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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數位經濟新經營模式：平臺經濟與共享經濟簡介

一、網路效應與雙邊平臺

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係指顧客越多，廠商所提供的產

品對其他顧客效用越高；反之，若顧客越少，則廠商所提供的產

品對其他顧客效用越低。其中又可細分為二：首先為直接網路效

應，存在於平臺同一邊的顧客之間，例如通訊軟體Line的用戶越

多，用戶可以聯繫的人也越多，對於個別用戶的效用越高。其次

是間接網路效應，存在於平臺不同邊的顧客之間，例如Line的用

戶越多，貼圖銷售服務對廣告主的效用就越大。

雙邊平臺(two-sided platform），係指平臺的兩邊，面對不

同偏好的顧客，在價格彈性差距較大的情形下，可能造成價格

結構非中立性，也就是兩群顧客間的價格分配，可能影響交易

量。例如：對於信用卡服務，信用卡持卡人免付手續費，僅由

特約商店付手續費；酒吧的Happy Hour，美女進場免費，俊男

則須付費。

二、平臺經濟

從轉賣經銷到平臺仲介，發展成現今的平臺經濟，平臺經濟

具有幾項特徵。第一、開放式平臺，廠商建立平臺，不賺差價，

只抽手續費，把交易對象選擇權還給平臺兩端的顧客。第二、網

路平臺，使用者聚少成多(長尾效應)，容易上手，並以數位化與

高效電腦運算提高經營效率。第三、具有網路效應、雙邊平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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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以信用卡發卡組織為例，由信用卡發卡組織

建立付款方(持卡人、發卡銀行)與收款方(特約商

店、收單銀行)之間的平臺，對於信用卡服務，

持卡人免付手續費，僅由特約商店支付手續費。

事實上，這是由Visa和MasterCard兩家發卡組織

聯合行為的結果，他們瞭解到持卡人較不願意支

付手續費，若要求持卡人支付手續費，將影響

持卡人使用信用卡消費的誘因。儘管如此，付

款方與收款方均有明顯的間接網路效應，越多

人使用信用卡消費，就有越多商店提供刷卡服

務；特約商店越多，持有信用卡對持卡人而言

也更有價值。

再以Google搜尋引擎為例，Google提供使

用者0元的網路搜尋服務，並且每年花費龐大研

發成本，讓Google Search可以不斷優化所用的

演算法(algorithm)，建立進入障礙。事實上，

這些成本是由廣告商提供金錢，而使用者提供

數據，所形成的商業模式。其中，使用者對廣

告商而言，具有顯著的間接網路效應，越多人

使用Google Search，就有越多廣告商付費透

過Google打廣告，如此一來Google就有越多資

金，優化演算法提供更好的搜尋服務，因此更多

人願意使用Google Search。

三、共享經濟

共享經濟，乃是平臺經濟的特殊類型，透過

平臺將單一資產在多數使用者之間分時共用。

例如：Airbnb建立租屋平臺、Uber共享乘車、

Obike共享單車等。

貳、數位經濟新經營模式與競爭法

2017年3月立法院第9屆第3會期經濟委員會

第4次全體委員會議通過臨時提案，請公平會針

對數位經濟的新興產業模式，就加強法制面的

管理機制研究是否制定專法？專章或修改公平

交易法？於二個月之內提出書面報告予立法院

經濟委員會。

我認為立法院之所以會有此提案，可能與近

期因應數位經濟發展，推動數位經濟基本法、金

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等新法有關。然而，對於

競爭法的議題，我們同樣需要透過訂立新法或修

法，來因應數位經濟時代的到來嗎？

自1890年以來，美國競爭法的修正並不多，

相當穩定，且高度依賴判例法。事實上，競爭

法屬於結果導向/功能導向(performance-based 

regulation)，著重於效能競爭，以及配置、生

產、研發效率的維持，至於用何種具體方式達到

此一狀態，則非競爭法所關心的，因此競爭法較

能持久不變。

同樣是與競爭有關之法律規範，產業管制

法則屬於程序導向 /形式導向 (process-based 

regulation)，比較需要透過修法、制訂專章或制

定專法，因應數位經濟時代的來臨。

因此，競爭法基本上不需要透過修法、制

訂專章或制定專法，因應數位經濟時代的來

臨。但是也不排除未來出現修法的需求。比較

需要採取的因應作為，包括競爭法分析工具需

要調整；提升執法知識與技能，發展管制科技

（RegTech）；以及充分體認未來獨大的網路事

業更為常見，但也可能更脆弱。

參、平臺經濟對於競爭法分析工具所造

成的衝擊與因應

一、平臺為產品提供者？仲介平臺？

所謂平臺，只是單純的仲介平臺，抑或是產

品的提供者？此為市場界定的基礎。仲介平臺

並不提供產品，而是提供仲介服務，以降低買

賣雙方交易成本，例如：Airbnb、信用卡發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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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等。平臺作為產品的提供者，則有搜尋引擎、

Uber等。

二、該種平臺是否為獨立的相關市場？

以平臺是否可被跳過、替代，作為觀察重

點。Google Search平臺很難被跳過或替代，因

此Google Search與其他免費搜尋引擎，構成獨

立的相關市場。Uber與其他計程車叫車平臺，由

於在交易實況中可以被跳過，直接在路上攔計程

車，因此與計程車業者共同構成相關市場。信用

卡發卡組織也很難被跳過或替代，所以構成獨立

相關市場；Airbnb則可以被跳過，因此和傳統線

上訂房網站（Expedia, Priceline, TripAdvisor）

處於同一相關市場。

三、雙邊平臺

在雙邊平臺的架構下，兩方交易的是相同產

品，因此平臺兩邊乃是同一相關市場的上下游事

業，或是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關係，例如：Uber、

Airbnb、信用卡發卡組織等。這種情形由於市場

狀況單一，市場力衡量與競爭效果評估可用一般

方式處理。

相反地，若平臺兩邊提供交易的是不同產

品，那麼該平臺是否身處於二個以上不同市場？

目前通用的市場界定方法─假設性獨占者測試

法，乃是從最小可能的相關市場(以該類平臺為

獨立市場)開始測試。測試過程中，平臺提供的

產品中替代性較低者，會先滿足相關市場之前

提條件，此時該平臺已出現不可替代之情形，

應以之界定為相關市場。例如：搜尋引擎、Line

等通訊App、傳統媒體等，若在使用者或讀者

端有SSNIP（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

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或SSNDQ（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decrease in 

quality），由於不易被取代，交易量流失可能不

多，會就該類平臺本身界定為相關市場。但若在

廣告端有SSNIP，廣告主可能轉換至其他媒體，

而使漲價無利可圖，此時相關市場至少就必須包

括其他媒體，不可能以該類平臺作為相關市場。

按市場界定的目標，就是為了衡量市場力量，若

發現產品不可替代之情形，在該測試範圍內即可

能出現市場力量，應以之界定為相關市場。

市場力衡量與競爭效果評估，應以前述界定

之市場，即替代性低的產品為核心。但在其他

產品(例如廣告、賣軟體)市場能否獲利，或雖然

虧損但仍可支持免費產品進行有效競爭（例如

Amazon），構成低替代性產品所形成相關市場

的關鍵性參進障礙。本分析架構，可以將雙邊平

臺面對不同顧客與產品的複雜情形，妥切納入競

爭分析之中。

四、假設性獨占者測試法：從SSNIP到SSNDQ

相關市場 ( re l evan t  marke t )的界定，可

分為產品市場 ( p roduc t  ma rke t )與地理市場 

(geographic market)二個面向，目前都用假設性

獨占者測試法來認定。先劃定最小的產品或地理

範圍，假設為相關市場，完全由一家業者獨占，

且出現符合SSNIP的價格上漲，觀察流失的顧客

量是否大到使其利潤下降。若是，則市場內與市

場外具有足夠替代性。此時擴大產品或地理範圍

重行測試，直到SSNIP之後顧客流失量不大，獲

利有淨增加，當次用以測試的產品或地理範圍即

為該業者所處之相關市場。

(一) SSNIP

SSNIP的特色為，幅度小但是顯著、非暫時

性之價格調漲，調漲幅度通常為5%~10%，且

國外通常以一年作為非暫時性之標準。然而，

如果遇上零元定價，沒有價格，則必須改採用

SSNDQ，即幅度小但是顯著、非暫時性之品質

下降，以品質下降取代價格上漲，作為測試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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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SNDQ在操作上可能面臨的挑戰

1. 5%~10%的品質下降，如何界定？

對於品質的衡量，可量化的部分，例如廣告

量增加5%~10%，可能可以代表產品品質的下

降，但是廣告量是否無法完全代表品質，而只是

品質的一環？值得探究。另外，不易量化者，例

如就使用者資料保護下降5%~10%而言，怎麼樣

的保護弱化是下降5%~10%？仍然難以衡量。

2.品質下降，顧客的感知程度是否比不上價格上

漲？

首先，品質下降5%~10%，如果顧客沒有

反應，是否代表替代性低，應同樣界定為相關市

場？這種看法雖然有其道理，但是顧客有感知，

是SSNIP與SSNDQ測試可以運作的前提條件。如

果顧客的感知程度非常低，品質大幅下降也不會

有離開市場的行動，SSNDQ是否就無法測出是否

具有替代性？

其次，如果顧客對品質下降比較不敏感，那

麼5%~10%的下降幅度是否要調高？要調高到

多少？或者是就個案個別進行質性認定「幅度小

但是顯著」，也就是會讓顧客有感的最低品質下

降？

3.個人觀點

由於產品品質有許多個別面向，各種面向也

難以放在同一標準上加以衡量，這使得產品整體

品質下降5%~10%，其具體情況究竟如何，究竟

是哪些品質面向產生如何變化，實在難以描繪，

也不易以之作為測量的基準。基於價量互相連動

的觀點，是否可以考慮採用另一種SSNDQ（亦

即幅度小但是顯著、非暫時性之供給量下降），

產品的產量應該如同價格，同樣是不必區分不同

面向的變數。在實際操作上，例如供給量、頻

寬、處理能量等，都可以作為市場交易量的直接

量化指標。

五、提供不同產品之平臺市場占有率之計算

我認為以廣告、賣軟體、賣貼圖、打賞的總

銷售金額來計算市場占有率是首選，符合市占率

通常以銷售金額計算的原則，並且可以反映個別

服務價值與使用頻率高低。然而在此同時，仍應

注意以下事項：首先，必須以前述以替代性低的

產品所界定市場之中，所有業者的總銷售金額

作為分母，不能以整體網路廣告之廣告總收入

作為分母；其次，同一業者不同服務所創造的

廣告營收，如何劃分？這似乎是平臺經濟創造

的獨特問題。

例如Gmail本身的服務呈現畫面中，沒有刊

登廣告，要怎麼計算Gmail的廣告營收？勢必要

從Google關鍵字廣告總收入裡，劃分出哪些是

來自Gmail的廣告收入。但是不同來源的個資，

質和量都不同，一起共同提升Google關鍵字廣

告的準確度，要怎麼劃分出Gmail的貢獻度到底

有多少？

如果以營業額計算有困難，例如：銷售金額

無法取得、業者還沒有營收、廣告營收難以拆分

等，則可以同時採用使用者端的統計數據來估計

市占率。這種數據雖然較不準確，不過有些似乎

可以輔助估計，例如：活躍用戶數、點擊率/點擊

數量等統計。

肆、平臺經濟下可能出現的新型態反競

爭行為

一、競爭法的挑戰與因應

面對數位新經濟的挑戰，競爭法所需要採取

的因應不可一概而論，必須類型化：

(一)類型一：分析工具需要更新。

(二)類型二：突顯原本潛藏的理論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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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類型三：法律與分析工具均不需要改變，但

須結合新的產業與技術知識加以瞭解，例如

Uber的動態定價。此外違法行為可能更難發

現，例如股票、期貨市場裡的高頻交易，也

就是以電腦程式(演算法，algorithm)進行的

自動交易。

(四)類型四：需要修法。

分析工具所需要的更新，已說明如前述，本

部分說明其他三種情形。

二、突顯原本潛藏的理論難點

例如歐盟2 0 1 7年6月罰鍰2 4 . 2億歐元的

Google搜尋與比價網站案，突顯了一個原本潛藏

的理論難點：競爭法上不合理差別待遇的規範，

是否可以行為人對於自身或其關係企業的待遇，

作為比較標準，還是只能以對於非關係企業之待

遇作為比較標準，來認定有無差別待遇？

三、高頻交易

高頻交易的交易速度，是以毫秒等級（千分

之一秒）計算，可以用來下無意成交的買單，快

速取消，反覆操作，製造某價位有大量買單的假

象，欺騙股市投資人，操縱股價。例如2014年4

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起訴了2家高

頻交易公司Visionary和Lightspped，指控他們在

交易中涉嫌非法操縱價格，詐欺投資人。

此外，在高頻交易之下，程式交易也可能出

錯，造成龐大的損失。2017年8月3日，臺指期

上午開盤第一分鐘，期貨走勢瞬間重挫至跌停價

9408點，震盪逾千點，統一證券出面表示是程式

交易啟動停損機制所致，金管會表示，此規模之

大前所未見，至於2000多萬元的損失將由各公司

自行承擔。

四、演算法與聯合行為

有沒有可能透過高頻交易或演算法來進行聯

合行為，共同決定彼此的價格、銷量？如此一

來，可能使違法行為更難發現，必須結合新的產

業與技術知識才能有效進行調查。在違法要件認

定上，如果是透過人為設定，以程式(演算法)執

行的意思聯絡，那麼構成聯合行為合意，應無問

題。

然而，如果是人工智慧（交易機器人）自行

學會價格勾結，既有的法律體系將會面臨重大挑

戰，例如在電子交易系統中，人工智慧學會先

期出價試探，若競爭者跟進則確定採用該價格，

不跟進就撤銷出價，此時機器人不再是人類的手

足、機關、使者，究竟是誰要為AI行為負擔法律

上責任？到這個時候，修法時刻，或許到了！

伍、共享經濟與既有產業管制及不公平

競爭規範

一、共享經濟與既有產業管制

曾經有一位創業家提到：「共享經濟並不是

在分享既有業者的利潤，而是攻擊既有業者不效

率的地方。」平臺經濟，尤其是共享經濟的商業

模式，往往跳脫既有產業管制之外，但其營運效

率往往顯著提升，具有明顯的促進競爭效果，相

對而言既有管制就有妨礙競爭的效果。站在競爭

倡議者（competition advocate）的立場，公平

會自然應該主張解除管制或管制革新。

不過，問題重點在於原本管制所保護的顧客

安全、金融安定等公共利益，共享經濟模式是否

同樣可以確保上述公共利益？我認為這是比較不

易確定的問題。因此在倡議解除管制之時，可能

要有所保留。

二、共享經濟與不公平競爭

在現行法制下構成違法經營的共享經濟模

式，由於減少遵法成本，競爭活動也比較不受限

制，對於合法既有業者，是否構成不公平競爭？



6

公平交易通訊   NO.082    中華民國107年7月號FTC
即使在一向肯定部分違法營業構成不公平競爭的

德國，這個問題也非常具有爭議性。

對此值得思考的問題如下：

（一）問題一：是否適合以不公平競爭法，壓抑

足以提升市場效率與競爭的共享經濟模

式？這就是德國至今遲遲未以不公平競爭

非難共享經濟的理由。

（二）問題二：競爭法有無必要與產業管制法重

疊，重覆處罰共享經濟經營模式，或是其

他各種違法營業行為？我認為各種法律應

該各司所長，競爭法不應該成為其他各種

營業活動管制法規的執法工具與機器，對

此問題持保留態度。即使在損害賠償方面

與其他政府單位執法不致構成重疊，在公

平會有關不公平競爭的執法上，這個問題

依然存在。

（本文係講座民國106年10月31日假競爭中

心發表之演講內容，經政治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楊

宗霖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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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小陳與A加盟業主數度洽談，向總部支付10

萬元預約金，並簽訂加盟預約，正接受為期4週

的教育訓練，期待著通過考評後，可以接手經營

總部的知名品牌社區型超市門市。然而，在教育

訓練過程中，總部拿出加盟契約與管理規章，告

知小陳要仔細審閱相關條款，小陳審閱後發現加

盟契約及管理規章規範許多經營限制，認為這些

文件總部應該在簽訂預約前提供，因為開店的夢

想就快實現，這想法只停留在小陳腦海裡片刻，

直到加盟後，小陳才知道總部為了避免消費者

撲空買不到廣告DM上刊登的新發售及促銷等商

品，及維持商品的豐富陳列，對於新品及促銷品

以統配方式配送至各門市，對於低溫日配商品則

以過去期間的銷售量為基礎，設定參數計算系統

量，當加盟門市自行訂購商品數量未達系統量

時，則會補足至系統量進行配送，另門市輔導幹

部會依據加盟契約及管理規章，且對於小陳違反

的經營事項進行勸導及開罰。

案例解析

依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

為案件之處理原則」第2點第4款，所稱「預備加

盟經營關係」係指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即有

意加盟者）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由交易相對

人支付一定費用，並簽訂草約、預約單、意向書

等加盟相關文件，且約定如退出將沒收已繳費用

或負賠償責任之關係。

本案經調查瞭解，A加盟業主經過4次面談、

營運主管面試後，有意加盟者倘有加盟意願，在

未簽訂加盟契約前，會先向有意加盟者收取10萬

元預約金，並簽訂加盟預約，而依據加盟預約約

定，倘因有意加盟者事由而解除預約，則不返還

有意加盟者繳交的預約金。因此公平會認定，此

情已使有意加盟者變更交易對象(加盟業主)的可

能性降低，雙方已符合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的

情形，故A加盟業主應在與有意加盟者締結預備

加盟經營關係前，提供加盟重要資訊。

A加盟業主對於新品及促銷品所採取的統配

機制，以及對於低溫日配商品以電腦系統所計

算的系統量為最低配送數量，乃是對加盟店訂購

商品具有最低配送數量或標準，構成加盟經營關

係之限制，另外，加盟店須遵守加盟契約及管理

規章所訂之相關管理事項，亦同屬加盟經營關係

之限制情形。該等構成加盟經營關係限制之相關

資訊，為有意加盟者評估加盟與否的重要資訊，

本案A加盟業主未於簽訂加盟預約前，以書面揭

露，對有意加盟者顯失公平，且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加盟業主不可不知的預備加盟經營關係
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如果沒有充分揭露加盟重要交易資訊 ，恐有違法

疑慮。

■撰文＝林政羽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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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加盟業主為了維護加盟體系的品牌及商譽，

對於有意加盟者並非來者不拒，因此往往會以面

談、訓練、考核等方式進行篩選。然而一連串的

過程，加盟業主須付出相當的成本，或許基於成

本考量，或許基於強化有意加盟者的決心，加盟

業主常在與有意加盟者正式簽訂加盟契約前，會

先收取一定金額的費用，並簽立加盟預約。然倘

加盟雙方已符合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的情

形，加盟業主就必須在此之前向有意加盟者揭露

加盟重要資訊。又加盟業主如能事先瞭解「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

則」相關規範，並確實踐行揭露9款加盟重要資

訊，也能避免日後衍生加盟交易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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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為建立與Apple iOS相抗衡的行動作業系統

生態系，Google、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宏達電)與其他行動裝置製造商、軟體開發

商、半導體製造商、電信營運商等事業組成開放

手持裝置聯盟(open handset alliance)，聯盟成

員共同開發搭載Android作業系統的行動裝置及

行動應用程式(App)，目標是建立行動裝置開放

性的標準。經過近10年之後，Google積極補強

行動裝置硬體設計的研發實力，與欲拓展虛擬實

境(VR)業務的宏達電一拍即合，開啟2家事業合

作的契機。

宏達電於2017年9月底宣布將手機代工部

門出售給Google，總交易金額高達11億美元。

Google將延攬原參與打造Pixel手機的宏達電

員工，宏達電並將其智慧財產權非專屬授權予

Google使用。宏達電表示本交易將有助宏達電

更聚焦於HTC智慧型手機的自有品牌業務，持續

構建VR生態系統、擴展VIVE版圖，並獲得資源

得以繼續投入物聯網、擴增實境(AR)和人工智慧

(AI)等領域的創新。

限制競爭效果之評估

有關Goog le與宏達電的交易內容，其中

Google將間接取得宏達電100%持股之子公司世

界通全球驗證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世界通公司）

全部股份，並控制世界通公司的業務經營與人

事任免，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及

第5款的結合型態。Google主要從事搜尋引擎

服務、行動作業系統及線上廣告等業務；世界

通公司主要從事行動裝置驗證及測試等業務。

Google與世界通公司所提供之服務，兩者間並

無水平重疊或垂直連結關係，Google亦未受讓

宏達電之手機製造業務，故本案屬於多角化結合

型態。

世界通公司所從事的行動裝置驗證及測試等

業務並不是需要經過特許的電信業務，驗證機構

經過電信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認可，

就可以接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辦理電信終

端設備的驗證，目前國內經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認可的驗證機構有30家，由此可知行動裝置

驗證及測試市場並沒有因為法令而造成的參進障

礙。另外提供行動裝置驗證與測試服務所使用的

設備及技術，已經發展成熟而且普遍被相關業

者所採用，並沒有因為技術因素造成顯著的進

入障礙，法令管制改變及技術進步也不會增加

Google單獨進入行動裝置驗證及測試市場的可

能性。

除了透過與世界通公司結合之外， Google

及其從屬事業並沒有任何單獨進入我國行動裝置

認證與測試市場的計畫，而與世界通公司相互競

爭。至於Google所提供Android行動作業系統及

行動裝置產業業者間的合縱連橫
Google與宏達電子公司世界通公司進行多角化結合，並依法向公平會申報。

■撰文＝陳浩凱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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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專屬App都是經過投入龐大資金並經過長

時間的開發，才獲得行動裝置製造商及使用者廣

泛採用。世界通公司並沒有開發行動作業系統及

與Google專屬App功能相近行動應用程式的經驗

及資源，也不可能在短期間內切入行動作業系統

及App市場與Google競爭，所以並沒有事證顯示

Google將世界通公司視為潛在競爭壓力的來源。

市場力延伸之疑慮

Google對於Andro id作業系統及Google

專屬App都是採免費授權的策略，儘可能擴充

Android作業系統及Google專屬App在行動裝置

的安裝率，再透過Google專屬App上所獲得的廣

告收益或其他線上活動收益投資回收。Android

生態系成功的關鍵在於開放系統並與數以千計的

品牌業者建立合作關係，即使Google推出Pixel

智慧型手機，但是仍然與其他裝置廠商保持合

作，進而保護整個Android生態系以抵禦來自iOS

生態系的競爭，因此任何降低Android對行動裝

置廠商吸引力的策略，都會違背Google自身及

Android生態系參與者的利益。

如果G o o g l e與世界通公司結合後，將

Android作業系統或Google專屬App與世界通公

司所提供的認證及測試服務予以捆綁銷售，或拒

絕將Android作業系統或Google專屬App授權給

不採用世界通公司認證及測試服務的行動裝置製

造商，雖然或許短期內可以增加世界通公司在行

動裝置認證及測試服務市場的占有率，但Google

將面臨長期免費提供Android作業系統或Google

專屬App授權所建立起安裝率的流失，並犧牲由

Android作業系統或Google專屬App使用者所帶

來的廣告或線上活動營收，反而得不償失，所

以Google並沒有誘因透過搭售、拒絕授權等方

式，將Android作業系統或Google專屬App的市

場力延伸至行動裝置認證及測試市場。

結論

本案Google與世界通公司間不具重要潛在

競爭關係，而且並未造成市場力延伸的疑慮，所

以不具有顯著限制競爭效果。依據「公平交易委

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的規定，得

認本案結合的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的不利

益，於是依公平交易法第13條第1項的規定不禁

止其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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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緣由

中國大陸商山東如意國際時尚產業投資控

股有限公司為山東如意集團母公司，擬取得

INVISTA Equities LLC所擁有之荷蘭商Arteva 

Global Holdings B.V.及美商A&AT LLC(下合稱

A&AT業務部門)百分之百股份，符合公平交易法

第10條第1項第2款及第5款結合型態。另參與結

合事業於彈性纖維市場之占有率超過四分之一，

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且無同

法第12條規定除外適用情形，故依法向公平會提

出結合申報。

參與結合事業概況及市場界定

山東如意集團從事紡織品、原料製造與加工

及服裝設計，其中以棉紗、羊毛、棉花、服裝之

製造及銷售為營收主力，該集團雖有生產彈性纖

維，但占整體營收比重極低；A&AT業務部門主

要生產合成纖維，其中以彈性纖維為生產主力，

萊卡®為其彈性纖維品牌之一。本案參與結合事

業A&AT業務部門與山東如意集團重疊之產品僅

彈性纖維，屬於水平結合態樣。

國內纖維產品仍以聚酯纖維為主力，彈性纖

維所占比重甚低，公平會為界定彈性纖維與聚酯

纖維是否屬於相同產品市場，除徵詢相關產業公

會意見外，並參酌歐盟相關案例、紡織調查報告

等資料，經評估2產品物理特性與用途、應用替

代性、原料投入與價格、銷售價格與變動走勢、

生產設備均不相同，故認為聚酯纖維與彈性纖維

應為不同市場。至於彈性纖維業者多在亞洲設

廠，運費成本低廉亦無貿易障礙，故地理市場以

全球為計算基礎，但進行競爭評估時仍以我國市

場為主要考量。

競爭評估

我國紡織品及成衣以出口為導向，無論原

料、終端產品均得自由進出口。A&AT業務部門

於彈性纖維市場雖為領導廠商，但山東如意集團

在國內彈性纖維市占率比重甚低，2家公司結合

後對於國內市場結構變化影響有限。

此外，國內設廠生產彈性纖維仍有數家競爭

同業，加上其他國際彈性纖維大廠參與競爭，本

案結合後不致增加競爭者相互約束事業活動或採

取一致性之行為風險。

最後，從近年來我國向中國大陸及越南等地進

口彈性纖維金額成長數倍之情形，顯見彈性纖維進

出口無貿易障礙，參與結合事業仍須面對國內外既

有業者之競爭壓力，故不具顯著之參進障礙，下游

交易相對人尚有其他眾多選擇，並有充足之抗衡力

量以箝制因本結合可能提高商品價格之能力。

經公平會綜合評估結果，本結合並無顯著

限制競爭疑慮，故依公平交易法第13條第1項規

定，不禁止結合。

山東如意集團收購知名彈性纖維製造商，打
造時尚奢華！
山東如意集團為中國大陸知名紡織大廠，隨著消費力的增強及奢侈品市場復甦，過去幾年該集團積極

收購海外奢侈品牌，此次收購知名彈性纖維品牌萊卡®之製造商後，有利其競逐於時尚紡織品市場。

■撰文＝簡浩羽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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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日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日光公

司)擬透過換股方式，與昱晶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昱晶公司)、昇陽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昇陽公司)進行合併，結合後新日光公司

為存續公司，並更名為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昱晶公司與昇陽公司為消滅公司，符合公平

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1款的結合類型。因結合後

「太陽能電池」之市場占有率超過四分之一，已

達到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申報門

檻，故依法向公平會提出申報。

競爭分析

因新日光、昱晶及昇陽公司均從事太陽能電

池及太陽能模組之產銷，屬水平結合，3家公司

結合後太陽能電池銷售量雖有增加，但與全球其

他同業市占率之差距並不大，市場競爭依然激

烈；另在太陽能模組部分，結合後之市占率增加

有限，且不乏有相當規模之國內外業者參與競

爭，對市場之影響還算輕微；同時，我國太陽能

光電業者90%以上產能均為出口，而我國並非太

陽能電池之主要需求市場，定價仍將受到全球市

場之拘束，縱使是國內市場亦會因下游業者還有

轉換交易對象之可能性，而無法單方任意調高價

格。因此，本結合完成後對市場競爭之影響並非

顯著。

結論

由於我國太陽能產能受限於經濟規模，多集

中在太陽能電池之製造，結合後存續公司將具有

更高的籌資能力，投入技術研發與創新，發展臺

灣自有的模組品牌。目前政府積極創造太陽能模

組之內需市場，2025年累積裝機量將達20GW

之目標，結合後存續公司藉臺灣內需市場成長契

機，建立以模組及系統銷售為主的整合式營運，

協助國內太陽能產業升級，對整體經濟發展應屬

有利。

公平會經綜合評估後，因本結合案對整體

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不利益，依公平交易法

第13條第1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

太陽能三雄籌組大聯盟，持續在國際舞台上
發「光」！
國內太陽能廠商攜手合作，共同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太陽能旗艦級企業，但能否順利扭轉產業既有

困境，提升企業獲利能力，仍有賴兄弟合體後共同努力！

■撰文＝傅竑維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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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H建設公司為銷售L建案，在廣告之配置圖上

將透天厝之1樓規劃為停車及浴廁等室內空間，2

樓、3樓、4樓、5樓規劃為客廳、臥室、書房、

浴廁、餐廳等室內空間，並於網路刊載廣告，但

經比對L建案所在縣市政府核定建照圖後，廣告

內容所載1樓浴廁實際上為停車空間，部分停車

空間實際上為空地增建，2樓、3樓、4樓、5樓

屋突之建照圖所規劃的陽臺、花臺、露臺、水箱

間、挑空等在廣告中也成為室內空間。種種情況

不禁令人懷疑，這不是廣告不實嗎？！

廣告配置圖與原核定建照圖說不符

據地方政府之專業意見表示，L建案如依廣

告表示將1樓部分停車空間規劃為浴廁使用空間

或將空地增建為停車空間等，及2樓、3樓、4

樓、5樓屋突之陽臺、花臺、露臺、水箱間、挑

空等空間規劃為客廳、臥室、書房、浴廁、餐廳

等室內空間使用，與原核定圖說不符；且增加其

容積樓地板面積，應依建築法第39條規定辦理變

更設計，而該建案之法定容積率幾乎已達上限，

顯然無法再增加樓地板面積，業者即使辦理變更

設計，亦無法通過審核。縱然H建設公司表示L建

案最後會依據縣市政府核定建照圖說興建，不會

依廣告之內容興建交屋，雖然消費者不會因違反

建築法規而有遭查報、拆除之風險，但此亦將使

買受人未能於交屋時獲得或合法享有該廣告所示

之室內空間使用，公平會認為該廣告配置圖所示

內容與原核定建照圖說不符，足以使消費者對建

案之內容及用途產生錯誤認知或交易決定，並將

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效能，而足以產

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

第1項規定。

購屋前別讓美侖美奐的廣告蒙蔽了雙眼

公平會呼籲，消費者於購屋前應請建商提

供建照執照及建照圖等相關資料，並仔細比對

與廣告內容是否相符，以保障購買到合法使用

空間。

透天厝別墅空間隨意規劃，甘ㄟ凍？
建商在銷售預售屋時，常以配置圖等廣告來呈現室內空間規劃，以吸引消費者購買。但廣告呈現之空

間配置，交屋後是否都能合法給付？

■撰文＝戴玉宜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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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S公司於民國91年5月間向公平會報備從事多

層次傳銷，銷售食品及女性衛生用品。公平會於

106年8月間進行業務檢查時，比對S公司提供之

訂購單及報備資料，發現訂購單上多項商品積分

與報備不符，其中，部分商品單包及整箱銷售之

價格與計算獎金亦有不同，且有新增銷售及停止

銷售部分商品之情形。S公司表示因為疏失而忘

記在變更商品之品項、售價及積分前向公平會報

備，是S公司所為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7條

第1項規定。

傳銷事業變更商品售價等法定事項須事

先報備

為健全多層次傳銷交易秩序及保護傳銷商權

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明定商品或服務之品項、

價格及來源、傳銷制度與參加條件、擬與傳銷商

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傳銷事業扣除買回商品或服

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基準及理由等，若

有變更，應事先向公平會報備。在此提醒民眾，如

果想要了解傳銷事業之制度、商品與契約內容等，

可透過公平會的網站(http://www.ftc.gov.tw)點選多

層次傳銷專區，查詢傳銷事業報備名單，點選已完

成報備名單，透過Ctrl+F功能鍵輸入欲查詢傳銷事

業名稱，再點選所查詢傳銷事業之連結，就可以得

知傳銷事業最新報備之相關資訊。

傳銷商品售價能說變就變？
為保障傳銷商權益，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傳銷事業所銷售商品之品項及售價若有變動，應事先向公

平會報備。

■撰文＝林雨菁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視察）

傳銷商品售價能說變就變？ 

為保障傳銷商權益，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傳銷事業所銷售商品

之品項及售價若有變動，應事先向公平會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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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5年公平會曾普查瞭解國內是否仍有

液化石油氣（即桶裝瓦斯）「勞務配送中心」之

組織，並針對較有可能仍有該組織之縣市進行

個案調查，發現該組織已不復存在，故在105年

10月7日發布廢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桶裝瓦

斯勞務配送中心營業行為之規範說明」。但在該

案調查過程中獲悉，分裝場與瓦斯行垂直整合或

共同經營等行為日益普遍，因此在106年12月12

日發布訂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液化石油氣分

裝業與零售業垂直整合或共同經營之規範說明」

(下稱本規範說明)加以規範，共計9點，重點說明

如次：

一、背景說明

液化石油氣產業之產銷階層分為生產、經

銷、分裝及零售，自民國82年起逐步完成全面

解除管制，然液化石油氣分裝市場與零售市場歷

經二十餘年市場競爭機制之洗禮後，液化石油氣

分裝業與零售業垂直整合或共同經營行為日益普

遍，因該等業者具有上、下游垂直交易或水平競

爭關係，液化石油氣分裝業之市場力量勢必對液

化石油氣零售市場產生影響，為避免液化石油氣

分裝業與零售業垂直整合或共同經營行為涉及違

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因此訂定本規範說明。

二、名詞定義

依石油管理法第2條第1項第13款、第14款

規定及公平會處理液化石油氣產業實務經驗，定

義本規範說明相關名詞，包括：液化石油氣、液

化石油氣分裝業、液化石油氣零售業、垂直整合

及共同經營。

三、市場界定

依公平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及該

會處理液化石油氣產業實務經驗界定相關市場，

其中產品市場界定為液化石油氣分裝市場及液化

石油氣零售市場，地理市場原則是以業者所設址

之直轄市、縣(市)為地理市場範圍，如有特殊因

素，亦不排除依個案具體情況認定。

四、市場占有率之計算

依公平會處理液化石油氣產業實務經驗，明

定相關市場占有率之計算方式，其中分裝市場之計

算方式，是依個別液化石油氣分裝業進(銷)氣量占

相關市場全體液化石油氣分裝業總進(銷)氣量之比

例計算，零售市場則除依個別液化石油氣零售業進

(銷)氣量占相關市場全體液化石油氣零售業總進(銷)

氣量之比例計算外，也可依營業額、客戶數、營業

家數或其他產銷資料計算市場占有率。

訂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液化石油氣分裝業
與零售業垂直整合或共同經營之規範說明」
由於液化石油氣分裝業及零售業垂直整合或共同經營日益普遍，勢必對液化石油氣零售市場產生影

響，故訂定規範說明，使業者知所遵循，降低違法風險。

■撰文＝洪進安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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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可能違法態樣

明列液化石油氣分裝業與零售業有關結合、

聯合、限制轉售價格及其他限制競爭行為之規

範，並例示液化石油氣分裝業與零售業4款常見

之違法聯合行為態樣、垂直整合之液化石油氣分

裝業7款可能涉及其他限制競爭行為態樣、共同

經營之液化石油氣零售業2款可能涉及其他限制

競爭行為態樣。

3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液化石油氣分裝業與零售業垂直整合
或共同經營之規範說明 

 
 
 
 

一、(背景說明) 

液化石油氣產業之產銷階層分為生產、經銷、分裝及零售，自八十二年打破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液化石油氣供應處獨家總經銷至八十八年開放進口，已完成全

面解除管制。惟液化石油氣分裝市場與零售市場歷經二十餘年市場競爭機制之洗禮

後，液化石油氣分裝業與零售業垂直整合或共同經營行為日益普遍，因該等業者具有

上、下游垂直交易或水平競爭關係，液化石油氣分裝業之市場力量勢必對液化石油氣

零售市場產生影響，為避免液化石油氣分裝業與零售業垂直整合或共同經營行為涉及

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爰研訂本規範說明，俾利業者知所遵循，降低違法風險，

同時作為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處理相關案件之參考。 

二、(名詞定義) 

本規範說明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液化石油氣：指原油煉製或天然氣處理過程中所析出主要成分為丙烷、丁烷或二

者之氣體混合物，並經液化處理灌裝於桶裝高壓氣體容器供消費者使用之石油製

品，即俗稱之桶裝瓦斯。 

(二)液化石油氣分裝業：指設有定著於土地上之儲氣設施及相關分裝設備，從事液化

石油氣灌裝於桶裝高壓氣體容器之事業，即俗稱之分裝場。 

(三)液化石油氣零售業：指零售桶裝液化石油氣予最終使用者之事業，即俗稱之瓦斯

行。 

(四)垂直整合：指液化石油氣分裝業與零售業相互跨足經營彼此業務。 

(五)共同經營：指數家液化石油氣零售業共同成立儲存場所、共同進貨再予分銷、共

用商標或事業表徵、成立共同電話或網路配銷中心、或其他營業行為服從統一指

揮之經營型態。 

三、(市場界定) 

本會界定液化石油氣分裝業及零售業之相關市場時，除依本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

之處理原則辦理外，另將一併審酌相關事業之商業模式、交易特性、經營性質等因素

就具體個案進行實質認定。 

產品市場原則上界定如下： 

(一)液化石油氣分裝市場。 

(二)液化石油氣零售市場。 

地理市場原則上界定如下： 

由於液化石油氣分裝或零售係以人力配銷，銷售範圍有所限制，故原則係以業者所

設址之直轄市、縣(市)為地理市場範圍，惟倘因交易習慣、地理特性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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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液化石油氣分裝業與零售業垂直整合
或共同經營之規範說明 

 
 
 
 

一、(背景說明) 

液化石油氣產業之產銷階層分為生產、經銷、分裝及零售，自八十二年打破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液化石油氣供應處獨家總經銷至八十八年開放進口，已完成全

面解除管制。惟液化石油氣分裝市場與零售市場歷經二十餘年市場競爭機制之洗禮

後，液化石油氣分裝業與零售業垂直整合或共同經營行為日益普遍，因該等業者具有

上、下游垂直交易或水平競爭關係，液化石油氣分裝業之市場力量勢必對液化石油氣

零售市場產生影響，為避免液化石油氣分裝業與零售業垂直整合或共同經營行為涉及

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爰研訂本規範說明，俾利業者知所遵循，降低違法風險，

同時作為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處理相關案件之參考。 

二、(名詞定義) 

本規範說明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液化石油氣：指原油煉製或天然氣處理過程中所析出主要成分為丙烷、丁烷或二

者之氣體混合物，並經液化處理灌裝於桶裝高壓氣體容器供消費者使用之石油製

品，即俗稱之桶裝瓦斯。 

(二)液化石油氣分裝業：指設有定著於土地上之儲氣設施及相關分裝設備，從事液化

石油氣灌裝於桶裝高壓氣體容器之事業，即俗稱之分裝場。 

(三)液化石油氣零售業：指零售桶裝液化石油氣予最終使用者之事業，即俗稱之瓦斯

行。 

(四)垂直整合：指液化石油氣分裝業與零售業相互跨足經營彼此業務。 

(五)共同經營：指數家液化石油氣零售業共同成立儲存場所、共同進貨再予分銷、共

用商標或事業表徵、成立共同電話或網路配銷中心、或其他營業行為服從統一指

揮之經營型態。 

三、(市場界定) 

本會界定液化石油氣分裝業及零售業之相關市場時，除依本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

之處理原則辦理外，另將一併審酌相關事業之商業模式、交易特性、經營性質等因素

就具體個案進行實質認定。 

產品市場原則上界定如下： 

(一)液化石油氣分裝市場。 

(二)液化石油氣零售市場。 

地理市場原則上界定如下： 

由於液化石油氣分裝或零售係以人力配銷，銷售範圍有所限制，故原則係以業者所

設址之直轄市、縣(市)為地理市場範圍，惟倘因交易習慣、地理特性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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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而須以跨縣市或鄉鎮市區等次級行政區域為地理市場範圍者，亦不排

除依個案具體情況認定。 

四、(市場占有率之計算) 

市場占有率之計算如下： 

(一)液化石油氣分裝市場：依個別液化石油氣分裝業進(銷)氣量占相關市場全體液化

石油氣分裝業總進(銷)氣量之比例計算市場占有率。 

(二)液化石油氣零售市場： 

1、依個別液化石油氣零售業進(銷)氣量占相關市場全體液化石油氣零售業總進

(銷)氣量之比例計算市場占有率。 

2、依個別液化石油氣零售業營業額占相關市場全體液化石油氣零售業總營業額之

比例計算市場占有率。 

3、另得參酌個別液化石油氣零售業之客戶數、營業家數或其他產銷資料占相關市

場全體液化石油氣零售業前揭數據總和之比例計算市場占有率。 

五、(結合) 

液化石油氣分裝業與零售業進行垂直整合或共同經營，倘符合公平交易法所稱結

合，並達申報門檻且無除外適用情形，應於為結合前，先向本會申報，否則涉及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規定。 

前項所稱結合如下： 

(一)與他事業合併。 

(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

分之一以上。 

(三)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四)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 

(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第一項所稱申報門檻如下：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 

(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 

(三)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 

前項第三款所稱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如下： 

(一)參與結合之所有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全球銷售金額總計超過新臺幣四百億元，

且至少二事業，其個別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二十億元。 

(二)參與結合之事業為非金融機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一

百五十億元，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二十

億元者。 

(三)參與結合之事業為金融機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三百

億元，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二十億元者。

液化石油氣分裝業與零售業垂直整合或共同經營之結合申報案件依「公平交易委

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審查。 

六、(聯合行為之禁止) 

液化石油氣分裝業、零售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具競爭關係之同

一產銷階段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價格、數量、交易對象、劃分市場或其他相互約

束事業活動，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涉及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十五條規定。 

液化石油氣分裝業與零售業涉及違法聯合行為之態樣，例示如下： 

(一)共同決定液化石油氣零售價格或優惠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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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決定其他服務價格，例如加收鋼瓶檢驗費、樓層服務費。 

(三)共同分配客戶或營業區域。 

(四)成立營收分配中心，進行營業利益之拆帳或均分。 

七、(限制轉售價格之禁止) 

液化石油氣分裝業無正當理由限制其液化石油氣零售業客戶轉售液化石油氣價

格，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規定。 

八、(其他限制競爭行為之禁止) 

垂直整合之液化石油氣分裝業可能涉及其他限制競爭之行為態樣： 

(一)促使其他液化石油氣分裝業對非參與垂直整合或共同經營之液化石油氣零售業

斷絕供氣，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 

(二)無正當理由，對參與垂直整合或共同經營之液化石油氣零售業，給予優惠進貨價

格或其他優惠交易條件，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二款規定。 

(三)以補貼等不正當方法與參與垂直整合或共同經營之液化石油氣零售業進行交

易，阻礙競爭者參與競爭或從事競爭，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

(四)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液化石油氣零售業參與購併或從事共同經

營，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四款規定。 

(五)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液化石油氣零售業參與聯合行為，涉及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四款規定。 

(六)以不正當方法使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調整價格或優惠折扣而與其交易之行為，涉及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五款規定。 

(七)以不正當方法使參與垂直整合或共同經營之液化石油氣零售業，不得向其他液化

石油氣分裝業進貨，而與其交易之行為，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五款規

定。 

共同經營之液化石油氣零售業可能涉及其他限制競爭之行為態樣： 

(一)促使特定液化石油氣分裝業對其他液化石油氣零售業斷絕供氣，涉及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 

(二)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其他液化石油氣零售業參與競爭或從事競

爭，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 

九、(具體個案認定) 

本規範說明係針對垂直整合或共同經營之液化石油氣分裝業與零售業可能涉及

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態樣，予以例示說明，至於個案之處理，仍須就具體事實加以認定。

 



19

TAIWAN FTC NEWSLETTER
｜國際動態｜公平交易通訊   NO.082    中華民國107年7月號FTC

個案背景

依美國最高法院公布的判決書內容1，美國運

通公司及其子公司（下稱美國運通）經營「雙邊

平臺」（two-sided platform），為依賴平臺進

行互動的兩個不同群體（持卡人和商家）提供服

務。由於兩組群體間的互動即為交易，因而信用

卡網絡可視為一種特殊類型的雙邊平臺，稱之為

「交易」平臺；該項平臺的關鍵特徵是，需要同

時向平臺兩方銷售才能進行交易。有別於傳統市

場，雙邊平臺具有「間接網路效果」（ indirect 

network effects），亦即平臺對某一群體的價值

係取決於另一群體參與者的數量，雙邊平臺在改

變任何一方的價格之前必須考慮這些效果，否則

將可能產生需求下降的回饋循環（feedback loop 

of declining demand）風險。因此，如何向平臺

兩方訂定最適價格，而使雙邊平臺服務價值最大

化並有利與對手競爭，至關重要。

Visa和MasterCard是信用卡市場的兩大主

要參與者，與美國運通相比具有顯著的結構優

勢，美國運通藉由使用不同的商業模式與他們競

爭，並側重於持卡人消費而非借貸。為了鼓勵其

持卡人刷卡消費，美國運通提供比其他信用卡公

司更好的獎勵措施，因而美國運通必須不斷挹注

其持卡人獎勵計畫，來維持其持卡人的忠誠度。

但為提供這些獎勵計畫所需的資金，美國運通須

向商家收取比競爭對手更高的刷卡手續費，雖然

這種商業模式刺激了信用卡市場的競爭性創新，

但有時會引起與商家的摩擦。為了避免支付較為

高額的手續費，商家有時會試圖勸阻持卡人以美

國運通卡刷付款項（這種做法被稱為「引導」

（steering）），而美國運通則是在與商家簽訂

的合約中訂定了「反引導條款」（antisteering 

provisions）以為因應。

為此，美國司法部和幾個州的檢察總長（統

稱為原告）共同對美國運通提起訴訟，指稱其

反引導條款違反休曼法（Sherman Ant i t rust 

Act）第1條。美國地方法院同意並認為，信用

卡市場應被視為兩個獨立的市場（一個針對商

家，一個係為持卡人），同時美國運通的反引

導條款具限制競爭效果，因為該項條款會導致

更高的商家手續費。惟美國第二巡迴上訴法院

撤銷前述見解，主張信用卡市場應視為一個市

場，而非兩個市場，同時美國運通的反引導條

款並未違反休曼法第1條。

以美國運通案窺探美國最高法院對雙邊市場的
競爭分析

2018年6月25日美國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結果判決，美國運通公司及其子公司與商家簽訂的反引導

條款案，原告未能證明具有反競爭效果，因此，認為該案並未違反「休曼法」。

■撰文＝陳淑芳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專員）

1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17pdf/16-1454_5h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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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判決重點

休曼法第1條禁止對交易採取「不合理的限

制」，如State Oil Co. v. Khan案。所謂的「限

制」可能是以下兩種情形之一：當然不合理，

或者在「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判斷下

是不合理的，如Business Electronics Corp. v. 

Sharp Electronics Corp.案。各方同意美國運通

的反引導條款應於合理原則下，使用3步驟負擔

移轉架構（burden-shifting framework）來判

斷，最高法院並被要求判定原告是否滿足該架構

中的第一步，亦即原告是否證明美國運通的反引

導條款具有實質反競爭效果，而使相關市場中的

消費者受損。

運用合理原則通常需要準確界定相關市場，

在此情況下，必須考慮信用卡市場的雙方，亦即

持卡人和商家。只有擁有持卡人和商家願意使

用其網絡的信用卡公司，才能成功獲取交易並得

以在信用卡市場和對手較勁，此外，由於信用卡

網絡無法進行銷售，除非平臺雙方同時使用其服

務，才能表現出更明顯的間接網路效果以及定價

和需求的相互關聯性。的確，信用卡網絡最好理

解為只提供一項產品（亦即交易），而由持卡人

和商家共同消費。因此，信用卡交易的雙邊市場

應以一個整體進行分析。

原告並未有效證明反競爭效果，其論點「美

國運通的反引導條款提高了商家手續費」，錯

誤地僅聚焦於市場的一方，雙邊交易平臺一方

價格上漲的證據本身並不能證明市場力量的反

競爭行為；相對的，原告必須證明美國運通的

反引導條款增加信用卡交易的成本高於競爭水

準、減少了信用卡交易流量，或者抑制了信用

卡市場的競爭等。

美國最高法院認為原告主要未作到以下各點：

一、原告並未提供事證以資證明信用卡交易價格

高於競爭市場中的預期價格。美國運通提高

的商家手續費反映了其服務價值和交易成本

的增加，而不是收取高於競爭價格的能力。

美國運通收取較高的商家手續費以提供其持

卡人更有力的獎勵計畫，維持其持卡人的忠

誠度，並鼓勵對商家具有價值的消費支出。

此外，確實存在的證據削弱了原告「美國運

通的反引導條款是商家手續費增加的原因」

的觀點：即使在不接受美國運通卡的商業據

點，Visa和MasterCard的商家手續費也在

不斷增加。

二、原告證明美國運通的商家手續費在2005年至

2010年間調升而未完全用於持卡人獎勵計

畫，並無法證明美國運通的反引導條款賦予

其收取反競爭價格的權力。最高法院將「不

會利用缺乏證據證明產出受到限制或價格高

於競爭水準的資料去推論競爭損害」，如

Brooke Group Ltd. v. Brown & Williamson 

Tobacco Corp.案。此外，相關期間信用卡

交易流量增加，而原告並未說明美國運通收

費高於其競爭對手。

三、原告亦未能證明美國運通的反引導條款扼殺

信用卡公司間的競爭。相反的，在這類條款

簽訂後，信用卡市場交易流量確有擴大的情

形，且服務品質亦相對提高，美國運通的反

引導條款也未終結信用卡網絡關於商家手續

費的競爭，而美國運通的競爭對手也樂得利

用美國運通較高的商家手續費來展現優勢。

最後，這些條款非但沒有反競爭性，還可阻

止信用卡市場負面的外部性，並促進了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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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競爭，同時這些條款也不會阻止競爭對

手的信用卡提供較低的商家手續費或擴大其

商家接受度。

本案美國地方法院最初裁決美國運通係屬違

法，認其反引導條款扼殺信用卡公司間的競爭，

使商家支付較高額的手續費，最終導致消費者

承受更高的市場價格。美國第二巡迴上訴法院駁

回了美國地方法院見解，裁定美國運通的反引導

條款並未違反競爭法，最終並獲美國最高法院肯

認。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及法院到底如何看待涉

及雙邊市場的案件，仍有待持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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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美國反托拉斯法領域中，「提高競爭對手

成本」(Raising Rivals’Costs,RRC)一詞係指優

勢地位廠商(或掠奪者)藉由某項策略或手段以提

高競爭對手成本，迫使競爭對手退出市場，屬於

非價格的掠奪行為。而我們所熟知的掠奪性定價

行為，則採價格低於邊際成本以犧牲短期利潤的

策略或方式，使競爭對手退出市場，屬於價格的

掠奪行為，二者在價格與非價格行為間存在明顯

差異。

鑒於優勢地位廠商所採取「提高競爭對手成

本」之非價格掠奪行為，其價格成本連動關係已

難分辨，而且短期利潤與長期利潤間也不存在抵

換關係(trade-off)，因此，判斷價格掠奪行為所

常用的價格成本比較(price-cost comparison)，

以及犧牲短期利潤與回收長期利潤的比較等

方法，則難以運用在判斷「提高競爭對手成

本」的非價格掠奪行為。因此，針對「提高競

爭對手成本」的非價格掠奪行為，美國聯邦交

易委員會經濟局(Bureau of Economics)提出

三項判斷標準，分別為優勢地位廠商獲利能力

(profitability to the dominant firm)、競爭者遭受

損害(competitor injury)，以及消費者福利下降

(consumer welfare reduction)。1

提高競爭對手成本之相對優勢

就優勢地位廠商為排除市場競爭者之最終目

的而言，手段上採取提高競爭對手成本要明顯優

於採取掠奪性訂價，其經濟邏輯非常直觀；因

為，當事業採取提高競爭對手成本之行為時，只

要能促使市場價格上升幅度高於其平均成本上升

幅度(設產量保持不變)，就可以獲利，而無需再

對長短期利潤、參進障礙、供需彈性等多做考

量。著名學者Scheffman及Higgins等二位教授並

舉例說明：在一個同質產品的產業中，增加競爭

對手的增支成本(incremental costs)將會等量左

移渠等之供給曲線，競爭對手面對的是非常具有

彈性的供給曲線，在優勢廠商產量保持不變情形

下，市場價格也會隨著提高；此時，優勢廠商只

要讓其平均成本增加幅度小於競爭對手的增支成

本增加幅度，就可以獲利，無需再做其他多餘之

考量。2

此外，Scheffman及Salop等二位教授也歸

納出提高競爭對手成本具有明顯相對優勢之三點

理由：3

一、廠商即使未將競爭對手逐出市場，但對高成

本的競爭對手採取此行為所獲利潤，也已經

明顯優於低成本的競爭對手。

簡介「提高競爭對手成本」行為
優勢地位廠商排除市場競爭對手之方法，除以價格為手段之掠奪性定價行為外，非價格手段之提高

競爭對手成本行為也頗為常見，二者相較之下，採取後者具有明顯之相對優勢，且對競爭秩序的危害甚

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競爭法主管機關不可不慎。

■撰文＝許俊雄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長）

1 Steven C. Salop and David T. Scheffman, " Raising Rivals´ Costs"，Bureau of Economics FTC(1983).
2 參考自David T. Scheffman and Richard S. Higgins, Twenty Years of Raising Rivals' Costs: History, Assessment, and Future, 12 GEO. MASON L. REV. 371, 376 
(2003).

3 同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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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廠 商 無 需 為 「 投 機 性 及 不 確 定 性 」 

(speculative and indeterminate)的長期利

潤而犧牲短期利潤，當高成本的競爭對手產

量快速降低時，優勢地位廠商也得以快速提

高價格或市場占有率。

三、優勢地位廠商無需具有「深口袋」 (deeper 

pocket)或豐厚的財務資源，而且排除市場

競爭者所耗成本相對較少。

基於上開三點理由，當事業無需犧牲短期利

潤即可快速獲利，而且也無需擔憂是否無法以未

來之貼現(discount)利潤回補低價時之損失時，

在策略選擇上即會優先採取提高競爭對手成本之

策略。

值得一提的是，Krattenmaker及Salop等二

位教授特別提醒，競爭法是保護競爭而非競爭

者，事業採取「提高競爭對手成本」之行為雖然

損害了一個或數個競爭對手，但是否也有害競

爭？渠等認為，只有當事業採取「提高競爭對手

成本」之行為獲得排他性的權利(exclusionary 

right)，能夠而且導致價格高於競爭水準之上，

才能被認定是反競爭行為。 

提高競爭對手成本之行為態樣

提高競爭對手成本之行為態樣眾多，謹就常

見之行為類型舉例如下： 

一、價格擠壓行為：當上游原料廠商具市場力

時，優勢地位廠商可藉由向後垂直整合

(backward integration)上游原料廠商之方

式，提高上游原料價格；此舉不僅可使下游

產品市場利潤增加幅度大於上游原料市場利

潤下降幅度，而且可提高下游競爭對手原料

投入成本。

二、聯合行為：優勢地位廠商與公會合意密謀提

高產業薪資及福利標準，以提高小型競爭對

手人工成本，迫使其退出市場。

二、杯葛行為：優勢地位廠商促使一定數量具生

產效率之上游廠商拒絕提供原料予競爭對

手，此行為將提高競爭對手成本，使其處於

競爭之不利益。

三、獨家交易行為：當市場在零售階段具有規模

經濟或參進障礙時，則優勢廠商在零售市場

採取獨家交易安排將提高零售階段競爭對手

之經銷成本。

四、折扣行為：當優勢廠商在市場中銷售多項產

品而競爭對手僅銷售一或二項產品時，優勢

地位廠商藉由對下游廠商或消費者採取購買

多項產品可得累積折扣之方式，提高競爭對

手之折扣成本。

五、其他：如過度購買要素投入  (overbuying 

inputs)提高競爭對手投入成本、上下游垂直

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提高要素投入售價

等等。

美國法院著名判例

在美國反托拉斯執法逾百年歷史中，已出現

不少優勢地位廠商採取提高競爭對手成本行為之

個案，以下謹就經濟學扮演重要角色之二件個

案，擇要說明如下：

一、 JTC Petroleum Company v. Piasa Motor 

Fuels  

本案原告JTC Petroleum Company提起反

托拉斯訴訟，主張Piasa Motor Fuels等多家以

瀝青鋪設公共道路之公司，在地方政府投標案件

中，不但圍標及彼此協議劃分市場，而且促使上

游瀝青膠生產業者不要銷售原料予原告，導致原

告無法參與市場競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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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有二個有趣的地方，一是第七巡迴上訴

法院承審法官是著名的反托拉經濟學家Posner及

Easterbrook，另一是涉法行為包含鋪設公共道

路瀝青業者及上游瀝青膠生產業者間之水平及垂

直共謀行為，以及採取多種提高競爭對手成本策

略以封鎖市場競爭。

本案地區法院係判決原告缺乏證據敗訴，但

上訴到第七巡迴上訴法院時，原告經濟學家提供

大量情況證據(circumstantial evidence)證明被

告間確實存在共謀行為，例如：地方政府標案規

模小競爭者有限、標準化規格最低價者得標、鋪

設公共道路之瀝青公司若彼此相鄰則互不競標、

地方政府相關標案中大都僅由一家公司參標等，

而且也運用經濟學理論及量化事證證明被告水平

共謀行為，以及上下游業者共謀使原告難以取得

瀝青膠原料，以提高競爭對手取得原料成本等行

為符合經濟理性。此等經濟學論證獲承審法官

Posner及Easterbrook接受，並指出本案重要及

相關經濟量化事證證明被告確實在共謀行為中獲

利，且證詞也顯示被告彼此間存在合意，最後撤

銷地院對原告敗訴之判決。

二、Conwood Company,L.P. v. United States 

Tobacco Company 

本案原告Conwood  Company主張被告

United States Tobacco Company大規模在零售

端移除原告之濕鼻菸(wet snuff)產品，所持之主

要論理是美國法律禁止濕鼻菸產品廣告，故產品

銷售仰賴零售端之貨架或標牌展示(point-of-sale 

displays)，被告排除原告在零售端銷售濕鼻菸產

品，以提高競爭對手成本之行為極為明顯。

本案市場界定及被告存在市場力皆無爭議，

但由於原告所指控的被告說服零售商僅提供獨家

濕鼻菸貨架、提供零售商獎勵計畫等行為，法

官難以基於合理原則評斷，而且也存在被告該期

間在濕鼻菸市場之市場占有率下跌、市場產出增

加等事實，故法官將案件交由陪審團進行事實

判斷，並給予經濟學家極大的空間解釋案件的

經濟意義及競爭意涵，例如：經濟學家Leftwich

運用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es)、標竿檢

測(yardstick test)及事前事後檢測(before-and-

after test)等方法證明原告遭受損害，損害金額

在313至488百萬美金間，與陪審團認定之損害

金額區間相近。

法院最後認定陪審團已獲有事證證明被告藉

由市場力在濕鼻菸市場有計劃性的移除原告之濕

鼻菸產品貨架或標牌展示，且由於濕鼻菸產品

銷售須仰賴零售端之貨架或標牌展示，被告此行

為將排除原告在零售端銷售產品，提高原告銷售

濕鼻菸產品之成本，損害被告濕鼻菸產品之銷售

額，同時被告也缺乏合理的正當事由，爰維持地

院對於被告敗訴之判決。

結語

採取提高競爭對手成本所獲利益要明顯優於

採取掠奪性訂價，是優勢地位廠商為排除市場競

爭者之最終目的。而且，「提高競爭對手成本」

可採取之方法策略多樣也不易察覺；同時，主張

競爭法是保護「競爭」而非「競爭者」，其行為

並未損害市場競爭等抗辯事由，也是可運用之訴

訟策略。然而，需注意的是，經濟事證的提出或

可提供原告強有力的輔助性證據，但案件事實及

重要事證的調查發掘仍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當遇

到複雜的優勢地位廠商提高競爭對手成本行為之

個案時，若案件具體事證及經濟證據均指向個案

涉法行為係屬反競爭行為時，就是原告於法院訴

訟時，獲判勝訴之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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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為提升經營效率及國際競爭力，藉由合併、共同經營、出資等方式進行結合，以達規模經濟之利

益，但為避免事業規模擴大後，可能導致市場過於集中、妨礙競爭效果，公平交易法規定，事業達到一定

規模之結合，必須事前向公平會申報結合，但因應我國經濟發展趨勢與國際潮流，公平交易法全文於民國

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其中結合定義、範圍、申報內容、審理期間等規定亦作相當幅度之修訂。

依據公平會統計，本（民國107）年1-6月申報結合案31件，經處理結案31件，依處理結果觀察，

不禁止結合11件、停止審議20件；自91年2月（公平交易法於91年2月6日修正，將結合「申請許可制」

改為「申報異議制」）至本年6月底止，經處理結案917件，依處理結果觀察，不禁止結合458件（占

49.9%）、禁止結合7件（占0.8%）、停止審議446件（占48.6%，主要以未達申報標準無需申報或域外

結合且不影響我國市場者350件最多，約占7成8）、併案6件。

表1　結合案辦結統計-按處理結果分

本年1-6月處理結案之申報結合案計31件，自收件日起算至案件辦結日之平均結案天數55天（含補

件時間），較106年增加12天，觀察處理結果，不禁止結合平均結案天數為67天（減1天），因未符合

申報程序或未達申報標準無需申報或域外結合且不影響我國市場而停止審議平均處理天數為49天。    

結合案件統計

 

 (  

   917 458 7 446 6 

91 2 99  487 260 7 219 1 

100  60 28 - 32 - 

101  47 26 - 20 1 

102  50 30 - 19 1 

103  66 33 - 33 - 

104  63 26 - 35 2 

105  69 33 - 35 1 

106  44 11 - 33 - 

107 1-6  31 11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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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結合申報案平均結案天數

本年1-6月不禁止結合案11件，依行業別觀察，以製造業7件（占63.6%）為最多；自91年2月累計

至本年6月底止，不禁止結合458件，依行業別觀察，以製造業236件（占51.5%）為最多，其次為出

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101件（占22.1%）、金融及保險業53件（占11.6%），三者合計

占不禁止結合案件8成5。

圖2 不禁止結合-按行業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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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日、3日、8日、9日及25日分別赴高雄師範大學事業經營系、高雄科技大學創業管理系、屏東
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系、高雄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及企業管理

系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5月4日於臺中市舉辦「107年度公平交易法專題講座─聯合(卡特爾)行為最新規範及案例解析、寬
恕政策實施辦法及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簡介」。

■ 5月9日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及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師生分別參與公平會舉辦「公
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5月25日於屏東縣舉辦「多層次傳銷法令規範說明會」。

■ 5月26日赴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 6月1日於臺北市舉辦「公平交易法對於同業公會之規範及反托拉斯遵法宣導說明會」。

■ 6月4日赴高雄科技大學財富與稅務管理系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6月7日於桃園市舉辦107年度國高中「公平交易法種子教師研習營」。

■ 6月7日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稅系師生參與公平會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6月11日及13日分別赴東海大學法律學系及屏東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
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6月22日於公平會舉辦「多層次傳銷管理系統線上報備操作及其應注意事項說明會」。

■ 6月23日與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於臺北市共同舉辦該學會「107年度第二次學術研討會」。

■ 6月29日於臺中市舉辦「大宗物資產業發展與交易公平調和宣導座談會」。

■ 6月30日赴屏東縣政府原住民處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民國107年5、6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1

1.公平會於臺中市舉辦「107年度公平交易法專題講座─聯合(卡特爾)行為最新規範及案例解析、寬恕政策實施辦法及
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簡介」。

2.公平會於屏東縣舉辦「多層次傳銷法令規範說明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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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平會赴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4.公平會於臺北市舉辦「公平交易法對於同業公會之規範及反托拉斯遵法宣導說明會」。
5.公平會於桃園市舉辦107年度國高中「公平交易法種子教師研習營」。
6.公平會赴屏東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7.公平會與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於臺北市共同舉辦該學會「107年度第二次學術研討會」。
8.公平會於臺中市舉辦「大宗物資產業發展與交易公平調和宣導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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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3日參加ICN「單方行為工作小組」電話會議。

■ 6月4日至8日洪財隆委員率團赴法國巴黎參加OECD「競爭委員會」6月例會；另6月11日參加
OECD、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合辦之「結構性改革會議」。

■ 6月12日至14日赴瑞士日內瓦參加WTO「競爭政策與貿易發展專題研討會」。

■ 6月18日至22日赴史瓦帝尼王國競爭委員會進行能力建置合作及訓練並擔任講師。

民國107年5、6月份國際交流活動一覽

1.公平會洪財隆委員赴法國巴黎參加OECD「競爭委員會」6月例會。
2.公平會赴法國巴黎參加OECD、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合辦之「結構性改革會議」。
3.公平會赴瑞士日內瓦參加WTO「競爭政策與貿易發展專題研討會」。
4.公平會赴史瓦帝尼王國競爭委員會進行能力建置合作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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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通訊

公平會新建置「公平交易APP」，於106年12月27日上架於iOS「App store」及Android
「Google Play」。「公平交易APP」設有「檢舉信箱」、「法規專區」、「宣導專區」及

「最新消息」等專區，俾供民眾能不受時、地及設備等限制向公平會提出檢舉，亦可隨時

查閱公平會主管法規，即時獲悉公平會針對重大案件之說明、多層次傳銷之警訊、法令修

正、講座等訊息，歡迎民眾踴躍下載。

 
※「公平交易APP」之QRcode如下，歡迎下載：

公平會競爭政策資料及研究中心位於公平會12樓，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

下午5時；服務項目包括開放閱覽、圖書借閱及網路查詢等，歡迎參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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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oid             iOS

公平交易 APP 

公平會新建置「公平交易 APP」，於 106年 12月 27日上架於 ios「App store」

及 Android「Google Play」。「公平交易 APP」設有「檢舉信箱」、「法規

專區」、「宣導專區」及「最新消息」等專區，俾供民眾能不受時、地及設備等

限制向公平會提出檢舉，亦可隨時查閱公平會主管法規，即時獲悉公平會針對重

大案件之說明、多層次傳銷之警訊、法令修正、講座等訊息，歡迎民眾踴躍下載。 

  

※「公平交易 APP」之 QRcode如下，歡迎下載： 

Android 

 

Ios 

 

公平交易 APP 

公平會新建置「公平交易 APP」，於 106年 12月 27日上架於 ios「App store」

及 Android「Google Play」。「公平交易 APP」設有「檢舉信箱」、「法規

專區」、「宣導專區」及「最新消息」等專區，俾供民眾能不受時、地及設備等

限制向公平會提出檢舉，亦可隨時查閱公平會主管法規，即時獲悉公平會針對重

大案件之說明、多層次傳銷之警訊、法令修正、講座等訊息，歡迎民眾踴躍下載。 

  

※「公平交易 APP」之 QRcode如下，歡迎下載： 

Android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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