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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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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 I

開幕式　主任委員開幕式致詞稿

各位貴賓、各位先進、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歡迎大家蒞臨本會第 16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在此首先感
謝大家的參與。

公平會肩負擬訂競爭政策及執行公平交易法的重任，成立 16 年多來，始終秉持
著「切實依法行政、促進經濟發展、維護公共利益、順應國際趨勢」的施政原則，積

極推動各項業務。在社會各界的支持及本會全體同仁的努力下，無論是在建立公平交

易制度、執行公平交易法規、宣導公平交易法與推動國際交流合作等方面，累積了豐

碩的成果，也使我國競爭法制逐步邁入成熟而穩定的階段。尤其在查處違法事業，排

除市場參進障礙方面，成效更是有目共睹。截至 97 年 10 月底止，本會各類收辦案件
總計 31,870 件，其中檢舉案 22,871 件、申請聯合案 151 件、申請或申報結合案 6,386 
件、請釋案 2,462 件；辦結案件 31,593 件，平均結案率為 99.13 %，其中經本會認定
違反公平交易法而加以處分者，截至 97 年 10 月底止，計 2,974 件，裁處罰鍰金額高
達 24.3 億元，確已有效發揮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功能。

公平交易法自 80 年 2 月 4 日制定通過，81 年 2 月 4 日施行以來，雖已歷經3次
修正，惟為順應國內外經濟環境情勢變遷，本會於 96 年 3 月 29 日再次成立修法專案
小組，截至 97 年 8 月底已召開 19 次專案小組會議及3次「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座
談會或公聽會，期望藉由這次的修法使我國公平交易法制更臻完備。

大家都知道，本會所職掌的公平交易法其內容涵括兩部分，一為反托拉斯法，一

為不公平競爭防止法。在反托拉斯法方面，主要是對事業獨占、結合、聯合的行為進

行規範，目的在於促進市場的自由競爭。在不公平競爭防止法方面，是在規範限制轉

售價格、妨礙公平競爭、仿冒、不實廣告、多層次傳銷等行為，其目的係在保障競爭

的公平性。而為了落實公平交易理念，本會透過宣導說明會、網際網路、廣播電視、

報章雜誌及編印相關出版品等各種不同管道，使社會各界能知法、守法、崇法。除此

之外，為推動競爭政策的研究發展，本會也規劃各類活動，邀請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

參加，例如定期舉辦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的國際及國內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公

平交易法訓練營及產業座談會等。各位都是學界、實務界的菁英，我們相信以諸位

的影響力，必定能使公平交易法的精神，根植於所接觸的每一個人及社會的每一個角

落，也能使我國公平交易法制更臻合理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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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討會分 3 場次進行，各場次議題分別為：
第 1 場：產業競爭與公平交易法；
第 2 場：智慧財產權與公平交易法；
第 3 場：消費者保護與公平交易法。
總共要發表 7 篇論文，其中 1 篇是本會 97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報告，另外 6 篇則

來自本會委員及國內學術界相關研究論文。非常感謝今天與會的報告人及評論人，也

希望大家在這一天的研討會中，踴躍提出寶貴意見與看法，以作為本會施政及執法的

參考。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的光臨，也預祝研討會圓滿成功。敬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

如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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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定價」與「競爭機制」

—液化石油氣產業之研究

莊春發
＊

中文摘要

任何產業政府部門可藉由直接管制加以規範，亦可藉由市場力量所形成的

競爭機制予以規範。液化石油氣產業早期因為供應與經銷階段屬於獨占市場結

構，的確造成市場機制的若干限制，形成經濟無效率的不利結果，因此政府選

擇以直接管制為規範手段。同時間，政府配合採行液化石油氣經銷商利潤限制

的手段，以及最終價格分區管制等的配套措施，消費者的權益並未受到太大的

損害。

液化石油氣市場解除管制之後，目的主管機關卻忽略了配套措施的必要

性，以至於產生地下分裝場、地下分銷商的出現，從而產生市場殺價的行為。

隨後，上下游業者即不斷產生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而受到嚴厲的處罰，處

罰之金額幾乎使得液化石油氣產業變成公平會的最大供養產業。

審酌液化石油氣過去兩種管制政策的結果，可以發覺政府以市場機制替代

原有的管制政策，因欠缺妥善的配套措施，從而衍生液化石油氣市場的許多問

題，例如鋼瓶未按期檢查產生社會安全的危害可能；地下分銷商、分裝場的

出現，產生市場交易的失序行為，它直接間接促成業者進行聯合行為的不法行

目　次
壹、緒論

貳、液化石油氣市場結構的演變

參、市場開放前後液化石油氣價格的決定

肆、採用競爭政策後的結果

伍、統一定價與競爭機制的討論

陸、結論

* 景文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e-mail:cfchuang@j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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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目的主管機關亦輕忽從業人員的再教育的重要性，致使採用市場機制管理

市場時，許多業者未能適應新制而觸犯公平法而受罰，其所累積的金額更令人

印象深刻。

衡酌液化石油氣市場兩種不同的管制制度，「競爭機制」所造成的社會成

本，相對於「統一定價」的管制似乎並不便宜。政府應採用何種制度管理液化

石油氣產業較為適宜，政策上仍有再思慮的空間。

壹、緒論

國內家庭使用能源最重要的來源—液化石油氣，早期完全由中油公司供

應，經銷的部分剛開始時則交由黨營的裕台公司負責，之後則轉交予另一家黨

營的瑞華公司經營。爾後，至民國67年，則再轉交予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液化石油供應處（簡稱液供處）負責經營。從生產開始到液供處負責經銷

為止，生產與供應兩階段的市場，長期以來皆屬於連續性獨占的市場型態。

液供處掌理總經銷的期間，為統一事權及穩定市場之交易秩序，乃採行各

種嚴格的管制措施，例如限制分銷商（即俗稱的瓦斯行）的經營區域、限量配

氣、統一六個地區的銷售價格。以及藉由提氣的多寡做為分銷商檢送鋼瓶數量

的依據，並要求分裝場不能罐裝逾期鋼瓶。在一元化的管制措施下，桶裝瓦斯

的配銷與鋼瓶檢驗的工作，則呈現相當穩定與有秩序。

然而，在供應與經銷上下游市場均為獨占的情況，下游任何廠商的經銷行

為，又均受到液供處嚴密管控的條件下，使得液化石油氣市場因市場欠缺競爭

而遭致社會嚴厲的批評，認為在人為管控之下，「市場機制」無從發揮，經濟

效率亦無從提高。因此液化石油氣市場開放的呼聲，遂逐漸成為社會各界所認

定的唯一主張。

民國82年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首先向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經濟部能源委員會建議：應將液化石油氣總經銷的階段對外開放。後經供

應商中油公司甄選之後，相繼的核准李長榮化工、聯華氣體、合興石化、和協

工程、台合實業、乾惠工業、北部瓦斯、寧楊煤氣等八家經銷商進入經銷市

場，在加上液供處改制為北誼興業，市場上共有九家經銷商，經銷市場則由獨

占的市場結構，改變為較為競爭的寡佔市場結構。

為全面達成國際化與自由化的目標，事業目的主管主管機關—經濟部能源

局，於民國88年1月又進一步修正「石油及石油產品輸出、輸入、生產、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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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經營許可管理辦法」，允許其它經營業者，亦可自行自國外進口液化石油

氣銷售。這時除原來中油之外，李長榮化工與台塑石化公司隨即於同年的五月

與六月，分別於高雄港及麥寮港自國外進口液化石油氣，國民黨光華投資公司

與北誼興業交叉持股的民興公司亦於不久之後從台中港進口液化石油氣。從此

液化石油氣的供應市場，亦由獨占結構轉變為較為競爭的寡占市場結構。

經由兩次開放的改革，我國液化石油氣市場自進口與生產、至經銷、分

裝、分銷等四個階段市場，皆處於較為競爭的環境。因此原本由液供處所設

定的各區分銷商統一價格制度
1
，立刻改為由個別廠商依據進貨成本、運輸成

本、各市場競爭程度等因素，而決定其各自銷售的價格。不但是分銷商的末端

消費價格變成由市場競爭機制決定，其他階段的交易價格，如經銷商售予分裝

場的大批發價格，或分裝場售予分銷商的小批發價格，都開放由市場交易的供

需雙方共同決定，不再由政府部門的統一決定。換言之，液化石油氣銷售各交

易階段的價格，均係透過市場的「競爭機制」決定，而非由政府威權主導的

「統一訂價」。

然而，回顧過去政策改變的發展歷程，卻發覺此定價制度的重大改變，政

府部門並未做好規劃的工作，例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其他機關之間的協調好

像就並不周全，目的主管機關也未提供其他的配套措施，例如考量該產業經營

者大多數屬於中小企業，主其事者法律知識程度不高，可能需要制度改變後應

變所需的教育訓練或其它的輔導措施。或者是該產業的市場條件與屬性本來就

不適合採行市場競爭機制？以致於新制一旦施行之後，自生產及進口廠商到經

銷商、分裝場、分銷商，每各階段的廠商均因曾違反公平交易法追求市場「競

爭機制」的要求，而遭受競爭政策主管機關的嚴厲處罰。

截至民國97年3月為止，液化石油業者共被處罰了31件個案，其中有19件
屬於民國88年修法後「先行政後司法」的個案，這些個案的罰款金額共計新台
幣59,015萬元，約占公平交易委員會同期間總罰款的40％。因此，有人戲謔稱
液化石油氣產業是公平交易委員會最大的供養產業。被處罰中最高罰款個案為

北部30家分裝場的聯合行為，金額為新台幣34,375萬元。檢視這些被罰個案的
特徵，發覺大都與聯合行為直接或間接有關。其次的顯著特徵是在全國25個縣
市的同業公會中，有一半以上的同業公會曾經被處罰過，有的公會甚至有被處

罰過兩次的紀錄。

1 統一價格的區域共分為北區、中區、南區、台東區、花蓮與宜蘭區及離島區等六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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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石油氣的市場交易，業者是否一定要循市場競爭的模式或制度進行，

最後讓液化石油氣業者很容易觸犯政府訂定的競爭法律，而付出巨大的學習成

本；還是應當回復到以前舊有的制度，由政府訂定統一訂價讓業者遵行的交易

方式，較能保護消費者的權益，與達成穩定市場交易秩序的目的。在液化石油

氣業者持續的受到重罰之際，「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之間的取捨，以及

如何拿捏，實值得吾人進一步的深思。它也是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

貳、液化石油氣市場結構的演變

一、液化石油氣的使用與經銷歷史沿革

液化石油氣是目前我國家庭能源的最重要來源之一，它的使用始於民國47
年，它是煉油的副產品，開始時係由中油公司直接銷售予一般家庭，不過數量

並不多，即至民國48年液化石油氣的銷售量僅500公噸。中油公司直接銷售期
間，液化石油氣市場經常發生供不應求的現象，中油公司遂採行嚴格的配額管

制制度，但關說的情形仍層出不窮。在不堪其擾下，中油公司乃將經銷權交由

國民黨黨中央處理。

國民黨黨中央幾經研究後，乃於民國50年創立裕台公司，由其全權負責液
化石油氣的經銷業務，液化石油氣的總經銷制度從此確立。即至民國59年，裕
台公司進一步將液化石油氣總經銷的業務轉交予另一黨營事業——瑞華公司負

責。民國67年液化石油氣總經銷的業務，再度以政府管制政策之理由自瑞華公
司轉交輔導會液供處負責。

二、解除管制前液化石油氣的市場結構

以垂直的關係而言，液化石油氣供應商到最後一般消費者中間，共區分為

供應(包括生產與進口)、經銷、分裝與分銷等四個階段，如圖一所示。最上游
的供應階段，礙於法律的限制規定，僅由中國石油公司獨家供應。家用經銷階

段基於歷史緣由，則由液供處獨家經營，因此在供應與經銷兩階段，形成產業

經濟學上的連續性獨占的市場結構。

液化石油氣的物流通路，開始是由供應商以管線將液體之液化石油氣輸送

至各經銷商的儲槽儲存，例如中油桃園廠輸送至北誼興業、北部瓦斯與寧揚三

家經銷商的儲槽。然後液化石油氣再經由運輸商以20公噸槽車運送到各地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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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場，而分裝場則以100公噸或150公噸的臥式槽儲存液化石油氣，之後再以灌
瓶機器將液化石油氣分裝成16公斤或20公斤裝的桶裝瓦斯，最後分裝場則以中
小型車輛將桶裝瓦斯送至瓦斯行處進行銷售。

民國83年全國分裝場共有106家，而分銷商則有3109家，表面上看起來，
在此兩階段的廠商數不少，尤其是分銷商市場，感覺其應屬競爭性市場。然而

慮及桶裝液化石油氣的笨重與不易攜帶性，運送時需要投入相當的運送設備與

人力，這些成本將限制其經營範圍半徑。所以若考量地理市場的屬性，地區性

的分裝場，很可能在區域市場裡所呈現的為獨占或寡占的市場結構。同樣的，

分銷商所面臨的經營環境亦復如此，大都以單一鄉鎮或相鄰鄉鎮為分銷商經營

的市場範圍。

根據公平會89年底針對「瓦斯行經營概況調查」的結果顯示，瓦斯行有
55％以單一鄉鎮為其經營市場，跨2鄉鎮者的比例為25.03％，跨3鄉鎮者的比
例為19.71％。若以公里數計算，運送距離5—10公里者佔43.37％，未達5公
里者佔33.18％，亦即10公理以內為市場者佔76.55％，其餘10—15公里者佔
13.82％，是故，瓦斯行的營業範圍有一定的地方侷限性2

。 

供應商 

經銷商 工業用戶 

20 公噸以上用戶
 

50 公斤桶裝用戶 

20 公噸以下用戶
 

運輸商 

家庭及商業用戶 

分銷商 

分裝場 

中油公司 N=1 

液供處 N=1 

N=106 

N=3109 

N=350 萬戶 

圖一、經銷商解除管制前液化石油氣上、下游市場結構

2 左天梁等（2003）我國液化石油氣市場開放效益評估及與公平交易法之關係，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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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行與提氣分裝場的關係，亦類似於瓦斯行之於家計銷售的關係。瓦

斯行與提氣分裝場的距離10—20公里者佔37.26％，未及10公里者佔33.41％，
20—30公里者佔18.91％，30公里以上者佔10.41％3

。上述資料表示每家分裝場

的經營區域受限於運輸成本、方便性及時間性的限制，呈現區域性或地方性的

屬性。

三、經銷市場與進口市場的開放

（一）經銷市場的開放

液化石油氣的經銷市場結構如前所述，民國82年以前由退輔會液供處主
導，經由公平會建議開放後，增加李長榮化工、北部瓦斯、合興石化、台合實

業、和協工程、寧揚媒氣、聯華氣體、乾惠工業等八家經銷商，同時間原有的

液供處則改制為北誼興業，從市場管理者變為經銷商，因此經銷市場共有九家

廠商。

民國89年台塑石化自產液化石油氣以後，市場上除原有的北海能源經銷商
外，在嘉義成立南雄、桃園成立鴻奇兩家經銷商，在加上北誼興業為北海能源

收購，雖為中油經銷商，亦同時接受經銷台塑石化的北海能源的調度，所以台

塑石化實質上有四家的經銷商。市場上經銷商家數演變的歷程以表一表示。

表一、我國液化石油氣經銷市場之經銷商家數演變

一、開放前

　　（民國82年以前）
二、開放後

　　（民國82—88年）
三、目前現況

　　（截至民國97年6月）

退輔會液供處

中油公司 台塑公司 中油公司 台塑公司

北部瓦斯

合興石化

臺和實業

李長榮化工

和協工程

寧揚煤氣

聯華氣體

乾惠工業

北誼興業
a

北海能源 北誼興業

北部瓦斯

臺和實業

李長榮化工
b

和協工程

寧揚煤氣

聯華氣體

乾惠工業

北海能源

南雄（嘉義）

鴻奇（桃園）

小計九家 小計一家 小計八家 小計三家

僅一家 共計十家 共計十一家

3 同上注，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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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說　　明：a、為退輔會液供處民營化所改制。
　　　　　b、李長榮化工除了向中油提氣外，亦自行經銷其所進口的液化石油氣。

（二）進口市場的開放

液化石油氣的經銷市場因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的建議對外開

放，使市場不再由液供處一家公司獨家經營，液供處也因應社會民營化的潮流

趨勢而改制為民營的北誼興業。為使液化石油氣上、中、下游，同時改變為競

爭性的市場體系，以及順應世界自由化的潮流，政府乃進一步採行液化石油氣

自由進口的開放政策。目的主管機關經濟部能源委員會遂於民國八十八年一月

二十八日發佈經濟部（八八）能字第八八○○二三四○號令，修正「石油及石

油產品輸入、輸出、生產、銷售業務經營許可辦法」，允許其他經營業者只要

設備符合石油業管理法的規定，也可以申請自國外進口液化石油氣許可。

因此，我國液化石油氣的進口與生產的市場，截至民國90年為止共有中油
公司、台塑石化公司、李長榮化工公司、民興公司等四家公司。四家公司中，

又可再細分為純粹進口、進口與生產兼營的兩類公司，以純粹經營進口液化石

油氣為主要業務者有李長榮化工公司與民興公司
4
，它們分別於民國八十八年

五月與民國八十九年十月進入市場，開始經營高壓液化石油氣的進口。而進口

與生產兼營者，除了老字號的中油公司外，台塑石化公司則於八十八年六月自

雲林麥寮港先行進口冷凍液化石油氣銷售，六輕廠於八十九年九月開始量產之

後，同時生產煉廠液化石油氣，也開始加入生產市場的競爭。上述液化石油氣

的進口與生產市場的開放進程，可以參照圖二之表示。

修正能

源相關

法規，

開放液

化石油

氣進口

與生產

業務。 

中油獨

家進口

與生產

液化石

油氣。 

李長榮

化工公

司開始

經營液

化石油

氣進口

業務。 

民國 88

年以前 

民國 88

年 1 月 

民國 88

年 5 月 

民國 88

年 6 月 

台塑公

司自雲

林麥寮

港進口

液化石

油氣。 

民國 89

年 9 月 
民國 89 年

10 月 

台塑公

司開始

量產液

化石油

氣。 

民興公

司開始

經營液

化石油

氣進口

業務。 

圖二、我國液化石油氣進口與生產市場開放進程圖

4 民興公司目前已停止液化石油氣的進口業務，液化石油氣進口市場實際上的廠商只
有中油、台塑化與李長榮化工等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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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市場開放前後液化石油氣價格的決定

一、市場開放前液化石油氣價格的決定

如前所述，受限於黨國一體的時代，政府部門以黨營的公司負責液化石油

氣的經銷，而上游的生產或進口的市場，早期政府政策又限制只有國營的中國

石油公司一家公司可以經營，因此形成產業經濟學的連續性獨佔的市場結構

依據連續性獨佔市場模型的推論，該市場結構運作後的結果為價格較高，

產品的交易數量較低，將產生經濟無效率的結果
5
。因此為解決上述經濟無效

率的不利現象，政府部門必須配合以其他的管制措施加以補救。中間最重要者

的措施，一是對液化石油氣經銷商的報酬上限加以管制，二是由政府部門公佈

液化石油氣的成本，從而決定液化石油氣的最終價格。因此，在實務上展現的

液化石油氣銷售模式為：中油公司先參酌國際液化石油的價格訂定一批發價，

然後依該批發價將液化石油氣售予液供處。液供處轉售液化石油氣予分銷商

（瓦斯行）時，在政策上規定液供處銷售液化石油氣時，每公斤只能收取0.945
元的毛利。

分裝場在液化石油氣的交易流程裡扮演重要的角色，如圖一所示。它負責

「大運」的工作，先將液化石油氣搬運至分裝場，然後再將液化石油氣分裝成

16公斤或20公斤的桶裝瓦斯，最後則將分裝好的桶裝瓦斯送至瓦斯行，即俗稱
的「小運」工作。但是分裝場在整個液化石油氣的銷售流程裡，並未因為擁有

下游交易者的身分而享有液化石油氣批發價格決定的權利，充其量它只扮演着

上游液供處所雇用的外部廠商。如同許多的運輸商在此液化石油氣銷售流程所

扮演的角色一樣。

前述的推論，可由民國69年與民國80年兩次行政院核定的液化石油氣分攤
成本項目裡，如表二，清楚的看出來。行政院在決定液化石油氣的最終價格政

策時，係依據北部、中部、南部、花蓮與宜蘭、台東，以及離島地區等六個不

同區域，決定液化石油氣的最終零售價格。行政院所核定的液化石油氣的分攤

成本資料裡，即明確的將「大運」、「小運」的成本，列為液化石油氣分攤成

本的第一項，成為零售價格決定的因素之ㄧ。其次，在十八項分攤成本項目中

的第二項分裝費，與第三項的運裝耗損，亦將其列為液化石油氣的分攤成本項

5	 見莊春發(2005)，液化石油氣自由化經濟效果的研究，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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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可見分裝場在當時液化石油氣上、下游的銷售過程中，雖肩負十分重要的

角色，但其身分僅僅為液供處市場上所僱用的外部廠商，它提供運輸、液化石

油氣分裝的服務。

表二、液化石油氣經營成本比較分析

成本項目 6 9年行政院
核定分擔成本

（元／公斤）

8 0年行政院
核定分擔成本

（元／公斤）

營 運 成 本

的 增 加

（元／公斤）

69～80年
成本成長

百 分 比

（％）

成本增加

貢 獻 率

（％）

1. 運費（包括大
小運費）

1.89 (23.04) 2.47(22.80) 0.58 30.68 22.05

2.分裝費 0.50 (6.09) 0.86(7.94) 0.36 72.00 13.68

3.運裝耗損 0.25 (3.04) 0.29(2.67) 0.04 16.00 1.52

4.店面出租 0.74 (9.02) 0.77(7.10) 0.03 4.05 1.14

5. 運氣工人工資
（2人）

1.73(21.09) 2.99(27.60) 1.26 72.83 47.90

6.三人伙食費 0.37(4.51) 0.30(2.77) 0.07 -18.91 -2.66

7.經理薪水 0.99(12.07) 1.71(15.78) 0.72 72.72 27.37

8.記帳員薪金 0.06(0.73) 0.10(0.92) 0.04 66.66 1.52

9.鋼瓶折舊維護 0.56(6.82) 0.62(5.72) 0.06 10.17 2.28

10. 送貨車輛折
舊

0.17(2.07) 0.14(1.29) -0.03 -17.64 -1.14

11. 送貨車輛維
護、油料、

牌照稅

0.33(4.02) 0.27(2.49) -0.06 -18.18 -2.28

12.安全服務費 0.10(1.21) 0.10(0.92) 0 0 0

13.安全宣導費 - 0.10(0.92) 0 0 0

14.保險費 0.04(0.48) 0.04(0.36) 0 0 0

15.水電費 0.10(1.21) 0.08(0.73) -0.02 -20.00 -0.76

16.電話費 0.04(0.48) 0.03(0.27) -0.01 -25.00 -0.38

17.文具雜支 0.11(1.34) 0.09(0.83) -0.02 -18.18 -0.76

18.營業稅捐 0.22(2.68) -0.13(-1.20) -0.35 -159.09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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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經營成本
　 合　計

8.20(100) 10.83(100) 2.63 32.07 100

資料來源：張玉山（民國84年）表2-5

表三為我國自民國63年至81年中間，液化石油氣的中油牌價（即批發
價），與北區、中區、南區、台東、花蓮與宜蘭、澎湖等六個區域液化石油氣

的零售價格。開始時液化化石油氣並未訂定分區價格制度，（依據表三的資料

觀察，六個區域每區的零售價格均為每公斤8元），正式採行分區零售價格制
度為民國68年5月1日。
之後，分區價格的調整都是起因於中油公司液化石油氣牌價的調整，民國

69年11月1日是第一次因為經營成本變動而調整分區價格。中間期間民國74年4
月1日因稅制改變，新營業稅法的施行，將價格與5％的營業稅分列，所以牌價
中未包含營業稅，但在民國77年又將營業稅又併入牌價。民國80年3月1日第二
次因經營成本改變而調整分區零售價格。民國81年1月1日起，因施行離島運費
補助之關係，將離島分區價格調整到與花蓮、宜蘭地區相同。

以81年的牌價計算，20公斤裝的桶裝瓦斯價格為北部地區460元、中部地
區448元、南部地區432元，宜蘭與花蓮、離島地區同為464元，台東地區則為
448元。換言之，液化石油氣市場未解除管制之前，液化石油氣的零售價格，
因為中油公司為國營事業，以及政府對營運成本的管制，基本上它為政府可以

完全主導的管制價格。在政府規劃的地區裡，液化石油氣的零售價格為統一價

格。

表三、民國63年-81年間液化石油氣批發與零售價之統計（元／公斤）

日期
中油公

司牌價
液化石油氣零售價格 備註

年 月 日 新台幣 北區 中區 南區 台東 宜花 澎湖

63 1 26 5.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說明一
63 1 27 8.50 14.50 14.00 13.50 15.00 15.00 15.50
63 6 22 7.50 12.70 12.25 11.90 13.10 13.10 13.75
68 3 26 8.50 12.70 12.25 11.90 13.10 13.10 13.75
68 5 1 8.50 15.60 15.20 14.40 15.30 15.80 17.30 說明二
68 12 26 12.00 19.10 18.70 17.90 18.80 19.30 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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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4 25 13.50 20.60 20.20 19.40 20.30 20.80 22.30

69 9 28 14.80 21.90 21.50 20.70 21.60 22.10 23.60

69 11 1 14.80 23.50 23.00 22.00 23.10 23.70 25.50 說明三

70 2 12 16.00 24.70 24.20 23.20 24.30 24.90 26.70

73 3 17 15.00 23.70 23.20 22.20 23.30 23.90 25.70 說明四

74 5 1 13.00 21.70 21.20 20.20 21.30 21.90 23.70

75 3 13 12.00 20.70 20.20 19.20 20.30 20.90 22.70

75 4 1 11.43 19.71 19.24 18.29 19.33 19.90 21.62 說明五

75 4 30 10.48 18.76 18.29 17.33 18.38 18.95 20.67

76 12 24 9.52 17.80 17.33 16.37 17.42 17.99 19.71

77 7 1 10.00 18.69 18.20 17.17 18.29 18.89 20.70 說明六

77 9 7 9.50 18.20 17.70 16.70 17.80 18.39 20.20

77 8 24 11.50 20.20 19.70 18.70 19.80 20.40 22.20

80 3 1 11.50 23.60 23.00 21.60 23.00 23.80 26.60 說明七
81 2 14 10.90 23.00 22.40 21.60 22.40 23.20 23.20 說明八

資料來源： 游素素、胡祖舜（1994）家用液化石油氣供銷體系與公平法適用關係及其調整因應之探討，
表二。

說 明 一：63年1月26日前未訂定分區零售價格。
說 明 二：奉行政院68.4.30台 (68) 經字第4036號函核定，自68.5.1起實施分區零售價格。
說 明 三：奉行政院69.10.29台 (69) 經字第12518號函核定，自69.11.1起之分區零售價格。
說 明 四：其餘之零售價格，係比照中油公司牌價予以調整。
說 明 五：75.4.1起實施新制營業稅法，將價格與5％之營業稅分列，表上所列價格係未含稅之價格。
說 明 六：自77.7.1改為含稅牌價。
說 明 七：奉行政院80.1.15台 (80) 經字第1890號函核定，自80.3.1起調整分區零售價格。
說 明 八： 奉行政院80.10.5台 (80) 經字第31574號函核定，自81.1.1起澎湖等、離島地區價格調低為比照

調花蓮、宜蘭地區價格。另外，其餘之零售價格係比照中油公司牌照調整。

二、市場開放後液化石油氣價格的決定

為打破由液化石油氣總經銷制度，促進液化石油氣市場的競爭，競爭政策

主管機關公平會首先建議，經銷市場應引進其他的經銷商進入，以解決了經銷

市場的獨占問題。接著，主管機關為配合競爭政策的施行，又進一步的解除

液化石油氣進口的管制，讓其他符合資格的廠商可以加入進口市場的經營。之

後，隨著台塑石化的正式量產，也成為液化石油氣的重要供應者，液化石油氣

的供應市場即不再屬於獨占的市場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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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供應市場與經銷市場開放自由競爭之後，政府干預市場價格的理由似

乎消失了。所以液化石油氣市場上、中、下游業者間的交易價格，以及分銷商

與消費者之間的最終交易價格，則完全回歸市場機制，由市場上的交易雙方，

依交易的條件與意願而決定其最終價格。換言之，政府部門藉由制度的開放而

改變液化石油氣市場結構，建立市場競爭的條件之後，即不再插手液化石油氣

市場買賣雙方的交易價格，而是讓市場本身的機制自由發揮，以決定產品或服

務的均衡價格。

此外，分裝場在液化石油氣的銷售流程裡，也正式的成為重要的一員，除

負擔起重要的分裝工作之外，並成為地方區域市場很重要的小批發商，對液化

石油氣的最終價格擁有相當的影響力。

總之，兩階段液化石油氣市場的管制解除之後，液化石油氣產業，各階段

的批發價格與最終價格，均依賴市場供需力量決定其高低水準。

肆、採用競爭政策管制後的結果

一、未考量地理市場的限制

液化石油氣供應與經銷市場開放競爭後，表面上看起來每個市場均因廠商

數大幅增加，或廠商人數相當充分，而被認為已符合競爭市場的條件，在政策

上應當讓市場自己的力量決定交易的價格與數量。然而若思慮液化石油氣的笨

重，運輸成本占總成本的比例，則液化石油氣的市場範圍，事實上是有其侷限

性。

首先，以供應商市場觀察，中油公司在南部地區由高雄煉油廠、大林煉油

廠與林園石化廠生產液化石油氣供應，前鎮石化站及大林廠港區則進口冷凍液

化石油氣，北部地區則由桃園煉油廠生產供應液化石油氣並自瑞芳深澳港進口

供應冷凍液化石油氣，北部地區及基隆與宜蘭地區除由桃園煉油廠生產供應，

不足則由深澳供應，在中部苗栗地區有通霄汽油廠強大的LPG儲存槽及錦水
LPG地下儲窖對外發貨，所以中油的供應市場屬於全國性市場。至於台塑石化
的生產與進口均在雲林的麥寮，其有利的銷售市場為中南部地區。至於進口商

李長榮化工則以高雄前鎮進口液化石油氣，因此其有利的市場則為南部市場。

其次，觀察經銷商市場，北部地區以北誼興業、寧陽、北部瓦斯三家公司

為主，南部地區則以北誼興業、和協、聯華氣體、李長榮化工、台和、乾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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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公司為主。雲林地區則有北海能源、嘉義地區有南雄公司，桃園地區有鴻

奇公司。在區域區隔之下，每家經銷商在當地大都具有優勢地位的市場，但在

較遠的地區則較無競爭力。

分裝場在全國所在區位與分配，如附表一，亦可看出其分配的情形，大都

集中於都會區，例如台北縣、桃園縣就分別有16家與13家分裝場，台中縣市、
彰化縣市、台南縣市，亦分別有9家、9家與8家分裝場，屬於較鄉村的地區，
由於人口散佈各地的宜蘭與屏東，亦有8家分裝場。進一步觀察其所在區位，
即可發覺分裝場在若干地區是相當集中，其經營的地理市場範圍將有所限制。

最後，觀察分銷商所處的區位分配，如表四統計資料顯示，全國共計有

367個鄉鎮與市區數，其中台灣地區（含北、高兩市）356個鄉鎮與市區、福建
省（含金門縣、連江縣）11個鄉鎮與市區。在367個鄉鎮市區中設有瓦斯行的
有344個，而未設有瓦斯行之鄉鎮市區數共23個。鄉鎮市區瓦斯行少於10家者
共有254鄉鎮市區數，佔所有鄉鎮的0.738。如依據公平會的調查與推論，一般
瓦斯行大都以一個鄉鎮為其市場，根據上述資料顯示，分銷商的市場應當大都

處於寡占市場而非競爭市場。

表四、96年度瓦斯行數與對應的鄉鎮市區之次數分配表

瓦斯行數 鄉鎮市區數 瓦斯行數 鄉鎮市區數

0 23 21 2

1 26 22 3

2 21 24 4

3 26 25 3

4 31 26 3

5 23 27 1

6 20 28 2

7 29 30 1

8 19 31 3

9 28 32 3

10 8 34 1

11 9 35 1

12 15 36 1

13 10 3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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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1 44 1

15 3 45 1

16 7 47 2

17 8 48 1

18 7 50 1

19 2 51 2

20 4 61 1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說　　明：1. 依據內政部內政統計資訊網，內政統計月報1.7-鄉鎮市區人口及按都會區統計-9612，中華民
國計有367個鄉鎮市區數：其中台灣地區（含北、高兩市）356個、福建省（含金門縣、連
江縣）11個。

　　　　　2.367個鄉鎮市區中設有瓦斯行的有344個，未設有瓦斯行之鄉鎮市區數共23個。
　　　　　3.依鄉鎮市區瓦斯行少於10家者共佔所有鄉鎮的0.738。

二、液化石油氣屬於同質產品不易進行非價格競爭

家用液化石油氣在組成份上，它由30%~70%丙烷與70%~30%丁烷及一些
雙鍵碳氫化合物混合而成，但一般消費者並不瞭解，也不重視該產品的提供者

是中油、台塑石化的生產品或進口品，亦即消費者普遍缺乏LPG產品的品牌觀
念，消費者所關心的內容只有價格。液化石油氣的業者很難對其所銷售的產品

進行品牌行銷。

換言之，液化石油氣市場上下游業者的交易、瓦斯行與消費者的交易，所

有的交易條件均放在產品的價格上，只要其他交易者的價格較低，市場的交易

立即移向至較為便宜的交易者。以經銷商開放之後為例，經銷商售予分裝場液

化石油氣時，每公斤價格只要相差0.1元，分裝廠隨即轉向與較為便宜的經銷商
交易。

分裝場與瓦斯行的交易，亦復如此，在可以接受的距離條件下，瓦斯行選

擇交易分裝場，絕大多數係以交易價格為主要考慮。至於消費者叫瓦斯，在距

離與速度相同的情況下，亦相同的以價格做為選擇交易對象的準則。

在產品幾乎沒有差異化，業者根本無法進行品牌行銷策略的客觀條件下，

價格則成為液化石油氣上、下游業者交易的唯一考量因素。所以一旦在既定市

場上有業者發動價格競爭策略時，市場立即爆發價格戰無法收拾。一直要到所

有業者發現自己的價格無法支應成本為止才會停止下來。然而，要將產品價格



「統一定價」與「競爭機制」—液化石油氣產業之研究 15

恢復至可支應成本的水準，非要市場的所有業者全數同意偃兵息鼓不可。因此

為達成大家解脫的目的，業者非要聚集在一起，共同商量結束價格戰的方式不

可。但上述之行為，立即有違反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的規定，而面臨受罰之可

能。

三、液化石油氣業受罰的統計分析

（一）受罰個案大都與聯合行為有關

截至民國97年3月，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液化石油氣業總共處罰了31案，其
中13案發生於先行政後司法改革之前；18案發生於改革之後，罰款金額共計
59,015萬元，平均每案的罰款為3279萬元。
液化石油氣產業違反公平法的違法案件樣態統計，如表五，以聯合行為最

多，共有23件，佔所有違法案件的74.19％。換言之，液化石油氣業的違法行為
約有四分之三的案件，屬於聯合行為的違反。其次多的案件為脅迫競爭廠商參

與聯合行為，該行為與聯合行為亦有密切的關係，因此若以聯合行為論，其實

在31件液化石油氣產業違法案件中，共有29件個案與聯合行為的違反有關。
剩下的個案，一件是中油公司的獨占力濫用案，另一件則為南投液化石油

業同業公會杯葛新進廠商進入市場的個案。

上述的現象初看頗耐人尋味，但若深入暸解該產業交易型態，對於此現象

的產生應該不會有太大的訝異。如前所述，該行業的交易產品具有同質性的特

徵，市場上的交易雙方不易建立特定的品牌，因此市場競爭的唯一利器就只有

赤裸裸的價格。競爭者間為多爭取一些交易的機會，最有效的法寶就是以降價

格為手段。然而，價格戰的最後結果，競爭者間不是參與者兩敗俱傷，就是全

體玉石俱焚的下場。發動價格戰的廠商或參與價格戰的廠商均會受到嚴重的傷

害。一旦價格殺到無法回收成本時，這些業者最後被迫必須一起坐下來共同協

議，如何恢復原本的價格或起碼能夠回收成本的價格。但是是項行為係公平法

所禁止，因此很容易因觸犯法網而遭受競爭政策機關的處罰。這也是為何什麼

在表五的統計資料會發覺，幾乎95％的受罰個案均與聯合行為直接間接有關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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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液化石油氣上、下游廠商違反公平交易法樣態行為統計

違反行為樣態
違法次數

（件）

佔有比例

（％）

1.獨占力濫用（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2款） 1 3.22

2.聯合行為（公平交易法第14條） 23 74.19

3.杯葛（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1款） 1 3.22

4.脅迫參與聯合行為（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 6 19.35

合計 31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違法主體的統計

以違法行為主體加以觀察，中間以分銷商同業公會為處罰主體的比例最

高，在31件個案裡有17件，占全部案件的54.83％。同業公會的成立目的本為產
業的自治而設，但觀察液化石油氣同業公會所為的違法行為，幾乎流為液化石

油氣分銷商聯合行為的平台，也證實過去學者對公平法案例的研究發現，公平

法違法案件中有相當高的例為同業公會所發動
6
。

若進一步觀察以分銷商為違法主體的處分案亦有6件之多，加上原有同業
公會的案件數，二者加總為23件，表示約有四分之三的違法案與分銷商有關，
顯示液化石油氣產業的公平法違法問題，幾乎出在最後的零售階段。

分裝場在違法案中佔有9件，為同業公會外第二重要的行為主體，約佔所
有個案的三成，此結果表示分裝場在液化石油氣的銷售過程中，因為具有地方

壟斷之優勢，所以自然成為扮演違法平台的重要角色之一。

經銷商市場開放之後，市場增加許多的廠商，初期為爭奪市場，亦常採行

殺價為主要的競爭手段，最後則演變為割喉式的競爭，至使每家廠商均處於流

血銷售的狀況，以至廠商間於不得不共同採行協議的手段，以回復原有的價

格。但是上述之行為顯然觸犯公平法聯合行為的禁止。是故，經銷商的廠商數

不多，但在表六的統計上則顯示有6件的違法案，由經銷商所發動。
至於上層的供應商違反公平法的個案只有一件，為中油公司對南部經銷商

6 莊春發（1994），〈同業公會與廠商聯合行為關係的研究〉，《法商學報》，第29
期，頁209-258。與莊春發（2005）〈廠商人數、公會與聯合行為-公平會處分案的
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13卷第4期，頁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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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貨時，給予不同經銷商不同價格的差別待遇行為。其他公司的個案，一件為

鋼瓶檢驗費的聯合行為，另一個案為運輸商聯合調整運裝費用。

由以上行為主體的統計分析，可以看出液化石油氣的違法案的特徵，為約

有四分之三的個案，發生於分銷商階段。此外，分裝場與經銷商參與違法案亦

占有重要比例。

表六、液化石油氣產業違反公平交易法行為主體之統計

違法行為主體別 違法次數（件） 佔有比例（％）

1.瓦斯行   6   19.35

2.分裝場   9   29.03

3.經銷商   6   19.35

4.供應商   1     3.22

5.同業公會 17   54.83

6.其他公司   2     6.45

7.個人   1     3.22

合計 31 1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說　　明：每件違法案參與者可能有不同身分之主體。

（三）違法個案處罰人數的統計

液化石油氣的違法案處罰主體人數，因個案大都與聯合行為有密切之關

係，因此參予而受罰的主體人數亦偏向為少數。處罰主體1—5人者共計有22
件，佔所有案件的71％。處罰主體為6—10人的案件2件，佔6.45％；處罰主體
為11—15人，16—20人的件數均為三件，佔有比例為9.67％；處罰主體人數超
過20人以上的案件只有一件，佔3.22％。
以上資料的統計顯示，液化石油氣的違法案因涉及聯合行為較多，因此參

予人數將不會太多，尤其是藉由同業公會為聯合行為平台的個案又佔多數的情

形尤其是如此。

（四）小結

從以上液化石油氣上、下游業者受罰個案的分析，可以很清楚的看出，這

些處罰案大都與分銷商有關，特別是由分銷商所組成的同業公會。當然上游的

分裝廠與經銷上為維護本身的利益，從而違法的個案數也不少，但和分銷商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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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相較則顯現出較少之結果。

此外就違法的行為樣態觀察，幾乎94％的個案均與聯合行為有直接或間接
的關係。上述之現象所顯示的意義，表示主管機關若欲解決液化石油氣業的違

法問題，其關鍵點在於研究分銷商為何易於觸犯公平法，如能找出其癥結點，

則較容易解決此困難。

伍、統一訂價與競爭機制的討論

一、統一訂價的優缺點

（一）統一定價的缺點

根據以上兩種制度的分析比較，可以發覺液化石油氣未開放市場之前，整

個市場係由液供處所掌控，舉凡分裝場、分銷商、運輸商等廠商的設立均須經

由液供處的同意，形成新廠商進入市場的人為障礙。此外，既有廠商欲藉由市

場的移動而改變市場區位時，亦須經過液供處的許可，此限制將造成市場如同

新廠商設立的情形一樣，無法獲得產業競爭的效果。

生產與供應階段因為只有中油一家公司經營，下游的階段又設計成由液供

處掌控一切，形成產業經濟學連續獨占的結果，在此產業生態之下，將形成價

格較高交易量較少的情形，不利於社會福利的提升。

（二）統一訂價的優點

統一定價的制度雖然造成市場競爭機制的受限，不利於市場競爭機制的發

揮，無法創造液化石油業最大的社會福利水準。然而，統一訂價制度的實行並

非一無是處，因為藉由政府力量的干預，使液化石油氣的價格可以完全掌控

於政府的手上，不至於因為中間價格或最終價格的變動而造成消費者受到供應

商的壓榨。由表二過去行政院所制定的液化石油氣成本攤提資料，可以明確而

清楚的觀測到液化石油氣最終價格漲跌，不容液化石油氣供應的一方，藉由訊

息不對稱性而有投機的機會。消費者面對政府嚴密監控液化石油氣價格的情況

下，可以受到較佳的保障。

二、價格競爭機制

（一）液化石油氣市場的開放

液化石油氣市場兩次的解除管制，表面上看來第一次的解除管制，使經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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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由獨占的市場結構，因為經銷商的增加改變為較為競爭的寡占市場結構。

然而，若將地理市場因素加以考量，液化石油氣的經銷市場可能變成嚴密的寡

占市場結構。此外，液化石油氣產品為同質性產品，廠商在競爭過程中，不易

建立屬於特定公司的品牌產品，所以市場的競爭手段大多為價格。在嚴密的寡

占市場結構下，而且市場上的產品又屬同質性，長期裡廠商很難維持一般性的

競爭狀況，最後，必流於互相毀滅的割喉式競爭。廠商競爭後的最後下場，彼

此之間勢必尋求共識，將割喉式的價格恢復到成本以上之價格。此無奈的行為

很容易即觸犯競爭政策的法律。

分裝場市場的情形亦復如此，表面上台灣地區共有121家分裝場，市場的
競爭應當可以符合競爭政策的要求，然而若進一步考量地理市場的限制，阻隔

分裝場廠商市場經營的範圍，則很容易看出實際的市場上，顯然是由一家獨占

市場，或若干家分裝場主導該地區的市場經營。

表七是國內液化石油氣分裝場在每個縣市家數的統計分配，很顯然地可以

看出在25個縣市裡有16個縣市的分裝場家數少於5家（包含5家）7
，佔有64%。

進一步觀察這16個縣市分裝場的分配中，有6個縣市屬於一家廠商的獨占市場
結構。在如此條件之下，欲期待分裝場的競爭似乎不太可能。

進一步研究分銷商在全國各鄉鎮家數的分配統計，如表四，未設分銷商的

鄉鎮區共有23區，而設有一家瓦斯行者，共有26區，設有二家瓦斯行者共有21
區，設有三家瓦斯行者共有26區，設有四家瓦斯行者共有31區，而設有五家瓦
斯行者共有23區。剔除未設分銷商之23個鄉鎮區，一鄉鎮區設有瓦斯行五家以
下者（包含五家），共有127個鄉鎮區，佔設有瓦斯行鄉鎮區的36.9%。可見瓦
斯行的家數雖然以全國性的統計數據看起來相當多，但引進地理市場之限制之

後，即有約四成的鄉鎮區，屬於嚴密寡占的市場結構。

如同分裝場之情形，有相當多的分銷商市場，經由地理市場的限制之後，

事實上處於嚴密寡占的市場，而非表面上所觀察到的較趨近於競爭市場。因

此，在政策上如果企圖希望藉此獲得競爭之利益，往往在實際的執行之後，會

產生極大的落差。

7 見莊春發（2005）〈廠商人數、公會與聯合行為-公平會處分案的研究〉，公平交易
季刊，第13卷第4期，頁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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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96年度分裝場數與對應之縣市次數分配表

分裝場數 縣市數

1 6

2 3

3 3

4 3

5 1

6 1

7 2

8 2

9 2

13 1

16 1

合計 2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液化石油氣價格的比較

如前所述，在統一定價的制度之下，台灣六個地區的消費者在各自的地區

均接受相同的價格。在統一標準價格之下，表面上消費者似乎沒有選擇的權

利，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觀察，消費者似乎因為政府介入管制而得到更佳的保

障。

表八係事業目的主管機關經濟部能源局，按月向全國各縣市抽樣調查的液

化石油氣最終價格之統計資料。經過仔細之觀察可以發現，政策上採行競爭政

策之後，各縣市液化石油氣之價格有相當的分歧，以20公斤的桶裝瓦斯為例，
最高價格與最低價格的差距超過新台幣100元以上者有9個縣市，差距最多的縣
市為屏東縣，高低價相差190元，差距次高的縣市為澎湖縣，高低價差距175
元，差距第三高的縣市為台北縣與嘉義縣，高低價格差距均為150元。
若改以平均價格觀察，前五名的縣市分別為：金門縣886元、連江縣880

元、台北市875元、基隆市856元、台北縣839元。除金門縣與連江縣為離島地

區外，平均價格較高的地區還是屬於北部都會區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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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家用液化石油氣縣市平均零售價格統計

縣市名稱
查報數

（筆）

平均零售價

（20公斤（桶））
稅前價格 最高 最低 價差

臺北市 45 875.12 814.76 930 800 130

臺北縣 59 839.82 781.15 920 770 150

基隆市 8 856.25 796.8 895 800 95

桃園縣 57 794.72 738.19 860 750 110

新竹市 8 828.33 770.21 880 800 80

新竹縣 13 792.31 735.9 840 760 80

苗栗縣 10 836 777.51 860 810 50

臺中市 21 821.25 763.46 875 800 75

臺中縣 43 793.59 737.12 820 750 70

彰化縣 36 773.71 718.19 800 750 50

南投縣 26 780.4 724.56 830 700 130

雲林縣 22 789.05 732.79 800 780 20

嘉義市 10 678.89 627.88 700 670 30

嘉義縣 16 769.23 713.92 850 700 150

臺南縣 43 785.75 729.65 800 730 70

臺南市 20 808.89 751.69 830 790 40

高雄市 60 793.75 737.27 850 750 100

高雄縣 30 786.83 730.69 820 760 60

屏東縣 32 768.79 713.5 870 680 190

宜蘭縣 24 777 721.32 790 760 30

花蓮縣 24 804.78 747.78 870 750 120

臺東縣 17 800 743.22 860 770 90

澎湖縣 33 835 816.32 975 800 175

金門縣 22 886.19 867.51 890 870 20
連江縣 4 880 861.32 880 880 0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說明：1. 總筆數：683筆　總平均價格：805.88元　最高：975元　最低：670元 　計量單位：20公斤
（桶）。

　　　2.2007年1月1日石油基金調整。（澎湖.金門.馬祖等地區免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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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家用液化石油氣零售價含稅前價、營業稅5%、貨物稅13.8 元/20公斤、空污費0元/20公斤、石油
基金 4.88元/20公斤

　　　4.抽樣數之平均價。
　　　5.未與實際交易憑證勾稽。
　　　6.家用液化石油氣瓦斯價格之查報原則，以調查日行銷價格登錄。

（三）小結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發覺液化石油氣產業的經銷階段、供應階段以及最

終價格管制的時期，確實讓人們感覺市場受到政府一定的管制，而無法發揮競

爭機能，可能致使經濟效率不彰。但進一步觀察政府所採用的配套措施，則可

發現消費者的權益在管制階段似乎仍然可以受到相當的保障。

經銷階段與供應階段兩次的市場開放的管制解除，從學者的研究比較，的

確顯示存在短暫的最終價格降低的效果，但是由於兩次的解除管制政策欠缺妥

適的配套措施，又未考量地理市場的限制因素，以及液化石油氣產品同質性

高的條件，以至於解除管制之後，液化石油氣各階段的業者經常處於激烈的廝

殺，形成割喉式的競爭，造成業者最終往往無法回收成本。最後業者間必須仰

賴聚會形成共識，結束割喉式的殺價行為。然而上述之合意手段，卻為公平法

所禁止，因此，業者有相當之人數均曾因違反公平法而受處罰，形成巨額的罰

緩的結果。

如果業者違法所造成的罰鍰也列為政策改變的成本，則液化石油氣產業解

除管制的政策，事實上是付出相當的代價。如果能夠進一步由實務上估計政府

管制下，統一訂價政策社會所付出的成本，並將二者成本加以比較，以社會公

共利益的角度分析，相信可以找出我國社會實際上真正需要的液化石油業管理

政策。

陸、結論

本文比較液化石油氣產業政府管制時期的績效，與最近市場開放後的結

果。發覺在政府管制期間，由於供應與經銷階段的獨占市場結構，的確造成市

場機制的受限，經濟效率從而降低的不利處境。然而政府對液化石油氣經銷商

利潤的限制，以及對液化石油氣的最終價格進行分區管制的妥善配套措施，消

費者的權益似乎並未受到太大的損害。



「統一定價」與「競爭機制」—液化石油氣產業之研究 23

液化石油氣市場解除管制之後，學者的研究的確顯示供應市場開放後，消

費價格的確有下降之效果，表示由市場力量決定產品的最終價格是更適當的。

然而，管制制度改變之後，主管機關似乎忽略了一定的配套措施的配合，以至

於液化石油氣的上下游業者，在市場開放之後，即不斷的違反公平交易法而受

到嚴厲之處罰，處罰之總金額幾乎使得液化石油氣產業快要變成為公平會的最

大供養產業。

產生違法的液化石油氣產業主體，大多發生於分銷商組成的商業同業公

會，以及分銷商本身，但中間的分裝場與經銷商參與的個案亦不少。業者違反

公平法的行為與聯合行為關係最為密切，約有94％的個案均與聯合行為有直接
間接的關係，它與液化石油氣產業的地理市場侷限性、產品的同質性有密切的

關係。

審酌兩種制度對液化石油氣產業的管理，可發現過去統一訂價的政策，固

然有造成若干市場機制無法發揮的缺點，但政府相對妥善配套措施的配合，消

費者的權益似乎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上下游市場的交易在政府的嚴密監管

之下，亦不至於產生失序的現象。

相對的，市場開放之後，由市場機制替代原有的管制，但因開放後欠缺妥

善的配套措施，從而衍生液化石油氣市場的許多問題，例如業者不按期檢驗鋼

瓶，產生社會安全的危害可能；地下分銷商、地下分裝廠的出現，產生市場交

易的失序，也直接間接造成業者進行聯合行為的不法行為。更重要的是主管機

關輕忽從業人員再教育的重要性，致使採用市場機制管理市場時，許多業者無

法適應新制觸犯公平法而受罰，其所累績之金額更令人印象深刻。

衡酌液化石油氣市場兩種不同的管理制度，「競爭機制」所造成的社會成

本，相對於「統一定價」的管制似乎並不便宜。政府應採用何種制度管理液化

石油氣產業較為適宜，仍有再思慮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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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orm pricing and competitive 
mechanism: a study of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industry
Abstract

Direct control of government and competitive mechanism induced by market 
power are two common conduits to regulate industries. In the early phase, the 
supply and dealer system of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LPG) industry belonged to a 
monopolistic structure, which indeed brought about several limitations for market 
mechanism while resulted in disadvantage of economic efficiency. Hence, the 
government’s regulation is not only plausible but necessary. The supplementary 
measures of profit restraint to the LPG dealers and of territory limitation to final price 
implemented by government prevented serious damages for customers’ interest. 
Since the deregulation of LPG market, the administration ignored the necessary of 
the supplementary measures. Illegal LPG bottling factories and distributors were 
emerged and led to undercutting behavior in the market. Then,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dustries continuously violated the Fair Trade Law. The most server 
punishment almost made the LPG industry become the large supporter of Fair Trade 
Commission. 

It can be found by reviewing the two regulating policies that due to the 
deficiency of proper supplementary measures government uses market mechanism 
to substitute the original control policy would cause many sequelas for LPG market. 
For instances, security problems might be induced by the events that the LPG 
steel cylinders are not checked as scheduled, uncontrollable behavior of market 
trading induced by the emergence of illegal LPG bottling factories and distributors 
woul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stimulate the happening of collusion. Furthermore, 
the administration also disregarded the importance of reeducation for the people 
who works in the related industries. The result refers to that when regulating with 
market mechanism many firms would not accommodate new rule easily and violate 
the Fair Trade Law frequently. The large amount of accumulated forfeit made d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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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ession for people. Gauging the two regulation systems of the LPG market, the 
social cost of the ‘competitive mechanism’ is relatively not cheaper than the ‘uniform 
pricing’. Accordingly, there is the room to rethink the question that which mechanism 
is more adequate for managing the LPG industry from the viewpoint of public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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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全國分裝場地址與分配

分　 裝　場 地　　　　址

台宜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市梅洲一路20巷2號

台怡實業有限公司 宜蘭縣冬山鄉廣興路530號

統億瓦斯分裝有限公司 冬山鄉鹿梅路650巷51號（可存21家）

慶達石化工業有限公司 宜蘭縣冬山鄉大安路570巷50號

羅東液化石油氣分裝場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冬山鄉廣興路680巷220號

利民分裝場 宜蘭縣宜蘭市梅洲一路14之6號

國聯瓦斯有限公司 宜蘭縣三星鄉貴林路54之7號（存17家）

金龍液化石油氣行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冬山鄉龍祥十路25號

安祥液化石油氣分裝處 基隆市七堵區東新街127號

莒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市信義區深澳坑路109巷2—1號

陽明山聯合煤氣分裝場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七段215號

台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臥龍街574號

六韜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78號2F

北亞石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臺北縣樹林市東佳街18號

台液分裝場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臺北縣林口鄉嘉溪雅坑3號

聯瑞煤氣分裝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臺北縣中和市興南路2段340號

北歐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臺北縣林口鄉嘉溪雅坑5號

集大分裝場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五股鄉民義路一段287巷9號

中鼎液化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臺北縣林口鄉頂福30之3號

北桃煤氣分裝儲運場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臺北縣林口鄉嘉溪雅坑3號

山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新店市安康路三段628號

同達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新店市新和街32巷1號

高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臺北縣新店市寶高路100號

北誼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樹林分公司 台北縣臺北縣樹林市新興街34號

集大分裝場 林口鄉嘉寶村嘉溪雅坑三之五號

立孚能源（股）公司 林口鄉嘉寶村嘉溪雅坑三之五號

北統煤氣分裝場 林口鄉嘉寶村嘉溪雅坑三之五號

銘星實業（股）公司 林口鄉嘉寶村嘉溪雅坑五之三號

銘欣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林口鄉嘉寶村嘉溪雅坑五之四號

日華煤氣分裝有限公司 桃園縣八德市長興路861號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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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裝　場 地　　　　址

聯億液化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蘆竹鄉泉州路100號1樓

福崗液化石油氣分裝公司 桃園縣龜山鄉樹人路211號

力詮氣體有限公司 桃園縣龜山鄉樹人路357號

萬隆液化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大溪鎮坑底24之1號

榮星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大溪鎮尾寮段42一1號

桃和液化石油氣分裝場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平鎮市15之2號 

北誼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分公司 桃園縣桃園市峨眉三街50號

北部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龜山鄉樹人路200巷32號

合發氣體有限公司 桃園縣龜山鄉中和南路95號

寧揚煤氣分裝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龜山鄉樹人路200巷36一1號

永笙分裝場股份有限公司（同寧揚） 桃園縣龜山鄉樹人路200巷36號

鴻奇煤氣分裝有限公司 桃園縣蘆竹鄉大竹路451號三樓

六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香山區五福路二段500巷15號

新崙分裝場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斗崙立下斗崙41號

北誼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通霄分公司 苗栗縣通霄鎮通南47號

中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港尾里同志巷38之6號

中港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縣臺中縣沙鹿鎮中山路22—100號

今元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縣臺中縣沙鹿鎮中山路24—30號

台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縣臺中縣沙鹿鎮中山路19巷12號，16
號

台中液化煤氣分裝場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臺中市南區正義街14號1樓

中港煤氣有限公司 台中縣臺中縣大肚鄉沙田路1段718

巨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縣臺中縣烏日鄉溪岸路9—6號

歐凱瓦斯分裝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縣臺中縣烏日鄉光明路162巷33號

豐原液化煤氣分裝場 台中縣臺中縣神岡鄉神洲路320號

平生液化煤氣分裝場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縣名間鄉新大巷6之3號 

北誼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南投分公司 南投縣竹山鎮前山路二段43之10號

東岱煤氣分裝場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392之40號

正揚煤氣分裝有限公司 南投縣埔里鎮西安路1段547號

上海煤氣有限公司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3段50巷4號

泰豐分裝場有限公司 彰化縣大村鄉中山路二段30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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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裝　場 地　　　　址

大場興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北斗鎮拓農路72號

任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北斗鎮西德里舜耕路47號

豐榮液化石油氣分裝場 彰化縣員林鎮三義路101號

久鼎液化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鹿港鎮工業西一路31號

益生液化石油氣分裝場 彰化縣溪湖鎮員鹿路4段262號

十全液化石油氣分裝有限公司 彰化市延平里岸頭巷10之1號

南興分裝場 彰化市福山街333巷15號

光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芳苑鄉後寮村工區十一路36號.

傑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東勢鄉新坤路100號

順興液化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東勢鄉程海村程海路1號

昌億 雲林縣西螺鎮久隆里大和6-12號

北誼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工廠 雲林縣莿桐鄉大美路21—122號

中福分裝場 嘉義市台林街353之1號

嘉義液化石油氣分裝場 嘉義縣水上鄉溪洲仔8之10號

嘉太煤氣分裝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新埤1號

永裕液化煤氣有限公司 屏東縣屏東市康定街27—5號

北誼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分公司    嘉義縣民雄鄉牛斗山89之45號

源亨瓦斯配管事業有限公司 台南市北安路二段281號

三燕兄弟能源有限公司 台南縣臺南縣仁德鄉義林路128號

中華李有限公司（與聯合同一分裝台） 台南縣臺南縣永康市復興路306號

聯合液化石油氣分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縣臺南縣仁德鄉虎山路508巷8號1樓

全帥液化石油氣分裝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縣臺南縣仁德鄉保安路一段19巷1號

億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縣臺南縣東山鄉田尾40之1號

南亞瓦斯興業有限公司 台南縣新市鎮潭頂村潭頂50號

學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縣臺南縣學甲鎮中正路484號

乾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小港區大業南路40號

北誼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楠梓區高楠公路1015號

鴻利液化石油氣分裝場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一路1—2號

高發灌裝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縣大社鄉民權路108號

豐宜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縣旗山鎮崙北巷1之1號

高雄 高雄縣大樹鄉興山村興山路50之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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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裝　場 地　　　　址

凱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楠梓區高楠公路1015號

健彰煤氣灌裝行 高雄縣湖內鄉民族街345號一樓

旗美煤氣聯合分裝場 高雄縣旗山鎮旗南一路226號

仕新煤氣分裝有限公司 高雄縣大寮鄉會結路86之31號

萬發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縣岡山鎮本工環東路９號

旭光液化煤氣有限公司 仁武鄉後安村鳳仁路334號

國匯液化煤氣分裝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東港鎮沿海路３０號 

東儀液化石油氣分裝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屏東市大溪路１１巷１０號

北誼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屏東） 屏東市光復路378之2號

正成液化石油氣灌裝所 屏東縣枋寮鄉義民路１一２號 

合上興液化石油氣分裝有限公司 屏東縣新園鄉福德路412號

新聯液化石油氣分裝場 屏東縣萬丹鄉廣安村廣惠路136號

信成煤氣分裝場 屏東縣潮州鎮潮義路382巷151號1樓

連貴興業有限公司 屏東縣內埔鄉大新村大旺路360巷25號

台東液化石油氣企業有限公司 台東縣臺東縣臺東市康樂路215巷436號

逢欣實業有限公司 臺東縣池上鄉新興村堤防路51號

漢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東縣臺東縣臺東市中山路149號

國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東縣臺東市青海路2段300號1樓

南昇液化石油氣分裝股份有限公司 花蓮縣玉里鎮大禹路164-1號

東展煤氣灌裝有限公司 花蓮縣吉安鄉南海四街235號

花蓮液化氣分裝股份有限公司 花蓮縣吉安鄉仁和村南海三街108號

北誼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分公司 花蓮縣壽豐鄉忠孝路176號

鳳聯液化氣分裝有限公司 花蓮縣鳳林鎮南平里平等路70號

欣聯液化石油氣分裝場股份有限公司 花蓮縣壽豐鄉忠孝路176號

中華煤氣聯合分裝場 澎湖縣馬公市103之10號

安佳瓦斯分裝廠（旗下新興順） 澎湖縣馬公市180號

國光液化石油氣分裝場 馬公市重光里88-4號1樓

金門聯宏液化煤氣灌裝有限公司 金門縣金湖鎮三溪橋2-3號

金門農會液化煤氣灌裝廠 金門縣金湖鎮三溪橋9號

福安瓦斯行 連江縣南竿鄉8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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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有關液化石油氣案件一覽表

年 被處分人（罰鍰） 處分書摘要 罰鍰總金額

84013 南投縣液化氣體燃料商

業同業公會

以發函方式促使煤氣分裝場，斷絕新

分銷商取得分裝、運輸等服務之交易

機會，足以妨礙公平競爭，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規定。

86008 北誼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以市場優勢地位，多次協商及引導相

關業者，以達到其抬高經銷價格之目

的，並促成台北縣市、基隆等地之瓦

斯業者共同提高零售價格，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四款規定。

86009 台北市液化氣體燃料商

業同業公會

製作價目表，導致市場零售價格上揚

且與價目表為一致之價格，影響家庭

用液化石油氣市場功能

86104 台南縣（市）及嘉義縣

（市）液化氣體燃料商

業同業公會、台南市液

化氣體燃料商業同業公

會、嘉義縣液化氣體燃

料商業同業公會、嘉義

市液化氣體燃料商業同

業公會

在八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召開「台南縣

市暨喜義縣液化氣體燃料商業同業公

會理監事與分裝場聯席座」，會中並

達成各縣對據實反映成本一事達成共

識，並共同決定家用桶裝瓦斯價格調

整日期及依相同之分析項目與計算公

式決定價格之行為，係以合意方式，

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  共同決定商品
價格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規定。

86105 嘉義縣液化氣體燃料商

業同業公會、嘉義市液

化氣體燃料商業同業公

會

在八十五年間假共同會址召開理監事

聯席會議，相互約束會員不得越區銷

售之行為，係以合意方式，與有競爭

關係之他事業相互限制商品交易地

區，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規定。

86106 高雄市液化氣體燃料商

業同業公會

自行核算決定售價，並要求公會職員

告知或建議會員於八十六年一月一日

及四月五日分別調漲家用桶裝瓦斯零

售價格，肇致市面家用桶裝瓦斯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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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被處分人（罰鍰） 處分書摘要 罰鍰總金額

一致之行為，係以不正當方法，使他

事業不為價格爭之行為，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規定。

86107 台東縣液化氣體燃料商

業同業公會

於八十五年十二月底為反映油品價格

上，以電話通知所屬會員在八十六年

一月一日起每公斤家用桶裝瓦斯價格

調漲一元，統一訂定家用桶裝瓦斯零

售價格，肇致市面家用桶裝瓦斯價格

上漲一致之行為，係以不正當方法，

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爭之行為，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規定。

86108 花蓮縣液化氣體燃料商

業同業公會

為調漲家用桶裝瓦斯零售價格能達成

共識，於八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召開

第十六屆監事臨時會議，並決議授權

理事長制定價格，並遵依理事長制定

價格銷售之行，已達成統一價格之合

意，影響市場功能，並相互約束事業

活動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

條之規定。

86109 金門縣液化氣體燃料商

業同業公會

於開會決定於八十六年一月一日統一

調漲家用桶裝瓦斯價格之行為，係以

合意方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

同決定商品價格，相互約束事業活動

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之

規定。

86158 彰化縣液化氣體燃料商

業同業公會

藉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於八十六年

一月一日及同年四月五日調整家用液

化石油氣批價時機，經由理監事會議

達成同時調整家用桶裝瓦斯零售價格

之共識，並共同決定家用桶裝瓦斯零

售價格之行為，係以合意方式，與有

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價格

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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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被處分人（罰鍰） 處分書摘要 罰鍰總金額

88041 北誼興業股份有限公

司、六統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新崙分裝場股份

有限公司

聯合調漲液化石油氣價格，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十四條前段之規定。

88072 南投縣液化氣體燃料商

業同業公會

以會員大會共同決定桶裝瓦斯價格，

並以至各鄉鎮個別協調之方式維持價

格。

88124 合興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榮順興股份有限公

司、北誼興業股份有限

公司、群安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就家用液化石油氣鋼瓶檢驗費用互為

意思聯絡，客觀一致性價格調漲之聯

合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規

定。

88129 欣 平 煤 氣 有 限 公 司

（150000）、良格企業
有限公司（150000）、
集暉煤氣行有限公司

（250000）、宏本煤
氣行（ 2 5 0 0 0 0）、
梅 本 煤 氣 有 限 公 司

（150000）、文興煤氣
有限公司（250000）、
祥 興 煤 氣 有 限 公 司

（250000）、益福實業
有限公司（150000）、
協輝液化煤氣有限公

司（250000）、長興
煤氣行（150000）、
安利行煤氣有限公司

（150000）、國助企業
有限公司（250000）、
東泛煤氣行有限公司

（ 1 5 0 0 0 0）、新安
液 化 煤 氣 有 限 公 司

（250000）、家美企業

藉中油公司調整氣價時機聯合訂價，

已限制汐止地區斯分銷市場之競爭機

能，影響相關市場交易秩序及侵害消

費者之利益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規

定。

3,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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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被處分人（罰鍰） 處分書摘要 罰鍰總金額

有限公司（250000）、
陳瑞佳君（即大餘廚具

行）（250000）

89075 淡水煤氣有限公司、

聯 福 煤 氣 有 限 公 司

（ 1 0 0 0 0 0）、家家
歡 煤 氣 有 限 公 司

（100000）、川隆煤氣
有限公司（100000）、
中 新 煤 氣 有 限 公 司

（100000）、合益煤氣
有限公司（100000）、
宗 高 煤 氣 有 限 公 司

（100000）、錦泉煤氣
有限公司（100000）、
信和液化煤氣有限公司

（100000）、世欣煤氣
有限公司（100000）、
謝黃素君即公正煤氣

行（100000）、任志
敏君即淡水任德和煤

氣行（ 1 0 0 0 0 0）、
鄭 恭 川 君 即 新 力 煤

氣行（ 1 0 0 0 0 0）、
盧仁澤君即興仁煤氣

行（ 1 0 0 0 0 0）、程
銘得君即萬懃廚具店

（100000）

十五家業者於八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在

淡水地區聯合調漲桶裝瓦斯價格，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前段之規定。

1,500,000

89225 國 太 煤 氣 行

（ 1 0 0 0 0 0）、楊永
停 君 即 大 眾 煤 氣 行

（ 1 0 0 0 0 0）、許麗
春 君 即 永 信 煤 氣 行

（100000）

國太煤氣行等三家業者於八十九年二

月及三月間就台東縣成功鎖地區桶裝

瓦斯價格為合調漲,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十四條前段之規定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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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被處分人（罰鍰） 處分書摘要 罰鍰總金額

90023 北誼興業份有限公司

（15000000）、乾惠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8 0 0 0 0 0 0）、高發
灌 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5000000）、欣峰煤
氣分裝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0）、東儀液
化石油氣分裝股份有

限公司（4000000）、
洪博隆君即健彰煤氣

灌裝行（4000000）、
新 聯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 4 0 0 0 0 0 0）、仕新
煤 氣 分 裝 有 限 公 司

（4000000）、合上興
液化石油氣分裝有限公

司（4000000）、國匯
液化煤氣分裝股份有

限公司（8000000）、
益群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 4 0 0 0 0 0 0）、南
成 液 化 煤 氣 分 裝 所

（ 4 0 0 0 0 0 0）、高雄
煤 氣 分 裝 有 限 公 司

（ 4 0 0 0 0 0 0）、榮洲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4000000）、黃郁文
君即英能煤氣灌裝場

（1000000）、葉成發
君即鴻利煤氣分裝場

（1000000）、郭金生
君即旗美煤氣聯合分裝

場（1000000）、鍾耀
恭君即信成煤氣分裝場

合意為共同調高運裝費，互不搶客戶

及限制桶裝瓦斯分銷商選擇提氣自由

等不為競爭之相互約束事業活動行

為，嚴重影響高屏地區桶裝瓦斯運裝

交易市場之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十四條規定

108,000,000。
（旗美媒氣聯

合分裝場負責

人郭金生已過

世，其業務早

已委聘王炳憲

君負責經營管

理，故於493
次委員會議

決議撤銷原部

分處分體，

940521國匯液
化經高等撤銷

罰鍰8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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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被處分人（罰鍰） 處分書摘要 罰鍰總金額

（ 4 0 0 0 0 0 0）、豐宜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4000000）

90024 聯 合 液 化 石 油 氣 分

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000000）、中華李有
限公司（2000000）、
大統灌裝股份有限公

司（ 1 0 0 0 0 0 0）、吳
閩育君即三燕兄弟實

業廠（ 8 0 0 0 0 0 0）、
億霖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4 0 0 0 0 0 0）、學
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全帥液
化石油氣分裝股份有限

公司（4000000）、南
亞瓦斯興業有限公司

（1000000）

合意為共同調高運裝費用之相互約束

事業活動行為，嚴重影響台南地區桶

裝瓦斯運裝交易市場之功能,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十四條規定

25,000,000

90060 王炳憲君（1000000） 與其他同業合意為共同調高運裝費

用，互不搶客戶及限制桶裝瓦斯分銷

商選擇提氣自由等不為競爭之相互約

束事業活動行為，嚴重影響高屏地區

桶裝瓦斯運裝交易市場之功能,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定.

1,000,000

90090 花蓮縣液化氣體燃料商

業同業公會（600000）
八十九年三月間召集花蓮地區瓦斯行

同業開會，達成調漲桶裝瓦斯零售價

格之共識，限制花蓮地區桶裝瓦斯分

銷市場之競爭，足以影響市場功能，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規定。

600,000

91050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0）
濫用液化石油氣供應市場之獨佔地

位，無正當理由對其南部經銷商自八

十八年七月起採行不當差別取價行

為，屬對商品價格為不當之決定，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十條第二款規定。

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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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被處分人（罰鍰） 處分書摘要 罰鍰總金額

91072 顏狄林君即瑞豐瓦斯

行（100000）、許鈺
玟 君 即 全 泰 煤 氣 行

（100000）、孫鏡林君

於八十九年七月七日、七月十三日、

七月二十日召集台東市及台東縣瓦斯

行同業於台東市勞工育樂中心聚會，

達成調查桶裝瓦斯零售價格之共識，

700,000

即 惠 光 煤 氣 行

（100000）、藍本在
君（100000）、蔡蘇
瑞惠君即池上煤氣行

（100000）、朱美枝君
即瑞光液化煤氣供應社

（100000）、啟和煤氣
有限公司（100000）、

限制台東市地區桶裝瓦斯分銷市場之

競爭，足以影響市場功能，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十四條規定。

92073 北誼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00）、寧揚
煤氣分裝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00）、北桃煤
氣分裝儲運場股份有限

公司（24000000）、
台和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20400000）、高
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1 6 8 0 0 0 0 0）、日
華 煤 氣 分 裝 有 限 公

司（ 1 6 8 0 0 0 0 0）、
彤 達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15120000）、陽明山
聯合煤氣分裝場股份有

限公司（15120000）、
六韜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13200000）、北
部 瓦 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 3 2 0 0 0 0 0）、
合 發 氣 體 有 限 公 司

（11880000）、桃和液

藉成立組織方式運作，合意調漲桶裝

瓦斯運裝費用，並相約束事業互不為

競爭，及，限制瓦斯行交易對象等，

足以影響北部地區桶裝瓦斯及零售市

場之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

四條本文聯合行為禁制規定。

343,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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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被處分人（罰鍰） 處分書摘要 罰鍰總金額

化石油氣分裝場股份有

限公司（11880000）、
鴻奇煤氣分裝有限公

司（11880000）、六
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880000）、集大
分裝場股份有限公司

（ 9 6 0 0 0 0 0）、德基
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9600000）、星海石
油氣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9500000）、聯瑞煤
氣分裝行股份有限公

司（8640000）、長成
石油氣分裝廠股份有

限公司（8640000）、
莒隆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8 6 4 0 0 0 0）、安
祥液化石油氣分裝處

（8640000）、萬隆液
化石油氣股份有限公

司（8640000）、聯億
液化石油氣股份有限

公司（ 6 9 1 0 0 0 0）、
榮星氣體股份有限公

司（ 6 0 0 0 0 0 0）、山
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5 4 0 0 0 0 0）、同達
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400000）、中鼎液
化石油氣股份有限公

司（5400000）、福崗
液化石油氣分裝有限

公司（5400000）、聯
達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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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被處分人（罰鍰） 處分書摘要 罰鍰總金額

（3020000）、力詮氣體
有限公司（2160000）

93134 聯宏液化煤氣灌裝有限

公司（750000）
於金門地區液化石油氣市場，藉中國

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調整牌價時機，通

知液化石油氣業者調整一致之零售價

格，為以不正當之方法，使他事業不

為價格之競爭，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

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
規定。

750,000

94097 國匯液化煤氣分裝股份

有限公司（5000000）
與其他同業合意為共同調高運裝費

用、互不搶客戶及限制桶裝瓦斯分銷

商選擇提氣自由等不為競爭之相互約

束事業活動行為，嚴重影響高屏地區

桶裝瓦斯運裝交易市場之功能，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本文事業不
得為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

5,000,000

94118 許朝鑒 (中華煤氣聯合
分裝場)（300000）

通知並促使向其提氣之瓦斯行及聯繫

澎湖瓦斯聯合配送中心，一致調漲桶

裝瓦斯零售價格，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條第4款規定。

300,000

95012 豐原液化煤氣分裝場

（430000）、今元由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430000）、歐凱瓦
斯分裝廠股份有限公

司（430000）、中信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430000）、台中液化
煤氣分裝場股份有限公

司（430000）、大立液
化石油氣分裝場股份有

限公司（430000）、
巨洲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4 3 0 0 0 0）、台統

合意為共同調高運裝費用及協調桶裝

瓦斯分銷商調漲售價、互不搶客戶等

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嚴重影響

台中地區桶裝瓦斯運裝市場之市場功

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本
文聯合行為禁制規定。

5,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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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被處分人（罰鍰） 處分書摘要 罰鍰總金額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2 0 0 0 0 0）、大場
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2 0 0 0 0 0）、北誼
興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300000）、平生液
化煤氣分裝場股份有

限公司（300000）、
馬 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5 0 0 0 0 0）、中港
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500000）

95013 台 中 市 液 化 氣 體 燃

料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500000）、張淳淳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18萬
元）

以集會方式，聯合調漲桶裝瓦斯價

格，嚴重影響台中市桶裝瓦斯市場之

市場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
1項本文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

500,000

96147 全 栓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 3 6 0 0 0 0）、林妍
儀 君 即 大 隆 燃 料 行

（ 2 5 0 0 0 0）、森明
液 化 煤 氣 有 限 公 司

（200000）、台安煤氣
有限公司（150000）、
黃淑貞君即永吉煤氣

行（100000）、廖衍
欽君即森茂石油氣行

（100000）、陳黃梨
花君（ 1 0 0 0 0 0）、
志 文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 9 0 0 0 0 ） 、 建 業
液 化 氣 有 限 公 司

（70000）、邱勝平君
（70000）、林松協君
（50000）、吳訓興君
（50000）

於93年6月間協議調漲桶裝瓦斯零售
價格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已

足以影響雲林縣虎尾鎮桶裝瓦斯分銷

商之市場功能，核屬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14條第1項本文聯合行為之禁止規
定。

1,5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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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被處分人（罰鍰） 處分書摘要 罰鍰總金額

96181 高雄市液化氣體燃料商

業同業公會（250000）
於96年2月8日召開臨時會員代表大
會，提出「液化石油氣桶裝瓦斯零售

（分銷）商成本分析及市場價格估算

參考表」，並藉會員代表大會決議，

限制會員從事液化石油氣零售價格競

爭，為足以影響高雄市桶裝瓦斯分銷

市場供需功能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14條第1項本文規定。

250,000

97044 立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00）、台北縣
液化氣體燃料商業同業

公會（25000000）、徐為
（25000000）、富國泰
有限公司（2000000）、
清 記 煤 氣 有 限 公 司

（ 1 5 0 0 0 0 0）、偉
多 利 煤 氣 有 限 公 司

（ 1 0 0 0 0 0 0）、家
美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800000）、永松美有
限公司（700000）、江
國瑛（1000000）、高
萬盛（1000000）、彭
淑貞（1000000）、吳
壽吉（200000）、謝瑞
堂（150000）、呂宏
濤（100000）、葉藩
曄（80000）、林明華
（70000）

立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縣液化

氣體燃料商業同業公會、徐為君、富

國泰有限公司、清記煤氣有限公司、

偉多利煤氣有限公司、家美企業有限

公司、永松美有限公司共同以不正當

方法，促使大台北地區多處行政區內

瓦斯行業者配合調漲桶裝瓦斯零售價

格且不為價格競爭，暨互不搶客戶，

而有限制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

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
規定。

江國瑛　君、高萬盛　君、彭淑貞　

君、吳壽吉　君、謝瑞堂　君、呂宏

濤　君、葉藩曄　君、林明華　君等

8人，分別為前項被處分人之董事或
有代表權之人，因故意而致使前項被

處分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
規定。

84,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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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吳教授秀明（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主席黃委員、報告人莊老師、還有在座的各位先進大家好，個人今天很榮

幸來參與這樣的一個評論，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就直接進入本文的主題，我想

莊老師在這個產業已經研究幾十年了，國內要找到比他更熟這個產業的人也不

太容易，我想作者在產官學各方面都有參與，而且參與的程度都很深入，所以

今天幾十年的功力推出一掌，自然是大家有目共睹，正如剛剛主席所講的，本

文在對於液化石油氣產業整個的歷史發展、產業的狀況、各方面的研究都能夠

提綱挈領，讓大家耳目一新，馬上就瞭解整個產業的過去、現在、未來及整體

的狀況，我想這是本文最大的一個貢獻。

其次，我覺得作者在本文觸及到一個非常基本、關鍵的問題，就是這樣子

的一個產業，在競爭法的管制上一直都是常客，或者一直都是有問題，作者觸

及一個很根本的問題—這樣的一個產業到底是應該把它放在競爭的模式之下處

理？是回歸競爭還是回歸管制？最後作者是沒有給一個明確的答案，令我有一

點失望，我想大家都很希望聽到這個答案，其實我是希望莊老師可以給一個比

較明確的方向，指引一下。

不管怎麼樣，我們再回來這個論文的內部，基本上我們覺得當這樣的一個

產業發生市場競爭機制的問題的時候，其實我們關切的都是消費者的福祉或社

會整體經濟的福祉，那在這樣一個曾經歷經管制到解除管制後之產業，它可能

對消費者的福祉、或社會的福祉產生不利的情況，我個人分析大概有三種，第

一種情況就是說，當這個產業存在著不必要的管制、這個管制又失靈的時候，

當然會產生種種管制失靈的不利益、或成本、或種種的弊端，我想這是這個產

業之所以要開放、要解除管制的理由，那這個階段已經過去了，所以這個部分

基本上已經不存在、是過去的問題，但解除管制之後不代表消費者福祉就一定

會令人滿意，正如作者也提出現狀，執法了十幾年之後其實還是有諸多的不滿

意，那這些可能對消費者福祉產生不利的情況。

第二種情況就是說，我們在解除管制的時候，其實政府負有一個很重要的

任務，就是它要去建立一個市場競爭的條件，因為整個管制的過程中所有的產

業結構、行為者（Players）等等，都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下，政府在那個階段其
實有很大的空間去型塑這個產業競爭的條件，但是如果當時整個產業競爭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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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建立沒有做的很完善的話，那它就會埋下將來競爭機制的不易發揮，解除

管制之後競爭管制的困難度就會提高，從作者很清楚的統計、各方面深入的研

究，我們可以看得出，在各個產銷階段中，其實目前還是獨占、寡占的這種情

形，然後似乎市場進入的障礙都很高，因此我們不得不懷疑是不是當時解除管

制、建立市場競爭條件的工作，似乎是還可以做得更完善一點，所以如果是這

個問題的話，我就想要請教作者，依作者看法，當時是應該要如何設計、型塑

液化瓦斯市場的競爭條件，才能夠避免今天發生的競爭管制上的種種困難？依

作者的看法，如果今天大權是在您手上的話，您會做什麼樣的調整？那這個調

整如果不是很滿意的話，現在還有沒有可能調整？是不是已經too late？如果您
覺得現在還有可能調整的話，要如何調整？還有沒有可能？因為我得這才是問

題的根源，要不然我們一個一個聯合行為抓、一個一個鄉、一個一個鎮，我住

的地方、我家也是用液化瓦斯，我是高度懷疑他們之間有聯合行為，這是抓不

完的，所以這是第二個可能產生消費者福祉不利益的地方。

第三種就是說，市場雖然有競爭的條件，當時政府建立競爭條件可能做的

並不差、蠻好的，但是在競爭條件之下，大家知道，縱使市場有競爭，可能會

有人為的措施把它排除，人為的措施就是聯合行為，業者可能會有很多很多

的聯合行為，把本來可以發生的競爭排除，這個時候當然就有另外一種可能，

就是競爭法的管制卻沒有充分發揮它的功能，就是公平會這個階段的問題了，

如果是第三個發生在競爭法管制階段的問題的話，我就想請作者也幫忙思考一

下，那競爭法的管制在這個產業上是不是有什麼困難？明明市場條件是可以發

生競爭的，為什麼競爭法的執法常常未能令人完全滿意？競爭法的執行應該做

什麼樣的調整？才可能讓這個產業的消費者福祉更能如人意的提高。

我想這三種消費者福祉可能不利的情況，除了第一種現在可能已經不存在

之外，第二跟第三種其實我們都可以去問那個原因，這樣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

能夠比較產生根本處理的效果。

再來第二個區塊的問題就是說，作者整個報告裡非常正確的指出地理市場

因素造成看起來好像很多家的競爭，實際上是分區的獨占跟寡占，我覺得作者

這點告訴我們一個很清楚的問題的根源，那這樣我們知道其實在各個產銷階

段，經銷商、分裝場、分銷商，其實在台灣很多地方他們其實都是高密度的寡

占、甚至是獨占的情況，那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相信業者的獲利必然很高。獲

利很高，有錢可以賺的事業當然多人都會想進去賺這個錢，可是實際上我們說

市場結構其實多年來沒有太大的改變，對不對？這就讓人起一定的疑竇，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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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市場進入的障礙是什麼？這個障礙是不是可能跨越？是不是可能透過降低市

場的障礙來促進市場的參進？然後來促進整個市場的競爭，這一點作者能不能

也幫我們指點一下？

當然最後就是說，作者很深入的分析了管制跟競爭模式之下的優缺點，作

者有提到說轉為解除管制之後是因為有一些配套措施沒有做好，以致於影響市

場競爭的運作，但是我這邊可能要問一個問題就是，這些配套措施（譬如說

鋼瓶、安全），是關於市場競爭的配套措施？還是安全、管理上的配套措施？

如果我們將市場無法完全競爭歸因於配套措施的不良，那這個配套措施必須是

跟市場競爭有關的配套措施，而不是安全等等這些經營上的配套措施，所以您

所謂的配套措施，文章上並沒有講的很清楚是哪些影響競爭的配套措施沒有做

好，造成這個市場的競爭可能產生一些問題，這一點也請作者稍微說明一下。

最後一個問題當然是我一開始提的問題，如果都沒有辦法改善的話，我還

是要請教作者的高見，您是否贊成這個產業乾脆以管制來取代競爭？雖然您的

文章都沒有給我們答案，但是我還是迫不及待的要請教作者個人的看法怎麼

樣，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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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經紀業之管理法制與不公平競爭

陳明燦
＊

壹、緒論

貳、不動產經紀之基本概念

　　一、不動產經紀之定義與特性

　　　（一）定義

　　　（二）特性

　　二、不動產經紀業之經濟作用

　　　（一）分工專業

　　　（二）收集交易資訊與物件 
　　　（三）提高交易的效率 
參、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與不公

平競爭

　　一、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相
關規範

　　　 （一）正確訊息的提供
　　　 （二）商業行為之約束
　　二、 不動產經紀業與不公平競

爭

　　　 （一）概說
　　　 （二）法律規範
　　 　（三） 公平法與消費者保護

法

肆、 不動產經紀業不公平競爭之分
析與檢討

　一、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商品
廣之禁止

　 　（一） 建物銷售廣告上對夾層
設計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二） 「住辦合一」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三） 成屋履約保證與廣告不
實

　二、不公平競爭行為之禁止

　　 （一） 虛報房屋真實成交價
格，不法牟取仲介費用

　　 （二） 銷售房屋時，要求購屋
人須給付定金始提供契

約書供購屋人審閱

　　 （三） 未告知打算購屋之人得
採用內政部所訂定之要

約書

　　 （四） 隱瞞有一買方已簽署斡
旋金收據並支付斡旋金

之資訊

伍、結論與建議

目　次

* 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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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按不動產交易所需要資金龐大，其資料繁雜且過程相當冗長，因此大部分

消費者對於不動產交易的資訊不易掌握，故專業不動產經紀業者的存在即有其

必要性，我國於民國88年乃公布實施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以資規範。該條
例對於正確訊息的提供、商業行為之約束等有具體之規定，此外，公平交易法

對於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標示行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以及標示行

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等，亦有規範，其中尤其規定於

公平交易法第21條與第24條。
基上所述，本文乃就具有參考價值之行政法院判決進行簡要評析與檢討，

首先於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方面，經分析後本文發現主要爭議在於主管機

關與不動產經紀業者對「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商品廣告之禁止」之解讀與認

知，並不一致，例如：建物銷售廣告上對夾層設計之廣告；「住辦合一」之廣

告以及成屋履約保證等。

另外，在不公平競爭行為禁止方面，例如「虛報房屋真實成交價格，不法

牟取仲介費用」以及「銷售房屋時，要求購屋人須給付定金始提供契約書供購

屋人審閱」等，可為適例，本文認為主管機關似可就不動產資訊揭露與廣告行

為之實際與真實性，進行更具體與貼近事實之規範與檢討，以提升不動產交易

安全。

關鍵詞： 不動產經紀業、資訊揭露、不實廣告、不公平競爭、不動產經紀業管
理條例、公平交易法、行政法院判決、法制分析

壹、緒論

按不動產交易所需要資金龐大，其資料繁雜且過程相當冗長，因此大部分

消費者對於不動產交易的資訊不易掌握，故專業不動產經紀業者的存在即有其

必要性，我國於民國88年乃公布實施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以資規範，按
該條例第4條第4款之規定，所謂「經紀業」係指經營不動產仲介或代銷業務之
公司或商號，此亦為公平交易法第2條以及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2款所分稱之
「事業」與「企業經營者」，復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4條第7款之規定，
僅有「不動產經紀人」始得執行不動產仲介或代銷業務，故不動產經營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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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或商號）須具備（或僱用）不動產經紀人員之資格，始得領取經紀業之證

照。

由於不動產價值高昂，且一人一生中從事不動產交易之次數有限，故無論

是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公平交易法或消費者保護法對經紀業業務責任、禁

止與許可、不公平競爭、消費者權益保護以及行政處罰之相關規定，皆與不動

產經紀人員所執行業務息息相關。雖是如此，近年來我國不動產交易糾紛案件

卻有增無減，其中，屬經紀業之範疇者不在少數。緣此，本文乃擬以「不動產

經紀業」為例，分析其管理相關法制問題，除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外，亦探

討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本文之章節安排如下：首先論述不動產經紀業之基本

概念，包括其定義、特性與經濟作用；繼之則論述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與公

平交易法之相關規定，接著藉由行政法院相關實務見解之分析，並提出本文見

解，最後據以作為本文結論，期能供作相關單位之施政參考。

貳、不動產經紀之基本概念

一、不動產經紀之定義與特性

（一）定義

1.經紀與不動產意義
按「經紀」（broker）一詞源自於“brocour＂，原為「酒保」之義，此乃

由於以往酒舖是市中心的集會場所，客人可透過酒保可知道各種買賣商品的訊

息，經由其介紹以至於成交時，即給酒保一些賞金。所以「經紀」乃成為傳遞

賣賣訊息之中間人或代理人，而演變至今亦包括從事不動產協商和締約之獨立

勞務給付人
1
。經紀人雖係得到授權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但其並不受他人之

指揮監督，蓋其所為之行為是周旋、說合協助契約的作成
2
，有時並代理一方

簽訂契約，包括依經紀契約之約定，為協商和締約的一切必要行為，並不限於

1 經紀即「broker」，依據Jack P. Friedman , Jack C. Harris, J. Bruce Lindeman.之說明，
broker是指“A state-licensed AGENT who, for a fee, acts for property owners in real estate 
transactions, within the scope of state law”.，詳參三人合著（2000），“Dictionary of 
real estate terms”, 頁 51。

2 詳林永汀（1992），房地產法律談續（四）篇—仲介買賣，永然文化初版，頁15，
廖義男（1992），不動產交易法制之研究，內政部委託研究計畫報告書，頁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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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
3
。

2.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之定義
(1)經紀業
指依本條例規定經營仲介或代銷業務之公司或商號，由本條例第5條之規

定可知，經紀業之組織型態，以公司或商號為限。而且若係經營國外不動產經

紀業務者，僅得以公司之型態經營。此乃因為公司之組織較為嚴謹，當經紀業

係經營國外之不動產仲介或代銷業務時，交易風險自較於國內執行業務為高，

故僅得以公司之型態成立經紀業。

(2)仲介業務
指從事不動產買賣、互易、租賃之居間或代理業務。

(3)代銷業務
指受起造人或建築業之委託，負責企劃並代理銷售不動產之業務。

為了決定怎樣的行為須受到本條例之規範，描述仲介業務及代銷業務之特

徵是有必要的。但是為因應企業之多角化經營之趨勢，部分大型仲介業者設立

代銷部門，藉以擴展其業務之服務內容。而代銷業亦因景氣下挫，餘屋量居高

不下，法拍屋如雨後春筍般增加，導致餘屋過多，供給大於需求。因此許多代

銷業者，為求生存，改弦易轍投入房屋仲介業務。故仲介業務和代銷業務之差

異越趨難分。

(4)經紀人員
指經紀人或經紀營業員。經紀人之職務為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經紀營業

員之職務為協助經紀人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

(5)加盟經營者
經紀業之一方以契約約定使用他方所發展之服務、營運方式、商標或服務

標章等，並受其規範或監督。

通常被加盟者會提供專業能力支援、技術指導、不動產有關法律、稅費、

建築等客戶諮詢、企業診斷之顧問、不動產行銷網路系統、不動產市場資訊，

暨員工職前、在職訓練等服務
4
。加盟體系之經營品質，若係在法令不備時，

不易控制。企業主若注重永續經營，則會設定較嚴格之加盟條件。

（二）特性

不動產經紀業有其獨有之產業特性，茲說明如下：

3 詳謝哲勝（1999），財產法專題研究（二），元照初版，頁79。
4 臺灣高等法院86年上字第1440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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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人為主要價值之產業
不動產經紀業屬於以專業人力為主之行業，人事固定維持成本與教育訓練

成本佔總成本極高之比例。 因此，專業訓練以及專業知識成為該產業相當重要
的價值。

2.扮演交易過程中之中間者
不動產經紀業在買賣雙方之間從中協調，因此需要以專業的角度為雙方求

得最佳利益，而不應僅重視個人或是一方之利益。是以，其道德與商業倫理即

相當重要。

3.與交易安全息息相關
由於不動產的價值叫其他商品為高，交易金額動輒數百萬元。多數消費者

一生中可能僅有一次或是二次的交易經驗，相當缺乏實務上之專業知識，復因

不動產之特性，並非標準化商品，並且無法試用，故交易風險較其他商品為

高。所以經紀業者對於交易安全有極大的影響。近年來，為了爭取消費者之信

任，許多的業者提出不動產交易安全保障之機制，如成屋履約保證、產權保證

等。 
4.經營型態有加盟式與單店式
國內不動產經紀業經營大致可分為兩種形式

5
。地方型經紀業多採單店式

經營；而全國性品牌之經紀業則採直營或加盟式連鎖經營。直營公司的經營理

念較能確實的落實，對於企業品牌形象的維持、人才培訓比較一致，目前採直

營式的房屋仲介公司有：太平洋房屋、信義房屋及永慶房屋，其中太平洋與永

慶房屋除了直營店以外也有加盟店，而信義房屋則僅有直營店；採加盟式的公

司，目前採加盟的房屋仲介公司有：住商不動產、21世紀不動產、中信房屋、
東森房屋等……

6
。

二、不動產經紀業之經濟作用

不動產交易所需要的資料繁雜、過程相當冗長，因此耗日費時，大部分民

眾或消費者之經驗不足，故對於不動產交易的資訊不易掌握。故專業不動產經

5 對於經紀業經營型態之完整介紹，可參閱宋懋仁（1998），購屋勝經，頁31以下，
商智文化初版。 

6 詳參王琮珀（2008），房屋仲介業擴展模式之研究，東海大學會計研究所，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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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業者的存在即有其必要性
7
。其經濟作用在於

8
：

（一）分工專業

不動產交易涉及相當專業的產權、不動產現況、登記、貸款、過戶、點交

等相關過程，故交易過程較為複雜。若能藉由經紀人員的輔助，提供專業知識

之服務，則可省去較多的交易成本，並且簡省勞力、時間、費用的付出。

（二）收集交易資訊與物件 
不動產之買賣雙方在找尋適當的標的物與交易相對人並無集中市場或是交

易介面可以搜尋，故不動產經紀業可透過網路、人脈、社區網絡、各加盟店、

報紙雜誌等方式，匯集不動產之相關市場資訊，增加潛在買賣雙方之選擇機

會，使不動產交易市場的流通量增加，提升媒合機會。 
（三）提高交易的效率

透過不動產經紀業提供服務，可以加速交易處理時間。或者經過專業不動

產交流組織或其他刊物，將產品條件廣泛的傳遞予其他會員，加速其效率。另

外，經紀人員可以調和出售人與購買人之條件，開價若有相當大之差距時，不

動產經紀人就應該盡量的調節，促使交易成立，讓不動產之價格不至於產生太

大之起伏。社會分工的價值在於交易成本的降低與效率的提高，只要給付他人

一定報酬，即可享受他人勞務給付之結果。藉由該他人的勞務給付，可擴大個

人之社會生活活動範圍，此乃社會分工之結果。

參、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與不公平競爭

不動產交易糾紛往往由廣告、代銷或仲介行為引起，廣告部分已由公平交

易法及消費者保護法規範，而仲介代銷所產生之糾紛多在出賣人與買受人之

間，而很多糾紛是仲介、代銷行為過程中，若盡更多責任作更清楚的說明便可

避免的。在法律未明確規範不動產仲介業者之責任前，仲介業者將無法建立責

任感。因此，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完成立法必然有助於不動產交易制度之健

全
9
，證照制度的建立、公會組織、懲戒制度及30小時之專業訓練等規定，皆

7 因之有關不動產經紀業相關法制問題即有探討之必要，得參桃園縣不動產仲介經紀
商業同業公會（2007），桃園縣不動產經紀業論壇。

8 解時村（1985），美國房地產買賣投資，北星圖書增訂3版，頁121。 
9 有關不動產經紀業之責任，亦可參徐士堯等（2005），不動產經紀業法規—理論與
實務，一品文化出版社初版，頁26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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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專業能力的養成及維持，可避免因代銷、仲介人員本身專業能力不足所

產生之糾紛，有助於交易秩序之健全。因此，民國88年2月3日總統公佈「不動
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以之規範。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於第1條即明白表示制訂本條例之目的在於管理不
動產經紀業，建立不動產交易秩序，保障交易者權益，促進不動產交易市場健

全發展。而上揭四大立法目的應視社會環境之變遷，適度調整立法目的之解

釋，只有如此解釋，才能在解釋本條例之相關規定時，不是僅考慮經紀業者之

管理制度，甚至必須將不動產交易秩序之建立、促進交易熱絡化及消費者之權

益放於同等地位上，加以重視，如此才能正確解釋法律、適用法律。

一、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相關規範

（一）正確訊息的提供

1.揭示義務
(1)仲介、代銷或加盟證照之揭示
依據該條例第4條之規定，經紀業指依本條例經營仲介或代銷業務之公司

或商號
10
。仲介業務指從事不動產買、互易、租賃之居間或代理業務；代銷業

務係指受起造人或建築業之委託，負責企劃並代理銷售不動產之業務；加盟經

營者係指經紀業之一方以契約約定用他方所發展之服務、營運方式、商標或服

務標章等，並受其規範或監督。而該條例第18 條規定，經紀業應將其仲介或
代銷相關證照及許可文件連同經紀人證書揭示於營業處所明顯之處，其為加盟

經營者，應併標明之。行政院公交易委員會於民國90年5月22日公壹字第01524
號令發布公平交易法對房屋仲介業之規範說明規定：倘房屋仲介加盟店未於廣

告、市招及名片上明顯加註「加盟店」字樣，明確表示或表徵其經營之主體，

而縱使施以普通注意力之消費者，仍無法分辨提供仲介服務之主體，究係該加

盟體系之直營店，抑或是加盟店，並引起相當數量之交易相對人陷於錯誤之認

知或決定，而與其簽訂委託買賣不動產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之虞，
故房屋仲介業者宜於廣告、市招及名片等明顯處加註「加盟店」字樣，使消費

者能清楚分辨提供仲介服務之行為主體，至於標示之方式，原則上由仲介業者

自行斟酌採行。

10 依此規定文義觀之，自建自銷之建設公司似乎不受本條例之拘束，即無營業保證基
金可代償受害者的損失。參閱閆俊龍（2001），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的施行對代
銷經紀業行銷之影響，私立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論文，頁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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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報酬標準之揭示
據本條例第20條規定，經營仲介業者應揭示報酬標準及收取方式於營業處

所明顯之處。而依內政部頒布不動產經紀業報酬計收標準如下：（一）不動產

經紀業或經紀人員經營仲介業務者，其向買賣或租賃一方或雙方收取報酬之總

額，不得超過該不動產實際成交價百分之六或一個半月之租金。（二）前述報

酬標準為收費之最高上限，並非主管機關規定之固定收費比率，經紀業或經紀

人員仍應本於自由市場公平競爭原則個別訂定明確之收費標準，且不得有聯合

壟斷、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三）本項報酬標準應提供仲介服務之項目，

不得少於內政部頒「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事項」所訂定之範圍，不包括「租

賃」案件。（四）經紀業或經紀人員應將所欲收取報酬標準及買賣或租賃一方

或雙方之比率，記載於房地產委託銷售契約書、要約書、或租賃委託契約書、

要約書、俾使買賣或租賃雙方事先充分了解。

本條例第21條並規定，經紀業或經紀人員不得收取差價或其他報酬，其經
營仲介業務者，不應依實際成交價金或租金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報酬標準計

收，違反前項規定者，其所收取差價或其他報酬，應於加計利息後加倍返還支

付人。

2.廣告真實之義務
廣告為企業行銷商品之重要手法，其功用在於傳遞商品之資訊，促使商品

得以順利賣出。然而部分不法業者在法治不全時，常藉著不實廣告，不當的激

起消費者之消費行為，致使消費者之權益受損。因此先後有公平交易法以及消

費者保護法規範虛偽不實之廣告。

同樣的，不動產經紀業為順利銷售其物件當然不例外須利用廣告，甚至可

以將廣告視為不動產經紀業營業活動之開始。藉由廣告將物件資訊傳遞給消費

者，促使物件能順利成交。然而亦有不肖經紀業者玩弄廣告手法，以誇大不實

之廣告，使消費者產生誤信，導致消費者之權益受到侵害。

本條例為避免經紀業以誇大不實廣告欺瞞消費者，於第21條第2項規定，
經紀業之廣告及銷售內容，應與事實相符，並註明經紀業名稱。並且於第3項
規定其違反之法律效果，要求經紀業之廣告及銷售內容與事實不符時，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此處牽涉對於「吹噓廣告」是否容許之問題，雖然依學者之見，

只要廣告內容係不引人錯誤，公平交易法對於吹噓廣告應容許其存在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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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具非難性
11
。然而本文以為，基於下述理由，不動產經紀業無吹噓廣告之

空間：

由於消費者保護法以及本條例之立法通過時間皆晚於公平交易法，因此基

於後法優於前法之法理，本條例以及消費者保護法既已要求廣告及銷售內容，

應與事實相符，並且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當然不得再允

許經紀業者於進行經紀活動時，以吹噓廣告之方式吸引消費者。 
相對於消費者而言，經紀業佔有不動產市場上資訊之優勢。此乃因為擁有

之市場資訊越多，對市場越瞭解者，越容易形成資訊不對稱之情況，使經紀人

員從事不符合職業倫理行為之誘因，也就更多
12
，因此雙方地位並不對等，消

費者之權益更應加以保護。

3.簽章義務
經紀人之簽章，乃是要求經紀人為不動產經紀之交易安全把關，雖然此一

義務會加重經紀人之責任，但亦會提升經紀人之公信力。因此本條例要求對於

不動產之交易，如委由經紀業仲介或代銷者，下列之文件應由經紀業指派經紀

人簽章：

(1)不動產出租、出售委託契約書。
(2)不動產承租、承購要約書。
(3)定金收據。
(4)不動產廣告稿。
(5)不動產說明書。
(6)不動產租賃、買賣契約書。
上開第1款之規定，並未包括互易之情形，實乃法條缺漏。而在建設公司

委託代銷業銷售其推案之情形下，由於建設公司與代銷業者均屬於企業經營

者，協商契約之地位平等，無須加以保護建設公司。因此經營代銷業務者對於

第一款之文件不須指派經紀人簽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對於第一款之文件不

須簽章的情形，僅指委託代銷業銷售物件之委託人為建設公司而言，若代銷業

兼營仲介業務，其委託銷售之人若為一般消費者時，代銷業對於該文件仍應

指派經紀人簽章，不得僅因其為代銷業者即使經紀人對於該文件不負有簽章

義務。第2款之不動產承租、承購要約書，主要是指仲介業一般所使用之要約
書，因此性質上本不適用於經紀業。同樣的，若代銷業兼營仲介業務，其於處

11 賴源河（2000），公平交易法新論，元照初版，頁374。
12 李春長、白金安（2003），不動產產業倫理，文笙書局初版，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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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仲介業務時，對於不動產承租、承購之要約書仍有指派經紀人簽章之義務。

本條例第22條於民國88年之原條文為：「下列文件應由經紀業指派經紀人
簽章……」，民國90年修正為：「不動產之買賣、互易、租賃或代理銷售，如
委由經紀業仲介或代銷者，下列文件應由經紀業指派經紀人簽章……」。由於

不動產交易必須是經由經紀業仲介或代銷者，始須有本條規定之適用，若非利

用經紀業仲介或代銷其不動產者，本不須由經紀人簽章，故本條之修正原無可

厚非。但修正之條文於修正時加上「代理銷售」，其理由為何則令人費解。按

若為一般消費者欲出賣其不動產，除了自行出賣以外，不外乎委託他人出賣或

交由仲介業處理，自行出賣與委託非以仲介為業之人出賣，並非本條之規範範

圍，而委託仲介業出賣，本可包含於前述之不動產買賣之文義中；若其所指

的是建設公司之情況時，同樣的，建設公司自行出賣
13
，亦非本條例之規範對

象。建設公司若委託非經紀業之人代理銷售時，依條文之文義，似乎即可不須

經由經紀人簽章。然而相對於建設公司若請經紀業之人員代理銷售時，由於亦

可包含於前述之不動產買賣之文義中，故亦須經由經紀人簽章，建設公司若請

非經紀業之人代理銷售時，即可不須經由經紀人簽章，此為不公平之處，而且

無法導正代銷業正常之發展。其乃因為通常能為建設公司代理銷售其物件者，

實質上無論在組織或型態上皆應歸為本條例所欲規範之代銷業，但往往代銷業

卻以廣告公司之名義代理銷售建設公司之推案，希冀能規避法律所加之義務。

因此，為避免文義解釋之僵化所導致之上述弊端，「代理銷售」之部分宜加以

刪除。 
此外，民法第166條之1第1項規定：契約以負擔不動產物權之移轉、設定

或變更之義務為標的者，應由公證人作成公證書。本文以為，經紀人之簽章在

一定範圍內，應可取代公證之要求。優點在於可使委託經紀業銷售其不動產之

消費者能直接利用本條例之簽章制度，省下額外之公證費，鼓勵消費者使用經

紀業銷售其不動產。並且使經紀人負有更大之業務責任以及能有更大之揮灑空

間，提升經紀人專業之角色以及社會地位，藉以鼓勵優秀人才進入此一行業。

而且公證之目的是為確保交易之安全，既然經紀人對於不動產之相關契約書以

及文件負有簽章之義務，當然亦能達到公證之目的。不須因為會阻礙公證人之

財路，而不如此做，因為公證人尚有更多之揮灑空間。因此若委託經紀業銷售

物件，而其不動產交易契約書已經經紀人簽章者，應不須再踐行民法第166條

13 詳參沈石羽（1996），台灣未來熱門行業—房屋仲介業，永汀文化初版，頁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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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1的公證要求。本條例於民國90年修正草案中，第22條第3項原欲增訂：不動
產租賃、買賣契約書，其契約金額在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下者經不動產經紀人簽

章後，推定簽訂人之身分為真正，並得免依民法第166條之1第1項規定辦理公
證。立法原意頗為良善，但不知為何，竟然無疾而終。

對於本條所列之文件，經紀人若未簽章時，效果為何？本文以為為保護交

易安全，不能因為經紀人之故意或過失不簽章而讓當事人之契約無效，且交易

者亦應有負有注意經紀人是否已行簽章之注意義務，當事人不得事後反悔，以

未簽章為藉口，而主張該契約無效。而且簽章是管理經紀人之行政手段，應不

使其成為契約之特別生效要件。因此，簽章之義務僅為規範經紀業及經紀人，

並非法律行為之要式。若未簽章，契約仍有效，但仍應賦予其一定之法律效

果，避免該義務成為具文，所以經紀業若未指派經紀人簽章，依本條例第29條
及第31條，經紀業和經紀人應受處罰。

4.使用不動產說明書解說及交付之義務14

相較於日本宅地建物取引業法，要求經紀人員須就一切與委託之物件有直

接密切關係之事項負有說明義務，本條例之使用不動產說明書解說及交付之義

務略顯保守。本條例第23條要求，經紀人員在執行業務過程中，應以不動產說
明書向與委託人交易之相對人解說。並且依第24條之規定，在雙方當事人簽訂
租賃或買賣契約書時，經紀人應將不動產說明書交付與委託人交易之相對人。

此即為經紀人之使用不動產說明書解說及交付之義務。此立法目的在於，消費

者在不動產交易過程中係處於資訊上的弱勢，為了保障消費者權益，使不動產

之資訊公開並且書面化，可以避免日後之糾紛。 
由於對於不動產之狀況自以委託人最為熟悉，應使其對於不動產之現狀及

相關資訊之真實做背書，故本條第2項要求，在不動產說明書提供解說前，應
經委託人簽章。若委託人不同意在不動產說明書上簽章，為求不動產交易安全

之保護以及訟爭預防之考量，雖有妨礙契約締結自由之疑，經紀業仍應不得接

受其委託。而依第24條之規定，在雙方當事人簽訂租賃或買賣契約書時，交易
之相對人亦有在不動產說明書上簽章之義務。若相對人並未簽章，但又簽訂租

賃或買賣契約書時，仍應認為相對人已承認不動產說明書之內容，不得以其片

面之拒絕簽章而認定交易無效。否則無異賦予相對人有片面決定契約是否繼續

14 有關不動產經紀人對說明書解說及交付之義務，得參陳立夫（2006），「從日本法
觀點檢討我國不動產說明書與解說之問題-以不動產仲介業務為中心」，2006海峽兩
岸土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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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之毀約權。但其前提應是經紀人員已履行將不動產說明書向與委託人交易

之相對人解說及交付之義務。若經紀人員從未將不動產說明書向與委託人交易

之相對人解說及交付，何能強求相對人應默許不動產之現況。

使用不動產說明書之最主要目的，乃在於將不動產之現況做規格化之書面

公開，除了藉以避免經紀人員之信口開河以及日後舉證之困難外，更可達到預

防訴訟之效果。所以不動產說明書不可僅僅將之視為參考資料，應賦予其一定

之法律地位，以發揮上述之功能。故本條例第24條將不動產說明書視為租賃或
買賣契約書之一部分，實屬必要。對於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本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中央主管機關在決定不動產
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時，應考量其所要求記載之事項是否能有效發揮

不動產說明書之功用
15
。

（二）商業行為之約束

1.僱用受限之義務
依據本條例第11條以及第17條之規定可知，經紀業僅得僱用具備經紀人員

資格者從事仲介或代銷業務，且其各營業處所至少應置經紀人一人。而要求經

紀業之各營業處所必須要有經紀人坐鎮的理由乃在於不動產交易過程中，牽涉

到許多專門知識，不動產經紀之業務不再只是單純撮和交易雙方即可，而更須

將不動產交易的專業知識及一切資訊提供給交易當事人，藉此消弭雙方對交易

過程產生的疑慮。由於經紀人經由國家考試之認定以及實務之歷練，而經紀人

之職務為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所以經紀人是經紀活動之主體，各營業處所當

然必須要有經紀人負責指揮、監督經紀營業員。因此經紀人在不動產交易過程

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本條例第11條但書規定：非常態營業處所，其所銷售總金額達新臺幣六億
元以上，該處所至少應置專業經紀人一人。此一但書之規定，主要應係規範代

銷業之接待中心或接待會館而言。故只要代銷經紀業銷售在該非常態營業處所

所銷售之總金額達新臺幣六億元以上，該處所亦應設置經紀人至少一人。然

而，姑且不論國內建商所推出之建設規模，銷售總金額超過新台幣六億元之案

件有多少；相較於仲介經紀業，由於大多都是常態營業處所，只要有一營業處

所，即須至少配置一名經紀人，此為不公平之處。更何況銷售總金額究竟多

15 則本文認應考量：一、不動產說明書「應載事項」與糾紛「類型」之關聯性；二、
善用不動產糾紛「預先防免」之相關法令規範；以及善用不動產糾紛「預先防免」
之相關法令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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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根本難以認定，而且難以受時間變遷之考驗。所以本文認為，既然本條例

已確定經紀人之簽章以及證照制度，所以只要有不動產經紀行為，無論營業處

所之銷售金額多寡，都應設置經紀人，藉以保障消費者之交易安全。因此第11
條之但書應加以刪除，本文建議應修正為：經紀業設立之營業處所至少應置經

紀人一人。營業處所經紀營業員數每逾二十名時，應增設經紀人一人。

2.禁止賺取差價之義務
追求利潤，是任何一行企業天經地義的一致目標，此種利潤的產生，也就

是投資的報酬，是決定於供需雙方所提供的服務與滿足程度而定，也就是供給

者對於社會方面所做貢獻而索取的正當合理代價。雖然有論者以為在交易時，

不論在哪個行業，原本就經常會有賺差價的情形產生。為何要禁止經紀業賺取

差價之行為
16
？甚至基於契約自由之理論，只要當委託銷售之賣方同意，則經

紀業或經紀人員並無不可賺取差價之理。但是本文以為從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

例第1條的立法意旨可知，維持不動產的交易秩序即不動產交易價格的穩定是
經紀業的功能之一，而賺取差價對於交易雙方、經紀業、經紀人員以及整體不

動產市場有下列不良影響。

而內政部亦基於同條第1項後段規定：其經營仲介業務者，並應依實際成
交價金或租金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報酬標準計收，發布了不動產仲 介業報酬
計收標準

17
。對於仲介業之報酬標準，其規定，不動產經紀業或經紀人員經營

仲介業務者，其向買賣或租賃之一方或雙方收取報酬之總額合計不得超過該不

動產實際成交價金百分之六或一個半月之租金。而此報酬標準為收費之最高上

限，並非主管機關規定之固定收費比率。目前實務上，對於不動產銷售之報酬

收取標準係向買方收取該不動產實際成交價金百分之一或二的報酬，而賣方支

付該不動產實際成交價金百分之四或五的報酬。

然而，值得省思的是，經紀業之報酬由主管機關訂定一定之比例是否合

理？肯定者認為訂定仲介收費標準以固定費率為準，可舒緩地價哄抬之行為。

否定者則認為會違反競爭、不符市場經濟，價格應由供需決定之原則，且仲介

16 由於不動產之交易資訊並未普及眾所皆知，故應禁止資訊優勢者藉此賺差價，但是
可能發生易『逆向選擇』的情形，反而阻礙交易行為之產生。所以政府須強化市場
資訊公開機制，降低消費者的搜尋成本及交易成本。詳參曾志超，論消費資訊公開
制度，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科經（析）092010號，民國92年4月。網站：http://old.
npf.org.tw/PUBLICATION/TE/092/TE-B-092-010.htm，查訪時間：97年10月27日。

17 按收取報酬之方式，詳參林旺根（1999），不動產經紀法之實用權益，永然文化初
版，頁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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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費標準，應針對服務成本斟酌考量。折衷說認為：費率不必定為單一，應

有若干伸縮彈性，如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六，至於實際收費標準，則由消費者與

經紀業雙方在該範圍內自行協議訂之。

經紀業報酬之比例限制應該只是暫時要導正經紀業之措施，若日後經紀業

回歸正軌，經紀業之報酬應完全由市場供需機制決定。將比例的限制除去，讓

業者自由競爭，以便由消費者自行決定是否欲取得更好的服務。因為，假設賣

方之不動產實際成交價金為新台幣五百萬元，則經紀業通常向買賣雙方收取總

共30萬元之報酬，所以經紀業所花費之經紀成本絕對不會超出30萬元，對消費
者不見得有利。而且只要訂有比例的上限，經紀業其實都會用上限來定其收取

報酬之比例，與主管機關決定經紀業能拿多少報酬無異，嚴重違反自由市場競

爭之機制，形同主管機關間接的決定報酬之多寡。因此，現行之過渡措施，應

可增設對於經紀業之獎勵方法，於經紀業符合特定之要件時，經紀業之報酬可

以不受到該不動產實際成交價金百分之六或一個半月之租金之限制，而由市場

供需之法則解決。

3.專任義務及競業禁止義務
本條例第16條規定：經紀人員應專任一經紀業，並不得為自己或他經紀業

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但經所屬經紀業同意為他經紀業執行業務者，不在此

限。依此規定，經紀人員負有如下之義務：

(1)專任義務 
經紀人員須專任於一經紀業的理由在於：不動產經紀服務不但具有專業性

質，更因經紀人員之經紀行為而與消費者產生信賴關係。若經紀人員得遊走於

各經紀業之間，消費者不但難以辨識其所代表之經紀業為何，甚至在現行經紀

業之營業保證金制度係採各自繳存之原則下，若消費者因經紀人員之經紀行為

發生損害賠償責任時，應由何經紀業所繳存之營業保證基金負代償之責，亦不

免產生爭執。所以為避免上述之質疑，以及經紀人員專任於一經紀業，可有利

於經紀業及經紀人員之管理，經紀人員應專任於一經紀業。附帶一提的是，本

條但書之涵攝內容應僅指本條本文之後段，即：並不得為自己或他經紀業執行

仲介或代銷業務而言，此乃文義解釋之結果
18
。而且由於此一義務，除了保護

經紀業之利益外，更與消費者之利益息息相關，當然不得因所屬經紀業同意，

即可免除經紀人員之專任義務。

18 其但書規定：其所屬經紀業同意為他經紀業執行業務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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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競業禁止義務19

經紀業之營業秘密以及物件資訊為經紀業之最大資產
20
，基於考量經紀人

員為不動產經紀活動之主要角色，對於該營業秘密以及物件資訊必定熟稔，若

許其在所屬經紀業之外，為自己或其他經紀業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有可能無

法避免經紀人員利用其所知之機密，為自己或其他經紀業牟利，以致於損害所

屬經紀業之利益。故為避免利益衝突，應禁止經紀人員為自己或他經紀業執行

經紀業務。但由於經紀活動中常有互相支援經紀人員之可能，為便利同業間合

縱連橫之企業經營策略，若所屬經紀業同意經紀人員為其他經紀業執行經紀業

務時，由於僅為臨時性之調度，依本條但書之規定，應例外予以許可。值得注

意的是，本條但書並未將經紀人員為自己執行經紀業務做例外規定。因此經紀

人員仍不可因所屬經紀業之同意而解除其禁止為自己競業之義務。

在我國現行法律中，要求特定人必須負有競業禁止之義務時，通常亦會賦

予違反競業禁止之法律效果，此即為歸入權21。所謂歸入權係指：當特定人違

反競業禁止的義務而為自己或他人進行屬於公司營業範圍之內的行為時，該公

司得要求該特定人將該行為之所得收入視為公司所得。而本條例亦要求經紀人

員負有競業禁止之義務，卻無相關歸入權制度之設，似有不妥。因此本文建議

增修第16條第2項22
以及第3項23

。本條但書規定，若經紀人員經所屬經紀業同意

為他經紀業執行經紀業務時，可解除其競業禁止義務。所謂經所屬經紀業之同

意，係指若該經紀業係屬於獨資商號經營時，應得到該獨資商號負責人同意；

若該經紀業係屬於合夥商號經營時，應得到全體合夥人之同意
24
；若該經紀業

19 以下所述僅為法定之競業禁止義務，若係約定競業禁止義務之判斷標準，可參考台
灣高等法院86年度勞上字第39號有關太平洋房屋競業限制約定之民事判決。

20 台灣新竹地方法院92年訴字第202號則以：房屋仲介業仲介房屋買賣，將房屋所在
及委託銷售底價公開甚為常見，此為公知之事實，業者並多以資訊之透明化自詡，
故有意購買房屋者，可輕易至地政機關查知不動產之所有人，故委託銷售者之資訊
並非重要，進而認為客戶資訊不具備營業秘密之特質。然而，此一論點似乎昧於事
實。因為委託銷售之物件之所在及底價，經紀業並不會完整公開。而且只要掌握客
戶資料，即可知賣方之出售意願和基本條件，可輕而易舉連絡賣方取得委託銷售；
或向需求適合的買方連絡，推銷其所經紀的物件，其經濟利益甚鉅。

21 民法第562條與第563條；公司法第32條、第54條與第209條參照。
22 經紀人員有違反前項規定之行為時，其經紀業得請求因其行為所得之利益，作為損
害賠償。

23 前項請求權，自經紀業知有違反行為時起，經過兩個月或自行為時起，經過一年不
行使而消滅。

24 民法第670條規定：合夥之決議，應以合夥人全體之同意為之。前項決議，合夥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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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公司之型態經營時，則應以其為何種種類之公司，決定如何得到公司之同

意
25
。

二、不動產經紀業與不公平競爭

（一）概說

針對「房屋仲介業」，亦即從事不動產買賣、互易、租賃之居間或代理業

務者。其中主要是對於聯合行為以及公平交易法第21條與第24條之內容進行規
範說明26，例如：

1.聯合行為：房屋仲介業可能涉及聯合行為之態樣為共同決定價格。另
外，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經紀業實施聯賣制度亦有相當之規範說

明。惟聯合行為並非不正競爭之範疇，故本文不擬深究。

2.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標示行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標示行
為之規範。而房屋仲介業涉及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標示行為之態樣有：

加盟店標示、看板廣告之面積標示等。

3.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房屋仲介業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態樣有未告知斡旋金與內政部版「要約書」之區別及

其替代關係、賺取差價、不當收取多次服務費等。

（二）法律規範

1.公平交易法第21條
公平交易法第21條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

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

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事業對於載有前項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

之商品，不得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前二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知情況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告，應與廣

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知其所傳播或刊載之廣告

有引人錯誤之虞，仍予傳播或刊載，亦應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因

為不論廣告人有無可歸責事由，如其廣告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等情事，對於

約約定得由合夥人全體或一部之過半數決定者，從其約定。但關於合夥契約或其事
業種類之變更，非經合夥人全體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為之。

25 可參公司法第46條。
26 可參公平交易法對房屋仲介業之規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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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而言都是無法承受的負擔。若廣告人所主張的事實並非事實，就牴觸了

本條的規定，縱然廣告人對廣告的不正確並不知悉，仍然違法。」
27
。

(1)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案件之處理原則
依據公平會於96年11月30日公參字第0960010188號令發布的「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對於不實廣告有數

點判斷方式
28
。而關於廣告認定的問題，公平會在該原則第3點提出了說明：

「本法第二十一條所稱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係指得直接或間接使非特定之

一般或相關大眾共見共聞之訊息的傳播行為。市招、名片、產品（服務）說明

會、事業將資料提供媒體以報導方式刊登、以發函之方式使具相當數量之事業

得以共見共聞、於公開銷售之書籍上登載訊息、以推銷介紹方式將宣傳資料交

付於消費者、散發產品使用手冊於專業人士進而將訊息散布於眾等，均可謂其

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換言之，只要是得直接或間接使非特定之一般或相

關大眾共見共聞之訊息的傳播行為，即屬「使公眾得知之方法」，而可以認定

為廣告行為。

(2) 處理建築投資業者於不動產銷售廣告中，擅自變更停車位大小、位
置、設施

公平會受理多件有關建商之地下室停車位廣告案件，其內容多為廣告所示

27 關於公平法不實廣告之探討，可參朱鈺洋、徐火明合著（1993），虛偽不實廣告與
公平交易法；何之邁（2006），公平交易法專論（三）論文集；劉孔中（2005），
公平交易法；陳櫻琴（1999），「比較廣告」理論與案例；黃茂榮（1993），公平
交易法理論與實務；以及范建得、莊春發合著（1994），公平交易法，茲不贅言。

28 處理原則第五點、第六點、第七點、第八點：(1)本法第二十一條所稱虛偽不實，係
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不符，其差異難為相當數量之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足以
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者。(2)本法第二十一條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不論
是否與事實相符，足以引起相當數量之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者。(3)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判斷原則如下：A.表示或表徵應以相關交易相對人
普通注意力之認知，判斷有無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B.表示或表徵隔離觀察
雖為真實，然合併觀察之整體印象及效果，倘足以引起相當數量之相關交易相對人
錯誤認知或決定者，即屬引人錯誤。C.表示或表徵之內容以對比或特別顯著方式為
之，而其特別顯著之主要部分易形成消費者決定是否交易之主要因素，故其是否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得就該特別顯著之主要部分單獨加以觀察而判定。D.表示或表
徵客觀上具有多重合理的解釋時，其中一義為真者，即無不實。但其引人錯誤之意
圖明顯者，不在此限。(4)前點各款判斷原則適用時應考量下列因素：A.表示或表徵
與實際狀況之差異程度。B.表示或表徵之內容是否足以影響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相
關交易相對人為合理判斷並作成交易決定。C.對處於競爭之事業及交易相對人經濟
利益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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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位與核准施工圖不符，如施工圖為平面車位、廣告為機械式車位；或廣告

停車位數較施工圖核准數為多；或施工圖為車道、廣告及實際為平面式或機械

式停車位。類此廣告所示停車位與核准施工圖（數量、位置、設施）不符情事

似屬建商之普遍現象，爰有加以研析其原因及法規適用之必要。所謂廣告上之

停車位與核准之施工圖不符，可歸納為四種情形：將施工圖上之停車空間重新

規畫，變更尺寸、增加數量；於非核准之停車空間規畫停車位；施工圖為平面

車位、廣告為機械式車位；將施工圖上之車道變更為停車位，或增設停車位數

量涉及車道之增設等。廣告與施（竣）工圖不符者，請檢舉人先向營建主管機

關反映；廣告所表示之停車位經營建主管機關認定為違法者，該廣告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21條規定，縱實際交付之停車位與廣告相符，並不受其影響。
(3)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29

本處理原則所稱之不動產廣告，係指事業為從事土地、土地定著物（預售

屋及成屋等）及其可移轉權利之銷售業務，以及為從事不動產買賣、互易、租

賃之仲介（居間、委任或代理）業務等所為之廣告。

不動產廣告不得為下列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情形之表示或表徵：工業住

宅、國民住宅、建築物座落地點、不動產面積、建築物外觀、設計、格局配置

（區分所有權建築物之共同使用部分、建材設備、公有公共設施或交通道路、

建築物之外在環境、視野與景觀、夾層屋、停車位、建造執照尚未核發引人誤

認已取得建照、納骨塔廣告使人誤認業經核准啟用開發等、廣告表示建築物之

用途與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所載不符、廣告上標示之獲獎情形與實際不符、廣

告上標示之優惠內容與實際不符、比較廣告、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等。

2.公平交易法第24條
公平交易法第21條揭示事業必須在廣告上對於商品有關之重要資訊不得為

不實之揭露。至於對於商品以外之重要資訊，雖該條無明文之規定，惟依公平

交易法第24條仍可發揮其補充功能30
。依據國際商會國際廣告實務規範第2條規

定：「廣告不應濫用消費者之信賴，或利用消費者對經驗或知識之欠缺。」。

鑒於公平交易法第24條為一概括性規定，為使其適用具體化明確化，特訂
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4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其中
第2點認為，為確定本條之適用範圍，應以「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為前

29 民國96年12月5日修正。
30 陳峰富（2000），「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對於建築業之規範」，月旦法學雜誌第

63期，頁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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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先檢視「限制競爭」之規範，再行檢視「不公平競爭」規範是否未窮盡系

爭行為之不法內涵，而容有適用本條之餘地
31
。而關於「維護消費者權益」方

面，則應檢視系爭事業是否係以其相對優勢地位，利用「欺罔」或「顯失公

平」之銷售手段，使消費者權益遭受損害，而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

件，以為是否適用本條規定之判斷準據。至於判斷基礎如下：

(1) 判斷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應考量事項
應考量是否足以影響整體交易秩序（諸如：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

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及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

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等事項）或有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效果之案件，且

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

(2) 判斷欺罔應考量事項：如冒充或依附有信賴力之主體、不實促銷手
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

(3) 判斷顯失公平應考量事項
本條所稱「顯失公平」：係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

者。其常見之具體內涵主要可分為三種類型：不符合商業競爭倫理之不公平競

爭行為
32
；以不符合社會倫理手段從事交易之行為；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

從事不公平交易行為。

3.其他規範說明
(1)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經紀業之規範說明33

目前國內房屋價格資訊並不充分，且估價制度尚未建立，而不動產經紀業

者因一方面接受屋主委託銷售房屋，另一方面又代表買主向屋主要約或議價之

特有的交易制度關係，於成屋買賣過程中，為唯一全盤掌握買賣標的物狀況、

買方可選擇的要約方式、買賣雙方的出價及可能成交的價格等交易資訊者，相

較買方或賣方而言，明顯居於資訊優勢之地位，致不動產經紀服務市場之交易

相對人具有資訊不對稱之特性。

除了不動產經紀業可能涉及聯合行為以及不當限制加盟店收取服務報酬為

條件，而與加盟店交易之行為說明外，該說明主要針對公平交易法第24條所規

31 是以本條與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文適用之區隔，應只有「補充原則」關係之適用。
32 如：1.榨取他人努力成果：攀附他人商譽、高度抄襲、利用他人努力，推展自己商
品或服務之行為。2.以損害競爭對手為目的，阻礙公平競爭之行為其常見行為類
型。

33 民國97年1月10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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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者即為建立「市場競爭之秩序」，而對一些「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

罔行為」或「顯失公平行為」加以管制。例如未告知斡旋金與內政部版「要約

書」之區別及其替代關係。

(2)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預售屋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34

本規範說明所謂「預售屋」，係指領有建造執照尚未建造完成而以將來完

成之建築物為交易標的之物。建築開發業者銷售預售屋過程中可能涉及違反公

平交易法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至於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態樣有：不當限制購屋人審

閱契約、隱瞞重要交易資訊、未於買賣契約書中載明土地移轉年度或日期、未

於買賣契約書中載明共用部分所含項目及分攤之計算方式按預售屋共用部分之

分配涉及房地交易標的面積之計算、建築開發業者指定貸款銀行、預售屋未售

出部分逕自變更設計，增加戶數銷售、建築開發業者要求購屋人繳回契約書。

（三）公平法與消費者保護法

雖然消費利益非公平法所要直接保護的對象，但消費者除間接因為公平交

易法之施行而獲得利益外（亦即市場競爭機能在公平交易法運作下，使得市場

內商品或服務之價格、品質或服務等因競爭而趨於合理，消費者即得以合理價

格享有更好的服務），在不公平競爭領域中更有以交易相對人保護為出發點之

條文（例如誹謗他事業營業信譽之禁止）。因此，公平法所洞見者，乃消費者

之長期而非短期利益，依循的標準非單以個別消費者利益之保障，尚須以對整

體經濟利益之促進並符合競爭之本旨為考量
35
，故逕將消費者排除於公平法所

要保護之主體範圍並不恰當；不過消費者的保護要如何透過公平法加以實現，

應視何種情形下受保護之主體得享有公平法上之請求權，此時須針對個別規定

之保護目的加以判斷
36
。以下舉例說明公平法與消保法之重要關聯。

1.廣告不實
為避免企業經營者以不實廣告

37
侵害消費者權益，消費者保護法第22條規

34 民國97年1月10日修正。
35 廖義男（1992），「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與保護之法益—第一條之詮釋—」，公
平交易季刊創刊號，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頁5-7。

36 蕭文生（2002），「公平交易法爭議與行政爭訟程序」，收於公平交易法施行十週
年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頁544。

37 消費者保護法雖未就廣告之定義為一明確規定，然其施行細則第23條就廣告之型式
規定為：「本法第22條及第23條所稱廣告，指利用電視、廣播、影片、幻燈片、報
紙、雜誌、傳單、海報、招牌、牌坊、電腦、電話傳真、電子資訊、電子語音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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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

告之內容。」按廣告在締約上之意義，乃是一種「要約之引誘」，而非要約，

因此，廣告中之表示對於廣告主本無拘束力，而基於消保法第22條之規定，使
得「廣告之內容」在契約成立時，成為消費者利益受保護的下限。此規定乃係

利用課以「約定之給付」的方式，解決締約上過失之賠償責任方法，其作用在

於利用「弄假成真」，以嚇阻事業在廣告中為不實之表示。此項義務內容與公

平交易法所規定者不同，公平法第30條至第33條之規定，係從「損害賠償」出
發，而消保法前述規定則從「約定之義務」出發。

其次，消保法第23條38
亦規定媒體經營者之刊登或報導不實廣告之責任，

依此規定，刊登或報導廣告之媒體經營者所負之義務，僅為「就消費者因信賴

該廣告所受之損害與企業經營者負連帶賠償責任」，而非代為清償「約定之給

付」的義務。並且明定此項義務不得預先約定限制或拋棄，其用意乃欲藉此損

害賠償責任之不能預先限制或免除，而使廣告媒體業對於其所刊登或報導之廣

告，是否涉及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應發揮其審查及自律功能，以防止不實廣

告之充斥。再者，消保法施行細則第24 條39
並明訂有關廣告內容真實性之舉證

責任，企業經營者違反上述規定者，依消保法第51條規定：「因企業經營者之
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過失所
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以上為有關民事責任之
規定。

2.契約審閱期
依據消保法第11之1條第1項之規定40

，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

約前，應給予一定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倘若未給予審閱

時間者或給予不合理的時間者，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如果消費者認為不

影響自身的權益，亦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之內容
41
。依該條第3項的規定，

他方法，可使不特定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
38 該條規定：「刊登或報導廣告之媒體經營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內容與事實不符
者，就消費者因信賴該廣告所受之損害與企業經營者負連帶賠償責任。前項損害賠
償責任不得預先約定限制或拋棄。」。

39 「主管機關認為企業經營者之廣告內容誇大不實，足以引人錯誤，有影響消費者權
益之虞時，得通知企業經營者提出資料，證明該廣告之真實性。」。

40 「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三十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
審閱全部條款內容。」。

41 消保法第11之1條第2項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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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參酌定型化契約條款之重要性、涉及事項之多

寡及複雜程度等事項，公告定型化契約之審閱期間。依該條之規定，企業經營

者與消費者訂定定型化契約前，應有「三十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

閱全部條款內容，然非必為三十日。合理之契約審閱期間，須視買賣契約之標

的物內容而定
42
，可參考消保會網站登載審查通過之各種定型化契約範本。

公平法乃規範競爭秩序之法律，對於事業破壞扭曲市場機能之行為加以明

文禁止，其立法目的除維護市場交易秩序外，亦有保障一般「消費者」利益之

意涵，故公平交易法部分條文自亦具有保護個人法益之性格，此無疑義
43
。倘

企業經營者未給予消費者合理之審閱期間或要求定金才願出示契約，則企業經

營者即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規定，公平會可依該法第41條之規定44
進

行處罰。

肆、不動產經紀業不公平競爭之分析與檢討

茲為便於說明不動產經紀業與不公平競爭之關係，本文以下就行政法院對

於不動產經紀業不公平競爭之相關判決進行分析，本文謹就具有參可價值之判

決進行簡要評析與檢討
45
，其中包含：最高行政法院判決87年度判字第255號、

行政法院判決88年度判字第94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96年度訴字第03284
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94年度簡字第00290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
訴字第155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判決91年度判字第1453號、以及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判決96年度訴字第01348號，茲分述如下：

一、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商品廣告之禁止

（一）建物銷售廣告上對夾層設計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1.最高行政法院判決87年度判字第255號
(1) 本件被告以原告同意委託代銷公司甲山林公司印製、散發其「紐約第

42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函2004年3月1日消保法字第0930000500號參照。
43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91年訴字第1296號判決參照，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民、刑事裁判書
彙編（2003年版），全一冊，頁36-50。

44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
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45 又，有關公平交易委員會89年至97年10月對不動產交易案例之處分與見解（公平交
易法第21與第24條），亦值研析，是本文乃予以彙集整理（詳附錄）。



不動產經紀業之管理法制與不公平競爭 67

五街」之銷售廣告，其既明知本案建造執照未申請興建夾層之許可，

又隱匿該訊息，乃依前揭規定命其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

於建物銷售廣告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2) 系爭廣告係經原告同意後始印製，且原告為建築業者，為參與市場競
爭，從事交易之事業，自負有維護公平交易秩序及保障消費者利益之

義務，建設公司於委託他公司代為行銷廣告時，自應對其代為設計、

製作之各類廣告及印刷品，負有管理及監督責任，以免造成消費大眾

之錯誤及期待，不得以該業務委託他人為之而排除其行政責任。

(3) 按預售屋之交易特性，消費者與建商進行交易時，尚無成屋可供實地
參觀，消費者幾乎完全依憑廣告來認識其所購建物之環境、外觀、坪

數、隔局、配置、建材設備等，建商所為之預售屋廣告若有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情事，將導致消費者產生錯誤之認知與決定，影響消費者

權益。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對商品廣告之規範，係為避免因虛偽
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造成交易相對人錯誤之認識與決策，不因交

易相對人得於承購前親赴現場洽詢或得以查證廣告內容而有不同。

2.本文見解
夾層係指夾於樓地板與天花板間之樓層，依建築法第25條第 1項、第30條

及第39條規定，建築物如需興建夾層，須於申請建造執照時即提出申請，並經
審查許可，否則即應於法定容積率內依法辦理變更設計。至交屋後承購人所取

得使用執照之房屋，係屬已竣工之建築物，若欲興建夾層進行二次施工，即屬

於原建築物增加面積之增建行為，應依法請領建造執照，始可合法擁有、使用

夾層空間。倘消費者未依法請領建造執照，即行二次施工興建夾層，則違反建

築法第25條規定，依同法第86條規定，將遭受罰鍰及勒令停止或強制拆除之處
分。又建物除其原設計施工圖已保留合乎容積率許可範圍內，可供興建夾層之

樓地板面積外，倘建商於設計時未預留符合法定容積率之樓地板面積予買受人

自由興建夾層，消費者即使申請建造夾層之建造執照，亦將因建物總樓地板面

積逾越容積率許可範圍而無法取得執照。

（二）「住辦合一」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行政法院判決88年度判字第94號
(1) 被告以原告於廣告上稱「住辦合一」、「附贈居家小家電：配備整體
檯面式歐化廚……」並於所附平面配置參考圖規劃臥室、餐廳、廚房

等設計，足使人誤認系爭建物具有合法之住家性質，顯有虛偽不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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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錯誤情形，有違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稱其於銷售現場
強調系爭建物係一般事務所性，消費者購買之始即知其用途云云，並

不足否定系爭廣告有前述不實之情事，乃命其立即停止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2) 原告與甲山林公司間之合約，原告應明知或可得而知系爭廣告內容。
依常情，預售屋廣告內容多由建商提供，系爭建物可否供住辦合用，

如非興建該屋之原告所提供，製作廣告之甲山林公司如何得悉該項資

料，參以原告經理所稱本案需強調住辦合用等功能，益見原告知悉廣

告內容，當屬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之規範對象。
(3) 該條項所稱事業之廣告，不論該廣告係該事業自行製作，或委託他人
製作，該事業均應就該廣告負其責任，此觀同條項第三項另規定：廣

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知情況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告，

應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自明。系爭廣告雖係原告委託甲山林

公司製作，然廣告內容係原告之產品（其所興建之建物），廣告上亦

標明為原告投資興建，即屬原告之廣告，原告自應對廣告內容負其責

任，該廣告如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情形，原告縱無故意，亦難謂無

過失，仍應認其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4) 原告委託甲山林公司廣告之契約中有否要求該公司之廣告內容不得有
違背法令之行為？該公司所為廣告是否違反契約？係原告與甲山林公

司內部問題。系爭建物係由原告自銷或委由甲山林公司代銷？製作廣

告之甲山林公司有否受罰，均與原告應對系爭廣告負責無關。

(5) 本案83建四八一號建照土地使用分區為市場用地，三～十層用途為一
般事務所則不得兼作住宅使用。」原告卻於預售屋廣告上稱「上班族

輕鬆小居家」、「住辦合一」、「不僅是住家，也可當成辦公室；在

寸土寸金的市中心裡，難得找到住家與商辦機能齊備的使用空間，一

屋兩用，效率加倍」、「附贈居家小家電：配備整體檯面式歐化廚

具……」等，並於所附平面配置參考圖中規劃臥室、餐廳、廚房等設

計，有廣告影本附原處分卷可證，足使購屋者產生系爭建物可作合法

住家使用之誤認，其廣告顯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情事。

2.本文見解
系爭廣告上固未明載系爭建物核准合法用途為住宅，但衡諸常情，廣告上

所表示之用途，應係合法用途。該廣告所附贈品雖可供辦公室使用，但廣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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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為居家用，配置圖雖亦僅供參考，與附贈品縱非將來客戶購買系爭建物之

契約內容，但上開廣告內容，顯示原告就系爭建物有供住宅使用之規劃，自足

使人誤認該建物可合法供住宅使用。至原告即使於銷售現場提供建造執照，消

費者可知核准用途為一般事務所性質，其購買時，未誤認可合法供住宅使用，

亦不足否定系爭廣告有前述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等情事。再者，

一般消費者並非精通建築法令者，並非均熟知依現行建築法令不可能同時核准

「住宅」、「辦公室」二種用途，原告於為「住辦合一」等廣告，難謂非虛偽

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其廣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原
告縱無故意，亦當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被告限期命其停止其行

為，於法並無不合。

（三）成屋履約保證與廣告不實

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96年度訴字第03284號
(1) 原告主張其已就「成屋履約保證」之功能及所保障之風險範圍於廣告
中清楚地表示、說明，不實廣告之情事，亦未達「相當數量」之一般

或相關之大眾之認知標準，也無任何致消費者誤會而有不公平交易之

疑慮云云。惟查本案檢舉人執以向被告檢舉之網站及報紙廣告並未載

有原告嗣所稱之「專責保管、降低風險」、「價金專戶控管、更有保

障」、「一手交錢、一手交屋」及「違約價金處理、公平公正」等文

字與相關說明，可見原告所稱之相關廣告文宣並非前開檢舉人執以向

被告檢舉之網站及報紙廣告，其內容既不相同，原告主張其已就「成

屋履約保證」之功能及所保障之風險範圍於廣告中清楚、具體、無可

質疑、不容誤解地表示、說明等情，顯與事實不符。復依第21條案件
處理原則第5 點及第6 點規定，「虛偽不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
不符，其差異難為相當數量之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足以引起錯

誤之認知或決定者；「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不論是否與事實相

符，足以引起相當數量之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者。本案

系爭廣告宣稱「履約保證」，並佐以「銀行出面保證」、「負責應有

的賠償」及「風險歸零」等文字說明，足令一般交易相對人對之產生

錯誤之認知與期待，此由本案檢舉人之陳述亦足以證明。本案檢舉人

之一為房屋仲介業者，向被告陳明於執行仲介業務過程中，其客戶均

相信原告之廣告具有保證效果，該房屋仲介業者不願因原告之誇大誤

導而使己方處於競爭劣勢，爰向被告檢舉原告之不實廣告與不公平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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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行為。是系爭廣告足以引起錯誤認知或決定之程度，並非如原告所

稱僅限少數個案，其影響所及，非但損害因相信系爭廣告而產生錯誤

認知與期待之一般消費者權益，對於相關不動產仲介市場之守法同業

及交易秩序，亦產生重大負面影響，實已嚴重損及公共利益。

(2) 原告以提供房屋買賣仲介為主要服務，然系爭廣告之訴求，為整體服
務之部分，自不能因該附帶服務違法，而排除於原告提供之服務範圍

外。因此，原告於系爭廣告宣稱「付款安全保障―成屋履約保證」、

「由銀行出面保證買賣雙方產權／付款安全，並由安信建築經理公

司，以公正第三人角色處理所有事項，如果交易過程中任何一方有違

約的情事發生，經查證屬實，則銀行將出面，負責應有的賠償，真正

將所有的風險歸零」，核屬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21條第3 項準用第1項規定。
2.本文見解
原告認為其所印製之「成屋履約保證」、「客戶須知」文宣資料，均提供

交易雙方，各分店亦備有「安信成屋履約保證流程圖」等圖說資料，報章媒體

更有大篇幅報導，對於一般大眾對於「成屋履約保證」已有所認識。實則，該

等文宣資料與流程圖，甚至是媒體報導僅就成屋履約保證之標題或流程提出說

明，對於成屋履約保證之實質內容以及範圍仍無明確說明，一般潛在消費者無

法直接而具體地確認成屋履約保證的真實意義，故原告應積極主動的明確說明

或澄清成屋履約保證之內容，並於消費者委託仲介時，以專人進行成屋履約機

制的說明，始足當之。

於本案中，所稱「履約保證」之說明，在交易上屬於已確定或可得確定，

客觀上可向仲介業者查證以確定其真偽，則該廣告之內容即成為契內容之一部

分，然而，對於「真正將所有的風險歸零」的陳述，是否可以解為「交易上

可容許之吹噓、噱頭或誇張」，而不構成契約內容之一部分，則容有討論之餘

地。蓋不動產買賣依據一般社會通念皆可認識其將發生風險之機會相當高，且

不動產交易價值相當高，當事人似乎應具備更高的注意義務，是否真會受到

該文字的說明後，真正認知該仲介業的履約保證將達「真正將所有的風險歸

零」，進一步直接影響其進行交易之決定，仍有待釐清。

此外，對於原告而言，我國成屋履約保證未如美國制度有產權保險機制的

配套，因此對於物之瑕疵、產權保障無法完全兼顧。此等重要的差異涉及不動

產交易重大事項，原告自應於網站上予以說明，而非消極的說明「付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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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成屋履約保證」，即認其已說明成屋履約保證為「付款」保障而已。另

外，檢舉人所指「銀行將出面負責應有之賠償，真正將所有的風險歸零」等文

字未完全揭露銀行保證之條件或限制一事，原告確實需負有資訊未揭露的責

任，由於網站上之資訊僅有正面意義之內容與成屋履約保證之效果，並未說明

成屋履約保證的重要保障範圍，該等範圍的界定涉及整個成屋履約保證機制的

核心價值，因此，原告應於網站上進行說明，以減少資訊不對稱之情形。

本案中，原告在網站中強調成屋履約保證之功能與效用，對於成屋履約保

證之完整內容應有告知情報之義務，但似乎必無明顯揭露該等重要資訊，而原

告又為資訊之優勢者或專業者，消費者無法獲知相關知識，故廣告內容應視為

契約內容以衡平雙方之地位落差。準之，原告不得以其僅係廣告並非契約之一

部分歸避責任。

二、不公平競爭行為之禁止

（一）虛報房屋真實成交價格，不法牟取仲介費用

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94年度簡字第00290號
(1) 公平交易法第24條係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概括規定，該條規定之「其他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屬不確定之法律概

念，於適用上及解釋上均有困難，被告為使其適用具體化及明確化，

自行訂定「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案件處理原則」46
，於其中第6點規

定：「本條所稱欺罔係對於交易相對人，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

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前項所稱之重要

交易資訊，係指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重要交易資訊；所稱引人錯誤，

則以客觀上是否會引起一般大眾所誤認或交易相對人受騙之合理可能

性（而非僅為任何可能）為判斷標準，同時衡量交易相對人判斷能

力之標準，以『合理判斷』為基準（不以極低之注意程度為判斷標

準）」
47
。

(2) 檢舉人稱最後以500萬元成交，經賣方告知實際成交價格僅490萬元，

46 94年2月24日修正發布第1點及名稱為「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4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

47 其常見行為類型如：（一）冒充或依附有信賴力之主體。（二）不實促銷手段。
（三）隱匿重要交易資訊。」，是事業若隱匿重要交易資訊等，致使交易相對人誤
認而為交易，違反商業倫理及市場之效能競爭者，即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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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賣方同意買賣契約記載房屋成交價為500萬元，係因原告表示為利
於檢舉人向銀行貸得較多款項，檢舉人始知原告利用兩面手法，蓄意

欺瞞並從中獲取 不當得利10萬元。被告認原告確有利用其在業務上
享有之資訊優勢地位，於從事房屋仲介交易時，以欺罔手段賺取差

價，有違仲介業者信實服務之精神，具有商業倫理之非難性，為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定，乃依同法
第41條前段規定，以93年7月8日公處字第093068號處分書，命原告自
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並處原告20萬元罰
鍰。

2.本文見解
基於房屋仲介業者為仲介行為首重資訊透明、信實服務之行業規範，原告

即應向買方告知此一訊息，從而買方可以較有利之價格購得該屋；或向賣方告

知買方願以500萬元購買，從而賣方可以較有利之價格出售該屋。惟原告反向
賣方表示因檢舉人即買方欲向銀行貸款350萬元，而銀行係以房屋買賣成交價
70%核定貸款額，遂以便利買方貸款為由，要求賣方同意在「不動產買賣契約
書」記載房屋成交價為500萬元（賣方同意之實際成交價應為490萬元）；另一
方面原告更隱瞞買方有關賣方願以490萬元出售該屋等情，而向買方表示可以
500萬元購得該屋；則原告顯係以欺罔手段隱瞞買賣雙方重要交易資訊，致使
交易相對人誤認而為交易，已屬違反商業倫理及市場之效能競爭，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24條之規定。
（二）銷售房屋時，要求購屋人須給付定金始提供契約書供購屋人審閱

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訴字第155號判決
(1) 接待中心現場並無公告、展示空白契約書樣本供購屋人審閱或自由取
閱，及至被告調查人員一再要求審閱契約書，始另行取出契約書樣本

供現場審閱，若要攜回則須給付對價，原告並強調向被告人員收取保

留金係屬各案，一般而言，該公司均會要求購屋人須給付定金始能審

閱契約。又系爭契約書記載「本契約於簽訂前業經甲方攜回審閱五天

以上（少於五天者自認無異議）」等語，乃原告事先單方擬定之定型

化約定事項，購屋人須於給付定金或簽約前始得知悉，然當時購屋人

業已處於弱勢之不利地位，倘對契約內容有所異議，而原告未能接受

或甚至堅持依既定內容簽約，則購屋人將有被沒收定金之虞，致購屋

人無法依其意願修訂契約內容，是原告要求購屋人須給付定金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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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書供購屋人審閱之行為，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規定，經被告衡酌原告違法行為動機、目
的、預期不當利益、危害交易秩序持續期間、經營狀況、市場地位及

配合該會調查態度等事項，乃依同法第41條前段規定，命原告自處分
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

為，並處罰鍰20萬元。
(2) 原告不服原處分，訴稱系爭房屋已興建完成，有特定實體可供購屋人
依實際建材、空間面積、施工品質、公共設施及隔間等條件實地瞭

解，進而決定是否購買，此與預售屋之買賣型態有別。且原告所擬就

之房屋買賣契約書，前文即以粗體字載明「本契約於簽訂前業經甲方

（即購屋人）攜回審閱五天（少於五天自認無異議）」，且此項記載

位置與首頁購屋人之簽名處密接，足證其已明確告知購屋人契約審閱

權限，至其收取定金係因購屋人有意承買房屋而為限制其就購屋人指

定之特定房屋不得再由其他客戶銷售，且其在收取購屋人訂金後，仍

遵守合約有關契約審閱期間之規定，是其於爭取交易機會之過程中，

並無使用欺罔或顯失公平之不正當手段，更無濫用市場地位使交易相

對人接受其不公平合理之交易條件。

(3)法院見解
公平交易法之規範目的，除維護交易秩序與確保公平競爭外，並在於

維護消費者利益，雖非一切交易行為有不公平之處，即可為公平交易

法之規範對象，但事業與消費者從事交易時，其交易手段嚴重影響消

費者利益，即難謂無公平交易法適用之餘地。公平交易法第24條所規
定之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應斟酌公平交

易法為經濟法之特性，並考量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而為最適合當

時經濟情形之管理。就營業競爭手段而言，其手段之不法性，由直接

或間接對「競爭效能」可能形成妨礙之觀點以觀，若交易雙方因議約

地位不平等，其手段從整體經濟發展及公共利益考量，已有違背公序

良俗之本質，而妨礙同業競爭者之公平競爭或使其交易相對人不能為

正確選擇，即應論以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規定。並就市場地位而
言，非僅從交易數量、金額多寡或市場占有率作為市場力量判斷基

準，而應就個別具體事件，考量雙方在交易條件上是否對等，是以交

易行為不論在事業與事業間之競爭關係應受規範，即在事業與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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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交易關係亦應同受規範，故禁止契約當事人利用地位之不對等，事

實上與市場優勢地位之濫用禁止殊途同歸，皆在維護整體交易秩序，

應有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適用。
2.本文見解
本件原告雖於買賣契約書之前文即以粗體字載明「本契約於簽訂前經甲方

（即購屋人）攜回審閱五天以上（少於五天自認無異議）」，且此項記載位置

與首頁購屋人之簽名處密接，惟上開契約之記載事項為原告單方事先擬定之定

型化契約，購屋人給付定金後，如不簽約購買，即不易取回定金，因之斯時再

審視該定型化約款，已處於弱勢之不利地位。又，購屋人於簽訂買賣訂購單並

給付定金後，原告始提供契約書供購屋人攜回審閱。按書面契約之條款，除價

金及坪數確定外，購屋人對其他交易事項均無所知，相對於購屋人而言，原告

擁有資訊遠多於購屋人，契約當事人地位顯不對等，原告利用購屋人不續簽正

式契約，定金可能遭沒收之虞，使購屋人作成交易決定，顯係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24條規定，本案處分之意旨係在於原告利用其與購屋人不對等之契約地位，
要求購屋人給付定金方可攜回契約審閱，並非因原告不允檢舉人因私人事由解

除契約，而予處罰，故無如原告所稱係利用公平交易法介入民事契約義務履

行。

（三）未告知打算購屋之人得採用內政部所訂定之要約書

1.最高行政法院判決91年度判字第1453號
上訴人既知悉被上訴人前開會議決議與行業導正內容，卻不於交易相對人

簽訂「委託議價契約書」時主動以口頭告知或提供要約書予交易相對人使其有

選擇機會，而直接以其自備之「委託議價契約書」與交易相對人簽約，並僅於

備註欄中以較小之字體簡要記載「本公司備有內政部頒訂之要約書可供台端選

擇」，亦未就「要約書」之具體內容加以說明，遑論有以另份書面文件供消費

者簽署，使消費者得以充分了解「斡旋金」與「內政部版要約書」間之差異及

替代關係。核就交易資訊原即處於明顯不對稱地位之買方而言，本無從藉由上

訴人於「委託議價契約書」備註欄簡單、抽象式之記載，而得悉斡旋金與內政

部版要約書之差異及替代關係，自無從行使其選擇權，檢舉人卜美文雖有於

「委託議價契約書」備註欄以外的地方簽名或捺指印，但備註欄內未見有卜美

文所留任何之筆跡或署押，自無從證明其已知悉該備註事項，足見上訴人於向

消費者提出斡旋金要求時，未同時明確告知或提示消費者得採用內政部所訂定

之「要約書」及其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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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文見解
經查上訴人委任之代理人徐培麟於到被上訴人機關陳述時曾表示，檢舉人

自始至終均未要求上訴人提供內政部版要約書，因此上訴人尚無機會告知該要

約書之具體內容，惟上訴人於委託議價契約書之備註一、載明「本公司備有內

政部頒訂之要約書可供台端選擇」，並由檢舉人簽名確認，倘檢舉人主動要求

進一步審視內政部版要約書，上訴人當樂意提供，並加以解說云云。上訴人實

際上並未提供要約書予檢舉人卜美文閱覽及選擇，其原因為檢舉人並未要求，

故上訴人所稱確實依法提供要約書供卜美文選擇之詞，與事實不符。上訴人之

行為難謂已善盡仲介業者之告知義務，已構成隱瞞重大交易資訊，而使交易相

對人與之交易之欺罔行為，並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程度，已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24條規定，被上訴人依同法第41條前段裁處罰鍰25萬元並命上訴人於處分書
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揭違法行為。

（四）隱瞞有一買方已簽署斡旋金收據並支付斡旋金之資訊

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96年度訴字第01348號
(1) 公平交易法之主管機關即被告，發布有「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
公平交易法第24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於第5點規定：「本條所稱交
易秩序係指符合善良風俗之社會倫理及效能競爭之商業競爭倫理之交

易行為，其具體內涵則為符合社會倫理及自由、公平競爭精神賴以維

繫之交易秩序。判斷『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應考量是否足以影響

整體交易秩序（諸如：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

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及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欺罔

或顯失公平行為等事項）或有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效果之案件，

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始有本條之適用。至單

一個別非經常性之交易糾紛，則應尋求民事救濟，而不適用本條之規

定。」第6點規定：「本條所稱欺罔係對於交易相對人，以積極欺瞞
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前項

所稱之重要交易資訊，係指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重要交易資訊；所稱

引人錯誤，則以客觀上是否會引起一般大眾所誤認或交易相對人受騙

之合理可能性（而非僅為任何可能）為判斷標準，同時衡量交易相對

人判斷能力之標準，以『合理判斷』為基準（不以極低之注意程度為

判斷標準）。其常見行為類型如：……（三）隱匿重要交易資訊。」

核上開規定，係被告本於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定所為之解釋性行政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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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用以審理事業之行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定，於法律保
留原則無違，亦不生授權是否明確問題，自亦得援為本案判斷之參

考。

(2) 本件被告以原告於93年11月29日與檢舉人簽署房地產委任代理銷售
契約書，檢舉人將臺中縣大甲鎮○○段481、482-1號土地及482號土
地，委請原告代理銷售；同年12月9日買方唐信萬欲以每坪8萬5千元
購買臺中縣大甲鎮○○段481及482-1號2筆土地，並與原告簽署斡旋
金收據及繳交斡旋金30萬元，委託原告代為向檢舉人議價；原告知悉
買賣雙方當事人出價，且唐信萬出價高出檢舉人委託銷售價格達540
萬元等資訊，卻未本於仲介業者應信實服務居間協調買賣雙方完成

交易，反與檢舉人於94年1月2日另外簽訂481、482及482-1號等3筆土
地，委任銷售總價為2,760萬元之房地產委任代理銷售契約書（原處
分卷第241頁），居間洽得2位買方，相鄰土地之價格差距近3倍，均
與賣方利益相牴觸，原告主張其未隱匿任何交易資訊，而係賣方自願

同意云云，有違一般經驗法；則原告於從事仲介交易過程，利用其業

務上享有之資訊優勢地位，以欺罔手段隱瞞檢舉人有關已有買方簽署

斡旋金收據並支付斡旋金之資訊，與房屋仲介業者首重資訊透明、信

實服務的行業規範背道而馳，具有商業倫理之非難性，核屬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定，經審酌原告違法
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

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

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等情狀，被告爰依同法第41條前段規
定，命原告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行為，並處以罰

鍰50萬元，經核與前揭法條、公平交易法第24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等規
定，均無違悖之處，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違誤，均應予維持。

2.本文見解
房屋仲介交易過程中，房屋仲介從業人員因業務關係，自買、賣雙方獲得

價格資訊，為最明瞭買賣標的物價格資訊者，倘利用交易資訊上之優勢，隱瞞

重要交易資訊，並輔以欺罔手段詐騙當事人，與房屋仲介業者首重資訊透明、

信實服務之行業規範背道而馳，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定之虞。原告利
用其業務上享有之資訊優勢地位，以欺罔手段隱瞞賣方（即檢舉人）有關已有

買方唐信萬願以更高價格購買481、482-1號2筆土地之交易資訊，已形成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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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對稱之情形。

伍、結論

不動產經紀業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4條第4款之規定，係指經營不動
產仲介或代銷業務之公司或商號，此亦為公平交易法第2條以及消費者保護法
第2條第2款所分稱之「事業」與「企業經營者」。由於不動產經紀業有其獨有
之產業特性，不動產的價值較其他商品為高，交易金額動輒數百萬元。多數消

費者一生中可能僅有一次或是二次的交易經驗，相當缺乏實務上之專業知識。

此外，不動產交易所需要的資料繁雜、過程相當冗長，因此耗日費時，大部分

民眾或消費者之經驗不足，故對於不動產交易的資訊不易掌握，而專業不動產

經紀業者的存在即有其必要性。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之目的在於管理不動產經紀業，建立不動產交易秩

序，保障交易者權益，促進不動產交易市場健全發展。該條例對於正確訊息的

提供、商業行為之約束等有具體之規定，此外，公平交易法對於「房屋仲介

業」亦有適用之情形，如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標示行為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廣告、標示行為之規範；或是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房屋仲介業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態樣有未告知斡旋金與內

政部版「要約書」之區別及其替代關係、賺取差價、不當收取多次服務費等，

其中主要涉及了公平交易法第21條與第24條等。
本文就具有參考價值之判決進行簡要評析與檢討，其中包含：最高行政法

院判決87年度判字第255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96年度訴字第03284號、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94年度簡字第00290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訴字第
155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96年度訴字第01348號、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91年度判字第1453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訴字第155號判決。本文發現
主要的爭議在於「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商品廣告之禁止」，其中含有：建物

銷售廣告上對夾層設計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住辦合一」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成屋履約保證與廣告不實等。

另外，在不公平競爭行為禁止之情形，例如「虛報房屋真實成交價格，不

法牟取仲介費用」；「銷售房屋時，要求購屋人須給付定金始提供契約書供購

屋人審閱」；「未告知打算購屋之人得採用內政部所訂定之要約書」；「隱瞞

有一買方已簽署斡旋金收據並支付斡旋金之資訊」。本文建議主管機關可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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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資訊揭露與廣告行為的真實性規範進行更具體規劃與檢討，以提升不動產

交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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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institution analysis of the “Real 
Estate Brokerage Management Act” and 
related issues of unfair competition in 

Taiwan

Chen, Ming-Tsann*

Abstract

By changing of social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aiwan, the application and 
rights of real estate also become more intricateness. Moreover, under the situation 
of shortage of communication and transparency of data which is easy to cause 
information unsymmetrical.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real estate brokerage as 
its subjects and mainly discusse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isleading advertisement 
as well as unfair competition by transacting of real estate from the viewpoint of legal 
analysi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ler and buyer by 
transacting of real estate, this research analyzes firstly the regulations in the “Real 
Estate Brokerage Management Act” and the “Fair Competition Act” (especially 
§ 21 and 24). Then, this article takes the related judicatures of the “Supreme 
Administrative Court” and high Administrative Courts as case study. After analyzing, 
due to information unsymmetrical situation for buyers by transacting of real estate 
as mention above, it’s necessary for the authority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to make definition clearly of “misleading advertisement” as well a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for the real estate brokerage. In addition, it’s also necessary for the 
authority to establish related mechanism which can prohibit unfair competition 
among brokerages by transacting of real estate in Taiwan.

* Professor , Dept. of Real Estate and Built Environment, College of Public Affair,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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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公平交易委員會89年至97年10月不動產交易案例彙集整理
第一種類型：公平交易法第21條處分案
壹、工業住宅

48
、貳、國民住宅、參、建築物座落地點、肆、不動產面積

49
、伍、建

築物外觀、設計、格局配置
5014件、陸、建材設備、柒、公有公共設施或交通道路

5127件、捌、外在環境、視野與景觀525件、玖、夾層屋5310件、拾、停車位543件、

48 憲朋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憲宏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雙橡園」建築物廣告不
實案、三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巨將國際實業有限公司於銷售屬科技工業區之「藏
金閣」案、德耀建設企業有限公司於「文化舞集」案、居意建設事業有限公司於
「台北BINGO」案、瓏山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於銷售「四季紐約」案。

49 正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TIME時代會館」建築物廣告不實案。
50 住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園舞曲」建築物廣告不實案、正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銷售「大安新第」建築物廣告不實案、太平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太平洋商務
中心」建築物廣告不實案、宏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美麗河畔」建築物廣告
不實案、長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新億城植物園別墅」建築物廣告不實案、永
富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松江路永富邑」建築物廣告不實案、嘉泰開發建設有限
公司銷售「又見春天」建築物廣告不實案、聚合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麗晶世
紀總裁」建築物廣告不實案。精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美麗新世界」、宏普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環宇富達物業股份有限公司於「台北光點」、住易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於銷售「西班牙水花園」、瑋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與晨佳實業有限公司於「微
風Villa」預售屋、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齊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海天2部
曲」、真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第來亨NO.78晴光Diamond」預售屋。

51 裕山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薄荷社區」建築物廣告不實案、東帝士股份有限公司
銷售「摩天鎮」建築物廣告不實案、雍德建設開發有限公司銷售「紅樹林」建築物
廣告不實案、長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綠葉山莊」建築物廣告不實案、皇翔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歡喜城」建築物廣告不實案、旭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
「一九九四年生活態度青年獨麗國」建築物廣告不實案、玉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
售「新中泰博市」建築物廣告不實案、尚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中正公園館」
建築物廣告不實案、全盈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白雲山莊」建築物廣告不實
案、友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五甲天廈」建築物廣告不實案、有鴻建設有限公
司銷售「領袖城堡社區」建築物廣告不實案、東雲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東帝士山海
觀」建築物廣告不實，暨對預售屋未售出部分逕自變更設計，增加戶數銷售，為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京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河堤公園大廈」
建築物廣告不實案、日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大將軍山莊」建築物廣告不實
案、翁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尊爵─永安尊邸第二期」建築物廣告不實案、東
宜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東家創世紀」建築物廣告不實案、富隆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銷售「新．凱悅」建築物廣告不實案、皇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皇翔維也
納」建築物廣告不實案、佳瑞建設股份有限公銷售「台北雪梨新菁英海景渡假行
館」建築物廣告不實案、成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極上の湯」建築物廣告不實
案。太廣股份有限公司「綠景莊園濱湖．溫泉．雙併大別墅」、群家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湯宸」帝王溫泉渡假湯屋建物廣告、亞昕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亞昕101」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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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建造執照尚未核發引人誤認已取得建照、拾貳、納骨塔廣告使人業經核准啟

用、開發等、拾參、廣告表示建築物之用途與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不符
555件、拾

肆、廣告上標示之獲獎情形與實際不符
562件、拾伍、廣告上標示之優惠內容與實際

不符
573件、拾陸、房屋仲介廣告5811件、拾柒、其他59

。

 案、甲士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摩納哥」建案、亞昕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亞
昕水花園」、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春天戀人」建案、寶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花都」建物廣告。

52 兆雄建設有限公司銷售「東方伯爵」建築物廣告不實案、東雲股份有限公司銷售
「台中京華大鎮」建築物廣告不實案、博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和廣告股份有限
公司「台北副都心計畫」廣告不實案。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大華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甲山林廣告股份有限公司於「信義香榭Gallery」建案廣告、竹城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新理想廣告股份有限公司「竹城京都」建案。

53 富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海悅假期」建築物廣告不實案、康福建設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銷售「康福潭天天廈」建築物廣告不實案、康和建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
「紅樹林」建築物廣告不實案、佛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當代五合院」建築物
廣告不實案、總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文心高第」建築物廣告不實案、展望建
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新第來亨No.65晶鑽新第」建築物廣告不實案、元福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銷售「京王」建築物廣告不實，暨不當限制購屋人審閱契約，為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居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新第來亨NO.69吉鑽
新第」建築物廣告不實，暨不當限制購屋人審閱契約，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
公平之行為案、寶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寶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住易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銷售「敦南水都湯泉」建築物廣告不實案、居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新
第來亨建築No.61寶鑽新第」建築物廣告不實，暨於購屋人簽約後未及時交付契約
書予購屋人，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

54 聚合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帝景莊園」建築物廣告不實案、弘家建設開發有限
公司銷售「弘家藝術」建築物廣告不實案。振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振堡懷石」建
案。

55 恒拓建設開發有限公司銷售「台灣新故鄉」建築物廣告不實案、興三聚開發建設有
限公司銷售「御品Villa透天莊園」建築物廣告不實案、東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
「東陞米蘭楓上」建築物廣告不實案、宏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濱湖高第」建
築物廣告不實案、一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嘉興公園」建築物廣告不實，暨未
於契約書揭露公共設施所含項目、持分面積或分攤之計算方式等資訊，為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

56 日南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日紡麗景」建築物廣告不實案、漢神開發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銷售「傳家堡」建築物廣告不實案。

57 環泥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銷售「精華DC」建築物廣告不實案、鑲展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銷售「龍門經典」建築物廣告不實案、永信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文
化典藏」建築物廣告不實案。

58 興宸房屋仲介有限公司「35坪贈車庫」廣告用語不實，及於從事房屋仲介交易，提
出斡旋金要求時，未告知消費者得選擇採用內政部所訂定之「要約書」，為足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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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類型：公平交易法第24條處分案
壹、不當限制購屋人審閱契約

607件、貳、隱瞞重要交易資訊、參、未於買賣契約書
中載明土地移轉年度或日期、肆、未於買賣契約書中載明公共設施所含項目及分攤

之計算方式、伍、建築投資業者指定貸款銀行、陸、對預售屋未售出部分逕自變更

設計，增加戶數銷售、柒、建築投資業者要求購屋人繳回契約書
61
、捌、房屋仲介業

 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房地天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稱「同時發佈二○○、
○○○筆出售、出租物件為全省之冠」不實，暨榨取他事業網站所登載之不動產租
售資料混充為自身網站資料，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城居有限公
司未於店招及廣告看板上明顯處標示「加盟店」字樣，就其提供服務之主體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案、富業房屋仲介有限公司未於店招及廣告看板上明顯處標
示「加盟店」字樣，就其提供服務之主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案、信義房
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宣稱不實之房屋成交紀錄，就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案、太平洋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就加入所謂聯賣仲介服務之家數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案、葉俞麟君 即誠信房屋仲介行就其所提供仲介服務之建物內
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案、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宣稱「成屋履約保
證」、「風險歸零」，就其服務之品質、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案、信
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宣稱「天下雜誌五百大服務業調查．信義房屋連續11年獲
得經紀類第一名」等語，就其服務之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案、永慶房
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宣稱「房屋網站流量最大」，就其服務之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案。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於其所散發之海報上宣稱「各項調查
都是房仲業第一」、「擁有全國最大房屋成交資料庫」、「（信義房屋是）買方買
屋的首選，是第二名的五倍」。

59 東雲股份有限公司、建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85國際廣場」廣告宣稱「二年包租，
回報率高達16%保證」不實，暨未於買賣契約書中載明公共設施所含項目及分攤之
計算方式，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南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廣告
上就其建設出售之「福爾摩沙」建築物之整體居住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案、台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台基富貴專案—專案權益規章」列載異業結盟飯
店，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案、國產實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廣告上就其建
造出售之「空中別墅」建築物宣稱承購戶之職業社經背景與事實不符，就商品品質
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案。力漢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於廣告摺頁刊載「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之字樣、標章與網址。

60 合基建設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太平洋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展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達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
為案、樺昱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欽法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萬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

61 豐豪建設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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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未告知斡旋金與內政部版「要約書」之區別及其替代關係
6221件、玖、房屋仲介業

者賺取差價
635件、拾、房屋仲介業者不當收取多次服務費、拾壹、其他642件。

62 工信房屋仲介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聯碩房屋仲介有限公司
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友義房屋企劃事業行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
罔行為案、言信房屋仲介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聯宏房屋仲
介股份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蝸牛族房屋仲介有限公司為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巨鼎綜合開發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
行為案、名佳利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凱育不動產仲介經紀
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聯心房屋仲介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金日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
案、周顥宗 君即雙贏企業社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信義房屋仲介股份
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滿天廈廣告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之欺罔行為案、東方房屋仲介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富
鼎泰開發事業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光大不動產仲介經紀股
份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僑茂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為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極上不動產行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欺罔行為案、林致嘉 君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愛河不動產有限公
司於從事房屋仲介交易。

63 浤緯國際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泉開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龜山房屋仲介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
郭禮財 君 即天下房屋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寶富不動產仲介經紀有
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

64 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鴻運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之「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
中對於「委託期間」之記載，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寶田好房屋
仲介有限公司隱瞞有一買方已簽署「斡旋金收據」並支付30萬元斡旋金之資訊，為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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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溫院長豐文（東海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主持人黃委員、報告人陳教授、各位貴賓、各位先進，今天研討會的議題

（一）第二場，是由陳教授報告「不動產經紀業之管理法制與不公平競爭」，

陳教授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學者，他的著作等身，令人欽佩，今天我又接到他

贈送的一本新著，就是11月份剛出版的「土地法專題研究」。他今天報告的主
要焦點，是有關不動產經紀業對於不動產交易資訊揭露應該負的義務，如果違

反了這項揭露義務，應該怎麼來處理的問題。

這篇報告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有關不動產經紀的基本概念；其次是有

關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對不動產經紀業的管理規範，以及公平交易法21條、
24條的規範內容；第三部分就是針對不動產經紀業不公平競爭的案例，列舉了
7則判決進行分析檢討。這篇報告就整個結構來說，算是相當嚴謹，陳教授所
列舉的7則案例，大概從18頁到最後一頁，最後都陳述了自己的見解，非常難
得。不過我們曉得，為讓一般讀者瞭解這篇論文，對於案例判決之分析似乎應

該先提出事實概要，然後再說明訴辯雙方的主張，比如說原告主張什麼？被告

即公平交易委員會究竟怎麼答辯？然後再提出判決要旨，最後再提出自己之見

解，即本文見解。陳教授很用心，對這7則判決、在本文見解部分都寫的非常
精采。但是前面那些部分應該分開說明，對於讀者瞭解問題癥結所在會比較容

易。這是對陳教授做這篇報告的一種建議。不過就整篇報告來說，我剛才說過

是很嚴謹，而且立論非常清晰。我個人研究領域因為不是公平交易法，是民法

物權和土地法，針對這篇報告，想提出幾點不很成熟的看法，就教於各位。

第一點就是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3條第4款的規定，所謂經紀業，剛
才陳教授也說過，是指經營仲介或代銷業務的公司或商號。其中經營仲介業務

跟代銷業務的法律性質似乎有點不同，也就是說，如果是仲介，應該是一種居

間行為，如果是代銷，則是一種代理行為。換句話說，仲介是執行居間行為，

它是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媒介，但是代銷是執行代理行為，建商委託不動產經紀

業代銷，這時經紀業的地位可能是站在建商的立場，而與消費者辦理交易契

約。所以經紀業如果是為居間行為，我認為它是一種中間人的性質，如果是代

銷，它可能就是跟業者站在一起而具有建商代理人的性質。像這種情形，將來

修法的話，是否能夠更精確的把它分開，似乎不應該把仲介業務跟代銷業務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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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規定較妥。

第二點，剛才陳教授已經報告過了，就是不動產經紀業的經營方式，地方

性的業者大多是採取單店式的，就只一個店面而已。但是全國性的業者有三種

方式，就是直營店方式、加盟店方式，混合式，混合式就是直營店與加盟店兼

有。這三種方式，其中，直營店的方式，像信義房屋是；加盟店的方式，像住

商不動產、中信房屋、東森房屋是；混合式的則有太平洋房屋與永慶房屋。其

中直營店方式，法律關係比較單純。但是加盟店方式，法律關係比較複雜，加

盟店方式算不算是公平交易法所稱的「聯合行為」？萬一發生交易糾紛，加盟

業主究竟要不要負責？或是只有加盟店來負責？或是哪一種情形由加盟業主負

責，哪些情形由加盟店負責？或者是連帶負責？這一方面似有深入探討之必

要，這是第二點提出來說明的。

第三點，陳教授在最後的報告中，針對公平交易法第21條跟第24條的規範
內容做了很詳細的說明，在他報告裡面，援引了行政法院的判決加以仔細分

析。其中，第21條列舉了3則判決，如陳教授在報告裡面之說明，最後都是公
平會勝訴。公平會主要是依據公平交易法41條的規定作處分，包括命業者停止
行為、改正、或處以罰鍰；如果不聽，可以依次連續處罰，這是公法上的處置

問題。問題是業者所提供不實廣告，在私法上，和他簽約的人，是不是可依意

思表示被詐欺發生錯誤而行使撤銷權？或依侵權行為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其

實可以就整體面向來思考。

另外，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4條的規定，陳教授列舉了4則判決來加以檢
討，這4則判決裡面是針對業者的不正行為，其中，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的欺罔
行為，舉了3個案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顯失公平行為，舉了一個案例。「顯
失公平」是不確定法律概念，將來怎麼透過案件的累積，把它類型化，以利法

律之適用，有待深入研究。

最後想向各位說明的，不動產尤其是土地，本來是供人類利用的，因此相

關規範，應該是以利用為主，怎樣利用才能使國土永續經營，但是在現在工商

業社會裡，土地變成了商品，成為交易的標的，有的人利用不動產做為賺錢的

工具，所以法制上怎樣來規範交易秩序，以利永續發展，值得有關機關將來修

法時思考。以上與談，不是很成熟，請各位指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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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產業跨平臺結合之競爭規範

—在利益與不利益之間1

劉孔中
2
、周韻采

3
、簡維克

4

中文摘要

數位科技導致數位匯流（Digital Convergence）服務的產生，正挑戰著原
先以不同載具而作的個別產業特殊管制。通訊事業之間、傳播事業之間以及通

訊與傳播事業之間，為因應技術與服務的演進，正不斷地進行跨平台的合作、

整合及結合，使未來所有的交易將能在一個全然互連的IP（Internet Protocol）
平台上進行。為了維持此項平台對競爭的開放性，以及避免獨占業者將其市場

獨占力量槓桿至其他水平層級，就成為競爭法上的重大議題，而引起各國競爭

法主管機關的高度重視。本研究主要預先探究電信產業在面臨數位匯流趨勢下

所為各種平台事業間結合時，競爭主管機關應如何在現有競爭法規範下，適當

地融入現有通訊傳播法律規範精神而為相關准否之決定，並進一步就結合判斷

標準的「產生之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嘗試界定更明確的參考指

標。

1 本文係改寫自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民國97年所委託之「電信事業跨平臺結合之競
爭規範」研究報告。

2 中央研究院法律籌備所研究員，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合聘教授。
3 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4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班。

目　次
壹、通訊傳播事業跨平台結合之發展

貳、國外通訊傳播事業跨平台結合案例之分析

參、我國通訊傳播事業跨結合管制現況與檢討

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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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通訊傳播事業跨平台結合管制探討

一、從「跨平台」定義開始

「平台」（platform）的概念並非精確的法律用語，而在此描述的應是一
種經營特定服務的業者「身分」

5
，例如「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第一類

電信事業」及「第二類電信事業」。由於在現行電信或廣電法規下，欲經營

特定業務之業者皆因取得該執照而同時被給予該平台事業身分地位，故「跨平

台」理應指原先具有經營特定業務身分的業者，因為經營其他業務而同時須被

認定為其他事業身分資格，例如假設有線電視業者在既有的網路上有能力提供

數據或電路出租服務，惟因提供數據或電路出租業務依電信法規定須分別取得

第二類與第一類電信「事業」的執照，此將使得該有線電視業者在同一網路架

構下，分別具有三種不同平台身分：「有線電視系統平台」、「第一類電信事

業平台」與「第二類電信事業平台」
6
。

至於近幾年來不管是學術界或是產業界常提到「跨業經營」的概念，究竟

其與跨平台經營的概念之分際如何？本文認為「跨業經營」範圍較「跨平台經

營」廣泛。按在各大項目的平台(身分)分類下，其實仍可依照業務種類的不同
再區分各細項的業務執照，例如在電信平台（即第一類電信事業）中可再區分

為「固定通信業務執照」、「行動通信業務執照」與「第三代行動業務執照」

等不同業務，因此跨業經營範圍應包括此種屬於同一電信平台下的不同業務經

營結合。但若採此見解，恐將過度限制「跨平台經營」之定義範圍而無法就各

種業務間之匯流結合進行全面性的分析，故為避免上述見樹不見林遺憾，以及

兩者用語範圍不同所生之困擾，在本文中暫將「跨平台」與「跨業」不作區

分。

因此，特定服務的屬性對於事業是否因此須成為跨平台事業，有著相當重

要的影響。例如在美國的電信事業經營IPTV（Internet Protocol TV）服務時，
FCC認為該服務仍符合電信的特性，故毋須申請廣電事業的執照而橫跨廣電事
業；但在我國，中華電信之前所提供的MOD服務，就曾被行政院新聞局認定

5 一般係將平台（身分）種類區分為電信平台、網際網路平台、有線電視系統平台與
無線電視平台等大項目，各平台僅得依照各單行法規規定經營服務。

6 在現行法下，所謂的「跨平台」前提建構在「原特定平台僅能提供特定服務」的假
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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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有線電視業務，而要求中華電信須取得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的身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產業管制法下的個別業務並不必然等於競爭法概念下的

不具可替代性的服務種類
7
，因此在討論電信事業跨平台服務的各項管制時，

從競爭法角度與產業管制角度思考將會有不同的答案。

二、跨平台結合管制之回顧與現況
8

欲就各國對於跨平台的結合管制作為我國法上之參考，首先應先對於各國

通訊傳播產業的現況有初步的了解。若以電視領域為例，美國與歐盟各國便有

相當的差異。美國對於電視媒體管制採用「商有商營制」，也就是最自由的電

視制度，認為政府對於大眾傳播媒介不應干涉，而應使人民自由經營、競爭與

表達意見；相較於美國的低度干涉，歐盟國家則偏向大眾傳播媒介之目的在於

公共服務及提高社會文化水準，而非單純的商業
9
。此種態度也反映了美國與

歐盟有線電視市場的未來發展以及對於跨平台結合的管制態度。

（一）美國發展

早期美國政府由於懼怕既有電信事業因獨占所擁有的強大市場力量，例

如不公平的線桿附掛及交叉補貼等行為將會影響到有線電視產業的萌芽。故

FCC在1970年時公布了跨平台經營禁令，禁止區域性電話公司在電信服務區域
內，直接或間接透過附屬子公司，跨平台經營有線電視，提供影視節目服務給

訂戶，嚴格地在有線電視與電信事業之間劃上一條區隔線，不准彼此跨越經

營
10
。然而歷經1980年代有線電視費率鬆綁而使有線電視產業迅速發展後，在

當時有線電視業者就如同區域性電話公司（RBOCs）一般，在其經營區域內享
有實質的獨占利益，而引起消費者以及無線電視業者的反彈或憂慮。

為了引進區域性電話公司來促進競爭，FCC建議國會廢除此跨平台經營禁

7 例如電信法將2G行動電話與3G行動電話區分為不同業務，但國外競爭法案例中仍
認為此屬於相關市場，詳見後述T-Mobile與tele.ring一案。

8 此部分不包括與無線電視平台相關的跨業經營，按無線電視往往涉及國家對於廣電
頻道的分配與任務而非得以商業行為涵括。

9 1980年，西、北歐17國家中共有41個電視頻道，其中只有5個為商營，其餘皆為公
營。但在1990年，商營電視頻道增加了31個，而公營頻道只增加了5個。此尚未包
括有些須額外付費才能收看之頻道及節目。（Brants & Sinue, 1992: 103-104），轉
引自馮建三，〈公共電視的解構與建構〉，收錄於氏著《廣電資本運動的政治經濟
學 析論1990年代台灣廣電媒體的若干變遷》，台北：唐山，頁51-52 (1995)。

10 相關探討請見張美滿，美國有線電視與電信事業跨業經營管制之研究，淡江大學大
眾傳播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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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最終於1996年電信法中完全廢除此市場進入障礙的禁令。值得注意的是，
1996年電信法雖然廢除跨平台經營禁令，但是仍然設有產權買賣之禁止條款，
防範過度的併購及合資經營行為，但是其管制之重點已經從過去之反獨占政

策，轉變為防範不公平競爭政策
11
。

（二）英國

英國政府對於有線電視跨平台經營卻採取了極為開放的態度。英國自1983
年起出現了第一個雙向系統的有線電視網路後，政府於1991年重新檢討修正了
既有的有線電視法規，使得有線電視業者可以申請經營長途電話業務，並與

有經營權業者的網路相連，而英國電信和其它原有的公眾電信業者，十年內不

得在自己主要的網路上經營有線電視，但新的全國性電信公司可以傳送電視業

務
12
，是歐洲國家第一個可以利用有線電視系統提供語音通話服務之國家。另

外，英國政府自1998年起，也逐步漸進地解除電信業者跨足視訊服務市場的限
制，而在2001年1月起，他們更被允許可在全國範圍內提供視訊服務。英國電
訊（BT）因此得以透過非對稱用戶迴路（ADSL），提供高速上網及隨選視訊
（video-on-demand, VOD）等服務（Department）13

。

（三）台灣

在民國88年2月修正有線廣播電視法之前，我國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2條規
定「申請經營有線電視之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審議委員會應為不予許可之

決議：五、有經營電信總局（局）業務者。」依照此規定，電信事業無法跨平

台經營有線電視業務。惟在民國85年電信法修正前，電信主管機關與電信事業
本為一家，且有線廣播電視法係於民國82年方才訂定，故對於我國跨業經營之
發展並無太大影響。

然而電信法既已宣告電信邁向自由化，且行政院亦於民國88年公告開放綜
合網路業務之申請，有線廣播電視法自有修法之必要。依該次修法說明所述，

修法原因除了舊法未盡完善，形成有線電視系統未來發展瓶頸外，還因為傳播

11 張美滿，有線電視與電信事業跨業經營管制政策工具之研究-以美國經驗為例，中
華傳播學會年會研討會，頁33(1988)。中華傳播學會網站：http://ccs.nccu.edu.tw/
UPLOAD_FILES/HISTORY_PAPER_FILES/931_1.pdf（最後點閱時間：2008年11月
20日）。

12 陳璽中，歐洲有線電視市場概況，通訊雜誌，第35期。通訊雜誌網站：http://www.
cqinc.com.tw/grandsoft/cm/035/aap341.htm（最後點閱時間：2008年11月20日）。

13 詳見羅世宏，開放近用、有效競爭與公共利益：寬頻視訊服務市場的管制架構，新
聞學研究，第78期，頁107-142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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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展快速，科技及工程技術之變革已迅速改變了有線電視產業風貌；另一

方面，為了配合行政院推動之「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NII）之整合網路
計畫，並掌握科技之脈動以邁向亞太媒體中心目標，以塑造自由化與國際化之

傳播發展環境亦為當務之急，有必要從技術面及經營面來探討有線電視法之修

正。

綜上，我國目前就電信法或有線廣播電視法亦已無明文跨平台經營之規

定，惟在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0條有關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以及第19條外資比例
之限制，對於中華電信以及具有外資持股的電信事業來說，如欲與有線電視系

統經營者結合仍有一定的影響。

貳、通訊傳播事業跨平台結合案例之分析

一、美國結合案例

在1996年解除了跨平台經營限制後，美國通訊傳播事業間的結合案件也日
益增多，例如1998年的WordCom與MCI結合案14

、1999年的AT&T與MediaOne 
Group結合案15

以及2000年的AOL與Time Warner結合案16
等重要案件。在國內

許多學者對上述案件的研究基礎下，本文將挑選自2002年後的相關案例以瞭解
FCC就服務匯流下之整體利益與不利益的判斷標準為何，作為我國管制改革之
借鏡：

（一）FCC與司法部就通訊傳播事業結合審查分工與流程
1.美國司法部
美國司法部反壟斷部門依據克萊頓法（Clayton Act）第7條規定，即任何

結合案不得實質減少市場上之競爭而審視每件電信合併案。惟司法部的檢視僅

侷限在結合是否會有導致潛在競爭效果的影響，而不得去參酌諸如國家安全、

法律執行或是其他公共利益的因素。

14 涉及兩家長途電話與國際電話業務事業之結合，See  Wor ldCom,  Inc . /MCI 
Communications Corp., Memorandum Opinion and Order, FCC 98-225, 13 FCC Rcd 
18025.

15 涉及電信事業與有線電視事業之結合，See AT&T Corporation/MediaOne Group, Inc., 
Memorandum Opinion and Order, FCC 00-202, 15 FCC Rcd 9816.

16 涉及ISP事業與有線電視事業之結合，See AOL/Time Warner, Memorandum Opinion 
and Order, FCC 01-12, 16 FCC Rcd 6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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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執行結合管制的主要依據為克萊登法第7條及第7A條，採「事前申
報（notification）異議制」，依照第7A條規定，結合事業之規模如達到一定數
字時，應事先向司法部及聯邦交易委員會申報結合，在其核准前，該結合不得

實施
17
。

2.FCC
FCC係依照通訊法第214(a)條及310(d)條規定，判定結合案是否符合公共利

益、便利與必要。在決定前，FCC首先須先評估本結合案是否符合通訊法或相
關行政規則中的特定條款規定，如果皆未違反時，FCC才評估結合是否將會傷
害通訊法中的政策目標而導致公共利益受損。此時，申請人將負有舉證責任證

明該結合案滿足公共利益，如無法說服FCC，FCC有權對此再召開聽證。
FCC衡量的公共利益包括了通訊法的廣泛政策目標，例如促進或保護相關

市場的競爭、加速私部門對於先進服務的建設、新服務的推出、確保頻率執照

取得者的多元等。

在決定結合的競爭影響上，FCC將採取但不限於傳統意涵的競爭法原則。
因此，儘管FCC與DOJ各自有獨立的權限去調查此合併案，但兩者所採取的標
準並不需要一致。誠如上述，DOJ之法規依據是克萊頓法第七條實質不得減少
競爭之規定，但FCC則係以符合公共利益為考量。在通訊產業中，競爭狀態並
不只是由競爭法規則來形塑，還包括規範業者間互動的法規政策。因此FCC在
衡量結合的競爭影響時，亦會將焦點集中在加速消除相關市場中的具有顯著市

場力量之事業及未來的競爭狀況。FCC有權施加或執行特定量身訂做、與特定
交易相關的條件，滿足公共利益之立法要求，而此條件的施加亦僅是為了矯正

該交易可能產生的傷害。

3.整體利益與限制競爭不利益之分析架構
(1) 潛在公共利益傷害分析架構
依照FCC的先例，首先將先對結合的事業進行結合後的結構分析。此
必須先定義相關產品市場以及相關地理市場，在界定出特定市場後再

指出該市場的參與者，並檢視市場集中度以及該結合對於集中度的影

響。此外亦須考量，是否存在新進競爭者有意願進入市場，而減少結

合可能產生的價格上漲。

經過結構分析後若發現該結合具有反競爭效果，FCC則會再分析結

17 沈麗玉，事業結合之管制與變革—兼論公平交易法之最新修正，公平交易季刊第11
卷第1期，頁62以下（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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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後事業之行為，以更進一步了解結合可能影響的競爭行為。行

為分析則以結合後特定市場中的水平效果（horizontal effects）及垂
直效果（vertical effects）作檢驗。前者又包括結合後事業的單邊行
為（unilateral actions）或整體市場參與者的共謀行為（coordinated 
interaction）。後者則是檢驗參與結合的事業是否可因此結合而增加
或提高其對於其他競爭者生產要素為差別待遇的能力或誘因。

(2) 潛在公共利益增進評估架構
除了上述因結合而可能造成的潛在傷害分析外，FCC也會考量結合是
否有可能產生可被證實的公共利益。在此分析架構上，FCC認為此須
由申請人負舉證責任，例如該結合後所提升的效率、事業競爭力提

升、價格下降、更好的品質或是新興的服務或產品等公共利益。此

外，結合後的公共利益尚須滿足下列條件：

(A) 該利益必須是因由結合案所引起，而無法利用其他方式達成。
(B) 此利益必須是可以驗證。且依照FCC之前的觀點，此利益必須涵
蓋需要計算達成此利益所需的成本。若無法被驗證的利益或是在

未來才會發生的利益，則應不予考量。

(C) 邊際成本的降低比固定成本的減少更能顯示該利益的存在。
最後，FCC採取滑動尺寸理論（sliding scale approach）檢視每項
利益主張。在此理論下，如果潛在的危害出現具可能性及實質性

時，申請人對於其因結合所生之利益主張也必須有更高程度及更

大可能性。

（二）AT&T與BellSouth結合案之分析18

1.本案事實背景
(1)當事人介紹

BellSouth集團是美國東南區最大的通訊服務提供業者，總部設在亞特蘭
大。在該集團下有固網業務及持有行動電話業者Cingular的40％股份。AT&T提
供電信服務的對象則包括了一般大眾及其他電信服務提供者，例如地區電話服

務、無線通訊、長途電話、數據服務、電信設備、批發傳輸服務等。此外其於

2004年也開始透過與EchoStar的契約，提供衛星電視服務（共同推廣EchoStar

18 See In the Matter of AT&T Inc. and BellSouth Corporation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of 
Control, WC Docket No. 06-74, FCC Website: http://hraunfoss.fcc.gov/edocs_public/
attachmatch/FCC-06-189A1.pdf（最後點閱時間：2008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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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但AT&T只賺取佣金）。同樣的，AT&T對於Cingular也有60％的經濟利
益（economic interest）以及50％的投票權。

(2)事實過程
2006年3月，AT&T向BellSouth提出結合計畫並達成協議，BellSouth雖然繼

續存續，但將成為AT&T的子公司，此外AT&T將取得100％的Cingular控制權。
2006年3月31日，當事人BellSouth與AT&T依據1934年通訊法第214與310(d)條
共同向FCC提出了此結合申請案，最後FCC於2006年12月通過。

2.潛在公共利益傷害之分析架構
因為AT&T與BellSouth在各種服務與各種顧客群中存在著競爭關係，故

FCC認為在此結合案中的准駁判斷上應考量潛在水平競爭效果。此外，AT&T
與BellSouth也提供了關鍵的上游生產要素予其他各種通訊服務業者，因此有必
要探討其垂直競爭效果。FCC在本案中對於當事人所經營的各項業務進行逐一
的檢驗，並發現在「特別接取競爭」（special access competition）可能因當事
人的結合而存有高度的反競爭疑慮。

上述服務其實類似於我國固網事業所提供的專線業務，主要係提供新進電

信業者在欠缺最後一哩時可以租用該特別接取網路以提供企業用戶零售服務，

或是作為連結兩電信事業間網路之用。本案中，FCC在界定此服務的特定市場
時，另依照服務與技術的差異將特別接取服務再分為第一型（Type1）與第二
型（Type2）的特別接取服務19

。依之前慣例，FCC將分別就結合案對於其經營
區內及經營區外進行競爭效果探討。惟由於BellSouth並未在其經營區外或是在
AT&T的經營區內提供Type1的特別接取批發服務，所以此結合案並不會影響在
AT&T經營區內的反競爭效果，因此FCC將僅就BellSouth經營區內的競爭狀況
進行分析。

(1)水平效果：
(A) 單邊效應：
 從當事人提供的資料可知在Type1的接取服務部分，AT&T在

BellSouth經營區內直接連結的建築物有317棟。根據這些資料，
FCC發現其中31棟係僅能由BellSouth與AT&T提供服務，而其他競

19 前者是完全由單一事業所提供的服務，範圍包括用戶迴路及中繼網路；後者則是由
兩家事業所組合，由其中一家提供用戶迴路，另一家提供中繼網路部分。FCC發現
許多特別接取批發服務的需求者將會因為可靠性、價格、品質而優先考量Type1的
方式，而這樣的差異確實使兩者成為不同的產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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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者並無法提供服務。因此許多利害關係人批評此結合將導致特

別接取批發服務的價格調漲，且上述31棟建築物將受到潛在的競
爭傷害。但因為AT&T自願承諾售出這些大樓的設施使用權，讓其
他新進固網業者有進入提供服務的機會，故FCC認為此舉將可減
少結合所造成的傷害。

至於Type2的接取服務部分，利害關係人認為結合後，AT&T
在BellSouth經營區內從事此業務有三項優勢：(1)AT&T可以從
BellSouth得到用戶迴路的特別優惠；(2)AT&T有更為綿密的光纖
網路使其得以將服務到達更多商用建築物；(3)AT&T取得既有固
網業者的身分，將使得AT&T在鄰近的地區中對於企業客戶推出特
別接取服務時，將會比其他新進固網業者更有優勢。但FCC對三
項優勢並不認同，並認為(1)目前並無證據顯示AT&T取得其他競
爭者所沒有的折扣優惠，BellSouth任何的折扣計畫對於所有新舊
固網業者都一體適用；(2)從證據顯示其他競爭者的光纖網路布建
可與AT&T相競爭；(3)當其他新進固網業者嘗試進入新的地理市
場時，往往會先從高集中度之地區開始推展，從紀錄顯示既有固

網業者在本身經營區之外的地區也是如此。而既有固網業者於經

營區外的高集中度地區推展服務時所遇到的問題與新進固網業者

相同。既然AT&T在BellSouth經營區內所經營的特別接取批發業
務並非屬於AT&T原來的經營區，也將有同樣的問題而不具特別優
勢。

總結來說，由於新進固網業者可以運用它們現存的共置設備以及

購買特別接取服務的網路元件提供此業務，且在BellSouth經營區
內，其他新進固網業者全體合計將有比AT&T更多的光纖線路與共
置點，因此AT&T退出Type2的批發接取服務經營並不會產生可觀
的價格改變或是影響服務提供，不會有反競爭的效果。

(B) 共謀效應：
事業間交互影響的可能性取決於許多因素，包括彼此間達成默示

同意的難易性、廠商間欺騙的誘因以及其他事業發現或是處罰

對方欺騙的能力。但因為不論是購買Type1或Type2的特別接取批
發服務的事業都是比較精明的顧客，且往往係以投標形式或是

個別溝通契約內容，並簽訂長期契約，因此都使得此結合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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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South經營區內並不會導致默示勾結或是其他交互影響。
(C) 相互抑制（mutual forbearance）：
有利害關係者認為結合後，當事人與Verizon將很有可能協議在
這項業務上互不競爭，雖然FCC承認此可能性的存在，但卻不認
為此會減少Verizon經營區內的市場競爭。AT&T已經投資了幾百
萬美金從事包括在Verizon經營區內的全國性網路建設，為了投
資的回收，可以合理期待AT&T將有強烈的誘因去充分利用其資
產。更甚者，FCC也找不出證據證明在Verizon經營區的競爭會與
BellSouth經營區的競爭會有顯著的差異，因此正如在BellSouth
經營區內存在許多的新進固網事業在結合後仍會提供特別接取服

務，並無理由懷疑Verizon經營區內不會亦有其他競爭者提供此
服務。故即便兩者相互不競爭，但仍會有其他競爭者提供此等服

務。

(2)垂直效果：
BellSouth已為垂直整合的電信服務提供者，結合並不會造成申請者更有誘

因去從事差別待遇。且如果既有固網業者有誘因或能力在現行法規下於特別接

取服務元件的使用上歧視其他競爭者，這樣的疑慮比較適合依賴修改現行法規

去解決。

(3)建議的矯正方式：
AT&T自願賣出該區域內部分建築物的設施使用權（IRU; indefeasible right 

of use），使其他競爭者可藉此IRU提供特別接取服務，FCC認為此將可以有效
的減少潛在的傷害。

3.潛在公共利益增進評估
FCC認為此結合案將能帶來下列的公共利益，包括加速寬頻網路建設、增

加多頻道影視節目傳送（MVPD）的競爭、國家安全、政府服務、Cingular所
有權的單一垂直整合的效益、範疇經濟與規模經濟、成本節省，分述如下：

(1) 加速寬頻網路布建：在1996電信法中，國會賦予了FCC一項使命，
即要求其促進所有國民得以合理時間及價格下享受先進電信服務

（advance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並除去相關的建設投資障
礙。而藉由AT&T的自願承諾事項，FCC相信結合後，消費者將可因
當事人在其經營區內布建寬頻網路而更快享受先進電信服務。

(2) 單一化Cingular的所有權經營：FCC同意當事人的結合將可使Cing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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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策可以更為迅速，以便推出新型態服務及增加效率。當事人已提

出證明在未結合前，因股東結構關係，Cingular的重要決策都需要由
當事人兩造所組成的委員會同意，而常因彼此的利益不一致而導致重

大決策的延遲。在結合後，將不再會有此不一致的問題，且結合後行

動電話的涵蓋範圍也將增大，故對於消費者來說亦能享受更優質的服

務。

(3) 增進MVPD競爭：結合後，BellSouth由於規模經濟的誘因，將會以5
年期間升級原先的寬頻接取網路與核心網路，提供更多消費者以IP為
主的互動服務，包括IPTV，而讓經營區內的用戶將可以享受到MVPD
競爭的好處。此外，其他證據也顯示，若有既有電信業者提供MVPD
服務時，該地區的有線電視費率與其他沒有電信業者提供MVPD之地
區相比，將會有15-41％的降幅。

(4) 國家安全、災難回復與政府服務：FCC認為結合後將會使當事人有能
力建構一個統一的、以IP為基礎的網路，可以提供政府更為安全與效
率路徑的通訊服務。此外，此網路亦是由美國企業所擁有與控制的重

要通訊設施，故可確保國家安全。結合後也可以增進當事人面臨災難

的反應，因為當事人可以除去許多事業間因彼此協助而導致的延宕過

程。最後，AT&T正在建構其對於災難發生的回復能力，而BellSouth
的使用者原先因設備的不相容而無法同等享受，這在結合後也可以獲

得解決。

(5) 垂直整合的效率：除了一般垂直整合可因組織改變而減少交易成本
以及減少下游市場價格等特性外，FCC同意當事人所說，AT&T與
BellSouth兩者間的網路為互補，彼此鋪建的光纖並無重複。故結合後
的公司將可以有能力提供更全面的服務，且此將使得大企業以及批發

市場之客戶得以受惠。

(6) 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雖然此部分難以量化，但FCC仍認為結合將會
帶來此點利益。目前兩家事業雖然在某些區域存有競爭，但其市場主

力及成功之處則在市場上各有不同。因此結合不僅讓當事人可以有更

大的顧客基礎，同時也可藉由提供不同的通訊服務而擁有更顯著的

利益，而此是原先個別公司所無法達成的。此外，FCC也同意結合後
的事業因有更多的顧客基礎，將有更大的誘因去從事基礎的研究與發

展，而推出新型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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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成本綜效：當事人雖認為結合後在營運成本部份將可省去160億美
金，包括了省去重複網路建設、人事支出、減少網路維運費用等。但

FCC經過詳細的分析後，認為並不能將全部160億都認為是節省的利
益，因為申請人計算所得到之數字是包括未來的節省，而FCC認為未
來性的節省並不應該列入。

（三）Nextel與Sprint結合案之分析
1.本案事實背景

(1) 當事人介紹
N e x t e l係以 8 0 0 M H z與 9 0 0 M H z頻段經營專用行動無線通訊服務

（Specialized Mobile Radio Service, SMR），並且在其整合型數位增強網路
（Integrated Digital Enhanced Network, iDEN）上提供數位無線語音及數據通訊
服務。到2004年12月31日止，其共有162萬客戶，是全美第5大用戶數的行動通
訊服務商，營收為1340萬美元。

Spr in t則使用CDMA作為其無線通訊網路技術，經營個人通訊服務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Service, PCS），該網路可在全美48州的99％大都市
中提供服務。其也與其他子公司簽訂協議，使該子公司得利用Sprint的PCS執照
建置CDMA網路，並以Sprint PCS之名義提供特定地區之通訊服務。在2004年
12月31日時Sprint擁有240萬的使用者，是全美第三大行動語音及數據服務提供
者，營收為1460萬美元。

(2) 事實過程
2004年12月，Nextel與Sprint同意進行結合，並將把Nextel與Sprint的資產與

營運結合成為單一公司，結合後的新公司改名為Sprint Nextel，並會把固網業
務分割出來。若此結合案生效後，將使得兩家大型全國的行動通訊服務事業在

經營區上互相重疊，且將使得市場上之大型服務提供者由5家減少為4家。
FCC認為Spirnt與Nextel分別為第3及第5大行動事業，此結合並不會導致結

合後公司的單邊市場力量濫用或是與其他競爭者之共謀行為發生。此外，FCC
認為此交易將可以增進大眾利益，包括增加服務品質、更廣泛範圍的下一代無

線服務提供。因此，在檢視相關競爭傷害分析及可增進的公共利益後，FCC於
2005年中同意了Nextel申請將其執照移轉給Sprint。

2.潛在公共利益傷害之分析架構
本結合案中主要涉及的是有關SMR與PCS兩種商業行動通訊頻率下所涉及

的行動語音通訊市場的競爭（Mobile Telephony Competition）議題。也由於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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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間屬於水平的競爭者，故本案並無須考量垂直競爭之問題。

(1) 共謀效應
在此案中，當事人亦以FCC在Cingular與AT&T合併案所持立場作為立論基

礎，即減少競爭者及增加市場集中度並不足以得到反競爭效應的結論。FCC在
本案仍維持採此立場，惟認為當兩家公司結合為一家時，容易有誘因及能力與

市場上其他的競爭者間達成共謀行為。故除了市場事業數目外，FCC仍就可能
會影響共謀之各個因素加以檢驗。

(A) 資訊的透明：
FCC認為結合後因為會減少業者數目以及各種複雜的資費模式，
且相關訊息都已公布在其網站上，而對於其他事業來說可以更容

易取得對手的營業資訊，有助於事業間因價格跟隨而達成共謀。

但在本案間是否會因兩家公司的結合而增加共謀的可能，FCC認
為尚不充分。

(B) 事業與產品之同質性：
FCC發現結合將會縮小其他事業間之差異性，然而FCC也認為市
場佔有率的重大變化以及全國性電信事業在各經營區內的相對地

位，都將會限制此種共謀行為的有效性。此外，當事人認為結合

後仍可以存有相當之差異性，例如產品的差異性以及各行動事業

與其他固網事業合作發展所產生服務的差異，皆可抑止事業間之

共謀行為，對此FCC亦表示同意。
(C) 不同意見者的存在（Presence of Mavericks）：
在部分情況下，不同意見公司的存在將可以有效避免或限制共謀

行為。所謂的不同意見公司係指該公司有較大的經濟規模使其可

以不與其他競爭者共謀。故若結合之對象包括了此種不同意見公

司，將會使共謀行為更容易發生。檢視本案後，FCC認為此結合
並不包括此種公司，惟仍會使其他事業更無誘因成為不同意見之

公司。

(D) 科技發展：
當事人認為共謀行為不會發生之原因包括了行動通訊市場之動態

變化，例如當事人正在建設下一代技術網路，而不確定在此種網

路下所提供的服務未來會吸引多少的消費者。當事人也認為使用

技術的不同可降低業者間之合作。對此，FCC也表示認同。



第 16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02

(E) 競爭對手的回應：
大型行動通訊事業間的共謀是否會成功亦取決於小型事業對此係

如何回應，FCC認為在現況下其他小型的行動通訊事業對此弊害
仍可提供有效的限制。

總結來說，FCC承認此交易將不會產生共謀效應的風險。
(2) 單邊效應

FCC認為結合後的Sprint Nextel在全國大多數的經營區內皆非最大的行動通
訊事業，仍有許多其他行動電話事業可作為Sprint Nextel的競爭者，因此本案
亦無此部分顧慮。

3.潛在公共利益增進評估
FCC在本案中審視各項因素後，認為此交易可以帶來的效益包括了增加涵

蓋率、減低使用者費率、增加服務品質及提供更先進服務。此外，當事人亦可

因結合後節省不必要支出，如基地台的數量減少、減少倚賴外部中繼網路以及

避免重複投資於新一代技術的發展。此外，FCC認為結合後因規模經濟擴大，
當事人將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取得其他網路事業或手機製造商的折扣。最後FCC
認為此結合將可以促進行動電話與固網服務市場間的跨市場競爭。鑒於本研究

案之重心，故僅就最後一點加以說明。

FCC在過去許多服務的發展面向上已注意到，儘管現況下仍為數不多，但
已有一群持續成長的消費者族群使用行動通訊作為主要的對外聯絡工具。在本

案中，當事人為獨立的行動通信經營者，即非由既有固網業者所控制或持有

者，或雖由既有固網業者所持有或控制，但其固網業務遠小於其行動通訊業務

者。FCC認為獨立的行動通信經營者在促進跨平台競爭方面的誘因，會與有結
合固網事業的行動通訊事業有顯著的不同。例如在Cingular-AT&T Wireless案
中，FCC已判定有結合固網的行動事業將會在跨平台營運時特別考量保護其固
網用戶營收。

在此結合案中，當事人也舉出數據說明獨立的行動通信經營者確實在行動

通訊的用戶比例上將會比有結合固網的行動通訊業者來的大，證明其較有誘因

去向固網用戶提出服務或促銷方案，以轉換該固網用戶成為行動通訊用戶。因

此，雖然此結合將會使得市場上減少一家獨立行動通信經營者與固網競爭，但

FCC認為結合後的公司仍然會以增進跨平台間的競爭為出發，且當事人將因結
合而節省帳單、資訊技術、網路佈建或發展等成本，可以收取低廉價格與提供

更好的服務，在這些效益下將可讓使用者捨棄原固網服務而使用行動通訊服



電信產業跨平臺結合之競爭規範—在利益與不利益之間 103

務，故有較大的可能去促進跨平台間的競爭。

（四）EchoStar與DirecTV結合案之分析 
1.本案事實背景：

(1) 當事人介紹
EchoStar主要業務係經營直播衛星電視（Direct Broadcast Satellite；DBS）

服務，在全國擁有超過700萬之使用客戶。GM主要業務為汽車相關業務，透過
旗下之Hughes提供電訊服務。Hughes的直播衛星電視服務由美國的DirecTV公
司、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的拉丁美洲DirecTV公司及DirecTV寬頻股份有限
公司組成，其在當時的用戶數已超過1000萬，是全美第一大的DBS業者。

(2) 事實過程
此交易是由EchoStar及Hughes公司共同提出，由Hughes轉移包括直播衛

星通訊服務執照、固定衛星基地站、地上基地站及其他相關權利予結合後

的新EchoStar公司。在其結合計畫中主要有兩個部分：(1)GM先與Hughes進
行分割；及(2)分割後的Hughes再與EchoStar合併。在結合計畫書中預定新的
EchoStar董事會將由11位成員組成，其中8位為EchoStar原有董事或主管，而3
位則為Hughes目前的董事或主管。結合後的新EchoStar公司將擁有新的所有權
結構，並繼續以EchoStar與DirecTV品牌提供直播衛星電視服務。
此交易若獲FCC許可，將使美國兩家最大的直播衛星電視服務事業合併為

一，服務超過1800萬的用戶。不僅於此，結合後之公司將握有可使直播衛星電
視服務涵蓋全美本土（full-Conus）的軌道位置20

。在2002年10月，FCC最終決
定否決此結合案。

2.潛在公共利益傷害之分析架構
FCC在本案中強調，從最高法院的判例中可知道美國1996年電信法賦予

FCC的職責與權限包括了促進媒體發聲的多元與競爭，而這也成為國家長期以
來一項基本的通訊傳播政策，即「由多元及相異的媒體來源，盡可能廣泛的提

供各種資訊是維持公共利益的基礎」
21
。因此，相較於前述電信結合案的審查

方式，FCC在面臨傳播事業的結合時，將著重在於上述政策是否得以落實，以
下分述之。

20 在四個東部軌道位置中有三個軌道位置（即西經101度、西經110度和西經119度）
實際上都可以覆蓋整個美國本土。這些軌道位置被稱作是（全美本土）軌道位置

21 Turner Broadcasting System, Inc. v. FCC, 512 U.S. 622, 663 (1994) (quoting United States 
v. Midwest Video Corp., 406 U.S. 649, 668 n.27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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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元性對結合之影響
(A) 節目多元性

FCC在媒體政策目標之一即為節目多元性，指能呈現出各種不同
的節目形式，如喜劇、戲劇或新聞雜誌，以及特定內容類型，如

醫療、商業、美食、或針對少數種族族群的節目內容。當事人主

張因結合後可提升營運及頻率效率，而有更多可使用頻率提供更

獨立及多元的節目，故能增加節目多元性。

(B) 觀點多元性
FCC在媒體傳播政策之另一目標為觀點多元化。為了促進此目
標，FCC已以某些方式限制媒體的所有權，以讓媒體所有權能被
更多公司擁有並讓公眾接觸到更為廣泛的觀點。故反對者主張此

結合案將使原來EchoStar與DirecTV兩個發聲管道減少為一個，降
低觀點多元性。此外，結合後之公司將擁有足以驅逐規模較小之

有線電視業者之經濟實力，也會導致媒體市場聲音減少。

且此種認定的立場與FCC之前排除直播衛星電視服務適用「電視
廣播所有權規定」的立場亦無衝突。當初FCC將有線電視服務納
入發聲管道的理由之一，便在於有線電視對於節目頻道有編排選

擇能力，而DBS服務在此部分亦完全相同。
3.就業多元性
FCC致力於透過公平之就業機會規定，增加少數民族於廣播及多頻道節

目播送平台事業(MVPD)市場之就業，惟此部分曾遭上訴法院認為有必要修
正。為回應法庭之判決，FCC於2001年擬訂定新「公平就業規定」，並適用
於DBS服務業者及FCC發照之媒體公司。在此結合案中，有反對者提出目前的
EchoStar在管理階層中少數種族的代表性偏低，並且也未承諾結合後在主管及
資深階級上做出改變。FCC則是認為根據上訴法院之判決而暫緩執行此規定。
因此，在結合案中並無需考量此部分。

總結來說，FCC認為核准此結合案並必定不會帶來對於節目多元性的損
害，且與就業多元化亦無關連。但相反的，在沒有補償增加觀點多元性的具體

證據下，FCC認為此結合將損及增加觀點多元性的政策。
(2)此結合對頻率政策及規定之影響

(A) 頻率效率
當事人主張結合後將可提高頻率使用效率，最終有助減少DBS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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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頻率的重複使用。當事人認為減少重複播送地方廣播及全國

性節目將使得結合後之公司能提供更多小眾市場節目、高畫質節

目、計次付費等其他更新更優質的服務。此外，目前DirecTV與
EchoStar使用不同的傳輸格式的機上盒，有不同的使用條件及解碼
結構，結合後使用一個共同的機上盒平台將有更高的生產效率，

降低整體研發成本以及更多用戶每單位建築物接收器的費用。

反對者則認為EchoStar及DirecTV以結合後頻率使用的效率作為
理由並無道理，因為除了結合外還有其他方式可達到當事者的利

益，且不會產生反競爭的效果。例如，當事人可共組一個公司來

共享頻率的上下鍊，並藉由使用相容的機上盒來收看各自公司衛

星傳送之節目，也可以藉由許多技術方式，如提高節目壓縮比，

來改善頻率使用的效率問題。

FCC則承認結合可減少重複影視節目播送，而增加頻率使用效
率，將可使衛星系統資源另做他用。

(B) 頻率政策之考量
FCC對此案最大的關切處在於同意當事人的結合，便等於把所有
可提供美國full-Couns直播衛星位置集中在單一公司上。FCC的政
策之一即為提升頻率為主的傳播服務之競爭，例如在1995年直播
衛星頻率拍賣會時，FCC限制投標者不得在超過一個full-Couns軌
道位置上擁有實質之利益關係。此規定係避免full-Couns直播衛星
資源集中，因此設有競標規定，以確保控制三個各別的full-Couns
直播衛星軌道位置的公司與其他兩個軌道位置上DBS業者相互間
沒有利益關係，藉此發展具競爭性的DBS服務。
在此方法下，兩家取得執照並擁有大致相等直播衛星頻率資源的

DBS服務業者間的競爭確實也帶來了消費者利益，包括衛星播送
節目與服務、競爭性的價格，創新的先進科技與整體消費者服務

品質的提升。故FCC不同意當事人所言，即只有將full-Couns直
播衛星頻率合併給一家提供商才能提升頻道效率，並使消費者受

益。

總體而言，FCC認為此交易與其長久秉持的頻率政策相違，若一貫的從頻
率政策的角度來看，盡可能擁有更多元的服務提供商才有助於公共利益。當事

人並未提出有利的論證來說服FCC為何需允許其結合，且必須將原DBS服務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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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代為full-Couns DBS服務執照的獨占。
(3)對於MVPD市場之反競爭影響

MVPD指的是能提供多頻道視訊節目的系統經營者，主要包括了有線電視
系統業者、DBS業者或甚至包括電信業者。惟在本案中此並無清楚的界限，而
FCC將對此列為聽證議題。

(A) 單邊效應
雖然當事人承認兩家DBS服務公司有某種程度上的競爭，但他們
認為若與有線電視系統之競爭相比，該兩家的競爭仍微不足道。

FCC認為資料指出DirecTV及EchoStar提供之服務在相對替代性上
較有線電視系統更為接近，這可有力的證明若兩公司結合後的邊

際成本並無顯著節省的情況下，結合後將造成價格的上漲。

(B) 共謀效應
有許多的反對者強調因為DBS服務的產業性質使然，結合後將會
造成反競爭效果容易產生。例如在此產業中為雙頭寡占，此為最

容易發生共謀行為的市場樣態，且復因下列兩理由而加深此發生

的可能性，即(1)結合後的公司擁有所有可在full-Couns提供DBS服
務的位置，造成其他競爭者無法進入市場；(2)在未結合前，當事
人本來處於只有三個參與者的市場中，可被視為意見歧異者，但

結合後將不會扮演此角色。此外經濟學者也舉出了一些容易造成

共謀行為發生的因素，例如(1)市場上的競爭者數目很少；(2)有高
市場進入障礙門檻；(3)產品相對具有同質性；(4)當事人契約期間
短暫，且價格與條件容易為其他競爭者所知與(5)市場情況是相對
穩定。

從這些因素來分析，FCC認為當事人的結合案確實可能會造成共
謀行為的。其理由如下：第一，即便消費者可以選擇有線電視，

但結合後將使大多數經營區內的市場競爭者由三家減為兩家。第

二，市場上存在高度的進入障礙。第三，有線電視業者與DBS服
務業者可以觀察到彼此的市場行銷及訂價行為，故有能力監控是

否默示的平行價格被維持。第四，MVPD市場中的經營者一般來
說與消費者所簽訂的契約期限並不長，於是若一個經營者偏離了

默示的價格協議，其他競爭者可以很快搶回客戶，故造成經營者

無意願偏離已經既存的平行價格機制。總結來說，從經濟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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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市場特質來看，可知道結合後的事業將會增加共謀行為誘因，

對於消費者造成傷害。

(C)未來創新及服務品質的降低
由於兩家DBS服務事業結合為一家時，將會減少新的EchoStar有誘
因去增進服務與品質，尤其在該地區中若沒有有線電視業者與其

競爭時更為明顯。

3.潛在公共利益增進評估
當事人提出其結合對於MVPD市場可產生3個基本好處：A、減少DBS頻率

的重複使用，使新的EchoStar在頻率使用上更有效率，進而提供消費者更多新
型態服務，如HDTV或VOD；B、結合後將可有效節省成本支出，並將此反映
到消費者端；C、由於前兩項的因素，也將會使得新的Echostar比原來任一當
事人，更可成為有線電視產業的競爭對象。而FCC針對上述3點理由，認定如
下：

(A)新型態服務產生
對於第一點，由於當事人係以結合前後的現金流作為比較，證明結合

後能提升效率。但FCC認為(a)此僅是當事人的私人利益，而與公共利
益無關；(b)當事人忽略了結合後的新公司因為有較多的頻率，所以
使用上可能會比個別公司更來的無效率，尤其是結合後的公司因為掌

握了更多的頻率將會使得頻率的邊際效益下降，進而影響公司減少使

用新的或更有生產力技術的誘因，故當事人有舉證的必要；(c)FCC認
為當事人並未提出足夠證據可證明他們所宣稱要推出的各種新服務可

以達成，故不採納。

(B)成本的節省
當事人宣稱結合將會因行銷及購片成本的下降導致每增加一個顧客所

需單位成本（SAC）下降，此外也宣稱結合後將採購超過3千萬台機
上盒，且因規模經濟的關係將可減少每盒的售價，故認為上述皆屬於

結合所生的利益。但FCC認為當事人必須證明此售價的下降係因公司
結合後因其自身需求增加所導致機上盒單位成本的下降，而非因該整

體產業本來對機上盒的需求就有所增加而導致，亦即必須此成本的

減少是完全因公司結合所致才能算是結合所生利益。此外，申請人所

舉的成本節省分析是以商業模式分析，而非採取係爭成本減少將導致

社會剩餘增加的社會福利分析方式，故無法估算是否能平衡因結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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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反競爭弊害。而就當事人所提的分析方式，FCC認為當事人所舉
的部分效率提升並不代表真正的成本節省，而僅是社會剩餘的轉移，

故不會增加任何社會福利，例如其所提出的SAC減少僅是減少現行狀
況下DirecTV與EchoStar提供零售商或新客戶對於設備費或安裝費的
補貼，而這樣的補貼減少意味著零售商或消費者必須負擔更多一點費

用。

FCC強調，成本考量部分最重要的在於是否當事人間可以因成本的節
省而導致價格的下降，以彌補市場上競爭的減少，而並不僅是考慮結

合後的企業是否本身達成較低的成本結構。

(C)增加與有線電視競爭能力
當事人認為DBS服務頻率使用的無效率導致EchoStar與DirecTV無法
有效的與有線電視系統形成競爭，唯有透過結合才可達成有效率、降

價的競爭。反對者則認為DBS服務現在便已有足夠能力與有線電視系
統競爭，此可從DBS的訂戶成長率從2000年到2001年間便達24％，而
同時期有線電視僅成長了1.9％得知。
FCC認為從競爭市場挑選出勝利者或失敗者並非其任務，進而不贊同
結合後DBS市場占有率的提升可被視為公共利益的一種。且正如其他
反對者所述，DBS服務在相關市場占有率與有線電視相比，不但具顯
著的成長性，亦無證據顯示此成長力道將會停止或顯著下降，因此

FCC不認為當事人在此的陳述具有說服力。

二、歐盟及英國之結合案例

（一）結合管制決定權責劃分

1.歐盟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以下簡稱執委會）下現有23個總署

（Directorates-General）22
，而有關通訊傳播事業跨國管制的權責機關則是競爭

總署（DG Competition）與資訊社會與媒體總署（DG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Media）。藉由兩單位的合作，一方面確保各國法令及管制能符合歐盟所發布
相關電子通訊網路指令的規定而促進市場競爭，另一方面競爭總署也必須依照

歐盟條約（EU Treaty）規範處理限制競爭或濫用市場地位的問題。

22 http://eui.lib.tku.edu.tw/eudoc/org-eudir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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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通訊傳播領域的跨國結合、限制性契約及濫用市場力量等行為時，

競爭總署會藉由歐盟競爭合作平台（European Competition Network, ECN）23
及

歐盟管制機關小組（European Regulators Group, ERG），分別與各國競爭機關
及各國通訊產業主管機關維持緊密的合作關係。

歐盟在審查結合案件時，執委會將依照「事業結合管制規則」第8條規
定，若發現結合有產生或強化市場顯著地位，而妨礙共同市場之有效競爭時，

應禁止該結合。同樣的，若結合事業為必要的修正或執委會在其決定中附加條

件或義務，而除去該競爭不利益的效果時，執委會仍應宣告該與共同市場相

容。

2.英國
英國2002年通過企業法（Enterprise Act 2002），改變了以往的結合權限

機關與審查方式。首先，該法下大多數結合案件的決定權限移至公平交易

局（Office of Fair Trading, OFT）以及競爭委員會（Competition Commission, 
CC）兩獨立公法人，而商業企業暨管制革新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terprise & Regulatory Reform, BERR）部長（以下簡稱部長）僅在部分特
別案件時才有決定權；第二，結合的評估將從以往廣泛的公共利益原則改為

實質減少競爭原則（substantial lessening of copetition, SLC）24
。原先公共利

益原則需考慮許多問題，例如對就業的影響和產業分配等問題，企業法取

消了公共利益原則而改採SLC原則，一方面與美國及一些歐盟國家的法制看
齊，另方面將更為「可預測、透明而且簡化」（predictable, transparent and 
streamlined）25

。OFT與CC分別依照企業法規定，於2003年公布了「結合實
質評估指引」(Mergers:Substantial Assessment Guidance)以及結合參考指引
（Merger Reference:Competition Commission Guidlinces）。兩單位於2008年4月
共同發布一份對於結合分析與評估的檢視報告

26
，向利害關係人徵詢意見，作

23 此平台的建立主要係讓各會員國的競爭主管機關，在面臨涉及歐盟條約第81條及第
82條適用之案件時，可以有彼此對話與合作的環境。歐盟競爭總署與各國競爭主管
機關在此平台下共同合作，以確保事業在進行跨國經營時仍能符合歐盟競爭法的
規定。其合作事項詳見：http://ec.europa.eu/comm/competition/ecn/more_details.html
（最後點閱時間：97年10月13日）。

24 Mark Furse, The Law of Merger Control in the EU and UK, 2007, 43.
25 同前註。
26 Merger References: Competition Commission Guidelines; CC2, Competition 

Commission：http://www.competition-commission.org.uk/rep_pub/rules_and_guide/pdf/
CC2.pdf（最後點閱時間：97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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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往後兩單位間發布單一結合指引文件的參考。

(1)一般結合管制
事業在進行結合時沒有通知公平交易局的義務，但是許多事業仍會在事前

尋求公平交易局的同意。當事業的結合公開後，公平交易局基於監督市場的職

責應該會對此有所知悉。一旦知悉，公平交易局就必須確認該結合是否會實質

減少競爭，而有必要將該結合案移送競爭委員會作進一步調查處理
27
。

(2)媒體結合管制
傳統上英國對於新聞報業的結合採取比一般結合較為干預式的管制，因為

這種結合會特別引起與媒體多元性有關公共利益的強烈關切。2003年通訊法就
媒體（特別是新聞報業）結合所規定的管制方法雖然就是2002年企業法的一般
結合管制方法，但是第375條在企業法增加了五項新的「媒體公共利益考量」
（media public interest considerations），部長可據以介入干預媒體的結合。依
據企業法第58條（2A）-（2C），這五項公共利益考量是：真實呈現新聞的需
要、自由表達言論的需要、新聞報紙觀點充分多元性的需要、控制媒體企業人

士多元性的需要、在英國各地享有廣泛種類廣播的需要，以及新聞媒體主導人

士真正致力於達成廣播目標之需要
28
。依據企業法第59條（3C），當結合的媒

體一造當事人在英國或其相當部分有25％市場占有率時，部長可以發出特別介
入通知（special intervention notice）。
（二）結合案例

在歐盟通訊傳播結合案例中，主要發生的案件類型為行動電話事業間之跨

國結合，此等案件因欠缺水平的競爭關係，大都無爭議甚至不用附條件通過。

惟競爭總署於2006年就T-mobile與tele.ring結合案有深入的探討，該案極具指標
性而有介紹之必要。至於英國的BSkyB與ITV案因涉及電子媒體結合，而由競
爭委員會另外適用2002年企業法之特別規定檢視亦值得我國關注，故就上述兩
案摘要如下：

1.T-mobile與Tele.ring案之分析
(1)當事人介紹

T-Mobile是奧地利的固網與行動通信營運事業，在行動通信部分建有包括
2G/GSM與3G/UMTS的網路並取得2G與3G執照。另外，T-Mobile的母公司即為
在全球電信市場上有重要地位的德國電信（Deutsche Telekom）。Tele.ring也是

27 Furse, The Law of Merger Control in the EU and UK,17.
28 Mark Furse, The Law of Merger Control in the EU and UK,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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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固網與行動通信的營運事業，行動通信部分同樣具有2G與3G的執照。
(2)事實過程

T-Mobile為實質控制Tele.ring而欲向其唯一股東購買其全部股份，此已符
合「事業結合管制規則」第3條(1)(b)規定的結合態樣，依照第4條規定必須先
申報執委會。

2006年2月，執委會通知當事人其初步反對的立場，而當事人立即分別書
面回應並增加其自願承諾事項，例如移轉Tele.ring的3G頻率及基地台予其他
競爭對手。執委會認為此將能有效降低妨礙競爭之疑慮，故於2006年4月依照
「事業結合管制規則」第8條(2)規定，同意當事人在附加條件後之結合與共同
市場相容。

(3)競爭分析
執委會在此案中針對終端行動通訊服務市場、接續批發市場(wholsesale 

market for call termination)、國際漫遊批發市場分別進行討論，並將焦點集中在
終端行動通訊服務市場的競爭分析：

(A) 競爭者與市場狀況
在終端行動通訊服務市場中共有4家2G的業者，分別為Mobilkom
（奧地利電信的子公司）、T-Mobile、ONE與 Tele.ring，這四家
同時也有3G的執照。除此之外，2003年市場上又新增一家僅有3G
服務的事業H3G，惟至目前為止，該事業的3G涵蓋率僅有全國的
50％。
執委會在此案中依循先前慣例並不對2G或3G用戶再作細部區分，
因為2G現行的服務內容都可在3G網路中提供，更重要的是奧地利
的主要行動通信事業（包括當事人）都同時提供2G及3G服務，導
致業者也無法區分其用戶使用的網路狀況，尤其在部分3G訊號無
法涵蓋的區域更需要2G的網路來提供服務。

(B) 非共謀效應(Non-coordinated effects)
執委會在市場調查後，發現若Tele.ring被實質控制後，市場上將僅
剩兩家大型 （Mobilkom和T-Mobile），一家小型（One）和一家
微型（H3G）規模的行動通信事業。從幾個面向加以檢驗後，發
現此將使得該市場產生「非共謀效應」。

a. 市場占有率分析：
從趨勢來看，tele.ring近幾年來的營收是不斷的上升，甚至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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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倍。相反的，Mobilkom與T-Mobile在同時期則是漸漸失去市場
上的顯著地位。因此可說tele.ring是市場上唯一可以帶給兩家大
型業者競爭壓力的事業。

b. HHI指數
從結合前後可以發現HHI指數將高於之前歐盟理事會通過的
「水平結合指標」（Commission’s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horizontal mergers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29

，因此在結合後將會形成

高度集中市場，而對市場帶來巨大的變化。

當事人則是反駁奧地利行動通訊市場的HHI指數相較於其他歐盟
國家已經相當低，且認為HHI指數的高低仍需要以產業別來判
定，例如行動通訊產業因為本身受限於國家對於執照張數的限

制與投資網路建設的高成本，本來就會比一般產業來的高。執

委會對此雖加以承認，但認為本案是否許可應僅就歐盟結合相

關規範來決定，至於奧地利應有幾家行動事業屬於管制機關的

問題而非本案重點。

此外，當事人另認為結合後將會使得頻率使用更有效率，也代

表了可以降低其不論是基地台或是網路更新的建設成本。執委

會則是以「水平結合管制」所謂結合後對社會帶來利益，指的

是邊際成本的降低而非固定成本的降低，由於當事人所提的效

率主要都在固定成本的降低，故與規定不合。

c. 服務提供者的轉換
從市場營收分布可以發現，有許多T-Mobile與Mobilkom流失的
客戶紛紛轉入t ele.ring，因此可以知道tele.ring對於前兩大業者產
生強大的競爭壓力。

d. 市場價格的發展
從2002年至2005年的資料顯示，tele.ring是市場上最活躍的事業
並且在訂價上 成功牽制住前兩大業者，故執委會認為其為不同
意見者（maverick）。

e. 誘因架構（incentive structures）

29 OJ C 31, 5.2.2004, p. 5, paragraph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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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因架構指的是事業有誘因利用更為積極的訂價策略去吸引新

的顧客使用其服務，而是否有此誘因又往往取決於既有顧客群

規模。因此新進業者會積極的吸引新客戶進入以回收之前的網

路投資及營運成本，這也可以解釋tele.ring與H3G的營運策略。
至於已有顧客群規模的大型業者，由於採用此種促銷將會減少

獲利且對原先顧客不盡公平，故較無誘因為之。在此結合案通

過後，不僅將會使獨立的營運者tele.ring退出市場，而且也會使
T-mobile有更大的顧客規模致使其更無意願從事促銷以吸引新客
戶進入。

f. 全國網路涵蓋率
此部份將會影響消費者是否願意使用特定事業之服務，不過在

此結合案中因T-mobile與tele.ring都已有幾近完整的涵蓋率，故較
無影響。

g. 網路容量
充足的網路容量是對既有客戶提供服務的必要條件，也是吸引

新客戶的誘因之一。網路容量的大小則是取決於可用頻率與基

地台內頻寬的大小。而在當事人結合後，結合後事業的網路容

量將會滿載，導致市場上除了僅剩一家事業還有網路容量可吸

引新的客戶外，其他事業雖然理論上還可擴充其網路容量，但

都會因網路建設成本關係，而無誘因以較低較格吸引新客戶。

當事人則提出數據說明在結合後，其他競爭者的網路還可以有

10％的容量，故若當事人提高其價格，將使用戶轉而可選擇其
他競爭者。執委會則是強調價格訂定以及吸引新用戶與網路容

量並無關聯，而主要是與用戶規模有關。因此其他競爭者有多

餘的容量並不代表其他競爭者必然會以促銷方式犧牲原有利潤

而吸收當事人的客戶。總之，執委會認為此結合將會導致市場

上的網路容量全面性的減少，而對於市場上的競爭將有相當的

影響。

h. 結合後其他競爭者所扮演的角色
執委會檢視市場後，發現因無可用的頻率以及市場進入門檻過

高，奧地利內並無潛在的市場進入者，且其他小型的競爭者也

無法在短時間內彌補原先tele.ring在市場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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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ele.ring未來的發展
在此討論的是若tele.ring未與T-Mobile結合的話，其未來的發展
狀況。當事人認為就中長期來看，tele.ring都將不會採取積極的
促銷策略搶占市場，因為tele.ring現有的顧客規模已經達成一定
程度，且tele.ring以往可收取較高的接續費現已被主管機關要求
調降。執委會則認為從tele.ring內部的營運計畫可發現該公司預
計在2006年-2009年顧客仍會持續成長，且因其預估整體行動通
訊市場的成長將會低於tele.ring的用戶成長率可知，tele.ring應
仍會採用積極的促銷策略吸引其他業者之用戶。至於接續費調

降的部分，執委會則以過去tele.ring也有接續費被調降的案例說
明，此不足以代表該公司將不會採取積極訂價策略。

j. 小結
從上述的分析可知，此結合案將會使得市場上極具不同意見力

量的獨立業者消失，而造就兩個規模相當的大型事業，對於競

爭及最終消費者的價格都有不利的影響。而這樣的結論也與

歐盟的「水平結合指標」相符，即有些事業在市場上的影響力

遠大於其占有率，故此類事業的結合將會造成顯著的反競爭結

果，特別在該市場本來便屬於高度集中的情況下。

(C) 共謀效應（Coordinated effects）
執委會認為此結合案確實有可能因競爭壓力降低所導致價格上升

等共謀效應。惟基於當事人自願承諾事項，執委會認為將可以化

解共謀效應及非共謀效應的疑慮。當事人所提出的自願承諾包括

了將tele.ring的3G頻率與行動基地台賣給H3G。
2.BSkyB與ITV結合案之分析

(1) 當事人介紹
BSkyB是英國與愛爾蘭主要的數位衛星電視播送平台營運者，除在本身平

台播送運動、電影、新聞及其他娛樂頻道外，也將這些頻道批發授權給其他有

線電視系統平台營運者播送。雖然在BSkyB所提供的頻道中有三個免費頻道，
但其主要的營收來自於付費電視的訂戶月租費。此外，新聞集團憑藉其子公司

News UK Nominees Limited持有BSkyB的39.14％的股份，而在BSkyB的董事會
13席董事中占有3席。 

ITV則是英國近50年以來最大的商業廣播電視台，其本身製作的免費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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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透過無線的類比或數位訊號、數位衛星電視平台播送。其製作的內容主要

是針對英國主流觀眾所設計的輕娛樂節目及戲劇節目，2005至2006年度營收為
22億英鎊，其中有四分之三是來自於廣告收入。ITV另外持有40％的ITN（ITV 
News）公司股份，該公司專門製作電視新聞節目。

(2)本案事實過程
基於ITV在歐洲電視製作及資產上的重要地位，BSkyB在2006年11月17日

宣布將以6.96億英鎊收購ITV 17.9％股份。2007年2月26日，BERR認為此案對
於公眾利益有所疑慮，依據企業法第42條而向OFT發出介入通知，又因為此案
涉及媒體的結合，BERR亦請其依同法第44A條準備初步報告，說明結合對於
公眾利益的影響。

BERR在收到OFT及Ofcom的報告後，認為此結合案將有可能減少實質的
競爭，故於2007年5月決定提交至CC審議。CC於同年12月所作的最終報告中，
認為此結合案對於免費電視市場或付費電視市場都有實質減少競爭的結果，而

對公眾利益有不利影響，並進而提出了分散BSkyB股權之建議，BERR最後採
納CC的建議，於2008年1月作出與CC建議一致的決定。

(3)競爭分析
因本案涉及媒體間的結合，故除了判定此結合案是否減少實質競爭外，依

照企業法第58條(2C)(a)規定下，CC尚須確保英國境內的媒體企業股份能分散
在足夠多數的持有者。在本案中，CC分別就視聽服務（audiovisual）、廣告服
務及全國性電視新聞頻道是否減少實質競爭進行探討，另外也在股權分散部分

判定是否有符合企業法特別要求之規定。值得關注的是即便BSkyB擬持有ITV
的17.9％股份，但CC認為這些股份在不同業務上所能發揮的實質控制力並不相
同，以下分述之：

A、視聽服務
(A)競爭者狀態
除了英國國家電視頻道事業BBC、Channel 4和5兩家商業電視台，
還有幾家付費電視系統營運者，例如Virgin Media（有線電視系統
業者）、BT Vision與Tiscali等事業(皆係利用電信網路)。而從市場
調查可知BSkyB與ITV在市場上都是重要的競爭者，至於BBC，受
限於其帶有政府公共的地位，即便也會因此結合案而受到競爭上

的影響，但不會與其他追求利潤的商業電視台為相同的反應。

(B)結合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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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現時競爭狀態
本案中，CC認為BSkyB所持有的特別優先股份將可以影響到其
對於ITV有關策略性發展的投資方向，故對ITV具有實質的控制
能力已如前述。鑒於免費電視對付費電視具有一定的競爭力以

及ITV在免費電視又占有重要的地位，CC認為BSkyB將會有誘因
去影響ITV與BSkyB的競爭策略，或降低其競爭誘因。在此CC列
出了幾種可能發生的影響決策：

(a) Ofcom的研究發現在電視服務市場中最重要的關鍵是內容，因
此BSkyB可能會影響ITV有關於節目製作的策略與原先承諾。
雖然ITV之前董事會有承諾將加強內容方面的投資，但隨著廣
告收益的逐年下降，股東多持反對意見。在結合案後，不論

是基於競爭者的心態或是股東的心態，BSkyB都有誘因串聯
其他股東繼續反對節目製作的投資，而使ITV的節目不足以威
脅BSkyB。

(b) BSkyB將會影響ITV在有關高畫質電視或其他需要額外頻率的
投資案。Ofcom正打算在未來幾年內升級現有的數位無線電視
平台，讓最多4個高畫質電視可以在此平台上播送。之前ITV
已與其他免費電視頻道共同簽署備忘錄聯合取得高畫質電視

頻道，而BSkyB卻認為ITV在數位無線電視平台上推出高畫質
電視並無法回收其投入的成本，因此BSkyB將很有可能去影
響其他的股東，阻止ITV籌措資金標取高畫質電視所需的頻
率。

總結來說，CC認為此結合案將會使得整體電視服務市場少了其中一個可
制衡BSkyB的競爭者ITV，而其他免費電視競爭者在無法彌補ITV重要地位的情
形下，將會實質減少整體電視服務市場的競爭。

b.未來競爭狀態
CC也同時思索如果未來ITV能提供付費電視服務時，對於BSkyB
的影響。既然付費電視服務彼此之間的替代性較免費電視來的

高，那麼若ITV未來是有可能提供付費電視服務的話，則此結
合案將帶來負面的競爭影響。ITV進入付費電視服務的選項可能
為：(1)與另一家付費電視業者結合，而強化該業者之競爭力；
(2)將其部分頻道改為付費電視頻道；(3)成為付費的播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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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缺乏強烈的證據顯示ITV將會發展付費電視服務，或是強化其
他競爭者所提供的付費內容，因此CC認為在未來競爭狀態的考
量下，此結合案並未會引起實質競爭的減少。

B、電視廣告服務
(A)結合的影響

ITV是電視廣告服務市場中最大的服務提供者，其市占率約達42％
至47％。在此市場主要的疑慮是當事人雙方可能合作共同提高電
視廣告的價格，或是交換彼此間的資訊。雖然CC認為BSkyB對於
ITV具有實質影響力，但其卻認為17.9％的股權並不足以進一步
的導致營運上的控制或整合，也不認為雙方的廣告代銷商會有進

一步整合的可能。至於雙方交換價格資訊部分，由於ITV在2003
年時曾經另外受到主管機關課以與廣告主間的契約重新檢視權

（Contracts Right Renewal）的負擔，使其不得調高所屬ITV1頻道
的電視廣告價格，故ITV應會與BSkyB間維持一定的區隔。至於
ITV其他的數位頻道，如ITV2、ITV3與ITV4，由於在市場上的占
有率並不高（至2007年時收視戶數約1百萬人），故如其與BSkyB
有共同提高電視廣告價格的行為時，則廣告主很容易可轉換其他

頻道購買廣告。

雖然利害關係人提出幾種BSkyB與ITV結合後對於電視廣告服務市
場的可能影響，例如搭售廣告時段或是掠奪性訂價等手段，但CC
認為此都並不明確，或是以BSkyB僅持有17％的ITV股份尚不足以
達成此效果，故認定此結合對於電視廣告服務市場並不會帶來實

質減少競爭之效果。

(4)股權分散多元性（Plurality）
企業法第58條(2C)(a)具體規定了媒體事業結合所需特別考量的事項，並將

此列為公共利益之一，即「媒體企業的股權分散多元性，是任何在英國境內或

是附屬於英國的區域內觀眾應有的需求」。由於並沒有任何法規對於多元性有

著清楚的定義，於是在本案中，CC對於如何解釋股權分散多元性有相當大的
解釋空間。在參考了Ofcom的意見以及其他利害關係人說法後，CC此時已不侷
限於以競爭法的角度來看待此議題，而探求企業法第58條及第58條(A)立法原
意以及相關體系解釋，最後將多元性範圍侷限在新聞內容的探討，此部分最後

的結論與本研究較無關聯，故不再詳細介紹，惟此種特別法規所定的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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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並由競爭機關為認定，似乎可使相關結合管制上的判定更為全面，值得未

來進一步探討。

(5)矯正手段
由於本結合案將導致整體電視服務市場的實質減少競爭，因此CC初步提

出了三種矯正手段，包括了(A)要求BSkyB將持有ITV的股份再予以出脫，而回
復到未結合的狀態；(B)要求BSkyB將持有ITV的股份部分出脫，而使BSkyB無
法達到實質影響ITV的程度；(C)除了要求出脫部分股份外，另對BSkyB進行行
為管制。最後CC決定要求BSkyB僅能持有ITV7.5％以下的股份，且不能在ITV
董事會占有席次，以確保ITV在策略方向的獨立性。

參、我國通訊傳播事業跨平台結合管制現況與檢討

一、現行法律規定

（一）產業管制法

1.電信法
有關結合之規範，電信法第15條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先經交通部核准：三、第一類電信事業間相互投資或合併。」第二類電

信事業管理規則第12條之1「經營者與經營者或非經營者合併，應於合併前與
合併者共同檢具合併事業計畫書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前項事業計畫書應包括

下列事項：一、申請人之名稱及住所。二、營業項目及區域。三、股東會議紀

錄及契約書。四、用戶權益保障措施。五、預定合併生效日。六、其他經主管

機關指定之文件。」

2.廣電三法
至於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對於事業間之結合並

未有特別規範，惟事業間可能將會因結合而有事業營運或董監事的變更，在此

部分則有義務取得主管機關之許可。

3.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
通訊傳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96年12月20日報行政

院轉請立法院審議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以下簡稱通傳法草案），其中也有關

於通訊傳播事業結合的規範。然而通傳法草案已遭第二屆通傳會委員擱置，故

其中結合管制規定之檢討並無實益，爰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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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平交易法與相關規範說明

1.公平交易法及相關行政規則
公平法第11條對於結合之門檻定有標準，至於許可與否的標準則是規定在

同法第12條「對於事業結合之申報，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
之不利益者，中央主管機關不得禁止其結合。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十一條第四

項申報案件所為之決定，得附加條件或負擔，以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

爭之不利益」。另外，在「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

則」中則是對於公平法第12條提出了較具體的判斷標準。
2.相關規範說明

(1)有線電視規範說明
1993年有線廣播電視法公布後各區有線電視的蓬勃發展及衍生之斷訊亂

象，首先開啟了公平會對於通訊傳播產業競爭秩序之注意。公平會於1996年公
告了「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線電視相關事業之規範說明」（以下簡稱

「有線電視規範說明」）
30
，其中涉及結合行為之部分，公平會首先認為因有

線電視節目不僅已成為民眾資訊來源之重要管道，且現行有線廣播電視51個經
營區中，多數經營區係屬於一區一家或一區二家之情況，因此有必要對於此種

產業特性審慎考量。 
其次，公平會認為有線電視垂直結合案件可能產生之利益包括：降低交易

成本、確保頻道節目之穩定播出及提供多元化網路服務等等，惟相關利益是否

僅存在於結合事業內部，而對整體經濟利益並不具重大實益，則待進一步驗

證。另，有線電視垂直結合可能導致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則包括：可能導致有線

電視頻道供應者拒絕授權、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拒絕播出之差別待遇行為，

或藉此逼迫競爭者退出市場、參與結合或聯合行為，而產生上下游市場俱遭封

鎖之效果；此種不利益雖非垂直結合所直接導致，惟若垂直結合事業濫用其統

合上下游市場之強大力量，確將造成交易秩序及消費者權益之嚴重傷害，為減

少此種不利益，並使結合行為能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2條之要件，參與結合之事
業除應將其內部利益外部化外，並應提出現行及未來自我防範限制競爭效果產

生之積極作法。綜此，有線電視相關事業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時，其能否將

垂直結合之利益廣由全體社會大眾分享，並消弭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將是公平

30 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線電視相關事業之規範說明」，行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tw/2000010129991231187.htm（最後點閱時間：
2007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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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審理之重點。

公平會除臚列了相關利益或不利益的判斷標準，並明確指出了其認為限制

競爭不利益明顯大於整體經濟利益之情形，包括了：

A. 違背法規之限制：例如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2條第3項所規定的頻道節目
數不得超過可利用頻道之四分之一限制、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1條規定的
用戶數及系統數限制等。

B. 頻道節目在市場上具有不可或缺之地位：若某一頻道節目在市場上已具
有不可或缺之地位，該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因已擁有一定之市場影響

力，故其垂直結合案件，公平會將特別重視其具有市場影響力所產生之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影響。

C. 相關主管機關意見：結合行為有高度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時，若基於產業
政策、行政管理、傳播文化政策或科技發展等事實上原因所必需，經由

相關主管機關敘明其理由，且表示其必要性者，公平會基於行政一體原

則，仍應衡量主管機關對該結合案正面支持之強度。」

(2)電信事業規範說明
公平會於2000年公告「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

（以下簡稱「電信規範說明」）
31
，臚列電信市場開放後各種競爭行為所可能

涉及公平法之議題態樣。其中涉及結合的部分，公平會闡述其首先將依照前述

之市場界定程序，分別定義出相關的產品市場、地理市場及市場參與者，並計

算各市場參與者之市場占有率。其次，分析市場集中度、參進障礙、垂直整合

程度及有無具可抗衡的買方力量等影響市場競爭程度的因素。最後，審酌項目

為事業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不利益」的影響。所謂「整體經

濟利益」方面之審酌因素包括：(1)結合對生產效率、配置效率及動態效率的影
響；(2)是否有助於促進所屬市場之競爭；(3)是否有助於提供涵蓋範圍更廣、
更多樣化及高品質之服務；(4)是否有助於提昇國際競爭力。
至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方面之審酌因素包括：(1)對所屬市場之結構及

集中度之影響；(2)是否顯著減損所屬市場的競爭程度；(3)是否造成相關市場
之參進障礙；(4)是否顯著降低消費者的選擇機會；(5)是否會導致聯合行為之
可能性增加；(6)是否會導致濫用市場力行為之可能性增加。」

31 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網站：http://www.ftc.gov.tw/2000010129991231185.htm（最後點閱時間：96年12月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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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
公平會於民國91年1月31日針對電信（Telecommunication）、有線電視

（Cable TV）、電腦網路（Computer Network）及電子商務（E-Commerce），
決議通過「對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以下簡稱四C規範，最後
一次修正為民國94年8月26日）」。依據四C規範第六點，公平會審查四Ｃ事
業結合所可能產生之「整體經濟利益」時重點包括：結合對生產效率、配置

效率及動態效率的影響；結合是否有助於促進相關市場之競爭；結合是否有

助於提供涵蓋範圍更廣、更多樣化及高品質之服務；結合是否有助於提昇國

際競爭力，並促進研發與創新；結合是否具有消費面的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事業結合是否為達成前開各項目的之唯一手段；參與結合事業
將內部利益予以外部化之計畫。四C規範比較未考慮到通訊傳播產業所涉及的
諸多面向，例如：以實體設備為基礎的競爭、文化與言論的多元、資訊社會的

實現。

而公平會審查四Ｃ事業結合所可能產生之「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時重點包

括：結合對相關市場之結構及集中度之影響；結合是否顯著減損相關市場的競

爭程度及提高參進障礙；結合是否顯著降低消費者的選擇機會；結合是否會導

致濫用市場力行為之可能性增加；結合是否會導致聯合行為之可能性增加；水

平結合是否造成市場集中度的增加，增加的幅度有否造成結合事業對其他水平

競爭廠商的反競爭行為；垂直結合是否造成市場封鎖的可能，即事業結合後是

否以其所增加的下游（上游）市場力量封鎖上游（下游）競爭者的市場；多角

化結合是否造成產品聯賣、搭售，以及不當的交叉補貼等濫用市場力行為。

二、我國對通訊傳播產業跨平台結合申請案之處理態度

（一）主管機關實務運作經驗

在2007年，鑒於數位匯流趨勢，主要的通訊傳播事業紛紛在企業組織上有
重要之變化，包括了三大外資進入國內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MSO），以及中
華電信入主春水堂(內容提供服務者)、台灣大哥大與台灣固網、遠傳與速博等
跨產業之結合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在面對此等結合案時，除對於外資進入

有線電視市場背後有所疑慮外，在其他行動與固網事業的結合案中，往往當事

人透過另設立子公司之方式，規避「第一類電信事業間」的結合規範。

比較特別的是，在台灣大哥大與泛亞、東信結合案上，由於當事人皆為第

一類電信事業，故有上述規定的適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在該案上，另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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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通信管理規則之規定，就當初頻率核發時之立法意旨予以考量，符合上述

FCC之管制實務，惟在其他市場競爭方面之利弊論述卻相對薄弱。
（二）公平會實務運作經驗—寬鬆互見

公平會向來對於結合管制採取寬鬆的立場，到97年9月為止，只禁止過6件
結合申請案

32
。公平會附條件許可結合的案件近年有增加的趨勢，例如雅虎公

司取得無名小站100％股份結合案，公平會即附加下列條件：雅虎不得得用因
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網頁連結、電子郵件之接收

與傳送、或其他服務之提供。不得利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限制交易

相對人不得與特定事業交易之行為。不得利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不

當價格決定、維持或變更、限制交易相對人與其獨家交易、或有妨礙他事業公

平競爭、或其他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雅虎公司與興奇公司結合案，

公平會附加的條件是：雅虎不得無正當理由，對在「Yahoo！奇摩」刊登廣告
或開店之網路商店與參與結合事業（興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差別待遇之行

為。對在「Yahoo！奇摩」刊登廣告或開店之網路商店，不得有不正當限制其
與其他網路資訊提供服務業者及網路購物服務業者交易、合作、刊登廣告，或

其他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在允許統一超商公

司擬與日本樂天株式会社合資設立台灣樂天市場公司經營網路購物平台，公平

會附加的條件是：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不得無正當理由就所提供之取貨付款

服務，拒絕供應或差別供應予參與結合事業以外之其他競爭者。

在電信結合案方面，公平會就台灣大哥大透過台信國際電信與台灣固網以

及遠傳與新世紀資通的結合案中，其決議內容均僅略為：「本結合案不致對市

場競爭程度產生實質減損之效果，且有益於整體經濟之利益……不禁止其結

合」
33
，至於是否逐一審查所列重點則不得而知。

雖然對於結合案件傾向寬鬆態度，但公平會在面對有線電視之結合案時，

則與上述有相當大之態度差異。公平會於有線電視規範中便認為，倘非基於地

域偏遠等現實因素，仍應儘可能維持一區兩家以上業者經營，避免造成區域內

獨家經營。實務上，「公平會」曾就台北市「新台北」及「麗冠」兩家有線電

視系統經營者（經營區域約為內湖、信義等區）所申請之水平結合案，認為結

合後將使市場內之競爭者家數變為獨家經營導致完全無競爭，此將限制存續公

32 97年4月24日禁止好樂迪與錢櫃結合，97年9月10日禁止統一及維力速食麵結合。
33 詳見公平會第805及第829次委員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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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對於降低成本、從事創新與提升服務品質之誘因，因此決議禁止其結合
34
。

而就有線電視與頻道之間的垂直結合部分，2001年外資所籌設之「怡星」
公司擬以直接、間接投資方式，取得我國吉隆公司等10家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
股份逾3分之1，從而控制其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因符合公平法第6條第1項第
2款及第5款規定，而向公平會提出事業結合申請。此案於第1次審議時，公平
會認定被結合公司之主要股東的自然人或法人，亦投資於兩大頻道節目供應

商，故該結合在本質係屬「垂直結合」之性質。且認為此種頻道節目供應者與

系統經營者之「垂直結合」，則可能造成下游系統業者向上封鎖及潛在的系統

經營競爭者之市場進入障礙，故駁回怡星結合申請
35
。惟時隔不到8個月，怡星

於公平會改組後重新提出結合申請，而於民國90年6月獲得許可36
，公平會認

為本結合案如能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將可提昇技術及效能，有效降低營運之成

本，若能藉由營運成本之降低進而提昇對消費者服務品質，應有助於我國未來

有線電視產業之健全發展。惟2次的結合案中對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是否大於總
體經濟之利益，係僅以單純從數據觀察，而未參酌結合前之客觀事實，仍不免

有失之空泛遺憾
37
。

肆、建議

一、採取美國FCC的分析架構、提出說理充實的評估報告

我國企業以中小型為主、鼓勵其結合尚且不及，在此情形下，公平會歷來

採取寬鬆的結合管制標準，值得贊同，同時有必要檢討再提高目前結合管制之

門檻。然而對於真正需要管制的結合，公平會在分析架構及說理上不可以從

簡，而是有必要精益求精，以提高結合相關決定的科學性與可檢證性。公平會

前揭各項規範說明分析的結構不夠清楚，考慮的內容不夠充實。建議公平會前

揭規範說明或下文七建議的「通訊傳播產業規範說明」採取美國FCC的分析架

34 詳見公平會競爭政策通訊，第六卷第六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
www.ftc.gov.tw/2000010129991231747.htm（最後點閱時間：2007年12月31日）。

35 (89)公結字第1086號，見公平會公報，第9卷，第11期（89年11月），第180-184
頁。

36 (90)公結字第557號，見公平會公報，第10卷，第7期（90年7月），第42-46頁。
37 針對兩次不同之見解之評析，參閱劉孔中、莊春發，結合管制之個案研究—怡星有
線電視結合案評析，收錄於《新世紀經濟法治之建構與挑戰》，台北：月旦，頁
1115-1139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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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增加考慮因素（例如舉出「結合是否會導致聯合行為之可能性增加」的具

體考慮因素），並像美國FCC一樣提出說理完整的評估報告。
美國FCC的分析架構是，首先對結合後的市場作結構分析，經過結構分析

後若發現該結合具有反競爭效果，FCC則會再分析結合後事業之行為，以更進
一步了解結合可能影響的競爭行為。行為分析則檢驗結合後特定市場中的水平

效果及垂直效果。水平效果又包括結合後事業的單獨行為或整體市場參與者的

共謀或協調行為（歐盟及日本在結合管制上也重視分析事業結合後共謀或協調

的可能以及對市場之影響），後者是考慮包括廠商間達成默示同意的難易性

（資訊的透明、事業與產品的同質性、市場否有「搗蛋者」、科技進步）、欺

騙的誘因以及其他事業發現或處罰對方欺騙的能力。垂直效果則是檢驗參與結

合的事業，是否可因此結合而增加或提高其對於其他競爭者生產要素為差別待

遇的能力或誘因。

二、有利於整體經濟利益的考量因素可以再增加

（一）邊際成本的降低比固定成本減少更能顯示結合的整體經濟利益

在美國AT＆T與BellSouth結合案，FCC認為邊際成本的降低比固定成本的
減少更能顯示結合所產生的公共利益；在歐盟T-mobile結合案，執委會也強調
結合的社會福利指的是邊際成本的降低（而不是固定成本的降低）。究其理由

無非是重視邊際成本的降低可以直接導致單位產品或服務價格之調降而產生的

消費者剩餘福利，此點值得公平會納入上揭規範說明或下文七建議的「通訊傳

播產業規範說明」。

（二）其他網路相關因素及多元化因素

在美國AT＆T與BellSouth結合案，FCC認為此結合案將能帶來下列的公共
利益：加速寬頻網路建設、增加多頻道影視節目傳送（MVPD）的競爭、國家
安全、災難回復。在Nextel與Sprint結合案，FCC認為行動通信業者的結合可以
有助於其爭取固網業者的用戶，促進固網與行動通信業者間跨平台的競爭。此

外，在美國EchoStar與DirecTV及News Group與Liberty Media兩個結合案，FCC
重視多元相異不同的媒體、節目多元性、觀點多元性、就業多元性、頻率使用

的效率、減少媒體集中。建議公平會將此等因素納入前揭規範說明或下文七建

議的「通訊傳播產業規範說明」。不可否認的是，節目多元性、觀點多元性等

考量，一般會以為超出「整體經濟利益」，但是此項公共利益已經規定在通訊

傳播基本法，公平會若加以考慮應該是符合該法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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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就確實有管制必要、限制競爭不利益的結合案舉行聽證會

在結合管制上，因為涉及許多複雜市場因素的判斷，主管機關比較周延而

且節省資源的作法，是利用社會各界的不同專業知識，請其就系爭結合案的利

弊得失提出意見，並在聽證會等公開的程序相互說明。美國FCC及英國競爭委
員會都有類似的作法，以FCC為例，在受理結合案件時，會先將其認為有爭議
的議題或待釐清的疑問整理出來，交由其「行政法專門委員」（Administrative 
Law Judge）召開事實聽證會（evidentiary hearing），一方面給予當事人說明
的機會，另一方面請各界協助。英國競爭委員會在接到由Ofcom或公平交易局
移送的結合案件時，也會將有爭議或待釐清的議題作成「議題聲明」（issues 
statement）並公告，再交由「調查小組」（inquiry group）召開聽證會以釐清。

目前公平會的實務是以請各界提供書面意見為主，並視案件需要召開座談

會，並沒有進行行政程序法嚴格定義的聽證程序，利害關係人之間缺乏公開辯

證的機會，公平會也不受到行政程序法的拘束，沒有遵守固定規範的義務，使

得討論與辯論的嚴謹度打折。故建議公平會在提高目前結合管制門檻後，再就

符合提高後管制門檻、有限制競爭不利益的結合案，舉行正式聽證會。

四、許可結合附加之條件

（一）宜注意符合行政程序法第九十三條

在結合管制上，各國常見的作法是附條件許可結合，我國公平會近年來也

有相關的實務。然而公平會在附加許可結合時的條件時必須注意行政程序法第

九十三條的規定，因為附加條件是否構成其中所謂「附款」的「負擔」，在行

政程序法上是有其重要性，因為會影響到原許可結合的行政處分受廢止時得否

溯及既往失其效力，蓋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25條之規定，「合法行政處分經廢
止後，自廢止時或自廢止機關所指定較後之日時起，失其效力。但受益人未履

行負擔致行政處分受廢止者，得溯及既往失其效力。」。如果公平會所附加的

條件只是一般性的禁止或重申公平法的條文規定（事業本來就有遵守公平法的

義務），是否能稱為，不無疑問。

就此而言，各國在附加許可條件時所考慮的因素有值得參考之處。例如日

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在允許NTT-C與JSAT結合案時，因為當事公司JSAT之總合
事業能力提升，有可能對日本國內衛星專用服務市場競爭造成實質的限制，因

此附加不得差別待遇、不得共同採購、不得不當補助、不得進行共同行銷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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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具體條件。在美國AT＆T與BellSouth結合案，FCC發現在BellSouth的經營區
內主要僅有BellSouth與AT&T有能力提供特別接取批發服務（類似於我國的專
線業務，主要提供新進電信業者在欠缺最後一哩時租用該特別接取網路以提供

企業用戶零售服務，或是作為連結兩電信事業間網路之用），將線路直接鋪

建至建築物中，故以AT&T隨後賣出該區域內部分建築物的設施使用權，使其
他競爭者可提供特別接取服務為條件，允許其結合。在News Group與Liberty 
Media結合案，FCC以當事人遵守（其原本不適用的）節目接取規則、節目傳
送（program carriage）、同意再傳送、在FCC同意結合後一年內完成DirecTV
與「DirecTV波多黎各」以及LCPR間實質性利益分割等為條件（FCC認為外部
的董事仍會怕得罪當事人而無法真正獨立），允許其結合。

在歐盟T-mobile與Tele.ring結合案，執委會接受T-mobile將Tele.ring的3G頻
率及基地台賣給競爭對手H3G（網路覆蓋率不到50％）的自願承諾。在BSkyB
與ITV結合案，由於可能會導致整體電視服務市場的實質減少競爭，因此英國
競爭委員會要求BSkyB僅能持有ITV7.5％以下的股份，且不能在ITV董事會占
有席次，以確保ITV在策略方向的獨立性。
（二）不適宜以「參與結合事業應將其內部利益外部化」為附款

公平會有線電視規範說明貳、二（二）及四Ｃ規範說明，將「參與結合之

事業應將其內部利益外部化」作為管制結合時應該考慮因素之一。與前述各國

實務相比較，公平會這項見解可謂「獨樹一幟」。探究其原因，在有線電視規

範說明應該是說明貳二所揭示有線電視的獨寡占市場結構與超額利潤，然而收

視戶沒有充分選擇機會是有線電視主管機關將有線電視市場分割為五十一個經

營區，以及市場規模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並非個別事業的力量或行為所能改

變，所以要求結合事業「將其內部利益外部化」以改善「收視戶並無充分之選

擇機會」的問題，恐怕是開錯藥方。其次，以「內部利益外部化」將有線電視

業者的超額利潤「退租」給消費者，固然符合實質正義，但是等於是代替有線

電視主管機關通傳會承認其有線電視資費管制失靈，有違「機關間忠誠及協力

義務」，而且也欠缺法律依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行不得也。再就四C產業
而言，要求結合事業「將其內部利益外部化」，就更欠缺任何正當性，難道是

任何四C產業都有超額利潤？最後，到底什麼才是公平會所接受的「內部利益
外部化」作法，非常不透明，可能成為結合管制上最不確定因素。故學界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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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公平會應該將之刪除
38
。

五、重視有線電視事業在數位匯流時可能的貢獻與遭遇的困難

我國電信自由化歷經第二代行動通訊、1900兆赫低功率無線電話業務、固
定通訊、第三代行動通訊、無線寬頻接取業務及瓶頸所在設施之開放，雖然在

行動通訊形成三家網路及寡占但相當競爭的局面，但是在最後一哩、同時也

是最關鍵的網路建設上，仍然是一家獨大的困境，市場上沒有任何替代性的網

路，每一家業者－不論第一類或第二類－都必須直接間接使用該獨占網路業者

的網路元素，而淪為為其打工的無奈狀況。在短、中期想要寄望電信業者對獨

占網路業者形成新的競爭壓力，幾乎不可能。突圍的唯一方法似乎只能寄望

於，有線電視事業利用已經接到用戶的最後一哩網路及已經建立的收費機制，

升級為全國性替代網路，這也是美國發展的模式。反應在我國的是，有線電視

業者開始數位化以便提供電信服務及比MOD更多樣的服務、電信業者開始與
有線電視業者跨業合作或收購之。可以預見的是，有線電視業者間的聯合（例

如機上盒共同規格）與結合行為會增加、強度也會加大（例如進一步共同採購

機上盒），公平會雖然不是通訊傳播產業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無法以事前的

政策工具引導或協助此項發展趨勢，但是在聯合與結合行為的管制上，應該可

以重視有線電視事業在數位匯流時可能的貢獻與遭遇的困難，對網路獨占業者

以外的業者採取比較寬鬆的管制立場。

六、建議訂定「通訊傳播產業規範說明」

公平會前述四種規範說明，以四C規範說明涵蓋的範圍最廣，但是仍然不
包括傳統意義下的廣播，因此也就不能說明四C產業與廣播產業互跨時應如何
適用公平法，因此有加以擴充的必要。擴充的方式可以是將前述四種規範說明

合而為一，並仿通傳會「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取名為「通訊傳播產業規範說

明」。一部涵蓋所有通訊傳播產業的規範說明，在前述各國法制上未見前例，

但並不能因此即斷定不可行。其優點是可配合數位匯流的大趨勢，排除前述四

種規範說明之間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在電信法語廣電三法仍然晉渭分明的現況

下，通傳會對於如何審查電信與廣電事業的結合可能因為無法可循而不如何處

理，能由公平會依據「通訊傳播產業規範說明」處理。此種規範說明可能缺點

38 劉孔中，公平交易法，2004，頁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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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忽略在邁向數位匯流的過程中各事業的差異性。但是綜合而言，本研究仍是

建議公平會制訂「通訊傳播產業規範說明」，及早點出數位匯流的趨勢以及可

能面臨的競爭法議題，而在通傳會舉棋不定之際，發揮引導產業的功能。

七、競爭主管機關與產業主管機關在結合管制的分工

競爭主管機關與產業主管機關在結合管制上應該如何分工，各國有不同的

作法，美國FCC與司法部一方面有許多合作，例如共同制訂水平結合準則等，
另一方面在通訊傳播產業結合管制上所考慮的面向，FCC所考慮的遠比司法部
來的廣泛；而英國的Ofcom與競爭委員會則有前後守備的明確分工，Ofcom若
認為事業結合有實質減少競爭之虞時，才將之移轉競爭委員會評估衡量。在決

定我國通傳會應該與公平會如何合作分工時，真正的關鍵因素是雙方適用之法

律何者較為周延？雙方人力的配備何者較為完整、專業？目前的情況是雖然通

傳會也有一定的結合管制的經驗（例如台哥大與台固、泛亞與台哥大、和信與

遠傳），但是其適用的法律不管是電信法或廣電三法，對於結合管制的標準、

考慮的因素及面向完全付之闕如，而且通傳會結合管制幾乎不附理由，這對

業者形成非常大的管制風險。在電信法及廣電三法修法遙遙不可及的現實條件

下，由公平會協助、引導通傳會共同做一次性的結合管制，也許是落實單一管

制原則比較好的作法
39
。

39 劉孔中，電信管制革新與數位網路產業規範，頁122，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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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范教授建得（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個人拜讀這篇大作後的感想，就如同主持人剛所說的，質量俱佳，相信未

來對於公平會在進一步擬定新的或調適既有的政策或是訂定規章上，都會有很

大的幫助。既然是擔任與談人的角色，我就提一些在這篇論文裡面，個人覺得

特別值得去重視的地方。首先，在談跨平台的問題上，我們過去有很多在談跨

領域或跨平台的文章，但都比較偏向技術層面在探討。其實跨平台的方式可以

分為技術或服務兩個部分，我覺得這篇是我初步看到針對服務及應受法規範的

行為主體來做跨平台定義的文章，這對於未來規範的執行者來講，是一個重要

的規範起始點。

第二點，就像剛剛維克在報告的，裡面有許多國外主管機關在真正實際運

作的過程與判斷標準，尤其對於歐美案例作了許多更新的分析，非常的綱舉目

張、很清楚，這對於未來公平會在日後實際案例的參考上會非常的有幫助。

第三點，這篇論文中有一個蠻重要、蠻核心的部分，就是在結合管制的判

斷基準。公平會在現有公平法規定中只談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的不利

益，但這部分只有談經濟利益，至於公平會應如何或是否融入公共利益的考

量，我認為這篇文章中也有蠻重要的觀察，等一下我也會稍微就此談一下。而

這個議題本身的重要性也導致等一下我在做我的參與討論的時候，會在這方面

多做酌墨。

再一個就是說論文也發現到了，未來在管制的分工上面，競爭主管機關與

產業主管機關應該怎麼調和分工，這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最後，維克可能

來不及談到本篇文章在具體建議中，其實有一個蠻重要的建議，是在本文的第

32頁，談到有關於個案決定的實際層面問題，希望主管機關能豐富每個案件審
理決定書最後的內容。但是在這邊，相對的我可能會提出來，我們的公平會在

執法的時候，固然如能夠依照行政程序法的規定與程序去作各項決定是很好，

但其實公平會已經是主動配合行政程序法的精神去做很多的詢問。如果期待公

平會也能像FCC在每個個案中動輒100頁的調查報告，我認為可能跟我們整個
法律不大一致。舉一個例子，在文章中所舉的案例裡面包括英、美，這些國家

都有權力要求檢舉人去負舉證責任，可是在我們的法制下，是不是有這樣的權

力其實是有問題的。在不存在相同的法律環境下，大部分的個案都是公平會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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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調查責任，因此它只能夠請求當事人提出意見，但若當事人，比如說像檢舉

人，並沒有能力去完善我們法律程序上所謂的舉證責任的時候，公平會恐怕也

無法因此而無作為。所以在這個狀況下，可能這個部分在未來提建議的時候，

可以有更符合台灣實際狀況的對應，將來在提具體建議的時候，可以再考慮一

下公平會現有的限制。

另外一個我覺得蠻重要的是在第33頁，有關於附限制條款這部分的評論，
我是覺得這個是一個蠻具體的申論，尤其是談到市場進入障礙受制於法律的時

候的限制。但這邊我特別注意到的地方是，像對於本文在第21頁提出奧地利的
經驗，就有提到奧國處理的時候並不認為他們應該受制於媒體管制機關對市場

進入、市場結構的認定，我認為這個部分很有價值。在論述的時候，前後機關

應怎樣調和，且對於公營公用事業會有什麼影響？這個地方我認為是本文非常

有具體建議的地方，蠻值得再進一步討論。

至於在本文裡面，我另外想提出幾個問題，可以在後續再作進一步的釐

清。譬如像在21頁我剛剛提到奧地利這個地方，還有對應33頁我剛剛最後提到
的這個地方，也就是說公平會所關切的市場界定到底應不應該要將產業主管機

關，像台灣的NCC或者美國的FCC所界定的市場管制結構納入考慮，我覺得這
是一個非常好的命題。從本文來看的話，因為對公平會的競爭分析來講，市場

界定了、責任就界定了，那如果我們必須要考慮FCC或我們NCC的市場結構問
題，那某種程度上公平會想要論它的責任，大概也決定了一半了，所以這裡面

要怎麼去調和，後續可以再去談。

第二個是關於我們這裡面從第8頁開始有提到蠻多的，就是說剛剛維克這
邊在個案中所提到的聯合行為可能性。但是我這邊要提醒一件事就是說，我們

的聯合行為管制是沒有包括垂直的，所以我們今天要納入這個部分的時候，譬

如像說第8頁對有關批發服務默示勾結，或第9頁談到垂直效果的時候，或者是
回到我們本國論述在第31頁，談到我們的處分裡面涉及到是不是要注意到垂直
聯合隱含的可能的時候，我們是不是要考慮到國外的規範價值是否對應我們目

前聯合行為並沒有納入垂直聯合，還是說這個部分是我們應該要特別強調、去

對應19條第6款的非價格垂直聯合，或者它牽扯到第18條的垂直價格限制的問
題，我覺得在我們特殊的法律結構下，這點是必須要討論的。

至於說在第7頁的時候，我發現到本文有特別針對美國的固網問題及如何
對照於我國電信服務的背景論述做了說明，這部分有助於國內研究者理解國外

實務與國內的關聯性。有沒有可能在後續的其他部分，尤其是在論述完美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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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部分後，都能夠有一些對照於台灣的狀況說明。

再來進入到第13頁所討論的EchoStar案例，剛因為時間不夠所以提的時間
並不是太長，但我覺得這案子真的太重要了，因為此案的分析模式中，對於導

入公共利益政策應如何考量，與前面幾個案件的分析不一樣。在這個狀況下，

我要提出來的是究竟結合行為的準否要不要納入公共利益的考慮，在聯合行為

的管制部份第14條就有講到公共利益，可是在結合管制的條文中僅有提整體經
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的不利益，那現在如果要納入公共政策的考慮要怎麼做？

這樣對第1條目的與第46條的關係又會是怎麼情況呢，尤其在文章中我們可以
看到，美國的案例中有涵蓋社會政策的部分，像民族、少數民族問題、有多元

性的公平問題，還有有關頻率的效率的問題，這個如果在台灣將會是NCC的職
責部分，這樣的政策我們是否有可能納進公平會所追求的政策目標中？我認為

這邊可能要稍微處理，它核心的問題在於公平會所關心的市占率問題，和我們

譬如說像NCC所關心的頻率、效率問題，這兩個事情應怎麼融合在一起去討
論，我認為這是後續重點。

再來就是談到，第19頁這邊有一個非常好的論點，尤其是有關英國在新聞
業的這個部分，但是同樣的問題會出現就是說，我們怎麼納進去公平會的討

論，尤其這邊又牽涉到了言論自由的問題，這樣的部分是不是說在建議和審查

指標的時候，要有怎麼樣子的一個論述，可能未來研究結論上對此可以有一些

建議，所以我想要建議就是說，目前本文所提出來的這些方向，我認為都非常

好，尤其是論述的內容豐富、應該要涵蓋的東西我都覺得是excellent，但是有
沒有可能考慮一下公平會要回歸很基本的，就是我們論述的效益，或是我們講

說效能競爭的概念，我認為這幾個內容都可以對應到像配置效率、技術效率、

或者是公平的問題；再來在結合管制上，我們傳統的水平、垂直或異業（con-
glomerate），是不是也應該要想辦法能夠對應出來，讓公平會在操作上可以有
更好的方式。

最後我是覺得這個研究，真的在質或量都非常的傑出，也值得參考，我只

是提出一個從競爭法的角度、比較從市場管制的角度來切入。最後提兩個可能

需要注意的小問題，我認為在第2頁一開始在註解7的時候，那段和本文我認為
可以稍微再論述一下，就是市場與業務的種類區分，是不是必然不同業務就是

不同市場，我覺得有點怪；另外，第33頁裡面有提到，NCC揣測獨立董事可能
無法保持中立超然，我也覺得要不要這樣處理？尤其文章裡面都提到證據主義

的時候，這樣的揣測是不是恰當？讓我們的報告人、幾位先進參考一下，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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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個人的淺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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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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摘要

在當前台日二國政府皆在推動智慧財產保護政策，且同時強調競爭秩序維

護工作重要性之際，本文旨在探討日本競爭法制對於技術授權行為之規範，以

供檢討我國公平法規範之參酌，俾貫徹調和智慧財產保護政策與競爭秩序維護

目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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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之基本原則。歸納本文研究結論，提出若干公平會未來執法方向之建言：

1.首先，在公平法第45條除外適用規定下，該會日後對於智慧財產權相關案
件，應確實進行二階段審理作業程序；2.其次，現行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理原
則，在擴大適用範圍、審酌事項之補充說明、權利行使正當性之評價、例示事

項違法效果之調整等議題上，皆有值得公平會正視與檢討之必要；3.末者，對
於涉及高額授權金爭議之案件，宜應將其視為拒絕授權之行為，優先適用公平

法第10條第1款之阻礙性濫用管制規定處理，以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並可
避免政府介入價格管制之嫌。

關鍵詞：技術授權協議、拒絕授權、高額授權金、專利聯盟、智慧財產權

壹、前言

為因應當前經濟全球化（Global iza t ion  of  Economy）及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產業崛起之潮流趨勢，日本政府爰於2002年7月3
日頒布「智慧財產權戰略大綱」

1
，宣示在追求「智慧財產立國」之政策目標

下，積極進行相關之經濟改革措施。另一方面，顧及對於智慧財產權過度保護

之結果，可能引發權利人濫用市場支配或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以致衍生限制

市場競爭效果之弊端，是以該戰略大綱特別強調，政府部門在推動智慧財產權

保護措施之同時，亦不容忽視維護相關市場競爭秩序工作之重要性
2
。

基此戰略大綱宣示之政策理念，如何妥適規範智慧財產權之技術授權行

為，尤為日本政府當局首要關切之重大課題。蓋技術授權，得以提升技術使用

效率，進而創新技術或開發新商品市場，致有促進市場競爭之正面效果，故概

念上屬於應受保護之智慧財產權行使行為；惟其反面，智慧財產權人，若有拒

絕技術授權、限制被授權人利用技術或附加限制事業活動條件等行為，即有可

能造成莫大限制市場競爭之負面效果。有鑑於此，職司日本市場競爭秩序維護

權責之公正取引委員會，爰於2007年9月28日頒布新修正之「有關利用智慧財

1 該戰略大綱資料，分別揭載於下列網頁，查訪日期：2008年8月3日。
 日文版：http://www.kclc.or.jp/english/JICA/Materials/docs/IP_policy_outline_j.pdf
 英文版：http://www.kantei.go.jp/foreign/policy/titeki/kettei/020703taikou_e.html
2 在此智慧財產權戰略大綱公布後，日本政府隨即於翌年3月制定「智慧財產權基本
法」，依據該法第10條規定：「推行智慧財產權保護及充分利用之相關政策，應注
意公平利用及確保公共利益之原則，並應顧及促進公平且自由競爭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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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之獨占禁止法指針」
3
（下稱「利用智慧財產指針」），期以配合達成該戰

略大綱宣示之政策目標。

無獨有偶的，鑑於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不僅為各國政府應予貫徹之國際

義務，且攸關我國產業升級及國家競爭力之提昇，是以我國政府亦於2002年啟
動「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年」計畫，並於翌年起持續推動「貫徹保護智慧財產

權行動三年計畫」，展現政府當局落實智慧財產權保護工作之決心
4
。然而，

如同上述，在強化智慧財產權保護制度之同時，如何防範技術授權引發限制市

場競爭之負面效果，亦為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責無旁貸之

重大使命。

如此在台日政府當局均面臨同樣之競爭政策課題下，有關日本獨占禁止法

制對於技術授權行為之規範理念及發展動向，殊值我國產官學各界寄予高度之

關注，俾觀察其中有無得以引為借鏡之處。基此觀點，本文以下，首先探討獨

占禁止法上有關智慧財產權除外適用規定之法律定位，俾釐清技術授權等智慧

財產權行使行為與同法之適用關係；其次介紹公正取引委員會新訂頒之利用智

慧財產指針，研析其對技術授權行為之規範事宜；繼之基於以上之研究心得，

作為解釋我國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相關規定、檢討實務處理原則與

代表性案例之參酌；最末歸納本文研究結論，提供公平會若干執法方向之建

言。

貳、獨占禁止法第21條除外適用規定之定位

有關智慧財產權與獨占禁止法之適用關係，同法第21條如是規定5
：「依

照著作權法、發明專利法、新型專利法、新式樣專利法或商標法行使權利之行

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據此規定，獨占禁止法介入規範智慧財產權行使行

為之界限何在？此乃涉及對此除外適用規定，如何予以定位之基本問題。以下

就其主要學說及實務見解，分別說明之。

3 該指針資料，分別揭載於下例網頁，查訪日期：2008年8月3日。
 日文版：www.jftc.go.jp/pressrelease/07.september/07092803-tenpu.pdf
 英文版：http://www.jftc.go.jp/e-page/legislation/ama/070928_IP_Guideline.pdf
4 經濟部智慧財產權局年報九十一年版，2003年5月，第2頁。
5 此除外適用規定，原規定於舊法第23條，惟於2000年修法之際，將其改列於現行法
第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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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學說
6

（一）創設的適用除外說

本說從文義解釋之觀點，認為依據智慧財產權法行使權利之行為，若有引

發限制市場競爭之效果者，原本屬於違法行為之概念；惟在本條除外適用之規

定下，乃例外豁免於獨占禁止法之規範。至於除外適用之範圍，本說採限縮解

釋，認為應僅限於法條列舉之著作權、發明專利、新型專利、新式樣專利及商

標等智慧財產權。

由於本說對於是否屬於智慧財產權之權利行使行為，主張應依智慧財產權

法之觀點加以判斷，此與一般認為在除外適用關係上，仍有必要從獨占禁止法

的觀點予以實質判斷之理解有異，是以本說普遍未為學界所採。

（二）權利濫用說

本說參照美國判例法有關智慧財產權濫用（misuse）之法理，認為依據智
慧財產權法行使權利之行為，倘足以認定其行為構成權利濫用之情形，即不

得依據本條規定，豁免於獨占禁止法之規範。換言之，本說形式上雖然承認有

智慧財產權之除外適用制度，惟實質上等於主張獨占禁止法應全面介入審理適

用。然而，如何之情形將構成權利濫用，在日本實務未能如同美國判例法形成

判斷依據之情況下，本說存在有判斷標準不明確之缺陷。

（三）逾越保護意旨說

本說以為，形式上雖屬智慧財產權之權利行使行為，惟實質上逾越智慧財

產制度保護之意旨者，即不得主張本條除外規定之適用，其行為仍應受到獨占

禁止法之規範。如此論點，乃係強調個案審理必須踐行涉案行為「有無逾越智

慧財產制度保護之意旨」及「是否違反獨占禁止法規定」之二階段審理作業程

序。惟此二階段之審理作業，如何在程序上加以明確區分、二者之判斷處於如

何之關聯性，乃係本說遭受學界質疑之處。

（四）確認的適用除外說

本說基於智慧財產權享有法律賦予排他權利之觀點，認為其權利行使行為

6 有關獨占禁止法第21條解釋之學說及各說評論，參閱村上政博，特許・ライセンス
の日米比較〔第3版〕，2000年5月，第99頁以下；茶園成樹，知的財産権と独禁法
(1)—工業所有権と独禁法（経済法講座第2巻「独禁法の理論と展開[1]」所収），
2002年10月，第170頁以下；岩本章吾，知的財産権と独占禁止法—独禁法解釈論
の再検討序説—，2008年2月，第24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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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之本質屬於適法行為，是以本條除外適用規定之意義，僅係在於確認該行使行

為本質的適法性。據此說法，本條應屬例示性規定，其除外適用之範圍，不僅

限於法條列舉之智慧財產權，其他如依據半導體積體電路布局法、種苗法及不

正競爭防止法等權利行使之行為，皆可豁免於獨占禁止法之規範。

然而，對於本說如此之論點，學界批評其將獨占禁止法第21條定位為確認
規定之性質，致使本條在解釋上僅具有宣示性之功能，似乎過於忽視該除外適

用制度在立法上存在之價值。

（五）創作發明人實施獨占的適用除外說

本說認為，智慧財產權之創作發明人，其實施智慧財產權之結果，因而獲

取市場獨占地位，此乃如同美國反托拉斯法上所謂企業基於經營績效而合法形

成的獨占地位（thrust upon monopoly），是以其實施之獨占行為，自應豁免於
獨占禁止法之規範。據此說法，本條除外適用之範圍，僅限於智慧財產權人實

施獨占之行為，至於授權協議涉及共同限制競爭之行為，即不得主張本條除外

適用之規定。惟對於如此區別適用之根據，學界認為本說並未提出合理之說

明。

（六）阻礙競爭之意圖目的說

本說針對智慧財產權之實施行為，區別為有限制競爭效果及無此效果之不

同態樣，對於有限制競爭效果之實施行為，倘得以證明其行為人主觀上具備阻

礙競爭之意圖目的者，即不得主張本條除外適用之規定。如此論點，顯然在

證明主觀意圖目的上有其困難之處，是以本說遭受學界批評其有窒礙難行之缺

失。

二、實務見解

有關運用獨占禁止法第21條除外適用規定之執法立場，日本公正取引委員
會在其新訂頒之利用智慧財產指針第2-1，作出如是表示：「對於形式上屬於
權利行使之行為，經審酌其行為之目的、態樣及對競爭有重大影響等因素，倘

認定其已經逾越智慧財產制度保護事業發揮創意、充分利用技術之意旨者，即

非屬獨占禁止法第21條所稱『行使權利之行為』，從而仍須受到獨占禁止法之
規範。」據此，足見該會對此除外適用規定之定位，顯然採取「逾越保護意旨

說」之立場
7
。

7 泉克幸，知的財産権ライセンスと独占禁止法—公取委ガイドラインの改定とその
検討—，特許研究，NO.45，2008年3月，第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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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2002年「柏青嫂機發明專利聯盟案」8
，東京高等法院認為，本

案組成專利聯盟行為及該聯盟運行狀況，尚未逾越發明專利法等有關技術保護

制度之意旨，即本案仍屬依據發明專利法行使權利之行為，難謂有違反獨占禁

止法規定。由此觀之，東京高等法院對此除外適用規定之解釋，適與公正取引

委員會之見解相互呼應
9
。

公正取引委員會在採取逾越保護意旨說之立場上，為避免發生有如學界批

評此說存在審理階段模糊不清之問題，爰於下述之利用智慧財產指針，特別強

調對於技術授權案件，必須進行權利行使行為之評價後，始得決定是否進入違

反獨占禁止法判斷之二階段審理作業程序。

參、利用智慧財產指針對於技術授權行為之規範

為揭示技術授權行為適用獨占禁止法之違法判斷標準，公正取引委員會先

後訂頒「有關國際性技術輸入契約之認定準則」（1968年）、「有關不公平的
交易方法規範對於發明專利及專門技術授權契約之執行準則」（1989年）、
「有關發明專利及專門技術授權契約之獨占禁止法指針」（1999年、下稱「舊
指針」）等處理原則

10
。近年來，在本文前言所述之政策背景下，公正取引委

員會著手修改1999年之舊指針，嗣於2007年頒布新修訂之利用智慧財產指針。
以下，即以該利用智慧財產指針為主軸，並配合實務案例、學界及業界團體等

意見，說明其對技術授權行為之規範事項
11
。

8 パチスロ機パテントプール事件，知的財産裁判例集平成14年（ネ）第4085号。本
件乃係對於合計約有100％市場占有率之多數柏青嫂機製造業者組成專利聯盟案，
東京高等法院主要基於如是理由，認定其屬發明專利權之權利行使行為，故未違反
獨占禁止法規定：1.該專利聯盟設立之目的，在於防止相關業者發生專利權使用糾
紛，並非阻礙新業者之參進市場；2.各成員事業僅係將其部分專利權委託給聯盟管
理，該專利聯盟並非網羅擁有製造柏青嫂機所必要不可欠缺之發明專利；3.對於授
權對象，訂有一定基本生產設備及未有違反營業法規紀錄等條件，屬於維持業者
生產品質之合理行為；4.對於成員事業，並無限制其商品銷售價格、生產或銷售數
量、銷售對象等情事。

9 參閱岩本章吾，前揭註6，第38頁。
10 此外，公正取引委員會另訂頒「有關共同研究開發之獨占禁止法指針」（1993
年）、「有關資訊業勞務委託交易濫用優勢地位之獨占禁止法指針」（1998年訂
定、2004年修訂）及「有關實施標準化組成專利聯盟等之獨占禁止法適用原則」
（2005年），用以建構對於智慧財產權行使行為完善之規範體系。

11 本利用智慧財產指針之解說，參閱高橋省三，知的財産の利用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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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適用範圍

本指針係以利用智慧財產之技術授權行為，作為規範對象。其所稱之技

術，係指
12
：「依照發明專利法、新型專利法、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法、種苗

法、著作權法及新式樣專利法等法律保護之技術或專門技術。」其中，著作

權法保護之技術，係指電腦程式著作技術；新式樣專利法保護之技術，係指物

品形狀之新式樣技術。至於專門技術（Know-How），則指非公開之技術性知
識、經驗或與此相關之集合，並由事業內部保護管理其經濟價值，其相當於不

正競爭防止法上所稱營業秘密之技術。

由此觀之，相對於1999年之舊指針，本利用智慧財產指針相當程度的擴大
對於智慧財產之適用範圍

13
。但部分學者認為，由於科技發展之日新月異，今

後之產業有可能創設出新的智慧財產技術，是以本利用智慧財產指針之適用範

圍，不應以限定列舉方式為之，宜應改採例示方式，以期周延。另業界團體亦

認為，商標權、電腦程式著作以外之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有無本指針之準用

或類推適用，應予明示。對於該等意見，公正取引委員會表示
14
：本利用智慧

財產指針係以智慧財產權涉及技術授權事項為規範對象，基於規範明確性之考

量，其適用範圍宜採限定列舉方式較為妥適；至於非本指針所列舉之智慧財產

權技術授權事項，仍應依其性質、法規範保護之意旨等因素，個案具體判斷有

無違反獨占禁止法規定。

二、權利行使行為之評價

依據獨占禁止法第21條規定，相關行為必須獲得係屬智慧財產權之「權利
行使行為」的評價，始得豁免同法之適用。至於其評價要素，本利用智慧財產

上の指針の概要，公正取引，第684号，2007年10月，第4頁以下；稗貫俊文，競争

影響分析の横断的記述とセーフハーバー—知的財産の利用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
の指針の検討—，同号第11頁以下；和久井理子，独禁法・知的財産法務の現在と
知的財産指針—米国・欧州の状況をふまえつつ—，同号第17頁以下。

12 參見指針第1-2-(1)。
13 1999年之舊指針，將其適用對象限定為有關發明專利、新型專利、專門技術或該等
專利與專門技術混合授權等技術授權契約；至於其他具有排他性權利性質之智慧財
產權授權契約，則許可其準用之。

14 有關學界、業界意見及公正取引委員會之回應，參見該指針別紙（附件）2，附錄
對於該指針草案主要意見與回應，第1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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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針分別從形式面與實質面加以觀察
15
。

在形式面上，應先審查該智慧財產權是否屬於有效之權利、有無逾越法定

排他權之範圍。例如，技術權利人，本於自己之意思，將利用該技術生產之產

品，在本國市場合法的散布流通後，基於權利的國內耗盡原則，其對他人從事

該產品之交易課加限制者，即非屬權利行使之行為。

其次，對於形式上屬於權利行使之行為，進而應就其實質面，審酌其行為

之目的、態樣及對市場競爭有無重大影響等因素，判斷其是否逾越智慧財產制

度保護事業發揮創意、充分利用技術之意旨，據以決定有無獨占禁止法之適

用
16
。

三、市場界定

市場界定，洵為競爭法主管機關審理限制競爭案件之前提作業。是以本利

用智慧財產指針指出
17
：在判斷技術授權之限制行為有無違反獨占禁止法相關

規定之前，即有必要分析其限制行為影響所及之交易層面。其所謂交易層面，

包含授權技術之相關技術市場（technology market），及使用該技術生產商品
（包含勞務）之相關市場（goods market）；此外，技術授權契約若有附加限
制被授權人事業活動條件之約款者，其影響層面即有可能及於上下游供需之技

術、零件或原料等相關市場。

對於相關技術市場及商品市場之界定，基本上與一般商品或勞務之市場界

定方法並無多大差異，即仍係從需求者替代性（interchangeable）之觀點，認
為對於技術之使用者而言，倘難以針對該技術為迂迴技術之開發，或該技術不

存在其他替代性技術者，即足以界定其為一特定之技術市場。另對於技術轉移

難度不高，或得以變更為其他用途之技術，其技術市場之界定，除該技術本身

外，並應注意是否涵蓋其他相關技術。

至於技術授權涉及研究開發之創新市場（innovation market）部分，本利用
智慧財產指針認為，由於技術研究開發之本身，並不存在所謂交易或市場之概

念，是以創新市場之範圍，應以技術授權之相關行為，對於日後研究開發成果

15 參見指針第2-1。
16 日本學者認為，濫發警告函或惡意提起侵害訴訟、懲罰性的拒絕授權、偽裝式的授
權限制約款等行為，實質上即非屬權利行使行為之概念，參閱岸井大太郎ほか，経

済法—独占禁止法と競争政策（第5版補訂），2008年4月，第300頁。
17 參見指針第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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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新技術或利用該新技術生產商品進行交易所生競爭之影響層面，加以界定。

四、限制競爭效果之評估

技術權利人雖有拒絕技術授權或實施其他限制競爭之行為，其未必構成獨

占禁止法之違法行為。詳言之，即使公正取引委員會認定相關限制行為非屬智

慧財產權之權利行使行為，其仍須依據本利用智慧財產指針下列之原則，評估

其限制競爭之效果，始得論斷其行為之違法性。

（一）競爭減損效果之分析方法

依據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5項、第6項及第9項等規定，限制競爭行為構成私
的獨占或不當的交易限制（卡特爾）之違法，須以該行為具備「實質的限制市

場競爭」之效果要件；若係構成不公平的交易方法之違法，則須具備「有阻礙

公平競爭之虞」之效果要件，始足當之。

對於上揭效果要件，本利用智慧財產指針將其統合定位為「競爭減損效

果」之評估項目，並且列出如是審酌事項，據以判斷技術授權之限制行為，有

無造成相關市場競爭減損之效果
18
：

1.相關限制行為之內容及態樣。
2.授權技術之用途及重要性。
3.相關市場之特性：含當事人間有無競爭關係19

、其市場占有率及排名順

位等因素。

4.所屬市場之全體狀況：含競爭者之數目、市場集中度、交易商品之特
性、差別化之程度、行銷通路及參進市場障礙等因素。

5.相關限制有無正當理由，及對從事研究開發或取得授權之意願有無影響
等要素。

此外，若技術授權存在有複數限制行為，即應分析其競爭減損效果係及於

同一市場，或分別及於數個市場；在分析競爭減損效果有無及於某一市場之

際，應一併分析其是否附隨的影響其他市場。另應予注意者，他事業若有提供

其他可替代性技術，即應注意該他事業之技術授權有無實施相同的限制行為。

（二）對於競爭影響效果之例示

在上揭各項審酌要素之外，本利用智慧財產指針從違法判斷標準明確化之

18 參見指針第2-3。
19 當事人間有無競爭關係，包含在限制行為前已有競爭關係、實施技術授權後始有競
爭關係、實施技術授權後仍無競爭關係等情形，參見指針第2-3-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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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分別例示如下對於競爭有重大影響及輕微影響效果之事項。

1.對於競爭有重大影響效果之例示20

(1) 競爭者間之授權限制行為，相較於對非競爭者實施相同之限制行為，
將易於達到迴避競爭或排除競爭者之目的，相對的具有重大影響競爭

之效果。

(2) 重要技術之授權限制行為，相較於對一般技術之授權限制行為，相對
的具有重大影響競爭之效果。至於某項技術是否重要，非指該技術本

身之優劣與否，而係應綜合衡量該技術在商品市場之使用狀況、其迂

迴技術開發之難易度或有無其他替代技術、技術權利人之市場地位等

因素而定。通常，某項技術，在相關技術或商品市場擁有實際的標準

地位者，即足認定其為重要技術。

2.對競爭減損效果輕微之例示
本利用智慧財產指針為促進技術授權相關案件審理之迅速化及明確化，

乃參照美國1995年及歐盟2004年之相關處理原則21
，設定以20％市場占有率之

安全門檻（safe harbor），作為推定相關限制行為對於競爭減損效果輕微之標
準。即技術授權案件，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則上將推定其對相關市場之競

爭減損效果輕微
22
：

(1) 使用該授權技術之事業，其在相關商品市場之占有率，合計未逾20％
者。

(2) 無從計算相關商品之市場占有率，或不適合依據商品市場占有率以判
斷其影響技術市場之競爭效果時，除該授權技術外，尚存在有4種以
上得以使用之替代技術者。

惟符合該安全門檻之技術授權案件，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鑑於其限制行

為仍有嚴重影響市場競爭之可能，或其行為存在手段的不當性，則例外不適用

該競爭減損效果輕微之推定規定，此時即應實際審查其對市場限制競爭之效

果，始得論斷其違法性：

(1)技術授權契約，附加限制商品之銷售價格、銷售數量、市場占有率、

20 參見指針第2-4。
21 美國1995年「反托拉斯法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準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歐盟2004年「技術移轉協議集體除外適用規則」
（Commission Notice,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 2004/C101/02）。

22 參見指針第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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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區域或對象等約款，或限制被授權人事業之研究開發活動、課予

其改良技術之讓與或專屬授權義務等。

(2) 相關行為，含有不公平競爭手段或侵害自由競爭之基本條件23
，致有

阻礙公平競爭之虞者。

五、個別違法類型之判斷標準

（一）私的獨占之違法判斷

獨占禁止法第3條前段規定，事業不得為私的獨占行為。其所稱私的獨占
行為，依據同法第2條第5項之定義規定，係指：「事業單獨或與他事業結合、
通謀或以其他方法，排除或支配他事業之營業活動，致違反公共利益，實質的

限制特定市場之競爭。」在此條文規定下，認定技術授權之限制行為是否構

成私的獨占之違法，就「實質的限制特定市場之競爭」構成要件部分
24
，本利

用智慧財產指針列有上述市場界定、限制競爭效果之評估等判斷標準；另有關

「排除或支配他事業之事業活動」構成要件部分，本利用智慧財產指針列有如

下之違法判斷原則
25
。

1.拒絕技術授權或禁止他事業使用技術
技術權利人，拒絕他事業技術授權之請求（要求高額之授權金者，視為拒

絕技術授權），或對於未獲得授權之他事業提起請求停止使用技術之訴訟，此

通常被視為權利行使之行為，自無違法性之問題。惟該等行為之實施，若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即非屬權利行使之行為；倘因此排除他事業之營業活動，致有

實質的限制特定市場競爭之效果者，將構成私的獨占之違法：

23 依據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在1982年發表之獨占禁止法研究報告所示，維護市場公平
競爭必須具備「確保自由競爭之狀態」、「確保競爭手段之公平」及「確保自由競
爭之基礎」等三條件；所謂「確保自由競爭之基礎」條件，係指市場之交易主體，
就是否從事交易及交易條件，得依其自主意思加以判斷，參見顏廷棟、余朝權，日
本獨占禁止法對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之規範，公平交易季刊，第14巻第4期，2006年
10月，第8頁。

24 所謂「實質的限制特定市場之競爭」，東京高等法院判例，解釋其意為：「市場競
爭減弱，致特定之事業或事業團體得於某程度內，任意的操縱價格、品質、數量及
其他交易條件，進而呈現市場遭受控制或有此之虞的狀態」（東寶明星案，高民
集4卷14号，497頁，1951年9月19日；東寶新東寶案，高民集第4巻12号，3215頁，
1953年12月7日）。此外，公正取引委員會在2007年3月26日之NTT東日本案件審決
（審決集53巻776頁），亦採相同之見解。

25 參見指針第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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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組成專利聯盟（patent pool），無正當理由的拒絕新進事業或特定既
存事業技術授權之請求。

(2) 繼受取得重要技術之權利人，對於普遍使用該重要技術之競爭者，拒
絕其技術授權之請求（即所謂「奪取行為」）。

(3) 對於競爭者（包含潛在競爭者）可能使用之相關技術，非以使用技術
之目的，網羅收購該等技術權利後，拒絕競爭者技術授權之請求（即

所謂「收購行為」）。

(4) 技術權利人，利用訂定產品規格標準之機會，不當的使其技術成為產
品規格標準之項目後，拒絕他事業技術授權之請求，致使他事業無從

進行符合該產品規格標準之開發或製造。

(5) 技術權利人參與政府招標採購案件，以不當之方法，使招標機關誤信
必須使用該技術始得符合採購商品之規格標準，並且拒絕其他參標廠

商技術授權之請求，以阻礙其參與競標。

歷年來，由於拒絕技術授權，致構成私的獨占之代表性違法案例，首推

1997年之「柏青哥機發明專利聯盟案」26
。本案為製造柏青哥機之10家業者

（合計約有90％之市場占有率），各自將其擁有製造柏青哥機之部分發明專利
權，委託日本遊技機發明專利營運聯盟公司集中管理。嗣後，該10家柏青哥機
製造業者及專利營運聯盟公司，意圖維護既存業者之現有市場利益，爰拒絕新

進業者技術授權之請求，以阻礙其加入市場。

對於本案之行為，公正取引委員會認為，該10家柏青哥機製造業者及專利
營運聯盟公司之拒絕技術授權行為，乃係排除新進業者之營業活動，藉以實質

的限制柏青哥機製造市場之競爭，應構成獨占禁止法第3條私的獨占之違法。
至於學界之意見，普遍認為本案之違法性，並非在於該等業者組成專利聯盟部

分，而係其濫用專利聯盟集結之市場力，藉由拒絕技術授權以阻礙新進業參與

競爭，此顯然逾越其權利行使行為的評價範圍，故多表贊同本案之處分
27
。

2.限制技術利用範圍
技術權利人，限制被授權人利用技術之範圍，此通常被視為智慧財產權之

權利行使行為，自無違法性之問題。惟技術權利人指定利用技術之範圍，並有

26 パチンコ機パテントプール事件，1997年8月6日，勸告審決第5号，審決集44巻238
頁。

27 江口公典，ぱちんこ機メーカーの特許プールによる参入の排除〔三共ほか10名事
件〕，独禁法審決・判例百選〔第六版〕，2002年3月，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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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被授權人遵守該範圍限制之配合措施，倘因此支配被授權人事業之營業活

動，致有實質的限制特定市場競爭之效果者，將構成私的獨占之違法。

3.附加利用技術條件
技術權利人，對於被授權人附加如下利用技術條件之限制，倘因此支配被

授權人事業或排除他事業之營業活動，致有實質的限制特定市場競爭之效果

者，將構成私的獨占之違法：

(1) 技術權利人，對於數事業實施復式的技術授權（multiple license），
並有促使該等事業遵照其指示之價格、交易數量或對象為商品之銷售

者，即屬支配他事業營業活動之行為。

(2) 在相關技術或商品市場上，擁有與商品規格標準相關之必要不可欠缺
技術者，限制被授權人不得從事替代技術之開發，原則上屬於支配被

授權人事業營業活動之行為；若限制被授權人事業不得採用其他替代

技術者，原則上屬於排除他事業營業活動之行為
28
。

(3) 在相關技術或商品市場上，擁有與產品規格標準相關之必要不可欠缺
技術的權利人，無正當理由，限制被授權人事業不得接受其他技術之

授權，或指定被授權人事業必須購買一定之商品，即屬支配被授權人

事業營業活動或排除他事業營業活動之行為。

屬於此類型行為之違法案例，如1994年之「日本蘿蔔品種栽培協會
案」

29
。本案為日本蘿蔔品種栽培協會，在取得新品種蘿蔔栽培方法及栽培設

備等多項發明專利之專屬實施權後，將該等專利技術授權予其會員事業使用；

惟為求市場供需之穩定，其授權契約規定，被授權會員事業使用該技術生產蘿

蔔之數量，必須獲得地區會議理事會之同意，若有違反該規定者，即終止其授

權契約。對此限制行為，公正取引委員會警告其有違反獨占禁止法第8條規定
之虞

30
，該協會因此刪除該限制約款。

（二）不當的交易限制之違法判斷

獨占禁止法第3條後段規定，事業不得為不當的交易限制之行為。所謂
「不當的交易限制」，即一般所稱之卡特爾。另依同法第2條第6項之定義規

28 除明示的限制被授權人不得從事替代技術之開發行為外，若有給予不從事替代技術
開發之顯然優惠授權條件者，視為有限制不得從事替代技術開發之行為，參見指針
第3-1-(3)-註11。

29 日本かいわれ協会事件，1994年2月17日，公取委警告。
30 獨占禁止法第8條規定，事業團體不得為實質的限制特定市場競爭，或不當的限制
其事業成員之機能或活動等行為（第1項第1款、第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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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當的交易限制，係指：「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名義，與他事業共同

決定、維持或調漲價格，或相互約束或遂行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或交

易對象等事業活動，致違反公共利益，實質的限制特定市場之競爭。」據此規

定，本指針認為，有競爭關係之數事業實施技術授權之限制行為，尤其係藉由

下列專利聯盟、復式授權或交互授權（cross license）等方式實施限制行為，即
應注意其間是否存在有不當的交易限制之違法性問題

31
。

1.專利聯盟
技術權利人組成專利聯盟，藉以相互取得生產商品所需必要技術之授權，

從其得以增進技術授權效率、發揮技術整合功能及降低智慧財產權糾紛等觀點

而言，其組成專利聯盟之行為，應不存在違法性的問題。然而，在特定之技術

市場上，擁有替代關係技術權利之同業組成專利聯盟，進而實施下列行為，致

有實質的限制特定技術市場或商品市場競爭之效果者，將構成不當的交易限制

之違法：

(1)共同決定技術之利用範圍等授權條件，或相互限制技術改良、授權對
象。

(2)共同決定商品之價格、數量或交易對象。
(3)對於非專利聯盟成員之事業，相互約束僅得由該專利聯盟決定是否給
予授權之情況下，無正當理由的拒絕新進業者或特定既存事業技術授

權之請求，以阻礙其參進市場或促使事業經營困難。

實務上，在前揭1997年之柏青哥機發明專利聯盟案，對於技術權利人及其
專利聯盟拒絕非聯盟成員事業技術授權之請求，公正取引委員會認定其構成私

的獨占之違法。然而，有學者以為
32
：本案之技術權利人雖未直接共同決定商

品價格或限制數量，惟其專利聯盟授權契約訂有被授權人須遵守不得折價促銷

之約款，並訂定各成員事業申請相關單位檢驗柏青哥機數量之上限額度，如此

將有僵化商品價格及限制產量之效果；再者，該專利聯盟僅限以其成員事業為

技術授權之對象，屬於封閉式的專利聯盟，其拒絕對非成員事業實施技術授

權，即如同不當的共同杯葛行為，是以應認定本案行為構成不當的交易限制之

違法，較為妥適。

2.複式授權
技術權利人對於數事業實施複式授權之情況下，授權人與被授權人等事

31 參見指針第3-2。
32 村上政博，前揭註6，第1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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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基於共同之意思，實施下列行為，致有實質的限制特定市場競爭之效果

者，將構成不當的交易限制之違法：

(1)限制利用技術之範圍、生產商品之銷售價格、銷售數量或對象，相互
約束事業活動。

(2)限制從事技術改良、應用研究、研究成果技術之授權對象或使用替代
技術等行為。

相關實務案例，如1993年之福岡市公共下水道鐵蓋案33
，即係藉由複式授

權實施不當限制行為之典型案例。本案為福岡市政府辦理公共下水道鐵蓋採購

案，決定採購之商品，必須符合日之出水道公司擁有新型專利之鐵蓋形狀標準

規格，因此招標需求附加日之出水道公司負有對其他供應廠商實施技術授權之

採購條件。日之出水道公司乃藉此機會，在對其他6家供應廠商實施複式授權
之際，共同決定各家廠商之估價價格、給付施工業者之工程款及利潤、供貨比

例等事項，致遭公正取引委員會認定該等廠商構成不當的交易限制之違法。

3.交互授權
所謂交互授權，係指數技術權利人，相互實施技術授權；其相對於專利聯

盟或複式授權，參與交互授權之事業較為少數。惟參與交互授權之少數事業，

倘於特定商品市場，合計擁有高度之市場占有率，且實施下列行為，致有實質

的限制特定市場競爭之效果者，將構成不當的交易限制：

(1)共同決定使用技術生產商品之價格、數量、交易對象，或共同拒絕他
事業技術授權之請求。

(2)限制利用技術之範圍，並共同決定各事業利用技術範圍之營業活動。
（三）不公平的交易方法之違法判斷

獨占禁止法第19條規定，事業不得實施不公平的交易方法。其所稱不公平
的交易方法，依據同法第2條第9項之定義規定，係指其行為具有妨礙公平競
爭之虞（即所謂「公平競爭阻礙性」），且符合如是違法行為態樣之一者

34
：

33 公共下水道用鉄蓋福岡市事件，1993年9月10日，審判審決，審決集40巻3頁。
34 為將該等6種行為態樣予以具體細分化，公正取引委員會訂有如是一般指定之16項
違法行為類型：1.無正當理由的共同拒絕交易；2.不當的單獨拒絕交易；3.不當的差
別對價；4.不當的差別交易條件；5.事業團體之不當的差別待遇；6.不當的廉賣；
7.不當的高價收購；8.欺瞞的引誘顧客；9.不當的利誘顧客；10.不當的搭售；11.不
當的附排他條件之交易；12.無正當理由之維持轉售價格；13.不當的附限制條件之
交易；14.交易上優勢地位之濫用；15.不當的妨礙競爭者進行交易；16.不當的干擾
競爭者公司內部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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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當的差別待遇；2.不當的對價；3.不當的引誘或強制交易；4.不當的限制交
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5.交易地位之不當利用；6.不當的妨礙競爭者之事業活
動。

據上規定，本利用智慧財產指針對於技術授權之限制行為，依其公平競爭

阻礙性之有無或可能性，將其區分為「原則構成不公平的交易方法」、「可能

構成不公平的交易方法」及「原則不構成不公平的交易方法」等三類型
35
。以

下，分別說明之。

1.公平競爭阻礙性之判斷
有關公平競爭阻礙性之判斷，包含如下三項審酌要素：

(1) 減損競爭之效果：依其行為影響之事業家數、授權人與受影響事業間
之競爭狀況、行為實效性之強弱等因素，判斷其有無排除競爭者之交

易機會或直接妨礙他事業參與市場競爭機能之虞。

(2) 競爭手段的不當性：例如從事技術交易之當事人，有促使相對人對該
技術之功能效用或技術權利事項產生誤認，或有散布誹謗競爭者相關

技術之行為；另行為人明知其技術權利無效，仍然提起請求停止侵害

行為訴訟，藉以妨礙競爭者事業之經營，該等行為皆屬不當的競爭手

段。

(3) 侵害自由競爭之基本條件：認定相關行為有無侵害自由競爭之基本條
件，主要審視技術權利人有無濫用其相對優勢地位，不當的課加被授

權人不利益之交易條件。至於認定技術權利人是否擁有相對優勢地

位，應綜合該技術之重要性、被授權人事業對於該技術之依賴程度、

技術權利人及被授權人在相關技術市場或商品市場之地位、相關技術

市場或商品市場之狀況、技術權利人與被授權人之事業規模差異等因

素，審酌判斷之。

惟應予注意者，技術授權之限制行為，如涉及競爭手段的不當性或侵害自

由競爭之基本條件，即不得適用有關競爭減損效果輕微之推定規定。是以對於

此類案件，不問其在相關市場占有率之高低，仍應實際審查其行為影響被授權

人事業之內容及程度、行為對象之事業家數、行為之持續性及反覆性等因素，

據以決定其公平競爭阻礙性之有無。

2.「原則構成不公平的交易方法」之類型

35 參見指針第4。有關此三類型行為分類之說明，詳參高橋省三，前揭註11，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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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對於被授權人之限制約款，通常具有公平競爭阻礙性，原則構成不公

平的交易方法：

(1)限制使用技術生產商品之銷售價格或轉售價格；或限制其出口價格，
致影響國內市場之競爭，該等行為原則構成不當的附限制條件之交易

（一般指定第13項）。
(2)禁止被授權人或與第三人共同從事研究開發活動36

，將有減損相關技

術市場或商品市場競爭之效果，原則構成不當的附限制條件之交易

（一般指定第13項）。但對於專門技術，已盡相當之保護管理，在防
止該技術遭受洩漏或流為他用之必要範圍內，限制被授權人與第三人

共同從事研究開發活動者，不在此限。

(3)課予應將改良技術之權利讓與原授權人或其指定事業，或須以專屬授
權方式（exclusive license）回饋授權予原授權人等義務，將強化原授
權人之市場地位，降低被授權人從事研究開發之意願，原則構成不當

的附限制條件之交易（一般指定第13項）。但該改良技術，須與原授
權之技術相結合始得發揮效用，授權人因而提供相當對價，課以被授

權人讓與改良技術之義務者，不在此限。

3.「可能構成不公平的交易方法」之類型
下列對於被授權人之限制約款，若有公平競爭阻礙性者，構成不公平的交

易方法。

(1) 技術權利人，拒絕他事業技術授權之請求，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Ⅰ 對於競爭者使用之技術，明知該技術難以使用其他替代技術，因而

在繼受取得該技術權利後，基於阻礙競爭之目的，拒絕競爭者技授

權之請求，可能構成不當的單獨拒絕交易、不當的妨礙競爭者進行

交易（一般指定第2項、第15項）。
　Ⅱ 以提供顯然優惠之條件，誘使相對人與其締結技術授權契約，在被

授權人難以轉換使用其他替代性技術後（例如成為製造商品規格之

標準），拒絕繼續技術授權之請求，可能構成不當的單獨拒絕交易

或不當的妨礙競爭者進行交易（一般指定第2項、第15項）。

36 禁止被授權人更改著作程式，通常視為依照著作權法行使權利之行為。惟依照日本
著作權法之規定（第20條第2項第3款、第47條之2），被授權人基於有效利用電腦
軟體程式之目的，得更改其程式；若有禁止該更改程式之限制者，即非屬權利行使
之行為，參見指針第4-5-(7)-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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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 對於事業在特定商品市場從事營業之必要技術，無正當理由的拒絕
部分事業技術授權之請求，可能構成不當的差別交易條件（一般指

定第4項）。
(2) 限制使用技術不得超過一定次數，或限制使用技術生產商品之產量、
出口數量或銷售數量之上限，致有影響整體市場供給數量之效果者，

可能構成不當的附限制條件之交易（一般指定第13項）。
(3) 限制使用技術所需之原料、零件，逾越確保技術使用功效、安全性或
防止洩漏技術秘密之必要合理範圍，致有排除他事業提供替代原料、

零件交易機會之效果者，可能構成不當的搭售、不當的附排他條件或

不當的附限制條件之交易（一般指定第10項、第11項、第13項）。
(4) 限制利用技術生產之商品，必須經由特定之經銷商銷售，或禁止經由
特定之經銷商銷售，或限制其商品必須經由特定之出口商外銷，可能

構成不當的附限制條件之交易
37
（一般指定第13項）。

(5) 禁止製造銷售與授權人有競爭關係之商品，或不得與授權人之競爭者
締結有競爭關係的技術授權契約，妨礙被授權人有效使用技術或達成

技術交易，致排除競爭者之交易機會者，可能構成不當的單獨拒絕

交易、不當的附排他條件或不當的附限制條件之交易（一般指定第2
項、第11項、第13項）。但專門技術授權，實施該等限制行為，尚未
逾越保護秘密之必要合理範圍者，不在此限；其在授權期滿後之短期

限制行為，亦同。

(6) 禁止爭執授權技術之有效性，致使本應歸於無效之技術得以存續，可
能構成不當的附限制條件之交易（一般指定第13項）。

(7) 約定授權人得以任意解除授權契約，並以此約款作為實施其他違法限
制競爭行為之手段者，可能構成不當的單獨拒絕交易、不當的附限制

條件之交易（一般指定第2項、第13項）。
(8) 設定與利用技術無關之授權金計算標準，例如非以使用該授權技術製
造商品之生產或銷售數量作為計算標準者，將有妨礙被授權人生產競

爭性商品或使用競爭性技術之效果，可能構成不當的附排他條件之交

易、不當的附限制條件之交易（一般指定第11項、第13項）。但授權

37 對於依照種苗法註冊登記之種苗，限制培育該種苗之被授權人，僅得將培育種苗銷
售予種植該種苗之其他被授權人，視為防止該種苗產物收穫權利遭受侵害之必要合
理限制，參見指針第4-4-(2)-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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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僅用於製造之一部分或存在於零件，為計算方便起見，以最終商

品之生產數量、銷售金額或使用原料零件之數量，作為計算授權金之

基礎者，不在此限。

(9) 授權技術之權利消滅後，仍有限制被授權人使用技術或收取授權金之
行為，致妨礙其自由使用技術，可能構成不當的附限制條件之交易

（一般指定第13項）。但該授權金之支付，係在分期付款或延期付款
之期限內者，不在此限。

(10) 要求被授權人接受所需以外技術之包裹授權（package license），若
逾越整合技術效用之必要合理範圍，致限制被授權人選擇使用技術

之自由，並有排除競爭技術之效果，可能構成不當的搭售或不當的

附限制條件交易
38
（一般指定第10項、第13項）。

(11) 授權技術之技術方法或規格，具有生產商品或提供勞務之平台功
能。基此平台功能，進而開發出多項互有競爭關係之應用技術後，

授權人結合該平台功能與應用技術功能，再為技術追加功能之授權

行為，致被授權人必須仰賴該追加技術功能之情況下，排除其他事

業提供應用技術之交易機會，可能構成不當的搭售或不當的附限制

條件交易（一般指定第10項、第13項）。
(12) 禁止對授權人或其指定之事業行使現有或日後可能取得之權利。如
此將強化授權人在特定技術市場或商品市場之地位，並減損被授權

人從事研究開發之意願，可能構成不當的附限制條件之交易（一般

指定第13項）。
4.「原則不構成不公平的交易方法」之類型
下列對於被授權人之限制約款，通常未具有公平競爭阻礙性，原則不構成

不公平的交易方法：

(1) 限制利用技術，僅得從事於製造、使用、讓與或出口之特定範圍。
(2) 限制利用技術之期間。
(3) 限制利用技術之用途，例如限定僅能用於製造特定之商品。
(4) 限制使用技術生產或銷售商品之區域。

38 例如在「日本微軟公司電腦軟體授權案」（日本マイクロソフト事件，1998年12月
14日，勸告審決第21号，審決集45巻153頁），對於日本微軟公司，藉由與電腦製
造廠商締結圖表計算及文書處理等軟體之授權契約，一併要求其接受行程管理軟體
授權之包裹授權行為，公正取引委員會認定本案授權契約構成不當的搭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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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限制使用技術不得低於一定次數，或限制其使用技術生產商品不得低
於一定數量。

(6) 禁止將使用技術生產之商品予以出口，或限制其出口地區。
(7) 限制再為技術授權之對象。
(8) 課予使用特定商標之義務。但同時有禁止併用其他商標，且使用其他
商標為重要之競爭手段，致有公平競爭阻礙性者，不在此限。

(9) 課予應盡其最大努力利用技術之義務。
(10) 課予在授權期間及授權期滿後，對於授權之專門技術負有保密義
務。

(11) 課予應將改良技術以非專屬方式回饋授權（grant-back license）予原
授權人之義務。但同時有限制改良技術之授權對象，例如不得將改

良技術授權予原授權人之競爭者或其他被授權人，致有公平競爭阻

礙性者，不在此限
39
。

(12) 課予應將利用技術過程取得之知識或經驗告知授權人之義務。但該
告知義務，實質上得視為被授權人負有將其取得專門技術回饋授權

予原授權人之義務，致有公平競爭阻礙性者，不在此限。

六、小結

相較於公正取引委員會先前訂定之相關處理原則，本利用智慧財產指針之

特色，不僅擴大對於技術授權行為之適用範圍，且在揭示相關行為有無減損競

爭效果之評估原則下，新設有20％市場占有率之安全門檻，俾符合規範明確性
之要求。此外，本利用智慧財產指針區分各技術授權之限制行為類型，分別例

示有「原則違法」、「原則不違法」及「可能違法」之違法判斷標準，此即相

當於學理上所謂「黑色條款」、「白色條款」及「灰色條款」等事項，如此將

有助於執法之明確性，並降低技術授權行為觸法之風險
40
。

日本學界，基本上肯定本利用智慧財產指針之頒布將有促進技術交易活

39 但被授權人開發改良之技術，必須結合原授權人之技術始得發揮技術效用者，因此
課以被授權人對他事業授權須獲得原授權人同意之義務，原則上不構成不公平的交
易方法，參見指針第4-5-(9)-註21。

40 1999年之舊指針，對於相關限制約款，區分為「黑色條款」、「灰黑條款」（極可
能構成不公平的交易方法）、「灰色條款」及「白色條款」等四種行為類型；本利
用智慧財產指針，將其簡化為現行三種行為類型，相對的應有提高其規範明確性之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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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之功能
41
。惟有部分學者指出

42
：本利用智慧財產指針，

在揭示有關私的獨占之「支配」、「排除」行為，及不公平的交易方法之「公

平競爭阻礙性」等違法判斷標準上，仍有未盡明確之處；另20％市場占有率之
安全門檻，設有過多排除適用之例外事項，如此可能降低其規範明確化之預期

效果，是以仍須藉由日後實務案例之累積，以補充建立更為具體明確之執法標

準。

肆、對我國公平法規範之啟示

一、公平法第45條除外適用規定之定位

（一）學說及實務見解

公平法第45條規定：「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
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如是除外適用規定之法律性質為何？國內學者基於

不同之論點，分別提出「確認規定說」、「例外豁免規定說」、「豁免規定兼

雙重規定說」、「範圍性規定說」、「訓示規定說」、「違法考量說」及「阻

卻違法事由說」等諸多見解
43
。此外，亦有學者認為，本條規定之定位，不應

僅侷限於本法之適用或例外不適用的層次，而應著眼於其具有調和智慧財產權

保護政策與競爭保護政策之立法意涵
44
。

至於實務之見解，若依公平會現行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理原則第四點

（一）：「本會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案件，將先依公平交易法第45條規定檢視
之；形式上雖為依照專利法等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惟實質上逾越專利權等正

當權利之行使範圍，違反專利法等保障發明創作之立法意旨時……」之規定所

示，公平會對於本法45條除外適用規定之解釋，顯然深受日本法制「逾越保護
意旨說」之影響。如此而言，本條規定對於公平會處理智慧財產權相關案件之

意義，同樣的亦係要求主管機關必須進行二階段案件審理程序之義務。亦即，

在審理作業程序上，公平會應於前階段確認涉案行為欠缺「權利行使正當性」

之要件後，始得進入後階段論斷其是否違反公平法相關規定。

41 泉克幸，前揭註7，第49頁；稗貫俊文，前揭註11，第16頁。
42 和久井理子，前揭註11，第19頁以下。
43 有關公平法第45條法律性質之學說，詳參溫俊富，專利制度與競爭制度調和之研
究，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年7月，第227頁以下。

44 參閱汪渡村，公平交易法（增訂三版），2007年9月，第2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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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務案例之檢討

觀察公平會歷來處理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之相關案例，大多略過公平法第

45條規定「權利行使正當性」要件之審查階段，即直接進行後階段有無違反公
平法規定之論處。例如，在「學者公司錄影帶搭售案」

45
、「協和育樂公司錄

影帶搭售案」
46
、「得利影視公司影音光碟搭售案」

47
及「松網科技公司電腦遊

戲軟體搭售案」
48
等案，公平會認定該等視聽著作或電腦程式著作之授權人，

對於被授權人強制搭售錄影帶、影音光碟或電腦遊戲軟體等行為，違反公平法

第19條第6款規定；惟其處分書，對於各該涉案行為何以欠缺「行使權利正當
性」要件之認定理由，皆付諸闕如。

或許，公平會認為該等不當搭售行為當然非屬依照著作權法「行使權利之

正當行為」，爰無庸於處分理由多加著墨。然而，此「行使權利正當性」要件

之欠缺，既為公平法介入規範之前提條件，是以公平會處分書自有表明其認定

此要件欠缺理由之必要性。

此外，在行政法院之判決中，亦可發現由於其對公平法法條規範屬性之誤

解，致忽略對此「行使權利正當性」之要件加以審酌者。例如，在「國立編譯

館差別待遇案」
49
，對於原告（被處分人）主張其限制出版事業印行資格，乃

係依著作權法第37條規定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是以本案應無公平法適用餘地
之起訴理由，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於判決表示

50
：「適用本條除外規定之範圍，

僅限於反壟斷法（即獨占地位之濫用、結合事先申請及聯合之禁止）之部分，

對於反不當競爭法（如妨礙公平競爭）部分則無除外規定之適用」，爰未審理

涉案行為是否屬於「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

依據該判決意旨，其認定本案涉及本法第19條第2款規定之無正當理由的
差別待遇行為，核屬反不當競爭法規範之範圍，故不得主張本法第45條除外規
定之適用。惟如此判決之見解，實值商榷。蓋本法第45條除外規定之適用範
圍，究僅限於限制競爭行為部分，抑或尚及於不正競爭行為部分，學界及實務

固有爭議
51
；然第19條第2款規範之屬性，從其法條訂有「無正當理由」之違法

45 公平會081公處字第021號處分。
46 公平會085公處字第133號處分。
47 公平會089公處字第078號處分。
48 公平會091公處字第022號處分。
49 公平會090公處字第118號處分。
50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訴字第1865號判決。
51 詳參謝銘洋、陳人傑，第四十五條除外適用—智慧財產權之正當行使，公平交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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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要素以觀，其顯然非屬競爭手段不當性之違法類型，是以本款應屬限制競

爭法規範之領域，要無疑義
52
。據此，本案涉嫌違反第19條第2款規定之行為，

仍有適用本法第45條除外規定之可能，是以行政法院迴避此「行使權利正當
性」要件之審查，其判決顯有違誤。

二、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理原則之檢討

公平會為揭示其處理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違法判斷標準，爰參照日本、美

國及歐盟等國相關法制規定，在2001年1月20日訂頒「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審理技術授權案件處理原則」；嗣於2005年2月24日修正部分規定，並更名為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案件之處理原則」（下稱「本處理原

則」）；另於2005年8月26日、2007年5月8日，先後修正若干規定。由此頻繁
之修正次數觀之，顯示公平會對於本處理原則力求規範完善之態度。因此，對

於訂定本處理原則曾經參考之日本法制，其在2007年新訂頒之利用智慧財產指
針，當有引發公平會高度關注之興趣。以下，即參酌該指針之特色重點，據以

比較檢討本處理原則之相關規定。

（一）適用範圍

依據本處理原則第二點（一）、（二）之定義，其所稱技術授權協議係指

涉及發明專利、新型專利、專門技術或該等專利與專門技術混合授權等授權協

議類型。如此之定義規定，顯然仿效日本1999年之舊指針而訂。惟本處理原則
僅列舉該等技術授權協議案件為其適用範圍，得否完全滿足當前科技迅速發展

之時代需求，不無疑義？是以針對其他技術授權協議案件類型，應否納入本處

理原則之規範對象，殊值探究。

如上所述，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在2007年新訂頒之利用智慧財產指針，業
將其適用範圍擴及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植物品種、電腦程式著作及新式樣專利

等智慧財產權之技術授權協議案件。反觀我國在現行法制下，涉及電腦程式著

作或新式樣專利之技術授權行為，雖在公平法第45條除外規定之適用範圍內，
惟當事人對於授權約款是否具備權利行使正當性之要件有所爭議時，卻無從適

之註釋研究系列（三），2005年12月，第559頁。
52 學者對於公平法第19條各款不法性之評價，即有認為同條第1、3、4、5款應強調其
「行為不法」、行為非價之判斷取向；而第2、6款則應以「市場不法」、減損市場
自由競爭之機能的標準加以判斷，詳參吳秀明，從依賴性理論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
位，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2004年11月，第5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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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處理原則加以解決
53
。此外，有關植物品種權、積體電路布局權等智慧財

產權，形式上雖非公平法第45條除外適用規定之適用對象；惟其性質亦屬具有
排他效力之權利，故仍有類推適用同條規定之餘地

54
。若此，對於涉及電腦程

式著作、新式樣專利、植物品種或積體電路布局等權利之技術授權協議案件，

實務上既有解決其授權爭議之必要性，公平會似無排除其適用本處理原則之理

由。

（二）行使權利正當性之評價

依據公平法第45條規定，智慧財產權之行使行為，必須同時符合「行使權
利」及「正當行為」之要件，始有本條除外規定之適用；此相較於日本獨占禁

止法第21條僅以「行使權利之行為」作為除外適用要件之規定，似乎意味著公
平法增列「正當行為」之要件有其特別含意？究其實，如上所述，獨占禁止法

第21條所謂「行使權利之行為」，內含形式要件與實質要件之評價事項，其行
為必須二者兼具，始得豁免同法之適用。對照之下，公平法第45條乃係將形式
要件與實質要件一併明列，其所謂「行使權利」，當屬形式要件，應審酌其是

否為有效的智慧財產權、有無逾越法定排他權之範圍等事項；另所謂「正當行

為」，則屬實質要件，應審酌其行為之目的、態樣及對競爭有無重大影響等事

項，據以決定是否逾越智慧財產保護制度之意旨
55
。

然而，觀察本處理原則第四點（一）後段：「形式上雖為依照專利法等行

使權利之正當行為，惟實質上逾越專利權等正當權利之行使範圍……」之規

定，似有混淆對於形式要件與實質要件評價事項之嫌。蓋所謂「行使權利之

『正當行為』」本屬認定行為有無正當性之實質審酌事項，本處理原則將其置

於形式的評價要素，顯非妥適；另所謂「逾越專利權等『正當權利之行使範

圍』」則屬形式上認定是否欠缺行使權利要件之審酌事項，本處理原則將其列

為實質的評價要素，亦有待商榷。

（三）審酌事項之補充說明

本處理原則第四點（三），列舉6款有關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審酌事項，

53 依據本處理原則第二點（二）之規定，僅限未於我國取得之發明專利或新型專利等
授權協議案件，始得準用本處理原則。

54 參閱謝銘洋、陳人傑，前揭註51，第555頁。
55 有關公平法第45條規定之適用，國內學者亦有認為，是否屬於「行使權利」之行
為，必須依據相關智慧財產法而為判斷；至於判斷其正當性之考量要素，則應審酌
有無權利濫用、違反誠信原則及對競爭秩序之影響等因素，參閱謝銘洋、陳人傑，
前揭註51，第555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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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資作為認定涉案行為有無違法性之主要依據。惟觀察其中有關市場力量等重

要審酌事項，似有進一步補充說明其內涵之必要，俾符合本處理原則追求規範

具體化、執法標準明確化之目標（處理原則第一點）。

首先，就第1款所定「授權人就授權技術所具有之市場力量」審酌事項，
依據本處理原則第三點規定，公平會固然不得僅因授權人擁有專利或專門技

術，即推定其在特定市場具有市場力量
56
；惟不可否認的，授權人若擁有某項

重要技術，其授權協議限制約款即有相當程度影響特定市場競爭效果之可能。

是以本處理原則，除訂定市場力量推定之排除條款外，亦應同時揭示授權人擁

有重要技術可能被認定有相當程度市場力量之預警條款。至於認定某項技術是

否重要，應綜合該技術在商品市場之使用狀況、其迂迴技術開發之難易度、有

無其他替代技術及其在相關市場是否擁有實際的標準地位等因素加以判斷
57
。

其次，有關第2款所列「授權協議當事人於特定市場之市場地位及市場狀
況」審酌事項，其中當事人之市場地位，應審酌當事人間有無競爭關係、其市

場占有率及排名順位等事項；另所謂市場狀況，則應考慮競爭者之數目、市

場集中度、交易商品之特性、差別化之程度、行銷通路及參進市場障礙等事

項
58
。

至於日本利用智慧財產指針，參考歐美法制新設20％商品市場占有率或有
4種以上可替代性技術之安全門檻規定，本處理原則有無仿效引進之必要？本
文以為，衡諸日本法制對於適用該安全門檻仍然設有諸多例外規定，爰難以期

待其充分發揮執法標準客觀化、案件審理迅速化之功能；且我國公平會迄今累

積之技術授權協議案例尚有未足，當前實無從擬定適合我國產業結構之安全門

檻標準，是以本處理原則設此安全門檻規定之必要性，仍有待假以時日之觀

察。

此外，對於第4款規定「特定市場進出之難易程度」審酌要素，主要考量
該特定市場有無存在其他可替代性技術、其他技術授權有無實施相同的限制行

為、相關限制行為有無影響及於上下層級之市場等因素
59
。

（四）例示事項之檢討

56 依據公平會訂定本處理原則之說明，該第三點規定乃係仿效美國1995年「反托拉斯
法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準則」Sec.2.2之立法例。

57 參見日本利用智慧財產指針第2-4-(2)。
58 參見日本利用智慧財產指針第2-3第1段。
59 參見日本利用智慧財產指針第2-3第2段、第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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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理原則於第六點第一項、第二項例示有技術授權協議之禁制事項，並

於第八點第二項、第三項明定違反各該禁制事項「構成」違反公平法相關規定

之法律效果，此即相當於所謂「黑色條款」事項。惟就如此黑色條款之例示事

項，其中有無規範說明不足，或有調整其法律效果之必要性？容有進一步探究

之必要。

1.違反聯合行為規定之例示事項
如同本文後述之專利聯盟代表性案例所示，其為組成專利聯盟之成員所疑

慮者，厥為如何型態之專利聯盟將有違反聯合行為規定之風險。然而，觀察本

處理原則第六點第一項對於禁止授權協議實施聯合行為之例示事項，幾乎完全

援引公平法第7條聯合行為定義規定之內容，如此似乎未能提供技術授權協議
當事人明確的遵循標準。

事實上，從有效運用技術、節省授權成本等觀點，毋寧認為專利聯盟等技

術授權型態有其促進競爭效果之一面；惟其反面，擁有替代關係技術權利之數

事業，藉由組成專利聯盟等方式，共同決定商品價格或有相互限制技術改良、

授權對象等授權協議，致足以影響特定市場之功能者，當有適用聯合行為禁止

規定之必要。誠然，該等技術授權協議之限制競爭行為，透過本處理原則第六

點第一項規定之解釋，亦得依據公平法第14條規定予以適當規範；惟本處理原
則若能分別針對專利聯盟、復式授權及交互授權等技術授權型態，具體例示其

授權協議構成聯合行為之禁制事項
60
，將有助於業界相關疑義之釐清，並有促

進技術交易順暢之效果。

2.違反公平法第19條規定之例示事項
本處理原則第八點第三項規定，違反第六點第二項例示之禁制事項者，

「構成」公平法第19條第6款之違反。惟審視該等例示事項，是否全然不存在
有例外合理性之事由？不乏可檢討之處。

首先，有關第六點第二項（一）、（六）例示禁止之限制當事人與第三人

從事研發、製造、使用、銷售競爭商品或採用競爭技術等行為，如係授權人為

防範其專門技術流為他用或遭受洩露，惟欠缺其他有效保密管理之方法，致締

結如此之限制約款者，從其得以增進授權協議當事人相互之信賴性，並有確保

智慧財產權價值等效果之觀點，在保護該專門技術之必要範圍與合理期間內，

宜應例外承認其合理性
61
。

60 參見日本利用智慧財產指針第3-2。
61 參見日本利用智慧財產指針第4-4-(4)、第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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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有關第六點第二項（四）例示禁止之強制被授權人專屬回饋授權事

項，如此約款固有強化授權人在特定技術市場之地位，並有抑制被授權人從事

研發意願等限制市場競爭效果之虞；但在例外情形下，倘若被授權人之改良技

術，須與原授權之技術相結合始得發揮效用，且授權人提供相當對價，課以被

授權人專屬回饋授權之義務者，從促進技術整合、技術升級之觀點，亦有承認

其合理性之必要
62
。基此，對於該等例示禁止事項，本處理原則有無調整其為

「灰色條款」之必要性？就此問題，實值公平會深思。

三、小結

公平法第45條除外適用規定之定位，在我國實務亦採「逾越保護意旨說」
之立場下，主管機關介入規範智慧財產權相關案件，本應進行二階段審理作業

程序；然觀察公平會歷來相關處分案例，大多忽略前階段權利行使正當性之審

理作業，即直接進行後階段違反公平法規定之論處，如此執法似有悖於本條除

外適用規定之立法意旨。

至於本處理原則之檢討方面，首先為配合公平法第45條除外規定之適用範
圍，並因應業界實際之需求，宜應將其適用對象，擴大及於電腦程式著作權、

新式樣專利權、植物品種權、積體電路布局權等技術授權協議案件；其次，現

行處理原則對於智慧財產權行使權利正當性之評價，似有混淆形式要件與實質

要件之嫌，爰有妥適修正之必要；再者，有關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重要審酌事

項，本處理原則應予適度補充說明，俾有助於業界遵循及案件之處理；此外，

現行處理原則對於部分例示之禁制事項，尚有進一步提高其明確性，並考慮調

整其違法效果之必要性。

四、代表性案例之檢討—以高額授權金之濫用管制為中心

相較於其他違法類型之案例，歷來技術授權協議涉嫌違反公平法之案件並

不多見
63
。其中，最受大眾關注、影響業界致為深遠者，厥屬「荷蘭商皇家飛

62 參見日本利用智慧財產指針第4-5-(8)。此外，相同意見者，參見劉孔中，公平法與
智慧財產權法的衝突與調和，月旦法學雜誌，第104期，2004年1月，第104頁。

63 相關案件，以行政和解結案者，有「美商英代爾微處理器權利金追索案」（公平會
85年7月10日第247次委員會議決議）、「美商RCA監視器專利技術授權案」（公平
會87年8月19日第354次委員會議決議）等案；以不處分結案者，有「美商卡崔克電
腦繪圖專利技術授權案（公平會87年8月5日第352次委員會議決議）。另相關案件
遭受公平會處分者，除本案外，尚有「荷蘭商飛利浦CD-R產品專利技術授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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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浦公司等三家事業可錄式光碟專利技術授權案」。本案主要涉及系爭專利之

特定市場如何界定，及專利聯盟、高額授權金、包裹授權、隱匿重要交易資訊

等事項是否違反公平法等諸多問題。由於該等問題頗具爭議性，是以本案在經

由公平會處分及行政法院判決後，對此實務表達之見解，國內學者已有發表多

篇論文予以深切評析
64
。然而，對於當中最為業界關心且時有爭議之高額授權

金問題，實務處理及學者討論之焦點，大多集中於公平法第10條第2款之獨占
地位濫用禁止規定上，如此設定問題解決之方向是否妥適？有無其他較為可行

之濫用管制方式？本文擬從不同的觀點切入探討，並提出個人未成熟之淺見，

以就教於學界及實務各方先進。

（一）案情概要

本案係荷蘭商飛利浦公司、日本商新力公司及太陽誘電公司等三家事業分

別擁有數項可錄式光碟（CD-R）相關之專利，渠等為便於向世界各國之CD-R
製造商進行專利授權，爰組成專利聯盟，即先由日本新力公司及太陽誘電公司

對飛利浦公司授權，再由飛利浦公司整合各項專利權，包裹授權予被授權人。

至於專利授權金之徵收，授權契約訂有「以每片淨銷售價格3％或日幣10圓中
之較高者」為計算標準，如此依照締約當時CD-R淨銷售價格3％或日幣10圓計
價，二者差距不甚顯著；惟嗣後CD-R市價大幅下跌，其授權金維持以每片日
幣10圓計算之結果，則高達出廠價格比例20％以上。另飛利浦公司與被授權人
談判磋商過程中，並未完全告知在其他國家是否有相對之專利、該等外國專利

之有效期間、各廠商可能使用何項專利、專利之申請範圍為何等重要資訊。

對於上揭事實，被授權人向公平會提出檢舉，主張該等事業組成專利聯

盟，顯係排除各專利權人間之競爭行為，涉有聯合行為之嫌；實施包裹授權，

則屬不當的搭售行為；收取高額授權金，顯然為濫用市場獨占地位之行為；隱

匿重要交易資訊，亦屬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公平會公處字第095045號處分書，該案目前繫屬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64 有關本案評析，國內主要文獻，參閱何之邁，荷蘭皇家飛利浦光碟案判決評析，公
平交易法專論（第三冊），2006年7月，第35頁以下；范建德、陳丁章，淺析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九二年訴字第九○八號判決，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77期，2005年12
月，第291頁以下；吳秀明，十年來公平法之獨占管制，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
2004年11月，第119頁以下；劉孔中，前揭註62，第105頁以下；黃銘傑，專利集管
（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等三家事業技術授
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案，月旦法學雜誌，第87期，2002年8月，第112頁以下。日文文
獻，參閱顔廷棟，市場支配力の濫用規制（二・完），法学，第70巻4号，2006年
10月，第130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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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務見解

上開涉案事實，就組成專利聯盟涉嫌聯合行為部分，公平會在第一次處

分
65
，即界定系爭CD-R專利技術為一「特定市場」，認為縱然該等專利技術具

有互補性關係，渠等仍屬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關係事業，是以渠等「聯合

授權」及「約定權利金數額」等協議，核已違反公平法第14條聯合行為之禁制
規定。對於該處分，行政院訴願委員會質疑其「特定市場」之界定及該等事業

處於「水平競爭關係」之認定尚非妥適，爰撤銷此部分之原處分
66
。嗣經公平

會補強論證，在其第二次處分，仍維持該等事業構成聯合行為之認定。

至於收取高額授權金，涉嫌濫用市場獨占地位之行為部分，公平會在其第

一次及第二次處分
67
，均認該等事業藉由聯合行為而取得CD-R專利技術市場之

獨占地位，在CD-R商品市場顯著變更情況下，仍不予被授權人談判之機會及
繼續維持以每片10圓日幣之較高計價方式，構成公平法第10條第2款所稱不當
維持價格之違法行為。另有關包裹授權、隱匿重要交易資訊等行為，公平會二

次之處分，認為前者尚未達到限制競爭效果之違法程度；後者則構成公平法第

10條第4款所稱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違法行為。
對於以上公平會之處分，經被處分人上訴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有關本案

構成濫用市場獨占地位行為之處分部分，獲得該法院判決之支持；惟就成立聯

合行為之處分部分，該法院依據渠等事業共同制定之「橘皮書」標準規格，

認定該等專利技術於公平會界定之CD-R技術市場，不具替代可能性，自不存
在有競爭關係，不符聯合行為主體要件，爰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應予撤

銷
68
。

本案經行政法院判決後，全案經上訴於最高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仍維

持原判決
69
。公平會爰對之提起再審之訴，全案現於最高行政法院審理中。

（三）高額授權金濫用管制原則之探討

65 公平會090公處字第021號處分。該次處分，經被處分人提起訴願，有關聯合行為處
分部分，遭行政院訴願委員會撤銷，並命公平會應於二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

66 行政院台90訴字第067266號、台90訴字第059443號、台90訴字第067401號訴願決定
書。

67 公平會091公處字第069號處分。
68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2年度訴字第00908號判決、92年度訴字第01132號判決、92年度
訴字第01214號判決。

69 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00553號判決、96年度判字第00554號判決、96年度判字
第0055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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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平法對於獨占事業之濫用管制原則
我國公平法對於獨占事業之規範，在繼受德國法制之「濫用禁止」管制原

則下，乃許可獨占事業之存在，惟禁止其濫用市場獨占地位行為
70
。是以同法

於第5條、第10條，分別設有獨占事業之定義及禁止濫用行為等規定。以下，
分別說明之。

(1) 獨占事業之定義規定
公平法第5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獨占，謂事業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

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同條第二項復規定：「二

以上事業，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具有前項規定之

情形者，視為獨占。」如此獨占事業之定義，乃係仿效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

（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下稱「GWB」）第19條第2項有關
「市場控制地位」（marktbeherrschende Stellung）之規定。即公平法第5條第1
項、第2項所稱「無競爭狀態」、「具有壓倒性地位」及「視為獨占」，分別
相當於GWB第19條第2項規定之「完全獨占」（Vollmonopol）、「準獨占」
（Quasi-Monopol）及「寡占的市場控制」（Oligopol-Marktbeherrschung）71

。

其中應予說明者，數事業構成「視為獨占」或「寡占的市場控制地位」，

必須該等事業在內部關係（Innenverhältnis）相互不為實質的競爭，且於外部關
係（Außenverhältnis）合一的（in ihrer Gesamtheit）呈現出「無競爭狀態」（完
全獨占）或「具有壓倒性地位」（準獨占）之現象

72
。如此而言，本案公平會

及行政法院皆認定該等三家事業共同擁有CD-R專利技術市場之獨占地位，是
以該等事業是否符合上述之「內部關係」及「外部關係」等要件，自有加以檢

驗之必要。

首先，審視「外部關係」要件，有關該三家事業具有獨占地位之認定，公

平會於第一次處分書主文即表示：「被處分人等透過共同決定授權金價格之合

意，以聯合授權方式，取得渠等在台之CD-R可錄式光碟專利技術市場之獨占
地位……」其意應指該等事業構成公平法第5條第2項所稱之「視為獨占」（寡
占的市場控制）；至於同項規定「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如何認定？依其處分理

70 「公平交易法草案」第10條立法說明，參見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立法—公
平交易法論集（1）—，1995年，第459頁以下。

71 參閱吳秀明，前揭註64，第335頁。
72 參閱顔廷棟，市場支配力の濫用規制(一)，法学，第70巻3号，2006年8月，第1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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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案被處分人等，於其所擁有之系爭可錄式光碟產品授權專利技術市

場，具有壓倒性優勢，得排除他事業參與競爭……」觀之，顯係認定該等事業

對外共同具有「準獨占」之地位。

其次，就「內部關係」要件而言，依其法條規定「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

爭』」，自以該等事業處於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關係為前提，否則焉有互為價

格競爭之可能
73
。若此，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該等事業「在CD-R光碟片技

術市場確存有可排除競爭之能力，得認渠等已構成公平法第5條所稱之獨占事
業。」惟於判決理由另稱：「原告等三家公司所擁有符合『橘皮書』標準規格

之專利技術，乃具有互補性之專利技術，渠等於被告（即公平會）所界定之

『CD-R光碟片技術市場』所提供之專利技術，已不具有替代可能性，自不存
在有競爭關係……」，二者似有扞格之處。換言之，在公平法第5條第2項同時
要求共同獨占事業必須具備「內部關係」及「外部關係」等要件之規定下，本

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之判決，否認該等事業於內部處於水平競爭關係之前提，

卻肯定渠等仍得對外共同具有獨占地位之法律見解，顯然未能充分掌握本條規

範之核心。

(2) 濫用行為之管制原則
公平法第10條第1款、第2款之獨占地位濫用禁止規定，分別屬於德

國法制所稱「阻礙性濫用」（Behinderungsmißbrauch）、「榨取性濫用」
（Ausbeutungsmißbrauch）之管制原則。二者規範之重心，阻礙性濫用管制原
則，在於維護市場的自由競爭（Wettbewerbsfreiheit），禁止獨占事業以不當的
拒絕交易（Liefersperren）等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之方法，進而強化或維持其
獨占地位；至於榨取性濫用管制原則，則在保障交易相對人之利益，避免獨占

事業不當的定價行為（即所謂「獨占性定價」），藉此攫取超額利潤
74
。

德國學界，顧慮競爭法主管機關有藉榨取性濫用管制，任意從事價格管制

（Preisüberhöhungskontrolle）之嫌，因此將其定位為管制措施之「非常手段」
（Notbehelf），並提出所謂「三階管制理論」（Dreistufentheorie）或「緊急避
難說」（These vom Notbehelf）之主張75

。依此說法，解決獨占地位濫用之問

73 學者有認為，複數事業如要共同取得獨占地位，彼此間通常是具有關係企業之關
係、聯合行為或透過寡占市場平行行為為之，詳參何之邁，前揭註64，第45頁。

74 參閱吳秀明，獨占性定價與市場績效管制，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2004年11月，
第177頁以下。

75 參閱吳秀明，前揭註74，第2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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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應限於未能採行市場結構之調整措施，亦無從適用阻礙性濫用管制原則之

條件下，始有承認發動榨取性濫用管制之必要性。在此學說之影響下，德國聯

邦卡特爾署，歷來對此榨取性濫用之管制，可謂抱持審慎執法之態度，是以相

關違法案例，寥寥可數
76
。

2.高額授權金適用榨取性濫用管制原則之問題點
技術權利人訂定高額之授權金，或有影響相對人取得技術授權之意願，甚

或減少被授權人使用技術生產商品之營收利益；但若考量技術權利人通常必須

經歷相當的研發時間、投入可觀的研發費用及面臨不確定的成功機率等因素，

吾人實未能一概否定高額授權金可能有其合理性之一面。基此論點，倘若單從

確保被授權人利益之立場，逕將高額授權金適用榨取性濫用管制之規定，如此

顯非競爭法主管機關應有之執法態度。

事實上，國外競爭法主管機關，殆無直接介入處理高額授權金之爭議

者
77
。此在美、日等國之競爭法制，認為商品價格高低洵屬廠商績效之反映，

爰基於尊重市場價格機制之根本原則，自是避免其主管機關直接介入獨占性定

價之管制。另即使係在設有榨取性濫用管制規定之歐陸競爭法制國家，由於處

理高額授權金之爭議，存在如是問題點
78
，是以同樣未見其主管機關有直接介

入規範者：1.首先，如何認定系爭高額授權金是否構成「獨占性定價」？此在
研發費用存在有投入時間、失敗機率等諸多不確定成本因素之情況下，往往難

以判斷技術權利人有無享有超額利潤；2.其次，即使認定系爭高額授權金成立
榨取性濫用之違法，惟應如何決定合理之授權金價位，據以命令授權人應為調

降授權金之必要更正措施，執法機關可能面臨莫大技術性之難關；3.縱然競爭
法主管機關得以決定合理之授權金價位，並命授權人調降其過高之授權金，如

此在短期內固有保障被授權人利益或增進相對人取得授權意願之效果；惟從長

期之觀點，執法機關介入抑制高額授權金之結果，勢必減低特定技術市場吸引

76 案例概況，參見吳秀明，前揭註74，第253頁。
77 例如美國司法部早於1975年宣示對於專利授權契約之執法方針（“nine no no’s”, 

Remarks by Bruce B. Wilson, 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Jan. 21, 1975）、歐盟
2004年之技術移轉協議集體除外適用規則第4條(1)(a)款、日本2007年之利用智慧財
產指針第4-5-(2)，皆僅針對授權金之計價方式是否具有合理性，例如有無以使用技
術無關之事項作為計價基礎，判斷系爭授權契約之違法性，咸未直接介入處理授權
金金額高低之爭議。

78 直接介入處理高額授權金可能引發之弊端，詳參稗貫俊文，市場・知的財産・競争

法，2007年2月，第101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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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投資之誘因，終將有礙整體技術之發展與市場競爭。

或許公平會亦有意識到介入處理高額授權金存在上揭問題點，是以公平會

在本案第一次處分書理由：「在全球CD-R市場規模遠超出預期的大幅成長及
市場供需已改變之情況下，仍繼續維持其授權金之計價方式，使被授權人實際

繳納權利金占出廠價格之比例遠高於授權人所預估者，未能做有效之變更，以

因應市場需求……」，及第二次處分書主文：「在市場情事顯著變更情況下，

仍不予被授權人談判之機會及繼續維持其原授權金之計價方式，屬不當維持授

權金之價格……」均顯示其刻意迴避有關獨占性定價認定之問題。誠然，藉由

該等處分書之表示，吾人得以感受到公平會審理本案謹慎思慮之所在；但在認

定系爭高額授權金構成不當維持價格之情形下，其處分書主文皆僅命被處分人

應停止本案之違法行為，卻未能同時作出命渠等違法事業應為如何改正措施之

處分，此亦顯現出公平會在本案適用榨取性濫用管制規定所難以避免之尷尬處

境
79
。

相較於公平會對於介入本案獨占性定價管制抱持之保留態度，台北高等行

政法院如是判決理由，足以說明其認為該會更應積極介入管制之法律觀點：

「就專利授權案件而言，專利權人原則上固得自由決定其授權金價格，然當其

為某一市場之獨占事業，而有濫用市場支配性力量不當決定價格之行為，將使

被授權人（或擬取得授權者）面臨不合理之剝削榨取，足以導致競爭秩序無法

維持，故被告（即公平會）依公平法第10條第2款之規定，自有權介入予以管
制……」惟分析該法院判決之見解，實值商榷者有二：其一，獨占事業不當決

定價格之榨取性濫用行為，其非難性在於剝削交易相對人之利益，藉以獲取超

額利潤，要非如該判決所言「足以導致競爭秩序無法維持」；蓋導致競爭秩序

無法維持之濫用行為，實屬阻礙性濫用管制規定之規範對象，其判決似有混淆

榨取性濫用與阻礙性濫用管制原則之嫌；其二，所謂「被告（即公平會）依公

平法第10條第2款之規定，自有權介入予以管制」，依其判決意旨，似乎未能
將本款規定定位為濫用管制之「非常手段」，即率爾支持公平會更應積極介入

價格爭議案件之處理，如此恐有促使該會淪為市場價格管制機關之虞。

79 公平會認定本案構成不當維持授權金之價格，但其違法性似乎在於被處分人不予被
授權人談判之機會。若此，所謂停止違法行為，是否只要被處分人對於被授權人開
啟談判大門，即為已足？倘若談判後，授權人仍然維持不願調降授權金之態度（事
實上，本案經公平會處分後，當事人雙方對於系爭專利權利金費率，仍無法達成協
議），是否屬於違法行為之繼續實施？不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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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額授權金適用阻礙性濫用管制原則之可行性
如上所述，國外競爭法主管機關，洵無直接介入處理高額授權金之爭議

者。以日本競爭法制為例，其公正取引委員會新訂頒之利用智慧財產指針，即

係從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之觀點，對於獨占事業訂定高額授權金者，將其視為拒

絕交易行為，適用禁止私的獨占規定處理之
80
。相對於日本競爭法制，我國公

平法在繼受德國法制有關獨占地位濫用禁止之管制原則下，對於涉及高額授權

金爭議之案件，形式上公平會固得適用同法第10條第2款榨取性濫用管制規定
處理之；惟其實務運作窒礙之處，及因此可能引發不利於技術發展與市場競爭

之負面效果，業如上述。有鑑於此，如何適度調整對於此類案件之執法方向，

殊值公平會正視與深思。

觀察上揭處分書之表示，顯現公平會對於本案並不實質介入獨占性定價

之價格管制，實者權利金之決定方式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才是該會關注之重

心
81
。若此，此類案件之審理重心，既係在於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之重點上，是

以公平會日後處理高額授權金爭議案件，如能參酌日本法制之作法，即視其為

拒絕技術授權之行為，據以適用公平法第10條第1款之阻礙性濫用管制規定，
顯然較能達成吾人期待之應有規範效果。如此論點，印證於德國法制之「三階

管制理論」，亦可獲得合理之說明。亦即，依此理論，對於涉及高額授權金爭

議之案件，在未能調整其技術市場結構之情形下，從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之觀

點，阻礙性濫用管制規定，當然應優先於榨取性濫用管制規定之適用。以下，

即就高額授權金適用公平法第10條第1款規定之相關事項，研析說明之。
(1) 「以不公平之方法」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之判斷
將高額授權金視為拒絕技術授權，進而適用公平法第10條第1款規定之

際，首應判斷其是否構成同款所稱「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

業參與競爭。以本案為例，即有學者認為
82
：本案權利金高達CD-R光碟片出廠

價格的17.8％，如此要求令人怯步的價格（prohibitive price），等於是拒絕交
易，使其交易相對人無法公平參與市場競爭。依此說法，似乎認為本案亦得成

立阻礙性濫用之違法。惟本文以為，判斷高額授權金是否構成阻礙性濫用之關

鍵，應非在於授權金金額或計算比例之點上，否則仍將面臨適用榨取性濫用管

制規定之難題。蓋即使得將高額授權金視為拒絕技術授權，惟拒絕技術授權並

80 參見日本利用智慧財產指針第3-1-(1)。
81 參閱何之邁，前揭註64，第59頁。
82 劉孔中，前揭註62，第1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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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然具備違法性，僅限於其有限制競爭之不當目的者，競爭法主管機關始有

介入規範之必要。是以有關高額授權金是否構成本款所稱「不公平之方法」的

判斷標準，應係著眼於其授權金之計價條件是否具備合理性；倘其計價條件欠

缺合理性，致得以將其視為拒絕技術授權之情況下，即足認定其構成阻礙他事

業參與競爭之違法濫用行為
83
。

(2) 與「他事業」是否須有競爭關係
公平法第10條第1款所稱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該他事業是否須與獨

占事業處於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關係？就此問題，公平會在「中油公司

對經銷商不當差別取價及拒絕續約案」
84
一案，似將本款所稱「他事業」限縮

解釋為必須與獨占事業具有水平競爭關係者，始足當之；因此對於垂直關係事

業之拒絕交易行為，即應適用同條第4款濫用禁止之補充規定。惟如此見解，
有待商榷。蓋獨占事業實施阻礙性濫用行為之目的，除在鞏固其現有獨占地

位外，亦有可能意圖延伸其獨占力於上下游市場（monopoly leveraging），是
以阻礙性濫用管制規定之保護對象，除獨占事業所屬之市場外，並應涵蓋及

於其上下游之鄰接市場；即所謂「涉及第三市場之阻礙」（drittmarktbezogene 
Behinderungen），自應包含於本法第10條第1款之濫用管制範圍內85

。準此，在

涉及高額授權金爭議之案件，不論被授權人或擬取得授權之「他事業」，是否

與技術權利人處於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關係，皆有本款濫用管制規定適用

之餘地。

(3) 有無發動強制授權處分之必要
對於高額授權金爭議之案件，公平會將其視為拒絕技術授權之行為，並得

認定其構成公平法第10條第1款之違法後，除依同法第41條規定命其停止違法
行為外，有無同時命被處分人採取必要更正措施，即有無強制權利人必須實施

技術授權之必要？就此問題，有學者認為，從回復市場競爭秩序之觀點，尤其

是在系爭技術屬於「關鍵設施」（Essential Facility）之拒絕授權案件，公平會

83 本案授權金計價條件，在授權契約締結後，由於市場情事顯著變更，以致對於被授
權人形成高額授權金之情形，從民事法上所謂「情事變更原則」法理，如何評價此
計價條件合理性之問題，詳參何之邁，前揭註64，第59頁以下；吳秀明，前揭註
64，第357頁以下。

84 公平會091公處字第050號處分。
85 許松根、馬泰成、顏廷棟，國內油品產業結構、廠商行為與競爭法規範，公平交易
季刊第15卷第4期，2007年10月，第1頁以下。



第 16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68

應有發動強制授權處分之必要
86
。

惟依據發源於美國法制之「關鍵設施理論」（The 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獨占事業在合理條件下，負有將其擁有之關鍵設施開放給競
爭者使用之義務，其適用對象僅限於鐵路、電力及電信等硬體的公共設施

（infrastructure）87
；至於該理論得否擴張適用於具有無形關鍵設施性質的智慧

財產權，國外學說及實務運作，基於適用結果恐有斲傷科技文明創作研發原動

力（incentive）之顧忌，是以普遍傾向保留之態度88
。以前揭日本柏青哥機發

明專利聯盟案為例，儘管本案發明專利為製造柏青哥機之必要不可欠缺技術，

對於該專利聯盟之拒絕技術授權行為，公正取引委員會在認定其構成私的獨占

之違法後，僅命該專利聯盟不得藉由拒絕技術授權以阻礙他業者參進市場之

處分，並未見有強制該聯盟實施技術授權之命令。此外，德國1998年GWB第
6次修正，在第19條第4項第4款新設有獨占事業無正當理由的對其關鍵設施拒
絕授權之濫用行為禁止規定，其法條即明文規定適用對象限於硬體的公共設施

（Infrastruktureinrichtungen），解釋上智慧財產權尚無本款規定適用之餘地89
。

基上所述，本文以為，公平會對於得視為拒絕授權之高額授權金案件，在

認定其構成公平法第10條第1款之濫用行為後，命其停止該違法行為、修改不
合理計價條件之必要更正措施

90
，應即足以回復市場競爭秩序；至於強制授權

之處分，在現行專利法第76條第1項、第2項規定，已經提供申請強制授權制度
之法制環境下，倘若允許公平會得以基於「關鍵設施」之理由，逕命被處分人

86 參閱黃銘傑，前揭註64，第136頁。
87 See, United States v. Terminal Railroad Assn. of ST. Louis, 224 U. S. 383 (1912); Otter 

Tail Power Co. v. United States, 410 U. S. 366 (1973); MCI Communications Corp. v. 
AT&T, 708 F.2d 1081, (7th Cir. 1983).

88 See, Paull D. Marquart & Mark leddy, The 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 Response to Pitofsky, Patterson, and Hooks, 70 Antitrust Law Journal 
847 (2003). 日文文獻，參閱泉水文雄，欧州におけるエッセンシャル・ファシリテ
ィ理論とその運用，公正取引，第637号，2003年，第38頁以下。此外，國內學者
亦有認為，擁有關鍵設施之獨占事業，並不當然負有以「合理租金」授權他人使用
該項設施之義務，否則可能由於主管機關或法院必須認定「合理租金」而作成某種
價格管制，參閱劉孔中，前揭註62，第107頁。

89 參閱柴田潤子，不可欠施設へのアクセス拒否と市場支配的地位の濫用行為
（一），香川法学第22巻2号，2002年，107頁。

90 公平會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理原則，第五點（三）、（四）及第七點（五），例示
有授權金計價條件有無合理性之相關事項。此外，前揭註77所列歐美日法制有關授
權金計價條件合理性的判斷事項，亦可供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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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實施技術授權，如此有無逾越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必要之界限？是否過於偏

重競爭政策之保護，致造成其與智慧財產保護政策失衡之現象？殊值吾人深

思
91
。

伍、結論

日本政府在2002年頒布「智慧財產權戰略大綱」後，其公正取引委員會嗣
於2007年訂頒新修正之利用智慧財產指針，俾明確揭示技術授權行為適用獨占
禁止法之違法判斷標準，顯示該國對於保護智慧財產權與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二

者並重之政策方向。誠然，我國與日本之技術市場結構，未盡一致；但由於技

術使用與技術交易具有國際共通性，加之二國在保護智慧財產政策與相關競爭

法制皆有類似之處，是以日本法制對於技術授權行為之規範理念與實務運作，

當有值得我國競爭法主管當局予以正視及省思之必要。

因此，歸納本文對於日本與我國相關法制與實務運作之比較研析，提出數

點建議事項，以供公平會日後執法之參酌：1.首先，在公平法第45條之除外適
用規定下，公平會對於涉及智慧財產權爭議之案件，應當確實遵守二階段審理

作業程序之義務，在判斷涉案行為欠缺智慧財產權行使權利正當性之前提下，

始得進行公平法違法性之實質審查；2.其次，從增進規範完備及執法明確之觀
點，公平會對於現行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理原則，就擴大適用範圍、行使權利

正當性之適當評價，審酌事項之補充說明、妥適調整例示事項之違法效果等議

題，應有檢討增修之必要；3.此外，對於涉及高額授權金爭議之案件，鑑於適
用公平法第10條第2款規定之疑義與難題，日後對於此類案件宜由維護市場競
爭秩序之觀點，將其視為拒絕授權之行為，改依同條第1款規定處理之，方為
正辦。

總之，公平會日後面對技術授權協議等智慧財產權爭議之案件，更應抱持

審慎執法之態度，以正確判斷應否介入規範及介入後如何妥適規範，俾貫徹調

91 本案檢舉人曾於91年7月30日，依據修正前之專利法第78條第1項規定，向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提出強制授權之申請，嗣於93年7月26日獲准實施系爭CD-R光碟片專利技
術。惟該強制授權之處分，在97年3月13日遭受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撤銷（95年
度訴字第2783號判決）。在此同時，對於該強制授權之處分，荷商飛利浦公司主張
侵害其專利權能，爰訴求於WTO爭端解決機制處理，導致歐盟於96年5月間派員調
查我國專利法特許實施規定是否符合TRIPS相關規範，嗣於97年1月公告調查報告，
要求我國政府在二個月內修改專利法及撤銷特許實施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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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護智慧財產權政策與維護市場競爭政策之基本原則。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1. 何之邁（2006），《公平交易法專論（第三冊）》，台北：自版。
2. 吳秀明（2004），《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台北：元照公司出版。
3. 汪渡村（2007），《公平交易法（增訂三版）》，台北：五南圖書公司出
版。

4. 許松根、馬泰成、顏廷棟（2007），〈國內油品產業結構、廠商行為與競
爭法規範〉，《公平交易季刊》，第15卷第4期。

 5. 范建德、陳丁章（2005），〈淺析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二年訴字第九○八
號判決〉，《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77期。

 6. 《經濟部智慧財產權局年報九十一年版》，2003年。
 7. 謝銘洋、陳人傑（2005），〈第四十五條除外適用—智慧財產權之正當行
使〉，《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三）》。

 8. 劉孔中（2004），〈公平法與智慧財產權法的衝突與調和〉，《月旦法學
雜誌》，第104期。

 9. 廖義男（ 1 9 9 5），《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立法—公平交易法論集
（1）—》，台北：三民書局出版。

 10. 溫俊富（1997），《專利制度與競爭制度調和之研究》，政治大學法律研
究所博士論文。

 11. 黃銘傑（2002），〈專利集管（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等三家事業技術授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案〉，《月旦法學

雜誌》，第87期。
 12. 顏廷棟、余朝權（2006），〈日本獨占禁止法對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之規
範〉，《公平交易季刊》，第14巻第4期。

二、英日文部分

 1. Paull D. Marquart & Mark leddy (2003), The 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 Response to Pitofsky, Patterson, and Hooks, 70 
Antitrust Law Journal 847.

 2. 江口公典（2002），〈ぱちんこ機メーカーの特許プールによる参入の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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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除［三共ほか10名事件］〉，《独禁法審決・判例百選[第六版]》，東京：
有斐閣。

 3. 村上政博（2000），《特許・ライセンスの日米比較[第3版]》，東京：弘
文堂。

 4. 茶園成樹（2002），〈知的財産権と独禁法(1)—工業所有権と独禁法〉，

《経済法講座第2巻》，東京：有斐閣。
 5. 岩本章吾（2008），《知的財産権と独占禁止法—独禁法解釈論の再検討

序説—》，東京：晃洋書房。

 6. 泉克幸（2008），〈知的財産権ライセンスと独占禁止法—公取委ガイド

ラインの改定とその検討—〉，《特許研究》，NO.45。
 7. 岸井大太郎ほか（2008），《経済法—独占禁止法と競争政策（第5版補
訂）》，東京：有斐閣。

 8. 和久井理子（2007），独禁法・知的財産法務の現在と知的財産指針—米

国・欧州の状況をふまえつつ—，《公正取引》，第684号。
 9. 泉水文雄（2003），〈欧州におけるエッセンシャル・ファシリティ理論

とその運用〉，《公正取引》，第637号。
 10. 高橋省三（2007），〈知的財産の利用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の概

要〉，《公正取引》，第684号。
 11. 稗貫俊文（2007），〈競争影響分析の横断的記述とセーフハーバー—知

的財産の利用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の検討—〉，《公正取引》，

第684号。
 12. 稗貫俊文（2007），《市場・知的財産・競争法》，東京：有斐閣。

 13. 柴田潤子（2002），〈不可欠施設へのアクセス拒否と市場支配的地位の
濫用行為（一）〉，《香川法学》，第22卷第2号。

 14. 顔廷棟（2006），〈市場支配力の濫用規制(一)〉，《法学》，第70巻3
号。

 15. 顔廷棟（2006），〈市場支配力の濫用規制(二・完)〉，《法学》，第70巻
4号。



第 16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72

Abstract

Focusing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ensuring fair competition 
a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goals on which the Taiwanese and Japanese governments 
are currently channeling their effort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the 
rules of technology licensing arrangements under Japanese Antimonopoly Law, and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rom the viewpoint of harmonization between competition 
polic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s in order to help review the related Taiwan 
Fair Trade Law (TFTL) regulations.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of this 
article, we suggest that: (1) In reviewing technology licensing arrangement cases, 
the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TFTC) should follow the two-step reviewing 
procedure strictly under Article 45 of TFTL. This means that the TFTL is applicable 
only when a licensing arrangement of technology cannot be recognized substantively 
as an exercise of a right; (2)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TFTC to expand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to renew the considered factors, to evaluate the examining methods to 
the exercise of rights under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the punishments of the 
examples in violation of the TFTL listed in the Guidelines, thus in order to make 
the rules of TFTC Guidelines on Technology Licensing Arrangements more clearly 
and fully; (3) In a dispute where the royalty is overcharged, the licensor´s conduct 
is in effect equivalent to refusal to license, and from the viewpoint of ensuring fair 
competition, it ought to be reviewed under Article 10(1)(i) (exclusive abuse) of 
TFTL.

Key words： technology licensing arrangement, refusal to license, high-priced 
royalty, patent poo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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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何教授之邁（台北大學法律學系）

主席、本論文的發表人及在座的先進大家好。顏教授這篇論文主要是探討

日本競爭法對於技術授權規範的問題，就一般比較法的探討而言，相關國外的

立法或是實務只是借鏡，所以顏教授本人或一般學者都會注重相關外國法制對

於某些事物是如何加以規範，如果該外國法制引進國內的話，是否可行或有如

何的建議事項。顏教授過去在公平會服務，具有實務經驗，然後負笈日本國立

東北大學5年，取得學位回國，目前在銘傳大學從事教職，如此具有實務經驗
又有國外研究背景的學者，在國內學界可說比較少見。顏教授回國擔任教職以

來，兢兢業業的在公平交易法這個領域豐富耕耘，所以今天論文發表就是一個

成果表現。因為時間上的關係，其餘讚美之詞就此省略。

本篇論文，本人有幾點看法，相關意見未必是評論，因為各位先進都是公

平法領域的專家，所以提供各位可以思考或探討的方向。本論文談到日本競爭

法對於技術授權的一些規範，然後建議公平會日後的執法方向，其中顏教授提

出頗多精密、精湛的建議。以下，本人僅就幾點，發表個人看法。第一點是有

關應否擴大現行處理原則的適用範圍？在民國90年時，公平會訂定本技術授權
處理原則，本人也在公平會服務，當時決定本處理原則之適用範圍，主要參考

美國、日本、歐盟的法律，並考慮實務欠缺處理相關案件的經驗，所以在幾經

思考討論下，初步將適用範圍做一個較為保守的規定。否則，在執法經驗不足

的情況下，適用範圍過大，如何操作此處理原則，將對執法機關形成一種考

驗。但是在本處理原則實施多年後，從90年訂定到現在97年，個人瞭解適用的
案件並不是很多。在如此的情況下，日後若有較多的適用案件，待累積足夠的

經驗，再擴大適用範圍會較為妥適。縱使說，目前有部分案件不在現行技術授

權處理原則的適用範圍內，事實上從公平交易法規範的旨意，並不會造成逸規

範的現象。不過，應否擴大適用範圍？這一點當然是可以討論的。

第二點是有關市場界定的問題，當初本處理原則界定3個市場，經過幾番
思考，從比較法的觀點做一個衡量。而在本論文第9頁提及，日本法對創新市
場並未規定。事實上，當初公平會在研擬此市場界定問題的時候，特別注意到

美國法有創新市場這一方面的規定，而且在美國法的guideline當中特別列出創
新市場的一些案例。當然，就此創新市場存廢的問題，是可以再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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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是20％門檻的問題，在本處理原則制定之初，相關國家設有安全門
檻，因此初步草案也設門檻規定。但是在公平會內部討論時，對於門檻規定的

設置，幾經審慎討論後，基於是否純熟掌握執行操作的考量，因而將此門檻問

題暫時擱置。如果說，日後執法的技術問題能夠克服，設置門檻規定應有助於

執法明確性，同時有利於業者規範的遵守。所以就本文提及日本法的門檻規定

部分，是有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必要。

另外文中有關代表性案例檢討的部分，原本以為飛利浦案已經討論的差不

多，但本文嚴謹的再將相關問題提出討論，其中也有先前一些文章並未論及的

看法，這些看法應該會引發讀者的興趣。歸納飛利浦案，顏教授提出幾點意

見，首先是公平會應否直接介入過高授權金的爭議？這是一個issue，有關獨占
事業訂定過高價格的規範，目前各國學說跟實務存在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及操作

方式。當然，授權金高低也是智慧財產價格的反映，要不要直接介入規範？參

照學理、各國執法實務，如何妥適的加以評斷，應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另外，本文提到一個觀點，就是將高額授權金視為拒絕交易，這是值得加

以思考的問題。但飛利浦案的問題在於，本案授權金價格已經當事人合意達

成，後來當事人一方繼續堅持一定的計價方式，所以應該沒有拒絕交易的動

機、目的，或是利用拒絕交易以妨礙競爭，至少在行為之初，應該沒有拒絕交

易的問題。因此將其視為具絕交易，是否可行？當然，本問題是值得加以討

論。

另外是有關強制授權的問題，強制授權在本案的處理上，是否一定要透過

關鍵設施理論？其適用的法源基礎何在？似乎在公平交易法應該可以找到處理

依據。後來，飛利浦案意外落到智慧財產局受理，而在前些期間，智慧財產局

也因處理本案，以致喧騰國際。所以在檢討專利法第76條特別針對智慧財產權
的強制授權問題，對於違反競爭的案件，應由哪個機關主政？是智慧財產局或

公平會？尚有待討論。總之，本文對於飛利浦案提出的3個問題，本人以為都
可以進一步討論。或許經由更成熟的討論，日後對於類似案件的處理，會更有

幫助。簡單的說，以上幾點只不過是讀書的心得，提供各位討論，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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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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摘要

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有競爭之自由，因此，模仿自由原則乃美國、德

* 成大法律系暨科技法律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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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日本等國皆崇尚之原則。然而，競爭自由除須確保競爭之量，亦須維持競

爭之質，因此，主要國家之模仿自由皆有所限制。根據所謂之模仿自由原則，

除非被模仿者乃已被提昇為智慧財產權之客體者外，事業得以基於憲法上之營

業自由權而彼此自由競爭，包括模仿他方之產品形狀及特徵等，然而該競爭僅

限於公正之競爭。因此，若被告模仿原告之產品或其特徵之行為已例外地顯示

出行為之不正性，則其已不為不正競爭防止法所允許。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稱此

一保護為補充成果保護並且認為，雖然此一保護在結果方面與智慧財產權之保

護方面同樣賦予產品之創作人一消極禁止權與積極使用權，而使智慧財產權侵

害之損害賠償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原則在補充成果保護之侵害上亦有所適

用，但補充成果保護並非保護該創作成果本身，而是在禁止該不正行為。換言

之，如同德國判決所一貫認為地，智慧財產權之侵害乃結果不法，而補充成果

保護規定之違反乃行為不法。這也是為何補充成果保護須在該單純仿冒行為之

外，尚有特別情況而會造成競爭違反性方可，而此一要求為智慧財產權等特別

保護權之侵害構成要件所無。其故在於智慧財產權乃一權利，而補充成果保護

所保護者尚未達完全權利之位階所使然。德國此一途徑被稱為「智慧財產權優

位論」。相對地，日本法對此一模仿自由原則乃以列舉不正競爭行為類型之方

式保障之，其對事業之競爭自由相對地較為開放。日本因多數學說認為智慧財

產權侵害與不正競爭同屬侵權行為而認為其間有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關係。本文

根據歐體法之發展趨勢以及英美法之現狀而主張，至少在商標權侵害與其所涉

之不正競爭行為上應可採累積請求權競合說。

關鍵詞： 競爭自由原則、模仿自由原則、補充成果保護、競爭特質、周知表
徵、著名表徵、仿冒、智慧財產權、新式樣、不正競爭、 

壹、前言

仿間在外觀上酷似勞力士手錶之手錶甚多，在勞力士手錶之新式樣權保護

期間屆滿後，此些仿品之相關業者生產或銷售此類手錶之行為是否違反我國公

平交易法第20條呢？又一註冊商標權人能否主張其競爭者仿冒其商標（表徵）
為由而請求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以處分加以禁止呢？又模仿競爭者之廣告流行

語者能否因為該廣告流行語未受著作權或商標權保護即主張合法化其行為呢？

又營業秘密權受侵害之事業能否於請求其權利所受侵害之損害賠償之外，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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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據公平交易法第31條之規定對同一被告請求其公平競爭法上權益所受侵害之損
害賠償呢？此些問題之回答須先探討我國公平交易法第20條之涵蓋範圍僅及於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表徵及外國著名商標，而不及於不具來源表示

功能之商品型態或創作，其規範是否過狹之問題，以及我國商標法在將著名商

標之沖淡擬制為一商標侵害行為後，商標法與公平交易法第20條間之關係究竟
為累積請求權競合關係或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之問題。為提供上述問題解答之

一些國際比較法上之觀察，以利我國在討論公平交易法第20條之規範內涵或甚
至存廢問題時之參考，本文於介紹不正競爭之概念以及其與智慧財產權間之關

係後，分別介紹就該關係分別採智慧財產權優位說及特別法說之德國法及日本

法，並於德國法之探討時介紹歐體法在此方面之發展，最後根據此一發展趨勢

以及主要國家之規範現況，建議我國宜採之途徑。

貳、智慧財產權與不正競爭法上成果保護之本質

有關不正競爭法上之成果保護權益（以下簡稱「競爭成果保護」）與智慧

財產權之關係，根據該國法對不正競爭概念之理解採廣義或狹義而有所不同。

不正競爭法乃源自法國而進入德國法與影響美國法。法國大革命確立營業自由

權
1
，在此一時期之立法，除賦與著作人，標識所有人與發明人等智慧財產權

外，亦首開風氣之先地制定不正競爭法以保護商號、商標等智慧財產權以及事

業與顧客間之關係，並將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為當作一種不正競爭行為來加以

處罰
2
。然而，此一不正競爭之概念在傳播到美國、德國與日本之後，其與智

慧財產權之關係則根據該國之不正競爭行為是否須構成權利侵害之不同而被作

不同之解讀。

大體上，不正競爭之構成有採侵權行為主義與市場行為規範違反主義兩個

主流
3
。侵權行為主義以英國法為代表，而認為不正競爭行為乃以加害競爭者

為要素之（不法）侵權行為，因此，商業上行為除智慧財產權之侵害行為外，

必須構成仿冒（passing off）、名譽毀損（defamation）、有害冒充（injurious 

1 大橋麻也，「フランスにおける不正競の爭概念」，比較法學，40卷2号，83，
89，2007。 

2 K-H Fezer, Lauterkeitsrecht, Kommentar zu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Band 1,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05, S. 18.

3 大橋麻也，前揭註1，頁84；涉谷達紀，知的財產法講義III，2，6，有斐閣，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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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sehood）、信任違反（breach of confidence）、引誘他人違約等侵權行為才會
構成不正競爭。市場行為規範違反主義之不正競爭行為並不以加害競爭者為要

素，而是違反市場上妥適行為規範之行為，因此，並不以對特定競爭者之加害

行為為必要，例如德國不正競爭法即為適例。市場行為規範違反主義之原理基

礎在於市場之誠實實踐（honest usages of the trade）、商業道德與公平、巴黎
公約第10條之1（bis）之「工商業上誠實實踐」。其缺點在於何謂公序良俗或
誠實實踐不僅抽象而且具有倫理道德色彩

4
。不法行為主義雖因不必判斷該行

為是否公正而較明確，但因以有對被害人之加害為前提，行為類型較受侷限。

美國法受到英國傳統之影響亦以侵權行為來理解不正競爭，因而其與智慧

財產權侵害行為同屬侵權行為。McManis教授曾指出，若要了解法律為何創設
特定之智慧財產權（rights），我們必須先了解法律如何去決定何種行為構成
商業上之侵權行為（wrongs），因為在歷史上智慧財產權法源自不正競爭法5

。

而不正競爭法源自於侵權行為法，後來才演進成一獨立之法律制度，並在1995
年由美國法律協會公布不正競爭法（第三）整編。而且，由於仿冒之不正競爭

行為法所保障之顧客好感（goodwill）為一財產權（a legal right of property）6
，

而美國盜用理論（the doctrine of misappropriation）所保障之投資亦被聯邦最高
法院

7
認為須已構成一財產權

8
或準財產

9
性質。因此，在美國法之思維上，智慧

財產權法與此一範圍內之不正競爭法之差別較不明顯，兩者所保障者皆為財產

權（property），其侵害皆為結果不法之侵權行為。此一同質之見解使得兩法
所生之請求權形成累積請求權競合之關係，而無優位與後位之別。

在德國，德國1909年之舊不正競爭防止法採公序良俗違反說而與巴黎公約
第10條之1（bis）之「任何違反工商業上誠實實踐之競爭行為」同義。德國現
行不正競爭防止法（以下簡稱「UWG」）第3條乃有關不正競爭之一般條款之
規定，其內容為，任何有可能非不重要地影響扭曲競爭而不利於競爭者、消費

者或其他市場參與者之不正競爭行為乃本法所不允許。可見，第3條之一般條

4 涉谷達紀，前揭書，頁11。
5 C. McMani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Unfair Competition (5th ed., 2004, St. Paul: West), 

p. 2.
6 C. Wadlow, The Law of Passing-off, 2nd ed., Sweet & Maxwell, London, 1995, pp. 2, 3, 

44, 45.
7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v. Associated Press, 248 U.S. 215 (1918).
8 M. Barrett,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pen Publishers, New York, 2004, p. 263.
9 C. McManis, loc. cit., p.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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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不再使用舊法時常令人誤解之「公序良俗（guten Sitten）」之概念，而僅稱
「不正競爭行為」。由UWG第1條可看出，UWG不僅保護競爭機制，亦保護
個人利益。在保護個人利益之範圍內，UWG被理解為一種特別侵權行為法10

。

而且，只要不正競爭法未有規定排除一般侵權行為規範之適用，則會產生請求

權競合之關係。
11
不正競爭行為既為一經濟上之侵權行為，德國侵權行為理論

之從結果不法發展到行為不法之趨勢使經濟侵權行為包括與結果相關之不法性

與行為相關之不法性兩者。前者乃因對他人權利或法益之侵害（或侵害之虞）

所生；後者乃因行為違反法定禁止規範而生
12
。不過，經濟侵權行為究為特殊

侵權行為，至少其乃以不正性取代不法性來認定侵權行為性格。而且，即使認

為商標等商品標識法性質上屬廣義不正競爭法之一種
13
，德國自帝國法院時起

即由於商標已有獨立之法律來加以規範，而不認為商標侵害行為是一種不正競

爭行為
14
，而其他之智慧財產權法亦非市場行為規範，因此侵害智慧財產權之

行為本身，若未有其他不正競爭法上要件之具備，則尚非不正競爭行為
15
。而

且，由於智慧財產權雖具無體性格，但其為一種支配權，而德國不正競爭法採

市場行為規範違反主義，並未將保護客體提升到完全權利之位階而使其可能被

處分或交易。可見，在採市場行為規範違反主義之國家，由於不正競爭法並非

保障財產權，因此，將不正競爭法歸類為智慧財產權法在概念上有些困難，而

此一異質之見解使得兩套法制所生之請求權常有優位與後位之別。

在日本法上，由於巴黎公約第10之1（bis）條將不正競爭法所保障者納入
工業財產權之範圍，而工業財產權乃著作權以外構成不正競爭法之主要領域，

而且不正競爭法之競爭成果保護規範所保護者主要為顧客好感（good will）與
營業秘密等與發明及著作權同屬無體財產，而且日本多數說認為日本之不正競

爭法為民法上侵權行為之特別法，因此，多數說認為日本乃以侵權行為主義

來理解不正競爭之概念
16
。雖然多數學說認為將不正競爭法歸類為智慧財產權

10 BGH GRUR 1999, 751, 754.
11 H-P Götting, Wettbewerbsrecht,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05, S. 19.
12 K-H Fezer, a.a.O. (Fussnote 2), S. 360, 366, 367.
13 H-P Götting, a.a.O., S. 23.
14 K-H Fezer, a.a.O. (Fussnote 2), S. 17.
15 H. Köhler, Das Verhältnis des Wettbewerbsrechts zum Recht des geistigen Eigentums, 

Zur Notwendigkeit einer Neubestimmung auf Grund der Richtlinie über unlautere 
Geschäftspraktiken, GRUR 2007, 548, 553.

16 大橋麻也，前揭註1，頁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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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應屬適當
17
，然而智慧財產權法與不正競爭防止法雖皆為成果冒用之禁止規

範，但將此些成果保護規範中有關智慧創作成果與營業信用成果獨立出來以智

慧財產權來加以保障應較具體而方便
18
，而且智慧財產權之準物權構造使得其

不僅有侵害排除請求權而易於防衛其權利外，亦使其能被處分交易而利於回收

創作之投資，因而提高創作投資之誘因
19
。可見智慧財產權乃主要以權利賦予

之方式保護成果，而與不正競爭防止法僅以行為規制方式保護成果者不同
20
，

更何況不正競爭防止法所保護者僅為利益
21
，而尚非權利。因此，在日本法上

將智慧財產權與不正競爭防止法上之補充成果保護作區別應屬較妥之見解。由

於日本多數說將不正競爭法認定為民法上侵權行為之特別法，而智慧財產權侵

害亦屬侵權行為，因而多數見解將商標法等智慧財產權法與不正競爭防止法間

之關係解釋為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關係。然而，智慧財產權法所保障者為權利而

不正競爭防止法所保障者僅為為利益，其間之關係應非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關係

所能作解釋。

本文認為，就事務之本質而言，雖不妨認為智慧財產權之侵害亦屬一廣義

之不正競爭行為。然而，不正競爭有「本身不正」者與「經綜合衡量各種相關

因素而後被認為不正」者。侵害法律已提升為權利位階之智慧財產權者，其行

為本身即顯現不正性，不必再衡量其他之因素；而其他不正競爭行為則需經綜

合衡量各種相關因素而後顯現其不正性。由於智慧財產權侵害之不正性已於立

法或造法提升其為支配權時抽象一般地認定之，而不必在如認定不正競爭法上

之補充成果保護之侵害時尚需就個案具體情況綜合判斷之。因此，宜將智慧財

產權法與不正競爭法作區別
22
，包括不正競爭法上之成果保護規範。

參、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之不正競爭防止模範條款

由於各國對不正競爭之本質與範圍有如上述之差異，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17 涉谷達紀，前揭書，頁11；経済產業省知的財產政策室，逐条解說不正競爭防止
法，19，有斐閣，2006。

18 田村善之，不正競爭法概說，第2版，28-29，有斐閣，2004。
19 田村善之，前揭書，頁30。
20 経済產業省知的財產政策室，前揭書，頁19。
21 田村善之，前揭書，頁9。
22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與公平交易法之關係—以專利權為中心，收錄於謝銘洋，智慧
財產權之基礎理論，167，171，註2，自刊，1997，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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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競爭防止模範條款建議中之一般原則規定，任何工商業行為或實踐損害或

可能損害到其他市業之顧客好感或聲譽者皆應構成不正競爭，而不論是否有混

淆之虞。又所謂損害顧客好感或聲譽，其特別會因他人之商標、商號、營業表

徵、產品外觀、服務提供、名人或著名虛擬人物等上所附之顧客好感或聲譽之

沖淡。而且，在本模範建議中，沖淡乃指顯著性或廣告價值之減低。因此，依

此建議而制定之會員國不正競爭防止法將會與該國之商標法（著名商標保護或

聲譽保護規定）等產生法規競合，而產生依此建議而制定之不正競爭防止法之

相關規定相對於商標法等智慧財產權乃完全法規競合之關係（而生累積請求權

競合關係）或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關係之問題，而使本文所探討之問題在國際上

受到重視。然而，此一問題之回答又涉及該國是否有模仿自由原則之問題，以

及模仿自由之程度問題。

肆、競爭自由與模仿自由原則

從法國大革命之人權宣言揭櫫營業自由開始，有關競爭法上投資保護規定

之正當化根據，在此必須開宗明義地指出，投資並無回收之擔保，而法律亦不

能提供投資者免於競爭之保護。事業間彼此競爭應由市場來加以決定其勝負。

營業自由涵蓋競爭自由，競爭自由導出模仿自由。然而，自由競爭乃指自由之

公正競爭，而英美法系與德國法系對何謂公正競爭卻有如上述之態度差異，進

而使得模仿自由在兩大法系之間有所不同。

英國由於其維多利亞時代因重商主義及契約神聖所造就的光榮歷史經驗，

堅持將專利、商標、著作權等當成個別類別之受保護法益，而不願以一般而抽

象的不公平競爭概念來保護商業價值。Cornish教授認為，在既有的智慧財產權
體系所構成對自由競爭的例外限制外，若再引進不易明確界定的不公平競爭概

念或所謂盜用理論，實有礙自由競爭的維持
23
。在此一傳統下，美國法亦從經

濟上之自由競爭政策導出商業構想及智能創作上之自由競爭原則，亦即自由模

仿原則（the principle of free copying）。亦即，未受智慧財產權保障之發明、
構想、創作或表徵乃屬公共領域而可被自由模仿

24
。可見，自由模仿乃原則，

23 W. Cornish, Intellectual Property: Patents, Copyright, Trade Marks and Allied Rights (4th 
ed. 1999, London: Sweet & Maxwell), para. 1-17. 

24 J. T. McCarthy, McCarthy on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2007, Thomson/West, 
pp.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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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智慧財產權為例外，除非該模仿行為構成仿冒或已為盜用理論所禁止。

在競爭自由的引導下，德國法院在不法模仿事件中常不問模仿禁止規範

（例如商標法）之正當化理由何在，而常問是否競爭者有正當之利益去模仿，

或從競爭者之觀點去觀察該模仿是否有其必要性
25
，因而導致模仿之原則上被

允許而只有例外才被禁止。在專利、商標、著作權等特別保護權規定以外，對

他人競爭成果之模仿應否被允許，以及在如何程度內被允許，是競爭政策上之

基本問題。若完全允許無限制的模仿則競爭所會帶來之創新以及進步功能將會

喪失，因為將無人願意投注心血與成本去創新
26
。從道德上之公平觀點加以評

價，若企業被剝奪其透過相當努力與成本所獲之成果，其亦應被認為不正
27
。

這是因為無體財產權之基本思維是，藉由立法者所為之抽象的利益權衡，在該

無體財產權之客體上對自由競爭加以限制（即賦予排他權）能夠激發創新，

稱為創新競爭（Innovationswettbewerb）28
。但從另一方面而言，若完全禁止模

仿，則模仿所會帶來之競爭與進步將會喪失而有害公益，所以，原則上應允許

模仿。此被稱為模仿競爭（Imitationswettbewerb）。例如，專利法僅對新穎而
有發明步驟之成果賦予專利獨占權一點亦證實了在專利權所不及之領域應允許

他人對技術之自由使用
29
。因此，在此二個考量之間不能有太過僵硬之原則，

而應有均衡考量機制，這使得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模仿競爭在特別保護法

（如專利法）以外原則上應被允許，而只有在存有特別情形時（即只有在存有

特別、會造成競爭違反性之情況時）才會構成不正競爭
30
。此一原則被稱為模

仿自由原則，而在此將這兩個相互矛盾之競爭加以協調之利益衡量乃法官在個

案中所為之具體利益衡量
31
。

在日本，明治維新時起即需有大量之模仿創新。因此，中山信弘教授指

出，拋開道德之問題不談，就法而言，資訊之利用應自由，因為人類乃藉模仿

而發展。不論如何優秀之學者或藝術家皆需仰賴先前之成果而後自己開花結

25 A. Beater, Unlauter Wettbewerb,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02, S. 568.
26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Wettbewerbsrecht, 24.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06, S. 342.
27 A. Beater, a.a.O., S. 568.
28 K-H Fezer, a.a.O. (Fussnote 2), S. 755.
29 Benkard, Patentgesetz, Gebrauchsmustergesetz, 10.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06, S. 346.
30 BGH GRUR 1999, 751, 752；BGH GRUR 2000, 521, 523.
31 K-H Fezer, a.a.O. (Fussnote 2), S.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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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因此，若一般地禁止模仿，則將阻礙人類世界之發展
32
。某一模仿行為，

除非已經構成商標權、專利權等特別保護權之侵害，否則原則上事業有對其他

事業之成果加以模仿之自由，例外在有法律明文禁止時才不允許之
33
，例如完

全未改變之模仿
34
。

由美國與德國之模仿自由原則可歸納出，除模仿他人商標、專利品、著作

有可能構成商標、專利、著作權之侵害外，模仿行為原則上應被允許，除非

其行為例外構成不正性而成為德國法上之不正競爭行為，或侵害美國法中被

提升到權利位階之顧客好感或商譽而構成仿冒（passing off）、蒙混（palming 
off）、營業名稱（trade name）、營業表徵（trade dress）之侵害。德國法從行
為之不正性著手，而英美法則著眼於被害客體之權利性格。因此，在德國法

上，仿冒他人營業表徵等行為若造成相關交易圈之混淆之虞，即使並無被害人

之商譽被剝奪，仍構成不正競爭行為；在英美法上須因仿冒而造成顧客好感或

商譽之侵害或剝奪才會構成不正競爭行為。

模仿自由原則乃從存在有禁止模仿之特別保護規定（如商標權等）本身之

反面推論以及憲法上之一般交易及職業自由而導出
35
。其背後之考量則為，現

在之成果本即根據前人之成果而來，因此亦應允許他人模仿之
36
。

在美國、德國與日本同有模仿自由原則，只有在例外之情況下才會構成不

正競爭：在德國，此一例外為競爭法上之成果保護；在美國，模仿行為除不能

構成智慧財產權侵害之外，亦不能構成仿冒
37
或對他人投資之盜用而有盜用理

論之適用；在日本法，不正競爭防止法則列舉周知表徵、著名表徵、商品型態

與營業秘密四種成果保護。可見，德國法、美國法與日本法在構成上述模仿自

由原則例外之競爭法上成果保護皆不限於「可被避免之混淆」之保護，而擴及

禁止因模仿而榨取他人投資成果之範圍，不過其廣狹有所不同，以下分述德國

32 中山信弘，工業所有權法（上），特許法，第二版增訂版，6，弘文堂，平成16
年。

33 田村善之，前揭書，頁18，19。
34 中山信弘等合編，商標、意匠、不正競爭判例百選（No. 188），183，有斐閣，

2007。
35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43.
36 M. Stieper, Das Verhältnis von Immaterialgüterrechtsschutz und Nachahmungsschutz nach 

neuem UWG, WRP 3/2006, 291, 292.
37 英國僅以此保障競爭成果保護，參G. Schricker & F. Henning-Bodewig, Elemente einer 

Harmonisierung des Rechts des unlauteren Wettbewerbs i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WRP 
12/2001, 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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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日本法制之概況以了解智慧財產權與此一競爭法上成果保護間之關係。

伍、德國法上之競爭法上（補充）成果保護

一、發展過程

競爭成果保護是競爭者保護規範中最棘手之問題，因為在此不同之競爭法

保護利益彼此衝突。它主要涉及兩個基本情況，即模仿他人商品或商品元素及

利用他人營業之外觀而榨取利益，而它們共同之處在於剝奪他人勞動或投資之

成果
38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在Tchibo/Rolex I39

一案使此一問題之複雜性更明白

化。該案乃有關勞力士錶之新式樣期間外之外形模仿爭議，而涉及事業私益，

消費者利益及競爭者競爭利益之問題，以及不正競爭防止法與新式樣法及商標

法間之適用是否互斥或重疊之問題。

雖然德國近百年來之不正競爭防止法判決強調模仿自由原則，但是法院在

具體個案中常會認定該案所涉者屬個別之規定（如商標、著作權等）範疇內而

以該規定加以禁止該案所涉之行為。此些判決雖一直強調商標、專利、著作權

法等之規定具有排他性，而且原則上不允許不正競爭法在其規範範圍內提供補

充保護，但德國判決仍發展出（補充）競爭成果保護制度出來，因為德國帝國

法院早將不正當地模仿他人成果當做不正競爭行為之一類型。德國學者並建議

將此類型加以立法規範，而稱之為補充的不正競爭法上之成果保護。德國立法

者為因應此一呼聲，遂將其基本原理在不正競爭防止法第4條第9款中加以法典
化

40
。此一立法之首要目的在於保護競爭者之成果免受他人之不正當地榨取，

亦保護消費者或其他市場參與者免受諸如模仿產品之來源方面之誤導，就整體

而言，其亦保障了公眾能有創新而不被扭曲之競爭之公共利益
41
。

二、規範內容

德國不正競爭法第3條乃有關不正競爭之一般條款之規定。其內容為，任
何有可能非不重要地影響、扭曲競爭而不利於競爭者，消費者或其他市場參與

者之不正競爭行為乃本法所不允許。為例示此一不正競爭一般條款之內涵，不

38 A. Beater, a.a.O., S. 565.
39 BGH GRUR 1985, 876 ff.
40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42.
41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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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競爭法列出已被德國法院判定為不正競爭之行為，其中第4條第9款規定，任
何人從事以下之行為將構成第3條意義之不正性：提供模仿競爭者之產品42

之商

品或服務而(a)引起消費者等被提供人有關商品或服務之事業來源之可得避免之
混淆，(b)不當地使用或減損被模仿商品或服務之好評（好聲譽），或(c)以不
誠實之方法獲得模仿所需之知識或基礎者。

德國UWG中免於混淆之保護、聲譽之保護、營業秘密保護或地理來源標
示之保護，皆屬事業在競爭成果上之保護。模仿自由原則與補充成果保護在德

國雖受到批評，但UWG第4條第9款已採納之43
。因此，智慧財產權規定以外之

單純之模仿並非本來即被禁止，而是只有存在特別情形顯示出其違反競爭性才

不被允許
44
。而UWG第4條第9款所列示之三種情況僅為較重要之類型，並非列

舉之規定
45
。

三、補充成果保護之構成要件

（一）概述

雖然智慧財產權法在個別之保護要件考量後所賦予之有限期間之排他權保

護不應被競爭法上之成果保護所破壞（因此實務認為後者乃從屬補充性質），

但競爭法上之成果保護亦應對智慧財產權法所留下之漏洞加以填補，因此對他

人所為尚未受智慧財產權保護之成果（例如技術成果、型態、廣告宣傳語或電

腦遊戲等）之直接繼受或奴隸性（sklavische）模仿即應被禁止46
。除此類模仿

外，不正競爭法亦禁止其他類型之不正成果模仿行為。茲拆解構成補充成果保

護之侵害行為之要件如下，即(1)一事業模仿其競爭者之成果而在市場上加以提
供；(2)該成果不屬專利法等特別保護範圍內但顯示出競爭特質；而且(3)存有
特殊情況使其行為具有不正性

47
。此些要件中使補充成果保護與智慧財產權產

生競合關係而與本文較相關者分述如下。

（二）補充成果保護之客體

根據UWG第4條第9款之規定，補充成果保護僅及於商品及服務。不過，

42 為行文方便，本文將以「產品」代表商品與服務。
43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43; M. Stieper, a.a.O., S. 292.
44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43；Ingerl/Rohnke, Markengesezt-Kommentar, 

2. Auflage, Verlag C.H. Beck, München, 2003, S. 44.
45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43; M. Stieper, a.a.O., S. 292.
46 G. Schricker & F. Henning-Bodewig, a.a.O., S.1381.
47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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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兩者應加以廣義解釋，且有時亦應加以類推適用，因而，所有形式之給付

成果與勞動成果皆包括在內
48
。因此，商品或服務之概念包括技術成果與非技

術之成果，表演及播送、人物、網路上角色、為特定目的而收集之資料等。而

且，即使是單純之廣告方法亦可為補充成果保護之客體，例如目錄、價格表、

廣告詞等
49
。即使是標識本身亦可能是一給付成果而可享有補充成果之保護。

不過，補充成果保護僅及於產品之具體形式而不及於其背後之抽象構想，構想

雖可成為UWG第4條第9款c之營業祕密而不可被盜取，但其本身不受著作權法
保護亦不為補充成果保護之客體。相同地，其他的科學原理、屬於技術狀態之

技術、發揮技術功能所必須之成分
50
，以及商業方法等應基於自由保持需求之

公益考量而保持開放，不能被獨占
51
。不過須注意，補充成果保護並非在保護

此些客體本身，而是在禁止該行為
52
。

（三）競爭特質

1.概述與意義
只有具有競爭特質（wettbewerblicher Eigenart）之成果才享有UWG第4條

第9款之保護。此一要件為德國舊法時期經由判決所確立。雖然本款條文中未
明定此一要件，但由於立法理由表示並未要去改變舊法時之原則，因此，此一

要件現在仍屬必需
53
。而且，從模仿自由原則為出發點，競爭特質構成了補充

競爭成果保護之中心前提要件。因此，競爭成果之值得保護與否需有此一價值

衡量。日常通俗用品（大量生產者未必即屬之）等由於相關交易圈對其事業來

源或特殊性不感興趣，因此，其事業來源或特殊性在仿冒（防止可避免之混淆

保護）、榨取等方面並無作用，因而並不受補充成果保護之保障
54
。

所謂競爭特質乃指該成果之具體形式或特定特徵有能力（適宜）將有興趣

之交易圈指向該成果之事業來源或其特殊點
55
。該競爭特質必須恰為被模仿之

形式特徵所散發。因此，它必須正好使被模仿之形式特徵具有在交易中指向該

48 K-H Fezer, a.a.O. (Fussnote 2), S. 772.
49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48, 349；K-H Fezer, a.a.O. (Fussnote 2), S. 

772.
50 R. Busse, Patentgesetz, 6. Aufl. De Gryuter Recht, Berlin, 2003, S. 1358, 1360.
51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49; K-H Fezer, a.a.O. (Fussnote 2), S. 773.
52 R. Busse, a.a.O., S. 1358.
53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50.
54 K-H Fezer, a.a.O. (Fussnote 2), S. 764.
55 BGH GRUR 2003, 973,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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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之特定事業來源或指向該成果之特點。此要件之功能在於使免於模仿之保

護侷限在那些經過衡量競爭者、消費者、其他市場參與者及公共利益後仍有保

護必要之給付成果。因此，當一廣告詞缺乏原創而且沒有自己之思想或乃由需

被保持自由以供描述商品之文字組合等組成時便不具競爭特質
56
。又，競爭特

質必需涉及產品之性格上特徵而足以讓共同競爭者及消費者能藉以區別不同生

產者或不同品質之產品
57
。

由於競爭特質之上述定義，有該能力本身即已足夠，因此，雖然透過使用

而獲之事實上知名度對競爭特質之存在有強化作用，但其並非必要之條件。因

為若採競爭特質須有知名度之見解將使新產品（無知名度）未能受保護而未

能回收其投資。亦即，競爭特質之發生不必該原創者已藉由交易上之知名度

而已具有競爭法的占有狀態，否則剛上市之產品便不能受到保護之
58
。此一原

理對廣告詞及標識皆有適用。雖然如此，商品之知名度仍能對競爭特質之提

升有加分作用，特別是在混淆或聲譽榨取方面有意義
59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Noppenbahnen60
一案中即指出，可避免之來源混淆之補充成果保護不僅需有競

爭特質，而且須該產品在相關交易圈已獲有一某程度之知名度，否則並不會有

來源混淆之虞，不過最高法院指出其不必達交易聲價（Verkehrgeltung）程度之
知名性，而只需該具競爭特質之產品在相關交易圈之非不重要之部分享有如此

之知名度以致於在相關範圍內若仿冒之會有混淆之虞
61
。然而有學說不贊成此

一實務見解，例如Fezer教授認為，由於事業來源指示乃競爭特質本身已具有，
因此，即使無某程度之知名度之外加，仍會構成來源混淆。因此，只要該商品

在市場上已出現，而可期待其在一相關範圍內被行銷，則已足以受補充成果保

護之保護。相同地，若一原創的、令人印象深刻而有表達能力廣告語具有指出

其特定提供人之能力，則即使其在交易上尚乏知名度則其已能受補充成果之保

護
62
。

2.競爭特質之表現形式
競爭特質之表現形式可以是因該產品之審美特徵而有競爭特質，亦可能因

56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50.
57 Benkard, a.a.O., S. 347.
58 K-H Fezer, a.a.O. (Fussnote 2), S. 769.
59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50, 351.
60 BGH GRUR 2002, 275, 277.
61 Benkard, a.a.O., S. 347.
62 K-H Fezer, a.a.O. (Fussnote 2), S. 769-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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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產品之技術而有競爭特質，亦可能因該產品之標識而有競爭特質
63
。當競爭

特質乃來自產品之技術特徵時，其原則上只有透過外部而對交易圈乃屬可見之

形式特徵（Gestaltungsmerkmal）來散發64
。無論何者，競爭特質須表現在競爭

成果之具體形式上，或成品之特定特徵上，而不可在抽象之構想上或一般原理

等公眾對之有自由保持需求之事物上，然而其構想等須具體化到何程度並未可

一概而論，而是有待整體綜合判斷，尤其是考量到該產品之美學的或技術的特

性等因素後方能作決定
65
。

3.事業來源指示或產品特殊性
有關競爭特質之對事業來源之指示，相關交易圈必須認為該產品之事業來

源有所價值，並自特定特徵而推知其事業來源。一產品之競爭特質可以是其標

識，而不必為其技術特徵等。此外，競爭特質之存在不必顯示特定事業來源，

而是亦可顯示產品之特殊性，例如在審美領域非平凡而有個性之形式所呈現

之特殊性。此些競爭特質之存在與否須根據個案之全部情形來加以判斷
66
。當

然，其不可為自然現象之逼真反應等沒有個人特質之客體
67
。

4.競爭特質之存在時點
競爭特質必須在被模仿時仍然存在。若已喪失競爭特質，則不得再享有不

受仿冒等之保護，例如該被仿產品之形式特徵已因被太多人模仿而變成公共財

時
68
。

（四）模仿行為

UWG第4條第9款並未對模仿行為加以界定，而是應參考德國以前判決之
見解。德國判決將仿冒區分成三個類型，即直接成果接收，幾乎相同的成果

接收及仿製的成果接受
69
。由於構成補充成果保護之要件間具有一轉換作用，

因此，模仿品與原件愈接近則其他的要件要求會越少
70
。因此，屬於何類程度

之仿冒具有重要性。模仿之構成要件並不以兩者間之功能相同或具替代性為前

提。因此，僅須其在自己產品之一部分上模仿被模仿之產品即可，例如汽車製

63 BGH GRUR 2001, 251, 253；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51.
64 Benkard, a.a.O., S. 346.
65 K-H Fezer, a.a.O. (Fussnote 2), S. 766-767.
66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52.
67 K-H Fezer, a.a.O. (Fussnote 2), S. 766.
68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51.
69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53.
70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53; K-H Fezer, a.a.O. (Fussnote 2), S.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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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造商模仿輪網生產者之輪網。而且，模仿亦不以被模仿產品之全部形式特徵被

模仿為必要，而只要被模仿之部分正為其競爭特質之所在即可
71
。亦即，必須

所模仿之形式特徵正好有能力構成競爭特質
72
。

所謂直接的成果接收乃指對他人之成果未加改變地加以接收
73
，其通常是

藉助於重製技術，例如影印，掃瞄等。所謂幾乎同一的成果接收乃指該模仿與

原件僅呈現細微的、在整體印象上僅有不重要的改變者
74
。然有學者認為其並

非另一類型，而是屬於直接的成果接收類型之概念所及
75
。此兩類模仿在對於

競爭特質以及特別的競爭情況等要求會比僅為下述之「仿製的成果接收」來得

低。

所謂仿製的成果接收乃指對他人之給付成果並非直接成果接收或幾乎同

一成果接收，而是將他人之成果加以當作樣本加以使用及仿造，而有施加自

己之給付者
76
。例如在模仿他人之標識方面，將取決於兩標識之近似程度，而

在此方面，整體印象具有決定性。當標識之近似程度並不高時，則須尚有其

他進一步之不正競爭情況才會使其構成不當之聲譽剝奪之行為
77
。此種模仿，

只要模仿者之接收部分涉及被模仿產品之重要成分而使得被仿品之本質特色

（Wesenzüge）仍可被看出時，即屬之78
。

最後，德國法院曾判決指出以超連結（Hyperlink）之方式使人連上他人可
公開上網閱覽之資料並不構成仿冒（給付成果接收）之行為

79
。

（五）特別會構成模仿之不正性之情況

所提供之產品為仿冒品，此一單純事實本身並不會構成不正當性，而是須

有其他之特別情況使此一提供行為變成不正當，因為根據模仿自由原則，智慧

財產權以外之模仿原則上應被允許，除非有特別情況使其具有不正性，而且

依德國實務見解只有在智慧財產權（特別保護權）領域之外，補充成果保護才

會介入
80
。若無此一特別構成不正性之情況之要求，則補充成果保護將變成一

71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53.
72 BGH GRUR 1999, 923, 926.
73 BGH GRUR 1999, 923, 927.
74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53.
75 K-H Fezer, a.a.O. (Fussnote 2), S. 771. 
76 BGH GRUR 1922, 523, 524.
77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53, 354.
78 BGH GRUR 1963, 152, 155；Benkard, a.a.O., S. 347.
79 BGH GRUR 2003, 958, 963.
80 K-H Fezer, a.a.O. (Fussnote 2), S. 771,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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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排他權而違背了專利、商標等特別保護權之評價標準
81
。UWG第4條第9款例

示了一些此種特別情況
82
。此三情況乃德國判決所建立之三個主要類型，而經

立法者所明白接受而已，因此，其並未固定，其在個案中可能重疊競合
83
。而

且，其等僅為例示，而開放將來更多不正性標準之考量空間
84
。而該個別情況

是否真的構成不正性乃須在衡量相關之利益後對該事業之競爭行為開始後之

整體行為、履行、作用等加以作整體性觀察
85
。就非技術性模仿（如藝術或審

美）與技術性模仿而言，由於前者有較大之自由空間可發揮而不必模仿，因

此，其會比技術性模仿較容易被找到構成不正性之特別情況存在
86
。而且，在

作整體衡量時須再注意到特別不正情況，競爭特質與模仿逼真程度間之轉換作

用
87
。

四、補充成果保護與智慧財產權之一般關係

（一）多數說採智慧財產權優位論

不正競爭防止法與特別保護權法（例如商標、專利權法）間之重疊關係之

問題在德國尚未被完全克服。不過，德國判決與文獻多數認為屬特別法的智慧

財產權保護（特別是商標權）不應被以不正競爭法來加以迴避，而特別法所未

保護之事物之模仿，則原則上應被法律所允許
88
。亦即，多數說採智慧財產權

優位論
89
。

此一緊張關係
90
之解決之所以採智慧財產權優位論有如下之理由。第一，

德國法認為，原則上立法者所藉特別保護權所有意畫出之有關可受保護之客體

及保護期間之界限，不能被競爭法上之補充成果保護所破壞。第二，當已經有

如商標、專利、著作權等特別法保護時則補充的成果保護將不被賦予
91
，因為

81 BGH GRUR 2002, 86, 89; BGH GRUR 2002, 275, 276.
82 本文僅就主題相關之範圍類介紹之，而不詳論各類成果保護之詳細內容。
83 K-H Fezer, a.a.O. (Fussnote 2), S. 778.
84 K-H Fezer, a.a.O. (Fussnote 2), S. 778; Benkard, a.a.O., S. 348.
85 BGH GRUR 2001, 251, 253 f.; F. L. Ekey u.a., Wettbewerbsrecht, 2., neu bearbeitete 

Auflage, C. H. Müller, Heidelberg, 2005, S. 249.
86 BGH GRUR 1981, 517, 519; BGH GRUR 1986, 673, 675.
87 K-H Fezer, a.a.O. (Fussnote 2), S. 779.
88 A. Beater, a.a.O., S. 567.
89 H. Köhler, a.a.O., S. 549.
90 K-H Fezer, a.a.O. (Fussnote 2), S. 764.
91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44; H-P Götting, a.a.O., 2005, S.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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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將無額外加以保護之必要。第三，在智慧財產權法之適用範圍內，其規定

具有排他性，而不得有不正競爭法與其平行適用，否則會侵害智慧財產權人所

具有決定是否要對侵權人訴追之權能
92
，因為不正競爭法除受害之事業外另外

允許消費者團體等進行訴追。

德國多數說採智慧財產權優位論而有以下之結果。第一，若該特別保護

權允許該行為，例如著作之合理使用，則不得認為該行為本身違反不正競爭

法
93
。第二，補充成果保護在智慧財產權法等特別法不對該標的給予保護時亦

不必被賦予之。然而，若有特殊伴隨現象存在（在特別法構成要件外）而使該

行為顯得不正當時，則補充的成果保護可被與賦予之
94
。這是因為補充成果保

護乃行為不法而智慧財產權等特別保護權之侵害乃結果不法，因此前者只要有

特別保護構成要件以外之特別伴隨情況存在，不必以有特別保護權之存在為前

提。第三，根據德國持續之判決見解，模仿他人已不再有特別保護權所保護之

客體，若該客體具有競爭特質，則只要有特別之情況顯示該模仿之不正性，則

其仍會構成不正競爭（但專利權除外，如後所述）。可見，免於不正競爭之保

護原則不取決於特別保護權之保護前提要件，而且，兩者間亦無平行之價值評

價標準存在。第四，德國聯邦最高法院一再地指出，補充成果保護仍與特別保

護權間有一定之關係，而在該客體已有智慧財產權之範圍內不能無限制地被賦

予（因為智慧財產權優位），否則會妨礙智慧財產權人所具有決定是否要對侵

權人訴追之權能
95
。

（二）學說上之支持

學說上支持優位論者，大體上對其有兩種解讀。有認為只要智慧財產權保

護不生作用，包括未曾申請、不符合保護要件、已不再存在等，則才有可能有

補充成果保護
96
。此說可被稱為「智慧財產權優位論」。然而，亦有更進一步

認為，只要智慧財產權法有提供保護之管道而未加以利用者，補充成果保護即

不存在，而此等於要求保護請求權人有申請例如商標權之義務
97
。此說可被稱

為「智慧財產法優位論」。

92 BGH GRUR 1999, 325, 326-Elektronische Pressearchive.
93 F. L. Ekey u.a., a.a.O., S. 241.
94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44; K-H Fezer, a.a.O. (Fussnote 2), S. 755.
95 BGH GRUR 1999, 325, 326-Elektronische Pressearchive.
96 M. Stieper, a.a.O., S. 292.
97 J. Bornkamm, Markenrecht und wettbewerbsrechtlicher Kennzeichenschutz, GRUR 2005, 

97,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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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WG第4條第9款僅為市場行為規範而未具賦予主觀之權利（如專利
權），因此，創作人並不享有專屬權而可加以讓與或授權，即使其創作需有心

血與成本等之投入亦然
98
。通說見解可採之處在於，智慧財產權侵害乃結果不

法，較容易判斷，而補充成果保護尚非主觀權利
99
，即尚非如商標權之可被讓

與等處分之完全權利，因此，侵害之者為行為不正（行為不法），較不易明確

判斷。

（三）學說上之批評

雖然智慧財產權之保護前提為發明步驟或著作人之個性表現等，而競爭成

果保護之要件為競爭特質，但當該競爭特質乃以技術形式或審美之形式表現出

來時，其間即有可能重疊
100
。Fezer教授認為，通說之見解等於將競爭法上之企

業成果保護當作無體財產權特別權利保護之一個例外之補充。將競爭法上之成

果保護降格為補漏角色並不適當。企業成果（含無體財產權之客體）之保護本

即為不正競爭防止法之自有的原始任務。而且，在法學方法論上，無體財產權

法乃對所規範之領域具排他性規範之說法已不具說服力，因為各種無體財產權

法有其各自之規範目的，而競爭法上之成果保護亦有其不同之保護目的
101
。競

爭法防衛競爭阻礙以保護企業成果競爭，因此，企業成果保護之必要性為成果

競爭阻礙之防衛之競爭法上評價之中心
102
，而無體財產權法乃以賦予排他權之

方式保護企業成果。因此，其認為競爭法上之企業成果不應被稱為補充成果保

護。

Fezer教授指出，不正競爭法與商標、專利等智慧財產權間之關係一直存有
國際上之爭議，有甚多主張希望以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關係來加以界定

103
。此一

見解理論上與實務上皆不可行，因為其間並非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關係，而是一

種累積的（或至少為從屬的）規範競合之關係
104
，因為不正競爭法為智慧財產

權法之不老泉
105
，而在智慧財產權法之特別規定外自動地補充不正競爭法，而

98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43.
99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43.
100 K-H Fezer, a.a.O. (Fussnote 2), S. 767-768.
101 K-H. Fezer, Markenrecht, 3. Aufl., C.H. Beck, München, 2001, S. 146；H. Köhler, a.a.O., 

S. 549.
102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1), S. 147；H. Köhler, a.a.O., S. 550.
103 K-H. Fezer, Normenkonkurrenz zwischen Kennzeichenrecht und Lauterkeitsrecht, WRP 

1/2008, S. 1, 9.
104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3), S. 9.
105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3), 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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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間有不同之規範目的、要件、效果及主張權限之規定，因此，只要個別法律

要件具備，不正競爭法即可平行適用
106
，除非該智慧財產權法之立法目的顯示

立法者明顯有使該智慧財產權法具有排他性格
107
。Köhler氏亦指出，智慧財產

權乃在保護智慧財產權人，而不正競爭法乃在保護競爭者、市場參與者、公眾

不受混淆競爭之公共利益，因此不應採智慧財產權優位論而應採平行適用之同

位論（Gleichrangthese）108
，而使得當某一競爭行為同時該當智慧財產權侵害

之構成要件及競爭法上之成果保護侵害之構成要件時，讓智慧財產權人與根據

競爭法之規定有權對之加以訴追之人（例如消費者團體）各有其訴追權限
109
。

Köhler氏亦認定智慧財產權優位論乃根據模仿自由原則而導出，然而其認為智
慧財產權之存在並未能推知智慧財產權保護範圍外即有模仿自由

110
。

五、補充的成果保護與智慧財產權間之個別關係

（一）補充成果保護與著作權之關係

有關補充成果保護與著作權保護間之關係，其常扮演立法者未能滿足因科

技發展所帶來之立法需要所生之漏洞之暫時權宜性措施
111
。德國著作權法第97

條第3項規定，著作權侵害時其他法律規定所生之請求權不受影響。因此，此
一規定會產生完全規範競合之情形

112
。德國法院無視於此，而仍認為著作權侵

害所生之請求權優位於不正競爭法上之請求權，而排除後者之適用
113
。有學者

認為其乃因為著作權法相對於不正競爭防止法乃具有特別法之地位所使然
114
。

因此，若被模仿之成果已有著作權保護則不得再享有補充成果保護，而且著作

權之規定所允許者不應被不正競爭防止法所責難
115
。這是因為德國實務認為不

正競爭防止法所提供之保護居於後位，而不得違反著作權法之評價
116
。由於補

106 K-H Fezer, a.a.O. (Fussnote 2), S. 41.
107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3), S. 9；K-H Fezer, a.a.O. (Fussnote 2), S. 41.
108 H. Köhler, a.a.O., S. 549.
109 H. Köhler, a.a.O., S. 550；M. Stieper, a.a.O., S. 292.
110 H. Köhler, a.a.O., S. 549.
111 K-H Fezer, a.a.O. (Fussnote 2), S. 775.
112 M. Stieper, a.a.O., S. 292.
113 BGH GRUR 1992, 697, 699-ALF.
114 T. Dreier & . Schulze, Urheberrechtsgesetz, Kommentar, 2.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06, S. 21. 
115 F. L. Ekey u.a., a.a.O., S. 241.
116 BGH GRUR 1986, 454, 456-Bob Dylan.



第 16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4

充成果保護僅扮演一暫時性角色，當立法者已以著作權法介入規範後，著作權

法之規定將優先適用，而不再適用競爭法上補充成果保護。例如電腦程式在德

國1993年修法將之納入語文著作保護之前，其常因未符合著作人個性之要求而
不受著作權法保護，而有賴競爭法上補充成果保護。此在1993年將電腦程式納
入語文著作後已產生改變，雖然依德國著作權法第69g條之規定，著作權法並
不排除專利、商標或競爭法上保護之適用，而且雖然德國法院亦曾根據該條第

69g條第1項之規定而指出，當一電腦程式乃被用以規避他人之電腦程式之保護
措施時，競爭法上之補充成果保護特別不會被排除

117
，然而在其他之情況下，

由於1993年之新規定，競爭法上之補充成果保護已不再扮演重要角色了118
。例

如，資料庫由於已被納入德國著作權法保護，根據智慧財產權優位論，必需某

一資料庫並無著作權或德國著作權法所規定之資料庫權保護，而且模仿者之行

為符合競爭法上之特殊不正競爭情況時，才會有競爭法上之補充成果保護之可

言。廣告俚語一般未受著作權保護。若一個行為不構成著作權侵害時（如侵害

廣告流行語），則由於著作權法未規範之，因此，仍尚可有不正競爭法補充成

果保護規範之適用，但此時必須存有特殊的且在著作權法之特別構成要件以外

的情況存在才會構成不正當性
119
。

然而，著作權優位論在實務操作上甚為困難，因為當原告對一作品之模仿

主張不正競爭法之成果保護侵害所生之請求權為訴訟標的時，法院必需先審

酌該作品是否受著作權法所保護，方得對該訴訟加以作決定
120
。更何況兩法有

不同之目的方向，因為不正競爭法並非保護成果本身，而是與利用他人成果之

違法方式有關
121
。而且，著作權乃在保護著作權人之排它使用權，而不正競爭

防止法乃主要在保護競爭者及其他市場參與者以及消費者免於混淆性競爭行為

之公益，因此，兩法有不同之保護目的而不會產生法規衝突而須以特別法與

普通法之關係來加以解決之
122
。因此，學說上已有建議改採累積請求權競合說

者
123
。

117 BGH GRUR 1996, 78-Umgehungsprogramm.
118 K-H Fezer, a.a.O. (Fussnote 2), S. 777.
119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44.
120 M. Stieper, a.a.O. S. 292-293.
121 G. Schricker, Urheberrecht, Kommentar, 3., neubearbeitete Aufl., C. H. Beck, München 

2006, S. 169；M. Stieper, a.a.O., S. 293.
122 M. Stieper, a.a.O., S. 293.
123 M. Stieper, a.a.O., S.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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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充成果保護與發明或新型專利權之關係

根據德國法院持續之判決見解，當所被模仿之技術成果具有競爭特質，且

有特別情況使其顯得不正，則即使所被模仿者乃一技術產品（發明或新型產

品），不正競爭法上之請求權亦可能成立。在此一專利侵害之場合亦須呈現一

個在特別保護權範圍外之（且與交易上之來源介紹或優點、性能介紹有關聯

之）可被避免之混淆之虞（或聲譽剝奪或減損）之構成要件，因而合法化不正

競爭法上之請求權之成立
124
。

由於專利權乃在保護技術規範，而補充成果保護乃在保護該技術規範之外

不型態上所累積之投資。因此，在此必須注意，模仿者之來源介紹要與商品之

外部顯現圖像有關，而非其內部結構。是以，所要求之競爭特質即使在技術

產品主要乃來自於所被模仿之產品之外部型態，然而若此一外部型態乃發揮該

產品功能所必要者，則由於其將不具來源表示之功能，因此將不會構成競爭特

質
125
。若外部型態之競爭特質被以一有關產品之來源或優點上之混淆之方式被

模仿時，則競爭法上之判斷將不因該模仿是否同時使用了被發明或新型所保護

之技術規範而有所不同。在此情況中，不正競爭法上之請求權將可與專利權侵

害所生之請求權並存
126
。

發明或新型專利所要求之新穎性並非競爭特質之盜用之前提，然而新穎性

的存在較會比不具新穎性者更能指出事業來源或產品之特殊性而具競爭特質，

不過，即使是流行時尚之復古風而能顯現自己之特性而具競爭特質者，仿之仍

將構成不正競爭
127
。

採專利權優位論之結果，當該發明因不具新穎性等要件而不獲專利權保

護
128
，或當該專利權已因第一次銷售理論而耗盡，則補充成果保護不會因有模

仿該物品之情況即有所適用，而是要有額外的、構成不正性的情況存在才會有

補充成果保護之適用
129
。而且，專利期滿後應屬公共財，所以亦不受不正競爭

防止法之保護
130
。由於發明或新型專利所保障者為無體之技術規範，並無如著

作之有表達形式、商標之有外部可察知之標識外觀（部）或新式樣有外部之型

124 M. Stieper, a.a.O., S. 299.
125 M. Stieper, a.a.O., S. 299.
126 M. Stieper, a.a.O., S. 300.
127 K-H Fezer, a.a.O. (Fussnote 2), S. 768.
128 F. L. Ekey u.a., a.a.O., S. 241-242.
129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46.
130 R. Busse, a.a.O., S. 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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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而足以讓專利權人除當初研發成本之投資外另有其他投資藉以附麗之客體。

因此，不論所仿之物品尚有否專利權，實務上成立不正競爭法上之請求權之情

況甚為罕見。

（三）補充成果保護與新式樣權之關係

所謂新式樣乃指對物品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

作。新式樣之所以能刺激消費、促進生產乃因其外觀設計適於美感而具特別趣

味性。新式樣權之獲得須經冗長之註冊審查程序，而且根據德國新式樣法第2
條之規定，其須具新穎性及特質（Eigenart）方可。此一權利乃對具有美感之
工業產品之型態題供保護，而非在於保護市場參與者及消費者免於誤導性之來

源介紹或優點性能介紹
131
，因為後者為不正競爭法上之補充成果保護之職責。

有關UWG之補充成果保護與新式樣權間之關係，其一方面受到智慧財產
權優位論之限制，另一方面德國新式樣法第50條又規定，其他法律規定所生之
請求權不受本法之影響。根據後者，不正競爭法上之補充成果保護不因所被模

仿者有新式樣權而受影響；根據前者，德國實務所採之「智慧財產權之侵害本

身並不呈現模仿之不正性」原則在此亦有適用
132
，因此，即使乃一有認識之模

仿並提供有他人新式樣之產品之行為，其行為本身尚非不正競爭行為，而是須

在提供此一產品之外尚有特殊之競爭情況之添加而使該行為具有不正性，才會

在新式樣權侵害所生之請求權之外另有侵害競爭法上補充成果保護所生之請求

權
133
。

當一個特殊之競爭情況能夠被毫無疑問地確定時，德國判決一再重申，若

存有智慧財產權侵害構成要件以外之特殊競爭情況時，特別是模仿一具有競爭

特質之產品而產生來源混淆之虞時，則不正競爭法上之請求權即會存在，而不

論該被模仿之客體有無新式樣權
134
。

當一個特殊之競爭情況並不能被毫無疑問地確定時，則新式樣法上之請求

權必需被優先檢視。德國實務在此採新式樣權優位論。由於新式樣之保護年限

有所限制，而且UWG具補充功能，所以必須先檢視新式樣法上之請求權是否
成立

135
。採新式樣權優位論之結果，若因該新式樣不具新穎性等要件而不獲新

131 M. Stieper, a.a.O., S. 298.
132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463, 464.
133 M. Stieper, a.a.O., S. 298.
134 M. Stieper, a.a.O., S. 298.
135 H. Eichmann & R. Falckenstein, Geschmacksmustergesetz, 3. Aufl., C.H. Beck, München 

2005, S.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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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樣權保護
136
，則不正競爭法上之補充成果保護便不存在。

然而，有見解認為，雖然新式樣之（新穎、特質）實體要件亦可能同時構

成競爭特質，但由於兩領域可能存有相當大之不同，因此，UWG之補充成果
保護不能被新式樣之保護所排除。這是因為新式樣之特質乃取決於該式樣對受

告知之使用者所產生之整體印象可與以被公布之其他式樣有所區別，因此，並

非所有符合此一要求者皆可達競爭法所要求之競爭特質之程度
137
。而且，交易

上之知名度以及因第三人之使用所造成之減弱僅會對競爭特質有所影響，但

對新穎性要件則無影響
138
。而一個藉由被模仿之新式樣之競爭特質及知名度所

造成之可避免之混淆之虞乃最有可能成立之成果保護類型
139
。因此，兩法制實

有相當大之不同。而且，由於新式樣客體之創作在德國可能受著作權（應用美

術）之保護，因此，有學者即建議在侵害新式樣權所生之請求權及不正競爭法

上之請求權之關係上，應與著作權法採相同之見解
140
，即累積請求權競合說。

（四）補充成果保護與商標權之關係

1.前言
競爭法上之成果保護與商標法保護間之關係在德國尚未被釐清。有認為商

標法上之規定具排他性而使UWG在其規範範圍內不適用，有認為商標法上之
請求權與其他有關標識之法律（如UWG）上之請求權乃請求權競合之關係。
此一問題在1994年商標法法亦對知名商標提供保護後出現141

。

德國判決發展出對商標聲譽之榨取與減損之違反競爭法規範之構成要件，

以作為競爭法上成果保護之一部分。對知名商標之聲譽榨取與減損之保護須以

競爭法為之的必要性主要是在於德國舊商品標示法（以下簡稱「WZG」）之
二個適用範圍限制：第一，在WZG時代，商標保護僅及於註冊所指定之商品
及類似商品上，因此第三人在此範圍外可自由使用該商標作為來源標識，除非

競爭法超出此一範圍而提供保護。第二，在WZG時代，構成商標侵害之使用
須屬「作商品標識的使用」才會構成，而在此一作為來源標識之範圍外，商標

可被他人自由使用來作促銷，除非競爭法逾此一商品來源標識範圍而提供保

護。因為現行商標法第14條第2項第2款乃針對類似商品範圍內，因此，若無第

136 F. L. Ekey u.a., a.a.O., S. 241-242.
137 M. Stieper, a.a.O., S. 299.
138 H. Eichmann & R. Falckenstein, a.a.O., S. 49.
139 M. Stieper, a.a.O., S. 298.
140 M. Stieper, a.a.O., S. 298.
141 J. Bornkamm, a.a.O., S.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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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條第2項第3款（知名商標之識別力與聲譽保護），則其規範範圍將與WZG
相同。而且現行法之使用概念亦不若WZG之狹隘。可見，在現行法生效前，
當時舊法（WZG）僅保護商標作為一來源標示之功能（而不保障投資廣告功
能），而是由競爭法將商標之競爭價值作為成果來加以保護。競爭法導向之知

名商標之保護在結果上是保護有名商標之顧客好感而非對商標來源功能之減損

之防免，現行法之立法者抓住此一發展方向而將之納入商標法中加以保護
142
。

此舉乃因應歐體商標準則之（選擇性）要求所使然，而歐體乃因缺乏完整不正

競爭法而有必要以商標準則保護著名商標，而德國落實此一準則之結果造成兩

部法律皆保護知名商標。此一競合現象使得兩法間之關係為何產生爭執，最後

聯邦最高法院（以下簡稱「BGH」）在1998年之MAC Dog一案提出商標優位
論（Vorrangthese）來試圖加以解決。

2.法規競合與請求權競合之概念
在評估商標優位論之良否之前宜先了解大陸法系之競合理論

（Konkurrenzlehre）。競合理論其實可從請求權與法規範兩個層面來加以
觀察。首先，就請求權之層面之差異（規範同為複數）而言，其可被區

分成請求權規範競合論（Anspruchsnormenkonkurrenz）與請求權競合論
（Anspruchskonkurrenz）。前者乃指單一之請求權可根據複數之請求權規範而
多倍地獲得其根據；後者乃指從多數之請求權規範皆產生其獨立自主之數個請

求權（有認為其等須具相同之法律效果者
143
）以滿足相同之經濟利益。

其次，就法規範層面之競合而言。其乃指兩個以上之法條構成要件互相

重疊或有所交集，而使得同一法律事實同時受他們所規範
144
。法規競合可有互

斥法規競合與相容法規競合。前者乃以存有法規衝突為前提，而以特別、從屬

或吸收關係解決之。例如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關係及後法優於前法之關係乃用以

解決同位階之數法規間具有不同之法律效果又彼此間不能並存者
145
。當數競合

之規範間乃具相容性（即使法律效果不同）時，例如有不同之立法目的等，則

其間之關係可為累積規範競合之關係，或從屬（補充）規範競合之關係
146
。此

時，根據Larenz之見亦同時會形成請求權規範競合或請求權競合之關係147
。請

142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1), S. 823.
143 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169，自刊，1987。
144 黃茂榮，前揭書，頁169。
145 黃茂榮，前揭書，頁171-175。
146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3), S. 3.
147 黃茂榮，前揭書，頁171，註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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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權競合之關係則可能為完全請求權競合或補充請求權競合。

3.根據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而建構之商標法優位論
在德國1994年商標法亦對知名商標提供保護後，德國下級法院仍習慣使用

不正競爭法來處理知名商標之侵害問題，而有造成商標法之規定空洞化之虞，

並使歐體準則欲統一化知名商標處理方式之功效（雖無強制性）未能達到
148
，

而且1994年商標法亦有用商標法處理知名商標沖淡而不必因需使用UWG而擴
張扭曲UWG所要求之競爭關係概念之美意在，因此，若不用商標法處理之，
則此一美意將落空

149
。

BGH認為競爭法與民法對識別標識之保護相對於商標法之保護乃一補充
適用關係，而不認為商標法與不正競爭法及民法典間有累積的規範競合關係

（完全請求權競合）
150
。BGH判決認為UWG與民法之相關規定，至少在具有

競爭法淵源之規範領域內（例如著名商標之保護），只有在根據商標法之保

護不起作用時方有適用之餘地
151
，否則商標法將會被架空。因此，並無請求權

競合
152
。BGH此一補充關係觀點乃來自於商標法之閉鎖性或排他性153

特別法地

位。由於BGH認為商標法乃一閉鎖性之標識法律規範，所以有關知名商標之保
護，該法第14條第2項第3款排除UWG及民法第823條之適用。Bornkamm氏為
BGH見解提出辯護而指出，商標法對知名商標之保護與不正競爭法對知名商標
之保護目的有相當大之重疊性

154
，而兩者所提供之保護效果又不同，所以商標

法在該範圍內乃具特別法之地位。所以，現行商標法之有關知名商標條文所賦

予之保護取代舊法時不正競爭法判決所發展出來之保護
155
。BGH認為商標法之

有關知名商標之規定為特別規定。這意味著一個標識權之侵害行為只有在使用

他人之標識之行為外，又有不為商標法所規範及之不正性等標準之合致才會有

補充成果保護規定之適用。因此，當一個未註冊之使用中標記未達交易聲價而

獲商標保護之前，他人即使將之使用在同一或類似商品上，亦不違反商標法或

148 J. Bornkamm, a.a.O., S. 99, 100.
149 J. Bornkamm, a.a.O., S. 99.
150 BGHZ 138, 349-MAC Dog.
151 BGHZ 138, 349-MAC Dog.
152 Ingerl/ Ronke, a.a.O., S. 43.
153 BGHZ 138, 349, 351-MAC Dog.
154 J. Bornkamm, a.a.O., S. 102.
155 BGHZ 138, 349, 351-MAC 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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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競爭法
156
。相同地，一個已註冊但未知名之商標（即使有某程度之聲譽）

被使用於類似商品範圍外亦不為商標法或不正競爭法所禁
157
。BGH雖有將此一

優位論擴及於其他商標法上規定之傾向，但至今仍將之侷限於知名標識之問題

上
158
。所以，BGH不認為兩個法規平行適用而成立之請求權(完全)競合理論，

依後一理論，兩法規各依其目的個別地規範而獨自適用
159
。Ingerl教授認為，此

一優位論之運用結果將會因為商標法納入立體商標而優先適用，因而使得主要

乃在保護商品型態之UWG第4條第9款a之規定（免於可避免之混淆之保護）因
已無用武之地而應被廢止，而只適用商標法即足

160
。

4.請求權競合說
Fezer教授不接受商標法優位論而認為商標法與不正競爭法之不同的規範目

的使得其等所為對標識之保護形成請求權競合之關係
161
。競合之數法規會產生

何種競合在方法上乃根據法規解釋之原則而定，例如文義、發展歷史、體系或

目的等來加以解決，特別是法規目的之比較具有決定性
162
。Fezer教授採累積請

求權競合說之理由如下。

第一，BGH之上述途徑有違商標法第2條之文義、體系、立法史與立法目
的，因為根據第2條之字義，其乃指當其他法律亦對商標法所規定之三種標識
亦提供保護時，商標法不排除其他法律之適用

163
。立法者藉此給標識最大程度

之保護。而商標法以外之其他法律亦對識別標識提供保護
164
，這是因為1994年

決定將三種識別標識（商標、著作名稱、地理來源標識）統一由商標法來加以

規範時，其目的乃在於排除以前德國對標識之規範分由商品標識法，不正競爭

法及民法上姓名權等規定來加以規範之分裂現象
165
，並未有使其具有排他效力

之意思。

第二，商標法第2條應被解釋為累積規範競合，而依此競合論，個別法規

156 J. Bornkamm, a.a.O., S. 98.
157 J. Bornkamm, a.a.O., S. 98.
158 J. Bornkamm, a.a.O., S. 98.
159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1), S. 824.
160 R. Ingerl, Der wettbewerbsrechtliche Kennzeichenschutz und Verhältnus zum MarkenG in 

der neueren Rechtsprechung des BGH und in der UWG-Reform, WRP 2004, 809, 812.
161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3), S. 3.
162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1), S. 145.
163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3), S. 5.
164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1), S. S. 144.
165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1), S. 138；K-H. Fezer, a.a.O. (Fussnote 103), 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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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獨自運用產生請求權競合。立法者在商標法第2條對標識之保護明白地創造
了一法規競合關係之此一事實表示了商標法與UWG等其它法律間之關係並非
傳統意義之商標法以外規定之補充適用關係

166
。第2條規定之目的並非要產生

一特別之請求權競合或從屬之請求權競合。第2條明白地保留商標法以外其他
法律之適用之目的在於要有一「累積的規範競合」或「請求權競合」之關係，

而前者乃指各法規獨自自主適用之「完全請求權競合」。基於此些規範在規範

目的，保護前提，處罰及管轄規定之不同，Fezer教授認為商標法與其他亦保護
識別標識之民法或不正競爭防止法等法規間應是一獨立平行（而若其個別之構

成要件合致的話）各自依其規範保護目的來加以適用之關係，亦即其間具有完

全請求權競合之現象
167
。而此一關係只有在立法者在規範目的中顯示出立法者

有使該法律具有排他性格時才不存在
168
，而此在標識法上通常皆非如此。

第三，由第2條之解釋與由立法者將全體標識以商標法加以統一規範之
目的可看出立法者並非認為商標法相對於其他法律乃屬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關

係
169
。

第四，從八○年代開始，對不同類商品領域中之商標聲譽榨取行為已發展

成競爭法上標識保護之一個類型，而此一類型即為商標法第14條第2項第3款
之知名商標保護之先驅

170
。因為如前述一標識在商標法之外若符其他法律之保

護前提要件則亦受其保護，Fezer認為，商標法第14條第2項第3款對知名商標
之保護與UWG所提供之禁止依賴他人標識推薦自己商品之保護等乃居於累積
規範競合，即完全請求權競合之關係。這是因為兩法間具有不同追訴權限規定

（後者允許消費者團體等進行訴追）。UWG所禁止之「接近（Annäherung）
他人標識之行為」之違法性可能因存有一更廣泛的、其他的特殊情況（例如整

體行銷概念）而具備，即使該標識之使用並未構成商標法上之商標使用行為時

亦然
171
。相反地，商標法所提供之保護亦不能因有UWG所提供之保護而被縮

減，包括商標法上之刑責、邊境扣押、時效、法院管轄權以及對知名商標在產

品類似範圍內所提供之保護
172
。

166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1), S. 145.
167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1), S. 137, 146；K-H. Fezer, a.a.O. (Fussnote 103), S. 5.
168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1), S. 146；K-H. Fezer, a.a.O. (Fussnote 103), S. 6.
169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1), S. 144.
170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1), S. 150.
171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1), S. 146.
172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1), S.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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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在此一平行適用中，在商標法外之規定之（與商標法的）競合適用

上，法學方法上須透過解釋之途徑交互地考量彼此之規範目的，並尊重在商標

法內被規範之識別標識權之構成要件功能。
173
例如，商標法與不正競爭法乃累

積規範競合關係。此一對商標及其他標識之補充法律保護不應違反商標法對標

識保護之界限（範圍、限制）；商標法之保護前提與保護範圍決定了商標法以

外之標識規範之規範領域。此些補充標識保護之射程（Rechtweite）取決於該
些商標法以外規定之規範目的。所以，在商標法受規範之識別標識權之構成要

件功能透過解釋決定了這些補充規範之適用範圍
174
。在此使用「補充」一詞僅

表示了，當商標法外之規範對商標法之規定有所補充時，該規定即有所適用，

而非指其僅在商標法對該事實未規範時才有適用
175
。

第六，商標法第2條所規定競合條款之功能乃在於避免特別法原則在實務
運用上之困難，BGH之優位論（根據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所建構）見解將使
此一功能未能發揮

176
。這是因為將商標法當作一特別法而在其規範範圍內排除

UWG之適用之見解未能提出一實務上可行之區別標準（即當一個標識侵害行
為何時商標法未適用而仍有UWG之適用之標準）來，而是純理論而已。
第七，請求權競合關係亦存在於商標法對知名商標與民法第823條對聞名

商標之保護之間
177
。由於德國民法第823條第1項保障營業權，而商標乃一事業

之獨立財產客體，因此對此一標識權之不法侵害，即使雙方並無競爭關係，仍

將構成一侵權行為。而當此一商標為一聞名商標時，民法對此一標識免於沖淡

之虞之保護與商標法第14條第2項第3款之保護乃請求權競合之關係178
。

第八，在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上，雖然最高法院在有關知名商標之保護

上曾認為商標法之相關規定具有排他性，但最高法院今尚未有明確之判決見

解
179
，更何況請求權競合論在實務上亦有判決採納之，例如在Wunderbaum一

案，模仿他人具競爭特質之標記所構成之商標而且有來源表徵之功能者，除構

成商標侵害之請求權外，亦同時構成UWG之「可以被避免之來源混淆」之不

173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1), S. 148；K-H. Fezer, a.a.O. (Fussnote 103), S. 6.
174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3), S. 4, 6.
175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1), S. 138.
176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1), S. 824；K-H. Fezer, a.a.O. (Fussnote 103), S. 5.
177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1), S. 824-825.
178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1), S. 151.
179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1), S.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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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競爭行為
180
。

第九，Fezer認為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在歐體商標準則剛被德國立法落實之
前幾年以此一商標法優位論來落實歐體商標準則，並使德國判決與歐洲院之判

決結果較接近。此在歐體已有不正商業實踐準則
181
此一不正競爭準則後已沒必

要
182
。

第十，優位論乃是植基於對特別法優於普通法此一類型之競合論之錯誤理

解。該理論乃為避免兩競合法律間之衝突與矛盾以確保法規範之一致性，然而

若兩法規間之規範目的不同，則不會有兩競合法律間之衝突與矛盾
183
。商標法

乃在保護主觀的商標權，而UWG之規範目的為防衛阻礙性競爭而保護生產性
成果競爭、市場參與者、消費者之公共利益，兩法律有不同之規範目的，因此

兩者可平行適用
184
。此一情況甚至在德國1994年商標法制定前之WZG時代即已

存，例如Fezer教授即轉述W. Hefermehl曾指出「一商標之使用可能在商標法上
被允許而在不正競爭防止法上不被允許」

185
。

5.商標權（法）優位論之內涵
雖然德國判決多數認為商標法上之規定具排他性，但問題在於商標法之優

先地位（即規範範圍）有多廣，尤其是第14條及第15條之範圍。原則上，根據
商標權優位論，只要是涉及一項本身非僅屬商標法規範客體之不正競爭行為，

不正競爭防止法上之請求權可能與商標法上之請求權並存，前提是兩法之請求

權以不同之事實為前提，例如被仿冒產品上仍有被仿產品之商標
186
，但若涉及

兩法皆有規範之事實，例如免於混淆之保護與聲譽之榨取等事項，德國商標法

第14條及不正競爭防止法第9條皆有規範，則較常產生爭執。
一產品之型態可能為立體商標而受商標法保護。若藉商標法即已足以賦與

免於產品模仿（仿冒）之保護，則補充成果保護（依前述見解）即不能被獲

得。因此，會成為問題的情況是當一產品未能依使用立體商標權（德國承認使

用商標權）而獲保護，亦未申請立體商標權之情況。有嚴格優位論之見解（即

「智慧財產法優位論」）認為此時補充的成果保護不能基於UWG第4條第9款a

180 BGH GRUR 1998, 934, 937-Wunderbaum.
181 請參閱本文伍、五（四）7節。
182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1), S. 149；K-H. Fezer, a.a.O. (Fussnote 103), S. 3.
183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3), S. 5.
184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3), S. 2.
185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3), S. 5.
186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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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可避免之來源混淆＂而獲得支持，否則不僅商標法之評價會被破壞，而且

商標法之協調作用亦會被減損。然而，此一嚴格優位論見解會導致補充成果保

護之受限制而不應被接受
187
。立體商標保護之存在與否依德國商標法第14條之

規定，而補充成果保護有其不同之構成要件，而且亦有不同之法律效果（即使

可能有所重疊）。商標保護所需之識別力並非以“特別之獨特性或原創性＂為

前提，即使它常亦會是具有識別力之一個特徵。與此相對地，補充成果保護要

求被仿冒產品具有競爭特性（wettbewerblicher Eigenart），而此特性可能是來
自於產品型態作為一事業來源之能力上，或來自產品之特殊性上。因此，商標

法之立體保護雖會提供仿冒禁止保護，但不會在當某一被模仿之商品尚未符合

（知名）商標保護前提要件前之情況中排除競爭法所提供之補充成果保護
188
。

根據商標權優位論，不正競爭法上之標識保護在以下情況時不存在，即當

一個被模仿之標識不論是一開始未享有商標權或不具有足夠之知名度而不能獲

第14條第2項第3款之保護時。因此，不會因一標識未能獲商標權保護即能因此
為其打開額外成果保護之大門。依此一邏輯，由於商標法之排他性規定，即使

有以下之情況，額外成果保護亦未能被考量，即一個未註冊但在正要獲得交易

聲價時被他人用作商品標識以榨取其聲譽之情況。有關於此，德國判決在兩個

前提下願意例外地加以處理，即在相關交易圈之某範圍內已知名且依其性質適

宜被當作事業來源標識。其次，使用他人標識沒有足夠之理由而已引起混淆，

或阻礙競爭地去減損或使用他人之聲譽
189
。而此些只有在涉及商品或服務之標

識被仿冒時才會存在，若只是標識本身被仿冒（指商品不同時），則只能用第

4條第10款之蓄意阻礙競爭190
，而非額外成果保護來加以救濟

191
。

6. 商標權優位論之實務案例–圓柱筆頭案（H e r k u n f t s h i n w e i s e n d e 
Formgestaltung von Schreibgeräten）192

(1)事實摘要
本事件之原被告皆為筆類產品之製造商。原告在上世紀二○年代即成功

地推出“D＂系列筆類產品，並在九○年代註冊並擁有二個立體圓柱形筆頭商

187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45.
188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46.
189 BGH GRUR 1997, 754, 755 f.
190 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4條第10款規定，任何蓄意阻礙競爭者之行為將構成第3條意
義之不正性。

191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S. 346.
192 BGH, Urt. v. 5.12.2002-IZR 91/00 (Frankfurt a.M.)，GRUR 2003, 332-Abschlussstü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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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施用於筆類產品上。被告所生產之筆類系列產品亦使用近似之圓柱形筆

頭。原告認為被告產品之圓柱形筆頭具有標識作用而與原告之商標有混淆之

虞，因此向被告主張商標權侵害而請求損害賠償及停止侵權行為之進行。此

外，原告亦根據不正競爭防止法向被告主張競爭法上之成果保護請求權，因為

原告之“D＂系列筆類產品之特徵顯現出高度之競爭特質，而被告企圖有系統
的模仿原告“D＂系列（有聲譽）產品之重要特徵而造成來源混淆，並因此榨
取原告之特別聲譽。

(2)最高法院之判決與理由
A.有關商標侵害之請求。二審法院在考量所有相關情況之後認為，由
於兩商標間之近似程度不足而沒有混淆之虞。原告對此又不服而上

訴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就商標侵害請求方面，亦認為被告在市場

上提供並銷售原子筆之行為並不構成原告立體商標之侵害而駁回其

上訴。

(A)本上訴批評原審認為被告之筆頭並未被當作一立體標識來被使
用因而駁回商標法上之請求權之見解，然此一批評基於以下之

理由並不被本院所接受。

a. 一物品之立體形狀構成一立體商標權之侵害只有在該立體形狀
亦扮演辨識自己商品而與他事業之商品相區別之功能時才會構

成侵權。根據歐洲法院之判決見解，歐體商標準則第5I條（由
德國商標法第14條第2項來加以執行）所規定之商標排他權乃
是為確保商標之功能能被發揮。因此，商標權之行使僅限於對

會危害其功能，尤其是來源保證之主要功能之行為為限。因

而，即使被告使用相同之商標在同一之商品上，若其使用對商

標權人就商標功能上之利益並不生影響，則該使用並不構成侵

權而不得被禁止。

b. 基本上該被指控之物品形狀是否全部地或部分地作為來源表
示，以及因而可能構成侵權乃應由事實審法官來加以判斷。二

審法院已有附理由地支持一審法院就此所為之認定。此一上訴

指摘並不合理。

該筆頭是否被當作來源表示之問題取決於相關被告知的、有注意力的及理

解力的平均消費者之看法如何。在此，根據一般生活經驗，一般交易圈並不會

以解析的方式去看一物品，而會看其整體的形貌。通常，平均消費者並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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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一物品之立體形狀從其他之整體外觀獨立出來。因此，該物品之立體形狀只

有在其與其他之整體外觀連結在一起仍會被平均消費者認為具有來源表徵作用

時，該立體形狀才能被稱為具有來源表徵之作用。因此，二審根據該筆頭之立

體形狀在整枝筆的外貌上會被如何理解，並進行發現該筆頭相對於其他外貌特

徵上而言，其在整體外貌上並非突出一點，二審並無不當。而且，通常交易圈

將一物品之立體形狀並不會如一文字商標般當作來源表徵，而是將之理解成

功能上或審美上的形狀。此點更使二審之判決更具說服力。雖然在某些物品領

域，由於標識之習慣，交易圈可能會將一產品之外形當作來源表徵，但本案中

並無此種情況。而且原告商標亦未知名到能夠影響消費者對被告筆頭之認知。

(B)二審法院另外認定被告有十四種筆之圓形立體筆頭有被當作標
識來加以使用。二審如此認定並無錯誤，而且二審法院更正確

地認定，這十四種筆之筆頭雖被當作標識使用，但並不會造成

混淆之虞。

商標法混淆之虞之判斷必須考量個案中之所有情況。對此，在

應考量之因素間存有一轉換作用存在商標之近似性及物品之類

似性及原告商標之標識力間，因此，一較低程度物品之類似性

可透過一較高程度之商標近似性，或透過原告商標之較高標識

力來加以平衡，而且反之亦然。原告商標之標識力僅屬正常，

而且亦未因使用而被提昇。而且，即使接受原告之筆為著名之

商品，此亦不代表其立體形狀商標具有著名性。

二審法院在結果上正確地認為，原被告標識間在法律意義上之

近似性其實並不高。在此判斷上，必須取決於兩標識在具體的

使用形式上之整體印象是否近似，而且僅考量到具有來源標示

功能之元素，而不考量一些具有審美考量之元素（例如本案二

商標共有之圓柱體基本形式）。二審法院由於兩標識在整體上

有不同之整體印象，因而認定兩商標間之法律上近似性低而即

使兩商品相同仍不構成混淆之虞。更何況，在此一考量上亦應

同時注意到，商標法乃在避免商標之來源表示功能被危害，而

不是在保護商品之審美的形態方面之思維免受競爭者之使用或

剝奪。

B.有關競爭法上補充成果保護之請求。
(A)原告亦對被告以圓柱形筆頭提供並銷售筆類產品之行為主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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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競爭法上之補充成果保護請求權。二審法院亦認為此一請求

缺乏根據。二審法院指出：該D系列原子筆及D系列活動鉛筆之
整體樣態不具競爭特質。不過，這些筆在對高價筆有興趣之交

易圈中的確享有特別之品質與高雅之聲譽。然而在這些筆中能

夠指出其事業來源及產品特殊性的主要乃是透過其筆之有特色

的箭頭型筆夾（附有雕刻花紋及三角尖）以及圓柱形筆頭之結

合，至於該類筆之其他特徵，特別是其基本形狀及各式圈環之

擺置位置，則僅屬筆類產品所常有之通常形狀，因此，對該筆

之競爭特質並無多大之貢獻。而本件被告之筆並未仿製原告之

該箭頭筆夾，而且被告之圓柱形筆頭形狀與原告之筆頭尚有一

些差異。由於具有來源表徵作用者乃箭頭筆夾及圓柱筆頭之結

合，而被告筆類在此與原告皆有不同，而且被告之筆價格與原

告者有所差距，對消費者並不會造成混淆之虞。而且，由於箭

頭筆夾與圓柱筆頭之不同，消費者不會認為其有相同之事業來

源，因此對原告之聲譽並不會產生危害。因此，被告之行為只

是使其產品與原告之筆有些近似以追求時髦（Trend）而已，而
此乃不正競爭防止法所不禁止之行為。

(B)針對此一判決內容所為之上訴乃無理由，因為二審法院駁回該
補充成果保護請求乃正確。

a. 不正競爭法（UWG）第1條所生之請求權並不因商標法第14條
之特別規定而完全(von vornherein)被排除。當UWG所生之請求
權乃針對一本身並不構成商標法上之規範客體之競爭違反行為

時，其可在商標法上請求權之外存在。此一情況即發生在本案

當中，因為原告所主張之商標法上請求權及不正競爭法上之補

充成果保護請求權涉及不同之保護客體。本件中原告之商標法

上請求權乃植基於其所註冊擁有之立體商標與被告所被指控之

筆之筆頭形狀間存有一混淆危險。與此相對地，原告藉其競爭

法上之補充成果保護請求權乃在主張被告藉由該被指控之筆類

產品之銷售進行了不正競爭行為，因為這些筆類產品乃原告成

功的D系列產品之仿造品。因此，後者所譴責者並非被告對他
人標識之不法模仿行為，而是在譴責被告使用了（榨取了）原

告在具體的D系列原子筆及自動鉛筆產品所獲得之特殊品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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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的聲譽。

b. 二審法院很正確地由以下觀點為出發點來立論，即對一個未被
特別保護權（例如商標權）所保護之形態之模仿，根據UWG
第1條之規定，當該產品具有競爭特質，而且有特殊之情況使
該模仿顯得不公正時，則該模仿可能會違反不正競爭法。此種

競爭特質以該產品之具體形狀或特定特徵適宜向相關交易圈指

出其事業之來源或其特殊點為前提要件。

c. 在本事件中，由於被告產品中並未模仿原告產品具有競爭特質
部分，因此，原告之成果保護請求權並不存在。根據二審正確

之事實認定，原告之D系列筆之競爭特質主要存在於其特殊的
的箭頭筆夾以及圓柱形筆頭之結合體上。而被告筆類產品不僅

未模仿原告之箭頭筆夾，而且被告之圓柱形筆頭與原告之D系
列產品圓柱形筆頭有相當大的差異，而且在整體印象上相當不

同，已如商標法上之請求部分之判決所示。

最後，原告雖然引領了一流行風潮而在筆類產品上接上圓柱形筆頭，而被

告的確亦在其筆類產品上接上圓柱形筆頭以追求時尚，然而對此一思潮，原告

未能主張其應受競爭法上之保護。

(3)評析
有關補充成果保護請求權，聯邦最高法院指出，藉由商標法之特別規

定並未能完全排除不正競爭法上之請求權，然而在商標法上之請求權

之外，不正競爭法上之請求權只能在其所針對之不正競爭行為並不構

成商標法之規範客體時才可能併存。本件判決所闡釋之補充競爭成果

保護請求權即是此種例外地模仿他人產品之競爭特質並顯現出不正性

者。由本件判決可知，聯邦最高法院所採之優位論乃「智慧財產權優

位論」，而非「智慧財產法優位論」，而被Bornkamm 氏（「智慧財
產法優位論」者）認為不夠徹底

193
，因為根據Bornkamm 氏之看法，

該筆頭與筆夾所構成之產品型態既可以被註冊為商標而未申請之，應

不得再有補充成果保護，因此，最高法院本不必對該競爭法上之補充

成果保護請求部分加以審理。

7.歐體準則之發展

193 J. Bornkamm, a.a.O., S.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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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體，除歐體商標準則外，尚有規範歐體商標之歐體商標規則
194
，以及

二○○五年歐體不正商業實踐準則
195
等有關標識之規範。此些規範皆不採德國

法之智慧財產權優位論。

首先，歐體商標規則第14條第2項規定，本規則之規定並不妨礙根據內國
權利規定，特別是有關民事責任或不正競爭之規定來支持有關歐體商標之訴訟

之權利。此一規定即在於表示在歐體商標之保護上歐體會員國內國不正競爭防

止法之適用性
196
。

其次，根據2005年歐體不正商業實踐準則第6條第2項a款之規定，誤導性
產品行銷，即任何形式之產品行銷，包括比較廣告，只要會造成與其他競爭者

之產品、商品標識、商品名稱或其他標識之混淆之虞，即構成誤導性商業實

踐。

不正商業實踐準則之政策主要為消費者保護，而其目的為使消費者受告

知、消費者自主與市場透明化（b2c）。德國商標法之目的主要乃是要保護商
標權人在排他權上之利益以及商標在競爭上之功能（b2b），而商標法從上一
世紀七○年代開始之商標保護消費者之功能現在已被落，可見，德國商標法

及歐體商標準則之首要功能並非在消費者保護。因此，當不正商業實踐準則被

落實後，不正競爭防止法與商標法之間之關係將是累積或從屬之規範競合關

係
197
。

由上述可知，德國之智慧財產權優位論與上述歐體準則不符。因此，

Köhler氏甚至認為，由歐體不正商業實踐準則亦可支持其同位論，而且即使
德國內尚未修法落實該準則，亦可透過解釋現行UWG第4條第9款之方式落實
之

198
。由歐體準則之發展趨勢可見，至少在商標權與不正競爭防止法上成果保

護之間已有採累積請求權競合說之趨勢。

194 Verordnung (EG) Nr. 40/94 über die Gemeinschaftsmarke.
195 Richtlinie 2005/29/EG des Europäischen Parlaments und des Rates über unlautere 

Geschäftsprakiken.
196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3), S. 6.
197 K-H. Fezer, a.a.O. (Fussnote 103), S. 7.
198 H. Köhler, a.a.O., S.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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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日本法

一、概述

日本之不正競爭防止法採列舉主義，以利模仿它國科技與競爭成果，並符

合加入巴黎公約之最低要求
199
。所列舉之不正競爭行為性質上屬成果保護而會

與日本商標法、專利法及著作權法產生競合者以周知表徵的冒用行為、著名表

徵的冒用行為與商品型態之模仿為主
200
。

二、成果保護類型

（一）周知表徵

根據日本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周知表徵之周知性為
產生混淆之虞之前提事實，因此，表徵使用人必須證明此一周知性要件。所謂

表示之周知性乃指表徵所具有之具體識別力與知名度之複合概念。其概念，根

據個案情況有用以表示具體識別力者，亦有用以表示知名度者
201
。日本商標法

上之商標若具有此一周知性將形成商標法與不正競爭防止法之競合現象。 
（二）著名表徵的冒用行為

根據日本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將他人著名商品或營
業表徵相同或類似之表徵使用在自己之商品或營業作表徵之行為乃屬不正競爭

行為。此一行為與第1款之冒用周知表徵而引起混淆行為雖同是冒用廣被認識
（普遍認知）之表徵，但並不以混淆之虞為要件

202
。由於日本商標法中對著名

商標之保護除註冊階段之保護外，並無著名商標之沖淡侵害類型，因此，著名

商標之沖淡行為在日本法並不會產生商標法與不正競爭防止法之競合現象。 
（三）商品型態之模仿

根據日本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讓與、貸與、為了讓
與或貸與之目的而展示、輸出或輸入模仿他人商品型態之商品行為，乃不正競

爭行為。此一行為乃承認白搭競爭者付出之成果而加以冒用之行為之不正競爭

性。由於該種模仿行為亦是冒用他人之成果而扭曲國內之成果競爭，因此，將

199 田村善之，前揭書，頁5，7。
200 本文僅就主題相關之範圍類介紹之，而不詳論各類成果保護之詳細內容。
201 涉谷達紀，前揭書，頁29。
202 経済產業省知的財產政策室，前揭書，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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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當作不正競爭在理論上並不成問題
203
。

此規定乃在1993年修法時所增加，以因應商品生命週期縮短之傾向，以及
流通機構及複製等技術之發達使得模仿商品可快速而廣泛流通，而有必要對模

仿行為作迅速之反制
204
，因為有賴登記制度之積體電路佈局權法及新式樣法等

時常緩不濟急，因此乃學習歐洲各國之無登記設計權而設之規定。半導體佈局

即使未登記或受積體電路佈局保護法保護之要件不具備，亦可受此類不正競爭

行為規範所保護
205
。

商品形態模仿之不正競爭性在於對競爭者所為之成果之冒用行為。所謂競

爭者所為之成果乃指化體在商品形態上之顧客吸引力，因此具有該種顧客吸引

力之形態，不論是何種形態皆是此處所謂之被禁止模仿之商品形態，包括商品

內部之形態、部分之形態、機能之形態、零件之形態等
206
。商品之型態若構成

該商品之表徵，則可根據模仿表徵產生混淆之禁令禁止之
207
，但甚多商品之型

態並不具表徵之功能。又商品形態不僅指商品之立體形態，亦包括平面形態。

所謂平面形態，典型的例子包括被施用在商品上之模樣，布料的圖案等
208
。

雖然消費者通常是注意到物品之外部型態而加以購買，但商品之內部形態

能左右消費者之購買動機者亦不少，例如彈簧床之彈簧之形狀及組合方式，

因此，亦不容他人加以模仿
209
。通常消費會因外觀可見之型態而購買物品，因

此，外觀可見之型態不得被模仿。然而，商品之內部不可視之型態亦可能左右

消費者之購買動機，因此，其亦應受保護。此外，不僅物品全體之形態會使消

費者注目而購買，商品之部分形態亦可能使消費者注目而購買，例如因咖啡杯

圖樣可愛而買之，因此亦不容他人模仿之
210
。

由此可見，日本不正競爭法上之型態保護有可能與新式樣（意匠）法或著

作權法產生競合之現象。

203 涉谷達紀，前揭書，頁83。
204 経済產業省知的財產政策室，前揭書，頁54。
205 涉谷達紀，前揭書，頁85。
206 涉谷達紀，前揭書，頁86。
207 経済產業省知的財產政策室，前揭書，頁55。
208 涉谷達紀，前揭書，頁87。
209 涉谷達紀，前揭書，頁87。
210 涉谷達紀，前揭書，頁88。



第 16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12

三、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關係

就智慧財產權法與不正競爭防止法上之成果保護規範間之關係而言，其間

所共同者為兩者皆為成果冒用之禁止規範，而此些成果保護規範中將有關智慧

創作成果與營業信用成果獨立出來以智慧財產權來加以保障較具體而方便
211
，

而且智慧財產權之構造使得其不僅有侵害排除請求權而易於防衛其權利外，亦

使其能被處分交易而利於回收創作投資，因而提高創作投資之誘因
212
。因此，

有學者認為至少在有登記制度之智慧財產權如商標、專利等，應認為在其規範

領域內立法者有使該智慧財產權法排他、優先適用之意思，免得因不必註冊審

查之不正競爭保護使得無人願意再申請商標或專利權。總之，不能因型態保護

等而使工業所有權保護喪失意義
213
。就商標法而言，商標法與不正競爭法皆具

有公平競爭秩序維持之目的，因此，商標侵害是不正競爭之一種類型。網野氏

即因此認為商標法可謂是一種特別之不正競爭法
214
。商標法至少對保護相同法

益之不正競爭規範而言是具有特別規範與普通規範之關係，而不正競爭法在保

護競爭者利益之層面上則為一特別侵權行為法
215
。亦即，其間依序具有特別法

與普通法之關係。

根據此一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關係，若一行為同時構成智慧財產權（如商標

權）之侵害、不正競爭法之違反與民事侵權行為之構成要件，則智慧財產權法

（如商標權）之規定當優先適用。智慧財產權法未特別規定者，則由不正競爭

防止法（尤其是補充成果保護規定）之規定來加以補充規範，而在不正競爭防

止法所未特別規定者，則由民法一般侵權行為之規定來加以補充規範。

有關新式樣權，由於新式樣權有期限之限制而型態保護並無保護期間之限

制，因此，新式樣權利人就該式樣若未有另外之投資，則幾乎不能再享有型態

之保護，然而，如果其在原設計以外如材質改善等地方投入勞力與費用等，則

即使新式樣已期滿，其能可享有型態保護
216
。

有關發明與新型權保護期間屆滿後，雖有見解認為此時若仍有型態保護則

不妥，然而，專利權與型態保護有不同之旨趣，而且一技術常有多數實施型態

211 田村善之，前揭書，頁28-29。
212 田村善之，前揭書，頁30。
213 田村善之，前揭書，頁322。
214 網野誠，商標，第6版，60，有斐閣，2002。
215 日本法上亦同，參経済產業省知的財產政策室，前揭書，頁18-19。
216 田村善之，前揭書，頁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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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資利用，因此，即使發明專利權保護期間屆滿後，某一實施型態之開發者

（指除研發該技術規範之外另將該某一實施該技術規範之型態加以商品化者）

應有免於被完全地模仿之保護，因為他人不使用該型態並不會造成不方便。然

而，他人若非用該型態不可，則不能賦予該開發者型態保護
217
。

四、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之規範範圍外

在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之規範範圍外，產品先開發人，營業秘密創作

人或未註冊之營業名稱或營業標識擁有人之投資成果若未能禁止他人不當的仿

冒則創作人等在市場上之競爭優勢將比不必付出研發成本之仿冒者來得差，因

而將使得無人願意進行創作與投資之後果
218
。因此，在此範圍內，不正競爭防

止法即應介入以補充智慧財產權法保護之不足。

柒、我國法

不正競爭之侵權行為主義與市場行為規範違反主義之主要差別在於是前者

要求對被害人之加害為要素，而後者以行為之不正性為要素，以及前者之救濟

請求權人僅限於受害人，而後者之救濟請求權人及於消費者團體及工商團體

等
219
。依此而言，我國公平交易法中之不正競爭規範，雖在第30條及第31條賦

予權益受侵害之人侵害防止、排除與損害賠償請求權，而未如德國法般賦與消

費者團體及工商協會等追訴權，似有採侵權行為主義之傾向，但由我國公平交

易法第24條使用「欺罔或顯失公平」之用語，以及我國公平交易法所保障者僅
為利益而非權利

220
可見，其乃採市場行為規範違反主義。

我國公平交易法中有關成果保護之規定除第19條第5款之規定外，主要為
第20條之規定。鑒於德國、日本與英美等科技比我國先進之國家皆有模仿自由
原則，我國亦應作相同之解釋。因此，原則上事業有對其他事業之成果之模仿

自由，例外在有法律禁止時才不允許之。在我國法上，除智慧財產權法外，須

符我國公平交易法第20條所明文規定（周知表徵與著名商標兩種）之構成要件

217 田村善之，前揭書，頁323。
218 田村善之，前揭書，頁33，34。
219 涉谷達紀，前揭書，頁10。
220 謝銘洋，從對商品或服務「表徵」之保護談商標法與公平交易法之關係，收錄於謝
銘洋，智慧財產權基本問題之研究，323，自刊，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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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例外地認為其構成不正競爭。至於其他榨取他人聲譽之行為則以須以第24條
規範之。由於我公平交易法第20條僅規範具表徵來源功能之商標、商號及型
態

221
等而不及於不具表徵來源功能之型態，顯然此德國及日本之規定為窄，因

此，對此一不具表徵來源功能之型態上所累積之心血與投資需依第24條來救濟
之。

有關營業秘密之保護，我國既有營業秘密法又有公平交易法19條第5款之
保障。根據公平交易法19條第5款之規定，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
取他事業之產銷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其他有關技術秘密之行為，而有限制

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本文認為，由於我國有營業秘密

之獨立立法，應認為符合營業秘密之三要件者可根據營業秘密法而受保護，亦

可在不重複請求之前提下受公平交易法之保障。至於未符三要件者，只要符公

平交易法19條第5款之要求，仍可受公平交易法之保護。在前一情況中會存有
法規競合之現象。

有關型態模仿之不正競爭行為，由於德國法之模仿混淆行為，並不如我國

公平交易法第20條之限於表徵之模仿混淆行為，因此，足以涵蓋型態模仿之不
正競爭行為。而美國法上則以盜用理論來禁止對對他人商品型態之模仿，但以

符合盜用理論之要件為前提
222
。我國雖定有積體電路佈局保護法，但由於其有

待註冊方受保護，常有緩不濟急之憾，因此，將來我國在晶片設計產業發展成

熟後，宜仿日本之例，增設此一不正競爭行為類型，以對半導體設計業提供迅

速而彈性之保護。因此，將來宜在第20條中增列不具來源表示功能之型態之成
果保護，因商譽或投資所會依附者即有可能累積其所為之努力或投資，只要競

爭者對之模仿之行為顯示出不正性，則為法所不容。因此，一商品型態雖在新

式樣權期限屆滿之後，即使其未被註冊為一立體商標，對該商品型態加以廣告

（例如廣告時大量使用該型態而獲消費者知悉與喜愛）之人，除原新式樣之設

計外，已有另外之投資，此時即應受到法律之保障。更何況投資或聲譽除附著

在表徵外，亦可能附著在沒有表徵來源功能之型態上，法律不宜對之有所差別

待遇。惟若是具有功能性之型態則應認為其不具周知表徵該當性
223
。

221 中山信弘等合編，前揭書，頁129。
222 経済產業省知的財產政策室，前揭書，頁57，註53。
223 黃銘傑，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二項「表徵」之意義及其與新式樣保護之關
係，收錄於黃銘傑，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287，318，元
照出版公司，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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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商標之沖淡保護（聲譽減損或榨取以及識別力之減損）並不以混淆之

虞為前提，因此，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1款及第2款之所謂「相關事業或消費者
所普遍認知」之表徵，應非著名商標之保護規定。由本文對德國法之「可被避

免之混淆之虞」之成果保護以及日本法之周知表徵
224
之保護可知，其皆僅要求

低於著名表徵所要求之知名度，因該兩國法中皆另有著名（有聲譽）表徵之保

護制度。因此，所謂「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乃指因一定期間之具體

使用所形成具備特定產品之來源而使得他人之類似使用會產生混淆之虞者
225
。

我國立法者為免對競爭自由形成過大之限制，因而提高其認知度之要求。公平

交易法第20條之表徵，解釋上包括註冊商標226
，因此，我國註冊商標中若有經

具體使用而達到此一普遍認知之程度者，其侵害即構成商標法第61條與公平交
易法第20條之法規競合現象，而解釋上亦不能因商標有註冊制度即排除公平交
易法之適用

227
。而且，若將此一「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表徵解釋

為著名表徵
228
，則我國商標法第62條第1項（擬制侵害）之規定即會產生與公

平交易法第20條之法規競合，因為解釋上產品類似範圍內亦有反沖淡保護。
我國公平交易法法第41條規定對為違反第20條之行為得以加以行政處分，

此有以行政手段介入民事糾紛之嫌
229
，因此，本文建議將競爭法上之成果保護

規定，如第20條，從該條中剔除，而僅賦予利益受損之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為妥

230
。如此，成果保護受侵害者將不再能偏愛行政處分程序，而須依循民事

訴訟途徑。此時，當有例如商標權侵害之事件時，將可能會形成同時合致商標

權侵害構成要件與公平法上成果保護之侵害構成要件之情況。鑒於公平交易法

之目的為維護交易秩序、確保公平競爭及消費者利益之維護（第一條參照），

而商標法之目的為維護市場公平競爭、消費者利益維護、保障商標權，前者保

障利益，後者保障權利
231
，規範目的及法律效果皆有所不同，因此，兩者間應

無衝突而可以並存，因而會形成累積請求權競合之關係。又智慧財產權主要乃

224 徐火明，公平交易法論，182，三民，1997。
225 黃銘傑，前揭註223，頁297-299。
226 劉孔中，公平交易法，221，元照，2003；謝銘洋，前揭註220，頁323；黃銘傑，
「品牌台灣發展計畫與商標法制因應之道」，月旦法學，第147期，201，214，
2007。

227 黃銘傑，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實務—不同意見書，446，學林，2002。
228 徐火明，前揭書，頁182-183；黃銘傑，前揭註227，頁458。
229 黃銘傑，前揭註226，頁216。
230 黃銘傑，前揭註226，頁215，218；日本法上，請參田村善之，前揭書，頁14。
231 謝銘洋，前揭註220，頁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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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護權利人之權利，而公平交易法（不正競爭防止規範）則在保障競爭者、

市場參與者與消費者之利益。而且不僅保護法益不同，保護對象、保護要件以

及規範目的皆有所不同
232
，並非彼有所衝突，因此，亦宜認為兩法制之間為相

容法規競合，而生累積請求權競合之關係。

捌、結論

由本文上述可知，對不正競爭採市場行為規範主義之德國雖多數說採智慧

財產權優位論（植基於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關係），而不承認商標侵害行為本身

會構成競爭法上成果保護之侵害，然而學說已開始批判之。在日本，雖因多數

說認為不正競爭與智慧財產權侵害同屬侵權行為而認為有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關

係。然而，將不正競爭理解為一侵權行為，並不必然須採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

說。例如，在英國，對事實上商譽乃以仿冒訴訟來加以保護，而對已註冊之商

標而言，此一普通法保護與商標法保護累積並存，而非擇一存在
233
。美國藍能

法第32條(註冊商標侵害)與第43(a)條(普通法上之商標侵害與未註冊商標侵害或
稱為不正競爭)有相同之混淆理論，而且實務上，註冊商標權人常輪流主張此
二個訴因

234
，可見由於對不正競爭與英國法同採侵權行為主義，而使其與註冊

商標侵權行為形成請求權累積競合之關係。

有關專利權與競爭法上之成果保護間，若某一發明有專利權保護，則侵害

該專利權之行為本身，若無其他特殊情況之附加，並不會同時構成成果保護之

侵害。若專利權已期滿，或該技術規範不符專利實體要件，則其應屬公共領

域，由他人自由使用，不宜對之享有競爭法上之成果保護
235
。

有關新式樣與競爭法上之成果保護間，由於新式樣之型態有可能另有新式

樣專利權人之其他投資之附麗，因此，即使有新式樣權亦不宜排除競爭法上之

成果保護之存在
236
。當某一式樣已無專利權之保障，或因不符實體要件（如新

穎性或純技術功能性）而無專利權，若設計者除原設計外另有勞力或成本之投

232 謝銘洋，前揭註22，頁242；黃銘傑，前揭註223，頁313。
233 W. Cornish, loc. cit., para. 15-08. 
234 Graeme B. Dinwoodie & Mark D. Janis,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2nd ed. 2007, Wolters Kluwer/Aspen Publishers, New York, p. 443.
235 謝銘洋，前揭註22，頁214。
236 黃銘傑，前揭註223，頁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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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則除有純技術功能性、實用功能性或美感功能性考量者外
237
，應可讓他享

有競爭法上之成果保護
238
。

有關商標權與競爭法上之成果保護間，只要該標識附著有商標權人所為之

投資，商標權之存在應不構成競爭法上之成果保護之阻礙
239
。若商標權不存在

而其理由為功能性形狀等公益性考量，則競爭法上之成果保護應不能被用以迴

避此一商標上之考量，若是因識別性或描述性標識之考量，則本文認為競爭法

上之成果保護之投資須超過第二意義之程度方允許之。

有關著作權與競爭法上之成果保護間，由於著作權法僅在禁止抄襲，因

此，當某廣告用語已具有足以受著作權保護之原創性時，該原創性之外若另有

廣告人之另外之投資所附麗，則亦宜讓競爭法上之成果保護與之競合存在。此

時，若有第三人對該著作主張合理使用，則當視該利用行為乃在使用該著作之

著作權利益或是投資人之投資，若為前者，固可成立合理使用，若為後者，合

理使用將不能成為侵害之有效抗辯。又一廣告用語或著作名稱雖不受著作權保

障（例如缺乏原創性或已屬公共財），而事業以之作表徵加以投資、廣告，則

亦可有競爭法上之成果保護
240
。

最後，若有法律例如智慧財產權法允許該系爭行為，則就就行為本身而言

若無其他情況之附加，則不正競爭防止法不能認為其不正
241
，因為前者乃立法

者抽象一般地衡量的結果，而不允許法院具體個案中否定之
242
，除非另有其他

特殊之情況造成其不正性。

237 謝銘洋，前揭註22，頁245，247；田村善之，前揭書，頁130。
238 黃銘傑，前揭註223，頁305，313。
239 謝銘洋，前揭註22，頁243。
240 黃茂榮，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391，植根法學叢書編輯室，1993；謝銘洋，前
揭註22，頁249。

241 謝銘洋，前揭註22，頁215。
242 J. T. McCarthy, loc. cit., 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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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Quasi-Proprietary Rights 

Protected by Unfair Competition Law-
Perspectives from German, European, and 

Japanese Law

Chung-hsin Hsu＊

Abstract

The confusing relation between the la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law of unfair competition has caused controversy. This controversy gives rise to the 
disagreement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quasi-proprietary rights 
protected by the law of unfair competition in civil law countries. In Anglo-American 
law, the claims framed upon these two kinds of rights can filed concurrently or 
alternatively because infrin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s also a type of 
commercial wrongs. In civil countri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re personal 
properties or intangible movables, and thus can be traded in commerce or assigned 
in law. The reputation, interests or value in exchange protected by the law of unfair 
competition, however, is only an interest protected by law. It cannot be assigned or 
otherwise transferred. Consequently, some civil law courts have held that if there is 
no claim can be framed up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nfringement, then there is 
also no unfair competition claim can be filed in the same case. Some commentators, 
nevertheless, have argued differently. This article relies on Germany and Japanese 
law to explore this tricky relation. 

Key words:  the principle of free competition; the principle of free copying; the 
doctrine of misappropriation; competitive characteristics; ac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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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industrial design; unfair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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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黃教授銘傑（台灣大學法律系）

謝謝主席、副校長，還有兩位報告人顏教授、許教授及在場的先進，大家

好，看了許老師這篇文章好像有一點恐慌，許老師不只德文利害，日文文獻好

像看的比我還多的樣子，所以當初公平會要我來評這個的時候我有點怕，因為

我們有時候常跟許老師在研究會上面，許老師總是第一個發言，把我們該講的

話都講完了，所以有時候跟他討在論有一點痛苦，不知道要講什麼話，他大概

把所有的問題都釐清了。

今天這個問題許老師是客氣了，他應該是花了很多時間，在各種場合其實

我們也聽到許老師有關這方面的見解跟他的基本理念，就結果而言我非常贊成

許老師所講的，這是一個所謂累積性的請求權的一個規範基礎，法律的存在是

什麼？當然是解決社會的紛爭，我們要解決社會紛爭應該要容許我們的人民，

運用各種法律的方式、法律的規範的態度，從不同的角度去approach這樣的一
個問題，不論這個問題從什麼地方得到解決，當然這時候如果是在民事解決的

話，我們相信當事人應該可以選擇對他最有利，而對方也可以藉由此來交互攻

防，讓法官得出最好的一個心證，而不應該一開始就把自己限縮，說這個一定

是特別法、或普通法，而且這一定就只能用商標法，不能用不公平競爭防止法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我想在這方面的話我是非常贊成許老師，而且許老師這篇

論文未來應該會有非常重要的一個貢獻，我們在台灣真的非常少去探討到IP跟
不公平競爭，尤其是因為我們把它放在公平交易法裡面，那麼交易跟競爭是什

麼關係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上公平交易法的課的時候，每次都在分析交易是

什麼意思、競爭是什麼意思，光是這個都已經搞的七葷八素了，我們還要去問

說，如果它是定位為不公平競爭防止法，它在公平交易法裡面怎樣定位、它

跟其他的IP法又有什麼樣子的定位，許老師在這邊試這嘗試引進非常困難的問
題點，我個人自己也覺得不論是不公平競爭或者是IP，至少在WIPO的IP定義
裡面，除了一般的有權利基礎的著作、商標跟專利之外，它還對於沒有right的
IP，它也認為是屬於廣義的IP的一環，其下包含有一個unfair competition，所
以如果從這個來看，許老師剛才所講的非常清楚，我們大概可以用一貫念來貫

穿IP跟不公平競爭，過去我比較喜歡用free-ridding的一個概念，就跟許老師所
講的模仿的自由的問題，或者是撘便車， free-ridding，但是如果真的要講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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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真的應該要用模仿自由，牛頓講的非常好，我們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

看，這個社會、這個科學才可以進步，我們不可能沒有歷史、不可能不是基於

前人的一個經驗上做更好的一個發展，所以任何的一個投資它所要innovation
的一個對象一定有所基礎，只是再這個時候你所採取的free-ridding是法律所允
許的free-ridding，或者法律所不允許的free-ridding，那麼這個就界定所謂的合
法以及不合法的free-ridding，我們認為不公平競爭就像許老師講的，每個國家
對於模仿自由有相當不同的見解，德國非常的嚴、日本非常的鬆，史丹佛一個

很有名的著作權學者Lawrence Lessig，在前二年所出版一本書叫free culture的
書中，特別談到說為什麼日本的漫畫、動畫特別發達，說因為日本的漫畫、動

畫中有同人誌，而且同人誌是把我對於我公開給其他的一個漫畫家的，我完全

不會去主張著作權，也因此日本的漫畫、動畫這麼的發達，在不主張權利的時

候， 反而促使日本的漫畫、動畫在世界首趨一指，所以這個時候也使我們必
須要回想一下，是否真的有權利的保護才能鼓勵該當產業的發展？Lawrence為
此舉出了非常有趣的一個例子，他認為現在美國現在保護著作權保護的非常徹

底，反而使得想要去從事content著作物的人綁手綁腳，光是要製作一部紀錄片
就要取得兩三千人的同意，那還要如何創作呢？可見我們現在著作權法應該要

怎麼做，每個國家有它的社會背景、有它經濟發展的階段，同樣的在什麼叫做

可容許的、不可容許的競爭優勢不當取得，這可能是我們未來要在公平會或法

院裡面要慢慢發展的，但是我們再次強調，也跟許老師所主張的一樣，這絕對

是一個累積的請求權，而不是一個分割的或者特別優於普通的這樣一個想法，

這絕對是考驗公平會未來在這方面的一個智慧，公平會會不會因為個案牽涉到

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所以又隱忍不管，就跟公平會過去在處理勞力士、威而剛

等的情況樣，一直到最高法院都做出不當的判斷，像剛才許老師所說德國聯邦

最高法院關於勞力士的判斷就跟我們公平會、最高行政法院是完全相左的，到

底我們在所謂的IP跟不公平競爭，兩者之間公平會是否做出一個比較合適的那
個，兩者之間到底是分工？合作？還是他們兩個可以既分工又合作這樣的關

係？公平會未來對於公平法與IP之間，除了剛才顏教授所報告的在有關自由競
爭的授權之外，就所謂的不公平競爭、一個大的規範概念下面的不公平競爭，

包含我們unfair competition、IP之間，是否一定要區分？因為這是公平法而不是
IP，所以它就一定要用特別法的關係，這可能是我們未來要做進一步的切割。
最後我自己在上課的時候常常碰到一個問題，我自己也不知道這個問題怎

麼去解決，但是卻在我們許老師本文中第24頁講有關Fezer跟Hefermehl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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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Fezer這個教授轉述Hefermehl非常重要的話「一商標之使用可能在商標法上
被允許而在不正競爭防止法上不被允許」，如果今天我國的公平法45條存在，
而公平會是據實做的話，這句話不會出現，所以我國公平交易法第45條的確
必須檢討，但是現在我們再更進一步來看，我們舉一個例子，今天有一個度小

月，度小月它也有商標、大家也知道它在台南安平那邊很有名的小吃店，現在

度小月商標的擁有人就到台南安平的度小月隔壁去開一間度小月，請問這個時

候怎麼辦？這個時候如果原本台南安平的度小月告到公平會，公平會應該怎麼

辦？很顯然他就是商標權的正當行使，我就是用我的商標來做，這有什麼不對

的？但是對於台南安平的消費者而言，這真的是極大的一個困擾，平常我買度

小月大概是泡麵而已，但是現在卻有兩家，到底是哪一家？對外來遊客，吃來

吃去，跟過去我住在淡水一樣，每個人都說淡水的阿給很好吃，結果大家都

跟我抱怨說你們的阿給根本沒像你說的那樣好吃，結果我問說「你們到哪一

家」？他說「在老街」，我說「好像不是老街那一家，是另外一家」，因為每

個人都是淡水第一家，如果是碰到這問題到底應該怎麼辦？很顯然的好像一個

是商標法的權利正當行使，但是一個又是公平法要排除的避免消費者陷於混淆

認知，這種情況下我們該怎麼辦？那麼這個case國內學者通說似乎認為就是商
標權的權利正當行使，但是真的是這樣嗎？今天我們看了許老師的文章之後，

其實也會讓我們對這個問題會有更深一層的思索，絕對不是很簡單地像國內通

說一樣，很簡單的認為有商標權什麼事都可以做，商標是為何而存在？也許過

去我們認為商標既保護消費者又保護權利，但是如果就這個觀點來看，同樣的

商標法也在保護消費者避免混淆誤認之虞，公平法第20條也保護消費者避免混
淆誤認之虞，當這兩個規範目的衝突的時候，那應該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這

是一個很有趣的課題，大家也可以從許老師的這篇文章，我們慢慢衍生出來，

我們對於所謂的IP跟不公平競爭之間，應該做更清楚的理解，以上是我簡短的
對許老師的一個評論，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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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福利、消費者保護、及競爭政策

陳志民
＊

中文摘要

本文從「消費者福利」的定義之爭出發，探討消保政策與競爭政策在保障

及提升「消費者福利」過程中，二者相輔相成及衝突之處，並進一步思索如何

目　次
壹、「消費者福利」在政策上之重要性及其內涵

　　一、「消費者剩餘」v.「總剩餘」
　　二、學理爭執之實益與「競爭」價值之確立

貳、「消費者福利」作為競爭與消保政策之最大公約數—規範作為之融合

　　一、保護法益「對稱性」作為定義依據

　　二、規範作為融合之可能性與態樣

參、競爭政策與消保政策在實現「消費者福利」之衝突

　　一、因對「消費者福利」定義看法不同所生之衝突

　　二、因實現「消費者福利」的政策手段選擇不同所生之衝突

肆、競爭與消保政策衝突之解決模式

　　一、消保政策作為減緩衝突上位依據之妥當性

　　二、消保政策規範手段之風險與成本

　　　　（一）過度介入市場交易之風險

　　　　（二） 資訊「現實性」（reality）與「相關性」（relevance）的判
斷成本

　　　　（三）忽略手段「成本—效益」分析之風險

伍、競爭政策實現消保目標，「界限外」案件之可能處理模式

陸、對我國執行公平法之幾點初步想法—代結論

* 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法學博士（SJD）；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研
究所兼任副教授。本文純屬個人見解，不代表公平會立場。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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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該衝突。本文主張應以「競爭」政策作為實現「消費者福利」之依據，並

分析市場自我矯正機制、私人訴訟、及公部門執法在解決競爭政策所無法含蓋

的「界限外」案件的優缺點。本文以初步研究心得，提出對我國公平法的幾項

看法與建議作結。

「消費者福利」（consumers welfare）一詞，不僅是反托斯法及政策中，
經常被運用到的概念，其更是消費者保護政策所欲保護的最重要利益。但其實

質的具體內容為何？則人言言殊。有從經濟學的操作定義切入，認為消費者福

利是消費者實際支出的價格，跟它在需求線上最高點價格的差距所形成的三角

形區域，也就是「消費者剩餘」（consumers surplus）；但也有採較廣義，而
認為反托拉斯法上的「消費者福利」指的是「整體福利」的概念，也即應包括

行為對廠商所產生的福利效果以及「效率」的考量。作為一個競爭主管機關，

公平會在實際的案例中，處理了很多本質上與「消費者保護」息息相關的案

件，不實廣告即是其中最為人所知者。而在公平法第一條「維護消費者利益」

的立法目規定下，社會上也普遍期待公平會對於有損消費者權益之經濟行為應

有所作為，這其中最受矚目與具爭議性者，乃公平會對物價上漲應否介入規

範，以及其介入的方式與程度為何的問題。因此，若能就「消費者福利」一語

在公平法下的意義有一比較清晰的思維脈絡，則後續的分析應會較有條理、層

次，而可以提供未來處理相關案件時的參酌標準。

本文擬就此一議題，從學理與實務的角度進行研析。更具體而言，如何透

過法律的實施，以保障或提升消費者的利益，不論對競爭或消保政策而言，均

是重要的議題。但由於背後所隱含的「消費者福利」內涵的不確定，所以相關

法律會隨著對於消費者福利的認知不同，而可能出現不同的解讀與執法態度。

另外，不少人認為消保與競爭政策可以是相輔相成的，而在一定範圍內，此一

觀點可資贊同；但不可否認的，競爭政策與消保政策在個自的理念基礎上，仍

存有潛在而難以調如的衝突。因此，當這些衝突出現在實際案例中時，公平會

該採何種執法態度？是該對市場競爭多一點信心，認為長期而言，只要市場競

爭不受約束，消費者最終必然會在企業競相吸引消費者青睞的過程中獲利？抑

或採「長期而言，［消費者］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consumers] are all 
dead!）1

的保留態度，而選擇能在短期內改善消費者利益，而忽略競爭效果評

估必要性的作法？這是本文所擬深入探討的二大議題。綜言之，本文認為，公

1 Keynes,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ch.3 (1923), available at http://www.bartleby.
com/66/8/32508.html. (last visited November 26,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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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會應以「競爭」作為其闡釋與執行公平法的核心目標，此一態度也應適用於

公平法中較具消保色彩的條文。換言之，於公平法下，「消費者福利」或「消

費者利益」的保護或提升，應被定位為是實現競爭政策下的附隨利益，而非公

平會應在個案中獨立出來進行審視與權義微調的法益。當然，在此一看法下，

必然會產生部分涉及消費者保護爭議的案件，將被排除於公平法的保護範圍

外；不過，筆者認為，此部分「界限外」案件，應透過其他消保法規來規範，

或利用私人訴訟進行救濟，始能符合執法效率要求，以及避免因法規內部邏輯

的衝突，所產生的執法困擾。

壹、「消費者福利」在政策上之重要性及其內涵

「消費者福利」一詞已為許多實行反托拉斯法或競爭法的國家列為所追

求的主要立法目的之一，此可從「國際競爭網絡」（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ICN）在2006年的年會中，與會各國所提出的33篇報告中，有30篇均
明白作此表示得知。 然而，對於何謂「消費者福利」？則仍未見有一致的看
法。以競爭法執法經驗最豐富的美國為例，即便實務界均普遍接受「消費者福

利」是該國反托拉法規所追求的最主要立法目的，
2
其具體定義為何，則仍是

該國反托拉斯法學者所尚未能取得共識的爭點。雖有部分論者認為，此純屬學

術上之探討，對於實務操作的結果並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3
但綜合學理上相關

2 例如美國聯耶最高法院於Brown Williamson一案中，明白表示傳統美國反托拉斯
法所關切者，乃“消費者福利及價格競爭。”See Brooke Group Ltd. V. Brown & 
Williamson Tobacco Corp., 509 U.S. 209, 221 (1993)；另外，在Atlantic Richfield Co. 
v. USA Petroleum Co.一案中，聯邦最高法院表示，“低價有利於消費者，不論該等
低價是如何形成的。”(“Low prices benefit consumers regardless of how those prices 
are set.”), See 495 U.S. 328, 340 (1990). 此一看法也獲美國競爭主管機首長的普遍支
持，例如前聯邦交易委員會主席Deborah Platt Majoras女士認為，“保護及提升消
費者福利是現代反托拉斯法所確認的目標。”Statement of Deborah Platt Majoras, 
Chairman,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before the Antitrust Modernization Commission 
(March 21,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speeches/majoras/060321antitrustm
odernization.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17, 2008)；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助理檢察
長Thomas Barnett亦肯定“就競爭法及其執行而言，消費者福利是正確的試金石
（touchstone）。”See Antitrust Modernization Commission, Public Hearing (March 21, 
2006), available at http://govinfo.library.unt.edu/amc/commission_hearings/pdf/060321_
FTC_DoJ_Transcript_reform.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17, 2008).

3 Thomas O. Barnett, Maximizing Welfare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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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所謂的「消費者福利」仍有「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及「總
剩餘」（total surplus）或「總福利效果」（total welfare effect）二大不同的解
讀，而隱含在此差異背後者，實與論者所著眼者究係反托拉斯法的「長期」或

「短期」效果，以及其所重視的究係反托拉斯法的「配置」或「生產」效率，

抑或是其「分配」的功能息息相關。

一、「消費者剩餘」v.「總剩餘」

對「消費者福利」採「消費者剩餘」解釋者，很自然的會認為競爭法所應

關切的核心問題，應是事業之行為對相關市場中消費者所產生之效果，而競爭

法下責任的有無，將取決於市場競爭行為是否將使賣方取得更大的市場力量，

而得以對消費者因交易原可獲得之經濟利益進行強制性的移轉。以先前所提及

之經濟學操作定義觀之，競爭法的功能在於避免供給者透過市場力濫用及實施

不當的競爭手段，進而縮小了原先屬於消費者的三角形面積。

從「實證」（positive）理由來看，美國支持「消費者剩餘」的學者有從立
法史及立法沿革的角度觀察，認為修曼法（Sherman Act）於立法之初，國會議
員所關切者，就是「消費者剩餘」而非「總剩餘」或是效率的概念；其中法案

起草人修曼（Sherman）參議員將獨占者的「超額取價」（overcharge）比喻為
是「勒索式財富」（extorted wealth），即可見一般！4

除相關的發言紀錄外，

Lande教授也提出以下幾點支持其看法的理由：一、在1890年該法制定之時，
經濟學尚未有發展出市場力與市場無效率的相關理論；二、修曼法的通過，

是政治下的產物，經濟學家並無實質的影響力；三、立法過程中，看不到有任

何關於經濟理論，像「配置效率」等的論辯；四、立法時，國會所關切的卡特

爾是非常有有效率的，但國會仍通過本法；五、從國會的論辯紀錄可知，立法

者當時所關心的是市場力所產生的非競爭價格；而若立法時所謂的「效率」或

「總福利效果」等經濟概念尚未出現，則得明顯的可以推出立法者原意應是市

場力所生之不公平的財富移轉。
5
另有論者認為，從司法實踐的角度來看，美

to the George Mason Law Review, 11th Annual Symposium on Antitrust, (October 31,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speeches/227291.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17, 2008). 

4 相關國會議員的類似發言，請參考Robert H. Lande, Chicago’s False Foundation: 
Wealth Transfers (Not Just Efficiency) Should Guide Antitrust, 58 Antitrust L. J. 631, n. 27 
(1989). 

5 Id., at 6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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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多數的法院及聯邦執法機關，均傾向於採「消費者剩餘」標準。Salop教授
舉「結合」及「掠奪性訂價」為例，前者依FTC和DOJ所制定的「結合審理準
則」（Merger Guideline），二大執法機關只要在結合案會導致市場價格上漲
時，即可介入，而無需先行確認該結合行為是否具有降低生產者成本的效果。

至於在「掠奪性訂價」行為，Salop認為若採「總剩餘」的看法，則低於成本
的訂價必然是「無效率」的，而無須考量掠奪者事後「回收」（recoup）掠奪
損失的可能性有多高的問題；而以事後掠奪者有無能力提高價格回收損失作為

行為是否違法的要件之一，正足以突顯最高法院所關心的正是消費者剩餘會在

後續回收期間會受到剝奪的問題。
6
另從較為「規範」性（normative）的角度

來看，主張「消費者剩餘」標準者認為，反托拉斯法無法對等地保護市場的買

方與賣方；而如果必須要有所選擇的話，應以保護市場的消費者為其要務，主

要原因在於相較於需就買方與賣方利益進行抵銷的「總剩餘」標準，「消費者

剩餘」是實務上較有可能被操作及相對明確的標準。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委員

Thomas Rosch即曾表示， 不論「總剩餘」理論有多精闢，實務上反托拉斯責
任的建立，仍取決於不具專業背景陪審員對個案事實的認定。

7
過於複雜的標

準，實不利於競爭效果評估的進行。而對持反托拉斯法的最終目的是財富移轉

的學者而言，
8
將「消費者福利」的規範性意義與「消費者剩餘」等同視之，

實屬論理上的必然。

主張「總剩餘」或「總福利效果」者，則一樣從「實證」與「規範」面

提出其等之理由。就立法者原意及沿革的解釋部分，其中最具代表性者當屬

Robert Bork法官, 他在綜合分析了許多當初修曼法制定過程中的立法辯論後9
認

為，國會於立法時所關心的問題，是在如何避免業者利用聯合行為、結合、及

其他方法取得得以對消費者收取高價的市場力，據此，其進一步提出了修曼法

6 Steven C. Salop, Question: What is the Real and Proper Antitrust Welfare Standard? 
Answer: The true Consumer Welfare Standard, presented to the Antitrust Modernization 
Commission (November 4, 2005).

7 J. Thomas Rosch, Monoposony and the Meaning of “Consumer Welfare”: A Closer Look 
at the Weyerhaeuser, speech before the 2006 Milton Handler Annual Antitrust Review 
(December 7,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speeches/rosch/061207miltonhandle
rremarks.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19, 2008)

8 See e.g Lande, supra note 6; see also Lande, Wealth Transfers as the Original and 
Primary Concern of Antitrust: The Efficiency Interpretation Challenged, 34 Hastings L. J. 
65 (1982).

9 See Robert H. Bork, The Antitrust Paradox 57-66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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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消費者福利的處方＂（consumer welfare prescription）的看法。10
至於所謂

的「消費者福利」所指為何？Bork在後續的論述中，很明顯的是認為「效率」
或更具體而言，「配置效率」，才是其最主要與最值得追求的目標，故其認為

「當社會的經濟資源配置到可以讓消費者在技術限制允許下充分滿足其需要

時，消費者福利也是最大。在此意義下，消費者福利只是國家福利的另一項用

語而已。反托拉斯因此對於物質繁榮有內建的偏好，但其不應涉及繁榮該如何

分配或使用。那是其他法律的事情。」
11
故在Bork的定義下，消費者福利應指

市場中所有人之福利加總，而市場參與者在反托拉斯法下的評價也應是平等，

而不應有特別偏向保護某一特定團體的差別待遇。

至於在司法實踐上，不論是競爭主管機關或聯邦法院，均未明白表示爾等

支持「消費者福利」應指「消費者剩餘」的態度。再以結合為例，美國克雷頓

法（Clayton Act）第7條的文義規定來看，結合行為的競爭效果評估，應以行
為是否對「任一市場商業活動」（in any line of commerce）產生實質減損競爭
的效果，文字中並未提及「消費者」，且從規定的整體文義觀之，其重點應在

於「競爭」之維護，而非「消費者」利益的保護。
12
以上述FTC和DOJ所制定

的「結合準則」為例，雖然競爭主管機關得不用考量結合的降低成本效果，

逕行進行管制；但準則中也明白表示主管機關得依其裁量，對特定類型的結合

案件，將發生於結合行為所在相關市場外，但與其具有密不可分關聯之其他市

場中之效率因素列入考量；特別是當結合行為的管制，無可避免地將導致該另

一市場的效率喪失時。何以發生在他市場的效率，得列為足以影響結合行為是

否違法之審查因素？一項合理的解釋是，競爭法對結合行為所關心者，應非只

是狹義的避免相關市場中的消費者不會因結合後所產生之高價不利益；「競

爭」或「潛在競爭」對於結合後市場漸趨集中的制衡效果，也是重要的考量因

10 Id., at 66. 
11 Id., at 90. 原文如下：“Consumer welfare is greatest when society’s economic resources 

are allocated so that consumers are able to satisfy their wants as fully as technological 
constraints permit. Consumer welfare, in this sense, is merely another term for the wealth 
of the nation. Antitrust thus has a built-in preference for material prosperity, but it has 
nothing to say about the ways prosperity is distributed or used. Those are matters for other 
laws.”

12 Kenneth Heyer, Welfare Standards and Merger Analysis: Why not the Best?, (Discussion 
Paper, Economic Analysis Group, Antitrust Divisi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March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abanet.org/antitrust/at-source/pdf/references/heyer-ken-
06-8.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20, 2008). 



消費者福利、消費者保護、及競爭政策 233

素。
13

另外就「掠奪性訂價」行為而論，Salop教授以「總剩餘」標準應直接認
定低於成本的訂價行為是無效率而禁止之，進而推論法院之所以要考量「回收

可能性」的原因，乃出於保護「消費者剩餘」目的的論點，似仍有進一步商榷

之處。依同樣的論證邏輯，若法院真以「消費者剩餘」為其認定基準，則「掠

奪性訂價」應屬當然合法的行為。當然，論者可反駁之所以要考量「回收」的

可能性，是在避免掠奪者於後掠奪時期以高價剝奪消費者利益之「長期」效果

考量，但此是否真的是法院判決背後的思維？就筆者個人淺見認為，美國聯

邦最高法院就掠奪性訂價所建立的判斷標準，深受「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對此一議題看法的影響。之所以對於低於成本之價格尚需進行後續的
損失回收檢視，主要在突顯當市場處於競爭狀態時，掠奪性訂價本質上是不理

性的競爭策略，其會令意圖掠奪市場的廠商陷於需不斷進行成本下訂價的惡性

循環，而永無回收損失之日。故沒有一個理性的廠商會在充分競爭的市場中發

動低於成本的價格戰。而當實施價格掠奪者享有高市占率，其所在市場之參進

障礙高，而讓其得以在後掠奪期間進行高價回收損失的行為時，法院運用反托

拉斯法介入的理由，與其說是在乎消費者剩餘會因此而減少，毋寧是關切因市

場掠奪導致掠奪者市場力進一步擴大，產出進一步限縮的結果，將使社會整體

因獨占訂價所蒙受的「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也隨之擴大，本質上仍
是「配置效率」的問題。這項觀察，可以進一步由美國法院向來對具市場支配

地位廠商之「榨取訂價」（exploitative pricing）行為，不願在維護消費者利益
的考量下，以反托拉斯法進行干預，而較傾向於以市場競爭與結構是否真無法

解決所謂的「不當高價」問題的態度，間接得到佐證。

Gregory Werden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發現，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史以來，
只有在5件案件的多數意見書中，使用「消費者福利」一詞，但均未明白定義
其內容為何：有直接引述Bork教授「消費者福利的處方」但未析論之者，有
認為「低價」將有利於提升消費者福利，也有認為反托拉斯法若強迫供應商

改採較無效率的生產方式，將有害「競爭與消費者福利」，而美國各州所制

定用以保護小型零售商的「公平交易法」（fair trade law）， 已偏離了「競爭
與消費者福利」原則。

14
在此情況下，Werden認為「消費者福利」不應作過於

13 Id.
14 Gregory J. Werden, Competition, Consumer Welfare, & the Sherman Act, 9 Sedona 

Conference Journal 87, 91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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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義的解釋為只包括產品或服務最終使用者的福利，方能與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傳統上所強調之反托拉斯法在於保障競爭（competition），而非「競爭者」
（competitor）之基本理念並容。15

最後從較「規範」面的角度來看，關於計算「剩餘」的成本過高的問題，

同樣會出現在適用「消費者剩餘」標準的情形。法院或競爭主管機關需要關於

消費者反應在需求線上的需求偏好相關資訊與數據，方有可能計算出消費者會

因價格上漲而受有多少的福利損失；
16
而有趣的是，當這些數據可透過一些方

法取得時，其同時也將降低計算「總剩餘」的困難度與成本。
17
對採「消費者

剩餘」標準或認為其應是反托拉斯法所追求的最主要目標者，另一項不可忽

略的適用成本乃如何定義「消費者」。現代經濟活動下的買方，有許多並非

是產品或服務的最終使用者，而是中間商。對上游供應商而言是「消費者」，

而在其加工後或直接轉售產品的市場中，其地位又是賣方。故於計算消費者剩

餘時，究應只是「部分均衡」式的計算最終產品部分的消費者福利變動，還

是應將上游市場的消費者剩餘也列入計算？更具體的以獨買（monoposony）
為例，獨買或獨買卡特爾以「消費者」身分刻意壓低原料購買價格所增加的

「剩餘」，需不需要與其後續因提高最終產品售價至非競爭水平，對下游市場

「消費者」所減少的剩餘相抵銷？其理由又為何？均是採「消費者剩餘」標

準所需面對的問題。至少在外國的司法實務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2007年的
Weyerhaeuser Company v. Ross-Simmons Hardwood Lumber一案中，18

大法官以

全體一致的判決，告訴美國反托拉斯法的執法機關，在競爭法裡面是不能偏袒

15 Werden引用最高法院在相關判例中大法官之理由論述，認為Sherman Act “does not 
confine its protection to consumers, or to purchasers, or to competitors, or to sellers .... The 
Act is comprehensive in its terms and coverage, protecting all who are made victims of the 
forbidden practices by whomever they may be perpetrated.” Id.  

16 See Heyer, supra note 13, at 15-16. 
17 實務上最常涉及福利效果計算問題者，非「結合」行為莫屬，特別是其中關於結合
的「單方效果」的評估部分。對此，絕大多數國家的競爭主管機關多依據市場結構
面的相關資訊，間接推論結合後相關市場中的價格上張的「可能性」高低。其中最
著名的例外，當屬美國FTC在1997年禁止美國二大文具量販店Staple及Office Depot
的結合案。FTC的經濟學家於該案中利用量販店收銀機所掃瞄的歷史價格數據，
透過計量分析，算出結合後相關市場中價格上漲以及結合行為提升效率的具體百
分比；而結合當事人也提出了其所估算但與FTC有相當差距的計量分析數據。 本
案的相關說明與討論，可參考The Antitrust Revolution : Economics, Competition, and 
Policy 61-68 (John E. Kwoka, Jr. & Lawrence J. White ed., 4thed., 2004).

18 127 S.Ct. 1069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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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特定的法益，必須對供給與需求面同時評估。
19

二、學理爭執之實益與「競爭」價值之確立

從以上簡要的比較說明，當不難了解，即便從相同的「實證」或「規範」

相關判準（立法原意或司法實踐等）出發，持「消費者剩餘」論與「總剩餘」

論者，均各言之成理且各有堅持，實難以定奪誰是誰非。從比較法的觀點來

看，學者研究發現，目前除少數國家如加拿大及紐西蘭等明白採「總剩餘」理

論外，美國許多法院及其他多數國家似乎均傾向於以「消費者剩餘」作為定義

「消費者福利」之依據。
20
不過這項學理爭議就反托拉斯案件實質審查部分來

看，差別不大；畢竟在多數的情況下，具生產或配置效率的行為，往往也具

有提升消費者剩餘的效果。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沒有一個具成熟競爭法規與

執法經驗的國家，會採最純粹的「消費者剩餘」標準，全然不論行為對供給者

19 Weyerhaeuser這個案子，牽涉到掠奪競標行為。Weyerhaeuser是美國西太平洋地區
一個很重要的鋸木公司，享有相當的市場力量，主要是以競標的方式向伐木公司取
得其所需的木材原料。本案原告主張其是Weyerhaeuser掠奪性競標的行為下的受害
者，它認為Weyerhaeuser在需求未達到之前，不斷以高於市場理應出現的價格進行
競標，而使其無法承受競標損失而被迫退出市場。就如同掠奪性定價以低價來驅
逐競爭者，獨買者，也可以高價來提高競爭對手的競爭成本，大幅削弱其競爭能
力。，這個案子在第一審、第二審都判原告勝訴，一個很重要理由，就是被告在訴
訟當中所提出掠奪性競標的標準，應該跟掠奪性定價的法律標準是一樣的，也即市
場力、價格低於平均變動成本、回收可能性三個要件，應一視同仁的適用於掠奪性
競標的案件。但一審及上訴法院的看法不同，均認為掠奪性競標跟掠奪性定價是不
一樣的，特別是針對消費者利益而言，因為掠奪性定價一旦實施以後，消費者直接
享受到好處，就是市場價格因掠奪行為而降低，但是這種低價利益沒有辦法反映在
掠奪性競標的行為；獨買者會在要素市場回收其掠奪損失，而非在最終的產品市
場，也即在掠奪競爭成功將競爭者趕走後，Weyerhaeuser再大幅壓低其競爭價格，
且此一要素成本降低的效果，不當然會以較低的價格反映在消費者的市場。本案上
訴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後改判被告勝訴。就消費者利益部分，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沒
有理由對掠奪性定價與掠奪性競標二者適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法院認為二者的分析
重點應仍是在於市場結構允不允許掠奪者成功的進行損失回收，至於消費者是不是
會因掠奪行為或其後的回收行為而受有低價的利益，不是分析的重點。Id., at 1076-
78. 

20 See John Kirkwood, Consumers, Economics and Antitrust, 21 Research in Law and 
Economics 1 (2004); Dennis W. Carlton, Does Antitrust Need to be Modernized? 
(Economic Analysis Group Discussion Paper,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January 2007) 
2, 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eag/221242.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21,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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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福利效果，而以「消費者」是否將因此而受到高價剝削，作為其論斷行為是

否違法的唯一標準。此可從各國對於聯合行為及獨占力濫用等傳統反托拉斯案

件類型，均存有程度不一的豁免或除外規定，或是運用所謂的「合理原則」

（rule of reason）使法院或主管機關得適度引入供給面的效率考量得知。即便
在「不公平競爭」領域，供給面的效率考量也並不當然被排除在違法性判斷過

程之外，此將於後詳述。

綜言之，筆者個人認為，「消費者福利」內容的學理之爭，其差別與其說

是在於供給面的效率（如成本降低）該不該被列入考慮，不如說是供給面效率

在福利計算中被考慮的方式與程度如何的差異。採「總剩餘」理論者，將行

為所減損後之消費者剩餘與效率視為二個相互獨立且法規範評價中性的比較選

項，而實務上採「消費者剩餘」理論的國家，並非全然排除供給面效率的考

量，只是其更重視所謂的「效率」出現的可信度，以及其必須有相當比例會轉

嫁至相關市場中的消費者，而可提昇整體的消費者剩餘。至於效率發生與轉嫁

的機率要至何等程度始不違反競爭法，則取決於各國對競爭法政策功能與目標

作如何的定位。支持「消費者剩餘」解釋者，必然是較傾向於從「短期」、

「靜態」（static）與「分配」（distributional）的角度，來定位競爭法的功能
與目標；反之，持「總剩餘」看法者，則側重競爭法在促進如因創新所帶動的

「動態」（dynamic）及「配置」（allocative）效率所可扮演的角色，故必定
是較為「長期」的觀察與評估。簡單舉例而言，關心「消費者剩餘」理論者，

比較在意社會上有沒有比較便宜的CD隨身聽；而支持「總剩餘」理論者，則
較關心會不會有品質更佳，功能更強的音樂播放器（如iPod）出現。因此，假
設競爭法關於福利效果可能的評估態樣平均分佈於如圖的光譜上，光譜的二個

極端分別是最嚴格的「消費者剩餘」（即完全不論供給面的福利效果），以及

全以供給面福利效果為評估標準的「供給者剩餘」，則絕大多數國家實務上所

採行者，應是以「總剩餘」為中心，依不同的競爭政策思維，而游離於左右二

個極端間的所形成的一定範圍。個人認為，也許「非嚴格意義的總剩餘」標準

會較上述二個名詞更能反應實務現況。



消費者福利、消費者保護、及競爭政策 237

除定義之爭外，另一個更重要的相關問題，即是實現「消費者福利」的手

段選擇。對此，美國及其他執法經驗較為豐富的國家則有相當程度的共識，也

即不論對「消費者福利」採何種看法，競爭法應以確保市場「競爭」不受扭曲

為其實現立法目的最主要的手段。誠如歐盟競爭委員會主席Neelie Kroes女士所
強調的:「消費者福利是委員會用以衡量結合，或違反條約關於卡特爾或獨占
規定行為之確立標準。我們的目標很簡單：保障市場中的競爭，以作為提升消

費者福利及確保資源有效配置的一項手段。」
21
「競爭」價值的確立，對執行

反托拉斯法或競爭法規至少有二點重要的啟示：一、當涉及減損消費者福利的

行為出現時，競爭主管機關首應判斷者，應是市場競爭的現況，是否有能力抑

制該行為朝對消費者福利有害的方向發展，而非從道德、社會、或其他非經濟

因素來判斷該行為在競爭法下之可非難性；二、若市場競爭強度不足以進行自

我矯正的功能時，主管機關也應以回復市場競爭作為其進入干預的主要手段，

藉由重新導入或強化競爭壓力，一方面促使事業降價或降低生產成本，二方面

也可讓消費者因而得享有更多消費選擇機會，而非於個案中進行直接管制，試

圖取代市場，對供給面或需求面進行競爭行為的微調。持平而論，競爭主管機

關是市場「競爭」的專家，但不見得掌握有足夠的資訊得以判斷何者對特定產

業之生產效率有利或不利，遑論高度多元的消費者偏好！

貳、「消費者福利」作為競爭與消保政策之最大公約數—規範作為

之融合

一、保護法益「對稱性」作為定義依據

於進一步論述消保規範與競爭規範在促進消費者福利功能上可能融合之處

前，首先釐清者，乃二項政策在規範意涵上有何不同。本文擬以規範本身保護

的法益是否對供需雙方是否對稱作為定義的標準，所謂「對稱」也即保護的法

益是不是對等平衡，還是一種傾斜偏重於交易當事人一方權益保障之立法。由

於競爭政策及法規的規範核心在於市場競爭，而非個別競爭者之權益保護，性

質上屬於保護法益平衡型之政策。消保政策及法規則由於其明顯的傾向消費者

21 Neelie Kroes, Presentation: European Competition Policy—Delivering Better Markets 
and Better Choices. European Consumer and Competition Day, London, September 5, 
2005. 轉引自Heyer, supra note 13 n.2.（粗體字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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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保障，故是一種法益保護不對稱的政策。依此標準觀之，我國公平法中關

於限制競爭的規定，為競爭政策的範疇；而不公平競爭中的部分條文規定，如

第21條的不實廣告規定，以及第24條適用於關於事業「資訊揭露」義務案件類
型時，即帶有相當程度的消保色彩。

二、規範作為融合之可能性與態樣

在本文的定義標準下，嚐試在保護法益「對稱」與「不對稱」的二項政策

規範中尋求相輔相成的共同處，實非易事，而可能需先從消保政策及規範其所

欲保護的「消費者權益」的具體內容為何著手思考。

對此，美國前總統約翰。甘乃迪（John F. Kennedy）於1962年3月15日致
函美國國會，要求其等應強化消費者利益保護，其中所提及之4項消費者應受
保護的權利，至今仍經常為世人所引用作為消費者享有「消費基本人權」的

依據：1.要求安全的權利（the right to safety）；2.被告知的權利（the right to 
be informed）；3.選擇的權利（the right to choose）；以及4.被聽見的權利（the 
right to be heard）。22

其中第2與第3點，關於消費者有被告知的權利及選擇的
權利，除了彰顯「消費者主權」的價值外，也與競爭政策中強調透過競爭，

增加市場之消費資訊與產品或服務選項的精神有相當程度的重疊，也較有可能

去探討二者的融合可能性及具體作法。至於第1、4點，就個人而言，本質上明
顯是屬消保政策，競爭政策中即便認為提供更安全的產品有利於消費者福利的

提升，其具體的規範作為，也會較著重在如何營造一個可以讓提供安全產品的

廠商得到消費者的青睞，而不提供者，會受到唾棄的市場環境，這與常見於消

保政策法規，以預設的產品最低安全標準作為強制賣方遵守，不遵守即有可能

受到制裁的作法，顯有不同。至於“被聽見的權利＂，其法益保護的不對稱性

更為明顯。於競爭政策的規範邏輯下，買方可以用拒買來讓對其需求「充耳不

聞」的賣方得到警愓，即便在獨占市場的情形，競爭法介入干預的出發點也是

在維持市場中買方「發聲管道」的暢通，而非出於消費者有「權利」要求賣方

聽他需要什麼。

綜上，我們不難看出，「資訊之充分揭露及正確性」應是二項政策規範的

共同核心價值。另外，在要求「資訊」揭露的程度上，競爭政策並非在要求資

22 John F. Kennedy, 93-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Protecting the Consumer Interest 
(March 15, 1962),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9108 
(last visited Novermber 22, 2008). 



消費者福利、消費者保護、及競爭政策 239

訊揭露的程度，需到達讓市場上的選擇機會極大化的地步，而是在規範具潛在

降低市場理應出現的交易選擇的不當競爭行為；同理，消保政策並非在確保消

費者有最充分的資訊（perfect information），而是在避免其受脅迫、欺罔、或
其他難以防免之不實資訊的影響，而作出錯誤的消費決定。而透過上述價值的

實踐，以「維持消費者選擇的機會」及「確保消費者得進行有效的選擇」，則

是二者出現融合的可能態樣。 從競爭政策的角度來看，維持最大選擇的機會，
就是讓這種機會不會因特定的人為市場操縱而消失，所以競爭法關心勾結、獨

占力濫用、或結合等行為的規範，因為這些行為均有可能導致市場過度集中，

消費者選擇交易相對人進行價格或品質比較的機會減少。在消保政策部分，消

費法規對定型化契約的規範，除了其公平性的考量外，另一項重要的考量應與

其剝奪了消費事先選擇或與他方當事人協商對其最有利交易內容的機會有關，

二者呈現的是同一個思維邏輯。 而即便選擇機會存在，若所呈現的資訊有誤
或被刻意隱瞞或扭曲，則消費者所為的最終選擇也非有效的選擇。 消保法規
或我國公平法第21條關於廠商「不實廣告」的規定，即是消保政策確保有效選
擇的具體規定。在競爭政策中，反托拉斯法禁止具市場力的廠商進行不當「搭

售」，即在避免消費者因被強迫需購買被搭售產品（tied product），而無法精
確判斷主要產品（tying product）之效用，及作出對其最適之消費決定。23

另

外，學理上對「轉售價格維持」（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RPM）約定，普遍
認為其具有避免競爭者從事「搭便車」（free-riding）誘因，有利於下游經銷
商進行各類「售前服務」之非價格競爭，故不應視其為當然違法。

24
從「售前

服務」（如產品性能的說明，試用等）本質上可視為「資訊」提供的一種類型

來看，RPM在競爭法上到底該不該允許，是可以從消費者資訊取得成本，以及
是否能因此而進行更有效的消費選擇的角度來思考。而了解此一邏輯思維後，

我們也不難理解何以學者會認為，當一個新產品剛上市的時候，由於消費者對

其不熟悉。廠商為期經銷商能促銷這個產品，往往必須以確保下游經銷商利潤

的作為，來增加其推銷該產品的誘因，同時消費者也可得知有新型產品問世，

23 此一情形在搭售契約所涉及產品是耐久財（durable goods）及高科技精密產品時，
因消費者於購買之初，難以對產品的產品週期，維修成本，以及主要產品及被搭售
產品搭配購買的必要性及效用等進行成本-效益的分析，故會使無法進行有效選擇的
問題更為嚴重。

24 Lester Telser, Why Do Manufacturers Want Fair Trade? 3 J. L. & Econ.（1960）公平法
現行規定對於轉售價格維持約定，到採「當然違法」原則（第18條）。不過，修正
草案已允許廠商未來得提出「正當理由」以推翻違法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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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這類型產品市場中實施RPM的正當性要高於已家喻戶曉的產品市場。25

參、競爭政策與消保政策在實現「消費者福利」之衝突

在反托拉斯法的實際操作過程中，不乏競爭與消保政策在同樣追求「消費

者福利」目的的過程中卻產生衝突的例子。據個人觀察，衝突出現的類型，大

致可歸類為以下二種：其一、因對「消費者福利」定義的看法不同所生的衝

突；其二、在追求政策實現的手段上，二者所依賴的方法及手段不同所生的衝

突。

一、因對「消費者福利」定義看法不同所生之衝突

如前所述，競爭政策較著重總福利效果，不管是聯合行為及獨占力濫用、

結合、垂直交易限制等，在世界各國分析這些行為的過程中，不會只就消費者

這個部分來判斷，行為本身所產生的生產效率、成本的降低等等，都會列為是

考慮的因素之一。相對的，在消保部分，就比較偏向於消費者剩餘及評估。此

一差異，最常反應於特定爭議行為，是否應由政府介入處理的看法不同上。

二、因實現「消費者福利」的政策手段選擇不同所生之衝突

縱使競爭與消保政策均關心「資訊」揭露與提供的問題，但在競爭政策中

所使用的實現手段比較是傾向於「水平」與「供給面」的手段；簡言之，即是

透過「競爭」來實現資訊提供的目標。因此，縱使市場出現不實或誤導的資

訊，但只要市場存有競爭的可能性，而正確無誤的資訊也是消費者於消費決定

時所必需者，則自私與追求利潤之廠商，即有經濟上的誘因投入成本，讓真正

的資訊出現在市場當中，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此除了可以實現維持消費者選

擇權利的最終目的外，供給面的福利效果也可因此而獲得進一步的改善。反

之，在消保政策上，對同一議題的作法，會較傾向於由主管機關直接判斷爭議

訊息的實質內容真偽，以及該資訊對交易的重要程度為主要的規範手段，本質

上較傾向於「垂直」與「需求面」的管制方式。影響所及，二者後續所呈現之

規範管制風，也有相當大的不同。

從近年來國際間對消費者保護的最新發展趨勢來看，此一政策實現

25 See F. Mathewson & R. Winter,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13 J. 
INd. Org. 57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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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的差異及衝突，於未來似有更加加大的趨勢。例如「經濟合作暨開

發組織」（OECD）中的「消費者政策委員會」（Committee on Consumer 
Policy; CCP），曾分別於2005年及2006年召開二次「消費者政策經濟學」
（Economics for Consumer Policy）的圓桌會議，討論「行為經濟學」
（behavioral economics）對消保政策未來發展的啟示。26

會議的主軸在突顯傳

統消保政策只侷限在市場存在的資訊到底充不充分、正不正確這樣的關切，

其實是不足的，應進一步考量消費過程中消費者所可能出現的消費「偏差」

（bias）行為。27
不同於傳統經濟學的「理性」假設，行為經濟學理論認為，這

些「偏差」肇因於消費者於消費過程中所普遍在存在的主觀不理性。例如，消

費可能過度關心損失的風認，而傾向於不任意轉換交易對象；也可能對消費決

定的利益有過於自信的期待，或偏好短期可實現的利益勝過長期更高的利益，

或是追求時尚或在同儕壓力下所為之倉促或非理性的消費決定等，其與消費決

定時市場中的資訊是否充分不見得有必然的關聯。 再者，從理論上看，資訊
的充分程度，也可能超過了其最適規模，而非但無助於消費者作出最有利的選

擇，反而讓消費者更加混淆等。

其實對於上述消費者不理性所產生之不利消費結果的問題，競爭政策並非

全然漠視。例如競爭法上近來已開始討論消費者如何因「轉換成本」過高，而

不得不被套牢於既有的交易關係中，而使具市場力量的廠商得免受市場競爭之

制裁。而關於資訊過度充分所生的混淆效果，美國FTC更是早在80年代，針對
早餐即食麥片（cereal）公司的品牌擴散（brand proliferation）策略，是否導致
產品過度差異化，除無助於消費者的購物選擇外，也可能構成妨礙其他競爭者

進入市場的不公平競爭手段等問題，進行調查與分析。不過，除了競爭法學理

上對於所謂「套牢」、「轉換成本」、及判斷產品「過度差異化」的標準何在

等問題，仍有高度爭議外，競爭法在評估這些問題的方法上，似乎仍會回到市

場面的判斷上，如市場力量的有無，市場參進障礙高低等。對於OECD的會議

26 OECD Committee on Consumer Policy, Round Table on Demand-Side Economics for 
Consumer Policy: Summary Report (20-April-2006), DSTL/CP(2006)3/FINAL,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dataoecd/31/46/36581073.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23, 2008); 
OECD Committee on Consumer Policy, Round Table on Economics for Consumer Policy: 
Summary Report (26-July-2007), DSTL/CP(2007)1/FINAL,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
org/dataoecd/5/38/39015963.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23, 2008). 

27 OECD Committee on Consumer Policy, Round Table on Demand-Side Economics for 
Consumer Policy: Summary Report (20-April-2006),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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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未來是否會逐步內化為各國消保政策之考量因素以及以何種方式內化，

筆者無法預測；但若仍以傳統消保政策較為「垂直」與「直接」的規範手段來

解決不理性的消費偏差行為，
28
則消保政策的「干涉主義」（paternalism）色

彩將更為鮮明，而與植基於「自由放任」（laisser faire）精神的競爭政策間的
差距或衝突也可能因此而加大。

肆、競爭與消保政策衝突之解決模式

在了解二項政策可能產生衝突的原因與態樣後，接下來可以討論的問題乃

有何解決衝突的模式。不過，可以先思考者，乃或許競爭與消保本即是各自獨

立的政策目標，並無所謂解決衝突的必要性，事實上在很多國家是由不同主管

機關依不同的法律來執行相關的政策。 但由於我國公平法中同時包括了競爭與
消保政策的規範，且需在相同的立法目的（公平法第1條）下被執行，故當這
兩個政策產生衝突的時候，應該強調哪一種政策？到底應該強調競爭多一點、

還是消保多一點？這是一個很困難的選擇。簡化的說，當公平法涉及到法規中

具消保政策之規定時，其究應否以消保政策的精神為其釋法與執法的上位依

據？本文以下分別從引入該原則的妥當性、消保政策不對稱規範手段之具體問

題、以及以競爭政策實現消費者福利（包括消保政策意下的「消費者剩餘」）

的功能與界限問題。

一、消保政策作為減緩衝突上位依據之妥當性

是否該以消保政策作為競爭政策實現消費者福利的上位準則，首應思考

者，乃何以消保法會不對稱地偏向「需求面失靈」的規範思維？而用以支持類

此管制思維的理由，於現今的市場環境是否有調整的必要？消保政策與規範的

出現，與傳統認為在自由經濟體制下，相對於賣方，買方永遠是弱勢的一方的

思維有關。賣方不僅可藉由對產品資訊掌握程度遠高於買方的優勢，誇大或刻

意隱藏產品的優缺點，進而誤導消費者作出錯誤或不利於已的消費決定；當消

費爭議出現時，消費者主張權利所需之相關事證也多數在賣方的實際支配之

下，難以取得或取得需付出可觀的成本，再加上消費者散居各地，且個別所受

之消費損害可能不大，缺少追究或訴訟的誘因，故即便消費爭議所生之總損害

28 例如立法明定賣方有義務於買方結帳時，向消費者進行消費決定再確認的義務，或
是大幅延伸消費者得不附理由逕行退貨的期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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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賣方也可能不會因其欺騙行為而受到應有的制裁。消保法的相關規定

與機制，如「無過失責任」、「團體訴訟」、「加倍損害賠償」等，可視為

是立法者出於解決「資訊不足」及消費者缺少起訴誘因之「集體行動二難」

（dilemma of class action）困境所為的設計。
時至今日，筆者不否認市場中仍存有與賣方享有產品資訊優勢所引發之消

費爭議，但其程度是否如過去所想像的那麼嚴重？值得進一步探究。過去數十

年來國內外消保運動與政策的倡議，非旦成功地讓消費者於消費爭議發生後，

得以明確知悉權利內容與主張權利之程序，「消費者主權」概念的建立，也讓

消費者更有意願於事前進行消費相關資訊之搜集與比對的工作，而資訊科技的

日新月異，如網路的出現，更是大幅降低了消費者取得資訊的成本。據2008年
11月7日「美國今日報」（USA Today）的一項調查顯示，美國人於購買新車的
過程中會使用網路進行比價或搜集資訊者，從1998年的25％大幅上升至2008年
的75％；29

另外，各類消費情報雜誌、產品的品質與價格比較網站，或消費者

消費經驗分享的討論群組或部落格（blog）等，不但讓消費者得以快速且全天
候的取得與交易相關的資訊作為消費決定的參考，網路訊息流通的快速，更可

讓消費者透過「口耳相傳」（word-of-mouth）方式推薦優良商品，撻伐不肖業
者的功能發揮的更淋漓盡致！換言之，對於擬以散佈不實資訊方式欺罔消費者

的廠商，其「商譽」的損失，可能會是一項比法規更具實效的制裁手段。

對於筆者的看法，也許有人認為過度樂觀，畢竟確認網路資訊的真偽也需

投入時間與成本；但不可否認的，上述現象的確足以讓我們省思，隨著科技進

步所帶動的資訊散佈的便利性及更為強化的資訊提供誘因，也許消費者並非

傳統我們所想像的那麼無助，而廠商也非得隨心所欲的濫用其所掌握的資訊優

勢，而無庸付出任何代價。故在規範手段的選擇上，應有必要修正以往高度偏

向消費者剩餘的「垂直」與「直接」的管制方式，而引入多一點供給面競爭的

「水平」考量。事實上，如果我們再把以下政府基於保護消費者利益所為的直

接管制措施的風險與成本列入考量，則修正的必要性似乎也隨之增高。

二、消保政策規範手段之風險與成本

（一）過度介入市場交易之風險

從競爭政策強調透過「競爭」使正確資訊出現的觀點來看，消保政策直

29 Most Car Shoppers Use the Web, USA Today 1A (November 7,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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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介入觀察資訊本身到底正確與否，以及消費者的選擇究竟是不是一種錯誤

的選擇的作法，隱含某種程度的管制風險。舉例而言，美國FTC在1978年時
曾經制定過“Kid Video Rule＂，用以規範電視甜食產品廣告。其背後的理由
在於，在當時有不少的學者、牙醫生認為過多的廣告吸引了無辨識廣告真實

性的孩童購買糖果或其他甜食，而使蛀牙的比率增加，但事實上並沒有實證

的證據建立此一關聯性。
30
但這個規則還是在沒有實證證據的支持下通過了。

規則頒佈後，與FTC關係相當友好的華盛頓郵報，用了“保姆國家＂（Nanny 
State）來形容FTC的作為，是對人民生活的一種“荒謬的干預＂（preposterous 
intervention）！31

事實上，這個規則可能不僅無助於降低蛀牙的比率，反而減

少了消費者本可享有的選擇機會，因為其讓許多產品根本沒有辦法作廣告。

此一規則於1981年被廢止。比較1978年的制定理由和1981年的廢止理由，可以
很清楚的發現，FTC顯然是在對「廣告」的經濟與市場效果尚未分了解的情況
下，匆促地進行管制。

32
與其因此讓社會在未蒙管制之利前先受其害，不如多

信賴市場競爭的資訊提供功能。對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Justice Harlan，
在FTC v. Proctor& Gamble一案中所提出的協同意見，正足以展現這樣的觀點：
“正當的廣告透過教育消費者知悉可得的替代選擇，是市場一項合法且重

要的目的。……不可否認的，廣告有時會被用來作為創造不理性的品牌偏好，

且誤導消費者關於產品間的真正差別，但我們很難去判斷廣告散布到何種程度

就不再是良性競爭的一個面相。FTC的功能不是在決定哪些「產品」所合法提
供給消費者的要素是有用的，而哪些應被視為是產業的「病態」。＂

33

（二）資訊「現實性」（reality）與「相關性」（relevance）的判斷成本

30 William MacLeod, Elizabeth Brunins, & Anna Kertesz, Three Rules and A Constitution: 
Consumer Protection Finds its Limits in Competition Policy, 72 Antitrust L.J. 943, 955-56 
(2005). 

31 Id., at 955. 
32 See id., at 957. 
33 386 U.S. 568, 603-04 (1967)(Harlan, J., concurring). (“Proper advertising serves a 

legitimate and important purpose in the market by educating the consumer as to available 
alternatives ....Undeniably, advertising may sometimes be used to create irrational brand 
preference and mislead consumers as to the actual differences between products, but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discover at what point advertising ceases to be an aspect of healthy 
competition ....It is not the Commission’s function to decide which lawful elements of 
the “product” offered the consumer should be considered useful and which should be 
considered the symptoms of industrial ‘sic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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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的市場交易，普遍存在著資訊不完全充分的現實（real）問
題，但並非所有這些未充分被揭露的訊息，均與消費者之最終消費決定相關

（relevant），遑論是法律所應強制交易當事人提供者。如果消保政策較強調資
訊的直接判斷與評估，則政策制定者也必須有能力進行資訊「現實性」與「相

關性」的區分，始能進行妥善的資訊管制。惟資訊「現實性」與「相關性」的

區分並非易事，因其涉及管制者能否判斷消費者對不同消費相關資訊之依賴程

度如何。以行動電話的購買行為為例，影響消費者是否購買某一類型的手機之

資訊可能高度的多元，從手機的大小、重量、樣式、功能、到流行度等，均可

能是其購買的主要原因。簡言之，對在乎手機是否易於隨身攜帶者而言，手機

是否是最“in＂的款式或是能否無線上網，可能並非其消費決定的「相關」資
訊；同理，對於只在乎周杰倫是否用某一型手機的消費者而言，手機是否有隨

撥隨聽功能，或待機時間究為廠商所聲稱的150小時，還是120小時等，並不影
響其購買該手機的意願。另外，即便「相關」資訊得以被確認，其影響消費決

定「程度」如何，可能是另一項更為複雜與難以確認的資訊。面對資訊不可能

完全充分的「現實」，消費者對搜尋與確認「相關」資訊所願意投入的時間與

資源，仍受限於搜尋與確認資訊所生之「邊際利益」（marginal benefit）是否
等於其「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之經濟法則。我們只要想想，即使手機
的「功能」對消費決定是最重要的「相關」資訊，現實生活中，會有多少消費

者會在購買手機後，一字不漏的看完產品說明書，即不難理解此一論點。當

「詳閱」說明書使消費者得以對該手機功能有額外了解的利益，遠低於投入額

外時間閱讀說明書之機會成本（如因此而沒有時間閱讀本論文！）時，對多數

消費者而言，其最適的選擇應是在了解手機功能的達一定程度後，即選擇當一

個「理性的無知者」（rational ignorant）。
討論資訊「現實性」與「相關性」的目的，在於突顯管制者若基於保護消

費者權利的目的，擬要求廠商應明確標示產品資訊時，其必需有能力區隔這些

資訊之相關性與相關程度，始能為最妥適的管制。否則，要求或禁止廠商提供

之資訊，可能與消費者之消費決定無關；而過度直接管制的結果，除徒增管制

成本卻未創造出等比例的管制利益外，在某些情況下，也可能限縮了廠商在行

銷產品手段上的靈活度與消費者選擇機會。

（三）忽略手段「成本-效益」分析之風險
消保政策偏向以「需求面」失靈的不對稱規範手段，很容易忽略了解決

「消費者福利」被剝奪的「最低成本防免者」（least-cost avoider）， 可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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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者，而是市場競爭機制，甚或是消費者本身！再就資訊提供的例子來看，

在許多情況下，解決「不實資訊」的最好方法很可能是透過競爭者來進行查

證，而不是由政府部門告訴消費者什麼資訊才是正確的，因為公部門對於資訊

的判斷受限於諸多難以精確掌握的因素，譬如資訊「相關性」的問題，可能散

布不實資訊者的競爭者會比政府更有能力知道特定資訊是否錯誤，或與消費決

定的相關程度如何。曾如本文前所強調者，一個充分競爭且無不法勾結存在的

市場，任何擬以散佈不實資訊限制競爭或妨礙市場公平競爭者，將提供其競爭

對手一項「見縫插針」的機會，得以利用提供正確或質疑的資訊，提醒消費者

重新思考其消費決定以免受害，並爭取交易機會。

另外，消費者本身也可能是解決不實資訊問題成本最低之一方。以「自誇

性廣告」為例，對於廠商帶有吹噓效果的廣告，競爭法上向來均採較為寬鬆的

評價標準，其主要理由即在於消費者可以輕易判別其自我膨脹的用語而不致被

誤導。
34
另「自誇」往往是廠商促銷產品所難以避免的現象，有時更是行銷創

意的展現，故與其由政府來判斷何種廣告用語已超越合理行銷過程所得使用的

範圍，消費者相對較低的防免成本，是同時兼顧「商業言論自由」與消費者利

益的保護的最適管制作法。

從規範手段成效分析的角度，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另一項從保護消費者立

場出發的管制作為—電話行銷（telemarketing）的問題。美國FTC在2003年針
對電話行銷行為制定了相關的規範原則。在該規則下，消費者若不想受到這類

型電話的騷擾，可以向FTC所建置的資料庫系統來登記。對於已登記的電話用
戶，若業者仍持續進行電話行銷，即有可能因違反該規則而受到處罰。我國公

平會在2005年也制定了「電話行銷案件之處理原則」，但相對於美國，我國是
以比較簡單，主要以規範發話人於電話行銷過程中相關資訊的揭露為主要規範

重點。不過，從選擇的角度來看，電話行銷也可能提供有利消費者的資訊，如

優惠貸款機會等；過度的約束電話行銷同時也剝奪了消費者原可享有的選擇機

會。而就管制手段成本而言，美國的FTC建置該資料庫即涉及很高的行政維護
成本。因此，解決行銷電話騷擾問題，有無可能是由消費者自已把關，不接聽

沒有來電顯示或號碼不明的電話？
35
值得探討。 

34 Louis W. Stern & Thomas L. Eovaldi, Legal Aspects of Marketing Strategy: Antitrust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Issues 375 (1984).

35 如我國公平會所制定的「處理原則」第三點即規定：「事業從事電話行銷行為時，
應將發話人電話號碼或其他足資識身分之資料，顯示於受話人之接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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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低成本避免者」之標準，保護消費者不受市場不實資訊及不公平競

爭手段所害之成本-效率分析方法，其實已明定於美國FTC Act關於不公平競爭
行為的管轄規定中。此一規定是在1994年正式由原先美國FTC處理不公平競爭
行為的政策說明（policy statement），移入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的法條
規定中。依該條之規定，FTC在在判斷行為是否構成「不公平」（unfairness）
時，應判斷以下三項因素：其一、消費者是否受有「實質」（substantial）的
傷害；假設傷害輕微，也可能不會構成違法；其二、因不公平行為所生之損害

無法由競爭的利益及消費者利益所抵銷。這其實是相當競爭政策導向的規定；

其三、消費者本身無法合理避免該不公平行為所生之損害。而能否「合理」避

免，即包含有消費者避免之成本-效益考量在內。

三、競爭政策實現消保目的之功能與界限

相對於消保政策及規範手段之問題與成本，以競爭政策作為實現消費者保

護及福利之主要依據，其可能之優點或功能有三。

首先，可降低執法錯誤之成本。競爭政策既是以競爭方式來促使資訊揭露

或制裁提供不實資訊的競爭者，主管機關即可將規範焦點置於市場結構面的觀

察（競爭或獨、寡占），判斷有無可能期待透過競爭來解決不實與誤導資訊對

消費者產生不利益的問題。筆者認為搜集、分析與市場結構之相關資訊，如營

業額、市占率、及市場中是否存有難以克服的參進障礙等，就其客觀性與正確

性而言，均較判斷與個別消費者主觀消費偏好相關之資訊相關性及程度等要來

得高，而有較低的錯誤成本。

其二、得建立正確的「消費者主權」概念。依筆者個人淺見，所謂的「消

費者主權」，除了積極面的強調維護消費者有效選擇的權利外，也應包括消極

面的要求消費者只要是建立在正確資訊上所作出的選擇，就必須承擔其選擇

的後果。過於偏向強調需求面失靈的消保政策，讓消費者在過度期待國家干預

保護下，有進行事後「投機行為」的誘因。也即消費者對於與資訊正確性或相

關性無涉之消費決定，於消費結果與原先消費者的預期有落差時，基於不對稱

的政策法規保護，其可能有於事後主張該消費是基於某項未被揭露之資訊所為

者的一項「道德風險」。藉由競爭而非國家直接介入的手段，以達到廠商自動

提供正確且與消費者有關之資訊，可以讓消費者於交易之初更加謹慎評估交

易之利益，不要因過度依賴國家的干預保護，而讓自已成為「衝動的買方」

（passionate bu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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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由於我國現行公平交易法同時包含了「競爭」與「消保」色彩的條

文在內，故實務上常見公平會處理了看似非競爭主管機關所該處理的問題。以

競爭政策作為適用與解釋法律的主導依據，有助於提高公平法執法之一致性及

可預測性。

當然，以競爭政策做為實現消保目標的作法，有其力有未逮之處，也即可

能會出現在執法架構上所沒有辦法規範到的界限外案件。第一種情形可能會發

生在雖然市場非常競爭，有利於正確資訊的出現，理論上得採消極不執法的態

度， 但社會上仍可能存在有少數因誤信不實資訊而受害的消費者。譬如即使
貸款市場非常競爭，有銀行、各種金融機構等管道，借貸條件的資訊也十分公

開，但社會上還是不時傳出有人受詐騙集團或地下錢莊所誘，而陷入高利貸的

借貸關係中。對此一部分消費者，競爭法有無介入規範的必要？若無，有無其

他的解決機制？

另一類在理論上可能出現的界限外案件，乃市場雖競爭，但是同時受害者

也很多。學理上較常被談到的例子，即是本文稍早曾提及之具高「套牢成本」

及「轉換成本」之產業。論者有謂，於此類市場中，廠商相較於其他競爭者，

雖不具市場力量，惟一旦消費者進入特定的交易關係後，即便事後發現為該特

定廠商之不實訊息所騙，也可能無法以更換交易廠商的方式來達到制裁不實訊

息廠商的目的，因為消費者有很高的轉換成本、無從跳脫。對此，筆者有一些

不同的想法。首先，一個透過散佈不實資訊套牢消費者, 但也只能讓散佈資訊
廠商取得極些微市占率（假設5％）的市場，其所代表的正是競爭機制促使競
爭者願意提供正確的資訊，而讓市場上其他95％的消費者得不受錯誤資訊的誤
導。至於被套牢的5％的消費者，是否應受競爭法的保護？其問題的本質與解
決方法與上述第一種界限外案件雷同。反之，若一個廠商得以不實資訊套牢市

場中的多數的消費者，則從資訊提供的角度來看，其所代表者，乃市場上並不

存在有足夠的資訊競爭，得以讓消費者進行替代選擇。其在競爭法的意涵，很

可能是「相關市場」的縮小，及廠商「市占率」的增加，進而得被視為是「不

競爭」的市場，而一樣可以在本文所主張的以「競爭」作為規範主軸的架構

下，由主管機關介入檢視。故本質上，這類型的案件，仍是「界限內」的案

件。簡言之，所謂的不具市場力（假設以市占率為標準）的廠商，得利用套牢

消費者的方式，產生在競爭法上足以被關切的消費者損害，與競爭法下的「競

爭」及「相關市場」的概念，實有衝突且值得重新檢視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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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競爭政策實現消保目標，「界限外」案件之可能處理模式

上述第一種「界限外」案件類型該如何處理？選項之一即是不處理，也即

將損害的風險與成本，由受害的消費者承擔，畢竟其所占人數仍屬少數，且可

藉此督促其自我警覺與保護（Buyers beware!）。不過，可預見的是，此一選
項應非政治上或國家於政策制定過程中會被優先考慮者。

不過，即便界限外案件基於政策考量仍有保護的必要時，在本文所主張

的分析架構下，仍應先思考「市場」是否已全然沒有自我矯正的功能。 競爭
法出現的主要原因在於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但其目的並非在取代市場，而

是對市場中的競爭束縛鬆綁後，讓其自由去運作。因此，如前所述，「聲譽」

（reputation）的制裁或許是一項有效但可能較為長期的解決之道，特別是在資
訊發達的時代，任何廠商想必均得重視此一制裁力量。當然，採行此一信任市

場的作法所需面對的風險，即是我們無法排除有些廠商是「打了就跑」（hit-
and-run）的投機廠商，根本不在乎「聲譽」！對此，競爭法所能著墨者有限，
尚有待其他法規，如產業管理法規，透過對廠商退出市場之管制措施，提高其

投機成本來相互配合。

第二種可能的解決方法，即是透過私人訴訟的方式，利用法庭上的辯論攻

防與審判程序，來檢驗資訊是否不實與具誤導效果，其正確性應會高於公部門

的認定，因為訴訟中的當事人對於訴訟成敗的直接利害關係人，必會極盡所

能來協助法院判斷資訊的真偽，以及資訊相關性的問題。私人訴訟的另一項優

點就是主張權利成本的「內部化」，可以抑制當事人投機行為而避免濫訴。不

過，私人訴訟最大的限制應該是個別當事人起訴誘因不足的問題。對此，其實

法律上已有一些配套機制存在，如三倍損害賠償的規定，公平法與消保法裡面

都有，可提高個別消費者起訴的誘因。另外，透過集體訴訟制度，由律師來主

導相關訴訟的進行，可以省去消費者不少麻煩。即便有時候消費者對於訴訟的

勝算沒有把握，而影響其起訴的意願，但也可透過與律師達成勝訴後按賠償金

額一定比例支付訴訟費，即contingency fee來解決。
另外一項對私人訴訟的質疑，則是在於個別原告彼此間可能存有搭對方便

車的想法，換言之，即由別人承擔訴訟之成本，自已享受訴訟後所生之相關利

益。 如果這項負面誘因沒有受到控制，最後可能沒有人願意提起訴訟。類似
這種訴訟利益（如正確資訊的出現，不公平行為的去除等）無法為承擔訴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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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之人全然內部化的負面誘因問題，當然是主張私人訴訟制度者所需面對者。

不過，從理論上來看，此一對私人訴訟中「搭便車」行為的關切，乃建立在所

有消費者對訴訟所產生之外部利益，均賦與相同價值的前提下；但回到本文先

前所提到的資訊「相關性」的問題，顯然對於訴訟所產生之正確資訊的價值，

對不同的消費者可能是有高度差異的。因此，有無意願起訴，可能取決於對正

確資訊賦予最高價值的消費者；對於這群消費者而言，起訴與否，仍在於對其

「個人」而言，其利益是否大於訴訟成本；至於勝訴後的利益會不會外溢到其

他消費者，可能不會是其所關切者。
36

第三個解決界限外案件的方法，就是回歸到公部門的執法。Posner法官曾
提出三項界限外的行為由公部門來處理的可能理由。

37
譬如很多消費者受害的

案件面，在私人訴訟的相關法律原則下沒辦法獲得救濟的，但公部門可以用比

較機動的方式來進行調查及處罰。再者，就專業的程度、證據的證明力及救濟

手段等，行政主管機關不同於法院。法院會比較費時，而行政機關的專業程度

可能會比法院高一點；不論是罰鍰或直接命令停止，或是用行規則等方式來告

訴消費者及廠商如何遵守法規，行政機關可運用的規範與救濟手段也比較具有

彈性。第三個理由就是獨立委員會較不受政治干擾，比較能客觀公正的處理相

關的消費者保護問題。不過，獨立委員會不管怎麼獨立，還是要由行政部門來

任命，而預算也由國會所控制。另外，委員的任期不長，從接管會務、到上手

後，可能又要離開了，所以即便他很獨立與專業，經驗可能沒有辦法傳承。這

也是Posner擔心獨立委員會的專業性及不受干擾性，在現實中難以實現。如果
再加上公部門執法所可能造成私人濫行檢舉的誘因，以及消費者偏好與資訊相

關性的難以判斷等問題，
38Posner還是較傾向於消保問題由法院以訴訟的方式

36 此即經濟學上對於具正面外部效果的公共財，是否必然要由公部門來提供，私人有
無提供公共財之誘因等相關理論之運用。西北大學法學院David Haddock教授，對
於私人提供公共財的可能性，有相當深入的論述。See David D. Haddock, Irrelevant 
Externality Angst, 19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ECONOMICS 3 (2008). 

37 Richard A. Posner,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 Retrospective, 72 Antitrust L. J. 
761, 765 (2005). 

38 於論文中，Posner提到：“A further point is that different consumers have different 
information about particular products and different abilities to absorb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misleading to some consumers is informative to others, and ‘dumbing down’ 
advertising to protect some consumers may increase the information costs of others. So 
while the regulation of labeling and advertising does some good, it also does harm.” Id, at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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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處理較為妥適。
39

筆者個人也同意，解決界限外的部分，是應把競爭政策與消保問題盡量去

脫鉤，在不同的立法目的與不同的法律程序，來做一個妥適的處理會比較好。

即便未來仍期待公平會能在消保政策上扮演一定的角色，仍有必要將公平法現

行具消保色彩的條文於公平法中抽離獨立立法，以避免衝突與混淆。

陸、對我國執行公平法之幾點初步想法—代結論

首先，就「消費者福利」概念，在我國公平法中究處於何種地位的問題，

公平法第一條所提及之「消費者利益」，學者認為，應從「公共利益」而非個

人法益之觀點，解釋為「一般消費者利益」或「消費者整體利益」，而且，係

透過公平競爭所促成者為限，不應與個別消費者在個案交易中的實際利益相混

淆。而在實際操作經濟分析時，福利經濟學上的「消費者剩餘」概念，應可作

為「消費者利益」的具體內涵。
40
據此，我國公平法對消費者福利的看法，應

是採「消費者剩餘」說。至於在實現消費者福利或利益的手段上，則似與本文

所主張以「競爭」作為依歸的看法較為接近。只不過，實務上公平會在處理第

21條與第24條之案件時，仍多集中在資訊本身真實性及行為本身公平性的「垂
直」面判斷，而很少論及二項條文中的「競爭」要件，如訂於第21條「處理原
則」第5點及第6點，要求不實之廣告需在程度上足以引起一定數量的消費者產
生誤認或被誤導等。

至於資訊之「相關性」問題，也即不實資訊對消費者的消費決定而言，到

底重不重要的問題，則更少出現在公平會相關的案件論理中。實務上公平會曾

處分過廠商於廣告中聲稱其電腦內建的晶片模組是市場最低價，但事後發現廠

商因未參考最新出版的晶片市場價格行情報導，而出現不實的案例。但理由中

並未論及，有多少消費者係因相信該電腦的內部零件是最低價而購買之？對多

數消費者而言，影響其消費決定者的相關資訊，究係電腦的「總價格」或是內

部個別零件的價格？廠商若是因一時疏失而未能掌握晶片模組的最新市場行情

而受罰，是否會導致廠商為避免違法，於刊登廣告之初，投入過多的資源去蒐

集一些消費者根本不在乎的資訊，而出現無效率的現象？

在公平法第24條部分，公平會一樣過於集中在判斷行為的「欺罔」效果及

39 Id. 
40 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頁51-52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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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失公平性」，不僅忽略了涉案行為所處市場結構可能都存在有高度的競

爭，可以制衡行為的潛在負面效果，也未能將行為所具有之風險分擔功能列入

考量。不少消保政策上所關心的不公平或顯失公平的行為，其實可能是當事人

間透過契約以達分散未來不可預見之交易風險的安排，特別是契約雙方，對於

在締約之初雙方均無法預見之資訊，彼此透過風險分擔的條款，讓這個契約可

以順利被完成。從消保的角度來看，這類約款可能直覺的會被認定是處於弱勢

一方的消費者，在資訊未對等的情況下所完成者。但是從商業的現實來看，少

了這些約款，可能會大幅增加當事人間的契約協商成本，甚至於讓契約無法完

成，剝奪了消費者透過該契約原可享有的利益。

公平會處理過的關於銀行貸款契約中的「加速條款」是否構成顯失公平行

為的案例，即是很好的說明例子。所謂的「加速條款」乃指銀行於借款予消費

者時，在契約書中針對借款人於未來未能清償其分期貸款及利息，在符合契約

中所定之條件下，銀行得將未到期之債務，視為全部到期，喪失分期付款的利

益。特別是這些條款中若涉及有概括性的條件，如若有「其他情事」足以顯示

借貸人未來「有無力清償之虞」時，銀行就可視為全部到期的約款，即很有可

能被認定為是銀行濫用對消費者相對優勢地位的不公平行為，而被禁止之。

從本文的立論，這類案件可以從以下的角度作不同的思考。事實上，若以

市占率來看，國內金融業者在消費貸款市場中普遍市占率都不高，是一個競爭

的市場，消費者的替代選擇多。再者，對於消費者將來的償債能力，契約當事

人雙方，沒有一方是可以百分百確定的，在此一情況下，未來債務不履行的潛

在風險該如何控管與分散，即會影響金融業者貸款的意願與程度。由於對於借

貸人清償能力於締約後的變化，借貸人是能夠以較低成本得知與加以控制的一

方，我們大概很難期待銀行每天盯著借貸人，監控其平日的消費行為是否會導

致其於未來無法清償貸款。就未來履約可能性而言，借貸人相較於銀行，反而

是有資訊上的相對優勢的一方！從風險分散的角度來看，利用這種不確定條

款，把責任放多一點在消費者身上，也許銀行也比較願意把錢借給消費者，否

則可能會讓銀行在貸款時更加的保守與謹慎，甚至於最後不願意提供貸款。

最後，謹以美國聯邦第9上訴巡迴法院於1997年的一項關於不實廣告的判
決中的理由，總結本文所擬呈現的觀點。法官認為當面對市場上出現可能誤導

消費者的資訊，而需判斷其是否有排除競爭之可能性時，基於資訊的散佈與流

通不論對消費者或對市場競爭均有其不可抹滅的正面效果，再加上法院難以

判斷資訊的真偽，比較妥當的作法是先推定它對市場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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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is）。原告需能舉證證明涉案廣告具有以下六種特質，始有推翻此一推
定而勝訴的可能：1.明顯錯誤（clear false）；2.對於消費者的消費決定是明顯
實質（clear material）的資訊；3.明顯可能會引誘合理的信賴（clearly likely to 
induce reasonable reliance）；4.廣告是向對主題不具知識之買方所為（made to 
buyers without knowledge of the subject matter）；5.廣告資訊的散佈持續相當
時間（continued for prolonged periods）；且6.無法由競爭者來加以平衡或抵銷
（not readily susceptible of neutralization or other offsets by rivals.）41

第6點清楚地
呈現了本文所提及之資訊「相關性」，避免誤導的可能性及最低成本避免者、

以及競爭者透過競爭對不實資訊所可發揮之矯正功能，對思索如何在競爭政策

的架構下實現消保政策目標，實具相當之啟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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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ginning with the debate on the meaning of “consumer welfare” in antitrust 
law, this paper intends to discuss the different functions provided by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policies in the furtherance of consumer welfare. It will 
show both the harmonization of the two policies in fulfilling the goal as well as 
their conflicts. This paper endorses the view that “competition” should be the main 
concept underly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evaluation of whether consumer 
welfare has been decreased by acts under review in both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policies. In conclusion, I consider the feasibility of relying on market 
force, private litigation, or public enforcement to resolve cases fall outside this 
framework and make preliminary policy suggestion to the enforcement of the Fair 
Trade Law with respect to this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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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陳院長榮隆（輔仁大學法律學院）

主持人林委員、報告人陳委員、劉教授、評論人鄭董事，以及各位先進大

家好，今天回到公平會非常高興，看到我們辦的研討會這麼多人參加，因為研

討會最怕的就是出席的人少，設宴容易請客難，今天看到這麼多人很高興。

今天討論的議題，就公平法跟消保法兩邊的一個關係，事實上這是一個非

常有趣的問題，因為消保法在第1條就強調它是為了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
民消費生活的安全，跟提高國民消費的生活品質，來制定消保法，公平法也在

第1條講說，它是為了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
安定繁榮，而制定公平法，所以兩邊一個很大的交集就是在消保的部分，我們

知道公平法一般稱它是經濟憲法，或者稱它為競爭的基本法，那消保法我們稱

它為消費者保護的憲法，所以兩個的位階都是相當相當高，也就是一個是消保

的根本大法、一個是維護公平競爭的根本大法，這兩個位階都這麼高的時候，

當兩個互相重疊、競合的時候，到底應該哪一個優先？非常非常麻煩的一件事

情，大家一定會講說，假如它是跟交易秩序有關的，應該是依公平法，如果它

是偏重在消費者保護的時候，那應該是依消保法，可是具體個案上面是非常非

常困難，一般而言通常會認為說，具體個案只是一個消費個案的話，應該是消

保法的問題，但是跟整個交易秩序有關的時候，才會是公平的問題，也就是一

個是林、一個是樹的問題，見林見樹的問題，但是當樹在一起的時候，它就變

成林了，所以這兩個在判斷上往往相當困難，也就是剛剛劉教授所講的問題，

你到底是不是看到一棵樹的時候稱它為樹、看到兩棵樹的時就稱它為林，那看

到三棵的話就稱它為森，那看到五棵才叫森林，所以這會是一個相當有意思的

問題，像以往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案例就是Gordon的事情，快閃五十幾秒，那
個案子當時在消保上面，Nike是跟消費者達成協議，可是後來公平會還是去處
分這個案子，Nike都已經跟消費者達成最後的和解，為什麼公平會還要去處分
這個事情，可能這個案子是牽涉到不是只有一個人，而是很多人的問題，可能

跟交易秩序就有點關，公平跟消保，它們在很多情況下是相輔相成，甚至在很

多同樣理念的地方是相得益彰、相映成輝，但相反的在有些地方，他們又相生

相剋、相互衝突，所以這是一個相當有意思的問題，我看兩篇大致上最後的結

論都有點接近，就是說它們在融合交織的情況之下，應該可以分進合擊，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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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聯合戰力的一個作用，因為我看陳教授最後還是提到界線外糾紛的處理，

大致上整個結論就會跟劉教授的結論非常非常接近，雖然陳委員在分析上面來

講，他最後還是比較傾向是一個競爭政策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他還是

認為競爭政策當它有極限的時候，還是可以透過相當的機制來配合，而使這個

變的更好。

我想這個消費者福利、消費者利益，在保護上來面來講，就消費者保護方

面來看，是愈多愈好，其實縱使是離開了消保法，還是有很多我們民法上的基

本理論可以去解決很多消保的一些問題，只是消保它會是一個特別法的位階，

在處理上面會有更多一些保障，再看陳委員這篇報告的時候，我就覺得非常精

采的就是說，它把經濟法的精神完全充分的顯現出來，也就是它裡面做了很多

經濟分析，也包括它整個，不管是在供需理論的理論去看它，或者是在成本

的效益上面，或者是在風險的控制上面，都把這個問題做了一些相當深入的

分析，我想這是非常非常佩服的地方，中間也提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

說，究竟是一個競爭政策？還是一個消費政策？我們知道我們的消保法規範之

下，我們的消保會事實上是一個有將無兵的單位，我們的消保會主要是在做

一個政策的擬定，還有整個消保工作的分工協調，，所以在消保法第6條規定
說，有關本法的主管機關，在中央是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以不是消保會，

消保會不是主管機關，是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才是，在這種情況之下，你要期

待這個單位去發揮非常大的功能，這是不太可能的。我記得當年我在公平會的

時候，我們曾經去訪問幾個國家，有些它們在消保的編制上是多到很嚇人，幾

千人都有的，那以我們目前的消保會，由原來的23人到現在30多個，這麼少的
人確實它是很難去發揮這些功能，所以大致上只能在消費政策上去做一個擬

定，但是這邊就會產生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就是說我們的消保主管機關是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可是這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常也是我們產業政策的決定機

關，所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時，是消保的主管機關，同時也是產業政策的機

關，所以這種形之下就會讓它的角色有點混淆，這時候再加上一個競爭政策的

主管，所以這種情況之下可能就會發生這3個政策彼此之間杆格的一些問題，
我想這是一個在解決這些問題上面，另外在我國另外一個可能比較難以兼顧的

一個部分。

陳委員的這篇文章，它最後還提到一些有關我們在公平法執法上面的一些

看法，我看劉教授的部分後面也提了一些，事實上這是一個相當有意思的問

題，也是未來公平會可能必須面對的一些問題，我想這篇報告，我主要是評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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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那邊，剛剛可能你們兩個都報告了，交織了很多，所以有些地方也提到了

劉教授的這一部分，事實上這篇文章不但在學理上有很大的貢獻，在未來應用

上面也有很大的貢獻，我記得以前年輕的時候喜歡看古龍的小說，古龍的小說

經典就是流星蝴蝶劍、天涯明月刀，每個地方都讓人覺得峰迴路轉、引人入

勝，這次看陳教授這篇文章，它是消費者福利、消費者保護及競爭政策，看起

來有點像流星蝴蝶劍的作品，內容一樣是精采，所以對這篇文章予以高度的肯

定，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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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爭議與公平交易法

劉姿汝
＊

中文摘要

公平交易法第一條的立法目的下規定：「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

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特制定公平交易法。」由此條的規定

可知「消費者利益」的維護乃是公平法的立法目的之一。惟，在公平法下要如

何思考消費者利益？本文從公平法下對於消費者利益之評價開始討論，進而探

討公平法應從何種角度介入消費者爭議，才符合「正當性」及「必要性」，以

探討與消費者保護法規範間之整合。

關鍵詞：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消費者利益、消費爭議、相對優勢地位

壹、前言

一、問題意識

消費者與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平法」）間之關係，首先會意識到的

是公平法第一條立法目的中前段所示：「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

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特制定公平交易法。」由此條的規定可知

目　次
壹、前言

貳、消費者利益與公平交易法

參、消費爭議

肆、消費資訊與消費者契約

伍、結論

* 劉姿汝為中興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本文特別感謝與談人鄭優董事長以及當日給
予寶貴意見的各位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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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利益」的維護乃是公平法的立法目的之一。惟，在公平法下要如何思

考消費者利益？如何將其落實於公平法的適用與競爭政策之中？

此問題乃起於，在台灣的競爭政策與消保政策可謂採分離制度，各有獨立

法規與專責主管機關
1
。當然，這並非意味公平法不能介入事業與消費者間之

爭議，畢竟，公平法所規範的主體及客體各為事業及其事業活動，事業活動當

然包括事業與事業以及事業與消費者，所以若與消費者間爭議涉及競爭秩序，

當然必須受到規範，但若與競爭無關之部分，公平法是否有介入之必要？或

者，同時為公平法及消保法所規範的部分，在考量目的性及效率性等方面，考

量是否可以進行有效的整合則有待商榷。從公平法的角度，主管機關公平會應

該如何介入消費者爭議，才是最為適當，是公平法與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

「消保法」）及其主管機關執掌範圍相互整合的重要課題。尤其以日本為例，

一直缺乏相當我國之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以下簡稱「消保會」）專責消費者權

益之中央級的獨立主管機關，因此映各界之期待及配合政府組織再建，消費者

廳及消費者委員會終於在今年（2009年）9月開始運作2
，希望將本來散於各不

同行政機關所管之消費者權益的部分，能夠因此有效整合。而這其中與日本公

平會最為直接關連部分是，將向來是其業務最大宗之廣告問題，隨同法規也就

是「不當贈品及不當表示防止法（一般簡稱「贈品表示法」）」
3
，以及人員

30名左右全部移轉至消費者廳，讓日本公平會同時有放下重擔卻又擔心的複雜
情緒

4
。這也提供我國重新反思的機會，本文乃嘗試從公平法的立法目的為出

發，來探討公平法應該如何介入消費爭議。

二、研究方法

首先，本文將從公平法第一條的立法目的談起，探討本條中的「消費者利

益」應該如何評價，否則無從瞭解公平法該如何介入消費爭議。再進入到消費

1 公平法的主管機關是公平會，在實務上，公平法可謂是主要以透過公平會的運作，
公法性質較強的一部法規。相較之下，消保法的主管機關在中央是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以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消保法第6條規定），可以對違反消保法的企業經
營者追究行政責任，但其所規範的方式還是以民法特別法的特質較重。

2 請參考日本消費者委員會網站所公告之消費者廳及消費者委員會的消費者行政關係
圖，http://www.caa.go.jp/soshiki/caa/index.html，最後瀏覽日：2009/9/11。

3 日文全名為「不当景品類及び不当表示防止法」，一般日文簡稱「景品表示法」或
「景表法」。

4 小島寬明，「花嫁の父」，公正取引，第707期，72（2009）。以「新娘父親」為
題，形容日本公平會的心情，十分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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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的介紹，知悉現行消保法之下對哪一些消費爭議進行規範以及規範的方

式，一方面瞭解這些問題中有哪一些可能與公平法有關，也後續瞭解是否可能

透過消保法即可解決的無關競爭秩序，可以不需公平法介入的問題；。本文以

其中「消費資訊—不實廣告」以及「消費者契約—公平法第二十四條的介入」

兩方面來作具體分析，最後進入結論。因為同時論及公平法及消保法，公平法

對規範之對象稱「事業」，而消保法是稱「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本文

將視討論之法規交叉使用「事業」與「企業經營者」之名稱。

貳、消費者利益與公平交易法

為探討公平法的角度下應該如何介入消費者爭議，應先從探討公平法是如

何定位「消費者利益」開始。在前言中已述，「消費者利益」為公平法第一條

立法宗旨中明文規定所維護的法益，但究竟在公平法的角度該如何維護消費者

利益，從以下幾個不同的學說觀點進行來探討。

一、間接嘉惠的利益

由於公平法的本質為競爭法，因此應以維持自由、公平的競爭秩序為主要

目的。所謂「競爭」，公平法第四條將其定義為：「本法所稱競爭，謂二以上

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 、數量、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
之行為」。尤其，在我國是屬於消費者政策與競爭政策分離

5
，並另有消費者

保護法及獨立的消費者行政機關，因此，公平法似無直接擔任消費者保護法規

角色的必要。

公平會本身的看法似乎也認為，公平法是透過對於事業「限制競爭」與

「不公平競爭」之規範，以公平會為主管機關，並規定相關行政、刑事及民事

責任。整體而言，公平法的施行可使事業經營者立於公平基礎上從事競爭，進

而提高事業經營效率，以促進整體經濟資源之合理分配，同時透過公平合理的

競爭，使業者能以「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的方式，提供商品或服務，間接嘉

5 松本恒雄，「日本における消費者行政の一元化と消費者庁の構想——従来の消費
者行政の問題点と今後の方向性」，政治大學東亞地區消費者保護法制之比較研究
國際研討會，8，2008.09.25。提到世界各國消費者政策與競爭政策、主管機管等，
有些國家是採統合方式，有些則採分離方式。日本目前是採分離，我國亦屬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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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消費者
6
。這樣的說明可謂是放在「競爭法」的角度下來看待消費者利益，

不是將其獨立地與競爭秩序維持的本質目的並列
7
。至於當消費者利益與事業

在市場上自由競爭之利益不能兼顧時該為如何？則認為應從維護競爭制度與功

能，以及整體經濟利益之觀點予以衡量取捨
8
。此在於競爭法的本質下，應是

一個值得贊同的見解。

二、直接利益

相較於前者之間接利益概念，則亦有認為在公平法之下，應將「消費者利

益」單獨考量，視為直接利益者。例如，在本文後段所論及的金融業於消費性

商品貸款契約書不當約定加速條款及概括條款的案例，被處分的金融業在高等

行政法院提起行政救濟時，高等行政法院即認為：「公平交易法第1條規定：
「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特

制定本法．．」，是公平交易法之規範目的，除維護交易秩序與確保公平競爭

外，並在於維護消費者利益，雖非一切交易行為有不公平之處，即可為公平

交易法之規範對象，但事業與消費者從事交易時，其交易手段嚴重影響消費者

利益，即難謂無公平交易法適用之餘地
9
。」此一見解似可解讀為將公平交易

法的立法目以「維護交易秩序」、「確保公平競爭」，以及「維護消費者利

益」，三者並列存在。但這將造成當事業與消費者從事交易時，其交易手段損

害消費者利益的問題，不論是否與競爭有關，皆可由公平法介入及規範的結

果。此與前述將消費者利益視為間接嘉惠之利益，在維護競爭秩序的視野下達

到維護消費者利益，截然不同。本文認為，這樣的見解，恐怕會引起公平法介

入太多與競爭本質無關之事業與消費者間之消費爭議。

三、日本獨占禁止法下的「消費者利益」

6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12版，4，台北，自版，2009
7 請參考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與保護之法益—第一條之詮釋」，公平交
易季刊，81年創刊號，5，1992。文中提及公平法第一條揭示其立法目的時，之所
以有「維護消費者利益」之規定，是因為於立法院審議時，立委認為公平法具有保
護消費者之目的與作用（當時還尚未有消保法），因此將此意旨表現於條文中。但
廖教授認為，基於有此規定，雖然解釋公平法之相關條文與以及主管機關行使職權
時，應特別考量維護消費者利益，但其並非唯一保護之利益，而應併予重視。

8 廖義男，同前註，5、6。
9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字第161號判決。高等行政法院對於相關數件有關金融
業之加速條款案件，皆揭示相同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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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獨占禁止法第一條規定：「本法的目的是，禁止私的獨占、不當交易

限制及不公正交易方法，並防止事業支配力的過度集中，並藉由排除以結合或

協議等方法不當限制生產、販賣、價格、技術及其他一切對事業活動不當之拘

束，促進公正且自由之競爭，讓事業得以發揮創意、繁盛事業活動、提高雇傭

及國民實際所得，因而確保一般消費者利益的同時，促進國民經濟之民主健全

的發展。」比我國公平法第一條來得冗長的立法目的中，同樣提及了「消費者

利益」的確保，然而應該如何定位之，日本學說及實務界亦有不同的看法。

在學說上
10
，關於獨占禁止法的直接目的，是第一條中所指的：「禁止

私的獨占、不當交易限制及不公正交易方法，並防止事業支配力的過度集

中，……排除……對事業活動不當之拘束」即對於限制競爭及不公平競爭之

規範，以及「促進公正且自由之競爭」，幾乎沒有反對意見。但對於「消費者

利益」究竟該如何視之，有稱其為「極致目的（日文稱『究極目的』）」。但

何為獨占禁止法之「極致目的」，，以及此「極致目的」與「直接目的」之關

係，則有不同見解。

大致可分為三種看法：第一說認為「事業得以發揮創意、繁盛事業活動、

提高雇傭及國民實際所得」、「確保一般消費者利益」、「促進國民經濟之民

主健全的發展」三者並列為「極致目的」，而此三者可謂是實現直接目的「促

進公正且自由之競爭」之「結果」。第二說，主張「確保一般消費者利益」、

「促進國民經濟之民主健全的發展」是極致目的，而「事業得以發揮創意、繁

盛事業活動、提高雇傭及國民實際所得」則是透過「促進公正且自由之競爭」

所實現的「經濟成果」或「競爭政策的利益」。第三說則認為「促進國民經濟

之民主健全的發展」是獨占禁止法的極致目的，且進一步主張若「確保一般消

費者利益」與「促進國民經濟之民主健全的發展」間發生衝突時，應以後者為

優先。一般認為第二說是較為符合第一條條文意旨之通說。在實務上，雖然第

一、二說皆有判決支持，但仍以第二說為較多數。

至於「直接目的」與「極致目的」的關係為何？以第二說而言，尚可分成

消極說及積極說。消極說中有認為：「確保一般消費者利益」與「促進國民經

濟之民主健全的發展」之間並非相互對立，而是互補且融合，而實現競爭政

策時，結果而言可以期待其達成，是屬「結果說」（和上述學說的第一說性質

10 有關日本學說對於「消費者利益」在獨占禁止法上之評價，請參閱深津健二，現代
経済法と消費者参加，21以下，1994。以及土田和博、岡田外司博，経済法，2以
下，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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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而另一種「反射利益說」則認為「消費者利益」不過是「保護公益的

結果下所生的反射或事實上的利益」。相對地，積極說則是認為，應把消費者

利益置於更為積極位置，也就是將直接目的與極致目的，「整體且統一」的理

解，更為一體化。

四、小結

其實，所謂「消費者利益」不論是被置於「間接目的」或「直接目的」；

甚至於日本學說的「極致目的」下所衍生出種種不同的見解。本文認為，即

使消費者利益與促進公正且自由之競爭應整體、一致的考量（如前述的積極

說），消費者利益都不應該從競爭法的角度下，成為一個單一獨立被考量的要

素
11
，也就是不會因而成為直接目的。

消費者亦是市場的一份子，所以從競爭法的角度無法割捨對消費者的考

量，但應必須是從競爭秩序下考量消費者的存在。而在消費者保護的角度下，

則是從各種可以對保護消費者利益有作用的法規及其運用，來達到維護其權

益的目的，包括可以透過競爭法規
12
。現在的消費政策，可以從利用市場的力

量，讓好的事業得以延續發展，淘汰壞的事業。換言之，誠實的事業讓不誠實

的惡質事業從市場消失，誠實的好事業也能因而獲益。這樣的消費政策下，好

的事業將會與消費者站在同一邊，是可以達到事業與消費者雙贏（win-win）
的結果

13
。所以，從這個角度，消費者政策與競爭政策是很接近的

14
。

參、消費爭議

一、消保法下的消費爭議類型

所謂消費爭議：在消費者保護法第二條第四款的定義為：「指消費者與企

11 伊從寬，「取引上の優越的地位の濫用と規制の検討」，国際商業，480号，
59,2008。認為各國競爭法中並未將「消費者利益」置入規範對象行為之形式或實質
要件。

12 消費者的利益（或言「消費者主權」）可以透過競爭政策這個手段而達到某些部分
的實現。從此點，公平法可以是保護消費者利益的法規之一。

13 松本恒雄，「最近の消費者保護の動向とバイヤーズガイドの意義」，あいおい基
礎研review，2号，75，2006。

14 松本恒雄，「日本における消費者行政の一元化と消費者庁構想—従来の消費者行
政の問題点と今後の方向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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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爭議。」以消保法所規範之消費爭議類型，

從消保法第七條至第二十六條觀之，共分為：（一）商品製造人(與服務提供
人)對商品、服務在健康安全的問題。（二）定型化契約問題。（三）特種買
賣。以及（四）消費資訊等部份。

15

消保法所規範的消費爭議類型中：（一）是屬於與安全性，由消保法（或

民法）以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責任等手段來達到解決爭議之目的。而（二）的

定型化契約的部分，在消保法中則是以契約成立前讓消費者有瞭解契約內容

的審閱期規定，以及契約成立後，為調整此種契約類型對於消費者的不平等，

則以認定契約條款有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等情況時，為無效。

（三）的特種買賣，在郵購及訪問買賣的部分是透過猶豫期間的方式，給予消

費者於期間內有無條件的法定契約解除權；現物要約方面，則是消費者對於未

經要約而郵寄或投遞之商品，消費者不負保管義務，且無締約義務；另外，對

於分期付款方面，則是要求契約以書面之要式方式為之，並有應記載之事項。

（四）的消費資訊部分：企業經營者所為之廣告，主要是要求其應確保內容之

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另外，在商品、服務之標

示、保證責任及包裝方面，亦力求企業經營者善盡相關責任
16
。

二、公平法角度下的消費爭議

現行之公平法對於所規範之行為類型分為一、限制競爭之行為：包含濫用

獨占力、結合、及聯合行為。二、不公平競爭行為：則有約定轉售價格、妨礙

及限制競爭之虞行為、仿冒行為、不實廣告、破壞他人商譽、多層次傳銷以及

其他概括行為。在限制競爭的部分，聯合行為與事業結合並未直接與消費者交

易有關
17
，但濫用獨占力的部分，如第二款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

決定、維持或變更，有可能發生於與消費者契約之間。至於不公平競爭的行為

15 日本學者將日本的消費者問題非為五大類：一、安全性問題。二、品質機能問題。
三、不當的交易態樣、契約締結過程問題。四、消費者信用問題。五、投資交易問
題。前三者屬於典型的消費者問題，後兩者則屬於新型的消費者問題。瀬川信久，
「日本における消費者の進展と法理」，政大東亞地區消費者保護法制之比較研究
國際研討會，7，2008.09.25。

16 有關消保法所規範之企業經營者行為，請參考馮震宇等著，消費者保護法規解讀，
71以下，2005。

17 聯合行為與事業結合只要發生於事業與事業之間，但其結果仍會對於消費者產生影
響。在聯合行為方面，例如競爭事業間聯合漲價，消費者及蒙受價格上漲之不利
益；而事業間的結合會改變市場結構，對消費者亦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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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中，可能直接與消費者交易有關的則是例如第十九條的有妨礙及限制競爭

之虞行為中，以威脅、利誘或其他不當之方法爭取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用

高額贈品贈獎吸引消費者消費即是。此外，與消費者最密切的不外乎是不實廣

告，這也是公平法中最直接也最多多與消費爭議最有關係的問題。而公平法第

二十四條，則是由於其構成要件之性質下，造成公平會在實務上有許多依此條

介入事業與消費者間爭議的情況。

由於本文是從現行消保法的所規定的消費爭議為出發，來討論公平法對此

等爭議是否有介入之必要，所以會以消保法的消費爭議作為探討的問題。公平

法應該如何介入消費糾紛，除了前面第貳部分從公平法對「消費者利益」的

評價外，還可以探討公平法具體上能夠從什麼角度協助消費者利益的維護。談

到消費者主權，美國1962年甘乃迪總統所發表的著名「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Protecting the Consumer Interest March 15 1962」提到消費者有「安
全的權利」、「知的權利」、「選擇的權利」以及「被傾聽的權利」。這樣的

消費者主權即使在今日，都是同樣重要。有關於安全或健康的權利，除了如消

保法第七條至第十一條之規定，透過事後的損害賠償責任外，政府亦必須在事

前做好檢驗等把關工作，讓類似三聚氰安或含砷食用油等事件能夠防範於未

然。而消費者意見能被傾聽，則需要給予消費者有參與消費政策的權利，亦夠

有參與決定交易條件的權利。而「知的權利」以及「選擇的權利」則是能夠透

過競爭法的運作達到維護的目的。透過公平法，讓消費者能夠獲得正確且充分

的資訊，並進而能夠自由且正確地做出交易的決定，「知的權利」可謂是「選

擇的權利」的前提，要前者獲得確保，後者始能獲得維護
18
。

三、小結

消費者的爭議問題有很多種類，先從消保法中瞭解其規範內容，再探討公

平法實務上是否有介入一些消保法已規範之行為，那麼從公平法的角度，公平

會有無介入之正當性、及必要性？以下將具體聚焦於消費資訊及消費者契約的

部分探討這樣的問題。

18 深津健二，現代経済法と消費者参加，28，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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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消費資訊與消費者契約

如同前面所論，從公平法的角度，可以透過公平法對事業的規範達到確保

消費者有關「知的權利」以及「選擇的權利」。具體落實於消費爭議的解決

上，現行的公平法以及公平會的運作下，對於在消費資訊以及消費者契約的問

題，是能夠介入進行規範的。所謂消費資訊，是指消保法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

六條的部分，而其中與公平法叫有關係的是「廣告」部分，因而以下將以廣告

問題作為討論重心。至於本文所指「消費者契約」，是指事業與消費者間之契

約，在消保法中雖然包括有定型化契約及特種買賣，但公平會實務上多以介入

「定型化契約」較多，本文亦以「定型化契約」的部分為主。

一、消費資訊---由不實廣告談起

廣告，是事業用來引起消費者與其交易之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但若讓消費

者在決定是否交易之前（選擇交易之前），正確的交易資訊（知的權利的確

保）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廣告內容，將嚴重影響消費

者之權益，尤其是在銷售通路多樣化的現今，像郵購買賣之類消費者無法事前

檢視商品就成立買賣之方式，正確的廣告資訊尤其重要。

（一）公平法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

不實廣告可說是公平法中與消費者最有直接關係的違法行為類型。公平法

對於不實廣告的規範主要在於第二十一條
19
。公平法第二十一條中，是以第一

項為規範之重心：「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使公眾得知之方法，

對於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

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不實或引

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由第一項規定可以得知本條所規範之客體主要是為

「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表徵」；而主體則是為此等表示、表徵
20
之「事業」。而第三項規

19 但礙於公平法第21條之構成要件，不實廣告的案件亦時而需適用第24條，在比較廣
告的情況甚至尚有需要適用第19條及第20條的情形。

20 有關「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以及「表示或表徵」可參考公平會「處理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一條案件原則」。以及劉孔中（2000），論欺罔與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標
示或廣告，公平交易季刊第八卷第二期，頁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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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前兩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以示規範對象包含商品及服務的廣

告。

此外，公平法第二項另有規定：「事業對於載有前項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表示之商品，不得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規範對載有不實廣告之商品、

服務（第三項）進行流通之事業。

至於第四項規定：「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情況下，仍製作或設計

引人錯誤之廣告，與廣告主負連帶賠償責任。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其

所傳播或刊載之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仍予傳播或刊載，亦與廣告主負連帶賠

償責任。」可知廣告代理業及廣告媒體業雖然常被認為是不實廣告之共同行為

人，但其僅負民事責任
21
，而無行政責任。　

 然而，公平法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目的，並不僅止於提供消費者資訊，
置於「不公平競爭」的行為類型之一，其更為重要的意義應該是維護「公平競

爭」之目的。所謂公平競爭
22
，在規範不實廣告的目的中，則應著重於確保競

爭手段的公正性
23
，規範事業不得以虛偽不實之廣告內容，引起交易相對人之

21 對於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一條之不實廣告行為，其行政責任規定於同法第四十一條：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
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逾期仍不停止、改
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
更正措施，並按次連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
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並且依公平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六條之規定，公平會得
命違反公平法第一項及第三項之事業刊登更正廣告。至於民事責任方面，則有公平
法的三十條至第三十一條之規定，包含除去、防止侵害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

22 在日本，相當於我國的「不公平競爭」，在獨占禁止法中的「不公正的交易方法」
中所保障的公平競爭，從1982年獨占禁止法研究會所提出的「有關不公正交易方法
之觀念」以來，一般通說都以該報告所提出的三種應被保護的公平競爭狀態為內
容，包括：(1)自由的競爭：不妨害事業間自由的競爭及事業參加此等競爭(2)競爭手
段的公正性：自由的競爭須來自以價格、品質與服務為中心（能率競爭），而維持
自由之競爭秩序(3)確保自由競爭之基礎：交易主體對於有關交易之承諾與否及交易
條件，須在自由且自主的判斷下進行交易，以保持自由競爭之基礎。無論欠缺以上
何者，都會對於競爭秩序產生負面影響，具有「公正競爭阻礙性」。而「不公正的
交易方法」中的行為類型即至少欠缺其中一種或數種之公平競爭狀態，而不實廣告
之行為應屬其中之欠缺競爭手段的公正性，換言之，此等行為類型屬不公正的競爭
手段。參考岸井大太郎、向田直範、和田健夫、內田耕作、稗貫俊文，經濟法—独

占禁止法と競争政策，（第4版），183，2004。
23 參閱川井克倭、地頭所五男，Q&A景品表示法—景品・表示規制の理論と実務（改
定版），19，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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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達到不當地引誘其與自己交易之目的
24
，而破壞與競爭者間之競爭。因

此，會影響與競爭者間之競爭之所有不實廣告行為都應該受到規範。而不實廣

告之規範所強調之「公平競爭」，除表彰公平法之規範競爭秩序之特色外，更

是突顯公平法與其他規範不實廣告之法律間規範目的不同之重要所在。所以，

舉例言之，甲事業與乙事業具有水平競爭關係，兩者的商品的都是75分，甲事
業的廣告據實呈現75分，乙事業卻在廣告上為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表示、表
徵營造85分的假象，這樣的行為，讓交易相對人吸收錯誤的消費資訊進而為錯
誤之交易決定，甲事業靠不實廣告的不當手段爭取交易機會，事實上即破壞了

與乙事業間之公平競爭。這樣的例子下，從交易相對人消費者的角度而言，公

平法的規範可以讓消費者因而得到正確的消費資訊。所以，不實廣告的規範，

就垂直關係而言讓交易相對人可以透過正確的消費資訊做適當的交易選擇，而

水平關係間可以達到競爭者間公平競爭的目的。

（二）消保法中的廣告規範

消保法中直接談到廣告問題的是第二十二條以及第二十二條之二。消費者

保護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

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以及第二十二條之一：「企業經營者對消

費者從事與信用有關之交易時，應於廣告上明示應付所有總費用之年百分率。

前項所稱總費用之範圍及年百分率計算方式，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是針對多發的消費者信用爭議問題加以增訂的條文。

第二十二條的規範目的，在前段雖提及企業經營者必須確保廣告內容的真

實，但比起公平法是直接針對廣告的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消保法第二十二條

的重點似乎應是在確保消費者能夠享有企業經營者在廣告中所表示之內容，以

確保消費者之權益。有關本條，有論者認為此規定下，係以廣告內容拘束企業

經營者，在此範圍賦與廣告具要約之效力
25
。但廣告究竟是「要約」還是「要

約引誘」，向來在民法契約的角度下即有不同見解的討論，是否因為消保法第

二十二條的規定即弭平爭議，恐怕是未必。有一汽車廣告案件，某汽車經銷商

於平面媒體之汽車購買指南廣告上刊載：「新車原價為50.9萬，以半價價額新

24 運用各種手段、方法吸引顧客與自己交易乃競爭之本質，唯有當手段方法被認定為
不當之競爭手段時，始具有違法性。有關以不當的交易方法吸引顧客之行為與競爭
法間的關係，請參考實方謙二，獨占禁止法（第4版），379，1998。

25 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上冊），53，台北，自版，修訂版，2004。稱廣告具有
「要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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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25萬元出售，另可再享36期0％利率」之內容，消費者執此內容要求汽車
經銷商依該售價出售，不料該汽車經銷商卻以該廣告僅為吸引消費者向其購車

之宣傳手法，從而拒絕依照廣告所刊登之車款價額出賣給消費者，消費者提起

消費訴訟，要求車商履行契約
26
。對此一糾紛，一審法院認為原告（消費者）

於系爭廣告就買賣契約必要之點（即買賣標的物、價金及付款方式）已為意思

表示，處於一經承諾即能明確締結買賣契約之狀態，系爭廣告屬要約性質，原

告（消費者）據系爭廣告為承諾後，兩造間之契約即為成立，作成：「企業經

營者應根據廣告內容所標定之價款給付一輛新車給消費者」之判決，法院對此

一汽車廣告明顯認定為要約。但同案上訴審，法院卻持完全相反見解，
27
在判

決理由中陳述：「至企業經營者刊登廣告招攬消費者消費，該廣告之性質究為

要約抑或要約之引誘，現行法並無明文規定，此時應參酌前述原則，解釋當事

人之意思而定之。以本件而論，系爭廣告係針對汽車而為，依一般人之生活

經驗，同款汽車之價格往往因配備、規格不同而異，此等細節如未能議定，即

難確定最後交易價格，而配備、規格等細節，輒須消費者與車商交涉、磋商；

況汽車為高單價商品，常須搭配金融機構之貸款以為價金之支付，應買者之信

用、資力，實為車商注重之交易條件，衡諸此等汽車交易之慣例，上訴人主張

伊刊登系爭廣告，並無以系爭廣告為要約，而應受拘束之意等語，堪予採信。

又系爭廣告刊載於報，其內容隨該報之發行而廣為不特定多數閱報人知悉，如

謂該廣告為要約，極易發生承諾者超出上訴人履約能力，而引發債務不履行之

情事，此顯為立法者在制訂民法第154條第2項時所欲避免之狀況，參諸前開說
明，應認系爭廣告與價目表之寄送，性質上甚為相近，系爭廣告之性質，應解

為要約之引誘。」可以見得上訴審法官是以民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但書為

據，認為廣告是「要約引誘」，在本案契約因而並無成立，消費者敗訴。

那麼，究竟該如何解釋消保法第二十二條之效力？本文認為，依一般學說

還是比較偏向將廣告認定為「要約引誘」，
28
至於消保法第二十二條的規定，

26 台北地方法院簡易庭95年度北簡字第19395號判決。
27 台北地方法院95年度簡上字第511號判決。
28 廖義男，消費者保護法與公平交易法關於廣告與標示規範之競合，律師通訊199
期，頁20。其論到廣告不適合為「要約」，是因為在此狀況下得依消費者為「承
諾」而成立契約，雖然在此情況下若企業經營者為不實廣告即須負債務不履行責
任，可達到消保法第二十二條之規範目的，亦可嚇阻企業經營者不敢恣意為不實廣
告。但廣告之對象為不特定且人數難以控制之消費者，若廣告為要約，企業經營者
之責任將因而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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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認為使廣告成為契約內容，是該條規定之法定效力，也就是因該條之規定使

廣告能因而成為契約內容之一部分，而非使廣告成為「要約」
29
。此種見解一

來使廣告仍屬「要約引誘」的同時還能將其依消保法第二十二條的法定效力使

其成為契約內容的一部分，應是較為妥當。進一步言，企業經營者在消保法第

二十二條的規定下，契約成立後即必須承擔廣告內容成為契約內容一部分之契

約責任，應會讓企業經營者因此對於廣告內容更為謹慎，而可以促使其達到二

十二條前段所希冀之「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之目的。

（三）公平法與消保法對於不實廣告規範之調合

1.兩者的相異與調和
關於廣告問題，在消費者的立場，不論是公平法或消保法皆能對於保護消

費者不受到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侵害有所助益。但兩者規範的角度及效果卻

有所不同。

從公平法的角度，是為維護公平競爭，不實廣告讓交易相對人（包括消費

者）對商品或服務產生誤認下，做出不當的交易選擇而影響競爭秩序，因此透

過主要以公平會之行政處分，要求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並可課處罰鍰，讓事業不再為不實廣告，消費者當然也因此不用再受不正確消

費資訊之害。而消保法的角度，是確保消費者因為廣告的引誘而與企業經營者

成立交易契約者，能夠確實讓廣告內容落實於契約之內，而非廣告用一套吸引

消費者，等消費者上鉤，成立的契約內又是另一套。當然，消保法亦有行政監

督以及追究企業經營者行政責任的部分，所以透過消保法亦可能從保障消費者

權益的角度，對不實廣告之企業經營者為行政規範。

所以，公平法與消保法對於廣告的規範是可以相互調合，對於消費者權益

在廣告問題上從不同角度有更完整的保護。公平法雖然從維護公平競爭目的出

發，但其效果上可以達到上消費者免受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廣告之誤導，在

交易之前可以享有正確的消費資訊，做出正確的交易選擇。而消保法則是能讓

消費者在契約成立後可以確保廣告內容落實於契約。公平法規範事業之不實廣

告並非針對單一某事業與消費者之廣告問題，消保法卻可以。所以，此兩者並

無衝突卻有互相協助，共同可以保障消費者之作用。對解決消費者爭議，也就

是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因廣告而引起之契約等問題，應由消保法（或民法）才

29 黃茂榮，不實廣告者之告知義務或擔保責任，植根雜誌，第20卷第9期，366，
2004。王澤鑑，民法總則在實務上的最新發展（二），台灣本土法學雜誌，53期，
78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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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以直接解決。在公平法的角度下，即使公平會因為消費者的檢舉而處理不

實廣告案件，也無法介入其因而衍生之消費爭議，只能從不公平競爭的角度為

出發來評價該不實廣告。

2.合而為一的可能性：以日本的改革為例
雖然，公平法與消保法對於不實廣告的問題，乃從不同的規範目的為出發

進行規範，不論從何者觀之，似乎皆有其正當性及必要性。但畢竟面對同一個

不實廣告問題，若由不同的行政機關基於不同法規介入，總有不妥之處。有無

可能在評價不實廣告問題從何種角度下規範是較具實質意義，而將其整合由單

一行政機關規範的可能性。

如同本文前言所提及，日本因為消費委員會以及消費者廳的設置而將「贈

品表示法」以及相關業務及人員全部一行至消費者廳。向來，如同我公平法一

般，認為不實廣告是不當引誘顧客，破壞公正競爭之行為，所以贈品表示法第

一條之立法目的為：「本法的目的在於，為防止商品及服務以不當之贈品類及

表示引誘顧客，而制訂有關私的獨占禁止及公平交易之確保法律（註：即「獨

占禁止法」，等同我國之公平法）之特例，以確保公正的競爭，並藉此保護消

費者。」而本法移至消費者廳之下後，本條立法目的將修正為：「本法的目的

為，為防止對商品及服務的交易，以關連之不當贈品類及表示引誘顧客，為限

制及禁止對有阻礙消費者為自主且合理選擇之虞的行為而制定之，藉此以保護

一般消費者之利益。」
30
既然以非公平會的主管法規，條文中除去獨占禁止法

之特別法部分當然可以理解，但由於消費者廳不管競爭秩序，所以修正後的立

法已不見與競爭相關之目的。

這是否表示不實廣告已完全與競爭無關？其實不然，日本的贈品表示法

本來就以事業對消費者的交型態為前提下，以獨占禁止法之特別法型態而存

在
31
。所以若是事業對事業間的不實廣告問題，仍有公平會適用獨占禁止法規

30 請參考日本消費者廳所公告之新舊「贈品表示法」之比較。http://www.caa.go.jp/
representation/pdf/090901premiums_3.pdf；最後瀏覽日：2009/09/11。

31 日本有關於不實廣告之規範，主要是在於獨占禁止法（本法全名「私的独占の禁止
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一般簡稱「獨占禁止法」或「獨禁法」），
相當於我國的公平交易法。獨占禁止法以「私的獨占」、「不當的交易限制（聯合
行為）」、以及「不公正的交易方法」三大部分為中心。關於不公正的交易方法主
要由本法第十九條規定下所禁止，而不公正交易方法的具體定義則規定於本法第二
條第九項，共包括六種類型，其中第三款所定義之「為了使競爭者的顧客與自己交
易，不當地引誘或強制之情事」，也就是所謂不當引誘顧客的行為，不實廣告行為
亦屬於其中一部份。至於「不當贈品類即不當表示防止法」（即「不当景品及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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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之餘地。另一方面，從公平競爭的角度進行規範，可以在實質效果上達到保

護消費者利益的目的；那麼，從保護消費者的角度規範不實廣告，亦可在實質

效果上達到維護公平競爭之目的。所以，不論為避免重複規範，或者，日本

的角度是，對所有與消費者利益相關之主題全部整合於消費者委員會與消費者

廳，讓消費者保護的方式，不再是散見於各機關而效率不彰，因而不實廣告的

規範上選擇了消費者廳捨棄公平會。

公平法下公平會介入不實廣告有其正當性及必要性，應可贊同，但若要讓

規範更有目的性及效率性，日本的作法不失為一個選擇。

二、消費者契約---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介入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乃為一屬於「補充原則」之適用條

文，其適用上必須先檢視「限制競爭」及「不公平競爭」是否已窮盡系爭行為

之不法內涵，否則無適用本條之餘地
32
。以「不確定的法律概念」之概括條款

為構成要件，以期能規範公平法其他條文所未能涵括卻違反公平法規範目的之

事業活動
33
。因此，實際上適用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事業活動類型眾多，但為

不讓公平法第二十四條有被不當擴張、無限上綱之虞，公平會訂有「行政院公

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案件之處理原則（以下簡稱「公平法

第二十四條處理原則」）」，以求對於第二十四條有較為明確之適用原則。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在公平會實務的運作上也介入不少屬於消費者與事業間

之契約問題，本文嘗試從公平法的立法目的以及第二十四條之構成要件下來討

論公平法介入消費者契約之正當性及必要性。

（一）公平法第二十四條處理原則與消費者

1.公平法第二十四條適用之基本精神下之消費者問題

当表示防止法」簡稱「景品表示法」或「景表法」），是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相
當我國公平會）根據獨占禁止法第二條第九項對於不公正的交易方法的定義，另定
「一般指定」及「特殊指定」作為更具體的內容指定。其中針對「一般指定」第八
項「欺瞞的引誘顧客」及第九項「不當利益引誘顧客」，關於有關消費者交易的附
贈品的交易行為以及廣告等表示行為，另定「景品表示法」規範之。所以，景品表
示法屬性上而言可謂是獨占禁止法之補充法。有關日本的景品表示法之內容，可參
考劉姿汝，電子商務之不實廣告問題，月旦法學，第107期，2004年4月，頁88-90。

32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418，台北，自版，增訂第12版，2009。
33 因此被稱為「帝王條款」或「流刺網條款」。



第 16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76

首先，關於本條與民法等他法間之關係，在公平會所制訂之「公平法第二

十四條案件處理原則」第二點中指出：「為釐清本條與民法、消費者保護法等

其他法律相關規定之區隔，應以「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作為篩選是否

適用公平交易法或本條之準據，即於系爭行為對於市場交易秩序足生影響時，

本會始依本條規定受理該案件；倘未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則應

請其依民法、消費者保護法或其他法律請求救濟。」由此可知，公平會認為在

二十四條之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是作為與民法、消保法等他法間之區隔

基準，因為若無「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素，就可能僅是私法糾紛，不屬於

公平法規範之範疇。

另在本處理原則第二點第三項則提到：「關於「維護消費者權益」方面，

則應檢視系爭事業是否係以其相對優勢地位，利用「欺罔」或「顯失公平」之

銷售手段，使消費者權益遭受損害，而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以

為是否適用本條規定之判斷準據。」則是對於「維護消費者權益」之部分，又

提出是否利用『相對優勢地位』，來構成事業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要件。

2.公平法第二十四條與消保法間之法律競合
處理原則第三點，有關於公平法第二十四條與其他法律競合之釐清應考量

之事項中，第一款的考量事項指出：「按事業與事業或消費者間之契約約定，

係本於自由意思簽定交易條件，無論其內容是否顯不公平或事後有無依約履

行，此契約行為原則上應以契約法規範之。惟於系爭行為危及競爭秩序或市場

交易秩序時，始例外有本條之適用。例如在契約內容顯失公平部分，倘未合致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則應循民事途徑救濟解決；僅於合致前開要

件，考量公共利益時，始由本條介入規範之。』此對於事業對消費者之契約，

原則上應以契約法為規範，僅在該等契約問題危及競爭秩序或市場交易秩序才

例外有公平法之適用，並舉例說明契約有顯失公平之問題，必須合致「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並考量公益時始有本條之適用。在此處，可以看見另一個基

準，就是「公益」。

在第二款中指出：「消費者權益之保護固為公平交易法第一條所明定之立

法目的，惟為區別兩者之保護法益重點，本條對於消費者權益之介入，應以合

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且具有公共利益性質之行為為限，如廠商之

於消費者具相對市場優勢地位，或屬該行業之普遍現象，致消費者高度依賴或

無選擇餘地而權益受損之情形。」則是對於有關消費者權益之保護，再次提到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及「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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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在公平會的第二十四條處理原則之下，消費爭議必須是「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且具有「公共利益」之性質，在手段上必須是以「相對優勢地

位」利用「欺罔」或「顯失公平」為之者，始有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

3.「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定義
何謂「足以影響交易秩序」？關於此點，公平法第二十四條處理原則第五

點之第一項對於「交易秩序」下定義為：「係指符合善良風俗之社會倫理及效

能競爭之商業競爭倫理之交易行為，其具體內涵則為符合社會倫理及自由、

公平競爭精神賴以維繫之交易秩序。」此定義似乎仍屬抽象。因此，對於判斷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應考量的事項，則在第二項具體指出：「是否足以

影響整體交易秩序(諸如：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
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及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

為等事項)或有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效果之案件，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
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始有本條之適用。至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交易糾紛，則

應尋求民事救濟，而不適用本條之規定。」所以據此，交易秩序除了指事業與

事業的關係外，亦可包含事業與消費者間之關係。若據此認定公平法第二十四

條可介入消費者契約問題，則以非單一個案，而是發生多數以上契約問題時始

可。

4.「欺罔」的解釋與考量事項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所稱之「欺罔」，處理原則將其解釋為「本條所稱欺罔

係對於交易相對人，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

從事交易之行為。」並進一步解釋「所稱之重要交易資訊，係指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重要交易資訊；所稱引人錯誤，則以客觀上是否會引起一般大眾所誤認

或交易相對人受騙之合理可能性(而非僅為任何可能)為判斷標準，同時衡量交
易相對人判斷能力之標準，以「合理判斷」為基準(不以極低之注意程度為判
斷標準)。」具體的行為類型則指出有「1.冒充或依附有信賴力之主體。2.冒充
或依附有信賴力之主體。3.隱匿重要交易資訊。」這裡所指之「欺罔」與公平
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所稱之「虛偽不實」頗為類似，這可謂是不實廣告時有適

用第二十四條的原因之一。

5.「顯失公平」的解釋與考量事項
「顯失公平」則是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者。具

體的行為類型，處理原則指出有（一）不符合商業競爭倫理之不公平競爭行

為，（二）以不符合社會倫理手段從事交易之行為，（三）濫用市場相對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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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行為，三種類型。與消費者契約相關者，應多是第三點

論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的問題，以下將討論之。

（二）公平法第二十四條與消費爭議之評析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的違法行為類型是「欺罔」或「顯失公平」兩種，但不

論何者皆須以「顯失公平」為前提。此外，本條雖屬於補充條款性質，用以規

範未該當本法前面所規範之「限制競爭」、「不公平競爭」行為要件之其他有

妨礙競爭秩序之事業行為，雖然如此，其仍其不能逸脫公平法之立法目的而不

當擴張，應是自不待言。有關第二十四條的過度擴張，一直是廣受討論的的問

題
34
。

如前述的處理原則所論，公平會亦擔心公平法第二十四條條文過於抽象且

可能適用上會有爭議，特別解釋與消費者間之契約以及消費者權益之介入應考

慮之事項。歸納而言，首先認為用「欺罔」或「顯失公平」的方式損害消費者

權益時，必須該當「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是本條基本精神。在事業與消費

者間之契約，以及對於消費者權益之介入，不但要合致「影響交易秩序」，還

須考量具公共利益之性質，公平法始有介入之可能性。

1.「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前提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可謂是公平法第二十四條最重要的前提。是商品

或服務之交易市場上，為供給及需要之經濟活動時所應遵循之規則
35
。具體而

言，交易秩序應可包括事業與事業之間、事業與消費者之間的秩序關係，但

考量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事項時，是否可以將「事業與消費者」間垂直之

關係，並不考慮競爭因素，獨立考量其權義關係？在前述的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處理原則以及公平會的實務上，似乎當與消費者間之契約等糾紛非單一案件

時，公平會即認為與公益有關而介入，多數的糾紛則等於公平法應介入之「公

益」？此是否合宜？在公平法的規範目的下，交易秩序所建立及遵循之規則，

應含有公平競爭規則之意
36
，此並非代表交易秩序僅侷限是事業與事業間之問

題，事業與消費者間若競爭有關之爭議，亦應是公平法下影響交易秩序之問

題。

34 李憲佐，李憲佐財經法學論文集，203，2007。劉孔中，認識公平交易法，176，
2003。

35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與保護之法益」，公平交易季刊八十一年創刊
號，2，1992。

36 廖義男，同前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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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若將「影響交易秩序」的認定做過度的擴張，恐怕會產生逸脫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立法目的的適用，絕對是不妥當。但現在的公平法第二十四

條處理原則中對「影響交易秩序」的考量範圍，似乎有讓本條因而產生過度介

入與競爭目的無關之消費爭議。

2.「欺罔」行為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欺罔行為」與第二十一條之「虛偽不實」有相同之

點，且第二十四條被定位為「補充條款」，因有關事業對商品、服務之標示或

廣告的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行為，有許多不符合公平法第二十一條之虛偽不

實、引人錯誤之行為，因而會有適用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餘地
37
。從此一特質

而言，本條「欺罔」行為對於競爭秩序的影響應該可以與前述的「消費資訊—

不實廣告」做相同評價。簡言之，欺罔行為若是造成消費者的誤認，損害消費

者權益，公平法之所以有介入之正當性及必要性，因為此行為亦破壞了公平競

爭。

惟，會適用本條之欺罔行為，基本上不該當第二十一條之要件，再加上前

述「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所引起的適用範圍擴大，有些案例似乎看起來似乎

值得商榷。例如：有一案件，是一位消費者前往化妝品專櫃購買化妝品，於交

易過程中，該專櫃小姐曾謂其隨行之另二位同學均已購買，以勸促該消費者購

買，惟經事後發現，事實上僅隨行之其中一位同學曾予購買，公平會因而認定

該化妝品公司已構成欺瞞無經驗人之欺罔行為，有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之虞，違

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38
。這樣虛偽不實的陳述，由於是專櫃小姐單獨對某單一

消費者之口述，不符「廣告」之要件，不適用公平法第二十一條是為合理，

但是否有必要適用第二十四條處分之？依公平法第二十四條處理原則對於認

37 公平法對於不實廣告的規範主要在第二十一條，但礙於該條之構成要件，必須是對
於事業自己之商品、服務之相關事項始得適用本條，因此廣告中對他事業之商品或
服務為不實表示、表徵（如「比較廣告」之情形）就無法適用第二十一條而適用
第二十四條。有關不實廣告規範上所衍生公平法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四條之是用爭
議，請參閱拙文劉姿汝，「論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廣告行為客體之範圍」，法令
月刊第56卷第1期，13以下，2005。

38 請參照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82）公處字第075號。本案公平會對該被處分人之
另一行為亦同時認定為以錯誤方式催促消費者購買，而致消費者對交易條件為不正
確之判斷，影響交易秩序，違反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該另一行為的作法是專櫃
美容師卻言「分期付款僅今明兩日」，但實際上卻是已施行多日且之後還繼續進
行。此行為與文中所論之行為相較，並非是個案，是對於所有上門之消費者皆做相
同之欺瞞行為，引起消費者誤認而與之交易，則確實有妨礙公平競爭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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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影響交易秩序」之考量事項，就以「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

度」而言，本案是否過於單薄？若僅是單一案件，似乎也違反了公平法第二十

四條處理原則中，對於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考量基準，除非該化妝品公司之

專櫃美容師是以此為慣用伎倆招徠消費者。至於若是因為「是否會對其他事業

產生警惕效果，及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等事

項)或有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效果之案件，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
生影響者為限」為考量基準，而認定本案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本文認為，

這將會讓第二十四條的適用範圍因而過於擴張，讓單一糾紛也會因為其具有影

響將來的潛在效果，或是可以警惕其他事業，也可受到本條之規範，而違反處

理原則中表示不處理單一契約糾紛之原則。所以，不處理單一案件應為不可除

去之前提，不可捨之而以其他基準來判斷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3.「顯失公平」與消費者契約
由於本處理原則第二點第三項則提到：「關於「維護消費者權益」方面，

則應檢視系爭事業是否係以其相對優勢地位，利用「欺罔」或「顯失公平」之

銷售手段，使消費者權益遭受損害，而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以

為是否適用本條規定之判斷準據。」因此，事業與消費者間有關消費資訊以及

消費者契約，皆是以事業利用其相對優勢地位以「欺罔」或「顯失公平」之手

段為之時，始有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虞。公平法第二十四條處理原則第七

點對「顯失公平」所舉之三種行為類型中，「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從事不

公平交易行為」，即指出：具相對市場力或市場資訊優勢地位之事業，利用交

易相對人(事業或消費者)之資訊不對等或其他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不公
平交易之行為，常見的行為類型如：1.市場機能失靈供需失衡時，事業提供替
代性低之民生必需品或服務，以悖於商業倫理或公序良俗之方式，從事交易之

行為。2.資訊未透明化所造成之顯失公平行為。就消費者契約而言，通常發生
在所謂資訊未透明化的情況。

(1)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概念
所謂「相對優勢地位」，有別於如獨佔之絕對優勢地位，具相對優勢地位

者未必在其相關市場上具有絕對優勢地位，而是在交易關係中較交易相對人具

相對優勢地位（當然，若具絕對優勢地位者，其亦容易較交易相對人具相對優

勢地位）
39
。在事業對消費者的關係下，消費者因為身為肉身的生命、情報收

39 評價濫用相對優勢地位時，具相對優勢地位之事業雖不須在其市場上具有獨占地
位，但為具體判斷時，其規模、市場地位亦須列入考量，才能得知該行為對交易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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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及分析的極限、交涉力的落差、具情動性等與生俱來的弱點
40
，本身就是一

個相對弱勢，相對地事業因而具有「相對優勢地位」，但除非濫用，否則法律

不宜過度介入。尤其透過公平法，利用「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來規範消費者契

約，尤需謹慎。

為避免利用「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來規範消費者契約，不當為何公平法應

該涉入所謂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這是必須釐清之問題，由於公平法第二

十四條之處理原則並無相關說明。關於此點，可參考日本之規定，因為日本乃

將濫用相對優勢地位列入日本公平會所制定不公正交易方法一般指定第十四項

以作為規範
41
，對於濫用相對優勢地位有較為具體之論述。

日本不公正交易方法一般指定第十四項規定：「利用自己在交易地位上較

相對人為優越之情事，依照正常之商業習慣，不當地為下列各款行為。

一、 對於持續交易之相對人，使其購買與該交易有關之商品或服務外之商
品或服務。

二、 對於持續交易之相對人，使其為自己提供金錢、服務或其他經濟上之
利益。

三、對相對人設定或變更使其不利益之交易條件。

四、該當前三款行為之外，在交易條件或實行上賦予相對人不利益。

五、 對於交易相對人之公司，有關該公司人事之選任必須事前遵從自己的
指示，或接受自己的承認。」

具體而言，對於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認定，首先必須認定其具有「相對優

勢地位」，再進一步認定是否有「濫用」。認定相對優勢地位，並非只是單純

評價交易雙方當事人之落差，而是必須判斷雙方是否存在於一方具有能抑制

他方之關係，而一般常被使用之「交易依存度（或稱為「交易對象轉換可能

性」）」基準，則是從對交易相對人之依存度來判斷，若依存度高難以輕易轉

換交易對象時，則容易遭交易相對人課予不利益，該交易相對人即因此具有相

對優勢地位。而濫用與否，則可由上述之一般指定第十四項中所列之各種行為

序之影響程度，才不至於侷限於僅救濟契約當事人之個別問題。
40 瀨川信久，「日本における消費者の進展と法理」，政大東亞地區消費者保護法制
之比較研究國際研討會，6，2008。

41 日本公平會根據獨占禁止法第二條第九項，將一般業種之不公平交易方法具體化，
定有十六種行為類型，即共有十六點之「不公正な取引方法」，通常被簡稱為「一
般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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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做為認定基準
42
。為何競爭法規要規範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因為交

易相對人或競爭者有一定的優勢地位者，濫用此一優勢，侵害了該交易相對人

或競爭者之交易自由，即有競爭法上妨礙競爭之虞的問題
43
。所謂公平、自由

之競爭必須建立在確保每個交易主體皆能夠自主地進行交易上的相關判斷，換

言之，若交易上具相對優勢地位之事業利用其地位抑制交易相對人，以不當地

對該相對人為交易上之不利益為手段，將損害或危及公平、自由競爭之基礎，

對被限制之事業以及從事限制之優越地位事業各自在相關市場上之競爭力產生

影響
44
，因此必須對此類型之行為加以規範

45
。但即使有此等理由，對於濫用相

對優勢地位之規範，事實上容易將焦點僅置於具交易關係之雙方當事人。若僅

是兩當事人間之個別交易限制問題，與市場競爭秩序的關連性較為缺乏，如能

從契約、侵權行為等角度透過司法救濟的方式來解決契約當事人對於契約中交

易限制之問題，則不應該在競爭法中以行政法規來解決
46
。本文亦認為，以競

爭法角度評價契約中之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條款，來調整交易雙

方契約上之差異，有其必要性，但的確須謹慎不可逸脫競爭之觀點。那麼，可

以規範濫用優勢地位行為可以保護競爭基礎，補足民法所不能顧及之契約地位

實質不平等的問題，有其必要之處。僅不可為單純為保護弱勢契約當事人之目

的
47
，若明顯屬於系爭契約之個別問題，則應採由民事救濟程序來解決，才符

42 伊從寬、矢部丈太郎，独占禁止法の理論と実務，頁239，日本，青林書院，
2000。 

43 舟田正之，公正競争阻害性の再検討─優越的地位の濫用を中心に，公正取引，第
671號，頁50，2006。

44 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事業不當強化自己在市場上之競爭力，而被限制之事業則是被
減弱與競爭者減之競爭力。

45 伊從寬、矢部丈太郎，独占禁止法の理論と実務，頁237，日本，青林書院， 
2000。

46 日本學者村上政博即是明顯反對濫用相對優勢地位列入競爭法（日本的「獨占禁止
法」）之一人。其認為屬於契約當事人間之個別交易限制問題，除非在司法救濟制
度不完備的國家需要藉由行政手段來規範之，否則應該避免。請參閱村上政博，独

占禁止法，頁93-95，日本，弘文堂，第二版，2000。
47 所以必須注意限制行為之波及性及傳播性的有無，被限制對象之多寡等層面的問
題，才能顯現其為維持公平自由的競爭秩序的目的，不至淪於保護個別的私益。參
考伊從寬、矢部丈太郎，前揭註，頁240。我國公平會在處理加盟業主之濫用相對
優勢地位時，會考量違法行為對於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時間、所得利益，以
及事業之規模、市場地位等，非僅將視點置於交易雙方，是非常符合競爭法之規範
之角度。請參考公平會94年第094127號處分書，以及其他相關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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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正確之法體系運用，亦不浪費行政資源
48
。

關於「優勢地位的濫用」，去年（2009年）ICN（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在今年四月在京都的年會特別以「濫用交易上優勢地位之行為
（Abuse of Superior Bargaining Power）」的規範作為特別探討議題，ICN為此
議題特別調查各國（取得三十二國資料）對於此類型行為之規範情況發現，有

特別規定的國家：包括日本等七國，透過一般競爭法規定的國家則有台灣等十

三國，沒有特別規定的有美國等二十三國，透過競爭法規以外的規定為對應的

國家有巴西等九國（這其中有一些國家是採不只一種類型，因而加總數字超過

三十二國）
49
。為何要特別規範，上述的日本法論述足供參考。但不為規範的

國家又是何種理由？美國認為濫用優勢地位的概念非常不明確，認為在反托拉

斯法中導入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的特別條款，有三個部分的議論：（1）優越的
交涉力的概念並不明確（2）很多的案例中所被主張的濫用優越交涉力，其實
並沒有競爭上的問題，（3）比起競爭主管機關的介入，透過法院的民事程序
解決契約糾紛，或許更為合適

50
。

本文認為，從公平法的角度對於相對優勢地位的規範有其正面之效用，但

適用上不能過於狹隘，在日本雖然對於濫用優勢地位有特別之規定，但實際上

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的規模至今也大致用於四種交易類型：（一）國際性的授權

交易（二）輸入總代理店的交易（三）對大規模零售商的商品提供交易（四）

轉包交易，前兩者目前已無規範，後二者則仍持續存在
51
。由此可見日本還是

將其置於與競爭目的相關之事項，而非直接規範於事業與費者間之關係。而美

國對於相對優勢地位規範的疑慮並非多慮，值得思考，尤其在是消費者契約的

情況。若未考量競爭因素即介入消費者契約爭議，恐怕並不恰當。

(2)審閱期的問題
由於對「影響交易秩序」的解釋，以及「顯失公平」的考量事項下，公平

48 劉孔中，公平交易法，176，2003。認為公平會實務上似乎太輕易透過公平法第二
十四條介入民事糾紛，徒然耗費行政資源，並令人質疑公平法網無限擴張。

49 有關ICN的議題探討可以參閱荒井弘毅，「諸外国における優越的地位の濫用規
制」，公正取引697号，25,2008；；伊從寬，「取引上の優越的地位の濫用と規制
の検討」，国際商業，第41巻5号，56,2008。

 ICN的報告書：http://www.icn-kyoto.org/documents/materials/ASBP_1.pdf，最後閱覽
日：2008/11/2。

50 荒井弘毅，前註，27。
51 村上政博，日本の独占禁止法，22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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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認為是可以透過公平法第二十四條，對消費者契約是可以有條件下進行介入

規範的。

前面已述，消保法當中所提及的幾種契約，公平會以「顯失公平」中的

「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為據，事實上多只聚焦於「定型化契約」。定型化契約

在消保法第十一條至第十七條之規範，包含契約成立前的「審閱期」規定（消

保法第11-1條），以及契約成立後，違反誠信原則、顯失公平之條款無效，違
反明示原則及異常條款不構成契約內容（第13，14條），並可透過中央主管機
關選擇特定行業公告應記載及不應記載事項，強制重要事項必須或不得出現於

契約中（第17條）。公平會對於未適當給予審閱期、或造成消費者顯失公平的
概括條款、以及隱匿重要交易資訊等部分，認為會有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的

問題。所謂「隱匿重要資訊」的部分是屬於「欺罔」部分問題，前面已述，若

是引起消費者錯誤造成不公平競爭，則規範有其正當性及必要性。但定型化契

約中有關審閱期及顯失公平條款的「顯失公平」部分則值得商榷。

首先討論審閱期的問題。審閱期的案例，最多出現於預售屋案例
52
，因為

公平會訂有「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預售屋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其內

容則針對「不當限制購屋人審閱契約」認為其「在預售屋交易過程中，由於買

賣契約書多半為建築開發業者事先單方擬定，而買賣標的之建物又尚未具體成

形，就相關之契約資訊內容而言，建築開發業者無疑為具優勢地位之一方。倘

建築開發業者先收取定金再揭露契約內容，及至購屋人對契約內容有所異議，

建築開發業者未能接受或甚至堅持依既定內容簽約，否則沒收定金，則該定金

之收取不無陷購屋人於弱勢之不利地位，此等行為已有顯失公平之情形；又因

房屋買賣契約書內容涉及專業用語，需時查證瞭解，故如建築開發業者給予之

審閱期間未盡合理，仍無法提升購屋人之簽約交涉能力。是建築開發業者於

銷售預售屋時，如有要求購屋人須給付定金始提供契約書，或收受定金或簽約

前，未提供購屋人至少五天契約審閱期間等行為，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

四條規定之虞。」，規定至少給予五天審閱期。

或許公平會在該處理原則下處理相關消費者契約的審閱期問題，頗能精準

拿捏審閱期的立法精神
53
，惟，審閱期的問題，是否有必要透過公平法介入規

範則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為何要有審閱期？這是讓定型化契約的型態下未

52 例如公平會（95）公處字第095149號處分案例即是被處分人要求先付定金始得審閱
契約書。

53 黃立，「違反審閱期間的法律效力」，消費者保護法制論文集，12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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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參與契約內容決定的消費者，能於契約成立前有機會先瞭解契約內容為何，

若契約成立後自己的權利義務如何（知的權利），再決定是否與事業締結契

約（選擇的權利）。相對弱勢的消費者，於定型化契約中確實有受到保護的必

要。從公平法的角度，不供給資訊弱勢的消費者審閱契約的機會，應可該當濫

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此外，不讓交易相對人有充分交易資訊而取得交易機

會，應該也是一種不公平競爭的行為，頗為近似前述「欺罔」。從此點觀之，

應有介入之餘地，亦即具有正當性。

但是，值得商榷的是，消保法對「審約期」似乎已有相當明確的規範，公

平法有無介入之必要？消保法對於契約違反審閱期之規定，可主張條款不構

成契約內容（消保法第11-1條）。另外，更為有效果的是，透過消保法第十七
條，將特定行業之定型化契約中有必要訂定明確審閱期期間者，公告為「應記

載事項」之一，使其當然成為契約的一部分，更具效力。但現行主管機關所公

告之定型化契約之應記載及不應記載事項，有一值得玩味之處：同樣屬不動產

買賣相關之定型化契約，「不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中，應記載事項有規定契約審閱期間不得少於三天；而「預售屋買賣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卻未在應記載事項中規定審閱期間，是否因為

公平會的「預售屋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中已有規定？若是，為何不集中於消

保法下處理？或許有人認為，消保法的第十一條之一或第十七條不過只能解決

個別契約當事人間的契約糾紛，但是事業對於所有存在或潛在的交易相對人未

給予審閱期之行為，或許應該透過行政責任的追究能夠有效率的要求事業能夠

遵守義務
54
，但這樣的行政責任有必要一定透過公平法及公平會來介入嗎？消

保法不僅有民法特別法的私法關係之規範，亦有透過中央及地方的行政主管機

關追究行政責任的規定，對於違反消保法中所規定的企業經營者責任，是否由

消保法中規定責任並由消保法的主管機關去執行，是比較妥當的呢？或許現行

法中有困難，那應該朝消保法修法等方式克服，而非依賴公平法及公平會。此

外，尤其在某些契約已成立爾後爭執審閱期有無的情形，似乎僅是契約權義的

爭議，與競爭秩序無涉，更是實無介入之必要
55
，所以似乎欠缺必要性。

附帶一提，如同前述，公平法所有定型化契約之審閱期問題並非皆無介入

54 陳櫻琴，「公平交易法介入民生消費之案例研究」，消費者保護法制論文集，
464，2004。

55 梁哲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對定型化契約之監控與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行業導
正」，公平交易季刊第4卷第2期，53，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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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空間。例如公平會所制訂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資訊揭露

案件之處理原則」中，加盟業主對於欲締結加盟契約者在訂約前應給予審閱期

之規定，則是對於不能適用消保法的欲締約者（因為加盟店亦是事業）而言，

有極大的幫助
56
。

(3)對於顯失公平條款之問題
至於定型化契約中的「顯失公平」條款，似乎並不像前面的審閱期問題因

資訊提供不完全還尚有不公平競爭之問題。「顯失公平」是指對於定型化契約

中，未能參與決定契約內容的一方有權益上不利的情形，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

之一以及消保法第十二條皆有對於「顯失公平」的契約條款可以主張契約條款

無效的規定。定型化契約中的「顯失公平」問題應是很特定侷限於契約當事人

間的問題。以下，以金融業的加速條款案例來討論「顯失公平」之契約條款問

題。

公平會在過去幾年內針對全台共161家金融機構，進行調查發現發現有部
分金融機構在借貸契約內，不當訂定「加速條款」，有違反公平法規定之虞，

公平會分成幾個階段，共處分約四十家金融機構。所謂加速條款，是指金融業

於借貸契約中，未有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借款人發生債信不足情形在，即加速

債務期限到期之情事。

關於借貸契約的加速條款與公平法第二十四條，由於公平會訂定有「行政

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金融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在第五點「金融業者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之規範」中，金融業者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態樣的第二款，即針對未於借貸契約明定行使加速

條款事由加以規範。其內容表示：「金融業者於借款人發生債信不足情形，而

有加速債務期限到期等確保債權之必要者，應事先與借款人議定債信不足之事

由。如：1.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時；2.依破產法聲請和解、聲請宣告
破產、聲請公司重整、經票據交換所通知拒絕往來、停止營業，清理債務時；

3.依約定原負有提供擔保之義務而不提供時；4.因死亡而其繼承人聲明為限定
繼承或拋棄繼承時；5.因刑事而受沒收主要財產之宣告時；6.任何一宗債務不
依約付息時；7.擔保物被查封或擔保物滅失、價值減少或不敷擔保債權時；
8.立約人對金融業者所負債務，其實際資金用途與該業者核定用途不符時；
9.受強制執行或假扣押、假處分或其他保全處分，致金融業者有不能受償之虞

56 關於加盟契約的審閱期問題，請參閱拙文劉姿汝，「加盟契約與公平交易法」，法
令月刊第57卷第7期，1以下，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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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依第6至第9目事由行使加速條款，並應事先以合理期間通知或催告立約
人。另，除前九目行使加速條款之事由外，業者倘確有保全債權之必要，得個

別議定加列他種事由，並應於契約中以粗體字或不同顏色之醒目方式記載之，

同時明示發生加速期限到期（經通知或無須通知）之效果。金融業者未依本款

規定為資訊揭露，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

定之虞。」公平會認為此等行為有利用金融機構在交易上之優勢，損害借款人

之利益因而有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可能性。由此內容可以得知，公平會對

於金融業之加速條款主要著重於發生事由之確定、事前之催告，以及事業因需

要而訂定以公平會所定九目以外之事由，亦必須充分揭露其內容及效果。

依前面所論，此類案件的問題重點在於資訊之揭露，也就是公平會所制訂

的「第二十四條處理原則」第七點中對於具體該當「顯失公平」行為的三種類

型中，屬於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行為，即具相對市場力或

市場資訊優勢地位之事業，利用交易相對人(事業或消費者)之資訊不對等或其
他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之行為。是資訊未透明化所造成之顯

失公平行為，公平會也據此處分相關未遵守之金融業
57
。然而，就公平會所定

之「金融業經營型行為之規範說明」的規定看來，應是希望在借貸契約中，借

款人期限利益不會因為在貸款人金融業一方的事由認定下而喪失，所以要求在

進行加速條款前需先與借款人議定債信不足事由，讓借款人能夠明白自己為何

會喪失期限利益，此在保護借款人之契約公平下，可以肯定其必要性。債信不

足之事由，公平會不但自己明列九目，並認同金融業在必要時可以個別議定加

列他種事由，只要是明確醒目之方式為之（不構成異常條款），對於加速期限

之到期能夠以粗體字或不同顏色之醒目方式記載之，同時明示發生加速期限到

期之效果，可經通知亦可不通知。但為何其中之第6至第9目，另為要求必須事

57 以首先被公平會處分的遠雄人壽案（95年公處字第095029號）為例：本案的授信約
定書第8條第6項至第9項約定：「立約人對貴公司所負之一切債務，如有左列情形
之一時，貴公司得隨時減少對立約人之授信額度或縮短借款期限，或視為全部到
期：⋯⋯6.任何一宗債務不依約付息時；7.擔保物被查封或擔保物滅失、價值減少
或不敷擔保債權時；8.立約人對貴公司所負債務，其實際資金用途與貴公司核定用
途不符時；9.受強制執行或假扣押、假處分或其他保全處分，致貴公司有不能受償
之虞者。」並另於第22條中規定：「立約人如對於債務不照約履行或違反本契約條
款或具有本約定書第8條喪失分期攤還之權利及期限利益情事或擔保物有敗壞或其
價格有低落而不增繳相當擔保物或清償債務時，任憑貴公司不經通知逕將擔保物以
拍賣或其他方法處分之⋯。」即違反公平會制訂之「金融業經營行為之規範」第五
點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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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以合理期間通知或催告立約人，若事前已在契約明載不通知為何不可？

本一系列加速條款的案例，除了在前面討論「消費者利益」時已談過，高

等行政法院認為「消費者利益」是需獨立考量的思維頗具商榷餘地外，像這樣

的條款在金融業間若大家皆為之，公平法下該如何評論之？當多數具競爭關

係之事業為相同之行為時，是否就能夠認定該行為是用不當的交易手段破壞競

爭？這樣的加速條款或概括承受條款，只是破壞了契約當事人間的誠信原則，

或許是不當的行業慣行，但似乎並無破壞競爭秩序，除非事業間有透過意思聯

絡共同為之，並產生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則有

公平法上聯合行為問題而有介入之必要
58
。因為在前述的「雙贏理論」裡，這

樣的業者非但不能爭取到交易相對人，反而該被市場淘汰才是。公平會或行

政法院認為因為非單一消費者受害，就可認為是「影響交易秩序」或是與「公

益」有關，似乎並不妥適。所以，定型化契約的顯失公平條款，本文認為這是

應屬於契約當事人間相對性的問題，應與市場競爭無涉，也不應是多數消費者

發生問題就成為「影響交易秩序」的行為而受第二十四條規範。

（三）小結

在本章所論述的廣告及契約的消費爭議問題，同樣是消費者問題，但不實

廣告的部分，則因其是透過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手段引起消費者誤認的不當

手段，破壞公平競爭，所以不實廣告的規範與競爭目的有關，而非僅只是消費

者的交易資訊問題而已。相對地，定型化契約中的問題，尤其是顯失公平條款

的部分，似乎僅是契約當事人間之爭議，公平法的角度也不應是多數案件就以

影響交易秩序為由而介入。

事業對消費者的關係本來就具有與生俱來的優勢與弱勢，公平法中對濫用

相對優勢地位的規範似乎不應毫無限制，直接適用於這樣的關係。或許如同日

本的作法，把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的主要規範對象置於大規模事業對小規模事業

的情形，當大規模事業有阻礙公平競爭行為，對其之規範，從長期來看，可以

端正競爭的基礎、維持以公序良俗支配的經濟社會，而促進公平的競爭，最終

達到對「消費者利益」的貢獻
59
，而不要介入與競爭無關之消費者契約問題，

其不論在正當性與必要性上都頗為欠缺。

58 梁哲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對於定型化契約之監控與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行業
導正」，公平交易季刊，第四卷第二期，47，1995。

59 伊從寬，「取引上の優越的地位の濫用と規制の検討」，国際商業，5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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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公平法的角度下該如何面對消費爭議？就本文以上所論述，想歸納以下幾

個結論。

一、公平法中的消費者利益

公平法的本質為競爭法，主要是為維護公平、自由之競爭秩序，進而能夠

達到維護「消費者利益」。消費者是市場的一份子，當然在規範市場秩序的競

爭法中，不可能被揚棄排除，必須納入考量其存在與權益。但是，若與競爭目

的無涉，卻單獨將消費者利益獨立考量，介入消費爭議，不但逸脫立法目的，

亦會因此與消保法之規定與實務操作發生體系上的混淆。

二、公平法對於消費爭議之介入

公平法對於消費爭議的介入，還是要以立法目的及規範範圍為準據，不能

恣意介入。例如解決不實廣告問題，讓消費者免於受不實交易資訊之害，但更

重要的是回復公平的競爭。目前較有爭議的是透過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介入消費

者契約問題，公平會的處理原則一方面認為不介入單一或純粹的私法爭議，但

另一方面又因為對於「影響交易秩序」之解釋與公益之考量，似乎介入了不少

與競爭無涉之消費者契約問題。

應該歸於私法角度解決的問題就回歸消保法與民法等部分去解決，其實訪

問買賣
60
、郵購買賣、現物要約等爭議，是否公平法皆有介入餘地？但有此必

要嗎？若要追究行政責任是否也由消保法來規範較妥？即使現行消保法有困

難，也不應就成為公平法規範的對象。

三、競爭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的雙贏

本文雖然多處談到公平法不該介入的消費爭議，但並非表示認為公平法與

消保法、競爭政策與消費政策就應該完全切割。相反的，兩者是可以相互協調

合作，維護公平自由的競爭秩序，自然能夠保護消費者的利益；而消費者積極

60 其實公平會對於郵購買賣、訪問買賣亦有介入。公平會所制訂之「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預售屋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即要求業者若為此種買賣方式時必須在
契約中載明消保法第十九條之契約猶豫期間（解除權）等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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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市場則能夠淘汰惡質業者，讓使用不當競爭手段之事業逐出市場，讓好的

事業與消費者在市場上能夠雙贏，共創良好的市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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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鄭董事優（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主持人、兩位報告人、評論人陳教授以及在座貴賓大家午安，今天同樣很

榮幸能夠回到公平會來參加這場研討會，研討會愈辦人愈多，這是很值得肯定

的事情，我就針對劉教授的這篇大作來做評論。

剛剛兩位報告人的文章都針對公平法、消保法如何就消費糾紛進行處理提

出非常嚴謹的論述，我個人贊成他們兩位的論點。劉教授一再強調說，公平會

在執法的時候不能逸脫立法的目的，這一點我個人非常非常認同，主要的考量

有兩點，第1點就是政府分官設職，本來每個單位有它的職權不宜動輒逾越，
第2個應該是行政資源的考量，公平會的行政資源本來就很少了，如果用在消
保方面的行政資源投入太多的話，其實會相對影響到其他限制競爭行為、其

他一些不公平競爭行為的查處，這個問題，有關公平會到底應該介入到什麼程

度，其實早在公平會成立之初，在十幾年前就開始有爭論了，從很早以前就有

相關的論文在探討，到現在這樣的議題仍然存在，可見我們公平會歷屆委員，

可能3年一任，大家對這方面的共識還是沒有，還是繼續存在分歧的見解。
公平法在最初立法的時候，第一條其實並沒有「消費者權益」這幾個字，

是在立法院審議的時候被加上去的，當時加上去的主要原因就是，消保法還沒

有制訂，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所以那時候課以公平會這樣的職責，後來消保

法制定了，但是這個好像奶嘴，就斷不掉了，公平會還是要在這方面扮演它一

定的角色，當然我們也不容否認，消費者的權利跟公平競爭市場的環境，剛剛

劉教授所說的終極目的，確實是有相當的相關，只不過就是說，公平會作為一

個競爭政策的主管機關，還是要堅守本業，還是應該要執著在跟競爭政策有關

係這樣的一個架構底下來執法。如果回歸到剛剛兩位報告人都提到的1962年甘
迺迪所提出來的消費主權概念，包括安全的權利、知的權利、選擇的權利、還

有被傾聽的權利，則我認同陳教授的觀點，跟我們公平交易法有關係的其實是

在知的權利的確保、還有選擇的權利的確保。有關知的權利的確保，公平法第

21條就是在要求廠商必須提供正確的交易資訊，要充分、要透明、要確實，這
些其實都是一些最基本的權利，跟我們公平法有關係；另外一個更重要的該是

選擇權利的確保，如果消費者擁有選擇的權利的時候，其實政府機關就不需要

再把消費者當作是一個無知的人，既然他已經可以選擇了，他自己選擇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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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就應自己負責，不需政府投入寶貴行政資源去幫忙他去處理他個人的問

題。我看到劉教授有提到化妝品專櫃交易的案例，事實上過去公平會也曾經處

理過一些類似跟選擇權利有關的例子，包括華納威秀剛開始的時候被檢舉，說

它限制一般觀眾不能帶食物進去，在裡面食用，這樣有沒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的

問題？另外還有一個案例就是中部的一個遊樂區，它規定它的顧客不能進去烤

肉，這樣的限制是不是有構成公平交易法的違反？那時候我都從消費者選擇權

利的角度來思考，就是說如果消費者事先都知道、都清楚這樣的一個規定，可

以選擇到華納看電影或不看電影，或者他可以選擇到遊樂區或不進去，如果他

自己都有這樣的選擇權的時候，其實公平法就不需要介入。為了那個遊樂區的

案子，我還在公平會七年半的時間，唯一寫過一次不同意見書。這個案例實際

上還涉及到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就是經營者營運自由的問題，如果業者要創

造一個比較好、比較優質的消費環境，他做這些限制的話，我們公平會卻去處

理這些問題，是不是意謂業者都不能去採取一些特殊的規定來對消費者做一些

限制以提升他們所提供服務的品質？類似這樣的角度，也許可以補充提供給劉

教授做一個參考。

最後，有關消費者權利這部分，我要做一個補充。實際上我們現在社會上

已存在一些消費者選擇權利被剝奪、被限制，但大家卻習焉不查、不以為意的

現象。我舉一個例子，如果現在4家主要的報紙，自由、中國、聯合、蘋果，
四家透過它的發行系統行動一致，規定每個家庭，如果你要看這些報紙的話，

那你要通通都訂，假若不通通都訂，你就沒有這4家可以看，如果它們真的來
做這事情，有沒有違反公平交易法？那當然有啦！那我們看看有線電視業者的

經營，其實不就是這個樣子嗎？我們每個家庭家裡大概都要看有線電視，但你

現在只能接受系統業者統一提供的頻道，你如果不去接受它給你的110個左右
的頻道，你就沒有有線電視可以看，這其實是一個垂直加上水平壟斷的結果，

它現在根本不給消費者做任何的選擇。當前新聞台報導內容低劣，甚至天天在

撕裂台灣社會；戲劇節目粗製濫造，電影頻道一再重播，其實都肇因於消費者

選擇權利被剝奪。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跟公平會的職權有關，整個電視市場

形成這樣一個異常的結構，其實是系統業者限制競爭的結果。我離開公平會以

後，在電子媒體做了4年，對這方面感受非常深刻，這個問題值得大家重視，
特別利用這個機會提出來供大家參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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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式　周委員雅淑閉幕式致詞

各位貴賓、各位先進、各位同仁：

經過一天熱烈研討，第 16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即將圓滿結

束。在此，謹代表公平會感謝各位的參與。特別是在本次研討會中，擔任主持人、論

文報告人及評論人的所有學者專家，本人在此代表公平會感謝各位的鼎力支持，讓這

場研討會能夠順利完成。

在自由開放的競爭環境，未來將更充滿不確定性，但是「自由化、國際化、制度

化」卻是這個不確定時代中唯一確定的事情。自由化、國際化的結果，將使企業界面

對的競爭壓力更甚以往。競爭力的提升、經濟的永續發展需要一個公平自由的競爭環

境，而公平自由競爭環境的建立，除須仰賴企業界遵法、崇法之外，一個規範市場交

易行為的法律—公平交易法更屬必要，以維護交易秩序，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

安定與繁榮。為有效防止事業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行為，並因應國內外環境情勢變

化，自公平交易法施行，迄今已進行三次修法，目前本會仍積極推動相關修法工作，

期完成兼具「全球接軌，在地實踐」特質的競爭法，以建立市場自由、公平的競爭環

境，提升產業及國家競爭力。

「產業競爭」與「限制競爭」向來是本會執法上極為關切的重點，而隨著經濟

環境的改變，事業間交易行為態樣不斷變化，其間所涉及競爭法相關爭議也值得我們

加以探討。為此，本次研討會對液化石油氣、不動產經紀及電信等三種產業暨技術授

權、智慧財產權及消費者保護所涉及之競爭議題，均有相當深入的探討。

在今天的研討會中，各位學者專家都發表了極精彩的報告，並提出了多項重要的

建議，均將成為本會未來施政的重要參考依據。整體而言，這次研討會發表的論文，

無論在資料的蒐集或問題的探討方面，都相當豐富且論理深入，對於本會在辦案實務

上或政策擬訂上，都有很大的助益，相信本會同仁在聽取各位的寶貴意見後，一定能

有深切的領悟與豐富的心得。

最後，謹代表公平會再度感謝大家熱烈的參與，也希望大家繼續給我們支持與鼓

勵。敬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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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價格行為認定方法之研究

　吳秀明

加速公營獨占事業開放之研究

　施俊吉、林啟智、周崇輝

產物保險共保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之適用關係

　廖述源

價格決定機制之研究

　施俊吉、劉孔中

反傾銷與競爭政策之關係

　劉孔中、施俊吉、朱雲鵬

多層次傳銷評鑑系統之驗證與修正

　陳立信、張正賢、楊明宗

WTO架構下智慧財產權與競爭法之關係
　羅昌發

公用事業營業章程與公平交易法關係之檢討

　黃茂榮

「政府採購與公平交易法之相關性」研究

　范建得

交通運輸業與電信業有關解除管制及競爭法適用問題之研究

　王國樑

各國解除管制工作之研究

　朱雲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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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論公平法結合管制對加盟連鎖行為之規範―以統一超商為例

　范建得

便利商店反托拉斯市場的界定

　莊春發

加盟事業便利商店市場的界定及其行銷通路之探討

　李仁芳

公平法有關不公平競爭行為，應如何適用「合理原則」或「當然違法」原則

　林廷機

智慧財產權耗盡問題與公平交易法

　林克敬

我國與各國多層次傳銷事業退貨條件與處理原則之比較

　李仁芳、張愛華

參加多層次傳銷事業支付一定代價之研究

　范建得

公平法第三十六條「先行政後司法」之法律分析

　陳櫻琴

公平交易法案件之團體訴訟

　陳洸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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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聯合行為構成要件之研究―第一部分：同業公會聯合行為之責任

　蕭文生

　
聯合行為構成要件之研究―第二部分：避難到不公平競爭的聯合行為管制

―公平法第十四條與第十九條第四款適用關係之釐清

　吳秀明

公平交易法第七條有關聯合行為之規定究屬概括規定或屬列舉性規定之研究

　吳秀明

有線電視頻道節目業者與播送系統業者垂直結合之競爭規範及許可衡量標準

之研究

　石世豪

區域性獨占、區域性整合與自然獨占：有線電視業涉及公平交易法之問題

　柯伯昇

有線電視產業之通路競爭、福利分析與政策效果

　吳基逞

電信市場競爭政策與法律問題

　劉紹樑

　
論推薦廣告之規範―以美國經驗為例

　范建得

當前關於結合管制之重要問題

　黃茂榮

　
公平會獨立性相關問題之研究

　陳櫻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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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性定價認定方法之實證研究：Areeda-Turner成本基礎法初探
　單驥、莊春發、馬泰成、謝仁弘

我國油品市場相關問題之研究

　許志義

　
我國油品市場管理法規相關問題之研究

　范建得

國內新聞報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李仁芳、陳文玲

　
台灣職業證照制度與市場競爭

　李誠、郭穎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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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網際網路發展與競爭法相關問題

　石世豪、程宗明

　
論網路上智慧財產權之保護與不公平競爭―商標與著作權爭議為例

　馮震宇

電子商務不公平競爭行為規範的幾個初步觀察

　劉靜怡

　
公平交易委員會關於廣告之規範政策與實務的檢討

　黃茂榮

　
比較廣告之案例研究―以公平會調查程序為中心

　陳櫻琴

　
競爭政策下的民營化策略―以電力事業為例

　林克敬

　
「公平交易法」對結合案件之境外管轄權問題研討

　林宜男

　
房屋仲介業之市場結構與行為管制―兼論公平交易法之規範

　本會第一處

　
策略聯盟於公平交易法之探討

　彭康麟

電信業價格上限管制之誘因機制

　蔡蕙安

台灣電信產業競爭化的市場結構設計

　林健次、蔡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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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國家對專業人員服務競爭問題規範之研究
　王文宇、劉孔中

　
我國公平交易法垂直限制行為執法實務之檢討―兼論歐盟、德、法、美、日

垂直限制規範

　本會第二處

　
國際化與自由化政策下，產地標示與不公平競爭之關係

　本會第三處

　
競爭政策之內涵及其於國家經濟發展應扮演之角色

　本會法務處

　
競爭政策與貿易政策之互動

　本會企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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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從公平競爭觀點論電業自由化之發展願景與管制制度之建立

　許志義

　
從日本解除管制經驗檢視我國解除管制作法與方向

　紀振清、黃銘傑

　
未受「專利法」保護之標的是否可受「公平交易法」之保護

　林宜男

聯合採購的型態與適用條件

　王忠宗

　
從依賴性理論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以公平法立場之研析適用
　吳秀明

　　
OECD對競爭政策的處理及其對多邊體制之影響
　黃立

　　
BOT招標階段資格限制與公平交易法之研究
　莊春發、徐芳霞

公平交易法與政府採購法對「BOT中交易相對人選擇自由與融資」
的規範

　謝杞森

　
事業垂直限制行為之公平法適用問題研究―以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為核心

　黃營杉、范建得

圖書限制轉售價格法制

　王銘勇

　　
論美國反托拉斯法對搭售安排「個別產品」要件之認定標準

　陳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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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電信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劉紹樑、劉崇堅、莊春發

四C整合趨勢下有線電視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石世豪、蔡志宏

網際網路之發展及其競爭規範初探-技術與法律之分析
　陳光禎、劉孔中

從競爭觀點來觀察電子商務產業環境

　謝穎青

合作研發與國家創新系統

　李仁芳

桶裝瓦斯勞務配送中心與公平交易法相關分析

　莊春發

公平交易法不實廣告與詐欺罪之界限

　王銘勇

不實廣告保護法益之研究-「廣告詐欺罪」之省思
　陳櫻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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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就競爭法觀點論供油業者之關鍵設施共享

　張玉山、李淳

加油站區域市場劃分暨垂直性限制條款與公平交易法之相關性分析

　梁啟源

我國家用液化石油氣市場開放後之結合競爭問題與公平交易法之關係

　莊春發

數位網路產業之競爭政策與競爭規範

　劉孔中

競爭法對流通業經營行為規範之研究―以附加費用收取行為為中心

　黃營杉、黃銘傑、吳師豪

教科書及參考書市場交易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之適用性研究

　吳秀明、趙義隆

跨國事業結合競爭相關問題及其經濟影響之分析

　陳坤銘、吳秀明

仿冒未受專利保護之新式樣與不公平競爭規範

　張懿云、林廷機

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修正後適用問題之研究
　蘇永欽、范建得

寡占市場「一致性行為」之證據認定方法及其濫用市場地位行為規範

―由 Container Corp.案探討交換資訊行為
　張明宗

醫療市場競爭規範之建立初探

　陳志民

基礎設備理論於醫療事業之適用與檢討

　紀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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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產業自由化、國際化與競爭政策：兼以台灣石油及石化業為例

　許志義

從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職掌探討公平會的組織調整

　胡祖舜

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替代與互補

　莊春發

競爭政策與管制政策之取捨與協調：以公用事業為例

　張玉山、李淳

公平交易法對贈品贈獎促銷行為之規範

　鄭家麟

網路傳銷組織之研究-案例觀察與評析
　陳櫻琴

上游廠商標示建議價格行為與公平交易法第18條之關係
　王銘勇

我國 IC 產業與其相關市場廠商競爭行為之研究-以事業結合行為為例
　施錦村

我國及先進國家對瘦身美容案件之處理實務及法規依據

　朱蔚菁、李文秀、殷世熙、杜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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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公平交易法在知識經濟發展中的角色

　吳榮義、劉孔中、林欽明

WTO 新回合談判我國關於競爭政策應有之立場
　羅昌發、楊光華

公平交易法對金融機構結合行為之規範及審查原則之研究

　薛琦、劉紹樑、李存修、張明宗

電腦印表機、電梯等事務機器之主產品與其耗材、零組件及維修服務等附屬產品間市

場交易行為與公平交易法適法性之研究

　方文昌、謝立功、蘇聖珠、陳芳萍

網路產業發展與策略聯盟競爭環境

　承立平、陳菁瑤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4 條適用於仿冒商品（服務）外觀案件之研究
　劉孔中、謝杞森

公平交易法對於加盟契約適用之研究

　趙義隆、陳志民、吳瑾瑜

參加人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退貨之權利保障對多層次傳銷管理之必要性研究

　陳得發、楊芳玲、王昭雄

事業以聯合行為或濫用市場地位調漲價格經處分後，要求回復原價之探討―美國反托

拉斯法之分析

　陳志民

從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觀點，檢討現行行政爭訟制度

　蔡秀卿、陳榮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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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知識型新興產業之公平競爭規範

　范建得

網路不公平競爭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以Hyperlinks、Frames、Meta-Ta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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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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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我國獨立機關建制之商榷

　蔡茂寅

建立多層次傳銷事業專業評鑑制度及評鑑指標之研究

　洪鉛財、羅彥棻、池曉娟

著作權仲介團體與卡特爾規範之研究―以德國及歐盟卡特爾法為中心

　張懿云

論水平結合管制的準則―總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不利益

　莊春發

全球100大銀行及100小銀行之績效―台灣的銀行與它們的相同與相異及台灣的銀行競
爭程度

　沈中華

台灣有線電視產業成本特性與市場力量之探討

　王國樑、張美玲

國內油品產業結構、廠商行為與競爭法規範

　許松根、馬泰成、顏廷棟

健保十年，醫療服務產業的演化

　蔡偉德、劉育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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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台灣金融業結合案例之經濟效益評估-金控公司範疇經濟衡量
　黃美瑛

金融產業與公平競爭 
　謝易宏

銀行業虛偽不實廣告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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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