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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經濟分析，探討對獨占事業榨取性濫用行為之管制，並發現競爭機關

在實務操作上，囿於客觀因素限制，在市場資料之取得、市場之界定、濫用加成之

計算等諸多環節，面臨諸多認定與執行上的困難，甚難達成執法之客觀性與效率

性。因此，競爭機關對獨占性定價之管制，必須慎重嚴謹，並將其視為一種在「非

常時期」方能採行之「非常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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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獨占事業利用市場支配地位所為之限制競爭行為，可分為榨取性濫用（exploitative 

abuse）與阻礙性濫用（exclusionary abuse）。前者係獨占事業為獲取超額利潤，訂

定過高價格。後者則指獨占事業以限制和排除同業競爭、維持和提高自身市場地位

為目的，所實施之市場行為，例如：掠奪性定價、獨家交易、拒絕交易、搭售與差

別待遇 1。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各國交流日益密切，美國與歐陸兩大競爭法系之規範內容

亦隨之漸趨一致。僅有在獨占事業榨取性濫用行為方面，競爭法執法機關宜否直接

介入事業價格訂定，仍呈現不同之規範意旨。簡言之，前者在美國休曼法第 2 條有

關獨占之規定下，法院判例均認為商品價格之高低係反映市場供需，基於尊重價格

機制之原則，政府不應直接介入獨占性定價之管制。反之，歐陸競爭法制則在 EC

條約第 82 條(a)款之意旨下，將獨占性定價定位為獨占事業榨取性濫用之理念下，

認為政府不應放任獨占事業任意訂定高商品價格，剝奪交易相對人利益。因此，在

某些條件之下，競爭機關容有介入規範之必要。至於其他國家則分別追隨歐美二大

法系，對榨取性濫用各有不同之規範。例如：日本於戰敗後，受美軍託管之影響，

其於 1947 年頒布之「獨占禁止法」，其中第 3 條前段及第 2 條第 5 項有關私的獨

占之禁止規定，即參照美國法精神，對於獨占性定價並未介入管制。反之，我國公

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獨占事業不得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

持或變更。」及韓國「公正去來法」第 3 條第 1 款等規定，則承受歐陸競爭法制，

對於獨占性定價，均定位為濫用獨占力量，並立法加以管制。 

依經濟分析角度觀察，自 1990 年代以來，知識經濟時代逐漸成形，導致科技

產品推陳出新速度加快與生命週期大幅縮短，而提高廠商經營與投資所面臨之風

險，廠商必須藉靈活與彈性的定價方式，方能取得競爭優勢。而競爭機關在管制榨

                                                   
1 Massimo Motta and Alexander Streel, “Exploitative exclusionary excessive prices in EU laws,” What 

is an abuse of a dominant position?, in C. Ehlermann and I. Atanasiu (eds.), Hart Publisher (2003)，該文

並發表於第八屆 Annual European Union Competition Workshop, Florence (June 2003)。其中，有關

獨占事業濫用獨占力行為之分類，請參閱該論文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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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性濫用的實務操作上，如仍停留於傳統理念，試圖直接管制事業定價，恐將在認

定與執行上面臨諸多困難  2。由於合理價格本身即為一抽象之理論概念，到底實際

價格須達何種水準，方能滿足市場效率與社會公平，成為合理價格？即涉及複雜之

心證  3。又即使執法機關能克服認定困難，取得客觀的價格與成本資料，得以計算

出合理價格，並據以判定事業實際價格與合理價格有所差距；但，亦缺乏一套客觀

標準，判定此一利潤差距是否「過高」，而有競爭法上的非難性。又即使存在一個

客觀標準證明獨占事業利潤相對過高，但在知識經濟體系下，事業研究發展與投

資，所面臨之風險極高，往往需同時投資多項商品，卻僅有少數產品得以成功上市

獲取利潤，用於支付其他產品線之虧損。因此，單以某一產品線的超高利潤判定事

業整體利潤過高，忽略事業其他產品成本，即可能形成執法偏誤。更何況依據競爭

機關與管制機關分工之基本精神，競爭機關本不宜以任何形式管制物價，即使物價

上漲嚴重影響人民日常生活，政府亦宜以特別立法方式，交由特定的管制機構負責

價格管制，不宜由負責維護市場競爭之競爭機關管制價格。 

職是之故，基於減少干預與提高執法透明度的考量，美國法對於榨取性濫用所

採取之當然合法（per se legal）原則，實優於歐陸法系。另方面，也因為面臨種種

執行與認定問題，歐盟執委會對於榨取性濫用的管制亦特別審慎，迄今僅有極少數

案例遭起訴定讞。歐盟執委會在第 24 次「競爭報告書」中，也明確指出：歐盟競

爭法執法重點並不在於對高價格的管制，而是在於防止獨占事業為維持獨占地位，

對競爭者或新進者所為之各項阻礙性濫用行為。除非執委會能掌握明確事證，證明

事業定價「顯著」且「長期」高於成本，足堪認定係屬對商品價格為不當決定之獨

占地位濫用行為外，否則仍應優先考量適用阻礙性濫用之禁制規範。依此觀之，美

國與歐陸兩大競爭法系針對榨取性濫用行為之規範，雖有規範理念與形式之不同，

但在實質要件上，卻已漸趨一致。 

茲爲進一步了解榨取性濫用行為之本質與競爭機關執法所面臨之困難。本文擬

以經濟分析之觀點，首先，針對美國與歐陸競爭法制對於榨取性濫用之管制原理及

                                                   
2 吳秀明教授於「獨占性訂價與市場績效管制」一文作有深入探討，收錄於競爭法制之發軔與

展開，253，元照出版公司，2004。 
3 此時，執法機關即需面臨執法風險，而有可能處分無罪之事業（統計學上所謂的 type I 

error）；或是不處分有罪之事業（type II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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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措施，做一分析。其次並發現：競爭機關甚難克服在認定與執法上之諸多困

難，因此，競爭機關對獨占事業之管制，應將重點置於產業結構之規範，勿須斤斤

計較於價格與利潤之高低。 後，則以競爭與管制競合之觀點，針對競爭機關處理

獨占事業產品價格過高案件之方式，做一建議，俾供執法機關參考。 

二、榨取性濫用管制的理念 

(一) 美國法強調市場自我矯正能力 

美國反托拉斯法基於尊重市場價格機制之原則，並不直接管制榨取性濫用，而

係將執法重點置於較根本的結構面因素，（例如：禁止業者聯合、管制結合甚至拆

解獨占廠商），或是價格以外之阻礙性濫用行為（例如：獨家交易、拒絕交易、搭

售與差別待遇）。在 Trinko 案中，美國 高法院即強調：「至少在短期的情形下，

事業透過獨占獲取利潤，非但不構成違法要件，且有助於自由市場之正常運作。其

原因在於：追求獨占利潤係企業經營的要件，並能培養勇於承擔風險與創新的企業

家精神，從而推動整體經濟成長  4。」以經濟分析觀點而論，法院的論調其實係反

映(1)市場具有自我矯正能力；(2)該矯正能力係推動產業成長的原動力。原因在於：

只要市場不存在進入障礙，短期內，如需求突然增加，造成產品價格上漲，會使生

產者得以享有超額利潤；但只要加以時日，透過市場長期競爭，此一超額利潤必定

吸引新生產者進入市場，導致產出增加與價格下跌，此即為美國法所強調的榨取性

濫用自我矯正機能；亦即榨取性濫用不但會導致其自我消失，且會刺激產業產出增

加，從而推動整體經濟成長。 

相同理念之下，在 Berkey Photo, Inc. v Eastman Kodak Co.5案中，上訴法院亦指

出：「產品的高價格雖然可能源自供給者的獨占力量，但並未違反市場競爭機

制。⋯法院對於價格的管制，將會使司法機關淪為產業的行政管制機關。」因此，

市場價格宜由買賣雙方透過供需關係決定，即使外部因素使市場機能未能正常運

                                                   
4Verizon Communications, Inc v. Law Offices of Curtis v. Trinko, LLP, 157 L Ed. 2d, 823, 836 (2004). 
5 Berkey Photo Inc. v. Eastman Kodak. Co., 603 F.2d 263, 274 (2d Cir.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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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亦宜由國會立法，由管制專責機關負責榨取性濫用之疏處，而競爭法執法機關

僅宜就獨占事業阻礙性濫用行為，進行管制 6。 

(二) 歐盟管制榨取性濫用之理念與經濟分析 

依歐陸法系之立法精神，高價格形成之直接原因，乃係獨寡占廠商處於無競爭

或具有壓倒性競爭地位之狀態。因而得以不受價格競爭機制之約束，任意實施「獨

占性定價」，藉此攫取「超額利潤」，因此，政府必須介入獨占事業定價之管制。

此一規範精神表現於 EC 條約第 82 條(a)款所規定：具備市場支配地位之獨占事業不

得濫用獨占力量，對交易相對人訂定不當價格。基本上，該規範之立法意旨與意識

型態，可回溯至 1950 年代間，歐體創始會員國7多為強調管制之歐陸法系國家。產

業政策較偏重政府指導，不信賴市場競爭。因此，將獨占性定價視為獨占事業榨取

性濫用，認為在市場失靈之際，不應放任獨占事業任意剝奪消費者利益，在一定條

件之下，競爭法容有介入規範之必要8。及至 70 與 80 年代又逢能源危機，物價飛

漲，亦引導立法方向趨向避免獨占廠商定價過高，以維持物價安定。此外，就歐洲

統一的理念而言，學者 Gal 認為歐盟立法之基本目的在於：弭平會員國間物價、產

業、金融與貿易間之差異，以促進各國間經濟活動之協調性。如果各國物價因獨占

或競爭程度的不同，而存有差異9，則將會造成各國消費者遭遇不平等之對待。因

此，必須立法管制榨取性濫用，以追求各地區市場價格無差異（goal of non-

discrimination）的目標10。 

在經濟分析方面，歐陸法制之所以將獨占性定價定位為榨取性濫用，並主張管

制獨占事業不當的任意剝削，基本上可由經濟學的第一福利定理（first fundamental 

theorem of welfare economics），加以說明。按照該定理：只要市場競爭能夠充分運

                                                   
6 E.M. Fox, “Monopolization and domin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effi-

ciency, opportunity, and fairness,” Notre Dame Law Review, 61, 981-1020 (1986). 
7 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與盧森堡於 1950 年代首先簽署條約，建立歐洲整合的各

種形式，目前之歐盟則為整合過程的 新階段。 
8 該管制精神具體表現於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

「GWB」）19 條 4 項 2 款對獨占事業商品價格與交易條件等榨取性濫用行為之規範。 
9 例如：獨占程度高的地區市場會因榨取性濫用，使商品價格顯著高於競爭程度較高的市場。 
10 M. Gal, “Monopoly pricing as an antitrust offense in the U.S. and the EC: Two systems of belief 

about monopoly?,” Antitrust Bulletin, 49, 343-380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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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買賣雙方透過市場交易，所共同決定的均衡競爭價格（以下簡稱競爭價格），

可使整體經濟福利達於極大；且在長期情形下，該競爭價格剛好等於廠商的邊際成

本同時也是平均成本的 低點11。相關情形請參閱圖 1。 

 

 
成本 

 

 

 

 

 

 

 

 

                                競爭下的產量                              產出 

圖 1 競爭價格、邊際成本與最低平均成本 

若實際價格高（低）於競爭價格，將不利於消費者（生產者），會使市場需求

量（供給量）減少，從而導致交易量減少與經濟福利的減損。因此，買賣雙方透過

市場競爭與議價，所決定的競爭價格就是 有效率的價格。反之，市場如因獨占，

導致供給過少與價格過高，則現有獨占事業即涉有濫用市場力量，訂定高於邊際成

本的不當價格，形成榨取性濫用，而有賴執法機關管制。又由於邊際成本為一理論

概念，實務上不易取得，歐盟執委會乃於其垂直限制處理準則（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中，明訂競爭價格以 低平均成本為準12。 

                                                   
11 經濟分析對於成本之定義，尚包括事業正常利潤在內。 
12 Commission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 O. J. C 291/1, para 126, 2000. 

長期邊際成本 

長期平均成本 

平均成本 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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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歐盟對於競爭價格認定的實務做法 

實務上，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簡稱 ECJ）或執委會並未侷限於

垂直限制處理準則，以 低的平均成本作為認定競爭價格之判斷基準，而係因應各

類不同案件，嘗試利用不同標準決定競爭價格，並據以審理榨取性濫用案件。依據

Motta 與 Streel 的整理13，以上判定標準除獨占事業的平均成本外，尚包括獨占事業

在其他市場的定價、其他事業在案件相關市場所銷售類似產品的定價、或是其他事

業在其他市場的定價（請參閱表 1）。但無論價格的定義為何，歐盟所追求者仍係

競爭價格，而即使歐盟能夠因應各類案件特性，客觀並正確地認定競爭價格。但在

執法實務上，囿於各項執行困難，競爭機關處理榨取性濫用案件時，仍需審慎為

之，謹就相關可行性評述如次。 

表 1 歐盟榨取性濫用案相關競爭價格的決定標準 

 獨占事業平均成本 獨占事業在其他市場
的定價

註 
其他事業銷售類似產品的

定價 

案件相關的產品
或地理市場 

General Motors 1975 
British Leyland 1986 

無 
United Brands 1978 
Parke Davis 1968 
Renault 1988 

會員國國內的其
他市場 無 

General Motors 1975 
British Leyland 1986 

General Motors 1975 
Bodson 1988 

其他歐盟會員國
市場 無 United Brands 1978 

Sirena 1971 
Deutsche Grammophon  
1971  
SACEM II 1989  

資料來源：Motta and Streel (2003)與 Gal (2004)。 
註：涉及差別待遇。  

                                                   
13 Motta and Streel，前揭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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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榨取性濫用管制可行性之經濟分析 

現實的產業環境下，廠商生產線往往包括流程與成本互異之各類不同產品，且

不同廠商間產品更涉及內容、規格與品級之不同。因此，比較廠商本身產品售價與

成本或比較不同廠商間之產品價格，至少涉及下列三項執法的潛在困難： 

1. 執法機關有否可能取得正確客觀的價格與成本資訊，以判斷事業利潤是否過高？ 

2. 即使執法機關能取得客觀的價格與成本資料，得以計算出競爭價格，並據以判定

實際價格與競爭價格有所差距，則此一差距（即獨占利潤）至少須達何種客觀的

標準，方能定義為「過高」，而有競爭法上的非難性？ 

3. 即使存在客觀標準證明獨占事業利潤相對過高，執法機關又應如何判斷過高的利

潤究係不利於或有利於整體福利？並據以研判獨占事業是否涉有榨取性濫用？ 

以下，謹以經濟分析的觀點，逐一分析上開三項疑點，希望透過實際的案例探

討與相關的文獻整理，將經濟理論與法律案例融合，能對執法機關之實務處理有稍

許貢獻。 

(一) 執法機關有無可能取得正確客觀的價格與成本資料？ 

1. 與其他事業或其他市場價格的比較 

判斷獨占利潤是否過高，首先即需決定合理價格（競爭價格）。理論上，競爭

價格雖可取自其他事業在其他（或是案關）市場銷售類似產品的價格，甚至是涉案

事業在其他市場銷售相同產品的價格，作為比較的基準價格。但實務上，高利潤產

品多為品牌規格差異極大的異質性產品，且各市場競爭程度不一，將獨占事業價格

與其他事業價格比較，往往存在極大誤差。至於就涉案事業在其他競爭市場銷售同

一產品之價格資料而言，則因各市場供需條件不一，亦不具客觀比較基礎。以歐盟

1978 年 United Brands14之代表性案例而言，United Brands 公司利用基因改革技術，

發展出質地較為堅硬之新品種香蕉，並以香蕉冷凍船運送至歐洲，以 Chiaquitas 品

                                                   
14 United Brands v. Commission, [1978] ECR 207, [1978] 1 CMLR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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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銷售，由於售價過高涉有榨取性濫用行為。執委會於調查後發現：Chiaquitas 品

牌之香蕉，在西德、丹麥等國之市場價格高出愛爾蘭市場價格之一倍；且就同品質

之香蕉，貼有 Chiaquitas 品牌標籤之價格高出未貼有標籤者 30%至 40%，並略高於

其他競爭品牌價格，因而認定本案香蕉價格構成不公平之定價行為。惟執委會如此

之認定，並未獲得歐洲法院（ECJ）之支持。蓋 ECJ 認為，商品價格是否超出競爭

價格，而構成不當的高額定價行為，應由該事業商品售價是否遠超過其生產成本加

以客觀判斷，不宜逕自採取其他事業或是其他市場價格作為比較，只有當競爭機關

認定價格遠超過成本時，方宜比較其他競爭商品之價格，據以決定是否構成不公平

定價。由於執委會並未就本案進行被告本身的價格與成本分析，有關構成榨取性濫

用之認定部分，遂遭 ECJ 撤銷。此外，就與相同市場的其他廠商價格比較，若涉案

之獨占事業價格高於其他小事業，亦僅足以說明獨占事業品質優於其他產品，否則

消費者焉有捨棄其他廠牌不用之理？ 

學者 Faull 與 Nikpay（1999）根據此一案例，認為 ECJ 係採用雙重檢定

（twofold test）原則，判斷涉案業者獲利是否過高。首先，判定事業商品售價是否

顯著超過其生產成本。如是，則比較該商品售價與其他品牌價格，以分析其售價是

否偏離競爭價格15。在以上原則下，執委會與各會員國法院移由歐洲法院審理之案

件，多因無法界定不公正價格，而遭 ECJ 質疑。其中包括：涉案事業在相同市場，

但不同時間，所銷售相同產品的價格比較（General Motors 案）16；其他事業在相同

市場銷售類似產品的價格比較（Parke Davis 案17、Renault 案18）；其他事業在同一會

員國但不同市場，銷售類似產品的價格比較（Bodson 案）19；其他事業在不同會員國

的不同市場，銷售類似產品的價格比較（Sirena 案 20、Deutsche Grammophon 案  21、

Lucazeau/SACEM (SACEM II) 22） 

總之，比較獨占事業與其他市場、其他廠商之價格資料，因涉及產品差異、效

                                                   
15 J. Faull and A. Nikpay, The EC Law of Competition, 192 (1999). 
16 General Motors v. Commission (26/75) [1975] ECR 1367, [1976] 1 CMLR 95. 
17 Renault 53/87 [1988] ECR 6039, para 16-17. 
18 Parke Davis 24/67 [1968] ECR 55.  
19 Bodson 30/87 [1988] ECR 2479. 
20 Sirena 40/70 [1971] ECR 69, para 17. 
21 Deutsche Grammophon 78/70 [1971] ECR 487. 
22 Lucazeau/SACEM (SACEM II) 110/88, 241/88, 242/88 [1989] ECR 2811, para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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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不同等諸多困難，甚難取得客觀一致的比較基準。因此，ECJ 立場仍在於：榨取

性濫用之可責性，在於獨占事業產品售價不合理地遠高於供給成本。因此，執法機

關應儘量設法直接比較涉案獨占事業本身的價格與成本，作為判定榨取性濫用的直

接證據，除非取得事業成本有極其困難之處，方得以利用其他事業或是其他市場的

價格，作為推斷競爭價格的基準價格23。但，實務上，競爭機關取得涉案事業正確

且客觀的成本資料更有其困難之處。 

2. 受調查事業本身價格與成本資料的比較 

界定榨取性濫用成立要件，需要仰賴大量時間數列（不同期間）及橫斷面（不

同廠商）的價格與成本資料。但是，競爭法執法機關於產業資料之取得相對於受調

查事業，先天上即處於弱勢之地位。按競爭機關與管制機關不同，管制機關僅需負

責某一特定產業，透過學習效果（learning by doing），較易明瞭產業供需市況。但

競爭機關掌理不特定產業，業務範圍過於廣泛，案件承辦人需負責甚多產業，備多

力分；相對之，業者終日浸淫於本身所從事之行業，對於產業或事業內部產銷資料

之瞭解鉅細靡遺，故雙方於資訊取得上，即具有不對稱地位。而此一不對稱非但使

執法機關處於資訊劣勢地位，更易引發道德危機。原因在於：競爭機關或法院由於

資訊不足，其所引用之資料，常由業者提供，而業者為避免法律規範，刻意修飾提

供資料，即難以避免。此一執法困境，放諸四海皆然，也就是產業經濟學中所謂的

不可分定理（indistinguishable theorem），而其不可分性之名，則係來自競爭機關

因無法掌握確實市場資料，以致無法區分獨占事業定價，究係在競爭狀況下，所

決定之競爭價格？抑或係濫用獨占地位，所為之不當定價？以致有可能產生誤判

之風險24。 

3. 小結 

由於競爭機關與業者在資訊上之不對稱，使得執法機關無法取得正確客觀的價

格與成本資料，據以判斷事業實際價格與競爭價格間之差異，確實增添了價格與成

                                                   
23 參見 Motta and Streel，前揭文，5。 
24 L. Phlips,. Competition policies: a game-theoretic perspective , 125-148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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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比較的困難度。Motta 與 Streel 綜合整理 ECJ 判決並指出：受限於客觀的價

格與成本資料取得不易，迄至 2003 年，僅有 British Leyland 案25經 ECJ 裁決榨取性

濫用罪名成立26。該案：British Leyland 係英國當地汽車製造商，該公司獨家接受政

府委託，針對平行輸入汽車，簽發汽車安全檢驗證明。該公司原先針對左駕車

（right-drive car）與右駕車同樣收取 25￡之檢驗費，其後，卻將費率分別調高為

150￡與 100￡。ECJ 認為安全檢查只是一項簡單的行政檢驗，成本極低，業者不應

收取過高費用，而左駕車與右駕車之檢驗成本，亦不可能有顯著差異。因此，

British Leyland 訂定高價的主要目的係爲打擊平行輸入之競爭品牌，因而判定該公司

榨取性濫用行為成立。但依美國法立場，該案其實較傾向為獨占事業爲提高市場新

進者成本，所為之阻礙性濫用行為。更何況，該案僅係 ECJ 之初審案件

（preliminary ruling case），並不具備指標意義。及至目前為止，雖然歐洲對於榨取

性濫用的禁制已累積 30 年執法經驗，但，ECJ 或任何會員國法院始終無法明確表明

價格要高到何種水準，方具有競爭法上之非難性；亦未曾訂定任何準則，用於認定

榨取性濫用的價格門檻，合理價格的界定始終混沌不明27。 

(二) 執法機關能否訂定客觀標準判斷事業利潤是否過高？ 

姑且不論競爭機關所取得涉案事業成本的真偽，僅就成本資料之判讀與利潤標

準之訂定而言，即涉及複雜之心證，而此至少包括：  

1. 成本資料判讀方面 

當事業為一多角化經營之廠商，同時生產多項產品，各項產品必需共用同一固

定資產（例如：電信網路），倘僅有其中一項商品涉有榨取性濫用，則執法機關應

如何分攤其共用之固定成本，以認定該項商品利潤是否過高？又倘若各產品必需同

時生產（例如：石化產品），則又應如何分攤變動成本？  

                                                   
25 British Leyland, 226/84 [1986] ECR 3263 para 28. 
26 參見 Motta 與 Streel，前揭文，8，附註 21。 
27 Gal, 前掲文,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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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利潤標準訂定方面 

依據 Evans 與 Padilla 的觀點28，榨取性濫用的判定標準必定牽涉到執法機關的

主觀判斷，不可能「事前」提出客觀數據作為判斷標準。原因在於，高利潤產品多

為品牌規格差異極大的異質性產品，而各市場競爭程度不一，如何在事前建立一套

明確、客觀的認定標準，並適用於各類不同產業，作為事業投資與定價的參考，即

有其困難。因此，競爭機關僅能依賴一套不確性極高的法律概念，在「事後」因應

不同的產業特性與不同的成本結構，作為榨取性濫用的規範標準，此必將提高事業

經營所面臨之不確定性，影響到投資與專利權的開發。 

論者或謂反托拉斯法原本即為一套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所有關於獨占、結合與

聯合的規範均有類似的困難。但是，減少事業投資不確定性，原本即為政府施政義

務，而榨取性濫用既係源自產業結構問題（例如：阻礙性濫用行為形成參進障

礙），則正本清源之道仍應在於改善產業結構。因此，美國法將重點置於阻礙性濫

用的規範，其對民間事業之干擾自然較小。而事業投資或開發專利亦僅需面對阻礙

性濫用所帶來之經營不確定性，不需曝露於阻礙性與榨取性雙重的不確定性之下，

自可大幅減少事業投資所面臨來自政府執法之風險。 

退萬步言，即使執法機關得以建立一套事前能夠適用於各個產業的客觀標準，

但仍有可能對高風險或高研發支出之知識密集產業投資造成影響。謹舉例說明之：

若執法機關為防止榨取性濫用，訂定 高利潤上限（upper bound to profit）為

20%，作為事業事前投資的規範標準，如果事業評估事後獲利高（低）於該利潤上

限，則有（無）違法之虞。首先，就傳統的成熟產業而言，由於生產技術固定，經

營環境穩定，事業可於事前精準預估事後投資報酬率為 15%小於 20%，自可符合相

關規範，進行投資或研發行為。反之，就新興產業而言，由於生產技術變化極大，

研發投資風險與報酬均高。若研發成功與失敗機率各半，研發成功報酬率為 30%，

失敗則報酬為 0，經營環境並不穩定，事業事前無法得知事後確定報酬，僅能預測

其期望值為： %155.0%05.0%30 =×+× 。此一報酬率雖與傳統產業之 15%相同，

但就事業投資所面臨之管制風險而言，卻因研發一旦成功（50%的機率），事後實

                                                   
28 D. Evans and A. Padilla, “Excessive prices: using economics to define administrable legal rules,”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and Economics, 97-12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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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報酬率 30%將高於法定上限，可能涉及榨取性濫用，有違法之虞，反導致事業放

棄研發。因此，即使傳統與新興產業之預期報酬率相同均為 15%，但由於不確定性

所形成之政府管制風險，仍有可能影響新興事業投資意願，形成福利損失。因此，

依據短期動態觀點，即使政府可以訂定明確的榨取性濫用判斷標準，仍有可能影響

新興產業的投資行為。 

(三) 高獨占利潤是否不利於整體福利？ 

即使執法機關得以取得正確成本資訊，從而計算出競爭價格，並能克服不確定

性對事業投資所形成之風險，建立一套同時適用於事前與事後之利潤標準。但，在

短期動態觀點之下，亦不宜遽認定利潤過高將不利於整體福利。原因在於：1990 年

代以來，網際網路興起及資訊科技創新，帶動知識經濟發展，使知識成為生產過程

中之主要要素。然而，新的生產型態高度重視動態效率，並呈現三項與傳統生產方

式不同之處： 

1. 知識的使用非但沒有折舊問題，且會形成學習效果（leaning by doing），使知識

存量隨產量的擴大不斷累積，形成經濟學上所謂的報酬遞增特性（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事業必須透過大量生產才能快速累積知識，俾達到經濟規模。

此與傳統生產過程中，生產函數所具有的規模報酬遞減（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特性，並不相同。 

2. 知識密集產業需要投入大量研發支出，固定成本極高，但邊際成本却甚低，因

此，廠商所面臨的經營風險極高，往往需同時投資研發多項商品，但僅有少數產

品得以成功上市獲取利潤，以支付其他產品線之虧損與龐大固定成本的回收。 

3. 科技創新加快商品推陳出新速度，因而縮短商品生命週期，成功上市的新商品僅

能在非常短的期間內，能夠在專利權的保護之下，享有獨占利潤並回收以往研發

支出。 

在以上生產環境的變遷下，重視短期動態的經營行為乃成為事業活動的重點與

產業發展的特色。但是，歐盟對榨取性濫用之管制，基本上，卻係建立在長期靜態

觀點的考慮，認為事業依據邊際成本所決定的競爭價格，會使社會資源得到 有效

的利用，且不致產生超額利潤，倘事業定價背離邊際成本，即會形成社會福利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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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但是，在前述短期動態的觀點下，由於產品推陳出新速度加快，使產品的生命

週期甚短，且研發投資所面臨的經營風險極高，事業往往需同時投資多項商品，卻

僅有少數產品得以成功上市獲取利潤，並用於支付其他產品線之虧損，就如同職業

運動聯盟，廠商事前往往需支付成本培植數十位新人，但卻僅能出現一位明星，獲

致極高利潤，以彌補其他球員投資的事後虧損；相同情形更常出現於高投資、高風

險與高報酬的科技產業。因此，單以某一產品線的超高利潤判定事業整體利潤過

高，忽略事業其他部門成本，恐將形成執法偏誤。亦即：就同時開發多種產品的廠

商而言，雖然某些產品事後（ex post）利潤極高，但如考慮龐大的研發成本、風險

與其他產品線的虧損，其事前（ex ante）利潤並不偏高。 

另方面，知識密集產業需要投入大量研發支出，固定成本極高，但邊際成本却

甚低。因此，歐盟主張依照邊際成本所決定的競爭價格，必會形成事業虧損29。吾

人可以圖 2 說明之：當生產呈現規模報酬遞增，平均成本會隨產量的增加（生產規

模擴大）而逐漸減少，如市場需求量為 Q，則因邊際成本線低於平均成本線，依據

邊際成本所決定的競爭價格，將形成廠商虧損。因此，當事業面臨龐大研發支出所

形成的高固定成本與高事前風險，且於事後成功獲取利潤時，即有賴高於競爭價格

（也就是邊際成本）的定價方式，方能回收固定成本。因此，實務上，獨占事業的

定價必需高於競爭價格，而高利潤亦不必然損及整體福利。 

                                                   
29 以上情形與公用事業定價問題類似，亦即：規模報酬遞增使事業在平均成本遞減處進行生

產，並使邊際成本低於平均成本。事業如果依照邊際成本訂定價格，將會使價格低於平均成本，

形成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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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邊際成本定價形成廠商虧損 

四、美國與歐陸法系對於榨取性濫用之實質規範漸趨

一致 

(一) 兩大法系對於榨取性濫用之實質規範漸趨一致 

綜上所述，由於執法機關針對市場界定、資料蒐集與證明、產業結構差異評估

與濫用加成之計算，有諸多認定與執行上不易克服之困難。因此，對於事業是否涉

有榨取性濫用，極易發生誤判，而損及市場機制。更何況就合憲性之考量，競爭機

關對於獨占事業定價管制，係對人民財產權、營業與契約自由之干預限制，若無嚴格

節制，極可能侵害市場經濟之基本精神，而有違憲之可能30。因此，歐陸學界乃有

「三階段理論」（Dreistufentheorie）或稱「緊急避難說」（These vom Notbehelf）31

之主張，認為產業結構之調整與阻礙性濫用之管制，應優先適用於獨占事業定價之

                                                   
30 廖義男，「憲法與競爭秩序之維護」，收錄於氏著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立法，2-4，自刊，

1995。 
31 E. Hoppmann, Preiskontrolle und Als-Ob-Konzept, S. 36f (1974)；Möschel/Immenga/Mestmäcker, 

GWB Kommentar, 3. Aufl., § 19 Rdnr. 150 f (2001). 

短期邊際成本 

短期平均成本 

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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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管制榨取性濫用僅是必要時始有需要之例外措施32。即使在執行反托拉斯政

策立場 鮮明的的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在民意支持管制思潮 盛行的 1970 年代33，

曾針對石油與製藥等產業，管制其定價行為。但操作上，因有前述不易克服之困

難，卡特爾署之處分結果，均遭終審法院駁回34。例如：卡特爾署於 1974 年認定該

國境內英國石油公司，在原油成本沒有變動之前提下，決定調漲汽油價格，構成違

反 GWB 第 19 條第 4 項第 2 款規定之榨取性濫用案例，卻因競爭價格之推算與成本

資料蒐集有誤的情形下，為柏林高等法院撤銷原處分35。 

因此，基於減少干預與提高執法透明度的考量，美國法對於榨取性濫用所採取

之當然合法原則，實優於歐陸法系。另方面，也因為面臨前述執行問題，現今歐盟

執委會對於榨取性濫用的管制也就特別審慎，迄今僅有極少數案例遭起訴定讞36。

第 24 次歐盟執委會「競爭報告書」中，也明確指出：歐盟競爭政策的執法重點並

不在於對高價格的管制，而是在於防止獨占事業為維持獨占地位，對於競爭者或市

場新進者所為之各項阻礙性濫用行為。除非執委會能掌握明確事證，證明事業定價

「顯著」且「長期」高於競爭價格或是成本，足堪認定係屬對商品價格為不當決定

之獨占地位濫用行為外，否則仍應優先考量適用阻礙性濫用之禁制規範。因此，目

前歐盟係將榨取濫用管制定位為一非常手段之管制措施，並對 EC 條約第 82 條(a)款

之適用，抱持審慎執法之態度37。歷年來經由執委會處分之榨取性濫用案例，僅有 4

件（General Motors，United Brands，British Leyland 與 Deutsche Post II 38），其中

General Motors 與 United Brands 2 件處分，尚遭 ECJ 撤銷。因此，美國與歐陸二大

競爭法制對於榨取性濫用之管制實已漸趨一致，而競爭機關儘量減少對事業定價之

管制，亦已蔚為全球潮流。 

然而，審度歐陸學者之三階段理論、執委會之執法與 ECJ 之判例，歐盟執法審

                                                   
32 吳秀明，前揭文，187。 
33 1970 年代正逢能源危機，物價飛漲，民眾期待政府管制獨占廠商定價，以維持物價安定。 
34 吳秀明，前揭文，253。 
35 公平會，國內油品產業結構、廠商行為與競爭法規範，108，委託研究計畫，2006。 
36 C. Esteva-Mosso and S. Ryan “Article 82: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The EC Law of Competition, 

in J. Faull and A. Nikpay (eds.), Chapter 3, 190 (1999). 
37 參見 XXIVth Report on Competition, European Commission, 207 (1994) 與 Fifth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European Commission, point 3 (1975)。 
38 Deutsche Post II, O.J. L 331/40, para 159-167 (2001)。該案經執委會處分後，Deutsche Post 並未

上訴 E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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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標準逐漸傾向美國法之原因，乃是受限於資料取得困難，不得不從權之消極措

施。而此一從權的消極措施，雖經歐陸學者證實並廣加讚揚39。但，本質上，歐洲

法仍側重於「長期靜態」觀點的考慮，並未在理念上認同美國法的「短期動態」。

未來只要歐盟能發展出判定合理價格與利潤加成的準則，以有效界定榨取性濫用門

檻，歐盟仍將會管制獨占事業之不當定價40。 

(二) 規範領域、經濟分析與管制效率 

雖然歐陸管制榨取性濫用之規範與美國不盡相同，但基於執法實務之考量，二

大法系之管制實已漸趨一致。因此，競爭法規範領域之不同，應不致影響執法績效

與產業產展。而真正影響產業發展者仍係：本文所強調之經濟分析與政府的管制效

率。 

為驗證以上主張，本節利用一個標準的 Solow 經濟成長模型，檢定各國競爭法

對獨占濫用規範之嚴格程度，是否會影響執法績效41。至於各國競爭法資料係取

自：Hylton and Deng（2007）針對全球 102 個國家所做之問卷調查。按渠等曾根據

該調查結果，建立一個範疇指數，以衡量各國對於獨占濫用型態規範領域之大小與

對獨占濫用處罰效果之強弱（以 DOM 表示），例如：獨占力濫用型態是否包括榨

取性濫用？對於反競爭行為是否有刑事處罰？或僅有行政罰則？就某特定國家而

言，DOM 數值的高低，可用以代表該國競爭法規範獨占濫用的強弱程度。數值愈

高，代表對獨占濫用型態的認定愈廣泛，處罰效果愈強。以歐盟為例，由於其競爭

法制在 EC 條約第 82 條(a)款之意旨下，將獨占事業榨取性濫用視為違法。因之，其

競爭法對獨占行為的規範，係全球 為嚴格者，DOM 值達 6，遠高於北美之 4.5，

與全球平均之 4。 

此外，競爭機關執法績效也涉及政府的整體管制能力、競爭與管制間之協調等

                                                   
39 參見 R. Whish, Competition Law, 634 (2001) 與 C. Bellamy and G. D. Child, European 

Community Law of Competition, 9073-9075 (2001)。 
40 Gal，前掲文，38。 
41 在經濟學文獻上，Solow 模型曾被廣泛地運於檢定：政策或法律之不同，是否會導致各國經

濟成長之差異。詳細模型內容，參見 R. Barro, “Determinants of democrac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7, S158-183 (1999)；與 N. Mankiw, D. Romer and D. Weil,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407-437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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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因此，本文也利用 Kaufmann and Mastruzzi（2003）針對各國政府管制品質所

做之調查資料，作為衡量政府管制能力之指標（以 REGULATORY 表示）42，希望能

透過 DOM 與 REGULATORY 間之互動關係，檢定競爭法對獨占濫用型態規範領域

之大小與處罰效果之強弱（亦即 DOM 數值之高低）是否會影響產業發展？至於檢

定架構則建立於 Solow 成長模型之上。雖然，甚多文獻曾探討競爭法規範範疇與經

濟成長間之關係，例如：Dutz and Hayri（2000）研究競爭法規範領域大小與經濟成

長間之關係；Borrell and Tolosa（in print）研究該規範領域與整體生產力間之關係。

但是，本研究與以往文獻 大不同之處在於：本文實證架構係建立於 Solow 模型之

上。作者希望此一作法能夠減少因為任意（arbitrarily）設定模型，所導致之估計誤

差，並使實證結果能夠具備理論基礎。此時，實證模型可以方程式（1）表示： 

(1) )(

)ln()ln()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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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ROWTHi為國家 i 在 1990 年至 2004 年之間的整體生產力平均年增率；ni為

相同期間的勞動力年增率； 02.0=g 與 03.0=δ 分別為技術進步率與折舊率43； 

iY
I )( 為投資占 GDP 之比重，

iL
Y )( 為各國期初（1990 年）平均每人產出44。以上

 

變數係文獻上所謂的 Solow 變數，其資料取自 Penn World Table（PWT）45。值得注

意的是，競爭法的強弱（DOM）對生產力之影響，除了 DOM 本身的大小外，尚包

括了一個其與政府管制品質的相互影響效果（DOMi‧REGULATORYi），也就是

REGULATORY 愈高，DOM 對生產力的影響效果愈強。整體而言，DOM 增加一單

位對 GROWTH 的影響，成為 REGULATORY54 ππ + i。 

                                                   
42 管制品質（REGULATORY）資料主要來自世界銀行，內容包括：管制機關的官僚體系效率、

管制機關是否具獨立性、管制人員素質、管制是否影響資源配置效率、管制政策是否以市場經濟

為導向等因素。詳細資料請參見 D. Kaufmann and M. Mastruzzi, “Governance matters III: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2002,”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772 (2003)。 

43 g 與δ 值在各國之間固定不變，也就是不會因國家之不同而有所不同。 
44 iL

Y )( 主要是為控制經濟發展程度或所得水準對成長率之影響。所得水準 iL
Y )( 低的國家，由 

於享有後進優勢，可參考先進國家科技，因此，生產力成長率會較先進國家為快，形成了文獻上

所謂的追趕效果（catching-up effect）。如此一論述為真，則 3π 係數的估計值應為負值。 
45 參見美國賓州大學 http://pwt.econ.upenn.edu/php_site/pwt_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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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本文所關切之重點：執法機關加強經濟分析，是否能提高執法績效，而有

助於整體生產力之提昇？也可在相同的架構下，進行驗證。而各國競爭機關對於經

濟分析之重視程度，則以 Voigt（2006）所建立之指標（ECON）作為代表46。按該

指標數值係 Voigt 針對各國競爭機關所做之問卷調查整理而成，目的在於衡量競爭

機關是否關切市場價格、產業供給、生產規模與集中比率等經濟學家較為關心之議

題。ECON 數值愈高，代表執法機關愈重視經濟分析。以本文關切之榨取性濫用議

題為例，如果競爭機關在處理是類案件時，能夠考慮定價行為的市場效果，並不視

為絕對違法，則其 ECON 指標將高於視為違法的國家。 後，在與方程式 (1) 相同

的 Solow 架構下，經濟分析對執法績效的影響，可以下式表示： 

(2) )(

)ln()ln()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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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同的 ECON 水準之下，REGULATORY 愈高，ECON 對生產力的影響效果愈

強。請注意，在此 ECON 單指競爭機關對經濟分析的重視程度，而 REGULATORY

則泛指政府整體的管制能力。 

後，為了避免 DOM、ECON 與 REGULATORY 可能被 GROWTH 影響，形成

所謂的內生性問題（endogeneity），而導致估計偏誤。本文於是採用工具變數法

（instrument variable）推估(1)與(2)，而工具變數則包括：各國法律的法源（legal 

origin）：English, French, Scandinavian, German, Socialist 以及宗教習俗：Protestant, 

Catholic, Muslim, Others47。至於變異數矩陣則經過 conditional heteroscedasticity 與 

serial correlation 的調整48。 

                                                   
46 參見 S. Voigt,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competition policy: cross-country evidence using four new 

indicators,” Working Paper No. 20/2006, University of Kassel and ICER, Torino (2006)。 
47 以上均為虛擬變數。資料來源：R. Porta et al.,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5, 222 (1999)。 
48 參見 H. White, “A heteroskedasticity-consistent covariance matrix estimator and a direct test for 

heteroskedasticity,” Econometrica, 48, 817-830 (1980)。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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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證結果 

實證結果顯示（請參閱表 2）：Solow 變數之係數估計值，其正負號均符合理論 

預期，並多能顯著地影響生產力成長。例如：投資占 GDP 比重（
Y

I ）愈高，會使生 

產力成長愈快；人口成長率（ δ++ gni ）愈快，成長愈慢；所得水準（
L

Y ）愈高，  

成長愈慢49。至於本文所關切之課題：競爭法對於獨占濫用型態規範領域之大小與

對獨占濫用處罰效果之強弱（DOM），是否會影響生產力成長？表 2 欄（A）與欄

（B）顯示，即使在 10%的顯著水準下，DOM 也無法影響產業生產力之成長。事實

上，DOM 的係數分別為 344.0− 與 541.0− ，二者甚至呈現負值。雖然此一估計結果

並不具顯著性，計量意義不高。但是，此一微弱的證據力仍然傾向指出：競爭法制

對於獨占的嚴格規範，恐需承擔不利於生產力成長之潛在風險，甚值執法機關警

惕。 

至於經濟分析（ECON）對產業發展的影響方面。表 2 欄（D）顯示：

（ ii REGULATORYECON ⋅ ）的估計係數為正， 0.177 。顯示在高管制效率

（REGULATORY）的配合下，執法機關愈重視經濟分析（ECON），愈能顯著地提

升生產力成長。例如：在一個管制效率很高的國家（REGULATORY=1.72）50，如果

競爭機關能將 ECON 由 25 百分位數（the 25th percentile，ECON=0.35，中國的水

準）之水準，大幅提高到 75 百分位數（ECON=0.79，比利時的水準），約可使生

產力成長率提高 13.0177.072.1)35.079.0( =⋅⋅− 個百分點。然而欄（C）也指出：在

沒有管制品質配合的情形下，ECON 的係數（ 106.0− ）並不顯著。顯示單憑經濟分

析無助於產業生產力之提升，欲提升執法績效，尚有賴管制效率之配合。原因在

於：競爭法為一不確定性極高之法律概念，執法機關須有充分的管制能力界定市場

範圍，並正確評估事業行為是否減損市場競爭。因此，重視經濟分析僅是提高執法

績效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如果沒有政府整體管制效率的配合，競爭機關即

使高度重視經濟分析，也無助於執法績效的提升51。 

                                                   
49 此一估計結果支持追趕效果的存在。 
50 也就是 90 百分位數（the 90th percentile）的水準。 
51 參見 R. Crandall and C. Winston “Does antitrust policy improve consumer welfare? Assessing the 

evid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7, 3-26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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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法律規範領域、經濟分析與管制效率對生產力成長之影響 

(被解釋變數：GROWTHi) 

Variables 
(A) 

規範領域 
(B) 

規範領域 
(C) 

經濟分析 
(D) 

經濟分析 

Constant 
3.024 

(2.120) 
6.357*** 
(2.441) 

1.386 
(1.793) 

3.062 
(2.042) 

i
Y
I )ln(  0.146*** 

(0.031) 
0.081* 
(0.035) 

0.150*** 
(0.031) 

0.106*** 
(0.034) 

)ln( δ++ gni  －26.905 
(18.920) 

－56.123** 
(22.824) 

－23.248 
(21.469) 

－35.714 
(24.898) 

 )ln( iL
Y  －0.0001*** 

(0.00004) 
－0.0001* 
(0.00004) 

－0.0001*** 
(0.00004) 

－0.0002*** 
(0.00008) 

iDOM  －0.344 
(0.319) 

－0.541 
(0.343) 

  

i

i

REGULATORY
DOM ⋅   

0.110 
(0.093) 

  

iECON    
－0.106 
(1.491) 

0.118 
(1.551) 

i

i

REGULATORY
ECON ⋅     

0.177*** 
(0.068) 

 2R  0.33 0.42 0.33 0.43 

註 1：括弧內數字為標準差。 
註 2：***、**與*分別代表 1%、5%與 10%的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既然經濟分析能夠提高執法績效的先決條件在於：政府必須有高度的管制效

率。因此，以下以競爭與管制間之競合關係為出發點，並且在網路效應下的產業結

構下，分析競爭機關處理獨占事業產品價格過高案件之方式，希望能提供一些建

議，供執法機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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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競爭與管制的競合 

(一) 網路效應下的產業結構 

歐盟目前已將執法重點置於防止獨占事業之阻礙性濫用行為。只要市場沒有人

為之進入障礙，超額利潤即會吸引新事業進入市場，導致供給增加與價格下跌，形

成自我矯正機能。但是，如果事業定價過高所仰賴之獨占地位，並非來自人為之阻

礙性濫用，而係源自網路效果（network effects）所形成之規模報酬遞增、轉換成本

（switching costs）過高所導致的綁住效果（lock-in effect）、甚至是政府管制失誤

所產生的參進障礙。此時，圖 2 顯示：獨占者較大之生產規模，將會形成成本優

勢，除非新進者具有更大之生產規模，否則根本無法進入市場。然而，實際的市場

需求，卻僅能容納一家廠商之生產規模。 

以上網路效應所產生的參進障礙，可能無任何法律規範，也無阻礙性濫用情

形，即使市場價格偏離競爭價格，導致超額利潤。但也無法吸引新事業進入市場，

增加市場供給並降低價格。於此，美國法所仰仗之自我矯正能力，即無法發揮效

果，仍需仰賴政府干預。以上現象尤其存在於電信、能源、郵政或電力等規模遞增

產業，廠商需要大規模生產，方能立足於市場52。但是，由於進入障礙係源自規模

報酬遞增所形成之公用事業特性，並非來自人為的阻礙性濫用。此時，競爭機關介

入，是否會影響管制功效？管制機關介入，是否會影響競爭成效？競爭機關與管制

機關應如何分工？事業經管制後之定價行為，能否豁免於競爭法之規範？學界對此

多有討論53。而以上議題之論述主張，在我國亦涉及公平法第 46 條之「領域除外條

款」或「阻卻違法」條款之屬性爭論，並影響競爭政策與產業的調和，以下首先說

明美國與歐陸法制對此一議題之看法。其次，並就我國競爭機關之執法方向應如何

                                                   
52 各類不同的參進障礙型態，請參閱 M. Motta, Competitio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Chapter 

2 (2004)。 
53 參見 P. Richards, “Competition issues on access to databases for the provisions of directory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the EU,”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7, 563-583 (2003)，與 H. J. Ruppelt, 
“Abuse Control: Objectives, Restrictive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s,” in Ehlermann C.D. and Atanasiu I. 
(eds), What is an abuse of a dominant positio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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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續潮流趨勢，作一建議與評估。 

(二) 美國法的二階段檢驗原則 

美國法基於尊重市場機能原則，並不管制市場沒有參進障礙下之事業定價行

為。而當網路效應發生，形成參進障礙時，亦主張由管制機關“優先”進行疏處，以

釐清競爭機關與管制機關間之權責。依據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

（2006）年整理美國反托拉斯法相關議題之判例、日本公平會「有關行政指導在獨

占禁止法上之處理原則」結論顯示：美國法對於豁免行為之主張較傾向於二階段檢

驗原則（two-part-test）。也就是當美國法發生競爭與管制機關間之管轄競合時，競

爭機關首先判斷管制機關是否依法享有專屬管轄權；若無，則設法釐清管制機關職

權之行使，是否屬於正當管制所必須者；倘若如此，則競爭機關優先將該案交由管

制機關辦理，因此，管制機關對於具有網路效應產業之管制，擁有優先管轄權。只

有在管制機關無管轄權，且無管制機關主張管轄後，競爭機關方會介入事業定價相

關案件54。但，請注意，美國法之介入，僅會處理阻礙性濫用行為。一旦執法者確

定參進障礙係源自網路效應，而與阻礙性濫用無關，其將不會管制事業之定價行

為。此一立場見諸於美國 高法院於 Trinko 案中55，所引用 Areeda 教授的主張56，

認為法院或競爭機關不可能亦不應該比照管制機關，對商品價格作日復一日的監督

或管制。 

至於該理念之形成背景主要有二：首先，存有網路效應的產業，獨占者必須經

過第一（進入）階段的競爭，方能率先進入市場，取得獨占地位，其競爭的模式是

competition for the market，而非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如果在第一階段，獨占者

係透過競爭建立網路，並得以進入市場，則網路效應所可能帶來之超額利潤，理論

上，已透過市場競爭而消失，因之，並沒有榨取性濫用問題。其次，美國法制下，

競爭法不同於管制法，後者立法目的係為完全消除獨占；前者目的僅係管制獨占力

的進一步惡化，並非對競爭機關之全權委任（carte blanche）。因此，在 Alcoa 案

                                                   
54 公平會，前掲文，111，2006。 
55 Verizon Communications, Inc. v. Law Offices of Curtis V. Trinko, LLP, 124 S. Ct. 872, 881 (2004). 
56 P. Areeda, “Essential Facilities: An Epithet in Need of Limiting Principles,” Antitrust Law Journal, 

58 ,841-853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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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官即明確指出：獨占者既已透過競爭取得獨占地位，競爭機關即不應在事後

階段對該獨占者之獲利有任何打壓57。除非該獨占者在事後採取其他濫用市場力量

手段，使市場結構顯著惡化，且長期無法改善時，競爭機關才能針對產業基本結

構，採取管制措施58。此時，獨占管制唯一的方式，即是進行結構管制，包括：取

消限制進入法令、強化結合管制、甚至將獨占事業拆解（divest）59。期望能一次解

決導致獨占定價的產業結構因素，使產業結構回復到競爭架構，讓價格機制自行發

揮功能，此與歐洲對價格持續性監督之管制理念並不相同60。 

總之，美國法系崇尚市場機能，認為價格管制本身即相當程度地妨礙市場競

爭，而競爭機關先天任務即在於維護市場競爭。交由維護市場競爭的機關負責干預

市場競爭的任務，本身即有矛盾之處。例如：2005 年颶風卡翠娜摧毀墨西哥灣 95%

原油生產及全國 13% 之煉油設備，使美國平均油價由每加侖 2 美元，上漲至每加

侖 3 到 6 美元之間，嚴重影響物價上漲。但，各界管制油價的主張，卻極少針對

FTC；國會議員問政或是輿論看法均能接受：除非油公司涉及聯合行為，FTC 即不

需以任何形式管制油價。即使油價上漲嚴重影響人民日常生活，政府亦宜以特別立

法方式，交由特定的管制機構負責油價管制，而不宜由負責維護市場競爭的 FTC 管

制油品價格61。在此一政策理念之下，美國反托拉斯法之執法立場，自係尊重市場

價格機制，不直接介入獨占性定價之管制，而將執法重點置於阻礙性濫用等較根本

的結構面問題。 

(三) 歐盟最近的執法理念 

歐盟理念上雖傾向管制獨占事業之不當定價。但實際執行上，卻仍顧慮競爭機

                                                   
57 United States v. ALCOA, 148 F. 2d 416,2nd Cir. (1945). 
58 Verizon Communications, Inc. v. Law Offices of Curtis V. Trinko, LLP, 124 S. Ct. 872, 881 (2004) 

Id. at 415-16. 
59 Frederic Scherer and David Ross,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486 

(1990). 
60 其實，美國法的論述就如同：只要公共工程招標能做到公開化與透明化，使所有參標者能在

投標過程中，公平競爭，得標者取得獨家承攬權並如期完工，品質合乎規定，政府自無理由苛扣

其應得之利潤。反之，如果事後，得標者施工品質縮水或違法轉包，影響公共工程品質，政府方

有必要採取措施，取消得標者資格。 
61 公平會，前揭文，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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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無法掌握市場訊息，所造成之誤判風險。因此，近年來，在考慮價格管制能力與

執行效率等因素後，已逐漸傾向將與網路效應有關之獨占事業管制，交由專責管制

機關辦理，競爭機關不宜涉及任何型態的價格管制。其原因在於：(1)管制機關對於

價格管制有專責之特別法規可供依循，因此，管制標準與權責分明，可減少許多政

府管制所形成事業經營之不確定性。(2)管制機關僅需負責管制某一特定產業，業務

相對單純，容易明瞭市場供需與價格。但競爭機關係掌理不特定產業，業務範圍過

於廣泛，承辦人需負責甚多產業，備多力分，對市場資訊的取得與了解遠遜於管制

機關。 

職是之故，自 1990 年代以來，歐盟競爭機關針對電信、能源與郵政等（具有

網路效應）價格管制，多已移交由管制機關負責。以電信業為例：1998 年，歐盟將

國際長途與行動電話費率過高，涉及榨取性濫用之相關案件，移轉至相關管制機關

依據電信法規處理，已成功地使相關業者的費率降低約 30-80% 之間62。僅有在管

制機關無管轄權（例如：接續費、國際漫遊、國際出租電路資費）或處理不盡人意

時（國際清算費率、國內出租電路資費），方由競爭機關依據競爭法規處理（例

如：Deutsche Telekom 案63）。 

(四) 我國競爭政策下的管制與競爭 

管制與競爭間之競合，其實是反映管制個別產業與維護市場競爭相異之處，前

者係指市場存有法律或是網路效應所形成之進入障礙，即使獨占事業定價過高，擁

有獨占利潤，但也無法吸引新進者進入市場。因此，必須透過價格管制，以維護整

體經濟利益。相對之，後者係指市場沒有進入障礙，如果短期內，價格過高形成超

額利潤；但透過市場長期競爭，新生產者將會進入市場，刺激整體產業產出增加與

價格回跌，產生自我矯正機能64。因此，競爭機關不宜扮演管制機關的角色，勿須

                                                   
62 IP/97/1180 of 19 December (1997); IP/98/763 of 13 August 1998; IP/99/279, 29 April (1999). 
63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1 May (2003), Deutsche Telekom, O.J. 2003. L 263/9, appeal pending 

Case T-271/03 Deutsche Telekom/Commission, O.J. 2003. C 264/29. R. Klotz and J. Fehrenbach, “Two 
Commission decisions on price abuse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Competition Policy Newsletter, 
8-14, March (2003). 

64 例如：美國法官 Easterbrook 即主張獨占事業應具有能力長期維持其獨占地位；而市場進入障

礙則是其長期維持獨占地位之主要來源，倘市場進入障礙不足以使其獨占地位得以長久維持，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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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斤計較於事業價格與利潤之高低。應將重點置於產業結構之管制，只有當獨占事

業濫用其獨占力量，有阻礙性濫用之虞時，方宜由競爭機關處理65。但是，當事業

所擁有的獨占地位係源自政府法令保護，或是網路效應所形成之參進障礙時，即使

市場不存在阻礙性濫用情形，但，市場價格仍然偏離競爭價格。於此，競爭機關應

否介入？ 

由於我國公平法之立法係參照德國法精神，第 10 條第 2 款因而允許競爭機關

管制獨占性定價，使榨取性濫用之防制條款得以備載於競爭法內。而該條款是否能

備用於非常時期所需？則見仁見智，歐美兩大法系之理念並不相同。然而就依法行

政之觀點，競爭機關在執法實務上，應可參酌 Evans and Padilla（2005）66與 Motta 

and Streel（2003）之理論主張67與歐盟的實務作法，亦即當法令或網路效應形成參

進障礙與不當定價，但，管制機關卻無管轄權時，則第 10 條第 2 款容或有適用之

處。以下，謹以競爭與管制競合之觀點，針對我國競爭機關處理價格過高案件有關

程序，做一建議，並以圖 3 說明之。 

競爭機關受理榨取性濫用案件。首先，檢定市場是否存有進入障礙，如市場不

存在長期進入障礙，則宜留待市場機能自行解決。反之，如果市場存有進入障礙，

則進一步檢視該障礙係獨占事業所為之阻礙性濫用？抑或法律或網路效應所形成之

管制障礙？如為前者則以阻礙性濫用行為立案辦理，後者則尊重管制機關意見。惟

如該案件並無管轄機關時，方宜由競爭機關處理。但是，參酌歐美經驗，此一榨取

性濫用之管制手段，必須是「非常時期」方能採行之「非常手段」。只有在緊急與

特殊的情形下方能採行（相關條件如後續分析）。 

                                                        
事業即不具備任何壟斷或掠奪市場之意願與能力。請參閱 F. H. Easterbrook, “Detrebling antitrust 
damage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28, 445-467 (1985)。 

65 按榨取性濫用行為的本質既係源自產業結構與事業獨占力量過大（例如：廠商家數過少、獨

占事業以優勢力量形成人為參進障礙），正本清源之道仍在於市場結構之改善與事業阻礙性濫用

行為之防止。 
66 Evans and Padilla，前掲文，119。 
67 Motta and Streel，前揭文，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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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競爭機關辦理事業價格過高案件建議流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就競爭與管制之競合而言，以上論述主張並不牴觸公平法第 46 條：「事業關

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者，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

該其他法律之規定。」就追求經濟安定與繁榮等公平法之立法意旨而言，競爭法並

非唯一的手段68，當市場機制失衡導致獨占事業不當定價時，管制機關倘能本諸法

定管轄權，在價格管制的能力與效率均優於競爭機關情形下，國家自可兼採其他管

制手段，以填補市場競爭之疏漏。 

                                                   
68 參見公平會，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三）：第 25 條至第 49 條，611，委託研究計

畫，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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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機關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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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國競爭政策下的獨占定價管制 

近，因輸入性膨脹與其他貨幣因素，導致國內物價上漲壓力加劇，公平會迭

遭批評未能善盡督導物價責任，輿論多盼望該會能針對米類、麵粉、鮮奶甚至汽油

等民生物資，嚴加防範業者不當漲價，以維持物價安定。然而觀察公平會表現，則

多能嚴守專業立場，吻合圖 3 所列示之國際執法潮流趨勢。例如：在農產品方面，

國內市場供需其實甚為平穩，市場上鮮有長期的進入障礙；如因進口成本變化或季

節波動，所導致的食品價格波動，實不值憂慮。短期的價格波動，自會誘使供給增

加，使價格回復到競爭水準。因而，該會亦僅透過價格監視系統，掌握市場價格動

向。至於在油價方面，則因經濟部為油價之當然管制機關，公平會也能嚴守其維護

市場競爭之基本分寸，拒絕各界干預油價的壓力，將油價管制交由特定的管制機構

負責，此一政策理念，較之歐美執法原則，亦不惶多讓。 

只是，就前述議題：當法令（例如：對專利權之保護）或網路效應形成參進障

礙，即使市場不存在阻礙性濫用，但市場價格仍然偏離競爭價格，而又無專責管制

機關時，公平會的表現，以作者現有之分析工具與相關產業之產銷資料，實在難以

確實評斷。謹以 2001 年公平會之處分案例「CD-R 授權案」不當定價部分為例，做

一說明69：該案源自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對國內廠商生產 CD-R 使用其規格專利，收

取過高之授權金。按雙方原本簽約合意：權利金之收取係以「淨銷售價格 3% 或日

幣 10 圓中，以較高者為準」。但，事後因 CD-R 銷售量成長幅度之快，遠超乎事前

預期，因而價格大幅降低，日幣 10 圓成為實際收取金額70。而又因價格大幅降低，

日幣 10 圓占淨銷售價格幾乎將近 20%。但，被檢舉人卻仍以此固定金額收取權利

金，使其實際利益超出簽約時預期之 20 倍至 60 倍。此案由於被檢舉人未能按照市

場供需，調整收費標準，公平會遂認定被檢舉人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之規

定。 

按本案專利授權人為規模龐大的跨國公司，而授權產品之研發又需投入大量資

金與高度專業知識，難以複製，產生類似網路效應之參進障礙；再加上授權產品之

                                                   
69 參見公平會 90 公處字第 021 號處分書。 
70 價格下跌使淨銷售價格之 3%不可能超過日幣 10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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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又屬規格專利（例如：CD-R 之形狀大小或內部軌跡），CD-R 尺吋必須配合主

機，不可能任意更動，亦形成極高之綁住效果。因此本案符合前述：當專利權或網

路效應形成與阻礙性濫用無關之參進障礙，卻無專責管制機關管轄的情況。 

按專利權人利用專利權力量，從事濫用獨占力行為，原本即不能豁免於公平法

之管制。因此，公平會在業者深受剝削之情形下，介入管制，維護我國產業之出口

競爭力，自然具有合法性與正當性，頗值肯定。只是，本案公平會係將專利授權人

事後的實際權利金收益與事前的預期權利金收益，做一比較，並認為被檢舉人涉有

榨取性濫用。然而，依據本文第三節對價格管制的看法，公平會僅係主觀認定專利授

權人之實際利潤高於其預期利潤，並未提出任何客觀的管制標準，俾利廠商遵行71。

依據動態效率的觀點，市場供需常因總體發展環境變遷、產業結構調整、生產技術

創新、政府政策改變、甚至是「好運」等諸多因素影響，任何事業不可能事前準確

預期產品收益。公平會此一主觀認定，恐有提高事業投資所面臨不確定性之潛在風

險。當然，此一風險係來自整體環境變遷所帶來之不確定性，是任何競爭機關均無

法避免之管制瑕疵。因此，如何評估競爭機關處理此類案件，對整體產業發展之效

益與成本，應該是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值得吾人努力。 

總之，由於獨占性定價管制在學理上之爭議、在執行層面上之困難、與市場機

制之衝突。因此，本文目的之一，即在於呼籲競爭機關對榨取性濫用之管制手段，

必須慎重嚴謹，並將其視為一種「例外性」、「緊急性」，必須在「非常時期」方

能採行之「非常手段」。只有在(1)網路效應或相關法令，造成類似自然獨占下之參

進障礙，使市場矯正機能無法發揮；(2)參進障礙源自網路效應，阻礙性濫用管制無

法發揮功效；(3)無具有管轄權之管制機關，可資干預；(4)短期內無其他可資替代方

案。競爭機關方宜利用對於榨取性濫用之管制手段，直接介入事業定價行為。 

六、結論 

就競爭法對於獨占性定價之管制而言，美國法認為商品價格之高低係反映市場

                                                   
71 學者吳秀明亦持有相同見解。參見吳秀明，前揭文，267-268，2004。 



68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供需，政府不應直接介入定價管制。歐陸法則認為獨占性定價可能涉及榨取性濫

用，因此，政府應管制獨占事業定價。本文以經濟分析觀點，探討此一議題，並發

現：歐盟在管制榨取性濫用的實務操作上，面臨許多執行上的困難。因此，基於尊

重市場機制與避免干預產業發展的考量，歐盟對於榨取性濫用的管制也就特別審

慎，迄今僅有極少數案例遭起訴定讞。顯示歐陸法系對榨取性濫用的執法，除高度

重視經濟分析外，實務上，亦已逐漸趨向美國法之當然合法原則。隨著此一潮流趨

勢，競爭機關在管制獨占力濫用的實務操作上，如仍停留於傳統理念，試圖直接管

制事業定價，恐將在認定與執行上面臨諸多困難。因此，競爭機關對獨占事業之管

制，應將重點置於調整產業結構與管制阻礙性濫用等根本性問題，而非直接介入事

業定價。榨取性濫用之管制應該僅是在非常時期，方能採行之例外措施。 

為驗證以上主張之合理性，本文利用一個 Solow 成長模型，以全球實施競爭法

的 102 個國家為樣本，檢定各國競爭法對獨占規範之嚴格程度差異，是否影響執法

績效。結果發現：競爭法規範程度之不同，非但不致影響整體生產力與產業產展；

而且，對於獨占的過度規範，甚至會形成不利於生產力成長之潛在風險。而真正有

助於產業產展之執法要素，仍係本文所強調之經濟分析與政府管制效率。然而，實

證結果也顯示：單憑經濟分析還是無法有效規範獨占事業，欲提升執法績效，尚有

賴政府管制效率之配合。原因在於：競爭法為一不確定性極高之法律概念，執法機

關須有充分的管制能力界定市場範圍，並正確評估事業行為是否減損市場競爭。因

此，重視經濟分析僅是提高執法績效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如果沒有管制效

率的配合，競爭機關即使高度重視經濟分析，也無助於執法績效的提升。而此一管

制效率除決定於競爭機關本身內部之執法能力外，尚涉及競爭機關與管制機關間之

外部關係。 

有鑑於此，本文也以競爭與管制間之競合關係為出發點，並借鏡歐美經驗，探

討競爭機關對於獨占事業定價案件之處理方式。結論顯示：在提高管制效率與減少

市場不確定性的前提下，競爭機關不宜扮演管制機關的角色，亦不需斤斤計較於事

業價格或利潤之高低。競爭機關應將執法重點置於產業結構之管制，並將涉有法律

或網路效應所形成之進入障礙案件，移交管制機關負責。只有在(1)網路效應或相關

法令，造成類似自然獨占下之參進障礙，使市場矯正機能無法發揮；(2)參進障礙源

自網路效應，管制阻礙性濫用無法發揮功效；(3)無具有管轄權之管制機關，可資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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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4)短期內無其他可資替代方案等四項前提要件同時成立時，競爭機關方宜直接

管制事業定價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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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of the Exploitative Abuse: Policy Initiative and Practical Dilemma 

Ma, Tay-Cheng *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treatment of exploitative abuse from the viewpoint of 

economic analysis. The evidence shows that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to 

regulate the exploitative abuse case for the sake of many practical reasons such as the 

gathering of market informati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market,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critical threshold for the price or profit variable. Therefore, the authority has to be cautious 

in implementing this kind of regulation and regards it as an urgent policy to deal with the 

extraordinary emergencies.      

Key words: exploitative abuse, regulation, monop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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