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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經濟體競爭政策與法規之選擇專題報導

新興經濟體競爭政策與法規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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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亂宣稱競爭對手侵害商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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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為例

 推薦越多人加入網購平台開店，獲
得回饋金越多?

 多層次傳銷商品、傳銷制度變更，
應事先變更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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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106年1月號

073

壹、新興經濟體不同於已開發經濟體之特徵

討論此項問題，首先應界定何謂「新興經濟體」？世界銀行

依據國民所得劃分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新興經濟體應係指

某些在經濟上有發展潛力的開發中國家，又有人認為新興經濟體

意指金磚四國等，尚無明確定義。

一、新興經濟體之經濟特徵

綜合文獻的看法，新興經濟體通常具有幾項經濟特徵：

(一)較高最小效率規模(minimum efficient scale；MES)

最小效率規模係指一企業為實現最有效率經營，所

必須達到的最低產量，換言之，企業在市場上必須擁有

足夠的需求量，消化其供給，才能實現最有效率之經

營。在新興經濟體中，個別企業規模小，為維持最有效

率經營，所需要之需求量通常較高，因此有較高的最小

效率規模之要求。

(二)較高的市場集中度

在新興經濟體中，能夠達到最小效率規模要求之企

業通常較少，因此形成高市場集中度之現象。

(三)較高的市場參進障礙

1.新興經濟體通常擁有較多的市場管制法規與措施，企業

公平會電子報歡迎上網訂閱，網址：www.f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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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市場的成本較高。

2.資源與技術勞工有限，勞工素質與人才

相對缺乏，企業覓才不易。

3.具有購買力人口較少，需求不足，企業

難以達到最小效率規模，因此成為市場

參進障礙。

4.高市場集中度，讓潛在競爭者需同時

進入上、下游市場，始能有效競爭，

但同時進入上、下游市場需要相當高

的成本。

5.新興經濟體資金市場較不活絡，體質較

不健全，企業融資難度高。

(四)國民所得較低，反競爭行為對消費者的

影響較明顯，限制競爭的效果較強。

二、新興經濟體之非經濟特徵

除了經濟上的特徵外，基於社會文化的差

異，新興經濟體亦出現和已開發經濟體不同之非

經濟特徵：

(一)較多的國營及特許管制事業，政府扮演

把關的角色。

(二)社群關係對成功經營企業的重要性不亞

於企業才能，「用人唯親」(cronyism)

的現象較為普遍，裙帶關係對企業經營

成功有直接影響。

(三)賄賂與貪污問題較為嚴重，經濟資源集

中在少數人的手中。

(四 )缺乏有效執行競爭法之財務與人力資

源，競爭主管機關較無執法經驗。

(五)競爭主管機關較易受政治力干預，競爭

政策往往被要求配合國家產業政策，政

府相對採取保護主義。

(六)競爭政策較常受到政府要求配合國家政

策而被妥協。

(七)司法部門保障財產權之功能較弱，企業

權利(如智慧財產權)受到侵害的可能性

較高。

三、新興經濟體經濟特徵對競爭政策的影響

上述經濟的特徵影響了新興經濟體國家擬定

競爭政策思維，例如，新興經濟體中，事業有較

高最小效率規模之要求，因此事業愈有可能主張

政府於制定競爭政策時，需多保護市場上既有事

業，例如制定相關豁免條款等，保護既有之大企

業，以利其實現規模經濟的效果。其次，高市場

集中度及政府管制下之市場參進障礙，讓新興經

濟體中之勾結行為，較難透過市場運作自行瓦

解。相對而言，已開發之經濟體在市場參進障礙

低的情況下，卡特爾(cartel)較容易自行瓦解。

另外，Eleanor Fox教授也提到，較低的國民所

得，將使得反競爭效果影響消費者的程度更加明

顯，例如一旦價格提高，低所得者的感受加劇，

惡化貧窮會帶來經濟與社會問題，因此這類型國

家在考量競爭法執法順位時，應優先考量會直接

影響低所得者之產業與市場，例如日常用品、公

共建設，或醫療保險產業等。

四、新興經濟體非經濟特徵對競爭政策的影響

至於非經濟特徵對新興經濟體競爭政策的影

響，可由以下幾個面向來說明：

(一)新興經濟體政府貪污及「用人唯親」問

題，增加法律被扭曲適用以及政府不當

市場干預的風險，一旦政府收取特定

競爭者的賄賂，將排除其他更有效率

的競爭者，危害市場運作及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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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新興經濟體中進行「競爭倡議」

(competition advocacy)的必要性更高，

政府應該提升人民的知識與觀察力，理

解競爭價值的重要性，如此才能夠對國

家經濟發展有益。

(二)許多結構性的因素會影響在新興經濟體

國家進行「競爭倡議」的實效性，例如

競爭主管機關被賦予的執法權限程度

如何？若於行政部門中設置競爭主管

機關，則屬於非獨立機關，所實施之競

爭政策可能需要考慮其他產業政策；反

之，獨立之競爭主管機關自主性較高，

但相對無法接近權力核心，改革、貫徹

之力量較小。再者，美國採雙軌執法機

關，包含有聯邦交易委員會和司法部反

托拉斯署，看似能夠在獨立與非獨立間

各取所長，但是前提在於兩機關必須合

作無間。因此，到底何項制度對於競爭

倡議有利，很難有定論。

(三)新興經濟體缺乏有效執行競爭法之財務

與人力資源，因此設定競爭法「執法優

先順序」的必要性也較高，例如：案件

的篩選、審查的順序等。

(四)對於受限於執法資源的新興經濟體，仍

需考量廣泛執法所可創造的執法「規模

經濟」效果。

(五)Daniel Sokol與Andreas Stephan教授認

為，在新興經濟體缺乏有效執行競爭法

之財務與人力資源下，國內卡特爾之執

法順序應優先於國際卡特爾。其次，應

進行策略性執法，將圍標(Bid-rigging)列

為最主要的調查對象，因為這些問題通

常與公共工程有關，影響大多數人民的

生活，新聞媒體有報導的誘因與價值，

間接透過媒體達到競爭倡議的效果。

(六)Eleanor Fox與Deborah Healey教授認

為，首先應優先調查足以創造社會流動

(social mobil i ty)及改善貧窮問題之案

件，例如和教育、交通、食物等產業相

關者。其次，新興經濟體許多反競爭的

問題來自「國家行為」(state action)理

論的不當運用，即國家透過立法、判例

使得國家行為豁免於競爭法管轄。 

貳、發展差異對新興經濟體形成競爭政

策與制定競爭法規之影響

至於發展差異對於新興經濟體形成具體競爭

法規之可能啟示，可歸納如下。

一、垂直交易限制部分：

(一)已開發經濟體對垂直交易限制之審查原

則，「效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以美

國為例，自2007年以後，轉售價格的

維持從「當然違法」轉變為「合理原

則」，這項政策隱含從效率的觀點，

維持轉售價格某種程度有促進競爭的

效果。

1.控管誘因差異

舉例而言，上游供應商的目標在提

高銷售量，下游經銷商的目標在降低成

本，供應商期待經銷商提供售前服務，

以增加消費者的購買量，但相對的經銷

商將付出較高的成本，例如提供展示空

間、增加服務人員等，兩者產生誘因上

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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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消費者會在有提供售前

服務的經銷商享受售前服務，但因

為提供售前服務的成本會反映到產

品價格，因此消費者會選擇到其他

沒有提供售前服務的經銷商進行購

買，形成經銷商間的搭便車行為(Free 

Riding)，最終導致沒有經銷商願意提

供售前服務，供貨商的銷售量減少、

福利下降。

基於上述現象將導致之經濟無效

率，為了控管誘因的差異，爰產生維

持最低轉售價格等相關政策。

2.同種品牌競爭、異種品牌競爭

對於同種品牌或者同一家廠商內

部會進行經銷區域的劃分，限制兩經

銷商間不得跨區經營，看似上游廠商

對於下游市場競爭的限制，但美國法

院在1980年代就接受「限制同種品牌

競爭以促進異種品牌競爭」的概念，

認為在此條件下，同種品牌經銷商能

夠享有利潤，且消費者能享受異種品

牌競爭的好處，並沒有無效率的情形

產生。

3.從上述的討論，我們較不擔心經銷商市

場的限制，而著重在垂直交易限制對上

游供應商與最終消費者的福利效果。

(二)在新興經濟體中，中間市場(經銷商或零

售商)可能為少數具市場力之廠商所寡占

或獨占，對上游廠商要求壓低價格，對

下游廠商而言形成獨賣事業，因此上述

基於「效率」觀點的考量不當然能夠全

盤適用。

二、結合審查部分：

(一)已開發經濟體全面與廣泛性效果評估的

審查原則，不當然適合執法資源有限之

新興經濟體。

(二) Eleanor Fox教授認為，已開發經濟體

之市場較自由開放、較無市場參進障

礙，因此將結合推定為在多數情況下對

競爭無害。但是新興經濟體擁有高市場

集中度及參進障礙特徵，並不適合作如

此的推定。

(三)基於競爭法執法人才的欠缺，新興經濟

體似以「營業額」作為申報門檻為宜。

(四)新興經濟體應優先適用「行為面」結合

矯正措施，作為許可結合決定之負擔。

相對地，「結構面」結合矯正措施雖然

是較為釜底抽薪的作法，但因較為複

雜，執行的難度較高。

(五)在新興經濟體中，結合事業所在之市場

本身高度集中、市場參進障礙高，下游

事業抗衡的可能性較低，因此衡量買方

抗衡力量的必要性不如已開發經濟體來

的高。

三、獨占力濫用部分

(一)關於獨占力濫用行為審查原則之選擇，

學理上有「消費者福利」與整體福利之

爭論，美國法採「消費者福利」觀點，

但亦有學者認為，專利制度雖然賦予事

業獨占力量，消費者剩餘可能因此下

降，但是我們不能忽略其對鼓勵創新之

正面影響(整體福利)。然而在新興經濟

體，多數事業獨占力的取得並非透過研

發、創新，因此採消費者福利標準，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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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出現扼殺創新的結果。

(二)有限執法資源與較為簡化之獨占力濫用

判斷要件：以「掠奪性訂價」與「拒絕

交易」為例。

1.掠奪性定價

關於掠奪性定價之判斷，首先應

檢視價格是否低於成本，其次，事業

後續是否有利潤回收的可能性。在市

場參進障礙低之下，一旦事業提高價

格，將吸引其他競爭者進入市場，事

業回收利潤的可能性低，故較無競爭

疑慮。反之，如果市場參進障礙高，

事業回收利潤的可能性提高，因此在

新興經濟體之中，競爭主管機關較可

合理推論事業回收利潤及行為之違法

性較高。

2.拒絕交易

對於「拒絕交易」行為，歐盟競

爭法有所謂的「關鍵設施理論」，對

於獨占者所擁有之「關鍵設施」，若

技術上難以被競爭事業複製，但又是

市場新進者必須使用才有可能進入

者，依該理論，獨占者應有償提供新

進者，否則即有可能構成濫用獨占力

之行為。相對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並不承認此一原則，認為強制要求事

業有交易義務將過度干預契約自由原

則，特別是在專利相關產業相當發達

的美國，干預授權的自由將降低事業

研發創新的誘因。如上所述，新興經

濟體較無妨礙創新之疑慮，故不用擔

心形成這類負面誘因。

四、卡特爾行為部分：

根據實證研究顯示，卡特爾對新興經濟體的

負面影響大於對已開發經濟體。在新興經濟體，

卡特爾瓦解的可能性較低，對於卡特爾內部成

員而言，違反內部競爭之限制，將導致未來付出

高額的成本，甚至無法繼續保有市場地位。特別

是在一個重視社群關係的社會中，「寬恕政策」

在嚇阻卡特爾的實效上，也可能低於已開發經濟

體。Eleanor Fox教授認為，以較為直接、明確

的合法「白名單」或違法「黑名單」，預告禁止

之行為類型，讓事業知悉違法類型，較可解決有

限執法資源的問題。

參、依發展差異形塑不同競爭政策與法

規之限制

一、新興經濟體是否有足夠透明的競爭法執法環

境，可以取得人民對「競爭倡議」的認同？ 

一般而言，新興經濟體競爭法執法環境高度

不透明，政府在進行競爭倡議時往往遇到阻礙。

事實上，競爭價值能否於新興經濟體國家中深

化，政治上的支持程度，也往往較已開發經濟體

國家要來得關鍵。

基於缺乏有效執行競爭法之財務與人力資

源，新興經濟體通常採取較簡化的執法原則，最

後導致新興經濟體逐漸向「行為導向」及「當然

法則」靠攏，忽略結構面的問題。因此，需有明

確的實證研究支持發展差異與不同競爭法規則間

之相關性與必要性，否則，上述之執法趨勢可能

會提高法律出現「過度嚇阻」的機率。

在某些情況下，卡特爾也有正面的效果，在

解決新興經濟體司法對契約保障不足的可能功

能，以美國「鑽石業」自律為例，美國鑽石業大

多由猶太人掌握，事業間存在自律性組織，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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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的履行，以維護消費者、事業間之利益。

新興經濟體較具爭議的特徵在於貪污、用人

唯親等問題，但從經濟的觀點，例如美國有高效

率廠商願意進入貪污、僵化的新興經濟體，而向

當地政府行賄，產生「grease-the-wheel」之功

能，如同讓輪胎上油轉動，進入市場改善當地的

經濟效率，產生正面的效果。

二、經濟與非經濟特徵可能有相衝突的法政策啟示

新興經濟體採行較低的市占率門檻，有利於

審查受貪污及用人唯親保護的獨占力濫用行為或

結合行為，但在低市占率門檻限制下，事業亦難

以實現最小效率規模。相反地，較高的最小效率

規模及實現規模經濟的要求，反而會讓較高的市

占率門檻是新興經濟體國家較佳的政策選擇。另

外，「行為面」的矯正措施同時也要求競爭主管

機關需監督事業是否遵守，形成事後監督成本，

惡化「有限執法資源」的問題。「行為面」措施

監督所涉及主管機關裁量權的行使，亦可能讓貪

污及競爭行為更加普遍。

三、經濟與非經濟特徵被政府扭曲作為遂行反競

爭行為之風險 

在新興經濟體之中，經濟與非經濟特徵往往

被政府扭曲作為遂行反競爭行為之風險，例如在

貪污與用人唯親的問題下，國家往往透過適用

經濟正當性理由，如規模經濟的需求，將特許權

給予特定無效率之廠商。經濟與非經濟特徵之存

在，不當然等同於競爭政策與法規必然的差異

化，特別是當差異化的成本顯著時。因此，在某

些情形，我們或許可將焦點轉向其他非競爭法規

所可扮演的角色，例如適用反貪污之法律解決貪

污問題，並搭配競爭法的實施。對此，已開發經

濟體的執法經驗與法規範本仍具參考價值。

（本文係講座105年2月26日假公平會競爭

中心發表之演講內容，經國立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楊宗霖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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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對手檢舉侵害商標權

B、C兩公司均發行、代理及營運手機遊

戲，具有競爭關係。雙方分別代理「F Online」

及「F正版手遊」遊戲，該遊戲係依《A之F》小

說改編，並已取得小說作者之授權。C公司於民

國104年5月向經濟部以「F」申請商標，卻於尚

未取得商標權之情況下，於104年12月向Google 

Play應用程式下載平台寄出通知，宣稱擁有商標

權及檢舉B公司侵害商標，Google Play於是將B

公司「F Online」遊戲下架，B公司認為C公司之

行為可能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

手機遊戲因不實檢舉被下架

經公平會調查，C公司於電子郵件內容載稱

「F名字以及裡頭人物角色名的商標是從2015年

開始屬於C公司所有」、「『F Online』⋯未經

我方同意使用，⋯這構成了侵權」，惟當時該商

標僅處於申請階段，未經經濟部之核准審定並完

成公告註冊取得商標權，C公司寄發電子郵件予

Google Play就尚未取得之商標權為不實陳述，

並指稱B公司侵害商標權，使受信者Google Play

心生疑慮並陷於錯誤，於民國104年12月將B公

司之「F Online」自平台移除，嗣後雖經B公司

將該款遊戲更名為「A」後恢復上架，惟仍造成

該款遊戲下載次數銳減。C公司不思以價格、品

質等正當商業手段與檢舉人從事效能競爭，卻以

對自己尚未取得之商標權為不實陳述，並指稱B

公司侵害商標權之方法，使Google Play將B公司

產品自平台下架，前述行為係屬以欺罔手段，使

競爭對手產品自平台下架，達成不公平競爭之結

果，核已構成欺罔及顯失公平之行為，故公平會

認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處C公司5萬

元罰鍰。

不可基於競爭目的，不當排除他事業使用

熱門文字名稱

Google Play為B公司「F Online」唯一通

路，且大多數手機遊戲之生命週期短，手機遊

戲上架初期為最熱銷之期間，雖然B公司將該

款遊戲更名後重新上架，C公司行為仍造成「F 

Online」銷售熱潮中斷，且使B公司在C公司尚

未就「F」取得商標權之情形下，即已無法使用

「F」文字在Google Play平台上進行競爭，等同

不當擴張C公司商標專用之期間，因此公平會呼

籲，此舉已構成足以影響競爭秩序之欺罔及顯失

公平行為，事業務必注意不可就未取得之商標為

不實陳述，或隨意指稱競爭對手侵害商標權，以

免因觸法而受罰。

胡亂宣稱競爭對手侵害商標權，已構成不
公平競爭
鑑於手機應用程式APP及手機遊戲蓬勃發展，競爭事業以熱門文字名稱爭取遊戲曝光率，蔚成事業爭

取交易機會重要方式，但事業於未完整取得商標權前，可別任意宣稱擁有商標權，或檢舉他事業「侵害商

標」喔！

■撰文＝方彥修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聘用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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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A君想要開店做生意，透過參加加盟展及不同

業者舉辦的加盟說明會後，選擇與B超商締約，可

是在加盟以後，才知道B超商訂有最低建議訂貨

量或商品銷進比(指銷貨量除以進貨量的比率)規定

等，造成A君無法自行決定商品進貨量，以降低商

品報廢損失。

訂貨限制乃加盟重要資訊

由於加盟業主與有意加盟者存在資訊不對稱

的問題，對於交易有重大影響的資訊均掌握於加

盟業主手上，有意加盟者只能依照加盟業主提供

的資訊，作成交易決定。其中關於加盟業主所設

的各項經營關係限制事項，例如商品或原物料每

次應訂購的項目及最低數量等，將對加盟店的訂

貨權形成限制，且攸關品牌內的競爭情形、加盟

店投入加盟的成本、經營績效與風險等事項。

從本案B超商與加盟店間的關係來看，B超商

給予加盟店的委任報酬，必須扣除報廢損失等費

用，也就是說，商品報廢損失是由加盟店吸收。

而B超商所定的最低建議訂貨量或商品銷進比規

定等加盟經營關係限制事項，將會影響報廢損失

金額的多寡。因此公平會認定，此等資訊為有意

加盟者據以評估是否締結加盟經營關係的重要訊

息，加盟業主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應向有意

加盟者為充分且完整揭露。

有限制卻未事先揭露，構成違法

公平會透過問卷等調查方式發現，多數加盟

店表示，B超商於加盟時未約定，但實際經營時經

常要求店舖維持固定存貨量或存貨比率，並有加

盟店提到B超商會針對特定商品設定訂購目標。另

從相關文件亦發現，B超商曾多次以「銷進比過

高」等事由，書面通知加盟店改善，並載有再有

相似案件發生，將依違反契約規定辦理等文字。

然公平會檢視B超商提供予有意加盟者的資訊

揭露文件、加盟契約等，只提到加盟店應適時、

適量訂貨，並應遵守B超商的各項營運指導，並未

揭露有關最低建議訂貨量或商品銷進比規定等經

營關係限制事項，致有意加盟者無法清楚瞭解B超

商對於訂貨限制的標準為何。

因此公平會最後決定，B超商所定最低建議訂

貨量或商品銷進比規定等事項，已構成加盟經營

關係之限制，卻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

加盟店訂貨要受限制？加盟業主應先說清楚！
加盟業主應注意加盟契約存續期間所設的各項限制條件，包括加盟店要遵守哪些訂貨限制等，且必

須以書面文件向有意加盟者說明清楚。

■撰文＝蔡靜慧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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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為充分且完整揭露，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

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結語

公平會提醒加盟業主如對於加盟店之經營設

有限制，必須在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或預備建立加

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完整說明相關限制資訊，

並確實遵守「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

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規定。

資料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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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A公司為血糖機之製造及銷售廠商，因A公司

下游藥局發現有其他藥局之促銷價格過低，對其

造成銷售壓力，所以要求A公司要有所作為，A公

司於民國104年通知其經銷商，請各經銷商遵守

經銷契約約定，管理及約束下游零售商之銷售價

格，若下游零售商未改善銷售價格，A公司可對經

銷商採取取消業績獎勵或終止合約之措施。

調查事實

公平會經調查後發現，A公司與其下游經銷商

間屬於賣斷與買斷之交易關係，即下游經銷商於

付費後擁有商品所有權，並自行承擔銷售盈虧的

風險。然而A公司在與經銷商訂約時，即以契約約

定經銷商若有破壞市場價格之行為，A公司將有權

取消其業績獎勵、出國獎勵及終止契約，A公司並

於民國104年對經銷商散發聲明書，表示經銷商如

果不配合其建議售價調整商品價格，對於屢勸不

聽者將予以終止合約；另A公司於平時亦會派業務

人員對各零售點之商品售價進行瞭解，若發現銷

售價格遠低於建議售價，業務人員會要求、提醒

及勸導零售商調整商品零售價格以儘量貼近A公司

之建議售價。A公司上述行為已符合公平交易法有

關限制下游廠商轉售商品價格的規定。

限制商品轉售價格是否有正當理由

事業採取限制下游廠商轉售商品價格的措

施，可能是為了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的效

率或品質、促進品牌間競爭等原因，故公平會仍

須考量A公司之行為是否具有「正當理由」。A

公司主張，其迄今未曾對經銷商採取違約相關處

罰，且希望所自創品牌能成為世界前五大血糖檢

測儀公司，而將商品定位為中高階血糖機商品，

投入大筆研發、臨床及行銷費用，又為使A公司及

其合作廠商能在國內市場生存下去，該公司希望

商品價格穩定，以維持品牌定位與利潤。

A公司雖表示其迄今未曾對經銷商採取違約相

關措施，但經銷商未依契約約定，可能遭取消業

績獎勵、出國獎勵或提早終止契約等處罰，對經

銷商的心理易形成壓迫；又A公司的主張尚無法具

體說明其行為可促進市場競爭，且各經銷商事業

規模、營運模式及管銷成本等均不相同，A公司已

實質限制下游經銷商自行訂定商品價格，削弱品

牌內競爭，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規定。

「為避免破壞市場行情，請務必調回建議售
價！」 違法？
企業為維持商品的市場行情，限制下游廠商轉售商品的價格，若無正當理由，小心違法！

■撰文＝章法筑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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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無論合意併購或非合意併購之結合案件，倘

合致公平交易法結合型態及結合門檻規定者，申

報人均應依公平交易法、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申報須知等規定備齊結合申報文件及產銷資料向

公平會提出申報。惟實務上，合意併購之結合申

報案件，其申報書所載參與結合事業之產銷資

料、營運計畫及結合實施結果均以參與結合事業

之共識為基礎；而非合意併購之結合申報案件，

因無該等共識，故文件、資料之真實性與完整性

不若合意併購案件，且申報內容更易受到非自願

併購業者之爭執。以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日月光公司）及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矽品公司）結合案為例，在受理該

二公司非合意併購案時，公平會辦理上網公告徵

詢意見，獲有7,077則意見反映；而合意併購時，

僅獲9則意見反映。對於該等意見，公平會均須予

以考量，以衡量該結合案整體經濟利益是否大於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而為准駁，且相關法律規範均

有明定，不因合意與否而有別。

結合型態及申報門檻

日月光公司前於民國104年12月25日擬透過

公開收購矽品公司最多達49.7%之股份，向公平

會提出結合申報，因系爭結合案所繫公開收購未

得成就而無實施之可能，公平會於105年3月24日

函復日月光公司中止審議之決定。105年4月1日

日月光公司又提出結合申報，然因結合內容變動

而自行撤回。105年7月29日日月光公司再次向公

平會遞送結合申報書，內容載稱日月光公司擬取

得矽品公司三分之一以上有表決權股份，雙方並

同意由日月光公司申請設立控股公司，並由新設

控股公司接續進行股份轉換，2公司成為新設控股

公司100%持股之子公司，並各自以原公司名稱存

續。2參與結合事業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均由新設控

股公司指派，經理人則由董事會決議定之，合致

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及第5款之結合型

態。另參與結合事業104年度於我國銷售金額達同

法第11條第1項第3款規定之結合申報門檻，依法

向公平會申報結合。

競爭分析

日月光公司與矽品公司主要業務均為各式積

體電路(IC)之封裝及測試業務，而全球封測代工

市場參與競爭之廠商至少七十餘家，競爭尚稱激

烈，需求者轉換交易對象尚非不易，且受調查之

上下游業者多認為雙品牌之獨立經營模式將使調

價之影響降低，多數業者亦表示本結合實施後有

非合意併購VS.合意結合－以日矽戀為例
公平會審議結合案件，主要在綜合考量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及整體經濟利益之各項因素，且相關法律

規範均有明定，不因合意與否而有別。

■撰文＝馬明玲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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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漲價格疑慮時，將以轉單因應；另各家封測技

術高低不同，封測業者向依客戶要求之規格與技

術進行客製化服務，尚難採取一致性行為；相關

半導體公司如具一定資本及技術，均得參進IC封

測市場；因結合後，2家公司仍將維持獨立運作之

方式，現有採購及交易模式仍各有其獨立自主空

間，雖原料供應商可能面臨降價要求及轉單影響

產業規模，惟降價及搶單對於相關市場實具促進

競爭之效果，故本結合案對於全球半導體封測市

場尚無明顯限制競爭之效果。

日月光公司與矽品公司因產品線高度重疊，

本結合應可節省日月光公司及矽品公司重複研

發之成本；另結合後，可對部分中低階產品為製

程標準化，得將節省之研發成本再投入技術創新

與研發，對提昇我國封測產業技術水準有所助

益；又因智慧型手機、穿戴型智慧裝置或物聯網

等應用產品朝輕薄短小之趨勢發展，系統級封

裝（SiP）因具異質整合，且成本較系統單晶片

（SoC）成本為低，而漸導入封裝技術之應用。

SiP需數種跨領域的技術結合，包括載板、封測、

零組件及EMS等，故本結合亦可帶動相關產業供

應鏈之技術進步。

本結合可加強面對國際大廠競爭之能力，對

國內整體經濟應具有正面效益，雖不免有轉單效

應，惟電子產業瞬息萬變，產品生命週期短，因

本結合所產生之轉單效應亦將隨結合事業與競爭

對手產能擴充及技術成長與否而變動。本結合案

經審酌產業主管機關經濟部、公協會、專業機構

及相關業者之意見，並綜合審酌限制競爭及整體

經濟利益等之考量因素，認為本結合案之整體經

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故依公平交易法

第13條第1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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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公平會接獲民眾詢問A公司經營之B網購平

台以人拉人、多代組織經營、A公司網站註冊完

成玉山銀行認證成為B網購平台分店、購買商品

並提撥回饋金予消費者及其推薦人是否屬多層次

傳銷行為，經公平會連結B網路平台，查悉A公

司會員加入模式係以會員推薦制度之多代組織經

營，並有多層級之分潤機制，涉有未報備即實施

多層次傳銷之情形，故主動進行調查。

以網購平台實施多層次傳銷

公平會調查發現，A公司於民國104年5月正

式經營B網購平台，A公司透過B網購平台設立之

社群網站公開宣傳傳銷制度及B網購平台上之商

品，並透過人際網絡建立推薦人，由推薦人推薦

而成為B網購平台之會員；且該公司之獎金制度

係供應商依商品售價提撥不等之金額當作總回饋

金返利予會員，會員於B網購平台之個人開設虛

擬網路商店銷售商品，除自身可獲得總回饋金之

50%回饋金，每代推薦人亦可獲得剩餘回饋金之

50%，不限發放之代數，直到總回饋金發放完畢

為止。是以，A公司之行銷行為，符合「多層級

組織」特徵及「多層級」之獎金抽傭關係，核屬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所稱多層次傳銷。 

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6條第1項規定：「多

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應

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

報備：⋯⋯四、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

源。⋯⋯」。公平會表示，A公司於民國104年5

月已有會員加入B網購平台，並於同年6月開始發

放獎金，是A公司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未向

公平會辦理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條第1項規定。

結語

公平會呼籲，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係規範多層

級組織銷售或推廣商品，而獲取佣金、獎金或其他

經濟利益之行銷行為，因此採取多層次傳銷組織行

銷網購平台商品之事業，應於實施多層次傳銷前檢

具載明法定事項之文件、資料向公平會報備，切勿

認電子商業模式非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範之範疇，

則未向公平會報備，因而違法受罰。

推薦越多人加入網購平台開店，獲得回饋
金越多？
鑒於網路普及性漸增及電子商務之蓬勃發展，事業透過網購平台建立多層級組織銷售商品或服務，儼

然成為傳銷通路另一種模式，事業應於開始實施傳銷行為前檢具載明法定事項之文件向公平會報備，否則

將因此受罰！

■撰文＝曾惠怡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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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A公司為以多層次傳銷方式銷售商品或服務

的多層次傳銷事業，公平會於民國105年間赴A公

司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查，發現A公司產品訂購

單載列之酵素等24項商品，係於104年1月1日至

105年4月1日間陸續新增銷售，惟A公司遲至105

年9月13日始向公平會報備；其產品訂購單所載潔

膚露等7項商品雖已報備，但報備銷售價格與訂購

單不同；又產品訂購單所載一款口紅商品積分為3

點，惟A公司向公平會報備該商品積分為4點，依

A公司的獎金制度，傳銷商品積分攸關獎金之計

算，其商品積分變更將影響獎金發放數額，A公

司變更傳銷制度及銷售商品，未事先向公平會報

備，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7條第1項規定。

參加多層次傳銷前，請先上公平會網站瀏

覽相關資訊

公平會提醒民眾，多層次傳銷是推廣銷售商

品或服務的一種行銷方式，其組織因有擴散性，

具有一定風險，為使民眾在加入多層次傳銷事

業前，能充分了解相關法令及產業情況，公平會

於全球資訊網(https://www.ftc.gov.tw)載有多層

次傳銷相關法令、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名單及其

參加契約等相關資料，歡迎有興趣的民眾瀏覽參

考，倘民眾獲悉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內容與事實

不符，可向公平會提出檢舉。

多層次傳銷商品、傳銷制度變更，應事先
變更報備！
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應檢具載明法定事項之文件、資料，向公平會報備，

實施後如有變動，亦應事先報備。

■撰文＝李婉君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視察）

多層次傳銷行動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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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全球化下，交易活動日趨國際化，為

完備公平交易法對事業結合的規範，公平會參考

歐盟、芬蘭、法國、荷蘭、德國、瑞士等競爭

法主管機關之作法，以及過去處理之案例，於民

國105年12月2日公告修正「事業結合應向公平

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之銷售金額標準及計算方

法」，除現行國內高低門檻外，增列全球銷售金

額門檻。公告內容如下：

「一、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本

會提出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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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參與結合事業為金融機構事業及非金融機構

事業時，即應適用非金融機構事業之銷售金

額標準。

三、本公告事項所稱金融機構事業，指金融機構

合併法第四條之金融機構、金融控股公司法

第四條之金融控股公司。

四、金融機構事業銷售金額之認定，銀行業以

「公開發行銀行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綜

合損益表之「淨收益」數據認定其銷售金

額；金融控股公司以「金融控股公司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規定綜合損益表之「淨收益」

數據認定其銷售金額；證券商以「證券商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綜合損益表之「收

益」數據認定其銷售金額；保險業以「保險

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綜合損益表之

「營業收入合計」數據認定其銷售金額。

五、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上一會

計年度銷售金額」之認定，採下列計算方

法：

(一)參與結合之事業有實足一年之上一會計

修正「事業結合應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
之銷售金額標準及計算方法」
為完備公平交易法對事業結合之規範，公平會於民國105年12月2日公告修正「事業結合應向公平交

易委員會提出申報之銷售金額標準及計算方法」。

■撰文＝邱佳芸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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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者，依其所提會計年度期間計算其

銷售金額。

(二)參與結合之事業不足一年之上一會計年

度者，按實際營業期間之月份相當全年

十二個月之比例換算其銷售金額，其上

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為：（實際營業

期間之銷售金額/實際營業期間之月份）

x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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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國優先」為口號的川普當選美國總統

後，川普政府未來4年的反托拉斯政策也引起國

際社會的關注，川普政府的反托拉斯執法動向，

或可從川普競選期間的聲明與可能的人事布局等

看出端倪。

競選期間的聲明

川普於競選期間於反托拉斯政策最顯著的

聲明，就是對美國電信巨頭AT&T擬以854億美

元收購時代華納(Time Warner)的交易案明確表

示反對立場，理由是「權力過度集中於少數人

之手」，進而抨擊美國最大有線電視業者康卡

斯特(Camcast)與美國國家廣播環球集團(NBC 

Universal)合併案，認為消費者的選擇性將愈來

愈少。

美國的反托拉斯法立法與執法者咸信，結合

與獨占案件除接受經濟分析與審查外，尚需從

政治面加以檢視。曾任聯邦交易委員會主任委

員的Robert Pitofsky教授在其「反托拉斯的政

治背景」文章中指出，反托拉斯法是由政治與

經濟兩者共同判斷，反對以排除「政治價值」 

(political value)的方式來詮釋反托拉斯法，並用

「經濟力量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恐懼」謹慎定義

「政治價值」。他批評反托拉斯經濟學者與律師

嘗試說服法官單純以經濟手段來解決反托拉斯爭

點，認為倘若允許自由市場在僅有經濟觀點的反

托拉斯法下發展，結果將是國家經濟被少數企業

集團所掌控1。前述川普於競選期間的聲明恰與

此論述相近。

可能的人事布局

川普已提名曾任聯邦檢察官、阿拉巴馬州檢

察總長，現任美國參議員的Jeff Sessions擔任

下一屆的司法部部長。Sessions參議員非常關

注外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美國企業的執法，並

曾警告「外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美國企業的調查

手段，是在避免美國企業的競爭以保護該國企

業」，同時他也曾對美國消費者所關注的微軟案

件表示，此舉將使外國消費者質疑微軟產品而改

買外國競爭者軟體，另外他亦支持修改休曼法以

便能對諸如OPEC的外國政府行為給予反托拉斯

法的制裁2。

而在聯邦交易委員會方面，現任FTC委員也

是唯一一位共和黨籍的Maureen K. Ohlhausen

女士，是否會循8年前歐巴馬上臺時提名當時唯

一的一位民主黨籍委員Jon D. Leibowitz擔任主

美國未來反托拉斯執法的可能走向
 1月20日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總統正式入主白宮，這位億萬富翁的各項政策牽動著世界局勢的發

展，當然也包括了反托拉斯政策(anti-trust policy)。

■撰文＝林文宏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視察）

1參考Concurrences “Reflections on the next four years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 Donald C. Klawiter。
2參考GCR “Trump´s US DoJ pick has mixed antitrust record＂, 18 Nov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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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委員的模式，被川普提名為下屆的主任委員，

則尚待觀察。而另一位曾任聯邦交易委員會委員

的Joshua Wright教授，因為他是川普政權移交

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也是呼聲非常高的人選，這

位在任職聯邦交易委員會委員時以提出“不同意

見書”著稱的大學教授，可說是特立獨行，若是

雀屏中選，並不會令人感到訝異。

結論

川普對於反托拉斯政策的著墨不多，川普是

否會為支持美國的經濟發展而限縮反托拉斯法適

用，抑或將採取更積極的執法政策，以及是否維

持如競選期間聲明以平民與消費者為出發點，抑

或採取經濟為唯一考量，仍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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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原則上認同資訊共享可

能帶來促進競爭的好處，然而資訊共享行為究屬

有助或有礙市場競爭，仍要取決於資訊共享是

否構成聯合行為、是否足以限制事業於市場上的

競爭策略，或強化聯合行為參與者監控彼此行為

的能力。針對資訊交換是否會構成限制競爭的問

題，歐洲法院（EU Court of Justice, EUCJ）

在2015年3月19日駁回香蕉進口商Dole公司所提

上訴案（C-286/13 P案），並認同歐盟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2008年對於Dole公

司有關香蕉卡特爾案件之評估，確認本案競爭對

手透過彼此訊息交換，企圖共謀聯合定價，係屬

反競爭行為而違反歐盟競爭法規定。本案可作為

近期關於資訊交換行為之競爭評估實務參考，尤

其判決中明確指出即使是交換一般市場訊息也可

能構成限制競爭而有違法之虞。

案例背景

歐盟會員國的香蕉進口業務係以一週為

週期，各進口商固定於每週四上午宣布該週

的香蕉報價。歐盟執委會調查發現香蕉進口

商Chiqui ta、Dole和Weichert等公司在2000

年至2002年期間會進行預先價格溝通（pre -

pr ic ing communicat ion），討論與每週報價

（quotation）有關之定價因素、香蕉價格趨勢

及報價調整方向；一旦他們確定自己的報價後，

會彼此交換報價內容，從而監控彼此報價決策是

否有依據先前討論結果執行。歐盟執委會指出，

這些事業間預先溝通之目的係透過協議並據以決

定每週香蕉報價，以減少各競爭對手間對其每

週報價價格之不確定性，已構成聯合行為，違

反當時歐盟條約（EC Treaty）第81條禁止卡特

爾與限制競爭行為（今為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第101條）規定（Case COMP/39 188 - 

Bananas）。

本件聯合行為案件影響奧地利、比利時、丹

麥、芬蘭、德國、盧森堡、荷蘭和瑞典共8個歐

盟會員國對香蕉之報價決定。歐盟執委會於2008

年10月對Dole和Weichert兩家公司裁罰總額為

6,030萬歐元罰鍰，Chiquita公司因使用寬恕條

款而得以免除罰款。針對歐盟執委會處分決定，

Dole公司向普通法院提起上訴，但於2013年3月

遭到駁回（T-588/08案），Dole公司再進一步向

歐洲法院提起上訴，歐洲法院最終在2015年確認

普通法院裁決，並支持執委會2008年之處分決

定，即此等訊息交換行為確實削弱市場參與者競

爭之不確定性，意圖傷害市場競爭而構成違法。

案件爭點與法院觀點

一、資訊交換的本質

資訊交換與限制競爭
 隨著市場資訊傳遞成本的大幅降低，競爭事業間資訊交換行為亦引起競爭法主管機關之關注，即使

溝通內容不涉及市場實際價格，仍可能造成削弱市場競爭效果而構成違法。

■撰文＝吳佳蓁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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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調查證實，在大部分情況下，本

案參與聯合行為事業間常常在其欲確定報價的前

一天進行溝通，而這些預先價格溝通涉及定價因

子與未來價格趨勢，以及次週之報價調整方向。

被處分事業認為，其彼此溝通交流僅是市場上普

遍存在的一般對話，對話範圍包括市場趨勢、歐

洲天氣條件、香蕉產國的氣候條件、歐盟經濟體

香蕉的進口數量或其他影響供需的因素，這些內

容只是一般市場資訊或「閒聊（gossip）」而無

法促使事業間進行實質的共謀行為，也沒有減損

市場競爭不確定性之效果。但普通法院反駁上述

說法，認為這些談話內容，尤其是競爭對手談話

時之意圖，將影響彼此對報價的調整。

二、報價與聯合行為之關聯

被處分事業認為，報價價格與最終市場價格

間不存在任何關聯，因為報價並不等同最終出售

價格，事業間沒有就實際出售價格達成一致協

議，因此報價不應視為市場實際價格之訊號。但

歐盟執委會認為報價的行為至少可當作市場訊號

以預期香蕉價格未來趨勢，故該資訊交換行為已

可作為達到反競爭之手段。普通法院則認為執委

會已有足夠證據充分確定香蕉事業報價價格與實

際市場價格之相關性，從而認定的確有可能存在

共謀行為，並強調TFEU第101（1）條之規定不

僅是對消費者最終支付價格有直接影響的共謀行

為，而是指「直接或間接」訂定購買或銷售價

格。此外，TFEU第101條並不是純粹為保護個

人消費者，而是為保護市場結構，維持市場競

爭，故共謀行為並不一定需要和消費者最終支付

價格有直接相關。

三、香蕉事業之法規管制

被處分事業雖主張，香蕉市場透明度高，並

且受到法令嚴格監管，透過許可證制度控制每季

進口到歐洲的香蕉數量，因此他們不可能有機

會操縱價格。但法院認為，歐盟執委會已充分

考慮到香蕉事業所受到之法令限制與其進口配

額，這也意味著香蕉市場本身無法透過自由競

爭達到供需均衡，而正因為市場的高透明度讓

事業更有誘因去消弭競爭對手間對於香蕉未來

價格的不確定性。

結語

普通法院在本案裁決中清楚指出，所謂競爭

敏感資訊的概念並不限於實際定價訊息或數量，

也可以包括一般市場訊息。歐洲法院亦支持歐盟

執委會和普通法院的主張，並認為競爭事業間的

預先價格溝通內容，即使僅是定價因子而不涉及

實際價格報價資訊和未來價格等資訊的交換，由

於能夠協助競爭事業降低其在市場競爭之不確定

性，因此可構成違法。法院另指出，由於特定類

型之聯合行為（如涉及價格聯合）本質上對市場

產品、服務的價格與品質很可能產生負面影響，

並根據以往經驗，這類型的聯合行為往往會導

致價格上漲與資源配置不當，故在適用TFEU第

101條時，可以不必證明該聯合行為對市場之實

際影響為何。

資訊交流本身並不當然違法，但也可能促進

競爭對手間對於價格、產出或其他敏感資訊之串

聯，故實務上競爭法主管機關須以合理原則去判

斷評估行為之反競爭效果與潛在促進競爭利益。

至今，競爭對手間訊息交換議題在歐盟競爭法下

仍有其重要性，歐洲法院對本案的裁決可為實務

上提供進一步的指引方針，特別是針對訊息交換

在競爭法下所衍生之可能爭議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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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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人事任命等方式進行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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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5年申報結合案71件，經處理結案69件，依處理結果觀察，不禁止結合

33件、停止審議35件、併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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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底止，經處理結案842件，依處理結果觀察，不禁止結合436件（占

51.8％）、禁止結合7件（占0.8％）、停止審議393件（占4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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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件最多，約占7成7）、併案6件（表1）。

表1　結合案辦結統計-按處理結果分

民國105年處理結案之申報結合案計69件，辦結案件之平均結案天數51天（含補件時間），較上年

減少3天，觀察處理結果，不禁止結合平均結案天數為65天（減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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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案件平均結案天數為37天（圖1）。

結合案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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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結合申報案平均結案天數

另民國105年經由公平會審議不禁止結合計33件，按結合型態分析（結合型態適用2種以上採重複計

算），以持有或取得他事業股份或出資之行為（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計28件居冠；其次為

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第5款）計26件、與他事業合併者（第1款）4件、受

讓或承租他事業之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第3款）計3件、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

委託經營者（第4款）2件（表2）。

表2　不禁止結合案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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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1日、21日、28日及29日分別赴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高
雄應用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及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訓練營」活動。

■ 11月11日邀請臺北醫學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暨大數據研究中心主任謝邦昌教授專題演講「大數據在開
放數據上之應用」。

■ 11月22日邀請臺北大學經濟學系邱敬淵教授專題演講「市場封鎖之(法律)經濟分析」。

■ 11月25日於臺中市舉辦「桶裝瓦斯上下游產業競爭與發展」宣導座談會。

■ 11月25日於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舉辦第23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

■ 11月28日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師生參與「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12月2日於高雄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汽車零（配）件交易案件之處理原則」說明會。

■ 12月8日赴成功大學經濟學系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12月10日及14日分別赴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村排灣族部落及高雄市那瑪夏區原住民婦女永續發展
協會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 12月23日舉辦105年度「競爭法國際發展及個案研討訓練」第2次研討會。

民國105年11、12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1

1.公平會赴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2.公平會於臺中市舉辦「桶裝瓦斯上下游產業競爭與發展」宣導座談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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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3.公平會舉辦第23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
4.公平會於高雄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汽車零（配）件交易案件之處理原則」說明會。
5.公平會赴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村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6.公平會舉辦105年度「競爭法國際發展及個案研討訓練」第2次研討會。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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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11月4日出席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於首爾舉辦之「第20屆競爭政策國際研討會」。

■ 11月15日參加ICN結合工作小組電話會議。

■ 11月16日參加ICN卡特爾工作小組電話會議。

■ 11月17日參加ICN倡議工作小組電話會議。

■ 11月28日舉辦臺日競爭法主管機關工作層級會議。

■ 11月28日至12月3日出席於巴黎舉辦之OECD競爭委員會例會、全球競爭論壇及 ICN結合圓桌
會議。

■ 11月29日至30日出席第41屆臺日經濟貿易會議。

■ 12月6日至7日出席韓國政策中心於首爾舉辦之「資訊交換：效率之提升或卡特爾之偽裝？」研
討會。

■ 12月13日參加ICN結合工作小組電話會議。

■ 12月14日參加ICN卡特爾工作小組電話研討會。

民國105年11、12月份國際交流活動一覽

1.公平會舉辦臺日競爭法主管機關工作層級會議，日本審查局企劃室課長補佐中島菜子(左三)及官房國際課係長村田利
紀(左二)與出席同仁合影。

2.公平會出席韓國政策中心於首爾舉辦之「資訊交換：效率之提升或卡特爾之偽裝？」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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