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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開幕式 黃主任委員美瑛開幕致詞
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廖理事長、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安：
首先，謹代表公平交易委員會歡迎各位能在百忙之中撥冗出席由本會主
辦、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協辦的第2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
會」。
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自民國105年成立迄今，已連續3年協助辦理本研討
會，確實發揮了公平交易法學術研究與實務經驗交流平臺的效果，也是本會推
動競爭政策的重要合作夥伴，在此，謹對廖理事長及公平交易法學會所給予的
協助與支持，表達最誠摯的謝意！
本會自民國86年1月27日成立「競爭政策資料及研究中心」以來，為加強
競爭政策之研究與服務，並借鏡國內外學術研究成果，即舉辦了第1屆的「競
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迄今已舉辦了25屆，希望能藉此增進本會
同仁、專家學者在公平交易法執行實務經驗及學術領域方面之交流。
本次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除本會今年度4個委託研究計畫的成果發表
外，另就特定之競爭主題，邀請專家學者撰寫專文，共計將發表7篇論文。
今天上午的議題主軸是「維持轉售價格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本會邀請
到王立達教授、楊智傑教授及黃銘傑教授，分別就美國各州之相關規定及差
異、歐盟電子商務相關規範與案例及我國之法制現況與興革建議發表3論文。
下午場次4篇論文是本會今年4個委託研究主題的成果發表，第1篇是「公
平交易法上『安全港(safe harbor)條款』之研究」，發表人為牛曰正助理教授，
首先闡明安全港的定義及內涵，之後深入解析歐盟、德國、美國及日本等就
獨占管制及聯合行為規制的相關規範；第2篇是「市場界定實證分析法之應
用」，發表人為林常青副教授，文章中歸納市場界定的實證分析方法，並配合
國內砂石與非酒精飲料產業公開資料，選擇適當的市場界定之量化方法，以探
究實務操作上的限制，並提出具體操作建議。
第3篇是「支付系統與競爭」，發表人為陳志民教授，除介紹支付系統之
類型、發展及競爭型態，同時分析可能產生之競爭法問題，並嘗試提出可資採
行的一般性規範原則及考量因素；第4篇是「各國油品產業訂價策略之比較研
究」，發表人為王素彎研究員，除彙整我國、中國大陸、南韓、英國和美國之
油品產業營運現況及油品之訂價方式，並進一步探討日本、南韓、新加坡與美
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油品價格之執法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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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透過相關的議題研討，將會使在座各位先進更能掌握競爭法的發展趨
勢與脈動，而經由學術研究成果的分享與交流，亦能提供更多元的思考方向，
並作為本會未來施政及執法的參考，藉以提升執法之品質。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的蒞臨，並預祝本次研討會順利圓滿，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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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法上維持轉售價格近十年來發展現況：
各州分歧與理論進展
*

王立達
目

次

一、2007年聯邦最高法院Leegin案判決
二、十年來美國實務發展：缺乏具體指引，各州分歧
(一)聯邦層級的不確定
(二)分歧的各州立場
(三)避難至Colgate原則，嚴重影響Leegin案實效性
三、議題探討與理論發展
(一)垂直交易限制合法化：繼續往前走，還是回頭修正？
(二)市場力量篩檢門檻與界定相關市場，是否不可或缺？
(三)如何進行競爭分析，評估競爭效果？
(四)促成聯合行為的約定轉售價格：Mack Trucks v. Apple

自從2007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1

Inc.判決 以來，國際間有關維持轉售價格（resale price maintenance，RPM）的
討論似乎較為沈寂，直到2018年歐盟處罰華碩等四家消費性電子業者對於網路
經銷商的維持轉售價格，才再度受到世人矚目與重視。然而事實上，近年來
歐洲各國對此不乏執法行動，例如德國卡特爾署（Bundeskartellamt）在2015
2

至2016年處罰27家與零售商約定轉售價格的食品業者 ；英國競爭及市場署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2017年5月也處罰數家就網路銷售設定最
*
1
2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兼副院長、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
551 U.S. 877 (2007).
Bundeskartellamt, Press Release, Vertical Price Fixing—Düsseldorf Higher Regional
Court Raises Fine Against Drugstore Chain Rossmann, Mar. 1,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 /SharedDocs/Meldung/EN/Pressemitteilung
en/2018/01_03_2018_Rossmann_BG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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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低轉售價格的燈飾業者 。本類型違法案件在我國出現頻率更高，公平交易委
員會（下稱公平會）從2014年以來處罰維持轉售價格之事業共有23家次，平均
4

5

6

每年約有5家事業因此受罰 。其中台灣櫻花 、杏輝藥品 罰鍰金額都達到100萬
元以上，Apple Asia LLC.限制行動通信業者綁約手機的售價，公平會更重罰高
7

達2,000萬元 。
除此之外，歐盟在前述案件中發現不少電子商務業者目前引進自動訂價系
統，隨時監控競爭者的網路銷售價格，發現他人降價求售、打折促銷時立刻跟
進降價，競爭者漲價時也有可能自動跟進。人工智慧帶來的這種變化，加深
了維持轉售價格對於市場競爭的不利效果。個別製造商倘若與經銷商約定最低
轉售價格，一方面將減少其本身產品在下游市場降價求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也減少同類產品在零售市場跟進降價的機會，還有可能因其拉抬自身產品零售
價格而跟進漲價，實質擴大了維持轉售價格對於相關市場所造成的水平不利效
8

果 。故此一行為類型在當今競爭法規範與執法上的重要性，不僅並未稍減，
還隨著線上購物與人工智慧的普遍化與日益精進，而與日俱增。
本文回顧分析美國自Leegin案判決以來，法律實務與學說理論之發展與變
化，第一部分簡介最高法院Leegin案判決結果，第二部分說明該案判決至今十
3

4

5

6
7

8

Online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in the Light Fittings Sector, Decision of the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Case 50343, May 3, 2017, available at https://
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 /media/5948dc48e5274a5e4e00028c/light-fittings-nonconfidential-decision.pdf.
2018年11月2日檢索自公平會網站「本會行政決定」頁面。檢索方法：先以公平交
易法第18條作為相關法條，搜尋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2日之處分書，再以同
法第19條檢索2015年10月15日至2018年11月2日之處分書。
公平會2014年4月公處字第103039號處分書（罰鍰100萬元）；2016年10月11日公
處字第105107號處分書（罰鍰120萬元）。
公平會2017年4月10日公處字第106024號處分書（罰鍰250萬元）。
公平會2014年1月3日公處字第103002號處分書；臺北高等行政法院2015年6月17日
103年度訴字第1046號判決。
European Commission, Statement by Commissioner Vestager on Commission
Decision to Impose Fines on Four Consumer Electronics Manufacturers for Fixing
Online Resale Prices, July 24 2018,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
STATEMENT-18-4665_en.htm; Anna Morfey & Amandine Gueret,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First Glimpse into Growing Challenges for
EU Competition Law, Aug. 16,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hausfeld.com/newspress/resale-price-maintenance-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a-first-glimpse-into-growingchallenges-for-eu-competition-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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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美國聯邦層級與各州有關維持轉售價格之實務發展狀況。第三部分則分析
經過此一重要判決與十年發展累積，現階段美國學說討論與實務判決所突顯的
主要理論議題。

一、2007年聯邦最高法院Leegin案判決
9

本案聚焦於最低轉售價格 ，被告行為人Leegin公司是皮革產品製造商，
自創品牌Brighton，與下游零售商約定最低轉售價格以避免過度折扣戰損傷其
品牌形象。根據雙方約定，經銷商販賣Brighton產品時不得低於Leegin建議售
價，否則將拒絕出貨給違反本約定的經銷商。Leegin發現本案原告PSKS公司
經營的Kay’s Kloset女性服飾店將Brighton系列皮製品降價20%，低於其建議售
10

價，經要求改正而不從，遂停止對PSKS公司供貨 。
11

在本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廢棄了近百年前Dr. Miles案 對維持轉售價格
所設下的當然違法原則（per se illegal），以五比四的比數改為採用合理原則
12

（rule of reason）判斷本類型行為的合法性 。Kennedy大法官執筆的法院意見
指出，就執法標準而言，唯有當法院對於該種反競爭行為已經累積相當執法經
驗，可以預測該種行為具有明顯反競爭效果，依照合理原則幾乎在所有情況下
（all or almost all instances）都會認定為違法時，方能以當然違法作為違法判斷
13

標準 。
法院意見認為維持轉售價格如同其他垂直交易限制，同樣能夠促進零售商
所銷售的不同品牌產品間之「品牌間競爭」（interbrand competition）。雖然
維持轉售價格會降低經銷商對於同一品牌產品的「品牌內競爭」（intrabrand
competition），不過在競爭法上更重要的是品牌間競爭。採用維持轉售價格固
然會造成零售價格上升，但是若能維持品牌間競爭的活躍，不同品牌產品間的
競爭就能夠導引市場價格下降。此外，維持轉售價格可以減少同一品牌經銷商
9

10
11
12
13

聯邦最高法院在早於本案十年的State Oil Co. v. Khan, 522 U.S. 3 (1997)，就已經改
用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作為維持最高轉售價格的違法判斷標準。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 551 U.S. 877, 882-83 (2007).
Dr. Miles Medical Co. v. John D. Park and Sons, 220 U.S. 373 (1911).
Leegin, 551 U.S. at 907-08.
Id. at 886-87. 有關當然違法原則與合理原則運用上差別與適用對象判斷，請見王立
達，我國聯合行為規範現況之結構反省與革新：事前許可制、積極分流與事後查
處制，臺大法學論叢，第47卷第3期，2018年9月，頁1194-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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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售前服務的搭便車問題，促使旗下經銷商強化對消費者提供的試穿、諮詢
等售前服務，相較於其他品牌更有競爭力。如果放棄當然違法原則，市場上可
能出現售前服務周到的高價位產品（廠商選擇維持轉售價格的結果）、不提供
售前服務的低價位產品（不使用維持轉售價格的結果），以及服務與價格介於
其間產品同時並存之狀況，如此將給予消費者更多更豐富的選擇空間。即使不
存在搭便車問題，維持轉售價格仍然有助於新廠商進入市場，這些都是法院認
14

為維持轉售價格可能帶來促進競爭的具體成效 。
最高法院也承認，維持轉售價格確實可能引發零售價格上漲、銷售量下降
等反競爭效果，然而目前沒有任何實證資料顯示在市場上必然會造成此種負面
結果。若執意以當然違法原則全面嚴防維持轉售價格，可能付出更多無謂的管
制成本，該行為原本促進競爭的正面效果也會遭到平白犧牲。基於以上理由，
最高法院以一票之差決定廢棄Dr. Miles案，改採合理原則來處理維持最低轉售
15

價格案件 。

二、十年來美國實務發展：缺乏具體指引，各州分歧
Leegin案判決至今已經超過十年，然而在美國聯邦層級對於本判決要求採
用的合理原則在維持轉售價格應該如何操作，仍然莫衷一是。就本判決在法
律上無法直接拘束的各州而言，對於是否採用相同標準判斷本類型行為的合法
性，態度更是相當分歧。
(一) 聯邦層級的不確定
2009年1月，聯邦參議員Herb Kohl試圖推翻Leegin案判決，在參議院提案
將維持轉售價格應適用當然違法原則直接訂入聯邦法律，當時獲得35位以上
的州檢察總長表示支持。因國會議案屆期不連續，2011月1月本案重新提出之
後，同年11月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通過此項法律案，提交院會，但是至今一直未
16

能獲得參議院通過 。
14
15

16

Leegin, 551 U.S. at 890-92.
有關維持轉售價格所造成各種限制與促進競爭效應的評估，以及對於Leegin案採取
合理原則的評論，請見王俊雯、王立達，平議維持轉售價格對市場競爭之影響與
違法判斷標準：從美國Leegin案談起，月旦財經法，第31期，2012年12月，頁101128。
John R. Foote & Ernest N. Reddick,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fter Leegin: Defense
Perspective, 22 COMP.: J. ANTI. & UNFAIR COMP. L. SEC. ST. B. CAL., no. 2, 2013,
at 95, 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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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eegin案判決見解在聯邦層級雖然未被推翻，然而合理原則採取相當開放
性的判斷方式，針對個案逐一考量其對市場可能產生的各種影響，包括其客觀
目的與效果，據以評估系爭行為對市場競爭有無明顯負面影響，以決定其違法
性，本身操作上具有一定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然而在Leegin案之前合理原則
並未實際運用於最低轉售價格維持，因此在操作上需要經驗累積與方向指引，
17

方能將Leegin案判決結果落實為可供遵循的具體規則 。由於十年來完整運用
合理原則判斷維持轉售價格合法性的法院案件相當少見，雖有案件因為原告所
界定之相關市場未獲法院認同，導致其主張的行為人市場力量無法通過合理原
18

則第一階段門檻而敗訴 ；然而這些案件並未進入第二階段限制競爭實際可能
性與第三階段促進競爭正當事由等合理原則適用上較為複雜的焦點環節，對於
後續案件的判斷分析難以發生指引效果。是以目前已有論者呼籲聯邦交易委員
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仔細研究合理原則應該如何運用於維持轉售價
格，並且明文訂定處理原則，帶動後續案件逐步具體化此一違法性判斷標準，
19

以便落實Leegin案判決結果，並且降低業者所面臨的不確定性 。
(二) 分歧的各州立場
聯邦競爭法並不直接適用於各州，基本上並未先占（preempt）各州的競
20

爭法規範 ，因此各州可以擁有自己的競爭法，內容未必要與聯邦競爭法相
21

同，也不受到聯邦最高法院判決的拘束 。在聯邦最高法院審理Leegin案過程
中，37州聯名提出法庭之友書狀（amicus curiae brief），請求法院維持以當然
22

違法原則認定維持最低轉售價格是否違法 。即使在Leegin案判決之後，至今
17

18

19

20
21

22

Matthew L. Powell, A Primer on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MICH. B.J., Aug. 2017, at
20, 21.
PSKS, Inc. v.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s., Inc., 615 F.3d 412, 418 (5th Cir. 2010);
Jacobs v. Tempur-Pedic International, Inc., 626 F.3d 1327, 1337-39 (11th Cir. 2010). 有
關市場力量門檻的進一步討論，詳見本文三、（二）。
Jarad S. Daniels, Note, Don’t Discount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The Need for FTC
Guidance on the Rule of Reason for RPM Agreements, 84 GEO. WASH. L. REV. 182
(2016); see also Powell, supra note 17, at 21.
California v. ARC America Corp., 490 U.S. 93, 101 (1989).
Michael A. Lindsay,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fter Leegin, ANTITRUST SOURCE,
Fall 2007, at 32, 32; Powell, supra note 17, at 21.
Robert Hubbard & Emily Granrud, 37 States Submit Supreme Court Amicus Supporting
Per Se Rule Against Minimum RPM, ABA COMMITTEE ON STATE ANTITRUST
ENFORCEMENT NEWSLETTER, Spring 2007, at 3, available at http://www.abanet.
org/antitrust/committees/state-anti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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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州層級也還有相當部分並未改以合理原則分析維持轉售價格，整體呈現分
23

歧狀態 。
舉例而言，在Leegin案判決之後兩年，Maryland州以修法方式明文採用當
然違法原則來判斷約定最低轉售價格是否違法，成為至今唯一修法否定Leegin
24

案判決結果的州 。加州雖然未曾修法，但是加州檢察總長透過一系列民事訴
訟與和解命令（consent orders），成功確保法院至今仍然認定維持轉售價格為
25

26

當然違法 。在非由州檢察總長提起的訴訟中，加州法院也採取相同見解 。
紐約州檢察總長同樣採取當然違法的見解，並且曾經與Illinois及Michigan州檢
察總長，對於同一行為人根據當然違法原則以三州法律共同提起民事訴訟，並
27

且在數天之內與行為人達成和解 。不過就紐約州而言，在Leegin案之後尚未
28

獲得法院明確肯認維持轉售價格仍然適用當然違法原則 。
然而在美國各州也不乏相反的經驗。Kansas州最高法院曾在個案中判定約
定轉售價格在該州州法上乃是當然違法，然而卻遭到州議會立法明文加以推
29

翻 。賓州是美國唯一沒有制定成文競爭法的州，該州曾經兩次有議員提案禁
30

止維持轉售價格，但是最後都未獲得州議會通過 。由此可見各州有關維持轉
售價格的規範立場，至今仍然莫衷一是，對於跨州銷售的全國性上游廠商而
言，不確定性非常高。
(三) 避難至Colgate原則，嚴重影響Leegin案實效性
聯邦與各州對於維持轉售價格矛盾分歧的規範立場，以及加州等採取當然
違法的州至今展現的執法意願與實際成果，嚴重影響Leegin案判決在美國產業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有關目前各州採取當然違法或合理原則的分布狀況，可參見Michael A. Lindsay,
Overview of State RPM, ANTITRUST SOURCE, April 2017, at i, available at https://
www.americanbar.org/content/dam/ aba/publishing/antitrust_source/lindsay_chart.pdf.
MD. CODE ANN., COM. LAW §§ 11-204 (b) (LexisNexis 2013); see also Daniels,
Note, supra note 19, at 201.
Michael A. Lindsay, Contact Lenses and Contact Sports: An Update on State RPM Laws,
ANTITRUST SOURCE, Apr. 2017, at 1, 1-2.
Darush MD APC v. Revision LP (Darush II), No. 12-cv-10296, 2013 WL 1749539 (C.D.
Cal. July 16, 2013); Alsheikh v. Superior Court, No. B249822, 2013 WL 5530508 (Cal.
App. 2 Dist. Oct. 7, 2013), review denied (Jan. 15, 2014).
New York v. Herman Miller Inc., No.08 CV-02977 (S.D.N.Y. Mar. 25, 2008).
Lindsay, supra note 26, at 2.
Kan. Stat. Ann. § 50-163(c) (2014); Michael A. Lindsay, Repatching the Quilt: An
Update on State RPM Laws, ANTITRUST SOURCE, Feb. 2014, at 1.
Lindsay, supra note 29, at 6 & nn.54-56; Daniels, Note, supra note 19, at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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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實際實施成效。目前美國經銷契約明文記載轉售價格約定條款者，實務上
仍然不算普遍。許多有意為之的上游廠商還是運用美國法上維持轉售價格必須
31

具備當事人合意（agreement）的違法要件，來避開可能面臨的違法風險 。
有關當事人合意要件應該如何判斷，聯邦最高法院在1919年Colgate乙案中
認定，原告若僅主張上游廠商設定轉售價格，並且拒絕與不遵守該價格的下游
經銷商交易，由於僅係單方行為，並不能滿足當事人對於轉售價格必須達成合
32

意的違法要件 。此一判斷方式普遍為各州所接受，稱為Colgate原則，其後逐
33

漸鬆動，甚至到了近乎名存實亡的地步 。然而在1984年Monsanto案，聯邦最
34

高法院又重新強調此一原則 。由於Colgate原則強調行為形式與外觀，形成規
避法律規範的巧門，維持轉售價格可以藉此喬裝為上游廠商單方行為而避開當
然違法之適用範圍，暗地裡弱化了維持轉售價格之違法性。
Leegin案法院意見對於Colgate原則嚴詞加以批判，稱之為繁重且無必要的
35

當然違法迴避措施，並且援引作為該案改採合理原則的理由之一 。然而因為
Colgate原則並非Leegin案訴訟爭點所在，聯邦最高法院雖然嚴詞指摘，但在該
案中無法直接廢棄變更該原則。業者面對Leegin案之後聯邦與各州立場分歧的
不確定狀況，因循舊制繼續依託Colgate原則，以之作為維持轉售價格的護身
符，似乎是穩定性較高、風險較小的最佳選擇。這導致目前許多上游廠商紛紛
採用2007年Leegin案判決出爐前之原有操作方式，繼續以片面限制、停止供貨
36

等單方行為形式，實施維持轉售價格 。總結而言，Leegin案作為美國競爭法
劃時代判決的重要性，在業界操作實務面向上似乎僅留下雪泥鴻爪可供追尋。
十年來美國有關維持轉售價格的產業實務面發展軌跡，為規範不確定性對於法
律發展所造成的巨大負面衝擊，提供了十分鮮活的完美見證。

三、議題探討與理論發展
(一) 垂直交易限制合法化：繼續往前走，還是回頭修正？
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關垂直交易限制之判決見解發展來看，1977年
31

32
33
34
35
36

Robert L. Hubbard, Applying the Rule of Reason to Resale Price Restraints: A Fresh
Perspective, ANTITRUST, Fall 2014, at 95, 97-98.
United States v. Colgate & Co., 250 U.S. 300, 306-07 (1919).
United States v. Parke, Davis & Co., 362 U.S. 29, 37-47 (1960).
Monsanto Co. v. Spray-Rite Serv. Corp., 465 U.S. 752, 762-64 (1984).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 551 U.S. 877, 903-04 (2007).
Hubbard, supra note 31, at 97-98; Foote & Reddick, supra note 16, at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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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lvenia GTE案開風氣之先，強調品牌間競爭較品牌內競爭對市場而言更
37

為重要，並首先將垂直非價格限制從當然違法轉為適用合理原則 。1984年
Monsanto案和1988年Sharp案強調垂直價格限制的合意要件，要求下級法院以
間接證據推斷合意存在時必須謹慎，唯有在個案證據足以排除上游廠商斷貨乃
38

係出於獨立決定者，方可為之 。Sharp案更舉出上游廠商可能出於獨立判斷的
39

具體情形，使得垂直價格約定的證明更加困難 ，間接縮小適用當然違法原則
的案件範圍。1997年State Oil v. Khan進而直接針對當然違法原則下手，將約定
40

最高轉售價格改為適用合理原則 。2007年Leegin案克盡全功，將垂直價格限
41

制全數從當然違法之中解放出來，全面改採合理原則 。這三十年來一路逐步
開放的判決發展方向，完全符合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Robert Bork最早於1966年
42

發表，認為垂直交易限制在競爭法上應該全面合法化的一貫主張 。
展望未來，芝加哥學派論者希望保持Leegin案所代表的既有發展方向，繼
續前行，直至完全實現Robert Bork的主張，將各種類型的垂直交易限制全數合
43

法化 。但是也有論者開始反省檢討Leegin案是否已經走得太遠，是否沒有充
分考慮零售服務、零售商及消費者行為模式可能存在的差異，過度擴張維持轉
售價格促進競爭效果事實上可能出現的範圍，導致對於本類型行為過於開放與
44

樂觀，低估其限制競爭之可能性 。徵諸美國各州對於是否接受Leegin案判決
見解莫衷一是的態度，維持轉售價格在競爭法上究竟應該如何看待與評估，在
蓋棺論定之前應該還有很大一段的爭論空間，各陣營的學理爭辯也不會因為本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Continental T.V., Inc. v. GTE Sylvania Inc., 433 U.S. 36, 57-59 (1977).
Monsanto Co. v. Spray-Rite Serv. Corp., 465 U.S. 752, 762-64 (1984); Bus. Elecs. Corp.
v. Sharp Elecs. Corp., 485 U.S. 717, 726-27, 735-36 (1988).
Sharp, 485 U.S. at 728-30.
State Oil Co. v. Khan, 522 U.S. 3, 21-22 (1997).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s., Inc. v. PSKS, Inc., 551 U.S. 877, 897 (2007).
Robert H. Bork, The Rule of Reason and the Per Se Concept: Price Fixing and
Market Division--Part II, 75 YALE L.J. 373, 391 (1966); ROBERT H. BORK, THE
ANTITRUST PARADOX: A POLICY AT WAR WITH ITSELF 288 (1978).
Benjamin Klein, The Evolving Law and Economics of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57 J.L.
& ECON. S161 (2014); Travis C. Wheeler, Embracing the Inevitable: Rethinking and
Reshaping Antitrust Law re: Vertical Restraints, 35 MISS. C. L. REV. 472 (2017).
Thomas K. Cheng, A Consumer Behavioral Approach to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12
VA. L. BUS. REV. 1 (2017)（作者建議採取類似我國公平交易法與施行細則之推定
違法制，將舉證責任移轉給行為人，使之舉證證明系爭轉售價格維持之促進競爭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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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判決而劃上句點。期待未來在理論思考繼續深化之下，能夠找出更為細緻且
切中肯棨的法理觀點及規範架構。
(二) 市場力量篩檢門檻與界定相關市場，是否不可或缺？
看待維持轉售價格的整體立場與規範架構，如上所述雖然尚有辯論及發展
空間，然而在Leegin案所採取的合理原則架構之下，目前也有幾點值得探討。
首先，該判決作成至今，至少已有兩個聯邦上訴法院案件因為原告主張的被告
市場力量無法通過合理原則第一階段門檻篩檢而敗訴。Leegin案本身在聯邦最
高法院撤銷發回之後，第五聯邦上訴法院認為原告PSKS公司所主張的本案相
關市場有誤，導致其主張的Leegin公司市場力量亦不足採信，無法證明已經跨
45

越合理原則第一階段市場力量門檻，故裁定駁回PSKS所提起的本件訴訟 。第
十一聯邦上訴法院在Jacobs v. Tempur-Pedic International, Inc.乙案，以二比一的
票數維持下級法院認定本案相關市場包含各種類型床墊，而非原告主張的黏彈
性（visco-elastic）泡棉床墊，因而同樣以未能證明被告市場力量足以跨越門檻
46

為由，裁定撤銷原告起訴 。
第三聯邦上訴法院曾經在判決中反對此種以市場界定錯誤為理由，反射式
47

地認定行為人不具市場力量的分析方式 。事實上，如果市場上已經出現實際
反競爭效果，例如同類產品價格因系爭行為上漲5-10%，或同類產品總銷售金
額因系爭行為而有一定幅度的下降，此時由於反競爭效果已經獲得確認，並不
需要另外考量行為人市場力量再加以認定，是以應可直接根據這些反競爭結果
48

而認定系爭行為違反競爭法 。
事實上，相關市場的界定並非易事，不確定性也高。強制要求合理原則第
一階段必須界定市場以評估行為人是否跨越市場力量門檻，在前述情況下比起
直接評估系爭行為的反競爭效果錯誤機率更高，似乎不宜硬性要求必須進行第
一階段的門檻篩檢。畢竟就合理原則而言，市場力量門檻的功能只是為了避免
市場力低落、無能力限制市場競爭的行為人進入較為複雜的第二階段評估。假
45
46
47

48

PSKS, Inc. v.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s., Inc., 615 F.3d 412, 418 (5th Cir. 2010).
Jacobs v. Tempur-Pedic International, Inc., 626 F.3d 1327, 1337-39 (11th Cir. 2010).
Toledo Mack Sales & Serv., Inc. v. Mack Truck, Inc., 530 F.3d 204, 225-26 (3d Cir.
2008); McDonough v. Toys “R” Us, Inc., 638 F. Supp. 2d 461, 491 (E.D. Pa. 2009).
類似見解，請見FTC v. Indiana Fed'n of Dentists, 476 U.S. 447, 460-61 (1986);
Jonathan B. Baker, Market Definition, in I ABA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ISSUES I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315, 316-17 (2008); Hubbard, supra
note 36, at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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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系爭行為對於市場競爭所造成的實際負面結果已經可以直接檢視評估，就沒
有需要再回頭以相對而言較容易出錯的市場界定等方法進行篩選過濾。
雖然如此，假若競爭對手明顯因為系爭行為受到衝擊，然而市場上同類產
品的價格或銷售量整體而言沒有太大變動，此時因為有效的競爭行為同樣可以
造成同業在市場競爭上的劣勢，故在此種情形下即無法透過同類產品價格或銷
售量變化而分辨系爭行為乃競爭行為還是反競爭行為。為了確實查明系爭行為
是否具有反競爭效果及其規模，在此種情況下就有必要界定相關市場，評估市
場力量，以便清楚完整地分析系爭行為之客觀目的與整體效果。
(三) 如何進行競爭分析，評估競爭效果？
尋覓維持轉售價格適用合理原則時的具體方針與指引，乃是後Leegin時代
的重要課題。在該案判決中，法院提出3項因素可以評估個別轉售價格約定的
反競爭效果：(1)相關市場中轉售價格約定的分布範圍；(2)轉售價格限制係來
49

自於上游廠商或是經銷商；以及(3)零售商與上游廠商的相對市場力量 。然而
這些因素不是在實務上可行性低，就是分析力不足，無法提供具體有效的個案
指引。按因素一維持轉售價格在相關市場分布是否廣泛，雖然確實涉及該行為
減損市場價格競爭的影響程度。然而假若品牌間競爭確實較品牌內競爭更為
有效，那麼只要市場中各品牌間競爭仍然激烈，這項因素似乎不會產生太大影
響。就此而言，採行轉售價格限制的品牌相對於其他品牌的市場力量與占有
率，應該才是更為重要的指標性因素。而且若將轉售價格限制在市場中分布的
普遍程度納入考量，執法機關或原告就必須針對市場上各個品牌一一調查其有
無維持轉售價格之情事，如此一來不啻將單一案件轉變為全面市場清查，等於
處理任何案件都必須將同市場之其他品牌同時納入蒐證範圍。此種舉證要求實
在過於繁重而難以實現，在現實世界中的可行性實在非常低。
至於因素二與因素三，雖然確實值得注意，但性質上僅係一連串分析評估
的開端，除此之外還有許多重要關鍵因素。就因素二而言，由經銷商發動的維
持轉售價格，目的在於限制品牌內價格競爭之可能性的確較高，但也可能出自
於遭到其他經銷商搭便車等正當原因。而且發動的經銷商假若並未同時銷售其
他品牌產品，亦有可能為該品牌整體行銷策略著想而建議採行轉售價格限制。
這些因素在分析評估上至少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素三雖可藉以評估維持轉售
價格之要求實際上可否有效實施，以及疑似發動者是否有此力量發動轉售價格
49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 551 U.S. 877, 897-98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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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不過在性質上偏向輔助性的驗證功能，也不是核心關鍵的評估要素。
事實上如同Leegin案判決指出，經濟學上討論的促進競爭效果幾乎全都來
50

自於消費者增加購買數量。如果銷售量沒有增加，就不會有促進競爭效應 。
紐約州主管競爭法案件的助理檢察總長Robert Hubbard以此作為核心判斷標
準，進一步提出評估維持轉售價格之競爭效果可以採用的關鍵要素。他引用聯
51

邦最高法院大法官Stephen Breyer在FTC v. Actavis言詞辯論中所提出的看法 ，
認為合格的評估要素，就系爭行為之正反面競爭效應而言，必須具備相關性、
有用性與可證明性（relevant, useful and provable）。秉持此種觀點，他以銷售
52

量增加作為最終核心標準，就維持轉售價格提出下列關鍵評估要素 ，頗具參
考價值：
1. 系爭行為是否導致該品牌售價上漲？
2. 系爭行為是否導致該品牌銷售量增加？
3. 品牌銷售量上升是否導致全市場銷售量增加，還是僅提升該品牌的市場占有
率？
53

4. 該品牌增加的銷售量是否來自於消費者的自由選擇 ？
5. 系爭行為是否增加消費者可以享受的服務？
6. 系爭行為是否以其他方式增強市場上的效能競爭？
(四) 促成聯合行為的約定轉售價格：Mack Trucks v. Apple
最後，在上游事業一方面維持轉售價格，一方面藉此促成水平同業間之價
格聯合行為時，這些上游事業究竟應該視為聯合行為之參與者，適用當然違法
原則與聯合行為之法律效果，還是仍然依照Leegin案適用合理原則，並且僅承
擔維持轉售價格之法律責任？
針對此一問題，美國判決實務已經出現不同見解。在Mack Trucks乙案中，
Mack Trucks旗下的授權經銷商彼此約定不進行價格競爭。Mack Trucks瞭解此
一情形，並且和經銷商約定對於經銷商在本身責任區以外銷售的卡車不給予價
格折扣，對於經銷商間的水平競爭同樣具有抑制效果。第三聯邦上訴訟法院審
50
51

52
53

Id. at 896.
Transcript of Oral Argument, FTC v. Actavis, Inc., at 23, lines 6-8, 10-13 (Mar. 25, 2013),
available at http:// www.supremecourt.gov/oral_arguments/argument_transcripts/12-4168fe5.pdf.
Hubbard, supra note 31 , at 95-97.
係指該品牌增加的銷售量乃係自由競爭的結果，例如該品牌所擁有的市場力量，
相對於其他品牌而言，尚未達到足以改變消費者自由選擇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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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本案時，將經銷商間之水平聯合行為與Mack Trucks對經銷商的垂直區域限制
區分為兩個不同行為，對於前者適用當然違法原則，對於後者則以合理原則評
54

估其違法性 。
相反地，第二聯邦上訴法院在Apple電子書案件中，認定Apple精心策劃五
大出版商有關電子書在Amazon、iTune等線上銷售平台的價格聯合行為，並與
出版商之間另外達成垂直價格約定與之搭配。法院認為Apple事實上已經參與
水平價格聯合行為，本案各項系爭行為應就其整體視為價格聯合行為，以當然
55

違法原則加以論處 。
雖有論者批評Apple電子書乙案的處理方式，認為法院以同時存在的水平
聯合行為為藉口，蓄意繞過Leegin案，對於Apple的垂直價格約定未能採用合理
原則判斷其違法性，見解過於嚴格，對於往後的垂直價格約定恐將造成不利的
56

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 。不過較多數論者認知到Mack Trucks與Apple兩案
57

案情有其差異存在，採取不同的違法判斷方式似乎有其道理，值得支持 。
質言之，Apple案的垂直價格約定乃是出版商達成水平聯合不可或缺的重
要部分，本案法院的處理方式也符合美國以往對於此種第三人居間促成的軸輻
式（hub-and-spoke）聯合行為，依第三人行為目的決定是否以聯合行為論處的
58

處理方式 。而就Mack Trucks案而言，其對經銷商所施加的垂直地域限制，似
乎只是經銷商價格聯合行為以外的另一項降低競爭措施，與聯合行為的關連性
不如Apple案如此之深，也不易證明其行為目的乃係促成經銷商之價格聯合行
為。此種見解雖然值得支持，似乎也可歸納出抽象區別標準以供業者遵循，不
過如何使之更為明確以降低不確定性，還有待進一步的討論與琢磨。

54
55
56

57

58

Toledo Mack Sales & Service, Inc. v. Mack Trucks, Inc., 530 F.3d 204 (3d Cir. 2008).
United States v. Apple, Inc., 791 F.3d 290 (2nd Cir. 2015).
Stephen J. Marietta, Note, An Apple a Day Doesn’t Keep Doctor Miles Away: The Second
Circuit's Misuse of the Per Se Rule in United States v. Apple, 69 RUTGERS U.L. REV.
325, 382-83 (2016).
James Mulcahy & Filemon Carrillo, Leegin, Ten Years Later: Did Vertical Agreements
Remain Unlawful Per Se Where Adopted to Facilitate a Price-Fixing Horizontal
Schemen?, FRANCHISE L.J., Summer 2018, at 119, 134-36. Wan Cha, Note, A New
Post-Leegin Dilemma: Reconciliation of the Third Circuit's Toledo Mack Case and the
Second Circuit's Apple E-Books Case, 67 RUTGERS U. L. REV. 1547 (2015).
Mulcahy & Carrillo, supra note 57, at 134.

美國法上維持轉售價格近十年來發展現況：各州分歧與理論進展

13

與談
與談人：周振鋒（中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一、Leegin 法院主要論點
轉售價格維持將有降低、甚至消滅品牌內競爭效果，但可同時促進品牌間
之競爭。雖品牌內競爭將遭轉售價格維持的抑制，但品牌間競爭的議題始為反
托拉斯法所應關心的重點，據此不認為抑制品牌內競爭可為認定轉售價格維持
屬「當然違法」之理由。
二、維持轉售價格，有助製造商建立經銷網路

三、使用轉售價格維持的疑慮
雖然Leegin法院指出轉售價格維持使用的結果，將可能導致產品價格上
升。不過可能的上升價格無法作為將轉售價格維持視為「當然違法」的理由，
並強調由於休曼法係以維護品牌間競爭為目的，且低價與促進競爭缺乏必要關
聯，個案上仍須進一步顯示系爭限制將導致反競爭的結果，始能加以處罰。
基本上Leegin法院認為由於製造商的利益與消費者福祉一致，因此製造商
理論上不會使用與消費者福祉違背的維持轉售價格政策。不過，當經銷商未提
供等值的服務時，維持轉售價格即有疑慮（維持轉售價格雖使經銷商轉為服務
競爭，同時價格也提升，未必能反應於所增加之服務）。本人認為經濟理論與
人民生活經驗可能存在落差，相較於服務品質的提升，人民對於價格的上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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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有感。
四、各州看法仍相當分歧
Leegin判決性質上屬聯邦案件，判決結果僅對往後聯邦反托拉斯案件有直
接拘束效果。對各州反托拉斯法或州法院審理的反托拉斯案件並無直接拘束效
力。
只要有任何一州維持既有轉售價格政策（當然違法）時，Leegin判決實際
上將導致州與聯邦、或各州間之法律歧異。如此對跨州經營的製造商而言，須
面對各州不同的反托拉斯法規，將使其難以決定全國性或跨州的經銷手段。在
未有統一政策形成前（例如：立法或司法判決），製造商似乎更無所適從。製
造商自保之道或許為，在確定各州政策制定前，儘量避免維持轉售價格，避免
可能的司法訴訟。
五、解決方法
國會得制定相關法律明確排除（Preempt）州法歧異部分（不論是當然違
法或合理原則），作為解決方法。但實際上恐不容易。
六、結語
Leegin案改以合理原則審查似乎沒帶來多大改變（毋寧使用Colgate原
則）。加上合理原則審查標準仍未明確建立，而各州法律未統一，事業面臨法
律風險仍高。
七、問題
Sylvania(1977)將垂直非價格限制改以「合理原則」審查，因而垂直限制是
否是價格，屬於訴訟爭點之一。不過，Sylvania(1977)判決雖然清楚將垂直價
格與非價格限制分別適用不同的法則，但卻無明確的指出價格與非價格的界線
(Line)何在，留下後續爭訟的因子。
同樣地，Leegin(2007)全面適用合理原則，價格與非價格的區分是否仍為
攻防重點？值得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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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歐盟執委會在2018年7月24日，對4家消費電器製造廠商，包括華碩、
Denon & Marantz、Philips和Pioneer開罰，認為這4家公司對網路商店的轉售價
格限制，違反歐盟競爭法。由於在調查期間與歐盟執委會配合，故執委會對4
家公司的裁罰有減輕，最終裁罰金額共1億1千1百萬歐元。就裁罰結論來看，
歐盟執委會維持一貫看法，維持最低轉售價格原則上屬於歐盟運作條約第101
條(1)的核心限制，推定有反競爭效果，且不適用集體豁免規則的集體豁免，而
在該案也不適用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3)的個別豁免。這樣的發展，一方面有
助於網路商店的比價戰爭，讓消費者買到更便宜的商品；但另方面，對於實體
商店提供售前與售後服務的誘因降低，實體商店的經營越加困難。
本文另外也研究圖書定價銷售制度，是否有適用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3)
的豁免機會，並討論歐盟的2個案例。本文將說明，圖書定價制度其實非常有
機會符合第101條(3)的豁免4要件。
關鍵字：轉售價格維持、歐盟競爭法、集體豁免、個別豁免、電子商務、圖書
定價銷售制度

一、前言
在現行電子商務環境下，供應商之所以要限制網路商店的最低轉售價格，
最主要是怕網路商店搭便車的問題。因為網路商店並不提供銷售前的產品展示
與解說服務，以及銷售後的安裝與維修服務；消費者可能會利用實體店面的疑
問解說及產品體驗等零售服務之後，回家在線上比價並購買看中的產品。
網路商店純粹壓低價格，不提供售前或售後服務，造成實體商店因為網路
商店的低價競爭使銷售量減少，導致也會減少其提供的服務。由於實體商店所
提供的銷售服務可以提高消費者需求，當實體商店減少銷售服務，消費者需求
也減少，製造商整體的產品銷售量也會減少。因此，製造商為了鼓勵實體商店
持續提供良好的售前與售後服務，就會想避免網路商店把價格壓的過低，因而
會限制網路商店的最低轉售價格。
歐盟執委會在2018年7月24日，對4家消費電器製造廠商，包括華碩、
Denon & Marantz、Philips和Pioneer開罰，認為這4家公司對網路商店的轉售價
格限制，違反歐盟競爭法。由於在調查期間與歐盟執委會配合，故執委會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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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司的裁罰有減輕，最終裁罰金額共1億1千1百萬歐元。
以下本文第貳部分，簡單介紹維持轉售價格的正面功能。第參部分，介紹
歐盟運作條約對於維持轉售價格的相關規定，尤其是豁免規定與集體豁免規則
的內容。第肆部分，介紹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在歐盟引發的案例，尤其是對個
別豁免規則4條件操作的討論。第伍部分則介紹歐盟2018年7月對華碩等4家公
司進行裁罰案的論述。最後為結論。

二、維持轉售價格的正面功能
(一) 維持轉售價格的促進競爭效果
根據文獻整理，一般認為，維持最低或固定轉售價格的促進競爭效果，可
以解決非價格的外部性（solving non-price externalities）。而非價格外部性主要
有6種，其中前2種是要解決水平的（零售商間）外部性問題，後4種理由則是
1

要解決垂直的（製造商和零售商間）外部性問題 。
第1種水平外部性稱為特殊服務理論，也就是為了搭便車問題。有些貨物
的銷售，需要特別的銷售前服務（pre-sale services），包括廣告、有知識銷售
人員的解說、貨物展示、消費者的體驗等。提供這些銷售前服務，需要零售商
投資，但若可讓零售商自由降價折扣，消費者可能會在提供銷售前服務的商店
2

體驗服務後，再去便宜的零售商那邊去購買，這就是典型的搭便車問題 。
第2種水平外部性，則是品質驗證理論。有提供商品庫存與展示的零售
商，會挑選好的商品在店面展示，並塑造成為趨勢。而不提供商品庫存與展示
的零售商，就可以搭便車，販賣其他廠商經過品質驗證挑選的商品。所以，這
3

種品質驗證理論，其實也是第1種特殊服務理論、搭便車問題的延伸類型 。
第3種理論是品牌理論，亦即製造商想要透過維持高價來訴諸產品的高級
形象，但若讓零售商隨意打折扣，會傷害到製造商的品牌形象。所以這個外部
4

性是垂直外部性，是零售商影響到製造商的品牌形象 。
第4種理論是品質保證理論，亦即，製造商想要鼓勵零售商多提供售後服
務，才能確保產品銷售後因為售後服務，而維持商品使用上的品質，形成口
1

2
3
4

Frederik van Doorn,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nd EC Competition Law: A Law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 Utrecht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Master Thesis, 62-65(2009);
Marina Lao, Internet Retailing and “Free-Riding:” A Post-Leegin Antitrust Analysis, 9 J.
Internet L. 14, 15 (2011).
Frederik van Doorn, supra note, at 62-63; Marina Lao, supra note, at 15.
Frederik van Doorn, supra note, at 63-64.
Frederik van Doorn, supra note, at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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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但倘若沒有最低轉售價格限制，不提供售後服務的零售商可以提供折扣，
5

導致就沒有零售商願意提供售後服務了 。
第5種理論是展店理論。製造商希望零售商設置多一些店面，可以庫存並
展示多一點商品，而有助於提高消費者需求。但展設店面需要成本，若沒有最
低轉售價格限制，零售商就不願意花這麼多成本投資店面，而減少庫存與店
6

面，進而影響了消費者需求，而減少製造商的整體銷售 。
第6種理論是需求風險理論。由於零售商不確定銷售的情況，為了避免庫
存太多賣不出去，而會減少庫存以避免風險。若製造商能提供維持最低轉售價
7

格，保證有一定的獲利空間，可讓製造商和零售商一起分攤滯銷的風險 。
(二) 美國Leegin案所提及維持轉售價格對減緩搭便車的論述
過去美國法院長達一世紀以上的見解認為，維持轉售價格限制屬於當然違
法（per se illegal）行為。但到了2007年的Leegin案，則認為「垂直最低轉售價
格維持協議」應改依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來判斷其是否違反競爭法。
美國對於維持轉售價格，美國最高法院在2007年的Leegin Creative
8

Products, Inc. v. PSKS, Inc.案 ，推翻了1911年的Dr. Miles Medical Co. v. John D.
9

Park & Sons Co.案 ，從過往採取的當然違法，改採合理原則分析(rule of reason
analysis)。在Leegin案所提到的合理原則分析指出，維持轉售價格雖然有反競
10

11

爭效果 ，但也可能會有促進競爭效果 。
美國最高法院指出，最低轉售價格維持，可以減少品牌內的競爭
（intrabrand competition），促進品牌間的競爭（interbrand competition）。促進
品牌間的競爭很重要，因為反托拉斯法的主要目的，就是保護這種競爭類型。
當廠商使用垂直價格限制，是希望消除品牌內競爭，這可以鼓勵零售商投資在
有形或無形的服務，或投資在促銷活動上，而有助於提升製造商與競爭對手競
爭的地位。維持轉售價格也有可能給消費者更多選擇，讓他們可以在低價低服
12

務品牌、高價高服務品牌和中價位中服務品牌間進行選擇 。
5
6
7
8
9
10
11
12

Frederik van Doorn, supra note, at 64.
Frederik van Doorn, supra note, at 64-65.
Frederik van Doorn, supra note, at 65.
Leegin Creative Prods., Inc. v. PSKS, Inc., 551 U.S. 877 (2007).
Dr. Miles Med. Co. v. John D. Park & Sons Co., 220 U.S. 373 (1911).
Leegin, 551 U.S. at 892-94.
Id. at 889-892.
Id. at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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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繼續說明，若沒有垂直價格限制，可以促進品牌間競爭的零售服
務，需求就會出現不足。因為提供折扣的零售商，可以對提供服務的零售商搭
便車（free ride），奪取那些提供服務者產生出來的增加需求。零售商若投資
好的展示間提供商品展示，或雇用受訓練的解說員工，消費者可能會理解產品
的好處。但當消費者可以向其他降價的零售商購買，高服務的零售商就會損失
銷售額，就會促使他們減少服務，降低到低於消費者可能希望的服務水準。而
維持最低轉售價格可以減緩這個問題，價格的競爭減少，這些零售商就會在服
13

務上做競爭 。
此外，最高法院提及，維持轉售價格有助於促進品牌間的競爭，因為其可
促進新公司和新品牌的加入。對新公司或要推銷新產品的製造商來說，若能採
取維持轉售價格，可以吸引有能力且積極的零售商增加在實體店面和員工的投
資，這對推銷消費者不認識的產品而言，是有必要的。新產品和新品牌對動態
14

經濟發展是必要的，這就有促進競爭的效果 。
最後，最高法院指出，就算沒有搭便車問題，維持轉售價格可以鼓勵零售
商提供服務。製造商通常很難在契約中明確要求零售商要提供什麼服務。但若
能在契約中確保零售商的銷售獲利空間，但約定若沒有達到銷售的期望則會終
止契約，這將是擴張製造商市占率最有效的方法，因為可以鼓勵零售商提高表
15

現，使用自己的創意和經驗，提供有價值的服務 。

三、歐盟維持轉售價格限制
相對於美國，歐盟仍將維持最低轉售價格視為有「目的」違法的「核心限
制」（hardcore restriction），推定其違法。但歐盟執委會也曾明示，當事人仍
然可以主張效率抗辯，尋求依「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101條第3項所定個別豁免的可能。不過要能夠符合個別豁免
的可能性很低。
(一) 歐盟運作條約
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1)規定：「下述行為不符合建置內部市場，應
被禁止：所有事業間的協議、同業公會間的決定與一致性行為（concerted
practices），會影響會員國間的貿易，其主要目的或效果是要避免、限制或扭
13
14
15

Id. at 890-91.
Id. at 891.
Id. at 8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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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內部市場的競爭，尤其下列行為：
(a) 直接或間接固定購買或銷售價格，或任何其他交易條件；
(b)限制或控制生產、市場、技術發展或投資；
(c) 分享市場或供應來源；
(d)對其他交易對象的相同情況給予不相似條件，而產生競爭上劣勢；
(e) 要求契約簽署必須先接受其他補充義務，那些義務從性質或商業用途來
16

看，與原交易標的沒有關連。 」
雖然第101條(1)禁止上述聯絡行為，尤其是(a)直接或間接固定銷售價格，
但若根據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3)的例外，則不予禁止。其規定：「3.第1項之
規定，在下列情形可不適用：
- 事業間的任何協議或協議類型，
- 同業公會的任何決定或決定類型，
- 任何一致性行為或類型的一致性行為，
有助於提昇產品的製造或分銷，或促進科技進步或經濟成長，且讓消費者
公平分享其利益（allowing consumers a fair share of the resulting benefit），且沒
有：
(a) 加 諸 該 事 業 的 限 制 ， 對 達 成 上 述 目 標 不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 a r e n o t
indispensable to）限制；
17

(b)提供該事業有消除系爭產品實質部分競爭的機會。 」
16

17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ticle 101(1)(“1. The following
shall be prohibited 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internal market: all agreements between
undertakings, decisions by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which
may affect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 and which have as their object or effect the
prevention, restriction or distortion of competition within the internal market, and in
particular those which:
(a)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ix purchase or selling prices or any other trading conditions;
(b) limit or control production, markets, technical development, or investment;
(c) share markets or sources of supply;
(d) apply dissimilar conditions to equivalent transactions with other trading parties,
thereby placing them at a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e) make the conclusion of contracts subject to acceptance by the other parties of
supplementary obligations which, by their nature or according to commercial usage,
have no connection with the subject of such contracts.”).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ticle 101(3)(“3.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 1 may, however, be declared inapplicable in the case of: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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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集體豁免與個別豁免
1. 集體豁免規則
歐盟執委會於2010發佈330/2010關於適用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3)於垂
18

直協議和一致性行為類型之規則 ，一般稱為「垂直限制集體豁免規則」
（Vertical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該規則的前身，為1999年版本的「歐
盟執委會(EC) No 2790/1999關於適用共同體條約第81條(3)於垂直協議和一致性
19

行為類型之規則」 。
魏杏芳指出：「所謂『集體豁免規則』（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
是歐盟執委會對原本依「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第3項可個別豁免於依
同條第1項被禁止的協議、決定或一致性行為，予以類型化並以「規則」
（regulation）的形式規定，使豁免規定的範圍較為明確。由於這類事業間的合
意通常不會影響市場競爭而不會被禁止，為減輕執委會的執行壓力，並提供事
業不受處罰的安全港，歐盟執委會自1965年開始，即獲得歐盟理事會的授權，
得制定集體豁免規則。至目前為止，除了本文所提的垂直豁免規則外，執委會
還曾就事業間研發與專業化生產的合作協議，發布水平集體豁免規則，此外就
20

技術授權以及針對汽車產業，也分別有可資適用的集體豁免規則。 」
其中第2條，乃先將第101條(3)不適用的垂直協議（vertical agreements），

18

19

20

- any agreement or category of agreements between undertakings,
- any decision or category of decisions by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 any concerted practice or category of concerted practices,
which contributes to improving the 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goods or to promoting
technical or economic progress, while allowing consumers a fair share of the resulting
benefit, and which does not:
(a) impose on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restrictions which are not indispensable to the
attainment of these objectives;
(b) afford such undertakings the possibility of eliminating competition in respect of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products in question.”).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330/2010 of 20 April 2010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3)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ategories of
vertical agreement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OJ 2010 L 102/1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Vertical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2790/1999 of 22 December 1999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to categories of vertical agreement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
魏杏芳，論網路經銷的價格限制，公平交易季刊，第26卷第2期，頁154，註35，
201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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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明訂。該330/2010垂直協議和一致性規則第2條規定：「
1.根據條約第101條(3)以及本規則相關條文，在此明訂，條約第101條(1)不
適用於垂直協議。
此一豁免規定，適用於協議包含了垂直限制（vertical restraints）的情
形。
2.第1項所規定的豁免，適用於產業公會及其成員間、或產業公會和其供應
商間，達成的垂直協議，只要所有成員都是產品的零售商，且該協會單
一成員及其相關事業的年營收不超過5000萬歐元。此種工會所簽署的垂
直協議在本規則涵蓋範圍內，但不影響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就公會成
員間的水平協議和工會所為決定之適用。
3.第1項所規定的豁免，應適用於包含智慧財產權轉讓或授權條款的垂直協
議，只要那些條款不構成這種協議的主要目的，且與買方和其消費者就
產品服務的使用、銷售或在銷售直接相關。此一豁免適用之條件在於，
就契約產品或服務，這些條款並沒有包含與本規則未豁免之垂直限制具
相同效果的競爭限制。
4.第1項所規定的豁免，不適用於相互競爭事業間簽署的垂直協議。然而，
其適用於相互競爭事業所簽署之非交互的垂直協議，且：
(a)供應商是商品之製造和經銷者，買方是經銷者，且並非在製造階段的
相互競爭事業；或
(b)供應商在貿易的幾個階段是服務之供應商，而買方是在零售階段為產
品或服務的提供者，且並非在所購買服務的貿易階段為一相互競爭事
業。
5.此規則並不適用下列之垂直協議，該垂直協議落入任何其他限制豁免
規範（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的範圍內；除非在該規則中另有規
21

定。 」
21

Vertical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 Article 2(“Exemption
1. Pursuant to Article 101(3) of the Treaty and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Regulation, it is hereby declared that Article 101(1) of the Treaty shall not apply to
vertical agreements.
This exemption shall apply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agreements contain vertical
restraints.
2. The exemption provided for in paragraph 1 shall apply to vertical agreements entered
into between an association of undertakings and its members, or between such an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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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限制集體豁免規則最重要的規定就是，由於垂直協議比起水平協議，
沒有水平協議傷害競爭來的嚴重，因此，其規定只要參與垂直限制協議的廠
22

商，在相關市場市占率不超過30％，原則上均可獲得集體豁免 。該規則第3條
規定市占率門檻：「第2條規定豁免之適用條件為，供應者在其銷售商品或服
務之相關市場市占率不超過30％，且購買者在其購買商品或服務之相關市場市
23

占率不超過30％。 」市占率低於30％，其假設對不會對競爭造成傷害，或者

22

23

association and its suppliers, only if all its members are retailers of goods and if no
individual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together with its connected undertakings, has
a total annual turnover exceeding EUR 50 million. Vertical agreements entered into
by such associations shall be covered by this Regulation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to horizontal agreements concluded between
the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or decisions adopted by the association.
3. The exemption provided for in paragraph 1 shall apply to vertical agreements
containing provisions which relate to the assignment to the buyer or use by the buyer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vided that those provisions do not constitute the
primary object of such agreements and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use, sale or resale of
goods or services by the buyer or its customers. The exemption applies on condition
that, in relation to the contract goods or services, those provisions do not contain
restrictions of competition having the same object as vertical restraints which are not
exempted under this Regulation.
4. The exemption provided for in paragraph 1 shall not apply to vertical agreements
entered into between competing undertakings. However, it shall apply where
competing undertakings enter into a non-reciprocal vertical agreement and:
(a) the supplier is a manufacturer and a distributor of goods, while the buyer is a
distributor and not a competing undertaking at the manufacturing level; or
(b) the supplier is a provider of services at several levels of trade, while the buyer
provides its goods or services at the retail level and is not a competing undertaking
at the level of trade where it purchases the contract services.
5. This Regulation shall not apply to vertical agreements the subject matter of which falls
within the scope of any other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for in such a regulation.”).
S.Umit Kucuk & Harry J.P.Timmermans,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RPM): The U.S.
and E.U. perspectives, 19 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s, 537, at 539 (2012).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330/2010, Article 3(“1.The exemption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2 shall apply on condition that the market share held by the
supplier does not exceed 30 % of the relevant market on which it sells the contract goods
or services and the market share held by the buyer does not exceed 30 % of the relevant
market on which it purchases the contract goods or services. …”).

第 25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4

24

造成的傷害不會大於該行為帶來的效益 。
該規則第4條規定：「會移除集體豁免利益的限制：核心限制（hardcore
restrictions）第2條所規定之豁免，不應適用於下述垂直協議，其會直接或間
接、獨立或搭配其他當事人控制的因素，具有下述目的：
(a) 限制買方決定銷售價格的能力，但不影響供應商可以加諸最高銷售價
格或建議銷售價格，只要其不會因為當事人的壓力或所提供之誘因，
25

而沒成為固定或最低銷售價格； 」
在2003年的Yamaha案，涉及的是日本鋼琴Yamaha公司，對歐洲各國經銷
26

商，限制其轉售地區，以及轉售價格的案件 。其中，對於荷蘭的轉售價格約
定，其約定經銷商只能按照建議轉售價格做廣告，但允許折扣行銷，最大的
折扣不能超過建議價格的15％。因而，執委會認為，對折扣空間做限制，實際
27

上等於是設定了最低銷售價格 。另外，Yamaha對義大利的經銷商，要求其絕
對不可以在任何形式的廣告或標價上，標示與建議價格不同的價格。但是，
Yamaha主張，那只是一個建議轉售價格，只是要求不能將其他價格印在廣告上
或店內標示上，並沒有真的禁止經銷商降價。因此，其主張該建議轉售價格，
28

雖然有限制競爭之目的（object），但沒有限制競爭的效果（effect） 。但執
委會認為，其仍然會有限制競爭的可能效果，因為其既然限制可以看到的標示
價格，就會有視覺上和心理上的效果，尤其是廠商的市場地位越大，這種效果
29

就越大 。在奧地利，Yamaha則對經銷商建議，轉賣給其他經銷商的價格，為
進貨價* 1.0877。雖然Yamaha主張那也只是一種建議，並沒有真的約束經銷上
24
25

26

27
28
29

S.Umit Kucuk & Harry J.P.Timmermans, supra note, at 539.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330/2010, Article 4(“Article 4 Restrictions that
remove the benefit of the block exemption — hardcore restrictions
The exemption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2 shall not apply to vertical agreements which,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 isolation or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factor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parties, have as their object:
(a) the restriction of the buyer's ability to determine its sale price,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possibility of the supplier to impose a maximum sale price or recommend a sale
price, provided that they do not amount to a fixed or minimum sale price as a result
of pressure from, or incentives offered by, any of the parties;…”).
Case COMP/37.975 PO/Yamaha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6.07.2003 (unpublished but
available at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isions/37975/en.pdf).
Id. at paras 124-126.
Id. at paras 138-140.
Id. at para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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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賣給其他經銷商的價格，但執委會認為，這已經具有限制競爭的目的，不管
30

其有無限制競爭的效果 。
執委會強調，由於該案系爭的限制轉售區域以及限制轉售價格，屬於核
心限制（hardcore restrictions），所以只要具有限制競爭之目的，不必去管
到底實際上有無限制競爭的效果。限制競爭的效果，只是在決定罰鍰時的參
31

考因素 。該案執委會有討論，是否適用1999年版本「歐盟執委會（EC）No
2790/1999關於適用共同體條約第81條(3)於垂直協議和一致性行為類型之規
則」的豁免規定。執委會指出，Yamaha在上述3國所為的價格限制，屬於維持
轉售價格維持。上述規則第4條(a)，任何協議或一致行為，具有直接或間接目
的，限制買方決定其售價的能力，建立一個要求買方遵守的固定或最低轉售價
32

格或轉售價格水準，就是第4條(a)的核心限制，而不適用該集體豁免規則 。
2. 第101條(3)的個別豁免條件
前已說明，雖然第101條(1)禁止上述聯絡行為，尤其是(a)直接或間接固定
銷售價格，但若根據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3)的例外，則不予禁止。但其有4個
條件要同時滿足：
「1. 有助於提昇產品的製造或分銷，或促進科技進步或經濟成長，
2. 且讓消費者公平分享其利益（allowing consumers a fair share of the
resulting benefit），且沒有：
(a) 加 諸 該 事 業 的 限 制 ， 對 達 成 上 述 目 標 不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 a r e n o t
indispensable to）限制；
33

(b) 提供該事業有消除系爭產品實質部分競爭的機會。 」
30
31
32
33

Id. at paras 144-146.
Id. at para 156.
Id. at para 174.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ticle 101(3)(“3.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 1 may, however, be declared inapplicable in the case of:
- any agreement or category of agreements between undertakings,
- any decision or category of decisions by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 any concerted practice or category of concerted practices,
which contributes to improving the 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goods or to promoting
technical or economic progress, while allowing consumers a fair share of the resulting
benefit, and which does not:
(a) impose on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restrictions which are not indispensable to the
attainment of these objectives;
(b) afford such undertakings the possibility of eliminating competition in respect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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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101條(3)的豁免條件，是累積性（cumulative）的，亦即必須同時
34

具備 。對於第101條(3)的例外適用，目前為止歐洲法院尚沒有機會表達其見
35

解。而少數幾個執委會裁罰案例中，有討論到其適用的可能性 。
在1980年的Hennessy-Henkell案，涉及的是法國的Hennessy酒商，限制德
國的獨家代理商Henkell轉售價格的上下空間，且限定只能販售Hennessy的干邑
36

白蘭地酒 。執委會指出，雖然獨家代理可以鼓勵經銷商進行投資，以確保該
產品的廣泛銷售，但執委會認為，要讓這種經銷商能夠進步，必須讓經銷商能
夠根據進貨價自行設定利潤，並根據市場情況決定價格。如果要讓Hennessy的
37

酒在德國賣的更好，打贏其他品牌，這個自由決定價格的要件是必要的 。而
且，獨家代理所促進經銷上的投資，這個獲利也沒有公平的與消費者分配。要
能夠與消費者分配利益，就應該允許降低售價，但根據雙方的協定，經銷商卻
38

無權自由調整售價 。最後，限制經銷商轉售價格，不能算是達到該協議目標
所不可或缺的行為，雖然Hennessy主張系爭產品屬於高價產品，限制轉售價格
是為了避免降低其價位，但執委會並認為這是為了阻止價格低落而導致形象降
39

低所不可或缺的限制 。
前述2003年的Yamaha案，在討論完轉售價格不適用集體豁免規則後，仍繼
續討論是否有機會適用第101條(3)的個別豁免。但執委會很簡短就認定：「本
案的地理區域保護和轉售價格維持，都沒有助於促進生產、產品銷售，或讓消
40

費者可以分享利益。」而不適用於個別豁免 。
(三) 垂直限制指導原則
41

但歐盟執委會也在其闡釋該豁免規則的「垂直限制指導原則」 中，明示
當事人的協議中雖然有維持最低轉售價格條款，仍然可以主張效率抗辯，以尋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products in question.”).
Csongor Istvan Nagy, Resale Price Fixing after Revision of the EU Vertical Regime –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cta Juridica Hungarica, Vol. 54, No. 4, at 357 (2013).
Csongor Istvan Nagy, Resale Price Fixing after Revision of the EU Vertical Regime –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cta Juridica Hungarica, Vol. 54, No. 4, at 357-358(2013).
80/1333/EEC Hennessy-Henkell OJ [1980] L 383/11.
Id. paras 27-28.
Id. para 30.
Id. para 32.
Case COMP/37.975 PO/Yamaha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6.07.2003, at para 175.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 OJ 2010 C 130/1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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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依「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101
42

條第3項所定個別豁免的可能 。
在垂直限制指導原則中，再次強調，維持轉售價格（RPM）就是直接或間
接制定固定或最低轉售價格（fixed or minimum resale price)，或固定或最低轉售
水準，並要求買方遵守原則，其屬於核心限制（hardcore restriction）。只要事
業間的協議涉及RPM，就被推定（presumed）為違反第101條(1)的限制競爭。且
也推定（presumption）該協議不太可能滿足第101條(3)的豁免條件，因此集體豁
免也不適用。不過，事業還是有機會在個別案件中主張第101條(3)的效率抗辯
（efficiency defence）。主張者必須證明，將RPM納入協議中的可能效率，並證
43

明所有第101條(3)的條件都已滿足 。
其進而說明，為何RPM會有限制競爭的效果。1. RPM可能會促進市場間價
格的透明，而促進供應者之間的勾結，讓其更容易發現哪一個供應者偏離了約
定的價格。RPM會減少供應者對經銷商降價的誘因，因為採取固定轉售價格，
不會因為增加銷售而獲利。2. RPM會消除品牌內（intra-brand）的價格競爭，
而促進經銷層級買方之間的勾結。有堅強或良好組織的經銷者，可能會強迫或
說服供應商去固定他們的轉售價格，高於競爭水準，而協助經銷商達到或穩定
勾結均衡。3. RPM可以減少製造商和零售商間的競爭，或者減少零售商間彼此
的競爭。4. RPM的立即效果是，可避免所有或部分的經銷商去降低特定品牌的
售價，也就是說，其直接效果造成售價提高。5. RPM可以減輕製造商降價的壓
力，尤其是其對前面的經銷商保證「不會對後面的經銷商降低價格」。6. 擁有
市場力量的製造商可以執行RPM，封鎖小的競爭對手，因為有維持轉售價格可
讓經銷商有較大獲利，因而經銷商較願意向消費者推薦此種商品，或者根本不
賣競爭對手的品牌。7. RPM可能減少經銷層級的動態和競爭。其將使更有效率
的零售商不進入這個市場，或不能用低價取得足夠的規模，也可能阻礙經銷商
44

採取低價進入市場或擴張 。
45

但是，2010年版指導原則與2000年版最不同的地方在於 ，其指出，RPM
有時候也可能促進效率，尤其是供應商所發起的RPM，則在101條(3)下可加以
42

43
44
45

魏杏芳，論網路經銷的價格限制，公平交易季刊，第26卷第2期，頁162，2018年4
月。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 para 223.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 para 224.
Csongor Istvan Nagy, Resale Price Fixing after Revision of the EU Vertical Regime –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cta Juridica Hungarica, Vol. 54, No. 4, at 360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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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考量。其指出3種可能情形 ：
1. 最常見的情況是，當製造商要推介新產品時，在增加需求的推介階段，RPM
能吸引經銷商，願意協助促銷該新產品。RPM能讓經銷商願意增加銷售努
力，且如果市場上的經銷商有競爭壓力的話，這會讓他們擴張對該產品的整
47

體需求，讓該產品走向成功，也對消費者有利 。
2. 有的時候，在建立一個連鎖加盟系統或類似系統時，採取一個統一的經銷規
格，一起進行低價促銷（通常介於2到6週），採取固定轉售價格有時是必要
48

的 。
3. 在某些情況下，RPM提供給零售商的獲利，是鼓勵他們提供一些銷售前服務
（pre-sales services），尤其是需要體驗或複雜的產品。如果有些消費者利用
了這種服務，卻向其他不提供這種服務而售價更低的零售商購買，則提供高
服務的零售商將減少或取消這類有助於增加消費者需求的服務。RPM有助於
避免在經銷階段的此種搭便車問題。但是，事業要主張這一點，必須證明，
其動機是為了避免零售商間可能的搭便車問題，且此種銷售前服務整體來看
49

對消費者有利，才能夠滿足第101條(3)的要件 。
(四) 建議或最高轉售價格
在「垂直限制指導原則」中也提到，向轉售商建議轉售價格（recommending
a resale price），或者只是要求轉售者尊重最高轉售價格（maximum resale
price），只要當事人的市占率不超過30％，且其給廠商的壓力或誘因，沒有達到
最低或固定轉售價格的效果，則在集體豁免規則裡已經可以豁免。但以下則是
50

對於超過市占率30％的案件提供一些處理指引 。
其指出，最高轉售價格和建議轉售價格的可能競爭危害在於，其會作為零
售商的一個基準點（focal point），導致大部分的廠商都會遵循這個最高或建
51

議價格，因而減緩供應者間的競爭或促進供應者間的勾結 。
在評估最高和建議轉售價格的潛在反競爭效果時，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供應
者的市場地位。供應者市場地位越強，最高或建議轉售價格導致轉售者間統一
46

47
48
49
50
51

Csongor Istvan Nagy, Resale Price Fixing after Revision of the EU Vertical Regime –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cta Juridica Hungarica, Vol. 54, No. 4, at 360 (2013).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 para 225.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 para 225.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 para 225.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 para 226.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 para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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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價格的違憲就越高，因為他們會用這個價格作為基準點 。如果最高或建議轉
售價格具有反競爭效果時，其如何豁免於第101條(3)？對最高轉售價格方面，
53

第107段(f)提到的避免雙重邊際化（avoiding double marginalisation） 的效率也
許特別重要。最高轉售價格有時也可以確保在同一個經銷者所銷售該品牌與其
54

他品牌間更強力的競爭 。
在2001年執委會的Volkswagen案中，涉及德國福斯汽車公司，對經銷商提
55

供建議轉售價格 。該案中，福斯公司會給予經銷商建議轉售價格，但契約中
並沒有要求經銷商遵守建議轉售價格。一般經銷商平均會給予大約10％的折
56

扣 。但是，當福斯公司在1997年推出新的Passat車款時，發現有經銷商對新
車進行廣告時，提供太多折扣，而發信給該經銷商，要求其不要偏離建議轉售
價格太多，因為這將違反契約中所寫到的「必須以各種方式維護和促進福斯公
57

司、福斯經銷體系、福斯品牌的利益」 。其後，福斯公司又幾度發信給所有
汽車經銷商，要求經銷商遵守嚴格的價格紀律（strict price discipline），甚至
58

在信中說考慮設定配額制度，以解決品牌間的低價競爭 。福斯公司在給經銷
商舉辦的會議中，將違反建議價格的行為納入討論，甚至討論可能的懲罰機

52
53

54
55
56
57
58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 para 228.
在垂直限制指導原則的第107段提到，垂直限制可能有的效益(f)是，垂直外部性議
題，亦即零售商無法對其增加銷售所採取行為回收所有好處，某些效益會外溢給
製造商。其中，過高的轉售價格，有時候會對製造商產生負面外部性，稱為「雙
重邊際化問題」，而製造商可以採取最高轉售價格，以避免這個問題。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 para 107. 所謂的雙重邊際化，白話一點說明，倘若零售商具
有市場力量，其在決定售價時，是採取邊際利潤等於邊際成本，這是第一次邊際
化定價，因此零售定價已經比邊際成本高出一次，導致需求降低；其次，倘若製
造商也有市場力量，也會在零售商採取的價格所產生的需求上，在決定批發給零
售商的批發價時，也會採取邊際利潤等於邊際成本，這是第二次邊際化定價，因
而，需求又會再次降低。由於經過兩次邊際化定價，定價過高，需求降低，消
費者福利也降低，製造商的利潤也降低。因此，製造商會希望為零售商制定最高
或固定轉售價格，以避免其提高零售價格，降低消費者需求。詳細說明，可參考
Frederik van Doorn,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nd EC Competition Law: A Law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 Utrecht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Master Thesis, 59-60 (2009).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 para 229.
2001/711/EC Volkswagen OJ [2001] L 262/14.
Id. para 22.
Id. paras 29-30.
Id. paras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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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制 。後來，對打廣告違反建議轉售價格的經銷商，福斯公司寄信給他們，並
60

強調若再違反，將採取後續法律行為 。
對於此案，執委會首先要討論，這是否屬於協議（agreement）或一致行
為？執委會認為，從過去的案例法已經支持，一旦加入一個經銷體系，就代表
簽約商明示或默示地接受製造商的經銷政策。而福斯公司發給所有經銷商的信
61

件，就是屬於其經銷政策的一部分 。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在福斯公司寄給幾
個經銷商的警告信中，有具體引用契約的相關條款，表示其試圖影響契約的履
62

行，故成為契約協議的一部分 。而且，執委會認為，因為福斯公司在給經銷
商的警告信中，提到可能會採取法律動作，或終止契約等，因此該建議轉售價
63

格並非沒有拘束力的建議 。
因此，在本案中，執委會不認為這是一個建議轉售價格，或者是因為福斯
後來的動作，給廠商的壓力，已經達到最低或固定轉售價格的效果。所以不適
64

用集體豁免規定，而在討論個別豁免上，也沒有正當理由 。

四、圖書定價銷售制度與案例
歐盟執委會和歐洲法院目前為止，沒有在任何一個案件中，承認維持轉售
價格，可以適用於共同體條約第81條(3)、新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3)之豁免，
65

甚至很多案例都不需要討論是否有適用個別豁免的條件 。在少數有討論適用
個別豁免條件的案例中，有一個最有可能適用成功的案件，就是出版社與書店
等形成的出版協會，所制定的圖書定價銷售約定。其之所以很有機會成功，主
要是因為，圖書的定價銷售，確實是為了避免零售商的折扣戰爭，導致部分實
體書店的書籍銷售量減少，影響實體書店的獲利，進而影響出版社的獲利。而
在相關案件中，出版協會均會主張，其符合第101條(3)的第一個豁免條件，就
採取定價銷售制度的目的是為了讓書店有獲利空間，這樣書店就願意進貨更多
種類的書籍，讓更多種類的書籍有機會銷售，進而讓更多種類的書籍有機會出
59
60
61
62
63
64
65

Id. paras 42.
Id. paras 44, 48, 52.
Id. para 57.
Id. para 62-64.
Id. para 66.
Id. para 93-94.
Csongor Istvan Nagy, Resale Price Fixing after Revision of the EU Vertical Regime –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cta Juridica Hungarica, Vol. 54, No. 4, at 357-358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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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等。
以下介紹兩個重要案例，一個是1982年VBBB/VBVB案，第二則是1988年
英國出版協會案。這兩個案件都有上訴到歐洲法院，也都有討論是否適用共同
體條約第85條(3)的個別豁免。
(一) 1982年VBBB/VBVB案
66

1982年執委會的VBBB/VBVB案 中， VBBB（荷蘭促進書籍交易協會）
和VBVB（促進佛蘭芒語書籍協會）同意，銷售於比利時或荷蘭的書籍，不可
低於出版社所採取的固定價格。亦即，其採取集體性的維持轉售價格。具體而
言，其要求所有加入兩國協會的出版社、批發商、書籍銷售商等，都必須取得
該協會的認可地位（recognized status）。協會規定，比利時的出版商，想要在
荷蘭賣書，一定要設定每一本書的轉售固定價格，其也可以限定在特殊的條件
67

下零售價可以打的折扣 。而書籍銷售商、零售商，不可低於該轉售固定價格
68

出售其書籍 。而且，加入該協會之出版社，不可將其書籍賣給未得到認可的
69

批發商、書籍銷售商等 。
執委會認為，該協議屬於共同體條約第81條(1)所禁止的行為。執委會在裁
罰書中，雖然指出不需要逐項去討論第81條(3)的所有條件，但執委會仍然逐項
討論之。
1. 雖然協會主張，其轉售價格維持制度，有助於促進書籍產品的生產和銷售，
因為其可以補貼比較不暢銷的書籍，因而讓出版社可以生產較多的書籍進入
市場，確保維持廣泛類型書籍的存在。另外，小出版社出版不受歡迎的冷門
書籍，可以靠固定轉售價格維持利潤。而書店因為有維持轉售價格，可以庫
70

存更多更廣泛的書籍，從賣的較快的書籍獲利，去補貼賣的緩慢的書籍 。
但執委會不同意此點，執委會認為，協會所主張的論點，是跨部門的補貼，
這並不一定需要採用維持轉售價格制度。其認為，出版社自己在出版書籍
時，可以用暢銷書的獲利，來補貼冷門書的銷售。因此，執委會認為不需
71

要採取維持轉售價格，要求書店一定要遵守出版社設定的價格 。執委會認
為，必須提出證據，證明冷門的書若沒有靠維持轉售價格就無法出版，另
66
67
68
69
70
71

VBBB/VBVB[1982] OJ L54/36.
Id. para 9(c).
Id. para 9(b).
Id. para 9(b).
Id. para 50.
Id. para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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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必須提出證據證明，小的專業出版社會因為沒有這個制度而無法生
72

存。但執委會指出，協會並沒有提出這樣的證據 。這個協議可能帶來的客
73

觀優點，從競爭法的角度來看，都被其帶來的缺點所蓋過 。
2. 協會主張，消費者可以從該書籍生產和銷售的利益中獲得公平的利益分配，
因為有了該轉售價格維持制度，消費者有機會接觸更多種類型的書籍。但是
執委會不同意此看法，認為書籍銷售者可以不採用轉售價格維持制度，而以
其他一般的商業方法來達成此目的，尤其是，該制度不讓消費者有機會自己
決定，是要在含有提供服務的書店購買書籍，還是在不提供服務、因而更便
74

宜的書店購買書籍 。而且，執委會認為，所謂的獲得公平利益分配，最主
要的應該是價格上的折扣，但這個制度卻不允許對良好的客戶提供折扣，故
75

不能算是有提供消費者公平利益分配 。
3. 對於是否為不可或缺手段（最小限制競爭手段）這一點，執委會沒提出其他
可能限制較小的手段，而是認為，目前書籍銷售量的減少，可能是別的問題
造成（經濟問題）。執委會認為，出版業應該想辦法找到其他限制較小的手
76

段，而避免具文化價值的著作不再被出版 。協會可能是想透過維持轉售價
格，維持荷蘭語和佛蘭芒語書籍的出版，以促進文化的統一。執委會最後認
為，對於文化問題，不應該由事業或事業協會簽署協議，而應該是政府的事
77

務 。
4. 對於是否有消除實質部分競爭，協會認為，該制度並沒有完全消除實質競
爭，因為並非所有的出版社都參與該集體制度。然而，執委會認為，大部分
的出版社和銷售者都參與了該協議，至於其他的競爭形式，包括儲存、專業
化、服務提供和訂購設施，都是價格競爭以外的次要競爭，尤其是消費者通
78

常不關心高度專業化的書籍 。
因而，執委會最後認為，在所有4個豁免要件上，協會都無法滿足，因而
無法豁免適用第81條(3)的限制規定。協會後來也上訴到歐洲法院，而歐洲法

72
73
74
75
76
77
78

Id. para 52.
Id. para 53.
Id. para 54.
Id. para 55.
Id. para 58-59.
Id. para 60.
Id. para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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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院支持執委會的決定 。但歐洲法院在判決中也強調，只有針對跨荷蘭和比利
時的協議才屬於違法的標的，至於純粹國內的定價書協議，則不屬於討論範
80

81

圍 。因此，其暗示了，純粹國內的定價書協議，並不會違反歐盟競爭法 。
(二) 1988年英國出版協會案
1. 英國淨價書協議制度
在1957年時，英國出版協會（Publishers Association）與會員們、出版業者
等，簽署了「淨價書協議」（Net Book Agreements），制定了書籍的固定價格
82

銷售，稱為「淨價書」（net books） 。這個淨價書協議有二份，一份是與出
83

版協會的會員們所簽署，一份則是出版協會與非會員們所簽署 。原則上，書
籍不可以低於該淨價銷售、提供銷售、允許銷售給公眾。但其有例外，例如庫
存書、二手書，可在該條件下銷售，或者也可以折扣價銷售給圖書館、書籍經
84

銷商、大量購買者等。也在該協議的授權下制定該折扣和可銷售的數量 。該
協議規定，當初版社出版或散布一圖書，決定採用淨價銷售價格時，英格蘭和
85

愛爾蘭的大盤商、零售商，都必須以淨價零售價格銷售該書籍 。
如果出版社指定書即為淨價書，則出版協會會執行監督。如果有零售商
86

違反該淨價，則出版社可以執行其契約權利 。亦即，其可以向法院請求禁制
87

令，要求違約的出版社不得再銷售 。
根據資料，當時英國每年約出版4萬本書，80％是由「淨價書協議」的會
員所出版，其中65%的書在英國銷售，其餘則出口。而所有書籍中，大約75％
88

的書會被指定為淨價書 。
關於此「淨價書協議」是否違反競爭法，英國「限制競爭法院」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C-43/82 - VBVB and VBBB v Commission, ECLI:EU:C:1984:9.
Id. para 44.
Christine E. Zandvliet, Fixed Book Prices in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
Chanllenge for Community Competition Law, 3 Colum J. Eur. L. 413, 432 (1997).
關於英國淨價書協議的詳細中文介紹，可以參考邱炯友，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的標
竿：英國與德國，「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頁3539，文化部委託研究計畫，2016年11月。
Case T-66/89, Publishers Association v Commission, at para 2, ECLI:EU:T:1992:84.
Id. at para 4.
Id. at para 5.
Id. at para 6.
Id. at para 16.
Id. at paras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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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ictive Practices Court）曾經幾度處理這個議題。限制競爭法院在1962年
時，認定出版協會與會員間簽署的淨價書協議合法。法院認為：(1)若廢除淨價
書協議，將會剝奪公共利益，因為可能使價格抬高、減少實體書店的庫存，以
及減少出版書籍的種類；(2)公眾不會因為淨價書協議的維持而受到任何傷害，
但若廢除淨價書協議則會產生不利益；(3)因此，淨價書協議並沒有違反公共利
89

益 。
1964年時，限制競爭法院對於另一份與非會員簽署的淨價書協議，也基於
90

1962年相同的理由，認為沒有違反公共利益 。但英國於1964年通過轉售價格
法（Resale Prices Act 1964），故1968年時，限制競爭法院又再次處理淨價書協
議是否違反1964年轉售價格法的問題。但法院仍基於相同理由，認為其可以符
91

合該法中的豁免規定 。
2. 執委會英國出版協會案
1986年，歐盟執委會決定對英國出版協會之定價書協議，啟動調查，認
為可能違反當時的共同體條約第85條(1)（以及現在的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
(1)）。英國出版協會雖主張其符合第85條(3)的豁免，但執委會認為其不符合
92

規定 。執委會於1988年做出正式決定，認定該淨價書協議違反共同體條約
93

第85條(1)，且不適用於第85條(3)之豁免 。其中，執委會認為，第85條(3)的
累積性適用條件中，至少有一個項目不符合，就是其並非是對於「限制是對
達成上述目標不是不可或缺的」（restrictions which are not indispensable to the
94

attainment of those objectives） 。
有一前提必須說明，執委會認為其違法，主要是因為該設計影響了會員國
家的交易。其中，該競價書協議，不只是限制英國和愛爾蘭境內的銷售，還限
制了出口到愛爾蘭的銷售，以及從其他會員國進口或再進口的銷售，因而影響
95

了共同體內部的價格競爭 。
89
90
91
92
93
94

95

Id. at para 19.
Id. at para 20.
Id. at para 21.
Id. at paras 27-29.
Id. at paras 31.
89/44/EEC: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2 December 1988 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under
Article 85 of the EEC Treaty (IV/27.393 and IV/27.394, Publishers Association - Net
Book Agreements), at para 70.
Id. at para 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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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出版協會主張，其設計的目的有好幾項。因為設計淨價銷售，實體
書店才敢進貨較多的書籍，因為其不用擔心後來會有其他銷售者提供折扣。但
若沒有此協議，實體書店庫存和展示書少，就會影響書籍的銷售，進而出版社
也會減少書籍的印製量，導致成本提高。加上出版社考量到，書店通路會要求
提供較高折扣，所以出版社就會提高定價。這兩個因素共同會導致，若無該淨
售書價協議，書籍的價格會提高。同時，有些銷售量小的書籍，將根本無法被
96

出版 。出版協會主張，為了追求上述目的，所以必須採取維持轉售價格，讓
97

所有書店的書籍售價一致，沒有價格競爭 。
執委會質疑，由出版協會出面約定的「淨價書籍協議」並非達成上述目的
不可或缺手段，其乃是討論，比起由出版協會集體約束的協議，是否可能由個
別出版社個別通知銷售書店，其希望的建議轉售價格（較小的限制手段）？出
版協會出張：(1)其不可行（impracticability），一方面單一出版社不可能與所
有經銷商簽約或通知，只由出版協會出面簽約，才能拘束所有的直接和間接購
買者；(2)對賣書商來說亦不可行，其不可能根據上百家出版社的轉售條件來執
98

行，因為每一家出版社的轉售條件可能都不相同 。此外，出版協會主張，(3)
這個制度的好處在於，每個賣書商只要看到該書屬於淨價書籍，就可以確定其
他競爭對手不會獲得不公平的利益，因此給予賣書商某種信任；而且，(4)該淨
99

售價格的執行，必須由出版協會透過法院提起訴訟，屬於最後手段 。
執委會認為，出版協會所指第1個理由，因為若個別出版社個別通知出版
社，可能在國內法的契約執行上，無法約束間接的購買者，這只是出於國內契
約法的問題，但不能因為這個問題，而作為採取影響到會員國家貿易的集體維
持轉售價格協議的行為

100

。對第2個理由，個別書店無法執行上百家出版社的

不同限制轉售要求，執委會認為，這只是書店執行上的問題。而且，對每一個
書店來說，其進貨的出版社數量並不一定很高。且實際上，書店往往在不同時
間會對不同出版社的書進行折扣，表示書店對不同出版社進行不同處理，並
不困難

101

。對第3個理由，必須要讓書店再買到淨價書時有信任感，執委會認

為，這也可能由個別出版社與書店去簽約要求轉售價格協議，一樣可以確保書
96
97
98
99
100
101

Id. at para 73.
Id. at para 74.
Id. at para 72 (i)-(ii).
Id. at para 72 (iii)-(iv).
Id. at para 76.
Id. at para 8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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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買到淨價書時可以信任不會有其他書店折扣競爭，看不出來為何一定要由出
版協會作此集體協議

102

。對第4個理由，由出版協會來提訴執行協議，執委會
103

則不認為跟不可或缺的手段有何關連 。
3. 歐盟法院判決
隨後，英國出版協會申請停止該命令之執行，並提出訴訟。1992年時，
104

歐盟初審法院（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做出判決 ，判決英國出版協會敗
訴。英國出版協會隨後又上訴到歐洲法院（Court of Justice），認為初審法院
的判決理論有問題。
其主要理由集中於，到底集體的淨價書籍協議制度是否為不可或缺的手
段？初審法院大致上均支持執委會之決定

105

。但是，歐洲法院卻基於3個法律

論述上的理由，撤銷了初審法院的判決。
(1) 初審法院認為，執委會強調的是其對跨會員國家貿易的影響，出版協會沒
106

有解釋，為了其限制的最低銷售價格，要及於出口到其他會員國的銷售 。
對於最小侵害的判斷，是否要討論淨價書協議制度在英國國內市場的效
益？初審法院認為，由於執委會對該案主要否決適用豁免條款的理由，在
於其並非不可或缺手段，而沒有爭執該手段是否真能促進產品的生產銷
售，所以其該手段對於英國內國市場的效益，是否會擴散到共同體內部，
107

不需要進行評估 。進而，初審法院也認為，在討論於英國出版協會所採限
108

制競爭手段造成的限制時，也不需要討論其手段對愛爾蘭的效益 。但歐洲
法院認為，初審法院在評估競價書協議是否為不可或缺手段時，沒有討論
該制度在英國或英語系區域（英國和愛爾蘭）內達成的效益，這對評估是
109

否為不可或缺手段，有所不足 。
(2) 同樣地，既然要評估競價書協議的正反面效益，則該協議在愛爾蘭境內造
110

成的正面效益，也應該納入評估，因而認為初審法院的判決有誤 。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Id. at para 84-85.
Id. at para 86.
Case T-66/89, Publishers Association v Commission, 1992 E.C.R. II-1995.
Case T-66/89, Publishers Association v Commission, at paras 88-90.
ICase T-66/89, Publishers Association v Commission, at paras 80-82.
Id. at para 83.
Id. at para 84.
Case C-360/92 P., The Publishers Association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para 27.
Id. paras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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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國出版協會主張，初審法院沒有考量，英國限制競爭法院於1962和1964
年兩度判決說明，淨價書協議制度，具有公共利益。初審法院認為執委會
不需要考慮英國國內法院的認定，尤其是該國法院並非再討論是否該手段
111

為不可或缺手段 。但歐洲法院認為，英國國內法院的判決與認定，仍應加
112

以參考，而不應該完全不予參考 。
113

綜合上述3項理由，歐洲法院撤銷了初審法院之判決 。而撤銷初審法院
判決後，歐洲法院決定自己審理，執委會決定是否合法。
(1) 歐洲法院認為，由於執委會在討論適用個別豁免條款時，沒有認真看待英
國限制競爭法院認定的淨價書協議帶來的正面效益，故該執委會之決定並
114

非適當決定 。
(2) 執委會在決定理由中，引述了1982年的VBBB/VBVB案，認為該案指出，採
取集體轉售價格維持制度，就不是不可或缺的制度。但是，荷蘭和比利時
所採取的制度，是要求所有出版社對所有書籍都要設定固定價格，因此沒
有不設定固定價格的空間；但英國的淨價書協議只要求設定淨價的條件，
但個別出版社可以決定是否對哪一本書設定淨價，因此執委會不該援引
115

1982年的VBBB/VBVB案見解 。基於上述2個理由，歐洲法院也直接撤銷
116

了執委會的決定 。
英國的淨價書協議制度在經過多年的訴訟後，儘管在1995年獲得歐洲法院
撤銷執委會決定，但因為從1988年的執委會決定開始，就動搖了這個制度，
許多出版社已經不再對出版新書指定淨價，也引起英國國內各連鎖書店的反
117

彈 ，在1997年，英國限制競爭法院正式作出判決，推翻其1962年之判決，認
定淨價書協議違法1976年轉售價格法，使英國的淨價書協議制度，最後取消而
118

不復存在 。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Case T-66/89, Publishers Association v Commission, at paras 77-78.
Case C-360/92 P., The Publishers Association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paras 30-31.
Id. para 33.
Id. paras 40-44.
Id. paras 45-48.
Id. para 49.
邱炯友，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的標竿：英國與德國，「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
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頁35、40，文化部委託研究計畫，2016年11月。
Christine E. Zandvliet, Fixed Book Prices in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
Chanllenge for Community Competition Law, 3 Colum J. Eur. L. 413, 431-32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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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歐盟國家採取圖書統一價格法
前述1988年執委會英國出版協會案，執委會似乎暗示，集體性的轉售價格
維持制度，因為不是不可或缺之手段，無法得到豁免，但是，個別出版社若透
過契約，與書籍經銷商約定維持轉售價格，也許可以得到豁免。這一點，在執
119

120

委會1993年競爭政策23年報告 中，就有正面表態 。但現實的問題是，單一
出版社如何有談判力量，與具有市場地位的大型連鎖書局或網路書店，個別約
定為轉售價格條款？這也就是為何，英國出版協會對執委會的「個別出版社有
辦法自己約定，而作為不可或缺（最小）限制手段」，表示不認同。
不過，歐盟競爭法所管轄的議題，主要是涉及會員國間的交易，至少執委
會就圖書轉售價格維持的案例，都堅持針對該制度會影響到跨會員國的圖書交
易，才認為有限制競爭之效果。亦即，倘若純粹是國內的維持轉售價格的集體
121

協議，歐盟執委會的態度傾向於不進行調查處理 。因此，目前歐洲部分國家
仍然有國內的定價書制度，或者定價書協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前述1982年VBBB/VBVB案，歐洲法院討論到，促
進或維護文化語言或社群，是否在處理競爭法議題，會有所影響？歐洲法院認
為不需要討論。但是，於1992年時的馬斯垂克條約，引入了所謂的文化條款
（culture clause），該條文在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條約，寫的更完整，規定於
122

151條(4) ，其規定：「共同體應在執行本條約其他條款時，將文化面向納入
123

考量，尤其是為了尊重和促進文化之多元性。 」該條規定現放在歐盟運作條
約第167條(4)。因此，倘若未來再次出現跨國的圖書交易且限制圖書售價，是
124

否會因為要考量文化促進因素，而有不同認定，則不得而知 。
根據法蘭克福書展資料，在全球 23 個最大圖書市場中，有 11 個國家採取
圖書統一價格制模式，其中，有 9 個國家為圖書統一價格制立法，2 個國家僅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Twenty-Third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98-99 (1993).
Christine E. Zandvliet, Fixed Book Prices in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
Chanllenge for Community Competition Law, 3 Colum J. Eur. L. 413, 426 (1997).
Christine E. Zandvliet, supra note, at 428-29.
Volker Kitz,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ooks and Chocolate Bars – How EC Treaty Art.
151(4) Affects Community Actions, 32 AIPLA Q.J. 361, 366 (2004).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2002), Article 151(4)(“ 4. The Community
shall take cultural aspects into account in its action under other provisions of this Treaty,
in particular in order to respect and to promote the diversity of its cultures.”).
詳細討論，可參考Volker Kitz, supra note, at 388-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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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交易協議，前者是德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荷蘭、南韓、印度、墨西
125

哥和澳洲等，後者是日本和挪威 。其中5個國家是歐盟國家。
法國最早是在 1924 年通過的朗恩法（Lang Law），定價權歸出版社所
有，新書出版兩年內，書店通路折扣不能超過出版社定價的 5％。法國於 2011
年，把電子書納入此法管轄範圍，判定近年崛起的 Kindle Unlimited 和其他訂
閱服務違法，而 2014 年 6 月還通過反亞馬遜法（Anti-Amazon Law），禁止
網路零售商推出「九五折＋免運費」的組合優惠，以保護獨立書店的生存空
126

127

間 。法國直至今日仍有 2,500 家獨立書店 。
德國2002年立法通過「圖書定價法」（Fixed Book Price Law），規定圖書
統一定價，除有例外情形，不允許零售通路自行折扣出售，限縮連鎖書店的影
128

響力，保護獨立書店生存 。德國出版業普遍認為該制度與德國目前書店經營
129

百花齊放，擁有高達 4,900 間書店榮景息息相關 。
英國在取消淨價圖書協議後，十年間關閉了三分之一的獨立書店，獨立書
130

店已不到 1,000 家 。

五、歐盟對華碩網路商店維持轉售價格裁罰案
作為數位單一市場策略（Digital Single Market Strategy）的一部分，歐盟
執委會在2015年5月啟動電子商務產業調查，並於2017年5月公布「電子商務產
業調查報告」，指出轉售價格限制，是目前為止在電子商務市場中，最被廣泛
使用的一種限制競爭的手段。調查顯示，有高達42%的網路零售商與供貨商之
131

間，設有價格限制或維持轉售價格約定 。歐盟執委會並決定根據該報告，啟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陳慧敏，圖書統一定價是毒藥還是解藥？下決定前得先知道的各國現狀，閱讀最
前線，2015年5月18日，https://news.readmoo.com/2015/05/18/to-fix-book-price-ornot/。
陳慧敏，同上註。
陳慧敏，同上註。
邱炯友，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的標竿：英國與德國，「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
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頁44，文化部委託研究計畫，2016年11月。
陳慧敏，同前註。
陳慧敏，同前註。
魏杏芳，論網路經銷的價格限制，公平交易季刊，第26卷第2期，頁163，2018
年4月；European Commission, Final report on the E-commerce Sector Inquiry, at 9,
COM(2017) 229 final, Brussels, 10.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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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動個案執法，對網路零售商普遍採用的維持轉售價格問題，進行調查裁罰 。
2018年7月，歐盟執委會對華碩等4家公司所涉及的網路零售商維持轉售價
格案，就網路零售商之維持轉售價格問題，做出第一件指標性裁罰案。華碩等
4家公司涉及的行為，一般稱為維持轉售價格（resale price maintenance），主
要是這4家公司對於其所銷售的家用電器、筆記型電腦、高傳真（hi-fi）產品
等，限制網路商店設定銷售價格的能力。
這4家製造商要求以低價銷售的網路商店，必須遵守轉售價格的約定，倘
若違反約定，就以斷貨作為制裁。許多大型網路商店在標示價格時，乃是自動
尋找其他競爭對手的網路標價，然後設定相對應的價格。因此，對低價網路商
店的轉售價格限制，連帶地也會影響到所有網路商店的定價。
(一) 華碩案
1. 相關公司和產品
本案涉及的華碩公司，包括華碩電腦、德國華碩公司、法國華碩公司，統
稱為華碩公司。其中，德國華碩公司和法國華碩公司，分別限制德國和法國經
133

銷商的轉售價格。歐盟執委會認為，這些行為違反了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 。
華碩在各國的公司，大致分為兩個事業體，一個是「系統」（System）
部門，負責銷售筆電、平板電腦、手機，另一是開放平台（Open Platform）部
門，負責銷售顯示器、主機板、無線區域網路設備、視訊轉換器、圖像顯示卡
134

和桌機 。
華碩銷售其產品，主要透過獨立批發商，經由批發商（wholesalers）再銷
售給不同的零售商（retailers）。另外，華碩少部分也會直接銷售給少數的零售
135

商或系統整合業者 。但是，雖然華碩不直接銷售產品給零售商，其業務經理
卻以不同的管道直接管理許多零售商。例如，批發商直接處理產品運送和付款
136

問題，但華碩卻會與零售商直接協商產品購買的條件 。
這次處罰的行為，在德國涉及的系統部門所銷售的所有產品，以及開放平
台部門銷售的區域網路、桌機和顯示器產品。在法國，則涉及所有開放平台部
132
133

134
135
136

魏杏芳，同前註，頁163。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4.7.2018 relating to proceedings under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1
(Brussels, 24.7.2018, C(2018) 4773 final).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6.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9.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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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銷售的產品 。
歐盟執委會從2015年3月10日，開始對德國和法國的零售商展開調查

138

。

139

2017年2月2日，執委會正式啟動對華碩案的反競爭法調查程序 。
2. 德國部分
雖然華碩分成開放平台部門和系統部門，分別其銷售管道，但華碩在這
兩個部門的銷售行為差不多。這兩個部門都發展並執行一個策略，用以監
督和接受零售商的零售價格，希望讓轉售價格保持在其「建議轉售價格」
140

（recommended resale prices，簡稱RRP）一致 。
華碩以各種方式監督價格，包括觀察價格比較網站（price comparison
141

websites ），例如「geizhals.de」和「idealo.de」 ；針對某些產品，則使用內
部的軟體監測工具，找出銷售華碩產品低於建議轉售價格的零售商。此外，某
些零售商也可以向華碩抗議，其他零售商的價格太低。華碩發現零售價格低於
142

建議水準後，會直接聯繫零售商，要求提高價格 。
這些零售商完全瞭解華碩的商業政策，且通常都會同意維持轉售價格，並
143

提高價格到華碩希望的水準 。
144

華碩也會採取一些更精緻的方法，來執行其維持轉售價格的政策 。
(1) 就網路連線產品，其在2012年第3季採用了一個優質伙伴計畫（premium
partner program），只要零售商遵守某些品質指引，就可以獲得額外紅利。
其中，就包括要求零售商遵守建議轉售價格。華碩每個月會提供每一項產
品的店面銷售和網路銷售建議價格清單給零售商。華碩在2013年6月至2014
年月間，乃以內部的監視清單，稱為「OUVP-WLAN」，監視優質伙伴的
轉售價格。如果零售商的價格低於建議轉售價格，清單就會顯示紅色。一
旦發現紅色，華碩的業務經理會與零售商聯繫，告知他們需提高價格，否
145

則將喪失品質紅利 。
(2) 就顯示器產品，從2013年第3季德國華碩也展開類似的優質伙伴計畫。只要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13.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s 15-16.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17.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26.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33.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27.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28.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36.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s 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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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建議轉售價格，除了可以獲得紅利之外，也可以比非優質伙伴拿到較
146

佳的購買價格 。
(3) 就筆電產品，華碩2011年在內部使用一套「online map」軟體，讓員工可以
每天掌握德國各區域和線上的價格。有證據顯示，德國華碩員工曾與零售
147

商聯繫，認為其偏離建議轉售價格，而說要終止與零售商之關係 。
(4) 德國華碩公司威脅零售伙伴，倘若不遵守其售價政策，就要撤回其對華碩
148

網路商標使用的授權 。
(5) 德國華碩會直接與零售商聯繫，取得他們的同意，提高特定產品的價格。
例如，2012年3月，華碩員工在比價網站中發現一些筆電價格下降，並討論
如何要零售商在比價網站中移除這些產品及開價，後來零售商雖然改變了
比價網站上的資訊，但華碩現在零售商自己的網站仍然沒有變更，並進一
149

步聯繫零售商，要求抬高零售商網頁的售價 。
(6) 德國華碩對那些持續不遵守建議轉售價格的零售商，會進行威脅與制裁。
制裁包括；減少供貨或停止供貨、減少或刪除特定紅利、排除特定伙伴計
150

畫資格、禁止使用華碩網路商標 。
3. 法國部分
經調查，法國華碩涉及維持轉售價格的行為，是在開放平台事業部門所銷
售的產品。華碩會監視零售商的轉售價格，並介入要求其維持價格在建議轉售
價格的水準。零售商均知道華碩的商業政策，通常也會同意維持或提高價格到
151

希望的水準 。
具體來說，法國華碩會採取下述行為：
(1) 法國華碩會定期地介入零售商的定價行為，希望他們提高轉售價格。例
如，華碩曾向零售商抱怨其某些主機板、桌機的價格持續過低，要求提高
價格。2014年2月曾有一具體案例，零售商就某款顯示器價格，降價到289
歐元，而引起法國華碩關注，並聯繫要求其調高價格，最後該零售商調高
為349歐元。大部分時候，被要求調高轉售價格的零售商，都會同意調整；
有的時候，零售商會要求，華碩要保證讓其他零售商也調高價格，自己才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s 42-46.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s 47-50.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s 51-54.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s 55-65.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s 66-71.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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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願意調高價格 。
(2) 若零售商持續違反希望轉售價格水準，則會受到法國華碩的威脅或制裁。
例如，在2014年2月一個具體案例中，華碩員工透過Skype與某零售商聯
繫，說若不提高零售價格，華碩將不會給予任何預算（財物支援）。甚
153

至，華碩給其批發商壓力，要求不再供貨給該零售商 。
(二) 程序
啟動調查後不久，華碩表示願意配合調查。對於執委會根據理事會依據歐
154

體條約第81和第82條之程序行為規則（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
第7條的行為命令和第23條的罰款，後來華碩提出和解提案（settlement
submission），內容包括：
- 明確清楚承認，華碩在德國和法國這兩個獨立且持續的侵害行為；
- 指出華碩可接受的執委會裁罰的最高金額，且願意配合執委會程序；
- 確認華碩公司已經清楚瞭解執委會將在「初步違法理由說明」（Statement of
Objections）中認定其行為違法的理由，也確認華碩公司已經有足夠機會將其
意見向執委會表達；
- 確認華碩公司不想要求取得更多檔案或要求更多聽證，除非執委會為將其和
解提案放入「初步違法理由說明」和「最終決定」中；
- 同意接受執委會根據歐洲理事會1/2003規則第7條和第23條的裁罰理由聲明和
155

最終決定的英文版 。
2018年5月24日，執委會正式提出初步違法理由說明，並在其中接受了華
156

碩的和解提案 。
(三) 法律論述
1. 協議或一致性行為
首先，執委會指出，第101條(1)的協議（agreement），只要兩事業表達共
同的意圖，在市場中以特定方式行為，就已經足夠。雖然第101條(1)區分了一
致性行為（concerted practices）和協議的概念，但是其目的是想讓事業間的合
作形式，在還沒有達到簽署協議的階段，而明知地以實際上的某種合作取代，
152
153
154

155
156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s 80-88.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s 89-94.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773/2004 of 7 April 2004 relating to the conduct of
proceedings by the Commission pursuant to Articles 81 and 82 of the EC Treaty.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21.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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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也將之納入該條禁止的範圍內 。
執委會認為，本案華碩和其零售商採取的行為，已經構成了歐盟運作條約
第101條(1)中的一個或多個協議，以及/或者一致性行為。其已經顯示了德國華
碩或法國華碩，和許多德國和法國的獨立零售商間，有某種協議且/或一致性
行為的特徵。透過該行為，德國華碩和法國華碩表達其意圖，要與其零售商一
158

起，限制轉售價格之競爭 。
2. 單一與持續的侵害行為
執委會指出，第101條的侵害行為，不只包括一個單一行為，也可包括一
系列行為或行為過程，即便該系列行為或行為過程中的一個或多個面向，本身
也可以獨立構成侵害行為。因此，如果不同行為構成一個「整體計畫」，因為
其共同的目的是扭曲內部市場的競爭，執委會有權將這些行為，認定為是參與
159

一個整體侵害行為的部分，而課予責任 。
執委會因而認為，本案所調查的行為，在德國構成了單一且持續的侵害行
為；在法國也構成了單一且持續的侵害行為。因為在德國的所有行為，都是想
追求同樣的反競爭目的，亦即想在德國維持價格在建議轉售價格的水準。在法
160

國的行為也是一樣 。
證據顯示，所有的維持轉售價格的行為，都構成了德國華碩和法國華碩在
德法所實施的整體商業策略的一部分，就是想要控制華碩商品的轉售價格，讓
個別零售商的價格在建議轉售價格一樣或之上。除了上述立即之目的，此一持
續的價格監視和轉售價格維持行為的更大目的，是要避免，當有一個零售商降
161

低售價，其他零售商就會跟進，進而造成市場中全面的降價 。
最後，因為德國華碩和法國華碩在所調查的期間都採取一致的模式，參與
的人實質上都一樣，實質上是一個持續且一致性的方法，因此可認定是兩個單
162

一且持續的侵害行為 。
3. 限制競爭
其次，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1)所禁止之聯合行為，其目的或效果在於避
免、限制或扭曲內部市場的競爭。執委會指出，事業間所採取某種類型的合作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97.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s 98-99.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100.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102.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103.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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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已經對競爭產生相當程度的傷害，而不再需要檢查其行為的效果。從過
去的案例法中也可歸納，事業間採取的某些類型的合作，本質上就可被視為對
正常競爭的適當運作有所傷害。因此，某些聯合行為，例如維持轉售價格，可
被視為很可能對產品或服務的價格、選擇、數量、品質有負面效果，因而在適
163

用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1)時，無庸去證明對市場的真正效果 。
執委會認為，本案所調查的行為，德國華碩和法國華碩限制了零售商在
德、法決定其轉售價格的能力。此種行為，在本質上，就已經是第101條(1)的
164

限制競爭 。
4. 對會員國間貿易的影響
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1)的目的，是要禁止會傷害會員國建置內部市場
的協議或一致性行為，不論是想切割國內市場，或是影響內部市場競爭的結
165

構 。
執委會認為，德國華碩和法國華碩的行為，會對會員國兼貿易造成影響。
在所調查違法期間，德國和法國的零售商，都將華碩產品賣給不同會員國的消
費者。尤其，在本案中，德國華碩曾要求法國零售商，不要將產品以低於建議
166

轉售價格賣到德國，更證明影響了跨國交易 。
5. 不適用第101條(3)
根據垂直限制集體豁免規則（Vertical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第4條
(a)，「不應適用於下述垂直協議，其會直接或間接、獨立或搭配其他當事人控
制的因素，具有下述目的：(a)限制買方決定銷售價格的能力，但不影響供應商
可以加諸最高的銷售價格或建議的銷售價格，只要其不會因為當事人的壓力或
167

所提供之誘因，而沒成為固定或最低銷售價格。 」
執委會認為，德國華碩和法國華碩的行為，無法豁免於垂直限制集體豁免
規則，因為其目的就是要限制華碩產品的零售商，獨立決定其銷售價格的能
168

力 。
此外，雖然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3)有豁免規定，但執委會也認為，本案
系爭行為，也不符合該條所設定的豁免條件。尤其，並沒有證據顯示，採取這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s 106-107.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s 108-109.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110.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111.
Vertical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 Article 4(a).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s 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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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行為是引誘零售商在某些促銷行為、銷售前服務上的投資，或避免網路和實
169

體銷售管道間搭便車行為的衝擊，所不可或缺之行為 。
(四) 處罰
首先，執委會根據Regulation (EC) No 1/2003規則第7條

170

，做出禁止命

令，要求華碩等公司不得再從事系爭行為，且未來不得從事具有類似目的和效
171

果的措施 。
172

根據Regulation (EC) No 1/2003規則第23條(2) ，執委會可對違反歐盟運作
規則第101條之事業課處罰鍰。對從事侵害行為的事業，罰鍰不能超過前一年
173

商業年度總營收的10％。根據第23條(3) ，執委會在確定罰鍰金額時，必須考
慮到侵害行為的嚴重程度與持續期間。而在決定罰鍰時，執委會也應根據自己
174

所制定的「罰鍰指引」（Guidelines on fines） 。
首先，罰鍰金額要參考，侵害行為直接和間接在歐盟相關地理區域的銷售
價值。 最多可以銷售價值的30％作為基本金額，並參考侵害行為的嚴重程度，
乘上侵害行為的年數。在計算銷售價值時，執委會通常是採計該事業參與侵害
行為前一整個完整商業年度的銷售。在衡量侵害嚴重程度時，執委會會考量許
多因素，包括侵害的性質、事業的市場占有率、侵害行為的地理區域範圍，以
及該侵害是否被執行。執委會也可以考量基本金額是否要增減。其將會考量所
175

有相關因素，做整體評估。執委會特別注意要確保罰鍰具有嚇阻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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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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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117.
(EC) No Regulation 1/2003, Article 7(1)(“1. Where the Commission, acting on a complaint
or on its own initiative, finds that there is an infringement of Article 81 or of Article 82 of
the Treaty, it may by decision require the undertakings and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concerned to bring such infringement to an end….”).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s 125-126.
(EC) No Regulation 1/2003, Article 23(2)(“2. The Commission may by decision impose
fines on undertakings and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where, either intentionally or
negligently:(a) they infringe Article 81 or Article 82 of the Treaty; or…
For each undertaking and association of undertakings participating in the infringement,
the fine shall not exceed 10 % of its total turnover in the preceding business year.”).
(EC) No Regulation 1/2003, Article 23(3)(“3. In fixing the amount of the fine, regard shall
be had both to the gravity and to the duration of the infringement.”).
Guidelines on the method of setting fines imposed pursuant to Article 23(2)(a) of
Regulation (EC) No 1/2003, OJ C 210, 1.9.2006.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s 12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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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執委會認為，系爭侵害行為屬於故意侵害 。進而，執委會決定採
計2013年華碩整年的銷售數字，包括德國華碩在德國的營收金額，以及法國華
177

碩在法國的營收金額 。德國部分，只計算系統事業部門，以及開放平台事業
部門所銷售的桌機和顯示器產品。法國部分，則計算開放平台事業部分銷售的
178

所有產品 。
因而，執委會認為在德國部分的銷售價值為4億到4億5千萬歐元，法國部
179

分為6千萬到9千萬歐元 。就嚴重程度而言，執委會認為，雖然維持轉售價格
在本質上就會限制競爭，但限制競爭的程度比起水平協議來得低，所以最後決
定採銷售價值的7％

180

。至於銷售期間，在德國的單一且持續的侵害行為，從

2011年3月3日開始，持續到2014年6月27日（3年3個多月）。在法國的單一且
持續的侵害行為，從2013年4月7日開始，持續到2014年12月15日（1年8個多
181

月） 。
執委會套用上述數字及公式，算出在德國部分應該課予的罰鍰為8千萬到
1億1千萬歐元，在法國部分應該課予5百萬到1千5百萬歐元

182

。此外，執委會

183

認為，並沒有其他加重或減輕因素 。這個數字並沒有超過Regulation (EC) No
184

1/2003第23條(2)所限制的罰鍰最高金額不超過一年總營收的10％ 。不過，因
為華碩在被調查後，就非常積極配合調查，執委會認為，根據罰鍰指引第37
185

186

點 ，可以減少罰鍰40％ 。
執委會指出，華碩與執委會的合作，超越了其法律義務，表現在下面兩方
面： 1.提供額外的證據，對於執委會已經掌握的證據之外，顯示重要的價值，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134.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135.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136.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137.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138.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s 118-119.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140.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141.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142.
Point 37 of the Guidelines on fines(“37. Although these Guidelines present the general
methodology for the setting of fines, the particularities of a given case or the need to
achieve deterrence in a particular case may justify departing from such methodology or
from the limits specified in point 21.”).該條規定除了21點可以考量的其他加重減輕因
素之外，還可以有其他考量。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143.

第 25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48

讓執委會能夠強化對該侵害行為的證明；2.承認其行為構成歐盟運作條約第101
187

條的侵害行為；3.放棄某些程序性權利，使得行政更有效率 。
最終的罰鍰為，對於發生在德國的單一且持續的侵害行為，處罰5千8百16
188

萬2000歐元；對於法國的單一且持續的侵害行為，處罰5百36萬歐元 。
本案一個重要意義在於，在調查期間，因為4家公司都與執委會合作、提
供證據，並承認相關事實與違反歐盟競爭法。由於這樣的合作，執委會願意降
低原本應該的裁罰金額達40％至50％。例如華碩就被減輕裁罰金額40％，而最
終被裁罰為6千3百52萬歐元。
執委會強調，此種合作讓可以讓執委會加速調查過程，提高該裁決的重要
性與影響力；而廠商也可以因合作的程度，而大幅減輕裁罰金額，乃是一種雙
贏。但除了執委會裁罰外，還有後續賠償問題。包括未來歐盟各會員國消費
者認為因為本案的維持轉售價格行為而受到損害，仍可至各國法院向廠商提起
訴訟，且在法院訴訟中，可將執委會的認定做為證據。因此，受罰廠商在各國
法院仍然可能面臨私人的損害賠償訴訟，且在各國法院中並沒有裁罰打折的獎
勵。
(五) 小結
從華碩等4家公司裁罰案來看，歐盟執委會就轉售價格維持的案例處理，
維持過去一貫的標準，認為其屬於核心限制。一方面，就是否有限制競爭效
果，是要有限制競爭目的，無庸是看是否真得有限制競爭效果。其次，因為屬
於核心限制，所以也無集體豁免之適用。最後，也不會有第101條(3)個別豁免
適用的可能。
當然，在華碩案中，因為華碩配合調查且認罪，可能並沒有提出個別豁
免適用的主張。但實際上，要第101條(3)個別豁免的空間很小。從本文研究來
看，執委會目前從來沒有真的認為有任何一種情形可以符合個別豁免的4個要
件。2010年版指導原則指出了轉售價格維持的促進競爭的3種可能，一是推介
新產品，二是統一低價促銷，三是促使零售商提供銷售前服務，避免搭便車。
而在華碩案中，執委會只簡單說到，華碩並沒有提出這3種抗辯。
筆者認為，所謂的三、促使零售商提供銷售前服務，也是要刺激消費者需
求，所以跟一、推介新產品可以連結，最重要的就是要讓零售商有一定的獲利
空間，願意用獲利空間去採取銷售前服務、推銷產品、提高消費者需求，使整
187
188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144.
Case AT.40465 – ASUS, at para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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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產品銷售量提高。只是，消費性電子產品的生產或銷售，並不會因為沒有
維持轉售價格，就不會出現。所以，其一開始就不符合第101條(3)的第一個條
件，就是為了促成產品的製造或分銷。進而，更不會符合第二個條件（要將利
益分配給消費者）。
本文特別將轉售價格維持套用在圖書定價銷售協議的問題上，就是想要說
明，其實部分的冷門書，確實會因為網路書店或大賣場、連鎖書店的低價促
銷，導致小書店獲利有限；一旦獲利有限，書店就不願意展示冷門書，導致冷
門書等沒有銷量。甚至小的實體書店也會因為沒有獲利而結束營業，導致出版
社的書籍整體銷量更少，使更少的書籍被出版銷售。因此，其就能通過第101
條(3)的第一個條件，就是為了促成產品的製造或分銷。進而，是否可以符合
第二個條件（要將利益分配給消費者），就看每個人是否認為，出版多一點圖
書、讓讀者有機會看到更多元圖書，是對消費者有利的一件事了。

六、結論
歐盟執委會2018年7月對華碩等4家公司的裁罰，是第一次對於製造商就網
路商店所為的維持轉售價格做出裁罰。但就裁罰結論來看，歐盟執委會維持一
貫看法，維持最低轉售價格原則上屬於核心限制，推定有反競爭效果，且不適
用集體豁免，而在該案中也沒詳細討論就認為不適用個別豁免。這樣的發展，
一方面有助於網路商店的比價戰爭，讓消費者買到更便宜的商品；但另方面，
對於實體商店提供售前與售後服務的誘因降低，實體商店的經營越加困難。
不過，一般實體商店若因為沒有辦法獲得轉售價格維持的保護，而導致漸
漸萎縮，競爭不如網路商店，對消費者的傷害也許並不明顯。但是若思考到圖
書出版的問題，因為網路書店的超低價折扣銷售，導致實體書店無法透過維
持轉售價格作為獲利之保證，使冷門書不被出版，整體書籍出版及銷售量都減
少，最後實體書店關門。實體書店的存在，對於文化、教育的推廣價值，是否
在競爭法的思考下要被納入考量，值得令人深思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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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楊宏暉（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從美國對於維持轉售價格規範面角度，Leegin案之後，執法機關態度從
當然違法轉向合理原則。歐盟修訂集體除外規則，對於最高轉售價格和建議
價格，其市占率30%以下可以除外，即便超過30%，廠商亦能透過證明壓低價
格、增進產出、增加市場競爭等得到豁免。但維持最低轉售價格仍屬核心限
制，不適用30%之安全港，不過在指導原則中還是容許了3個例外，其中一個
即是防止搭便車的抗辯。
最低轉售價格能夠提供經銷商合理利潤，排除搭便車效果，降低品牌內價
格競爭，維持品牌形象進而促進品牌間競爭，但是否為達成目標及解決搭便車
問題之唯一手段，尚有爭議。以華碩在歐盟的案例說明，網路經銷商市場進
入門檻低，網路經銷商比較容易進入市場，而實體店面成本較高，其提供之服
務，可能讓網路經銷商搭便車，故施行最低轉售價格，但是，此一辯解不為歐
盟法院所接受，仍然對於最低轉售價格限制，維持一貫之嚴厲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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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轉售價格之規範理念與革新之道
─以經濟分析及我國法制變革為中心
黃銘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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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競爭法制關於維持轉售價格之規範變遷
參、維持轉售價格之促進競爭、限制競爭效果及類型
一、維持轉售價格之促進競爭效果
(一)防止導致市場失靈之搭便車行為，激勵有益於消費者之銷售相
關服務的提供
(二)調整上游製造商與下游經銷商間誘因不一致問題，促使二者誘
因一致，令契約得以有效執行
(三)藉由下游經銷商品質認證功能服務的提供，維持上游製造商之
良好聲譽
(四)維持商品品牌形象，促使事業有建立自我品牌、提高其商品附
加價值之誘因
(五)避免雙重剝削、維護消費者權益
(六)小結
二、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的維持轉售價格之類型
(一)上游製造商可能藉由維持轉售價格促進其彼此間之聯合行為有
效被推動、遵守
(二)擁有市場支配力之上游製造商，可藉由維持轉售價格策略維持
其市場力量
(三)下游經銷商可能藉由維持轉售價格促進其彼此間之聯合行為有
效被推動、遵守
(四)擁有市場支配力之下游經銷商，可藉由維持轉售價格策略維持
其市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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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平交易委員會維持轉售價格規範法律執行之現狀與問題點
一、漠視限制競爭行為之對市場效果要件
二、將維持轉售價格限制競爭效果限定於價格競爭之錯誤認知
三、不當區別價格及非價格垂直限制之違法性判斷標準
伍、維持轉售價格規範未來應有之改革方向與內容
一、公平交易法第19條規定應有的解釋之道
二、公平交易法第19條立法改革論
陸、結語

壹、前言
公平交易法（以下稱「公平法」）2015年2月4日之修正，將修法前原本列
於不公平競爭章節中之第18條維持轉售價格規範，依其規範本質改置於限制競
爭章節中條次並變更為第19條，且配合對其規範性質的重新認知及釐清，並
將條文內容由原來「事業對於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
三人再轉售時，應容許其自由決定價格；有相反之約定者，其約定無效。」的
效力規定方式，變更為「事業不得限制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
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之禁制規定
方式，並增加第2項之服務準用規定。立法理由對此規範性質及方式的重大變
動，如此說明：「本條之立法意旨，係為防止事業對商品轉售價格為限制，惟
現行條文所採約定無效之規定，究屬民事契約之效力規定，或係歸責該行為具
限制競爭內涵之違法性格而為禁止規定，時有爭議。為杜爭議，爰明定禁止限
制轉售價格之行為，另參酌國際潮流之趨勢，如最高轉售價格等有正當理由
者，即不在此限，爰於第一項增列但書規定。」論者對於本次修正，亦多持高
1

度肯定態度 。
1

參照馬泰成，「限制轉售價格與合理原則」，公平交易季刊第25卷第4期，32頁，
2017年10月。氏對於該次修正如此總評：本次法律修正「使得競爭體制對RPM的
規範由過去以行為為基礎的絕對違法標準，放寬為以效果為基礎的合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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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立法理由說明，似乎可以窺知，公平法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以
下稱「公平會」）似已體察國際競爭法潮流有關維持轉售價格規範發展趨勢，
從而遂有該次對其規範定位及條文內容的「正名」修正。然而，聽其言，觀
其行。在仔細檢視公平會於該次法律修正後，基於現行法第19條規定所為的
2

全部處分案例後 ，卻又發現公平會不僅違背競爭法「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之違法性判斷一般法理，直接將所謂「正當事由」之促進競爭情事的
舉證，轉嫁給被處分人，且縱令於被處分人提出各種正當事由抗辯後，公平會
皆以渠等未能提出「促進品牌間之競爭」之積極效果的具體事證，而駁回其正
當理由的抗辯。論者對此執法作為，批評以：「現行公平法對於轉售價格維持
3

的管制，形同趨近於適用當然違法」 。
此種形式修法、實質不修法的執法態度，其根本原因或在於公平會對於維
持轉售價格行為的限制競爭、促進競爭真諦之所在，仍未能徹底有效理解，以
致於對於維持轉售價格一事，依舊抱持著修法前的敵視、敵對態度，認為除其
立法理由所提及之最高轉售價格維持等極為少數例外的情況外，最低或固定維
4

持轉售價格 本質上即內含限制市場競爭因子，故應原則視為違法，從2015年
法律修正後第1件維持轉售價格之處分理由中，公平會已有如下定調：「倘事
業對於其交易相對人就所供給之商品設定轉售價格，或對交易相對人就其銷售
商品與第三人後，就該第三人銷售價格為間接限制，並以配合措施限制交易相
對人遵行，致經銷商無法依據其各自所面臨之競爭狀況及成本結構訂定售價，
其結果將削弱品牌內個別經銷通路或零售業者間的價格競爭，故為上開法條原
則所禁止。另限制轉售價格雖有降低下游市場競爭，可能成為事業從事聯合行
為之工具，降低品牌內同質商品之競爭；然在例外情況下，限制轉售價格或
有相較於自由訂價，更具促進競爭效果，而得依前揭但書規定主張其正當性
5

者。 」
然而，此種將維持轉售價格視為理所當然內含有限制競爭因子的認知，是
2

3

4

5

參照公平會公處字第104110號、公處字第105078號、公處字第105107號、公處字
第105111號、公處字第106013號、公處字第106024號、公處字第106036號、公處
字第107023號、公處字第107030號、公處字第107047號等號處分。
魏杏芳，「論網路經銷的價格限制」，公平交易季刊第26卷第2期，166頁，2018
年4月。
本文以下提及「維持轉售價格」時，除非有特別另外提及，否則皆係指最低維持
轉售價格或與此有同樣效果之固定維持轉售價格。
參照公平會公處字第104110號處分，處分理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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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真的符合國際潮流發展趨勢？且是否與近年來競爭法經濟分析的發現相吻
合？倘若現今主流的競爭法經濟分析成果難能附和公平會上開見解，則未來
我國公平法第19條的解釋及適用，又應如何為之，方能徹底實現公平法第1條
「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
榮」之立法目的。於此問題意識下，本文嘗試基於近年來競爭法經濟分析所獲
致的成果，探索公平法第19條未來應有之規範作為。首先，於第二節中，簡述
美、歐二國（區域）競爭法制關於維持轉售價格規範理念及作為之變遷，藉此
以概觀國際潮流有關維持轉售價格規範之發展；其次的第三節則就維持轉售價
格所具有之促進競爭、限制競爭效果加以分析，並具體提出其可能產生限制競
6

爭效果的具體類型 ；第四節針對公平會現行關於第19條之解釋及適用，於公
平法整體規範邏輯上可能發生之謬誤，加以指摘；之後的第五節，分別從解釋
論、立法論出發、探討公平法第19條未來可有的解釋及修正之道；最後的第六
7

節，則就本文敘述，做一總結 。
6

7

本文第二、三節部分多有援用筆者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訴字第1046號訴訟
過程中，受原告美商蘋果亞洲股份有限公司委託所提出之法律意見書。
維持轉售價格最近之規範發展及研究，乃是在於探討網路時代的電子商務或網路
零售時所發生的線上維持轉售價格，其規範原理及方式是否可以繼續沿用過去實
體時代的規範理念及作法。最近歐盟對於包含我國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在內的
事業，以渠等對線上零售商強加維持轉售價格一事，認定為違法行為，並處以高
額的罰鍰（See European Commission - Press release,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four
consumer electronics manufacturers for fixing online resale prices, available at https://
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3&ved=2ahUKEw
jssMbY6IDeAhUI_GEKHciWAUIQFjACegQIBxAC&url=http%3A%2F%2Feuropa.
eu%2Frapid%2Fpress-release_IP-18-4601_en.pdf&usg=AOvVaw2HuAjZBNB07pm8u
ULmqVcw, last visited 2018/10/19.），或將再度引發對於此種線上維持轉售價格規
範應有之道的探討。筆者基本態度認為，電子商務或網路零售的興起，使得維持
轉售價格策略所欲解決的搭便車問題，更形嚴重。有以所謂「showrooming」現
象，描述其問題者。蓋實體店面對於光臨其店面的消費者所提供的實物展示、性
能、用途解說、試用、試穿、試戴等服務，將為網路商家所搭便車，消費者在實
體店面享受該等服務並確認有購買該產品之意願後，轉而上網購買未提供此類服
務從而可以較低價格銷售的網路商家，導致實體店面好像成為網路零售商的展示
間，網路時代資訊大量生產、即時取得的特性，使得實體店面被搭便車的情況變
得更為嚴重。事業藉由維持轉售價格策略避免此種搭便車行為，以促使對消費者
有利的售前、售後服務之提供，遂有其必要性與合理性。基於此種認識，論者遂
多主張，維持轉售價格應有的規範方式及作法，實無必要因電子商務、網路銷售
的崛起而做修正。參照馬泰成，前揭註1，62頁；魏杏芳，前揭註3，164-165頁；
Benjamin Klein,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of Online Retailing, in Roger D. Blair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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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競爭法制關於維持轉售價格之規範變遷
2015年2月的公平法修正，將維持轉售價格規範從原本置放於第三章「不
公平競爭」之章節中，特地配合對其規範理念及本質認知的轉換，將之改置於
第二章「限制競爭」中。此種章節改置不能單純認知為僅是形式的變換，而應
8

配合其規範性格從「行為不法」轉換成「市場不法」 ，進一步探討行為主體
是否具有一定的市場力量（market power）、其行為是否對相關市場帶來限制
競爭效果、其所具有之促進競爭效果並不足以彌補其限制競爭效果，並於確認
9

上開對市場效果後，方能終局地對系爭行為做出合法、違法之判斷 。蓋絕大
多數的競爭行為皆同時具有限制競爭及促進競爭之效果，從而公平法對於其規
範對象之限制競爭行為類型，遂要求依個案判斷，確認其反競爭或限制競爭效
果後，方能介入加以管制、禁止。例如，對於聯合行為規範，要求必須滿足
「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之要件（同法第14條第1
項）；對於獨占事業的管制，則除要求必須存在同法第9條各款之「不公平之

8

9

Daniel Soko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Economics (Vol. 2)
(2015). 雖有論者認為，現今網路零售業相當發達且提供多元且低價的產品，故應
對線上維持轉售價格予以嚴格禁止，以免影響網路零售業之發展。See, e.g., Marina
Lao,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The Internet Phenomenon and Free Rider Issues, 55(2)
The Antitrust Bulletin 473 (2010).然而，網路零售方式終究只是製造商眾多銷售方
式之一，倘若因為網路零售的搭便車行為，導致其他銷售方式或管道受到不當影
響，進而斲害其競爭能力，實難肯定製造商於此得實施無限制競爭效果之線上維
持轉售價格。See, e.g., Reuben Arnold, Neill Norman, and Daniel Schmierer,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nd Dual Distribution, available at http://awa2017.concurrences.com/
IMG/pdf/resale-price-maintenance-and-dual-distribution.pdf, last visited 2018/10/09.更
何況，反對見解所提出，製造商可以以限制競爭效果更小之其他方式（最主要為
促銷津貼）鼓勵下游經銷商提供各種銷售服務，藉此以解決搭便車問題。然而，
下游經銷商是否確實提供相關銷售服務、其提供之服務價值多少，上游製造商對
此是否擁有正確且及時的資訊，此一問題隨著銷售地域範圍及經銷管道的擴大及
多元化，將益形惡化。況且，若該方式有效且對製造商有利，不待學者建議，上
游製造商自必採行，渠等為採行該等維持轉售價格以外之其他方式，或可反正該
等方式於實際運作上，有其問題點。
關於「行為不法」、「市場不法」之說明，參照吳秀明，「從依賴性理論套討相
對市場優勢地位」，收錄於氏著，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523頁，元照出版，
2004年11月；黃銘傑，「公平交易法第19條之規範原理與架構」，公平交易法施
行九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21-324頁，元照出版，2001年8月。
類似的認知，參照魏杏芳，前揭註3，164-168頁。

58

第 25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方法」、「不當」、「無正當理由」等具體濫用行為外，行為主體並必須擁有
一定高度的市場占有率，以確定其濫用行為會對市場競爭造成不利影響；對於
事業結合則僅於其所帶來之限制競爭的不利益大於整體經濟利益時，方得禁止
之（同法第13條第1項）；而於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規範上，則要求系爭「無
10

正當理由」或「不正當」的交易限制行為，於其「有限制競爭之虞」時 ，方
得認定違法（同法第20條本文）。
由此可知，就我國公平法之立法體例而言，其有關限制競爭行為類型之規
範方式，乃是以其必須同時滿足「行為形式或樣態」加上「對市場效果」二者
要件後，主管機關方能介入、加以管制。維持轉售價格規範既屬於「限制競
爭」章節之一環，自不例外於此規範方式。事實上，司法實務雖未明言但實際
上亦是基此理念解釋、適用公平法維持轉售價格規範。例如，於有關維持轉
售價格最為著名之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825號判決中，判決理由如此說
明：公平法第18條「規範意旨，在於製造商直接對經銷商為商品轉售價格之拘
束，此一限制訂價之自由，將使特定商品『品牌內』之價格競爭完全趨於消
滅，再因品牌內競爭喪失，使得該特定商品價格下降壓力減少，進而間接導致
『品牌間』之競爭減少，故具有高度之限制競爭效果，致使少數事業獲得利
益，不利於自由市場之公平競爭、經濟繁榮及消費者之利益，均有公平競爭阻
礙性，自應視為當然違法。」
乍看之下，該號判決似基於行為不法規範理念而為，惟仔細詳查之，卻又
不然。判決理由之所以認定維持轉售價格行為屬當然違法，並非因其行為形式
或樣態本身有以致之，而係法院基於過去實務運作經驗及當時相關學說論述之
瞭解，認為維持轉售價格必定會使「『品牌內』之價格競爭完全趨於消滅」，
進而導致「『品牌間』之競爭減少」，從而具有「高度之限制競爭效果」、
11

「均有公平競爭阻礙性」，故一般應認定其屬違法 。在其他限制競爭規定皆
10

11

公平會實務運作對於「有限制競爭之虞」之解釋，要求行為主體其市場占有率必
須達15%以上。參照公平會2016年2月17日第1267次委員會決議：「1.公平交易
法第20條所規範之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行為，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未達
15%者，推定該事業不具有市場力量，原則上無限制競爭之虞。2.另考量市場運作
實務，事業之市場占有率雖未達15%，但若交易相對人對該事業不具有足夠且可
期待之偏離可能性，應認事業間有依賴性存在，該事業具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其
限制競爭之行為仍得依公平交易法第20條予以規範。」
本號判決「當然違法」之用語，或受美國反托拉斯法中之「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及「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二種法律適用法則之影響；惟於美國反
托拉斯法實務運作中，二者並非在將合法行為與違法行為迅速且嚴格的類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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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對市場效果」以為其適用前提要件的情況下，公平法第19條雖未有類似
之「對市場效果」要件，但若對其解釋、適用當不能偏離公平法「限制競爭」
章節規範目的與原理有正確認知的情況下，則於認定系爭維持轉售價格違法之
際，自當要求存在有對市場效果要件。上開判決雖屬2015年修法前之判決，
但已依當時實務運作經驗及學說見解，藉由闡明維持轉售價格行為所應具有的
「對市場效果」之內涵，以正當化其判決結果。只是，維持轉售價格是否果真
如該當判決所言，具有「高度之限制競爭效果」、「均有公平競爭阻礙性」，
故而應認定其屬當然違法行為呢？
近年來，隨著有關維持轉售價格的產業經濟研究之發展及各國競爭法實務
運作的演進，前述維持轉售價格必定具有「高度之限制競爭效果」的命題，逐
漸被推翻，且認為其不僅不會導致上述判決所稱「『品牌間』之競爭減少」，
甚至被推崇為促進品牌間競爭的利器。發生如此巨大變化的出發點，其實相當
簡單，其所要問疑者僅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上游製造商，為何要限制下
游經銷商之轉售價格？蓋對於上游製造商而言，其利潤＝銷售給經銷商之對價
×銷售數量。若此，則經銷商所銷售的數量愈多，製造商的獲利愈高；一般經
濟基本法則告訴我們，商品價格愈低，銷售數量就會愈多。於此認知下，上游
製造商根本不應對於下游經銷商限制其（最低）維持轉售價格，而應是鼓勵、
刺激下游經銷商間之競爭，競爭愈激烈、零售價格就會愈低、整體銷售數量就
愈多、製造商獲利就會愈高。依此論理，則合理的事業不當以維持轉售價格或
其他垂直交易限制手段，限制其下游經銷商之品牌內競爭，而應是開放、自由
令下游經銷商就其品牌商品從事激烈的品牌內競爭。如此簡單的道理，事業為
何不懂，又為何要從事於法律上存在疑義之包含維持轉售價格在內的垂直交易
限制等行為。答案在於：品牌間競爭。
12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1977年Continental TV, Inc. v. GTE Sylvania, Inc. 一案
13

判決指出：品牌間競爭才是「反托拉斯法的主要關心對象」 。一語道破，公

12
13

而係對應於行為之合法性或違法性推定程度的不同，產生舉證責任變化之理論。
申言之，適用「當然違法」之行為，原則上被推定為違法行為，惟當事人得提出
反證，證明該當行為有利於競爭及經濟效率，免除違法性之推定。See, e.g., J. J.
Flynn & J. F. Ponsoldt, Legal Reasoning and the Jurisprudence of Vertical Restraints: The
Limitations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 Analysis in the Resolution of Antitrust Disputes,
62 N. Y. U. L. Rev. 1125, 1145-51 (1987).
433 U.S. 36 (1977).
Id. at 52 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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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法應有的規範理念及目的。蓋品牌間競爭的存在，見證著市場多數競爭者彼
此間爭相為迎合、爭取消費者，而於價格、品質、服務上展開激烈的競爭；相
對於此，品牌內競爭並不保證消費者定會因此受益，倘若只有一家獨占事業存
在，則不論其品牌內競爭如何激烈，消費者都必須忍受其高額的獨占價格之設
定，忍受其因獨占而對於品質精進的怠惰……試著回憶過去我國不少國營事業
一家獨大之景況。由此可知，品牌間競爭是品牌內競爭有效的前提，沒有多
數競爭者從事品牌間競爭，品牌內競爭勢將無法有效發揮其作用。基於如此認
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遂有上述品牌間競爭方是「反托拉斯法的主要關心對
象」之警語。
只有認知到品牌間競爭才是公平法主要關心的對象後，吾人方能理解為何
事業要採取外觀或形式上看起來對其不利的維持轉售價格策略，限制其品牌內
之競爭。蓋藉由維持轉售價格策略的實施，上游製造商將可激勵下游經銷商提
供消費者所需求的售前、售後服務，令消費者對於其商品產生信心，進而發生
購買慾望，以提高其整體銷售量。正如同公平法第4條對於競爭之定義，謂：
「二以上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
交易機會之行為。」競爭之元素，並非只有「價格」而已，尚包含「品質、服
務或其他交易條件」等種種要素。若此，則當事業實施維持轉售價格之目的係
在於激勵、配合下游經銷商提供更為優質良善的售前、售後服務以增加其競爭
能力及能量時，其如此作為之本質及目的，仍在於促進競爭。或許，品牌內之
價格競爭因維持轉售價格的實施而不存在，但品牌內服務競爭、其他交易條件
的競爭，當會更加激烈進行、擴散。因為，不好好提供服務等交易條件的下游
經銷商，未來勢將面臨上游製造商拒絕繼續經銷合約的困境。毋庸贅言，於此
情境下，品牌間競爭只會更為激烈，而不會鬆緩或消失。
由上可知，當吾人深切認知到公平法第4條關於競爭之規範意涵，並非只
有價格競爭，而尚包含服務等其他條件的競爭時，則品牌內競爭並不會因維持
轉售價格的實施即全然消失；更何況，倘若吾人將視野開拓到品牌間競爭，更
可發現，不僅品質、服務等其他交易條件的競爭因此更形激烈，只要事業間
14

未藉此從事價格聯合 ，各種不同品牌間的價格競爭，只會更為激烈，而不會
後退。因此，前述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825號判決所稱「限制訂價之自
由，將使特定商品『品牌內』之價格競爭完全趨於消滅，再因品牌內競爭喪
14

倘若，事業有將維持轉售價格作為聯合行為實施工具之情事，則自可依據公平法
第14條第1項，制止、取締該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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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使得該特定商品價格下降壓力減少，進而間接導致『品牌間』之競爭減
少，故具有高度之限制競爭效果……自應視為當然違法。」之推論，對照最近
各國產業經濟及競爭法研究有關維持轉售價格之發展，當有變更其認知的必
要。在品牌內競爭限制並非限制或導致品牌間競爭的減少，而係具有促進品牌
間競爭之功能時，對於維持轉售價格就無法繼續「自應視為當然違法」，而必
須從具體個案衡量其限制競爭與促進競爭二者之效果後，方能確定其違法性，
確保公平法第1條「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立法目的之實現。
基於上述認識，促使過去將維持轉售價格視為「當然違法」之外國競爭法
實務運作，於今亦不得不改弦易轍，承認維持轉售價格促進競爭的可能性，對
其違法性判斷方式，改採「合理原則」為之。例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不僅早
15

於1997年即宣告最高維持轉售價格適用合理原則 ，更於2007年Leegin Creative
16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 一案中，廢棄其將近一百年前所形成的最
17

低維持轉售價格當然違法的判例 ，對於最低維持轉售價格亦改採合理原則之
法律適用方式，於考量系爭行為所具有之促進競爭與限制競爭效果二者並加以
18

比較衡量後，方論斷其違法性 。至此，美國法上，所有價格、非價格的垂直
交易限制，皆適用同一「合理原則」之法律適用方式。值得注意者，美國二個
反托拉斯法主管機關（法務部反托拉斯局及聯邦交易委員會），在上述2007年
Leegin一案審理過程中，共同提出「法庭之友」（Amici Curiae）意見書，全力
支持對於最低維持轉售價格應廢棄當然違法之判斷方式，改採合理原則認定其
19

違法性 。
同樣的蛻變，亦可見於歐洲聯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之判決實務。歐盟法院於1985年的Binon一案判決中認為，維持轉售價

15
16
17
18

19

See State Oil Co. v. Khan, 522 U.S. 3 (1997).
551 U.S. 877 (2007).
Dr. Miles Medical Co. v. John C. Park & Sons Co., 220 U.S. 373 (1911).
關於美國法維持轉售價格規範之發展沿革及變遷，參照周振鋒，「美國法對轉售
價格維持的新發展─兼論公平交易法第18條的妥適性」，公平交易季刊第19卷第1
期，122-126頁，2011年1月。
FTC and Department of Justice Amicus Curiae Brief in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 Concerning Vertical Minimum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greements,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amicus_briefs/leegincreative-leather-products-inc.v.psks-inc.d/b/kays-kloset...kays-shoes/070122leegin06480amicuspdc.pdf, last visited 201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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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格本身構成對競爭的限制，屬當然違法 ，毋庸再實際認定其限制競爭效果之
有無，而得一律認定其違反現行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21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第101條第1項規定 。然而，於2008年CEPSA

22

一案判決中，歐盟法院放棄當然違法之法律適用方式，聲明維持轉售價格是否
違反TFEU第101條第1項規定，仍必須就系爭行為是否滿足該條規定所要求之
23

以限制競爭為目的或發生實質限制競爭效果二者要件，加以判斷之 。此一法
24

律見解的變更，其後於2009年Pedro IV Servicios 一案判決中，再度受到歐盟法
院的確認。
與此同時，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於2010年所頒布的「垂直交易限制指
25

26

針」 中，亦放棄其之前指針 對於維持轉售價格採取當然違法之執法政策，
而認為維持轉售價格雖有限制競爭的可能性，但亦有促進競爭之效果，而可依
27

據TFEU第101條第3項規定，取得豁免 。該指針並舉出具體事例說明，倘若維
持轉售價格係為促使下游經銷商提供必要的售前服務時，該當行為即有增進銷
28

售效率的可能性，而得適用TFEU第101條第3項規定之豁免 。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See Case C-243/83 Binon [1985] ECR 201. 判決中，歐盟法院如此敘述：「provisions
which fix the prices to be observed in contracts with third parties constitute, of
themselves, a restriction on competition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101 (1)] which
refers to agreements which fix selling prices as an example of an agreement prohibited by
the Treaty.」
TFEU第101條第1項規定禁止任何可能對於會員國貿易帶來實質限制競爭效果或以
限制競爭為其目的之事業間的水平或垂直合意行為。
Case C-279/06 CEPSA Estaciones de Servicio SA [2008] ECR I-6681.
判決如此說明：「If [a distributor is] required to charge the fixed or minimum sale price
imposed by [a supplier], that contract…..will be caught by the prohibition provided for in
[101(1) TFEU] only if its object or effect is to restrict appreciably competition within the
common market and it is capable of affecting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Id at 72.
Case C-260/07 Pedro IV Servicios [2009] ECR-2437.
Commission notice -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 Official Journal C 130,
19.05.2010.
Commission notice -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 OJ C 291, 13.10.2000.
依據TFEU第101條第3項規定，系爭行為縱令有限制競爭效果但若其對於產銷效率
的增進、經濟及技術發展的提升且將其雨露適當均霑給消費者時，將可排除第101
條第1項規定的適用。
Id at 225.該指針相關敘述之原文如下：「However, RPM may not only restrict
competition but may also, in particular where it is supplier driven, lead to efficiencies….
the extra margin provided by RPM may allow retailers to provide (additional) presales
services, in particular in case of experience or complex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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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美、歐法院判決及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實務運作可知，縱令法條規定
內容本身完全沒有修正，仍是維持一百年前的原樣，但肩負著「確保自由與公
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重大使命之競爭法，其法律執行絕不能墨守
成規、故步自封，而須隨時配合社會經濟情勢的發展、產業經濟研究的深化，
調整其法律適用方式，唯有如此方能有效落實公平法之立法目的。倘若僅是拘
泥於法律形式文言字句，致使其法律執行結果禁止促進競爭行為之遂行，實是
本末倒置、見樹不見林的荒謬。已故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院長Charles E. Hughes
對此早有洞見，氏謂：「Realities must dominate the judgment….. "The legality
of an agreement or regulation cannot be determined by so simple a test as whether it
restrains competition. Every agreement concerning trade, every regulation of trade,
29

restrains."……The Anti-Trust Act aims at substance.」 的確，在公平法的實務運
作中，並沒有如此簡單的違法性判斷標準，得以斷言特定合意一定會限制競爭
而具有違法性。在重視法律實質、經濟實質的公平法規範理念及精神下，現
實、事實應主導著判決走向，任何判決或處分應根本於其限制競爭或競爭效果
之分析，方能契合實際，符合公平法確保公平競爭之立法目的。

參、維持轉售價格之促進競爭、限制競爭效果及類型
從前一節所述美、歐競爭法運作實務對於維持轉售價格之法律適用方式，
已從過去的當然違法修正為適用合理原則之變遷過程，當可清楚知悉，維持轉
售價格或可能引發部分限制競爭情事，但其促進競爭之正面效益不可忽視。正
如同當今美國反托拉斯法泰斗Herbert Hovenkamp教授於其檢討美國反托拉斯
法執行良窳之名著中所言：「由製造業者所發動而未受零售業者脅迫所推行之
維持轉售價格策略，幾乎確定都是具有促進競爭效益者；反之，由有力的經銷
業者或經銷集團所強加製造業者實施之維持轉售價格，則有更多限制競爭的
30

可能性。」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前委員亦是著名的產業經濟學者之Joshua D.
Wright教授，在2014年4月9日對歐洲競爭法學者及官員演講時，亦明白指出：
「經濟學家幾乎都一致同意，雖然維持轉售價格於部分事例中可能發生限制競
29
30

Appalachian Coals, Inc. v. United States, 288 U. S. 344, 360, 377 (1933).
Herbert Hovenkamp, Antitrust Enterprise – Principle and Execution 185 (2005).
Hovenkamp教授此一結論，其實與前述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所頒布的垂直交易限
制指針之見解一致，參照前揭註26之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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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結果，但實證資料顯示，其於大多數事例皆有促進競爭之效果。」 由上敘
述，當可得出如下具有相當確信之結論，亦即：由製造業者自主發動的維持轉
32

售價格，原則上都具有促進競爭之效果 。
實際上，前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2007年之Leegin判決，亦是在此種認識
下，決定推翻其幾乎已經運行一百年的判例，對於最低維持轉售價格從原本
的當然違法，改採合理原則之法律適用方式。判決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如
此敘述：「economics literature is replete with procompetitive justifications for a
manufacturer’s use of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the justifications for vertical price
restraints are similar to those for other vertical restraints….. vertical price restraints
33

are to be judged by the rule of reason.」 究竟維持轉售價格有何促進競爭效果，
是我國法院及公平會經常輕忽，而為美、歐司法判決實務所大肆讚揚，進而變
更其長期以來之當然違法作法，改採合理原則以比較衡量其促進競爭、限制競
爭之效果。以下，先就維持轉售價格所具有的促進競爭效果，分項予以詳細敘
述；維持轉售價格可能帶有的限制競爭效果，則留待下節敘述。

一、維持轉售價格之促進競爭效果
(一)防止導致市場失靈之搭便車行為，激勵有益於消費者之銷售相關服務的提供
如同前述，上游製造商具有相當程度的誘因試圖激勵下游經銷商提供消費
者需求的服務，令消費者得因此等服務而更深一層認識到系爭商品的優點，進
34

而產生購買慾望。尤其是，在經驗財 或複雜商品之情形，因必須經由體驗方
能理解商品之內容及其消費目的之合適性，故而銷售服務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此種銷售服務廣泛包含商品展示空間、促銷活動、銷售人員對商品知識的嫻熟
度、投入系爭商品之銷售時數、整體販賣空間的舒適性、售後服務……等。當
銷售服務提供更多、更有可能獲得消費者的青睞，而得以連結至商品銷售數量
的增加時，上游製造商當然期待下游經銷商可以提供更多此類銷售服務。然
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此種銷售服務的提供需要成本，鑑於製造商因已將
31

32
33
34

Joshua D. Wright, The Economics of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 Implications for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
public_statements/302501/140409rpm.pdf, last visited 2018/10/12.
國內經濟學者亦有類似見解者，參照馬泰成，前揭註1，61頁。
551 U.S. at 878.
所謂「經驗財」，係指消費者在購買前不易利用低成本的方法，清楚檢視或瞭解
商品品質或特性，而通常需於消費後方能認知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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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所有權移轉給經銷商而取得對價，從而是類銷售服務的成本將由經銷商自
行負擔，衝擊經銷商之獲利程度。當然，倘若經銷商藉由銷售服務的提供，可
以大幅增加銷售數量，則薄利多銷亦可維持其獲利。
然而，若該系爭品牌商品有諸多經銷商存在而彼此競爭時，極有可能產生
市場失靈之現象，導致消費者所期待的銷售服務無人有誘因提供。理由在於，
倘若提供銷售服務的經銷商將其銷售服務成本轉嫁至零售價格，勢必使得其零
售價格大為上漲；惟此類銷售服務具有一種準公共財性質，其他未提供此類銷
售服務之經銷商，因未付出相對的服務成本從而可以設定較前者為低的零售價
格，並向消費者引誘促其至提供銷售服務之經銷商處享受優良的銷售服務後，
再至自己的店鋪消費，以更為低廉價格購買系爭品牌商品。此種搭便車行為，
若為提供銷售服務之廠商所知悉，其亦將合理地放棄此類有利於消費者服務之
提供，期能減少成本以與其他經銷商進行價格競爭。當所有合理的經銷商都採
取不提供銷售服務之合理策略後，就產生不合理的結果，亦即因再也無人提供
對消費者有益之銷售服務，降低消費者對於系爭品牌商品的購買意願，導致整
35

體銷售數量的銳減，衝擊上游製造商的獲利能力 。
為解決此一銷售服務提供的市場失靈問題，上游製造商或有二種應對方
式。其一，將市場劃分為多個銷售區域並於各該區內實施獨家交易或總經銷制
度，賦予經銷商在該區域內擁有相當於該品牌之獨占地位，從而無其他競爭事
業可對其銷售服務搭便車；其二，實施維持轉售價格策略，課予所有經銷商遵
守一定最低轉售價格之義務，令消費者無有誘因於享受特定經銷商之銷售服務
後，再到其他經銷商購買商品，蓋所有經銷商之價格皆因維持轉售價格的啟
動，趨於一致。根據法律經濟分析大師Richard A. Posner氏之研究，上述二種策
略中，維持轉售價格相較於區域總經銷更具有經濟效率及實施上的彈性。蓋在
區域總經銷制度下，於該區域就該品牌享有獨占地位的經銷商是否會提供足夠
的銷售服務，難能預知及監控。相對於此，藉由維持轉售價格，製造商將可於
同一區域內建立數個經銷據點，並藉由其間的競爭，創造出最適規模的銷售服
36

務之提供 。毫無疑問，對於希望藉由更多經銷商銷售其品牌商品之製造商而
言，維持轉售價格於此似乎就是唯一的選項，藉由維持轉售價格策略的推動，
上游製造商得以激發下游經銷商提供消費者所需求之服務，進而藉此與其他品
35

36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1977年Sylvania一案判決中，認為此種結果是一種市場失靈現
象。See 433 U.S. at 55 (1977).
Richard A. Posner, Antitrust Law 184-185 ( 2nd ed.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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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進行更為有效的競爭，消費者亦得經由此種服務的提供，於不同品牌間進行
正確且有效的比較，以購買符合其需求之商品。維持轉售價格於此解決銷售服
37

務提供不足或未能提供之市場失靈問題，創造出事業與消費者雙贏的局面 。
(二) 調整上游製造商與下游經銷商間誘因不一致問題，促使二者誘因一致，令
契約得以有效執行
前項敘述再次確認本文前述有關我國公平法第4條「競爭」定義之見解，
競爭之真正意涵並非僅是侷限於價格競爭，而係包含品質、服務及其他交易條
件在內之整體商品提供情境的競爭。職是，縱令維持轉售價格限制特定品牌內
之價格競爭，但由前項敘述可知，其目的在於激勵出更多其他服務、相關交易
條件的提供，促使同一品牌內的經銷商從事有益於消費者需求的激烈服務競
爭，於此不僅品牌內競爭並未消滅，而係轉換成銷售服務提供的競爭，品牌間
之價格及服務競爭，並因此而益形激烈。對此主張，或有反論，認為倘若搭便
車問題不存在或一部分消費者對於系爭銷售服務並無需求時，上游製造商是否
仍有實施維持轉售價格的必要性。事實上，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Leegin一案判
38

決，反對意見即基此而質疑多數意見見解的合理性 。
的確，若現實上前述搭便車問題並不會發生，則市場將不致於失靈；惟縱
使如此，並不表示上游製造商即對於下游經銷商之銷售服務完全沒有需求。於
此再次提醒注意者，對於上游製造商而言，包含價格、品質、服務整體在內
的競爭，乃是渠與其他品牌商品間競爭之利器，即使下游經銷商間並未有搭便
車問題的存在，但渠仍無法確定，各該下游經銷商是否會提供足夠其所期望之
銷售服務。此際，上游製造商及下游經銷商二者間，存在誘因不一致的問題，
維持轉售價格策略即是解決此種誘因不一致問題之利器，成為促進二者間契約
39

「自我履行」（self-enforcement）的特異機制 。
依據此一見解，製造商因經銷商銷售服務的提供而增加其銷售數量、獲益
良多，但經銷商因此而必須支出必要費用，導致其欠缺提供銷售服務之誘因。
於此，需求更多銷售服務的製造商與無意提供銷售服務的經銷商二者間，產
生誘因不一致或不對稱之問題。而且，對於經銷商而言，針對特定品牌所提供
37

38
39

See Lester G. Telser, Why Should Manufacturers Want Fair Trade? 3 J. OF L. & ECON.
86, 91 (1960); Lester G. Telser, Why Should Manufacturers Want Fair Trade II?” 33 J.
OF L. & ECON. 409 (1990).
551 U.S. at 921.
See, generally, Benjamin Klein, Assessing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fter Leegin, in
Einer Elhauge (ed.), Research Handbook on the Economics of Antitrust Law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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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銷售服務並無法提升其店鋪整體對於顧客之吸引力，無助於店鋪整體營業額
之增加。此一情形，於經銷商同時銷售多數品牌之商品時，更形惡化。理由在
於，針對特定品牌的銷售服務之提供，將導致經銷商對於其他品牌銷售服務提
供的減少，進而導致其他品牌商品銷售數量的減少，整體加減乘除、挖東牆捕
西牆後，經銷商可能並不會因此銷售服務的提供而增加其獲利，益加減損其提
供銷售服務之誘因。
對於此類誘因不一致的問題，製造商可藉由維持轉售價格予以消弭。申言
之，藉由維持轉售價格策略，製造商確保經銷商可以獲得一定利潤，不致因其
銷售服務提供致利益受損；與此同時，對於無意願提供此類銷售服務或提供
不足的經銷商，製造商將取消其經銷合約作為懲罰。由此可知，倘若銷售服務
對於系爭品牌商品而言，並非必要，製造商自可無須傷神特意推動維持轉售價
格以促使提供此類銷售服務，徒然提高其商品銷售價格而於競爭上處於不利地
位。然而，當此類銷售服務為系爭品牌商品競爭上所必須，製造商當有誘因藉
由維持轉售價格促使經銷商提供此類服務，經銷商若覺得此舉無利可圖，自可
不簽訂或終止經銷合約；惟若有意銷售系爭品牌商品，就必須積極提供相關銷
售服務，否則將可能面臨製造商以服務提供不足為由，終止經銷合約。於此，
維持轉售價格扮演著監督、促使經銷商自動履行契約條款之義務，令上游製造
商與下游經銷商二者誘因趨於一致，促進消費者所期待之銷售服務提供的最佳
化，品牌間競爭因此而更加健全。
正如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Leegin判決所述：「提供經銷商一定的保證利
潤並於其銷售服務提供未符合期待時終止經銷契約，或將是藉由誘發經銷商充
分發揮其功能擴大製造商市場占有率最有效率之作法。」

40

(三) 藉由下游經銷商品質認證功能服務的提供，維持上游製造商之良好聲譽
在百花齊放的激烈商品銷售競爭中，消費者雖然因此得享有更多的商品消
費選擇對象，但也可能因選擇對象過多而無法一一確認各該商品之品質，或是
縱使有意確認但亦因專業能力不足或時間限制等因素而無法就相關商品品質
進行合理比較，以確保選購符合其需求之商品。於此情形，若能由下游經銷商
基於消費者立場、為消費者扮演品質認證功能之角色，將可大幅減少消費者搜
尋、認證等交易成本，促進其消費意願、增加商品的銷售數量。申言之，倘若
下游經銷商向來即因其對於商品品質管理要求特別嚴格或僅銷售高品質商品、
40

551 U.S. at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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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因經常得以有效掌握流行趨勢而建立起流行商品店鋪等信譽時，其於整體
產銷過程中將扮演著非常特殊且重要的角色，令消費者因此對其產生信心，認
為只要是此類店鋪所販售之商品定當是品質保證或引領流行的商品。
毫無疑問，下游經銷商於扮演上述品質認證角色時，勢必要投入大量的費
用與精力從事各種品質確認、比較與發現流行等工作，或須花費鉅資設計展銷
空間以引起高品味、高格調之共鳴。然而，一旦特定經銷商建立起此一信譽，
即有可能遭到其他經銷商搭便車的行為，產生前述市場失靈之結果。蓋其他經
銷商對此即有誘因，向消費者大肆宣傳，告訴消費者渠等可以更為低廉價格選
購到與「○○名牌精品店」同樣的商品，享受同樣的品質保證與流行追隨功
能。當然，製造商或許可將其品牌商品單僅銷售給該擁有品質保證功能之經銷
41

商，惟此一作法可能產生類似前述總經銷作法之弊端 ，而不可行。此際，製
造商可藉由維持轉售價格的實施，於確保該等經銷商可以獲得一定利潤、補貼
其為品質確認功能所付出之投資成本的同時，並可因此斷絕其他經銷商搭便車
42

的念頭，防止市場失靈現象之發生 。其結果不僅可以有效促進不同品牌間之
商品競爭，亦可確保消費者作出正確的消費決定，而應予以高度肯定。
或有謂，此種對於名品、精品追求的潮流是否應予鼓勵，不無疑問。惟
對於此種涉及個人高度主觀價值判斷之問題，法律不應貿然介入，誠如1974
年諾貝爾經濟學講得主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所言：「競爭是一種發現過
43

程」 。市場競爭的主要功能在於發現消費者需求，進而滿足其需求，此種過
程及功能，正是消費者主權之體現，不能因個人主觀對於所謂搞怪、標新立異
的嫌惡感，即漠視消費者有此需求，而以法律完全否定、斷絕該等消費者的合
理期待。此一觀點，亦適用於以下維持轉售價格所欲發揮之功能─品牌形象的
維持。
(四) 維持商品品牌形象，促使事業有建立自我品牌、提高其商品附加價值之誘因
相信大家對於施振榮先生所提的「微笑曲線」概念，應該不會陌生。依照
施先生之主張，企業只有在建立自我品牌、提供優良服務，才能進入高獲利階
段，促進國家產業升級、推動經濟的快速成長。我國政府經濟事務主管部門亦
41
42

43

參照前揭註34及其所註釋之本文。
See, generally, Howard P. Marvel & Stephen McCafferty,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nd
Quality Certification, 15 Rand J. Econ. 346 (1984).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translated by Marcellus S. Snow), 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y Procedure, 5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9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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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鼓勵我國企業投入自我品牌的建立，推出所謂「品牌台灣發展計畫」 ，
協助企業建立自我品牌，希冀藉此提昇我國商品及服務整體之競爭力。品牌之
重要性，不言可喻而毋庸贅言。惟須強調者，品牌有二大重要功能：一為品質
45

保證功能 ，一為提高附加價值之功能。如同前述，品質保證或品質確認功能
亦可經由具有此種功能之經銷商予以充分發揮，但若企業能建立自我品牌，並
於消費者心目中型塑出良好的品質形象，使品牌與品質劃上等號，則縱令無前
述可扮演品質確認功能之經銷商存在，消費者亦會將系爭品牌與品質產生聯
想，願意付出更高的對價，購買該品牌之商品，且其利潤大多數將可由製造商
直接收益，毋庸與經銷商分享。此一結果，直接連結到品牌所具有之高附加價
值功能。
高附加價值功能所意味者，並非僅是其高度的獲利能力，尚表示擁有自我
品牌之事業，有時必須維持其產品一定的高價格，避免消費者降低對其品牌忠
誠度，損毀其品牌形象。試想，如果滿街都是LV包包、處處有LV的促銷價、
折扣戰，LV還有其品牌形象可言嗎？已故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早於1913年
即對於因未能有效維持其品牌商品之價格，所帶來的不當後果，加以指陳，氏
謂：其結果將導致「一般大眾確信不是製造商、就是經銷商通常都賺取過度高
46

額的利潤，進而斲傷其商品品牌形象，減低消費者對於該商品之需求」 。
著名的經濟學家Harvey Leibenstein教授，對於上述就品牌特別鍾愛或特別
47

挑剔之消費模式，稱之為「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 。教授
主張，因為以下二種效應可能促使消費者願意付出較諸商品實際效用更高的對
價，選購該當品牌商品：1.「花車效應」（bandwagon effects）2.「虛榮效應」
（snob effects）。前者意指一般人跟隨者一般大眾認同之想法或觀點而行動，
後者則意味著個人對於專屬性、獨特性的追求，希冀與眾不同的心裡。實則，
對於此種消費大眾心理層面的觀察，早可見於19世紀末美國社會學者Thorstein
Veblen的論述中，於其「有閒階級論」（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一書
的論述中，氏深刻描繪出當時美國社會中所存在的炫耀性消費現象。其後，有
44

45
46

47

參照該計畫之網站資料，available at https://www.branding-taiwan.tw/, last visited
2018/10/12.
想想看以下的廣告標語：「華碩品質，堅若盤石。」
Louis D. Brandeis, Cutthroat Prices: The Competition that Kills, HARPER’S WEEKLY,
Nov. 15, 1913, at 11.
Harvey Leibenstein, Bandwagon, Snob, and Veblen Effects in the Theory of Consumers’
Demand, 64 Q.J. ECON. 183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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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此種品牌商品，稱為「范伯倫商品」（Veblen Goods）者。相對於一般商品
通常因價格下降而增加其銷售數量，范伯倫商品的特徵在於其商品售價的上
漲，反而促進其銷售量之成長，結果使得范伯倫商品之品牌製造商有維持其商
品高價格之誘因。
如同前述，或有論者對於此種范伯倫商品的炫耀式消費，嗤之以鼻，但因
其涉及高度個人主觀價值判斷問題，法律不應貿然介入、管制。倘若消費者意
欲藉由范伯倫商品的消費，顯示其獨特的品味與格調，此種消費選擇自應加
以尊重，而在「競爭是一種發現過程」的認知下，事業自亦有發現此種需求、
滿足其需求的權利與必要。為維持其品牌形象、提高其商品附加價值，製造商
實有必要藉由維持轉售價格之推動，避免經銷商不當降價舉動、傷害其品牌形
象。此種維持轉售價格策略實為維持品牌形象、提高品牌價值所必須，不當認
48

定其有限制競爭效果，具有公平法上之違法性 。特別是，此一品牌形象維持
見解，亦與前述搭便車、特定銷售服務之提供、品質確認功能等理論，相互密
切連結，不論是從製造商維持其品牌形象之觀點，抑或是從促使經銷商提供特
定優良展售空間、銷售服務等觀點而言，維持轉售價格之推動，在在有其必要
性，其或可能因此而限制品牌內之價格競爭，但其真正目的在於促進品牌內其
他有利於消費者銷售服務提供之競爭，以有效滿足消費者之需求，進一步而能
與其他品牌進行更有利的品牌間之價格、品質、服務等全面性競爭。
(五) 避免雙重剝削、維護消費者權益
前面所述4項功能，大多為最低維持轉售價格所特有，本項所提「避免雙
重剝削、維護消費者權益」之功能，則為最高維持轉售價格擅場之處。相較於
仍有部分經濟學者質疑最低維持轉售價格所具有前述功能之必要性，對於最高
維持轉售價格所具有促進經濟效率、確保消費者權益的正面功能，幾乎沒有學
49

者加以反對 。一般而言，在上游製造商之獲利＝銷售給經銷商之對價×銷售
數量的情況下，若非有促進競爭之必要性，上游製造商不僅沒有合理理由介入
下游經銷商之最低售價，更無理由限制其最高售價，壓迫其獲利空間，導致經
銷商無有意願銷售該品牌商品或僅是等因奉此式的草草了事，不論何者都將使
得其商品銷售數量減少，衝擊製造商的獲利能力。
48

49

See, generally, Barak Y. Orbach, The Image Theory: RPM and the Allure of High Prices,
55 Antitrust Bulletin 277 (2010).
See, generally, Jean Tirole,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74-77 (1988); Roger
D. Blair & David L. Kaserman, Antitrust Economics 342-46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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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此，則為何仍可見事業實施最高維持轉售價格。理由在於，避免雙重剝
削之問題。一般而言，倘若下游經銷商處於競爭狀態，則上游製造商實無誘因
課賦最高轉售價格維持義務。蓋此時零售價格已趨於競爭價格水準，上游製
造商可因此獲致最多銷售數量及利益，毋庸再行干涉下游經銷商之價格設定
策略。職是，上游製造商若實施最高維持轉售價格，當係鑑於下游零售市場
50

中未見競爭存在 ，致使最終零售價格過高造成上游製造商整體銷售數量的減
少、獲利受損。申言之，此際上、下游事業間發生「連環獨占」（successive
monopoly）之現象，由於各該獨占事業的價格設定係以其各自邊際收益等於邊
際成本為準，從而最終零售價格受到「雙重剝削」（double marginalization），
51

呈現價格過高景況 。於此情形，上游製造商遂有誘因及必要性，以最高維持
轉售價格介入下游經銷商的價格訂定行為、控制其價格支配力，藉此以抑制不
當過高售價情事之發生，增加全體銷售數量，於造福本身獲利能力的同時，亦
令消費者可因最終零售價格的降低而獲益。不論是將競爭政策之目標定位於經
濟效率的提昇、抑或將之視為消費者利益的增進，最高維持轉售價格於此皆有
助於二者目標之達成，而應受到高度肯定。
52

基於如此認識，不僅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早於1997年State Oil Co. v. Khan 一
案判決中，將最高維持轉售價格從當然違法名單中除名，改採合理原則而於審
斷其促進競爭、限制競爭二者效果後，方認定其違法有無。當今美國反托拉斯
法泰斗Herbert Hovenkamp教授更認為，最高維持轉售價格是所有價格及非價
格垂直交易限制類型中，對競爭最沒有影響、最沒有爭議之行為類型，並堅決
主張：「禁止最高維持轉售價格整體而言將損害消費者、製造商及經銷商之權
益，而僅對於可以自由設定其所希望之過高售價的經銷商有利。最高維持轉售
53

價格是最應該被視為屬於當然合法類型之行為。」 當係有鑑於此，2015年2月
4日的公平法修正，關於維持轉售價格條文的修正理由遂謂：「參酌國際潮流
之趨勢，如最高轉售價格等有正當理由」者，即不應加以禁止。

50

51

52
53

此一無競爭狀態之產生或由於現今所常見之行銷管道的巨大化所形成之獨占或寡
占狀態、或因上游製造商賦予獨占的地域銷售權、或由於下游經銷商間勾結成立
聯合行為。
有關「雙重剝削」理論，see, geneally, Joseph J. Spengler,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Antitrust Policy, 5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47 (1950).
522 U.S. 3 (1997).
Hovenkamp, supra note 28, at 1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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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小結
由以上敘述可知，維持轉售價格、特別是最低維持轉售價格，其目的並非
在於限制競爭，反而是在防止市場競爭機制因不當競爭行為而發生失靈景況。
在沒有實施維持轉售價格策略的情形，因為搭便車效應、製造商與經銷商二者
間誘因的不一致、品質檢驗的困難性等問題，導致所有基於自利基礎而行為之
理性經銷商，其個別合理行為帶來整體不合理的結果，造成製造商、經銷商、
消費者三者同時受害。為避免此種弔詭、荒謬情狀之發生，製造商遂有必要藉
由維持轉售價格的介入，於適度限制價格競爭的同時，積極鼓勵經銷商從事品
牌內之品質及服務等二種類型的競爭、進而促進品牌間之有效競爭。僅是短視
地將其執法認知置於「價格」維持本身，不僅忽略公平法第4條所強調競爭包
含價格以外之品質、服務提供等各種面向的競爭，亦可能因此而阻礙其他面向
競爭的發展。在我國政府相關部門與民間企業一致戮力於推動品牌發展的今
日，若其他國家事業可以藉由具有促進競爭效果之維持轉售價格策略，以維持
其品牌形象、提升其商品競爭力，我國法制反而禁止此種具有促進競爭效果之
維持轉售價格的推行，不僅與國際競爭法規範潮流發展背道而馳，亦勢將導致
我國事業無所適從，於國際競爭場合上落荒而逃，妨礙公平法「促進經濟之安
定與繁榮」之立法目的的有效實現。
另一方面，當公平會本身於其公平法修正立法理由中，明白肯定最高維持
轉售價格係屬具有正當理由的合理行為，則執法者應劍及履及深刻反思，對於
消費者權益維護只有正面效應而無負面效果的其他維持轉售價格行為之禁止，
真的符合公平法第1條所要求「維護消費者利益」之立法目的嗎？
上開結論，實際上亦與有關維持轉售價格的實證研究相契合。美國反托拉
斯法執法機關之法務部反托拉斯局及聯邦交易委員會所屬的一群經濟學家，共
同針對該國過去有關維持轉售價格爭訟或訴訟案件所作的實證研究報告中闡
明，難以發現有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證明維持轉售價格確實傷害競爭，反
54

而是促進競爭之事例頗多 。同樣的結果，亦可見於曾任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
經濟局副局長Pauline M. Ippolito女士，就1975年至1982年間所發生的維持轉售
價格案件所為之實證研究結果，該段期間乃是美國反托拉斯法針對維持轉售價
格規範最為嚴厲之時期，惟Ippolito女士的研究發現，絕大多數的維持轉售價格
54

James C. Cooper, Luke M Froeb, Dan P. O’Brien & Michael Vita, Vertical Antitrust
Policy as a Problem of Inference, 23 INT’L J. INDUS. ORG. 63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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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都具有促進競爭之效果，而非限制競爭 。另一份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經濟學
家針對1965年至1982年間，該會所處理之維持轉售價格案件所為的實證分析，
56

亦產生同樣結論 。
上述各該研究結論的啟示，促使競爭法主管機關於思考維持轉售價格之應
有規範方式時，當有必要花費更多心力去瞭解、實證研究維持轉售價格之促
進競爭、限制競爭效果及類型，如此方能以更為客觀、正確的角度看待此類
行為，也才能更深刻體認前述已故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院長Charles E. Hughes所
57

謂：「反托拉斯法的規範目的，在於實質」 ，而不在形式之警語。學說及實
證研究督促我們注意，大多數的維持轉售價格皆具有促進競爭之效果，公平法
立法理念、規範意旨是絕不會也不應該禁止此類有助於其立法目的達成的促進
競爭行為之實施。當然，本文並非意欲詭辯、睜眼說瞎話，主張維持轉售價格
絕無限制競爭之效果，所欲指陳者僅是，若未能舉證系爭維持轉售價格具有限
制競爭效果，而係有促進競爭效果的可能性時，公平會及法院之法律執行態度
不當牛驥同一皂、不分良窳，一律以之為違法，而應進行更為細膩之分析，確
信系爭行為具有反競爭效果後，方認定其違法、禁止其施行。
以下，進一步說明，維持轉售價格可能具有的限制競爭效果及類型，而應
為競爭法主管機關注意加以規範者。

二、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的維持轉售價格之類型
前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Leegin一案判決，將維持轉售價格可能引發的限制
競爭效果，歸納為下列4種類型：（一）由上游製造商所推動之製造商間的聯
合行為；（二）擁有市場支配力之製造商為維持其市場力量所實施之行為；
（三）下游經銷商所推動之經銷商間的聯合行為；（四）擁有市場支配力之經
58

銷商為維持其市場力量所實施之行為 。
以下，分項說明之。
55

56

57
58

Pauline M. Ippolito,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Litigation, 34
J.L. & ECON. 263 (1991).
Thomas R. Overstreet, Jr.,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Economic Theories an Empirical
Evidence (1983),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
resale-price-maintenance-economic-theories-and-empirical-evidence/233105.pdf, last
visited 2018/10/13.
參照前揭註18及其註釋之本文。
551 U.S. at 8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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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游製造商可能藉由維持轉售價格促進其彼此間之聯合行為有效被推動、
遵守
一般而言，事業間勾結成立價格聯合行為，最怕有人偷跑或作弊
（cheating），不遵守聯合行為之約定而偷偷降價，導致聯合行為分裂、失
敗。為防止此種作弊、偷跑行為的發生，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遂有誘因設計出
監督機制，監控是否有此作弊、偷跑行為。當上游製造商彼此間就其躉售給經
銷商之躉售價格成立聯合行為時，渠等藉由下游經銷商維持轉售價格策略的施
行，將可於一定程度上扮演上述監控作弊、偷跑機制之功能，維續聯合行為的
有效施行。理由有二：首先，當所有上游製造商皆對於下游經銷商之零售價格
實施維持轉售價格時，經銷商因無法藉由降價或低價策略進行競爭，從而亦無
法以降價可以增加商品銷售數量、提昇製造商獲利為由，要求製造商應對其調
降其躉售價格，致使躉售價格之聯合行為遭致破壞。其次，當特定下游經銷商
針對特定品牌商品未遵守維持轉售價格之要求時，即有可能表示，提供該當商
品之上游製造商未遵守躉售價格聯合之協議，進而促使其他成員對於該製造商
之躉售價格進行深入調查。
雖然，乍看之下，上述說明似乎言之成理，但仔細觀之，卻又有不少弔詭
之處。原因在於，縱令無維持轉售價格的存在，下游經銷商的低價促銷或銷售
行為，亦可作為其上游製造商未能遵守躉售價格聯合行為的協議，而有對其躉
售價格實施降價之作弊行為。此外，縱令下游經銷商確實恪遵維持轉售價格要
求，亦不表示其上游製造商未破壞價格協議，私下調降其躉售價格給下游經銷
商。無論如何，倘若下游經銷商係同時銷售數種不同品牌商品，特定品牌之製
造商若欲偷跑給予該經銷商低於協議的躉售價格時，該經銷商嗣後可能以此為
由要求其他品牌製造商亦給予其優惠價格，導致前者之作弊行為曝光。若此，
則維持轉售價格於穩定上游製造商之躉售價格聯合行為上，似仍可發揮一定程
度的監控功能。
(二) 擁有市場支配力之上游製造商，可藉由維持轉售價格策略維持其市場力量
如同前述，原本上游製造商得以藉由維持轉售價格，保證下游經銷商一定
獲利程度，以補貼其為提供銷售服務、品質認證服務等所支出之費用。然而，
當上游製造商藉由維持轉售價格所欲保證經銷商獲利之目的，並不在於補貼
其銷售服務、品質認證服務等費用支出，或是下游經銷商根本未提供此類服務
時，則其保證獲利之策略目的可能就是阻礙、制止下游經銷商銷售其他品牌之
商品，並對於不遵守此一協定而繼續銷售其他品牌商品之經銷商，施以斷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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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商品作為其不遵守要求的處罰。結果所導致者，可能是其他品牌製造商退出
市場或新事業無法進入上游製造市場。當然，於此情形，該上游製造商所提供
的躉售價格與維持轉售價格二者間之價格差距，必須優惠至經銷商無誘因經銷
其他品牌商品之程度，方能吸引經銷商加入此一行銷體系。
如同本項標題所示，此種藉由維持轉售價格的排他性策略，必須是由擁有
市場支配地位者加以推動，方有其成效。若推動此一策略者，並不享有市場支
配地位，則其所作所為將是飛蛾撲火，招致其他事業的反彈而群起力抗之，嚴
重者可能帶來滅亡的結果。職是，本項策略成功之前提，在於係由擁有市場支
配地位者所推動，而所謂市場支配地位究竟如何認定。二位哈佛學派的經濟學
者William S. Comanor及Frederic M. Scherer教授認為，倘若係由上游製造商所發
動之維持轉售價格，於其市場占有率未滿50％時，應推定該行為合法，只有在
其市場占有率超過50％時，方有必要進一步深入探究其競爭效果，論斷其合法
59

性與否 。由此或可推知，意欲藉由維持轉售價格維持其市場力量者，必須其
市場占有率超過50％而相當於我國公平法所規範的獨占事業，其策略方有成功
的可能性，亦才有可能對競爭產生不利影響。
(三) 下游經銷商可能藉由維持轉售價格促進其彼此間之聯合行為有效被推動、
遵守
前面所述具有促進競爭效果之維持轉售價格策略，大多是由上游製造商為
促進其商品銷售數量主動而為，下游經銷商鮮有誘因促使此種維持轉售價格之
啟動。當然，個別的下游經銷商為避免其銷售服務、品質認證服務等遭受其他
經銷商的搭便車，或有誘因要求上游製造商實施維持轉售價格。惟此仍是個別
經銷商之個人作為，經銷商群體集結起來施壓要求製造商推動維持轉售價格，
殊難想像其目的係為防止搭便車。下游經銷商群體所為如此不合理舉動，其目
的即在希冀藉由維持轉售價格，有效監控其彼此間之零售價格聯合行為，避免
有人作弊、不當調降價格。此際，雖然名義或形式上維持轉售價格策略係由上
游製造商所要求，但實際上係受下游經銷商集體所脅迫，並依照渠等已經協商
完成之零售價格作為其維持轉售價格水平。
事實上，從世界各國過去容許維持轉售價格制度的事例中亦可窺知，要
求政府不應對維持轉售價格進行管制之團體，多為下游經銷商或零售事業團
59

See Brief for Williams S. Comanor and Frederic M. Scherer as Amici Curiae Supporting
Neither Party in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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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下游經銷商逼迫上游製造商推動維持轉售價格以有效維繫其彼此間之聯
合行為，其來有自，幾乎所有的產業經濟及競爭法學者都一致認同，此種聯
合行為對於競爭機制帶來重大危害，應予嚴格禁止。前述哈佛學派經濟學者
William S. Comanor及Frederic M. Scherer二位教授即主張，倘若維持轉售價格係
61

由下游經銷商集體所共同要求推動，即應推定其違法、嚴格取締 。與前述上
游製造商意欲藉由維持轉售價格維繫其躉售價格聯合，不少經濟學者對其有效
性及合理性仍持有疑義不同，下游經銷商共同施壓製造商實施維持轉售價格以
維繫其彼此間之零售價格聯合，並未能取得任何經濟或競爭法學者的認同，而
為維持轉售價格規範及取締重心所在。
(四) 擁有市場支配力之下游經銷商，可藉由維持轉售價格策略維持其市場力量
具有市場力量的下游經銷商若為繼續維持原有獲利而不願調降售價以因應
來自於其他經銷商的價格競爭時，或將有誘因要求上游製造商實施維持轉售價
格，令其他經銷商無法藉由低價促銷挑戰其地位，同時又可維持其原有獲利。
此種作法可能導致擁有創新行銷模式之經銷商，縱令開發出新的、更有效率之
行銷方式，而有意將其因此所節約的行銷成本以價格調降方式回饋給消費者，
但因受到上游製造商維持轉售價格要求的牽制，致無法實現其回饋消費者之目
的。其結果將使得下游經銷商縱令是開發出更有效率之行銷模式亦無法取得消
費者的青睞、無法於競爭上取得優勢，長此以往勢將扼殺創新誘因，令擁有市
場支配力量但早已怠惰、無創新能量之經銷商得以繼續溫存。此種不當結果，
自亦不應容許，應藉由公平法相關規定加以取締、禁止。
當然，對於上開行為取締之前提，仍必須是由擁有市場支配力之下游經銷
商施壓上游製造商所推動、實施。市場支配力量於此如何認定，依舊是問題所
在。淺見以為，當可如同擁有市場支配力的上游製造商企圖藉由維持轉售價格
維持其市場力量時之違法性判斷方式，將具有市場支配力的經銷商之市場占有
率設定為50％，只有跨越此一50％門檻，下游經銷商方有阻擋其他不參加維持
轉售價格體系之經銷商的價格挑戰，繼續維持、鞏固其市場地位。
除上述所列之4種限制競爭類型外，另有認為維持轉售價格可能導致零售
價格之高漲，對競爭產生不利影響，實際上Leegin一案判決的反對意見，即
62

明白指陳此種可能的弊端 。然而，此種以價格上升即認為危害競爭機制之見
60
61
62

See, e.g., Basil S. Yamey (ed.),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1966).
See Comanor and Scherer, supra note 57.
551 U.S. at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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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有其盲點，曾任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經濟局副局長Pauline M. Ippolito女士
63

則更進一步指出，認為此種見解是一種迷思 。理由在於，該當見解忽略競爭
內涵不僅只有價格層面，而係廣泛包含品質、服務等各種層面的競爭，此等品
質、服務若對於商品消費有加值作用，自應包含於商品售價而導致其價格提
高。重點在於，商品售價的提高是否導致其整體銷售數量的銳減；倘若商品數
量並未因維持轉售價格的實施而減少，反倒是增加的話，表示消費者對該等品
質、服務有所需求，並願意為此付出應有對價。申言之，此際價格上升係因供
給曲線因品質、服務的加入而整體往右上方移動，並非是在同一供給曲線上的
點之移動，對於消費者福利並未帶來減少。有鑑於此，美國著名的產業經濟學
者Benjamin Klein教授遂謂：「市場產量的減少乃是證明維持轉售價格具有限
64

制競爭效果之必要前提。」

無論如何，經由本文以上分析，當可清楚知悉，維持轉售價格因其實施主
體、市場結構、實施目的而可能具有各種不同促進競爭及限制競爭效果與類
型；因此不應一竿子打翻一艘船，不問是非黑白，只因刻有維持轉售價格烙
印，即認定其當然違法，不給予任何翻身的機會。在行政程序法第9條「行政
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的規範意
旨下，主管機關對系爭維持轉售價格是否應認定為違法行為前，當有必要綜合
考量各種市場結構、行為要素，並對其促進競爭、限制競爭效果等加以分析、
比較後，方能做出其最終決定。如同本文一再強調，公平法限制競爭章節的規
範原理志在實質、屬市場不法規範類型之一環，主管機關不能為形式所迷惑、
依舊以過去行為不法的方式處理之，否則即泯滅2015年2月法律修正將維持轉
售價格條款從原本的不公平競爭章節，特意轉置至限制競爭章節之立法原意。
於此認知下，針對維持轉售價格問題，主管機關至少應先就系爭維持轉售價格
究竟是為促進品牌間競爭而為，抑或是上、下游事業為其聯合行為或市場地位
鞏固的煙幕彈，加以分析。倘若係屬後者，則當不假辭色、嚴厲以對；若為前
者，則因其促進競爭機制發展有功，不僅不應加以禁止處罰，反應予以鼓勵。

63

64

Pauline M. Ippolito, RPM Myths that Muddy the Discussion, 55 Antitrust Bulletin 151,
154-56 (2010).
Klein, supra note 37, at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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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平交易委員會維持轉售價格規範法律執行之現狀與問題點
從前一節之敘述中，可以窺知，由不具有市場力的上游製造商個別所推動
之維持轉售價格，通常具有促進競爭之效果，除非可以例外舉證出其具有限制
競爭效果，否則不應禁制之；相對於此，具有市場限制競爭效果而應加以取
締、禁止之維持轉售價格，乃是上、下游廠商以之作為聯合行為的手段或煙幕
彈，或是上、下游獨占事業藉由維持轉售價格維繫或強化其獨占地位而造成市
場封鎖效果者。基於此種認識，論者遂有如下主張：「只要不涉及製造階段或
是經銷階段的水平聯合或獨占力濫用，品牌製造商單方的RPM行為應該比照非
價格垂直限制，被認定為『原則合法，例外禁止』」，以賦予事業經營更多自
由，使其能夠因應不同的市場環境與產品特性，就RPM、獨家經銷、獨家代
理、區域限制、促銷補貼等策略，選擇最有效率的行銷方式……競爭機關應將
多數執法資源用於水平聯合，而非垂直限制。競爭機關針對製造商發動RPM之
65

優先處理事項，就是調查該等案件是否涉有聯合行為情事。」 然而，言者諄
諄、聽者藐藐。
於檢討自2015年2月4日公平法修正施行，迄今為止公平會有關維持轉售價
格之全部處分案後，可以發現並無以維持轉售價格作為實施上游或下游聯合行
66

為者，縱使將檢討對象放寬至公平法第14條第1項的處分案例 ，亦未見有因
藉由維持轉售價格實施聯合行為而被處分之案例。若此，則依照前段所述之見
解，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且因此而被認定具有違法性之維持轉售價格案例，當係
因為上游或下游事業擁有高度市場力或獨占地位，進而濫用其市場力或獨占地
位，致使發生限制競爭情事，遭公平會處分。然而，仔細檢視各該處分案例，
卻又發現在所有案例中，維持轉售價格案例全數為上游廠商所推動，對此公平
會從未界定過相關市場，既無相關市場之界定，當然就不會有獨占事業或獨占
地位之認定，亦當然不會針對系爭相關市場競爭究竟受到何種程度的限制效
果、封鎖效果，加以檢討。此種無視修法理念的實務運作結果，被批評為「現
67

行公平法對於轉售價格維持的管制，形同趨近於適用當然違法」 ，其來有
自。
65
66
67

馬泰成，前揭註1，62頁。
參照前揭註2所舉之各號處分。
參照前揭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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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公平會現行有關維持轉售價格規範之實務運作，主要問題點有
三。

一、漠視限制競爭行為之對市場效果要件
如同前述，縱使不是芝加哥學派的學者，而係傳統上屬於哈佛學派之
William S. Comanor及Frederic M. Scherer二位教授亦認為，由上游製造商所發
動之維持轉售價格，若其市場占有率未滿50％，應推定其行為合法，只有在其
市場占有率超過50％時，方有必要進一步深入探究其競爭效果，論斷其合法性
68

與否 。申言之，只要競爭法規定對於維持轉售價格不再採取行為不法的當然
違法規範模式，而係轉化改採市場不法之規範模式時，競爭法主管機關即有必
要藉由市場占有率等代理指標，檢討系爭維持轉售價格對相關市場所造成的限
制競爭效果之有無及程度，並基此認定該當行為違法性之有無。然而，很可惜
地，如同前述，迄今為止有關維持轉售價格之處分案中，公平會從未就系爭行
為的對市場效果若何，進行任何檢討。
猶有勝者，當被處分人主張：「公平交易法關於限制轉售價格規定之適用
範圍應限縮於該轉售商品在市場上已達寡占或獨占者，而其所經銷之各項商品
均非在市場上達到寡占或獨占之商品，尚有其他品牌之寵物食品、用品於市
場上競爭。亦即被處分人認為消費者與其下游經銷商既然無轉換交易對象之困
難，即使存在限制下游經銷商轉售價格之行為，仍不至於減損品牌間之競爭，
且某限制競爭行為縱然對某些消費者產生不利影響，亦不能即謂該行為與消費
者福祉有違，仍應進一步檢驗對整體消費者福祉有無減損而定。公平交易法之
目的既在維護競爭機能與秩序，在解釋及適用於具體個案時，自應視該個案行
為是否確實已抑制了競爭機能而定，況渠下游經銷商受轉售價格條款限制之範
圍不大，與渠簽有書面年度經銷合約者僅占其103年度營業額14%」，而要求
公平會應檢討系爭行為之對市場效果時；公平會如此輕率回應如下：「公平交
易法第19條第1項禁止事業限制轉售價格之規定，所欲保護之法益乃『促進品
牌內之價格競爭』，旨在避免經銷商無法依據其各自所面臨之競爭狀況及成本
結構訂定售價，否則將削弱同一品牌內不同經銷通路或零售業者間的價格競
爭。又事業限制轉售價格之行為，必然造成該品牌商品價格維持在較高水準，
剝削對產品價格較不敏感之消費者剩餘，直接損害消費者福利，故該項規定並
68

參照前揭註57及其所註釋之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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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保護『品牌內消費者之利益』。再者，限制轉售價格阻止品牌內經銷商進
行價格競爭，促使零售價格高於競爭價格，且不易下降，不但減損下游市場之
價格競爭，更有促成下游零售市場之價格聯合或用以加強維持上游供應商之勾
結行為，其反競爭效果至為明顯，是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1項禁止事業限制轉
售價格之規定，不以『限制競爭之虞』為要件。綜上，判斷公平交易法第19條
第1項規定之違反，不以整體消費者福祉已受減損作為前提，亦不限於已發生
具體抑制市場機能結果者，即使行為事業不具獨占或寡占地位，亦有違反公平
69

交易法第19條第1項之可能，故被處分人對前揭法律規定之認識顯有錯誤。」

現今競爭法的國際潮流趨勢大多肯定，競爭法的規範目的主要在於保護
70

品牌間之競爭 。理由相當簡單且明瞭，公平法規範在保護市場競爭，而非競
71

爭者 。除非單一事業本身就構成一個相關市場，否則市場應存在諸多競爭事
業，競爭法規範的目的就在於維護、確保此等競爭事業得以「自由且公平」地
競爭，因此競爭法主要之關心對象當然在於事業間、亦即品牌間的競爭，而非
單一品牌內競爭。維持轉售價格規範既為競爭法整體規範之一環，其規範理念
及目的豈可背離競爭法整體規範理念及目的而自我設限，自認為其「所欲保護
之法益乃『促進品牌內之價格競爭』」。品牌間競爭的存在，方可確保各該品
牌之事業不敢於品牌內濫用其優勢地位，倘若品牌間競爭不存在，則品牌內競
爭亦自身難保。推至極端，例如倘若只有一家獨占事業存在，則不論其品牌內
競爭如何激烈，消費者都必須忍受其高額的獨占價格之設定，忍受其因獨占而
對於品質精進的怠惰。若能有此正確認知，就不會錯誤認為維持轉售價格規定
的規範目的在於促進品牌內競爭，而會將其執法重心置於確認系爭行為是否促
進或阻礙品牌間之競爭。將其執法焦點聚焦於品牌內價格競爭之執法方式及態
度，實難肯定其已確實體認國際潮流關於維持轉售價格規範之發展趨勢。
公平會另一重大的錯誤認知，在於其認為雖然2015年2月法律修正，將維
持轉售價格規範從原本的不公平競爭章節，轉位置入限制競爭章節中，但其規
範前提仍「不以『限制競爭之虞』為要件」，再次突顯出縱使維持轉售價格屬
72

於限制競爭類型，卻依舊可自外於限制競爭應有的規範理念與方式 ，真不知
69
70
71

72

公平會公處字第104110號處分，處分理由六（一）。
參照前揭註69及其所註釋之本文。
See Brown Shoe Co. v. United States, 370 U.S. 294, 320 (1962); Brunswick Corp. v.
Pueblo Bowl-O-Mat, Inc., 429 U.S. 477, 488 (1977).
此種維持轉售價格規範「不以『限制競爭之虞』為要件」而依舊停留、靜止於
2015年2月修法前基於行為不法認知所為的執法方式及態度，亦可見於公處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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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此種推論從何而來？沒有了父親，兒子哪裡來？但是，公平會就是堅
持，沒有父親，兒子依舊可以從桃子裡面迸出來。此種特異功能的論理方式，
混淆、破壞了公平會限制競爭章節的規範邏輯。
如同前述，公平法對於違法的限制競爭行為之禁制，皆以其對市場帶來一
定的反競爭效果為限，例如聯合行為規範「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
需之市場功能」之要件，獨占地位濫用管制以擁有「獨占地位」為前提，縱使
是公平會所稱不涉及競爭核心之「價格」限制的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規範的第
20條，亦以其行為「有限制競爭之虞」為前提要件。為何獨獨其限制競爭效果
可能介於聯合行為、獨占地位濫用及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之間的維持轉售價格
規定，就可以不需要任何限制競爭效果的要件，此種規範邏輯，不得不謂已背
離競爭法常識及常態。
尤其是，當現今世界各國競爭法的執行率皆逐漸對包含維持轉售價格在內
之垂直交易限制採行較為寬鬆的規範態度，而將其法律執行對象集中火力於價
格、數量、市場分割及圍標等幾乎只有負面效果而未見其正面效應的惡質聯合
73

行為（hard-core cartels） 之際，我國公平法執行卻一反常態、與世界競爭法
潮流發展趨勢背道而馳，實令人難以苟同。蓋縱令是上開被認為只有限制競爭
效果而無其他促進競爭效益之價格、數量、市場分割及圍標等惡質聯合行為，
我國公平法第14條第1項尚要求必須於確認該等惡質卡特爾產生「足以影響生
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之限制競爭效果後，方得認定其違法，
為何一般被認為惡性、違法性較低的維持轉售價格行為，縱使未對市場競爭帶
來限制效果，亦被禁制、處罰。此種法律規範的邏輯何在，立法者立法原意真

73

105107 號處分之理由中，該號處分理由六如此認定系爭行為的違法性：「被處分
人透過總經銷商之下游經銷商銷售產品，並以渠與總經銷商間約定之價格作為經
銷商價格轉售之制約，經銷商倘未符規定，可能遭受網站移除網頁之處罰，對經
銷商之心理易形成壓迫，經銷商之價格設定自由實已受前開不利益制裁配合措施
之拘束，被處分人前開行為形成之干涉與壓迫，致有限制轉售價格之實效，而有
價格僵固之情事，影響經銷商自由決定商品價格，損及市場價格競爭機制。」此
種以事業「心裡易形成壓迫」、「影響經銷商自由決定商品價格」為其違法性判
斷基準，而完全不觸及經銷商價格決定的不自由可能是為促進品牌間競爭的論述
方式，實在是修法前行為不法的規範原理，但在修法後依舊不改其「初衷」。
See, generally, OECD,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concerning Effective Action
Against Hard Core Cartels, 25 March 1998 - C(98)35/FINAL, availabl at www.oecd.
org/dataoecd/39/4/2350130.pdf, last visited last visited 2014/9/4; OECD, Hard Core
Cartels: Third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998 Council Recommendation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dataoecd/58/1/35863307.pdf, last visited 201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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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要公平會做出此種違反一般常理、背離國家競爭法規範潮流之法律執行
嗎？

二、將維持轉售價格限制競爭效果限定於價格競爭之錯誤認知
在前述回應被處分人抗辯之說明，可以窺知，公平會因為認定公平法第19
條維持轉售價格規定的保護法益在於「促進品牌內之價格競爭」，因此產品售
價的維持或提高，就幾乎成為系爭維持轉售價格違法性的唯一判斷要素，公平
會如此說明：「限制轉售價格阻止品牌內經銷商進行價格競爭，促使零售價格
高於競爭價格，且不易下降，不但減損下游市場之價格競爭，更有促成下游零
售市場之價格聯合或用以加強維持上游供應商之勾結行為，其反競爭效果至為
74

明顯」 。然而，如同本文一再強調，非由獨占事業實施且未涉及聯合行為的
維持轉售價格策略，其目的在於促使下游經銷商提供消費者所需的售前、售後
服務，以提高消費者的消費滿足度，增加其購買意願。
此際，該等售前、售後服務的成本，自會反映、加料於售價中，致使產品
價格居高不下，此種高價格的結果原本理當會削弱該品牌與其他品牌之競爭能
力，消費者亦理當對此高價位情事加以唾棄，轉而購買其他品牌產品，最終導
致該當維持轉售價格策略不攻自破、自我毀滅。然而，當事業實施維持轉售價
格後，其產品銷售數量不減反升而呈現一片欣欣向榮時，所意味者不外乎消費
者對於該等售前、售後服務的高度需求及肯定，從而縱使因為維持轉售價格策
略導致系爭產品價位可能居高不下，消費者亦無意願轉而購買其他品牌產品，
而仍願意繼續購買該當品牌產品。由此可知，公平會所強調的「價格高於競爭
價格，且不易下降」的惡性或弊端，根本不是維持轉售價格是否具有限制競爭
效果之判斷要素。
不合理、對消費者不利的維持轉售價格策略，不用公平會的介入、處分，
皆將因其高價格問題而自行毀滅、不攻自破；反之，合理、符合消費者需求的
維持轉售價格策略，縱使導致產品價格居高不下，亦因受到消費者普遍歡迎
而得持續推動、成長。問題癥結，不在於價格，而在於消費者是否於維持轉售
價格策略實施後，依舊有購買意願；倘若有，則產品銷售數量不減反增、企業
繼續成長；倘若無意願繼續購買，則事業將因銷售數量日益減少而退出市場。
一言以蔽之，不是價格高低，而是產品銷售數量的增減，方是維持轉售價格行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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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屬合法或違法的判斷標準。聚焦於價格之違法性判斷方式，早已被批評為
75

「迷思」 ，著名的競爭法經濟學者更直言：「市場產量的減少乃是證明維持
76

轉售價格具有限制競爭效果之必要前提。」 公平會未來是否會因為繼續「迷
思」而「迷失」，端視其是否（1）正確體認到維持轉售價格規範之前提，依
舊以其發生限制競爭效果為要件；（2）限制競爭效果有無之判斷，在於系爭
維持轉售價格策略實施後，該品牌產品之銷售數量是否減少，而非價格是否維
持不變或調高。

三、不當區別價格及非價格垂直限制之違法性判斷標準
現今競爭法學界大多主張，關於垂直交易限制，不論是有關價格、抑或是
77

非價格，應適用同一套的違法性判斷標準 。實則，早於2015年2月法律修正
前，在檢討過當時公平會針對修正前公平法第18條及第19條第6款之實務運作
後，陳志民教授曾有如下感慨：「至少在法律上，主管機關或法院，已很難再
將垂直的價格限制，認為是必然對市場競爭無益的競爭行為，可以直接認定其
必定違法，而無須再就行為所處市場結構與產品特質等因素加以評估……公平
會深知單從公平法第18條及第19條規定文字本身，形式化的去合理化法律的差
78

別適用，將難以服人……」 倘若對於法律修正前依其條文文義內容係禁止一
切維持轉售價格的實施之規範架構，陳教授都認為不能單從「規定文字本身，
形式化的去合理化」維持轉售價格規範，「不以『限制競爭之虞』為要件」，
而應與其他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一樣，有類似「限制競爭之虞」之對市場效果
要件為其發動規範之前提，則於2015年2月「參酌國際潮流之趨勢」所為之修
正後，更沒有理由將維持轉售價格規定解釋為「不以『限制競爭之虞』為要
件」，而是應與其他獨家交易、搭售、地域限制等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類型一
樣，其規範之發動以對市場競爭產生限制之虞為前提。
然而，很遺憾地，公平會雖成立至今已27年有餘，但仍未能正確體認到公
平法規範之目的在於「實質」，而不在於「形式」，從而對於維持轉售價格規
範依舊盲從於公平法第19條規定之形式文言，一方面認定其規範之發動「不以
75
76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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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馬泰成，前揭註1，61-62頁；施錦村，「公平交易法對於價格垂直限制與非
價格垂直限制之評價」，公平交易季刊第23卷第1期，189頁，2015年1月。
陳志民，「To Sylvania and Beyond!：一項分水嶺判決之理論建構及延伸觀點」，
公平交易季刊第19卷第1期，46-47頁，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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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競爭之虞』為要件」；與此同時，又認為其執法方式及態度只要堅持修
法前的行為不法之作法即可，只是修法後因有第19條第1項但書存在，因此被
調查人等可以藉由該項但書規定，舉出具體事證抗辯其維持轉售價格存在「正
當理由」，藉以逃離公平會的處分。惟於實務運作上，被處分人關於正當理由
之抗辯，完全不為公平會所接受，導致實際運作上，容許「正當理由」抗辯的
但書規定，名存實亡，而被現任公平會委員自身譏為：「現行公平法對於轉售
79

價格維持的管制，形同趨近於適用當然違法」 。
既然公平會於2015年2月修法已然承認維持轉售價格並非行為本身當然違
法，而係存在有促進競爭的可能性，故對其違法性判斷方式應由過去的當然違
法，改採合理原則加以論斷。若此，則依照競爭法合理原則之法律適用方式，
意欲論斷系爭行為是否帶來限制競爭效果而應認定其違法，當有必要就系爭相
關市場結構、行為人市場占有率、商品特性、競爭事業之抗衡能力等各種要素
加以衡量。正如同，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6條第2項、第28條第2項所言，其他垂
直交易限制「是否不正當而有限制競爭之虞，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
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
判斷。」現行公平法第20條各款規定中的「無正當理由」、「不當」等，不能
從當事人本身主觀意圖的正當、不正當加以論斷，而應從其行為客觀的對市場
效果之「限制競爭之虞」，加以評定。否則，縱使當事人主觀認為正當，但客
觀上已經產生限制競爭效果時，難道可以以當事人私人的主觀認知，就置其行
為所帶來的限制競爭效果於不論，迴避對其行為違法性的認定。
同樣的道理，亦可適用於公平法第19條但書之「正當理由」的解釋與適用
上。雖然，2015年2月的公平法修正，無法完全擺脫修法前規定文字、內容的
桎梏，從而將其「正當理由」置於但書規定中，惟從公平會體察國際潮流趨勢
方有是次維持轉售價格規範修正之舉動來看，不論「正當理由」、「無正當理
由」是放置於本文中，抑或列於但書規定中，皆無法泯滅是次修法對於維持轉
售價格規範已改採合理原則之規範方式，若此則有關系爭維持轉售價格限制競
爭效果的舉證責任，理當由公平會本身擔負之，而非如同現行運作方式，公平
會繼續堅持其過去以來之行為不法的違反性認定方式，而將促進競爭效果的舉
證責任強加給被處分人。公平會應謹記，被處分人縱使負有促進競爭效果的舉
證責任，但此等促進競爭效果是否大於限制競爭效果而可被正當化，仍須視公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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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會對於系爭行為限制競爭效果的認定如何。然而，如同前述，公平會現行實
務運作，根本未對系爭維持轉售價格的限制競爭效果有過任何認定，蓋渠於所
有維持轉售價格之處分案例中，從未界定過相關市場，既未界定相關市場，又
如何評估、認定市場競爭是否有受到限制、其程度若何。於此情形下，倘若當
事人真的可以提出促進（品牌間）競爭效果之事證，則不論其促進競爭效果之
程度如何，公平會是否必須一律肯定其抗辯，蓋渠並無法將此促進競爭效果與
渠從未調查、認定過的限制競爭效果，二者加以比較、衡量後，做出正確的決
定。
再者，如同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6條第2項、第28條第2項等規定所示，欲認
定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
結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其中，
「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並非被處
分人得以清楚認知者，而係長期浸淫於競爭、市場研究因而對此擁有高度專業
的公平會方有以致之，若將此等因素之判斷亦全數委由被處分人抗辯為之，不
僅是強人所難，亦可能導致被處分人因利益衝突所致無法就此做出正確的認識
及判斷。
由上可知，雖然從現行公平法第19條第1項之規範內容及方式，形式、名
義上似乎公平會只要認定有維持轉售價格行為存在即可，其他是否有促進競爭
效果的「正當理由」，則應由被調查人自行舉證、提出抗辯。但事實上，合理
原則的規範原理在於限制競爭效果、促進競爭效果二者的比較、衡量，而非單
方面考慮促進競爭效果即可正當化其行為之合理性。公平會現行實務運作不僅
錯誤將價格維持或提高本身直接視為限制競爭效果的存在，而無視銷售數量是
否減少方是評估、認定限制競爭效果的關鍵之所在，且因於所有處分案例中皆
未界定過相關市場，導致從未針對系爭維持轉售價格限制競爭效果有無、程度
如何之認定，從而無法依照合理原則之違法性判斷方式理念，就限制競爭效
果、促進競爭效果二者加以比較、衡量，最終做出系爭行為合法、違法之認
定。吾人實不知，於此完全無視競爭法規範理念的實務運作方式下，公平會果
真可以正確認定系爭維持轉售價格違法嗎？
競爭法主管機關最忌諱的就是墨守成規、食古不化，無法隨著經濟情事發
展的變化、產業類型及結構的改變、經濟學研究的深化及進展而與時俱進，導
致過往的執法認知依舊影響著現在的正常、合理的競爭行為。美國反托拉斯
法主管機關在前述聯邦最高法院於Leegin一案所提出的「法庭之友」（Am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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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iae）意見書，對於競爭法主管機關必須隨時與時俱進的認識，或許可以作
為我國公平會未來執法心態的參酌，謂：「先例遵循原則並不足以成為繼續肯
定Dr. Miles判決之正當化事由。該當原則於反托拉斯法的脈絡中，並不具有重
要地位，蓋國會期待貴法院能隨著環境變化及經驗累積持續發展、型塑反托拉
斯法規定之意義。在當然違法原則、而非合理原則的適用決定上，國會對此期
待，特別殷切。因為，當然違法或合理原則二者之選擇，係奠基於針對特定經
濟行為的經驗及經濟分析之上。假若經過時事的變遷，經驗及經濟分析指導應
朝另一個方向邁進時，吾人實已無堅實基礎繼續維持一個已經過時的原則。 貴
法院過去因認知到支撐舊有判決的理論支柱已受到嚴厲挑戰，從而推翻對於非
價格垂直交易限制及最高維持轉售價格當然違法之判例。至此，於現代的反托
拉斯法規範原則及經驗中，繼續維持既無理論亦無經驗基礎支持的維持轉售價
格當然違法原則，既是違反常理，亦無其正當化事由。」

80

伍、維持轉售價格規範未來應有之改革方向與內容
在前節所述，公平會現今有關維持轉售價格之執法方式及態度在在充滿著
錯誤與矛盾的情況下，展望未來，我國維持轉售價格規範勢必要有所變革，避
免因為錯誤的執法，不當干擾事業正常的經營活動，而影響我國事業之國際競
爭力。此際，改革方向有二，一從現有規定內容的解釋論出發，一則毅然決然
從事立法論的改革。

一、公平交易法第19條規定應有的解釋之道
如同前述，2015年2月公平法維持轉售價格的修正，既已揚棄先前的行為
不法之當然違法規範模式，而踏襲「國際潮流之趨勢」，正確認知到維持轉售
價格亦有促進競爭之正面效果後，理當依循國際潮流趨勢之發展，就維持轉售
價格之違法性判斷，採取合理原則之判斷方式。雖然，現行公平法第19條條文
之規定方式，令公平會因此推論出該條規定乃是維持轉售價格「原則違法、例
外合法」，進而將例外的「正當理由」之舉證責任轉嫁給被調查人。然而，只
要是不屬於當然違法的判斷方式，則不論是「原則違法、例外合法」抑或是
「原則合法、例外違法」，皆屬於合理原則之違法性判斷方式的一環；特別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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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同前述，被調查人之舉證責任僅止於其所認為存在的促進競爭效果，至
於系爭相關市場內的限制競爭效果之有無、程度如何，並非其舉證責任所在。
公平會縱使請被調查人提供其所認為促進競爭效果之證據，亦是當事人自願性
的協力協助之一環，並未免除公平會對系爭維持轉售價格之對市場效果要件的
調查及認定，公平會依舊必須遵循行政程序法第9條「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
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之要求，進行類似前述公平
法施行細則第26條第2項、第28條第2項「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
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具體判
斷系爭行為是否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且其負面效果大於被調查人所舉出之促進
競爭的正面效果，而得認定其違法。
於此認知下，殊難想像當被調查人並未主動提出相關「正當理由」之抗
辯，而公平會卻經由其歷來累積的執法經驗可以於相當程度上得到被調查人有
實施系爭維持轉售價格之正當事由時，公平會仍舊可以無視此一事實狀況，遽
然認定系爭維持轉售價格屬違法行為，當事人對於公平法認識的不足、無相關
競爭專業能力等情事，竟然可以成為公平會怠忽職責、推諉卸責的屏障及藉
口。而行政程序職權主義之一般原則，到了公平會手中，竟然可以退化成幾近
當事人進行主義的運用方式。此種執法方式及態度，實難謂其符合法治國依法
行政之精神。若此，則為符合法治國依法行政之基本原理原則，關於現行公平
法第19條的解釋，就必須從合目的性解釋方法論的觀點出發，重新釐清維持轉
售價格之規範定位，體認立法者特地將其規定從原本的不公平競爭章節中，改
頭換面重置於限制競爭章節的立法原意與目的，只有系爭維持轉售價格確實可
能發生限制競爭效果時，方能以第19條規定介入、管制。
此際，公平法第19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正當理由」所扮演的角色，正如
同同法第20條第2款之「無正當理由」、第5款之「不正當」之規範功能，在於
闡明其因帶來限制競爭效果，且此限制競爭的負面效應大於系爭行為可能產生
的促進競爭之正面效應，此種結果使得系爭行為不再屬於「正當」或其實施得
認定具有「正當理由」，因而須認定其違法。而如何確定系爭行為是否「無
正當理由」、有無「不正當」，就必須依據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6條第2項、第
28條第2項規定之闡釋，「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
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具體分析、比較
衡量。同樣的法律解釋、適用方式，亦可適用於公平法第19條第1項之「正當
理由」，蓋當前述以消極敘述方式所規定出「無正當理由」、「不正當」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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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其實質乃是在於闡明該等規定適用所須的對市場效果時，則使用正面敘述
方式所呈現的「正當理由」，於競爭法上之意義，亦在於闡明系爭規定適用
時應具備的對市場效果要件，確認只有在經由類似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6條第2
項、第28條第2項規定所要求的「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
市場結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之分析後，得以
發現系爭行為帶有限制競爭效果，且其限制競爭的負面效應大於其促進競爭的
正面效應後，使得因其未滿足「正當理由」之要件要求，而認定其違法。唯有
如此解釋，方能使得公平法第19條規定符合其上位規範的限制競爭章之規範原
理，亦方能因此而與限制競爭章節中其他濫用獨占地位、聯合行為、結合、垂
直交易限制等規定，求得內部適用邏輯的一致性，於滿足前述合目的性解釋的
同時，亦符合論理解釋方法論要求法規範內部規範邏輯應行一致的要求。

二、公平交易法第19條立法改革論
倘若公平會認為，前一節的解釋方法論之展開，對照於公平法第19條之規
定文字所為的文義解釋，根本行不通，則從現今公平會關於該條規定的實務運
作，實難肯定其符合立法者將其從不公平競爭章節中，洗心革面改置於限制
競爭章節之立法原意，而已經發生濫用該條規定之可能時，則徹底有效的解決
方法，就是廢除該條規定。蓋公平會現行對於該條規定所採取的「原則違法、
例外合法」的嚴苛執法態度，已經加諸企業諸多錯誤的執法或法遵成本。一般
而言，公平會執法錯誤成本包含二種類型，一種為錯誤的積極執法取締（false
positive）之成本，另一則為錯誤的消極不執法（false negative）之成本。就維
持轉售價格規範而言，錯誤的積極執法取締之成本，將遠遠大於錯誤的消極不
執法之成本，論者對此如此闡明：「競爭機關規範RPM可能涉及兩項執法錯
誤：1.放鬆RPM管制，以致減損品牌內部競爭；2.嚴格規範RPM，以致減損品
牌間競爭。依據Lambert（2010）的評估：過於嚴格執法所肇致的錯誤成本會
高於過於寬鬆者。原因在於：即使寬鬆執法，允許傷害市場競爭的RPM，以致
衍生出市場獨占甚至聯合行為。但因市場具有自我癒合功能，市場壟斷所形成
的超額利潤，一定會吸引新生產者進入市場或誘發卡特爾成員秘密增產的欺騙
行為，從而使寬鬆執法的後遺症會隨著時間經過逐漸消失。反之，嚴苛立法與
執法禁止良性RPM，所造成的限制競爭影響將會一直延續，直到政府重新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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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或是法院修正判例為止。」 善哉斯言！在公平會關於維持轉售價格的
82

法律執行已經被認為「形同趨近於適用當然違法」 之情況下，公平會若亦無
意願變更其法律解釋與執法態度，則實已來到必須進行法律修正的地步。
於此，如同前面關於維持轉售價格競爭效果的經濟分析所述，維持轉售價
格一般具有促進競爭的正面效應，真正會帶來限制競爭效果而阻礙市場競爭機
制之正常運作者，乃是上、下游廠商以維持轉售價格作為聯合行為的手段或
煙幕彈，或是上、下游獨占事業藉由維持轉售價格維繫或強化其獨占地位而造
成市場封鎖效果者。若此，則當系爭維持轉售價格係遭不肖事業作為其聯合行
為的手段或煙幕彈時，比起利用公平法第19條規定，適用同法第14條的聯合行
為規範，將更具有規範實效性且可以更有效打擊聯合行為參與事業，以對其參
與、實施此種高度破壞市場競爭機制、惡性重大的聯合行為，給與相對應的懲
罰。蓋不僅依據公平法第40條第2項規定，違反聯合行為禁制規定之事業，其
違反「情節重大者，得處該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百分之十以下罰鍰」，
而非同條第1項的固定上限罰鍰之處罰，且其違法行為經主管機關處分後又從
事同樣行為者，其刑事責任亦採公平法第34條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之處罰，而非同法第36條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等較輕程度之處罰。因此，就法律規範
之實效性而言，對於利用維持轉售價格作為其實施聯合行為手段的不當行為，
較為有效、合適的法律適用方式，當是直搗黃龍，直接運用公平法聯合行為禁
制規定，加以取締，而非規範、管制其煙幕彈。於此情形下，為有效取締此種
限制競爭行為，公平法第19條實無存在的必要。
其次，當擁有獨占地位的事業藉由維持轉售價格以維繫或強化其獨占地
位造成市場封鎖時，對此獨占地位濫用行為，自可繩之以公平法第9條各款規
定。此際，倘若獨占事業實施維持轉售價格的目的及效果，在於阻礙其他事業
的市場進入或導致其退出市場，則其行為該當於第9條第1款規定之違反。另一
方面，獨占事業若對於交易相對人因其不配合維持轉售價格的實施，而拒絕供
貨或對之要求比競爭對手更高的進貨價格時，其行為可能該當於第9條第1款或
第4款之禁制規定。無論如何，對於此種獨占事業藉由維持轉售價格導致市場
封鎖的限制競爭行為，因獨占地位濫用規範與上述聯合行為禁止規定一樣，可
以適用第40條第2項的營業額連動型罰鍰，且於先行政後司法之刑罰中，亦適
81
82

馬泰成，前揭註1，59頁。
參照前揭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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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刑度較高的第34條規定，使得利用獨占地位濫用規範，較諸現行的第19條規
定，更具有規範的實效性，且可以對造成市場封鎖效果更大的不肖事業，施以
相對應程度的懲罰。
從以上敘述可知，當吾人從經濟學、特別是產業組織論近年來關於維持轉
售價格的競爭效果之研究成果得到啟示，知悉維持轉售價格可能產生的限制競
爭效果，其實是在於促成聯合行為的形成及促進獨占地位濫用行為的實施時，
實可直接針對系爭行為的本質及惡性，適用以聯合行為或獨占地位濫用禁制規
定，毋庸針對維持轉售價格本身設計出特別的規定。原本，若針對維持轉售價
格設有特別規定，將之當成補充規範亦無不可，於聯合行為或獨占地位濫用規
範發生漏洞時，可以補充該等規範之不足，對帶有限制競爭效果之維持轉售價
格加以禁止。然而，我國公平法實際運作的結果是，公平會不僅未對系爭維持
轉售價格的限制競爭效果，加以詳細分析，反而輕率認為公平法第19條規定之
適用，「不以『限制競爭之虞』為要件」，完全泯滅、漠視該條規定為整體限
制競爭行為規範之一環。此種世界鮮見、過度嚴苛的積極執法，已帶來巨大錯
誤執法成本，致使吾人不得不重新審視公平法第19條繼續存在的必要性與正當
性。倘若如同本文之分析，則維持轉售價格所造成的限制競爭效果已有聯合行
為、獨占地位濫用等規範，可以更為有效且適當的禁止，則實已無繼續讓已有
產生重大社會成本之虞的第19條規定，繼續存在的必要，而應廢除之。

陸、結語
本文從2015年2月4日公平法關於維持轉售價格修正，係為符合「國際潮流
之趨勢」出發，釐清美、歐二國（區域）對於維持轉售價格規範態勢由嚴格漸
趨舒緩之發展，並著眼於近年來產業組織論針對維持轉售價格所具有的競爭
效果之研究成果，嘗試分析我國公平會現行法律執行的現狀，並發現其執法現
狀蘊藏諸多問題點，其結果並可能對我國市場競爭、事業（國際）競爭能力帶
來不當的影響，進而從解釋論層面，提出公平法第19條規定未來應有的解釋、
適用之道，且主張若公平會無意更改其現行執法方式及態度時，則乾脆一勞永
逸，廢除該條規定，以免其存在繼續對我國市場競爭及事業競爭能力，造成不
當影響。本文之提案，或許過份幾近而難能遽然為各位賢達所接受，惟與其
繼續打混戰、和稀泥，不若長痛不如短痛，吸取創新經濟時代破壞式創新的啟
發，大刀一揮斬斷千萬煩惱絲，廢除第19條規定，敦促公平會正視維持轉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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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所具有諸多促進競爭之正面效應，而不當繼續以其行為本身帶有惡性故原則
違法、例外合法的執法態度，對待之。正確的維持轉售價格規範之執法方式及
態度，當是詳細分析其所具有的促進競爭、限制競爭效果，並加以比較、衡量
分析後，方論斷其合法、違法。若此，則廢除公平法第19條規定，令維持轉售
價格之違法性判斷回歸聯合行為或獨占地位濫用規範，或將有助於促使公平會
詳細調查、分析系爭維持轉售價格之競爭效果，比起繼續留存該條規定，當可
以帶來更好的競爭法執法態勢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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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王文宇（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兼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
維持轉售價格是公平交易法中相當重要議題，特別是在市場經濟、契約自
由的架構下，美國、歐盟都走向放寬、採取合理原則，即便在價格或非價格、
經銷商或製造商發起等方面仍有爭議。
我國公平交易法，針對維持轉售價格也往好的方向去調整，對正當理由方
面，原則上不進行特別的限制。然而，實務上「限制競爭效果」的抗辯理由卻
大多不被主管機關承認，有學者認為是由於廠商可能不夠努力提出抗辯理由。
「舉證責任之所在，敗訴之所在」限制轉售價格的舉證責任變得更為困
難，對中小型企業更是困難，我個人認為比較好的解決方式，公平會應該主動
出擊，透過具體案件，提出函示，建立具體操作標準。如果是Google、Apple
等大型企業的相關案件，案件相對少卻也眾所矚目，當然必須採用嚴謹的經濟
分析。反之，對於中小型企業的相關案件，即便有限制效果也不會太嚴重，建
議採用相對簡單、容易的標準，我贊同黃教授的看法，盡量容許、豁免中小企
業維持轉售價格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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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競爭法上的垂直交易限制之安全港
(四)日本競爭法上的垂直交易限制之安全港
五、公平交易法上安全港之運用與檢討–代結論
(一)聯合行為之安全港
(二)獨占管制之安全港
(三)垂直限制競爭行為之安全港

競爭法上所謂之「安全港」（safe harbor），係指一國之競爭法規範對於
某種行為類型劃出一定之違法門檻標準，凡未達此一標準者，即被認為不構成
違法或顯然降低其違法風險，或主管機關將不開啟或進行調查處分之程序者。
安全港條款劃出了事業競爭活動在競爭法上之安全區域（safty zone），事業之
行為只要不逾越此一門檻界線，原則上即屬於合法，或至少會大大降低其違法
風險，不虞會被主管機關或法院認定為違法而加以調查處分或處罰，故稱之為
「安全港」。安全港因具有諸多正面功能（參見下文），因此如歐、美、德、
日等競爭法先進諸國之相關法規範中，均設有相關之制度。
本文中，將針對歐、美、德、日之競爭法規範進行研究，釐清各國針對聯
合行為、獨占管制、垂直交易限制等主要規範，係以何種形式、何種內容建立
限制競爭行為之安全港。並藉由比較法分析所得之理論框架，省思目前我國公
平交易法在安全港的設置上，應加以改進或繼續深入發展的方向。

一、前言
(一) 安全港之意義與特徵
綜觀各國競爭法上之安全港，大致上有以下共通之特徵：首先，安全港是
存在於法規範之內，須具有一定程度之法規範依據。安全港既然是在賦予事業
競爭行為「不違法」之地位，使事業能處於「安全」、不受到競爭法主管機關
調查處分之狀況，則安全港規定本身自然須具有一定法規範之基礎。換言之，
建立安全港之規範基礎，通常會具有一定之「法源性」，屬於有法律拘束力或
事實拘束力之一種法規範。至於安全港表現或存在之規範形式卻不一而足，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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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存在法律、命令、行政規則、行政解釋 或法院判決 中皆有可能；其拘束力
之強弱，亦各有不同。
其次，安全港通常是設立一個事業行為不會構成違法之門檻，或劃定一個
合法行為存在之安全區，例如以市場占有率之多寡設立違反競爭法某項規定所
需要的市場力門檻，然後將未達門檻或位於安全區之案件予以篩除。既然是以
一項門檻標準決定是否對於案件加以查處或決定其違法與否，則此項標準自然
應該清楚明確，事業才能有所遵循，執法機關在調查或法院於審判時也才能有
所依據。各國的反托拉斯法所最常見的安全港門檻，首推市占率。惟僅倚靠市
占率仍常有所不足，必須視所處理之行為類型，同時採用其他之門檻標準，才
能妥善建立安全港之制度。此時所採用市占率以外之其他標準亦必須具有明確
性，自屬當然。
再者，安全港最重要之作用，自然是提供低於門檻或位於安全區之事業行
為一個合法性之保障，或至少能明顯降低其違法之風險。這即是安全港所發揮
之「安全」效果，亦即讓事業無違法之虞，或保障主管機關不會開啟立案調查
之程序。正是因為安全港能夠提供合法性之庇護，事業始能產生配合遵循之動
機，執法機關亦能省去對此等案件投入調查處分之行政資源。
最後，按一行為被競爭法所處罰，一般須具備實體上與程序上之要件。前
者例如各種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構成要件須該當、不具有阻卻違法事
由等；後者則例如須滿足競爭法主管機關發動調查處分程序之公共利益要件
等。競爭法對於此等實體上或程序上之某一環要件，如設定有構成或不構成之
門檻者，均有可能成為一項安全港。
從最廣義之觀點而論，凡是競爭法所劃出之任何一塊區域，事業只要進入
該區域，即無（或僅有甚低）實體上違法風險或程序上被調查處分之可能者，
即可謂之安全港。例如我們可以說，整個聯合行為之例外許可規定，是聯合行
為禁止之安全港。惟過於廣泛之安全港定義，將可能涵蓋競爭法上所有「不違
法」或得以「合法化」之情況，而以此作為研究之專題，只是羅列各種構成要
件不成立或豁免之情形，並無太大意義，其研究之範圍亦將過廣。故本文所欲
研究之「安全港條款」，乃是以競爭法上對於事業之不違法或不受調查，設立
有相當明確之門檻標準者為對象。此點需要合先陳明。
1

2

行政解釋之拘束力來源存在於其所解釋之法律，法院雖不受行政機關見解之拘
束，惟解釋機關本身則須受拘束。
法院判決一般被稱為「間接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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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安全港之功能與政策考量
各國紛紛在競爭法上設立安全港，主要是基於以下幾項之政策考慮。另
外，設立安全港可能具有之執法風險，亦應一併注意。
1. 大小通吃之流刺網將產生寒蟬效應
公平法作為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根本大法，必須適用於所有產業，並規範
包羅萬象的行為，因此必然使得公平法的規定必須具有一定之抽象性，並使用
許多不確定法律概念。公平法規範限制競爭的目的，在於確保市場競爭的自由
運作。若事業的規模過小，或行為態樣構成限制競爭之疑慮過低時，如按照法
律文義仍然一視同仁的認為構成違法，將造成事業必須承擔不必要的遵法成本
與風險，減低事業參進市場或從事創新活動的誘因，將在市場上產生一種「寒
蟬效應(chilling effect)」，其結果恐怕無助於我國經濟發展的活潑。
2. 優化執法資源之配置
競爭法上如有完善之安全港制度，就競爭法主管機關而言，一方面將有助
於執法標準之明確化，藉此促進公平法適用之可預見性；其次，主管機關得以
將執法資源集中於較複雜、影響市場競爭較為重大之案件，從而使得執法資源
得到較佳之配置。
值得一提的是OECD近年也明確的意識到安全港條款對於競爭法有效適用
的重要性。在2017年12月之例會，就曾對安全港於競爭法的適用進行熱烈之
討論，此一制度顯然受到各國之重視。在OECD秘書處所提供的背景介紹資料
中，也明確的指出安全港條款除了賦予事業合法活動的明確性外，對於競爭
法主管機關而言，亦能有效率地的將有限的執法資源集中於最迫切的案件之
3

中 。故若能制定妥善的安全港條款，對於競爭法主管機關而言，無疑亦是強
化競爭法有效執行的一項重要工具。
3. 導正事業之競爭行為
就事業言，前文已經提到，安全港條款能夠提供低於門檻、位於安全區之
事業行為合法性之保障，或至少能明顯降低其違法風險，使事業無違法並遭受
調查之虞。此一合法性之庇護，使事業產生了配合遵循之動機，安全港遂可導
正事業之行為，使其盡量留在安全區內，並在安全區自由地從事競爭活動，競
爭秩序將因此而得到維護。
3

OECD Directorate for Financial and Enterprise Affairs Competition Committee, Safe
Harbours and Legal Presumptions in Competition Law, Background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DAF/COMP(2017)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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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置安全港制度之風險
安全港雖因具有上述諸般之正面功能，遂為世界各國所不吝採用。惟在設
置安全港制度時，也應注意其所可能產生之運作風險。安全港所可能造成之
風險，主要是執法不足（underenforcemet）。按執法機關對於違反競爭法之案
件，原本即有依法調查處分之職責，以維護市場競爭秩序。設置安全港可能會
造成執法機為了減輕工作或調查舉證之負擔，而過度從寬認定安全港之構成，
以致於形成執法不足之危險，反而有害於市場競爭機制之完善。
(三) 安全港之存在形式
安全港須具有法規範之基礎，為其共通之特徵，前文已述，惟安全港所存
在之法律規範形式卻不一而足。不同之安全港規範形式，將產生不同之法律效
果，其對於安全港之功效亦會發生直接之影響。
競爭法本身如果對於特定行為之不構成加以規定時，自然是最正式、最有
4

保障、功效也最大的安全港規範 。但安全港之規範基礎亦可能存在法規命令
之中。法規命令雖屬於法律之次級規範，惟因其有法律之授權基礎，因此除非
其合法性受到挑戰，否則命令之安全港條款與法律之安全港條款所發揮之功效
5

甚為近似 。
如果法律或命令中並未含有明確之安全港條款，競爭法主管機關仍有可能
透過諸如「處理原則」等行政規則而設立競爭法上某類行為之安全港。雖然行
4

5

例如依公平法第8條第1項之規定，不構成「一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二分之
一」、「二事業全體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三分之二」或「三事業全體於相關市
場之占有率達四分之三」等三種情形之一時，事業將不被列入獨占事業認定之範
圍。即便構成第8條第1項之其中一款情形，依同條第2項之規定，若個別事業「於
相關市場占有率未達十分之一」或「上一會計年度事業總銷售金額未達主管機關
所公告之金額」者，該事業亦將不列入獨占事業之認定範圍。事業如不被列入獨
占事業之範圍，則肯定就不會有觸犯獨占管制規定之虞。由此可以得知，公平法
上針對獨占所定的安全港條款，分別係以「市場占有率」及「銷售金額」等二種
類型所構成。
現行公平法第8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在民國91.02.06公平法第三次修訂之前，係
規定於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條，即是一個適例。本條施行細則規定後來即是因有依
法行政、法律保留上之疑義，始經由修法將其提升至母法之位階。參考該條之修
正理由：「按法律概括授權訂定之施行細則，僅得於符合立法意旨，且未逾越法
律授權訂定施行細則之必要範圍內，就執行法律有關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加以
規定，其內容不得牴觸母法或對人民之自由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本法施行
細則第3條雖係就獨占事業之認定予以補充規定，然外界偶有質疑其內容實質限縮
獨占事業之認定範圍，爰配合行政程序法第150條規範之本旨，將之提升至母法位
階，冀免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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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規則不具有拘束法院或一般事業之效力，惟發布行政規則之競爭法主管機關
本身須受其拘束，在實務上亦能基於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執法上之關鍵地位而產
生事實上之拘束力。透過此種執法機關之「自我拘束」（Selbstbindung），行
政規則之安全港仍能夠發揮相當強大之功效。
另外，同樣是表達對於競爭法之見解，競爭法主管機關亦可經由發布「行
政解釋」來達到類似之目的。例如，公平會在2016年3月1日公布的公法字第
10515600941號解釋中，就聯合行為微小不罰之認定標準加以說明，並以「於
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總和未達10％者，推定不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
6

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此即為透過行政解釋，設立安全港之例。以發布行政
解釋之方式建立安全港，具有彈性與行政效率上之優點，另一方面相較於制訂
行政規則而言，其公告周知之程度較低，則是其缺點。
最後，當法院判決對於安全港之設立予以肯定，並對於門檻標準形成一貫
之見解時，亦有建立安全港之作用。尤其在英美法系之國家，法院判決具有更
強之法源性，法院可以透過判決對於法律之解釋，設立競爭法上某類行為之安
7

全港，自無疑義 。
(四) 安全港之類型
我們如果依照安全港條款之效果，亦即其所提供當事人安全保障之不同內
容，可以將競爭法上較為常見之安全港區別為以下幾類。應合先說明者，乃下
列3種安全港類型並不彼此排斥，亦即安全港之規定可能同時屬於兩種以上之
安全港類型。
1. 使實體構成要件不成立之安全港
第一類的安全港，是規定何種情形下，事業將不構成競爭法上某一行為類
6

7

行政院公報，第22卷第37期，7165（2016年3月1日）。亦收錄於公平會網頁，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461&docid=14521，最
後瀏覽日：2018/01/22。
我國最高行政法院近期曾指出：「若事業所為行為非屬聯合行為，即無須申請中
央主管機關許可。又認定聯合行為是否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
場功能者，除斟酌參加聯合行為者之「市場占有率」外，尚宜就「參加聯合行為
事業之數目」、「參加聯合行為者與不參加者間之數目比例」及「對於生產、交
易關係的影響」等因素，作整體衡量，始能窺其全貌。……但單船黃豆進口量分
別僅占96年度全國黃豆總進口量之2.37％及2.48％，則客觀上自難認足以影響市場
功能……」此一判決雖未建立完整的聯合行為安全港認定標準，惟其所表示之相
關見解，已經在建立安全港制度之路上邁進了重要的一步。參見最高行政法院101
年度判字第818號判決，六、(一)、（三）（2012年9月13日）。司法院法學資料檢
索系統，444-449, 489-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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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之實體構成要件。這類安全港通常會設定某種「量」的門檻標準，例如涉案
事業之市場占有率或年度銷售金額若未達到一定比率或額度者，將不成立違法
行為。惟亦可能同時配合「質」的標準，對於不同內容之行為類型或不同之違
法事實情況，設定不同之安全港門檻。這類安全港條款，係直接對於違法行為
之實體構成要件，設定構成或不構成之門檻，未達成立之門檻者，因根本不成
立違法行為，自然無虞會被執法機關調查處分。例如公平法第8條第1項與第2項
之規定，分別以「市場占有率」及「銷售金額」設定事業不被列入獨占事業認
定範圍之安全港門檻，即屬於此類之規定。歐盟與德國競爭法上對於構成聯合
行為或垂直限制競爭協議所須具備之「可感覺性」（appreciability; Spürbarkeit）
要件，設有一定之市占率門檻，亦屬於此類之安全港，詳參下文。
另外競爭法對於構成豁免（即例外合法化）之要件如設有一定之門檻標準
者，在性質上亦可歸類於此種安全港。歐盟競爭法上諸多涉及水平或垂直協議
之集體除外規則（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s; Gruppenfreistellungsveordnng），
皆含有此類之安全港條款。
2. 阻止發動調查處分程序之安全港
第二類之安全港，是由競爭法主管機關一般多透過發布行政規則之途徑，
說明對於何種門檻下之輕微案件，因認定其無構成違法之虞，故將不會發動調
查處分之程序。位於安全區之事業，因其相關行為無被競爭法主管機關查處
之危險，此等規定遂具備安全港之作用。例如歐盟執委會發布之「微小不罰
公告」（De Minimis Notice）以及德國聯邦卡特爾署發布之「微小不罰公告」
(Bagatellbekanntmachung)，即含有此種類型之安全港規定。
3. 改變舉證責任分配之安全港
最後，安全港之規定很可能是透過「合法推定」（legal presumption）之途
徑，即以改變舉證責任分配之方式，使位於安全區者負擔較低的違法風險，而
產生安全港之庇護作用。前述公平法第8條第1項與第2項之規定，在實體上使
不被列入獨占事業認定範圍之涉案事業，不會成立獨占事業之主體要件；在舉
證責任上，則又具有合法推定之作用，事業之市場占有率或銷售金額低於其所
規定之門檻者，即被推定為合法，只有在公平會能證明公平法第8條第3項所舉
8

之例外情形成立時 ，才能推翻上述之合法推定，仍然認定其為獨占事業。
8

請參見公平法第8條第3項：「事業之設立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入相關市
場，受法令、技術之限制或有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者，
雖有前二項不列入認定範圍之情形，主管機關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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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安全港門檻標準之決定
最後欲一提者，為如何決定安全港之門檻標準。安全港之門檻標準如果設
定不當，將會對於競爭法之執行產生不利之影響。如果門檻設定過嚴格，將達
不到設置安全港之功能與目的。反之，如果門檻標準設定過鬆，則又會容許
過多不應容許其存在之反競爭行為。安全港門檻之設定，初無一定之規則或標
準。在OECD競爭委員會一次專門討論安全港之會議中，日本之與會代表說明
日本在決定安全港之判斷標準時，一般會考慮：1、過去之執法經驗與實際案
9

例；2、相關行為之限制競爭效果；3、與國際執法標準之一致性等因素 ，頗
值得我們參考。

二、聯合行為之安全港
(一) 歐盟競爭法上聯合行為之安全港
1. 立基於「可感覺性」之安全港
首先欲說明歐盟競爭法上聯合行為安全港之規範基礎。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條（原第81條）條約規定本身，無論是禁止聯合行為之第1項規定，或是規
範例外許可之第3項規定，均未直接含有關於安全港之內容。惟據歐洲法院以
及學說之見解，本條第1項所稱事業間協議、事業團體決議與一致性行為，對
於歐盟會員國間交易，以及對於案件所涉及之相關市場競爭，必須要有「可感
10

覺性」之影響始可 。
所謂對於市場競爭具有「可感覺性」之影響，是指第三人在市場存在競爭
時，原所具有之經濟行動自由與選擇可能（即從事各種經濟行為原有之空間與
11

可能性），因協議對於市場競爭加以限制，而受到可察覺之影響與改變 。
依據歐盟競爭法通說之見解，協議對市場競爭必須產生可感覺性之影響乃
12

是本條規定之「不成文構成要件」（ungeschriebenes Tatbestadsmekmal） 。換
言之，事業間之協議對於市場之影響如果未達可感覺性之程度時，根本尚未成
立水平之聯合行為或垂直之限制交易協議，因為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乃是將
9

10

11
12

OECD Directorate for Financial and Enterprise Affairs Competition Committee, Safe
Harbours and Legal Presumptions in Competition Law, Summaries of Contributions,
DAF/COMP(2017)82, 16.
EuGH v. 9.7.1969-Rs. 5/69, Slg. 1969, 295-Völk/Vervaecke; Kling/Thomas, Kartellrecht,
2.Aufl., 2016, S.131.
Emmerich, Kartellrecht, 12.Aufl., 2012, S.72.
Bunte/Stancke, Kartellrecht, 3.Aufl., 2016, S.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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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與非水平（如垂直）之限制競爭協議統一規定於一項條文之中。上述對於
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第1項之解釋適用，造成「可感覺性之市場影響門檻」將
13

具有一定安全港之作用 。此亦為歐盟競爭法上聯合行為安全港之規範基礎。
2. 執委會之「微小不罰公告」(De Minimis Notice)
歐盟執委會為了處理限制競爭協議必須具有「可感覺性」之要件，發布
了「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第1項下未達可感覺限制競爭之輕微協議公告」
（Notice on agreements of minor importance which do not appreciably restrict
competition under Article 101(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即所謂之「微小不罰公告」（De Minimis Notice）（以下簡稱「歐盟
14

15

微小不罰公告」） 。最新之版本，乃於2014年8月30日所公布 。此一公告主
要以事業之市場占有率為標準，並考慮限制競爭協議之內容與類型，劃定不具
有可感覺性以致於構成微小不罰之安全港門檻。
(1) 安全港之一般判斷標準
根據歐盟微小不罰公告第8點之規定，限制競爭協議安全港之一般判斷標
準與原則如下：
A.只適用於「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之協議」
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第1項禁止足以影響會員國間交易，且以妨礙、限制
或扭曲歐體共同市場競爭「為目的或效果」之事業間協議、事業團體決議與
一致性行為。歐洲法院之實務及學者通說均認為該項所禁止之行為，可分為
「以限制競爭為目的之協議」（restrictions of competition by object; bezweckte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和「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之協議」（restrictions of
16

competition by effect; bewirkte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 。歐盟微小不罰公
告第8點揭示，該公告不適用於「以限制競爭為目的之協議」，換言之，僅有
「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之協議」始有歐盟微小不罰公告之適用，進而享有安全港
之待遇。

13
14

15
16

Whish/Bailey, Competition Law, 7.ed, 2012, p.140, 141.
Hengst, in: Langen/Bunte, Kartellrecht, Kommentar, Bd.2, Europäisches Kartellrecht, 12.
Aufl., 2014, Art. 101 AEUV, Rn.243ff.
歐盟最早是在1970年公布了微小不罰公告，其間經過多次修訂。
Emmerich, in: Immenga/Mestmäcker, Wettbewerbsrecht, Bd.1. EU/Teil 1, 5.Aufl., 2012,
Art. 101 Abs.1 AEUV, Rdnr. 171ff.; Hengst, in: Langen/Bunte, Kartellrecht, Kommentar,
Bd.2, Europäisches Kartellrecht, 12. Aufl., 2014, Art. 101 AEUV, Rn.218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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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依據歐洲法院在Expedia一案中之見解 ，「以限制競爭為目的之協議」基
於其較為嚴重的限制競爭本質，應始終具有可感覺性。故歐盟微小不罰公告之
安全港條款不適用於「以限制競爭為目的之協議」，亦即此種協議無法享有安
全港之待遇。
所謂「以限制競爭為目的之協議」，係指依據該類型協議之本質，其對
18

於市場競爭在一般典型之情況下，均足以產生不利之影響者 。就水平協議而
論，諸如聯合固定價格、聯合瓜分市場等即屬之。垂直協議而論，則如轉售價
格之維持。「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之協議」則是指對於市場競爭實際上會產生不
利作用之協議。事業間之協議是否屬於「以限制競爭為目的之協議」或為「產
生限制競爭效果之協議」，並非依據從事協議事業之主觀想法或意圖而定。所
謂以限制競爭為目的，毋寧應依客觀之事實予加以認定。事業之主觀目的只能
作為參酌認定之一項因素。所謂客觀之認定，乃是針對某種類型之協議，依據
該類協議之本質與特性，探究在一般典型之情形下是否皆可期待其對於市場競
19

爭會產生負面之作用 。某種類型之協議根據經驗一旦被歸類於「以限制競爭
為目的之協議」，代表其具有不利於市場競爭之巨大潛能，以致於無須在個案
20

中檢驗其對於市場競爭是否實際產生之不利效果 。反之，對於「產生限制競
爭效果之協議」，則須在個案中檢視其是否實際上對市場競爭產生負面影響。
「以限制競爭為目的之協議」和「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之協議」為歐盟運作
條約第101條第1項很重要之內容，對於可感覺性、安全港、案件之調查進行以
及其他諸多事項均會產生不同之結果，茲製作下表比較說明二者，以收一目了
然之功效：

17
18

19
20

Kling/Thomas, Kartellrecht, 2.Aufl., 2016, S.131f..
參見歐盟執委會對於適用條約第81條第3項之指導原則，Guideline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2004/C 101/08), Paragraph 21.
Bunte/Stancke, Kartellrecht, 3.Aufl., 2016, S.98.
Guideline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2004/C 101/08), Paragraph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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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以限制競爭為目的或效果協議之比較表
以限制競爭為目的之協議

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之協議

1、特性

從協議之本質即可期待其對競
爭有負面作用

對市場有實際負面影響始予以
規範

2、認定

無須於個案中逐一檢視協議對
於市場競爭之影響

須於個案中調查認定與證明協
議之市場影響衝擊度

3、可感覺性

當然具有可感覺性，無須檢驗
此要件

必須經檢驗具有可感覺性始成
立水平或非水平協議

4、市場力

較不強調事業之市場力

事業須具有一定之市場力（惟
無須達到獨占事業之程度）

5、水平協議主要類型

價格協議、限制產量、瓜分市
場或顧客（核心限制）

其他類型協議（非核心限制）

6、垂直協議主要類型

維持轉售價格、限制最低售
價、提供絕對保護之交易地區
限制（核心限制）

其他類型協議（非核心限制）

7、豁免

無獲得集體或個別豁免之可能

有獲得集體或個別豁免之可能

8、安全港

無

有

出處：作者自製

B. 一般判斷原則
對於「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之協議」，歐盟微小不罰公告乃分別就水平協議
（競爭者間協議）和非水平協議（非競爭者間協議）制訂安全港之判斷標準如
21

下 ：
(A) 水平協議
對於實際上具有競爭關係或具有潛在競爭關係之事業間所訂定之產生限制
競爭效果協議，如果所有參與聯合行為事業之市場占有率總和，在該協議所涉
及之任何市場均不超過10％者，該協議將被認定為不具有可感覺性。
(B) 非水平協議
對於不具有實際上競爭關係或潛在競爭關係之事業間所訂定之產生限制競
爭效果協議，如果參與協議個別事業之市場占有率，在該協議所涉及之任何市
場均不超過15％者，該協議將被認定為不具有可感覺性。
21

歐盟微小不罰公告第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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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案中如果認定涉案之協議究屬於水平或非水平協議有困難時，則
應適用較為嚴格之水平協議安全港門檻，即參與事業之市場占有率總和，
在協議所涉及之任何市場均不得超過10％。
(2) 超過門檻之容忍範圍
在操作安全港時，一般會面臨一項問題，即安全港之門檻是否為一個一刀
兩切之絕對標準？如果門檻僅被微幅超越時，是否仍應肯定可感覺性之存在？
對於此一問題，歐盟微小不罰公告的立場是，涉案協議固然超過前述公告第
8、9以及10點所規定之門檻標準，即水平協議─市占率10％、非水平協議─市
占率15％、有累積效果之協議─5％等，惟其幅度在過去連續的2年中均穩定地
未超越2％以上者，該涉案協議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仍會被認為未達可感覺
22

性之程度 。惟安全港之作用是對於可感覺性要件之「反面界定」，並未正面
認定或推定超越門檻之案件即屬具備可感覺性。因此對於此類略為超過門檻之
案件，執委會仍能夠視個案狀況，決定協議是否具有可感覺性。
(3) 安全港之法律效果
A.反面界定而非正面認定
歐盟微小不罰公告主要是藉助於市占率之門檻，說明自執委會之觀點而
言，何時不構成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第1項所要求協議對於市場競爭之限制必
須具有可感覺性之影響。歐盟微小不罰公告明白表示，這是對於可感覺性之
要件所為之「反面界定」（negative definition of appreciability; Negativdefinition
23

der Spürbarkeit） 。既然是反面界定，則代表其不具有正面認定或推定之效
果。執委會表示，事業之協議如果超過公告設定之門檻者，並不代表該協議即
當然構成一個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第1項下所謂可感覺的限制競爭。此等超過
門檻之協議經執委會之個案檢視，仍有可能被認定為影響力微不足道而不具有
24

可感覺性，從而不被該條規定所禁止 。至於未達門檻之協議，在歐盟層次雖
然受到微小不罰公告所提供之安全港保護，惟並不排除其可能達到會員國國內
法可感覺性之標準，從而適用會員國國內法加以處罰。
這種反面認定之規範方法，主要目的是先排除對於所謂「輕微卡特爾」
22
23
24

參見歐盟微小不罰公告第11點。
歐盟微小不罰公告第3點。Whish/Bailey, Competition Law, 7.ed, 2012, p.140.
同上註。歐盟執委會在若干超過10％門檻之案件中，基於涉案協議之內容對於市
場競爭之影響不大（例如事業間從事統一營業時間之聯合行為），故仍舊認為該
等協議不具有可感覺性。Kling/Thomas, Kartellrecht, 2.Aufl., 2016, S.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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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gatellkartell）或「輕微案件」(Bagatellfälle)投入不必要的執法資源，而將
行政資源轉而用於較為重大之案件，並且對於事業行為提供一項清楚之指引方
針。
B. 拘束力問題
執委會所公告之指導原則（Guideline; Richtlinie）因未經過立法程序，故
並不具有一般法律或法規命令對外普遍之拘束力。尤其法院在審判案件時，並
不受前述「歐盟微小不罰公告」之拘束。甚至對於會員國之執法機關而言，本
公告亦無直接之拘束力。惟對於歐盟執委會本身，公告自然會產生「自我拘
束」（Selbstbindung）之效力，執委會對於案件之處理須受公告之限制。執委
會有義務依據公告而進行行政處置，且對於不同之案件或受調查事業均應一體
25

適用，不得有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 。
C. 實際影響
歐盟微小不罰公告之實際影響力，可以分別就法院、會員國執法機關以及
事業三方面說明。歐盟微小不罰公告雖不具有形式上之法規範效力，惟因執委
會是競爭法方面具有專業權威之機關，故代表執委會見解之本公告，實際上對
於法院在適用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時仍會產生一定之影響。惟法院仍不忘展
現其相當之獨立性，並不全然依照公告規定審判。其次，對於會員國之執法機
關而言，本公告之影響力則更加明顯。例如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就跟隨歐盟執委
會的腳步，發布了內容上幾乎相當一致而適用於德國的微小不罰公告，謂之亦
步亦趨也不為過。最後對於事業而言，為了避免被執委會調查處分，歐盟微小
不罰公告對於事業行為更是具有重要之引導作用。基於上述實際之影響力，我
們對於歐盟微小不罰公告仍應予以重視。
3. 歐洲法院之見解
執委會透過歐盟微小不罰公告，對於可感覺性之解釋與操作雖有頗為完整
之規定，惟該公告並不拘束歐洲法院。歐洲法院關於可感覺性要件與微小不罰
之問題，主要有以下之見解：首先，歐州法院亦肯定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之
協議可區分為「以限制競爭為目的之協議」和「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之協議」二
者，並進一步認為「以限制競爭為目的之協議」當然具有可感覺性，在個案中
26

無須予以逐一檢驗 。在若干個案中，協議之內容雖涉及「核心限制」，惟歐
25
26

Kling/Thomas, Kartellrecht, 2.Aufl., 2016, S.133.
歐洲法院在Expedia一案表示此一見解，vgl. EuGH 13.12.2012 WuW/E EU-R
2638=NZ-Kart 2013,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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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法院基於參與事業僅具有很微弱之市場地位，而認為其不具有可感性，遂不
27

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現行條文） 。
其次，認定成立可感覺性之市占率標準與執委會未盡相同。在若干案例
中，歐洲法院認為涉案協議之市占率超過5％時，通常即可認為成立可感覺性
28

之要件 。
最後，歐洲法院並未以固定之市占率門檻建立穩定之安全港制度，而是在
個案中綜合考慮「量」與「質」之因素，然後整體觀察與判斷涉案之協議是
29

否具有可感覺性 。當協議之市占率等「量」之因素雖達到一定門檻，惟在的
「質」的因素上，協議所限制競爭之內容並不嚴重時，法院仍可能認為協議不
具有可感覺性。當協議之「質」方面限制競爭越為嚴重，在「量」方面之要求
就越低。最後還是繫諸於個案中之整體衡量與判斷。因此當執委會對於可感覺
性一要件之解釋適用朝盡量明確化、穩定化之方向發展，並且建立安全港制度
時，歐洲法院則仍強調在個案審理中依據個案情況判斷決定是否具備可感覺
性。
4. 歐盟集體除外規則上之安全港條款
為了妥善適用與有效處理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第3項有關限制競爭協議豁
30

免之規定，歐盟執委會在歐洲理事會之授權下 ，制訂了一系列的「集體除外
規則」（或稱「集體豁免規則」）（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s; Gruppenfreistel
lungsverordsnung），以針對不同類型之水平或垂直限制競爭協議，訂定豁免之
要件。事業如認為其所訂定之限制競爭協議乃符合集體豁免規則之規定，則不
須獲得執法機關之個別許可，亦無須向執法機關申報，即能依法（ipso iure）
自動合法化，但事業須負擔適法性判斷錯誤之風險（Subsumtionsrisiko）。此
即歐盟競爭法上為豁免限制競爭協議所採行之所謂「法定例外制」（Prizip der
31

Legalausnahme） 。
27
28
29

30

31

EuGH v. 9.7.1969-Rs. 5/69, Slg. 1969, 295-Völk/Ver集體vaecke.
Emmerich, Kartellrecht, 12.Aufl., 2012, S.74.
Emmerich, a.a.O., S.73. Whish/Bailey, Competition Law, 7.ed, 2012, p.143.; Emmerich,
in: Immenga/Mestmäcker, Wettbewerbsrecht, Bd.1. EU/Teil 1, 5.Aufl., 2012, Art. 101
Abs.1 AEUV, Rdnr. 146.; Hengst, in: Langen/Bunte, Kartellrecht, Kommentar, Bd.2,
Europäisches Kartellrecht, 12. Aufl., 2014, Art. 101 AEUV, Rn.239.
Regulation No 19/65/EEC of 2 March of the Council on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5 (3) of
the Treaty to certain categories of agreement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 Official Journal
036 , 06/03/1965 P. 0533 – 0535.
Bunte/Stancke, Kartellrecht, 3.Aufl., 2016, S.102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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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除外規則中既有涉及水平限制競爭協議者，亦有涉及垂直限制競爭
協議。涉及水平限制競爭協議之集體除外規則，主要是「執委會1218/2010號
32

專業化協議集體除外規則」 以及「執委會1217/2010號研發協議集體除外規
33

則」 。
集體除外規則中，亦含有若干具有安全港功能之條款。以涉及水平限制競
爭協議之規則而論，例如在「執委會1218/2010號專業化集體除外規則」中即
規定，該集體除外規則之豁免，僅係適用於參與協議之事業合計之市場占有率
34

不超過20 %之情形 。換言之，參與專業化聯合之事業合計之市場占有率低於
20 %者，則除含有限制價格、限制產量、劃分市場或顧客等「核心限制」之情
形外，原則上即可享有集體除外合法化之利益，此一規定遂具有安全港條款之
作用。
此外，在「執委會1217/2010號研發協議集體除外規則」中，亦設有類
似專業化協議規則之安全港條款，惟其相關門檻則略微調高放寬為25%與
35

30% 。
(二) 德國競爭法上聯合行為之安全港
基於歐盟會員國競爭法與歐盟競爭法應盡可能一致與調和之歐盟整合政策
理念，德國限制競爭防制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簡稱
GWB）於1999年第6次修訂後，其規範「限制競爭協議」之第1條，即大幅調
整成與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之架構與內容甚為近似。在此一法制調整之政策
背景下，德國競爭法之發展從此極為深度地受到歐盟競爭法之影響。在許多制
度設計及競爭法之具體解釋適用上，德國法與歐盟法乃日益趨近，力求調和。
32

33

34

35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1218/2010 of 14 December 2010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3)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ertain
categories of specialisation agreements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OJ L 335, 18.12.2010, p.
43–47.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1217/2010 of 14 December 2010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3)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ertain
categorie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s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OJ L 335,
18.12.2010, p. 36–42.
參見「執委會1218/2010號專業化協議集體除外規則」第3條：市占率門檻。原文
如下：Article 3（Market share threshold）：The exemption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2
shall apply on condition that the combined market share of the parties does not exceed 20
% on any relevant market.
參見「執委會1217/2010號研發協議集體除外規則」第4條第2、3項；第7條第4、5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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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情況以也同樣發生在限制競爭協議之安全港上。德國聯邦卡特爾署亦制訂
了一項關於限制競爭協議微小不罰之公告，內容上與歐盟微小不罰公告雷同。
1. 規範基礎
德國限制競爭防制法第1條規定水平與垂直「限制競爭協議之禁止」：
36

「事業之協議、事業團體之決議及互為之一致性行為 ，以阻礙、限制或扭曲
競爭為目的或生此效果者，禁止之。」本條與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相同，對
於可感覺性均未作明文之規定。惟德國之判例學說亦肯定協議應對於市場競爭
產生「可感覺性」之影響。「可感覺性」應作為德國限制競爭防制法第1條規
37

定之不成文構成要件 。
2. 聯邦卡特爾署之「微小不罰公告」(Bagatellbekannt-machung)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於2007年發布了「聯邦卡特爾署18/2007號關於不究罰
38

輕微限制競爭合作協議之公告」 （以下簡稱「德國微小不罰公告」），取代
39

40

了更早於1980年發布同一旨趣之公告 。其主要重點如下 ：

36
37

38

39

40

aufeinander abgestimmte Verhaltensweisen，亦可簡稱為「一致性行為」。
值得一提的是，德國限制競爭防制法於1999年第6次修訂之前，其第1條原本即
含有協議「對競爭之限制必須足以影響生產或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關係」(…
geeignet sind, die Erzeugung oder die Marktverhältnisse für den Verkehr mit Waren oder
gewerblichen Leistungen durch Beschränkung des Wettbewerbs zu beeinflussen.)之要
件。而當時通說已經肯定協議對市場競爭之影響必須達到可感覺(spürbar)之程度。
換言之，「可感覺性」一要件在德國法下已經存在多年，只是從成文之構成要
件，因修法配合歐盟規定而轉變為不成文之要件，其實質內容並未改變。
Bekanntmachung Nr. 18/2007 des Bundeskartellamtes über die Nichtverfolgung
von Kooperation-sabreden mit geringer wettbewerbsbeschränkender Bedeutung
(„Bagatellbekanntmachung”) vom 13. März 2007. 參見：https://www.bundeskartellamt.
de/SharedDocs/Publikation/DE/Bekanntmachungen/Bekanntmachung%20-%20
Bagatellbekanntmachung.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6（最後造訪時間：
2018年8月12日）本公告之英文譯本參見：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
SharedDocs/Publikation/EN/Bekanntmachungen/Notice%20-%20De%20Minimis.pdf?__
blob=publicationFile&v=2（最後造訪時間：2018年8月12日）。
Bekanntmachung BKartA Nr. 57/80 vom 8. Juli 1980 über die Nichtverfolgung von
Kooperations-abreden mit geringer wettbewerbsbeschränkender Bedeutung.
關於德國微小不罰公告，可參考Emmerich, Kartellrecht, 12.Aufl., 2012, S.320;
Bunte/Stancke, Kartellrecht, 3.Aufl., 2016, S.270; Kling/Thomas, Kartellrecht, 2.Aufl.,
2016, S.580; Krauß, in: Langen/Bunte, Kartellrecht, Kommentar, Bd.1, Deusches
Kartellrecht, 12. Aufl., 2014, §1 GWB, Rn.163ff.; Zimmer, in: Immenga/Mestmäcker,
Wettbewerbsrecht, Bd.2. GWB/Teil 1, 5.Aufl., 2014, §1 GWB, Rdnr. 139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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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國微小不罰公告在一開始即指出其功能與作用。聯邦卡特爾署對於具體
案件，具有決定是否發動調查處分程序之行政裁量權，而德國微小不罰公
告之意旨，即在於確定主管機關如何進行裁量之基本原則，以便決定此一
41

程序何時因案件之輕微而不被啟動 。
(2) 關於適用德國微小不罰公告之行為主體範圍，與歐盟微小不罰公告相同，
42

包括與該事業具有結合關係之事業 。
(3) 本公告同時對於水平和非水平之協議均有其適用。水平協議為現實或潛在
43

競爭者間之協議；其他協議則為非水平協議 。
(4) 事業間之協議、事業團體之決議和一致性行為如符合本公告之規定，聯邦
卡特爾署將認為其通常情形下對競爭僅有輕微之影響，從而對其無須進行
44

行政上之干預 。
(5) 德國微小不罰公告所設立之安全港門檻為：1、水平協議：參與協議事業之
總市占率不超過協議所涉及任何市場之10％。2、非水平協議：參與協議事
45

業之個別市占率不超過協議所涉及任何市場之15％ 。水平或非水平協議在
46

認定上有疑義時，適用10％之門檻 。上述門檻與歐盟完全一致。
(6) 所處理之個案雖低於本公告之門檻，惟聯邦卡特爾署在例外情形下仍得採
取卡特爾法上之必要措施。例如涉案協議對於市場價格、條件等重要事
項，有整體上不利之影響時，執法機關自然不能坐視。惟此時聯邦卡特爾
署通常不會直接進行罰鍰（秩序違反）程序，而是給予事業一段過渡期
47

間，讓其有停止其所涉及違法行為之機會 。
(7) 對於影響市場競爭嚴重之「核心限制」（Kernbeschränkungen），德國微
小不罰公告亦將其排除於安全港適用範圍之外。屬於核心限制之協議類型
48

有：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限制生產或銷售、瓜分市場或顧客等 。
3. 德國法院之見解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公布之微小不罰公告並不拘束德國法院。德國法院關於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德國微小不罰公告第1點。
德國微小不罰公告第4點。
德國微小不罰公告第5點。
德國微小不罰公告第6點。
德國微小不罰公告第8、9點。
德國微小不罰公告第10點。
德國微小不罰公告第12點。
德國微小不罰公告第13、14、1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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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感覺性要件與微小不罰之安全港問題，其主要見解如下：
49

(1)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早在1976年“Fetigbeton＂一案中 ，就肯定了「可感覺
性」(Spürbarkeit)為舊德國限制競爭防制法（GWB）第1條所規範之卡特爾
（聯合行為）要件。此一見解在該法第6次修訂大幅度調整GWB第1條後，
50

仍舊被法院所繼續維持，僅是轉變為不成文要件 。
(2) 對於聯合行為構成可感覺性之標準，德國法院判決尚未形成有如德國微小
不罰公告所採之10％安全港門檻。法院對於水平協議尚未形成一個固定門
檻之見解。德國法院乃是較有彈性地在個案中，同時權衡「量」與「質」
之雙重標準，整體考量後予以認定。相對於聯邦卡特爾署之固定門檻標
準，德國法院乃參考執法機關之標準後仍採個案認定之原則。法院所考慮
之「質」與「量」標準，具有相互影響之作用。在質方面協議限制競爭之
程度越高，在量上所需之門檻就越低。此時，協議就越容易被肯定對市場
競爭構成可感覺性之影響。惟法院之判決亦有一個大概之趨勢，大致上涉
案協議之市占率如超過20％時通常皆會被法院肯定其具有可感覺性；如協
議之市占率低於5％時，則通常會被認為其欠缺可感覺性（惟此亦無絕對
51

性） 。介於5％和20％之間的案例，則視個案狀況決定。整體而言，法院
對於可感覺性之立場主要仍是個案判斷，並兼顧事業之市場地位以及其所
從事限制競爭之內容與性質。德國法院之此種見解與歐洲法院頗為接近，
其自然無法形成一個固定而明確的安全港。
4. 準用歐盟集體除外規則上之安全港條款
本文前述之歐盟集體除外規則在規範聯合行為之豁免上所設立之安全港條
款。此等條款，經由德國限制競爭防制法之明文規定，對於適用德國國內法之
案件予以準用。依德國「限制競爭防制法」第2條第1項規定：「事業之協議、
事業團體之決議或互為之一致性行為，為改善商品之製造或販賣，或為促進技
術或經濟之進步，且消費者得以適當分享其所生利益，同時無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不受前條規定之禁止：
(1) 參與協議之事業所受之限制，是為達成前述目的所不必要者。
(2) 參與協議之事業就相關商品之主要部分，因協議而具有排除競爭之可能
49
50

51

BGH, 14.10.1976-Fetigbeton, WuW/E BGH 1458, 1461f.
Krauß, in: Langen/Bunte, Kartellrecht, Kommentar, Bd.1, Deusches Kartellrecht, 12.
Aufl., 2014, §1 GWB, Rn.163ff.
Kling/Thomas, Kartellrecht, 2.Aufl., 2016, S.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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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同條第2項規定：「歐洲共同體理事會或歐洲共同體執行委員會所制定關
於適用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1條第3項於特定類型之事業協議、事業團體決議及
一致性行為之集體除外規則，於適用前項規定時準用之。集體除外規則於前述
協議，仍準用之。」
由是可知，本文前述有關歐盟集體除外規則上所設立關於聯合行為豁免之
安全港條款，均能準用於德國法。
(三) 美國競爭法上聯合行為之安全港
1. 當然違法與合理原則對安全港的影響
在美國法上討論安全港條款適用於水平限制競爭行為與否時，會受到行
為的判斷基準是以「當然違法」或「合理原則」，或是以「快速檢視（quick
look）」之方式進行，而使檢討安全港之必要性產生差異。其原因可以從下列
的兩點加以理解。
(1) 合理原則產生錯誤判斷的社會成本較高
從安全港條款成為一項反托拉斯法的討論爭點的歷史背景加以檢討，可以
發現，安全港條款的檢討的興起，可追溯至Sylvania案後，聯邦最高法院對於
52

Sherman Act第1條之案件審理多改採合理原則，進行實質認定 。由於安全港
條款作為合理原則適用上的一項標準，因此其重要性也在這樣的變化下，受到
學者的重視。
之所以在審理標準改採合理原則後，安全港條款成為一項具有重要性的判
斷標準。其原因在於，雖然在Chicago Board of Trade案提出了許多合理原則的
53

判斷標準 ，但學者指出，這些判斷標準的內容過於廣泛，法院實際上難以操
54

55

作 。且對於事業進行法律遵循也難以提供明確的基準 。若美國反托拉斯法
的執行受到欠缺反托拉斯法知識的法官、陪審團審理，因此反托拉斯法的違法
性判斷，由於涉及經濟分析的專業知識，過於抽象標準很可能使得欠缺相關學

52

53
54

55

Lindsey M. Edwards & Joshua D. Wright, The death of Antitrust Safe Harbor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23:5 GEO. MASON L. REV 1205, 1212 (2016).
Board of Trade of City of Chicago v. U.S., 246 U.S. 231, 238 (1918).
Pitofsky, “The Sylvania: Antitrust Analysis of Non-Price Vertical Restrictions”, 78
Colum. L. Rev. 1, 34 (1978). Frank H. Easterbrook, “The Limits of Antitrust”, 63 Tex.
L. Rev. 1, 12 (1984).
Frank H. Easterbrook, “The Limits of Antitrust”, 63 Tex. L. Rev. 1, 12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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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之人，容易錯誤的適用合理原則 。
若錯誤的適用合理原則，結果使得對市場競爭不產生危害的行為受到反托
拉斯法禁止，可能會造成很大的危害。因此，為了防止這樣的弊害產生，有必
要建立更明確的審查標準。
為了使合理原則能有更具體的判斷標準，學說上有整理出幾項可作為合理
原則的實質認定標準的因素。其中，事業是否具備市場力（Market Power）即
是一項合理原則的實質認定標準。原因為於「若事業欠缺市場力，無論其多努
力，都無法造成市場競爭之傷害」。若在市場中欠缺市場力，相較於司法的介
57

入，市場更能發揮非難不法取得之利益的功能 。
在這樣脈絡之下，安全港條款可以發揮一種篩選機能，使得市場占有率較
低、理論上應難以影響消費者福祉的行為，不會受到政府或法院錯誤認定其所
產生的限制競爭效果，使得明明足以產生經濟效率的行為，因政府錯誤而消
失，產生不可彌補的錯誤。
(2) 合理原則判斷的行政成本較高
相對於當然違法或快速檢視，在適用合理原則的判斷基準時，法院必須進
行市場界定、認定行為對於市場競爭造成的影響後，判斷行為對於市場競爭是
否有所助益。若要在個案中一一檢驗這些標準，可能使得合理原則所必須付出
58

的司法成本，遠遠超過當然違反之案例 。
當然違法或推定違法之審查基準，通常法院僅須就行為是否符合該類型之
59

行為、是否確實可能促進競爭進行審查即可 。由於不須舉證限制競爭效果，
自然也不須進行市場的界定。在無須確定事業的市場占有率之下，法院便能認
60

定事業所產生之限制競爭效果 。
由於被歸類為屬於當然違反之行為，明顯的會產生限制競爭效果，內容較
為明確。因此一般認為，當然違反的類型，更能節省事業的遵法成本以及行政

56

57
58

59
60

Richard A. Posner, “The Next Step in the Antitrust Treatment of Restricted Distribution:
Per Se Legality”, 48 U. Chi. L. Rev. 6, 15(1981).
Frank H. Easterbrook, “The Limits of Antitrust”, 63 Tex. L. Rev. 1, 20 (1984).
Richard A. Posner, “The Next Step in the Antitrust Treatment of Restricted Distribution:
Per Se Legality”, 48 U. Chi. L. Rev. 6, 15(1981).
ABA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53(8th ed. 2017).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Antitrust Law: An Analysis of Antitrust
Principl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XI, 313(3rd ed.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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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機關的執法資源 。
在這樣的觀點下，由於當然違法的類型違法性較明確、耗費的行政資源也
較少，因此建構安全港原則的必要性也較低；相對的，較耗費資源進行判斷的
合理原則，也就有更高價值導入安全港條款，在前階段將違法疑慮較低的案例
先排除，使得主管機關及法院的執法成本，能更集中在有討論必要性的案例之
中。
2. 處理原則中的「安全區（Safety Zone）」
在目前的聯邦反托拉斯法的運用上，主管機關DOJ與FTC所建立的安全港
條款主要是聚焦在合資（Joint Venture）的行為類型之上。在該等處理原則中所
使用的安全港條款，是以「安全區（Safety Zone）」之概念加以表現，其具體
的內容與法律效果，可藉由下列2個處理原則之規範加以理解。
(1) 智慧財產權授權處理原則
首先，在「智慧財產權授權處理原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4.3中指出，授權協議通常有助於創新及促進競爭，
因此藉由制定安全區之概念，可確保明確性並藉此鼓勵技術授權活動的進行。
因此，若行為不嚴重的減損競爭（亦即，行為不能是適用當然違反或Quick62

Look的行為） ，且參與授權協議之事業其市場占有率不超過20%時，原則上
其授權協議行為將不會受到主管機關追究其責任。
2017年1月DOJ和FTC共同修正了智慧財產權授權處理原則，但其中關於安
全港條款之內容幾乎毫無修正，繼續沿用以往的處理原則中之安全港條款的基
準。
(2)競爭者合作處理原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
關於一項普遍適用於競爭者間的合作的處理原則的制定之相關討論，可藉
由1996年時由FTC所提出的報告書加以理解。自1995年10月起的2個月間，FTC
針對全球化與創新進行一連串的公聽會。其中一項結論認為，中小企業的創
新，對於美國的經濟發展有重要貢獻，FTC有必要會同其他主管機關，使得中
61

62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Antitrust Law: An Analysis of Antitrust
Principl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XI, 310-311(3rd ed. 2011).平均大約6%，書316頁。
RICHARD J. GILBERT, “THE 1995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New Signposts for the Inters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Antitrust Laws”, 2 , ABA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Spring
Meeting (April 6, 1995), available at, https://www.justice.gov/atr/file/519116/downlo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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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小企業了解何種創新活動不會構成反托拉斯法的違反 。另外，為了配合新的
科技及全球化趨勢，有將反托拉斯法的執行標準，有邏輯的、扼要的訂於單一
64

的處理原則之中的必要 。受到這樣的建議，FTC也積極展開處理原則的訂定
作業。
在處理原則訂定完成前，即有學者有指出，在針對競爭者的合作行為所定
65

的處理原則之中，應納入市場力的有無作為一項選別基準 。原因在於，若行
為不足以對消費者產生顯著損害（significantly harm），則不應將之當作一項違
66

法行為。換言之，一項欠缺市場力的合作，應該推定其屬適法行為 。但應以
何種程度之市場力量作為門檻，學者間有許多不同的意見，有認為應訂在2067

68

25%之間 ，亦有認為應該將安全港條款訂為30% ，或是應使得結合的類型均
69

推定為適法 。
在2000年所公告的處理原則中，主要採用了1995年智慧財產權授權處理原
則中所採取的市場占有率20%，作為安全港條款的適用基準。雖然在比例上較
學說的建議來得保守，但主要原因應在於該處理原則適用於所有產業，且共同
經營（Joint Venture）的行為仍然有導致事業彼此勾結的疑慮，因此競爭法主管
70

機關採取20%作為安全港條款的上限 。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FTC Staff Report, Anticipating the 21st Century: 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New
High-Tech Global Market Place, EXECUTIVE SUMMARY AND PRINCIPAL
CONCLUSIONS, 4 (May 1996).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
documents/reports/anticipating-21st-century-competition-policy-new-high-tech-globalmarketplace/gc_v1.pdf.
FTC Staff Report, Anticipating the 21st Century: 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New HighTech Global Market Place, Ch. 10, 17 (May 1996).
Ernest Gellhorn & W. Tood Miller, Competitor Collaboration Guidelines – A
Recommendation, 42(4) The Antitrust Bulletin 851, 867-868 (1997).
Howard H. Chang, David S. Evans &Richard Schmalensee, Some Economic Principles
for Guiding Antitrust Policy towards Joint Ventures, 1998 Colum. Bus. L. Rev. 223, 289
(1998).
FTC Staff Report, Anticipating the 21st Century: 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New HighTech Global Market Place, Ch. 10, 10 (May 1996).
Ernest Gellhorn & W. Tood Miller, Competitor Collaboration Guidelines – A
Recommendation, 42(4) The Antitrust Bulletin 851, 868 (1997).
Howard H. Chang, David S. Evans &Richard Schmalensee, Some Economic Principles
for Guiding Antitrust Policy towards Joint Ventures, 1998 Colum. Bus. L. Rev. 223, 289
(1998).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Joseph F. Brodley,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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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競爭者合作處理原則所指出的兩種安全港條款，均不適用於構成
「當然違法」的類型、亦不適用於「無須進行市場分析（be challenged without
a detailed market analysis）」之類型（亦即一般所稱之「快速檢視（Quick
71

Look）」的類型） 。
在DOJ過去於事前的商業審查程序（business review procedure）中作成之
回函中，可發現一些DOJ基於競爭者合作處理原則之安全港條款，認定事業之
72、73

行為應不致產生競爭法違法疑慮之案例

。

(四) 日本競爭法上聯合行為之安全港
在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6項就聯合行為（不当な取引制限）定義的條文本
身，並未以市場占有率作為不當交易限制之要件，因此，無論其行為所影響之
市場程度為何，似乎皆有可能構成不當交易限制，並不存在關於水平聯合行為
之安全港。
但日本競爭法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公正取引委員会，本文以下稱之
為JFTC）針對可能構成不當交易限制的共同研發行為訂定了安全港條款。其
乃是定於「共同研究開發處理原則（共同研究開発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
74

針） 」之中。在該處理原則第1的「2判斷時的考量事項」之中指出，若涉及
競爭者間的產品改良、替代品開發的共同研究時，參加者的市場占有率若低於
20%，則通常不會產生獨占禁止法上的問題。
共同研究開發處理原則中所採用的20%之基準的制定，主要是參考歐盟及
美國的立法例而來。雖然1993年處理原則制定當時，美國智慧財產權授權處理
原則與競爭者合作處理原則尚未制定。但JFTC主要參考當時的國際事業活動
處理原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Enforcement and Cooperation）中

71
72

73

74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raft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 14 Antitrust 6, 9(1999).
ABA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461(8th ed. 2017).
RESPONSE TO DELTA AIRLINES, INC. AND SOCIETE AIR FRANCE REQUEST
FOR BUSINESS REVIEW LETTER, available at, https://www.justice.gov/atr/responsedelta-airlines-inc-and-societe-air-france-request-business-review-letter.
RESPONSE TO STARS ALLIANCE LLC'S REQUEST FOR BUSINESS REVIEW
LETTER, available at, https://www.justice.gov/atr/response-stars-alliance-llcs-requestbusiness-review-letter.
「 ⛧ 䫯 䵑 桦 䥕 Ն 桽 Դ զ 䗇 ☻ 䱜 㸽 㾰 ᴯ Չ 㗢 撸 ԅ 琦 2 0 1 7 ㅏ 6 㧣 1 6 㣀 ἓ 㸾 琧 ，
http://www.jftc.go.jp/dk/guideline/unyoukijun/kyodokenkyu.html，最後瀏覽日：
2018/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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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採取的「若有4（或5）以上研究開發活動存在，則可認為不產生限制競爭效
果」之原則，兼考量歐盟所定20%之數字，而採納20%作為安全港條款的門檻
75

依據 。但其適用上，仍存在著下列幾點限制。
第一，在水平限制競爭行為之中，得適用安全港條款的行為僅限於共同研
究開發。雖然在處理原則中並未明確的排除價格協議等惡性卡特爾適用安全港
條款之可能，但由於處理原則之檢討範圍皆限於共同研發活動等，在共同研究
開發處理原則起草者所編撰的處理原則解說書中亦採取此一觀點，而可得到此
76

一結論 。
第二，得適用安全港條款之共同研究開發，限於「商品之改良、代替品之
開發」，若共同研究開發者不屬於競爭者間既存商品的改良或代替品之開發，
而為完全嶄新的商品時，則無法適用此處之安全港條款，完全排除行為之違法
性。共同研究開發處理原則起草者所編撰的處理原則解說書中指出，此種情形
下，因商品市場尚不存在，因此必須等到市場的情形較為明確後，才能進行獨
77

占禁止法上的判斷 。
在共同研究開發處理原則制定後，雖然在JFTC並未在作成處分的案件中，
提及共同研究開發處理原則中的安全港條款，但在JFTC每年度公告的問答事例
集之中，可以發現JFTC在案例中，仍有藉由共同研究開發處理原則之安全港條
78

款，說明共同研究開發行為的合法性之情形 。
(五) 聯合行為之安全港
藉由以上之檢討，鳥瞰了歐德美日競爭法關於水平限制競爭行為的安全
港，約可得到以下幾點觀察：
第一，關於安全港反面排除的適用類型，各國法在大方向上均具有一致
性。無論是歐盟法排除水平價格協議、產量限制或瓜分市場或顧客等「以限制
競爭為目的」之行為；德國法排除固定商品價格、限制生產或銷售、瓜分市場
或顧客之「核心限制」；美國法排除適用「當然違法」與「快速檢視」之行
為；日本法排除價格協議等「惡性卡特爾」。可理解其所指向的大方向，均是
75

76

77

78

平林英勝編，⛧䫯䵑桦䥕Ն桽Դզ䗇☻䱜㸽㾰ցչ֞־չ，商事法務，40
（1993年11月）。
平林英勝編，⛧䫯䵑桦䥕Ն桽Դզ䗇☻䱜㸽㾰ցչ֞־չ，商事法務，36
（1993年11月）。
平林英勝編，⛧䫯䵑桦䥕Ն桽Դզ䗇☻䱜㸽㾰ցչ֞־չ琪⠡ᶰ㾰▴，41
（1993年11月）。
例如平成12年問答案例集案例8、平成14、15年問答案例集案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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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將最嚴重限制市場競爭之行為，排除於安全港適用範圍之外。
第二，關於正面適用的範圍，日本法較為保守的將安全港僅適用於「共同
研究開發」之上；美國法則較之為寬鬆，關於智慧財產權授權與競爭者合作，皆
有適用之可能，例如共同研發、生產、配達、銷售或購買等，或是資訊交換、產
業公會等都包含在處理原則所例示的範圍之內。相對的，歐盟法以及德國法，以
市場占有率的10%作為所有聯合行為之實體要件，但針對構成聯合行為之行為另
外設有集體除外規則，作為第二道安全港條款之門檻，並藉此使得構成聯合行為
之特定行為，可因為符合法令例外的集體除外規則，豁免其違法性。
由此可以理解，安全港門檻的決定，可配合適用範圍進行相應的調整，以
避免過度的開放造成市場競爭受到破壞而無法制止，或是過度限縮安全港的範
圍，使得促進法安定性的美意無法達成。
第三，關於安全港的存在形式，可以發現歐德美日皆是未經過議會立法程
序的行政規則的性質，因此其規範皆不直接的對法院形成拘束力，而僅限制行
政機關執法上裁量權限。此種規範的優點應可認為是可配合主管機關對於市場
競爭規範觀點的變化隨時彈性地進行修正。另外，法院既可能基於規範的目的
尊重主管機關之裁量，但亦可能在個案中配合個案的市場競爭情形進行調整。
第四，就安全港的類型而言，就本文所檢討之範疇，可認為歐盟、德國、
美國及日本關於水平限制競爭行為，皆是以主管機關針對要件構成解釋自身之
觀點，並且表達不行使主管機關調查、處分權之意旨的模式加以規範。

三、獨占管制之安全港
本文以下，將針對歐盟、德國、美國以及日本競爭法上，針對獨占管制所
適用的安全港規範進行逐一檢討。
(一) 美國競爭法上獨占管制之安全港
1. 聯邦最高法院所建立之安全港條款
在美國法上，競爭法主管機關並未有針對獨占明確地訂定安全港條款之規
範。由於學說上一般認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Jefferson Parish Hospital District
No.2 v. Hyde案中，實質上建立了獨占行為的安全港條款，並影響下級審法院
之見解。因此，可以較明確地從判例法上，觀察到實質的安全港之存在。
在1984年聯邦最高法院作成的Jefferson Parish Hospital District No.2 v.
Hyde判決中，爭點在於醫院與特定麻醉醫事務所簽定之排他契約，是否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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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Sherman Act 。由於被告之醫院在相關市場中有70%的居民利用其他醫院，被
告醫院在市場中僅占有30%的市場占有率，因此地方法院認為不能認為醫院擁
有市場力量（Market Power）。但在控訴審中，法院則認為被告之醫院具有充
80

分市場力量，故其行為構成當然違法 。
81

最高法院在本案中認定醫院在相關市場僅占有30%的市場占有率 。最高
82

法院認為其不足以產生使搭售行為受到禁止的市場力量 。因此，法院認為在
83

本案中並沒有任何應受到Sherman Act禁止之行為 。
由於在本案中，將市場占有率達30%之事業認定為欠缺市場力量，後續下
級審法院的實務運作上，基本上亦均依循此一標準在認定行為的違法性。因此
Jefferson Parish Hospital District No.2 v. Hyde案，學說上認為樹立了獨占的安全
84

港條款 。
2. 下級法院目前採取之觀點
在1992年第4巡迴法院作成的M & M Medical Supplies and Service v. Pleasant
Valley Hospital判決中，法院明確的採用以市場占有率，作為是否構成「試圖獨
占（attempted monopolization）」之標準：若行為人之市場占有率未滿30%，
請求推定應被拒絕（should presumptively be rejected）；若市占率在30至50%
之間，通常該請求應被拒絕（should usually be rejected）；若行為人之市占率
高於50%，則當其他要件亦符合時，可認為構成試圖獨占（should be treated as
85

attempts at monopolization when the other elements …… are also satisfied） 。
這樣的觀點，雖然在數值上有些許出入，在近年控訴審的案例中亦受到沿
用。在2004年第1巡迴上訴法院作成的Stop & Shop Supermarket v. Blue Cross &
Blue Shield of R.I.判決中，法院將安全港條款的市場率解釋為低於30至40%之
86

行為 。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Jefferson Parish Hosp. Dist. No. 2 v. Hyde, 466 U.S. 2, 5-7 (1984).
Jefferson Parish Hosp. Dist. No. 2 v. Hyde, 466 U.S. 2, 7-8 (1984).
Jefferson Parish Hosp. Dist. No. 2 v. Hyde, 466 U.S. 2, 26-27 (1984).
Jefferson Parish Hosp. Dist. No. 2 v. Hyde, 466 U.S. 2, 27 (1984).
Jefferson Parish Hosp. Dist. No. 2 v. Hyde, 466 U.S. 2, 32 (1984).
Lindsey M. Edwards & Joshua D. Wright, The death of Antitrust Safe Harbor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23:5 GEO. MASON L. REV 1205, 1215 (2016).
M & M Medical Supplies and Service, Inc. v. Pleasant Valley Hosp., Inc., 981 F.2d 160,
168 (1992). Herbert 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376-377 (2016).
同樣採取此一數值亦有其他巡迴上訴法院判決支持，如B & H Medical, L.L.C. v.
ABP Admin., Inc., 526 F.3d 257, 266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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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第1巡迴上訴法院作成的Sterling Merchandising v. Nestle判決中，
法院亦採取此一見解。並且指出，若受到封鎖的程度無法超過30或40%時，不
能認為會造成任何限制競爭的疑慮。由於該案中，被告之市占率最高也只有在
87

2005年達到30.8%，其他年度均未超過30% 。因此法院認為原告並未成功證明
88

被告實際損害競爭、損害是否大於經濟利益等主張，而駁回原告的請求 。
從上述的案例可以觀察，雖然在法條規範上並未明確的針對獨占行為訂定
安全港條款之規範，但法院試圖建構一些獨占行為的安全港條款，將市場占
有率低於30-40%的事業之行為，實質上難以構成Sherman Act所禁止之獨占行
89

為 。
3. 小結
從以上檢討，針對獨占行為的安全港條款，可以得出下列幾點觀察：首
先，前述案例所採取的安全港條款，其行為的類型即有所出入，涉及搭售、試
圖獨占、排他交易等不同情形，適用的規範跨及Sherman Act和Clayton Act，但
法院似乎並未有釐清安全港條款適用範圍的意圖。但由於二規範針對獨占行為
90

的規範基本上應趨於一致 ，因此透過上述案例的觀察，大致上可以得出目前
法院對於獨占行為的安全港條款的觀點。
其次，在安全港條款的適用門檻上，可以發現法院所採取的市場占有率基
準在30%至50%之間游移，而無統一的標準。但就最保守的觀點而言，或許可
以認為30%的市場占有率是最沒有疑問的門檻，可以認為行為合法的可能性較
高；而在30-50%之間，則可能原告必須盡更高的舉證責任，才能說明行為對市
場產生的影響。但相對的，對於行為應為合法的確信，相對的則可能較低。
最後，就法律效果而言，在法院的相關論述中，除了檢討市場占有率外，
市場的特性、行為的性質等等，也都是法院在個案中評估的關鍵。法院似乎並
未因為市場占有率低於30-40%，使得其評估限制競爭效果的責任大幅減輕。從
而可以認為，雖然判例法上形成了一種安全港條款的規範，提供法院一個參考
基準，但這樣的規範體系似乎並不能認為是有著強大的功能，減輕法院的負擔
或是協助原被告進行攻擊防禦。
87
88
89
90

Sterling Merchandising, Inc. v. Nestle, S.A., 656 F.3d 112,123-124 (2011).
Sterling Merchandising, Inc. v. Nestle, S.A., 656 F.3d 112,124-125 (2011).
Areeda & Hovenkamp, Antitrust Law 1821c, at197 (3d ed. 2011).
Phillip E. Areeda & Herbert Hovenkamp, Antitrust Law: An Analysis of Antitrust
Principl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XI, 18(3rd ed.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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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競爭法上獨占管制之安全港
獨占禁止法針對獨占行為之規定，是定義在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5項，該規
定將獨占行為定義為「事業單獨、與他事業結合或通謀、或以其他任何方法，
排除或支配他事業之事業活動，有悖於公共利益，而於一定交易範圍中實質限
制競爭之行為」。若符合此一定義，則行為將受到同法第3條之禁止。
就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5項的文義而言，從事獨占行為的事業之市場占有
率，並非認定獨占行為之要件。無論是以排除或是支配之方式進行獨占行為，
均以造成競爭的實質限制作為違法的要件。因此就要件構成的判斷上，似乎難
以直接導出以市場占有率作為安全港條款之判斷的法律根據。
在JFTC針對排除型獨占行為所訂定之「排除型獨占行為處理原則（排除型
91

私的独占に係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中指出 ：
「幾乎所有至今曾發生的排除型獨占行為，都是以就排除行為對象商品擁
有高度市場占有率之事業作為審查對象。此種排除他事業的事業活動、產生市
場封鎖效果之行為，其行為人幾乎都是就其所供給之商品擁有某種程度強大的
市場占有率。此外，若行為人擁有的商品市占率越高，可以認為排除行為就越
容易發揮功效、在市場中就越容易產生競爭的實質限制。
考量到這樣以往的情形，公平交易委員會在判斷是否進行排除型獨占行為
之審查時，將以行為開始後行為人所提供之商品大致上超過市場占有率的二分
之一，並就考量市場規模、行為事業的事業活動範圍、商品特性綜合考量後，
足認為嚴重影響國民生活者，將受到優先的審查。但在個案中之行為態樣、市
場狀況、競爭者的地位之不同，亦可能使得不構成前述基準者，以排除型獨占
行為之觀點受到審查。」
由此一敘述可以理解，發現JFTC以事業具有超過50%之占有率作為「優
先審查」事業之行為是否構成排除型獨占行為的標準。也就是說，若事業具有
50%之市場占有率，則JFTC將優先審查其行為是否構成獨占行為；但即便事業
之市占率未達50%，亦並不能據此主張其行為不構成競爭的實質限制。因此，
50%以上的市場占有率，並不能認為會直接影響行為的違法性，因此不能以此
認定是獨占行為的安全港條款的法律規範。
僅管在法律規範上欠缺明文的規定，學說上仍多認為，雖然獨占禁止法的
法條上並未以市場支配力作為要件，但行為主體擁有市場力量是一項構成獨占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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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的前提條件 。但所謂的「前提條件」，究竟要達到何種程度，並無一致
93

之標準。學說上有認為至少應達到40%，才可能構成獨占行為 。但學說上也
有指出，即便事業之市場占有率低，仍然有可能被認為該當於獨占行為所要求
94

之「競爭的實質限制」 。換言之，高度市占率僅作為一項推論限制競爭效果
的因素，即便不具備高度市占率，仍可能藉由其他的方式，證明其限制競爭效
果。如此一來，市場占有率恐怕僅能當作是限制競爭效果判斷的一項選擇基
95

準 ，無法直接由市場占有率推導出獨占行為的安全港條款之規定。
從而，就日本法針對獨占行為之規範，並不能認為是有明確的安全港條款
之規範。事業對於行為是否可能構成獨占行為，仍然有相當程度的不確定性存
在。
(三) 德國競爭法上獨占管制之安全港
1. 前言
德國限制競爭防制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簡稱
96

GWB）關於管制「支配市場事業」（marktbeherrschendes Unternehmen） 之
規定中，與所謂「安全港」最為接近者，應為獨占事業支配市場地位之推定規
定。以下將研究德國限制競爭防制法上此一推定之規定與本文所研究之安全港
間之關係。
2. 推定事業具有支配市場地位之規定
97

德國限制競爭防制法第18條關於管制支配市場事業之規定如下 ：「
(1) 如一事業係一特定種類商品或營業上給付之供給者或需求者，而在相
關產品或地理市場上有下列情形時，其係屬支配市場：
1. 並無競爭者，
2. 並未處於實質競爭，或
3. 相較於其競爭者具有優越的市場地位。
92
93
94

95
96
97

撬ᶺ徏⢾Ӻジ䋐㣢Ӻ㾤㼏㡢榟僃琪䗇☻䱜㸽㾰，第6版，弘文堂，189-190。
村上政博編，㨼岾䗇☻䱜㸽㾰，弘文堂，55（2014年12月）。
參閱舟田正之、金井貴嗣、泉水文雄編，倧䃣㾰⓿Ằ⻄א㽕䥙捓，13 (2010年4
月)。
白石忠志，䗇☻䱜㸽㾰，第3版，有斐閣，83（2016年12月）。
即公平交易法上之獨占事業。
以下之譯文係採用林易典為公平會所翻譯之德國限制競爭防制法 2015 年第
8次修訂中譯本，參見https://www.ftc.gov.tw/upload/6488ee19-7b9a-4caf-b78af41ed39a5af5.pdf（最後造訪日：2018年8月14日）。

第 25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22

(2) 本法意義下之相關地理市場得超出本法之適用領域。
(3) 於判斷一事業相較於其競爭者之市場地位時，應特別考慮下列事項：
1. 其市場占有率，
2. 其財力，
3. 其採買市場或銷售市場之進入，
4. 與其他事業間之連結，
5. 其他事業進入市場之法律上或事實上障礙，
6. 由位於本法適用領域之內或之外的事業所生之事實上或潛在之競爭，
7. 將其供給或其需求轉換至其他商品或營業上給付的能力，以及
8. 市場對造轉向至其他事業之能力。
(4) 一事業如有至少40%的市場占有率時，推定該事業係屬支配市場。
(5) 二或以上事業，於符合下列情形時，其係屬支配市場：
1. 於其之間就一特定種類商品或營業上給付並不存在實質競爭，且
2. 其事業全體係符合第1項之要件。
(6) 如有下列情形時，事業全體係屬支配市場：
1. 其係由三或以下事業所組成，事業合計達到50%的市場占有率，或
2. 其係由五或以下事業所組成，事業合計達到三分之二的市場占有率。
(7) 如事業證明下列情形者，第6項之推定得加以推翻：
1. 競爭條件能期待事業間之實質競爭，或
2. 事業全體其相較於其餘競爭者並不具有優越的市場地位。」
限制競爭防制法第18條之第4、6及7項規定，乃是有關事業具備支配市場
98

地位之推定規定（Marktbeherrschungsvermutung），可分為二部分 ：
(1) 單獨支配市場之推定（Einzelmarktbeherrschungsvermutung）：限制競爭防
制法第18條之第4項是規定單一事業具有市場支配地位之推定。依本規定，
一事業如有40％以上之市占率時，即可推定該事業具有支配市場之市場地
位。

98

關於德國限制競爭防制法第有關事業支配市場地位之推定可參考Bunte/Stancke,
Kartellrecht, 3.Aufl., 2016, S.308; Kling/Thomas, Kartellrecht, 2.Aufl., 2016, S.657;
Nothdurft, in: Langen/Bunte, Kartellrecht, Kommentar, Bd.1, Deusches Kartellrecht,
12. Aufl., 2014, §18 GWB, Rn.201ff.; Fuchs/Möschel, in: Immenga/Mestmäcker,
Wettbewerbsrecht, Bd.2. GWB/Teil 1, 5.Aufl., 2014, §18 GWB, Rdnr. 159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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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集體支配市場之推定（Gruppenmarktbeherrschungsvermutung）：限制競
爭防制法第18條之第6、7項是規定多數事業具有市場支配地位之推定。
依該條第6項之規定，3家或3家以下事業之市場占有率合計達50％以上；
或者5家或5家以下事業之市場占有率合計達三分之二以上者，即可推定
該等事業具有支配市場之市場地位。此一推定，又稱之為「寡占推定」
99

（Oligopolvermutung） 。 該條第7項則是規定上述寡占推定之推翻，即該
數事業如能證明，其彼此間之競爭條件，使得市場上仍存在實質競爭係屬
可得期待；或數事業之全體相較於市場上其餘之競爭者而言，並不具有優
越之市場地位時，寡占推定即可被推翻。
3. 支配市場地位推定規定之「間接安全港作用」
德國限制競爭防制法雖有上述關於事業支配市場地位之推定規定，惟此等
規定並不能直接視為一種安全港之規定。因為安全港之存在形式常是對於某一
項違法構成要件之反面界定，即說明在何種情況下不會構成某一項違法要件。
而安全港之法律效果，則通常是相關構成要件之不成立、合法推定，或執法機
關宣示將不開啟案件之調查處分程序等。因此當事業之行為符合安全港相關規
定之要求時，事業基本上即無需擔心其行為將構成違法，事業即「安全」了，
這才具備安全港之功能與作用。
而上述規定則是正面界定支配市場地位之規定，其法律效果則是市場地位
要件之成立推定。當事業之市占率未達上述市場地位之推定門檻時，仍未可直
接認為相關事業不構成單一或集體支配市場之事業。執法機關如果在個案中能
證明，涉案之事業仍具有例如GWB第18條第1項所稱相較於其競爭者具有優越
的市場地位，或同條第5項所稱二或二以上事業之間就商品或服務並不存在實
質競爭，且其事業全體係符合第1項之要件時，涉案事業仍有可能成立支配市
場之地位。
雖然如此，德國限制競爭防制法第18條對於市場地位之正面推定，在實際
上仍有一定「間接安全港之作用」。這是因為該條設定正面構成支配市場地位
之推定門檻時，已經參考過去之執法經驗，以致於低於該等門檻時，一般不
容易被認定為具有支配市場之地位。故事業低於上述門檻時，大致上亦能認知
到，執法機關除有例外情形者，應該不會對涉案協議採取調查處分之行動。

99

Rittner/Dreher/Kulka, Wettbewerbs- und Kartellrecht, 8.Aufl., 2014, S.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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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歐盟競爭法上獨占管制之安全港
歐盟運作條約第102條對於「支配市場事業」（marktbeherrschendes
Unternehmen）之規定，並未含有類似德國限制競爭防制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簡稱GWB）中關於獨占事業支配市場地位之推定
規定

100

。因此如果我們說德國GWB之上述推定規定僅具有「間接安全港之作

101

用」 ，則歐盟運作條約上就更看不出在獨占管制上有一個較為成形的安全港
制度。
惟這並不表示受歐盟法所規範管制之事業尋找不到行為合法化或採取遵法
措施之依循指標。歐盟競爭法之理論實務對於支配市場地位之認定，自然已經
發展出一整套之判斷標準，衡酌考慮各種因素以斷定涉案之事業是否具有支配
102

市場之地位 。而此等考慮因素中，「市場占有率」乃是居有重要地位之一項
因素（雖不僅僅考慮此因素）。此一情形下，理論與實務界多年以來所發展出
認定支配市場事業之市占率判斷標準，即可能成為具有類似德國法上間接安全
港作用之合法性指標。
依據歐盟競爭法理論與實務之通說見解：1、如事業之市場占有率超過
40％時，即有可能被認定為支配市場之事業。市占率如為50％~70％之時，可
以推定事業具有支配市場之地位。事業之市占率高於70％者，法院幾乎沒有例
外地會肯定事業具有支配市場之地位。2、如果事業之市占率低於40％時，通
常不容易成立支配市場之地位，惟其市占率如介於25％和40％之間（亦有謂介
於30％和40％之間），則仍有可能肯定其具有支配市場力量，前提是市場上其
他競爭者之數量多且個別事業之市占率偏低，亦即競爭者部分呈現小而分散之
市場結構狀態（Marktzersplitterung）。3、事業之市占率如低於25％時，通常
皆不會構成支配市場之地位。4、事業之市占率低於10％者，乃排除其構成支
103

配市場地位事業之可能 。
100
101

102

103

GWB第18條第4、6、7項。
參見本文關於「德國競爭法上獨占管制之安全港」一節之「二、支配市場地位推
定規定之「間接安全港作用」」。
Vgl. Fuchs/Möscel, in: Immenga/Mestmäcker, Wettbewerbsrecht, Bd.1. EU/Teil 1,
5.Aufl., 2012, Art. 102 AEUV, Rdnr. 42ff.; Bulst, in: Langen/Bunte, Kartellrecht,
Kommentar, Bd.2, Europäisches Kartellrecht, 12. Aufl., 2014, Art. 102 AEUV, Rn.42ff.;
Bunte/Stancke, Kartellrecht, 3.Aufl., 2016, S.177ff.; Kling/Thomas, Kartellrecht, 2.Aufl.,
2016, S.210ff.. 因為事業支配市場地位之認定並非本文之主題，故不予深論。
Kling/Thomas, Kartellrecht, 2.Aufl., 2016, S.215f.; Bunte/Stancke, Kartellrecht, 3.Aufl.,
2016, S.17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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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由過去案例、學說判例所形成的門檻標準，事業自然能取之作為行為
之指引，並且期待在未來之案件中法院仍會依照此等標準而認事用法，進行審
判；執委會亦會按此標準而執法。因此事業之市占率未達此等門檻之區域，即
有可能構成類似安全港之領域。這與德國法下不構成獨占地位推定之情形頗為
類似，只是德國法是以法律明文規定此等門檻，具有強大之明確性與拘束力，
而歐盟法則是由判例學說所逐漸形成，其不確定性較高，但也因此而具有較佳
之彈性。

四、垂直交易限制之安全港
(一) 歐盟競爭法上垂直交易限制之安全港
1. 規範基礎
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原第8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事業間協議、事業
團體決議與一致性行為，足以影響會員國間交易，且以妨礙、限制或扭曲歐體
共同市場競爭為目的或效果者，與共同市場不相容，應予禁止。」本項規定
並未區別水平與非水平之限制競爭協議（以下以「垂直限制競爭協議」或「垂
直交易限制」代表之），而是加以合併規範。因此本文前述有關歐盟競爭法上
聯合行為安全港規範基礎之說明，於此亦有其適用。整體而言，歐盟運作條約
第101條第1項前段規定並未明文設有安全港，惟依據歐洲法院以及學說之通說
見解，本項所規定之協議對於案件所涉及之相關市場競爭，須有「可感覺性」
（appreciability; Spürbarkeit）之影響始可

104

，「可感覺性」乃成為一項「不成

105

文構成要件」 。欲成立垂直限制交易協議，必須具有此一要件，這使得構成
「可感覺性」之門檻遂具有一定安全港之作用

106

。因此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

第1項前段規定仍可說是歐盟競爭法上垂直交易限制安全港之規範基礎。
2. 實務見解
實務見解包括執委會公布之「微小不罰公告」以及歐洲法院之見解。本文
前述業已探討歐盟執委會針對「可感覺性」所發布之「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
第1項下未達可感覺限制競爭之輕微協議公告」，即所謂之「微小不罰公告」
（De Minimis Notice）（簡稱「歐盟微小不罰公告」）之一般性問題。其已經
104

105
106

EuGH v. 9.7.1969-Rs. 5/69, Slg. 1969, 295-Völk/Vervaecke; Kling/Thomas, Kartellrecht,
2.Aufl., 2016, S.131.
Bunte/Stancke, Kartellrecht, 3.Aufl., 2016, S.99.
Whish/Bailey, Competition Law, 7.ed, 2012, p.140,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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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之部分，將不再詳論，以下僅對於歐盟微小不罰公告涉及垂直限制競爭協
議之部分以及法院見解加以說明。
(1) 關於所示用之「合意種類」及「主體範圍」，與聯合行為相同，茲不贅
述。所謂「非水平協議」，是指存在於非現實或潛在競爭者間之協議，如
107

垂直協議 。
(2) 歐盟微小不罰公告不適用於「以限制競爭為目的之協議」，僅有「產生
限制競爭效果之協議」始有其適用。此一原則亦適用於垂直協議

108

。垂直

協議中成立「以限制競爭為目的之協議」者，例如維持轉售價格協議、
限制最低售價協議和產生絕對保護作用之交易地區限制等

109

。這些不能

享有安全港利益之協議，屬於所謂之「核心限制」（hardcore restrictions;
Kernbeschränkungen）。
(3) 對於垂直且屬於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之協議，其安全港之門檻標準為：參與
協議個別事業之市占率，在該協議所涉及之任何市場均不得超過15％。符
合此一標準者，該協議不具有「可感覺性」。惟認定水平或垂直協議有困
難疑義時，應適用水平協議之安全港門檻，即參與事業之市場占有率總
110

和，在協議所涉及之任何市場均不得超過10％ 。
(4) 對於具有所謂「累積效果」（cumulative effect; kumulative Wirkung）之協
議，其安全港之門檻標準應從原來的水平協議市占率門檻10％、非水平協
議市占率門檻15％，一律降低為5％，以因應累積效果協議「蠶食式」影響
111

市場競爭之特殊效果 ；並應考慮「市場產生累積效果之門檻」，即具有類
似作用之協議，其加總覆蓋市場之市占率不低於30％，否則將不容易產生
107
108
109
110
111

參見歐盟微小不罰公告第8點。
參見本文前述之說明。
歐盟微小不罰公告第13點。
歐盟微小不罰公告第8點。
所謂「累積效果」係指具有類似作用之多數協議構成一個協議網絡並存於市場
之上，而對於市場競爭會產生逐漸加總累積之限制作用者。累積效果在水平和
非水平之協議皆有可能發生，惟較常見到的是在垂直限制競爭協議上產生此一
效果。產生累積效果之個別協議的影響力並不大，其參與者的市占率一般而
言並不高，但其多數類似協議逐漸蠶食市場所共同構成的「累積封鎖效果」
（cumulative foreclosure effect; kumulativer Abschottungseffekt），最終可能不亞
於大事業一次性鯨吞式的市場封鎖措施。既然無論蠶食或鯨吞式之措施，最終對
於市場競爭均有不利之影響，則競爭法對於兩者均應加以重視。尤其對於前者，
一般很容易忽略，更宜小心處理。處理這類問題之理論，一般稱為「集束理論」
（Bündeltheorie）。

127

公平交易法上「安全港（safe harbor）條款」之研究
112

累積效果 。
具有「累積效果」之協議，主要是垂直的限制競爭協議。水平的累積效果
協議較為罕見。垂直的累積效果協議，諸如飯店、餐廳、飲料店的飲品獨
家供應契約。特定的啤酒或飲料生產事業如果分別與供應飲品的店家簽訂
獨家供應契約，則各家餐飲店之市占率均不大，該個別供應契約對於市場
競爭之影響很小。可是簽訂相同契約之餐飲店如果相當眾多，達到覆蓋市
場一定比例以上時，就很可能會共同構成整體市場之「累積封鎖效果」，
即其他品牌之酒精或非酒精飲料欲進入該地區之餐飲店市場，將遭遇很大
之阻礙。故調整具有「累積效果」協議之安全港門檻，對於垂直限制競爭
協議乃別具意義。
(5) 關於超過門檻之容忍範圍，垂直與水平協議之判斷標準為一致，即超過之
幅度連續2年均未高於2％以上時，將認為涉案協議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仍
113

未達到可感覺性之程度 。
(6) 在安全港之法律效果以及歐洲法院對於非水平交易限制安全港之基本立場
與見解，請參見本文前述之討論。
3. 歐盟集體除外規則上之安全港條款
歐盟競爭法同時設有水平及垂直限制競爭協議之集體除外規則。其中有關
垂直限制競爭協議之集體除外規則，主要有「執委會330/2010號垂直協議集體
114

115

除外規則」 、「執委會316/2014號技術移轉協議集體除外規則」 以及「執
116

委會461/2010號汽車產業集體除外規則」 。關於水平協議之集體除外規則所
規範之安全港條款，前文已經予以說明。而在垂直交易限制之集體除外規則
中，同樣亦存在類似之安全港條款。
112
113
114

115

116

歐盟微小不罰公告第10點。
參見歐盟微小不罰公告第11點。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330/2010 of 20 April 2010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3)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ategories of vertical
agreement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OJ L 102, 23.4.2010, p. 1–7.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316/2014 of 21 March 2014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3)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ategorie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 OJ L 93, 28.3.2014, p. 17–23.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461/2010 of 27 May 2010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3)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ategories of vertical
agreement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in the motor vehicle sector, OJ L 129, 28.5.2010, p.
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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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舉「執委會330/2010號垂直協議集體除外規則」為例說明。本集體除外
規則為歐盟法有關垂直限制競爭協議集體豁免之一般性基礎規範。依據其第3
條之規定，該規則第2條所提供之豁免，僅在供給者之市占率，在依約供應之
商品或服務相關市場上未超過30%，又購買者之市占率，在其依約採購之商品
117

或服務相關市場上亦未超過30%時，始有其適用 。依此規定，垂直協議之供
需雙方事業在相關市場上之占有率低於30%時，除被明文禁止者外（例如協議
118

事項屬於轉售價格維持等所謂「核心限制」者） ，原則上均可獲得豁免，享
受合法化之利益。故此一門檻規定，誠屬於垂直交易限制上重要之安全港條
款。30%之市占率門檻，亦成為一項關鍵之管制門檻指標。
與水平協議之集體除外規則相似，「執委會330/2010號垂直協議集體除外
規則」亦設有緩衝性、容忍性之規定。依本規則之規定，前述之市占率原先如
果未超過30%，嗣後始超過此一門檻，惟並未超過35%者，則該協議自事業之
市占率第一次超過30%之年起，於兩個接續之曆年內仍可享有集體豁免，蓋此
119

一情形對市場競爭之影響仍屬有限 。如果前述之市占率原先未超過30%，惟
嗣後超過35%者，則該協議自事業之市占率第一次超過35%之年起，在接續之
120

一曆年內仍可享有集體豁免 。
另外在「執委會316/2014號技術移轉協議集體除外規則」中，亦設有相關
規定。依本規則之第3條，技術移轉協議之當事人如為競爭者，則只有在其合
計之市場占有率低於20%時，才能適用豁免

121

；如果技術移轉協議之當事人非

競爭者時，則只有在其個別之市場占有率均低於30%時，始有可能獲得豁免。
換言之技術移轉協議當事人之市占率低於20%或30%之門檻時，原則上可享有
122

集體豁免 ，故上述之市占率可以視為是水平與垂直技術移轉協議之安全港門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參見「執委會330/2010號垂直協議集體除外規則」第3條第1項。其原文如下：
Article 3（Market share threshold）：The exemption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2 shall
apply on condition that the market share held by the supplier does not exceed 30 % of
the relevant market on which it sells the contract goods or services and the market share
held by the buyer does not exceed 30 % of the relevant market on which it purchases the
contract goods or services.
「執委會330/2010號垂直協議集體除外規則」第4條關於核心限制（hardcore
retrictions）之規定。
「執委會330/2010號垂直協議集體除外規則」第7條第4款。
「執委會330/2010號垂直協議集體除外規則」第7條第5款。
「執委會316/2014號技術移轉協議集體除外規則」第3條第1項。
「執委會316/2014號技術移轉協議集體除外規則」第3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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檻。在緩衝與容忍規定上，技術移轉協議之當事人之市占率起初低於上述20%
或30%之門檻，其後始上升高於此等門檻者，則當事人在首度超過20%或30%
門檻之年的接續2曆年中，仍得享有該規則所提供之豁免

123

。以上即為歐盟集

體除外規則上，關於垂直限制競爭協議之安全港條款。
(二) 德國競爭法上垂直交易限制之安全港
1. 規範基礎
德國限制競爭防制法第1條和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第1項類似地一併禁止
了水平以及垂直之限制競爭協議而規定：「事業之協議、事業團體之決議及
互為之一致性行為

124

，以阻礙、限制或扭曲競爭為目的或生此效果者，禁止

之。」此一規定與歐盟法之情形相同，並未明文規定「可感覺性」之要件，惟
德國之判例學說仍肯定之，以之作為該條規定之「不成文構成要件」，並透過
競爭法之理論與實務發展出判斷可感覺性之門檻標準。故德國限制競爭防制法
第1條乃是其垂直交易限制安全港之規範基礎。
2. 實務見解
德國法上關於垂直限制競爭協議安全港之實務見解，包括聯邦卡特爾署發
布之「微小不罰公告」（Bagatellbekanntmachung）以及德國法院之見解。關
於德國聯邦卡特爾署於2007年所發布之「聯邦卡特爾署18/2007號關於不究罰
輕微限制競爭合作協議之公告」（簡稱「德國微小不罰公告」）與歐盟執委會
所公布之「歐盟微小不罰公告」內容相當類似，其一般性問題本文前述予以闡
述，不再贅述。特別有關垂直限制交易之部分如下：
(1) 安全港門檻：相對於水平協議之安全港門檻為參與協議事業之總市占率不
超過協議所涉及任何市場之10％，非水平協議之安全港門檻為參與協議事
業之個別市占率不超過協議所涉及任何市場之15％

125

。如認定水平或非水

126

平協議有問題時，則採用水平協議之10％門檻 。
(2) 當垂直協議具有「累積效果」時，上述15％之門檻應降為5％。另此外亦
要檢視類似協議覆蓋市場之比例（市場產生累積效果之門檻）是否達到
127

30％ 。
123
124
125
126
127

「執委會316/2014號技術移轉協議集體除外規則」第8條第5款。
aufeinander abgestimmte Verhaltensweisen，亦可簡稱為「一致性行為」。
德國微小不罰公告第8、9點。
德國微小不罰公告第10點。
德國微小不罰公告第1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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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垂直限制競爭協議之內容屬於「核心限制」（Kernbeschränkungen）者，亦
排除於安全港規定之適用。被排除之主要協議類型，為轉售價格之維持。
(4) 關於德國法院對於可感覺性之見解與立場，主要為考慮事業之事場地位及
協議內容與性質後，進行個案判斷，相較於聯邦卡特爾署，較無法得出一
個明確之安全港門檻。
3. 準用歐盟集體除外規則上之安全港條款
與水平限制競爭協議如初一轍，德國競爭法在垂直限制競爭協議之豁免
上，亦準用歐盟法上集體除外之規定。其結果是歐盟集體除外規則關於垂直交
易限制之豁免所設立之安全港條款，亦一併準用於德國法。故有關其內容，請
參見前文，不再贅述。
(三) 美國競爭法上的垂直交易限制之安全港
針對垂直交易限制，在美國法上並不存在明確的安全港條款可供參考。
雖然在合理原則的審查基準之下，市場占有率會以市場力之判斷因素的角
色登場，對於採用合理原則進行判斷的案件的適法性判斷，會發揮一定程度之
功能。但至目前為止，並沒有明確的基準，因此究竟何種程度的市場占有率，
可能使得事業的行為可被推認具有合法性，仍無定論。
針對「基於合理原則」判斷之垂直非價格限制的案例，Ginsberg法官曾進
行相關研究，並且發現只有在限制者具有市場占有率時，法院才會將該垂直非
價格限制認定為違法。若事業不具備市場占有率時，往往不會將事業的行為認
128

定為違法 。但本文所關切的問題，亦即安全港的門檻的問題，至今並未能有
較為具體的基準可供參考。
另外一方面，維持轉售價格行為，在2007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Leegin案
中改採合理原則之判斷後

129

，雖然無論是在下級審法院

130

，或是FTC均有在個

131

案中強調市場力量的重要性的見解 ，但至今尚未有針對市場占有率應達到何
128

129
130

131

Douglas H. Ginsburg, “Vertical Restraints: De Facto Legality Under The Rule of
Reason”, 60 Antitrust L.J. 67, 70 (1991).
Leegin v. PSKS, 551 U.S. 877, 907 (2007).
Toledo Mack Sales & Service, Inc. v. Mack Trucks, Inc., 530 F.3d 204, 225-226 (3d Cir.
2008).
FTC於2008年5月作成的命令中，修正了2000年時禁止事業從事維持轉售價格之
命令，並明確的指出Nine West已明確的證明其欠缺市場力量，因此修正原先之決
定。Nine West Group Inc., Docket No. C-3937, 2008 FTC LEXIS 53 (2008).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ases/2008/05/080506order.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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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程度，始受到反托拉斯法之禁止的見解。
美國聯邦反托拉斯法百年來，針對垂直價格與非價格限制，究竟應採取當
然違法或合理原則之辯論，對於我國關於垂直交易限制的之規範走向，可以帶
來相當具有參考價值的思辯空間。但此一問題相較於安全港條款屬於更上位
的層次之討論，其牽連範圍之廣並非本次研究的範疇所敢斗量，故以上僅將目
將聯邦反托拉斯法上，與垂直交易限制之安全港條款有關之發展，做扼要的說
明。更進一步的研究，仍有待美國判例法的繼續發展，始能加以釐清。
(四) 日本競爭法上的垂直交易限制之安全港
在檢討獨禁法適用垂直交易行為時，最具有參考價值的處理原則為「通路
交易習慣處理原則（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關於
垂直交易限制之安全港條款，主要亦係規範於其中，且此處理原則於2017年甫
經過大幅修正，應亦最能反映出目前JFTC針對相關規範適用之準則。
1. 與價格相關之限制：無檢討安全港之可能
在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中明確的指出，行為是否與「價格限制」相關，
乃為是否須針對一項垂直交易限制檢討其是否實際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的區別基
準。若行為無須檢討限制競爭效果，則原則上構成違法，在此種情形下即無
檢討安全港條款之可能。此種排除安全港適用之類型包含：(1)價格限制和(2)
「通常足以阻礙價格競爭」之行為。
價格限制係指典型的垂直價格限制之「維持轉售價格」即為適例。在通路
交易習慣處理原則指出，若垂直交易限制屬為「維持轉售價格」行為，其使得
通路業者間的價格競爭減少或消滅，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的可能性通常較高。因
此，原則上均認定維持轉售價格足以產生限制競爭效果。在此種情形下，JFTC
並不須就行為所產生限制競爭效果在個案中進行檢討或舉證，即可認定其「原
132

則上」產生限制競爭效果 。此觀點，亦反映了日本最高法院在1975年和光堂
133

案中之見解 。
然而，即便行為限制之內容並非價格限制，亦會因為是否與價格限制相
關，而有是否須就個案檢討限制競爭效果之區別。在處理原則中，JFTC明確的
132
133

䀜拵⚱אㇰ㐾嬧Ն桽Դզ䗇☻䱜㸽㾰ᴯՉ㗢撸，第1部、3、(2)，5。
昭和50年7月10日א昭和46年（行ツ）第82⛒，⑇㸾⚱ㇰⲯ➼ḿ⻄㽕榡，22卷，
176〔和光堂〕。和光堂案之案例事實與法院判旨的詳盡介紹，可參閱顏廷棟，
「論垂直性交易限制在競爭法上之規範」，公平交易季刊，第6卷第2期，134-136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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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將「事業禁止批發業者向進行低價販賣之零售業者供貨」 、「事業禁止或限
制零售業者在店內或以傳單進行商品價格之廣告」、「交易相對人為報章雜誌
時，使該報章雜誌不刊登特賣廣告或明示價格之廣告」

135

等3項行為，列為不

須在個案中檢討限制競爭效果的行為。原因在於，這些行為雖然不直接限制價
格，但均與價格限制相關，通常足以阻礙價格競爭，故被認為通常均足以產生
限制競爭效果，而不須就限制競爭之效果、市場占有率等進行檢討。在此種情
形下，自然亦無安全港條款登場之空間。
2. 不直接限制價格之情形：僅特定類型設有安全港
相對的，若不構成上述類型之行為，則須在個案中就限制競爭效果進行評
估。其評估之要素可分別為市場封鎖效果與價格維持效果等二方面。換言之，
即便是屬於非價格限制之行為，但是仍然有可能使得交易相對人與其競爭者
間之競爭受妨礙，並足以影響交易相對人之價格決定、使價格受到維持或提升
之狀態有發生的可能。若有這樣的情形產生，則可能被認定為產生價格維持效
136

果 。當限制與價格無直接的關聯時，JFTC則必須在個案中盡更多的努力說明
價格維持效果的存在，在此種案例中，始有檢討安全港條款之可能。
但亦並非所有垂直非價格限制都有檢討安全港條款之可能。在通路交易
習慣處理原則中，JFTC僅針對「事業限制交易相對人與自己的競爭者進行交
易」

137

、「嚴格的區域限制」

138

和「搭售販賣」

139

之3類行為，藉由「市場中

有力之事業」之要件，表達其有可能基於安全港條款而排除檢討違法性之可
能。
「嚴格的區域限制」乃是營業區域限制的一種。在處理原則中，JFTC將營
業區域限制分為4類：(1)責任區域制：製造商等訂定一定營業區域為通路業者
之主要責任區域，而賦予其在該區域內積極進行販賣活動之義務；(2)販賣據點
制：製造商等訂定一定營業區域，限制通路業者設置店舖等販賣據點之場所，
或是指定其設置販賣據點之場所；(3)嚴格的區域限制：製造商等劃分一定之營
業區域，而限制通路事業於該區域外之販賣；(4)對營業區域外顧客販賣之限
制：製造商等劃分一定之營業區域，而限制通路事業對該非營業區域顧客之販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䀜拵⚱אㇰ㐾嬧Ն桽Դզ䗇☻䱜㸽㾰ᴯՉ㗢撸琪第1部、第2、4、(3)及(4)，19。
同上註，第1部、第2、6、(3)，21-22。
䀜拵⚱אㇰ㐾嬧Ն桽Դզ䗇☻䱜㸽㾰ᴯՉ㗢撸，第1部、3、(2)、イ，6。
䀜拵⚱אㇰ㐾嬧Ն桽Դզ䗇☻䱜㸽㾰ᴯՉ㗢撸，第1部、第2、2，14-16。
䀜拵⚱אㇰ㐾嬧Ն桽Դզ䗇☻䱜㸽㾰ᴯՉ㗢撸，第1部、第2、3，17。
䀜拵⚱אㇰ㐾嬧Ն桽Դզ䗇☻䱜㸽㾰ᴯՉ㗢撸，第1部、第2、7，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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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賣。在處理原則所定義之4項區域限制中，(1)責任區域制和(2)販賣據點制，通
常不會產生價格維持效果，原則上均為合法。(3)嚴格的區域限制則係以「市場
中有力之事業」作為其要件。(4)對營業區域外顧客販賣之限制則不以「市場中
有力之事業」作為其要件，必須針對個案檢討是否會生價格維持效果。
「事業限制交易相對人與自己的競爭者進行交易」之垂直非價格限制，若
會產生市場封鎖效果時，可能構成不公平交易行為

140

。若事業從事此種垂直限

制時，僅有在事業為「市場中有力之事業」時，始有構成不公平交易行為之可
能。
141

「搭售販賣」 之規定，乃是在2017年修正時所加入之垂直非價格限制，
若會產生市場封鎖效果時，可能構成不公平交易行為。事業若從事搭售行為，
同樣的亦僅有在事業為「市場中有力之事業」時，始有構成不公平交易行為之
可能。
3. 安全港條款：「市場中有力之事業」
1991年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制定時，即有以「市占率未超過10%」且
「非市場規模前3名」之事業，判斷是否為「市場中有力之製造者」之安全港
條款。若並非「市場中有力之製造者」，即便以嚴格限制之方式限制交易相對
人之經營區域，亦不會構成不公平交易行為。原因在於，此種行為被認為無產
142

生價格維持效果之疑慮 。
然而，此項安全港條款的標準過於嚴格，即便市占率低於10%，但若為
業界前3名則不能適用安全港條款，對於事業遵法活動的進行會造成相當負
143

擔 ，更限制產業的活性化。在2014年的規制改革會議中，安全港條款的修正
即成為一項受到重視的議題。且產業界普遍的期待能將所有非價格限制都納入
安全港條款適用之範圍，並以市場占有率30%作為安全港篩選之單一基準
140
141
142

143

144

144

。

䀜拵⚱אㇰ㐾嬧Ն桽Դզ䗇☻䱜㸽㾰ᴯՉ㗢撸，第1部、第2、2、(1)，14-15。
䀜拵⚱אㇰ㐾嬧Ն桽Դզ䗇☻䱜㸽㾰ᴯՉ㗢撸，第1部、第2、7，22-23。
參閱山田昭雄、大熊まさよ、楢崎憲安編，流通א取引慣行に桽する䗇占禁止法
ガイドライン，初版，商事法務，172（1991）。此規定相當於2017年修正後第1
部、3、(4)之敘述。
參閱白石忠志，「第1章 流通א取引慣行ガイドラインの沿革と位置付け」，收錄
於白石忠志監修，池田毅、籔①俊輔、①田清人編，ビジネスを促進する䗇禁法
の道標，レクシスネクシスאジャパン，12（2015）。學說也指出，之所以訂定
如此嚴格的安全港條款，原因可以認為是過去獨禁法執行疲弱時代的產物，所以
傾向以嚴格的標準，形式上擴大獨禁法的適用範圍。
中尾雄一，「家電業界から見た流通א取引慣行と競ᶮ性政策の在り方」，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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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回應產業界的要求，JFTC在2016年修正時，將嚴格區域限制之安全港條款
放寬為20%，並刪除市場規模前3名之要求。並在2017年修正時，將安全港條
款的規定，移至第1部的違法性判斷體系中。
在處理原則當然，維持轉售價格以及前述「通常足以阻礙價格競爭」之
行為，均不適用安全港。另外，針對「被動向營業區域外顧客進行販賣之限
制」

145

146

、「（禁止向低價販賣業者銷售以外之）交易相對人限制」 、「販賣

資格限制」

147

148

及「（價格廣告以外之）販賣方法限制」 等，由於在處理原則

中亦未以「市場中有力之事業」為適用要件，因此亦無法認為有安全港條款之
適用。之所以排除這些類型的適用，其原因應可理解為是JFTC認為該等行為所
149

產生之價格限制效果疑慮較高 。
因此，適用安全港條款的垂直交易限制，首先，必須排除構成「原則違
反」的維持轉售價格、以及價格限制相關之「禁止向低價販賣之零售業者供貨
（安売り業者への販売禁止）」、「禁止或限制零售業者在店內或以傳單進行
商品價格廣告」、「交易相對人為報章雜誌時，使該報章雜誌不刊登特賣廣告
或明示價格之廣告」等3項行為。
其次，在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中的垂直非價格限制可分為「以市場中有
力之事業為要件」和「不以市場中有力之事業為要件」。不以市場中有力之事
業為要件之「被動向營業區域外顧客進行販賣之限制」、「（禁止向低價販賣
業者銷售以外之）交易相對人限制」、「販賣資格限制」及「（價格廣告以外
之）販賣方法限制」等行為，即便事業並不符合「市場中有力之事業」之要件
（亦即，即便事業之市場占有率低），亦可能被認定為不公平交易行為。
相對的，若垂直非價格限制屬於「事業限制交易相對人與自己的競爭者進
行交易」、「嚴格的區域限制」、「搭售販賣」之3項行為時，為該行為事業
必須符合「市場中有力之事業」之要件（亦即，事業之市場占有率必須超過

145
146
147
148
149

取引，797⛒，18（2017）。
䀜拵⚱אㇰ㐾嬧Ն桽Դզ䗇☻䱜㸽㾰ᴯՉ㗢撸琪第1部、第2、3、(4)，18。
同上註，第1部、第2、4、(2)及(3)，18-19。
同上註，第1部、第2、5，19-20。
同上註，第1部、第2、6、(2)，20-21。
在2016年修正過程中，曾經就是否放寬適用安全港條款之討論，但最終JFTC仍作
成不增加適用範圍之決定。其主要原因在於JFTC認為該等行為均有較高的疑慮產
生價格維持效果，參閱石谷直久，「『流通א取引慣行に桽する䗇占禁止法上の
指針』の一部改正について」，公正取引，第790⛒，54-5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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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該行為才有構成不公平交易行為。

五、公平交易法上安全港之運用與檢討–代結論
(一) 聯合行為之安全港
1. 現行法下欠缺明文的安全港條款
我國公平法上關於聯合行為之安全港條款，並未在法律位階上有任何明
文規定

150

。在目前公平法第15條第1項就聯合行為所採之「原則禁止，例外許
151

可，濫用控制」的規範架構下 ，事業若欲確保其聯合行為不違反公平法之規
定，最安全的作法是依照公平法第15條第1項但書所列8款事由事先向主管機關
申請聯合行為之許可。若事業有進行共同研究開發、增進中小企業經營效率、
或為促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或經營效率等情形時，僅有在行為前向公平會申
請聯合行為許可並獲得許可後，始能確保其行為於許可範圍內具有一定之合法
性。
由此規定的反面解釋可以得知，在現行法下，即便事業之聯合行為有得申
請許可之事由，在獲得公平會許可決定前，行為並不當然合法

152

。故此等規定

係屬於例外賦予事業就聯合行為申請主管機關授與合法性之規定，而非給予事
業安全港之保護。
2. 現行法下透過解釋導引出安全港條款之可能性
若欲在現行法框架下透過解釋之方法建立安全港條款，較可能的依據是公
平法第14條關於聯合行為定義之規定。其中，能承擔此一功能的要件應為「足
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150

151

152

在2007年公平會提交行政院審議的公平法修正草案中，曾基於「倘因參與事業之
市場力量極微，因而對市場並無實質影響者，應無管制必要，參諸歐體及德國立
法例……均明定參與聯合行為事業之市場占有率總和未達一定標準者，得排除聯
合行為禁止規範之適用。」之理由，建議增訂「第九條 參與前條第一項合意之
事業，其市場占有率總和未達百分之五者，不構成前條所稱之聯合行為。」惟該
次修正草案並未成功過關，因此在目前公平法之規定中，就聯合行為之安全港條
款並無任何明文規定。
關於聯合禁止之原則禁止，例外許可，濫用控制之三階段規範架構之介紹，參閱
吳秀明，「聯合行為理論與實務之回顧與展望」，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9-12
（2004）。
針對此種情形，近來學說上也有建議將聯合行為的許可制，改為「事後追懲制」
之觀點。參閱王立達，我國聯合行為規範現況之結構反省與革新：事前許可制、
積極分流與事後查處制，台大法學論叢，第47卷第3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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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法院實務的發展上，最高行政法院即曾有明確以市場占有率作影響
是否功能與否的判斷因素之觀點。如在2012年9月13日作成的最高行政法院101
年度判字第818號判決中，法院指出：
「若事業所為行為非屬聯合行為，即無須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又認定
聯合行為是否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除斟酌參
加聯合行為者之「市場占有率」外，尚宜就「參加聯合行為事業之數目」、
「參加聯合行為者與不參加者間之數目比例」及「對於生產、交易關係的影
響」等因素，作整體衡量，始能窺其全貌。……但單船黃豆進口量分別僅占
96年度全國黃豆總進口量之2.37％及2.48％，則客觀上自難認足以影響市場功
153

能……」

最高行政法院此一判旨應可理解為，參與合意之事業的市場占有率、家數
比例等，乃是決定行為是否構成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要素。而在該案中，參
與合意之事業合計之市占率不過5%前後，故其合意不能認為足以影響市場功
能，不構成聯合行為。雖然此案件並非價格協議之惡性卡特爾，因此不能當然
認為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旨有意擴及價格協議等範疇。但最高行政法院的見解顯
示出，透過聯合行為構成要件之解釋，有可能就聯合行為導入安全港條款。
最高行政法院之觀點，實際上亦與以往公平會實務上隱然採用之基準並不
衝突。公平會在判斷是否構成公平法第14條之「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要件
時，文獻上多認為其在「量」的標準上隱然採用10%之市場占有率為其判斷基
準

154

155

；實際處分之案件，事業合計之市占率則往往更高 。但此一基準在過去

很長時間並未由公平會對外明確表達，亦無法源依據。對此，學說亦有建議仿
傚德國法之規定，將輕微卡特爾案件排除於公平法適用範圍之外，以節省行政

153

154

155

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818號判決，六、(一)、（三）（2012年9月13日）。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444-449, 489-491。
針對公平會所採之量的基準，認為係以10%為準者，參閱吳秀明，「聯合行為理
論與實務之回顧與展望」，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75-76（2004）。
廖義男教授針對公平施行後20年間之案例進行研究之結果，認為公平會向來所處
分之案例，事業合計之市占率多已超過20%。但在春源鋼鐵案（1995年5月19日
(84)公處字第054號處分、行政法院86年度判字第219號判決）中，公平會認定參與
聯合行為之春源鋼鐵等事業在全國冷軋鋼捲市場占有16%、全國熱軋鋼捲市場占
有8.7%，但公平會仍認定事業之聯合行為足以影響全國冷熱軋鋼捲市場之市場供
需，足以顯見公平會嚴格執法之趨勢。參閱廖義男，「公平交易法施行二十年來
指標性之行政法院裁判」，公平交易季刊，第20卷第3期，16-1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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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之建議 。由此可之，針對何種行為應排除安全港條款之適用，雖然以往
並無明確的共識，但就「並非所有的聯合行為，均可一律適用安全港條款之規
定」之大方向上，應可認為具有一致性。
2007年公平會所提出之修正草案中，曾試圖藉由量方面標準的明文化，
解決客觀規範上長期欠缺明確的安全港條款之狀態。當時係以5%的市場占有
率之單一標準作為安全港之判斷準則，若參考以往學說針對公平會就聯合行
為之觀點，應可將此一修正草案理解為是將實務上的執法方針明文化。但僅有
「量」的單一標準，而未能就「質」的觀點有所著墨，可能過度簡化聯合行為
之安全港條款。
在2015年1月公平法修法時，上述公平法適用的明確性問題受到立法者的
關切，在通過修正案時立法院附帶決議要求公平會應針對何種程度未達足以影
157

響市場功能之情形，研定處理標準，以確保合法業者之生存空間 。
為因應立法院此一要求，公平會在2016年3月1日公布的公法字第
10515600941號解釋中，就聯合行為微小不罰之認定標準加以說明，並以「於
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總和未達10％者，推定不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
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作為判斷原則。但另一方面，公平會亦將「事業之聯合行
為係以限制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交易對象或交易地區為主要內容」之聯
158

合行為，排除於此一安全港條款外 。在此號解釋中，公平會原則上以「量」
的標準作為安全港條款主要的判斷依據。但在此標準上，兼採「質」的標準作
為負面排除的準則，將價格、數量、交易對象與交易地區限制，亦即屬於所謂
「惡性卡特爾」（hardcore cartels）的行為，排除於安全港條款的範圍之外。
公平法上之聯合行為自此始產生一明確的安全港條款得以遵循，在制度的建立
上也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綜上所述，現行公平法的架構之下，係透過「足以影響供需之市場功能」
之要件的解讀，藉由公平會之解釋令的運用，形成了聯合行為的質與量的安全
156

157
158

廖義男主持，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九十
二 合作研究報告七，319（2003年12月）。同樣認為在安全港條款之判斷上，應
該「質」與「量」並重之觀點，參閱吳秀明，「聯合行為理論與實務之回顧與展
望」，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75（2004）。
立法院公報，第104卷第11期院會紀錄，107。
行政院公報，第22卷第37期，7165（2016年3月1日）。亦收錄於公平會網頁，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461&docid=14521，最
後瀏覽日：2018/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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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條款。
3. 公平法上聯合行為安全港條款之檢討
若基於本文以上就歐美德日競爭法之研究，檢討我國法之規定，可以從下
列幾個觀點思考。首先，值得檢討者乃是以行政解釋之方式確立聯合行為之安
全港條款是否恰當。若聯合行為之安全港條款僅以公平會解釋令之方式為之，
固然是具有彈性、可隨時調整之方式，是其優點；但行政解釋之公開性、能見
度較低，亦不具有一般法規之形式，較不利於事業之認知瞭解與遵循，則是其
弱點。參諸歐盟、德國、美國、日本等國，其針對聯合行為的安全港，皆以處
理原則明確宣示主管機關的觀點並對外公布，使得事業較容易知悉此一規則之
存在，從而有明確的基準得以遵循。因此，針對聯合行為的安全港條款，本文
認為應可考慮將其以處理原則之方式明確宣示闡明，應更能發揮安全港條款之
功能。
其次，在公法字第10515600941號解釋中，對於聯合行為安全港條款是以
10%作為其門檻。但藉由本研究以上檢討可以發現，同樣以市場占有率的10%
作為聯合行為要件的歐盟法及德國法上，針對特定類型之行為設有集體除外規
則，作為第二道安全港條款之門檻，並藉此使得構成聯合行為之特定行為，可
因為符合法令例外的集體除外規則，豁免其違法性。例如，專業化、共同研發
等類型即因為存有集體除外之規定，若事業之市場占有率低於20%時，可例外
排除其違法性。與此類似的，美國法與日本法針對聯合行為所設計之安全港，
亦均係以共同研發作為其規範的主要重心，並以未滿20%則不足以產生限制競
爭效果。由此可以理解，賦予研發活動更自由的空間，乃是各國主管機關所關
心的重要議題。
我國法目前的架構下，共同研發或專業化聯合等行為，若超過公法字第
10515600941號解釋之門檻時，必須依循第15條但書之規定，獲得公平會許可
後始得為之。換言之，僅有單一門檻之設計。但共同研發及專業化行為等中小
159

企業的創新活動，一般多被期待對經濟發展可產生一定貢獻 。如能仿傚歐盟
法及德國法之規定針對此種行為設計第二道門檻，相信對於事業的創新活動可
159

See FTC Staff Report, Anticipating the 21st Century: 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New
High-Tech Global Market Place, EXECUTIVE SUMMARY AND PRINCIPAL
CONCLUSIONS, 4 (May 1996).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
documents/reports/anticipating-21st-century-competition-policy-new-high-tech-globalmarketplace/gc_v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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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更多誘因。
若欲在現行法框架下針對專業化、共同研發導入第二道安全港條款，較可
能的作法是藉由第15條但書之解釋。例如，若事業依照第15條第3款申請許可
時，只要參與共同研發活動之事業市場占有率未超過一定比例，主管機關原則
上可認為該行為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使其申請較易獲得許可，如此應
可使得事業從事共同研發、專業化聯合等行為時，對其行為之合法性能有更高
度的確信。由於此一解釋之目的是確保中小企業之創新，故無論是針對第15但
書設立一般性規定，或是針對但書各款事由分別訂定標準，皆無須訂定過高之
標準，應可參考歐美德日針對共同研發及專業化等行為所設計之標準，以市場
占有率的20%定之。原因在於，安全港條款仍應避免使大型事業事先在研發階
段封鎖市場，有害未來的市場競爭。此外，採取之基準與國際同步，亦可使得
我國事業在從事遵法活動時，能有較為一致的基準可遵行，避免我國事業未能
注意其他國家之競爭法規範而不慎涉入訴訟。
最後，值得注意之處在於，在德國法上，針對市場占有率低於微小不罰公
告的10%門檻之非核心限制，如有產生限制競爭之虞時，有特殊的處理方式。
亦即，若非核心限制之行為適用安全港條款，原則上應保護事業基於安全港條
款所賦予的合法信賴，但該種行為對於市場所造成之傷害仍不能等閒視之。因
此，卡特爾署並不會徑行依循一般程序對事業進行罰鍰程序，反而會給予事業
一段過渡期間停止該正其違法行為。此一作法反映出的問題，乃在於競爭法執
法宗旨的貫徹，與安全港條款存在賦予事業之信賴間，必須達成平衡，否則安
全港條款之機制將欠缺指引的功能。因此，即便是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的非核心
限制，若符合安全港條款之規定時，主管機關公平會應重視事業對於安全港條
款之信賴，改以較為柔軟的作法，例如先命令事業停止違法行為，避免強硬的
執法手段，始較為周延。
(二) 獨占管制之安全港
1. 規範依據
我國公平法上關於獨占管制之安全港條款，其規範基礎存在於公平法第8
條第1項與第2項的「負面推定」之中。其規定為：
「事業無下列各款情形者，不列入前條獨占事業認定範圍：
一、一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二分之一。
二、二事業全體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三分之二。
三、三事業全體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四分之三。（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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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其個別事業於相關市場占有率未達十分之一或上一
會計年度事業總銷售金額未達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者，該事業不列入獨占事
業之認定範圍。（第二項）」
依照公平法第8條之規定認定公平法上的獨占事業時，其判斷步驟可分為
160

「負面推定」與「正面認定」二部分 。在認定獨占事業時，首先進行所謂負
面推定的判斷。其判斷係依照公平法第8條之規定，分別討論是否符合同條第1
項及第2項所形成的兩道篩選門檻。若事業因未及此門檻而在市場力上受到公
平法第8條第1項或第2項之排除時，將被推定不構成公平法所規範的「獨占事
業」，從而同條項之規定遂形成事業得以排除公平法第9條之適用的安全港。
具體來說，依照公平法第8條第1項之規定，任一事業之市場占有率若未達
二分之一（亦即50%）、任二事業之市場占有率若未達三分之二（約66%）、
任三事業之市場占有率若未達四分之三（亦即75%），除非主管機關認為且能
證明有同條第3項之情事，否則該事業原則上均不列入獨占事業之認定範圍，
從而無違法之虞。另依第2項之規定，若各別事業市占率未達10%或上一會計
年度事業總銷售金額未達主管機關公告之金額者，亦不列入獨占事業之認定範
圍，從而也不致構成違法。依照公平會2015年3月4日公綜字第10411601871號
令，事業上一會計年度事業總銷售金額未達新臺幣二十億元者，該事業不列入
161

獨占事業之認定範圍 。
因此我們可以說，公平法上之獨占管制在界定相關市場之後，即是以市占
率以及銷售金額為標準，設定事業不構成獨占事業之雙安全港門檻，以達先篩
選掉無違法之虞的輕微案件，以便將執法之焦點與行政資源集中投入在真正具
160

161

吳秀明，「十年來公平法上之獨占管制」，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332-334
（2004）。
行政院公報，第021卷，第038期（2015）。在2015年修正前，公平法第5條之1第2
項係以10億元之總銷售金額作為門檻。但學說指出該門檻，係「以1992年調查國
內產業前二百大事業之總銷售金額及比較其市場占有率通常亦達十分之一後所定
之標準，惟14年來（註：至該文撰寫之時點為止）經濟發展已有變化，此項金額
是否仍然妥為，亦需再作評估。」公平法2015年修正時，亦以「參照我國近年來
經濟發展情況，以及考量對獨占事業管制行政資源分配之妥當性，並參考現行條
文第11條第1項第3款結合申報門檻授權主管機關另行公告之規定，爰修正第2項，
授權主管機關視經濟發展情況之變動，適時調整公告金額，符合我國經濟發展實
況，並可有效達成本法之規範目的」為由修正同條規定，授權主管機關以公告之
方式定之。此外，為了避免修法作業的曠日費時，造成公平法運用上的僵化，也
是該條規定修正的理由之一。參閱吳秀明、沈麗玉，「競爭法制革新之整體規劃
與藍圖」，月旦法學，228期，18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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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支配市場力量規模的事業上。在此等市場占有率及銷售金額所形成之安全港
範圍內，除非主管機關能就同條第3項之情事加以舉證，否則原則上均可認為
事業不構成獨占事業，得自由地進行市場競爭之活動。
雖然同條第3項之規定，賦予主管機關在相關市場「受法令、技術之限制
或有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之情形下，例外認定事
業構成獨占事業。然而，由於第8條第1項及第2項之存在，可能形成一道實質
的門檻，使得公平會在例外認定事業構成第3項之情事時，有較為高的舉證責
任。實務上，亦鮮少有公平會基於同條第3項之規定例外認定未達第8條第1項
162

及第2項之事業卻構成獨占事業之案例 。故可認為，第8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
定，實具有公平法上獨占管制安全港條款之功能。
2. 公平法第8條的歷史沿革
若追溯公平法第8條規定之歷史，該規定在2015年修正前原為公平法第5條
之1，在2002年修正前，則為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條之規定（在1992年制定時，
則為第4條）。
公平法第8條，原本是在公平法就獨占事業之認定採「公告制度」的舊法
下，為減輕主管機關判斷之困難，並建立明確的認定標準，所導入的「負面
163

推定」之規定 。雖然隨著公平法1999年之修正，獨占事業公告制度已走入歷
史，但負面推定的規定依然繼續留在施行細則中，在認定獨占事業時扮演重
要角色。但此一規定實質上限縮了公平法舊法第5條（現行法第7條）適用之範
圍，因此在舊法下屢有受到質疑，認為舊法下的施行細則第3條（現行法第8
162

163

在舊法公告制度之下，曾有公平會認定市場存在法令限制，故事業具備法定獨占
力，但因事業之銷售金額未達10億元，而未將事業公告為獨占事業之案例，如公
處字087017號處分、公處字087157號處分、公處字087167號處分。此等案例固然
已為多年前的案例，但公平法第8條第1項及第2項實質上對於第3項之解釋適用所
可能產生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實務上，基於第8條第1項及第2項而被認定非屬
獨占事業，但仍例外以第3項認定之案例，亦非常稀少。近期案例，可參考公處字
第103043號處分，公平會以被處分人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擁有我國境內所有
國際港埠關鍵性設施，為獨家經營者，且依商港法及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
條例相關規定，國際商港由國營事業機構經營及管理，目前亦無第2家業者參與競
爭情事，另該公司所擁有的相關港埠關鍵性設施，短期內亦無他事業得以經濟合
理且技術可行之方式複製或取代該設施」為由，在未檢討事業之銷售金額的情形
下，認定事業構成獨占事業。
參閱吳秀明，「十年來公平法上之獨占管制」，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314
（2004）。另外，在舊法的公告制度之下，未受到公告的事業，即相當於置身安
全港之中，而無構成獨占之虞，因此當時之公告制也一併發揮了安全港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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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已牴觸母法之規定。為避免此一爭議，故在2002年修正時，將之提升至公
164

平法之中，並位列第5條之1 ，並隨著2015年修正而成為今日第8條之規定。
3. 公平法第8條之運作情形
在本計畫執行過程中所取得之公平會不處分案件之資料中，依照第8條第1
項及第2項所採之市場占有率及銷售金額標準適用安全港條款之情形如下。
第一，基於市場占有率，否定事業構成獨占事業的案例，有4件。在2010
年01月的「龍宏案」中，事業之市場占有率因未達20%，而被公平會認定為
不構成獨占事業

165

。在2015年5月的「正隆案」中，則是事業之市占率未達

25%，故被認為不構成獨占事業

166

。同年6月的「保健食品未降價案」中，

被檢討之事業的市場占有率僅有0.5%的市場占有率，也未被認為構成獨占事
167

業 。
其中，最為特別的案例則屬2017年6月的「雀巢奶粉案」。在該案件中，
事業之市場占有率已達到41%，但由於市占率未達門檻，故公平會仍然未認定
168

事業構成獨占事業 。由此可知，市場占有率之基準在實務案例上，確實有發
揮其安全港條款之篩選機能。
第二，基於銷售金額的安全港門檻的案例，在不處分案中，可以發現2
件。首先為2011年的「血糖機案」，在該案件中市場前三大事業之市場占有率
僅有69%，且事業上一年度銷售金額亦未達10億，因此被公平會認定不構成獨
占事業

169

。另外，在2015年的「中台資源案」中，事業之銷售金額亦未達10

億，因此被認定不構成獨占事業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0

。與此類似的公平會處分，則可參考2011年

2002年公平法第5條之1增訂理由謂：「……本法施行細則第3條雖係就獨占事業之
認定予以補充規定，然外界偶有質疑其內容實質限縮獨占事業之認定範圍，爰配
合行政程序法第150條規範之本旨，將之提升至母法位階，冀免爭議。」
案件編號00949303，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第949次委員會議，審議案三（2010年
1月13日）。
案件編號01236303，公平交易委員會第1236次委員會議，審議案三（2015年7月15
日）。
案件編號01234302，公平交易委員會第1234次委員會議，審議案二（2015年7月1
日）。
案件編號01338302，公平交易委員會第1338次委員會議，審議案二（2017年6月28
日）。
案件編號01026304，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第1026次委員會議，審議案四（2011
年7月6日）。
案件編號01236301，案件編號01236303，公平交易委員會第1236次委員會議，審
議案一（2015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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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的公處字100163號處分「和安行案」。該案中，事業雖然在市場中占
有98%之市場占有率，但其銷售金額僅達3億，公平會亦未將事業認定為獨占
事業。此案特殊之處在於，自涉案事業之市占率觀之，其已經擁有接近完全
獨占之市場地位，惟公平會考量事業之年度銷售金額僅3億，其事業規模誠屬
有限，故仍不以獨占管制之規定相繩。公平會在本案並未適用第8條第3項之規
定，認為本案事業具有「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而推翻安全
港之負面排除推定。可見公平會之立場基本上是，事業除市占率之外，必須同
時具有一定之「絕對規模」，方才具有施以獨占管制之必要。過於小型規模之
事業，諸如一般之中小企業，縱使其市占率高，仍然不會適用獨占之規定加以
管制。
另一件值得思考的事項在於，市場占有率之基準，究竟應以何種程度的嚴
密性加以檢討。在早期獨占事業公告制度年代的公訴決字第027號訴願決定書
中，公平會將市占率為10.37%之事業，認定其已超過10%之門檻，故不得依安
全港之規定排除獨占事業之構成。固然事業已超過10%，無法被排除於獨占事
業並非不當，然而實務上是否可能有更為彈性的作法，或是必須嚴格侷限於僅
依據當年度的數據？究竟市場占有率如此接近安全港門檻之事業，是否亦必須
從嚴認定？這裡或可參考歐盟競爭法上對於市占率安全港門檻通常設有緩衝區
之作法；又在此一作法下亦得以參考較多不同年度的數據後始作成結論。此等
措施在未來的執法上或許值得深入考量。
綜上所述，公平法第5條之1的規定，原本是公平法1999年修正前，在採取
獨占事業「公告制度」的背景下，為減輕主管機關判斷之困難、建立明確的認
定標準，而導入的「負面推定」之規定。在公告制度之下，未受到公告的事
業，即等於身處安全港之中，無構成獨占之虞，因此也發揮了安全港之功能。
但獨占事業的公告制，在舊法下引發諸多問題而走入歷史後，負面推定的規範
依然留在公平法之中，而以不同的角色繼續就獨占管制扮演著安全港的功能，
可認為是公告制度在離去公平法後所留下的可貴遺產。
(三) 垂直限制競爭行為之安全港
1. 安全港之規範基礎及適用範圍
我國公平法上關於垂直限制競爭之安全港條款，和聯合行為一樣並未在公
平法的法律位階上有任何明文規定。但在公平法實際的運用上，透過法條要
件之解釋，公平會亦建立了一套垂直限制競爭行為之安全港條款。但其適用
範圍，會因垂直限制競爭行為係垂直價格限制（亦即一般所稱「維持轉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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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或屬垂直非價格限制，而有所區別。
(1) 不適用安全港之垂直價格限制
針對維持轉售價格之違法性，公平會向來係在「當然違法」的觀點下加以
171

判斷 ，因此就維持轉售價格之案件，通常不進行市場界定或是否產生限制競
爭效果之衡量。從而，無論事業之市場占有率如何，均非維持轉售價格之案件
中探討之重點。在公平法2015年修正後，維持轉售價格之規定移動為現行法第
19條，其雖修正為「原則違法」，但就限制競爭效果之評估，主管機關仍無須
172

負擔舉證之責任 。因此，無論為垂直價格限制之事業市占率如何，在現行法
框架下，皆無藉由安全港條款排除公平法適用之解釋空間。
(2) 垂直非價格限制之安全港
A.向來實務的執法觀點
另一方面，針對現行法第20條所規範之垂直非價格限制的行為，在2015年
修正前之舊法下素有舊法第19條各款之內容係屬於「行為不法」或「市場不
173

法」之爭議 。但在2015年公平法修正時，在體系上，將原先位於第三章「不
公平競爭」之舊法第19條，除去屬於不公平競爭之款項後移列至第二章「限
制競爭」之中；在文義上，將原先存在於舊法第19條本文中之「或妨礙公平
競爭」等文字刪除；在立法理由之，亦明確的表達此一修正之理由為「本條
所規範違法行為屬限制競爭行為類型，爰刪除序文「或妨礙公平競爭」之文
字。」。由此等變化可知，在2015年修正後，第20條已成為一以禁止限制競爭
174

行為作為其目的之規範 。
針對現行法第20條所規定事業行為須有「限制競爭之虞」一要件，公平會
向來係以「市場占有率是否達10%」及「是否具有依賴性」等二項標準進行初
步之判斷。易言之，若事業之市場占有率未達10%，除非公平會能另外論述進
行垂直非價格限制之事業與被限制之事業間具有何種依賴性關係之存在，否則
垂直非價格限制皆會被認為一般情形不具有「限制競爭之虞」，故主管機關亦
171

172

173

174

吳秀明、沈麗玉，「競爭法制革新之整體規劃與藍圖」，月旦法學，228期，
195。
吳秀明、沈麗玉，「競爭法制革新之整體規劃與藍圖」，月旦法學，228期，
195。
參閱吳秀明，「從依賴性理論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
開，523-524。
關於公平法第20條體系調整之更詳細介紹，可參閱吳秀明、沈麗玉，「競爭法制
革新之整體規劃與藍圖」，月旦法學，228期，19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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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進行判斷的必要。
此一標準，雖然公平會以往未以形式的法律規範加以規定，但在公平會所
為之處分及不處分案例中，卻可以窺得。在公處字096117號處分中，公平會以
「復按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2款及第6款規定，均屬於市場不法之類型，倘事業
之行為並不足以影響市場競爭之機能，則行為不具有非難性。而事業之行為是
否足以影響市場競爭之機能，目前本會係以事業其市場占有率超過10%，或交
易相對人對其有依賴性，而認有相對之市場力等門檻要件，作為進入實質違法
要件審查之前提。」即為適例。
實際上，也可以發現公平會確以此標準，排除對於未達門檻之事業進行審
查的必要性。例如，在2009年12月31日第949次委員會議決議不處分的「清心
福全案」之中，清心福全限制加盟店之越區外送、要求加盟店須遵守「店務評
核獎懲規範」等，構成對於交易相對人之限制，但公平會以「飲料業市場存有
多樣加盟品牌互相競爭，且被檢舉人顯無市場力（市占率不及1%），故即使
被檢舉人限制加盟店越區外送、遵守「店務評核獎懲規範」及簽署切結書，尚
難認對該市場造成封鎖效果」為由，否認該行為構成現行公平法第20條第5款
之可能。
又在2011年11月12日的在2011年11月12日1052次委員會決議中通過的「環
偉實業案」中，公平會以「末由全國廢棄物處理機構達120家，且無收受處理
廢棄物之地域限制，清除機構可自由選擇委託1家或多家處理機構處理廢棄
物，且環偉公司之市占率不及1%等可稽，清除機構對本案環偉公司應無依賴
性存在。綜上，尚難認檢舉人指摘環偉公司之系爭行為，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
平競爭之虞」為由，否認該行為構成現行公平法第20條第5款。
B. 安全港的明文表現
在2015年修正後，成為限制競爭行為規範的公平法第20條，也繼續沿用
這樣「市場占有率及依賴性」之判斷基準。並且，公平會在2016年2月17日第
1267次委員會決議中，首次針對垂直交易限制的安全港條款表達一般性的見
解，其內容為：
「有關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競爭案件相關市場占有率門檻之計算：
1. 公平交易法第20條所規範之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行為，事業於相關市場
之市場占有率未達 15%者，推定該事業不具有市場力量，原則上無限制
競爭之虞。
2. 另考量市場運作實務，事業之市場占有率雖未達 15%，但若交易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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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該事業不具有足夠且可期待之偏離可能性，應認事業間有依賴性存
在，該事業具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其限制競爭之行為仍得依公平交易法
第 20 條予以規範。」
公平會於此顯示之安全港條款，係以市占率以及依賴性理論作為垂直非價
格交易限制之門檻。此一決議之內容，應屬現行法下就垂直非價格限制之安全
港條款，較為明確的見解表達。由此亦可發現，由於「限制競爭之虞」是否作
為要件有所差異，公平法上針對垂直「價格限制」與「非價格限制」是否有安
全港條款適用之可能，有明顯的溫差存在。
(3) 垂直價格與非價格限制所受不同評價之展現：以「台鹽案」為例
公平會在2007年「台鹽案」中之作法，可認為是最能顯示公平會在垂直限
制競爭案件的執法程度之差異者。在2007年1月11日的第793次委員會決議中，
針對台鹽所採取的垂直價格、非價格限制，公平會針對垂直價格限制作成公處
175

字096010號處分，針對垂直非價格限制的部分則是決議不加以處分 。以下分
別敘述之。
在公處字096010號處分中，公平會認定台鹽在與加盟店、經銷商等交易相
對人簽訂之契約，儘管是由加盟店、經銷商買斷商品、承擔滯銷之風險，卻訂
有限制售價之交易條件，並且在契約關係存續中要求交易相對人不得以低於
特定折數之價格販售，甚至對違反之交易相對人予以處罰。公平會認定「其
行為已剝奪加盟店及經銷商之價格決定自由，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8條之規
定。」，而課處台鹽100萬元之罰鍰。但在處分書之中，因維持轉售價格之規
定並不以是否產生限制競爭之虞為要件，故公平會並未針對台鹽之市場占有率
進行檢討。
相對於台鹽所為之垂直價格限制，在垂直非價格限制的部分可以發現，公
平會認定台鹽在交易過程中，涉有以較優惠之價格提供予經銷商、某些商品又
以較優惠之價格提供予加盟店之差別待遇之行為；又有就銷售管道等方面為非
價格之限制。故公平會分別就台鹽兩項垂直交易限制進行檢討。
首先，關於銷售管道之限制，公平會首先就台鹽之市場占有率進行評估
後，認定台鹽在相關年度僅分別有為0.53%、0.66%、2.06%之市場占有率，均
未符合公平會當時所要求之市場占有率10%之標準。其次，公平會針對經銷
商、加盟者是否對於台鹽具有依賴性進行檢討，並以「交易相對人有無其他可
175

案件編號0079335，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第793次委員會議，審議案五（2007年1
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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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之交易管道存在；如不存在其他可能之交易對象，則交易相對人即有與特
定事業從事交易之必要性，而依賴於與其交易之事業」作為標準後，認定經
銷商與加盟者對於台鹽均不具備依賴性，作成「無以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6款
（註：現行法公平法第20條第5款）規定介入規範之必要」之結論。
其次，關於差別待遇之行為，公平會雖係以差別待遇具備正當理由故未
違反現行法第20條第2款之規定，但亦針對台鹽近3年之市占率各僅為0.53%、
0.66%、2.06%，故市場力有限等情形加以檢討。
由此台鹽案中，公平會針對兩項行為所採取之不同檢討模式可以發現，針
對垂直非價格限制，公平會實務上會積極檢討事業所具備之市場占有率高低。
若事業之市場占有率未達安全港之門檻時，公平會也積極的採用安全港的概
念，不認為有以公平法介入之必要。相較於此，在垂直價格限制之部分，由於
違法要件之判斷並不以限制競爭疑慮作為要件，故即便事業之市場占有率較
低，在現行法下公平會亦會現行法第19條之規定加以處分。
藉由以上討論，除了目前公平會對於垂直價格限制與非價格限制所給予的
不同評價基準外，也可以可以發現的是，在垂直交易限制之安全港（限於垂直
非價格限制的部分），第1267次委員會決議中，透過「限制競爭之虞」的要件
的解讀，建立了安全港條款的機制。並且是以推定不具備市場力量，故無限制
競爭之虞的概念加以說明。但必須注意的是，在決議中使用「推定無限制競爭
之虞」的觀點，代表並不排除例外舉反證來證明限制競爭之虞存在的可能性。
只是在此種例外的情形之下，公平會應更具體的指出限制競爭之虞為何產生，
始能確保事業對於安全港條款之信賴。從而可以理解，垂直交易限制的安全港
條款，一方面使得實體要件不構成，同時也具備改變證明責任分配之性質。
2. 垂直交易限制安全港之檢討
若基於本文以上就歐美德日競爭法之研究，檢討我國法之規定，可以從下
列幾個觀點思考。首先，目前垂直交易限制之安全港條款，係以委員會決議之
方式作成，但除會議記錄上網公告外欠缺足夠的公示性，一般事業很難知悉該
部分之內容。另外，決議之內容亦僅表現當屆委員針對此一問題之看法，對公
平會之執法而言並不當然產生拘束力。因此，事業對於此一安全港恐怕亦不能
完全的加以信賴。此一結果勢必將減損安全港條款所欲達成之目的。因此，就
公平法運作的明確性而言，將安全港條款之位階提升，強化其法源性，可認為
是對於公平法運作的可預見性有較大的幫助。無論是在歐盟、德國或是日本，
對於垂直交易限制之安全港適用之範圍，均明確的表達於相關處理原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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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作法，應可認為是較能幫助事業遵法活動之進行，同時使事業能更安心的
在市場中進行競爭活動。
其次，由2016年2月17日第1267次委員會決議可以發現，垂直交易限制之
安全港條款明確地限制於公平法第20條所規範的「垂直非價格限制」。換言
之，受到公平法第19條規範、屬於核心限制之「維持轉售價格」，則排除於安
全港條款的適用範圍外。由於公平法第19條採取「原則違法」之立法例，因此
維持轉售價格不適用安全港條款，亦是理所當然。但問題在於，與維持轉售價
格同樣屬於對市場競爭造成嚴重影響之核心限制，在現行的安全港條款中並未
將之排除。例如，在歐盟法上被認定為「以限制競爭為目的之行為」之「提供
絕對保護之交易地區限制」，該種營業區域限制對於市場競爭所造成的損害亦
相當嚴重，若將該等行為一併放在「垂直非價格限制」的概念下適用安全港條
款，可能會不當地將足以影響市場競爭之行為排除於競爭法適用範圍之外。與
此種相同的觀點，亦可見諸於日本法之規定，在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中，亦
將「對營業區域外顧客販賣之限制」排除於安全港條款適用範圍之外。
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建議針對垂直非價格限制的安全港條款增加排除適
用的例外規定。其中，最具體的類型即為劃定一定營業區域後，禁止事業向營
業區域外的需求者進行販賣之「提供絕對保護之交易地區限制（或稱「對營業
區域外顧客販賣之限制」）」。此種情形下，無論事業所具有之市場占有率如
何，皆有可能對於市場競爭產生嚴重威脅，必須回歸一般的違法性判斷的架構
下進行評估，而不能僅以市場占有率即當然排除其構成違法行為之可能。
至於其他類型，亦不須在欠缺案例的情形下全盤接受，主管機關應可持續
累積執法經驗，並參考外國執法上的經驗，若能認定某種行為即便市場占有
率低，仍然可能對於市場競爭產生嚴重影響時，再將該類型放入例外規定之
176

中 。但在具體形成例外規定之前，若已以較明確之法律形式形成安全港條款
176

例如，在日本法長期的實務累積之下，在通路交易習慣處理原則中，將交易相對
人限制（包含「事業禁止批發業者向進行低價販賣之零售業者供貨」、「（前述
『禁止向低價販賣業者銷售』以外之）交易相對人限制」）、販賣方法限制（包
含「事業禁止或限制零售業者在店內或以傳單進行商品價格之廣告」、「交易相
對人為報章雜誌時，使該報章雜誌不刊登特賣廣告或明示價格之廣告」、「（前
述價格廣告以外之）販賣方法限制」）、「販賣資格限制」，列為不適用安全港
條款之行為類型。參梌䀜拵⚱אㇰ㐾嬧Ն桽Դզ䗇☻䱜㸽㾰ᴯՉ㗢撸，第1部、
第2、2-6，14-22。此等類型是否適合作為公平法垂直非價格限制安全港條款之例
外，當然沒有完全概括接受的必要，主管機關可在未來執法過程中，累積執法經
驗的同時，檢討發展適合我國經濟環境、法制秩序的安全港條款除外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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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對於已符合安全港條款之行為，主管機關應優先使用停止違法行為等柔性
手段，避免破壞事業對於既已形成之安全港條款所賦予之信賴。
最後，在垂直交易限制的安全港條款，歐盟法和德國法上有以「累積效
果」的觀點，設計特殊的安全港條款之基準的情形。此一觀點指出的問題，確
實擲地有聲，有注意的必要，若能參考此見解，對於我國安全港條款的適用，
亦可以帶來助益。惟乃是針對歐洲特殊的產業（飯店、餐廳、飲料店的飲品獨
家供應契約）中特別的市場結構所導引出的法律理論，我國是否有相同或類似
的市場結構，不無研究分析之必要。因此若主管機關欲在安全港條款之規範中
導入此一理解，建議主管機關先就市場結構、交易習慣等進行調查後，再針對
有此一需求之產業導入，始能使安全港條款之規定符合我國市場、法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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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石世豪（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暨法律學士學位學程教授）
我從頭到尾都懷疑安全港存在的理由。關於執法不確定風險，核心在於比
例原則，主管機關不要處理輕微的案件，專心處理重大的案件，當廠商面對執
法機關不明確的風險，透過安全港，讓這些廠商無需被主管機關騷擾，節省行
政資源。
本研究透過市場力、市場占有率去衡量，市場占有率看似具體，事實上市
場占有率的計算可以調整，甚至在年底公佈前，廠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市占
率，因此無法發揮安全港的作用，等於將所有的風險均交由廠商負擔，一旦被
認為是hard core cartel就沒救了，廠商還是惴惴不安，無法發揮安全的作用。
相對的，我們應該參考歐盟的可感覺性，同時觀察質與量，來衡量限制競
爭行為是否對供需造成實質影響，市場占有率只能參考，不能作為門檻。如果
完全依照市占率衡量，一個市占率高達98%的廠商毫無疑問會受到主管機關的
關注，因此我們應該從廠商通常營業行為、決策、事業安排等方面加以觀察。
事實上，一個精確定義的競爭法，不需要安全港條款。安全港的存在來自
於不確定法律概念，以及主管機關的便宜行事，挑軟柿子下手，只要構成要件
該當就出手。然而，競爭法自始無法精確定義，為了hard core cartel所規範的構
成要件卻時常讓許多廠商一起陪葬。因此，不宜採用構成要件，應該透過個案
實證分析進行違法判斷。執法風險來自執法機關，執法機關若能精準執法，這
個研究計劃或許就能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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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法的相關文獻與國內外案例，以及蒐集相關市場的價格或數量資料予以實
際應用，對於深入了解市場界定量化方法在實際操作上的困難與限制，應有極
大的價值。此外，數位經濟的崛起也對現有市場界定的各種實證模型帶來限制
與挑戰。本計畫 (1)蒐集最新的市場界定相關文獻（包括理論、與實證的學術
研究論文），並對歐美近年對於結合決定中的市場界定量化方法的相關討論進
行整理。(2)蒐集我國砂石產業與非酒精飲料產業的公開資料，使用量化市場界
定方法，以探究實務操作上的困難與限制，並(3)提供我國主管機關具體建議。
(4)最後則藉由文獻分析，探討在學術與實務上，數位經濟下的市場界定量化方
法的修改與建議。

一、緒論
市場界定 (market definition) 對於各國競爭政策的執行，特別是結合案件
1

是否適用簡化程序，是重要的篩選工具 ，而對於相關案件的後續分析，市場
界定的範圍，也扮演初步但明顯重要的角色。因此過去的數十年間，在我國及
歐、美等地無論是學界或實務界，都不難發現市場界定相關方法的介紹與探
討。
經過多年在理論上的探討與實務上的實踐，美國競爭政策執法當局於 2010
年提出的「水平結合處理原則」(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 中，候選的相關
市場必須滿足「假設性獨占者測試」(hypothetical monopoly test, HMT) 與「最
小市場範圍原則」(the smallest market principle)。也就是先採用一定範圍的相
關產品或服務種類在特定的地理區域作為假設性獨占者的市場範圍，後假設
SSNIP (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亦即假設其中某產
品（或服務），或所有產品（或服務）的價格，在非短暫的期間內（1年、或2
年），持續的保持某一小額的增幅（一般設定為 5% 或 10%），而後檢視該假
設性獨占者利潤的可能變化，並依此結果調整，將假定的市場範圍逐步擴大，
最後推定出最小的反壟斷市場的範圍。
「臨界損失法」(critical loss analysis) 為 HMT-SSNIP 架構中最常被運用的
工具。在操作上，使用者僅需依據假設性獨占者的產品（或服務）市場與市場
1

在「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中，「…參與水平結合之事
業，其市場佔有率總和未達 20％，得適用簡化作業程序」。而適用簡化程序的案
件，「…倘無…例外事由之適用，得認其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市場占有率總和超過20%的潛在結合事業，則適用其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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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的特定地理區域，以及價格上升特定幅度的兩個條件，推算其利潤變化為
零的銷售量變化率，並稱之為「臨界損失」，而後估計該相關市場在相同價格
變化幅度下，實際的銷售量變化率，並稱之為「實際損失」。如估算後的實際
損失大於臨界損失，則進一步擴大候選市場或地理區域。並重複上述過程，而
反壟斷市場的範圍則決定在實際損失小於臨界損失時的最少產品（或服務）種
類的集合與最小地理區域。臨界損失方法雖然理論清晰、應用簡單，但執行此
方法以界定市場範圍亦非一蹴可幾。在無法妥善執行 HMT-SSNIP 架構的方法
來界定市場時，仍須使用其他救濟與補充的方法。
Scheffman, Coate, and Silvia (2003) 歸納了 20 年的美國反壟斷當局的執法
歷程，將市場界定的各種實證應用方法歸納為3類：「臨界損失法」、「自然
實驗法」(Natural Experiment Analysis) 與「模式分析法」(Pattern Analysis)。與
臨界損失相同，自然實驗與模式分析都有方法簡單應用方便的好處，因此在資
2

料完整的前提下，都能符合相關法律所規定的法定期限 ，因而在實務上，也
都是行之有年的市場界定方法。
近年來，數位經濟席捲全球，其挾著規模經濟 (scale economy) 與網絡效果
(network effects) 不只帶來更大的市場，其平台上多元的服務與多態樣的服務客
群也產生彼此間相依的特性。這些，不只對傳統競爭政策帶來挑戰，更讓人進
一步思考傳統的市場界定模式應如何修改或採用。
綜上所述，本計畫的主要研究重點有如下：一、蒐集相關文獻，並彙整
「臨界損失法」、「自然實驗法」與「模式分析法」等市場界定方法之操作流
程、資料需求、優缺點、應用限制及困難處等。二、以現有的公開資料決定適
切可行的市場界定之量化方法，針對結果進行比較，並探討資料在不同方法下
應用過程的侷限性，並賦予以必要的假設與估計，進行實際操作。三、針對前
述兩項加以討論彙整，提供實務上執法具體操作之建議。四、以學術文獻蒐集
與整理的方式，探討在數位經濟的大環境下，市場界定初步的方法介紹。

2

公平交易法第11條結合規定中指出「事業自主管機關受理其提出完整申報資料之日
起算三十工作日內，不得為結合。但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將該期間縮短或延
長，並以書面通知申報事業。主管機關依前項但書延長之期間，不得逾六十工作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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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界定實證分析—臨界損失分析法
本章彙整國內外市場界定中「臨界損失分析法」相關文獻研究，探討市場
界定在反托拉斯經濟之應用。特別是應用分析之操作流程、資料需求、優缺
點、應用限制及困難，期能作為主辦單位日後實務操作上之參考。
(一) 臨界損失分析 (Critical Loss Analysis)
假設性獨占者測試所提供者是一個分析架構，指引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的
方向。迄今Harris and Simons (1989) 提出的臨界損失分析是目前進行假設性獨
3

占者測試時所採用最普遍的實證方法。因其簡便，常試用 在市場界定與估計
結合的競爭效果 (O’Brien and Wickelgren, 2003)，能在資料許可的條件下，完整
體現 SSNIP 的檢驗。
臨界損失法的操作一般有以下3個步驟：
1. 決定臨界損失
臨界損失 (CL) 的決定取決於 SSNIP 對利潤的影響：一、因價格提高導致
銷售量下降的利潤損失。其二、價格提高後，在未流失的消費量上，每單位的
利潤增加。而臨界損失所指的是利潤變化在這兩種影響下完全抵銷下的需求量
變化（下降）比例。
以Hüschelrath (2009) 的說明為例，假設廠商生產的邊際成本固定，c為單
位成本，則在設定 SSNIP 之前廠商的利潤為
在設定 SSNIP 之後，廠商的利潤為
，則 SSNIP

將價格與數量的變化分別定義為
後廠商的利潤可以改寫為：

根據臨界損失的定義，為求得臨界損失值，價格上漲造成的需求量變化需
使利潤變化為零，亦即

算式經過調整，可得
3

。令

為價格調漲幅度，

強調「試用」是因為在作者發現的許多案例中，雖然案件相關的兩造都嘗試使用臨
界損失分析，但並非在每個案件中，都能作為案件審判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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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單位利潤，則

臨界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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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為歐盟收支平衡Could-

Approach的計算，不限於需求形式。公式中，除了邊際成本假設為固定外，並
未設定其他例如需求函數或產品是否同質等市場特性。計算的關鍵在於單位利
潤中的邊際成本，競爭當局與廠商有時以平均變動成本近似，需謹慎進行固定
與變動成本的分類。另若用美式極大化利潤的條件 Would-Approach，在線性需
求下，其臨界損失為

。

2. 估計實際損失
實際損失 (AL) 是需求因應價格調升的下降比例。最直接的方式是估計消
費者的需求彈性 (

)，並以需求彈性乘以價格變化率求取實際損失值，但正

確的估計需求彈性，存在許多的困難。例如：為估計彈性，需要詳細且可靠的
價格與銷售資料，而當市場結構複雜時（例如差異性產品市場），資料蒐集、
選擇相對應的技術進行估計所需的時間可能超出執法所規定上限。
3. 比較臨界損失與實際損失
第三個步驟是比較 CL 與 AL 的大小，如果 CL>AL 則 SSNIP 會呈現利潤
上升的效果，因此可用當下的產品範圍為相關市場。倘 AL>CL，則代表假設
性獨占者所控產品外仍有產品能對當下的產品範圍施加足以在 SSNIP 下使利潤
下降，因此，需要在現在的內含產品外納入最可能成為需求替代的對象，擴大
相關市場的範圍，並重新依序進行步驟一到三的分析。
(二) 臨界市場損失分析實例
本節以臺灣砂、石市場為例，進一步示範臨界損失分析的執行過程。其中
由於資料的不齊全，我們也輔以部分的假設，讀者可在資料收集齊全或更新的
狀態下，依照示範內容替換與計算。
本計畫蒐集到的砂、石市場資料，以縣-年為觀察單位，資料期間為民國
102-106 年。其中包括上游市場（原料地）的砂石價、搬採價、運費以及生產
（篩選、洗滌）成本，以及下游（主要售予工地）的砂、石價格、出貨量等。
下游市場資料主要以平衡的追蹤資料 (balanced panel data) 呈現，上述資料將用
以估計市場需求，並計算實際損失 (actual loss)。但由於資料有限，上游市場僅
有單年（民國98年）且局部（宜蘭縣與花蓮縣）的成本資料，因此需要對價格
調整幅度以及成本結構都進行不符合現實的假設，如此方能建構出各縣的砂石
場進貨成本。由於基於假設計算出的成本失準，因此本節的分析也僅能用做舉
例，而不能作為實際決策的依據。以下將分別陳述各指標的計算與估計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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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決定臨界損失
(1) 估計砂、石的邊際成本：
4

我們主要採用源於經濟部網站的預拌混凝土製程成本分析表 。由於砂石
場的產品製造須由原料地進貨，並經加工篩除雜質後成為成品，因此其成本主
要包括原產地砂石價、採搬價、運費，以及砂石場的砂石處理成本，可以就
此計算砂石的單位成本。但即使經過廣泛蒐羅，本計畫只能取得民國 98 年宜
5

蘭縣及花蓮縣的對應變數資料 。為了能將相關變數廣泛適用在各縣的成本計
算，在此分析中我們進行兩個假設：其一，假設所有的相關成本除了隨物價指
數變動外，皆固定不變。其二，由於我們僅有宜蘭縣與花蓮縣的原料成本變
數，加上宜蘭與花蓮的區位差別隱含著成本差異，因此我們假設北部與中南部
成本分別等同於宜蘭與花蓮。（這兩個假設，只要能夠透過詢價收集到相關成
本資料即可以真實資料替換。）基於上述假設，本例以 102-106 年間的各縣的
砂、石單位成本計算再以105年為基期 CPI 進行調整。
(2) 計算單位利潤率：
砂石場購進砂石原料時，並未將砂石分離。而一般來說，每噸購進的砂
石，砂與石的占比為 1:3，因此每購買 4 噸砂石，需付出4*(A+B+C+F)的成
本，其中 A 為砂石價、B 為開採價、C 為運費、F 為其他生產成本。由於我們
並無後三者 (B+C+F) 各有多少比例該歸屬於砂或碎石的資訊，因此我們假設
上述成本照砂、石比例分攤。由此，我們將每噸砂或碎石的平均成本皆認定為
A+B+C+F，而每單位砂與碎石的單位利潤計算公式如下
每噸砂（碎石）的單位利潤率：
6

砂（碎石）的固定價格 － (A+B+C+F)
砂（碎石）的固定價格
由於樣本規模的限制，在第二步驟中估計實際損失的過程，我們採用「全
國-全期間」為產品市場的檢驗範圍，並依此估計需求彈性，因此，在計算單
位利潤率時，本計畫也以「全國-全期間」為範圍，計算單一的砂、石單位利
潤率。而由於各縣各年的砂、石銷售量不同，且差異甚大，因此各縣年的單位
利潤率不該等量齊觀，故本計畫以各縣-年銷售量與「全國-全期間」的比值作
為權重，計算單位利潤率的加權平均值，而得到的結果為：砂的單位利潤率均
4
5
6

資料來源：https://www.mine.gov.tw/occu/ViewService.asp?dept=4&pos=7
資料來源：https://lic2.niu.edu.tw/ezfiles/10/1010/img/6/506465029.pdf
所謂固定價格 (fixed price) 所指為經CPI調整過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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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0.12，碎石的單位利潤率均值=0.06，都屬於相當低的水準。基於前述單位
利潤率，臨界損失如表1所陳。
表1

臨界損失表

SSNIP=5%

SSNIP=10%

Could

Would

Could

Would

砂市場的臨界損失

0.29

0.17

0.46

0.29

碎石市場的臨界損失

0.45

0.29

0.63

0.45

2. 估計實際損失
根據第二節，實際損失是由需求彈性乘以SSNIP的價格變化率（如 5% 或
10%）作為估計。為估計實際損失，我們取得了砂石市場的基本資料。也因為
只取得的砂石市場資料僅包括砂與碎石，因此僅就此兩項商品進行需求分析。
(1) 收集價量資料與競爭指標：
從取得的資料的觀察單位為縣（16個市、縣）-年（102-106年），但由於
缺乏基隆、台北市以及澎湖縣的砂、石資料，因此在估計中自然地予以排除，
雖然縣可以依據區域分類（亦即北區、中區、南區、東區），但由於各區域縣
的數量不多，且各縣資料年份有限（5年），因此為避免樣本過小造成的偏誤，
本估計以全國區域為範圍。
縣市的資料中包括各「縣-年」的砂石或碎石的生產、銷售量以及銷售均
價，藉由生產量與銷售量間的差異，可以得知各「縣-年」或「區域-年」的庫
7

存量。雖然資料中可以看到各第一類廠 的名稱與區位，但因為缺乏各廠的出
貨資料或出貨價格，因此我們無法從中了解廠商的出貨間是否存在替代關係，
也因此，在需求估計中僅使用廠商數量作為衡量各縣競爭條件的替代變數。因
為我們僅取得 106 年的各縣廠商數量，故假設此變數並沒有逐年的變異。若在
需求估計中採用此競爭變數，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需求估計式設定策略的選
擇，而捨棄控制縣的固定效果。
表2呈現估計所使用變數的敘述統計量，可知砂、石的價格平均值分別為
7

根據施信宏 (2013) 的說明，經濟部網頁上僅列出第一類廠，而為落實「保障合法，
排除非法」的原則，自99年10月起，販售砂、石料源的對象以第一類廠商為原則，
其他廠商（第二、三類）為例外。而第一類廠商資格之取得，從用地（位於礦業用
地或丁種建築用地），到取得工廠登記，都需再經審認符合規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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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與 324。相對於砂石的銷售量，砂石價格的散布程度相對於平均值較小，
但近平均值 1/5 的標準差，也說明各縣與各年間，價格也有一定的差異。
表2
變數
銷售量_砂
價格_砂
銷售量_碎石
價格_碎石
年分
競爭程度_廠商數量
縣成品庫存_砂
縣成品庫存_碎石
區域成品庫存_砂
區域成品庫存_碎石
縣成品庫存_原料

樣本量
75
78
74
77
80
80
74
73
80
80
77

表3
Year
102
103
104
105
106

銷售_砂
24201
25068
25340
23474
23672

銷售_碎石
33231
27960
27495
25409
24823

圖1

砂石統計表
平均值
1623
344
1877
324
104
14
25
34
572
673
2294

標準差
1812.214
65.747
1988.235
63.569
10.802
150.465
126.033
679.176
617.209
4411.711

最小值
4
210
0
224
102
1
-542
-547
-388
-99
0

最大值
7458
446
8187
432
106
42
712
452
1348
1505
28000

砂石歷年銷量
生產_砂
24015
25914
25962
23397
24257

生產_碎石 庫存_碎石 庫存_砂
33225
-186
-6
29841
846
1881
27771
622
276
25686
-52
290
24868
585
45

砂、石產銷時間序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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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估計需求彈性：
本文以下線性函數進行估計
其中 i 標示縣，t 標示年，因此 lnqit 與 lnpit 分別代表「縣-年」砂、石的銷
售量與售價的對數，而 β 即為銷售量變化率與價格變化率比值的估計值。為能
將估計式詮釋為需求函數且 β 詮釋為需求彈性，我們必須為銷售價格的對數尋
找工具變數 (instrumental variable)，而識別 (identify) 需求所採用的工具變數，
應該為供貨成本的有關變數，且其須與價格顯著相關但與銷售量不相關。為
此，我們以庫存量作為價格的工具變數：因其的水準與供貨成本有關，同時也
與銷貨價格間呈現負相關。
除了彈性的估計之外，我們也控制了區域與年的虛擬變數，並分別以 γj 和
τt 表示。控制此二變數有助於減緩估計的內生性問題。由於估計樣本量並不大
（約80筆資料）、以及縣的競爭變數並不隨時間而變動，因此在估計式的設定
中不控制縣的固定效果，以免因自由度減少所造成的偏誤。由於縣內市場的競
8

爭變數（縣內的第一級砂石廠數），可能影響砂、石需求 ，合法砂石場的申
請手續繁複，不會隨著縣內砂石需求量的變化而迅速更動，因此，我們認定其
為外生給定的變數，而不至於與估計的殘差項相關。
(3) 估計結果
A.設定與工具變數：需求估計的結果呈現在以下表4，共有兩欄，分別為砂與
碎石的估計結果。由於我們的資料屬於追蹤資料的形式，且沒有明顯的理
由可以排除縣需求具有自相關 (auto-correlation) 的特質，加上價格變數在
需求估計中有內生性的疑慮，因此我們用兩階段有效 (efficient) GMM 估計
式對參數進行估計，其中第二階段共變異數矩陣 (covariance matrix) 與標準
誤的計算均考慮縣之間的異質變異 (heteroscadasticity) 與縣內樣本的相關性
(clustering on county) 以求其穩健性。而我們採用的工具變數主要為庫存變
數，其中包括（各縣的成品庫存、原料庫存以及區域的庫存及其二次項共5
個工具變數）。
B. 由於內生性的處理影響估計結果的有效性，因此首先檢視工具變數的相
關性與解釋力。Wald 統計量主要檢驗工具變數與價格間的相關性，檢
驗結果發現在砂的需求估計中，約以 p-value = 0.1064 勉強拒絕低度認定
8

競爭程度可能間接的經由價格影響影響需求。

第 25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64

(underidentification) 的虛擬假設。因工具變數數量大於有內生性疑慮的變數
9

數量，因此我們採用了 Hansen's J statistics 進行過度認定 (over-identification)
檢驗，以確認工具變數的與第二階段估計的殘差項間不相關，因而有效
(valid)。在砂的需求估計中 J 統計量的 p 值為 0.0385，顯示此組工具變數是
有效的。而 Anderson-Rubin F statistic 在兩估計中皆在 5% 的顯著水準內為
顯著，說明即使工具變數與價格間的相關性薄弱，但由工具變數形成的預測
10

值 對於需求估計仍是顯著，是故不應排除的。
C. 彈性與實際損失估計結果：本節的估計主要目的在於取得價格彈性，由於我
們採用線性的估計式，並以銷售量的對數為應變數，價格的對數為自變數，
因此，其估計值即為需求彈性。從下表中可以發現，砂的需求估計彈性並
不顯著、而碎石的需求彈性估計值顯著，且分別為 -4.558 與 -7.528。此二數
值，在 SSNIP 的架構下意謂 5% 的砂或碎石的價格上漲會導致市場需求量下
降 22.5%(=4.558x5%) 或 38.5%(=7.528x5%)；10% 的砂或碎石的價格上漲，
會導致市場需求量下降 45.5% 或 75%。
表4

需求彈性迴歸估計結果

應變數：ln（數量）
Constant
Ln(價格)
競爭
2
競爭
2
R
Kleibergen-Paap rk Wald statistic
Hansen J statistic
Anderson-Rubin F statistic
控制變數
9

10

EST--砂
EST--碎石
Coefficient
S.E. Coefficient
S.E
29.046*
16.547 44.797***
9.385
-4.558
2.933
-7.528***
1.673
0.167***
0. .038
0.195***
0.046
-0.001
0.001
-0.002*
0.001
0.9858
0.9818
p-value=0.1064
p-value=0.0005
p-value=0.0385
p-value= 0.1798
p-value=0.0001
p-value=0.0315
年 (year) 與區域 (region) 的虛擬變數

Hansen-Sargan 的J統計量，主要檢驗加諸在GMM估計量 (GMM estimator) 的過度辨
識限制(overidentifying restrictions)。其虛擬假設為工具變數是外生的，亦即與誤差
項不相關，且未納入為自變數為正確的。拒絕了虛擬假設說明工具變數可能與誤
差項相關或可能應被納入為自變數。此檢驗統計量對異質變異數 (heteroscedasticity)
和自相關性 (autocorrelation) 是穩健的 (robust)。
在2SLS中，的第一階段，是以內生性變數為應變數，工具變數為自變數進行迴歸
後。而在第二階段是以第一階段的迴歸結果，取得工具變數對自變數的預測值後，
用預測值代替內生變數對應變數進行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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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較臨界損失與實際損失
將步驟一與二的結果列於下表5，可以發現當 SSNIP 為 5% 時，砂、石市
場的臨界損失皆大於實際損失，但當 SSNIP 為 10% 時，砂市場或碎石市場
的臨界損失與實際損失關係都反轉，而變為實際損失大於臨界損失，亦即在
SSNIP 水準為 5% 時廠商調價有利，但在 10% 時廠商調價不利。而這也相同
於，假設性獨占者在獨占擁有所有界內商品的條件下，調整價格 5% 為可能，
但不會調整至 10%。
表5

臨界損失表

SSNIP=5%

SSNIP=10%

臨界損失

實際損失

臨界損失

實際損失

砂市場

0.29

0.23

0.46

0.46

碎石市場

0.45

0.39

0.63

0.75

4. 小結與限制
由上述分析可知，雖然 CLA 的理論與分析步驟看似簡單與明確，但在執
行的過程仍能很清楚地發現其前提條件，特別是完整的資料，並不容易滿足。
在上述砂、石市場的例子中，因為受限於資料，我們採用年-縣觀察單位，以
全國為相關的區域市場，計算砂、石的相關產品市場的臨界損失與估計實際損
失。
在計算臨界損失的階段，其成敗主要關鍵為邊際成本的估算。但可惜的是
我們並沒有相關期間或各縣的相應成本變數，本計畫也無法取得砂石在各地的
進口量，因此供、需可能有所偏誤。此外需求估計多需考量與糾正價格的內生
性問題，雖然我們能以廠商數量建構市場競爭的替代變數作為工具變數，但估
計中附帶的檢測結果發現，該工具變數的表現並不如預期，而可能需要另覓工
具變數以加強結果的可信度。
雖然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為最能提供符合經濟邏輯的方法，但是其並非沒有
缺陷，我們也在計畫中的第二章探討為何此方法為最適方法外，還討論在分析
與實際操作此方法上所遇到的問題。例如：衡量替代性時該依據邊際消費者
還是平均消費者的替代反應（缺牙者的謬誤）？如果需求替代與供給替代後
所界定的市場範圍不同該考慮接受哪種認定？SSNIP 中的「非暫時性」(nontransitory) 的時間長短、如果產品間的物理特徵差異頗鉅，可以直接排除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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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同一相關市場的可能性嗎？如果意欲用途 (end-use) 不同就不屬於同一相
關市場？玻璃紙的謬誤 (the cellophane fallacy) 如何解決？Price-Increase Parity
如何解決？SSNIP 該採取歐盟的收支平衡 (break-even) 還是美國的利潤極大
(profit-maximization) 原則？Margin 高代表市場界定範圍大嗎？CLA 需要用到
交叉彈性嗎？當廠商調價時沒有替代產品可以擴大內含產品怎麼辦？如果兩地
間的交易量小或沒有交易，就代表兩個地域間屬於不同相關市場嗎？需求對臨
界損失分析的影響、成本函數對計算臨界損失所衍生的問題、執行 CLA 時，
SSNIP 的調整對象，該是單一產品還是所有產品？以及組內異質產品進行價格
同幅度調漲該如何進行等問題。

三、市場界定其他常用量化分析法
在本章中，我們將介紹其他常用的市場界定量化方法，包含相關分析、自
我相關模型分析以及定態分析等最新的批評與發展，並利用案例瞭解實務上的
操作以及這些方法應用的限制。在最後則運用我國非酒精飲料產業的價格進行
市場界定，並就結果進行比較與分析。我們也在計畫中介紹了「自然實驗法」
與「Elzinga-Hogarty 檢定」，並將本計畫所介紹方法的資料需求、方法主要限
制以及其他注意事項彙整於本章最後一小節。
(一) 相關係數分析法
價格相關分析通常用於衡量兩個價格的同期調整是否同向變動。當同一地
區兩個產品或是兩個地區同一產品的替代性高（或有顯著競爭）時，同期價格
即有同向變動的趨勢，故能協助市場界定的判斷。
1. 相關係數
傳統上我們使用相關係數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來衡量價格的相關性：

其中 r 為相關係數，n 為樣本數，Pjt 為第 t 期物品 j=x,y 的價格，Pj 為物品
j 在觀察期間的平均價格，Sj 為物品 j 的標準差。若兩個價格的相關係數大於零
且數值越大，它們之間同向變動的程度也就越高。若兩個價格沒有關係，則相
關性等於零。反之，若為負值，則兩者間的走勢大致呈現反向變動。相關係數
一般以 0.5 為相同市場的門檻（如：黃美瑛，1994），有些則以類似且確定為
同一市場兩產品或地理區域的平均值作為門檻的基準值 (bench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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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價格相關分析的限制與缺點
然而，價格相關分析，並非進行市場界定的完美指標。相反地，在價格競
爭外，尚有許多因素能使相關係數呈現正值。例如：共同的需求變動或共同供
給衝擊，或是同向的時間趨勢，將使兩個不相關的市場價格呈現正相關；以
及，跨期序列相關與非定態數列 (nonstationary series) 的假性相關。
3. 相關分析的改進方法
(1) 偏相關係數 (partial correlation)：不論是共同的需求變動、共同供給衝擊或
是時間趨勢，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法就是想辦法從價格序列中刪除這些效果
後才做相關係數。常用的方式是利用最小平方法把價格針對需求變動、共
同供給衝擊與時間趨勢進行迴歸分析後，取其殘差後加以分析。
(2) 一階差分序列的相關係數：為了避免非定態數列所造成虛假相關性，常用
的做法就是將數列先取差分

後再進行相關係數的分析。

(二) 向量自我相關模型與Granger因果關係檢驗
一個價格的當期變動，在有效率的市場下可能會立即影響另一產品或地理
區域的價格；也有可能因不效率的調整而在一期或多期後才逐漸發生效果。為
了同時捕捉與檢定兩產品同時與跨期的影響，可利用時間序列中的向量自我相
關模型 (Vector Autoregressions, VAR) 架構與 Granger 因果關係 (causality) 檢定
來進行分析與判定。以下我們將參考黃美瑛 (2014) 的作法加以介紹：
1. 基本概念
首先我們利用 VAR 架構，來刻劃兩個價格 (Pxt , Pyt) 的關係：

其中，自身價格的落後期是用來控制自我相關的影響，但另一個價格的
落後期則是用來捕捉其跨期的調整。以 Pyt 為例，當它只受到自身落後期的影
響，卻不受到 Pxt 的落後期影響時，則可將 γ2s，s = 1…q 視為 0，第 (1) 式也就
可簡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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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拒絕虛無假設 γ2s =0，s = 1…q，表示第 (1) 式比第 (2) 式更能解釋產品y
之價格，代表產品 y 的價格與 x 的過去價格具有 Granger 因果關係（受到 x 價
格過去值的影響）。當然，利用在這個架構下，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探討 x 產品
對 y 產品價格的當期影響而將第 (2) 式擴充為第 (3) 式：

若 γ20 顯著異於 0，則表示 Pyt 受到 Pxt 的當期影響。
2. 相關市場的判定：
(1) 效率市場：當 Pyt 受到 Pxt 的當期同向影響，則兩者有同期的相關性，能立
即反映價格變動來做調整，具立即因果性，屬同一相關且效率市場。
(2) 單向因果：當兩者為非效率市場，且 Pyt 只受到 Pxt 的落後期影響，但 Pxt 不
受 Pyt 的落後期影響，則此時 Pxt 的變動對未來的 Pyt 只有單向的預測功能，
兩者不屬於同一市場。
(3) 雙向因果：當兩者為非效率市場，且 Pyt 受到 Pxt 的落後期影響且 Pxt 也受
Pyt 的落後期影響，因為這層回饋關聯，兩者應視為同一市場但因訊息落後
而屬無效率市場。
值得注意的是：VAR 系統尚能加入常數、時間趨勢、季節效果以及相同成
本衝擊的外生變數。至於落後期 p 與 q 的選擇（通常取 p=q）則可用AIC 或其
它模型選擇方法來進行。但此分析方法的所有變數仍限以定態的數列。若非定
態，則可取一階差分來加以分析。
(三) 定態檢定 (Stationarity Test)
若兩個產品或地理區域的價格數序列至少一個不是定態，我們可以利用定
態檢定進行市場界定。在相同相關市場下，產品間的價格差異將會產生套利空
間，而不應長期存在，因此兩個產品或地理區域價格的比值長期應是定態的。
這就可以利用定態的相關統計分析，來檢驗這個考量。
Forni (2004) 據此利用兩個常用的方法來進行市場界定的。一個是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Dickey and Fuller, 1979) 以及由 Kwiatkowski 等人
(1992) 所提出的 KPSS 檢定。值得注意的是，前者的虛無假設是序列不為定
態，而後者的虛無假設是序列為定態，所以 Forni 建議若取對數的價格比例數列
一方面能讓 KPSS 拒絕虛無假設，另一方面能讓 ADF 檢定無法被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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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此時能作出有利於「兩產品或區域為不同相關市場」的判斷。這個檢定解決
了相關係數只看當期，而沒有考慮較兩產品間長期價格動態調整的缺憾。
然而，Hosken and Tayor (2004) 指出這個檢定方法有一些操作上缺陷。例
如，ADF 檢定常受到落後期選取的影響，而 KPSS 在小樣本下有嚴重的偏誤，
也有選擇調整參數 (lag order) 以計算長期變異數 (long run variance) 的問題。
並建議採用 Elliot 等人 (1996) 所提供了一個更有效的單根檢定 DF-GLS 檢定，
也加入Ng and Perron (2000) 為DF-GLS提出了最適落後期的選擇方法；並使用
Hobijn 等人 (1998) 為KPSS提出更一般化的版本而讓調整參數的選定也能隨資
料來調整。
(四) 運用我國產業價格資料進行模式分析法之市場界定實證
以下將進一步使用我國資料運用相關分析法、自我向量相關模型以及定態
檢定等3種方法進行市場界定。我們使用近 10 年 (2008/01~2018/04) 經CPI 平減
後的非酒精飲料價格（＝銷售值/銷售量）來進行實證。非酒精飲料價格包含
六大類飲料，且除了受到季節性影響外，幾乎沒有共同成本衝擊的問題，是個
相當適切的範例。該資料來自經濟部統計處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 (http://dmz9.
moea.gov.tw/gmweb/investigate/InvestigateDA.aspx)。
1. 相關係數分析
為進行相關係數分析，我們仿照Case No COMP/M.6663–RYANAIR/ AER
LINGUS III 歐盟委員會所採取的幾個步驟來進行：
I. 計算價格的相關性
A. 繪製候選價格序列，對個別價格數列進行 ADF 定態檢驗，計算原始
價格的相關係數。
B. 價格對共同影響因子（在本例中僅考慮季節性虛擬變數）以及趨勢項
進行迴歸，取其殘差進行 ADF 定態檢驗（含趨勢項），並計算殘差
的相關係數。
C. 價格對共同影響變量（季節性虛擬變數）、趨勢項以及該價格的落
後項進行迴歸，取其殘差，取其殘差進行 ADF 定態檢驗（含趨勢
項），並計算殘差的相關係數。
II. 價格取一階差分後的相關性
D. 對價格序列取一階差分後各自進行 ADF 定態檢驗 (含常數項之公
式)，並計算此差分值的相關係數。
E. 價格的一階差分對共同成本變數之一階差分以及季節性虛擬變數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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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取殘差進行 ADF 定態檢驗（含常數項之公式），並計算相關
係數。
F. 取 B 之殘差進行一階差分，進行 ADF 定態檢驗（含常數項之公
式），並計算相關係數。
我們先對價格原始值進行 ADF 檢定（以5%的顯著水準為標準），發現這
6類飲料依次為趨勢定態、非定態、定態、定態、非定態與定態；為避免非定
態數列所產生的偽相關性，若單純只注意在礦泉水、運動飲料、茶類飲料這3
個定態價格的相關係數，也發現數值都不大且不顯著異於 0。我們進一步依步
驟 B 排除了趨勢與季節效果後，重新進行 ADF 檢定，發現這6類飲料僅有碳酸
飲料與茶類飲料是定態，且兩者的相關係數不顯著異於 0；但若以 C-F 步驟進
行，可發現轉換資料已呈定態。且相關性都不高過0.35，因此並沒有任兩類可
以做進一步合併為相關市場。
表6 非酒精飲料價格一階差分之偏相關係數（差分後去除季節效果 - E步驟）
蔬果汁
蔬果汁

碳酸

礦泉水

運動

咖啡

茶類

1
-0.044

1

礦泉水

0.1949*

-0.0083

1

運動

0.1124

-0.1001

0.1749

1

咖啡

0.1651

-0.1488

0.0434

0.3083*

1

茶類

0.0331

-0.0363

-0.2922*

0.0302

0.0667

碳酸

1

2. 定態檢定
其次，我們將這些變數取對數以進行定態檢定。我們主要是以 DF-GLS
檢定搭配最適落後期為主要結果。為了方便比較，我們也把 DF-GLS 檢定
搭配 MAIC (modified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或常稱為Schwarz criterion)，以及傳統 ADF 檢定搭配 AIC 的結果列
入。在 KPSS 檢定上，則採用較精確的 QS 核函數 (Quadratic spectral kernel
function) 並以隨著機資料特性變動的最適調整落後期數 (lag order) 來計算該檢
定量。以 5% 的顯著水準來做判斷，兩兩配對的結果顯示在表7。

礦泉水

運動飲料

咖啡

茶類

礦泉水

運動飲料

咖啡

茶類

運動飲料

咖啡

茶類

咖啡

茶類

茶類

蔬果汁

蔬果汁

蔬果汁

蔬果汁

碳酸飲料

碳酸飲料

碳酸飲料

碳酸飲料

礦泉水

礦泉水

礦泉水

運動飲料

運動飲料

咖啡

DFGLS
-0.43
-0.32
-0.92
0.41
-1.34
-1.21
-0.51
0.56
-0.78
-1.02
0.20
-1.01
-1.42
-1.01
-0.82

N-P
12
11
12
10
11
10
12
10
12
1
7
6
12
12
11

DFGLS
(Ng-Perro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S/N

11

12

12

3

1

1

12

10

12

11

1

4

1

11

12

MAIC

-0.82

-1.01

-1.42

-1.01

-0.42

-1.02

-0.78

0.56

-0.50

-1.04

-2.21

-0.88

-1.55

-0.32

-0.43

DFGLS

DFGLS
(MAIC)

N

N

N

N

N

N

N

N

N

N

S

N

N

N

N

S/N

1

1

1

1

1

1

3

1

1

3

1

1

1

1

3

BIC

-1.92

-1.11

-2.14

-1.18

-0.42

-1.02

-0.83

-0.79

-1.53

-2.37

-2.21

-1.93

-1.55

-1.40

-0.79

DFGLS

DFGLS
(BIC)

N

N

S

N

N

N

N

N

N

S

S

N

N

N

N

S/N

8

2

2

1

1

1

11

0

10

10

1

0

1

6

11

AIC

-1.10

-2.13

-3.25

-3.53

-2.67

-2.10

-1.42

-5.85

-1.09

-1.46

-2.78

-3.60

-1.85

-3.05

-1.99

ADF

ADF
(AIC)

N

N

S

S

N

N

N

N

N

N

N

S

N

S

N

S/N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落後期

1.69

0.25

1.03

0.32

1.71

0.14

1.42

0.49

0.66

1.35

1.60

0.63

0.72

1.29

0.40

KPSS

N

S

N

S

N

S

N

N

N

N

N

N

N

N

S

S/N

KPSS (QS, optimal
bandwidth)

非酒精飲料市場價格比之對數的定態檢定 (原始值之對數)

否

未

否/未

未/是?

否

未

否

否

否

否/未

否/未

否/未

否

否/未

未

同一市場

*S表示定態N為非定態，以 5% 顯著水準為判定標準。DFGLS 的最適落後期以 Ng-Perron 的方法計算。也列出搭配 BIC 與 MAIC 的 DF-GLS 結果，以及搭配 AIC 地
ADF 檢定的結果。判定有利於同一市場的判定則採嚴格的標準也就 KPSS 與 DFGLS 都同時判定為定態。未定則表示兩類檢定其中一個不為定態。若用 ADF 檢定則礦
泉水與茶類似乎為同一市場，但其他檢定不支持，相關性也低。

碳酸飲料

蔬果汁

市場配對

非酒精飲料市場

表7

市場界定實證分析法之應用
171

第 25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72

在 DF-GLS 檢定上，可發現以 Ng-Perron 的最適方式來選取最適落後期，
都無法拒絕非定態的虛無假設；利用 MAIC 來選取落後期，則只有「蔬果汁茶類飲料」能拒絕非定態的虛無假設，而 BIC 所建議的結果相關性都不高，
ADF 的結果除「礦泉水-茶類」為定態外，其他定態結果都較不合理。
另一方面就 KPSS 的檢定結果而言，除了「蔬果汁-碳酸飲料」、「礦泉水運動飲料」、「礦泉水-茶類」、「運動飲料-茶類」等4類外其餘都拒絕為定態
的假設。再者，即使 KPSS 無法拒絕為定態，但無論是 DF-GLS 用哪一個方法
選取落後期數也無法拒絕非定態的假設，故無法作出利於同一市場的判斷。
由於飲料市場有強烈的季節短期波動，所以我們進一步試著將（取對數
後）各飲料對價格的季節效果利用迴歸加以去除取殘差，再以兩兩配對的殘差
差值進行分析，但仍無法作出有利於相同市場的判斷。
3. 向量自我相關模型與因果檢定
最後，我們使用向量自我相關分析來判定價格調整是否具單向或同期因果
關係。我們將數列取對數後，並以迴歸分析去除季節效果，取殘差差分後進行
分析。結果彙整於表8，並未發現任何的回饋效果。至於具有即時因果的有5組
配對：「碳酸：咖啡類飲料」、「礦泉水：茶類飲料」、「運動飲料：咖啡類
飲料」、「蔬果汁：運動飲料」、「運動飲料：茶類飲料」。但只有後三者的
係數為正。也因此，依照前述介紹，將後三者視為同一相關市場。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些衡量即時因果關係的係數具統計上的顯著性，但
實際的相關係數是否也夠大而具足夠的替代性呢？例如：在「蔬果汁：運動飲
料」或是「運動飲料：茶類飲料」的配對上，由於沒有任何單向效果，進一步
計算其相關係數也不超過0.22。也因此，即使統計上顯著但相關性是否大過門
檻，則需要仔細參酌並做進一步討論。最後，我們也嘗試其他穩健測試，結果
也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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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非酒精飲料市場價格之因果關係檢定（去除季節效果）
最適落
後期數

單向←

單向→

單向效
果正負

回饋
效果

即時
因果

即時效
果正負

同一
市場

(正)

是

蔬果汁

碳酸飲料

3

0.485

0.038*

0.787

蔬果汁

礦泉水

3

0.040*

0.098

0.703

蔬果汁

運動飲料

1

0.092

0.691

0.036*

蔬果汁

咖啡

2

0.007*

0.079

0.476

蔬果汁

茶類

1

0.810

0.737

0.257

碳酸飲料

礦泉水

3

0.982

0.163

0.382

碳酸飲料

運動飲料

3

0.855

0.296

0.956

碳酸飲料

咖啡

3

0.070

0.284

0.027*

碳酸飲料

茶類

3

0.787

0.767

0.999

礦泉水

運動飲料

1

0.323

0.185

0.264

礦泉水

咖啡

1

0.091

0.043*

0.941

礦泉水

茶類

1

0.131

0.388

0.029*

(負)

運動飲料

咖啡

2

0.001*

0.141

0.006*

(正)

是

運動飲料

茶類

1

0.271

0.533

0.050*

(正)

是

咖啡

茶類

1

0.609

0.263

0.239

(負)

*以5%顯著水準，並判斷為是否具有單向因果與即時因果關係，若具雙向果關係即具回饋效果。若具及時因果且係
數為正，或是不具即時因果但具回饋效果（且效果為正），則為同一市場。前者為效率市場，後者為不效率市場。
單項效果與即時因果所顯示的是檢定的p 值。最適落後期則以 VAR 分析中常用的 AIC 來選取。

4. 小結
本節以非酒精6類飲料的歷史價格，運用相關分析法、自我向量相關模型
以及定態檢定等3種方法進行市場界定。結果發現運用相關分析法與定態檢定
都沒有強烈證據支持兩兩產品配對屬於同一相關市場。另一方面，雖然在自我
相關模型分析中「運動飲料：咖啡類飲料」與「運動飲料：茶類飲料」有統計
上顯著的即時因果關係，但相關性的大小仍不足以認定有達到具有強烈替代性
而屬同一市場的程度。也因此，未來相關單位進行計量方法的市場界定，仍需
仔細評估並使用多種方法相互交叉比對。
(五) 市場界定量化分析整理
除了第二章與第三章所介紹的市場界定量化方法，我們也在計畫中介紹了
「自然實驗法」與「Elzinga-Hogarty 檢定」，以下將方法的資料需求、方法主
要限制及其他注意事項彙整於表9，作為方法使用的快速參考。相關細節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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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本計畫介紹，至於相關公式統整及計量專有名詞請見本計畫之《附錄 B：相
關檢定公式》。
表9 市場界定量化分析法之資料需求與方法限制彙整
方法名稱
臨界損失分析
(Critical Loss Analysis)

自然實驗法

相關係數分析法

向量自我相關模型與
Granger因果關係檢驗

定態檢定
(Stationarity Test)

Elzinga-Hogarty 檢定

資料需求
產品價格、產品銷售
量、平均變動成本相關
資料、其他產品與市場
訊息資料。
外生性事件、事件前後
的產品或地理區位的價
格或數量、或能指涉相
關市場範圍的變數、其
他控制變數。

產品價格或是數量。

產品價格。

方法限制
平均變動成本低估邊際成
本，此外需求估計一般有
內生性問題。

前述資料需求為最低
隱含內生性問題，而且自 需求，其餘資料 （如
然實驗的發生時機往往可 背景特徵等）越多越
有利於自然實驗法對
遇而不可求。
異質效果控制。
其他原因也會導致兩個不
相關市場其價格/數量呈現 可用偏相關係數控制
正相關。且其數列若為非 共同成本或季節性需
定態亦會導致錯誤結果， 求。並可取差分獲得
而若為非定態則可取差分 定態數列。
獲得定態數列。
資料（可取對數）須為定 有相同成本衝擊的資
態數列，若為非定態則可 料可放入迴歸模型中
控制。
取差分獲得定態數列。

兩兩資料須要為非定態數
列；檢定也可能出現未
定論的狀態如：(1) KPSS
無法拒絕虛無假設，但
ADF/DFGLS 檢定也無法
產品價格做配對算比值 被拒絕；或是 (2) KPSS
拒絕虛無假設，但 ADF/
後取對數。
DFGLS 檢定也被拒絕的
狀態。這類檢定的檢定力
較低。ADF/DFGLS檢定
易受落後期選取不同而不
同。

該市場產品生產量+產
品輸出數量，以及該市
場產品消費量＋產品輸
入數量。

備註

若資料許可，建議相
關係數分析法 Granger
因果關係檢驗或/與定
態檢定可同時操作，
期能相互做為參考，
而作綜合判斷。

若是兩地區產品的流動存
在著阻力或障礙，易導致
需考慮「付款人問
檢定錯誤，且 LOFO 與
題」與「沉默大眾謬
LOFI 都需要同時滿足，
誤」等問題。
若條件未滿足，地理區域
可能會無限擴大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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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數位經濟下的市場界定方法
由於網路的外部性，使得市場界定的方法受到數位經濟中平台經濟之結構
所產生的影響。本章節簡單介紹數位經濟中平台經濟的重要概念，探討數位經
濟之市場界定的初步方法與限制，裨利我國學者與競爭政策專職人員後續的研
究與應用。
(一) 平台經濟重要概念
數位經濟的出現，牽涉的不再只是廠商及消費者之間支付的單向行為，網
絡及通信設備的技術讓業者能進一步建構「平台 (platform)」以提供服務給不
同族群。這個平台本身雖不生產產品或服務，但能促進一方或多方產品或服務
的交易，而讓不同使用的族群間彼此相依。
平台經濟 (platform economics) 成為當今時代越來越重要的產業趨勢，也成
為數位經濟分析下的主流議題，並多以雙邊或多邊市場來呈現。在這些雙邊或
多邊市場中所產生的「間接網絡」效果 (indirect network effects)，不只影響市
場競爭與消費者行為，也影響了定價模式。因此，在數位經濟的範疇下來進行
市場界定必須先了解雙邊/多邊市場的特性。
1. 雙/多邊市場的特性
間接網絡效果會影響市場中的競爭及包含產品的邊際成本、使用價值、替
代價值等定價機制。且因多邊市場存有間接網絡效果或免付費服務，因此使訂
價機制不同於傳統單邊市場的特性。以下我們將進一步介紹網絡效果、間接網
絡效果以及免付費服務的特性：
(1) 網絡效果 (network effect)
數位經濟下，供給方須看需求方的數量，因此網絡效果又稱需求方規模經
濟。使用者愈多對原來的使用者而言，不僅其效果不會像一般經濟財（人愈多
11

分享愈少），反而其效用會愈大 。且網絡效果是因多邊市場內用戶透過平台
彼此產生連結，進而產生的正面或負面效果。因此，必須先了解平台中各端的
關係，方才能了解平台內的行為是如何造成影響。
(2) 間接網絡效果與直接網絡效果
網絡效果依需求又可區分為直接網絡效果及間接網絡效果。雙邊市場對平
台來說，兩種產品之間的關係類似單邊市場裡的互補性，但不同的是在雙邊市
場裡消費者並不會將兩項產品的價格都納入考量，因此造成了雙邊和單邊市場
11

如：梅特卡夫法則 (Metcalfe’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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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異。

消費者願付金額之依據
例子

直接網絡效果
間接網絡效果
同款產品另一方有多少人 另一款產品另一方有多少
購買
人購買
Facebook, skype
信用卡

(3) 免付費服務 (free-of-charge)
傳統上，認為廠商及消費者間存在支付行為就會有競爭存在，但這並不代
表若無支付行為則無競爭存在。免付費的出現可能是因為競爭下所產生的結
果，因此我們若因免付費服務而忽略了其中一方，在競爭觀點上便會出現問
題。
2. 平台中的經濟效率
Shelanski, Knox and Dhilla (2018) 指出，由於平台不像傳統廠商只生產產
品，故在效率上我們已經不能單用減少成本增加生產的面向，特別是價格是否
降低、產品品質是否提高或是否有新產品等來衡量。反之，應該將評量方式擴
大，而將上述第(2)點的網絡效果也納入衡量，並考量因平台而降低的交易成
本。
3. 雙/多邊市場的分類
平台的訂價策略會因在雙邊市場裡是否有交易 (transaction/non-transaction)
而有所不同。先以無交易說明，在媒體公司裡，廣告商是否具有成效；閱聽人
是否因為是看到了廣告才購買該產品，雙方間彼此是否產生互動無法知道。在
這樣的平台關係中，雖存有互動，但卻無法衡量，即可稱之為非交易平台。但
若雙方之間可直接觀察到交易行為的關係，則稱為交易平台。
(二) 多邊市場有關市場界定相關問題之探討
1. 應將雙/多邊市場定義成一個（含兩邊）市場還是兩個市場
在前述的介紹中曾提到，雙/多邊市場分成兩類：交易與非交易兩類。若
屬無交易行為者，則應定義成兩個市場（但彼此間有關連性）；若雙邊屬交易
行為者，則應定義為一個市場即可。
雙邊是否具交易行為

定義市場

是（信用卡平台）

一個

否（電視節目）

兩個

市場界定實證分析法之應用

177

2. 傳統市場界定方法用於多邊市場上會產生的問題
Filistrucchi (2008) 具體地描述說明傳統 SSNIP 檢定在多邊市場所遭遇的困
難，除了不同類型（是否為交易平台）的外部性有所不同外，也可能存有一方
享受「免付費」的服務或商品，此時也無法使用 SSNIP 檢定在這一方去做價
格提升的測試。因此，也就有了新的方法 SSNDQ (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decreases in quality)。但實際操作上還是存有相當的困難，因品質改
變不易衡量。即便能夠衡量，產品間仍存在很多面向的差異性，有時也很難透
過一個改變而去進行測試。
3. 雙邊市場的市場界定實證分析方法
雖然文獻上有許多研究討論雙邊市場的特性，但在市場界定上的研究，仍
屬少數。例如：Argentesi and Ivaldi (2005) 利用媒體市場（非交易市場）的實
證顯示，在計算自身價格與交叉價格彈性時必須把間接網絡效果納入計算才不
致產生偏誤。Evans and Noel (2008) 將可應用到雙邊市場的 CLA 公式導出以克
服該市場的回饋效果，但他們假設廠商只調整雙邊市場中一邊的市場價格而將
另一市場的價格固定。
Emch and Thomson (2006) 以及 Filistrucch (2008) 則認為在雙（多）邊市場
下若獨占廠商提高某一端市場的價格，其他端的市場價格也應允許隨著作最適
地調整。其中Emch and Thomson (2006) 則討論如何設計一個適用於信用卡市
場 (payment cards market) 的 SSNIP 檢定而讓被獨占者所收取的總價格提升，同
時考慮到雙邊市場個別價格最適的調整。Filistrucch (2008) 與 Filistrucch et al.
(2014) 也進一步說明，SSNIP 檢測的精神在於：將市場定義成「獨占者能藉著
將價格提高「小而顯著」的額度而能獲得利潤的替代產品最小集合」，也就是
在獨占廠商擁有市場力量下的檢測；但在雙邊市場下若不允許市場價格結構作
最適的調整，則將高估因一端價格上升所造成的利潤損失。
Filistrucch et al. (2014) 整理了幾個傳統雙邊市場下曾論及 SSNIP 檢測（但
不見得使用或正確使用）並作成報告的例子。Winsmer and Raskek (2018) 更進
一步指出市場界定方法若應用於數位市場，主要困難將來自於：(1)缺乏特定產
業多邊市場的適當資料；(2)如何處理免費服務以及認定與操作價格資訊外的
競爭維度；(3)更重要的是，如何對網絡效果加以測量並加以模型化並不是件
容易的工作，因正（負）的網絡效果可能壓縮（增加）多邊市場的訂價迴旋餘
地。雖然質性的證據有助於正負效果的認定，但其強度卻難用穩健的方法加以
估計。(4)最後，多邊市場容易有市場集中的傾向，因此容易出現「玻璃紙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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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故相關執法機構並未使用改良後的 SSNIP 檢定。
4. 其他數量分析法與質性證據
Winsmer and Raskek (2018) 認為需求函數估計、彈性與轉移率等其他的量
化方法也需要進一步考量間接網絡效果。但即使適當的資料都能取得，他們認
為實務上解構這些間接網絡效果仍難有穩健的做法。此外，他們也認為，其他
較不複雜而簡化的方法，如價格相關性，雖然似乎是更容易被應用，但在不同
多邊市場特性的影響下，更須小心對結果的詮釋。且在間接網絡效應充分發揮
回饋效果的時點也有不同，因此分析也有可能要包含不同期的落後項。最後，
他們也提到傳統質性調查方法應用在多邊市場上會產生一些問題，如在問卷設
計上，常會註明當其他條件不變下，再繼續請填卷人作答。然而，其他條件不
變下的假設便會使其回答無法真正反映實際狀況，畢竟不同顧客群間彼此都是
相互依賴，彼此之間的選擇取決於雙方的反應。
5. 小結
面對上述數位經濟所帶來的挑戰，市場界定方法不只要考慮雙/多邊市場
的態樣與結構，又會面對資料取得困難以及免付費下衡量的困境。如何實際應
用在現實的資料與案例中，實需要進一步地加以研究。

五、結論
市場界定為反壟斷分析中重要的步驟，由於消費者是市場的主體，因此在
界定市場時，需求的替代性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而產品的替代性會因為消費
者及產品間的差異，造成決定上的困難，再加上需符合反壟斷執行所規定的時
間限制，因此「簡化與漏失」間的取捨成為了衡量市場界定方法優劣的重要依
據。
在這些實證方法中，其中以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為最能提供符合經濟邏輯的
方法，且其為市場界定相關方法中唯一在執行過程中考慮需求與供給替代可能
性的方法，而假設性獨占者測試方法中又以臨界損失法為較具效率且不失準確
性。也因此在第二章，我們詳細地介紹了臨界損失與實際損失的計算，以及兩
者比較後是否進行產品或地理市場的擴張。
在第三章中，我們進一步介紹了相關係數分析法、向量自我相關模型、定
態檢定共3種常用的市場界定量化方法與實務上的應用。前兩者需轉化資料成
定態，定態檢定則使用於兩個產品或地理區域的價格數序列至少一個不是定態
時。利用我國非酒精6類飲料產業價格資料進行實證，結果發現3種分析方法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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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其缺陷和限制，在未來使用計量方法進行市場界定時，仍須交互使用以利
判定。在計畫中我們也討論了「自然試驗法」與「Elzinga-Hogarty 檢定」並將
上述方法的資料需求與限制作一比較。
第四章則進一步探討在數位經濟中市場界定可能進行的初步方法。由於網
路的外部性，使得市場界定的方法受到數位經濟中平台經濟之結構的影響。本
章彙整近年在數位經濟下文獻上的相關檢討，也發現傳統市場界定分析法，不
僅需要考量網絡效果的外部性，尚須瞭解不同平台市場的運作特性，方能適切
加以應用。
無論是假設性獨占檢驗法與模式分析法，這兩個市場界定實證分析法的運
用，互有利弊。假設性獨占檢驗法，理論最完整，執行方法最不僵固，但需要
嚴謹的過程確認資料適合以及估計的過程得當。模式分析法，資料需求相對較
易，但也必須有足夠的證據能夠排除價格源於成本或市場結構的共同變化。由
此可知，資料是進行市場界定實證分析法的前提，也是市場界定過程需要克服
的重中之重。短期的觀點而言，由於模式分析的資料需求相對容易達成，因此
應該儘量針對反壟斷的熱點產業蒐集價格資料，相關業管單位/人員應與計量
經濟學家協力建立一套標準的模式分析流程。就長期而言，應該以蒐集假設性
獨占檢驗所需資料為主：針對高反壟斷需求的行業，應重點性的蒐集或購買資
料。對於有反壟斷調查需要，但難以取得資料的行業，在案件進行調查期間應
嘗試與市調單位的合作。最後，由於平台經濟發展日新月異，除了應有研究專
案長期而持續地關注最新變化外，國內學界也應對這類研究作更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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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ket definition plays a preliminary but important rol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etition/antitrust policy in various countries. Scheffman, Coate, and Silvia
(2003) summarize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s experience with enforcing the
Merger Guidelines over the past 20 years and group the commonly used quantitative
methods for market definition into three categories: Critical Loss Analysis, Natural
Experiment Analysis, and Pattern Analysis. However, each method has pros and
cons. Therefore, surveying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e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for market
definition and reviewing how these methods are utilized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cases, as well as using the real market price and quantity data as the applications
of these methods, may be of great value to understand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quantitative methods of market definition in depth. Additionally,
the rise of the digitized economy has also brought limitations and challenges to the
current empirical methods for market definition. In this project, we (1) survey the latest
literature on quantitative methods for market definition (including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cademic papers), as well as the recent discussions on the market definition
in the US and EU; (2) collect data in the industry of Quarrying of Stone and Sand and
in the manufacture of Non-alcoholic Beverages, and then apply suitable quantitative
market definition methods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limitations, and
(3) provide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4) Finally,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we will discuss how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for market definition
are applied/or should be modified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in the digitize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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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黃景沂（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一、什麼是市場？
市場的定義並沒有一個標準答案，也沒有一個黃金法則，是相對模糊的，
但從競爭政策、經濟研究的角度，市場是個相當重要的概念，還是必須進行市
場界定。
操作上，有3種市場界定的方法：
(一) Bottom-up approach：Starting from a consumer’s choice model to estimate the
substitutability. 從消費者選擇商品的角度出發，判斷產品的替代關係，概
念上容易，但操作上困難，需要龐大資料且模型複雜。
(二) Use standard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or product classification) 例如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for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此方法相對便宜行事。
(三) Use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for geographic market definition. 利用地理、行
政區劃分市場，相對便宜行事。
二、競爭法主管機關常用的市場界定方法
競爭法主管機關必須在一定期間內做出決定，因此在本研究中介紹了有以
下幾種比較簡單、好操作的市場界定方法。
(一) Critical Loss Analysis：Gradually expand the market scope until all “relevant
substitutes” are included. Need to compute the critical loss due to SSNIP (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 and estimate the actual loss.
(二)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the Prices：Prices in the same market should be
high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相同市場內，產品價格高度相關。
(三) Vector Autoregressions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Test whether price of one
product can affect the price of the other. 檢定一個產品的價格是否影響另一產
品的價格。
(四) Stationarity Test：The relative price between two products in the same market
should be stationary. 透過定態分析，長期下，在同一市場的兩種產品應該
有相同的價格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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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位經濟
在數位經濟下，必須觀察雙邊市場，考慮網路效果。傳統上沒有被定義，
卻對廠商的獲利、競爭關係非常重要。此外，過去也沒有處理免費產品的相關
問題。
四、評論
本篇論文介紹一些檢定方法，例如：ADF test、KPSS test等，建議在文中
加入簡要的介紹使其更易讀。此外，本篇論文探討砂石產業的市場界定時以庫
存量作為估計需求的工具變數，但庫存量可能也受到需求面衝擊的影響，因此
未必是好的工具變數，或許可以嘗試在再找其他更好的工具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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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數位革命所帶動的金融變革及交易便利性，理應為多數人所樂見；但不
可否認的，「毀滅式創新」競爭所創造的「勝者全拿」優勢，也可能誘使在
這場競爭中取得領先地位者採行限制或排除競爭的措施，來維持或擴大自己既
有之市場優勢地位與獨占利潤。以支付系統(payment system)為例，系統所運
用之金融科技及其所涉及之智慧財產權，有無可能被不當的實施，而導致潛在
的支付系統服務競爭業者因無法取得相關技術的授權或近用關鍵數據資料庫，
而難以進入支付系統市場來提供更高品質的服務，即是近年來國際競爭法學界
與實務所持續關切的熱門議題之一。另外，特定支付方式一旦成為市場多數消
費者所普遍採用之系統，其因此所產生之「網路效果」(network effect)，亦可
能讓系統業者有更強的市場力來支配市場價格或決定支付系統的使用條件，或
透過與特定支付系統同業共同制定統一之交易規格，壓縮市場選擇不同支付系
統的可能性，增加競爭系統的競爭成本與提高潛在競爭對手之市場參進障礙。
國際間，特別是歐盟，近年來針對Visa, MasterCard等信用卡組織的「交換費」
(interchange fee)、「無附加費規則」(no-surcharge rule)、「無條件接受同一組織
所發行之所有信用卡規則」(accept-all-card rule)等規定所進行的一系列調查及處
分案件，即環繞在這些相關競爭議題上，且有可能在未來將調查的觸角進一步
延伸至電子行動支付市場。我國在享受新型支付系統便利性的同時，也應即早
掌握支付系統所可能出現的競爭問題，建制一套融入我國產業特色考量的競爭
法執法架構來因應。基此目的，本文擬從「相關市場界定與市場力量衡量」、
「進入市場競爭」(competition for the market)及「市場內競爭」(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等3個面向，思考如何建立競爭法規範支付系統競爭之審理原則及考
量因素。

導言
有鑑於金融產業存在於金融機構及消費者間之「資訊不對等」現象，以及
1

所衍生之利益衝突、金融詐欺及「系統性風險」(systemic risk)等問題 ，金融
市場長期存在著「管制」思維，「競爭」相對地被認為是金融市場中之次要價
值，更有認為金融市場並不適合像其他產業般積極地追求開放與自由的市場競
爭，影響所及，讓「競爭秩序維持」在多數金融議題的討論過程中，經常扮演
1

See GLEN ARNOLD, FINANCIAL MARKETS 478-84 (2012).

187

支付系統與競爭

著「二線」政策的角色，未受到實質的重視。不過，若積極推動數位化金融商
品與行動支付系統是政府未來施政之重點，則上述思維即有修正的必要。「競
爭」對支付系統市場之重要性，可從以下二個角度來說明：首先，一個不以效
能競爭作為事業擴大營業規模與利潤根基的金融市場，即使未來基於引入新型
態金融產品之目的而鬆綁相關金融管制法規，其結果很可能是市場資源的巧
取豪奪與金融災難。再者，為維持及提升運用於支付系統之金融科技的發展動
能，政府若不同時正視伴隨智財權保護範圍擴大對智財權人所可取得之市場支
配力及可能的濫用行為，則所期待的金融科技研發創新活動也可能無法出現。
據國外研究機構的研究發現，2015年申請金融科技專利的公司中，行動支付平
台類以Visa公司的1,342件居冠；而誠如金管會於「金融科技發展策略白皮書」
所言：「國外金融科技業者來台申請金融科技專利，未來可能在國內利用專利
2

建立市場進入障礙，而對金融業產生競爭威脅 。」
具體而言，究竟在支付系統市場中可能出現何種具競爭疑慮之交易安排？
「經濟合作及開發組織」(OECD)競爭委員會(Competition Committee)2012年
3

的圓桌會議報告指出 ，競爭主管機關應確保既有業者不會排除新的支付系統
的開發及在市場中進行實驗的機會。再者，由於網路交易平台「雙邊」(two4

sided)或「多邊」(multi-sided)市場的特色 ，讓發生在平台中單邊市場中之競爭
效果，也會外溢到其他相關的市場。故主管機關必須在市場向特定支付系統傾
斜(tip)之前，發現可能出現的競爭問題，以防止限制競爭之效果被延伸至其他
的支付系統市場。綜言之，如何避免市場出現不利既存業者擴張營運或與新進
業者競爭，或是既存業者建構排除潛在支付系統業者加入市場之參進障礙，都
是競爭法在支付系統市場中之的核心規範議題。在2017年12月針對加拿大金
2
3

4

2016年「金融科技發展策略白皮書」，頁45, 47 (2016年5月)。
OECD POLICY ROUNDTABLES: COMPETITION AND PAYMENT SYSTEM 8
(2012).
有關「雙邊」及「多邊」市場經濟理論及其在支付市場中之運用，可參考JeanCharles Rochet & Jean Tirole, 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 1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990 (2003); Jean-Charles Rochet &
Jean Tirole, A PRIMER ON PAYMENT CARDS: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PORTUGUESE COMPETITION AUTHORITY 29 (July 22, 2005); Jean Tirole, Payment
Card Regulation and the Use of Economic Analysis in Antitrust, 7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137 (2011); Renata B. Hesse & Joshua H. Soven,
Defining Relevant Product Markets in Electronic Payment Network Antitrust Cases, 73
ANTITRUST L. J. 709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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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服務產業科技創新所作的一份市場調查報告中，加拿大競爭局(Competition
Bureau of Canada)將支付系統市場所可能出現的參進障礙歸納為「與管制無直
接關係之障礙」(barriers to entry not directly attributable to regulation)及「因管制
5

所生之障礙」(barriers to entry attributable to regulation)二大類 。本文採酌該項
分類之精神，將支付系統所可能產生之競爭法問題，依「市場界定與市場力量
之衡量」、「進入市場競爭議題」及「市場內競爭議題」等3個面向進行較深
入之說明與分析。在掌握支付系統的主要競爭議題後，文末嘗試提出一項競爭
法規範這些議題可資採行之一般規範原則及考量因素供我國公平會於未來處理
支付系統競爭案件時參考。

一、「支付系統」之定義及分類
所謂的「支付系統」(payment system)在概念上應與「支付工具」(payment
instruments)有所區隔。後者較偏向於指稱支付過程中所使用之「載具」，如
現金、票據、信用卡或儲值卡、網路傳輸或「區塊鏈」(Blockchain)技術等。
「支付系統」則是包含「支付工具」在內，但範圍更廣的一項債權結清算系
統。傳統以「銀行」為中心的「支付系統」，所指的是一項允許支付服務使用
者(payment services users)二造透過支付服務提供業者(payment service providers)
進行資金移轉，而支付服務提供業者再利用其在中央銀行或其他商業銀行之
6

帳戶進行清算的架構(structure)及程序(process) 。雖然「第三方支付」(thirdparty payments)服務平台的出現，可能會挑戰此一敘述之周延性，但仍不失
為一項理解「支付系統」特色之簡明定義。在此一概念下，一項「支付系
統」應存在以下5項系統機制：(1)清算約定(settlement arrangements)；(2)支付
設施(infrastructure)：如用以進行轉帳支付之電腦系統；(3)支付系統運作架構
(payment system operation)：指定義支付性質、支付系統營運及風險管理程序、
5

6

COMPETITION BUREAU OF CANADA, TECHNOLOGY-LED INNOVATION IN
THE CANADIAN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 A MARKET STUDY 28-37
(December 2017), available at http://www.competitionbureau.gc.ca/eic/site/cb-bc.nsf/
vwapj/FinTech-MarketStudy-December2017-Eng.pdf/$FILE/FinTech-MarketStudyDecember2017-Eng.pdf.
Paula Ramada & Patrice Muller,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IN UK
PAYMENT SYSTEMS 1 (London Economics, Final Report, 29 October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fca.org.uk/publication/research/london-economics-report-on-competitionand-collaboration-for-the-ps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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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加入條件及服務提供之速度、訂價及結算等規定；(4)支付服務提供業者：
包括銀行、匯兌機構、電子支付及第三方支付業者等；(5)付款人(payers)及受
7

款人(payees) 。簡言之，一個支付系統應包括「制度」(institutions)、「工具」
(instruments)、「人」(people)、「規則」(rules)、「程序」(procedures)、「標
準」(standards)及「技術」(technologies)等要素。不同的「支付系統」可能同時
包含了相同之「支付工具」，例如電子行動支付系統與信用卡支付系統均包含
了「信用卡」此一「支付工具」的使用。
由於不同支付系統間存有部分重疊的特色，故要如何對「支付系統」進
8

行分類，實屬不易；從不同的角度，學界已提出相當不同的分類 。可能的分
類方法之一，乃是依支付工具的屬性將其大致區分為「非電子化支付」(nonelectronic payments)系統及「電子化支付」(electronic payments)系統類型，前者
包含現金和票券等實體支付工具，後者則泛指借助數位化金融工具讓在網路環
境中之買賣雙方得以完成金融交換(financial exchange)目的的系統，並可進一步
依支付之「金額」（小額或大宗支付系統）、「時間」（預付、即時扣款或延
遲支付）、「技術概念」(technological concept)（信用卡使用之SSL保密技術協
定或比特幣之區塊鏈技術）及「匿名程度」（信用卡支付之低匿名性或虛擬貨
9

幣之高匿名性）等來細分不同的系統類型 。其中，信用卡是較為特殊之支付
系統，蓋其可同時被使用於網路和非網路的交易環境中，主要的差別在於當其
在非網路交易環境中使用時，使用人通常會被要求要簽名確認支付之正確性。
相對的，OECD則是依支付款項的貯存方式不同，而將支付系統分為「以帳戶
10

為基礎」(account-based)及「電子貨幣」(electronic currency)系統 。利用「以
帳戶為基礎」的系統使用者，通常必須在金融機構有個人的扣款帳戶，而「電
子貨幣」系統則是使用人只要有足額之電子化貨幣貯存於電腦軟體即可使用。
「以帳戶為基礎」系統，可進步分為：(1)卡片系統（信用卡、簽帳卡）；(2)
7
8

9

10

Id., at 2.
可參考Jean-Michel Sahut, Internet Payment and Banks, 1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361, 363 (2008).
Suyasha Siwakoti Dikshya Karki Uttar Tamang, Electronic Payment (E-Payment)(slide
presentation), August 21,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slideshare.net/UttarTamang/
epayment-and-epayment-system-eps.
Committee for Information,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s Policy Working Party on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Online Payment Systems for E-Commerce 15-16 (April 18,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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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支票；(3)中介服務（mediating services；如Paypal以電子郵件通知已開立
帳戶之買賣方關於付款事宜）；(4)行動支付（mobile payments；指利用無線通
訊技術來進行支付之系統，包括如網路銀行或電信公司所推出之行動付款服務
11

等） 。「電子貨幣」系統則可概分為「智慧卡系統」（smart card system；如
集點卡、捷運悠遊卡等）及「線上現金系統」（online cash system；如虛擬錢
12

包、虛擬貨幣等） 。
對研究而言，不同的支付系統分類可提供不同之功能，難以評斷彼此間之
優缺點。以「支付工具」屬性所為之分類雖有過度簡略之嫌，未能顧及不同支
付系統之具體運作內容與所涉之當事人與機構間之互動架構，但就「雙邊/多
邊市場」及「網路效果」等議題的討論而言，此一分類提供了一項相對簡約明
確的分析起點。以「支付款項貯存方式」所為之分類，可針對系統業者間或與
系統使用者間之具體交易協議的限制競爭效果程度，以及其與促進競爭效果間
是否具有必要性等議題的評估，提供更為周延的分析與考量因素。

二、支付系統中之相關市場界定與市場力量衡量議題
對競爭法而言，界定「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與衡量事業之「市場力
量」(market power)是競爭主管機關執法過程中所需處理的二項關鍵的前提要
件，而「支付系統」有別於其他產業的特色，有可能讓競爭主管機關面臨更高
的執法挑戰。例如，信用卡或是電子行動支付系統所具有的「雙邊」或「多
邊」市場及「網路效果」(network effect)特色，以及市場參與事業經常以免費
方式提供服務的營運模式，限制了傳統以觀察價格變動所帶動之產品需求與供
給替代程度及事業獲利變動程度來界定市場的空間。至於支付系統中的「市場
力量」議題，則可從市場力「來源」及「衡量方式」2個面向來進一步探討。
綜言之，支付系統業者可能因金融科技(FinTech)所取得之智財權、掌控大數據
及大數據分析技術，以及「雙邊市場」及「網路效果」所形成之「事實標準
化」(de facto standardization)等因素而取得市場支配地位。另外，在「雙邊」與
「多邊」市場的特色下，競爭主管機關若單以事業在涉案產品或服務所在之單
一市場中之指標（如市占率）來衡量市場力量的高低，忽略了具競爭聯動關係
市場對涉案事業競爭誘因之影響，則所計算得出之「市場力量」往往無法反映
真實的市場競爭現況。
11
12

Id., at 16; Jean-Michel Sahut, supra note 8, at 364.
OECD, id; Jean-Michel Sahut, id., at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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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支付系統之「相關市場」界定議題
如上所述，「支付系統」市場具有明顯的「雙邊」或「多邊」市場特色。
所謂的「雙邊市場」效果，指單邊市場交易結果，會對他邊市場創造出無法
由雙邊市場中之當事人以事先協商方式來加以內部化之剩餘外部效果(residual
13

externalities) 。對於處於這類市場結構的產品或服務的提供者而言，在決定其
單邊市場中之價格時，必定得將價格對他邊市場之影響納入考慮，以求得事業
整體最大的利潤。以信用卡為例，發卡機構在決定是否向持卡人收取年費時，
可能會考慮以免收年費的模式來提高信用卡的普及率，同時也讓願意接受該信
用卡的商家店數增加；發卡機構在發卡市場所未能獲取之利潤，再從所增加之
收卡商家數的利潤來補貼。對於線上及以行動支付業者而言，「雙邊」及「多
邊」市場彼此間的連動考量的面向可能更加的多元與複雜。以提供Apple Pay
的Apple公司為例，它同時具備網路平台業者(Apple Store、iTune)、科技產品
的銷售者（個人電腦、平板電腦、iPhone、數位手錶）及資訊科技設施之提供
者(iCloud)；其同時也向使用Apple平台的應用程式開發廠商或廣告商收費，也
14

和其他網路平台如Facebook或LinkedIn合作 。由於在概念上可能和數位平台產
生「雙邊」或「多邊」關聯的市場眾多，應納入相關市場界定考量的範圍應多
廣，才能真正反映出單邊市場的價格調漲對事業獲利之影響程度，即是在運用
傳統「微量但實質且非瞬間之價格調漲」(SSNIP)界定法則時，待解決的先決
問題。再者，當平台業者免費提供其產品或服務時，則建立在觀察價格變動牽
動需求變動程度之SSNIP法則，其適用也將受到相當的限制，因為理論上當市
場的價格為0時，不論假設的價格調漲百分比為何，其價格一樣是0。以下謹簡
要歸納說明學理上對於上述市場界定問題所提出之修正建議。
1. 判斷市場是否為「雙邊」或「多邊」市場
從經濟觀點來看，「雙邊市場」既然涉及「網路效果」及「外部效果無法
以協商內部化」2項特徵，則涉案市場是否為「雙邊市場」也可從其是否符合
這2項特徵來分析。依學者Filistrucchi等之看法，若以平台所提供的功能來區
分，可大致將「雙邊」市場歸納為「非交易平台」(non-transaction platform)及
13

14

ean–Charles Rochet & Jean Tirole, Two–Sided Markets: A Progress Report，37 RAND
J. ECON, 664–665 (2006); David Evans & Richard Schmalensee,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of Markets with Two-Sided Platforms, 3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151, 154 (2007).
OECD, supra note 3, a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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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平台」(transaction platform)2種類型。前者指平台的使用者彼此間並未有
直接的交易關係，平台的功能在引發交易當事人之「注意」(attention)，如提供
消費者搜尋及廣告商刊登廣告，後者則是在提供「撮合」(matching)當事人交
15

易的機會，如信用卡或網路交易及拍賣平台等 。在「非交易平台」部分，平
台雙方當事人(如廣告公司及瀏覽平台之消費者)通常無法得知，或必須承擔相
當高之成本才有可能知悉彼此是否已加入使用平台，進而提高他方當事人使用
該平台意願之範圍及程度，故也較無法期待此類平台使用者間有誘因就如何內
部化「網路效果」進行直接協商。因此，在涉及「非交易平台」的案件中，競
爭主管機關只需評估是否存在有「網路效果」、「網路效果」影響二邊市場的
型態究屬「正向」(positives)或「負向」(negative)，以及該效果影響的程度如
16

何，即可合理認定其是否可歸類為是「雙邊市場」的案件 。相對的，在「交
易平台」部分，平台雙方使用者較有可能與意願就如何內部化「網路效果」進
行協商，故競爭主管機關在確認「網路效果」存在後，仍需進一步判斷市場中
是否存有高協商成本或平台所附加的限制，讓平台的買賣雙方無法透過協商將
單邊較高之價格轉嫁(pass through)至他邊市場。價格差異的轉嫁程度愈低，該
17

「交易平台」屬於「雙邊市場」的可能性就愈高 。以信用卡為例，商家可能
基於信用組織廣大的發卡量及所創造的商機考量，而被迫接受組織所要求之
「無附加費規則」(no-surcharge rule)（即對使用信用卡的消費者不得收取高於
現金支付的額外費用），但也可能是因為商家間的競爭激烈，若對使用信用卡
與現金之消費者採行差別價格，將導致消費者出走的原因而對不同的支付方式
18

採行相同交易條件，前者成立「雙邊」市場的可能性較後者為高 。
2. 「雙邊」/ 「多邊」特色與「相關市場」之決定
在確定涉案市場是「雙邊」或「多邊」後，下一個競爭法問題乃「多邊」
是否代表有多個相關市場，抑或是可以以單一市場來吸納「多邊」的特色？就
15

16
17
18

Lapo Filistrucchi, Damien Geradin, Eric Van Damme & Pauline Affeldt, “Market
Defin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Theory and Practice,” 10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 296 (2014); Lapo Filistrucchi, Market
definition in multi-sided markets, in RETHINKING ANTITRUST TOOLS FOR
MULTI-SIDED PLATFORMS 37, 39 (OECD, 2018),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
competition/rethinking-antitrust-tools-for-multi-sided-platforms.htm.
Filistrucchi (2018), id., at 39.
Filistrucchi (2018), id., at 4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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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交易平台」而言，由於服務或產品對不同市場之使用人而言，有不同程度
的替代可能性認定，如「社交網絡平台」和「搜索引擎平台」對消費者而言並
19

不具有替代性，但對廣告商而言則有 。即使就單一特定之「非交易平台」來
看，「多邊」的使用者間之「網路效果」可能是「正向」（即一邊的使用人數
增加會帶動他邊使用人數的增加）或「負向」（一邊的使用人數增加會減少他
邊使用人數），不同邊之平台使用者對於使用同一平台的目的可能有不同的期
待，故平台業者也未必需要在同一時間內讓多邊使用者得以進行互動才能充分
發揮平台之服務功能。「多邊」關係的形成，代表的可能是平台於不同時間的
20

商業策略考量 。以報紙為例，新聞報導與評論的多寡與「讀者」(readership)
間，應具有正向的網路效果，但「廣告」與「讀者」間則可能具有負向的網路
效果。報紙未必得要同時有「新聞評論」及「廣告」才能發揮其功能，而雙邊
市場的出現，可能是報社在不同的營運時期，於評估正負向「網路效果」後所
為之決定。據上，「非交易平台」較適宜針對不同邊市場個別地進行相關市場
之界定。例如在審查社交網絡平台的結合案時，針對廣告方部分，競爭主管機
關應進一步判斷「搜尋網站」是否和「社交網站」具有替代性，但在消費者部
21

分，則無需考量二者間之替代性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Bundeskartellamt)將涉
及報紙及雜誌業的反托拉斯案件區分為「廣告」與「讀者」2個相關市場，也
22

是持相同的觀點 。更具體而言，競爭主管機關應就“每一邊市場＂(each side
of the market)的價格變動對「整體利潤」的影響來進行判斷。當「網路效果」
是正向時，單邊市場價格調漲需求降低，將降低他邊市場之需求，在他邊市
場價格不變的前提下，平台在單邊市場因漲價所減少之「整體利潤」(overall
profits)將大於單邊市場本身所減少的利潤。SSNIP法則在單邊所界定出來的
「相關市場」可能過窄，但在概念上，可視為是「相關市場」選項中之「下
限」(lower bound)；反之，當「網路效果」是負向時，在他邊市場價格不變的
前提下，平台在單邊市場因漲價所減少之利潤，有可能可以因他邊市場需求增
加而導致平台「整體利潤」(overall profits)不降反升。SSNIP法則在單邊所界定
出來的「相關市場」可能過寬，但在概念上，可視為是「相關市場」選項中之
19
20

21
22

Lapo Filistrucchi et al., supra note 15, at 299.
Sebastian Wismer & Arne Rasek, Market Definition in Multisided Markets, in OECD,
supra note 15 55, 57.
Lapo Filistrucchi et al., supra note 15., at 299.
Wiser & Rasek, supra note 20, at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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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上限」(upper bound) 。
相對的，在「交易平台」案件中，由於買賣雙方具有共同的「完成交易」
的互動目的，「雙邊」也是平台服務的必要部分且具有正向之「網路效果」，
故只需界定一個單一相關市場來包括「雙邊」，毋庸再針對個別的雙邊或多邊
24

市場來分別界定 。例如，就涉及網路拍賣平台的結合案，競爭主管機關只需
研析「網路拍賣」與「網路銷售」或「非網路銷售」間是否有替代性，而可
25

以將二者劃入同一「相關市場」即可 。就具體的操作而言，競爭主管可運用
SSNIP之原則，觀察當雙邊市場「價格水平」(price level)（指雙邊市場所支付
之價格總和）調高一定百分比時，其降低平台整體利潤的程度來認定平台間替
26

代性的高低 。
3. 免費產品或服務對SSNIP法則之衝擊
當市場出現免費產品或服務時，競爭主管機關絕不能將其視為不存在有競
爭法下的「市場」，更不可進一步推論因為不存在有市場，所以也無「競爭」
或「競爭者」，蓋市場價格等於0，很可能是「競爭」後的產物，特別是在具
「雙邊」或「多邊」特色的市場中，一邊市場的免費訂價，目的可能吸引另一
邊市場更多的使用者，故將「免費」視為無「市場」與「競爭」，故無法進行
27

競爭分析乃是錯誤的見解 。不過，免費產品或服務的確會對SSNIP法則產生
操作上的挑戰。若依循上述「交易」與「非交易」平台之分類，「免費」對
「交易」平台之衝擊較輕微，因其係以加總「付費」及「免費」邊之「價格
水平」作為調整價格之基礎。至於在「非交易」平台，SSNIP法則固然可以在
「付費」的單邊市場中運用，但在「免費」的單邊市場中則可能受到侷限。若
主管機關所擬判斷者乃「免費」與「付費」邊的產品或服務是否可納入相同的
市場，則只需在「付費」邊進行SSNIP檢測，再觀察「免費」產品是否會加入
及加入的程度為何即有可能得出結論。但若所擬觀察者乃「免費」與「免費」
邊市場是否屬於同一相關市場，則SSNIP的運用即可能有調整之必要。
對此一議題，最近受到較多討論者，乃針對「免費」市場改依因產品「品
質」調整所帶動之需求與供給的變動，來界定相關市場的修正檢驗法則。例
23
24
25
26
27

Filistrucchi (2018), supra note 15, at 46.
Wiser & Rasek, supra note 20, at 57.
Filistrucchi et al., supra note 15, at 299.
Filistrucchi, supra note 15, at 45.
最高行政法院在「會計師公會製發『本會會員與客戶討論案件須收取諮詢費』文
字案」中即犯了此一論證錯誤。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70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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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Hartman、Teece、Mitchell & Jorde在1993年的一篇論文即已指出，SSNIP
法則對於變動快速的高科技產業並不適合，因為這類型產業的主要競爭模式
是非價格競爭，如產品或服務品質或創新能力等，故建議以「微幅但實質且
非瞬間之品質降低」(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decrease of quality；
SSNDQ)來取代SSNIP法則。競爭主管機關可以以假設獨占者若降低其產品或
服務品質（如網站對隱私權保障的程度）達一定的程度（如降低25%），會有
多少使用者改使用其他網站，若移轉的使用者眾多，則該替代網站之產品或服
28

務即應列入「相關市場」之列 。
(二) 支付系統與市場力衡量議題
支付系統之運作與競爭模式固然複雜，但歸納而言，支付系統業者可以因
研發支付系統金融科技所取得之智財權、掌控大數據及大數據分析技術、或
因「雙邊市場」及「網路效果」讓市場「傾斜」(tipping)向特定支付系統，讓
該支付系統成為市場上支付服務之「事實標準」(de facto standard)等3個主要來
源。以金融科技之智財權而言，快速發展的支付金融科技對傳統智財權法的權
利要件與認定標準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衝擊。例如，金融科技所涉及之網路應用
軟體及營業方法(business method)能受到專利權保護及保護的範圍如何，即是
近來重新受到學界及實務界重視與討論之議題，而保護要件的嚴格程度，也關
係到業者透過金融科技所可取得之市場力量高低。至於因掌控大數據及「網路
效果」所創造出來的市場力量，則與本文有較密切的關聯，謹分析說明如下。
29

1. 「大數據」與市場力量

如何衡量「大數據」掌控者的「市場力量」，可以從將市場力量的源起區
分為「傳統來源」(traditional sources)與「新型態來源」(new sources)，來加以
30

說明 。所謂「傳統來源」，包括支付系統業者因資訊設施之高固定成本所出
現之「規模經濟」效果、因掌控大量且多元的系統使用者之相關數據，並運用
此一數據集進行「交叉比對」(cross-referencing)所生之「範疇經濟」(economies
of scope)價值等。「新型態來源」，則專指在「大數據」產業中之「數據回饋
28

29

30

Raymond Hartman, David Teece, Will Mitchell & Thomas Jorde, Assessing Market
Power in Regimes of Rapid Technological Change, 2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S 317 (1993).
以下說明分析，乃參考陳志民，「大數據與市場力濫用行為初探」，公平交易季
刊，第26卷第3期，頁1（2018年7月出版）。
Ania Thiemann & Pedro Gonzaga, Big Data: Bringing Competition Policy to the Digital
Era 8-10 (OECD Competition Committee Presentation Slide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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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路」(data feedback loops)效果，指使用者在數據平台中所散佈的數據，經過
平台參與廠商利用並「貨幣化」(monetized)後，再以更高品質的服務回饋給使
31

用者的一項巡迴過程 。「數據回饋迴路」讓市場供給者與需求者的角色漸趨
模糊，也讓二者之共生關係更加緊密。不過，不論是「傳統」或「新型態」之
市場力量來源，競爭法所關切者，乃數據擁有者是否會因此而得以建構市場進
入的障礙，例如，支付系統業者因掌握完整龐大的數據量，讓其他因技術、法
規、或行為面等限制而不具有同等收集證據的能力之競爭事業難以即時地參與
32

市場競爭 。此外，市場進入障礙亦可能肇因於潛在進入事業在數據儲存、數
33

據合成分析及數據使用等能力上的落差 。
2. 「雙邊」/「多邊」市場與市場力量的衡量
如果真如「雙邊」市場理論所言，事業於單一市場之競爭行為會將該行為
在另一市場之影響列入考慮，則在單一市場具高市占率之事業，即不能被理所
當然地視為是具有市場支配地位之廠商。例如，在U.S. v. American Exp. Co.案
中，美國司法部認為美國運通公司禁止商家勸誘消費者使用別家信用卡的「反
34

勸誘」(anti-steering)約款，已違反休曼法規定 。就「市場力量」部分，聯邦
地院以美國運通公司在相關市場內具高市占率、市場具有高參進障礙、因消費
者偏愛使用美國運通卡及因此所衍生的需求等加乘效果，讓美國運通具有得操
縱商家及消費者之力量，且有具體事證可以支持此一認定，故美國運通已符合
35

了休曼法關於濫用市場力量規定之「市場力量」門檻 。但該案在上訴至聯邦
36

37

第二上訴巡迴法院後 ，上訴法院法官依「雙邊市場」理論指出 ，地院以美
國運通於涉案期間具有單方提高價格的事實作為其具有「市場力量」的證據，
是錯誤地忽略了信用卡「持卡人市場」與「商家市場」二者間就信用卡公司獲
利的雙邊關聯性。為提高消費者使用美國運通卡的意願，美國運通需增加使用
者使用美國運通卡的利益；但因此所增加的成本，可能要由提高接受美國運通
卡商家支付給美國運通的費用來平衡，不過，偏愛使用美國運通卡的人數增
31
32

33
34
35
36
37

Id., at 10.
See Daniel L. Rubinfeld & Michal S. Gal, Access Barriers to Big Data, 59 Ariz. L. Rev.
350-360 (2017).
See id., at 364-369.
88 F.Supp.3d 143 (E.D.N.Y. 2015).
Id., at 188.
nd
U.S. v. American Exp. Co., 838 F.3d 179 (2 Cir. 2016).
Id., at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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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也對接受美國運通卡的商家有利。相對的，若因向商家所收取的費用過
高，降低願意接受美國運通卡的商家家數大幅減少，也會連帶地降低消費者使
38

用美國運通卡的意願 。本案經上訴至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已於2018
39

年6月25日判決美國運通勝訴 。
(三) 「區塊鏈」(Blockchain)市場之市場界定與市場力衡量議題
「區塊鏈」 技術的發展已對金融市場與全球經濟產生明顯的衝擊。「區塊
鏈」去中心化及「分散式帳簿」(distributed leger)之交易模式，對支付系統產生
「顛覆式」(disruptive)的創新效果，消費者未來將可以普遍地使用數位貨幣，
或其他運用「區塊鏈」技術之支付系統，以更快速及成本更低的方式來完成交
易。不過，「區塊鏈」的運用也勢必會對金融市場之穩定性與監理，甚至於
40

國家的貨幣政策產生極大的挑戰 。從競爭法的規範角度而論，核心問題仍是
「區塊鏈」技術是否會讓支付系統「相關市場」中之參與事業得以擴大其市場
力量，或是否有利於同業間進行聯合勾結行為。同理，其前提問題，也是如何
定義「相關市場」與衡量「區塊鏈」事業之市場力量。
1. 「區塊鏈」市場之「相關市場」界定
運用「區塊鏈」技術之支付系統，除同樣具有上述一般支付系統市場所
出現之「雙邊/多邊」特色外，其「去集中化」及「分散」之特色，將使得以
SSNIP法則定義「區塊鏈」相關市場的難度更高，學理上也尚無足夠數量的文
獻供參。本文認為，現階段或可從影響「區塊鏈」技術供給與需求的因素出
發，間接地在個案中去推敲可能的市場範圍，蓋影響技術供給與服務需求意願
的因素，相當程度也反映了產品與地理市場之供需替代可能性。
就供給面影響而言，國際清算銀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之
41

研究報告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項因素 ：
(1) 分散化(fragmentation)程度：當使用「區塊鏈」技術之數位貨幣或支付系統
愈多愈分散，處理與確認交易的協議(protocols)也更多，系統也愈難形成
「群聚效應」來實現支付系統之網路效果，事業進入市場的誘因也較低。
(2) 可擴張性(scalability)及效率(efficiency)：「區塊鏈」技術能否持續的發展
38
39

40

41

Id., at 202.
Ohio et al. v. American Express Co. et al., available at https://www.supremecourt.gov/
opinions/17pdf/16-1454_5h26.pdf (last visited on July 2, 2018).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Digital Currencies 3 (Committee on Payments and
Market Infrastructure Report, November, 2015).
Id.,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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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成長，而能夠比其他支付系統處理為數更多的交易，亦關係到業者是否
有提供「區塊鏈」技術產品參與競爭的意願。另外，供給效率能否得到改
善，亦關係到產品供給之成本及業者加入市場的誘因。例如，比特幣一項
為人所詬病的問題，乃其所需之電腦運算及能源成本經常遠高於其所處理
的交易量。類似問題若能獲得改善，有助於供給面的競爭出現。
(3) 匿名化程度：支付系統的匿名化程度愈高，金融事業基於洗錢防治等法遵
要求考量，其提供或使用「區塊鏈」支付系統之意願也較低。
(4) 技術及交易安全性考量：「區塊鏈」支付系統的運用有賴於系統之參與者
間能就分散帳簿的獨特性取得一致的共識，否則，不同的帳簿共存的時間
愈長，愈不利於業者的加入。另外，系統帳簿是否有讓業者有實施詐欺其
他參與業者確認假交易的機會，亦是影響業者是否有意願加入市場的因
素。
(5) 商業模式持續經營(business model sustainability)的可能性：「區塊鏈」支付
系統的商業模式能否被長期經營，以及不同的「區塊鏈」支付系統所涉及
之不同的成本及交易費用，均影響到業者使用及加入市場的意願。
就需求面的影響而言，「區塊鏈」支付系統必須能提供更優於傳統支付系
統之服務品質，才有可能吸引消費者使用其系統。可能影響消費者對「區塊
42

鏈」支付系統需求者，主要有以下幾項因素 ：
(1) 交易安全性。
(2) 使用成本：論者普遍認為，使用「區塊鏈」支付系統之成本低於非「區塊
鏈」支付系統。特別是由於跨國支付通常會收取較高的服務費，「區塊
鏈」技術所支援的支付系統對消費者可能有較高的吸引力。另外，由於
「區塊鏈」支付不涉及金融中介機構，故也不需負擔相關的處理費用。不
過，「區塊鏈」支付亦可能產生一定的貨幣轉換成本，如將數位貨幣轉換
成主權貨幣所需負擔的轉換費用。
(3) 使用便利性(usability)：「區塊鏈」支付系統間，或與非「區塊鏈」支付系
統間替代性之高低，和系統使用的便利性有密切的關聯，如完成支付所需
要的步驟多寡，以及系統是否方便且可以和其他系統相整合等。
(4) 市場波動和損失風險(volatility and risk of loss)：持有數位貨幣將面對價
格及流動性風險，對部分「區塊鏈」支付系統所出現之市場波動及錯位
42

Id.,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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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location)問題而言，此一成本可能不低。雖然有部分使用者可能從市場
波動中獲取投機利得，但對多數人而言，匯率波動的確是會讓其不願意使
用「區塊鏈」支付系統的主要考量因素之一。
(5) 交易的不可撤回性(irrevocability)：「區塊鏈」支付系統通常並無糾紛解決
機制，故支付一旦完成即不可撤回。對受款人而言，此或許是一項優點，
但相對的，此一特性將降低付款人使用系統的意願。
(6) 處理速度：雖然不同的「區塊鏈」支付系統的速度不同，但整體而言，
「區塊鏈」支付系統的處理速度要比傳統的支付系統要來得快速。
(7) 跨境支付的到達率：「區塊鏈」支付系統基本上是一項具全球規模的開放
網路，不因使用者所在地區而影響其服務的提供及處理的速度。更重要的
是，「區塊鏈」技術「去中心化」的特色，讓各國對於跨境支付所加諸的
限制很難在「區塊鏈」支付系統中被完整地實施。
(8) 資訊隱私/匿名化程度：不同於供給方的考量，「區塊鏈」支付的匿名化及
其因此所可提供之個人資訊的隱私保護，是吸引需求方使用該類支付系統
的原因之一。
(9) 行銷及聲譽效果(marketing and reputational effects)：「區塊鏈」技術被普遍
視為是一項創新與有趣的支付方法，商家可能基於吸引更多想體驗此類新
型支付系統客戶的考量而採用「區塊鏈」支付系統。同理，消費者亦可能
單純基於使用數位貨幣來進行支付有「跟得上時代」的感覺而使用「區塊
鏈」支付系統。
2. 「區塊鏈」市場之「市場力量」衡量
「區塊鏈」的市場力量有相當程度源自於該技術所創造之「代幣網路效
43

果」(token network effect) ，即「代幣」會隨著特定「區塊鏈」網路的成長而
增值，而「代幣」的增值又會吸引更多使加入網路。由於「區塊鏈」讓交易當
事人無須再依賴第三方金融中介機構來完成支付，此一「代幣網路效果」有強
44

化數位平台間競爭的正面效果 。但不容否認的，一旦特定「區塊鏈」支付系
統成為相關市場中多數人所採用之「標準」時，其亦有可能出現獨占與市場力
43

44

於「區塊鏈」運用技術的討論中，「代幣」和「貨幣」(coin)二者經常互用，但嚴
格而論二者的目的並不相同。「貨幣」如「比特幣」其主要和唯一的目的在於支
付，而「代幣」如Musiccoin則是讓代幣持有人得用以觀賞與使用其平台上之影音
節目或串流。
Thibault Schrepel, Is Blockchain the Death of Antitrust Law? : The Blockchain Antitrust
Paradox 22 (June 11, 2018),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3193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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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的問題。然而，不同於其他支付系統者，乃「區塊鏈」平台參與者分散與
去集中化的特色，究竟何者才是應負責的具支配地位之「事業」？有無可能出
45

現學理上所描述的「沒有獨占者的獨占」(monopoly without a monopolist) ？對
此，學者Schrepel提出以下幾項理論上可用以衡量「區塊鏈」市場支配力的方
46

法 ：
(1) 將每一個個別的「區塊鏈」系統界定為是一個獨立的相關市場，而所有使
用該「區塊鏈」之人集體構成具市場支配地位之事業，並共同承擔反托拉
斯法責任。
(2) 依「區塊鏈」使用者人數來評估市場力，由使用者人數最多的「區塊鏈」
取得市場支配力量，不考量系統中所使用之運用程式(applications)。
(3) 依所紀錄之交易，交易之收益或「區塊」之數量來認定「區塊鏈」的市場
力量。
(4) 依「區塊鏈」使用者於其個別市場中之市場地位來認定「區塊鏈」之市場
力量。
(5) 依「區塊鏈」之治理型態究屬「公開」(public)或「私有」(private)區塊鏈來
判斷其市場力量。
(6) 依「區塊鏈」所允許的運用程式來界定相關市場，並依「量」(volumn)所決
定出來的市占率來評估「區塊鏈」的市場力量。相較於前面5種界定原則，
47

Schrepel認為此一方法是實務上較為可行者 。

三、支付系統之進入市場競爭議題
由於近來備受關注與討論的支付系統議題，多聚焦在金融科技所創造之支
付系統數位化現象，因此，涉及高固定研發成本的科技創新活動本身對金融市
場之競爭將產生何種影響，應是思考支付系統競爭議題時理應先行探究者。
從上位概念而言，科技創新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可從「金融數位化」(financial
digitlization)及「數位金融化」(digital financialization)二個層面來切入觀察。
「金融數位化」乃指將金融科技作為金融商品之一項投入要素，以金融科技來
45

46
47

Gur Huberman, Jacob D. Leshno & Ciamac C. Moallemi, Monopoly Without a
Monopolist: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Bitcoin Payment System, available at https://
moallemi.com/ciamac/papers/bitcoin-2017.pdf.
Schrepel, supra note 44, at 22-24.
Id., at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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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現有金融商品之品質，例如金融機構以網路技術讓消費者可以進行線上轉
帳，不用臨櫃或尋找自動提款機就可以完成支付目的。相對的，「數位金融
化」是以金融科技創造新型態之金融商品甚或取代傳統的商品，例如，在「第
三方支付系統」下，非金融業的網路公司和新創公司，透過科技創新創造新型
態的金融商品，直接「顛覆」(disrupt)傳統金融業之運作模式及法規架構。
「金融數位化」下的競爭議題與傳統的「市場內競爭」(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較為相關，將於下一節中詳述；相對的，「數位金融化」過程中所出現
之「高固定成本」、「勝者全拿」及「網路效果」等特色，提高了「進入市場
競爭」(competition for the market)對競爭分析的重要性。目前最受到學界與實
務界討論者，乃不對稱管制(asymmetrical regulation)對金融機構及非金融機構
所產生之競爭立足點不平等的爭議。例如，金融科技公司從事支付業務卻無須
承擔取得營業許可證照之管制成本，造成對金融業者競爭上的不公平。不過，
換另一個角度來看，就部分目前仍禁止或限制「密碼貨幣」(crypto-currency)
或「區塊鏈」技術的國家而言，限制顛覆式創新金融產品，是否有違「競爭中
48

立」(competition neutrality)原則，而讓業者處於競爭上的劣勢 ，進而扭曲了
「進入市場」的競爭過程？此外，相關的討論通常過度著眼於金融科技公司因
管制的「不對稱性」所可取得之競爭優勢，未同時考量消費者對具顛覆市場效
果之金融商品，其接受度較不確定，故往往需要經過一定的觀察與體驗期後，
商品才有可能普及化。與既存之支付系統業者相較，由於其系統已對消費者產
生「網路效果」，故新進業者也可能必須要承擔更高的競爭成本才能吸引消費
者移轉使用其支付系統。
競爭法處理「不對稱管制」議題的核心原則，在先確立「競爭倡議」
(competition advocacy)對涉案產業的必要性及倡議程度。如本文之前所言，金
融市場向來對於「管制」、「監理」的重視程度高於「競爭」；即使在金融科
技日新月異，百家爭鳴的趨勢下，「管制」仍是一項處理金融市場競爭議題所
不可偏廢的上位思維。誠如OECD在2018年3月提交給G20財政部長及央行總裁
之報告書中所持的立場，即使「密碼貨幣」及「區塊鏈」為金融市場及消費
者創造了高度的交易便利性，但仍建議各國需審慎因應其對國際稅制透明度
49

所帶來的挑戰 。就實踐經驗而言，各國對於在金融市場中進行「競爭倡議」
48

49

OECD Competition Committee,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Competition Policy-Issues
Paper by Secretariat 8 (June 8, 2018).
See OECD, OECD Secretary-General Report to G20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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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積極度也有不同，例如德國聯邦卡特爾總署在2016年7月即處分了該國銀行
公會，因為公會規定禁止使用「第三方支付」服務。相對的，香港金融管理局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則仍較偏重於管制，例如只限受該局監管之金
融機構始能依該局「管制沙盒」(regulatory sandbox)之規定聲請進行金融科技
創新實驗。但不論各國因政策考量而有不同的倡議思維，如何在正確的時間點
調整「不對稱管制」的強度及廣度，進而拉平非金融機構與金融機構間的競
爭地位差距，已成為支付系統未來能否朝更具效率方向發展的一項重要政策議
題。

四、支付系統之市場內競爭議題
為增加支付系統的便利性及對消費者的吸引力，提高服務的市場滲透及使
用率(penetration and adoption rates)，支付系統業者可能會採行各類競爭策略與
交易安排，試圖創造支付系統雙邊市場中之「網路效果」，提高使用者使用替
代支付系統之轉換成本、或是銀行限制新進第三方支付業者近用其銀行服務與
數據資料等，來提高新進業者的競爭成本等。本節聯結競爭法與經濟理論，歸
納整理支付系統市場所可能衍生之市場勾結、市場封鎖與排除、市場力集中及
不公平競爭等「市場內競爭」議題，並簡要介紹實務上的規範經驗。
(一) 支付系統與市場聯合行為
當競爭銀行同時加入同一信用卡支付組織如Visa或MasterCard時，組織本
身提供了一項銀行互通競爭敏感訊息的平台，有利於同業間進行價格或非價
格聯合行為。在線上及行動支付市場中，由於網路交易環境的更透明，讓競
爭者間之相關交易行為更容易被對手所察覺，同業間透過集體杯葛以穩定卡
特爾的可能性也隨之提高。例如，「歐盟支付服務指令」(EU Payment Service
Directive)強制金融機構間需開放客戶帳戶給第三方支付者，是否將因此而加
速金融機構間之數據分享，值得觀察。此外，國際信用卡組織透過制定統一
的信用卡交易與清算規則，限縮信用卡市場之競爭，亦是反托拉斯法傳統上
50

所關切的議題 。國際間近年來較受矚目者，乃美國、歐盟等國家針對Visa,

50

Bank Governors (March, 2018),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ctp/OECD-SecretaryGeneral-tax-report-G20-Finance-Ministers-Argentina-March-2018.pdf (last visited on
July 4, 2018).
See Jean-Charles Rochet & Jean Tirole, Cooperation among Competitors: The Economics
of Payment Card Associations (May 16, 2000); See DAVID S. EVANS & RICHARD
SCHMALENSEE, PAYING WITH PLASTIC: THE DIGITAL REVOLU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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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Card等信用卡組織的「交換費」(interchange fee)、「無附加費規則」
(no-surcharge rule)、「無條件接受同一組織所發行之所有信用卡規則」(acceptall-card rule)等規定所進行的一系列調查及處分案件。以歐盟為例，執委會在
2007年處分了MasterCard所制定之「多邊交換費」（multilateral interchange fee;
MIF；也即由組織所制定並要求會員遵守，而非由發卡銀行與收單銀行個別協
商所得之費率），認為此一「標準化」(standardized)的收費要求，將限制了收
單銀行(acquiring banks)間之競爭，並提高商家接受信用卡成本，長期而言，也
將膨脹市場最終產品與服務的價格。執委會的處分在2014年也為歐盟法院所接
51

受 。關於「交換費」的議題，同樣也出現在2010年對Visa的處分中，Visa因此
在2014年同意針對消費者簽帳卡調降其最高加權平均MIF0.3%。
信用卡市場中之聯合行為問題，亦可能出現在線上或行動支付系統中。
例如，歐盟執委會在2011年9月正式對「歐洲支付委員會」(European Payments
52

Council; EPC)就支付系統「標準化」程序的相關作為展開競爭法調查 。EPC是
由歐盟銀行支付業者所組成之合作與決策自律組織。執委會特別關注組織是否
透過其「電子支付架構」(e-Payments Framework)計畫，排除非銀行業者加入電
子支付市場的機會。本案後來雖因EPC停止發展「電子支付架構」及具有同等
潛在排除效果的「標準化」計畫，執委會在2013年乃決定中止調查程序，但表
53

示仍會密切注意市場未來的變動，以確保競爭不受限制 。另外，歐盟執委會
在2012年的「邁向一個整合的歐洲信用卡、網際網路及行動支付市場綠皮書」
(Green Paper: Towards an integrated European market for card, internet and mobile
payments)中提到，雖然「標準化」具有降低市場交易成本，且是電子支付產業
發展所不可或缺的集體機制，但「標準化」或「整合」必須是針對電子支付協
議(protocol)、電腦介面(interface)、應用程序及服務等支付服務投入要素的全面
落實，特別是應確保不同支付系統間之「相容性」(interopertability)，否則「標

st

51
52

53

BUYING AND BORROWING 263-75 (1 ed. 1999).
Case C-382/12P (2014).
European Commission - Press release, Antitrust: Commission opens investigation in
e-payment market,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1-1076_en.htm
(last visited on June 30, 2018).
European Commission - Press release, Antitrust: Commission closes investigation of EPC
but continues monitoring online payments market,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rapid/
press-release_MEMO-13-553_en.htm (last visited on June 30,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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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化」很容易成為支付業者間建構市場參進障礙以排除競爭的工具 。
(二) 支付系統與市場力濫用行為
特定支付系統一旦為消費者所普遍接受，成為市場主流支付方式時，該系
統業者即可能有濫用其所取得之市場力，以不正當之交易安排與手段，來達到
維持或擴大其既有市場支配力量的誘因。但在此同時，競爭分析也應納入相關
行為是否具有提升效率等競爭或商業上正當性的考量。
就濫用類型而言，上述關於信用卡組織的「無附加費規則」(no-surcharge
rule)（即對使用信用卡的消費者不得收取高於現金支付的額外費用）、「無條
件接受同一組織所發行之所有信用卡規則」(accept-all-card rule)等，均讓商家
沒有選擇交易條件較佳收款銀行的誘因，不僅降低了信用卡中的市場競爭，也
55

讓「交換費」費率持續居高不下，信用卡組織也因此而得以獲取高額利潤 ；
商家成本轉嫁的結果，也讓消費者必須支付較高的商品或服務價格。歐盟執
委會為解決此一問題，已發展出所謂的「商家無差別檢視法則」(Merchant
Indifference Test; MIT)，用以計算讓商家無偏愛使用現金或信用卡的平均「交
換費」，並於2015年公佈一份現金及信用卡交易處理成本的市場調查及計算
MIT方法的建議，以利法院判斷信用卡組織之「交換費」是否該當歐盟條約第
56

101條第3項之豁免規定 。此外，歐盟執委會在上述2012年的政策「綠皮書」
的第4.1.4節中指出，信用卡發卡作業與清算處理服務被「綑綁」與「搭售」將
產生不利市場競爭效果，執委會認為此將對信用卡及清算市場造成參進障礙。
為落實2項業務分離的政策，當務之急在進一步提高不同信用卡清算系統之技
術與商業規格的可相容性。
當支付系統業者掌控了處理支付作業所不可或缺之設施（資料庫、數據、
專利著作權、軟硬體等），但拒絕開放該設施予競爭系統使用，或對不同使用
者收取不同差別費率時，即可能涉及對「關鍵設施」(essential facility)的「拒
54

55

56

European Commission Green Paper: Towards an integrated European market for card,
internet and mobile payments (2012), available at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
EN/TXT/PDF/?uri=CELEX:52011DC0941&from=EN (last visited on June 30, 2018).
Nicholas Economides, Competition Policy Issues in the Consumer Payment Industry, in
MOVING MONEY: THE FUTURE OF CONSUMER PAYMENT 113, 117-18 (R. Litan
& M. Baily eds. 2009.)
EU Commission, Surveys on Merchants’ Costs of Processing Cash and Card Payments
(March 2015),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financial_services/dgcomp_final_
report_en.pdf.

205

支付系統與競爭
57

絕交易」或「差別取價」行為。歐盟的Clearstream v. Commission案 雖非直接
和「支付」系統有關，但足以例示此一問題於金融產業清算程序中出現的可能
性。Clearstream是德國唯一一家集保公司，負責處理依德國法發行證券之交易
清算。執委會發現Clearstream有拒絕歐洲清算銀行(Euroclear Bank)使用其數據
資料庫進行跨國交易清算，或收取高於其他會員國國內證券保管機構的使用費
之情形，並於2004年作出違反歐盟條約第102條規定之處分，並獲歐盟第一審
法院判決支持。
就效率考量部分，「澳洲競爭暨消費者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在2017年3月的一件關於Apple Pay的案件中，有
58

較為詳細的說明 。本案乃澳洲數家發卡銀行和公司擬集體和Apple協商Apple
Pay的使用條件，並進行必要的集體杯葛(collective boycott)行為，故依澳洲競
爭法規定向ACCC申請進行聯合行為的授權(authorization)。申請人主張，集體
行為的目的在解決發卡銀行與Apple間就Apple Pay行動支付服務之協商地位不
對等的問題。透過集體協商與必要的杯葛，申請人希望：(1)促使Apple能開放
其行動設備上的NFC控制器，讓申請人的電子錢包服務也能夠在iPhone上使
用，而不需要依賴Apple Pay；(2)申請人的電子錢包也能用於Apple的應用程式
商店(App Store)，不受Apple不合理的使用條件的限制。對聯合行為的授權申
請，ACCC依法需評估集體協商與杯葛行為的提升公共利益與限制競爭效果。
就公共利益部分，ACCC認為集體行為可顯著促進iPhone平台上行動支付服務
的競爭，讓Apple無法就Apple Pay服務進行不當訂價行為；但對於申請人所聲
稱的可促進「電子錢包」服務市場的競爭、增加對NFC運用技術的研發投資、
提高行動支付在澳洲的使用率、讓申請人得以從Apple取得更多資訊，有利申
請人作出更正確的商業決定等利益則認為效果不顯著或不可能發生。相對的，
ACCC認為集體協商及杯葛將出現以下顯著或一定的不利競爭效果，故駁回本
案的申請：(1)扭曲行動作業系統(mobile operating system)市場的競爭，因為授
權將影響Apple提供整合軟硬體行動支付系統作為其與Android等其他開放系統
競爭的差異化策略；(2)扭曲了行動支付設備(mobile payment devices)市場的競
爭。ACCC認為行動支付仍處於發展初期階段，iPhone並非是行動支付的獨占
57
58

Case T-301/04 (2009).
ACCC, Determination: Application for Authorization A91546 & A91547 (March 31,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public-registers/documents/
D17%2B407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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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現階段已有不少回應Apple整合式策略的競爭設備出現於市場中，一旦
Apple被要求開放其iPhone的NFC，則這些新興的替代行動支付市場，將被導
引朝「智慧型行體電話」所提供的行動支付服務來發展，降低了事業對其他行
動支付平台與技術的研發意願與創新競爭；(3)降低發卡市場的競爭。「Apple
電子錢包」或「Android Pay」等接受不同銀行付款卡片的存在，讓消費者可
以更方便的轉換使用不同發卡銀行的卡片，也讓發卡銀行有更強的誘因提供
消費者購物優惠，可進一步強化發卡銀行與組織在銷售端的競爭(point-of-sale
competition)。開放不同銀行電子錢包使用iPhone的NFC後，發卡銀行有誘因將
持卡人綁定在銀行自已的電子錢包和信用卡中，增加特定銀行卡片成為市場支
配付款工具的限制競爭風險。
(三) 支付系統與結合
支付系統支付系統中所涉及的銀行或金融機構、信用組織、非金融機構支
付組織、行動通訊事業等相關利害關係人，未來透過水平、垂直及多角化結
合，實現規模經濟或產業綜效的趨勢將更為明顯。Paypal公司在2017年9月收
購Swift Financial以擴大其在中小企業信貸市場的營業規模，即屬一例。有關各
類結合行為之正、反面競爭效果評估，競爭法已有尚稱完備的審查原則與理論
可適用於發生於支付市場的結合案件。較不同於其他市場者，乃支付系統市場
的結合事業可能因掌握攸關行動支付的「設施」或「數據資訊」，而引發拒絕
或差別性近用，提高既存或潛在競爭者競爭成本的疑慮。例如，2013年3家英
59

國主要電信公司擬以「合資」(joint venture)方式提供行動支付服務 。歐盟執
委會雖然最後以市場仍存在有替代產品或服務，故不致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為
由通過本結合案，但審理過程中，仍對以下2項議題表達關切：其一、結合電
信公司所掌控的行動電話Sim卡，對於行動支付相關資訊的儲存(如帳號、密碼
等)有相當的重要性；其二、結合後，合資事業將掌握更多與行動支付相關的
數據，而創造出獨特的「數據集」(data set)，此對於行動廣告商或數據分析公
司，有無可能因取得數據成本的增加，而不利相關市場的競爭，也是執委會認
為應進一步審查的爭點。
(四) 支付系統與不公平競爭
除上述之限制競爭行為外，具市場支配地位之支付系統業者亦有可能採行
不公平的競爭手段來維持或擴張所取得之市場地位。不公平競爭的類型眾多，
59

Press Release, Mergers: Commission clears the creation of a mobile commerce joint
venture by UK mobile operators Telefónica, Vodafone and Everything Everywhere,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2-938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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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公平法的規定而言，主要有以下幾項行為態樣。
1. 不當使用競爭對手之營業秘密或營業表徵
支付系統業者在未經許可授權的情形下，使用競爭對手關於支付服務相關
之營業秘密。例如，金融機構之離職員工，將職務上所知悉之營業秘密使用於
其所受僱之金融科技公司，用以提供新型態之支付服務。除了違反相關的智財
保護法規外，類似行為亦可能構成「榨取他人努力成果」，而違反公平法第25
條「顯失公平行為」。此外，若支付系統業者未經同意使用其他競爭支付系統
未經註冊之著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或其他顯示他
人商品之表徵，而對商標或表徵之所有人產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時，亦有違反
公平法第22規定之虞。
2. 不實廣告
支付系統業者若對其服務之內容、品質、價格等與交易相關之重要資訊有
不實之陳述，誤導系統使用者作出錯誤之消費決定，剝奪其他支付系統業者交
易機會時，亦可能違反公平法第21條之規定。
3. 營業譭謗
依公平法第24條之規定：「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
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因此支付系統業者若基於排除競爭之目的，而
以言詞或書面詆譭競爭支付系統之服務品質及內容，則可能牴觸本條之規定。
對運用新金融科技或「區塊鏈」技術之支付系統使用者而言，不實的營業譭謗
言論將更難被確認，連帶地也讓譭謗出現排除競爭效果的可能性更高。
4. 其他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
同上，由於新型態支付系統涉及較複雜之金融科技，服務提供者與使用者
間針對服務之效用出現「資訊不對等」的可能性更高。支付服務提供業者有可
能利用此一交易上的資訊優勢，誤導使用者使用並套牢於其所不需要之服務，
而違反公平法第25之規定。另外，前行政院長陳沖曾投書媒體，表達政府積極
推動電子行動支付的過程中，應注意國內金融業者多年來努力佈建NFC的銷售
點機台，是否有被國際行動電話設備大廠，挾其在設備市場中之高知名度及使
用忠誠度，以硬體綁定信用卡的方式來排除其他支付服務，台灣金融機構反而
要支付設備業者一定的對價才有可能使用銷售點機台，形成「架橋者還要付
60

過橋費」的現象 。這些問題有無構成公平法第25條之「顯失公平」行為的可
能？也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60

陳冲，「支付殖民地不應是政策目標」，聯合新聞網，2017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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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支付系統競爭議題之審理原則與具體考量因素
綜上說明，本節擬從學理出發，嘗試建構審理支付系統競爭問題之一般性
原則與可供參考之具體考量因素，並在「相關市場」及「市場力量」的界定與
衡量，以及行為之競爭效果評估等三大概念架構下來進行論述。
(一) 支付系統界定「相關市場」之考量因素
支付系統「雙邊/多邊」市場特色對界定「相關市場」的挑戰已如上述。
但即使我們依學理所建議之「交易」或「非交易」平台來認定是否應個別就多
個單邊市場來進行市場界定，後續仍會面臨到應如何判斷支付系統間是否具替
代性的實務問題。理論上最理想的情況，乃競爭主管機關可以取得足夠的市場
數據資料來估算支付系統間需求替代彈性的高低；但在量化資料經常不可得的
前提下，一定程度的質化分析似不可免。具體而言，支付系統與競爭議題較有
關的二個相關市場乃支付系統設施(infrastructure)市場與支付系統服務提供市
場。
支付系統設施(infrastructure)市場，指涉及特定支付系統下聯結付款機構以
完成資金移轉目的之通訊設備、網路協定及清算機構等軟硬體設施之建構與交
易市場。以我國為例，支付及清算系統係以央行同資系統為樞紐，連結財金公
司營運的財金跨行支付結算系統，提供個別支付系統，如自動提款機、跨行通
61

匯或金融電子資料交換等的清算服務工作 。由於這類設施通常具有高固定成
本、專屬於特定支付系統及「規模經濟」之特色，所以也有較明顯的「自然獨
占」傾向，連帶地也讓不同支付系統設施間的替代可能性較低，而個別設施本
62

身獨立成為競爭法「相關市場」的可能性也較高 。
至於在「支付系統服務提供」市場，國外研究機構從支付系統所提供之
「產品」(product)及「支付功能」(payment function)2個角度，提出以下幾個較
63

為具體的評估「替代性」程度的因素 ：
1. 支付對象是個人、商業組織或政府
2. 付款人是個人、商業組織或政府
3. 由「支付」(payer)方或「收受」(payee)方所啟動之支付
4. 支付內容是否為「大額」(large value)支付或是「零售」支付
61
62
63

中華民國支付及清算系統，頁20-21（中央銀行，民國98年9月）。
Ramada & Muller, supra note 4, at 8-9.
Id., at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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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成支付之及時性考量(關鍵、敏感或不敏感)
6. 面對面(face-to-face)、遠端(remote)或跨境(cross border)支付
7. 單批多次支付(large number of payments in a batch)或單次支付(single payment)
8. 支付是否需要立即授權(immediate authorization)
9. 支付是否需要即時清算(real time settlement)
殊值一提者，乃隨著「金融科技」的持續發展，不同的支付系統設施中之
「固定/變動」成本比率及「最小效率規模」的要求將隨之降低，而支付系統
設施間之「相容性」則會提高，可預見的，「相關市場」的範圍也將逐步擴
大，進一步強化市場中的競爭。英國支付清算市場近年來出現服務價格下降的
64

趨因，即可能和市場中競爭者即競爭程度增加有關 。
(二) 支付系統衡量「市場力量」之考量因素
就「市場力量」衡量部分，特別是「雙邊/多邊」特色對實務運用傳統檢視
方法所帶來的挑戰，Collyer, Mullan & Timan則從多討論文獻中，歸納出較具體
65

可行之操作方法，頗值參考 。Collyer 等將涉及「雙邊/多邊」市之市場力量判
斷分為3個層次：確認考量「雙邊/多邊」特色之必要性、以可操作之判斷因素
衡量單邊市場之場力量、「回饋迴路」效果及其與涉案行為相關性之考量。
首先，就考量「雙邊/多邊」特色之必要性部分，除「網路效果」的強
弱外，作者特別點出了「單點聯結」(Singe-Homing)或「多點聯結」(MultiHoming)以及市場「傾斜」(tipping)2項因素對認定市場力量之重要性。當單邊
市場之使用者只使用單一平台，其他邊之使用者也只能選擇加入該平台以接近
該平台之使用者。在單邊市場使用「單點聯結」，而在其他邊市場使用「多
邊聯結」時，使用「單點聯結」之市場成為平台的「競爭瓶頸」(competitive
bottlenecks)，只要能取得「單點聯結」市場，同時也享有來自其他「多點聯
結」市場的利潤。再者，當不同平台所提供之服務異質性愈高，「多點聯結」
66

之市場邊數愈多，市場就愈不可能「傾斜」，市場集中度也愈低 。
在評估市場力量之可操作因素部分，Collyer等指出市場力量與涉案行為或
協議間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於評估事業之市場力量時，必須同時注意到行為
之「競爭損害」(competitive harms)理論為何。此外，理論上雖然多邊市場之
64
65

66

Id., at 14.
Kate Collyer, Hugh Mullan & Natalie Timan, Measuring Market Power in Multi-Sided
Markets, CPI ANTITRUST CHRONICLE 1 (September 2017).
Id.,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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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力量應是同時(simultaneous)考量所有涉案邊之市場力，但就實務作業而言
恐有相當難度，而仍需以「接續」(sequential)的方式來評估單邊之市場力。依
上述原則，Collyer等提出了下列可供競爭主管機關參考操作之市場力量衡量因
67

素 ：
1. 市場占有率及集中度
即使在多邊市場中，「市占率」及「集中度」仍是有用且較易操作之判斷
標準。當然，其最大的挑戰來自於如何將多邊市場彼此間之連動影響反映在
占有率的估算過程中。對此，Collyer等建議應以上述「接續」的方式，評估平
台每一單邊市場之市占率後，再納入市場間之連動影響及「回饋迴路」效果來
評估上述市占率之意義。舉例言之，當特定單邊市場有普遍使用「單點聯結」
之現象時，則主管機關可給予該邊市場存在高市占率的事實較高的市場力量衡
量比重。另外，多邊市場「傾斜」的特色，也提醒主管機關在面對市占率不高
的單邊市場時，應同時注意到長期來看，該市場傾斜於單一平台的可能性有多
高，以及應否在調查當下以給予市占率較低的市場力量衡量比重來防患於未
然。
2. 利潤、獲利率及訂價
事業於相關市場中是否享有高市場利潤或獲利率，以及其價格是否居高不
下，也是衡量市場力量常見但有其侷限之指標。與以上關於市場占有率的說明
相同，競爭主管機關可觀察雙邊或多邊市場中的各單邊市場中之利潤、獲利率
及訂價，先得出初步之市場力量，再依市場間之連動影響及「回饋迴路」效果
來進行市場力量的調整。此外，利潤或獲利率與產品或服務品質的長期變動關
係，也可能是市場力量的一項重要指標。因此，若平台於單邊市場之收益隨著
集中度的增加而增加，但在他邊市場中之服務或品質水平，或對他邊市場行銷
並未隨同提高時，此或可作為市場存有「市場力量」的事證之一。
3. 「單點聯結」v.「多點聯結」
同理，競爭主管機關可先就單邊市場使用者運用平台的方式究屬「單點聯
結」或「多點聯結」，配合市場間之連動影響及「回饋迴路」效果的調整，來
推估市場力量的程度。在評估「付費」邊市場的競爭狀況時，主管機關應分
別審視「免費」邊及「付費」邊市場使用「單點聯結」人數的比例高低，以及
68

不同邊使用者不依賴平台而可直接進行互動的可能性高低 。當評估者是「免
67
68

Id., at 4-8.
Id.,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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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邊市場之競爭時，則需考慮平台對於消費者選擇購買產品及供應商的重要
性、消費者對單一平台之忠誠度有多高以及消費者跨平台搜尋的容易度高低。
至於「單點」或「多點」聯結，以及消費者行為等資訊，可由以下管道取得：
會員資料(membership data)、交易資料(transaction data)、問卷調查(survey)、
網路伺服器資料(web server data)以及搜索引擎優化(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SEO)策略相關資料，如關鍵字或搜索字詞之使用方式，以及其如何影響平台上
之行為等。理論上，當平台間所使用之搜索字詞或關鍵字的重複性愈高，則平
69

台間也比較可能具有密切的競爭關係 。
4. 涉案行為
在某些情況下，事業利用平台進行特定競爭行為，如網路平台業者保證市
70

場最低價的「最惠國待遇」(most favor nation)約定 ，可被推定為是具有市場
力之指標，特別是在市場已出現明顯「傾斜」於特定平台之現象時。
5. 市場進入或擴張障礙
當邊緣事業(fringe firm)進入市場或擴張營業規模所需克服的障礙愈高，既
有事業所享有之市場力量也愈高。除典型之市場參進障礙，如進入沈沒成本的
高低、進入之最小效率規模要求或法規、資金限制等之外，在「雙邊/多邊」
的市場特色下，不同邊市場之進入或擴張成本可能有明顯的差距，而潛在的市
場平台參進者需有能力同時吸引多邊的平台使用者，才有可能有效地加入市場
競爭。另外，間接「網路效果」所牽引的市場傾斜現象，讓平台業者有更強
的誘因儘早加入市場讓自己之平台成為市場之標準，一旦此一「先驅者優勢」
71

(firs-mover advantage)形成，平台使用者可能將因「轉換成本」的考量 ，而不
願使用新進業者之平台，讓潛在之平台市場參進業者須承擔更高的市場進入成
本。
最後，就「回饋迴路」效果及其與涉案行為相關性之考量部分，主要的評
估因素有二。其一、所有市場邊之需求彈性(elasticity of demand)，可顯示消費
者對於相對價格變動之敏感度，當消費者對於價格變動的反應愈強，「回饋迴
路」效果也更明顯，其二、他邊市場對價格變動的反映影響單邊市場需求的程
69
70
71

Id., at 7.
Id., at note 11.
例如，享有先驅者優勢之平台業者可能保留有消費者使用信用卡支付及消費項目
等紀錄，讓消費下次進行網路付款時不用再輸入卡號，或是依據消費者的消費偏
好，在第一時間將相關之產品訊息告知消費者等好處。Id.,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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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Collyer等坦承，實務上要衡量上述二項因素並不容易，但仍認為競爭主管
72

機關可由下列3個方法中去推知「回饋迴路」效果的強弱 ：(1)搜集消費者資
訊；(2)運用計量方法；(3)問卷調查證據。
(三) 競爭效果評估—以「進入市場競爭」為中心
競爭效果評估 以「進入市場競爭」為中心
有鑑於支付系統服務內容的漸趨多元以及其對消費者所帶來的高度便利
性，即使競爭主管確立了支付系統業者於相關市場中之市場地位，仍應依「合
理原則」(rule of reason)來檢視相關被調查行為之整體市場競爭效果。就「市
場內競爭」而言，不論是獨占力濫用、聯合、結合或不公平競爭行為，公平會
已累積了相當程度的執法經驗，並有相關的分析架構可循，未來只需參考計畫
關於支付系統「雙邊/多邊」市場等經濟特色及可能之正、反面經濟效果的說
明，並隨時掌握外國法的發展，應可妥適處理未來可能出現之爭端。
相較之下，如何處理「顛覆式創新」活動與「進入市場競爭」議題，可能
是公平會較欠缺經驗的領域。就競爭主管的立場，公平會理所當然的應持續進
行「競爭倡議」，積極與金融產業主管機關就支付系統可能出現的競爭法問題
進行跨部會溝通，並參與有關的金融法規制定過程，提供立法者「競爭」面相
的立法思維與考量因素。當然，習慣於管制思維的產業主管機關未必會接受競
爭之相關論點，故公平會內部應先建立一套具體的倡議說帖，以增加倡議之說
服力。對此，本文建議可從「進入市場競爭」之「利益」、「條件」及市場進
入後之「競爭控管機制」（相容性）3個面相來思考此一問題。
就「利益」面而言，「進入市場競爭」在原本有「規模經濟」與「自然獨
占」傾向之市場中創造出「競爭」的效果與消費者利益。透過類似權利競標的
過程，最後得標進入市場的廠商也往往是最具成本效率（品質納入考量後）之
廠商；而未來進入市場後的獨占利益，亦可在進入市場競爭過程中被稀釋並分
配給消費者。當然，該項利益的出現取決於有效率「進入市場競爭」所應具備
73

的幾項市場條件 ：(1)「勝者全拿」(winner takes all)的市場競爭類型；(2)競爭
利益相較於競爭者之營業額很高；(3)每一回合的競爭都是新的競爭，換言之，
前一回合的競爭結果不會創造出被套牢的消費者，而影響下一回合的競爭；(4)
新競爭者得輕易地進入及參與市場競爭。將支付系統置於這4項條件下檢視，
至少就支付系統「設施」市場而言，其符合條件(1)與(2)應較無疑義。條件(3)
72
73

Id., at 8-9.
Paul Klemperer, Bidding Markets 6 (June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nuffield.ox.ac.
uk/users/klemperer/BiddingMarke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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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4)本質上互為因果，當市場中的市場參進障礙較高時，使用特定支付系統
的消費者被套牢於該系統的可能性就愈高；而當被套牢的消費者比例愈高，潛
在的競爭支付系統也就愈難取得足以實現規模經濟效果的使用需求，而可以很
快的進入市場。 從這個關聯性來看，條件(3)與(4)同時也突顯了「控管機制」
對落實「進入市場競爭」的重要性。可行的方法之一，即是鼓勵支付系統間之
「標準化」，以降低使用者使用不同系統之移轉成本。但若考量到服務標準化
後所可能產生的聯合勾結問題，則也可於競爭之初要求所有參與競爭之系統業
者允諾在得標開放競爭系統得近用其設施，藉由維持不同系統的「相容性」來
提高業者參與競爭的誘因。

六、結論
本文將支付系統有關之競爭議題，依「市場界定與市場力量之衡量」、
「進入市場競爭」及「市場內競爭」議題等3個面向，進行論述與說明，再於
文末提出一項處理這類型競爭案件的一般原則及具體的判斷因素供公平會參
考。就「相關市場」及「市場力量」部分，文中就普遍存在於支付系統中之
「雙邊/多邊」市場特色，綜合經濟學與法學文獻的探討，分析其對市場界定
及衡量支付系統業者市場力量所產生之挑戰，以及可行的解決方案。另外，文
中也特別介紹「區塊鏈」支付系統的市場界定及市場力量議題。在「進入市場
競爭」部分，主要以描述在「數位金融化」過程中所出現之「高固定成本」、
「勝者全拿」及「網路效果」等特色，提高了該「進入市場競爭」在競爭分析
上的重要性，以及支付系統所可能出現之「進入市場競爭」爭議為主軸。「市
場內競爭」部分，則是具體勾勒支付系統市場中可能出現的獨占力濫用、聯
合、結合及不公平競爭行為態樣。第五節建議競爭主管機關應從「合理原則」
出發，分析「市場內競爭」行為之正、反面競爭效果，並提出界定支付系統相
關市場及市場力量之具體考量因素，期能有助於公平會於個案中進行判斷。另
外，本文亦特別強調公平會未來應更重視「進入市場競爭」的議題，並可以從
「進入市場競爭」的「利益」、「條件」及「控管機制」來更積極地進行競爭
倡議，以確保「進入市場競爭」的利益能於支付系統市場中被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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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林國彬（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首先，信用卡發卡機構就是一個支付系統，參考過去美國反托拉斯法的相
關判例，將其獨立出來討論，此系統平台被視為一個獨立的相關市場，進行有
無濫用市場力量的判斷。
科技的發展能夠帶來改變，我在美國唸書的時候曾經讀到一個案例，泰國
無線通訊系統，跨越了市內電話的發展階段，政府全力投入擴建無限通訊設
備，形成跳耀式的發展。而支付系統也面臨類似的問題，傳統支付系統包含：
ATM轉帳、傳真刷卡等，近年金融科技發展，除了效率提升外，基於防止網路
交易平台詐騙等因素，第三方支付興起，進而衍生出電子支付、行動支付等，
科技創新改變了支付系統。
2015政府通過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從審慎評估到有門檻的開放，但是
規範上仍有一些障礙，讓業者在營運上有些困難，例如：儲值金額限制、綁定
銀行帳戶等。2015至今台灣共有6家專營電子支付的廠商，歐付寶、街口支付
等會員數或交易金額較大，但是相對於信用卡銀行，行動支付的交易額都算
小。另外，還有19家兼營電子支付的銀行，其中以玉山銀行交易量最多。目前
台灣使用電子支付人數為243萬人，未來的數量如何增加有待觀察。
區塊鏈技術的特色為去中心化，以印尼店為例，它屬於一種區塊鏈的變
形，外籍勞工拿台幣給位在台灣的印尼商店，再由印尼商店打電話請人在印尼
當地拿錢給家人，不用透過銀行。然而，區塊鏈技術可能牽涉外匯管制、洗錢
手段等問題，必須要注意。
再者，單一區塊鏈無法服務過多會員，會過於複雜，所以應該是某一個合
理的會員量會在一個區塊鏈裡面，區塊鏈之間再結合在一起。目前為止全球區
塊鏈技術前5名的公司佔有大部分的量，第5名之後只剩有三分之一的量。此
外，國內對於區塊鏈技術的應用大多關注於金融業，事實上也能應用在食安、
物流等方面，我們能夠藉此追溯食品產地、製造、銷售等歷程，得知那個環節
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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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韓
(三)新加坡
(四)美國
六、浮動油價機制與業者限制競爭行為疑慮之探討
(一)公平交易法第46條之執法立場
(二)我國浮動油價機制之定性與他國案例探討
七、結論與建議
(一)致力於油品市場透明化以因應聯合行為執法困境
(二)浮動油價公式仍有再檢討空間
(三)視油價調整機制不同宜有長短期作法

摘要
2001年10月於立法院三讀通過「石油管理法」，確立我國油品市場全面開
放的基本架構。然而，考量我國僅餘台灣中油公司和台塑石化等兩家業者，引
發雙占市場可能產生聯合訂價隱憂，故2007年經濟部宣佈「浮動油價機制」讓
油價調整回歸市場並與國際接軌。然而，即使存在油價調整公式，其對於市場
之自由競爭、業者行為影響、消費者權益等面向，仍引發諸多討論。因此，本
文中探討除了國內施行「浮動油價機制」外，亦參考亞鄰國家（中國大陸、南
韓）與歐、美的訂價機制及產業營運狀況，期能瞭解在該訂價機制下是否影響
產業競爭。
研究結果發現，中國大陸、南韓及英美等國家在油品產業鏈中的石油煉製
部份僅有少數供應者，惟加油站市場則視地理區位和人口數量，存在較多品牌
業者，且發展趨勢朝各種商業模式多元化推展。就價格調整機制而言，僅中
國大陸設有油品價格上限和下限，多數國家並未對油品進一步設立油價訂價機
制，而係讓市場自由訂價及競爭，大體上僅會透過行政措施（例如環保要求、
庫存天數、油品品質、稅費徵收）作為管理方式，而油價機制之有無並不影響
加油站市場競爭。
觀諸世界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多國關注油品市場透明化，以幫助消
費者做出更明智的決定，並鼓勵更有效的競爭。此外，觀察南韓、新加坡、香
港、日本及歐盟和英美等國的油品產業，其油品市場均已自由化，並且由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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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決定最終價格，對照我國現況，雖然施行油價機制，但仍有主管機關介入
的影子，且相關法規並未鼓勵業者從事多元化業務推廣，與國際發展趨勢並不
一致，故宜放寬石油管理法規範和取消油價公式，讓市場自由運作。
另一方面，「國內汽、柴油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則」非屬經立法院通
過且總統公布之法律，又非屬法規命令，得否適用公平交易法第46條規定，向
有爭議。因此，短期內在浮動油價機制仍沿用，亦未立法排除公平法適用的前
提下，建議公平會訂定油品市場案件處理原則，持續蒐集國內油品訂價是否有
反競爭的作為。長期而言，油品價格仍宜回歸市場機制，則公平會仍應持續檢
視產業競爭情況，惟若考慮產業主管機關具有較為專業的產業知識，更適合處
理產業相關議題，而將油品行業排除於競爭法規範之外時，仍宜由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協調公平交易委員會將競爭法精神納入石油管理法中，使符合公平交
易法規定，則可適用公平交易法第46條，同時善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理與督
導的責任。
關鍵字：油品產業、浮動油價、臺灣動態一般性均衡、聯合行為

一、前言
油品市場涵蓋探勘、開採、採購、輸儲、煉製、批發銷售等上、中、下游
產業，我國早期由國營台灣中油公司獨占經營，自1987年6月頒佈「加油站管
理規則」後，率先開放下游市場，允許民間業者經營車用汽、柴油等油品零售
與加油站業務，自此改變台灣中油公司獨占下游市場的局面。另為促成石油業
上游端的油品煉製自由化，經濟部於1996年6月頒佈「石油及石油產品輸入輸
出生產銷售業務經營許可辦法」，讓民間企業也能參與石油煉製，並自1999年
1月1日起，開放燃料油、航空燃油及液化石油氣(LPG)進口，逐步推動國內油
品市場自由化。
由於2000年9月之前台灣中油公司獨占國內汽油及柴油供給市場，故國內
油品價格係依國際油價與台灣中油法定盈餘以油價公式訂定，在2000年5月台
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塑石化）獲經濟部發給經營許可執照，准許
銷售汽油類產品後，經濟部即廢止油價公式，並由兩家公司依進口原油成本自
行調整價格，其後立法院於2001年10月三讀通過「石油管理法」，確立我國油
品市場全面開放的基本架構。（梁啟源，1999；張玉山等，2002；黃奕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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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劉華美，2007；陳文生，2012；林茂文，2016）
在我國油品市場全面開放進口後，雖有美商「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
石油公司與國內匯僑公司合資成立「台灣埃索環球石油公司(ESSO Taiwan)」，
加入台灣油品下游市場與中油、台塑石化共同競爭，惟因未能克服市場通路和
運輸儲存、安全存量規定等因素，最終於 2003 年 12 月退出市場（吳欣蓓，
2004；李秉正等，2009），迄今為止並無新廠商加入市場，故國內供油體系仍
維持中油及台塑石化兩家公司的雙占局面，也引發雙占市場可能產生聯合訂價
隱憂。
2007年經濟部宣佈「浮動油價機制」，主要目的在於建立資訊公開透明與
公平合理的調整機制、減少人為干預，讓油價調整回歸市場並與國際接軌，惟
即使存在油價調整公式，中油及台塑石化的價格經常維持一定的價格差距，
衍生油價對於市場之自由競爭、消費者權益等面向的諸多討論。（梁啟源，
1997，1998a，1998b；馬泰成等，2006；劉華美，2007；許松根等，2007；蔡
宗儒，2008；李秉正等，2009；陳文生，2012；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2014）
本文旨在探討英國、美國、韓國、中國大陸等主要國家制訂油品調價機制
的作法及對各國油品市場的影響，並討論國內浮動油價機制施行對經濟發展、
民生消費、業者營運的影響，同時蒐集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油品價格的相關案
例，以及分析國內雙占的油品批發供油市場對下游行銷體系行為的影響，俾供
提升我國油品市場效率與公平競爭決策之參考。

二、我國油品產業發展現況及浮動油價機制
在本節中主要說明我國油品產業現況及油價定價機制。
(一) 我國油品產業現況
依據經濟部能源局之能源統計手冊，2005年至2015年台灣中油煉製產能
約為72萬桶/日至77萬桶/日，而2016年則因中油高雄煉油廠於2015年11月底關
廠，導致台灣中油公司產能大幅減少，惟因應高雄煉油廠停產，於2017年11
月完成大林煉油廠投資計畫，新增日煉10萬桶產能，故2017年台灣中油煉油
量回升至60萬桶/日，如表1所示。（郭佳韋、蘇治維，2016；台灣中油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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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年別

石油煉製業產能

台灣中油

台塑石化

合計

萬桶/日

佔比(%)

萬桶/日

佔比(%)

萬桶/日

2005

77

63.1

45

36.9

122

2010

72

57.1

54

42.9

126

2015

72

57.1

54

42.9

126

2016

50

48.1

54

51.9

104

2017

60

52.6

54

47.4

114

註：1. 台塑化因六輕四期擴建，產能自45萬桶/日（2005年）提升至54萬桶/日（2007年）。
2. 中油高雄煉油廠（產能22萬桶/日）已於2015年11月底關廠，並於2016年1月1日正式申請總產能變
更。
資料來源：2016年能源統計手冊、2017年能源統計手冊、郭佳韋、蘇治維（2016），本文整理。

就下游銷售通路而言，至2018年11月初，我國加油站數目達2,465家，主要
包含中油直營站、台亞、全國、福懋、統一精工、台糖、山隆、北基、久井、
千越、車容坊、西歐及松詠等13家業者，分屬台灣中油及台塑石化體系。其
中台灣中油為國營企業，負有較高的政策性任務，同時亦直營超過590間加油
站；台塑石化為民間企業，目標以獲取最大利潤、對公司股東負責為主，並未
直接經營加油站，主要供貨給發油量較大的企業，例如台亞、福懋等。就市場
供油情況而言，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供油的比率分別為79.64%、20.36%。國內
1

加油站市場前4家經營實體集中率(Concentration Ratio, CRn) 為37.61%、前13家
經營實體集中率為52.58%，若以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2

Index, HHI)指標衡量競爭程度 ，約為682.26，屬低度集中市場，表示國內加
油站市場相當競爭，如表所示。（梁啟源，2001a；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2017；經濟部能源局，2018）

1

2

，其中Si表示第i家廠商加油數量，S為市場總加油站數（鄧瑞兆及陳宇
信，2009）。
根據美國2010年「水平結合指導原則」，HHI＜1500，屬低度集中市場；1500＜
HHI＜2500，屬中度集中市場；HHI>2500，屬高度集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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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經營實體名稱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台亞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全國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福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北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久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千越加油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車容坊股份有限公司
西歐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松詠有限公司
其他業者
合計

國內加油站數及市占率
單位：個數；%
市占率
24.22
4.79
4.34
4.26
3.49
2.96
2.88
1.83
1.14
0.89
0.81
0.53
0.45
47.42
100.00

加油站數
597
118
107
105
86
73
71
45
28
22
20
13
11
1,169
2,465
集中度衡量

前4家經營實體集中度
前13家經營實體集中度
HHI

37.61
52.58
682.26

註1：資料更新日為2018/11/2。
註2：整修中及停業中之加油站不予列入統計。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油價資訊分析與管理系統》、本研究整理。

(二) 我國油價訂價機制—浮動油價
自2000年台塑石化進入國內油品市場後，為避免雙占市場可能產生聯合訂
價行為，以及政府干預市場可能衍生價格扭曲等不利衝擊，因此行政院於2006
年提出油價機制改善措施、經濟部於2007年宣布「浮動油價機制」，現行浮動
油價公式為：
92無鉛汽油（柴油）本期稅前批售價
=92無鉛汽油（柴油）前期稅前批售價×｛1
+[

7D3B本期均價×本期匯率均價
7D3B前期均價×前期匯率均價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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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7D3B係指以70%杜拜（Dubai）和30%布蘭特（Brent）原油價格為
權重加以計算以貼近實際情況；另一方面，因進口原油時可能因貨幣間兌換
比率變化而影響採購成本，故列入匯率變化因子；再者，中油公司除原油成
本外，尚有部份成本並非隨國際油價波動而改變，例如煉製、輸儲及管銷等成
本，此部份約占總成本的20%，故以80%為調整權數。
當計算出本期稅前批售價後，再依照現行規定計算本期零售價，如下式所
示：
92無鉛汽油（柴油）本期零售價
={92無鉛汽油（柴油）本期稅前批售價+政府稅費+
加油站零售價差}×1.05%
其中，政府稅費包含貨物稅（汽油為6.83元/公升、柴油為3.99元/公升）、
能源與環境負擔（含空汙費、土汙費、石油基金）等。此外，加油站零售價差
並未跟隨國際油價變動而改變，為一固定參數。
整體而言，國內油品價格之調整原則，以汽、柴油價格為例，係(1)調價指
標採70%杜拜和30%布蘭特均價計算，用以貼近購油成本；(2)汽、柴油價格依
國際油價變動幅度80%，並納入匯率因素計算；(3)每週調整並以亞鄰最低價為
調幅上限，以達到照顧民生之用途。油品調整之細項說明詳如表。（台灣電力
公司，2012；台灣中油公司，2014；林茂文，2011；林茂文，2016）
表3
油品
調價指標
調價指標
變動幅度
調價頻率

調價金額

燃料油與柴油之浮動油價機制

燃料油
汽、柴油
現貨價格（Platts報價）新加坡
現貨價格（Platts 報價）70%
HSFO180
Dubai+30% Brent
上月均價乘以匯率均價與上上月均
上週與上上週均價漲幅，取小數二
價乘以匯率均價漲幅，取小數二
位，採四捨五入，匯率納入計算
位，採四捨五入
每月
每週
1. 依「0.5%低硫低流動點(LP)燃料
油還原依機制計算應調整價格之 1. 依調價指標變動幅度，分別計算
92無鉛汽油及超柴「稅前批售價
稅前價」乘以「調價幅度」，計
格」，再加上稅金並換算零售價
算0.5% LP燃料油稅前價格，再
（取小數一位，採四捨五入），
加上稅費換算牌價（取整數，採
據以計算調價金額。
四捨五入），據以計算調價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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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油品

燃料油與柴油之浮動油價機制（續）
燃料油

2. 97年5月28日及97年8月8日減半
調整，未調整之金額，將於半年
緩衝期內，併前項計算之調價金
額，逐月檢討。
3. 0.5%低硫高流動點(HP)比照0.5%
發電用低硫低流動點(LP)燃料油
調價金額
調價金額同步調整。
4. 各月調整後之0.5%低硫低流動點
(LP)燃料油牌換算之稅前價格以
亞鄰競爭國（日本、韓國）上個
月均價之最低價做為浮動油價調
整的上限。

汽、柴油
2. 第1項所提之92無鉛汽油及超柴
「稅前批售價格」，不得高於亞
鄰國家同等油品最低「稅前批售
價格」。
3. 95及98無鉛汽油比照92無鉛汽油
調價金額、超級柴油、海運重柴
油及甲種漁船油比照高級柴油調
價金額同步調整。
4. 各週調整後92無鉛汽油、超級柴
油零售價換算稅前批售價格，
以亞鄰競爭國（日本、韓國、香
港、新加坡）當週稅前價之最低
價做為浮動油價調整的上限。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2012）、台灣中油公司（2013）。

然而，隨著國際油價持續上漲，國內95汽油價格逼近每公升30元，經濟部
乃於2018年5月11日宣布啟動「油價平穩機制」，以照顧民生、穩定物價，如
表所示，且台灣中油公司進一步於2018年10月宣布，凍漲國內油價直至2018年
年底，亦即由台灣中油公司吸收相關成本。
表4

經濟部公布之油價平穩機制
單位：元/公升

期間

緩漲

正常
漲跌

當週油價上漲時

當週油價下跌時

上漲

吸收

下跌

≧35

25%

中油/政府
75%

25%

32.5-34.9

50%

50%

50%

30-32.4

75%

25%

75%

＜30

100%

0%

100%

95零售價

資料來源：經濟部 (2018)。

吸收

調價方式

上漲（下跌）時
中油/政府 漲（跌）1/4，餘
75%
由中油及政府共
同吸收3/4
上漲（下跌）時
50%
漲（跌）1/2，餘
由中油吸收
上漲（下跌）時
25%
漲（跌）3/4，餘
由中油吸收
0%

漲跌完全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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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國油品產業及油品訂價機制
本節主要彙整中國大陸、南韓、英國和美國之油品產業營運現況以及各國
油品的訂價方式。
(一) 中國大陸
1. 油品產業營運現況
2007年前，中國大陸油品市場係由中石化、中石油集團集中批發，但為了
履行加入WTO的承諾，中國大陸商務部於2006年12月頒佈《成品油市場管理
辦法》，對外開放成品油批發、零售經營權，自200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中
國大陸成品油銷售主要包括批發和零售兩大市場，就中石化與中石油之成品
油銷售體系和模式而言，成品油批發商自煉油廠買入成品油，再銷售給零售企
3

業，至於成品油零售則主要透過加油站等零售點提供成品油給家庭用戶 。
現階段中國大陸之油品產業主要有4家大型企業，分別為中國石油天然氣
集團公司（中石油）、中國石化集團（中石化）、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中海
油）和中國航空油料集團公司（中航油），形成寡占市場局面。其中中石油、
中石化和中海油均為勘探、煉油、化工、銷售一體化的企業，尤以中石油的生
產規模最大，控制了中國大陸70%以上的原油和天然氣開採，而中航油的主要
業務則為經營油品貿易。
在加油站市場部分，2000年因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故中國大陸
先後開放成品油零售與批發市場，民營和外資企業方能進入成品油市場經營與
競爭，使石油工業中游、下游產業競爭程度提高，但成品油市場仍以中石化和
中石油為主。惟隨著市場開放與中國大陸龐大的規模，逐漸吸引外資與當地企
業合作，開展共同經營加油站的機會。根據統計數據指出，截至2015年底，全
中國大陸約有9.68萬座加油站，其中，中石化旗下3.06萬座，占比32%；中石
油旗下2.07萬座，占比21%；其他加油站（包括中海油、中化、外資和民營企
業旗下加油站）約為4.55萬座，占47%。中石化、中石油因進入市場較早，加
油站多分佈在高速公路、省道國道等交通樞紐，故相對上仍較具有競爭優勢。
4

（聚貿資訊，2018；加油站營運管理，2017）
3

4

證券日報（2017），「外資和民資爭相湧入加油站成品油零售市場競爭加劇」，
《人民網》網站，2017年9月28日，http://energy.people.com.cn/n1/2017/0928/c7166129565894.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年6月5日）。
聚貿資訊（2018），「外資民企大規模切入 成品油零售市場競爭加劇」，2018年
3月12日，取自http://www.sohu.com/a/225365496_100033001（最後瀏覽日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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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油品訂價機制
1998年時，中國大陸原由國家計委提出《原油成品油價格改革方案》，規
定國內原油成品油價按照國際原油期貨市場及新加坡市場的油價進行計算，而
汽油、柴油零售價則實行政府指導價，由當時的國家計委按到岸口完稅成本
為基礎加國內合理流通費用制定各地零售中準價，中石油、中石化集團公司
在此基礎上，依上下5%浮動的幅度內制定零售價格。其後為持續與國際市場
接軌，多次修正調價頻率和追蹤品項，於《石油價格管理辦法（試行）》第6
條和第7條中規定，在國際市場原油連續22個工作日移動平均價格變化超過4%
時，可相應調整國內成品油價格，且在國際市場原油價格低於每桶80美元時，
按正常加工利潤率計算成品油價格；高於每桶80美元時，開始扣減加工利潤
率，直至按加工利潤率為零計算成品油價格止；高於每桶130美元時，則採取
適當財稅政策保證成品油生產和供應，汽、柴油價格原則上不提或少提。
2016年為因應世界石油市場變動，中國國家發改委再次修正《石油價格管
理辦法（試行）》內容，主要的調整內容包含成品油價格下限水平定為每桶40
美元，即當國內成品油價格連結的國際市場原油價格低於每桶40美元時，國內
成品油價格不再下調，故確立調整下限與上限分別為40美元/桶、130美元/桶，
並正式確立《石油價格管理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06；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09，2013，2015，2016；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人民政府，2018；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2008；國家稅務總局，2008；
朱立毅、劉錚，2008；馮連勇等，2009；林茂文，2016；劉倩，2018）
(二) 南韓
1. 油品產業營運現況
南韓的能源主管機關為「貿易、產業與能源部（Ministry of Trade Industry
and Energy, MOTIE）」，若業者欲從事石油煉製、油品進出口貿易或油品零售
5

業務等，均須向「貿易、產業與能源部」提出申請 。現階段南韓主要有4家煉

5

年6月27日）；加油站營運管理（2017），「行業數據｜2017年中國成品油批發與
零售市場現狀分析及未來發展方向預測『圖』」，《每日頭條》網站，2017年5月3
日，取自https://kknews.cc/zh-hk/finance/8585r6q.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年6月27
日）。
KLRI (2015), “Petroleum and Alternative Fuel Business Act,”Act No. 13085, Jan. 28, 2015,
https://elaw.klri.re.kr/eng_mobile/ganadaDetail.do?hseq=33630&type=abc&key=PETRO
LEUM%20AND%20PETROLEUM%20SUBSTITUTE%20FUEL%20BUSINESS%20
ACT&param=P (accessed on May 1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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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業者，分別為韓國能源（SK Energy）、GS加德士（GS Caltex）、雙龍石油
公司（S-Oil Corporation）及現代油品公司（Hyundai Oilbank）。若以煉製產
能而言，SK集團、GS加德士與雙龍石油公司為前3大煉油業者，其每日煉製產
能分別為1.22百萬桶、0.79百萬桶和0.67百萬桶，每日總產能約為3.06百萬桶，
同時因為南韓的原油進口量超過消費量，加上煉油產能的擴大使得淨出口量
6

增加，故該國年出口的石油產品相當於全部原油進口量的四分之一 。（ACFA,
7

8

9

2010 ；IEA,2011 ；OECD, 2011 ）

此外，煉油業者及加油站間的垂直供銷體系主要有3種分類：(1)煉油業持
有－上游煉油業者直接擁有加油站所有權，且煉油公司可派任管理人員，故零
售價格由煉油業者決定；(2)批發商持有－加油站係由批發商（非煉油業）持
有及經營；(3)開放式經銷商－指獨資和自主經營加油站而無任何煉油業者投
資其中。進一步依據韓國能源經濟研究所（Korea Energy Economics Institute,
KEEI）資料，觀察1997-2016年南韓加油站數量變化可知，隨著南韓經濟發展
10

與油品市場逐步解除管制後 ，南韓國內的加油站總量持續提升，1997年時為
9,781座加油站，其後加油站總量漸次增加，最高峰曾達約13,004座，惟自2011
年後因加油站競爭越趨激烈，使得業者銷售油品利潤下降，以及車輛的燃油
效率提升降低發油量，加上2014-2015年國際油價大幅下跌，導致加油站陸續
11

關閉或歇業 ，而且因較低經營成本之自助加油站引入，以及勞動薪資成本提
12

高、人工加油站無法與之競爭等相關因素 ，故至2016年時之加油站數量降為
6

7

8

9

10
11

12

Hellenic Shipping News Worldwide (2015), “EIA: South Korea Oil Market Overview,”Oil
& Companies News, 24 October 2015, https://www.hellenicshippingnews.com/eia-southkorea-oil-market-overview/ (accessed on May 18, 2018).
亞洲潔淨燃料協會（2010），「韓國-燃料質量進展」，《亞洲潔淨燃料協會月
刊》，第8卷，第4期，2010年5月刊。
IEA (2011), “Oil & Gas Security - Emergency Response of IEA Countries – Republic of
Korea,”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OECD (2011), “Korea: Inventory of Estimated Budgetary Support and Tax Expenditures
for Fossil-Fuels,” OECD Publishing,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128736-en
(accessed on June 12, 2018).
南韓政府於1995年11月廢除加油站設置彼此間距要求之管制法規。（Kim, 2014）
NACS (2014), “South Korean Gas Stations Struggling,” 14 February 2014, http://www.
convenience.org/Media/Daily/Pages/ND0214146.aspx#.Wvuqu4p-Xx4 (accessed on May
18, 2018).
MACS (2010), “Korea's Stable of Self-Service Gas Stations Expanding Rapidly,” 4
March 2010, http://www.convenience.org/Media/Daily/Pages/ND0304107.aKo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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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0座，比2015年時降低168座或1.4%，現階段自助加油站數量占總加油站
13

數量比率約18.9% 。
2. 油品訂價機制
自1997年油品市場自由化之後，汽、柴油價格也依循市場機制由各家油公
司自由定價取代政府訂價機制。因此，油品業者在訂立銷售價格時會考量市
場價格、競爭者動向等因素。南韓油品零售價包含進口成本、關稅、煉製成
本、運輸成本、消費稅和利潤，故整體而言其價格結構主要為成本、稅費和利
潤。其中在原油進口成本部份，主要參考新加坡普氏平均價格（Mean of Platts
Singapore, MOPS），再按其變動幅度加計進口費用與匯率變化等因素據以自行
訂價，並由早期每月調整改為每週調整。
觀察韓國能源經濟研究所的油品進口單價與汽、柴油零售價格比較可知，
韓國油品價格和油品進口單價走勢呈現高度一致性，如汽油零售價與油品進口
單價間的相關係數達0.86，而柴油零售價與油品進口單價間的相關係數更高達
0.94，表示在國際油價提高帶動南韓進口成本增加之際，亦會將相關價格的變
化反映於國內油品銷售價格之上。
(三) 英國
1. 油品產業營運現況
英國油氣產業的主要管理機關為石油及天然氣管理局，法源依據為石油
法，目前主要有6家原油煉油廠，大體上位於海岸附近，以利於原油運輸。在
英國煉油廠加工的大部分石油產品多在英國本地消費，2017年石油產品需求
增加至6,900萬噸，較2016年略有成長，但英國煉油廠產量卻下降至6,000多萬
噸石油產品，較2011年下降20%，主要原因是2012年Coryton煉油廠和2014年
Milford Haven煉油廠關閉，以及各煉油廠產能減少導致產量下降，這意味著進
口到英國的石油產品總量遠高於出口量，並於2013年起英國成為石油產品的淨

13

Stable of Self-Service Gas Stations Expanding Rapidlyspx#.Wvv06op-WWk (accessed
on May 18, 2018); The Korea Economic Daily (2017), “Gas Stations in Crisis...Due to
Gov't-Supported Low-cost Filling Stations,” 12 June 2017, http://english.hankyung.com/
business/2017/06/10/0908331/gas-stations-in-crisisdue-to-govtsupported-lowcost-fillingstations (accessed on May 18, 2018).
The Korea Economic Daily (2017), “More Gas Station Owners Show Willingness
to Switch to Self-service Stations,” 19 July 2017, http://english.hankyung.com/
all/2017/07/19/0112541/more-gas-station-owners-show-willingness-to-switch-toselfservice-stations?setct=print&popup=1 (accessed on May 1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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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國。英國煉油廠以埃克森美孚所擁有的Fawley Refinery煉油廠產能最高，
14

約為330,000桶/日 。
英國的加油站數量從1973年的3萬間以上減少到2017年底的8千多間，主要
係因燃料零售商間的激烈競爭以及遵守環境監管成本增加，這有利於大型加油
站，因其每公升售出的成本較低，也導致許多較小的加油站在經濟、成本上
無法負荷，使得平均每年約有300間加油站關閉。2017年11月英國加油站的總
數量約為8,367間，其中，擁有最多據點的加油站品牌是BP，其次是埃索和殼
牌，前3家業者約占總加油站數量的40%。而從大型賣場擁有的加油站來看，
則以特易購（Tesco）經營的加油站數量最多，計有504間加油站，雖相對於石
油公司所擁有的加油站數較少，但大型超市零售商銷售的燃料量更大，約占英
國加油站燃料銷售量的45%，若進一步以HHI指標來看，則英國加油站市場的
HHI數值僅889.34，為相當競爭的市場。
其次，若觀察油品銷售量之市場概況，2017年英國各品牌加油站銷售的
汽車燃料市場份額，以特易購透過其遍布全國的眾多大型超市所銷售的燃料
最多，達到16.1%的市場份額，其後則是BP（15.2%）與殼牌（13.5%），埃索
雖然擁有全英國第二多的加油站數量，惟以油品銷售份額排序時，僅位列第4
名。目前大型超市在英國燃料零售市場的引入對該行業的形態產生了深遠影
響，由零售商（包括Tesco、Sainsbury's、Morrisons和Asda等）擁有及經營的大
型超市集團占2017年英國銷量的絕大部分，大型超市燃料零售商的出現是燃料
零售行業發生的眾多變化之一，且加油站數量的減少也是英國燃料零售業變化
的一個指標。
2. 油品訂價機制
英國加油站為自由競爭市場，汽油和柴油價格依加油站所處地區（如城市
和鄉村）及加油站企業經營類型（如零售商型態）等相關因素而有所不同。例
如因零售商間的競爭激烈，零售商較多的地區通常會出現較低的燃油價格，
而英國農村地區的加油站較少，駕駛通常沒有其他選擇，在加油站數量相對較
少、競爭程度較低下因此油價較高，並且農村地區加油站也更有可能是由規模
較小的獨立零售商經營，這些零售商必須有足夠的收入方能支付其業務成本，
故油品費率較高。而主要城市裡的加油站主要由超市等大型集團經營，可以提
14

Royal Automobile Club Foundation (2013). “UK Fuel Market Review”, Royal Automobile
Club Foundation, https://www.racfoundation.org/assets/rac_foundation/content/
downloadables/racf_deloitte-crude_oil-jan13.pdf (accessed on Sept 2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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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更具競爭力的價格，同時因為超市可以透過降低燃料價格來促進其餘業務的
提高，藉以吸引更多購物者登門消費，故超市型加油站更有可能降低費率。
此外，加油站設置距離也會影響汽油和的柴油的零售價格，原因在於較為
靠近煉油廠的零售商可以享有較低的運輸費用，故能提供更具競爭力的價格。
另一個造成燃料價格有所差異的因素是時機，如果加油站業者在石油價格低的
時候購買燃料，那麼他們可以比早先或之後以高價購買油品的競爭對手更具競
15

爭力，具備較高的降價空間，則所銷售的油品價格亦得以更為便宜 。
(四) 美國
1. 油品產業營運現況
美國的油品公司均涉入石油產業之上游（探勘及生產）、中游（運輸及儲
16

存）及下游端（煉製及配送） ，若以市值排序，2018年艾克森、雪佛龍與康
菲石油公司之市值分別為3,445.5億美元、2,390.6億美元和793.1億美元。其次，
就煉油廠數量而言，美國煉油廠數量呈顯著下降趨勢，自1982年的301座，減
少為2018年的135座，然而，煉油廠數量雖然降低，其煉製能力卻有不同變
化。原油產能由1982年之8.6百萬桶/日，減少為2000年之5百萬桶/日，至2018
年時則超過10百萬桶/日，亦即煉油廠數量減少但煉製能力反而持續提高。
另一方面，每日煉製能量超過1百萬桶之煉製業者分別為瓦萊羅能源公司
（Valero Energy Corporation）、馬拉松石油公司（Marathon Petroleum Corp）、
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 Corporation）、康菲石油分拆出來的煉油公司
菲利浦66（Phillips 66 Company）以及Andeavor石油公司（前稱特索羅石油公
司），日產能達1.1百萬桶/日至2.16百萬桶/日，前五大煉製業者約占有全美國
整體產能近50%。
觀察美國國內油品下游端市場變化，早期由大型石油業者經營下游零售市
場，至今僅有少部份（不到3%）仍由大型油品公司持有，絕大多數隨著國際
油價自100美元/桶下降至40美元/桶之際，促使油品消費量提升，進而帶動不同
加油站的商業模式，例如加油站結合便利店商店、加油站搭配汽車維護、加油
站與便利商店的餐飲與休閒服務整合等經營方式。再由美國加油站數量變化可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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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star, “Why do fuel prices vary from city to city?”, Allstar, https://www.allstarcard.co.uk/
this-matters-fuel/fleet-news/why-do-fuel-prices-vary-from-city-to-city/ (accessed on Sept
27, 2018).
Susan Dorling(2018), “List of American Oil Companies,” bizfluent, June 25, 2018, https://
bizfluent.com/list-6132944-list-american-oil-companies.html (accessed on August 1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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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2007年時美國加油站數量為106,032座，其後下降至103,858座，至2017
年時再回升為105,639座，數量減少原因包含可利用的土地有限，部份加油站用
地改為住宅用地以獲取更高利潤，同時亦因銷售油品對加油站業者而言非屬主
要獲利來源，而透過非油品業務項目所產生的獲利則超過50%，並且過往以汽
車修護產生收入的方法，也被汽車本身高度電腦化後改由設備診斷取代，導致
17

售油主體發生顯著變化 ，由美國加油站前10大業者排序可知，除了殼牌、埃
克森、雪弗蘭、BP等傳統油品公司外，尚包含Speedway、Circle K等零售型態
加油站，且市場占有率與傳統油品公司相近，可反應出美國加油站市場的商業
運作模式更迭，若以前十大加油站品牌計算HHI，則市場集中度約為400。
2. 油品訂價機制
根據美國能源資訊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簡稱EIA）表
示，原油成本是汽油零售價格的最大因素，其成本占零售汽油價格的份額隨
18

時間和地區而變化 ，計算比重的方法是以複合精煉廠購置原油成本的月平均
值，即煉油廠購買的原油平均價格，2017年估計約占汽油價格的50%。大體
上，美國油品價格的組成包含原油價格、政府稅項（如聯邦稅和州稅等）、分
銷費用及相關營銷費用、提煉成本及利潤等，以2017年的油品價格而言，政府
稅項占油品銷售價格比重約為19%，且個體經銷商開展業務的成本可能因所在
地而異，這些費用包括人事成本、設備、租賃費用或租金、保險、間接費用以
及州和地方費用等，因此即使是彼此相鄰的零售站也可能有不同的營銷模式、
租金和影響其汽、柴油價格的原因，並且當地競爭對手的數量和位置也會影響
其價格，故美國油品價格係市場自由訂價，並不存在政府計價機制。

四、我國浮動油價機制對經濟與民生的影響
依據前述分析可知，我國自採行浮動油價機制後，仍曾因國際原油價格大
漲，政府為避免國內消費者受到油價上漲衝擊，而採取凍漲措施與多元吸收方
案。就我國而言，由於進口原油約占供油成本的8成，因此根據目前國內汽、
17

18

Erin Biba, “Fuel use is at a high - so why are fewer drivers headed to the petrol pumps?”,
BBC,February 7, 2017, http://www.bbc.com/autos/story/20170203-the-end-of-the-fillingstation (accessed on Sept21, 2018)；公司新聞，「非油业务不是光靠卖油！看各国加
油站非油业务如何化身盈利翘楚」」，2018年8月3日，北京東方銳吉國際展覽有限
公司，http://bdfexpo.com/shownews.asp?cid=66 (accessed on August 17, 2018)。
EIA, “Factors Affecting Gasoline Prices,” https://www.eia.gov/energyexplained/index.
php?page=gasoline_factors_affecting_prices (accessed on Sept2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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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浮動油價調整機制 ，國內稅前批發價反映進口原油變動幅度也約8成。惟
汽、柴油稅後零售油價內含貨物稅、能源與環境負擔及營業稅等稅費，因此進
口原油成本變動幅度約為稅後價格的5成，故油品稅後價格較稅前價為高，圖1
說明國際油價漲跌連動國內油價變化關係。（梁啟源，2009）

圖1

國際油價連動國內油價變化關係圖

若以國際油價下跌50%為例，由圖1可知，國內油價稅前批發價約下跌
40%（＝50%×80%），而稅後零售價約下跌25%（＝50%×50%）。由此油
價跌幅即可進一步利用臺灣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估算對臺灣整體及各部門產
出價格及GDP成長影響，如表所示。由表可知，此波油價下跌情勢預估將使
製造業之產出價格下滑1.93％，並使GDP成長0.32％。而運輸業因其油品支出
占總生產成本比率較高，故油價下跌對其產出價格影響和GDP成長較大，約
分別為-4.45%、1.46%。此外，本文亦試算國際油價下跌50%致使國內油價調
降25%，對我國消費者物價指數的影響，估算結果顯示，台灣整體消費者物價
指數將下跌1.17%，其中以行和能源兩類消費品項物價影響幅度較大，約分別
為-4.33%、-3.88%，如表所示。

19

調價指標以普氏（Platts）報導杜拜（Dubai）與布蘭特（Brent）之國際指標原油，
分別以70％以及30％權重計算，調價幅度則係每週（週一至週五）按調價指標與上
週均價（含匯率）變動幅度之80％，作為國內汽、柴油價格稅前價格調整基準，調
整後之價格且需維持亞鄰競爭國（日本、南韓、香港、新加坡）最低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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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國內油價下調25％對經濟影響
單位：%

業別

產出價格變動

GDP成長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323

1.679

製造業

-1.931

0.322

水電燃氣業

-0.262

0.026

營造業

-0.593

0.145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4.451

1.461

整體服務業

-0.504

0.209

資料來源：本文估算。

表6

國內油價下調25％對消費物價影響
單位：%

商品別

變動率

食品

-0.994

住宅服務

-0.285

行

-4.333

能源

-3.879

衣育樂及其他

-0.538

CPI

-1.167

資料來源：本文估算。

五、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油品價格之執法立場
由於油品乃民生必需，故當油品價格上漲時，往往會引起民眾討論與政府
密切關注，民眾通常要求政府就油品漲價進行調查，政府也因此進行油品市場
與訂價的調查研究。回顧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案例與文獻，油品價格於競爭
法可能涉及4個問題：獨占事業不當決定價格、聯合訂價、限制轉售、政府行
政指導涉及之限制競爭問題。
油品具高度同質性、一定透明的價格、穩定的需求及事業的垂直整合等特
性，有利企業間協調油品價格或根據對手行為調整價格。因此，市場上事業販
售油品價格同一可能是油品市場的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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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油品價格，為避免此一問題產生，聯合訂價乃成為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
於油品價格執法時所關注的焦點。
但是，根據市場實際情況，各家油品價格呈現一致時可能還有其他原因。
這也是為什麼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於執法時，最大困難乃舉證聯合行為之合
意。雖然目前已發展所謂「一致性行為理論」，就各事業油品訂價同一，推論
其間具有聯合之合意。然而，如前所述，油品產品具高度同質性、一定透明的
價格、穩定的需求等，事業間可能是因為跟隨其他事業訂價而反應價格，而產
生所謂的「平行行為」。（何之邁，2006）
以下介紹日本、南韓、新加坡與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油品價格的執法
立場。
(一) 日本
日本競爭法主管機關乃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㸾⚱ㇰⲯ➼ḿ），根據過
去案例與調查，其對於油品價格之執法立場，主要關注聯合行為與不當低價銷
售行為之調查。
根據日本有關私的獨占禁止及公平交易確保法律（䲜䥟䗇☻の䱜㸽⚥び⑇
㸾⚱ㇰの䮕ἂに桽する㾰㉦琪ᴰ䴌䙃☻䱜㸽㾰）之立法目的，日本公平交易委
員會應致力於維持市場之公平競爭及交易秩序，並以保障市場經營者及消費
者利益為旨。在日本，大部分加油站係由國內中小企業所經營，且因進入市場
條件較低，國內油品市場競爭十分激烈。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發現某些加油站
所販售之油品，價格低於其供應成本，為避免有違市場競爭且傷害交易秩序
之情形發生，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因而開啟對國內石油市場之調查。（OECD,
2013）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基於維護國內油品市場之公平競爭，投入相當人力
進行「有關汽油流通實態之調查報告書」（ガソリンの⚱ㇰに桽するフォロー
アップ嶚㫖について）。（馬泰成等，2006）
企業之價格競爭，應透過經營及管理以持續提升商品競爭力之方式鞏固消
費者。反之，若企業經營方針係於罔顧企業利益之情形且不符合成本效益，持
續提供削價商品作為吸引消費者的手段，即有損市場價格競爭。該不正當低價
銷售手段，以價格低於供應成本的方式販售產品，不僅銷售企業蒙受損失，亦
將因此損及其他於同一產品市場經營企業之利益，傷害市場交易秩序，故日本
公平會於2001 年12 月14 日訂頒之「對於汽油等流通之不當廉賣、差別對價等
因應」（ ガソリン两の䀜拵におけるᴲ㈮ㆤ⯍琪ド─⻙Ệ两への⻙㊷につい
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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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價銷售行為主要歸因於發行商和零售商的油品供應契約。契約限制零售
商僅能從單一供應商輸入油品，作為零售商使用供應商商標的條件。觀諸日本
獨占禁止法的規範，考量供應商為控制產品品質，允許以限制零售商輸入管
道，作為維持商標商譽的手段，具有實質關聯性。然而，因油品品質和商標表
徵不具實質關聯性，商標僅係區別之功能矣，故發行商於契約內所為之限制，
其正當性顯有疑義。（OECD, 2013）
根據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有關汽油流通實態之調查報告書，指出3種供應
商可能違法日本獨占禁止法之情況：1. 濫用其商標權，減損零售商於油品市場
的競爭功能。2. 透過其品牌影響力限制零售商僅能銷售低價油品，妨礙零售商
之營業自由。3. 限制零售商油品取得管道。然而實際上透過供應商輸入的油品
和商標關聯性甚低。
(二) 南韓
南韓競爭法主管機關為南韓公平交易委員會（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
KFTC），根據過去案例，其對於油品價格之執法立場亦主要關注聯合行為之
調查。
為瞭解南韓油價相對於原油價格變動長期不對稱上漲的情況，政府要求相
關單位對於煉油業者之不合理定價予以說明，南韓公平交易委員會並依據「不
相稱誤差修正模型」，以迴歸分析檢證國際原油價格、南韓國內油品批發價
格、零售價格的漲跌幅是否存在跌少漲多及向下僵固性之不相稱現象。實證結
果發現：「1. 南韓國內各種油價變數出現漲多跌少的不對稱現象，受多種因素
影響；2. 國際油價與南韓國內批發油價及時性價格變動具對稱性，但長期則是
不對稱性，南韓國內批發與零售油品價格變動均具對稱性；3. 由長期不對稱誤
差修正模型觀之，若以 WTI（西德州原油）為調價指標，南韓國內車用汽油
零售價呈現漲幅大於跌幅之不對稱現象；若以 70%杜拜＋30%布蘭特為調價指
標，則其國內汽油零售價則呈現跌幅大於漲幅之不對稱現象。」（公平交易委
員會，2011）
由於南韓油品市場主要有4大煉油企業（SK、GS、S-OIL、Hyundai），
因韓國油品市場採取供應鏈垂直整合之經營模式，形成輕油市場集中而不易變
動之情形，如此導致其競爭之疑慮，南韓石油工業之結構，促使其煉油業者能
有效地組織卡特爾。（公平交易委員會，2011）為了維護競爭並保障消費者權
益，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於2011年曾針對4大煉油廠違反韓國公平交易法及試
圖減損市場競爭之企業行為予以處置和裁罰，例如不正當聯合行為（Impr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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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ted Act)）與專屬契約（Exclusively Dealing Contract）。（OECD, 2013）
(三) 新加坡
新加坡競爭法主管機關為新加坡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CCCS），執法依據為2004年通過的競爭法
（Competition Act, Chapter 50B），對於油品價格之執法立場，主要關注聯合行
為之調查。
值得一提的是，在競爭法立法過程中，曾討論重要行業（如能源）是否納
入競爭法規範範圍。根據文件顯示：「新加坡政府解釋有關豁免是基於公眾利
益（例如國家安全）或考慮到某些重要行業及領域是由壟斷式經營開始發展，
因此需要適當的時間以過渡至一個較競爭性的環境營運。新加坡政府亦指出雖
然這些重要行業和領域未納入新法例的規管範圍，它們將會由所屬行業的規管
機構所規管。此等針對個別行業的規管機構具有相關行業的專業知識，更適合
處理有關行業的競爭事宜。新加坡政府承諾在新法例實施後，會因應市埸發
展，檢討對此等行業的豁免。」因此，新加坡政府最後認為競爭法雖不規範重
要行業，但重要行業會由該行業特別規定所規範，並會因應市埸發展，檢討對
重要行業的豁免。
新加坡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近年曾就油品零售價格進行3次市場調查
（Market Inquiry on Retail Petrol Prices in Singapore）。第一次調查結果公布於
2011年，調查報告提及雖然市場結構存有聯合行為的重大風險，但沒有證據證
明有此行為；第二次調查於2016年發布調查結果，提及根據所蒐集的市場資
訊，縱使汽油公司監測彼此的價格並據此反應，仍沒有證據證明有油品聯合訂
價的行為；2017年新加坡競爭委員會發布零售汽油研究，建議提高油品價格的
透明度，可以幫助消費者做出更明智的決定，並鼓勵更有效的競爭。
(四) 美國
美國競爭法的成文法為國會制定的休曼法（Sherman Act）、克來登等競
爭法（Clayton Act）與聯邦交易委員會法（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等（王立達，2009），一般統稱上述3個競爭成文法為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s）。回顧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過去執法立場，對於獨占性訂價的管制，美
國競爭法執法單位原則上尊重市場機制，不會直接介入事業訂價行為。主要
關注2個油品市場競爭問題：事業結合與聯合行為，涉及主管機關發布的水平
結合處理原則（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及事業結合有關之施行指令/措
施（the FTC merger enforcement orders/actions）。（OECD, 2013；馬泰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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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關於聯合行為之執法，美國司法部於1970年後在數州提起涉及地方油品市
場聯合訂價的刑事訴訟。就油品價格訂定，可以數據觀測是否有「異數」，以
作為明示或默示聯合行為的指標。針對油品市場的計畫，聯邦交易委員會主動
監控汽柴油燃料的批發及零售價格，以掌握價格趨勢，其經濟部門（the FTC’s
Bureau of Economies）從油價數據蒐集私人公司及美國能源部（U.S. Department
of Energy）所定期收集的數據資料與其他相關資訊，並用經濟模型檢測是否有
異數，該監控計畫使聯邦交易委員會得以警覺汽柴油價格的不尋常異變，並
得以迅速進行調查，惟價格異變僅係表示發生某些變化，而非指明有反競爭
行為或聯合行為的存在。當價格異變不是源自市場導向的原因（market-driven
causes）時，聯邦交易委員會將諮詢美國能源資訊管理局（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並聯絡該州檢察官辦公室，以商
討可採取的行動。（OECD, 2013）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自2002年啟動油價監測計畫，觀測美國主要城市供應
鏈價格變動狀況。監測方法係由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經濟部門，接收各方（私
人企業和美國能源部）提供的價格數據，建置計價模型，判定油品供應鏈價格
異常情況。若系統提示價格存在異動情形，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即迅速行動。
若發現價格異常情形和市場無關，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則會轉向能源部諮詢，
瞭解價格變動可能成因，同時聯繫州立司法部門，討論異常狀況及後續調查行
動。美國司法部不會預先監測商品價格，不過，因其加入油價詐欺調查小組
（The Oil and Gas Price Fraud Working Group），於違法行為發生時，始開啟司
法調查。（OECD, 2013）
司法部長和聯邦及州政府合作監督油品市場交易秩序，司法部邀請聯邦機
關和州檢察長進行協調磋商，研擬調查方向及目標，隨後召集各部會代表（司
法部、全國檢察長協會、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聯邦貿易委員會、財政部，聯
邦儲備委員會、證券交易委員會、農業部、能源部），成立油品價詐欺小組，
掌握國內油價格波動情形，預防潛在違法行徑傷害消費者利益。油品調查小組
觀察油品市場，有無證據顯示事業單位實行違法價格操作或詐欺行為，並關注
油品市場發展、供需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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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浮動油價機制與業者限制競爭行為疑慮之探討
我國油品市場是否存有聯合行為，向來為各界關注之焦點。我國採浮動油
價機制後，中油公司根據浮動油價機制調價，已無自主決定調價空間之自由，
台塑石化則是價格跟隨，造成難以判定二家有聯合行為。有學者研究：「惟浮
動油價調整機制本身屬於促進行為而可能成了行為面證據之一，若再蒐集更多
的周邊事證，以檢視同步同幅調整油價之行為是否導致市場競爭之減損，應可
進一步判斷雙占廠商同步同幅調整油價的行為屬於廠商之平行行為，抑或聯合
行為？此為公平交易法主管機關之一大挑戰。」（陳文生等，2011）
承上，我國油品市場之特殊性，在於存有浮動油價機制而呈現一定管制、
尚未完全自由化之現況，並有主管機關經濟部及石油管理法存在，故我國公平
交易委員會能否適用公平交易法容有討論空間。因此，本文欲分析浮動油價
機制與業者限制競爭疑慮之關聯，勢必須釐清幾個問題：首先，浮動油價機制
之法律性質為何？屬法律、法規命令、行政規則，抑或行政指導？再者，浮動
油價機制能否適用公平交易法第46條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優先適用
本法之規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且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者，不在此限。」其
次，若浮動油價機制造就外觀上一致性結果，競爭法主管機關應如何執法，或
政府應如何為通盤之考量？
(一) 公平交易法第46條之執法立場
按現行公平交易法第46條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優先適用本法之
規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且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者，不在此限。」本條規定
民國80年02月04日制定之立法理由為：「一、事業已有其他法律予以規範者，
如電業法、銀行法、郵政法、礦業法、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保險法、
農業發展條例等，該等特定企業所為之營業上行為，已為特別法所容許，且有
其主管機關加以監督，自無須再由本法予以管理，故不適用本法之規定。二、
基於公平交易原則，除其他法律已有規定者外，均有公平交易法之適用，惟鑑
於我國公營事業、公用事業、交通運輸事業多年來一直肩負著經濟政策之考
量，一時之間，在營運上恐難適應，故明定其基於國家政策經行政院許可之行
為，於本法公布後五年內，不適用本法之規定，以為緩衝。」
後於民國88 年2 月3日修正，其修正理由：「一、依現行條文規定，事業
雖為公平交易法所規範之禁制行為，如其他法律明文規定且在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監督之下得以為之，則排除公平交易法之適用。為確立公平交易法為經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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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之立法旨意，爰規定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始得排除適用
公平交易法。二、所謂『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應考慮特別法與普通法之法
律適用原則、其他法律之立法時間與立法目的，以調和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
促進整體經濟利益。三、第2項刪除。公平交易法自80年2月4日公布已逾5年，
爰刪除原條文第2項關於公營事業、公用事業及交通運輸事業行為排除公平交
易法適用之規定。」
最新修正於民國104年2月4日，修正理由：「為確立本法為經濟之基本
法，就事業競爭之行為，優先適用本法之規定，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僅於不
牴觸本法立法意旨時，始得優先適用，爰酌作文字修正。」
從上述立法理由與修正理由可知，本條立法意旨在於確認公平交易法為經
濟之基本法，就事業競爭之行為，優先適用本法之規定，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者，僅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時，始得優先適用。至於何謂「不牴觸本法立法
意旨」，則須就個案個別情況而為綜合判斷。
而參照105年公法字第10515602813號函釋，說明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
立法或依法律明確授權訂頒法規命令之方式，訂定定價公式或其他定價審酌因
素、或為其他限制事業競爭之行政行為，得否排除公平交易法之適用問題。
依公平交易法第46條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優先適用公平交易法，其
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僅於不牴觸公平交易法立法意旨之情形下，始得排除公平
交易法之適用，其判斷須考慮該其他法律相關規定之規範目的是否悖於公平交
易法第1條『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
安定與繁榮』之立法目的。例如具有自然獨占特性之產業，已無法透過市場競
爭之運作引導資源作最有效率之配置，故可認依其他法律規定所實施之價格管
制，不牴觸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此外，當社會普遍認為對於特定經濟活
動，在競爭之外有更重要之目標，而市場競爭運作結果會妨礙此社會目標之實
現時，透過法律限制競爭亦應認不牴觸公平交易法立法意旨。
主管機關若以行政規則訂定價格或為其他限制事業競爭之行政行為，因行
政規則未如法規命令係依一定之法定方式及程序訂定，事業依循該行政規則而
不為或減少競爭，難謂符合公平交易法第46條「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之要件，
尚無法排除公平交易法之適用。
至定價公式或其他定價審酌因素倘係由同業公會在無法律依據下自行訂定
於會員自律規範中，縱經主管機關備查或核定，惟因同業公會為公平交易法第
2條所規範之事業主體，其行為屬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4項所稱同業公會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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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聯
合行為型態，仍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聯合行為禁止規定之虞。
本函釋主要闡述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立法或依法律明確授權訂頒法規
命令之方式，訂定定價公式或其他定價審酌因素、或為其他限制事業競爭之行
政行為，得否排除公平交易法之適用問題。公平交易委員會就此問題認為，首
先須具有公平交易法第46條「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之要件。再者，須考慮該其
他法律相關規定之規範目的是否悖於公平交易法第1條「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
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之立法目的。
(二) 我國浮動油價機制之定性與他國案例探討
所謂浮動油價機制，其全名為「國內汽、柴油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
則」，係由經濟部報請行政院財經小組會議通過後，中油公司即據以辦理調
價作業，並由經濟部督導及核定。「國內汽、柴油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
則」，並無記載係以何法律為其授權依據。而石油管理法中唯一與油價相關之
第21條規定：「油源不足或油價大幅波動，有影響國內石油穩定供應或國家安
全之虞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實施緊急時期石油管制、配售、價格限制、安全存
量調整提撥及運用措施。前項措施之實施條件、時機、程序、適用對象、範
圍、實施內容及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緊急時期石油處置辦法，報請行政
院核定之。」然該條就浮動油價機制並未有明確之授權，亦無從依該條規定解
釋，推知立法者有意授權經濟部就浮動油價機制，以命令為補充，故石油管理
法尚不足為浮動油價機制之授權依據。
就此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似認為：「中油公司自2007年1月實施之『國內
汽、柴油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則』，是經由經濟部報請行政院財經小組會
議通過後，中油公司即據以辦理調價作業，並由經濟部督導及核定。中油公司
歷次調價均須通報經濟部備查，並有層層通報機制；之後再提供當次調幅比較
表及調整金額計算、原油價格、當月卸收原油油價、預估盈餘及調價後與亞鄰
各國價格比較等資料，供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及能源局等主管機關監督，故
中油公司調價的妥適性、盈餘的管控均有主管機關進行監控，非屬一般事業得
因其營運條件自主調整產品價格，有相當的行政屏障，縱使台塑石化亦依據浮
動油價機制調整汽、柴油產品的價格，亦與獨占事業利用其獨家支配市場優勢
地位追求違法獨占利益的訂價行為並不相同。」（陳浩凱，2014）
當事業行為已有其他法律、法規命令或行政指導予以規範者，特別是事業
行為已為特別法所容許，且有其主管機關加以監督。此時，競爭法主管機關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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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執法，又應如何評價如此事業行為，本文整理日本與美國執法經驗，希作
為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之參考。
1. 日本
因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於1970年大幅調高原油價格，導致讓日本油品價格上漲，因而引起日
本物價攀升。日本政府解決因油品上漲所致之物價攀升問題，日本通產省於
1971年油品事業實施油品產量及油價調漲之行政指導分針。依該行政指導分
針，油品事業於每桶原油 10 分美金之漲幅內應自行吸收，並就各種油品分別
訂有漲幅上限參考。同時另要求各油品進口商於漲價前，就其油價漲價幅度與
時間應通知通產省。
在此油品行政指導方針下，12 家石油進口公司（合計銷售量達日本油品
市場 80%占有率）於昭和 1973年經過 5 次聚會，合意一定油價漲幅及同時漲
價。就上述聯合漲價行為，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1974年勸告審決認為：12家
石油進口公司協定油品價格之行為，違反同法第 3 條後段關於事業實施聯合行
為之禁止規定，並因而向檢察總長提出聯合行為之犯罪的告發。後經高等法院
審理犯罪成立，被告不服因而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訴，最後最高法院維持有罪判
決。（馬泰成等，2006）
日本法官關於此案之判決理由，有學者整理重點為：「本案是否構成聯合
行為之犯罪，關鍵在於案情含有通產省之行政指導得否以之作為阻卻違法事
由。…油品業者協定調漲油價之案情部分，則係出於行為人自主的合意而實
施，就此部分行為人仍有違法性意識，即應認定其成立犯罪。有關油品業者協
定調漲油價之案情部分，何以未能依據行政指導作為阻卻違法之事由，本案最
高法院之判決理由有更為明確之說明。首先，該判決理由揭示一利益衡量之
違法判斷原則：即獨占禁止法之終極目的在於『促進國民經濟民主的健全發
展』，因此業者依據適法的行政指導達成價格協定之合意，形式上雖然構成價
格之聯合行為，惟實質上倘未牴觸此獨占禁止法之終極目的，則應認定該行為
具備違法阻卻事由。然而，本案通產省之價格行政指導僅係公告油價漲幅上限
之參考數據，油品業者卻合意於特定期日同時將各自油品價格調漲至該漲幅上
限之額度，核其所為業已逾越價格行政指導得以容認之程度，即應認定本案油
品業者未能依據行政指導阻卻價格聯合行為之違法。」（馬泰成等，2006）
2. 美國
關於美國執法經驗，可供我國參考者乃當產業管制與反托拉斯法衝突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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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理，其次是競爭法主管機關如何看待哄抬物價禁止之立法，再來是當事業
以法律之規定或輔以政府機關之背書而破壞他國競爭法下所建立之競爭秩序。
關於產業主管機關作為或各州立法有無牴觸美國競爭法，因促進競爭為聯
邦交易委員會之重要任務，其促進競爭方式包括對聯邦或州之法規提案提供其
證詞或評論、建議，以及在公共論壇提倡競爭原則。如聯邦交易委員會曾對紐
澤西州法律提案提出評論，該法律提案允許汽油零售業者訂定低於成本價之訂
價，但係於無意圖損害或實質上減少競爭之情況下，委員會對此予以認可。某
些情況下，低於成本價之訂價係有利於消費者，且根據委員會過往經歷，在上
開情況下減少售價對消費者並無損害，若零售商得透過訂定激烈競爭價格加強
競爭能力，則消費者得從中受惠。該評論報告中亦引用最高法院之看法，最高
法院認為原則上低價是對消費者的恩惠，低於成本價之訂價如不損害競爭，則
對反托拉斯法無足輕重。
至於當國會或州欲就民生物資價格另立特別法規範，應如何評價，於制定
相關條文時，應著重那些層面。再者，事業得否因其法律之規定或輔以政府機
關之背書，阻卻其妨礙競爭行為，而破壞該國競爭法下所建立之競爭秩序，亦
或該國企業縱有非出於己願之限制競爭行為，也不得作為免責事由，即國家政
策與競爭政策應如何調和之問題。美國司法實務是以2004年為界，2004年以前
多認為除非政府管制措施明顯牴觸反托拉斯法，否則美國反托拉斯法應該優先
適用，儘量排除反托拉斯法豁免之可能。（楊忠霖，2018）
2004年之後，以Verizon v. Trinko案為轉折，法院開始有不同的看法。該案
法院認為：「在考量特定產業環境時，一項重要因素即為產業內是否存在嚇阻
或補救反競爭傷害的管制性機制，當管制性機制存在時，執行反托拉斯法對於
競爭的額外助益相當有限，因此沒有必要再接受反托拉斯法的額外審查；相對
的，當特定產業的管制機制中並未提供類似反托拉斯法功能時，此時執行反托
拉斯法對於競爭的助益即較為顯著，因此即有必要接受反托拉斯法的審查，此
時即可考量擴張休曼法第2條適用範圍。」（廖賢洲，2005）整體而言，近年
美國法院似乎對反托拉斯法執行越來越懷疑，相對的，越來越肯定管制機關能
夠適當解決市場失靈問題。（楊忠霖，2018）

七、結論與建議
為避免台灣中油公司和台塑石化等兩家業者雙占，可能產生聯合訂價隱
憂，我國於2007年啟動「浮動油價機制」，主要目的在於建立資訊公開透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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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合理的調整機制、減少人為干預，讓油價調整回歸市場並與國際接軌。惟
即使存在油價調整公式，中油及台塑石化的價格經常維持一定的價格差距，衍
生油價對於市場之自由競爭、消費者權益等面向的諸多討論。本文蒐集英國、
美國、韓國、中國大陸等國資料，發現在油品產業鏈中的石油煉製部份，因需
要較大的資本投入，僅有少數供應者或透過整併僅餘3~4家業者。但加油站市
場則視地理區位和人口數量，存在較多品牌業者，且朝多元商業模式發展，使
得加油站市場競爭激烈。
其次，開放油品市場自由化為國際主要潮流，除了中國大陸主要油品公司
仍為國營事業，以及出於對油品市場管理的需要，設有油價訂價機制並適時提
出各項指導方針外，英國、美國、韓國係讓市場自由訂價及競爭，並未對油
品設立油價訂價機制，大體上僅會透過行政措施（例如環保要求、庫存天數、
油品品質、稅費徵收）作為管理方式，加上各國加油站市場業者會透過不同競
爭方式吸引消費者（例如推出顧客忠誠計畫），因此油品宣告牌價並不一定等
同於最終銷售價格，而且地理區位差異也是影響加油站業者訂價能力的特徵之
一，故無論該國是否存在油價訂機制，均未影響加油站市場的競爭狀況。
世界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雖然也關注油品事業間有無聯合訂價行為，卻也存
在執法上的困難性，可知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難以釐清油品價格調整係屬聯合行
為或平行行為，在國際間非屬特例。此外，南韓、新加坡、香港、日本及歐盟和
英美等國的油品產業，其油品市場均已自由化，並且由市場供需決定最終價格，
對照我國現況，雖然施行浮動油價機制，但仍隱見有主管機關介入的影子，且相
關法規未能鼓勵業者從事多元化業務推展，和國際發展趨勢並不一致。
另一方面，「國內汽、柴油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則」非屬經立法院通
過且總統公布的法律，又非屬法規命令，得否適用公平交易法第46條規定，即
存在很大的爭議，且「國內汽、柴油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則」雖未限制人
民的自由權利，但油品價格屬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原則上仍應有法律或
法律明確的授權，經濟部始得據以訂定法規命令。
經由探討英國、美國、韓國、中國大陸等主要國家制訂油品調價機制的作
法及對各國油品市場的影響、國內浮動油價機制施行對經濟發展、民生消費、
業者營運的影響、國內外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油品價格的相關案例後，本文的主
要建議如下：
(一) 致力於油品市場透明化以因應聯合行為執法困境
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時要判斷雙占事業同步、同幅調整油品價格，究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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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平行行為，抑或聯合行為，在無直接證據下，本就是一件困難任務，加上
浮動油價機制之存在，更是一大挑戰，即使日本、南韓、新加坡、美國等國家
或區域的競爭法主管機關也面臨聯合行為的執法困境。針對此一困境，上述各
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多轉而致力於油品市場透明化，以幫助消費者做出更明智的
決定，並鼓勵更有效的競爭，值得我國借鏡。
(二) 浮動油價公式仍有再檢討空間
因台灣中油公司在計算成本結構時，係將各部門統一進行會計報表編製，
並未依各事業部門設立獨立會計帳務，故是否在計算油價變動時需加權80%作
為反映進口原油成本變動值得進一步檢視，或可考慮每年重新設算油品生產成
本結構當中歸屬於國際原油成本變化的比重，以及進口油品來源地區，藉以作
為油價公式當中的權數設定參考，俾利貼近國內最新經濟情勢。惟浮動油價機
制係因應國際油價飆漲時期的非常做法，加上浮動油價機制已行之有年，政府
應尊重機制不宜進行價格漲跌干預。而長遠之計，則是油價的決定仍宜回歸由
市場機制決定。
(三) 視油價調整機制不同宜有長短期作法
浮動油價機制的全名為「國內汽、柴油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則」，係
中油公司辦理調價作業的依據，並由經濟部督導及核定。惟「國內汽、柴油浮
動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則」非屬經立法院通過且總統公布之法律，亦非屬法規
命令，得否適用公平交易法第46條規定，向有爭議。
檢視我國現行浮動油價機制，短期內在浮動油價機制仍沿用，亦未立法排
除公平法適用的前提下，建議公平會訂定油品市場案件處理原則，持續蒐集國
內油品訂價是否有反競爭的作為。長期而言，油品價格仍宜回歸市場機制，則
公平會仍應持續檢視產業競爭情況，惟若考慮產業主管機關具有較為專業的產
業知識，更適合處理產業相關議題，而將油品行業排除於競爭法規範之外時，
仍宜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調公平交易委員會將競爭法精神納入石油管理法
中，使符合公平交易法規定，則可適用公平交易法第46條，同時善盡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管理與督導的責任。

各國油品產業訂價策略之比較研究

243

參考文獻
一、 中文部分
1.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發展改革委：國內成品油價格按機制上
調」，2018年1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8)。
2.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成品油價稅費改革方案（徵求意見稿）」，
2008年12月5日公告，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2008)。
3.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商務部令2006年第24號公佈《原油市場管理辦
法》」，2006年12月4日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06)。
4.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國 家 發 展 和 改 革 委 員 會 ， 「 石 油 價 格 管 理 辦 法 （ 試
行）」，發改價格[2009]1198號，2009年5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
和改革委員會(2009)。
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提高國內
成品油價格的通知」，發改價格[2015]219號，2015年5月11日，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5)。
6.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進一步
完善成品油價格形成機制有關問題的通知」，發改價格[2016]64號，附件《石油價格管理辦法》，2016年1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
委員會(2016)。
7.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進一步完
善成品油價格形成機制的通知」，發改價格[2013]624號，附件-《石油價格
管理辦法（試行）》，2013年3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
員會(2013)。
8. 加油站營運管理，「行業數據｜2017年中國成品油批發與零售市場現狀分
析及未來發展方向預測『圖』」，每日頭條(2017)。
9. 台灣中油公司，「國內低硫燃料油價格調整作業原則」，2014年9月5日實
施，台灣中油公司(2014)。
10. 台灣中油公司，「國內汽、柴油浮動油價調整機製作業原則」，2013年2月
5日修正實施，台灣中油公司(2013)。
11. 台灣中油公司，「2016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中油公司(2016)。
12. 台灣中油公司，「國內汽、柴油浮動油價調整機製作業原則」，2013年2月
5日修正實施，台灣中油公司(2013)。

244

第 25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3. 台灣電力公司，「燃料成本變動對台電公司之影響評估及因應對策研
擬」，台灣電力公司(2012)。
14. 台灣電力公司，「燃料成本變動對台電公司之影響評估及因應對策研
擬」，台灣電力公司(2012)。
15. 朱立毅、劉錚，「背景：我國成品油價格調整及成品油價稅費改革15年之
路」，《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網站(2008)。
16.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為持續瞭解國內油品市場發展概況，已連續多
年就集團加油站業者進行產業調查，以有效掌握並瞭解國內油品市場的產
業現況及競爭情形」，公平交易委員會新聞資料(2017)。
17.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有關媒體報導中油公司與台塑石化公司幾近同時
同幅調整油價案，本會已主動立案進行調查中(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院
消費者保護會-消費資警訊(2014)。
18. 李秉正、陳家榮、李政峰、張其祿、張景棠、張雅涵、陳文生，「國內油
品市場之相關研究」，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98年委託研究報告4(2009)。
19. 亞洲潔淨燃料協會，「韓國-燃料質量進展」，《亞洲潔淨燃料協會月
刊》，第8卷，第4期，2010年5月刊，亞洲潔淨燃料協會(2010)。
20. 林茂文，「浮動油價的關鍵報告」，財團法人中技社專題報告(2016)。
21. 林茂文，「浮動油價機制之推動與執行」，2011年4月能源報導(2011)。
22. 馬泰成、許松根、顏廷棟，「國內油品產業結構、廠商行為與競爭法規
範」，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九十五年度委託研究計畫(2006)。
23.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實施成品油價格和稅費改革的通知」，《稅務公
報》，2008年第12期，國家稅務總局(2008)。
24. 張玉山、馬泰成、俞慧芸、林金郎、楊佳慧、劉丁己、李正芳、李喬光、
李欣慧、黃舒彥，「公平交易法對油品市場全面自由化後事業競爭行為規
範之研究」，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九十一年度合作研究報告六(2002)。
25. 梁啟源，「中央銀行委託計劃-能源價格波動對國內物價與經濟活動的影
響」，《中央銀行》，31(1)，17-42，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2009)。
26. 梁啟源，「中油公司民營釋股策略」，《台灣經濟預測與政策》，29(1)，
99-133，TSSCI (1998a)。
27. 梁啟源，「加油站區域市場劃分暨垂直性限制競爭條款與公平交易法之相
關性分析」，《第七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168，臺北：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001a)。

各國油品產業訂價策略之比較研究

245

28. 梁啟源，「石油業自由化時程之研究」，中國石油公司委託研究計劃
(1997)。
29. 梁啟源，「石油業自由化與民營化政策之研究」，《台灣經濟預測與政
策》，2(29)，65-95，TSSCI (1999)。
30. 梁啟源，「隨油課徵汽車燃料使用費之經濟分析」，《我國汽車燃料使用
費隨油徵收作業規範暨因應配合措施研討會》，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中華
大學交通管理學系(1998b)。
31. 許松根、馬泰成、顏廷棟，「國內油品產業結構、廠商行為與競爭法規
範」，公平交易季刊，第15卷第4期，頁1-44，公平交易委員會 (2007)。
32. 郭佳韋、蘇治維，「煉油及乙烯產能」，核能研究所-能源經濟及策略研究
中心(2016)。
33. 陳文生，「國內油品市場結構與定價行為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
第20卷第2期，頁65-116，公平交易委員會(2012)。
34. 陳文生、陳豐津、陳家榮，「浮動油價調整機制與涉及聯合行為疑義之
探討」，《公平交易季刊》，第19卷第2期，頁39-104，公平交易委員會
(2011)。
35. 陳浩凱，「以獨占事業的觀點論析國內油品批售市場價格的調整！」，
《公平交易委員會電子報》，第6期，2014年7月，公平交易委員會(2014)。
36. 馮連勇、胡燕、孫王敏，「對完善我國現行成品油定價機制建議的幾點
思考」，《價格理論與實踐》，2009年第7期，頁41-42，中國價格協會
(2009)。
37. 黃奕儒，「高密度、高壓力——加油站市場現況與經營策略」，2004年5
月，能源報導(2004)。
38. 經濟部，「經濟部公布油價平穩機制 95無鉛超過30元緩漲」，2018年5月11
日，《經新聞》網站(2018)。
39. 聚貿資訊，「外資民企大規模切入成品油零售市場競爭加劇」，取自http://
www.sohu.com/a/225365496_100033001 (2018)。
40. 劉倩，「國家發改委：汽、柴油價格每噸分別提高180元和175元」，2018
年1月12日，《人民網》網站 (2018)。
41. 劉華美，「公平交易法對油品市場之規範」，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36卷第1期，頁55-156，財團法人臺大法學基金會(2007)。
42. 蔡宗儒，「寡占市場中廠商之平行行為與一致性行為──兼評中油、台塑

246

第 25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聯合漲價案」，國立高雄大學法學論叢，第4期，117-152頁，國立高雄大學
法學院(2008)。
43. 何之邁，「平行行為乎？一致性行為乎？─評析中油、台塑油品調價
案」，第58期，臺北大學法學論叢(2006)。
44.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舉辦『競爭法主管機關在高通膨時代的角色』
研討會會議報告」，公平交易委員會出國報告(2011)。
45. 楊忠霖，「競爭法與經濟管制」，《公平交易季刊》，第26卷第1期，頁
1-48，公平交易委員會(2018)。
46. 廖賢洲，「從Verizon v. Trinko案看電信市場之管制與競爭」，《公平交易
季刊》，第13卷第3期，頁133-166，公平交易委員會(2005)。
二、 外文部分
1. IEA, “Oil & Gas Security - Emergency Response of IEA Countries – Republic of
Korea,”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2011).
2. OECD, “Korea: Inventory of Estimated Budgetary Support and Tax Expenditures
for Fossil-Fuels,” OECD Publishing(2011).
3. KLRI, “Petroleum and Alternative Fuel Business Act,” Act No. 13085, Jan. 28,
2015, Korea Legis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2015).
4. Moonsik Kim, “Essays on Market Structure and Price in the Korean Retail
Gasoline Market,” Doctoral Dissertation, Graduate College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2014).
5. OECD, “Competition in Road Fuel,” DAF/COMP(2013) 18,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3).
三、 網站資料
1. Allstar, “Why do fuel prices vary from city to city?” Allstar, https://www.
allstarcard.co.uk/this-matters-fuel/fleet-news/why-do-fuel-prices-vary-from-cityto-city/ (accessed on Sept 27, 2018).
2. Erin Biba, “Fuel use is at a high — so why are fewer drivers headed to the petrol
pumps?” BBC, February 7, 2017, http://www.bbc.com/autos/story/20170203-theend-of-the-filling-station (accessed on Sept21, 2018).
3. Hellenic Shipping News Worldwide (2015), “EIA: South Korea Oil
Market Overview,” Oil & Companies News, 24 October 2015,https://www.
hellenicshippingnews.com/eia-south-korea-oil-market-overview/ (accessed on

各國油品產業訂價策略之比較研究

247

May 18, 2018).
4. MACS, “Korea's Stable of Self-Service Gas Stations Expanding Rapidly,” 4
March 2010, http://www.convenience.org/Media/Daily/Pages/ND0304107.
aKorea's Stable of Self-Service Gas Stations Expanding Rapidlyspx#.Wvv06opWWk (accessed on May 18, 2018).
5. NACS, “South Korean Gas Stations Struggling,” NACS (2014), from http://
www.convenience.org/Media/Daily/Pages/ND0214146.aspx#.Wvuqu4p-Xx4.
6. Royal Automobile Club Foundation “UK Fuel Market Review,” Royal
Automobile Club Foundation, https://www.racfoundation.org/assets/rac_
foundation/content/downloadables/racf_deloitte-crude_oil-jan13.pdf (accessed on
Sept 27, 2018).
7. Susan Dorling(2018), “List of American Oil Companies, ” bizfluent, June 25, 2018,
https://bizfluent.com/list-6132944-list-american-oil-companies.html (accessed on
August 16, 2018).
8. The Korea Economic Daily, “More Gas Station Owners Show Willingness to
Switch to Self-service Stations,” 19 July 2017, http://english.hankyung.com/
all/2017/07/19/0112541/more-gas-station-owners-show-willingness-to-switch-toselfservice-stations?setct=print&popup=1 (accessed on May 18, 2018).
9. 經濟部能源局，「油價資訊分析與管理系統」，取自https://www2.moeaboe.
gov.tw/oil102/。
10. 證券日報，「外資和民資爭相湧入加油站成品油零售市場競爭加劇」，
《人民網》網站（2017），取自http://energy.people.com.cn/n1/2017/0928/
c71661-29565894.html。

248

第 25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Abstract
Domestic oil market was monopolized by CPC in the early stage. However,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Gas Station Install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had published
since 1987 then open the retail sales. Thereafter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had
published the “Regulations on the Management of Production Licenses for Import
and Export of Petroleum and Petroleum Products” in order to promote enterprise to
participate the oil market in 1996. Because oil market of Taiwan was monopolized
by CPC before September 2000, the domestic oil price was decided by international
oil price and revenue requirement of CPC. Although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had abolished the oil price formula after Formosa Petrochemical entered into
the market and then the oil price was decided by import oil cost of each company.
Furthermore, Legislative Yuan of Taiwan passed the “Petroleum Managed Law” in
October 2001 and established the framework for full liberalization of oil market.
However, in order to avoid concerted action of oil pricing and the government
interruption, Executive Yuan of Taiwan offered the improving measure of oil formula
in 2006 and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nounced the floating oil price
mechanism in 2007. The goal of the mechanism was to allow oil price adjustments
to return to the market and align with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In spite of practicing
the oil formula, there were still some disputes about competition and behavior of
enterprise in the market. The key themes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competition behavior and the profit of enterprise after practicing oil formula, and the
restriction of competition behavior in vertical marketing system of oil supply and
demand under the situation of oligopoly by CPC and Formosa Petrochemical.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ncludes (1) collecting the oil industry information and
oil pricing mechanism of Asian neighboring countries, European countries,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2) analyzing the enforcement stance of authorities
and related cases in the Asian neighboring countries, European countries,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studying the appropriateness and necessity of
floating oil price mechanism in Taiwan and the impact of economy, industry and
consumer under oil price mechanism; (4) analyzing the vertical relationship of oil
industry in Taiwan an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re are price restrictions and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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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restrictions on competition then refer to the relative authorities.
We find out that the upstream of oil industry in Asian neighboring countries,
European countries,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d few supplier because
of high capital expense and scale economic and the downstream of oil industry
(gasoline station) had a lot of competitors. Besides, the business model in gasoline
station market was full of diversity. Secondly, the oil pricing mechanism was
practicing in China and Taiwan and that of in the other countries was decided by the
free market. However, most counties was take some measures such as environment
requirement, oil quality, tax and days of inventory to manage the oil market. Thirdly,
the owner of gasoline station would like to adopt the way of non-price competition to
draw client and the geographic character wa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competition.
Besides, in many countries,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tried to distinguish lawful from
unlawful conduct in the absence of direct evidence of an agreement. However, it has
often been a challenge to prove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indeed as there are often no
explicit and illicit horizontal agreements. In addition, there were only two oil supplier
(CPC and Formosa) in Taiwan and CPC had its own gasoline station. When CPC
operate its own gasoline station and provided oil products to franchisee in the same
time, it would lead to the competitive-cooperative situation. Moreover, there were a
lot of discussions and disputes for floating oil price mechanism in Taiwan such as the
basis of calculation, weight setting, item, exchange rate et al.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we recommend the government to improve the
transparency of the effective retail price to allow consumers to make more informed
choices and increase competition in the petroleum market. Secondly, it was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 accounting system of oil company for revising the parameters of
floating oil price mechanism in Taiwan. We suggested that the floating oil price
mechanism should be reviewed per year in the short run and we expect to see the
oil price would be decided by the market in the long term. Third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amend Petroleum Administration Act to coordin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troleum Administration Act and Fair Trade Act in order to show the spirit of
Competition Law in the Petroleum Administration Act when oil price was decided by
t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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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劉華美（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
首先，油價問題涉及能源政策，參考國外文獻，每個國家石油結構不同，
台灣99%原油進口，石油價格的決定分為3種，分別為：市場決定、價格天花
板、固定價格等，台灣的石油價格為市場決定。
關於我國聯合行為，中油台塑共有4則裁判，2015年公平法修法，聯合行
為規定有重要的發展，2015年至今中油台塑並無處分案件。本案主要爭點為聯
合行為的合意，寡占市場一致性行為的認定，如果現在再來處理這項問題，應
該會有實質的幫助。附帶一提，文獻上合意推定並非新創的立法，而是經由司
法裁判的累積，而其內容、方式與應用方面的研究還不多，值得後續投入。
關於油品市場其他限制競爭行為，除了文章中所提到的之外，依據公平法
第20條第3款，有無低價利誘可能性，提供作者參考，作為補充。
此外，中國大陸也有討論石油相關的議題，石油價格管理辦法規定油價的
制定與調整，反壟斷法也有限制競爭行為的相關規範，包含拒絕交易、差別待
遇等。

閉幕式

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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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副主任委員紹瑾閉幕致詞

各位貴賓、各位先進、各位同仁，大家好：
經過一整天3個場次的議題研討，第2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
即將進入尾聲，謹代表公平會感謝各位的參與。首先是在本次研討會中，擔任主持
人、論文發表人及與談人的所有學者專家，衷心感謝各位的指教及寶貴的建議，讓
我們獲益良多，因為你們的分享，使得這場研討會能夠精彩豐富而完整；同時感謝在
座的來賓，因為你們的參與讓研討會更加圓滿成功，在此，謹向各位致上最真摯的謝
意。
公平交易法是規範事業經營行為之經濟基本法，旨在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
益，確保市場自由與公平競爭，以達到創造一個自由、公平且有效率的市場競爭環境
的目標。因為「競爭」是經濟行為重要特質之一，也是驅動經濟成長的關鍵，藉由競
爭政策與競爭法的有效執行，可確保市場開放，使事業得以公平競爭。而在經濟全球
化效應下，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更能吸引國際企業的投資，帶動國家整體經濟發展
與產業積極、正面的效益，有助於提升我國國際競爭力。
本次研討會中，與會的各位學者專家針對美國、歐盟及我國對於維持轉售價格之
規範內容及案例；歐盟、德國、美國及日本等之競爭法上安全條款規範；市場界定的
實證分析；支付系統競爭問題及油品訂價策略研究等議題均有廣泛且深入的探討，對
於公平會未來在政策的擬訂或案件的處理上，提供更多的思維面向。
本次的研討會已順利圓滿落幕，最後，謹代表公平會再度感謝台灣公平交易法學
會給予本會的協助及各位嘉賓的參與，希望各位能持續給予公平會支持與鼓勵。敬祝
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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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世豪、蔡志宏
網際網路之發展及其競爭規範初探-技術與法律之分析
陳光禎、劉孔中
從競爭觀點來觀察電子商務產業環境
謝穎青、劉于禎
合作研發與國家創新系統
李仁芳
桶裝瓦斯勞務配送中心與公平交易法相關分析
莊春發
公平交易法不實廣告與詐欺罪之界限
王銘勇
不實廣告保護法益之研究-「廣告詐欺罪」之省思
陳櫻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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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就競爭法觀點論供油業者之關鍵設施共享
張玉山、李淳
加油站區域市場劃分暨垂直性限制條款與公平交易法之相關性分析
梁啟源
我國家用液化石油氣市場開放後之結合競爭問題與公平交易法之關係
莊春發、陳志明
數位網路產業之競爭政策與競爭規範
劉孔中
競爭法對流通業經營行為規範之研究─以附加費用收取行為為中心
黃營杉、黃銘傑、吳師豪
教科書及參考書市場交易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之適用性研究
吳秀明、趙義隆
跨國事業結合競爭相關問題及其經濟影響之分析
陳坤銘、吳秀明、陳財家
仿冒未受專利保護之新式樣與不公平競爭規範
張懿云、林廷機
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修正後適用問題之研究
蘇永欽、范建得
寡占市場「一致性行為」之證據認定方法及其濫用市場地位行為規範
─由 Container Corp.案探討交換資訊行為
熊柏青、張明宗、劉靜怡
醫療市場競爭規範之建立初探
陳志民
基礎設備理論於醫療事業之適用與檢討
紀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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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產業自由化、國際化與競爭政策：兼以台灣石油及石化業為例
許志義
從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職掌探討公平會的組織調整
胡祖舜
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替代與互補
莊春發
競爭政策與管制政策之取捨與協調：以公用事業為例
張玉山、李淳
公平交易法對贈品贈獎促銷行為之規範
鄭家麟
網路傳銷組織之研究-案例觀察與評析
陳櫻琴
上游廠商標示建議價格行為與公平交易法第18條之關係
王銘勇
我國 IC 產業與其相關市場廠商競爭行為之研究-以事業結合行為為例
施錦村
我國及先進國家對瘦身美容案件之處理實務及法規依據
朱蔚菁、李文秀、殷世熙、杜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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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公平交易法在知識經濟發展中的角色
吳榮義、劉孔中、林欽明
WTO 新回合談判我國關於競爭政策應有之立場
羅昌發、楊光華
公平交易法對金融機構結合行為之規範及審查原則之研究
薛琦、劉紹樑、李存修、張明宗
電腦印表機、電梯等事務機器之主產品與其耗材、零組件及維修服務等附屬產品間市
場交易行為與公平交易法適法性之研究
方文昌、謝立功、蘇聖珠、陳芳萍
網路產業發展與策略聯盟競爭環境
承立平、陳菁瑤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4 條適用於仿冒商品（服務）外觀案件之研究
劉孔中、謝杞森
公平交易法對於加盟契約適用之研究
趙義隆、陳志民、吳瑾瑜
參加人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退貨之權利保障對多層次傳銷管理之必要性研究
陳得發、楊芳玲、王昭雄
事業以聯合行為或濫用市場地位調漲價格經處分後，要求回復原價之探討─美國反托
拉斯法之分析
陳志民
從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觀點，檢討現行行政爭訟制度
蔡秀卿、陳榮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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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知識型新興產業之公平競爭規範
范建得
網路不公平競爭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以Hyperlinks、Frames、Meta-Tag、KeywordAdvertising為例
林克敬
公平交易法對網域名稱規範之檢討
王銘勇
聯合行為之採證與例外許可項目之研究
劉孔中、黃茂榮
信用卡業務聯合行為之研究─聯合信用卡中心運作現制之檢討
王文宇
人造纖維製造業市場行為與公平交易法適用性研究
陳榮隆、林燾
油品市場自由化與限制競爭因素的探討
張玉山
著作權法與公平交易法關係之研究
謝銘洋、張懿云
經濟理論的競爭觀在執行反托拉斯管制上的定位與應用
莊春發、李顯峰
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管制革新中應有的角色
曾明煙、胡祖舜、許俊雄
我國自來水市場解除管制可行性之研究
虞國興、康世芳、胡名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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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廣告資訊揭露完整程度與不正競爭相關問題研究
趙義隆、祝鳳岡、謝杞森
公平交易法對多層次傳銷定義相關問題之研究
徐火明、張芳嘉、鄭啟揚
加入 WTO 後，我國汽、機車產業競爭行為與公平交易法適用之探討
李培齊、張紘炬、張力、李家悅、黃凱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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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小麥聯合進口制度及其管理方式之探討
劉孔中、馬泰成
寡占市場廠商價格跟隨行為規範之研究
陳坤銘、溫偉任
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
王銘勇
事業共同研發聯合行為例外許可申請審查原則及其基準之擬議
范建得、莊春發
我國民生氣體燃料市場競爭機制之引進與公平交易法之關係
莊春發、陳志民
公平交易法對流通事業垂直交易限制行為之規範
許英傑、黃銘傑、黃慧玲
公平交易法對公司名稱規範與保護及範圍
林國全、馮震宇
公平交易法對廣告隱藏條件、負擔、限制等行為之規範研究
何之邁、劉美琪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應用於競爭政策之可行性研究
李秉正、徐世勳、林國榮、楊浩彥
公平交易法對金融控股公司之規範
王泰銓、王志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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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海運同盟國際卡特爾與競爭政策之關係
林克敬
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參考書相關市場管理及公平交易法對其市場銷售行為規範之研究
黃銘傑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有關廣告行為主體認定之研究
劉姿汝
公平交易法、銀行法及刑法詐欺罪對吸金行為規範競合之研究
王銘勇
台灣媒體在廣告市場競爭關係之研究
莊春發

268

第 25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三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日本獨占禁止法對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之規範
顏廷棟
事業結合規範之再檢討
劉姿汝
維持轉售價格的研究
莊春發
禁止營業誹謗之研究
張麗卿
不法比較廣告之研析─ 2004 年台灣案例
余朝權、林金郎
不動產不實廣告建商與代銷商法律責任之研究
李憲佐
因應行政罰法施行，公平交易法與其他行政法規競合問題之研究─以不實廣告為中心
張其祿
交通運輸產業之競爭規範
張懿云、賈凱傑、陳麗娟
保險仲介人之居間行為與公平交易責任研究
冉弘毅、謝紹芬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之司法審查範圍─以認定事實為核心
王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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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我國獨立機關建制之商榷
蔡茂寅
建立多層次傳銷事業專業評鑑制度及評鑑指標之研究
洪鉛財、羅彥棻、池曉娟
著作權仲介團體與卡特爾規範之研究─以德國及歐盟卡特爾法為中心
張懿云
論水平結合管制的準則─總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不利益
莊春發
全球100大銀行及100小銀行之績效─台灣的銀行與它們的相同與相異及台灣的銀行競爭
沈中華
台灣有線電視產業成本特性與市場力量之探討
王國樑、張美玲
國內油品產業結構、廠商行為與競爭法規範
許松根、馬泰成、顏廷棟
健保十年，醫療服務產業的演化
蔡偉德、劉育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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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台灣金融業結合案例之經濟效益評估-金控公司範疇經濟衡量
黃美瑛
金融產業與公平競爭
謝易宏
銀行業虛偽不實廣告之研究
莊春發、林宗鈞
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
顏廷棟
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之建立與執行研究
陳得發、王昭雄
專利權與公平交易法之交錯—論標準制定涉及之專利權行使與限制
李素華
「著作權警示」對不公平交易的影響
林利芝
論台灣有線電視產業的競爭政策
莊春發、柯舜智
無線電頻譜市場管制模式之探討—以頻譜財產權制度為核心
林俊宏
連鎖便利商店收取附加費用行為之探討
余朝權、吳成物、陳韻珊
公司治理與競爭法之交錯—以公開收購下競爭收購者間停止競爭協議之法律規制為核
心
朱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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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統一定價」與「競爭機制」—液化石油氣產業之研究
莊春發
不動產經紀業之管理法制與不公平競爭
陳明燦
電信產業跨平臺結合之競爭規範—在利益與不利益之間
劉孔中、周韻采、簡維克
日本獨占禁止法對於技術授權行為之規範—兼論對我國公平法規範之啟示
顏廷棟
論智慧財產權與不正競爭防止法上補充成果保護間之關係—由德國法、歐體法與日本
法看我國商標法與公平交易法之修正
許忠信
消費者福利、消費者保護、及競爭政策
陳志民
消費爭議與公平交易法
劉姿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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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薦證廣告與薦證者之責任
謝杞森
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行為適用之可行性研究
顏廷棟、馬泰成、王泰昌、黃郁雯
公平交易法與其他法規競合競爭評估標準之研究—管制政策影響競爭之評估
陳和全、劉姿汝
電信網路接取服務批發價格之管制與實務—兼論防止垂直價格擠壓之檢驗方法
王碧蓮、黃郁雯、陳人傑、羅山珊
公平交易法對銀行業結合之評估—檢查表之設計與討論
沈中華、張大成、朱德芳、謝智源
金融海嘯下能源價格波動之競爭政策意涵
梁國源、曾明煙、顏承暉
我國油價設定影響因素之研究
李秉正、陳家榮、張雅涵
國際競爭法在競爭倡議上之發展及其引入國內之可行性
李淳、陳櫻琴、顏慧欣
從「飛利浦光碟案」看競爭法對技術標準相關專利聯盟之規範
李素華、林育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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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觀點論競爭法對於加盟經營關係之規範
顏廷棟
廣播市場開放的多元化與地方化效果之研究
莊春發
智慧財產權之行使與不公平競爭—由（.tw）網域名稱註冊爭議，論商標權行使與不
公平競爭
周天
各國競爭法對能源產業規範之研究
陳汝吟
網際網路產業之垂直整合對公平交易規範的啟示—以廣告字拍賣市場為例
劉楚俊、陳姿縈
結合矯正措施之研究
陳志民、陳和全
服務業的履約保證在公平交易法的適用—以不動產買賣、仲介及殯葬業為例
謝杞森
論隱藏式廣告於競爭法下之適法性—歐體指令、德國不正競爭防制法與我國公平交易
法規範之比較觀察
林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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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聯合行為例外許可對民生物價與市場競爭之評析
顏廷棟、馬泰成、黃美瑛、黃郁雯
從數位匯流相關產業之發展看公平交易法執法之挑戰
莊春發、陳志成
各國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調和之研究—以能源產業為中心
莊春發、陳汝吟
流通業買方力量之經濟分析

吳世傑、曾靜枝、陳宏易
Strategic Selection of Direct Selling and Private Brand under Retailer Stackelberg
廖俊雄、曾貝莉
營業秘密之保護與公平交易法之關聯
章忠信
單方行為之研究
陳志民、陳和全
管制型產業行為在競爭法上抗辯之研究
陳志民、陳和全、葉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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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論廣告促銷價併列原價之適法性—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與我國公平交易法規範之比較
觀察
楊宏暉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案件之探討：以網路時代之薦證廣告為中心
王明Ẍ
網路平臺在關鍵字廣告市場之中立性探討
童永年、蔡蕙安、陳思翰
浮動油價之檢討與因應
廖惠珠、陳筠淇
以歐盟規範與實踐論電信業垂直擠壓的管制
魏杏芳
最惠國條款與競爭法之案例研究
楊智傑
經濟分析方法於競爭法議題應用之研究—聯合行為
陳和全
非價格垂直限制適用「合理原則」之違法考量因素
陳志民、林益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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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藥品業產品跳躍行為之競爭法研究
王立達、邱靖芳
標準必要專利與競爭法
王銘勇
論聯合行為之認定–從超商咖啡案談起
劉姿汝
我國電業自由化違反競爭法行為態樣之探討
許志義 、王京明 、黃鈺愷
計量途徑的結合模擬–臺灣電信市場的實驗案例
陳和全
金控公司結合之研究
江朝聖
公平交易法對企業集團事業之結合管制
顏廷棟、馬泰成、林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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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相關市場界定之論證要求--從行政法院相關裁判觀察
廖義男
結合決定事後影響評估之研究
陳嘉雯、胡偉民
買貴退差價對寡占廠商聯合行為影響之探討
石宇軒、王俊傑
重要民生物資市場價格預警制度之研究
歐陽利姝、王泰昌、林益裕、馬泰成
書籍價格拘束之研究─以德國為例
陳曉慧
論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阻礙競爭者參與競爭行為
王銘勇
競爭法與通訊傳播法管制之交錯
黃郁雯
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論加盟契約
劉姿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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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從競爭法觀點探討流通事業行銷策略與消費者需求分析
徐雅慧、汪志勇、王震宇
藥品專利連結制度與競爭法規範之研究
張濱璿、顏雅倫
聯合行為之合意推定─美國反托拉斯法之比較法研究
顏雅倫
「其他合意」或無合意之聯合行為？─論歐盟競爭法「共同行為」要件之實務發展
謝國廉
聯合行為之市場界定與市場效果─日本獨占禁止法之比較法研究
劉姿汝
聯合行為之市場界定與市場效果─歐洲聯盟及法國競爭法之比較法研究
許曉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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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大數據時代下之市場力濫用行為初探
陳志民
雙邊市場平台經濟之競爭法課題─以相關市場界定與自然獨占問題為核心
王明禮
論網路經銷的價格限制
魏杏芳
競爭法規範有關事業間交換敏感資訊與聯合行為之研究
施錦村
各國競爭法寬恕政策實施成效之研究─美國、德國、韓國經驗對我國之啟示
石世豪
國際定期海運市場結構、營運模式及競爭規範研究
蔡蕙安、陳榮傳、姚銘忠
競爭法下市場封鎖經濟效果研究─以搭售為中心
邱敬淵、李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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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美國法上維持轉售價格近十年來發展現況：各州分歧與理論進展
王立達
歐盟電子商務維持轉售價格之競爭法規範與案例
楊智傑
維持轉售價格之規範理念與革新之道─以經濟分析及我國法制變革為中心
黃銘傑
公平交易法上「安全港（safe harbor）條款」之研究
吳秀明、牛曰正
市場界定實證分析法之應用
林常青、胡偉民
支付系統與競爭
陳志民
各國油品產業訂價策略之比較研究
梁啟源、王素彎、鄭睿合、蕭富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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