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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跨國聯合行為可能面臨的訴訟程序與法
律制裁：從HP控告廣明光電違反美國
競爭法之民事訴訟談起

跨國聯合行為可能面臨的訴訟程序與
法律制裁：從HP控告廣明光電違反
美國競爭法之民事訴訟談起

焦點案例

■演講人：王立達教授
（政治大學法律學院）

加盟總部應事前充分揭露重要資訊，
別讓加盟美夢變惡夢！
健全房市，建商責任不能少
和泰集團提升車輛製造能力，推動
國內汽車產業發展！
佳運重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與臺
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攜手執行能源
政策！

一、跨國聯合行為，十年再現
（一）從TFT-LCD共同定價，到光碟機圍標案
這類型的案件在臺灣並非第一次出現，十年前TFT-LCD的案
子早已喧騰一時。臺商第一次涉入乃是更早的DRAM跨國聯合行

多層次傳銷事業銷售的商品或服
務，報備時能缺一漏萬?

為案，約在1990年代末期，涉案廠商如南亞科，但並非主要涉案

淨水商品廣告宣稱獲NSF國際認證
有影沒？

美電總經理何昭陽先生參加針對此議題的公開研討會。他提醒臺

國際動態
快速掃描國際間競爭法之最新關注
議題
醫療市場之潛在競爭及新創競爭—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執法立場

廠商。TFT-LCD的案件則是轟動一時，2010年5月涉入本案的奇

灣業界不要輕忽美國的競爭法（反托拉斯法），美國競爭法的法
律風險相當高，可能比科技業所熟知的專利訴訟更加危險。
在2020年6月更爆發廣明光電的案子，由於廣明光電為上櫃
公司，目前從事固態硬碟、AI機器人生產，被譽為具有潛力的明
日之星，因此在美國時間6月5日二審判決作成後，新聞馬上散播
開來，受到相當的矚目。廣明光電6月7日於櫃買中心召開重大訊

公平交易統計

息記者會，說明與惠普間的美國競爭法官司，股票即從隔天開始

違法聯合行為處分案件統計

連續3天鎖死跌停，造成相當大的衝擊。但在事件過後12天，廣

會務活動

明光電與惠普達成和解，於晚間再度召開記者會，隔天股價逆勢

民國110年5、6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上漲，漲停鎖死，股市反應非常大。
（二）聯合行為

國際交流
民國110年5、6月份國際交流一覽

聯合行為本身在一些模糊地帶，並非那麼容易理解。如果同
業實體碰面，明確講定什麼產品以什麼價錢出售，即為清楚的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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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行為。但如果只是談論產品的合理價位，則是

得第一順位，獲得最大採購數量。光碟機業者則

否會構成聯合行為？

是透過協議，相互禮讓，使特定廠商取得特定順

以美國為例，美國法學院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aw Schools，簡稱AALS）院長會

位，甚至談定具體價格等方式來圍標。
（二）美國刑事追訟：2011-2012

議曾提議討論法學院學費水準的合理性，但有兩

首先向本件圍標行為採取行動的是美國，臺

位院長馬上起身反對，表明這項提議即是聯合行

灣公司飛利浦建興首先認罪，申請寬恕政策，豁

為，其他院長則認為只是單純討論收費合理性，

免所有刑事責任。第二家為Hitachi-LG，於2011

並無約定學費金額。從這樣的例子可以看出，聯

年11月與聯邦司法部達成認罪協商，並協助美國

合行為的認定相當模糊，連法學院院長都未必能

司法部繼續調查。

清楚認知。而上述這樣的情形，事實上乃是標準
的聯合行為。雖然彼此沒有明確討論定價或是要
求保證金，但是討論合理價格，形成何種價位較
為合理的共同認知，使同業間意見一致，便可以
導致價格一致，即構成聯合行為。

（三）公平會處分：2012年9月
臺灣公平會也加以處分，同樣由飛利浦建興
提供證據，經歷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
院審理，主要證據為飛利浦建興所提供的電子
郵件，以及美國新聞報導。本案裁罰主要認定

除了價格以外，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數

Toshiba-Samsung、Hitachi-LG、飛利浦建興、

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

Sony Optiarc 4家廠商違法聯合圍標。前三家為

或相互約束其他同業間可以競爭客戶的項目，均

合資公司，市占率合計達全球7-8成。4家廠商於

為聯合行為。透過同業公會或其他同業團體，藉

2006年9月至2009年間，就Dell、HP之光碟機採

由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約束會員間競

購交換競爭敏感性資訊，並曾數次對得標名次與

爭之決議，也會落入聯合行為的規範之中。聯合

投標價格彼此協議，進行圍標。

行為的合意，乃是同業間對於價格或上述其他可
競爭的項目，透過各式各樣的行為，相互交換意
見所達成的共識。這在許多場合都容易出現，需
要內稽內控、法遵制度悉心加以提防。

臺灣公平會對於首先申請寬恕政策，將案情
全盤托出的廠商仍會進行裁罰，嗣後再發函撤
銷。本案Toshiba-Samsung提起行政爭訟，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都將原處分撤銷，

二、廣明光電所涉及的聯合行為：
Dell、HP光碟機採購圍標案
（一）Dell、HP筆電光碟機採購共同圍標案
涉案產品為筆記型電腦所使用的光碟機。
Dell、HP是國際間桌上型與筆記型電腦的主要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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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理由為裁處權時效屆至，並且在最後一輪圍
標的電子郵件中，Toshiba-Samsung並未參與討
論，僅在他人郵件中提及Toshiba-Samsung的投
標順位，無法證明Toshiba-Samsung實質參與。
（四）歐盟：2015年10月

商，其光碟機採購採取全球性網路公開招標，並

本案在歐盟受罰的廠商較多，多了廣明光電

非單一光碟機業者得標，乃是順位標，向多家廠

（Quanta Storage）。在表格中很清楚地可以看

商購買，以此分散風險。投標條件最好的廠商取

到，飛利浦建興將事件全盤托出，所以免除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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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Hitachi-LG接著申請寬恕政策，因此免除
50%。Toshiba-Samsung的裁罰金額超過其全球
營業金額的10%上限，因此裁罰金額有所減少。
廣明光電則被裁罰7,146,000歐元，確認有參與
聯合行為。

三、廣明光電是否參與HP光碟機採購案
圍標
（一）單純代工廠如何圍標
就 廣明光電的說法，表示其僅為單純代工
廠，僅負責製造，不管銷售，下游廠商究竟要以什
麼價格銷售、銷售給哪一家筆電廠商均非所問。
2015年10月，歐盟認定廣明光電參與圍標
Dell、HP光碟機採購案，罰鍰714.6萬歐元。對
此，廣明光電抗辯其只是在email群組裡被副本
告知的代工廠，並未參與討論。然而，參與聯合
行為協議討論的同業，不論有無發言，除非公開
反對而退出，否則都應該構成聯合行為。聯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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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HP在美國提出民事賠償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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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Daubert motion（聲請排除專家證人）。
3
這種聲請主要針對科學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

在本案涉及經濟學與統計學，主要是損害賠償如
何估算。但是到了2017年11月1日，HP與廣明
光電以外的全數被告均達成和解。由於廣明光電
在北加州地院就本案並無訴訟繫屬，因此2018
年3月，本件訴訟移回聯邦南德州地院（位於
Houston，HP全球總公司所在地），被告僅餘廣
明光電。

（二）陪審團審判中的證據
1.物證
廣明光電員工寄給飛利浦建興一封
email，討論維持高水準價格的策略，標題
就是price fixing（共同決定價格）；另一封
email，則是涉案廠商相約在Houston一家
Starbucks碰面，理由是距離HP的辦公室夠
遠，以免被發現。此外通聯紀錄亦顯示，在
6個月的時間裡，廣明光電撥了100通左右
的電話給其他涉案光碟機廠商，加強了其他
證據的證明力。
2.書面證詞
Jerry Hsieh（飛利浦建興）從臺灣撥電
話給廣明光電的Haw Chen，達成協議，飛
利浦建興會以特定價格投標，讓廣明光電在
該回合HP招標贏得第三順位。
3.錄影證詞（video testi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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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這些證詞供本案審判使用，可能為

為上述連帶損害賠償之實際金額，計算後乘上三

HP與其他被告和解的條件。這些證詞指出其

倍，並扣除同案其他被告先前與HP和解金額，

他已和解的被告員工與廣明光電何人碰面，

亦即廣明光電負擔的大部分賠償金額乃是其他同

或有相關電子郵件往來，得知何種訊息，

案廠商因圍標提高的銷售金額，以及乘上三倍的

顯示聯合行為運作過程。最重要的是Sony

擴充部分。

Optiarc的Steve Van Vorst，提及投標價格是
由廣明光電設定，廣明光電提供價格資料，
由Sony Optiarc以自己名義送出參加HP招
標。也就是說實際投標人為廣明光電，拆穿
了廣明光電不可能參與圍標的說詞。

五、跨國聯合行為之法律制裁：以美國
法為例
（一）聯合行為刑事責任
美國法的懲處較重，法律責任類型也較多。
在刑事責任部分，法定刑相當高，法人最高可處

四、本案廣明光電獲判賠償金額為何如
此之高？

刑，和1百萬美元罰金。實際上個人最高大約判

一審跟二審都判決廣明光電須給付4.3865億

處4年有期徒刑，而國際間在美國的領導之下，

美元的賠償金額，賠償金額相當之高，這樣的金

認為公司高階負責人本身相當富有，單純科以罰

額究竟是如何計算出來？

金無法有效嚇阻，且可能有公司代為繳納，因此

首先，聯合行為是一個共同侵權行為，因此

相當強調對高階負責人處以有期徒刑。罰金通常

HP所受到的損害是本案所有被告共同造成的，

依據18 U.S.C. § 3571(d)，最高可處以該行為

所有廠商應該共同負責。共同負責的方式為連帶

所獲毛收益或所造成毛損害兩倍金額的罰金。

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具有對於何人請求全額賠償

（二）聯合行為民事責任

或部分賠償的選擇權，主要的立法原意是保障請

受害的個人或團體提起民事訴訟勝訴時，可

求權人的損害完全受到填補，將因加害人資力不

以獲判實際損害額三倍的損害賠償，已如前述。

足無法賠償的風險轉嫁於共同加害人。聯合行為

此外，由聯邦政府提起，確認被告違反競爭法的

損害之總金額計算即為各家廠商因圍標將得標價

民刑事確定判決，或是在證人、當事人陳述之後

格提高之總金額加總，並且個別參與廠商本身未

達成的訴訟上和解，在具有爭點效的範圍內，可

必要在圍標中實際得標銷售予招標廠商。同業即

以作為私人訴訟中被告違法的表面證據，將舉證

使僅單純陪標，使得圍標得以成功，並未實際得

負擔直接移轉至被告身上。敗訴的被告更要負擔

標，也要共同負擔連帶損害賠償。

受害人支出的合理律師費、訴訟費。

此外，在美國競爭法規定損害賠償金額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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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億美元罰金，對於個人最高可處10年有期徒

（三）TFT-LCD案民事損害賠償

際損害金額的三倍，只要原告請求，法官並不具

起訴的聯合行為受害者有兩個群體，第一

備裁量權。一般典型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僅處罰

個群體是直接購買面板的客戶，如電腦製造商

故意行為，且法官具有裁量權，因此並非典型的

Dell、手機製造商Nokia, Motorola，第二個群

懲罰性損害賠償。本案廣明光電所負擔的金額即

體是購買裝有LCD面板產品的客戶。在第二個

TAIWAN FTC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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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中，紐約等24州與DC政府以及一般消費者

的加害人，其損害賠償金額仍不能豁免，但如果

共同起訴求償，經法院核定為集體訴訟（class

在民事訴訟過程中與原告充分配合，可以免除三

action）之後，原告範圍擴及所有未聲請退出的

倍損害賠償，僅需賠償實際損害。

同類型受害者，大幅擴增所涉及的損害賠償金

（二）寬恕政策結果

額，增加原告與聯合行為參與廠商和解談判的籌
碼。

寬恕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讓聯合行為結盟的
夥伴相互產生猜忌，分裂聯合行為同盟，使之無

至2012年7月為止，上述集體訴訟個案累計

法有效運作，甚至增加主動招供等被偵測到的

和解金額超過10億美金，創下美國共同決定價

機會。對於上市公司而言，即使執法機關保密，

格案件之最高和解金額紀錄。這件集體訴訟案件

不透露哪家涉案廠商首先成功申請寬恕政策可以

中，作為原告的消費者至少有2,000 萬人，每位

免罰，面對這麼重大的法律與財務風險，上市公

至少可以收到25美元的賠償金。

六、萬一涉入聯合行為，企業應該如何
應對與補救
（一）寬恕政策（Leniency Policy）
寬恕政策一方面使用重罰，另一方面對於第

司可能還是需要發出重大訊息，澄清新聞所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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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招供的涉案廠商，如果在執法機關掌握足以
定罪事證之前提供關鍵證據，就完全免除其刑事
或行政上懲罰，製造與其他參與廠商懲罰幅度之
間的落差，產生主動全盤托出的誘因，瓦解聯合
行為聯盟。
寬恕政策主要適用對象分為企業與個人，如
果是企業申請寬恕政策，則旗下員工也全數可以
豁免處罰。但若是由員工申請寬恕政策，扮演
吹哨者角色，則企業無法免責。因此對於企業而
言，發現聯合行為時，應先安撫內部涉案員工，
同時承諾申請寬恕政策，才能達到雙贏局面。
若是第二位申請寬恕政策者，則僅可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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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的裁罰，第三位可能為30%-20%，第四位
則為20%-10%，第五位以後可能就沒有豁免。

（本文係講座109年11月24日於公平會發表

在過程中，若聯合行為仍繼續進行，則應該要配

之演講內容，經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研究
6

合調查。

所黃佑婷同學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6

就民事訴訟而言，縱使是最早申請寬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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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總部應事前充分揭露重要資訊，別讓加
盟美夢變惡夢！
加盟總部招募加盟時，應於事前提供加盟重要資訊，讓有意加盟者「想清楚」後再簽約，以免影響有
意加盟者的權益，以及其他同業爭取加盟的機會。

■撰文＝周佑璘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科員）

前言

未提供「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

目前國內連鎖店數已達11萬餘家，加盟行業

其金額或預估金額」、「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原

種類多元並蓬勃發展，亦已成為國人創業投資的

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等資訊，讓有

主要管道之一，為避免加盟雙方資訊不對稱，影

意加盟者在不清楚相關加盟費用的情形下，就

響市場交易秩序，所以公平會訂有「公平交易委

與T公司簽訂加盟合約，成為品牌加盟店。直到

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

店舖開始營運，加盟店才赫然發現需要向T公司

規範加盟總部應在與有意加盟者簽訂草約或正式

購買原物料的費用甚高，並表示如果事先知道

合約前，事先「講清楚」7項加盟重要資訊，以

相關費用資訊，則不會選擇與T公司加盟，且也

便讓有意加盟者「想清楚」再作決定。又據公平

已影響其營運獲利的狀況。

會瞭解，「加盟費用」是有意加盟者最為關注的
加盟資訊，也是有意加盟者評估是否要選擇此加
盟總部的重要交易資訊之一。若加盟總部在簽約
前，沒有以紙本、電子郵件、電子儲存裝置、社

基於上述調查結果，T公司在簽約前，以口
頭說明或未提供前述加盟重要資訊，已實際影響
有意加盟者的交易決定，並對加盟店的營運產

群媒體、通訊軟體等方式「講清楚」這些資訊，

生不利影響。且有意加盟者須依照T公司整體企

則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的疑慮。

業品牌形象，負擔店舖裝潢的費用，投入相當資
金，而該筆投資費用無法轉換為他用，所以當有

案例解析
公平會接獲民眾檢舉並經調查發現，T公司

6

意加盟者與T公司簽約，其他提供類似商品或服
務之同業即可能喪失與其交易的機會，產生不公

是知名日式拉麵品牌的加盟總部，除致力開發

平競爭的效果。所以公平會認定，T公司與有意

新口味的拉麵，吸引消費者前往店舖享用外，

加盟者簽約前，未充分揭露「開始營運前購買商

另透過網路加盟平臺刊登招募加盟資訊，並提

品、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加盟

供優惠方案，吸引有意加盟者加入其品牌體

營運期間購買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

系，在國內已招募100家以上的加盟店。但T公

等加盟重要資訊，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

司卻在招募加盟過程中，僅以口頭說明或甚至

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TAIWAN FTC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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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最後公平會呼籲，加盟總部與加盟店在加盟
體系內，是相互合作的事業夥伴，讓加盟店在簽

有利雙方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以共同維護加盟
品牌形象，為彼此的利益創造雙贏，減少加盟交
易糾紛。

約前，充分瞭解完整加盟條件與費用等資訊，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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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房市，建商責任不能少
建商銷售預售屋辦理「禮賓活動」，消費者需交付支票入場，依抽籤順序選戶別，妥當嗎？

■撰文＝林政羽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案例背景

排隊現象，產生對該建案利多的評價進而跟風；

您能想像買房子像颱風天買菜嗎？某日媒體

而活動現場所營造出消費者對中籤的期待，以及

報導知名建商推出的預售屋建案，居然出現千

消費者中籤時機不可失、不買可惜的心態，再加

人排隊搶購的景象。雖然消費者排隊買房是個人

上只有短短1分鐘選戶的緊張急促感，這種種效果

意願，但是建商在銷售時，是否已經準備好提供

的堆疊影響下，中籤消費者在倉促選戶時，縱然

預售屋重要交易資訊給消費者，引起公平會的注

沒有屬意的戶別，也難以放棄選戶。前面所述情

意。

形，已經影響消費者的交易決定與判斷。且活動
當天房屋售價尚未確定，建商可以藉此探知建案

不動產交易金額龐大，涉及的權利義務複
雜，一般民眾一生買房經驗極為有限。尤其預售

銷售熱度而調整確定售價，致使消費者未來的議
價能力也將受到影響。

屋看不見且摸不著，因此建商在銷售時，就應該
準備好重要交易資訊，讓消費者能夠仔細思量

況且，前述影響，不僅產生在已預訂本建案

後，再作交易決定。而據公平會調查，該知名建

的消費者身上，更可能擴及未來打算購買本建案

商在相關資訊都尚未規劃完成前，就逕行辦理

或其他建案、或經由媒體聽聞此消息的消費者，

「禮賓活動」。消費者於活動現場須交付1 0 萬

更甚者，將影響未來預售屋市場的交易價格及造

元支票始能進場抽籤，並依抽籤順序選擇購買戶

成一波波的搶訂風潮。而這對於講求交易資訊充

別。活動現場吸引6百餘位消費者搶訂釋出的2百

分且得以理性決策的預售屋市場交易秩序而言，

餘戶預售屋，卻在消費者選戶前，未提供停車位

實造成負面不當的影響。

平面圖、契約書、配合貸款銀行等資訊給消費者
知道。

結語
最後公平會表示，健全的預售屋市場交易秩

對於預售屋市場交易秩序的影響

8

序有賴市場參與者的努力，在房市熱絡的時候，

雖據建商表示，消費者事後如果反悔不願意

建商對於重要交易資訊的提供及說明責任，更不

購買，將全額退還10萬元支票。但公平會認為，

能打折。建商應該先將該準備的交易資訊完整準

建商在禮賓活動消費者選戶前，並未提供消費者

備齊全，再讓消費者深思熟慮後訂房、買房，使

完整的重要交易資訊，且消費者將因人潮擁擠的

消費者能夠慎其所選，樂其所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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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泰集團提升車輛製造能力，推動國內汽車產
業發展！
和泰汽車整合資源，搶攻電動化汽車領域。

■撰文＝方彥修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科員）

前言

競爭評估

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泰公司）及

大客車底盤車市場上尚有SCANIA等國際品

其子公司長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與和泰公司合

牌可供交易選擇，下游競爭對手轉換其他品牌底

稱和泰集團）取得和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

盤車並無困難，且實務上「大客車底盤車市場」

司和興國際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興國際）

係為買方市場，故參與結合事業投入封鎖能力不

過半數以上股份，並控制和興國際之業務經營及

高；又「大客車車體市場」結構分散，底盤車代

人事任免，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及

理商亦有自設或投資車體廠，而和興國際為新設

第5款之結合型態。另和泰公司市占率達公平交易

業者，尚難謂有封鎖能力及誘因，客戶封鎖對市

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之申報門檻，且無同法第12

場影響應屬有限。此外，和興國際亦將參進「小

條除外適用之情形，依法應向公平會申報事業結

貨車改裝市場」，因參與結合事業均無經營該業

合。

務，和興國際為市場新參進者，本結合尚無影響
重要潛在競爭之可能性。

相關市場
和泰集團銷售小客車、大客車及其底盤車、

結論

小貨車及其底盤車、大貨車及其底盤車等；和興

經公平會函詢產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業

國際於民國109年6月設立，結合後將從事大客

公會及相關業者意見，並以產業資料綜合研判，

車車體打造及小貨車改裝等業務。大客車除整車

認為本結合可提升國內電動巴士製造技術並增加

銷售外，亦得以底盤車為基礎並經車體廠組裝車

產品選擇性，亦有利推動國內產業朝電動化汽車

體為完成車後銷售，因大客車底盤車與車體在製

領域發展，且和泰集團於其所屬「大客車底盤車

造上具上、下游關係，故本結合所涉產品市場為

市場」之市占率並無改變，又案關產品均屬成熟

「大客車底盤車市場」及「大客車車體市場」，

產業，競爭者眾，上下游市場仍有其他交易選

本結合另涉及「小貨車改裝市場」。因我國對大

擇，市場封鎖可能性低，本結合不具顯著限制競

客車及其零組件課徵進口關稅，且車體廠係於我

爭疑慮，對於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

國境內從事車體製造或小貨車改裝業務，故地理

益，故依公平交易法第13條第1項規定，不禁止其

市場應為「我國」。

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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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FTC NEWSLETTER
｜ 焦點案例 ｜

佳運重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與臺灣港務股
份有限公司攜手執行能源政策
本結合對於政府規劃推動離岸風力發電產業有正面助益。

■撰文＝洪進安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視察）

前言
為推動綠能及再生能源產業發展以實現非核
家園目標，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港

場」；而經營重件運輸吊裝及港埠業務，並無特
殊之營業區域限制，但仍限於在我國境內提供相
關服務，故地理市場界定為「我國」。

務公司)因應能源轉型新興產業進駐港區，為提
升港口競爭力與服務量能，以港埠經營經驗，結

競爭評估

合具重件運輸實務經驗之佳運重機械工程股份有

臺灣港務公司與佳運公司的業務沒有重疊，

限公司(下稱佳運公司)，合資成立臺灣港務重工

各屬港埠業務及重件運輸吊裝服務業務，不具有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港務重工公司)，提供重

明顯的潛在競爭可能性。雖未來可預期臺灣港務

件貨物陸上運輸服務(含離岸風力機零組件吊裝

重工公司與佳運公司業務涉及重件運輸吊裝服

與運輸規劃)。佳運公司械與臺灣港務公司依出

務，經綜合評估本結合實施後，對市場結構及競

資比例分別持有該合資新設公司各51%及49%股

爭情形並無顯著影響，且業者提供服務的品質具

權，並取得5席董事席次之3席及2席，共同經營

有差異性，參進障礙低，相關市場尚未有顯著限

該合資公司業務，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

制競爭疑慮。

第2款、第4款、第5款之結合型態。因臺灣港務
公司為商港經營管理之獨占事業，符合公平交易

結論

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之申報門檻，且無同法第

臺灣港務公司在我國港埠市場是屬於獨占事

12條之除外適用情形，因此依法向公平會提出

業，如今雖跨足重件運輸吊裝服務市場，但並不

結合申報。

涉及其港埠職權，該公司也表達不會妨礙重件運
輸吊裝服務市場之競爭，同時主管機關交通部及

相關市場

經濟部亦認為本結合對於政府規劃推動離岸風力

由於臺灣港務公司係商港經營管理業者，佳

發電產業有正面助益。公平會審議後認為，本結

運公司則以提供一貫作業運輸吊裝服務為業，臺

合尚無顯著限制競爭疑慮，而得認整體經濟利益

灣港務重工公司未來係以服務新興產業離岸風力

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依公平交易法第13條

機之起重運輸工程為主力，故本結合所涉產品

第1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

市場為「重件運輸吊裝服務市場」及「港埠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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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點案例 ｜

多層次傳銷事業銷售的商品或服務，報備時
能缺一漏萬?
正要向朋友介紹好用又實惠的傳銷商品，一拿出廣告型錄及訂購單，怎麼突然沒賣了？漲價了？套組
優惠沒有了？好不容易到手的商機就飛了！

■撰文＝林雨菁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視察）

多層次傳銷事業所銷售之商品或服務，除商

案例背景
美商D公司在臺灣深耕多年，也銷售許多膾
炙人口的商品，但公平會派員赴該公司進行業務
檢查時，比對該公司提供之訂購單等資料，發現
多項商品未刊載於訂購單上，且部分商品之售價
及計算獎金之積分亦有不同，涉有違反多層次傳
銷管理法第7條第1項規定。

品之來源及安全性等必須符合相關法規(如：食
品須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外，因為商品之
售價與獎金之計算及發放息息相關，更攸關傳銷
商權益，故在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訂定傳銷事業變
更銷售商品或服務之價格、品項等皆應事先向公
平會報備，該會並透過業務檢查等方式以保障傳
銷商之權益。

調查事實

公平會已將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名單及其重

經過公平會調查，美商D公司坦承因疏失變

要動態資訊公布於全球資訊網，民眾可透過網站

更銷售商品，未事先報備，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

了解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之內容，以保障自身權

理法第7條規定。
!!!!!

益。

!!!!!!!!!!!ӭቫԛᎍ٣ςֹԋൔഢӜൂ࣬ᜢၗૻ!
多層次傳銷事業已完成報備名單相關資訊
!
（圖片來源：公平會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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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水商品廣告宣稱獲NSF國際認證 有影沒？
乾淨衛生的水和民眾健康息息相關，美國國家衛生基金會(National Sanitation Foundation，NSF)認證的
公信力成為多數消費者選購淨水商品的考量因素之一，但是光買到宣稱具有NSF認證的淨水商品，就代表
買到實實在在的健康淨水了嗎？

■撰文＝蕭安汝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Нࠔቶ࠹ᆀᕇ NSF ୯ሞᇡ Ԗቹ
案例背景
ؒǻ
民眾向公平會檢舉Y公司在購物網站銷售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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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炭商品，廣告宣稱「NSF認證」涉有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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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進一步查詢NSF合格認證資料庫發現案關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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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未獲NSF認證，涉有廣告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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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F認證是否屬實 購買市售淨水商品應
小心求證
NSF(美國國家衛生基金會)是一個在飲用水
領域最具代表性的檢驗機構，除美國外，亦廣被
歐盟多國、澳利大亞等國家作為標準，甚至被世

㒗㕮Ơ啔⭰㱄

界衛生組織（WHO）指定為全球飲用水安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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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稱具NSF認證而無法提供證書 涉廣告

濾凈合作中心，因此，NSF認證的公信力讓其

不實

成為多數消費者選購淨水商品的關鍵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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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6月在購物網站銷售活性炭商品，廣告宣

但也因而造成許多業者為了爭取交易機會而宣稱
自家商品擁有NSF認證，以致在市面上出現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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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NSF認證」，然不論在NSF合格認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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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呼籲，消費者購買淨水商品前宜停

屬實，以保障自身消費權益；相關業者登載廣告
時，更應確保廣告內容的真實、正確及完整性，
以免觸法。

TAIWAN FTC NEWSLETTER
｜ 國際動態 ｜

快速掃描國際間競爭法之最新關注議題
除了競爭法主管機關為因應疫情所採行之競爭政策廣受各界重視，近年來數位平臺議題、性別包容
等與競爭相關議題也成為國際間討論焦點。

■撰文＝林文宏、梁珮玟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科長、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員）

則、無歧視且有時效限制之政策措施，而

前言
近來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嚴峻，對一
般民眾工作與日常生活產生深遠影響，並因擔憂

競爭法主管機關應就各項經濟復甦政策持
續倡議公平競爭與政策中立之原則。

染疫而減少外出，導致各行各業消費急遽下滑。

(二)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在疫情期間的施政

為避免百業蕭條與勞工失業，各國政府陸續推出

重點，就是確保醫療與物流人員在內之勞

因應措施，然而這些措施或有其短期效益，但是

動市場公平競爭、防止企業趁疫情進行投

否因此產生副作用，例如破壞市場公平競爭，各

機併購，並優先處理醫療照護產業濫用獨

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與國際組織紛紛從維持市場公

占市場地位案件，以維護相關產業供應鏈

平競爭的角度，對政府政策提出建議。又近年來

與物價之穩定。

電子商務的興起，商業模式不斷創新與翻轉，影
響各國企業經營甚鉅，而執法與倡議活動所探討

(三)ICC 2 於2020「因應COVID-19與競爭之

的議題範圍亦推陳出新，且有逐漸跳脫傳統框架

行動」(ICC call to action on COVID-19

的趨勢，近期的國際論壇即關注數位經濟與性別

and competition)提出具體建議：鼓勵政

包容競爭議題，以下分別說明。

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提供明確的策略指
引，對內於必要時可採取國家補助 (state

COVID-19下的競爭政策

aid)措施，並應謹守快速有效、暫時性及
透明原則；對外則鼓勵跨國或利益相關者

自2020年COVID-19疫情大爆發以來，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便陸續針對疫情下的競
爭政策、結合管制、競爭者間的合作及價格剝削
等提出政策指引 1，隨後各國及國際商會(ICC)國
際競爭法論壇亦跟進討論：

間之合作。而競爭法主管機關可在設定明
確指引、符合相關條件、避免特定產業濫
用之前提下，放寬部分競爭規範，惟仍不
可因疫情而忽視競爭原則。最後建議競爭
法主管機關應注意疫情可能增加的企業併

(一)歐盟與歐盟各國：在疫情期間，許多體質

購情形，並適時提供彈性；同時關注生產

不良企業仰賴政府振興補助而得以苟延殘

必要物資或服務（如食品、藥品、運輸等

喘，政府機關應對疫情採取符合比例原

基礎建設）之企業的競爭與合作。

1 https://www.oecd.org/competition/competition-policy-responses-to-covid-19.htm.
2

https://iccwb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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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平臺的研究與事前監管



表1：各國數位平臺相關立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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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等發布相關研究報告，其中美國眾議院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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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包容競爭政策

壟斷小組委員會2020月6日發布之「數位市場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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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性別與競爭的議題最早於2018年OECD

3

爭調查 」報告更詳細介紹Google、Amazon、
Facebook、Apple經營範疇損害市場競爭之行
為，提出相應之解決方案，並對現行之執法現
況、競爭法執法機關之因應作為，以及法院對反
托拉斯執法之影響一併進行反思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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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競爭論壇首度進行討論，並指出，性別與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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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政策具雙向關係，競爭可能影響性別不平等，
     ⹛⊇㋦⤎䫝䈔Ⱗ &RPSHWLWLRQ%XUHDX&DQDGD Ṇ✏ẅ⤑䵺㿆⏯ὃ

同時性別平等與性別觀點也會影響競爭過程與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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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活動可能帶來潛在的雙重紅利：同時改善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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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各 國 為 使 執 法 能 更 符 合 數 位 經 濟 環 境 ，
亦有提出修法或新訂法規範者，如歐盟執委會
2020年底提出「數位服務法」(Digitl Service
Act)及「數位市場法」(Digital Market Act)草
案，除透過前者保護數位用戶的基本權利外，
「數位市場法」將大型網路平臺視為守門人並
進行規範，盼藉由事前規範將可能致損害的結
構效果降至最低，以保障公平且開放之數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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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加拿大競爭局(Competition Bureau

    ⏍ 2(&' ✏ằ⹛  㛯凰堳『∌⋬⮠䫝䈔㔦䬽好姱㛪字Ə⭟俬⯯⮝✏˥⍈䉠

Canada)也在亞太經濟合作(APEC)舉辦之「以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policies/platform-business-trading-practices.
企 業 觀 點 進 行 F TA A P 競 爭 相 關 條 文 之 政 策 討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Meldung/EN/Pressemitteilungen/2021/19_01_2021
_GWB%20Novelle.html.
9
7 論」 視訊會議中，報告「帶有性別包容觀點
https://www.ftc.go.kr/solution/skin/doc.html?fn=6bb54edacaaafdbae75ccbb96bcc8554a97d8e707
372bdf010625b1a87b573b9&rs=/fileupload/data/result/BBSMSTR_000000002402/.
8
https://www.ftc.go.kr/solution/skin/doc.html?fn=0a4fde354f9d43de142bec054bc3d787eecd214ad
之貿易與競爭政策」，概要介紹以性別為基礎
aaf60c92d9d55a10eb94f14&rs=/fileupload/data/result/BBSMSTR_000000002402/.
9
http://mddb.apec.org/Documents/2020/CTI/CTI-EC-DIA/20_cti-ec_dia_013.pdf.
的加強版分析工具(Gender-Based
Analysis
3
5
6

場。又中國大陸反壟斷委員會2021年初公布

Plus, GBA+)，並說明在競爭法的執法、倡議以

「 關 於 平 臺 經 濟 領 域 的 反 壟 斷 指 南 4」 ， 以 預

及遵法等領域上應用性別包容之觀點。加拿大

防、制止平臺經濟的壟斷行為。對於新興的商

競爭局表示未來將進一步與OECD共同合作，

業模式，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致力於提供明確

研究與競爭相關議題以進行深入討論與分析，

的指引，或希望透過立法方式維持市場競爭環

並徵求相關建議書，以做為未來研討會討論之

境，而在政策擬定上則多保留開放的態度，避

方向，而OECD亦試圖開發相關實務工具，以

免因過度介入而妨礙市場創新。

提供有興趣建構包容性競爭政策之各國競爭法

3 https://judiciary.house.gov/uploadedﬁles/competition_in_digital_markets.pdf?utm_campaign=4493-519.
4

http://gkml.samr.gov.cn/nsjg/ﬂdj/202102/t20210207_325967.html.

5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policies/platform-business-trading-practices.

6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Meldung/EN/Pressemitteilungen/2021/19_01_2021_GWB%20Novelle.html.

7

https://www.ftc.go.kr/solution/skin/doc.html?fn=6bb54edacaaafdbae75ccbb96bcc8554a97d8e707372bdf010625b1a87b573b9&rs=/fileupload/data/result/

8

https://www.ftc.go.kr/solution/skin/doc.html?fn=0a4fde354f9d43de142bec054bc3d787eecd214adaaf60c92d9d55a10eb94f14&rs=/fileupload/data/result/

9

http://mddb.apec.org/Documents/2020/CTI/CTI-EC-DIA/20_cti-ec_dia_013.pdf.

BBSMSTR_000000002402/.
BBSMSTR_000000002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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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參考。

結語

另OECD在今年2月舉行性別包容競爭政策

綜觀國際上競爭法的討論，即便在疫情期

視訊會議，學者專家在「卡特爾與勾結」議題

間，各國仍主張所採取的措施不應偏離競爭原

中指出，有研究顯示性別會影響卡特爾的形成與

則，且競爭法議題更加多元，未來競爭法主管機

否，女性受測者較不會從事損害消費者的行為，

關在競爭政策的擬定時也應與時俱進，除持續進

而羞愧與罪惡感可能為影響其決策之因素。又在

行競爭倡議，並應關注數位平臺及性別包容等發

以男性為主的群體中，女性常是局外人，故不易

展方向，才能更廣泛且深入制定競爭政策並精進

與異性分享資訊，進而影響卡特爾的形成。

執法，進而促進疫情後的市場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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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市場之潛在競爭及新創競爭—美國聯邦交
易委員會執法立場
有關事業收購潛在競爭者所可能產生排除潛在競爭及新創競爭等限制競爭行為，美國聯邦交易委員
會多年針對醫療照護產業之市場行為已有諸多執法經驗及方式，除亦可運用在高科技市場行為外，也可
供其他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參考及借鏡。

■撰文＝許俊雄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長）

前言
近年來科技巨擘(Big techs)市場交易行為的
一舉一動，持續受到公眾的高度關注，特別是
此等高科技業者過去曾主導數百次收購案，而
且大多數收購又涉及所謂的「新創競爭對手」

此間結合；從美國過去執法經驗而言，如何訂定
事業未來參進市場將確實發生之判斷準則係一大
挑戰。其次，是實施獨占(monopolization)，在
休曼法(Sherman Act)第2條有所規範 2 ，亦即，
禁止具有獨占力的事業從事排他行為。

(nascent competitors)。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聯邦交易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競爭理論

FTC)也注意到高科技領域中，事業收購潛在競爭

(一)實質潛在競爭

者所可能產生排除潛在競爭及新創競爭等競爭疑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雖然並未完全認可實

慮，多年來對於醫療照護產業市場類此交易行為

質潛在競爭理論，但在40年前審理Marine

已有諸多執法經驗及方式，除亦可在高科技領域

B a n c o r p o r a t i o n 案 件 中 3， 已 建 立 潛 在 競 爭

運用外，也可供其他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參

之爭議案件必須具有顯著集中(substantially

考及借鏡。

concentrated)之先決條件，其背後則隱含二

FTC主要依據二項競爭理論判斷事業結合所

項前提，包括存在可用及可行的市場參進方

可能減損潛在競爭的風險。首先是實質潛在競

法(available feasible means for entering)，

爭(actual potential competition)，在克來登法

以及此等市場參進方法必須有很大的可能性

(Clayton Act)第7條有所規範 1，亦即，當滿足某

(probability)，最終將導致該市場分散化或其他

些條件時，禁止未來可能產生競爭關係之事業彼

重大競爭影響4。

1

克來登法第7條規定，從事商業或從事其他影響商業之活動之人，不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取得他人全部或一部之股票或股份資金。任何受聯邦交易委員會管轄之
人，如取得其他從事商業或影響商業之活動者資產之全部或一部，對國內某一地區之商業活動造成實質減少競爭或有形成獨占之虞者，不得為之．．．。原條文
為corporation engaged in commerce shall acqui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stock or other share capital and no corporation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hall acquire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assets of another corporation engaged also in commerce, where in
any line of commerce in any section of the country, the effect of such acquisition may be substantially to lessen competition, or to tend to create a monopoly.〃

2

休曼法第2條規定，凡是實施獨占、企圖實施獨占、與他人共同或密謀實施獨占州際或與外國之交易或商業之任何部分的人，構成重罪。對法人可處美金一百萬
元以下之罰金，對自然人可處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科或併科美金十萬元以下罰金。原條文為Every person who shall monopolize, or attempt to monopolize, or
combine or conspire with any 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monopolize any part of the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 felony, and, on conviction thereof, shall be punished by ﬁne not exceeding $100,000,000 if a corporation, or, if any other person, $1,000,000,
or by imprisonment not exceeding 10 years, or by both said punishments,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18

3

United States v. Marine Bancorporation, Inc., 418 U.S. 602 (1974).

4

原文為those means must offer a substantial likelihood of ultimately producing deconcentration of that market or other signiﬁcant procompetitive effec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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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的競爭法涉法案件雖然接受實質潛在競

此一動態行為，包括計畫（plan）或企圖

爭理論係可行的競爭損害理論，但是由於美國政

（attempt）。惟獨占事業所採取競爭手段

府挑戰結合案件時，大都僅主張潛在參進者具有

如源於本身優越的產品、睿智的眼光等效率

參進的動機和能力，卻缺乏客觀證據(objective

(Competition on the Merits)，創新或非掠奪性之

evidence)，因此法院開始對政府的訴求產生

積極定價(non-predatory aggressive pricing)，

懷疑，判決標準越趨嚴格，例如，要求政府對

則非本條文所禁止。

涉法案件參進的主張必須具有合理發生可能性
(reasonable probability)，或要求需有明確事證
顯示收購事業實際已參進相關市場等。

就消滅競爭對手之目的而言，事業藉由結合
方式要比採取其他排除競爭方法更加明確，因此
藉由結合消滅競爭對手也可能是本條文所禁止的

時至今 日 ， 當 F T C 面 臨 製 藥 產 業 一 系 列 結

行為。就上開兩法條執法態度而言，休曼法第

合案，並帶來重大的未來競爭議題時，執法立

2條執法態度較克來登法第7條嚴格，因為克來

場也必須與時俱進。此類案件與早期的實質潛

登法第7條的執法架構下，當潛在競爭對手參進

在競爭案件並不相同，至於不同之處在於這些

市場低於可能性(probable)，法院將允許事業收

案例中，已具有足夠的主觀證據(subjective

購潛在競爭對手，但在休曼法第2條的執法架構

evidence) 顯示事業確實在試圖參進市場，例

下，法院對事業收購新創競爭對手行為採取更嚴

如：事業決策層之承諾，且伴隨著事業大量的
資本支出等事證。

厲的態度。例如，在審理微軟案時，法院即曾指
出就休曼法的立法目的而言，允許獨占者任意擠

雖然在藥品產業中，藥品開發過程通常會失

壓新創對手，雖然尚未獲證實，但將有害競爭5。

敗，而且藥品上市也須獲得FDA的批准，導致

因此，在休曼法第2條執法架構下，獨占者收購

該藥品最後可能並未在市場出現，因此，運用實

新創競爭對手，可能會被認為是反競爭行為類型

質潛在競爭可能無法成功挑戰這些案例。儘管如

之一。

此，FTC認為，由於具有競爭爭議的藥品通常面
臨有限的市場競爭，當藥品成功參進市場時，對
市場競爭可能會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實質潛在競
爭理論仍可運用，並可以依據個案藥品成功上市
機率進行些許調整。
(二)實施獨占

至於何謂新創競爭對手，在休曼法第2條
的執法判斷上，就顯得至關重要。美國法院審
理相關案件時，常參考微軟案所提出的3項判
斷 標 準 6， 包 括 ： ( 1 ) 微 軟 認 為 供 應 商 所 開 發 的
中間軟體(middleware)對微軟視窗(Windows)
系統構成威脅；(2)中間軟體供應商竭力減少對

休曼法第2條是主要規範獨占者行為，針對

Microsoft操作系統的依賴；(3)市場其他參與

獨占及控制企業經濟力之濫用加以禁止懲罰，

者也知悉並分享此等觀點。是以，當有證據可

並非禁止獨占（monopoly）之靜態地位或狀

證明供應商的中間軟體對微軟視窗系統構成威

態，而是著重於規範事業獨占（monopolize）

脅，就足以使它們成為新創競爭對手。

5

Microsoft, 253 F.3d at 59, 79. it would be inimical to the purpose of the Sherman Act to allow monopolists free reign to squash nascent, albeit unproven,

6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84 F. Supp. 2d 9, 28-30 (D.D.C. 1999).

competitors, at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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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案例

基於正當理由將終止參進美國市場之計畫，使法

(一) 實質潛在競爭

院確信Synergy進入美國的可能性不大。

FTC運用實質潛在競爭理論已成功挑戰許多

(二) 實施獨占

藥品結合案，此等案件類型大多集中在其中一

FTC近期依據休曼法第2條“新創競爭”之

或二結合方的藥品正在開發中，未來將對另一

規範挑戰兩項結合案，其中一案為Questcor公

方的藥品產生重要競爭影響。例如，FTC近期就
7

Bristol-Myers Squibb/ Celgene案達成和解 ，
在本案收購當時，Celgene公司在市場銷售廣受
歡迎的口服牛皮癬(psoriasis)藥物Otezla，而被
收購公司Bristol-Myers Squibb口服牛皮癬藥物
則仍在研發中，惟一旦獲得藥政單位批准後，將

司涉及向Novartis公司收購一款藥物，另一案為
Illumina公司收購加州Pacific Biosciences公司。
此二案共同點是獨占者涉及收購另一家可能威脅
其獨占地位之公司，雖然相關市場仍存在很大的
參進障礙。

與Otezla藥物在市場短兵相接，直接展開激烈競

在Questcor公司向Novartis公司收購藥

爭。儘管藥物開發過程漫長及充滿不確定性，但

品案中，Questcor公司（其後被Mallinckrodt

由於FTC在多年執法經驗中已有諸多案例，故委

公司收購）在美國境內銷售促腎上腺皮質激

員間已有共識認為本案具有實質潛在競爭關係，

素Acthar藥品(治療嬰兒罕見形式癲癇病的藥

8

必須提出異議進行訴訟 。

品)，Novartis公司則在美國以外的國家，銷售

但在FTC挑戰Steris / Synergy結合案時 9，

合成的類似藥品-Synacthen。在過去數年中，

則顯示要證明潛在競爭對手參進市場之可能性

Questcor公司數次提高Acthar藥品價格，但也

(probable)是多麼困難。本案在美國境內提供伽馬

意識到抬價可能會引起Novartis公司（或其他公

射線滅菌服務(gamma-ray sterilization services)

司）將Synacthen藥品引入美國銷售；雖然FTC

的公司有2家，Steris公司係其中之一家，而

的起訴狀也承認Synacthen藥品尚未獲得美國

Synergy公司是另一家英國公司，向全球提供滅

FDA批准，且是否可以在市場銷售存在很大的

菌服務，但該公司沒有伽瑪射線滅菌功能，而且

不確定性，但認為Questcor公司多年來一直將

也無所需伽瑪射線放射性物質原料來源。由於伽

Synacthen藥品視為威脅，例如有事證顯示該公

瑪射線滅菌功能之差距，將影響其市場參進，因

司得知另一公司有興趣購買此等藥物並在美國銷

此多年來一直在研發新技術，欲參進美國市場。

售時，就會立即提交要約收購等。基於這些事

當本案進入法院訴訟階段時，FTC聲稱，結合當

實，FTC向法院提起訴訟並指控Questcor採取

時，Synergy公司對參進美國市場已處於高階段

防禦性措施(defensive move)，以收購競爭對手

的進程，包括就其廠房設址進行協商，簽訂所需

Novartis公司所生產Synacthen藥品之方式，消

設備的契約，並安排美國銷售及經營團隊等。但

滅對Acthar藥品的新創競爭威脅10。

隨後在法院訴訟過程中，Synergy公司聲稱財務
回收的不確定性將影響參進美國市場之可能性，
7 Bristol-Myers
8

20

另有關Illumina公司收購加州Pacific

Squibb Co. and Celgene Corp., Docket No. 4690 (November 15, 2019).

儘管FTC部分委員對本案下令拆解表示異議，但沒有人認為藥政單位批准的可能性太小，或認為過去30年執法經驗，不屬於克來登法第7條所規範。

9 Bristol-Myers

Squibb Co. and Celgene Corp., Docket No. 4690 (November 15, 2019).

10 Mallinckrodt

Complaint  1, 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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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ciences公司案，FTC聲稱收購當時，

結語

Illumina公司是下一代測序（next generation

隨著數位科技的不斷發展，當競爭法主管機

sequencing，NGS）系統的領先供應商。其產

關面臨高科技產業、製藥產業一系列結合案，並

品基於測序技術，能成功以低成本方式量產，以

帶來重大的未來競爭議題時，執法立場也必須與

至於Illumina公司市場占有率達90％以上，是市

時俱進並有所因應及調整。雖然審理此等交易行

場獨占者。另被收購Pacific Biosciences公司僅

為潛在的反競爭效果非常不容易，但美國FTC對

是其他3個NGS系統供應商之一，市場占有率很

潛在競爭及新創競爭等未來競爭影響之評估方式

小，該公司產品使用另一種測序技術提供更詳

也不斷在調整修正，該等方式除已應用於醫療照

細的測序訊息，但成本卻高出許多，產量也較

護產業外，也已經公開宣示，將持續關注高科技

低。近年來，Pacific Biosciences公司不斷研發

平台業者對新創競爭對手的收購，並表示可能將

取得技術進步，進而提高測序準確性並降低成

休曼法第2條作為此類案件審理潛在競爭判斷方

本。FTC認為，Illumina公司一直在注意Pacific

式之一，特別是在高科技市場中，已有強力事證

Biosciences公司的產品改良情形，並將該公司

顯示事業具有獨占力的情況時；另在克來登法第

的產品及技術視為重大競爭威脅，此結合案將收

7條潛在競爭對手參進市場之可能性方面，FTC

購新創競爭對手，且有助於獨占者維持獨占力，

執法也將在理論面及實務面尋求可行的調整修正

損害市場競爭，違反克來登法第7條和休曼法第2

方式，以適切因應高度及快速變遷的市場競爭環

條規定。

境及交易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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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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㤕ˣ䣎㤕ġ
䆇ġ ġ ⺢ġ
㈡䘤⍲ġ
忳廠⍲ġ
枭䚖ġ
䷥妰ġ 彚㜿㺩䈏
墥忈㤕ġ
⍲䅫㯋ġ ⍲ġ 㰉ġ 㝻ġ
⍲ġ ⛇ġ 䞛ġ
ⶍ䦳㤕ġ
暞ⓖ㤕ġ
ᾱ⃚㤕ġ
暣ġὃㅱ㤕ġ
ġ ≃ġ 䓐㯜ὃㅱ
㔜ġ 㱣ġ 㤕ġ
㤕ˣ䣎㤕ġ
䆇ġ ġ ⺢ġ
㈡䘤⍲ġ
忳廠⍲ġ
㍉ġ ⍾ġ 㤕ġ
枭䚖ġ
䷥妰ġ
墥忈㤕ġ
⍲䅫㯋ġ ⍲ġ 㰉ġ 㝻ġ
⍲ġ ⛇ġ 䞛ġ ĵġ
ᾱ⃚㤕ġĲķġ
ẞ
㔠ġ
ĲĺĴġ
ĵĶġ ὃㅱ㤕ġ ĲĴġ㔜ġ 㱣ġ 㤕ġĴġ ⶍ䦳㤕ġĲĲġ 暞ⓖ㤕ġĲĺġ
㍉ġ ⍾ġ 㤕ġ
⭞ġ ġ ġ ġ 㔠ġ
ĲĭĳĲĺġ
Ķĺġ
ĴĹıġ
Ĳķĺġ
ĳĵġ
ĲĲĺġ
ĳĲĴġ
Ķķġ
㔠ġ
ĲĺĴġ
ĵġ
ĵĶġ
ĲĴġ
Ĵġ
ĲĲġ
Ĳĺġ
Ĳķġ
ẞ
优挘慹柵ġ
ĲĭĳĸĲĭĺķĵġ
ĹĳĶġ
Ķĺĸĭĳĳĺġ
ķĵĺĭķıĵġ
Ĳĭĺĵıġ
Ĺĺıġ
ĶĭĹĹĴġ
ĳĭĳıĺġ
⭞ġ ġ ġ ġ 㔠ġ
ĲĭĳĲĺġ
Ķĺġ
ĴĹıġ
Ĳķĺġ
ĳĵġ
ĲĲĺġ
ĳĲĴġ
Ķķġ
℔ℙ埴㓧
喅埻ˣġ
慓䗪ᾅ
⮰㤕ˣ䥹
优挘慹柵ġ
ĲĭĳĸĲĭĺķĵġ
ĹĳĶġ
Ķĺĸĭĳĳĺġ 㓗ġķĵĺĭķıĵġ
Ĺĺıġ
ĶĭĹĹĴġ
↢䇰⼙枛 慹圵⍲ġ
ġ ㎜ġ ⍲⚳旚烊Ĳĭĺĵıġ
ġ Ṿġ
⧃㦪⍲ġ ℞ġ ĳĭĳıĺġ
枭䚖ġ
㔁做㤕ġ ⍲䣦㚫ⶍ
⬠⍲㈨埻
⍲屯忂妲㤕ġ ᾅ晒㤕ġ
㚵⊁㤕ġ ℔ℙ埴㓧
⻟ġ ⇞ġ ⿏ġ
ẹġ
ġ 攺ġ 㚵⊁㤕ġ
喅埻ˣġ
ἄ㚵⊁㤕ġ
㚵ġ ⊁ġ 㤕ġ
⮰㤕ˣ䥹
慓䗪ᾅ
㚵⊁㤕ġ
䣦㚫⬱ℐġ
↢䇰⼙枛 慹圵⍲ġ
㓗ġ ġ ㎜ġ ⍲⚳旚烊
⧃㦪⍲ġ ℞ġ ġ Ṿġ
枭䚖ġ
㔁做㤕ġ ⍲䣦㚫ⶍ
⬠⍲㈨埻
ẞġ ġ ġ ġ 㔠ġ
Ķġ㚵⊁㤕ġ Ĵġ
ĵġ
Ĳġ ẹġ ġ 攺ġĵġ 㚵⊁㤕ġ
ĵĺġ
⍲屯忂妲㤕ġ Ĳıġ
ᾅ晒㤕ġ Ķġ
⻟ġ ⇞ġ ⿏ġĲġ
㚵ġ ⊁ġ 㤕ġ
ἄ㚵⊁㤕ġ
䣦㚫⬱ℐġ
㚵⊁㤕ġ
⭞ġ ġ ġ ġ 㔠ġ
ĳĺġ
ĲĲġ
Ķġ
ĲĹġ
Ĵġ
Ĵĺġ
ĵġ
ĲĹġ
ĸĳġ

ẞġ ġ优挘慹柵ġ
ġ ġ 㔠ġ

Ĳıġ
ĹĭĹĺķġ

Ķġ
ĳııġ

Ķġĺıġ

⭞ġ婒㖶烉Ĳį䵕㊩嗽↮㟰⊭⏓ṵ㕤埴㓧㓹㾇昶㭝⯂㛒䡢⭂ᷳ㟰ẞˤġ
ġ ġ ġ 㔠ġ
ĳĺġ
ĲĲġ
Ķġ
ĳį㛔堐⏓嗽↮优挘慹柵䁢暞ᷳ㟰ẞˤġ
优挘慹柵ġ
ĹĭĹĺķġ
ĳııġ

ĺıġ

Ĵġ
ĳĶĵġ

ĲġĮġ

ĵġ
ĳĸĵġ

Ĳġ
ĳıġ

ĵġ
Ķııġ

ĵĺġ
ĴĭĲĶıġ

ĲĹġ

Ĵġ

Ĵĺġ

ĵġ

ĲĹġ

ĸĳġ

ĳĶĵġ

Įġ

ĳĸĵġ

ĳıġ

Ķııġ

ĴĭĲĶıġ

Ĵį℞Ṿ㚵⊁㤕⤪借㤕⍲栆Ụ䳬䷼ˣᾳṢ⍲⭞⹕䓐⑩䵕ᾖˣ㲿堋ˣ伶檖⍲伶⭡伶橼ˣ⭞ḳ㚵⊁䫱ˤġ
婒㖶烉Ĳį䵕㊩嗽↮㟰⊭⏓ṵ㕤埴㓧㓹㾇昶㭝⯂㛒䡢⭂ᷳ㟰ẞˤġ

ĳį㛔堐⏓嗽↮优挘慹柵䁢暞ᷳ㟰ẞˤġ
Ĵį℞Ṿ㚵⊁㤕⤪借㤕⍲栆Ụ䳬䷼ˣᾳṢ⍲⭞⹕䓐⑩䵕ᾖˣ㲿堋ˣ伶檖⍲伶⭡伶橼ˣ⭞ḳ㚵⊁䫱ˤ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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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務活動 ｜

民國110年5、6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

5月5日、7日、10日及11日分別赴桃園市大園區公所、高雄市美濃區吉東社區發展協會、臺北市信
義區公所及高雄市旗山區廣福社區發展協會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

5月5日及12日分別赴屏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系及高雄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舉辦「公平交易法
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5月6日及7日輔仁大學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及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師生分別參與「公平交易法與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1

2

3

4

1.公平會赴高雄市美濃區吉東社區發展協會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2.公平會赴高雄市旗山區廣福社區發展協會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3.公平會赴高雄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4.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師生參與「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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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交流 ｜

民國110年5、6月份國際交流活動一覽

■

6月7日至11日參加OECD「競爭委員會」6月份例會視訊會議。

公平會於「競爭委員會」分享相關方法論於個案運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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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

█

公平會為「APEC 競爭政策資料庫」之主事單位，該資料庫建置有APEC 21個會員體的12
項競爭政策及競爭法相關資料，歡迎上網查詢(網址：http://www.apeccp.org.tw/)。

█

公平會「電子報」設有「專題報導」、「焦點案例」、「活動＆最新消息」及「學術
論著」等單元，e化內容清晰易懂，歡迎上網訂閱，公平會網址：www.ftc.gov.tw。

公平交易通訊
發 行 人：李

鎂

郵政帳戶︰公平交易委員會

總 編 輯：胡光宇

郵政帳號︰第16128636號

副總編輯：胡祖舜

訂閱專線︰（02）2351-0022

編輯委員︰邱淑芬、楊佳慧、吳丁宏、葉添福、陳韻珊、

訂閱傳真︰（02）2397-4997

李月嬌、薛國芩
出版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
地址︰100219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1段2之2號12-14樓
網址︰https://www.ftc.gov.tw

展 售 處︰公平會13樓服務中心
電話︰（02）2351-0022
地址︰100219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1段2之2號13樓
五南文化廣場
電話︰（04）2226-0330

電話︰（02）2351-7588
出版年月︰民國110年7月31日
創刊年月︰民國97年2月
版

刷次：初版一刷

刊期頻率︰中文版及英文版雙月各出刊一期
定

價︰每冊新臺幣15元，全年180元（中英
文雙刊），單一語文版90元

地址︰400002臺中市中區中山路6號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電話︰（02）2518-0207
地址︰104448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排版印刷：鴻遠數位文化有限公司
電話︰（02）2768-2833
地址︰105612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602號9樓之1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授權條款2.5臺灣版
本著作採「創用CC」之授權模式，僅限於非營利、禁止改作且標示著作人姓名之條件下，得利用本著作。

https://www.ftc.gov.tw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