement，VSA）
　　（二）自願討論協議（Voluntary Discussion Agreement，VDA）
　　（三） 跨太平洋航線穩定協議組織（Transpac i f i c  S tab i l i za t ion 

Agreement，TSA）
　二、各國競爭法豁免待遇之競爭規範

　　（一）歐盟

　　（二）美國

　　（三）日本

　　（四）新加坡

　　（五）馬來西亞

　　（六）香港

　　（七）澳洲

　　（八）紐西蘭

　三、建立航運產業的新模型

伍、結論與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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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

國際定期航運服務產業係屬同質性極高的寡佔市場結構，又有規模經濟、

大者恆大的產業特性，各航商面對競爭極為激烈的定期航運市埸，紛紛籌組航

運聯盟或採用協議合作之營運方式，目的除了增加作業據點、擴大貨源、增加

調派船舶航班之靈活度外，更希望能增加設備利用率、周轉率，以降低成本、

提昇服務品質與強化競爭力。海運策略聯盟在 2008 年底全球金融風暴之後， 
2009 年全球貨櫃運輸量急速萎縮，更扮演著重要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對定期
海運航商而言，透過彼此的合作策略聯盟，才能達到互利雙贏。

航運聯營型態包括運費同盟、運價穩定協定、海外聯營總處、策略聯盟

等。而較常見的海運策略聯盟方式有公攤協定、共同派船、艙位互租、艙位互

換與艙位租用等方式。在航業法第34條對船舶運送業實施聯營有訂立規範，其
以協商運費、票價為協議內容者，其運價表應申請備查。商港法修正後，航政

主管機關對於經營機構之營運事項，更是採低度管制方向。

航運策略聯盟在 2008 年底全球金融風暴之後， 2009 年全球貨櫃運輸量急速
萎縮，更扮演著重要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海運市場雖在 2010 年隨著全球經濟
的復甦而成長，但先進國家的經濟仍呈低迷，歐元區周邊國家的財務與公共債

務問題仍未解決，未來海運貿易的成長強度及持續力仍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

由於全球各區域的經濟復甦進展不同，各區域的貨櫃航運狀況亦隨之轉變。目

前全球各區域的成長以亞太地區較佳，而亞太地區又以中國大陸的表現最好。

目前全球有三大聯盟（2M、OCEAN Alliance、THE Alliance），海運航商
之間分分合合變動極快，今日結盟之成員，明日可能就各奔東西，或者合併為

同一公司或購併，聯盟之間分分合合之變動甚快。對定期海運航商而言，透過

彼此的合作策略聯盟，才能達到互利雙贏。商港法修正後，航政主管機關對於

經營機構之營運事項，採低度管制方向，但商港法中有關費率之事前管制部分

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定，值得深入分析。

本文除本章為緒論，其餘章節之鋪陳如下：第二章敘述定期航運產業之總

覽，第三章檢視各主要區域或國家對於定期航運之競爭規範，第四章則就定期

航運產業之競爭規範議題研擬。最後一章則為本研究之結論與政策建議。

貳、定期航運產業總覽：競爭市場與經營商業模式

定期航運服務係屬作業與服務同質性高之產業，各航商面對競爭極為激烈

的定期航運市埸，紛紛採取「籌組航運聯盟」或運用「協議合作」之營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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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除了增加作業據點、擴大貨源及增加調派船舶航班之靈活度外，更希望能

達到增加設備利用率、周轉率，以降低成本、提昇服務品質與強化競爭力之目

的。在 2008 年底全球金融風暴之後， 2009 年全球貨櫃運輸量急速萎縮，海運
策略聯盟對於定期海運航商更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故對於定期海運航

商而言，透過策略聯盟的合作彼此，才能達到互利雙贏。

一、我國定期航運之主要特徵與產業現況

我國的定期航運公司在全球的市場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產業有以下主要

特徵：

(一) 定期航運市場為寡占市場，主要航線上之經營者通常在20家以下，而前5名
航商之運能大都占總運能的百分之50%以上。

(二) 定期航運公司組織龐大，目前我國前三大定期航運公司長榮海運、陽明
海運及萬海航運，其船舶運能分別為全球第6名（1,068,506 TEU，市占
5.0%）、第8名（579,826 TEU，市占2.7%），及第16名（225,271TEU，市
占1.1%），參見表2-1，Alphaliner（2017）。

(三) 由於定期航運公司組織龐大，業務複雜，分工細密，必須在所泊靠之各港
口設立分支機構，或委託長期固定代理行（Agent）辦理各項事務與手續，
以便船舶到港時迅速泊靠裝卸，準時開航。

(四) 互換艙位、租傭艙位及策略聯盟風氣盛行。
(五) 多角化經營，例如：長榮海運、陽明海運投入碼頭經營及轉投資物流產業
等。

(六) 市場需求對於運價有顯著之影響決定，因為航商成本、服務品質差異化及
市場競爭對手之反應等，皆會影響市場中客戶需求，故會遞延影響運價之

制定。

(七) 定期航運公司之營運，依其提供可靠的服務及穩定的運費來招攬貨物，運
價係由該航線之運費同盟（已於2008年廢止）或航運公司本身事先釐定公
佈其運價表（Tariff），使貨主或託運人（Shippers）易於估算成本（林光
及張志清，2004）。
貨櫃航運的旺季通常由每年的7、8月開始，至10月結束，目前船舶大型化

已是貨櫃運輸業的趨勢，全球前20大航商中市占率已高達85%，且表2-1顯示前
20大航商的船隊皆擁有破10萬TEU（20呎貨櫃計算單位）貨櫃輪。且航商搶造
超大型貨櫃船（ULCS），因船舶能量每增1000TEU，可節省營運成本10%，
因此船舶大型化成為趨勢。然而，遠洋航線船商相繼搶造大船導致船滿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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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航運價格大幅下跌，加上2008年金融海嘯波及定期航運產業，歐美與新興
國家經濟景氣成長放緩，各大定期航運公司開始出現虧損，市場供過於求情形

嚴重。

表2-1　全球二十大船公司排名
總
運
量

總運量 自有船隊 租用團隊 已下訂單

排
名

公司
市
佔
率

艙位數
(TEU)

船
數

艙位數
(TEU)

船
數

艙位數
(TEU)

船
數

比例
艙位數
(TEU)

船
數

比例

1 APM-Maersk 16.5% 3,540,374 656 1,782,736 250 1,757,638 406 49.0% 224,990 18 6.4%

2 Mediterranean Shg Co 14.6% 3,127,760 506 1,082,622 189 2,047,138 317 65.5% 367,038 22 11.7%

3 CMA CGM Group 11.6% 2,481,455 494 922,170 118 1,559,285 376 62.8% 352,286 24 14.2%

4 COSCO Shipping 8.5% 1,817,848 331 503,413 83 1,314,435 248 72.3% 522,617 29 28.7%

5 Hapag-Lloyd 7.0% 1,497,490 212 1,020,000 115 477,490 97 31.9%

6 Evergreen Line 5.0% 1,068,506 194 551,817 105 516,689 89 48.4% 271,408 29 25.4%

7 OOCL 3.1% 672,159 98 487,235 56 184,924 42 27.5% 42,826 2 6.4%

8 Yang Ming Marine 2.7% 579,826 95 209,150 45 370,676 50 63.9% 70,000 5 12.1%

9 MOL 2.7% 568,789 79 240,846 27 327,943 52 57.7% 20,182 1 3.5%

10 Hamburg Süd Group 2.6% 563,769 105 327,073 49 236,696 56 42.0% 22,980 6 4.1%

11 NYK Line 2.5% 537,763 93 238,574 40 299,189 53 55.6% 112,208 8 20.9%

12 PIL (Pacific Int. Line) 1.8% 380,736 136 272,229 113 108,507 23 28.5% 131,753 12 34.6%

13 Hyundai M.M. 1.7% 358,647 61 111,358 13 247,289 48 69.0% 22,020 2 34.6%

14 Zim 1.7% 356,869 73 27,800 6 329,069 67 92.2%

15 K Line 1.6% 341,746 58 80,150 12 261,596 46 76.5% 69,350 5 20.3%

16 Wan Hai Lines 1.1% 225,271 88 172,286 72 52,985 16 23.5%

17 X-Press Feeders 
Group 0.7% 145,571 94 24,020 20 121,551 74 83.5%

18 KMTC 0.6% 124,715 59 60,236 29 64,479 30 51.7% 1,000 1 0.8%

19 Antoing Holdings 
(QASC) 0.5% 104,694 99 71,259 41 33,435 58 31.9% 24,440 10 23.3%

20 SITC 0.5% 104,453 78 71,625 52 32,828 26 31.4% 6,066 6 5.8%

資料來源：Alphaliner（2017）（統計至2017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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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期航運產業之國際競爭市場與經營模式

本節先探討定期航運產業之國際競爭市場，再說明其經營模式。在國際

定期航運市場中，因為市場的變化迅速且航商在運能進行大規模投資，造成

運價的波動趨勢劇烈；圖2-1所顯示為Ocean Partners Shipping（2017）所發佈
之HRCI國際貨櫃租船指數（運價指數）。可以明顯觀察過去10年海運的貨櫃
運價，在2008年遭遇金融海嘯之後，多數期間運價在低檔的行情。且因為航
商競相建造超大型貨櫃船，形成運能過剩的現象，更使運價難以提升。

圖 2-1 HRCI國際貨櫃租船指數（運價指數）
資料來源：Ocean Partners Shipping（2017）

近年來因船商削價競爭致使貨櫃海運運價低於合理成本，航商為求自救

紛紛自發性減產，除將船舶加入閒置行列，也實施漲價計畫，隨著大船運力

增速放緩，2016年初運價已落底反彈。因為韓進海運（Hanjin Shipping）於8
月31日被宣告破產及其他航商採取撤船漲價策略，2016下半年歐美線已重返
「爆艙榮景」，運價扶搖直上。這一波運價漲幅主要是各大船公司刻意冬季

減班，加上運價整體來說太過低迷，在供給量縮小下，價格自然維持不墜。

再來就是中國大陸農曆過年落在2017年1月底，因此製造商要出貨勢必都要
提早，船商農曆過年前一周便不再收貨，更加速運貨需求的客戶提早出貨，

美國線的艙位幾乎全滿，歐洲線載貨也有90%以上；參見：臺灣證券交易所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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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17年度貨櫃輪海運景氣，全球運力持續供過於求，2016年下半年海
運市況轉熱，航商與承攬業者多採謹慎態度持續觀察全球海運市場的供需狀

態。根據海運研究機構Drewry（2017）報告指出，2017年需求將成長2.5%，供
給成長5.8%，預測2018年貨櫃供給將成長5.9%，貨量成長3.1%，2019年貨櫃供
給為成長3.2%，貨量成長則為3.3%，供需逐年拉近，2019年為需求大於供給的
一年，需求將大於供給0.1個百分點。
定期航運公司之競爭總體策略可分為兩種形態：「成本領導」及「差異

化」。船公司為委託人創造價值，首先以較低之運價提供與對手相等利益之服

務，較低之報價必須來自有效之作業及較低之成本領導地位之價格競爭。再者

是提供特殊之服務，收取與競爭對手相同或較高，其利基來自於差異化策略。

服務差異化可透過垂直整合營運來完成，而定期航運業者垂直整合之營運

模式可分為兩種「港埠經營」及「物流加值服務」（如圖2-2所示），茲詳述
如下：

圖 2-2定期航運公司垂直整合之營運模式
1.港埠經營
港埠經營隨整體經營環境之變遷，各主要航線之船舶大型快速化，以及運

輸多元化之發展，各國港口碼頭營運產生變化。碼頭之民營化，物流及配銷系

統之需求，加上資訊系統之支援，航商之投資，使其智慧化、效率化而增加其

附加價值。港埠經營核心服務通常包括：

(1) 航務服務：航道與保護、引水、拖船、船舶交通管理、火災防護服務、船舶
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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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碼頭服務：船舶繫留服務、貨櫃裝卸與轉運、散雜貨裝卸、乾與濕散裝貨處
理、貨櫃拆併、包裝與貨物儲存。

(3) 維修服務：濬深與維護航道、裝卸設備維護、船塢船舶維修、貨櫃與車架維
修。

港埠經營的實際案例以陽明海運為例，其業務包括：

(1) 高明碼頭（高雄）：陽明海運原為全資（100%持股），近期賣掉持股約剩
47%。 

(2) 鴻明裝卸承攬公司：陽明海運為全資，向港務局承租高雄港第70號碼頭。 
(3) 美國洛杉磯（Los Angeles, US）碼頭營運：陽明海運承租洛杉磯之West 

Basin Container Terminal （WBCT）碼頭營運。
(4) 美國達科馬碼頭營運（Tacoma, US）：陽明海運承租西雅圖（Seattle）之

Olympia Container Terminal（OCT） 碼頭營運。
(5) 比利時安特霍普（Antwerp, Belgium）：航運聯盟CKYH JV. 承租安特霍普之
碼頭進行聯合營運。

2.物流加值服務
近年來大型航商紛紛投入物流加值服務，此服務幾乎與第三方物流（Third 

Party Logistics, 3PLs）及第四方物流（4PLs）提供的完全相同，因其認為：海
上運輸僅佔整體物流的一個區段，如能擴展物流服務項目至陸路拖運，貨物清

關，倉儲及實體配送等，從競爭優勢的角度來看，可獲相當之利益。對於拖運

人而言，航商介入之最大優點是單站採買（one-stop-shipping）之服務，委託單
一公司而能提供多樣的運輸服務。

物流加值服務的實際案例以陽明海運為例，其業務包括：

(1) 貨物承攬：好好物流公司在各地都有服務處，包括歐洲服務處（德國、荷蘭
及保加利亞等）、美國服務處（洛杉磯）與中國服務處。

(2) 倉儲作業：好好物流公司在高雄經營一期及二期的國際物流中心，在台北港
經營低溫冷鏈物流中心，並與長江航運在重慶合資成立長明國際物流有限公

司。

(3) 貨櫃拖車：駿明交通運輸公司是集團旗下專營臺灣地區貨櫃拖車運輸之事業
單位。除配合母公司與好好物流公司進行貨櫃託運與物流運輸配送之外，並

提供一般貨主交提重櫃與空櫃之運輸服務。

三、定期航運產業之策略聯盟：動機、形式與發展實務

（一）定期航運產業策略聯盟的動機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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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聯盟的定義，國內外學者各有不同之見解，傅衡宇（1997）在以臺灣
地區船舶運送業為例，探討策略聯盟夥伴選擇之評估準則的研究中，歸納整理

國內外學者之研究，綜合各學者對策略聯盟之定義，將其歸納為「2家或2家以
上之獨立企業，為了增進本身的競爭優勢，基於互惠的原則之下，訂定契約，

藉由結合彼此之間持有的資源，長期間地相互合作，以達成企業的策略性目

標」。

定期航運是資金及技術密集的產業，聯合經營可使個別船公司以較少的資

本支出，擴大業務領域，分散財務風險，並且使海運市場運價穩定，避免船噸

過剩。傅衡宇（1997）指出目前海運市場上較常見的海運策略聯盟方式有公
攤協定（Pooling Agreement）、共同派船（joint fleet）、艙位互租（Slot-space 
Charter; Cross-slot charter）、艙位互換（Slot exchange）與艙位租用等方式；各
海運策略聯盟說明如下：

1. 公攤協定：係指營運於同一航線上之船公司，共同派船營運，運價統一，依
據一固定公式，對參與協定之成員，提供貨運量之盈虧、費用之分攤。

2. 共同派船：係指各成員公司共同派船經營某一航線，噸位依出船之比率分
配，市場及財務獨立，運價、港埠費用及其他費用、相關事宜、貨櫃集散站

也各負其責，但為了運作方便起見，雙方會協議共同碼頭或其他相關設備及

設施。

3. 艙位互租：兩家或兩家以上之公司經營類似航線或不同航線，相互簽定租用
艙位之契約，其目的是擴充雙方之服務領域，提升服務水準，對於貨源之招

攬即船舶之營運，則由航運公司各自為之。

4. 艙位互換：係指船公司以自己擁有之艙位去換取其他公司之艙位，藉以提高
艙位領用率並可增加第三國貿易間之承運機會，一般而言，交換艙位之數量

相等。

5. 艙位租用：係指一船公司在某一航線上之營運規模經評估後未達自行派船的
水準或是攬貨量突然增加，導致艙位不足，而向同航線之其他船公司租用所

需之艙位。

近年國內外有多位學者投入定期航運產業之策略聯盟相關之研究。Slack 
et al.（2002）為探討全球各大貨櫃公司策略聯營的發展，觀察「服務型態之
轉變」、「船隊發展」及「靠泊港的調整」等3個項目，並根據1989、1994及
1999 三年的全球資料作分析。藉由聯營的方式，更能擴展及加強服務，而聯
營路線，讓船隊的發展更擴大，然而在靠泊港部分，對單一的船公司來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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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並無改變。石豐宇及張凌偉（2003）以合作賽局理論及夏普利值(Shapley 
value)分析臺灣之國內外主要航商的各種聯盟競爭之態勢。

Parola, et al.（2014）在21世紀的今日，定期航運市場已全然進入高度成熟
的階段，世界上各大航商無論是船舶型態、性能、航線服務範圍、服務品質等

已漸趨同質化，而各航商的產品也已進入幾無差異的階段，船舶大型化對定期

航運市場所帶來供給過剩的衝擊，更使得定期航運市場幾乎呈現完全競爭狀

態，航商為了提昇其船舶艙位的使用效益，競相降價求貨，再加上燃油、原物

料價格的上漲，使得航商在成本上更是雪上加霜，如此成本上漲，運價下跌

的情形下，航商幾無利潤可言；為避免惡性的競爭，以求共同生存，航商間

各種方式的共同派船及艙位互租等策略聯盟應運而生，Panayides and Wiedmer
（2011）歸納其目的如下：
1.低成本，提昇資源使用效益。
2.分散風險。
3.規模經濟。
4.進入新市場。
5.提高服務頻次及服務品質。 
6.擴張服務範圍。
7.穩定運價。

Yamagishi（2014）回顧過去70年國際航運的發展，肯定形成策略聯盟的趨
勢，符合目前定期航商達成客戶在快速運送、準時交貨及服務頻次等方面的需

要。 此外，策略聯盟也可以保障客戶的運送權益，有鑑於2016年發生的韓進海
運破產事件，THE Alliance首創海運聯盟的破產保障機制，聯盟成員間將設立
一獨立信託單位管理一筆共同資金，可用來確保聯盟所屬航線在成員可能破產

的緊急情況下仍可持續營運，並保障裝載在受影響船舶上的所有貨物皆能安全

地送達目的港。參見：中國時報（2017年03月10日）。
（二）定期航運產業策略聯盟的發展實務

國際定期航運業者，因為爭取運用資源共用、改善營運效率，在1996年起
持續發展海運聯盟。在海運聯盟發展的過程中，值得觀察的是於2011年底，第
一個大型航運聯盟G6形成，在此之前的航運聯盟的市占率多不高，屬於影響
力較不顯著的小型航運聯盟。而自2012年之後，可以觀察到幾乎所有前20大航
商均加入大型航運聯盟，而各航運聯盟的市占率持續增加，到2016年整併後
的4個大型航運聯盟（2M、Ocean 3、G6及CKYHE）分別擁有市占率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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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16.7%及15.9%，均接近或超過15%；細節請參見圖2-3。在2017年剛剛
完成重大的海運聯盟整併；整併演變過程，請參見圖2-4。

圖 2-3近期航運策略聯盟之市佔率之變化
資料來源：Alphalin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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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航運策略聯盟於2017年之整併
資料來源：Alphaliner (2017)；單位：百萬TEU

2016年以來，發生的重大破產及整併案如下：
1.中國遠洋（COSCO）併購中國海運（China Shipping）。
2.達飛航運（MSC）併購東方海皇及美國總統輪船（APL）。
3.韓進（Hanjing）海運破產。
4.赫伯羅特（Hapag-Lloyd）併購阿拉伯輪船（UASC）。
預計2018年內完成的重大整併案如下：

1. 日本川崎汽船（K. Line）、商船三井（MOL）及日本郵船（NYK Line）三合
一。

2.馬士基（APM-Maersk）併購漢堡南美（Hamburg Süd Group）。
歷經這波整併潮後，全球20大航商，將整併成13家，產業型態更趨近於寡

占市場。目前全球有三大聯盟（2M、OCEAN Alliance、THE Alliance），根據
Alphaliner（2017）的資料市占率分別為34%, 26%及22%。而三大海運聯盟的
所涵蓋航線的比較呈現於表2-2。

表2-2　全球三大海運聯盟航線數比較
航線 2M OCEAN Alliance THE Alliance
亞洲―北歐航線 6 6 5
亞洲―地中海航線 4 5 3
美西航線 6 13 11
美東航線 5 7 5
跨大西洋航線 6 3 7
亞洲―中東/波灣/紅海航線 / 7 1
合計 27 41 32

資料來源：《航運交易公報》

Lee and Song （2017）指出2016年4月20日公布一海運聯盟 「Ocean 
Alliance」 包括以下的4家航商：達飛、中遠、長榮及東方海外，其原先分
屬三個不同且原先已經存在的聯盟。2017年4月起，Ocean Alliance 在公平規
範之下，將開始運作；但其市占率將占月35% 歐亞航運及38.9% 美亞航運的
航線數，將會是這兩區塊服務中，占最多航線的聯盟。如此Ocean Three、
CKYHE 及G6將失去其聯盟中重要的成員，可能在2017年終結原先的三大聯
盟。由Alphaliner所推估的可能情境為8家航商將離開原先G6 及 Ocean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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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聯盟重新組合一個新的巨大聯盟，其可能成員為赫伯羅德（G6）、阿
拉伯輪船（Ocean Three）、陽明（CKYHE）、日本郵船（G6）、川崎汽船
（CKYHE）和三井商船（G6），但是不包括兩家韓國航商，即已經倒閉的韓
進（CKYHE）及財務狀況不好的現代商船（G6）。但是如Song and Panayides
（2002）指出雖然聯盟內的成員，在艙位交換、船隻共用及航線合理化進行合
作，但這些成員在市占、運價及組織中，其實仍然是競爭者並以自身最大利益

為考量。

《華爾街日報》報導，貨櫃航運業三足鼎立的時代已來臨，過去30多年市
場分裂割據的局面即將結束，但對於有托運需求的出口商而言，或許並非全然

是好事，不少出口商已開始擔心未來選擇變少，將限縮運費議價空間。由三大

聯盟瓜分市場的新局面已惹來監管機關與出口商關切，擔心航商間將共同議定

運費水準或所提供的服務減少，但是目前美國聯邦海事委員會（FMC）並無掌
握明確證據顯示任一航運聯盟涉嫌合謀定價。

1.船舶巨型化對於海運聯盟發展的影響
由2000年起，電子商務的風潮導引全球化的交易持續發展，顯著地帶動

國際物流的需求，帶動海運定期航運的快速成長。根據UNCTAD/RMT/2017統
計，世界貨櫃航運總TEU數在2010年至2011年呈現約7%之成長，後續3年的成
長在4%-6%，直到2015年及2016年才趨緩為2%。因為先前需求的穩定增加，
各航商在過去數年搶造超大型貨櫃船（ULCS），不僅希望運用擴大運能增加
市占，同時因船舶能量每增1000TEU，可節省營運成本10%，因此船舶大型化
成為趨勢

1
。然而，遠洋航線船商擴增運能的速度明顯比需求增加的速度既快

又大，造成過去幾年運能過剩的現象。航運產業運力過剩的問題，至2017年
似乎逐漸緩解。根據Alphaliner統計，截至2017年7月8日，全球20大航商（整
併後為16家）合計運能約1,774萬TEU，未交付船舶則有162萬TEU，占比僅
9.2%，較過去幾年大幅下滑（在2014-2016年分別為15.8%, 19.1%及12.2%）。
目前三大聯盟涵蓋11家貨櫃航商，將吃下超過9成歐亞航線與跨太平洋貨

櫃航運市場。隨著這些聯盟偏好的3E級（Triple E）巨型貨輪陸續下水，主要
貿易航線的貨輪航次可能減少多達20%，停靠港口也可能減少達10%。3E級貨
輪直立高度如同帝國大廈（Empire State Building），每艘載運量超過1.8萬TEU
（20呎貨櫃），正逐漸取代載運量較少、需往返多次的小型貨輪。因為「船舶
巨型化」目前有以下的觀察：

1 參見：表2-1，Alphaliner（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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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型航商憂心邊緣化的效應：哥本哈根航運諮詢公司SeaIntelligence執行長
Lars Jensen說：「被排除在外、僅剩的幾家貨櫃航商，若非企圖擠進這3大
聯盟，就是將縮小營運變成區域性航商，或走向關門大吉一途。」

(2) 航運聯盟對於大型客戶的談判能力增加：隨著海運公司的規模壯大，與製造
商和沃爾瑪、Target等零售商議價的籌碼也更多。根據資料供應商Alphaliner 
的統計，全球前五大貨櫃輪公司合計掌控約60%的全球市占率。

(3) 對於遠洋航線的競爭形成進入障礙：巨型貨輪可以造成邊際成本的優勢，且
多用於遠洋航線運輸。新加坡運輸研究公司Crucial Perspective執行長方華婷
（Corrine Png）說：「貨櫃輪船運現在是只限口袋深的大咖玩的遊戲。」她
預期，市場日益集中化，將「賦予這些貨櫃輪業者更大的訂價和議價權」。

2.定期航運產業策略聯盟的競爭現況
對於定期航運產業之國際競爭市場，已經有學者研究產業市場集中度，

以瞭解其競爭現況。Sys（2009）及Hirata（2017）兩位學者均採「赫芬達爾—
赫希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作為測量產業集中度的
綜合指數；HHI越大，表示市場集中程度越高，壟斷程度越高。該指數不僅能
反映市場內大企業的市場份額，而且能反映大企業之外的市場結構，因此，

能更準確地反映大企業對市場的影響程度。參考美國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及聯邦貿易委員會的準則，依照HHI的值通常可區分三種市場結
構：(1) 當HHI 小於1500，屬於非集中的競爭市場（unconcentrated markets）；
(2) 當HHI 界於1500及2500之間，屬於中度集中的寡占市場（moderately 
concentrated markets）；(3) 當HHI 大於2500，屬於高度集中的寡占市場
（highly concentrated markets）。

Hirata（2017）先以2008 年到2011年期間，對於六條東西向航線評估個
別航商HHI（HHI at single firm level），其中，六條東西向航線為跨太平洋東
向與西向（Trans-Pacific eastbound and westbound, TPE &TPW），跨大西洋東
向與西向（Trans-Atlantic eastbound and westbound, TAE & TAW）及亞歐東向
與西向（Asia Europe eastbound and westbound, AEE and AEW）航線，也有考
量對於「遠東運價同盟」（Far East Freight Conference，FEFC）於2008年廢除
的觀察；參見圖2-5。對於圖2-5進行進一步觀察，可發現除了少數幾個跨大西
洋航線的異常值，自2009年起所有HHI的觀測值都低於1500，所以在「後遠
東運價同盟-時代」的國際航運市場，以個別航商而言應屬非集中的競爭市場
（unconcentrated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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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ata（2017）再以航運聯盟為衡量架構，以2014年六條東西向航線進行
比較，其HHI值彙整於表2-3。由表2-3可觀察航運聯盟的HHI值不是接近2,500
就是高於2,500；所以可發現航運聯盟的存在造成市場更加地集中的現象。

圖 2-5 2008年至2011年東西向航線之HHI值
資料來源：Hirata（2017）運用PIERS及CTS資料繪製

表2-2　全球三大海運聯盟航線數比較
年份 亞歐東西向 跨太平洋東西向 跨大西洋東西向

HHI 2492 2556 3240
資料來源：Hirata（2017）運用Alphaliner資料繪製

另外，Hirata（2017）觀察1996年至2014年之間，運用每季的變動百分比
（quarterly variation in percentage）觀察航運聯盟對於「運價穩定度」（Freight 
stability）的影響；彙整如圖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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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1996年至2014年之運價穩定度
資料來源：Hirata（2017）運用Drewry資料繪製

Hirata（2017）由圖2-6提出兩個直覺性的觀察：
(1) 在海運同盟（conference）時代（2008年10月之前）與海運聯盟（alliance）
時代（2009年後），其運價變動的態勢不同。在1996年到2008年，運價較為
穩定，而2009年到2014年運價的震盪幅度（fluctuation）較大。

(2) 運價的起伏在2012年之後，趨於收斂。對應於2011年底，第一個大型航運聯
盟G6形成，所以觀察到大型航運聯盟對於市場穩定度的貢獻較為顯著；整
體而言，在有海運同盟（2008年10月之前）及大型航運聯盟（2011年後）存
在時，運價較為穩定。

叁、海運競爭規範之發展與比較

一、歐盟法制之演變

（一）1986年《歐洲經濟共同體理事會第4056/86號條例》
歐盟的前身歐洲共同體很早就注意到海運業者的競爭法問題，並在1986年

通過《歐洲經濟共同體理事會第4056/86號條例》（以下簡稱《1986年理事會
條例》

2
），規定其成員國之間、成員國與第三國之間海上運送服務，得免予

適用《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以下簡稱《條約》）第85、86條關於競爭法的
規定

3
，即對於海運業者的海運同盟，核給免予適用競爭法的集體豁免（block 

exemption）4
。

《1986年理事會條例》第2條規定技術性之協議（Technical agreements），
不適用《條約》第85條第1項之禁止規定。《1986年理事會條例》第3條規定
運送人之間關於定期海上運送服務之協議之豁免（Exemption for agreements 
2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56/86 (1) OF 22 DECEMBER 1986, OJ L 

378,31.12.1986，理事會條例（EEC）1986年12月22日第4056/86號，規定了適
用《海運條約》第85和86條的詳細規則。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
legislation/405686_en.html.

3 歐盟及其前身的條約，均有關於競爭法的規定，其條文的內容雖無重大變化，但其
在各條約的條號，則迭經更動。 (1)在1951年巴黎公約(又稱：歐洲煤鋼聯營條約)
中，為第65、66條 ；(2)在1957年羅馬條約(又稱：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歐共
體條約)中，為第85、86條；(3)在1997年阿姆斯特丹條約中，為第81、82條；(4)在
2009年里斯本條約(又稱：歐洲聯盟運作條約)中，為第101、102條。

4 集體豁免是相對於個別豁免而言，個別豁免是由歐盟執委會對個案作出反壟斷豁免
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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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carriers concerning the operation of scheduled maritime transport 
services）；第6條規定運送使用人與海運同盟關於其定期海運服務之協議之豁
免（Exemption for agreements between transport users and conferences concerning 
the use of scheduled maritime transport services）。《1986年理事會條例》第4條
規定對於豁免應附加之條件（Condition attaching to exemption），即其協議、
決定或一致性行為，以在其協議、決定或一致性行為所含區域範圍內，對同一

物品為相同之運送，其運送費率及條件卻因其來源國、目的地國或裝卸港所在

國，而有不同，除其運送費率及條件在經濟上可合理化之外，均不得在共同市

場之內，對特定之港口、運送使用人或運送人，造成損害。協議或決定之全部

或一部違反上述規定者，依《條約》第85條第2項自動無效。
享有競爭法豁免權之運送業者，依《1986年理事會條例》第5條規定也有

若干義務，其內容包含：(1) 應依任一方要求，由海運同盟與運送消費者之間
就費率、運送條件和定期船服務之品質，進行協商；(2) 海運同盟之成員，得
與運送使用人訂立和維持忠誠安排，其安排應以合法之方式為之，並應確保將

運送使用人及海運同盟之成員之權利，予以明確約定；(3) 對於運送使用人與
海運同盟達成一致的費率之外的內陸運送和碼頭服務，運送使用人有權選擇由

其他企業提供；(4) 對於海運同盟運價及其他條件之決定或變更，運送使用人
有權以合理之成本予以查詢，可得在運送業者及其代理人之辦公室，予以查

驗；(5) 關於第4條及前述第(2)(3)項之海運同盟運作所生之爭議，如由雙方合
意之調解人就爭議之解決作成仲裁判斷或建議者，應將其提交執委會備查。

《1986年理事會條例》第7條對於已被豁免之協議，仍得予以監督，如當事人
有未履行上述義務者，執委會得對其提出建議，不遵守其建議者，得依其違反

義務程度之輕重，禁止或命其為一定之行為，並得完全取消其整批豁免，或改

為個別核可之豁免。

《1986年理事會條例》給予海運業者競爭法豁免的原因，是因此種限制競
爭之方法，可維持海上運送服務之穩定，確保出口商得獲得穩定之服務，但其

豁免既無市場占有率門檻之限制，也未設時間之限制，可謂相當寬鬆。《1986
年理事會條例》的適用範圍，依第1條第2項規定，僅適用於歐盟之會員國與會
員國之間的港口間的國際海上運送( international maritime transport services from 
or to one or more community ports)，但後來也發生爭議，海運業者希望從寬解
釋，歐洲共同體則傾向從嚴認定，其爭議並曾由法院做成若干重要裁判。

（二）1986年條例之檢討與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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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共同體在2000年里斯本歐洲共同體理事會（Lisbon European Council）
上，作成加速在汽油、電力、郵政服務與運送方面的自由化的決定，OECD的
2002年報告發佈後，更受到鼓舞。歐洲共同體在2003年3月，開始對於其前述
《1986年理事會條例》給予海運同盟競爭法豁免權的規定，進行為期3年的全
面檢討。首先是在2003年3月發佈諮詢文件，設定其主要討論的議題，並邀請
利害第三人參與討論並提供證據，其後陸續收到來自歐洲共同體各會員國、

運送人、託運人、代收費用的代理人、消費者組織及其他團體提交的意見。歐

洲共同體由Erasmus大學延聘專家組成團隊，對於各方提交至意見進行審查與
整理，並於2003年11月發佈報告，再將各方諮詢的結果及初步的研析結果，在
2004年6月以討論報告(discussion paper)的方式，呈交給歐洲共同體，建議應廢
止整批豁免競爭法的規定。歐洲共同體在2004年10月通過白皮書，認為並無有
力的經濟證據，支持繼續維持整批豁免競爭法的規定，乃建議廢止對海運業整

批豁免的規定，並邀請第三方共同討論取代整批豁免規定的法律文件。
5

在歐洲共同體的上述諮詢階段中，由大約占全球海運產能90%的主要海運
業者組成的歐洲航運事務組織（ ELAA – European Liner Affair Association），
在2004年8月6日提交給歐洲共同體一份建議書。6 歐洲航運事務組織在整個
檢討的過程中，均強烈反對取消整批豁免的規定，建議應該由資訊交換機制

（information exchange mechanism）予以取代，並認為運送人對於事先決定的
資訊，予以交換或討論，均應豁免競爭法的適用；其交換的資訊的範圍，則包

含整體產能的利用、各航線整體貿易的資料、貿易的商品的發展情況、貿易與

商品整體供應與需求的資料、各航運業者在其市場占有率（包含貿易，區域與

港口）的相關資訊、因設備與貿易之差異而變動的價格指標、依公開及透明之

公式而決定的各項規費及附屬費用。
7

歐洲共同體在2005年7月發佈討論報告（discussion paper ），公佈其檢討
的分析與結果，並評析歐洲航運事務組織 (ELAA)的建議。該報告檢討的基
礎，主要是第三人提交給歐盟的意見，包含託運人與轉交運費的代辦商以及支

持改革的各會員國，但對於海運業者及海運同盟（尤其是ELAA)的意見，並未
予以特別重視。該報告探討從歐盟出發及前往歐盟的主要貿易航線的市場結構

5 Ana Rodrigues, et al., Competition Issues in Liner Shipping (supra note 2), p. 20.
6 建議書是以信函的方式遞送。Available at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

consultations/2004_6_reg_4056_86/elaa_proposal_06082004.pdf (last visit 2017/11/4).
7 Ana Rodrigues, et al., Competition Issues in Liner Shipping (supra note 2),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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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競爭程度，評估廢止整批豁免之後，對於產業集中程度的影響問題。歐洲共

同體也意識到隨著規範的改革，海運業者可能會發生事業結合的情況，但這對

於已經發生的海運產業的聯盟趨勢而言，只會產生輕微的加速作用，對於其集

中的影響，只要業者屬於同一聯盟，也不會太大。諮詢報告也指出，在計算集

中指數時，海運同盟及聯盟團體也必須計算在內。根據此種計算分析架構，歐

洲共同體的結論認為，取消整批豁免的設計，在許多主要的歐盟航線上，會產

生促進競爭的作用。
8

對於歐洲航運事務組織 (ELAA)的建議，歐盟認為類似海運等集中的產業
的業者，如進行其報告中所述的資訊交換的程度與頻率，即值得予以嚴重關

切，其與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
第101條關於豁免競爭法所規定的條件，也不盡相符。歐洲共同體瞭解到，關
於運送產能與商品的資訊分享，在一定的條件下，可能會帶來某種程度上的效

率，但其餘部分的安排，尤其是在貿易委員會上討論貿易資料的場合，想像性

的提出定價結構的若干部分的共同公式，介紹在附屬費用及規費(通常是運費
總金額的30%)定價的因素，或提出某種價格指數，以作為業者彼此協調的參考
重點，仍將引起嚴重的關切。

9

在2005年10月26日，歐體全球視野（EC to Global Insight）、柏林科技大
學（Ber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不萊梅航運經濟與物流學院（Institute 
of Shipping Economics and Logistics in Bremen）共同發表以「對於航運業者適
用競爭法規則」“The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rules to Liner Shipping＂為題
的報告。

10 報告對於各種選項，包含取消或維持前述《1986年理事會條例》，
或通過替代性的法律文件以取代整批豁免的規定等，進行經濟影響的評估，其

內容包含在競爭、投資決定、服務的可信賴度、歐盟海運的競爭力、僱傭情形

及其他相關因素。這份報告的分析，對於歐洲共同體的影響評估，以及後來歐

洲共同體在2005年12月14日，向歐洲共同體理事會提出取消整批豁免的建議，
均有重大的影響。在影響評估方面，歐洲共同體的結論認為，取消豁免的選項

會對於產業以及消費者帶來利益，因為「海運服務的運送價格將會降低，在

8 Ana Rodrigues, et al., Competition Issues in Liner Shipping (supra note 2), p. 21.
9 Ana Rodrigues, et al., Competition Issues in Liner Shipping (supra note 2), p. 21.
10 “The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rules to Liner Shipping: Final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

ec.europa.eu/competition/consultations/2005_reg_4056_86/shipping_report_26102005.pdf 
(last visit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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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端及近海的交易的服務可信度，預期將會提升，服務品質會有所提升或不

受影響，對於歐盟的海運業者的競爭力，可能會有正面影響或毫無影響！」
11 

此一全面檢討的報告，促成歐洲共同體在2006年9月25日通過新的理事會條例
（Regulation No. 1419/2006），取消海運同盟的整批豁免權，並自2008年10月
18日開始生效。12 
二、美國法制之演變

美國早在1916年的航運法（Shipping Act）13
，即開始對於海運同盟，給予

豁免反托拉斯法的特權。在本法立法以前，海運業者被控違反反托拉斯法者，

不在少數，後來經眾議院「商事、海事及漁事委員會」（House Committee on 
Merchant Marine and Fisheries）調查，其主席亞歷山大（J. W. Alexander）於
1914年提出報告（Alexander Report），認為海運同盟的組織雖有其反競爭的可
能，尤其對於非屬海運同盟成員的運送業者，可能產生反競爭的效果，但其利

益超過其成本，故仍宜給予豁免反托拉斯法的利益，並建議制定其規定，國會

認為海運具有無可取代之公共利益，乃在1916年制定該法。14

美國1916年海上運送法為避免業者濫用其獨占地位，從事反競爭行為，
乃規定：（一）不得為歧視或反競爭之行為；（二）業者在履行或實施其協

議前，應經主管機關之許可；（三）對於所有的海運同盟，均要求其必須具

備公開或開放公會（open conferences）的形式，即必須容許其會員與其他運送
人簽訂個別契約的自由。該法並規定此等協議或安排，必須經過獨立機關美

國海上運送委員會（U.S. Shipping Board，即聯邦海商委員會Federal Maritime 

11 EC MEMO/06/344 of 25 September 2006, “Competition: repeal of block exemption for 
liner shipping conferences -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p. 5 , available at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RC%20Chen/My%20Documents/Downloads/
MEMO-06-344_EN.pdf (last visit 2017/10/28).

12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419/2006 of 25 September 2006 repealing 
Regulation (EEC) No 4056/86 laying down detailed rul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s 85 
and 86 of the Treaty to maritime transport, and amending Regulation (EC) No 1/2003 as 
regards the extension of its scope to include cabotage and international tramp services, OJ 
L 269, 28.9.2006, available at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
L:2006:269:0001:0003:EN:PDF (last visit 2017/11/1).

13 Shipping Act of 1916, ch. 451, 39 Stat. 728.
14 簡要的說明，請參閱Joseph Monteiro & Gerald Robertson, “Shipping Conference 

Legislation in Canada,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and the United States: 
Background, Emerging Developments, Trends and a Few Major Issues," 26 Transportation 
Law Journal 141, 147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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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FMC的前身），此等規定與一般通行的封閉式海運同盟（closed 
conferences），及其參與者可排除新加入者的做法，迥然不同。美國國會在
1960年組成2個委員會，對1916年海上運送法進行檢討，但在1961年海上運送
法中，仍維持其豁免反托拉斯法的規定。

15

由於海上運送法上關於海運同盟協定的審查標準，對運送人及託運人而

言，都有空泛（vague）之嫌，主管機關自由裁量的範圍頗大，亦生爭議16
，美

國國會乃在1984年修正海上運送法，雖對於海運同盟，仍給予完全的豁免權，
對舊法提出許多重要變革。

17 例如1984年新法刪除聯邦海商委員會依「公共利
益」之標準，審查業者協議之規定；新法將舉證責任重新分配，對聯邦海商委

員會，課以證明其協定對競爭、運送服務有損害之虞的舉證責任，並明確規定

得依法豁免的協議之範圍
18
；新法亦改變聯邦海商委員會的許可程序，舊法是

採許可生效制，即海運業者必須事前獲得許可，其協議始得生效，但新法改採

事後審查制，即聯邦海商委員會倘於事後就該協議，發現有限制競爭、不合理

減少其運送服務，或運送之費用不合理提高時，得禁止其實施。
19

美國國會在1998年，再對1984年海上運送法進行檢討，並由國會通過海

15 Joseph Monteiro & Gerald Robertson, “Shipping Conference Legislation in Canada,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and the United States: Background, Emerging 
Developments, Trends and a Few Major Issues," 26 Transportation Law Journal 141, 147 
(1999).

16 在FMC v. Svenska Amerika Linien一案中, 業者對於聯邦海商委員會關於公共利益之
認定標準，提出質疑，最高法院仍支持聯邦海商委員會之認定。390 U.S. 238 (1968), 
available at 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390/238/ (last visit 2017/11/1).

17 Joseph Monteiro & Gerald Robertson, “Shipping Conference Legislation in Canada,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and the United States: Background, Emerging 
Developments, Trends and a Few Major Issues," 26 Transportation Law Journal 141, 156-
161 (1999)..

18 The agreements covered were those which: “(1) discuss, fix, or regulate transportation 
rates, including through rates, cargo space accommodations, and other conditions of 
service; (2) pool or apportion traffic, revenues, earnings, or losses; (3) allot ports or 
regulate the number and character of voyages between ports; (4) regulate the volume 
or character of cargo or passenger traffic to be carried; (5) engage in an exclusive, 
preferential, or cooperative working arrangement between themselves or with a marine 
terminal operator; (6) control, regulate, or prevent competition in international ocean 
transportation; or (7) discuss and agree on any matter related to a service contract.” (1984 
Shipping Act, Chapter 403).

19 Ana Rodrigues, et al., Competition Issues in Liner Shipping (supra note 2),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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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運送改革法（Ocean Shipping Reform Act of 1998），自1999年5月1日開始施
行。本法乃是美國對於海運運送，改採促進競爭的法律規制的重要改變，但本

法並未廢止對海運業者的反托拉斯法豁免，其所採用的方法，是弱化業者協議

的執行可能性。依據1984年海上運送法之規定，海運同盟應該將其費率與服務
之契約予以公開，使其費率成為該產業的所有運送人或託運人或競爭者眾所

周知之訊息。1998年海洋運送改革法雖未禁止海運業者組成海運同盟，但禁
止對於其同盟成員之運送人，課予不得與其他託運人訂定個別私密服務契約

（confidential service contracts）的限制，並取消要求申報公開其服務契約的法
律規定（但仍維持應在聯邦海商委員會備查之規定）。此等規定使海運業者得

與個別之託運人，在其海運同盟的規定之外，訂定個別私密之服務契約。

海洋運送改革法的制定，是美國對海運產業「去管制化」的重要一步。

經由上述規定的施行，美國海運業者目前所簽訂的海運服務契約，即使其為

海運同盟或其他費率協議的成員，主要仍是個別獨立的服務契約（independent 
service contract）。海洋運送改革法允許業者之間，得就其個別的服務契約，
共同訂定業者的「自願綱領」（voluntary guideline），使業者得以自願達成其
共同願望的行為，故目前仍不斷有再予以改革的呼聲。

20

三、其他國家及相關法制

除歐盟及美國之上述法制之外，紐西蘭、日本及若干國家及聯合國，也對

於海運同盟及類似協議，設有明文規定，以下謹先簡介紐西蘭及日本之法制，

再說明聯合國及數個國家的概況。

（一）紐西蘭

紐西蘭進口及出口，99%均仰賴海運，海運對其具有相當之重要性。紐
西蘭規範市場競爭的競爭法，是1986年商業法（Commerce Act of 1986）21

，

依本法第44條第2項規定，本法不適用於(a)契約、安排或諒解，其內容包含純
為從紐西蘭運送到境外或從境外運送至紐西蘭，以海運運送物品之條款者，

其訂定；或(2)為使前款所稱之契約、安排或諒解之條款生效，所為之任何行

20 詳見美國2015年提交 OECD 的國別報告，Competition Issues in Liner Shipping (United 
States), pp.3-4,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attachments/us-submissions-oecd-other-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fora/liner_shipping_us.pdf (last visit 2017/11/3).

21 Commerce Act 1986, Public Act 1986 No 5, available at
    http://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1986/0005/73.0/DLM87623.html (last visit 

201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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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2
。雖然本法原則上不適用於國際海運業者之行為，但紐西蘭海運業者的市

場行為，仍由另一部法律，即1987年航運法（Shipping Act of 1987）23 予以規
範。該法全名為「關於紐西蘭對外海運促進其公平交易並保障其競爭，防止

外國政府歧視紐西蘭海運及貿易利益之法律」（An Act to promote fair dealing 
and safeguard competition in New Zealand’s outwards shipping services, and to 
discourag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New Zealand shipping and trading interests by 
foreign governments），對於海運業者的不公平行為（unfair practices），規定
得由交通部長予以立案調查。比較上述二個法律，儘管往返於紐西蘭的所有國

際海運都不適用《商業法》，但《航運法》僅規範自紐西蘭向外的航運，故自

境外航向紐西蘭的海運，仍不受任何競爭法的規範；此外，交通部長雖可對不

公平行為立案調查，但其立案調查之門檻甚高，部長無權處罰或課予條件，權

力非常有限，交通部負責調查，相關程序及調查之權力，均甚不足，故其規定

形同具文，並未真正執行任何調查。
24

由於國際貿易在紐西蘭的經濟中，扮演關鍵的角色，而且運費在企業的國

際貿易成本中，占有相當的比例，紐西蘭政府乃要求競爭力委員會分析國際貨

物運送費率，包含國際海運及國際空運的費率，並分析得否及如何透過適當的

管制規範，以提升其效率。在2012年4月的最後報告中，競爭力委員會建議取
消對於運送業者關於定價協議的豁免，並對於維持豁免的其他協議，採行登記

制度。根據此等建議，乃向國會提出「商業（卡特爾與其他事項）修正案」

（Commerce （Cartels and Other Matters）Amendment）準備將國際運送業，導
向適用1986年商業法。25

22 Article 44 “(2) Nothing in this Part applies—(a)to the entering into of a contract, or 
arrangement, or arriving at an understanding in so far as it contains a provision exclusively 
for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from a place in New Zealand to a place outside New 
Zealand or from a place outside New Zealand to a place in New Zealand; or (b)to any act 
done to give effect to a provision of a contract, arrangement, or understanding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a).”

23 Shipping Act 1987, Public Act 1987 No 183. available at
     http://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1987/0183/latest/DLM124897.html (last visit 

2017/11/5).
24 Competition Issues in Liner Shipping ( New Zealand), p. 6, available at http://www.

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ote=DAF/COMP/WP2/
WD(2015)6&docLanguage=En.

25 Ana Rodrigues, et al., Competition Issues in Liner Shipping (supra note 2), p. 22; 
Competition Issues in Liner Shipping ( New Zealand), p. 7, available at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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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多年努力
26
，2017年8月14日通過「2017年商業（卡特爾與其他事項）

修正案法」（Commerce（Cartels and Other Matters）Amendment Act 2017）27
，

在商業法增訂關於卡特爾條款的規定外，對於國際海運業者，增訂第44A條及
第44B條的規定。
第44A條就國際海運服務的例外，規定「(1)本法第27條第(1)項之規定，不

適用於契約、安排或諒解之條款之當事人，但以其契約、安排或諒解成立時，

有本條第(6)項規定之情形者為限。(2)臺灣本法第27條第(2)項之規定，不適用
於契約、安排或諒解之條款之當事人，但以該條款生效時，有本條第(6)項規
定之情形者為限。(3)臺灣本法第27條第(4)項之規定，對於適用本條第(1)臺灣
項或第臺灣(2)項之任何契約條款，均不影響其可執行之效力。(4)臺灣本法第
30條第(a)款之規定，不適用於涉及限制輸出或市場分配或類似效果之卡特爾條
款之當事人，但以包含該條款之契約、安排或諒解成立時，有本條第(6)項規
定之情形者為限。(5)臺灣本法第30條第(b)款之規定，不適用於涉及限制輸出
或市場分配或類似效果之卡特爾條款之當事人，但以該條款生效時，有本條第

(6)項規定之情形者為限。(6)臺灣本項之情形為：(a)臺灣包含該條款之契約、
安排或諒解，其該當事人及所有其他當事人，均為彼此合作以提供國際海運服

務者；且(b)臺灣其合作對海上運送之貨物之所有人或發貨人，有提昇對其提
供之服務之作用；且(c)臺灣該條款涉及(i)臺灣為執行合作而實施之特定行為；
或(ii)臺灣為執行合作合之合理必要行為，其附隨之行為。(7)臺灣第臺灣(6)項
第(a)款所稱之契約、安排或諒解之當事人，不包括純因適用第30條第B項第(a)
款，而為當事人之人。(8)本條所稱之特定行為，指下列行為：(a)航班之協調
及停靠港之決定；(b)船舶上空間之交換、出售、租用或租賃期(含轉租)；(c)糾
集船舶成為網絡，而共同運營；(d)貨櫃等設備之共用或交換；(e)為因應國際
海運服務供需上之起伏，而調整運送產能。」

第44B條就涉及船上空間價格決定之海運服務，進一步規定其豁免之例
外：「(1)第30條第(a)款之規定，不適用於有決定價格或類似效果之卡特爾條

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ote=DAF/COMP/WP2/
WD(2015)6&docLanguage=En (last visit 2017/11/5).

26 該法案原預訂於2015年通過。Competition Issues in Liner Shipping ( New Zealand), p. 6,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ote=DAF/
COMP/WP2/WD(2015)6&docLanguage=En (last visit 2017/11/5).

27 Commerce (Cartels and Other Matters) Amendment Act 2017, Public Act 2017 No 
40, available at file:///C:/Users/admini/Downloads/Commerce%20Cartels%20and%20
Other%20Matters%20Amendment%20Act%202017.pdf (last visit 201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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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但以包含該條款之契約、安排或諒解於成立時，有本條第(3)項規定之情形
者為限。(2)第30條第(a)款之規定，不適用於有決定價格或類似效果之卡特爾
條款之當事人，但以該條款生效時，有本條第(3)項規定之情形者為限。(3)本
項之情形為：(a)包含該卡特爾條款之契約、安排或諒解，其該當事人及所有其
他當事人，均為彼此合作以提供國際海運服務者；且(b)其合作對海上運送之貨
物之所有人或發貨人，有提昇對其提供之服務之作用；且(c)該條款涉及該當事
人與一位或一位以上之契約、安排或諒解之當事人間，關於一船舶上空間之交

換、出售、租用或租賃期（含轉租）；且(d)其交換、出售、租用或租賃期（含
轉租），係為共同合作而實施。(4)第(3)項第(a)款所稱之契約、安排或諒解之
當事人，不包括純因適用第30條第B項第(a)款，而為當事人之人。」
（二）日本

日本的國際貨物貿易，其進出口貨物的99.7%都是透過海運運送，故海運
乃是日本經濟的命脈及重要支柱。日本的競爭法主要為「關於禁止私的獨占及

確保公平交易之法律」(私的独占の禁止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昭

和22年法律第54號碼，以下簡稱獨占禁止法）
28
，依第1條規定，其目的在「法

禁止私的獨占、不當交易限制及不公平交易方法，防止事業支配力量之過度集

中，排除由協定等聯合對生產、銷售、價格、技術及其他事業活動之不當限

制，促進公平且自由之競爭，以發揮事業之創意及商業之繁榮，進而提高就業

及國民實質所得水準，並確保消費者利益，達成整體經濟健全發展」。本法對

於海運業者，並無特別的明文規定。

日本於1949年通過海上運送法（昭和24年法律第187號）29
，第1條規定其

目的在通過海運業之適正合理運營，保護海運用者的利益，促進海運業的健全

發展，增進公共福祉。海上運送法第28條就競爭法之豁免，規定依第29條第1
項獲得許可之第1款至第3款之行為，第29之2條第1項通知之第4款之行為，即
海運業者間關於營運之協議，除其使用不公平交易方法、特定交易範圍內之競

爭被實質限制，而不當害及使用者之利益，或依第29之3條第4項(含第29之4條

28 私的独占の禁止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昭和22年法律第54号），條
文在http://www.jftc.go.jp/dk/guideline/lawdk.html (last visit 2017/11/5)；條文中譯本，
請參閱https://www.ftc.gov.tw/upload/f2485016-391d-42dd-99f6-8018665050ed.pdf (last 
visit 2017/11/5).

29 海上運送法（昭和24年法律第187号），條文在http://elaws.e-gov.go.jp/search/
elawsSearch/elaws_search/lsg0500/detail?lawId=324AC0000000187&openerCode=1 (last 
visit 201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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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之情形)為公示一個月以後者外，不適用《獨占禁止法》之規定。
依海上運送法第29條規定，海運業者之海運同盟等運費協議，如於訂定或

變更前聲請國土交通大臣認可，即可豁免適用於《獨占禁止法》，但其協議之

內容應符合下列條件：1.不得不當害及利用者之利益，2.無不當之差別待遇，
3.對加入及退出無不當之限制，4.依協議之目的僅為必要最小限度之協議。依
第29之2條規定，海運業者應將其協議之內容，事先向國土交通大臣報告，國
土交通大臣如認其內容不符合上述條件，得命其變更或禁止其行為。此等設計

之理由，乃是相關協議在國際海運界乃行之有年之習慣，且許多國家亦有豁免

適用競爭法的類似規定，而依本法豁免《獨占禁止法》適用者，包含海運之定

期航運服務及不定期航運服務，如海運同盟如依法事先報告，即可豁免《獨占

禁止法》之適用，航運組合（Consortium）及策略聯盟（Alliance）之協議未必
為卡特爾協議，但即使是關於運費、市場占有率或供應限制之協議，如依法事

先報告，亦可豁免。
30

海上運送法1999年修正時，增訂關於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就此等競爭法事
項，與國土交通大臣之協調與監督機制。

31
海上運送法第29之4條規定，國土

交通大臣受理報告而依法為相關處分時，應即通知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

交易委員會認為報告之行為違法時，亦得請求國土交通大臣予以處分，即命其

更正或禁止該行為。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請求應於公報公示之。依第28條但書規
定，國土交通大臣未於公示後1個月內為處分者，業者報告之協議，即應適用
《獨占禁止法》之規定，而不得豁免。

日本《海上運送法》自1949年立法時，即設有海運業者得豁免競爭法之制
度，此一制度歷經1999年、2006年、2010年的檢討，在2016年2月公平交易委
員會提出檢討報告，認為對於海運業者的豁免，已無必要

32
，但國土交通省在

同年6月14日宣佈，鑒於世界單一市場之國際競爭相當激烈、巨額投資需要業
30 Competition Issues in Liner Shipping（Japan ）, p. 4, available at http://www.

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ote=DAF/COMP/WP2/
WD(2015)5&docLanguage=En (last visit 2017/11/5).

31 Competition Issues in Liner Shipping（Japan ）, p. 5, available at http://www.
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ote=DAF/COMP/WP2/
WD(2015)5&docLanguage=En (last visit 2017/11/5).

32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Review of the System for Exemption from the 
Antimonopoly Act for International Ocean Shipping”, February 2016, p. 48, available at 
https://www.jftc.go.jp/en/pressreleases/yearly-2016/February/160204.files/160331.pdf (last 
visit 201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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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間之攜手合作等因素，除運費同盟未來將以登記制度予以管理外，該制度仍

將予以維持。
33

（三）聯合國UNCTAD公約及其他國家
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 (UNCTAD)為規範國際海運同盟，於1974年

通過海運同盟之行為法典公約（Convention on Code of Conduct for Liner 
Conferences）34

，其背景是開發中國家擔心其運送業者受限制，而不能參加封

閉式之海運同盟，故要求應制定全球一致的同盟行為規則，以滿足開發中國

家航運業者推動其對外貿易的特殊需要。本法典的主要規定，包含掛船旗之

運送業者，得參與其運營相關航線之海運同盟，掛船旗之運送業者，對於其

相互貿易之貨物載運，享有分享之權利，以及非強制性質爭端解決機制，且

在運送人與託運人之間，就特定事項建立諮詢機制（consultation machinery）
等。美國並未批准聯合國此項法典公約，歐洲共同體一開始即以該法典公約

係以國籍為基礎，構成歧視，且其關於價格築底固定之規定，違反歐洲共同

體條約為理由，予以反對。不過，歐洲共同體各會員國依據其布魯塞爾包裹 
（Brussels Package）35

，得以個別會員國之地位，在若干保留下，批准該聯合

國法典，該法典因此在1983年生效36
。

最近亞洲國家的相關法制，也有幾個值得關注的發展。例如新加坡競爭

委員會在2015年5月5日建議該國工商部核給海運業者享有5年競爭法整批豁
免

37
，馬來西亞競爭委員會在2017年6月21日核定海運業者享有2年競爭法整批

33 「外航海運に係る独占禁止法適用除外制度に関する再検討の結果について」，

available at http://www.mlit.go.jp/common/001134448.pdf (last visit 2017/11/5)；其結

論與日本海事中心同日發佈的報告相同，參閱：公益財団法人 日本海事センタ

ー ，「外航海運に係る独占禁止法適用除外制度に関する」（海運経済問題委員

会報告書），available at http://www.jpmac.or.jp/information/pdf/514_3.pdf (last visit 
2017/11/5).

34 “Convention on a Code of Conduct for Liner Conferences,”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F PLENIPOTENTIARIES ON A CODE OF CONDUCT FOR LINER 
CONFERENCES, Volume II, p. 4, available at 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
tdcode13add.1_en.pdf (last visit 2017/10/27).

35 Council Regulation 954/79, OJ L 121, 17.05.1979 p. 1.  
36 该法典之生效，依规定应有代表1974年世界贸易總额25%以上之国家批准该法典。
37 “CCS Consults on Proposed Recommendation to Extend Block Exemption Order for 

Liner Shipping Agreements”, available at
https://www.ccs.gov.sg/media-and-publications/media-releases/ccs-consults-on-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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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
38
，香港競爭委員會在2017年8月8日核定海運業者享有5年競爭法整批豁

免。
39

四、我國法制之檢討與建議

（一）法制現況

我國四周環海，進出口貨物有90%以上是仰賴海運，但關於海運產業，我
國公平交易法對其並無規定。民國70年制定的航業法，在102 年1 月 30 日修正
的第3條名詞定義中，特別規定「十、國際聯營組織：指船舶運送業間，就其
國際航線之經營，協商運費、票價、運量、租傭艙位或其他與該航線經營有關

事項之國際常設組織或非常設之聯盟。」「十一、國際航運協議：指國際聯營

組織為規範營運者間之相互關係、運送作業、收費、聯運及配貨等事項而訂

立之約定。」對於國際聯營組織的定義，立法理由並指出，「國際聯營組織

之多樣化發展趨勢，「海運聯營」簽署之型態有以正式協議，並設有秘書處處

理日常事務者，亦有以協會、論壇取代海運同盟之名稱者，其中又以「運能

或運價穩定同盟」（capacity/ rate stabilization） 「討論或對話協議」（talking 
agreement） 、「航運組合」（consortia） 或「策略及全球聯盟」（strategic/ 
global alliance） 為最主要的類型」，此一問題的規制，其本質無疑乃是競爭法
的規定。

關於具體管理措施，航業法第二章「船舶運送業之管理」第三節「國際聯

營組織及國際航運協議」設有2條條文。第34 條規定：「船舶運送業在中華民
國經營業務者，參加或設立國際聯營組織，應檢附組織章程、聯營作業計畫及

相關檔，申請航政機關核轉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認可。聯營組織變更或解散

時，亦同。」「國際聯營組織以協商運費、票價為其聯營協定內容者，其會員

公司之運價表，應由該組織授權之會員公司代為申請航政機關備查。」「第22
條規定，於國際聯營組織準用之。」第 35 條規定：「船舶運送業在中華民國

recommendation-to-extend-beo-for-liner-shipping-agreements (last visit 2017/11/5).
38 “MyCC GRANTS CONDITIONAL BLOCK EXEMPTION IN RESPECT OF LINER 

SHIPPING AGREEMENTS FOR ANOTHER TWO YEARS”, available at
http://www.mycc.gov.my/sites/default/files/media-releases/MyCC%20GRANTS%20
CONDITIONAL%20BLOCK%20EXEMPTION.pdf (last visit 2017/11/5).

39 “COMPETITION (BLOCK EXEMPTION FOR VESSEL SHARING AGREEMENTS) 
ORDER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compcomm.hk/en/enforcement/registers/block_exemption/files/Block_
Exemption_Order_and_Guidance_Note_final.pdf (last visit 201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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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業務，有簽訂國際航運協議者，應將國際航運協議之名稱、內容及會員名

錄，申請航政機關核轉主管機關認可。國際航運協議變更時，亦同。」「國際

航運協議以協商運費、票價為其內容者，其運價表應由前項協議簽訂者之一代

為申請航政機關備查。」「前項運價表應容許船舶運送業自由決定其運費、票

價。」

由上述規定可知，在我國經營業務的船舶運送業者，其國際聯營組織應

「申請航政機關核轉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認可」(第34條第1項)，國際航運協
議則應「申請航政機關核轉主管機關認可」(第35條第1項)。民國102年1月30 
日的修正理由指出，「有關機關」是指公平交易委員會，相對於前此之未經該

會予以認可
40
，此後該會即應依公平交易法予以實質審查，就此一部分而言，

似已未再給予業者不適用競爭法之地位。惟迄今尚無正式申請認可之案件。
41

至於運價表，則應申請航政機關備查(第34條第2項、第35條第2項)。國際聯營
組織準用第 22 條的結果，是「國際聯營組織經營固定航線之客、貨運價表，
應報請航政機關備查，並以電信網路、新聞紙或雜誌等公開方式公開其運價資

訊；經營固定客運航線者，應另於營業處所公開其運價資訊。」「前項運價

表，航政機關認為有不合理或不利於國家進出口貿易或航業發展者，得令業者

限期修正，必要時得暫停全部或一部之實施。」

航業法有關個案性的海運服務，亦設有競爭法性質之規定。第 17 條規
定：「為發展國家整體經濟，有關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口物資器材，由

主管機關認可之專責機構規劃推薦適宜之船舶運送業，以合理價格及符合公開

公平競爭原則，提供海運服務相關事宜。」「前項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

口物資器材之品名、適用之採購條件與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專責機構之

40 舊法第 39 條規定：「加入為國際聯營組織會員之中華民國及外國籍船舶運送業，
在中華民國有營業行為者，應將其所參加國際聯營組織之名稱、聯營協定內容及會
員名錄報請當地航政機關轉請交通部備查。聯營組織變更或解散時，亦同。」「前
項國際聯營組織，以協商運費、票價為其聯營協定內容者，其會員公司之運價表，
得由國際聯營組織代為申報。」「未依第一項規定辦理者，航政機關於必要時，得
暫停該船舶運送業全部或部分運價表之實施。」

41 2014年世界前三大海運業者Maersk Line, Mediterranean Shipping Company 及 CMA 
CGM，原有意組成P3聯盟，並前來詢問，但因中國大陸對該案持反對態度，乃未
正式提出申請。請參閱我國2015年提交給OECD的報告：Competition Issues in Liner 
Shipping（Chinese Taipei）, p. 5,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ote=DAF/COMP/
WP2/WD(2015)2&docLanguage=En (last visit 201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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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推薦之程序及管理等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在

公平交易委員會106年9月6日公聯字第 106002 號許可決定書中42
，其許可理由

指出：航業法第17條第2項授權交通部訂定「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口物
資器材海運運送作業辦法」（下稱運送辦法）之總說明揭示，由專責機構規劃

推薦適宜之船舶運送業，承運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口物資器材，係基於

國家整體經濟發展之需要，建立適當規模之國輪船隊，並顧及戰時國家軍事物

資運送等目的。中華民國海運聯營總處(下稱海聯總處)係經交通部同意認可為
運送辦法第 7 條所稱之專責機構。依照本案聯合行為之內容，海聯總處在確認
申請人有承運之意願後，依照申請人之「運能」（即其擁有國輪之載重噸數）

計算其國輪權重，嗣依國輪權重決定各批次申請人之承運比例，再向採購機關

推薦，是申請人所可承載之比例，係按所擁有國輪權重計算，為獲得更多的承

運機會，必須增加運能，因此可增加整體國輪船隊之規模，達到發展我國海運

事業之產業政策。另因各申請人承載之運量並非依照價格機制分配，可以避免

貨源集中在少數國輪業者手中，故可維持國輪業者的家數，而有助於戰時物資

運送之風險分散及有益國家安全。因本案聯合行為之實施可促進發展國輪船隊

規模及戰時國家軍事物資運送，有利於產業政策及國家安全，具有公共利益。

再者，本案聯合行為之實施，申請人得以聯合提供船期與艙位，將可彈性調

度船舶因應海運市場可能之失調現象，穩定所需貨源，有助於提供更穩定之運

能、減低運價波動等經濟利益，且該經濟利益可由交易相對人（政府機關及公

營事業）及社會大眾（納稅義務人）合理分享，亦具有整體經濟利益。

（二）檢討與建議

由於國際海運的產業性質特殊，早期各國都給予豁免競爭法的地位，但隨

著時代、技術及市場條件變遷，以及各國競爭法發展成熟及消費者意識抬頭，

此種豁免必然受到關注及不同程度的檢討。美國海上運送法的改革，是在傳

統制度上增加促進市場競爭的元素，並明定禁止若干限制競爭的行為，歐盟則

是藉著2002年OECD的報告，採取霹靂手段，一舉廢止原有關於整批豁免的規
定，日本則是維持整批豁免，但藉由增訂具體規定，限制適用範圍的方式。新

加坡、香港、馬來西亞未採取概括整批豁免，而是經申請後得核給定期豁免的

方式，雖適用競爭法，但得定期申請許可聯合行為的制度，似係介於二者之

42 公平交易委員會1 0 6年9月6日公聯字第 106002 號許可決定書，頁4-5，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tw/uploadDecision/e862738f-79b0-44f2-af98-b7ec62964e7a.pdf (last 
visit 201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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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以改革後的規定形式而言，有不少是從海運法規，移到競爭法法典並予以

修正者，但也有以航運相關法規規定特別的競爭法的規定者。以實質的內容而

言，對於海運產業適用競爭法的抗拒，不同國家的法制之間仍有強弱之別，但

逐漸適用競爭法的一般規定，乃是很明顯的共同趨勢。

我國就船舶運送業之競爭法事項，特別是國際聯營組織及國際航運協議，

規定於航業法之中，與目前各國規定的趨勢，並無太大出入。民國102年修正
該法，確立公平交易委員會成為部分競爭法事項的主管機關，在未排除公平交

易法適用的情形下，此一部分實際上已經回歸公平交易法的審查基準。目前

「運價表」仍由航政機關主管，就其競爭法之面向，似仍應由公平交易委員會

主管，較為妥適。就已由公平交易委員會主管及審查之部分，未來該會無論是

直接適用該法之規定，或依該法第 46 條「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優先適用本
法之規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且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者，不在此限。」之規

定，而適用航業法之特別規定，均不致發生問題。

相對於一般海運國家之定期調查研究海運市場及法律對策，我國政策在此

方面之研究稍有不足之嫌，我國業者也未予以重視，均有改進之必要。就公平

交易委員會之執法而言，如對於修法之前被認定為不適用公平交易法，或已

依航業法予以許可或備查之行為，建議應依公平交易法重新予以檢視，如發現

有問題，建議以類似OECD檢討報告之方式，斟酌各方之意見及當前國際立法
潮流，先提出原則及警示，再訂定具體審查或判斷原則，採取漸進方式調整法

制，避免執法標準陷入空洞或含混之缺失。

肆、定期航運產業之競爭規範議題

在航運產業的競爭議題基本上是由經濟層面出發之爭議議題：航運產業具

有規模經濟的特質？航運產業本質上就是寡占產業？航運產業的買方具有購買

力優勢？1986年EU在航運產業確立集體豁免的法制是基於海運同盟對產業有
穩定性的效果，並可以保證航商可靠的服務品質，得以提供有效率的定期航運

服務。2006年EU研議廢除集體豁免則提出無法證明海運同盟對產業有穩定性
的效果，無法提出驗證海運同盟可以保證航商可靠的服務品質；並提出應該採

取進一步方案廢除極有可能造成價格壟斷的集體豁免。

策略聯盟是否變身成為財團壟斷利益則為另一個考量，廢除集體豁免條款

之後，策略聯盟的各種型態應運而生：對船舶共用協議（VSA）、自願討論協
議（VDA）等，各國競爭主管機關對不同型態的策略聯盟則採取不同的處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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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各國產業發展、「經濟效率」則各為其不同的評估準則。

一、競爭法豁免待遇的其他方案：VSA、VDA與TSA
當集體豁免待遇在各國都受到檢視及廢除後，規範強硬的海運同盟開始被

檢討；航運產業本身又有其經濟效率、規模經濟、乃至產業發展的考量，各種

海運聯營、策略聯盟的型態應運而生，也逐漸衍生出船舶共用協議（VSA）
與自願討論協議（VDA）等組織，並介紹太平洋上重要的自願討論協議
（TSA）。
（一）船舶共用協議（Vessel Sharing Agreement，VSA）
各航運公司之間通過船舶分配協議達成一致意見，同意使用指定數量的船

隻沿指定路線運行定期航運服務，是航運公司最常用於履行聯合定期航運服務

的協議。協議成員就一條或多條航線，討論船舶的營運安排，包括船舶服務的

協調或聯合經營，以及船舶艙位的互換或互租，目的是提高運營效率和經濟效

益，使航運公司能夠通過定期航運服務的聯合合作和協調為客戶提供更好的服

務。

因應金融海嘯、市場供需失衡導致長期過剩運力等原因，再加上船舶大型

化的趨勢，很少有公司能單獨負擔大型船舶的營運成本，透過船舶共用協議可

以使航運公司匯集資源，共同部屬航線，以確保各航運公司能節約成本，有最

佳的產能利用率，在減少額外對船舶投資的同時，也能增加服務的選擇和船舶

的停靠次數。

簡單的船舶共用協議用於特定的航線，可能單就船舶艙位的互換或互租進

行協議，針對該航線具體地制定條款和條件；而策略聯盟（Strategic Alliance）
就是一種較完整船舶共用協議，更具全球性，在相同的條件下，包括許多不同

的航線。根據航運公司在共同服務總容量中個人份額的計算，每個協議成員

在聯合服務中包括的所有船舶（無論是在自己的船隻或其合作夥伴的船隻上）

分配相應的承載能力（艙位數或重量），並且不能將艙位分享給協議以外的成

員。

船舶共用協議不包括運費的固定，各航運公司分別向客戶簽訂合約，發行

各自的提單，運送各自的貨櫃，在岸上使用各自的倉庫設備，此外，每個航運

公司負責自己的船舶運營管理以及其船舶在聯合服務中的相應費用，例如：船

舶成本、汽油、港口費用、運河費用、代理費等。船舶共用協議通常也會記載

相關的責任，包括援救、保險和法律執行等事項的規範。船舶共用協議有時候

不僅止於海上的運輸，涵蓋的範圍更廣，例如：內陸倉庫、與陸運運輸業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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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等，但有些國家的法律有明確規範船舶共用協議不可涵蓋內陸運輸。

根據Drewry（2015）的研究指出「目前，100%的亞洲與北歐間的貨櫃運
力、93%的亞洲與北美間的貨櫃運力均加入了某些形式的船舶共用協議」43

，

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的航運公司都會透過船舶共用協議提升本身的營運。

圖 4-1 亞歐航線VSA承運人和非VSA承運人運力占比
資料來源：Drewry（2015）海事研究，使用每年1月份的資料

船舶共用協議會為港口帶來更多的運量，然而，因為大型聯盟的誕生，聯

盟在規劃航線時面臨停靠港口的選擇，對於港口的衝擊影響甚大，對大型港口

而言可以增加吞吐量，對小型的港口而言可能會因為無法停靠超大型船舶，失

去爭取航運公司停靠的競爭力。船舶共用協議會增加與港口談判的籌碼，但並

不是在每一個國家都可以聯合談判，很可能會牴觸法律，因此船舶共用協議的

成員最好個別與港口談判，避免引起不公平競爭的問題。

43 參見Drewry（2015）《支援亞洲高效班輪航運服務的合作框架－一份關於班輪
航運競爭法豁免的影響的研究》(Co-operative Structures that Support Efficient Liner 
Shipping Services in Asia－A Study of the Impacts of Liner Shipping Competition Law 
Exemptions) 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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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泛太平洋航線VSA承運人和非VSA承運人運力占比
資料來源：Drewry（2015）研究使用每年1月份的資料

（二）自願討論協議（Voluntary Discussion Agreement，VDA）
自願討論協議是航運公司之間簽訂的協議，就一條或多條航線，成員之間

彼此交換、討論宏觀的經濟指標，促進聯合的市場研究調查，為航運公司提供

了建議的服務合約談判運費費率，航運公司再依照實際的情況做出決定，使得

航運公司能做出更好的市場決策，自願討論協議本身不會與客戶簽訂合約，不

會與客戶接觸。

和海運同盟最大的差別在於，自願討論協議是採用指導的方式，對參加的

成員沒有約束力，成員與客戶簽訂的合約皆為保密的，不受協議的其他成員監

管，其他成員無法得知指導方針是否有被遵守，也無法得知各成員單個服務合

約的運費費率與條約。

航運公司認為這些協議為市場的價格提供了穩定性、透明度和可預測性，

提高服務的質量和效率，面對供需不對等的狀態時，可以避免運價的波動，

2012年的《美國聯邦海事委員會研究》44 中提到「廢除豁免權對費率穩定度
的影響，似乎是提高了波動幅度—此結果顯示，自願討論協議對特定區域來

44 美國聯邦海事委員會貿易分析局報告《歐盟競爭法對班輪公會協議的豁免在2008 
年被廢除後的研究》（Bureau of Trade Analysis. Study of the 2008 Repeal of the Liner 
Conference Exemption from European Union Competition Law.）



國際定期海運市場結構、營運模式及競爭規範研究 163

說（或至少對遠東區域來說）可能有部分抑制費率波動的效果」
45
， Drewry

（2015）的研究46 也針對對亞歐市場（沒有自願討論協議）和泛太平洋市場
（有自願討論協議）進行討論，比較2008年至2014年的數據，透過中國集裝箱
運價指數觀察運價的變化，得到「亞歐航線運費費率的波動遠比泛太平洋航線

劇烈」的結論。然而，針對同一事件根據同樣的數據之分析，香港競爭事務委

員會則認為「資料並沒有證明歐盟公會協議集體豁免規例被廢除一事，與其所

稱歐盟航線運費波幅較大的情況，有著因果關係，故無法說明自願討論協議直

接有助運費穩定，或減少運費波幅。」
47

除此之外，自願討論協議被認為會減少市場的自由競爭，除了價格的討

論，對手之間交換敏感訊息也可能為他們提供了串通的基礎，歐盟執委會在

《有關海上運輸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1 條的指南》48 中指出「法院判決認為，如
果存在一個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市場透明性可能將導致供應商之間的競爭變得

更為激烈」，並且認為「如果競爭者之間的討論產生的壓力導致經營者決策自

主性降低，即便市場集中度不高，資訊交換系統也可能違反競爭規定」
49
。在

OECD（2002）的報告中，引起對它們對行業競爭條件的影響的關切，並建議
刪除給予這些協議的豁免，許多自願討論協議迫於壓力紛紛中止計畫。

（三） 跨太平洋航線穩定協議組織（Transpacific Stabilization Agreement，TSA）
跨太平洋航線穩定協議組織是一個自願討論協議（VDA），作為海洋貨

櫃航運線研究和討論的論壇，在亞洲與美國之間，為雙向跨太平洋貿易服務。

TSA的成員根據美國和亞洲各國政府適用的法律授權：
● 提供並交流市場訊息，共同開展市場調研。

● 作為海運公司的利益代表，與各國政府監管機關和指定托運機構交涉。

● 制定自願、非約束性的費率和收費準則。

● 討論成員可以管理成本和提高效率的方法。

45 美國聯邦海事委員會研究，第7章，頁219。
46 參見Drewry（2015）《支援亞洲高效班輪航運服務的合作框架－一份關於班輪航運
競爭法豁免的影響的研究》頁39-41。

47 參見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根據《競爭條例》第 15 就若干定期班輪協議提出的集
體豁免命令申請－建議就船舶共用協議發出集體豁免命令－初步意見陳述書》，頁
32。

48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maritime transport services (1 
July 2008)。

49 參見《有關海上運輸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1 條的指南》中第4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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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相關文件、訊息系統開發和其他為公共利益而開展的活動制定常規服

務條款和標準，同樣是自願、非約束力性的。

TSA成立於1989年，由16家航運公司所組成，目前現有成員包括：馬士
基航運、地中海航運、達非輪船、美國總統輪船

50
、中遠海運、赫伯羅特、

長榮海運、現代商船、東方海外、陽明海運；6家退出：韓進海運（為破產保
護於2016年11月退出）、中國海運（2016年2月與中國遠洋合併）、商船三井
（2008年11月退出）、川崎汽船（2016年8月退出）、日本郵船（2016年11月
退出）、以星航運（2016年12月退出）。
初期，TSA有較僵硬的定價機制，是具有約束性的協議，規定成員皆須遵

守，隨著市場及各國法律政策的變化，TSA也改變機制，訂定自願性指引，讓
成員自行決定是否遵守討論的條款和標準。

TSA成員就共同、推薦的定價和服務目標，進行貿易市場環境的討論與研
究，對亞洲－美國貨運市場進行調查分析，包括廣泛的經濟指標（GDP增長、
製造業和零售庫存水平、批發價格、零售銷售、消費者信心和支出、匯率、貿

易和製造業投資模式等）、下一年度船舶與貨物之間的供需關係等，除了基本

運費之外，TSA還評估了附加費用。通過政策指導方針（服務的條款和價格）
需要全員一致的投票，但是最後由成員針對各條航線及客戶單獨談判，自行決

定是否在其保密服務合約談判中完全、部分或完全不依照指導方針實施。

二、各國競爭法豁免待遇之競爭規範

國際航運公司間原有之海運同盟（Shipping Conference），允許會員與
競爭者討論費率。歐盟理事會（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第
1419/2006號規則（Regulation 1419/2006）於2006年10月18日通過。該規則給予
歐盟會員國之定期航商兩年的緩衝期結束「海運同盟」（Liner Conferences）
的作法，訂於2008年10月18日生效，並撤銷先前定期航商所享有的集體豁免
（block exemption)待遇，此後任何議價行為都涉及聯合壟斷。前第三章已詳述
比較各國競爭規範法制之演變，本節則比較各國對定期航運之競爭規範處理實

務上的適用差異。

（一）歐盟

歐盟最早的反壟斷豁免法律是1986年通過的《歐洲共同體理事會第
4056/86 號條例》，給予海運同盟整體或免，然而，2006年9月歐盟理事會通
50 達飛輪船於2016年收購美國總統輪船，但仍保留美國總統輪船的品牌，同時保留了
美國總統輪船的新加坡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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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1419/2006號條例》，廢止賦予海運同盟反壟斷豁免的《4056/86號條
例》，給予2年的緩衝期，最終於2008年正式廢除，從此海運同盟在歐盟走入
歷史。另外，自1995年起，歐盟賦予聯營組織（Consortia）整體豁免的權利，
2014年，給予聯營組織整體豁免的《906/2009號條例》51

，歐盟執委會將其豁

免期限延展至2020年4月。
（二）美國

在美國方面，《1916年航運法》制定了最早的反壟斷豁免制度，其目的是
為了防止海運市場的惡性競爭，與歐盟相比，美國更有平衡航運承運者與貨主

雙方權利的特點。只要符合法律規定範圍的航運協議或航運行為
52 就可以向聯

邦海事執委會（以下簡稱海委會）申請反壟斷豁免，海委會則依據其固定運費

價格及其他統一行動的行為對市場做可能影響的分析，決定是否賦予豁免。在

賦予反壟斷豁免之後，海委會仍有權對航運協議或航運行為進行審查，如果其

行為造成市場限制競爭，損害航運利益，導致運輸服務的不合理減少或運輸成

本的不合理增加等負面影響，則可以請求禁止令，限制其反壟斷豁免的權利。

美國透過《航運法案1984》及《航運改革法案1998》給予海運聯營組織的集體
豁免，不受競爭法的管束。這些法律允許海運同盟的存在，但是相關協議必須

允許成員與客戶簽訂保密的個別服務合約。

（三）日本

《禁止私營壟斷和公平貿易保障法》
53 （簡稱AMA）為日本促進市場交

51 OJ L 256, 29.9.2009，2009年9月28日，關於適用條約第81（3）條的委員會條例
（EC）第906/2009號條例對定期航運公司（聯盟）之間的某些類別協議、決定和協
調做法（與歐洲經濟區相關的文本）。

52 《1984年航運法》《1998年航運改革法》中有關符合法律規定範圍的航運協議或航

運行為：

（1）討論、固定或規範運輸費率，包括透過費率、艙位租用和其他服務條件；

（2）匯集或分配運量、收入、利潤，或者損失；

（3）分配港口或限制或者另外調整港口航班的數量和性質；

（4）限制或者調整貨物或者客運的數量或者性質;
（5）�相互之間，或者與一個或者多個海運碼頭經營者或者無船承運業務經營者，

進行排他性、優惠的或者合作的工作安排;
（6）控制、規範或者防止國際海運競爭; 或
（7）討論並同意有關服務合約的任何事宜。

《1984年航運法》《1998年航運改革法》中符合豁免條件之條文記載於section 4-7，
詳見http://www.shippers.com/Shipping_Act.asp （2017/11/1）。
53 私的独占の禁止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昭和二十二年(1947)法律第五

十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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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平等、自由競爭的法律，日本國際海運的AMA豁免制度是基於《海上運送
法》

54 所建立，《海上運送法》第28條第4號規定：「在本國港與非本國港之
間的航路上，船舶運輸業者與其他船舶運輸業者之間與運費、收費、運送條

件、航路、配船以及裝卸貨等包含相關事項內容的協議、締結之契約或共同行

為」，其豁免的船舶協議包括運費同盟、航運路線穩定協議與策略聯盟等。申

請批准的協議內容須符合以下規定：(1)沒有不正當的危害使用者的利益；(2)
沒有不公正的歧視；(3)沒有不當的限制加入及退出；(4)根據協議的目的，這
是最低限度的必要條件。

自1949建立以來，在1999年、2006年、2010年及2015年進行了4次的豁免
制度審查，第四次審查的判斷依據為：(1)外國反壟斷豁免制度的法律參數；
(2)為客戶培養商業價值；(3)對整個日本經濟的影響。

2016年，第四次審查結果出爐，日本交通部（MLIT）決定國際海運的
AMA豁免制度維持現狀，其理由為：(1)世界單一市場正在進行激烈的國際競
爭；(2)服務供給量的調整不容易，容易陷入為供給過剩；(3)需要巨額投資與
其他公司進行合作的必要性非常高；(4)需要確保國際法律制度的一致性。不過
對於運費同盟的豁免將進行重新評估。

（四）新加坡

新加坡給予定期航運集體豁免的《競爭（定期航運協議集體豁免）命

令》
55 於2006年生效，集體豁免命令為期5年，並在2010年56 及2015年57 進行了

兩次豁免的延長，理由是它仍然具有保證。

依據《競爭（定期航運協議集體豁免）命令》所定義之定期航運協議為：

「兩艘或多艘提供定期航運服務的船舶運營公司之間的協議，據此雙方同意

在以下一項或多項條件下提供定期航運服務：（a）技術，業務或商業安排；
（b）價格；（c）報酬條件」，所指稱的定期航運服務包括作為運輸一部分的
貨物的內陸運輸，價格包括運費及與提供定期航運服務有關的任何費用，不論

54 海上運送法（昭和二四年(1949)法律第一八七号）。
55 Competition (Block Exemption for Liner Shipping Agreements) Order 2006 [G.N. No.S 

420/2006].
56 《競爭（定期航運協議集體豁免）（修訂）命令2010》Competition (Block 

Exemption for Liner Shipping Agreements) (Amendment) Order 2010 [G.N. No.S 
768/2010].

57 《競爭（定期航運協議集體豁免）（修訂）命令2015》Competition (Block 
Exemption for Liner Shipping Agreements) (Amendment) Order 2015 [G.N. No. S 
71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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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於提供定期航運服務而產生的，還是因為發生不確定性。

定期航運協議的集體豁免有以下的限制條件：

1. 協議各方不得超過市場的市場份額限制。在市場上持有不超過50％的總體市
場份額，不管是運載貨物的數量，或是在市場上運作的船舶的貨物總承載能

力。

2.協議允許定期航運經營者：
(1)在個人機密合同的基礎上提供自己的服務安排；
(2)在沒有財務或其他懲罰的情況下，就協議發出通知期限退出協議。

3.該協議不要求定期航運經營者進行以下任何活動：
(1)強制遵守運價表；
(2)向其他定期航運經營者或其他方面披露有關服務安排的機密信息。
（五）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競爭委員會（MyCC）於2014年透過《競爭（有關定期航運運
輸服務的船舶分享協議和自願討論協議的豁免）命令》

58 給予船舶共用協議
（VSA）及自願討論協議（VDA）3年的豁免期，行使《2010年競爭法》第8
（1）條59 賦予的權力。2017年7月7日，MyCC決議維持船舶共用協議（VSA）
及自願討論協議（VDA）兩項協議的豁免60

，為期兩年或直到MyCC取消豁免
為止。

船舶共用協議（VSA）為定期航運經營者之間的協議，其中協議各方僅
討論和商定有關提供班輪運輸服務的業務安排，包括船舶服務的協調或聯合經

營，以及艙位的互換或互租。

集體豁免應符合以下條件：

1. 只能用於在定期航運經營者之間分享船舶、聯合經營船舶服務，或艙位的互
換或互租；

2. 不得包括作為運輸一部分的貨物的內陸運輸，如物流提供者、貨運代理、倉
庫經營者、卡車司機、鐵路運輸商、碼頭外合作設施服務提供商、和離岸貨

58 Competition (Block Exemption for Vessel Sharing Agreements and Voluntary Discussion
Agreements in respect of Liner Shipping Services) Order 2014 [KPDN(BUU)26/5/71; 
PN(PU2)724].

59 Subsection 8(1) of the Competition Act 2010 [Act 712].
60 《競爭（有關定期航運運輸服務的船舶分享協議和自願討論協議的豁免）（修訂）
命令2017》Competition (Block Exemption for Vessel Sharing Agreements and Voluntary 
Discussion Agreements in respect of Liner Shipping Services) (Amendment) Order 2017 
[KPDNKK 600-1/2/30; PN(PU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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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和倉儲服務提供商提供的服務；

3.應在合理的期限內；
4.運輸使用者不得含有價格固定、價格推薦或運價表的任何要素；
5. 不得要求任何定期航運經營者向任何運輸使用者披露有關定期航運服務安排
的任何機密信息；

6. 應允許每名定期航運經營者簽訂任何機密合同，並對其定期航運服務提供任
何安排和定價。

自願討論協議（VDA）為定期航運經營者之間的協議，其中協議各方可
以交換和審查與市場數據、供需預測、國際貿易流量和行業趨勢相關的商業問

題，以及自願和不具約束力的指導方針。

集體豁免應符合以下條件：

1.只能用於分享與航運業有關的資料，對定期航運經營者不具約束力；
2. 不包括作為運輸一部分的貨物的內陸運輸，如物流提供者、貨運代理、倉庫
經營者、卡車司機、鐵路運輸商、碼頭外合作設施服務提供商、和離岸貨運

和倉儲服務提供商提供的服務；

3.應在合理的期限內；
4.運輸使用者不得含有價格固定、價格推薦或運價表的任何要素；
5.不得對任何偏離協議條款或退出協議的定期航運經營者施加任何處罰；
6. 應允許任何定期航運經營者在合理期限內向其他班輪經營人發出通知，退出
協議；

7. 不得要求任何定期航運經營者向任何運輸用戶披露有關定期航運服務安排的
任何機密信息；

8. 應允許每個定期航運經營者訂立任何機密合同，並提供定期航運服務的任何
安排和定價。

（六）香港

香港定期班輪協會於2015年12月向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HKCC）提出
集體豁免命令的申請，HKCC於2016年9月提出初步意見陳述書，根據《競爭
條例》第15（5）條「豁除協議（excluded agreement）61

」，對船舶共用協議

（VSA）與自願討論協議（VDA）進行「經濟效率豁除」的評估，最後於2017

61 指由附表1第1條（提升整體經濟效率的協議）豁除或因為該條而豁除於第一行為守
則的適用範圍之外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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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8日就定期航運業的船舶共用協議（VSA）發出集體豁免命令62
，為期5

年。

船舶共用協議（包括定期航運聯盟、艙位互換協議、聯合服務協議及聯

盟）是船運公司之間就一些經營上的安排而訂立的協議。豁免的前提為遵守下

列條件：

1.船舶共用協議的訂約方合共擁有的市場占有率不超過40%；
2.船舶共用協議並無認可或要求船運公司從事合謀行為；及
3. 船運公司有權在給予合理時間的通知後自由退出船舶共用協議，而無須承受
處罰。

（七）澳洲

澳洲的《競爭及消費者法案2010》第十部（Part X (ten) of the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Act 2010）給予定期航運集體豁免，如果會議協議被註冊，成員
將獲得部分和有條件的豁免：（1）第44ZZRF、44ZZRG、44ZZRJ和44ZZRK
（卡特爾行為）；（2）第45條（限制交易或影響競爭的合約等）；（3）第47
條（專屬交易）。會議協議指的是會議成員就提供或擬提供的國際定期航運服

務之間的協議，包括不同協議的協議。豁免適用於定期航運服務的範圍包括：

由海運貨物組成的服務部分、裝卸服務、在澳洲境外進行的活動、與定期航運

服務有關的提單的通用條款和條件及運輸費用（包括基本運費、附加費、退稅

和津貼）的固定。

澳洲在 2015 年檢討其競爭法63
，建議第十部分應予以廢除，改由澳洲競爭

及消費者委員（ACCC）授予集體豁免，其豁免應用於符合競爭力特徵最低標
準的定期航運協議，有資格獲得集體豁免的競爭力最低標準應由ACCC與托運
人、代理機構和定期航運業協商確定。澳洲政府的回應

64
為對此建議保持開放

的態度。

（八）紐西蘭

2017年8月14日，紐西蘭頒布《商務（卡特爾和其他事項）修正法

62 《2017年競爭事務（船舶共用協議集體豁免）命令》。
63 參見《競爭政策審查最終報告－建議書》中「第四項建議－定期航運業」
（“Recommendation 4－Liner shipping” in Competition Policy Review, Final Report－
Recommendations）。

64 參見《競爭政策評論政府回應》中「第四項建議－定期航運業」
（“Recommendation 4－Liner Shipping” in Competition Policy Review（Harper 
Review）, Government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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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65
，重新定義了什麼是卡特爾（壟斷組織），也特別定義國際定期航運

服務的例外情況，針對提供相互合作的定期航運業者，當他們進行以下活動時

享有卡特爾的豁免：（a）時間表的協調和港口電話的確定；（b）船上空間的
交換、出售、租用或租賃（包括轉租）；（c）匯集船舶經營網絡；（d）交換
貨櫃等設備；（e）響應國際定期航運服務供需波動的能力調整。

當有以下情況時，可以享有船上空間價格決定的豁免：（a）包含卡特爾
條款的契約、協議的人和所有其他各方正在相互合作提供國際定期航運服務；

（b）合作會改善向海上貨物的擁有人或托運人提供的服務；（c）該條款涉
及契約、協議中與一方或多方之間在船上交換、出售、租用或租賃（包括轉

租）；（d）交換、出售、租用或租賃（包括轉租）是為了合作目的而進行
的。

表4-1　比較各國VSA和VDA的豁免情形
國家 VSA VDA
美國 豁免 豁免

歐盟 豁免 X
日本 豁免 豁免

新加坡 豁免 豁免

馬來西亞 豁免 豁免

香港 豁免 X
澳洲 豁免 豁免

紐西蘭 豁免 X

三、建立航運產業的新模型

就未來航運產業的展望，海運同盟被禁止之後，各種不同型態的海運聯

營、策略聯盟應運而生，由歐盟的例子可得知，短期之內國際航運市場之市場

經營型態不會有太大的改變，也不會因此而改革成完全競爭市場。現今各航運

公司提供的服務幾乎無差異，再加上船舶大型化及近年航運市場需求低迷，對

定期航運市場所帶來供給過剩的衝擊，航運公司紛紛透過聯營、加入聯盟或

合併的方式改善經營。2012年之後，幾乎前20大航商均加入大型航運聯盟，
各航運聯盟的市占率持續增加，2017年4月新三大航運聯盟（2M、OCEAN 
Alliance、THE Alliance）開始運作，3個聯盟合計占全球貨櫃運輸市場近80％

65 Commerce (Cartels and Other Matters) Amendment Ac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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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輸能力；2016年以來，已有6起完成或進行中的結合案66
。

在運價方面，個別公司的運價可能下跌，或因應市場景氣呈現劇烈波動，

但更重要的是個別的或保密性的服務合約。在運費同盟系統廢除後，有些航運

交易可能還是有寡占行為的特質與風險，這些寡占行為所產生的問題是競爭法

主管機關需要格外留意的。

我國對於航運的聯合行為與豁免規定於《航業法》與《公平交易法》中。

2013年1月30日《航業法》修正公布，交通部對航運公司的聯合行為實施下列
規定：

(一) 申請許可：根據第34條第1項規定，欲參加或設立國際聯營組織之航運公
司，應檢附組織章程、聯營作業計畫及相關文件，申請航港局核轉交通部

會商公平會認可，此外，第35條第1項還規定，有簽訂國際航運協議者，應
將國際航運協議之名稱、內容及會員名錄，申請航港局核轉交通部認可。

(二) 備案制度：根據第34條第2項及第35條第2項規定，國際聯營組織以協商運
費、票價為其聯營協定內容者，其會員公司之運價表，應由該組織授權之

會員公司代為申請航政機關備查。

(三) 運作上的限制：根據第34條第3項、第22條規定，前項運價表，航政機關認
為有不合理或不利於國家進出口貿易或航業發展者，得令業者限期修正，

必要時得暫停全部或一部之實施。

(四) 參考國際公約：根據第60條規定，航業法未規定事項，涉及國際事務者，
主管機關得參照有關國際公約或協定及其附約所訂規則、辦法、標準、建

議或程式，採用發布施行。

根據《公平交易法》第15條定期航運航商得以就若干定期班輪協議提出聯
合行為例外許可的申請，定期航運航商若要依賴經濟效率豁免，並不須先由公

平會發出集體豁免命令，而是可以自行評估其行為在公平法第7條及第15條及
經濟效率豁免下的合法性，申請聯合行為例外許可。

我國在航運豁免的處理，只有海運聯營總處一案，海運聯營總處是臺灣航

運公司組成的聯合服務機構，成立於1984年，依據「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
進口物資器材海運運送作業辦法」採購之大宗物資及一般雜貨，申請聯合行為

的例外許可，因符合整體經濟利益，已分別於2008、2011、2014和2017年延長
許可。

66 參見：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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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OECD Roundtable 探討海運產業的競爭法問題，會中報告我國的
法制，依航業法34條規定欲參加或設立國際聯營組織之航運公司，應檢附組織
章程、聯營作業計畫及相關文件，申請航港局核轉交通部會商公平會認可。會

中OECD主席關心的是我國公平會已收到多少案件的申請及公平會的評估準則
為何，我的回答是公平會的評估準則主要根據是否產生限制競爭與增進整體經

濟利益來衡酌。由於衡酌費率及運價部分會經由我國交通部備查，是故公平

會衡酌其對市場之影響，是否因此造成市場競爭結構之失衡。除考量運價是否

有僵固性外，尚須併予審酌合約其他相關之合作內容(如共同派船、艙位互換
等，是否影響市場運作實務)，始得定論。再者，以競爭主管機關之立場，倘
該聯合例外許可之申請，參與者市場占有率甚高，不論其合作內容是否屬低度

合作情形，都可能造成非參與者難與其競爭或市場結構之失衡，因此在審酌聯

合行為例外許可應當更為嚴格審慎。不過至2015年為止，我國尚未有案件來申
請。

相對於一般海運國家之定期調查研究海運市場及法律對策，我國競爭政策

在航運產業之研究稍嫌不足，我國業者也未予以重視，均有改進之必要。或以

警示、或訂定航業處理原則，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皆未採取概括集體豁

免，而是經申請後得核給定期豁免的方式，得定期申請許可聯合行為的制度，

與我國法制較類似。在業者提出聯合行為例外許可的申請時，如何由法制面、

由產業發展面、由經濟量化指標，提出根據公平交易法的回應，此是公平會現

在面臨的挑戰。

在評估準則方面，在海運產業競爭影響評估的建立，對產業發展的影響，

甚至對相關產業的影響，亟待建立。尤其若申請案是以「經濟效率豁免」作為

訴求，如何證明經濟效率的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的不利益，這是評估

準則的要素之一。

伍、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研究計畫從產業面、法制面、實務面探討定期航運所面臨的競爭規範議

題。

從產業發展的觀點，對於定期海運航商而言，透過策略聯盟的合作，彼此

才能達到互利雙贏。貨櫃航運業如今由三大聯盟瓜分市場的新局面，已然引起

產業主管機關、競爭法主管機關與出口商關切，擔心航商間將共同議定運費水

準、任一航運聯盟涉嫌合謀定價或所提供的服務減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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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未來航運產業的展望，海運同盟被禁止之後，各種不同型態的海運聯

營、策略聯盟應運而生，由歐盟的例子可得知，短期之內國際航運市場之市場

經營型態不會有太大的改變，也不會因此而改革成完全競爭市場。在運價方

面，個別公司的運價可能下跌，或因應市場景氣呈現劇烈波動，但更重要的是

個別的或保密性的服務合約。在海運同盟系統廢除後，有些航運交易可能還是

有寡占行為的特質與風險，這些寡占行為所產生的問題是競爭法主管機關需要

格外留意的。

就法制面而言，由於國際海運的產業性質特殊，早期各國都給予豁免競爭

法的地位，但隨著時代、技術及市場條件變遷，以及各國競爭法發展成熟及消

費者意識抬頭，此種豁免必然受到關注及不同程度的檢討。美國海上運送法的

改革，是在傳統制度上增加促進市場競爭的元素，並明定禁止若干限制競爭的

行為，歐盟則是藉著2002年OECD的報告，採取霹靂手段，一舉廢止原有關於
整批豁免的規定，日本則是維持整批豁免，但藉由增訂具體規定，限制適用範

圍的方式。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未採取概括整批豁免，而是經申請後得核

給定期豁免的方式，雖適用競爭法，但得定期申請許可聯合行為的制度，似係

介於二者之間。以改革後的規定形式而言，有不少是從海運法規，移到競爭法

法典並予以修正者，但也有以航運相關法規規定特別的競爭法的規定者。以實

質的內容而言，對於海運產業適用競爭法的抗拒，不同國家的法制之間仍有強

弱之別，但逐漸適用競爭法的一般規定，乃是很明顯的共同趨勢。

根據《公平交易法》第15條定期航運航商得以就若干定期班輪協議提出聯
合行為例外許可的申請，定期航運航商若要依賴經濟效率豁免，並不須先由公

平會發出集體豁免命令，而是可以自行評估其行為在公平交易法第7條及第15
條及經濟效率豁免下的合法性，申請聯合行為例外許可。

在評估準則方面，在海運產業競爭影響評估的建立，對產業發展的影響，

甚至對相關產業的影響，亟待建立。尤其若申請案是以「經濟效率豁免」作為

訴求，如何證明經濟效率的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的不利益，這是評估

準則的重要層面。

相對於一般海運國家之定期調查研究海運市場及法律對策，我國競爭政策

在航運產業之研究稍嫌不足，我國業者也未予以重視，均有改進之必要。或以

警示、或訂定航業處理原則，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皆未採取概括整批豁

免，而是經申請後得核給定期豁免的方式，得定期申請許可聯合行為的制度，

與我國法制較類似。在航商業者提出聯合行為例外許可的申請時，如何由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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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由產業發展面、由經濟量化指標，提出根據公平交易法的回應，是公平會

必須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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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謝國廉（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教授）

首先，就國際定期海運市場而言，所謂的定期海運，除了少部分特殊的定

期海運型態，大多指的是「定期貨櫃輪海運」。其次，國際定期海運市場，係

一極為重要的航運市場。舉例來說，根據統計，在歐盟的對外航運中，海運

占50％，由於海運的成本遠比空運來得低，因此在歐盟，海運是一種相當重要
的貨物運送方式。然而，在歐盟，曾經出現過一種情況：就競爭法對於定期海

運的規範而言，景氣差時，主管機關被業界要求從寬執法，但到了景氣好的時

期，已經行之有年的從寬執法，反而造成了競爭秩序混亂而難以有效控管的情

況。由此可知，本篇所探討的議題，極具實務上的重要性。

以歐盟為例，在國際定期海運市場中，航商會組成「聯盟」，定期集會，

討論運費和航點(即目的地)，此外也曾出現航商新型態的資訊交換機制(new 
system for exchange of information)。根據歷史記載，早在1870年代，就已經出
現航商聯盟。之所以如此，係因航商載送貨物的成本極高，若定期航班無法滿

載貨物而有剩餘空間，將導致航商虧損的嚴重後果。因此，航商透過結盟，討

論費率和航線等事項，避免剩餘空間的浪費。

第三，國際定期海運市場中的航商聯盟，優、缺點兼而有之。結盟的優點

在於，定期航班的載貨空間，得以充分利用；航商得以共同保險或共同基金的

方式，分散國際海運業務的風險，確保即便在航商破產的情況下，航商本身、

收貨人和目的地卸貨商的權益，皆能得到保障。其缺點主要為航商集中化的問

題，而此一問題，近年來有日益嚴重的傾向。不過，一個較為嚴肅的問題是，

就競爭法的相關爭議而言，航商集中化的負面影響，實際上究竟為何？分析長

期以來的統計資料，歐盟尚無法確知是否會有具體的重大負面影響，此或許得

以解釋，為何歐盟目前針對航商結盟，仍保留了集體豁免(block exemption)的
制度。

第四，就美國的發展而言，其消除負面影響的方法，係透過對於海上運送

法制的修訂，其採行了秘密服務契約(confidential service contract)的制度，對於
定期航運服務加諸了保密的要求，去除了航商進行聯合行為的機會，要求不得

公布聯盟決議的關鍵內容，亦即運費與航點。因此，即便有航商聯盟召開的運

送會議(shipping conferences)，各個航商亦不能監控其他航商有無執行運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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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議。因此，各航商僅能獨立與客戶(貨主)訂立運送服務的契約。
最後，我國要採取歐盟式的規範方式，以競爭法規範國際定期海運市場，

抑或採取美國式的規範方式，透過海上運送法制之修正而實現管制的目標？本

人以為，無論採取那一種模式，規範標準的寬嚴必須清楚，且應以法律(包括
特別法在內)訂之，不宜以行政命令規範之。其理由在於，公平交易法制對於
定期海運市場的規範，乃是對於航商資金運用以及商業運作，進行較深入的控

管，以法律的方式規範，一方面較為嚴謹，另一方面，控管的寬嚴程度亦較為

明確。未來，無論景氣榮枯，主管機關無須為了因應航商於不同時期的請求，

而改變其執法的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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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下市場封鎖經濟效果研究*

―以搭售為中心

邱敬淵
** 
李素華

***

摘要

我們整理近年來經濟學界對於市場封鎖中「搭售」行為的理論發展，並以

簡單範例說明重要理論背後的經濟邏輯。我們先回顧芝加哥學派對於傳統「槓

桿理論」（leverage theory）的批評，亦即所謂的「單一獨占利潤」理論（single 
monopoly profit theory）；接者討論以賽局理論（game theory）為基礎的近期理
論。搭售可以使廠商在產品市場上定價更為積極、更願意削價競爭，進而阻卻

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Whinston, 1990）。這個承諾效果（commitment）可以進
一步延伸到研發階段，降低競爭者經由研發而進入市場的誘因（Choi, 2004）。
此外，受到微軟案以及微軟其他行為的啟發，經濟學家也發展出理論說明獨占

目　次
一、前言

二、搭售與廠商行為

三、單一獨占利潤理論

四、搭售的排除效果

　　(一)延伸獨占力量
　　(二)保護核心市場
　　(三)榨取對手利益
五、搭售與產品品質

六、結論

*  本文根據公平會106年度委託研究計劃「競爭法下市場封鎖經濟效果之研究」改
寫而成。關於市場封鎖之其他樣態，包括獨家交易、垂直結合、與垂直價格限制
等的經濟分析，請參閱研究報告。我們感謝張家馨、徐志翔、丘丞剛、許書豪、
宋雲揚以及王相傑等研究助理的協助。

**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   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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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可以藉由搭售來防止潛在競爭者進入核心市場（Choi and Stefanadis, 2001；
Carlton and Waldman, 2002）、保障未來的產品升級收益（Carlton and Waldman, 
2011）、或者從競爭對手汲取利益（Carlton, Gans, and Waldman, 2010）。我們
最後討論搭售對於促進經濟效率，尤其是提升產品品質的研究（Dana and Spier, 
2015）。
關鍵字：市場封鎖、搭售、槓桿理論、單一獨占利潤理論。

一、前言

以經濟理論模型分析市場封鎖（market foreclosure）行為，包括垂直限
制（vertical restraints）或排他行為（exclusionary practices），可追朔至芝加
哥學派的口述傳統（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oral tradition）1

。藉由簡單的市

場模型，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論證獨占廠商並無法、或者無動機
以獨家交易（exclusive dealing）或搭售（tying）等垂直限制達到限制競爭
（anticompetitive）的目的；反之，這些行為的往往可以促進經濟效率。因此，
過去美國法院早期對於這些行為的嚴厲處置反而對經濟活動的發展有害。芝加

哥學派的影響極為深遠：其奠基於數理模型的分析方式使得競爭理論扎根於經

濟分析之上，深刻改變了競爭法的思考模式與走向；其嚴謹而富於直覺的推論

改變了法學界對垂直限制與排他行為的認識以及法庭裁決，使得在今日的歐美

競爭法規範中，多數的行為不再受到過去的「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原則
管轄，而是以「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審視其經濟效果2

；並在方法論上

提醒我們，要正確地判斷這些行為的經濟效果，我們必須首先了解廠商採取行

為的誘因為何。

隨著新的分析工具的發展，近年來經濟學界與競爭法學界對於市場封鎖的

不同效果有更深入的探討與理解，而呈現出不同於之前主導競爭法思考的芝加

哥學派的看法，更對歐美競爭法實務帶來新一波的思維衝擊。尤其1980年代之
後賽局理論（game theory）逐漸應用於經濟學各個子領域，成為主要分析工具
之一。賽局理論所能處理的核心議題—策略性互動（strategic interactions）—
1 Whinston: “As a matter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this is a good example of the power of 

theoretical models：the Chicago School had models; their opponents had none.” Michael 
Whinston, LECTURES ON ANTITRUST ECONOMICS, p. 134 (2006).

2 在實務上，我國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5款禁止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為
交易條件，搭售屬於其中之一，而須就對整體市場競爭的影響做一綜合判斷。參
見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第17版，頁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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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業經濟學尤其得到廣泛應用。經濟學家以賽局理論為分析基礎，藉由更細

緻、深入地刻畫產業裡不同決策者之間的策略性互動，探討廠商採用各個行為

的原因（rationales）以及其競爭效果3
。一些重要研究的出現大大改變了競爭法

理論的面貌，也受到近年來數個重要競爭法案例的啟發，或者影響競爭主管機

關對於案件審酌的思維。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關注在廠商的「搭售」行為。在這個領域，芝加哥學

派提出「單一獨占利潤」理論（single monopoly profit theory）挑戰傳統的「槓
桿理論」（leverage theory），亦即獨占廠商會藉由搭售將市場力量延伸至其
他市場的論點；而新的經濟理論發展往往仍然在試著回應芝加哥學派的基本論

點，亦即獨占廠商是否會為了限制競爭而採行垂直限制或排他行為。因此我們

從芝加哥學派的論點出發，以簡單的經濟範例闡明傳統槓桿理論的邏輯疏漏。

接著，我們整理自1980年晚期以來的重要市場封鎖理論，並且同樣以簡單的數
學範例說明其經濟邏輯與結果背後的重要假設。

值得注意的是，新理論的發展往往受到新興產業的影響，或者反映近年

來重要搭售案件中的關鍵議題。其中搭售對於廠商創新（innovation）行為的
影響尤其受到重視，而逐漸形成所謂的「動態槓桿理論」（dynamic leverage 
theory）。整理搭售相關領域的發展，也可以讓我們了解競爭法主管機關所面對
的新挑戰。

以下我們首先在第二節就「搭售」行為做一般性的介紹，並簡短討論除了

市場封鎖以外，廠商使用搭售的可能原因。我們接著在第三節說明芝加哥學派

的「單一獨占利潤」理論；第四節整理近期的「搭售」市場封鎖理論發展。鑒

於「搭售」也具備相當的促進競爭（procompetitive）效果，我們在第五節介紹
對於「搭售」可以提升產品品質的研究。最後，我們在第六節總結全文。

二、搭售與廠商行為

與獨家交易類似，搭售也是一種對購買行為的限制：賣家使用契約或者產

品設計的方式使得想購買某一產品（搭售產品，tying goods）的買家也必須、且
只能向其購買另一產品（被搭售產品，tied goods）4

。參見圖 1：既存賣家出售
A與B兩個商品，若既存賣家要求購買商品A的消費者也購買B，則構成搭售行
為，並以商品A為搭售產品、商品B為被搭售產品。
3 這些分析有時統稱為後芝加哥學派（post Chicago school）。
4 獨家交易則是要求買家不得向其他賣家購買同一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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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搭售的市場結構
與法律用語稍有不同，在經濟文獻中，綑綁（bundling）行為指涉賣家直

接將兩個商品包裹販售，並可進一步區分為「單純綑綁」（pure bundling）與
「混和綑綁」（mixed bundling），兩者的差異為廠商是否提供產品單獨販賣。
例如當A為主菜、B為甜點，如果餐廳只提供套餐的點餐方式（必須A與B一起
購買），則為單純綑綁；但是如果除了套餐之外，消費者也可以單點包含在

套餐中的各品項（可以只消費主菜、或只消費甜點），則為混合綑綁。一般而

言，搭售與（單純）綑綁的差別是兩商品的購買數量是否具固定比例的關係。

由於包裹販售，綑綁中A與B商品的購買比例維持固定；但是搭售並沒有這個要
求，甚至買家可以只購買被搭售商品。例如當購買汽車、冰箱、印表機等耐久

財（durable goods）時，廠商往往限定原廠維修（maintenance）或使用原廠零件
（spare parts）5

。在這個例子裡汽車、冰箱、印表機等即為搭售商品，而維修與

零件則為被搭售商品。兩者的購買或消費比例則受到消費習慣、產品品質、產

品週期與下一代產品的推出等因素影響
6
。

廠商有多種達成搭售的方法：廠商可以直接以契約要求的方式禁止買家

向別的廠商購買搭售品，例如電影院、觀賞球賽、遊樂場所等禁帶外食，即

是用「商家規定」，亦即契約方式要求消費者若想入場看電影、球賽、或者遊

憩等（搭售商品），也只能向經營場所的商家購買、滿足飲食需求（被搭售商

5 Eastman Kodak Co. v. Image Technical Services, Inc., 112 S. Ct. 2072 (1992).
6 關於產業經濟學對於搭售與綑綁的的定義，參見Carlton與Perloff 教授的教科書；

Dennis Carlton and Jeffrey Perloff, MODER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4th. 
ed., p. 319-2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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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7
。而連鎖商店（franchising）的經營模式也常常要求加盟店（franchisee）

向總店（franchisor）購買重要原料（被搭售商品），此時的搭售商品為連鎖
商店的招牌或商譽（brand name、trademark）8

。廠商也可以使用價格誘因或

者「綑綁折扣」（bundled discounts）達到搭售的效果，例如觀光地區的旅館
往往無法禁止旅客在旅館附設餐廳以外的地點消費，因此以提供優惠的方式

鼓勵住宿（搭售商品）旅客在旅館餐廳用餐（被搭售商品）；又如「買A （搭
售商品）送B （被搭售商品，折扣至零元）」、「加一元多一件 （被搭售商
品）」、「紅標、綠標」商品等等促銷活動。

產品設計也是常見的搭售或綑綁手法。例如左腳鞋與右腳鞋、鞋子與鞋

帶、車子的車體與各部位零件 （輪胎、音響、空調等等）、電腦的主機板與周
邊設備、一份報紙的不同版面、一份雜誌的不同專欄、醫院中的手術與麻醉

9
、

旅館的過夜與清潔服務等等，許多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一個商品」，其實都是

廠商將不同部分組合、配置好之後一併呈現、綑綁販賣給消費者
10
。事實上，

產業或者交易習慣的演變對於將不同功能的組合視為一個商品或是不同商品的

綑綁也有影響。在近年來最重要的競爭法案例之一—微軟案中，微軟將不同應

7 參見陳俊廷 （2002），營業場所禁帶外食行為於公平交易法之適用觀點，公平交
易季刊，第10卷第4期。

8 Queen City Pizza, Inc. v. Domino’s Pizza, Inc., 124 F. 3d 430（3d Cir., 1997）。關於連
鎖契約中的搭售分析，參見Benjamin Klein and Lester Saft,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Franchise Tying Contracts, 28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p. 345-61
（1985）。

9 Jefferson Parish Hospital v. Hyde, 466 U.S. 2 (1984).
10 根據定義，搭售必然涉及多個產品市場，但是Carlton與Waldman教授強調：

“Indeed, any product can be viewed as a bundle of tied characteristics.”Dennis Carlton 
and Michael Waldman, Tying, ISSUES I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VOLUME 3, p. 1860（2008）。關於搭售與相關競爭法議題的討論，參見Patrick 
Rey and Jean Tirole, A Primer on Foreclosure,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UME III（2006）、Michael Whinston, LECTURES ON 
ANTITRUST ECONOMICS, chapter 4（2006）、Dennis Carlton and Michael 
Waldman, How Economics Can Improve Antitrust Doctrine towards Tie-In Sales, 1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p. 27-40 （2005）、Barry Nalebuff, 
Tied and True Exclusion: Comment on Jean Tirole’s“The Analysis of Tying Cases: 
A Primer,” 1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p. 41-53（2005）、
Jean Tirole, The Analysis of Tying Cases: A Primer, 1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p. 1-25（2005）、Alden Abbott and Joshua Wright, Antitrust 
Analysis of Tying Arrangements and Exclusive Dealing, ANTITRUST LAW AND 
ECONOMICS, p. 183-212（2010）等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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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軟體與個人電腦作業系統（operation system）的搭售成為爭訟焦點之一：在
美國，微軟被控告將瀏覽器（browser）與作業系統搭售11

、在歐洲則是多媒體

撥放軟體 （media player） 與作業系統搭售12
。暫且不論這些行為的競爭效果，

將不同功能整合在一個軟體中，其實是軟體業發展的常態
13
。例如現在的文書

處理軟體都附有拼字與文法檢查功能，但是在早期文法檢查是作為獨立商品販

賣、且有多個廠商競爭的個別產業
14
。

體認到搭售與綑綁實為商業活動的常見方法，當代經濟學家在評論其競爭

效果時必然強調我們不可忽視搭售帶來的效率進步：左腳鞋與右腳鞋、鞋子與

鞋帶一起銷售、以及電腦或汽車組裝好販賣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包括消費者的

搜尋成本（search cost）、廠商的流通或配送成本（distribution cost）、以及避

11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oration, 253 F.3d 34（D.C. Cir. 2001）。 關於經濟學家
對於微軟案的非技術性討論，參見Richard Gilbert and Michael Katz, An Economist’s 
Guide to U.S. v. Microsoft, 15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p. 25-44
（2001）、以及Michael Whinston, Exclusivity and Tying in U.S. v. Microsoft: What 
We Know, and Don’t Know, 15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p. 63-80
（2001）。

12 Case COMP/C-3/37.792 Microsoft, 24 March 2004.
13 Gregory Sidak, An Antitrust Rule for Software Integration, 18 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 p. 1-83 (2001).
14 Robert Hahn, ed., ANTITRUST POLICY AND VERTICAL RESTRAINTS, p. 5
（2006）。Carlton與Waldman教授在其2011年發表的論文中，統計在論文發表當時
的Windows版本，Windows 7，內建、或者綑綁了至少有Internet Explorer（瀏覽器 
browser）、Windows Media Player（多媒體播放程式）、Windows Media Center、
Windows DVD Maker、WorkPad、Calculator、以及Sticky Notes等應用程式；參見
Dennis Carlton and Michael Waldman, Upgrades, and Switching Costs and the Leverage 
Theory of Tying, 122 ECONOMIC JOURNAL, footnote 5, p. 677 （2011）。有些經
濟學家認為綑綁是微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 Nalebuff教授認為；“One of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ers of our modern economy is the competitive success achieved by 
product bundles, Microsoft Office being the case in point. It has achieved a commanding 
market share over previously dominant firms selling individual software applications, 
such as WordPerfect, Quattro or Lotus, Adobe PageMill, and Harvard Graphics.“ Barry 
Nalebuff, Competing against Bundles, INCENTIVES, ORGANIZATION, AND PUBLIC 
ECONOMICS, ed. by G. Myles and P. Hammond, p. 1（2000）。這也許是微軟採用的
所謂「embrace, extend, extinguish」策略的一部分；參見 Joshua Gans, Remedies for 
Tying in Computer Applications, 2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TRIAL 
ORGANIZATION, p. 505-12（2011）、以及美國司法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在美國微軟案中的事實發現，位於網址: https://www.justice.gov/atr/us-v-
microsoft-proposed-findings-fact-2 （最後瀏覽於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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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零件不相容（incompatibility）而發生的成本；連鎖業為了保證品質、維護聲
譽而必須限制加盟店的用料來源；印表機要求使用原廠墨水、複雜機械要求原

廠維修可能是為了保證運作品質
15
。

此外，搭售也常被視為協助廠商進行價格歧視（price discrimination）、或
者測度消費者使用價值並據此定價（meter pricing）的方法16

。比較頻繁使用印

表機的消費者可能對於「列印」這項服務有較高的願付價格，也會較常更換墨

水；反之較不常使用的消費者可能願付價格價低、也比較少更換墨水。印表機

廠商可以降低印表機價格、提高墨水價格來區隔、「吃下」這兩類消費者：由

於印表機價格下降、同時不常用墨水，願付價格低的消費者會願意購買；而廠

商可以透過較高的墨水價格從願付價格較高的消費者身上賺取利潤。但是廠商

能夠這麼做的前提是消費者無法從別處取得墨水，亦即廠商必須進行搭售。

三、單一獨占利潤理論

在競爭法的發展上，自從美國於1914年通過克萊登法（Clayton Act）後，
法院對搭售的態度趨向嚴苛，列入「當然禁止」的範疇

17
。早期的搭售案例有

不少與專利（patents）有關：專利權所有人要求想要購買有專利保護的A商品
（搭售商品）的買家也必須向專利權人購買沒有專利保護、或者專利權已經過

期（expired）的B商品（被搭售商品）。例如在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mpany v. 
Universal Film Manufacturing Company 一案中18

，專利所有權人Motion Picture在
15 參見Ward Bowman, Tying Arrangements and the Leverage Problem, 67 YALE LAW 

JOURNAL, p. 19-36 （1957）；Richard Posner, ANTITRUST LAW: AN ECONOMIC 
PERSPECTIVE（1976），chapter 8；與Robert Bork, THE ANTITRUST PARADOX
（1993），chapter 19；Carlton and Waldman （2005），前揭註13；Tirole
（2005），前揭註13；Roger Blair and David Kaserman, ANTITRUST ECONOMICS, 
2d ed, chapter 18（2009）。

16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 v. United States, 298 U.S. 131（1936）。價
格歧視的福利效果一向極難判斷。例如當某些市場過小時，若無法進行價格歧
視、針對這個市場隔離出一個較低價格，並且防止其他市場的消費者「套利」
（arbitrage），用較低價格購買，則廠商往往會定價在較高的水準，使得這個較小
市場的消費者不願購買。此時價格歧視會提高社會福利。關於搭售與價格歧視的
文獻討論，請參見我們的研究報告。

17 參見 Bork教授在其競爭法名著中對於美國搭售案例發展的討論；Bork（1993），
前揭註18，chapter 19。Blair與Kaserman教授在其反托拉斯經濟學教科書也提供較
近期的美國案例分析；Blair and Kaserman（2009），前揭註18，chapter 18。

18 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mpany v. Universal Film Manufacturing Company, 243 U.S. 
502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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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映機 （projecting machine）專利有效、但是底片（film）專利已經失效後，仍
然要求商家不得使用其他家的底片。Clarke 大法官在其執筆的多數意見書中認
為：

Such a restriction is invalid because such a film is obviously not any part of the 
invention of the patent in suit; because it is an attempt, without statutory warrant, to 
continue the patent monopoly in this particular character of film after it has expired, 
and because to enforce it would be to create a monopoly in the manufacture and use 
of moving picture films, wholly outside of the patent in suit and of the patent law as we 
have interpreted it. 
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搭售案件受到這個思維所主宰（Bowman, 1957）19

，

亦即法院所發展出來的「槓桿理論」：廠商藉由搭售將（專利或其他方式所賦

予）在A產品的獨占力量「延伸」至原本不具市場力量的B產品市場20
。

但是芝加哥學派並不認為獨占廠商有動機使用搭售來排除競爭
21
；槓桿理

論中描述的狀況可能發生，卻對獨占廠商沒有好處
22
。芝加哥學派的大將之一

Posner教授曾說明23
：

A fatal weakness of the leverage theory is its inability to explain why a firm with a 
monopoly of one product would want to monopolize complementary products as well. 
It may seem obvious…, but since the products are by hypothesis used in conjunction 

19 Bowman（1957），前揭註18。
20 Bork教授曾評論；“The Court’s theory of tying and reciprocity is that they are means 

of extending power from one market to another. When a seller of product A, the tying 
product, requires that purchasers also take product B, the tied product, the Court assumes 
that some market power inheriting in A is extended or transferred to B, so that the seller 
now has two monopolies or positions of strength in place of one.” Bork（1993），前揭
註17，p.365-6。

21 如同獨家交易，芝加哥學派也不認為搭售的主要目的在於市場封鎖或者排除競
爭。但是與此處稍有不同，芝加哥學派認為獨占廠商無法使用、而非不願使用獨
家交易來排除競爭。參見Posner（1976），前揭註18，p. 203。我們的委託研究報
告中亦有詳盡說明；參見邱敬淵與李素華（2017），競爭法下市場封鎖經濟效果
之研究，公平交易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22 關於搭售是否能夠排除競爭，或者削弱被搭售產品市場的競爭程度，參見Tirole教
授於2005年的討論；Tirole（2005），前揭註13。Tirole教授列舉了以下因素：若邊
際成本越高、產品差異化（包括水平差異）可能性越低、或者產品越不具有多邊
市場特性（multisideness）則搭售對競爭的影響程度越大。

23 Posner（1976），前揭註18，p.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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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one another…, it is not obvious at all. If the price of the tied product is higher than 
the purchaser would have to pay on the open market, the difference will represent an 
increase in the price of the final product or service to him, and he will demand less of 
it, and will therefore buy less of the tying product. To illustrate, let a purchaser of data 
processing be willing to pay up to $1 per unit of computation, requiring the use of 1 
second of machine time and 10 punch cards, each of which costs 10 cents to produce. 
The computer monopolist can rent the computer for 90 cents a second and allow the 
user to buy cards on the open market for 1 cent, or, if tying is permitted, he can require 
the user to buy cards from him at 10 cents a card—but in that case he must reduce his 
machine rental charge to nothing, so what has he gained?
芝加哥學派的想法又被稱之為「單一獨占利潤」理論。當兩個商品為完全

互補（perfect complements），亦即只有同時消費時才能產生任何價值（例如
成對的鞋子或襪子、電腦的軟體與硬體、作業系統與應用程式；或是在Posner
的例子裡，計算機時間與打孔卡），消費者購買兩個商品的意願取決於價格的

加總、而不是商品各自價格多寡。名義上，兩個商品即便在不同的市場各自交

易，但是完全互補的特性使得消費者只有一個總和的願付價格，因此實質上只

有一條需求線、一個獨占利潤。

芝加哥學派指出，當廠商掌握其中一個商品的獨占地位時，就能夠取得兩

個商品市場的獨占利潤，不需要、也無法延伸獨占力量來取得較高利潤；甚至

會希望另外一個商品可以由品質較高、較有效率的競爭者來提供。直覺來說，

由於產品為完全互補，掌握單一商品的獨占地位即掌握產生消費價值的關鍵，

獨占廠商可以提高獨占商品的價格來獲取完整的獨占利潤。如果獨占廠商試著

以搭售（或其他方法）延伸市場力量至另外一個產品市場，排除在另外一個市

場的競爭者，這個行為本身並不會提高消費者對於兩個商品的整體評價，因

此無法提升獨占利潤。反之，如果競爭者比較有效率，能夠提供品質較高的產

品，排除競爭的市場封鎖行為將使得消費者的整體願付價格下降，獨佔利潤隨

之減少。因此芝加哥學派強調獨占廠商沒有動機使用搭售排除競爭。

以下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案例作進一步說明。

範例 1
考慮圖 1的市場結構：既存賣家銷售A、B兩商品；另外有一個潛在競爭者

可以在花費進入成本  後進入B產品市場。但是潛在競爭者無法進入A產品市場
（例如既存賣家握有A產品的專利權，能夠有效行使禁制令，injunction，來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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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進入），因此A市場為獨占市場、B市場在潛在競爭者進入後由兩家廠商進行
競爭。廠商沒有其他生產成本24。

A與B兩商品對於消費者為完全互補25；消費者最多只買一單位的A與B商
品。消費既存廠商的A與B產品可以產生 3 + 3 = 6 元的價值；但是如果結合既存
廠商的A產品與潛在競爭者的B產品，消費價值可以提升到 3 + (3 + ) = 6 + 。令 

 >  ≥ 0，因此潛在競爭者（在B市場）較既存廠商更有效率，可以提供較高
品質的產品；並且進入市場後可以提升社會福利，產生    > 0 的效益。
按照槓桿理論，如果既存賣家進行搭售，要求想購買A產品的消費者也必

須向既存賣家購買B產品，那麼消費者的確不會與潛在競爭者交易。即便潛在
競爭者的B產品品質較好，在搭售的限制下買了潛在競爭者的B產品就買不到A
產品；而在完全互補的假設下，只有B產品、沒有A產品無法產生任何消費的效
益。因此搭售會使得消費者只與既存賣家交易；而在沒有顧客的預期下，潛在

競爭者不會花費任何進入成本。既存賣家的確可以用搭售排除競爭，然後對消

費者收取獨占價格   6，此時消費者剩餘為零，既存賣家可以得到獨占利潤 
  6。
但是芝加哥學派質疑：搭售是既存賣家利潤極大化的最佳策略嗎？如果不

進行搭售，讓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雖然名義上既存賣家必須與潛在競爭者在

B產品市場競爭，但是利用完全互補的性質，既存廠商反而可以藉由在A產品的
獨占地位汲取（部分）潛在競爭者帶來的價值 。因此既存廠商反而有動機鼓
勵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不會用搭售來排除競爭。

要理解這個論點，假設在潛在競爭者進入B產品市場後，兩個廠商進行價
格競爭、同時決定產品價格。令既存廠商對A、B產品的定價為  與 ；潛在

競爭者對其B產品的定價為 。我們要找出價格競爭下的 Nash 均衡，同時證明
在均衡時既存廠商的利潤會高於搭售之下的獨占利潤 6。
24 更精確地說，我們假設兩個廠商的邊際生產成本為零。軟體業（ so f twa re 

industry）特別適合這個假設：銷售軟體的主要成本來自開發與測試軟體的固定成
本；相較之下，一旦完成開發，複製軟體的邊際成本極低、幾乎為零。

25 Whinston教授在其1990年的論文中指出這個分析的關鍵不在於完全互補的產品性
質，而是既存賣家的A產品是否為不可或缺（essential）。如果市場上有較差的產
品能取代A、或者B產品有其他獨立用途，芝加哥學派的論點都不成立，既存賣家
會有動機進行搭售。此外，Whinston教授也指出即便兩商品為完全互補，如果B
產品市場為寡占（oligopoly）、且生產技術具有規模報酬特徵時，芝加哥學派結
論也不成立。Michael Whinston, Tying, Foreclosure, and Exclusion, 8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 837-59（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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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廠商利潤受限於消費者的願付價格（消費者最多願意付出多少購

買產品）。既存廠商的利潤大於 6 必然表示消費者購買的是潛在競爭者的B產
品，然後結合既存廠商的A產品，產生 6 +  的價值。而消費者願意購買這個組
合的條件是

3 + ( 3 +  )  (  +  ) ≥ 0       +  ≤ 6 + ,                ( 1 )

亦即消費者剩餘不為負值。其次，廠商定價同時必須防止消費者選擇搭配既存

賣家的B產品，否則消費者對A與B產品的整體願付價格會下跌到 6，既存廠商
的利潤無法大於 6。而要讓消費者不選擇既存買家的B產品的條件是

3 + ( 3 +  )  (  +  ) ≥ 3 + 3  (  +  )       ≤  +  ,                ( 2 )

亦即選擇潛在競爭者的B產品會產生較高的消費者剩餘。
若滿足這兩個條件，既存賣家只會售出A產品，得到利潤 ；潛在競爭者

由於出售B產品，可得利潤 。而由（1）式看來，兩廠商利潤總和的上限是消
費者願付價格 6 + 。如果潛在競爭者拿得越多、  越高，既存廠商能夠分得的
利潤就越少。另一方面，根據 （2）式，潛在競爭者的定價會受到既存廠商對
其B產品定價  的限制，若  越高則潛在競爭者越有漲價的空間。因此即使
不會出售B產品，既存廠商也會將其定價在  = 0，以便壓縮潛在競爭者的價格 
、提高自己在A產品的價格與獲利。
將既存賣家對其B產品的最適定價為零這個結果代入（2）式，同時令

（1）式的等號成立，亦即兩個廠商可以完整瓜分消費者的願付價格 6 + ，我
們得到任何滿足  +  = 6 +  與  ≤  這兩個條件的價格  與  都是一
組價格均衡26。只要潛在競爭者無法充分享受其高品質產品帶來的效益，既存

廠商的A產品定價與利潤就會超過搭售之下的水準，亦即只要  <  就能保證 
 = 6 +    > 6。當然，潛在競爭者只有在利潤超過進入成本時才會進入市

場。因此只有滿足    ≥ 0，既存廠商才能夠享受超過 6 的利潤。

26 亦即我們有多重均衡解。這是此類價格競爭賽局的典型結果；參見Janusz Ordover, 
Alan Sykes, and Robert Willig, Nonprice Anticompetitive Behavior by Dominant Firms 
Toward the Producers of Complementary Products, ANTITRUST AND REGULATION: 
ESSAYS IN MEMORY OF JOHN J. MCGOWAN（1985）。



第 24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0

四、搭售的排除效果

芝加哥學派的論證改變了學界對槓桿理論的想法、以及對搭售的認知。反

應在競爭法實務，則是搭售案件逐漸往「合理原則」的方向改變。但是隨著賽

局理論的新工具發展，產業經濟學家回應芝加哥學派的想法，提出新的觀點與

模型推論獨占廠商有怎麼樣的動機使用搭售排除競爭。我們以下介紹幾個主要

模型。我們將討論集中在搭售的市場封鎖、或者排除進入效果27。

如同我們在第一節所提及，搭售理論的發展特別受到新興產業與相關競爭

法案件的影響，例如前述的微軟案就對不少研究帶來啟發。而微軟案與新興產

業的重要特徵，包括廠商的研發決策（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規模經濟、
網路效果（network effect）28以及產品升級（upgrade）等現象就成為這些模型的
組成要素。例如Choi教授及長期合作者Stefanadis教授曾經發表一系列論文探討
搭售如何透過改變廠商研發誘因影響市場結構29；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也
有不同文章分別討論在規模經濟與網路外部性、以及產品升級與轉換成本等要

素之下，搭售的排除效果30。

27 文獻亦有討論一個或多個廠商藉由搭售或綑綁造成產品差異化、改變既有廠商之
間的競爭程度；此外，綑綁也與廠商的產品相容性決策以及研發決策有關；而在
在生產過程中，當多種生產要素可以有不同比例的搭配（variable proportions）
時，上游要素市場的搭售也會影響廠商成本結構。關於這些分析的相關文獻，請
參見我們的研究報告。

28 網路效果，或者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指的是某一商品對使用者能
產生的效益會受到使用這項商品的總人數的影響。例如當文書檔案格式無法相
容時，使用 word 文書軟體的人越多， 則遇到不相容文件的機率越低，因此使用 
word 編輯的效益就越大；這時有正的網路外部性。負的網路外部性的典型例子為
公共運輸：當越多人使用高速公路，交通擁塞（congestion）會使得速度減緩，使
用高速公路的效益因此下降。關於網路外部性對產業競爭的影響與文獻討論，參
見產業經濟學教科書的介紹，例如 Jean Tirole，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988）。

29 Jay Pil Choi, Preemptive R&D, Rent Dissipation, and the `Leverage Theory,’ 111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p. 1153-81 (1996); Jay Pil Choi, Tying and 
Innovation: A Dynamic Analysis of Tying Arrangements, 114 ECONOMIC JOURNAL, 
p. 83-101 (2004); Jay Pil Choi and Christodoulos Stefanadis, Tying, Investment, and the 
Dynamic Leverage Theory, 32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p. 52-71 (2001); 
Jay Pil Choi and Christodoulos Stefanadis, Bundling, Entry Deterrence, and Specialist 
Innovators, 79 JOURNAL OF BUSINESS, p. 2575-94 (2006).

30 Dennis Carlton and Michael Waldman, The Strategic Use of Tying to Preserve and Create 
Market Power in Evolving Industries, 33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p. 194-
220 （2002）；Carlton and Waldman（2011），前揭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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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既存賣家藉由搭售所希望達成的目標，我們大致可以將這些文

獻區分為兩大類：既存賣家藉由搭售將獨占力量從A產品市場延伸至B產品市
場；或者既存賣家的目的在於保護其核心的A產品市場。以微軟的例子來說，
我們可將視窗（Windows）作業系統視為A產品、應用軟體（如網路瀏覽器、多
媒體播放軟體等）視為B產品。某些應用軟體可能在未來可以進一步發展、替
代作業系統，例如瀏覽器。因此微軟搭售的目的可能是為了保護其作業系統的

核心市場（primary market）。但是某些應用軟體大概很難具有這樣的威脅（例
如計算機、小畫家等），此時微軟搭售的著眼點可能就是這些應用軟體市場的

利潤31。以下我們分別說明。

(一)延伸獨占力量
在延伸獨占力量，亦即既存賣家著眼於B產品市場利益而進行搭售的研究

上，Whinston教授在1990年所發表的開創性研究中首先指出，不同於芝加哥學
派的看法，獨占廠商的確可能有動機使用搭售將其獨占力量延伸至另外一個市

場32。原因在於搭售可以提供策略價值，使既存賣家在B產品市場成為一個更強
悍、更具侵略性（agreesive）的價格競爭者。Choi教授在2004年的文章中進一
步考慮廠商在B產品市場的研發決策，指出搭售在產品市場上產生的侵略性可
以使既存賣家在研發上較為積極，進而阻卻潛在競爭者的研發誘因33。

此外，Simpson與Wickelgren兩位教授在2007年發表文章將「製造商—零售
商—終端消費者」的三層產業結構導入搭售的研究中，指出在這種情況下，獨

占賣家可以利用零售商之間的競爭以及搭售排除在B產品市場的競爭者34。最

後，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在2011年發表論文，提出當B產品在未來可能會
升級（upgrade）時，既存賣家也可能進行搭售，以確保未來在B產品市場的利
潤35。在這些文獻裡潛在競爭者都沒有能力提供A產品，「進攻」既存賣家的
核心市場。因此，如同傳統的槓桿理論，這些研究都強調既存賣家為了強化或

者鞏固在B產品市場的地位而進行搭售。我們以下分別討論這4篇文獻的理論模
型。

31 Carlton and Waldman（ 2011），前揭註17。
32 Whinston（1990），前揭註28。
33 Choi（2004），前揭註32。
34 John Simpson and Abraham Wickelgren, Bundled Discounts, Leverage Theory and 

Downstream Competition, 9 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 REVIEW, p. 370-83 
(2007).

35 Carlton and Waldman（2011），前揭註17。



第 24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2

圖 2 搭售與延伸市場力量

1.搭售的承諾價值
Whinston教授在1990文章的分析架構中，與芝加哥學派理論的關鍵差異是

考慮A與B兩商品不再為完全互補，而是各自有其消費價值。例如當A、B兩商
品為獨立產品時，理論上兩產品市場亦為彼此獨立。考慮圖 2的產業結構，既
存賣家仍然出售兩個商品、潛在競爭者只可能進入B商品市場。與之前圖 1市場
結構的差異僅為A、B兩商品的消費特性：只單獨購買A或B產品時消費者仍能
產生消費效益；兩商品不再需要依一定比例一起消費（此外，一起消費也不會

增加效用）。

Whinston教授指出在這個情境下，既存賣家的確有誘因藉由搭售將獨占力
量由A產品市場延伸至B產品市場，亦即槓桿理論成立。其原因在於如果既存賣
家不進行搭售，兩個獨立商品市場沒有關聯，既存賣家可以維持在A產品市場
的獨占利潤，但是在B產品市場必須面對潛在競爭者的競爭壓力。如果潛在競
爭者的產品品質較高（如同範例 1的狀況）或者成本較低，在潛在競爭者進入
市場後，價格競爭下既存賣家將完全失去B產品市場，無法從B產品取得任何利
潤。如果既存賣家進行搭售或者綑綁，要求想購買A產品（搭售品）的消費者
也必須向其購買B產品（被搭售品），這個策略可以使既存賣家在B產品市場上
變得更具攻擊性：如果既存賣家無法賣出B產品，也一併會損失A產品的銷售利
潤。因此，相較於沒有搭售的狀況，搭售使得既存賣家有動機進一步壓低產品

價格。搭售可視為既存賣家有效地對潛在競爭者宣示、或者承諾（commit）其
在B產品市場的競爭力道。預期到既存賣家藉由搭售而展現的競爭誘因，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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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進入市場的動機因而削弱；因此既存賣家可以將獨占力量延伸到B產品
市場。以下我們用一個簡單例子說明。

範例 2
考慮圖 2的市場結構。與範例 1類似，假設既存賣家的A、B兩產品各帶來 

3 的消費價值，潛在競爭者的B商品帶來 3 +  的價值。但是兩商品彼此獨立： 
只購買A商品的消費者也可以享受 3 的價值；同理，只消費B商品可享受 3 或 
3 +  的價值，看消費者購買誰的產品。此外，除了進入成本 ，兩個廠商沒有
其他成本。

如果既存賣家不進行搭售，兩個產品市場各自獨立，藉由在A產品市場的
獨占地位，既存賣家可以從A產品獲得利潤為 3。在B產品市場，當潛在競爭者
進入後，兩個廠商進行價格競爭。若既存賣家的B產品價格為 、潛在競爭者
的價格為 ，消費者選擇購買潛在競爭者的產品的條件為

�3 +    ≥ 3         ≤  +  ;                ( 3 )

潛在競爭者品質優勢會帶來競爭時的價格優勢。由於既存賣家至多只會將

價格壓低到零（生產成本假設為零），  = 0，潛在競爭者可以定價在  = ，
在進入市場後享受  的利潤。因此只要  ≥ ，潛在競爭者會選擇進入B產品市
場，既存賣家無法與之競爭，只能固守A產品市場。
現在考慮既存賣家進行搭售，要求想購買A產品的消費者也只能向其購買

B產品。當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後，消費者必須將兩個產品的購買選擇連結在
一起：只向既存賣家購買，但是可以得到A與B產品；或者只向潛在競爭者購
買，此時消費者只能買到B產品，但是產品品質較佳。同樣令既存賣家（在搭
售後）的定價為 、潛在競爭者的定價為 。消費者選擇向購買潛在競爭者購

買的條件為

3 +    ≥ 3 + 3         ≤   3 +  ;                ( 4 )

與（3）式比較，搭售會削弱潛在競爭者在B產品市場的品質優勢。如果既
存賣家將價格定為零（  = 0），潛在競爭者最高只能定價在  = 3  。因此
如果潛在競爭者地產品優勢幅度不夠大， 0 <  < 3，即便潛在競爭者也將價格
訂為零，  = 0，消費者仍然只會購買既存賣家的產品。就算  > 3，潛在競爭
者在進入市場後可以獲得利潤為   3，如果利潤小於進入成本，   3 < ，潛
在競爭者會選擇不進入B產品市場。因此當  < 3 +  時，既存賣家可以藉由搭
售排除進入，將獨占地位由A產品市場延伸到B產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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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注意的是，搭售之後此時既存賣家是以  的價格賣出A與B兩個產
品；在沒有搭售時，這個價格相當於 3 + 0 = 3，亦即既存賣家對A產品的定價
為 3、對B產品的定價為 0 的加總。而在（4）式中，搭售後既存賣家願意將兩
個產品的價格總和降價到零，否則失去的不只是B產品的銷售、連A產品也無法
賣出。因此搭售使得既存賣家在價格競爭時更具侵略性、更願意以低價搶攻市

場。觀察到搭售對既存賣家帶來的策略變化後，潛在競爭者因此較不願意進入

市場。這個經濟邏輯說明了Whinston教授在其1990年論文中所提出搭售的排除
競爭效果36。

在Whinston教授1990年論文的模型中，如果既存賣家無法藉由搭售排除進
入，那麼在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後，既存賣家有動機放棄搭售，以保留A產品
市場的獨占利潤37。例如在範例 2中，當  > 3 +  的條件成立時，即便有搭售
潛在競爭者仍然選擇進入市場。此時如果進行搭售既存賣家無法出售任何產

品，利潤為零；但是如果放棄搭售策略，既存賣家可以保留A產品市場的獨占
利潤 3。

這表示既存賣家的搭售策略可能會面對一個搭售是否可信（credible）的承
諾問題（commitment problem）：如果潛在競爭者相信既存賣家會在潛在競爭
者進入市場之後放棄搭售，那麼即使   3 < ，潛在競爭者仍然會選擇進入市
場。既存賣家無法維持承諾，搭售就無法達到排除進入的效果。因此，為了解

決這個承諾問題，既存賣家可能選擇以無法事後更改、拆解（undo）的產品設
計（product design）方式將兩個產品綑綁在一起，使得消費者無法拆開購買。
相較之下，以契約要求方式進行搭售比較容易在事後修改，因此較無助於解決

承諾問題。

Nalebuff教授在2004年發表論文，使用一個不太一樣的模型考慮搭售或綑綁

36 Whinston（1990），前揭註28。根據Fudenberg與Tirole教授對於廠商政策的分類，
這裡的搭售屬於「top dog」策略：既存賣家藉由搭售使得自己在B產品市場變得
更具攻擊性，藉此排除潛在競爭者。但是由於兩個廠商的價格具備策略性互補的
關係，一旦無法排除競爭者，既存賣家應該改採「puppy dog」的策略，不再進
行搭售以減緩自己的攻擊性、進而軟化競爭者進入市場後的價格競爭。參見Drew 
Fudenberg and Jean Tirole, The Fat-Cat Effect, the Puppy-Dog Ploy, and the Lean and 
Hungry Look, 74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p. 361-6（1984）。另外參見Tirole（1988），前揭註31，p.323-36。

37 Choi教授根據這個論點說明傳統的「槓桿理論」不成立。參見Jay Pil  Choi 
(2007), Antitrust Analysis of Tying Arrangement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ANTITRUST: THEORY AND EVIDENC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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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入障礙效果38。在他的模型中既存賣家不再面對搭售的承諾問題，亦即，

即使競爭者進入市場，既存賣家仍會選擇搭售。但是其模型稍微複雜，包括異

質消費者，亦即不同消費者對A、B產品有不同的消費效益，因此我們不做進一
步說明39。

2.搭售與研發 I
微軟案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其產業背景—有高度創新動能的軟體業；而研發

創新是否對競爭法帶來不同的挑戰、或者傳統競爭法對搭售的處理是否能適用

於創新產業，不無疑義40。在這樣的背景之下，Choi教授在2004年發表的論文
中，將廠商的研發投資決策納入搭售的分析之中41。

Choi教授考慮Whinston教授1990年論文的設定，亦即A、B兩商品為獨立
商品，但是假設潛在競爭者沒有進入成本，因此既存賣家無法以搭售排除潛在

競爭者，我們直接稱後者為競爭者或競爭廠商。按照之前的分析，無法排除競

爭者時既存廠商就沒有進行搭售的動機。這是Choi教授所得到的第一個結果。
Choi教授接著導入研發決策，假設兩個廠商都可以在B產品市場進行研發投資，
然後考慮既存賣家是否搭售對於研發誘因的影響。

38 Barry Nalebuff, Bundling as an Entry Barrier, 119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p. 159-87 (2004).

39 Nalebuff教授同時想比較捆綁作為進入障礙或者價格歧視功能所產生的利益，因此
需要異質消費者的設定（若消費者為同質且最多只購買一單位產品，沒有進行價
格歧視的必要）；前揭註。所得到的結論為進入障礙對既存賣家所帶來的利益要
遠大於價格歧視帶來的利益。此外，在Nalebuff教授的模型中，兩個廠商的B產品
有相同品質，潛在競爭者不具有品質優勢。Peitz教授在其2008年的論文裡，擴展
Whinston教授1990論文（前揭註28）與Nalebuff教授2004論文（前揭註）的架構，
假設A、B兩商品不為完全互補，有各自的消費價值；但是兩商品各自對不同消費
者產生不同的消費價值 （如同Nalebuff教授的設定）；潛在競爭者仍然只能進入
B產品市場。但是與Whinston教授以及Nalebuff教授所使用的設定不同，潛在競爭
者與既存賣家提供水平差異化的B產品，亦即在相同價格之下，某些消費者會偏
好潛在競爭者的B產品、另一群消費者偏好既存賣家的B產品。參見Martin Peitz, 
Bundling May Blockade Entry, 2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p. 41-58（2008）。

40 Choi：“[I]t is unclear whether the antitrust policy in the US – which was developed in 
the late ninethh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to address concerns about price practices 
in the railroad and smokestack industries – is appropriate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ly 
evolving technology based industries like computing and the Internet.“ Choi （2004），
前揭註32，p. 84。

41 Choi（2004），前揭註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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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hoi教授所考慮的設定之下，兩個廠商的研發決策具有所謂「策略性替
代」（strategic substitutability）的性質：一個廠商增加研發投入會降低另一個廠
商的研發誘因。因此，如果競爭者在B產品市場的研發力道被削弱，既存賣家
會隨之增加研發投資，使得既存賣家在B產品市場更具競爭力，能得到更大利
潤。Choi教授提出搭售就是削弱競爭者研發誘因的方式：搭售可以扭曲廠商在
研發市場上的表現，進而鞏固、或者延伸既存賣家在B產品市場的市場力量。
而直覺地說，搭售能夠達成這個效果的原因與Whinston教授1990年論文中的
「承諾效果」相同：搭售使既存賣家在B產品市場上的定價更具侵略性，因此
箝制競爭者的獲利空間、進而使得競爭者的研發報酬下降、削弱研發誘因。而

藉由策略性替代的性質，競爭者較弱的投資誘因強化了既存賣家的研發投入。

換句話說，搭售成為既存賣家宣示在B產品市場積極進行研發的承諾工具42。

Choi教授的分析將搭售的經濟效果從產品市場進一步延伸，強調搭售在
所謂「創新市場」（market for innovation）、或者「研發市場」（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rket）的影響。除了商品市場之外，垂直限制以及廠商的智慧
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策略如何改變研發誘因，進而改變研發市場
結構也成為國外競爭主管機關在「新經濟」產業中的考量重點。例如美國司法

部（Department of Justice）反托拉斯署（Antitrust Division）在1995年所公布的
「智慧財產授權之反托拉斯指導原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與最近於2017年的更新中都將授權行為在研發市場的效果
明確列入執法考量43。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在2010年所公布的
「垂直限制指導原則」（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也將創新及其帶來的
「動態效率」（dynamic efficiency） 如何受到垂直限制的影響列入考量因素；
並將影響廠商創新的能力納入「市場力量」（market power）的定義之一44。

42 Choi：“[T]ying can serve as a mechanism for the tying firm to commit itself to more 
aggressive R&D in the tied good market.”Choi（2004），前揭註32，p. 85。

43 最新版的2017年智慧財產授權之反托拉斯指導原則可從美國司法部的網站下載 
（網址為：https://www.justice.gov/atr/guidelines-and-policy-statements-0/2017-update-
antitrust-guidelines-licensing-intellectual-property；最後瀏覽於2017年8月）。

44 參見歐盟執委會垂直限制指導原則第97段：“Market power is the ability to maintain 
prices above competitive levels or to maintain output in terms of product quantities, 
product quality and variety or innovation below competitive levels for a not insignificant 
period of time.”亦即歐盟執委會在考量廠商是否具有市場力量時，將產品數量、
品質、種類、以及創新程度等作為市場表現的指標。歐盟執委會的垂直限制指
導原則可以從歐盟網站下載（網址為：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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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執法考量反映了創新在當代經濟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競爭法除了確

保商品市場的合理運作，也應該重視研發市場的競爭條件。

以下我們用一個簡單例子說明Choi教授2004年論文的論點。
範例 3
考慮範例 2的設定：A、B兩商品為獨立財貨；A商品市場只有既存賣家

一間廠商、B商品市場則為既存賣家與競爭者進行價格競爭。但是在這個範例
裡，我們假設  =  0，因此沒有競爭者進入市場的問題。無論有無搭售，既存
賣家都必須面對來自競爭者的競爭壓力。此外，我們將考慮兩個廠商對B產品
的研發投入；為了簡化分析，我們假設在沒有任何投資的時候，兩個廠商的B
產品有一樣的品質，對消費者都產生 3 的效益。亦即在範例 2 中的  = 0。

我們首先驗證當搭售無法阻止競爭者進入市場時，既存賣家無法藉由搭售

提升利潤。首先，如果不進行搭售，兩商品市場各自獨立。既存賣家可以從A
產品獲得 3 的獨占利潤；但是在B產品市場，同質商品加上價格競爭使得兩個
廠商定價為零。因此既存賣家的整體獲利為 3。如果既存賣家進行搭售，根據
（4）式，在  = 0 的條件下競爭者無法贏得與既存賣家的價格戰：既存賣家最
低願意將兩產品的合併售價壓到零，此時競爭者要能賣出任何產品的唯一可能

是賠本出售。反過來說，消費者願意用  的價格向既存賣家購買A、B兩商品
的條件是

3 + 3   ≥ 3         ≤  + 3 ;                ( 5 )

競爭者最低願意將價格壓低到零，  = 0，因此既存賣家可以用  = 3 （或者低
一點點，  = 3  ） 的價格出售A、B兩產品的組合。但是既存賣家就算可以用
搭售贏得價格戰，從兩個商品市場得到的整體利潤仍然無法提升。因此在無法

阻卻進入的情況下，既存賣家沒有動機使用搭售。

我們接者考慮針對B產品的研發。假設兩個廠商各自可以用 i 的研發成本
提昇自己的B產品品質，亦即提高B產品對消費者產生的效益（A產品品質則維
持不變）45。但是兩個廠商有不同的研發能力。同樣花費 ，競爭者可以將B產

legislation/guidelines_vertical_en.pdf ；最後瀏覽於2017年8月）。
45 不同於這裡的產品研發（product innovation），Choi教授在2004年論文中的模型考
慮的是能夠降低製造成本的製程研發（process innovation）；Choi（2004），前揭
註32。此外，Choi教授假設兩廠商的B產品具水平異質性，使用Hotelling線型城市
（linear city）模型捕捉水平差異。關於Hotelling現型城市的模型介紹，參見Tirole
（1988），前揭註31，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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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品質從 3 提高到 3 + ，但是既存賣家只能將產品品質提高到 3 + ，其中 
0 <  <  < 3。令  ≣    > 0 為消費者對兩廠商B產品品質差異的評價。
我們假設 >，因此在沒有競爭對手時，研發是有效率的行為。

為了分析搭售對於研發決策的影響，我們考慮以下的決策時序：既存賣家

首先決定是否進行搭售；接著兩廠商各自決定是否進行研發；然後根據研發以

及搭售與否，兩廠商進行價格競爭。

如果既存賣家不進行搭售，那麼A產品市場維持獨占。既存賣家可以從A產
品取得獨占利潤 3。在B產品市場的狀況則取決於兩廠商是否進行研發以及各自
的產品品質。由於廠商同時（simultaneously）做出研發決策，我們討論不同個
策略組合及對應的報酬後，建立出報酬矩陣（payoff matrix）如圖 3，並且找出
Nash 均衡。

圖 3 搭售與研發的報酬矩陣
(1)  若兩個廠商都不進行研發，都不支出投資 ，我們回到兩廠商在B產品市場進
行同質產品價格競爭的狀態；兩廠商在B產品市場的報酬均為零。因此既存
賣家的總利潤為3、競爭者的利潤為零。我們將兩個廠商在這個策略組合之
下的利潤寫入圖 3（a）的報酬矩陣中對應的｛不投資、不投資｝策略組合
裡，其中第一個數字為既存賣家的總利潤、第二個數字為競爭者的總利潤；

總利潤的計算都包含投資支出。

(2)  如果既存賣家仍然不投資，但是競爭者進行投資，那麼在B產品市場競
爭者的產品品質提升到 3  +  ，但是既存賣家的產品品質維持在 3。價
格競爭之下競爭者可以用  =   的價格誘使消費者向其購買B產品。46 
因此在這組｛不投資、投資｝的策略組合下，競爭者可以得到淨利潤 

46 給定兩個廠商對B產品的定價分別為 （既存賣家定價）與 （競爭者定價），消
費者願意向競爭者購買的條件為 3 +    ≥ 3  ，或者  ≤  + 。既存賣家
最低可將價格壓到零，因此競爭者可以定價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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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既存賣家只能得到從A產品的利潤 3；我們同樣將這組報酬寫入圖 
3（a）對應的格子裡。

比較這兩組策略組合的報酬，我們發現當既存賣家不進行投資時，競

爭者會選擇投資，亦即競爭者的投資策略是對既存賣家不投資的最適反應

（best response）47。

(3)  當只有既存賣家進行投資，亦即在｛投資、不投資｝的策略組合之下，既存
賣家的B產品品質較高，因此可以用  =  的價格售出。既存賣家在兩產品
市場 得到的利潤總合為 3 +   ；競爭者則由於無法出售B產品，其利潤為
零。

(4)  如果兩個廠商都進行投資，兩者都必須付出投資成本 。B產品市場的價格競
爭仍然導致消費者向擁有較高品質產品的廠商購買：給定定價  與 ，消
費者購買競爭者產品的條件為

�3 +    ≥ 3 +          ≤ (    ) +  =  +  ;                ( 6 )

由於既存賣家最低定價為零，競爭者可以定價在   =   而得到 
   的利潤；既存賣家的利潤則為 3  ，如圖 3（a）中對應到｛投資、投
資｝這個策略組合所顯示的利潤。

推導出這些報酬後，我們可以找出既存賣家針對競爭者策略的最適反應：

當競爭者投資時，既存賣家也投資後所能得到的報酬 3   較不投資時的報酬 3 
為低；因此如果競爭者進行投資，既存賣家的最適反應為不投資。而當競爭者

不投資時，既存賣家從投資可以得到較高的報酬 3 +   > 3，因此既存賣家的
最適反應為投資。既存賣家的最適反應展現了前述策略性替代的性質：競爭者

的投資行為削弱了既存賣家的投資誘因，因此只有當競爭者不投資時既存賣家

才會投資。

對於競爭者而言，我們之前已經推導出當既存賣家不投資時，競爭者的

最適反應是選擇投資。而當既存賣家選擇進行研發投資時，我們進一步假設 
 > ，因此競爭者的最適反應也是進行投資48。無論既存賣家是否投資，競爭者

47 報酬矩陣中的勾住表明最適反應。例如在這裡，我們在競爭者    的報酬上打個
勾註明這個特性。

48 如果我們假設 △<i，則競爭者的最適反應會更改為不投資。此時賽局會有｛投
資、不投資｝以及｛不投資、投資｝兩個均衡策略。但是既存賣家搭售之下的分
析不受影響，仍然只有｛投資、不投資｝一個均衡。此時既存賣家會進行搭售以
確保其偏好的｛投資、不投資｝這個均衡能夠出線。亦即搭售變成一個選擇均衡
（equilibrium selection）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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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應該投資的性質表示投資為競爭者的優勢策略（dominant strategy）。而在競
爭者會不顧既存賣家的選擇、進行投資的情形下，既存賣家不會進行投資。因

此當沒有搭售時，研發階段的均衡為只有競爭者進行研發投資。

如果既存賣家選擇進行搭售，我們同樣必須考慮兩個廠商在不同的研發策

略組合之下所能得到的報酬；結果列在圖 3（b）的報酬矩陣裡。我們一一說
明：

(1)  當兩者都不投資時，根據之前的分析，搭售無法提升既存賣家的總利潤、同
質產品也使得競爭者無法以大於零的價格出售B產品享有利潤，因此既存賣
家的利潤為 3、競爭者的利潤為零。

(2)  如果只有既存賣家進行投資，在搭售並且產品研發的雙重策略下，競爭者無
法與之競爭。給定既存賣家對產品組合A加B的定價 、以及競爭者對其B產
品的定價 ，消費者選擇購買既存賣家的A產品與品質提升後的B產品的條
件為

3 + 3 +    ≥ 3         ≤ 3 +    ;                ( 7 )

價格競爭使得競爭者最低定價在   =  0，因此既存賣家可以定價在 
 = 3 + 。此時既存賣家的總利潤為3 +    、競爭者的利潤為零；如同圖 

3（b）中｛投資、不投資｝這組策略組合的報酬。
(3) 如果只有競爭者進行投資，但是既存賣家有搭售，面對  與  的價格，消
費者會購買競爭者B產品的條件為

3 +    ≥ 3 + 3         ≤ (   3 ) +  ;                ( 8 )

在 3>x_E 的假設下，既存賣家若壓低價格至  = 0，競爭者必然虧本。因此
我們考慮消費者購買既存賣家的A產品與B產品組合的狀況：消費者向既存賣
家交易的條件為

3 +    ≤ 3 + 3         ≤ ( 3   ) +  ;                ( 9 )

若競爭者壓低價格至  = 0，既存賣家可以用  = 3   的價格出售。此時
既存賣家的利潤為 3    、競爭者利潤為零；如同圖 3（b）中｛不投資、
投資｝這組策略組合的報酬。

(4) 最後，如果兩廠商都投資，3 >  的假設仍然導致競爭者在搭售之下的劣
勢，消費者向既存賣家購買的條件為

3 +    ≤ 3 + 3 +          ≤ ( 3   ) +  ;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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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  ，因此 3 >  的條件也保證 3   > 0。當競爭者壓低價格至 
 = 0，既存賣家可以用  = 3   的價格出售。此時既存賣家的利潤為 

3    、競爭者利潤為  ；如同圖 3（b）中對應｛投資、投資｝這組策略
組合的報酬。 
與不搭售的狀況相比較，在搭售之下既存賣家選擇研發的投資決策變成優

勢策略；而給定既存賣家進行投資，競爭者不會投資。因此搭售之後，研發階

段的均衡變成只有既存賣家進行投資。亦即搭售使得既存賣家採取更積極的研

發策略，因而降低了競爭者的研發誘因。最後藉由搭售，既存賣家成為A產品
與B產品兩個市場的獨占廠商 （雖然競爭者的存在仍在對既存賣家的定價策略
構成壓力，使其無法將總價格定在 3 + 3 +  ）。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搭售之下仍然有研發活動，但是是由研發能力較差的

既存賣家進行研發。與沒有搭售時的狀況相比較，搭售之後消費者所享受的B
產品品質只有 3 + ，低於沒有搭售之下的品質 3 + 。因此在這個簡單模型
裡，搭售帶來了降低產品品質的效率損失。

我們在以上分析中所假設的 3 >  條件使得競爭者無法藉由創新克服搭售
帶來的競爭劣勢，亦即競爭者的研發能力與其能夠帶來的產品創新程度不夠

大。如果假設 3 < ，則使用同樣的分析步驟可以得到新的研發均衡，但是完
整的分析必須進一步區分 3 >  與 3 <  兩種狀況，亦即搭售之下若兩個廠商都
進行投資，消費者最終會向哪個廠商交易。如果 3 < ，則競爭者可以克服搭
售與既存賣家進行研發的雙重劣勢，價格競爭之下消費者會向競爭者購買B產
品。若投資成本低廉（   3 > ）49，競爭者的投資在搭售之下仍為優勢策略。

既存賣家無法以搭售改變競爭者的研發誘因，因此沒有動機進行搭售。而若 
 > 3 >  ，當既存賣家搭售並且進行研發時，競爭者無法與之競爭；但是若只
有搭售、既存賣家不進行研發，則競爭者可以在研發後贏得價格戰。此時既存

賣家仍然可以用搭售配合研發誘使競爭者不進行研發投資，亦即搭售後研發階

段的均衡會是只有既存賣家進行研發投資，與範例 3的結果類似。

3.搭售與買家競爭
在 LePage’s 一案50 中，LePage’s 指控3M 對大型零售業者如Staples、Office 

49 這個前提表示我們也可以根據投資成本 i 的大小考慮不同狀況。
50 LePage’s, Inc. v. 3M（Minnesota Mining and Manufacturing Co.）， 324 F.3d 141（3rd 

Cir. 2003）， cert. denied， 124 S. Ct. 2932（2004）。關於本案的進一步說明，請
參見Blair and Kaserman（2009），前揭註18，p.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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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ot等提供反競爭的「綑綁折扣」：3M針對6個產品線以及不同的零售商設置
不同的購買數量，若零售商滿足這些數量要求，就可以得到價格折扣。Simpson
與Wickelgren兩位教授在2007年發表論文指出：“LePage’s suit essentially alledged 
that 3M offered competing retailers a discount off a product in which it had market 
power in exchange for a requirements tie for a product in which it did not…”51。

受到 LePage’s 案的啟發，Simpson與Wickelgren兩位教授在2007年的論文中
考慮批發市場上的搭售行為。考慮圖4的市場結構，並且沿用Whinston教授在
1990年文章的商品設定：假設A、B兩商品各自獨立、各有各的消費價值；既存
賣家是A產品的獨占廠商、在B產品市場上則必須面對競爭者的挑戰（在此我
們不考慮競爭廠商的進入問題）。為了簡化分析，假設兩家廠商的B產品為同
質。換句話說，競爭者在B產品市場上為「具同等效率競爭者」

 

（as-efficient competitor，或者 equally efficient rival）。但是與Whinston教授的
1990年文章設定不同，既存賣家與競爭者不是直接將商品出售給終端消費者，
而是在批發市場上販售給零售商1或2之後，兩個零售商再在零售市場上進行
（價格）競爭。

51 LePage’s, Inc. v. 3M（Minnesota Mining and Manufacturing Co.）， 324 F.3d 141（3rd 
Cir. 2003）， cert. denied， 124 S. Ct. 2932（2004）。關於本案的進一步說明，請
參見Blair and Kaserman（2009），前揭註18，p. 161-2。

圖 4 搭售與批發市場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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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產業環境之下，Simpson與Wickelgren兩位教授指出零售市場上的激
烈競爭將使得每一個零售業者都害怕自己的進貨成本較別家來得高。既存賣家

可以利用這個零售商不願「落於人後」的動機，以綑綁折扣的方式提供同時購

買既存賣家A、B兩個產品的零售商比較漂亮的價格，或者對不購買既存賣家B
產品的零售商求取較高的A產品批發價格作為「處罰」。較高的批發價格將使
零售商在A產品市場失去競爭力，零售商因而有動機加入既存賣家的綑綁折扣
活動，購買既存賣家的A、B兩產品；競爭者因此無法取得任何零售通路。

在Simpson與Wickelgren兩位教授的模型中，綑綁折扣使得兩個零售商面
對「囚犯兩難」的局面：兩個零售商的優勢策略都是加入既存賣家的綑綁折

扣，但是對兩個零售商比較好的結果其實是兩個都不加入。因此Simpson與
Wickelgren兩位教授所得到的搭售的排除效果也有賴於零售商之間的協調失
誤52。以下我們用一個簡單範例說明Simpson與Wickelgren兩位教授的結果。嚴
格來說，我們的簡化架構無法呈現Simpson與Wickelgren兩位教授所提及零售商
間「囚犯兩難」的問題，但是仍然能夠大略呈現搭售、或者捆綁折扣的排除效

果53。

範例 4
考慮圖 4的市場結構。假設A、B兩產品各有兩個終端消費者，消費者最多

只購買一單位。既存賣家的A產品對於每個消費者能帶來3的消費效益；既存賣
家與競爭者的B產品對於（另外兩個）消費者也同樣能產生3的消費效益。所有
的上游製造商（既存賣家與競爭者）與下游零售商（零售商1與2）都沒有任何
製造或者零售成本。因此零售商的唯一成本為進貨的批發價格。在同質商品的

情況下，廠商在上游的批發市場與下游的零售市場都進行價格競爭。

如果既存賣家不進行綑綁折扣（亦即搭售），那麼在兩商品各為獨立產

品、並且兩個零售商在零售市場進行價格競爭的條件下，我們可以分別討論

52 對比於獨家交易之下的（終端）買家協調問題（參見Eric Rasmusen,  Mark 
Ramseyer, and John Wiley, Naked Exclusion, 81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 
1137-45（1991）；以及Ilya Segal and Michael Whinston, Naked Exclusion: Comment, 
9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 296-309（2000）兩篇經典研究），這裡
的零售商若要進行協調以解決囚犯兩難的問題，由於零售商之間涉及零售市場的
水平競爭，可能引起競爭主管機關的疑慮；或者，當零售商以協商方式避免囚犯
兩難時，競爭主管機關必須確定協議內容不會擴及至零售價格的決定。這可能增
加競爭法的執法難度。

53 參見本節註63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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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兩商品在批發市場的競爭情形。在A產品市場，既存賣家為獨占廠商，而
兩個零售商的下游競爭解決了「雙重邊際」的問題；既存賣家的批發價格同時

成為零售市場上的零售價格54。既存賣家可以將批發價格定在3；兩個零售商各
向既存賣家購買一個A產品，然後同樣以3的零售價在零售市場轉賣給終端消費
者。既存賣家在A產品市場可以得到獨占利潤6。

圖 5 綑綁折扣下零售商的報酬矩陣
在B產品市場，面對來自競爭者的同質產品，批發市場上的價格競爭使得

既存賣家與競爭者都將批發價格壓到零（成本價）；同樣地，在B產品的零售
市場上，兩個零售商的價格競爭也會使得零售價格下降到零。因此所有的上、

下游廠商在B產品市場的利潤均為零；而B產品的兩個消費者各可以得到完整的
消費者剩餘3。
現在考慮既存賣家對於兩個零售商提出同樣的綑綁折扣契約，內容如下：

零售商簽約後可以得到 3  的簽約金55，並同意只向既存賣家購買A、B兩產品，
而既存賣家同意將兩產品分別以 、  的批發價格售與簽約廠商；同時針對
不接受綑綁折扣的零售商，既存賣家同意定以較高的其批發價 、 ，其中 

 > ，而  > 。令既存賣家對於不簽約與簽約廠商在A產品的批發價差為  

54 我們假設既存賣家不會對兩個零售商有差別待遇（discriminatory offers）。這也
是Simpson與Wickelgren兩位教授所採用的模型設定；參見Simpson and Wickelgren
（2007），前揭註37。

55 在Simpson與Wickelgren兩位教授的分析中，既存賣家並未提供簽約金；此外，兩
位教授所採用的模型設定也與此處有所差異：零售商的產品可能為異質產品、同
時不侷限在價格競爭的狀況。參見Simpson and Wickelgren（2007），前揭註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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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同時令  ≤ 3。
兩個零售商同時決定是否接受這個綑綁折扣契約。市場上所有參與者（包

括競爭者）都能查知這個契約（亦即為公開契約，public offers），以及個別零
售商是否接受契約。此外，我們排除簽約之後又違約的可能。

在兩個零售商同時決定是否接受綑綁折扣契約後，競爭者接著與既存賣家

在批發市場進行價格競爭，而兩個零售商在零售市場也進行競爭。我們將零售

商的報酬矩陣列於圖 5，並一次說明如下：
(1) 如果兩個零售商都不接受綑綁折扣契約，亦即考慮｛不接受、不接受｝的策
略組合，則市場競爭回到之前沒有折扣綑綁的狀態。根據之前分析，價格競

爭使得兩個零售商的利潤均為零、既存賣家只能得到A產品市場的獨占利潤
6、競爭者則無任何利潤。

(2) 如果兩個零售商都接受綑綁折扣，亦即考慮｛接受、接受｝的策略組合，則
兩個零售商都無法與競爭者交易、購買B產品。另外，由於兩個零售商從既
存賣家的進貨價  與  都一樣，在零售市場上的價格競爭使得零售商利潤
均為零。在這個策略組合之下，既存賣家成為A、B兩市場的唯一供應商，可
得利潤為 2 (  +  )  6 、競爭者則無法出售任何產品。

(3) 如果只有一個零售商接受綑綁折扣契約，亦即考慮｛接受、不接受｝或者
｛不接受、接受｝的策略組合，則接受契約的零售商可以享受A產品的進貨
價為 、B產品的進貨價為 。拒絕綑綁折扣的零售商（自由零售商）則必

須面對較高的A產品批發價格 。在A產品市場，接受綑綁折扣的零售商憑
藉較低的批發價可以贏得價格戰；此外，由於我們將  限制在不高於 3 的
範圍，接受綑綁折扣的零售商可以用 （或者略低）的價格賣出兩單位的產

品，得到 2 (    ) = 2  的利潤。
至於B產品，拒絕綑綁折扣的自由零售商可以選擇以  的批發價向既存
賣家進貨，或者向競爭者進貨。對於競爭者來說，給定其中一個零售商

已經拒絕綑綁折扣契約，競爭者可以此為通路供應B產品的終端消費者。
但是也如同Abito與Wright兩位教授在2008年文章的分析56，競爭者只須

讓自由零售商在零售市場維持足夠的競爭力，以便能售出產品，而沒有

動機留給自由零售商額外的利潤。在這裡，給定  > 0，競爭者的最適

56 Jose Mighel Abito and Julian Wright, Exclusive Dealing with Imperfect Downstream 
Competition, 2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p. 
227-46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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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是比  略低，例如   2 ，使得自由零售商可以在B產品市場贏得
價格戰，例如用    的零售價，賺取 2 [ (    )  (   2  ) ] = 2  的
利潤57。結合A、B兩產品零售市場的競爭結果，接受綑綁折扣的零售商
可得到的總利潤（含簽約金）為 2  + 3 、拒絕綑綁折扣的零售商則可得 
2  的利潤。如圖 5所示。
根據圖 5的報酬矩陣，我們可發現只要  為正值，無論多微小，兩個零售

商的優勢策略都是接受綑綁折扣契約，競爭者因此而被排除，無法找到自由零

售商做為其產品通路。既存賣家可以得到的利潤為 2 (  +  )  6 。按照之前
分析，既存賣家的定價限制為  <  ≤ 3 以及  < ；此外，均衡時的B產品
的批發價格不能超過消費者願付價格，  ≤ 3。因此，既存賣家的最適定價為 

 = 3，而  則比 3 略低；既存賣家藉由綑綁折扣可以排除B產品的競爭者，
得到趨近於兩市場整體的獨占利潤 12。

4.產品升級
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觀察到微軟會不斷對旗下各項應用軟體進行

升級58。如果我們試著用芝加哥學派或者之後所發展出來的動態槓桿理論解釋

微軟的搭售與升級這兩種行為，可能都會遇到一些困難：當微軟在作業系統

市場（A產品市場）具有獨占地位，而作業系統與應用軟體具有完全互補的關
係時，微軟無法藉由搭售、排除應用軟體（B產品市場）的競爭者來提高利潤
（即單一獨占利潤理論，見範例 1）。此外，微軟也沒有必要自己進行應用軟
體的升級投資或者研發。應用芝加哥學派的想法，微軟可以讓競爭廠商開發更

好的應用軟體，或者對既有版本升級、提供更多功能，使作業系統加上應用軟

體的整體使用價值提高，微軟就能憑藉在作業系統的獨占地位汲取這些升級帶

來的利益。按照芝加哥學派的推論，微軟沒有必要進行搭售與升級。

當然，這個策略的前提是微軟在作業系統能維持穩固的獨占地位，一旦

有其他廠商可能進入微軟的核心市場，微軟就有動機「預防」、或者排除此

類廠商的興起。競爭廠商要直接切入作業系統可能有其困難，但是可能先透過

發展應用軟體、取得足夠的市占率、再逐漸「反攻」作業系統市場，例如瀏覽

器被視為具備這個潛能的應用軟體。根據這個想法所發展出來的「動態槓桿

理論」提出微軟進行搭售的可能動機；我們之後會進一步介紹。但是Carlton與

57 若  = 0，則競爭者沒有砍價的空間，但是之後的分析可知既存賣家不會採用此一
定價。

58 Carlton and Waldman（2011），前揭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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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dman兩位教授不認為這能夠解釋微軟的所有升級行為，畢竟不是所有規律
升級的應用軟體都有潛力進一步發展成作業系統、威脅視窗（Windows）的獨
占地位。

為了解釋獨占廠商（或者我們的範例中的既存賣家）的搭售與升級行為，

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在2011年發表的論文中建構了一個動態賽局模型，
指出當未來升級能夠產生相當的消費價值時，則芝加哥學派的推論不成立。獨

占廠商有動機進行搭售，以排除競爭廠商進入非核心市場（B產品市場），並
且自己進行（B產品的）產品升級。原因在於產品升級是一個在未來發生的可
能事件，亦即消費者購買A產品與升級後的B產品是發生在不同時間點的購買行
為。當選擇購買A產品（作業系統）與升級前的B產品（應用程式）時，獨占廠
商的確可以藉由A產品的獨占地位，汲取競爭廠商在當下（未升級前）版本B產
品所能提供的效益。但是之後當B產品升級，消費者選擇是否購買新版本的B產
品時，消費者已經不需要購買A產品，亦即A產品具有耐久財（durable goods）
的性質。此時獨占廠商無法藉由A產品市場的獨占地位汲取B產品升級後所產生
的效益，而必須與競爭廠商在B產品市場進行產品升級的競爭。當產品升級能
產生足夠大的效益時，為了排除競爭，獨占廠商有動機採取搭售，使得消費者

不向競爭廠商購買，同時自己進行B產品的升級。我們以一個簡單的範例說明 
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2011年論文的觀點59。

範例 5
我們將範例 1的設定拓展成一個兩期模型，同時假設  = 0，亦即潛在競爭

廠商沒有任何進入成本，因此沒有是否進入市場的問題。延續範例 3，我們僅
稱之為競爭廠商。

A與B兩個產品仍然為完全互補，亦即消費者必須同時擁有這兩個產品才能

59 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進一步考慮模型的不同延伸，包括消費者也可以使
用「租賃」 （leasing）的方式享受產品、消費者必須承受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廠商可對消費者進行補貼、以及對核心產品（A產品）的升級等等狀況；
Carlton and Waldman（2011），前揭註17。除了微軟，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
授在文中所引用的另一個例子為IBM在1960年代的策略行為，包括租賃其主機
（mainframe computer）、搭售軟體與服務、以及定期的軟體升級等等。轉換成本
指的是使用者從某一家公司商品轉換到另一家公司的產品時，除了價格以外必須
付出的成本。例如當慣常使用Windows作業系統的使用者要改採蘋果的Macintosh
系統時所必須額外花費的學習成本。轉換成本也是產業經濟學中的獨立課題，已
經有相當數量的文獻累積。參見 Tirole（1988），前揭註31；或其他產業經濟學教
科書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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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消費效益。而在這個兩期模型中，在第一期購買的產品能夠產生兩期的消

費效益。例如當消費者在第一期購買既存賣家的A產品與B產品時（暫時不考慮
產品升級），消費者所能享受的消費效益為第一期效益（3 + 3）與第二期效益
（3 + 3）的加總；而當消費者在第一期購買競爭者的B產品來搭配既存賣家的A
產品時，能產生的兩期總效益為第一期效益（3 + 3 + ）與第二期效益 （3 + 3 
+ ）的總和60。

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接著導入產品升級：假設在第二期一開始，兩
個廠商分別決定是否付出 c 的成本提升B產品的品質、提高 △ 的消費效益。因
此，在產品升級後，既存賣家的B產品能產生 3 +  的效益、競爭者的B產品能
產生 3 +  +  的效益。但是升級後A與B產品仍為完全互補，消費者仍然需要A
產品才能產生消費效益。令  > ，因此一個廠商進行產品升級能夠產生正的社
會效益（但是由於消費者只需要一個升級後的B產品，兩個廠商都升級必然造
成社會效益的損失）；同時假設當消費者購買升級後的B產品，則原來第一期
購買的（升級前）B產品沒有任何的殘餘價值（scrap value）61。

我們考慮以下的決策順序：在第一期，既存賣家首先決定是否進行搭售

並維持到賽局結束62、接著兩個廠商進行價格競爭，由消費者做出產品購買決

策；然後到了第二期（維持之前的搭售決策），兩個廠商決定是否進行B產品
升級、接著為B產品的價格競爭，並由消費者做出升級版本的購買決策。
由於A產品由既存賣家獨占，消費者只能與既存賣家購買。搭售影響的是

60 為了簡化分析，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不考慮產品折舊（depreciation）、未來
效益的折現（time discount）等因素；Carlton and Waldman（2011），前揭註17。
納入這些考量也不會改變模型的主要結果。

61 例如不存在B產品的二手市場（secondhand market），因此消費者無法轉售。
62 如同 Whinston教授在1990年論文的設定（前揭註28），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
授在2011年論文的主要分析假設既存賣家的搭售決策為不可逆（irreversible），
例如透過產品設計達成的搭售或者綑綁（前揭註17）。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
授在文中有討論到可逆轉（reversible）的搭售，指出此時廠商可能必須借助搭售
以及補貼消費者的方式達成封鎖競爭者的目的，而這個策略組合的效果與Salop
與Scheffman兩位教授提出的「提高競爭對手成本」（raising rivals’ costs） 的策
略有相同邏輯。參見Steven Salop and David Scheffman, Raising Rivals’ Costs, 73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 267-71 （1983）；Thomas Krattenmaker and 
Steven Salop (1986), Anticompetitive Exclusion: Raising Rivals’ Costs to Achieve Power 
over Price, Yale Law Journal, 96: 209-93;以及Steven Salop and David Scheffman, 
Cost-Raising Strategies, 36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p. 19-34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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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是否能保留向競爭者購買B產品的選項。如果既存賣家決定進行搭售，
那麼一旦購買了競爭者的B產品後就買不到A產品，而在完全互補的假設下，
沒有A產品就無法產生任何效益。因此在搭售之下，無論是否升級消費者都只
能向既存賣家購買兩產品。如果既存賣家在第二期決定不升級，消費者在兩期

能夠享受的產品效益為 (3 + 3 ) + ( 3 + 3 ) = 12；而如果既存賣家在第二期對B產
品進行升級，消費者在第二期能夠享受較高的產品效益，而兩期的消費總效益

為 (3 + 3) + (3 + 3 + ) = 12 + 。既存賣家可以在第一期將A與B兩個產品的總價
訂在 12、然後在第二期將升級後的B產品訂價在  。由於A與B兩個產品的兩
期總效益至少為 12、而升級後的產品能增加  的效益，因此這兩個價格分別能
被消費者接受。此外，根據  >  的假設，既存賣家為了增加    的利潤而在
第二期進行升級。因此，在搭售之下既存賣家的利潤為 12 +   ；既存賣家藉
由搭售完全取得自家產品本身帶給消費者的兩期消費效益、以及產品升級的利

潤63。

接著考慮既存賣家決定不搭售的市場競爭。此時消費者可以選擇購買競爭

者的B產品。由於在第二期兩個廠商同時決定是否進行升級，如同在範例 3中的
分析，我們必須建構報酬矩陣、找出這個「子賽局」（subgame）的Nash均衡。
此外，第一期競爭之後可能出現兩種結果，亦即消費者決定購買哪家廠商的B
產品，而這兩種結果會導致第二期的升級賽局的一些差異。因此我們區分兩種

情況討論。

如果第一期的競爭結果使得消費者購買競爭者的B產品以及既存賣家的A產
品，則第二期兩個廠商的升級賽局報酬如圖 6（a）所列出。消費者在第一期購
買的產品組合能夠在第二期產生  3  +  3  +   的效益。此時如果兩個廠 

63 除非既存賣家能夠有效承諾未來必然會進行升級、同時保證不加價，消費者不會
在第一期就接受 12 +  的價格。

圖 6 產品升級的報酬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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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都決定進行B產品的升級，亦即策略組合為｛升級、升級｝，則消費者決定
是否購買品質為 3 +  的既存賣家升級後B產品、品質為 3 +  +  的競爭者升級
後B產品、或者不購買升級品，仍享受之前購買的競爭者升級前B產品（品質為 
3 + ）。我們假設    >  > 0，因此  >  ，亦即升級能夠帶來顯著的產品效
益提升。（若 △<x，則既存賣家無法藉由升級對競爭者在B產品市場造成任何
威脅。）

令既存賣家對其升級後B產品的定價為 、競爭者對其升級後B產品的定
價為 （上標  表示升級, upgrade）。在第二期，消費者如果選擇競爭者的
升級產品搭配手中的A產品，可以產生3 + ( 3 +  +  )   的淨效益（消費者剩
餘）；選擇既存賣家的升級產品的消費者剩餘為 3 + ( 3 +  )  ；而不購買升
級產品的消費者剩餘為 3 + ( 3 +  )。因此，若

�3 + ( 3 +  +  )   ≥ 3 + ( 3 +  )         ≤  +                 ( 11 )

以及

�3 + ( 3 +  +  )   ≥ 3 + ( 3 +  )       ≤                 ( 12 )

兩個條件同時成立，消費者會購買競爭者的升級產品。由於兩者皆升級後既存

廠商仍居於品質劣勢，價格競爭之下既存廠商會削價至 ，但仍無法勝過與

競爭者。而在  >  的條件下，競爭者最高只能定價在  = 。因此，對應於
｛升級、升級｝這組策略，既存廠商的報酬為  （花費成本升級後仍然賣不出
去）、競爭者的報酬為   =   。

根據類似的推論方式，我們可以得到其他策略組合的報酬。如果只有競爭

者進行升級，亦即考慮｛不升級、升級｝的策略組合，由於消費者已經有了競

爭者未升級的B產品，對既存賣家未升級的B產品沒有任何購買誘因，因此只要
（12）式成立，消費者就會購買競爭者的升級產品。競爭者可以定價在  = 
。此時既存賣家在第二期的報酬為零、而競爭者可以得到利潤    =   。

如果只有既存賣家進行升級，亦即考慮｛升級、不升級｝的策略組合，則

既存賣家的定價壓力來自於消費者手中已有的競爭者未升級產品。給定既存賣

家的定價 ，消費者願意購買升級產品的條件為

�3 + ( 3 +  )   ≥ 3 + ( 3 +  )       ≤    ;                ( 13 )

因此既存賣家最高只能定價在  =    ，在第二期得到報酬     c；而競爭
者的報酬為零。最後，如果兩個廠商都不升級，則消費者已經擁有最高品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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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產品、不會再購買任何產品，因此兩個廠商的第二期報酬均為零。
考慮圖 6（a）的報酬矩陣，當競爭者選擇升級時，既存賣家的最適反應為

不升級；而當競爭者不升級時，既存賣家應該升級。反之，無論既存賣家是否

升級，競爭者都應該升級，這表示升級為競爭者的優勢策略。因此這個子賽局

的Nash 均衡為｛不升級、升級｝，亦即只有競爭者會升級。
其次，第一期競爭的另一個可能結果為即便沒有搭售，消費者仍然向既存

賣家購買A與B兩個產品。到了第二期，給定消費者手中的B產品來自既存賣
家，只能產生 3 的效益，兩個廠商的升級賽局報酬矩陣如圖 6（b）。當兩個廠
商都升級時，消費者選擇競爭者的品質較優升級品的條件仍為（11）式。但是
消費者願意購買、而非持續消費手中的未升級產品的條件正為

�3 + ( 3 +  +  )   ≥ 3 + 3       ≤  +  ;                ( 14 )

價格競爭之下，品質居於劣勢的既存賣家仍然削價至零，因此競爭者最高只能

定價在  = ，在第二期享受    的利潤。既存賣家的第二期報酬仍然為  
。

如果只有競爭者升級，則消費者願意購買的條件為（14）式，因此競爭者
最高可以定價在  =  + ，享受  +    的第二期報酬；既存賣家的第二期報
酬則為零。而如果只有既存賣家進行升級，則消費者願意購買升級品、而非繼

續享受手中的未升級品的條件為

�3 + ( 3 +  )   ≥ 3 + 3       ≤  ;                ( 15 )

此外，消費者仍然可能考慮購買競爭者的未升級產品。若競爭者將其未升級產

品定價在 ，則消費者會選擇既存賣家的升級產品、而不是競爭者未升級產品
的條件為

�3 + ( 3 +  )   ≥ 3 + ( 3 +  )         ≤    +  ;                ( 16 )

競爭者最低願意將價格定為零，因此既存賣家最高只能定價在  =   ，享
受      的第二期利潤；競爭者的利潤則為零。最後，如果兩個廠商都不升
級，則消費者可以考慮換購競爭者品質為 3 +  的B產品來取代手中既存賣家品
質只有 3 的產品。競爭者可以定價在 ，在第二期取得  的報酬。
根據圖 6（b）的報酬矩陣，競爭者仍然有升級的優勢策略，而此時既存賣

家會決定不升級。因此Nash 均衡仍然為｛不升級、升級｝，亦即只有競爭者會
升級。



第 24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12

由以上討論，我們發現若既存賣家不進行搭售，就無法在第二期取得任何

報酬，所有升級的利潤會由競爭者享受。我們接下來仍需考慮既存賣家是否可

使用第一期的定價「事先」汲取未來在第二期的升級報酬。

在沒有搭售的情況下，令既存賣家在第一期對其A、B兩產品的定價分別
為  與 、競爭者對其B產品的定價則為 。如果最後的價格均衡導致消費
者購買競爭者的B產品，消費者必然預期到在第二期只有競爭者會進行升級，
並以  =  出售升級品。因此這個在第一期購買既存賣家的A產品與競爭者的
B產品所能產生的兩期總消費效益為 3 + ( 3 +  ) = 6 + （第一期消費效益）與 
3 + ( 3 +  +  )   = 6 + （第二期的消費者剩餘）的總和。若要讓消費者願意
付出  與  的價格得到這兩樣商品，必須保證總消費效益不低於付出的總價
格，亦即

6 +  + 6 +      ≥ 0       ≤ 1 2 + 2    ;                ( 17 )

由於競爭者不會賠本出售，  ≥ 0，同時既存賣家無法在第二期享受任何報酬，
因此既存賣家在這個狀況之下的兩期總利潤為  ≤ 12 + 2 。
其次，如果第一期最後的結果為消費者向既存賣家購買A與B兩個商品，

則消費者在第一期的消費效益為 3 + 3 = 6。到了第二期，只有競爭者會進
行升級，並以  =  +  出售升級品給消費者，後者的第二期消費者剩餘為 
3 + ( 3 +  +  )   = 6。因此兩期的消費效益為 6 + 6 = 12；消費者在第一期付
出的總價格為  + 。因此，只有在

12  (  +  ) ≥ 0                ( 18 )

時消費者才願意做出這樣的消費決策。此時既存賣家的兩期總利潤為  +  ≤ 12
（既存賣家同樣無法在第二期享有任何報酬）。

總結分析，我們發現如果既存賣家進行搭售，可以享受的總利潤為 
12 +   c；但是若不進行搭售，則其總利潤不可能超過 12 + 2 。在其前者，進
行搭售時，既存賣家可以充分享有升級帶來的利益   c；但是在後者，不進行
搭售時，升級的報酬完全歸諸於競爭者，既存賣家頂多只能得到芝加哥學派所

強調，藉由A產品獨占地位所得到的競爭者（未升級前）B產品的品質優勢 2
。因此，當升級的利益夠大時，亦即當   c > 2 ，既存賣家會進行搭售。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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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所提出，獨占廠商為了保障未來從產品升級得
來的報酬而進行搭售的市場封鎖理論64。

(二)保護核心市場
在美國與歐盟的微軟案受到經濟學家極大的注目，其中搭售的部分更引起

諸多研究興趣。經濟學家關心微軟的搭售行為是否為微軟能在個人作業系統長

久維持獨占地位的重要關鍵。亦即，微軟搭售的目的可能並像傳統槓桿理論所

說，是為了延伸市場力量，反而可能藉由搭售來保護其核心的作業系統市場。

以圖 7的市場結構來看，微軟所擔心的可能不是潛在競爭者在競爭部門 （B產
品市場，微軟案中的瀏覽器應用程式） 的活動，而是競爭者進入B市場後，可
能以此為跳板，進一步進入獨占部門（A產品市場，微軟案中的作業系統），
威脅到既存賣家的核心市場（A產品市場）獨占地位。為了防備這個威脅、維
持在核心市場的獨占地位，微軟可能藉由搭售扼殺潛在競爭者進入B市場的契
機。

Choi與Stefanadis兩位教授、以及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使用不同的
模型、以不同的機制分別描述搭售為何能夠達成這個保護核心市場的效果。

Choi與Stefanadis兩位教授在2001年發表的論文強調潛在競爭者必須進行研發活
動、開創新產品（或製程）後才能進入市場；而研發具有不確定性，亦即潛在

競爭者的研發計畫可能失敗、無法順利發展出能夠有效競爭的產品65。Carlton
與Waldman兩位教授在2002年的論文則考慮進入不同的市場可能有不同的進
入成本。例如規模經濟使得進入第一個市場後能夠降低進入第二個市場的進

入成本；或者範疇經濟使得平均進入成本隨著進入多個市場而下降66。在這兩

個情形下，搭售都可能達成既存賣家保衛核心市場的目的。此外，Carlton與
Waldman兩位教授進一步指出其分析同樣可以解釋為網路效果之下結果。

64 Carlton and Waldman（2011），前揭註17。
65 Choi and Stefanadis（2001），前揭註32。
66 Carlton and Waldman（2002），前揭註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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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下分別說明。

1.搭售與研發 II 
Choi與Stefanadis兩位教授在2001的論文中假設潛在競爭者可以分別針對

A、B兩個市場執行研發計畫67。計畫成功後就能夠得到品質較既存賣家為佳的

產品；計畫失敗則沒有產品可以進入市場。A、B兩個產品仍為完全互補。
按照芝加哥學派的想法，如果潛在競爭者只能進入一個市場，例如B市

場，則既存賣家不會有動機使用搭售排除進入。但是在這裡，當潛在競爭者針

對兩個市場的研發計畫都成功之後，潛在競爭者可以進入A、B兩個市場，挾其
較高品質的產品組合「完敗」既存賣家，使得既存賣家連在A產品市場的利潤
都完全消失。面對這樣的威脅，Choi與Stefanadis兩位教授指出既存賣家可以借
助搭售來降低潛在競爭者的研發誘因，因此緩和被替代的威脅。

當潛在競爭者能夠在研發成功後打進A、B兩市場時，既存賣家必須削弱潛
在競爭者的研發誘因才能維持獨占地位、防止被競爭者取代。影響研發動機的

管道有兩個：既存賣家可以試著增加潛在競爭者的研發成本、或者降低研發成

67 Choi and Stefasnadis（2001），前揭註32。Choi與Stefanadis兩位教授在文中另外考
慮不同潛在競爭者可能進行R&D，進入不同市場的情境；前揭註32。此外，Choi
與Stefanadis兩位教授在2006年發表得論文同樣分析綑綁對研發以及進入市場的影
響，但是區分「統整性」（generalist firms） 與「專門性」（specialist firms）廠
商；前揭註32。統整性廠商能夠對多個產品進行研發、專門性廠商的研發則侷限
於單一產品。綑綁使得專門性競爭者無法單獨進入市場，因此面對與其他產品部
門的專門性競爭者的協調問題，降低既存賣家所面對的競爭威脅。

圖 7 搭售與保護核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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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之後的報酬。而在Choi與Stefanadis兩位教授的模型中，搭售屬於後者影響報
酬的手段。換句話說，既存賣家藉由搭售拉低潛在競爭者的報酬。

值得注意的是，Choi與Stefanadis兩位教授的論點要成立，除了必須要有
研發成本的存在，研發活動的風險性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甚至不同計畫的風

險關聯性設定也會影響結論。原因在於搭售的本質為影響（A與B）產品市場
競爭的手段，而對潛在競爭者的研發決策來說，產品競爭決定了研發活動的報

酬，而非研發計畫的成本。而搭售與否只有在潛在競爭者只發展出一個成功產

品時才對產品市場競爭有影響；當潛在競爭者在A、B兩個市場的研發活動都失
敗時，無論有沒有搭售，消費者都只有既存賣家的商品可以選購，而當潛在競

爭者的兩個研發計畫都成功時，無論有無搭售既存賣家都無法與潛在競爭者競

爭。但是當潛在競爭者只成功發展出一個產品時（如同範例 1的設定），若既
存賣家有搭售，則潛在競爭者無法出售產品（A、B為完全互補），無搭售則潛
在競爭者可取得一些利潤。因此搭售的效果在於降低潛在競爭者只有一個研發

計畫成功時的報酬。

 根據這個推論，當研發有成本卻沒有風險、一定成功時，若潛在競爭者執
行兩個計畫就不會只有一個計畫成功的情形，此時搭售沒有任何效果。就算研

發有可能失敗，如果兩個計畫的成功率關聯性很高，則只有一個計畫成功的機

率很低，搭售的影響隨之下降。例如在極端時兩個計畫不是一起成功就是一起

失敗，同樣不會出現只有一個計畫成功的狀況，搭售也無法達到排除競爭、保

護核心市場的效果。而在Choi與Stefanadis兩位教授的分析中，兩個計畫的成功
為獨立事件（independent events），有相當的機率出現只有一個成功計畫的情
形，搭售因此有相當的市場封鎖效果。以下我們用一個簡單例子說明。

範例 6 
考慮圖 7的市場結構，A、B兩產品為完全互補，既存賣家在每個市場有消

費價值為 3 的產品。消費者最多只購買一單位的A與B。（根據完全互補，只購
買單一產品無法產生任何消費價值）。

潛在競爭者可以針對A、B兩個市場分別進行研發。每個研發計畫的成本為 
，不做研發、或者研發失敗就無法進入該市場。針對某個市場的研發計畫成

功後，潛在競爭者就可以得到消費價值為 3 +  的產品，同時不需要付出另外的
進入成本68。潛在競爭者可以決定進行兩個研發計畫、一個研發計畫、或者不

68 另一個解釋為每個市場有 f 的進入成本；但是花費進入成本不代表不一定能成功打
進市場，只有一個機率能夠進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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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任何計畫（亦即不進入市場）69。每個計畫的成功機率為 1/2，並且互相獨
立，亦即一個計畫是否成功不影響另外一個計畫的成功或者失敗。此外廠商沒

有其他生產成本。

既存賣家首先決定是否進行搭售，同時一旦決定後就無法更改；接著潛在

競爭者決定執行幾個研發計畫；最後，依據是否搭售以及潛在競爭者的研發成

果，兩個廠商在產品市場進行競爭。

首先分析既存賣家決定不搭售之後的研發與市場競爭決策。在沒有搭售的

狀況下，消費者可以根據A、B兩個市場的產品與定價狀況分開做決定，不須合
併一起考慮。如果潛在競爭者最後沒有任何產品（例如不做任何研發、或者研

發都失敗），既存賣家在兩個市場都是獨占，可以享有 6 的利潤，潛在競爭者
的報酬則為零。如果潛在競爭者只有一個產品，例如B產品，按照範例 1中的推
論，尤其對於（1）式與（2）式兩式的分析，我們會有多重價格均衡：任何滿
足  +  = 6 +  與  ≤  這兩個條件的價格（  , ） 都是一組均衡，其中  

 為既存賣家對其A商品的定價、  為潛在競爭者對其B產品的定價。為了讓
潛在競爭者在沒有搭售時有最強的研發誘因，我們考慮   = 、  = 6 這組均
衡，亦即在沒有搭售之下潛在競爭者能夠充分享有其品質較佳產品帶給消費者

的額外消費效益 。
最後，如果潛在競爭者成功發展出兩個產品，則兩個廠商都能提供一組

A+B產品的完整「系統」（system）。但是由於潛在競爭者既存賣家的系統品
質較高，總共有 6 + 2  的消費效益，價格競爭之下消費者會選擇向潛在競爭者
購買，同時潛在競爭者可以得到 2  的利潤。我們簡單說明這個結果如下：令既
存賣家對其A、B產品的定價分別為  與 ；潛在競爭者對其產品的定價分別

為  與 。當沒有搭售時，消費者可以任意搭配兩個廠商的A、B產品，但必
須A、B都購買才能產生消費效益。給定消費者的確會購買A、B兩商品，消費
者選擇潛在競爭者的A產品的條件為

 + ( 3 +  )   ≥  + 3         ≤  +  ;                ( 19 )

其中  為消費者購買B產品（結合A產品）之後的淨效益：如果消費者選
擇既存賣家的B產品，則  =3  ；如果選擇潛在競爭者的B產品，則 

 = 3 +   。無論選擇哪一家的B產品，我們可發現潛在競爭者在A產品的

69 由於A、B兩商品的消費價值具對稱性，當潛在競爭者只進行一個計畫時，我們不
需要進一步區分是針對A商品的研發還是B商品的研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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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優勢可以轉化為價格優勢。既存賣家最低將價格下壓至零，  = 0，此時
潛在競爭者可以定價在  = ，從而在A產品市場得到  的報酬。應用同樣的分
析，在B產品市場上，無論消費者購買哪家廠商的A產品，潛在競爭者都可以憑
藉品質優勢贏得與既存賣家的價格戰。在B產品市場上的價格均衡為  = 0 與 

 = ，既存賣家同樣可以獲得利潤 。因此在沒有搭售之下，成功發展兩個產
品的潛在競爭者可以得到報酬 2 。
根據這些產品市場的競爭結果，我們接下來分析潛在競爭者的研發決策。

如果不進行任何研發，則潛在競爭者報酬為零。如果潛在競爭者只執行一個研

發計畫，不管是針對A或者B產品市場，研發成本都是 f、成功機率都是 1/2、成
功之後的報酬都是 x。潛在競爭者執行一個研發計畫的預期報酬為

    ;                ( 20 )

而如果執行兩個計畫，潛在競爭者必須付出雙倍的成本 2 。由於兩個計畫成果
彼此獨立，( 1/2 )．( 1/2 ) = 1 / 4 的機率兩個計畫都成功，此時潛在競爭者可以
得到報酬 2 ； 同樣有 1/4 的機率兩個計畫都失敗，此時報酬為零；而有 1/2 的
機率只有一個計畫成功（1/4 的機率A產品計畫成功但B產品計畫失敗、與 1/4 的
機率A產品計畫失敗但B產品計畫成功），此時報酬為 。因此潛在競爭者執行
兩個計畫的預期報酬為

 ( 2  ) +   + ．0  2  = 2 (    ) ;                ( 21 )

我們發現只要研發有利可圖，亦即當

  >                 ( 22 )

的條件成立，潛在競爭者就會選擇執行兩個研發計畫，既存賣家就必須面對有 
1/4 的機率會被完全替代掉的風險。
如果既存賣家進行搭售，那麼在市場競爭階段，如果潛在競爭者仍然沒有

任何產品，報酬仍然為零。但是如果潛在競爭者只有一個產品，不管是A或者B
產品，在既存賣家的搭售策略之下，消費者都不會購買潛在競爭者的產品，因

此搭售使得潛在競爭者在只有一個產品時的報酬由  降為零。
而當潛在競爭者成功發展出兩個產品時，潛在競爭者可以克服搭售的銷售

限制，仍然享有 2  的利潤。說明如下：當既存賣家進行搭售時，既存賣家的兩
個產品等於整合為一個系統產品，消費者要不然就購買既存賣家的A+B產品組
合，要不然就完全不向既存賣家購買。因此我們只需要考慮既存賣家對A+B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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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組合的總定價  +  = 。而如果消費者不向既存賣家購買任何產品，唯一
的其他選擇就是購買潛在競爭者的A+B產品組合，亦即搭售在這個狀況會使得
兩個廠商進行「系統對系統」的競爭。因此我們也只需要考慮潛在競爭者的總

定價  +  = 。
比較兩個廠商的兩個A+B產品組合（系統），品質優勢會使得潛在競爭者

贏得價格戰：消費者願意購買潛在競爭者的產品組合的條件為

( 3 +  ) + ( 3 +  )   ≥ 3 + 3         ≤ 2  +  ;                ( 23 )

既存賣家最低將價格訂為零，  = 0，而潛在競爭者可以訂在  = 2 ，同樣賺
取 2  的報酬。與沒有搭售時的狀況相比較，當潛在競爭者成功發展出兩個產品
時，搭售對於產品市場競爭結果沒有任何影響。

修改過產品競爭的價格均衡與潛在競爭者報酬後，我們同樣考慮潛在競

爭者的研發策略。首先，搭售會使得潛在競爭者沒有任何誘因只執行一項研發

計畫，因為即便計畫成功，搭售使得潛在競爭者在產品市場上無法得到任何報

酬。其次，如果潛在競爭者執行兩個研發計畫，則預期報酬為

 ( 2  ) + ．0 + ．0  2  = 2 (     ) ;                ( 24 )

與（22）式相比較，潛在競爭者只有在

  >                 ( 25 )

的條件下才有動機進行研發。搭售明顯地藉由降低只有一個產品時的報酬而削

弱了潛在競爭者的研發誘因。此外，當研發成本介於

  >  >                   ( 26 )

的範圍時，既存賣家可以藉由搭售來排除競爭，維持獨占地位。亦即，如果既

存賣家不進行搭售，由於（22）式滿足，潛在競爭者會進行兩個研發計畫，而
既存賣家必須面對 1/4 被完全取代的機率；但是如果既存賣家選擇搭售，由於
（25）式不滿足，潛在競爭者不會花費成本進行任何研發計畫，自然無法進入
市場、威脅既存賣家。

觀察（21）與（24）式，我們發現如果研發一定成功，亦即成功機率為 
1，則無論是否搭售，只要  > ，潛在競爭者都會執行兩個研發計畫、然後完
全取代既存賣家。因此Choi與Stefanadis兩位教授在2001年論文的論點必須仰賴
研發成本（  > 0）與風險。
其次，就算計畫具有風險性，成功機率維持在 1/2，如果計畫具有完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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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不是一起成功（1/2 機率）就是一起失敗（1/2 機率），那麼潛在競爭者只
有單一產品的事件不會發生，搭售與否的報酬 0（有搭售）或者 （無搭售），
就不會影響潛在競爭者地研發誘因。（21）與（24）式都必須修改為

 ( 2  ) + ．  2  = 2 (     ) ;               ( 27 )

因此既存賣家無法以搭售排除進入、防止潛在競爭者進行研發。

2.規模經濟範疇經濟（scope economies）
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在2002的文章中採用動態的觀點，強調潛在

競爭者由於資金或者廣義上資源的限制通常無法一次進入多個市場，而必須

「延長戰線」，一次進入少數市場、然後分多次陸續進入所有相關市場70。但

是一旦潛在競爭者進入所有市場，具備完整的產品線（product line）之後，就
能夠憑藉齊全而質優的產品組合在產品市場競爭上取得絕對優勢、淘汰既存賣

家。例如在微軟案中，網景（Netscape）或其他競爭者的瀏覽器就被視為可能
進一步發展成作業系統的產品，在未來能夠挑戰微軟在個人作業系統的市場地

位。著眼於未來的挑戰，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認為微軟將其瀏覽器產品
Internet Explorer（IE）綑綁於視窗作業系統的動機可能是為了防止競爭者能在
順利進入瀏覽器市場，站穩腳步之後進一步跨足作業系統市場。

如同Choi與Stefanadis兩位教授在2001年文章中的分析，搭售的效果仍然在
於減損潛在競爭者只進入一個市場時的利潤，而無法對潛在競爭者成功進入兩

個市場後造成傷害，因此必須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既存賣家才會有動機、且能夠

成功使用搭售保衛核心市場。

沿用範例 1的設定，但是將模型擴展為一個動態的兩期模型：潛在競爭者
在兩個產品市場都有較高品質的產品，但是在第一期（第一個時間點） 只能夠
進入一個市場。例如潛在競爭者在第一期先選擇是否進入B產品市場，而只有
在第二期才能考慮是否進入A產品市場，亦即既存廠商的核心市場。在這樣的
設定下，既存賣家會使用搭售排除競爭的一組可能條件組合為：首先，潛在競

爭者進入市場必須耗費進入成本，否則在沒有成本的狀況下，潛在競爭者沒有

所謂進入或者退出的問題，可以直接將產品上架，與既存賣家競爭71。但是花

70 Carlton and Waldman（2002），前揭註33。
71 但是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也為他們的模型結果提出第二種解釋，亦即當B產
品消費具有網路外部性。此時就算沒有進入成本，搭售也可以具備排除進入的效
果；Carlton and Waldman（2002），前揭註33。我們會接著說明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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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進入成本後，能否成功的風險或者不確定性則不是搭售的排除效果的必要條

件。因此在這一小節的討論，我們不考慮風險的存在。

其次，當成功進入B產品市場後，潛在競爭者必須要有動機進一步花費成
本進入A產品市場。如果潛在競爭者會滿足於局限在B產品市場，不想跨足既存
賣家的核心市場，則芝加哥學派的論點成立，搭售所引起的排除進入效果無助

於既存賣家實現更高的利潤。

最後，當潛在競爭者會以B產品市場為跳板、進入A產品市場，搭售要能
夠防止潛在競爭者進入A產品市場，必然表示搭售對潛在競爭者所造成的利潤
能夠一開始就使得潛在競爭者不願意進入B產品市場，因此在沒有「灘頭堡」
的狀況下也無法進入A產品市場。原因如同之前所闡明的機制，搭售會降低潛
在競爭者只進入一個市場之後的報酬，而對進入兩個市場之後的產品市場競

爭結果沒有影響。因此，一旦潛在競爭者已經在B產品市場站穩腳步，考慮的
是要不要進一步花費成本進入A產品市場，根據假設搭售不會影響進入成本；
按照之前的分析，搭售與否也無法影響進入A產品市場的報酬。因此，搭售的
作用不在於阻止潛在競爭者進入第二個市場（A產品市場、既存賣家的核心市
場）；而是一開始就要能改變潛在競爭者進入第一個市場（B產品市場、競爭
部門）的誘因。我們以一個簡單例子進一步說明。

範例 7
如同以上分析，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在2002論文中使用的模型將範

例 1的設定延伸至一個兩期模型。但是與之前所討論產品升級的狀況不同，所
有產品都不是耐久財，因此消費者在兩期必須分別購買A、B兩個呈現完全互補
關係的產品。既存賣家兩個產品的品質都為 3；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後）兩
個產品的品質都為 3+ 。除了潛在競爭者的進入成本，兩個廠商沒有其他的生
產成本。

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所考慮的進入決策設定比之前的說明稍微複雜
一點，但是也可能較為符合現實環境。潛在競爭者仍然只能在第二期決定是否

進入A產品市場，但是在兩期都可以決定是否進入B產品市場。因此，如果在第
一期沒有進入B產品市場，潛在競爭廠商仍然可以在第二期決定是否進入A、B
兩個產品市場，或者只進入其中一個市場。

令潛在競爭者進入B產品市場的進入成本為 、進入A產品市場的進入成
本為 。一旦花費進入成本進入某個市場後，在下一期就不需要為該市場再花

費一次進入成本。我們假設進入成本滿足以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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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  +  < 3  ;                 ( 28 ) 

以下我們會說明這個條件各部分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兩個市場的

進入成本一樣，  = ，則  < x 會導致  +  = 2  < 2 ，（28）式無法
成立。因此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假設產業的進入成本結構具備規模經濟
（多為一個市場生產、所多增加的產量能夠降低進入市場的固定成本）、或者

範疇經濟（多增加一個產品線、多樣化的生產能夠降低額外的進入成本），亦

即我們必須有  ≠  的條件。而直覺來說，由於潛在競爭者先考慮是否進入
B產品市場，因此規模經濟或者範疇經濟應該使得進入第二個市場（A產品市
場）的進入成本較低，亦即  < 。

在模型的時序上，既存賣家首先決定是否進行搭售（並且不可逆轉），接

著潛在競爭者在各期決定是否進入市場72。每一期的產品市場競爭結果取決於

既存賣家是否搭售以及潛在競爭者進入了那些市場。我們沿用範例 6的分析結
果作為各廠商產品市場競爭之下的報酬：如果潛在競爭者順利進入兩個市場，

則在當期可以享受 2  的報酬，既存賣家會被完全取代，報酬為零；如果潛在競
爭者只進入一個市場，不論是A產品市場或者B產品市場，只有在沒有搭售時潛
在競爭者可以得到  的當期報酬，但是若既存賣家進行搭售則潛在競爭者報酬
為零；而如果潛在競爭者沒有進入任何市場，既存賣家維持在兩個市場的獨占

地位，潛在競爭者報酬為零。

在（28）式成立的條件下，我們分別考慮既存賣家搭售或者不搭售如何改
變潛在競爭者在兩期的進入決策。

如果既存賣家不進行搭售，當第一期潛在競爭者進入B產品市場時，當期
從B產品市場可以得到收益為 、但是必須付出  的進入成本。根據 （28）
式，潛在競爭者在第一期的淨收益為負，    < 0。但是給定在第一期已經
進入B產品市場，到了第二期，潛在競爭者進入A產品市場只需要付出  的
進入成本。而一旦進入後，潛在競爭者有完整的A、B產品線，可以在第二期
取得 2  的報酬，得到 2    的淨利。因此，採用第一期進入B產品市場、
隨後在第二期進入A產品市場的策略可以讓潛在競爭者得到的兩期總利潤為 
72 潛在競爭者無法在第一期就宣告第二期必然會進入A產品市場，並且能完全執行
此一承諾（commitment）。如果潛在競爭者具備完全的承諾能力（commitment 
power），搭售就無法影響潛在競爭者的進入決策。反之，Carlton與Waldman兩位
教授在2002年文章（前揭註33）、以及Choi與Stefanadis兩位教授在2001文章（前
揭註32）裡所使用的模型都假設既存賣家的搭售為不可逆，例如藉由產品設計、
而非契約方式的搭售，使得既存賣家之後無法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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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 = 3   (  +  )。根據（28）式，這個利潤為正73。

我們檢驗這個進入策略的確符合潛在競爭者的最大利益：如果潛在競爭

者都不進入市場就沒有利潤。但是如果選擇不在第一期進入B產品市場，而在
第二期一口氣進入兩個市場，則潛在競爭者第一期報酬為零。到了第二期，

潛在競爭者總共花費的進入成本為  + 、總共能夠得到的產品市場利潤

為 2 。根據（28）式，這個延後進入的策略無法讓競爭者得到正的淨利潤， 
2   (  +  ) < 0。
此外，我們也必須考慮潛在競爭者只進入一個市場的利潤。如果只進入

A產品市場，由於潛在競爭者只能在第二期進入A產品市場，其總報酬為第
二期的淨利潤   。如果只進入B產品，選擇第一期就進入時可以得到兩
期的總報酬 2   ，選擇第二期才進入就只有第二期的報酬    。由於 
3   ( +  ) = (    ) + ( 2    )，根據（28）式中  >  與 2  >  的條
件，只進入單一市場的報酬為正、但是較低。的確，在沒有搭售時，潛在競爭

者會選擇依序進入所有市場。

接下來，如果既存賣家選擇進行搭售，那麼潛在競爭者只進入一個市場

（不管A或者B產品市場），從產品市場上得到的報酬為零，而仍然必須付出對
應的進入成本。潛在競爭者唯一的選擇是在第二期同時進入兩個市場，得到 2  
的報酬，並付出 +  的進入成本。根據（28）式，這個同時進入策略的淨利
潤為負，2   ( +  ) < 0。因此，在搭售之下，潛在競爭者找不到任何能夠
獲利的進入策略，會選擇從頭到尾都不進入市場。既存賣家因而可以穩固在兩

個市場的獨占地位。

直覺來看，（28）式的條件設定讓潛在競爭者第一期進入B產品市場的選
擇變成一個短期有害（短期利潤為負，    < 0）、但是長期有利（長期利潤
為正，3   ( +  ) > 0） 的「投資」行為；同時 2  <  +  的假設使得這
項投資成為成功打進產品市場的必要步驟，否則潛在競爭者可以等到第二期再

一起進入兩個市場，而不需要先進行進入單一市場的投資。從這個角度來看，

搭售的作用是提高這項投資的「成本」，讓短期的損失從    提高到  ，

因而打消潛在競爭者的投資意願。既然這項「投資」為進入的必要條件，搭售

因此能防止潛在競爭者進入所有市場。

73 我們同樣假設廠商不對未來報酬折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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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網路外部性
前一小節的分析是藉由進入成本（以及規模或者範疇經濟的特徵）使得搭

售具備排除競爭的市場封鎖效果。但是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接著指出同
樣的邏輯可以應用在產品的消費效益具備網路外部性的時候。此時就算潛在競

爭者不需花費進入成本，搭售也可以同樣達到市場封鎖的效果74。

消費上的網路外部性指的是消費者從某商品得到的消費效益會受到使

用者人數的影響，若使用同樣（廠商）商品的人數越多、單一消費者能享受

的消費效益越大，則此商品具備正的網路外部性75。軟體使用由於檔案格式

（format）、功能設計、或者使用方法學習與習慣的問題，常被認為具備正向
的網路外部性。亦即若越多消費者使用同一個公司的軟體，則每一個消費者越

能彼此交流、越不需要花費額外心力使用不同軟體，因此消費效益越大。在這

樣的情形下，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指出若B產品具備強大的網路外部性，
則就算沒有進入成本，搭售也可以排除潛在競爭者進入產品市場。

以上的說明可知網路外部性的前提是必須有多個消費者使用此商品，需要

對我們目前已經使用的範例設定做較為複雜的更動。因此我們不以數學範例，

只用直覺的方式說明在網路外部性之下搭售的作用76。

首先，當沒有進入成本時，潛在競爭者只要有產品，永遠可以將產品上

架、在市場上出現、與既存廠商競爭。因此我們將搭售的排除效果稍微修正，

不是看搭售是否能夠防止潛在競爭者在市場上推出產品，而是看就算有產品與

既存賣家進行價格競爭，潛在競爭者是否能夠憑藉品質優勢贏得消費者，進而

獲利。

我們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前一小節的設定。搭售的影響在於就算潛在競爭者

在第一期時在B產品市場推出品質較佳的商品，由於欠缺A商品的搭配，消費
者只能夠向寄存賣家購買。而一旦所有消費者都在第一期購買既存賣家的產品

後，強大的網路外部性將使得消費者在第二期出現持續購買同一家公司產品的

傾向。就算在第二期潛在競爭者補齊了產品線、同時提供較高品質產品，由網

路外部性所導致消費者延續購買既存賣家產品的傾向也使得潛在競爭者難以競

爭。因此，針對微軟案的狀況，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指出軟體使用具備

74 Carlton and Waldman（2002），前揭註33，section 3
75 Carlton與Waldman教授的模型設定一開始就包含數個消費者；前揭註33。
76 Carlton與Waldman教授的模型設定一開始就包含數個消費者；前揭註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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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路外部性特徵可能也是微軟採用搭售來維持獨占地位的原因77。

(三)榨取對手利益
我們最後討論Carlton、Gans以及Waldman3位教授近期關於搭售的一篇論

文78。Carlton等3位教授的研究出發點仍然是微軟的搭售行為。3位教授觀察到
微軟的搭售、或者綑綁實際上並無法防止消費者在技術層面下載、使用競爭對

手的產品。消費者如果不喜歡「隨機附贈」的應用軟體，例如瀏覽器（IE）或
者影音撥放軟體（WMP），通常另行下載自己偏好的軟體；而微軟的應用軟體
只是儲存在系統裡，占用空間與資源。亦即，微軟的搭售事實上對消費者而言

是可逆的（reversible），並不會因為在搭售之後，為了持續使用微軟的視窗系
統，就只能搭配微軟的應用軟體使用。

而在另外一方面，微軟在競爭法案件裡的攻防常常宣稱他們的搭售事實

上可以增進效率。例如將應用軟體整合進作業系統可以帶來穩定性、提升功

能79、或者節省消費者的安裝成本（installation costs）以及結合不同產品的交易
成本（transaction costs）80。

結合這兩個觀察，Carlton等3位教授提出以下論點：當獨占廠商的非核心、
競爭產品（B產品）效能較差，但是搭售可以提升效能，使消費者滿足程度提
高時，獨占廠商的確可以藉由可逆的搭售來獲取更高利潤。因此獨占賣家有動

機使用搭售來綁定一個消費者不會使用的產品。

獨占廠商能夠藉此獲利，因可逆的搭售使得消費者仍然想買競爭對手所提

供、品質較高的產品來與獨占廠商的核心產品搭配。亦即搭售後競爭者仍然可以

試著調整價格，出售產品。但是搭售後獨占廠商的產品效能提升，表示競爭者

必須降低價格才能吸引消費者。而一旦競爭者的價格降低，但是競爭者產品維持

在高品質，那麼獨占廠商就可以提高（核心產品的）價格來增加利潤。換句話

說，獨占廠商可以藉由搭售來將競爭者原本能夠享受的利潤移轉到自己身上。

77 Carlton與Waldman兩位教授進一步推論這兩個要素（進入成本與網路外部性）以
及搭售的效果可能使得既存賣家就算面對新的（B）產品不斷出現，也能夠藉由
搭售持續排除競爭廠商進入新的市場，進而長期延續其獨占地位。微軟在軟體產
業長期的強勢角色似乎也符合這個機制與行為模式的描述。Carlton and Waldman
（2002），前揭註33。

78 Dennis Carlton, Joshua Gans, and Michael Waldman, Why Tie a Product Consumers Do 
Not Use? 2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 p. 85-105 
(2010). 

79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4 March 2004 in case COMP/C-3/37.792, para. 962.
80 前揭註，para. 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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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汲取利益（rent extraction）的手法似乎可以聯想到Aghion與Bolton兩位
教授所提出的獨家交易契約中，獨占廠商同樣可以使用約定違約賠償來汲取潛

在競爭者的效益81。而在Aghion與Bolton兩位教授的模型中，當潛在競爭者效益
具有不確定性時，汲取利益的社會損失將是部分排除，亦即有時候比較有效率

的競爭者將無法進入市場。Cartlton等3位教授的文章中並未考慮競爭者產品品
質具有不確定性的狀態，因此消費者一定會使用競爭者的產品。納入這個設定

之後，搭售是否能夠產生如Aghion與Bolton兩位教授所言的部分排除效果，則
有待經濟學家的進一步研究。

以下我們以一個簡單範例說明Carlton等3位教授的論點。
範例 8
考慮圖 1的市場結構，既存賣家在A產品市場唯獨占、B產品市場則面對

競爭。我們假設潛在競爭者的進入成本為零，  = 0，同時已經有B產品可以販
賣，因此沒有是否進入市場的問題；我們僅稱之為競爭者。A、B兩個產品為完
全互補。廠商沒有任何成本。

既存賣家的A產品能夠產生 3 的消費效益、競爭者的B產品消費效益為 
3 + 。如果沒有搭售，例如既存賣家沒有將自家的A、B產品整合在一起，則
既存賣家的B產品只能產生 3 的消費效益。但是在搭售之後，或許出於效能
（performance）的提升、或者節省消費者的安裝成本，既存賣家的B產品能夠
產生 3 +  的消費效益。但是  < ，亦即就算整合後，競爭者的B產品品質仍
然較高（否則若  > ，搭售後消費者就不會想購買競爭者的產品）。而如果消
費者同時擁有競爭者與既存賣家的B產品，也只能夠產生 3 + ( 3 +  ) = 6 +   的
總消費效益。

如果沒有搭售，既存賣家與競爭者在B產品市場進行價格戰。令既存賣家
的兩個產品定價為  與 、競爭者的B產品價格為 。按照範例 1裡 （1）、
（2）兩式的分析，既存廠商會將其B產品價格訂為零，  = 0。因此競爭者最
高可以訂價在  = 。我們同時假設競爭者能夠得最高可能利潤，  =  =   

 = 0；因此在沒有搭售之下，既存賣家只能得到 

 =  = 6 +    = 6                ( 29 )

的利潤。

81 Philip Aghion and Patrick Bolton, Contracts as a Barrier to Entry, 7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 388-401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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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既存賣家進行搭售，設定其A+B產品組合價格為 ；但是搭售為可
逆，消費者在選購既存賣家的兩個產品之後，仍然能夠考慮購買競爭者的產

品。令既存賣家對於其A+B產品組合的訂價為 、競爭者對其B產品定價仍然
以  表達。

在搭售之後，既存賣家的B產品提升效能，因此消費者消費A+B產品組合
的總效益變成 3 + ( 3 +  ) = 6 + 。由於兩產品為完全互補，消費者必須要購買
既存賣家的產品組合。而在購買之後，消費者已經能夠享受 6 +  的消費效益
（同時花費  的支出）。如果要讓消費者進一步購買競爭者的B產品，則必須
滿足的條件是

6 +      ≥ 6 +          ≤     ;                ( 30 )

搭售使得競爭者的最高定價由  降到    。給定競爭者定價在  =    
，既存賣家的定價策略只要確保消費者願意購買自己的產品組合，以及競爭者

的B產品即可：

6 +      ≥ 0        ≤ 6 +    = 6 +   (    ) = 6 +  ;                ( 31 )

因此搭售使得既存賣家的利潤提升到  =  = 6 +  。
比較兩個狀況，無論有無搭售消費者所使用的產品都是既存賣家的A產品

與競爭者的B產品，而兩個廠商的利潤總和都是 6 +  = 6 +  + (    )。搭售所
提升的效益事實上並沒有被消費者享用、社會總效益並不因搭售而增加。搭售

只是用來將利潤從競爭者移轉到既存賣家的手法。如果生產這些商品有生產成

本（如Carlton等3位教授的文中設定），那麼這個藉由搭售來汲取利益的行為只
會造成社會效率的損失。

五、搭售與產品品質

本文的關注焦點在於廠商行為的市場封鎖效果，我們對於搭售的經濟理論

也著重在其限制競爭層面。但是誠如本文第二節所論及，搭售以及綑綁實為廠

商在設計產品時的常用策略，也往往能節省相當的交易成本。經濟學家並未忘

卻，實務上我們也不應輕忽搭售的經濟效益。在此我們簡單討論Dana與Spier兩
位教授的近年研究82，論證搭售對於產品品質的正面影響。

82 James Dana Jr. and Kathryn Spier, Do Tying, Bundling, and Other Purchase Restraints 
Increase Product Quality? 4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p. 142–7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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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a與Spier兩位教授在2015年論文中所考慮的市場結構如同圖 1所列示：
既存賣家在產品A（搭售品）市場為獨占廠商，但是在產品B（被搭售品）市場
則必須面對競爭者。兩位教授不考慮搭售的排除效果，因此競爭者沒有進入成

本；同時廠商的B產品均為同質產品、也沒有成本上的差異。此外，沿襲芝加
哥學派的設定，產品A與B呈現完全互補的關係。

Dana與Spier兩位教授的設定與以往研究的差異在商品A為耐久財與經驗財
（experience goods）。耐久財表示一次購買之後，消費者就可以使用該商品一
段時間；為了簡化分析，Dana與Spier兩位教授假設商品A可以永遠使用，而沒
有折損（obsolete）或者折舊（depreciation）的問題。經驗財則表示商品A的真
正消費價值只有在消費者購買之後、親身體驗才能得知；亦即商品A的品質無
法在購買前確認。反之，商品B則為非耐久財，消費者必須定期購買；同時沒
有品質問題，亦即消費者在購買前能夠確認產品價值。典型的例子為產品A為
印表機、產品B則為墨水匣；兩者缺一不可，但是印表機可以使用極長一段時
間，而墨水匣必須定期更換。

在這樣的條件下，市場機制必須提供適當的誘因才能促使既存賣家提供高

品質的A產品，而Dana與Spier兩位教授指出搭售就提供了這樣一個誘因機制。
當沒有搭售時，B產品市場的競爭狀態使得既存賣家在產品市場無利可圖。A產
品的耐久財表示消費者不需經常購買；或者，在Dana與Spier教授的設定中，只
需購買一次。而經驗財性質表示消費者必須在不確定產品品質之下決定是否購

買。因此，既存賣家可以「宣稱」產品為高品質，但是實際上出售低品質A產
品，而消費者在購買之後才發現上當；又因為耐久財的性質，消費者無法藉由

未來拒絕購買來「懲罰」既存賣家。

但是當既存賣家進行搭售時，消費者雖然必須向既存賣家購買B產品，因
此付出較高的價格，但是也可以藉由B產品對既存賣家所產生的利潤（revenue 
stream）來促使既存賣家提高A產品的品質。根據A、B產品的完全互補性質，A
產品的品質也會影響消費者對B產品的需求：若A產品為高品質，則消費者在未
來願意持續購買較多的B產品；但是若A產品為低品質，則未來消費者購買B產
品的動機下降，既存賣家從B產品所得的利潤隨而下降。搭售使得A產品的品質
反應在消費者對B產品的需求，既存賣家因此有動機提升A產品品質。這是搭售
所能帶來的經濟效益之一。

以下我們以一個簡單範例說明Dana與Spier教授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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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9
考慮圖 1的市場結構，但是假設競爭者不需花費任何成本進入B產品市場、

同時無法進入A產品市場。既存賣家與競爭者在B產品市場以零成本提供同質產
品；因此在B產品市場的競爭價格為零。既存賣家在A產品市場為獨占廠商，並
且能夠選擇提供高品質或者低品質產品。高品質產品也有較高的生產成本：令

低品質產品的生產成本為零、高品質產品的生產成本則為 c > 0。
市場上只有一個消費者∕買家。對於此買家來說，A、B兩產品呈現完全互

補關係，但是A產品品質同樣影響消費價值。為了簡化分析，假設只有當A產品
為高品質時一起消費兩產品才能產生消費價值；反之，如果A產品為低品質，
則買家無法得到任何效用。買家無法在購買前查知A產品的品質；亦即我們假
設A產品為經驗財。

A產品為耐久財的假設表示買家只要購買一次，未來一段時間就只需要購
買B產品（但是未來能否產生消費價值仍視當初所購買的A產品品質而定）。我
們因此必須導入未來以及「折現」的概念。我們以間斷式（discrete）的本期、
下一期、再下一期等等捕捉時間，並假設廠商會以  的折現因子（discoounting 
factor）折算未來利潤；令  值介於 0 與 1 之間。83

如果買家購買高品質的A產品，則每期加購一單位B產品可以產生  的消費
效益；但是若購買的A產品為低品質，則就算配合B產品也無法產生任何效益。
Dana與Spier教授在2015年的文章中假設若A產品為低品質，則購買後每一期買
家有 1   的機率可以察覺到手中的A產品為低品質產品，之後會因為缺乏消費
效益而停止購買B產品。反之，若A產品為高品質，則買家不會感受到任何異
狀；每期配合一單位的B產品可以產生  的消費效益。例如A產品品質可能與故
障（malfunction）發生頻率有關：高品質產品永遠不會故障；低品質產品則在
每期配合B產品使用、產生消費價值之後，在下一期有 1   的故障機率，故障
之後A產品就再也無法使用。但是無論品質為何，買家無法退回已經購買的A產
品84。

83 通常  值會與借貸市場利率  有關，  = 1/( 1 +  )。
84 我們可以假設產品品質具有相當的主觀性，而非可以在法庭上驗證（verify）的
客觀性值。同樣假設也使得既存賣家無法藉由「品質保證」或者「瑕疵擔保」
（warranty）等機制來提升品質誘因。而當品質與故障頻率有關時，若消費者使
用習性也會影響故障發生機率，則試圖追究故障發生原因（產品本身為低品質或
者消費者使用習慣不良）帶來的困難，亦即所謂「雙向道德危機」（double moral 
hazard）的問題也使得品質保證機制難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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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設定下，我們分別討論既存賣家是否進行搭售時的A產品品質決
策。如果沒有搭售，買家可以自由在既存賣家與競爭者之間選擇B產品的供應
商。同質產品與相同成邊際本之下的價格競爭會使得B產品價格為零；既存賣
家即便可以賣出B產品，也無法從中得到任何利潤。

考慮既存賣家出售A產品時的品質決策。假設既存賣家以  的價格賣出。
如果既存賣家選擇製造高品質的A產品，則必須負擔  的成本。之後買家會定
期購買B產品。但是既存賣家無法再出售任何A產品，又無法從B產品得到任何
利潤。提供高品質產品之下，既存賣家的利潤為   。而如果選擇低品質A產
品，既存賣家可以節省成本 ，並在買家無法確認產品品質的狀況下以  賣出
A產品。就算之後發現買的是低品質產品，買家的回應是停止購買既存賣家無
法從中賺取利潤的B產品。既存賣家選擇低品質產品的利潤是 。因此，在不
進行搭售的時候，既存賣家沒有動機提供高品質A產品；缺乏消費價值使得買
家也不會購買任何產品。

既存賣家選擇搭售，買家想要購買A產品也需要一併向既存賣家選購未來
所需的B產品；令既存賣家將A、B兩產品的單位價格分別設為  與 。如果
既存賣家選擇高品質的A產品，除了出售A產品的利潤    之外，未來每一期
買家都會定期向既存賣家購買一單位的B產品。既存賣家的總利潤是

(    ) +  +  +  +  +  = (    ) +  ,                ( 32 )

其中  為出售A產品當期一併出售B產品所得利潤、  為下一期出售B產品利
潤的折現值（discounted value）、  為再下一期B產品利潤的折現值，其餘項
目以此類推。

如果既存賣家選擇低品質產品，同樣可以節省成本 ，而買家會在第一期
以  +  的總價格購買A、B兩產品各一單位。但是到了下一期，買家有 1   
的機率發現事實上購買到了低品質的A產品，因此不再購買B產品。只有  的機
率買家會在下一期購買B產品，而既存賣家從下一期B產品銷售的期望報酬折現
值為 。如果買家在下一期的確購買B產品（這個事件的發生機率為 ），
那麼到了再下一期，同樣地有 1   的機率買家會發現A產品為低品質產品，因
此只有  的機率會購買B產品。從再下一期的預期銷售，既存賣家可以得到的
期望報酬折現值為  (  ) = (  )2

。以此類推，既存賣家選擇低品質的總

期望報酬為

 +  +  + (  )2  + (  )3  +  =  +  ;                (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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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高、低品質所帶來的報酬，當

(    ) +  ≥  +         (    ) ≥                 ( 34 )

的條件成立時，搭售會使得既存賣家願意提供高品質A產品。因此搭售能提升
經濟效益。

仔細觀察（34）式，我們可以發現若要成功利用搭售提升產品品質，則搭
售之下B產品的價格（ ）不能太低、同時在低品質情況下買家願意持續購買B
產品的機率（ ）不能太高。誠如Dana與Spier兩位教授所解釋，搭售使得既存
賣家仰賴未來在非耐久財（B產品）部分的收益；而如果買家在B產品的購買行
為與A產品品質有關，越高品質的A產品使得買家未來願意購買B產品的意願提
高，搭售就可以將A產品品質與未來的B產品收益連結在一起，因此提供品質誘
因85。

六、結論

關於經濟理論對於搭售的市場封鎖效果討論，我們從芝加哥學派的論點出

發，論證獨占廠商有能力、但是沒有動機藉由搭售延伸市場力量到另外一個市

場、排除進入86。接下來的經濟理論發展重點之一可以說是重建「槓桿理論」

的理論基礎，而部分理論的建立來自於對重要競爭法案件的回應。我們將一些

重要理論整理如下：

(一) 搭售可以強化獨占廠商的承諾能力，使潛在競爭者相信一旦進入市場後，
將會面對一個更積極、更具攻擊性、更願意以低價搶攻市場的對手87。

(二) 這個承諾能力可以進一步延伸到研發市場，削弱競爭者的研發、創新誘
因，使得競爭者推出新產品（或者研發新製程）的能力下降、因而無法進

入市場88。

85 同樣從經驗財出發，但是不考慮搭售的情形（因此只有單一一個A產品），Dana
與Spier兩位教授接著討論當有多個具差異性的買家（heterogeneous consumers）
時，最低購買限制（minimum purchasing requirements）可以解決不同消費者之間
「監視」（monitor）產品品質的搭便車問題，因此也能提高既存賣家的品質誘
因。參見Dana and Spier（2015），前揭註93，p. 145-6。

86 Ponser（1976）與Bork（1993），前揭註18。
87 Whinston（1990），前揭註28。
88 Choi（2004），前揭註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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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批發市場上，既存賣家也可以藉由搭售與綑綁折扣延伸市場力量，利用
彼此零售商降低進貨成本的誘因來排除競爭者89。

(四) 當另外一個市場的產品可以從升級獲取相當利益時，獨占賣家為了未來的
升級利益，也有動機藉由搭售延伸市場力量、排除競爭90。

最後，獨占賣家藉由搭售延伸市場力量、排除競爭者進入另外一個市場

的目的不見得是著眼於該市場的利益，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核心市場、亦即原

本擁有的獨占地位，防止競爭者在其他市場站穩腳步後，進一步進入獨占廠商

的核心市場。當競爭者必須從事研發創新才能進入市場91；或者競爭者無法一

次進入所有市場、必須分時段進入，同時市場特性具備規模經濟（或者範疇經

濟）、或者網路外部性時92，獨占廠商藉由搭售不但可能防止競爭者進入核心

市場、並且一開始就阻止競爭者進入其他市場，因此獨占廠商可能可以延伸、

維持在所有市場的獨占地位。

最後，我們必須提醒，學術發展的途徑往往會以新的分析工具重新檢驗過

往的結論是否仍然成立。而在發展新的賽局模型時，學者為了凸顯與芝加哥學

派理論的差異、同時簡化分析，慣例會排除垂直限制行為的促進效率效果，而

專注在其限制競爭效果。但在實務案例的判斷，很可能出現限制競爭與促進效

率的效果並陳的狀況。因此在討論、應用經濟理論時，必須特別注意建構模型

時的重要假設以及模型限制，以分辨理論的可適用範圍與產業特徵。此外，市

場封鎖的相關課題在經濟學界仍屬於相當活躍的領域，不斷有學者提出新的模

型理論、或者分析視角。而新的理論提出可能是為了回應實務面的新案例或者

商業模式，試圖理解過去理論所不能解釋的部分。因此理論發展往往落後於執

法實務。因此一個理論是否已經發展成熟、穩定（robust）、獲得廣泛認同；或
者仍有學者爭論其基礎與適用性，也應為應用者所考量。換言之，理論與實務

的有效結合，有賴經濟學家與競爭主管機關的持續努力與合作。

89 Simpson and Wickelgren（2007），前揭註37。
90 Carlton and Waldman （2011），前揭註17。
91 Choi and Stefasnadis（2001），前揭註32。
92 Carlton and Waldman（2002），前揭註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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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review recent developments in economic theory about the market foreclosure 
effect of tying. We brief describe the Chicago critique to the traditional leverage 
theory, then moves to new theories that are based on game theory. We use simple 
examples to demonstrate important results in the literature, including: (i) tying can 
provide commitment of aggressive pricing behavior and thus deter entry (Whinston, 
1990); (ii) this commitment can further reduce the innovation incentive of a potential 
entrant (Choi, 2004); (iii) tying can also be employed to protect the primary market 
(Choi and Stefanadis, 2001；Carlton and Waldman, 2002) or the future benefits of 
product upgrade (Carlton and Waldman, 2011); and (iv) a dominant firm may engage 
in tying to extract surplus from the rival (Carlton, Gans, and Waldman, 2010). We 
also discuss the efficiency benefit of tying, especially to enhance product quality (Dana 
and Spier, 2015).
Keywords: Market Foreclosure, Tying, Leverage Theory, Single Monopoly 
Profit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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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陳和全（中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封鎖效果，係指某一策略使競爭廠商供銷管道受到阻礙，而不見得是將競

爭廠商排除在外。搭售可能產生兩種效果：正面為產生效率品質的提升，負面

則為封鎖效果，我們需要對於兩者進行分析。因此搭售不見得有反競爭效果，

只有在負面效果大於正面效果時，才構成反競爭效果。

另外，廠商搭售一定是圖利自己，而到底是來自於效率提升或是單純阻礙

對手，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廠商進行搭售，主財貨必須具有優勢地位，逼迫消

費者必須購買副財貨，使副財貨競爭對手被排擠，形成封鎖效果，此稱為獨占

力的延伸。

如果副財貨具有高度規模經濟，固定成本高，則副財貨競爭者一旦失去需

求量，則更加容易退出市場。如果副財貨價格低甚至免費，則其目的可能是要

拓展副財貨的市場，構成搭售掠奪的疑慮。其次，回饋主財貨，將副財貨作

為福利品贈送，等同於主財貨降價，讓主財貨的使用者增加，犧牲副財貨，護

衛主財貨。最後，綑綁折扣是搭售的一種類型，消費者須購買一定數量的主財

貨，使能贈送副財貨或者整體價格打折，因此副財貨競爭對手很難拉走自身的

購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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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式      彭副主任委員紹瑾閉幕致詞

各位貴賓、各位先進、各位同仁，大家好：

經過一整天的熱烈研討，第24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即將結
束，謹代表公平會感謝各位的熱情參與。首先是在本次研討會中，擔任主持人、論文

發表人及與談人的所有學者專家，因為你們的付出，使得這場研討會能夠精彩豐富；

同時感謝在座的來賓，因為你們的參與讓研討會能圓滿成功，在此，謹向各位致上最

真摯的敬意。

公平交易法是規範事業經營行為之經濟基本法，立法目的在於創造一個自由、公

平且有效率的市場競爭環境。因為「競爭」是驅動經濟成長之關鍵，競爭政策與競爭

法可確保市場開放，使事業得以公平競爭。近年來，伴隨著科技創新及經濟全球化的

趨勢，商業模式與交易行為推陳出新，其所產生的競爭法相關問題，亦日趨國際化及

複雜化。如何建立合乎本國及國際競爭環境的競爭政策、提升機關解決問題的能力，

藉由有效執法，促使市場機制得以發揮，帶動國家整體經濟發展與產業積極、正面的

效益，是公平會責無旁貸且持續努力的方向。

本次研討會中，與會的各位學者專家針對大數據時代之市場力濫用行為、平台經

濟、網路經銷的價格限制、事業間交換敏感資訊、寬恕政策實施成效、國際定期海運

市場及市場封鎖效果等相關議題均有相當廣泛且深入的探討，對於公平會未來在政策

的擬訂或案件的處理上，提供莫大的助益。

最後，謹代表公平會再度感謝大家的參與，也希望各位能不吝指教，持續給予公

平會支持與鼓勵。敬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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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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于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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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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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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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柏青、張明宗、劉靜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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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 
Advertis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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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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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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錄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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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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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春發、林宗鈞

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 
　顏廷棟

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之建立與執行研究 
　陳得發、王昭雄

專利權與公平交易法之交錯—論標準制定涉及之專利權行使與限制

　李素華

「著作權警示」對不公平交易的影響 
　林利芝

論台灣有線電視產業的競爭政策 
　莊春發、柯舜智

無線電頻譜市場管制模式之探討—以頻譜財產權制度為核心

　林俊宏

連鎖便利商店收取附加費用行為之探討 
　余朝權、吳成物、陳韻珊

公司治理與競爭法之交錯—以公開收購下競爭收購者間停止競爭協議之法律規制為核

心

　朱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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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統一定價」與「競爭機制」—液化石油氣產業之研究

　莊春發

不動產經紀業之管理法制與不公平競爭

　陳明燦

電信產業跨平臺結合之競爭規範—在利益與不利益之間

　劉孔中、周韻采、簡維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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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廷棟

論智慧財產權與不正競爭防止法上補充成果保護間之關係—由德國法、歐體法與日本

法看我國商標法與公平交易法之修正

　許忠信

消費者福利、消費者保護、及競爭政策

　陳志民

消費爭議與公平交易法

　劉姿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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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薦證廣告與薦證者之責任

　謝杞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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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廷棟、馬泰成、王泰昌、黃郁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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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和全、劉姿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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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碧蓮、黃郁雯、陳人傑、羅山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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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海嘯下能源價格波動之競爭政策意涵

　梁國源、曾明煙、顏承暉

我國油價設定影響因素之研究

　李秉正、陳家榮、張雅涵

國際競爭法在競爭倡議上之發展及其引入國內之可行性

　李淳、陳櫻琴、顏慧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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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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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觀點論競爭法對於加盟經營關係之規範

　顏廷棟

廣播市場開放的多元化與地方化效果之研究

　莊春發

智慧財產權之行使與不公平競爭—由（.tw）網域名稱註冊爭議，論商標權行使與不
公平競爭

　周天

各國競爭法對能源產業規範之研究

　陳汝吟

網際網路產業之垂直整合對公平交易規範的啟示—以廣告字拍賣市場為例

　劉楚俊、陳姿縈

結合矯正措施之研究

　陳志民、陳和全

服務業的履約保證在公平交易法的適用—以不動產買賣、仲介及殯葬業為例

　謝杞森

論隱藏式廣告於競爭法下之適法性—歐體指令、德國不正競爭防制法與我國公平交易

法規範之比較觀察

　林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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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聯合行為例外許可對民生物價與市場競爭之評析

　顏廷棟、馬泰成、黃美瑛、黃郁雯

從數位匯流相關產業之發展看公平交易法執法之挑戰

　莊春發、陳志成

各國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調和之研究—以能源產業為中心

　莊春發、陳汝吟

流通業買方力量之經濟分析

　吳世傑、曾靜枝、陳宏易

Strategic Selection of Direct Selling and Private Brand under Retailer Stackelberg
　廖俊雄、曾貝莉

營業秘密之保護與公平交易法之關聯

　章忠信

單方行為之研究

　陳志民、陳和全

管制型產業行為在競爭法上抗辯之研究

　陳志民、陳和全、葉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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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論廣告促銷價併列原價之適法性—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與我國公平交易法規範之比較

觀察

　楊宏暉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案件之探討：以網路時代之薦證廣告為中心

　王明禮

網路平臺在關鍵字廣告市場之中立性探討

　童永年、蔡蕙安、陳思翰

浮動油價之檢討與因應

　廖惠珠、陳筠淇

以歐盟規範與實踐論電信業垂直擠壓的管制

　魏杏芳

最惠國條款與競爭法之案例研究

　楊智傑 

經濟分析方法於競爭法議題應用之研究—聯合行為

　陳和全

非價格垂直限制適用「合理原則」之違法考量因素

　陳志民、林益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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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藥品業產品跳躍行為之競爭法研究
　王立達、邱靖芳

標準必要專利與競爭法

　王銘勇

論聯合行為之認定–從超商咖啡案談起
　劉姿汝

我國電業自由化違反競爭法行為態樣之探討

　許志義 、王京明 、黃鈺愷 

計量途徑的結合模擬–臺灣電信市場的實驗案例
　陳和全

金控公司結合之研究

　江朝聖

公平交易法對企業集團事業之結合管制

　顏廷棟、馬泰成、林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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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相關市場界定之論證要求--從行政法院相關裁判觀察 
　 廖義男

結合決定事後影響評估之研究

　陳嘉雯、胡偉民

買貴退差價對寡占廠商聯合行為影響之探討

　石宇軒、王俊傑

重要民生物資市場價格預警制度之研究

　歐陽利姝、王泰昌、林益裕、馬泰成

書籍價格拘束之研究―以德國為例

　陳曉慧

論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阻礙競爭者參與競爭行為

　王銘勇

競爭法與通訊傳播法管制之交錯

　黃郁雯

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論加盟契約

　劉姿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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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從競爭法觀點探討流通事業行銷策略與消費者需求分析

　徐雅慧、汪志勇、王震宇

藥品專利連結制度與競爭法規範之研究

　張濱璿、顏雅倫

聯合行為之合意推定―美國反托拉斯法之比較法研究

　顏雅倫

「其他合意」或無合意之聯合行為？―論歐盟競爭法「共同行為」要件之實務發展

　謝國廉

聯合行為之市場界定與市場效果―日本獨占禁止法之比較法研究

　劉姿汝

聯合行為之市場界定與市場效果―歐洲聯盟及法國競爭法之比較法研究

　許曉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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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大數據時代下之市場力濫用行為初探

　陳志民

雙邊市場平台經濟之競爭法課題―以相關市場界定與自然獨占問題為核心

　王明禮

論網路經銷的價格限制

　魏杏芳

競爭法規範有關事業間交換敏感資訊與聯合行為之研究

　施錦村

各國競爭法寬恕政策實施成效之研究―美國、德國、韓國經驗對我國之啟示

　石世豪

國際定期海運市場結構、營運模式及競爭規範研究

　蔡蕙安、陳榮傳、姚銘忠

競爭法下市場封鎖經濟效果研究―以搭售為中心

　邱敬淵、李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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