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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民事責任探討 

講座：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蔡教授明誠 
日期：102年 1月 29日 
場次：10201-254 

 

壹、前言 

各位先進、各位同仁及關心公平交

易法的朋友們，大家午安，感謝有這機

會來跟各位報告。其實這演講題目很

大，民事責任是固定領域與公平交易法之結合，因為法規本來就有規

定。我從去年八月卸任院長職務以來，研究時間較多，所以李禮仲委

員邀請我針對公平交易法的議題，來跟各位作報告。 

大約是民國八十幾年回國後，我就在政大教授經濟法課程，從有

公平交易法草案以來，一直教到民國 81 年 2月 4 日公平交易委員會

成立通過，政府才開始重視這塊領域。之所以會研究這個題目，除因

為本身是民法學者外，另外是因為公平交易法雖陸續歷經修法幾次，

但同法第五章損害賠償規定從未修法。其中關鍵因素可能是提到賠償

時，就會採用取締規定或效力規定，而不會將公平交易法與民法作適

當連結；再加上公平交易法第五章很特別，稱為損害賠償，其實只是

民事責任的一部分而已，所以許多國家對違反競爭法的效果，都只有

一般性的敘述，亦未特別專章規定民事責任部分。 

民國八十幾年的立法理由，說明先行政後司法，其中，司法並非

指民事司法或救濟，而是指刑事救濟。先行政後司法，是指在行政裁

罰之後，再討論是否要採用刑事罰，因此也只是在行政罰與刑罰間移

動而已，較不會思考或運用到民事。然而今天的演講議題，國內已有

專家在討論，公平交易法不像民法，亦即，向他人請求排除侵害或損

害賠償時，必須有請求權基礎。今天就藉這個機會與各位討論，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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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提到公平交易法第五章有哪些問題，最後再提出展望。 

貳、公平交易法有關之請求權基礎 

我國公平交易法約於民國 80 年制定，特別欲以這部法律，即畢

其功於一役，於是參考某些國家的限制競爭與反托拉斯法，再加上不

公平競爭的部分制定而成。反觀日本，則是將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

二者切開，有關限制競爭的法規是獨占禁止，而不公平競爭部分則由

相關法規作規定。進一步觀察，歐陸法系如較典型的德國法，是先有

不公平競爭防止？還是先有限制競爭防止？一般都是不公平競爭在

先，因為不公平競爭較具倫理性，所以有德國學者認為不公平競爭是

特別侵權行為法，就是因為違反正常市場的法則。由此觀之，應由法

院來判斷它是否正當。 

若自智慧財產角度觀察，不公平競爭其實是廣義的智慧財產，因

此歐洲將不公平競爭當作倫理性之不法。但限制競爭部分，攸關的是

自由競爭的門要開得多大：若門開得小，則可能是獨占；若門開得大，

則可能是結合或聯合行為。究竟是獨占、結合或聯合行為，仍要視國

家對反托拉斯的態度，這屬於政策上的不法。因此，許多國家對限制

競爭的規範，都是被迫制定的。以德國為例，1923年才慢慢開始管制

卡特爾，亦即限制營業競爭，但它是對「濫用」的監督。1957年德國

戰敗，在美國關照下轉而要解除卡特爾。2005年，德國針對違反限制

營業競爭加上歐盟競爭法，開始認為民事責任部分應拉到限制營業競

爭的層次來談。我們可以看到，德國也是由過去的禁止濫用、到解除

卡特爾，再到市場上對立行為採用民事解決相關糾紛的發展歷程。因

此，我國公平交易法把不公平競爭與限制競爭結合，或許是有先見之

明。 

一、契約所生之請求權、法定請求權 

公平交易法第五章的用語非常簡單，提及「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他

人權利受到損害」，其中「違反本法之規定」所指為何？此問題已困

擾大家多年。若當事人受到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損害，則須賦予他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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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利？法律人一定會想到，這之中有無契約關係存在？若為專利授

權合約，則一定會想到，這之中有無合約存在？若有合約存在，則當

事人有契約請求權。又如訂購預售屋，若最後導致實際交屋情形與原

先廣告有所差異，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的不實廣告時，有無請

求權之發生？公平交易法第五章並未特別交代契約所生請求權之問

題。另外，如無因管理請求權、排除侵害請求權、防止侵害請求權、

判決書登載，與損害賠償請求權等問題，亦為第五章第 30條至第 34

條法定權利之議題。 

二、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是否無效 

違反公平交易法的行為，若為契約行為，則可能有二個思考方

向：第一，有無違背善良風俗？第二，有無違反民法第 71 條的強制

或禁止規定？強制規定就是法律規定須有一定之作為，禁止規定則是

法律規定須有一定之不作為。多數案例皆認為公平交易法為取締規

定，因此對原合約即有約定之條文，公平交易法不再有置喙之餘地。

簡言之，該違法行為究竟有無法律效果，即須回到民法合約中探討；

於此情況下，若公平交易法不再介入，即可能解釋為有效，相關契約

請求權便會開始啟動。 

另一種可能性，則是有無可能將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解釋為

違反民法強制或禁止規定，而宣告其無效？可惜的是，目前尚未找到

支持此種解釋方法的直接案例。當然有間接的案例，但那是涉及其他

法規之違反。 

三、實例 

（一）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2606 號民事判決 

首先來看看過去最高法院實務見解。若委託銷售房屋時，涉及廣

告不實，此時即可能發生多角關係，或至少有三角關係、或雙方關係，

而這就會涉及訂購契約究竟有無效力，與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事業

對於載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之商品，不得販賣、運送、輸出或

輸入」之規定。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被認定為取締規定，而非效力規

定，最高法院 85年度台上字第 2702號一案亦採相同見解，由此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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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平會成立以來，多數皆認為公平交易法是取締規定。 

（二）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 9 號民事判決 

最近較受關注的，則是光碟專利授權金之問題。此問題看起來是

延續過去見解，智慧財產權法院認為，為達一定行政目的所訂定之命

令或禁止規範，其本意均非為調整私人間之契約關係，所以民法第 71

條可能只是聯繫公行政行為與私法行為的橋梁而已。簡言之，就公行

政行為是否會影響到私法契約，智慧財產法院所採取的態度較節制，

偏向採取取締規定的立場來思考。另外，在同樣是處理荷蘭皇家飛利

浦與巨擘科技請求使用專利權權利金事件的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

第 88 號民事判決中，最高法院則非常巧妙地四兩撥千金，以荷蘭法

為準據法；即於解釋效力時，必須以荷蘭法來作解釋。這部分其實是

見仁見智的。 

（三）智慧財產法院 100 年度民專上字第 6 號民事判決 

值得注意者係，在判斷法律行為有無效力時，許多判決都言及「要

綜合判斷法規意旨，並權衡相衝突之法規利益之後，加以判斷該違反

所生之效力」。何謂「法規意旨」？自比較法角度，可能涉及法律解

釋的問題。法律解釋有文義解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及目的解釋等。

當這個判決帶動法規意旨，法規意旨若採客觀解釋，即為目的解釋；

但若採主觀解釋，則為立法者當初所制定之立法目的，則屬於歷史解

釋。 

這裡又引出一個有趣的見解：將法律行為是否違反強行規定，區

分為「效力規定」與「取締規定」。民法第 71條含本文與但書，本文

直接規定法律行為無效；然而但書則規定於例外狀況下，法律行為仍

可能有效。本判決為綜合考慮民法第 71 條本文與但書之結果，認為

取締規定為維護法律安定性，並無使其無效之必要。對此當然亦仍有

探討空間。 

在精碟科技與荷蘭皇家飛利浦專利權授權契約事件中，說明公平

交易法第 10 條規定，是獨占事業不得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

之決定維持或變更，及不得有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簡言之，這

裡是先行政後刑法，法院上此種規定，係一取締規定，但應思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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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公平交易法未提及契約效力為何時，難道即代表所有規定皆為取締

規定，公平交易法皆不得以民法作為補充規定，而認定該法律行為有

效或無效？這就是今天報告所欲引出的重點，後續會與各位分享看

法。 

（四）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上易字第 426 號民事判決 

對於傳銷的營業行為，這是屬於行政主管機關公平會的職權，由

其依法處以相關行政處分。至於雙方契約之效果或履行等爭執，應屬

於民事契約爭議，尚非公平會職權事項，因為公平會所管的，是偏向

行政裁罰的問題。只是，於不公平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防止上，究竟

公平會為最終主要判斷機關，抑或法院為最終判斷機關？原則上，若

是倫理性的不法，或競爭規範上的根本違反，則應由法院作最終判斷。 

（五） 臺灣高等法院 98 年度上字第 94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89

年度上更（一）字第 166 號民事判決 

又於正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的案例中，公平會 98年 6月 26日公

參字第 0980006200 號函亦採相同見解。簡言之，多層次傳銷收取營

業輔導費用的行為，看起來也是取締規定。另外，建設公司在預售屋

廣告上有虛偽不實時，法院亦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得限期命停止或

改正，其性質屬取締規定，尚非強制或禁止規定。 

（六）臺灣高等法院 92 年度重上字第 218 號民事判決 

再來，自家福與西螺糧食企業之案例，就使用到公平交易法的「欺

罔公眾」與「顯失公平」，可看出公平交易法第 24條是很抽象的帝王

條款。但法院認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法律行為仍然有

效，僅生取締與損害賠償之效果而已，而非使交易條款直接成為無效

之效果。有意思的是，縱使法律行為有效，其效果仍可能會轉換為損

害賠償。此處之連結在於，若欲主張時，須回到公平會有關行政規定

是否該取締的問題；第二層次是，若真要賠償，則須視公平交易法第

五章之損害賠償效果有無適用餘地。因此，本判決又更進一步地說

明，可能也是因為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的規定太抽象，而不像預售屋

或多層次傳銷有具體行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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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1987 號民事判決 

另外，關於銀行案例，這與公平交易法則較不相關。如先生買房

子，須至銀行辦理貸款業務，通常太太也要當連帶保證人，本判決則

認為此已「嚴重違反公平交易原則」。當然，銀行不完全適用公平交

易法，只是此處法院曾引用公平交易法原則使之無效。至於公平交易

法能否區分為輕度違反或中度違反？若為中度違反，又可否使之有

效？此處應認為不可行。 

四、外國法之參考 

藉由以上案例說明，就德國而言，其實在競爭法較少去觸及，反

而是在德國民法第 134條有諸多討論。當然，許多國家是將不公平競

爭與限制競爭之規定分開，但若有一個法律違反公平交易法的規定，

則是否能說它是一個取締規定？有無其他解釋空間？抑或只能一刀

兩切？ 

歐盟整合之後，歐盟法規第 81條、第 82條，就限制競爭的合意

來看，德國民法就法律行為有效或無效的規定，等於變成是「多餘」

（überflüssig）的，這是一位著名學者所言。回到臺灣公平會，是否

有一天亦能大膽地說，民法第 71 條的規定是多餘的？這當然有半開

玩笑的味道。回到公平交易法本身思考，行為面上究竟是否會影響到

契約內容，抑或可以一刀兩切地說，這並非本會職權？但當它嚴重違

反交易秩序，或所謂公平競爭或自由競爭時，公平會難道不能作出判

斷供法院參考？前述傳銷問題即將之劃分，此時若當事人欲仰賴公平

會作實質判斷，就可能沒有機會了。 

這裡有一個衍生性的問題：通常需就個別禁止法律之文義

（Wortlaut）（較少發生）、意旨與目的（Sinn und Zweck）（解釋問題）

（Auslegungsfrage），是否要求無效?即於通常情形，禁止規定之知悉

與否並不重要。個人較傾向非統一的概念，當然這樣可能將問題複雜

化，但仍應針對個案，再去看公平交易法之文義或目的上，是否有違

反之情況？若有違反，再去看違反內容為何。 

如德國民法學者所言「禁止涉及法律行為之外在事項（Trifft 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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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bot nur die äußeren Umstände）」，則何謂外在事項？如去歐洲旅遊

時，會發現一到晚上，所有商店都停止營業。假設某天有家店晚上仍

開門營業，便違反了店鋪營業時間的規定。但若該店將商品販賣予顧

客後，被警察逮到，則此時可否宣告買賣行為無效？不可，因為這是

秩序上的違反。德國學者認為，若涉及規範內容本身，則可能被認定

為無效，因此須再從個案認定。我的看法是，先不考慮究竟是取締規

定或效力規定，反而應思考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是否涉及所謂秩

序上不法，且為單純之秩序上不法。若不單純，則就個人看法，並不

認為當民法未規定時，公平法即當然認為該行為仍是有效的，仍應審

視其內容是否產生無效之禁止規定效力。 

取締規定可能屬於行政罰或刑罰，亦可能產生無效效果。舉例而

言，在歐洲買藥要拿處方箋，若無處方箋，而藥局卻將藥賣給消費者，

則理論上該買賣行為仍有效，惟該藥局將違反藥事法之規定，此即為

單純之秩序規定，但就過去到現在之實務見解，我倒認為不一定要採

二分法，有可能採三分法也不一定。 

確實現在用取締規定或效力規定能解決許多問題，然而，在判斷

契約有無效力時，並非由公平會判斷，而是由法院對契約是否有效，

可否主張解除或排除侵害等加以判斷。簡言之，是否違反禁止規定之

行為，即當然無效？是否違反取締規定之行為，即當然可能有效？我

認為應預留空間，回到基本，關鍵在於我們並非以違反公共秩序善良

風俗來處理，反而是以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來處理。若該條文無法適

用，可否採用民法第 72 條公序良俗之規定？如前述適用荷蘭法規之

案例，應自荷蘭法律看有無違反善良風俗而宣告無效，所以確實是有

機會的。當然後來它並未成立，因此仍有被檢驗之可能，於契約請求

權上，亦為頗受關注之議題。 

參、有關公平交易法第五章民事損害賠償規定 

一、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之請求權要件 

再來是今天的重點。我國公平交易法在民國八十年代初期的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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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制定，公平交易法在第 30 條以下，一般以「者」作為判斷法

律要件之基準：「者」字之前之條文內容為法律要件，「者」字之後之

條文內容則為法律效果，例如同法第 30 條與第 31 條規定，「事業違

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 

回到民法第 184條前段，「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公

平交易法並不像民法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之要件，而只將「不法」

改為「違反本法之規定」。另如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規定「違反保護

他人的法律」，則公平交易法是否屬於保護他人之法律？若違反保護

他人之法律，則為推定過失而屬於舉證責任之倒置，因為並無「故意

或過失」之要件，因此被害人不須證明加害人有故意或過失。 

我國法律體系中，侵權行為幾乎皆以過失責任為原則，很少會採

無過失責任，頂多是中間責任。公平交易法制定後在政大曾開過研討

會，也有這種主張。然個人認為，雖然並未規定故意或過失要件，但

公平交易法第 30條，尤其是同法第 31條，與民法規定之關係究竟為

何？我認為這屬於特別構成要件，因此仍應有「故意或過失」要件較

為適當，只是這樣的說法並非占多數。 

其次，民法的「他人權利」，並未包括利益。一般侵權行為在講

利益時，引用王澤鑑老師的看法，有純財產上利益或純經濟上損失。

再借用王老師侵權行為著作的例子，例如甲與乙同在某地經營「清除

化糞池」業務，以電話對外連絡，甲為不正競爭，故意剪斷乙的電線，

或以他法干擾時，係以故意背於善良風俗方法加損害於乙，乙就其減

少的營業收入得向甲請求損害賠償。公平交易法對此點之規定似乎較

寬鬆，亦即，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包括損害權利亦包括利益，較

一般侵權行為來得廣。 

二、比較法之觀點 

至於公平法上所指侵害，必須實際上有發生損害，如此可限縮主

張的範圍。然而，日本不正競爭防止法第 3 條規定，「因不正競爭而

侵害營業上利益為請求停止侵害之要件」；另日本民法第 709 條之規

定，其法條用語則是以權利侵害為要件，嚴格要求以權利之侵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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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有實務界認為，民法要件較為嚴格，僅限於權利之侵害，而公平

交易法則含括所有法律上值得保護利益之侵害。簡言之，只要違反公

平交易法而侵害到值得法律保護的利益，其實也能引用我國公平交易

法第 30條或第 31條來主張。 

三、公平交易法第 32條第 2項之要件探討 

另外，針對是否須有損害的發生，公平交易法第 32 條第 2 項規

定：「侵害人如因侵權行為而受有利益者，被害人得請求專依該利益

計算損害額」，有國內判決認為此為類似不當得利之請求權基礎。但

回到因果關係視之，王澤鑑教授與國內其他學者皆認為因果關係有二

種：一是行為與侵害他人權益間屬於責任成立因果關係，學理上稱為

初始侵害；一是行為與損害間屬於責任範圍因果關係，稱為結果侵

害。一般論述因果關係時，指的則是行為與權利損害間之因果關係。 

公平交易法第 32 條第 2 項之規定，因為損害難以計算，故以侵

害人受有多少利益來計算其損害額。但這究竟是損害難以計算，而轉

用所受利益來請求，抑或類似民法之不當得利？另外，針對違法性與

阻卻違法事由，及故意或過失，雖然法未明文規定，但我認為公平交

易法應加入故意或過失作為要件較妥當。 

四、公平交易法作為保護他人之法律？ 

另外，公平交易法是否為保護他人之法律？公平交易法當然有保

護他人之作用，但仍較偏重於保護市場之功能，包括對消費者與同業

競爭者之保護。這裡可預留一個空間，不過值得大家注意的是，現在

亦較少人認為公平法為保護他人法律而有推定過失之作用。 

五、排除侵害請求權 

自上述討論延伸，原則上，公平交易法第 30條至第 32條之請求

權規定仍算完備。若自「排除侵害請求權」或「防止侵害請求權」文

義觀之，傾向於認為並非侵害而是妨害，損害賠償其實較屬於侵害，

不過較少人如此區別。自民法角度觀之，妨害規定於民法物權編第 767

條，人格權、姓名權被侵害時亦有相關規定（民法第 18條及第 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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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於妨害時，不須證明其有故意或過失；但侵害必須有可歸

責之因素，欲自加害人獲得賠償，大部分皆需故意或過失之要件；民

法侵權行為之所以建立於故意或過失上，即因損害賠償之緣故。然

而，就排除侵害或防止侵害而言，公平交易法現行規定仍是可行的，

只要不去修改「違反本法致他人受有損害」之用語，事實上不須以故

意或過失為要件，其規定亦為合理的。 

六、損害賠償請求權 

至於誰才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一般而言是同業競爭者。我國公平

交易法規定：「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但並未說明誰能對事業有所

請求。特別參考德國學者於不公平競爭資料中，區分為同業競爭者、

消費者、與市場參與者或所謂公眾利益受到侵害等三種不同範疇。但

我國公平交易法僅扼要規定「違反本法之規定」，那究竟誰才是擁有

請求權之人？這在實務上很重要。若侵害到所有公眾利益，日本有探

討是否能主張團體訴訟？又消費者保護團體可否主張？有人說不能

主張，因為這只是一個泛稱的公眾利益受到侵害。但若為一群消費

者，且訴訟金額微小，則可否找一個代表出來進行團體訴訟？公平交

易法第五章裡面並未特別交代請求權主體，因此這值得我們思考。 

七、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類型 

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類型有限制競爭行為、不公平競爭行為，

與特別行為類型等三種。我個人較傾向於類型化予以明文規定，但仍

可能掛一漏萬。違反公平交易法的行為，可能有限制營業競爭、不公

平競爭，甚至包括私法行為、行政機關委託民間，或其他機構辦理以

私法行為提供具市場經濟價值之商品或服務為業務或目的，所引起之

交易行為，而將之列為特別行為類型，則該種行為有無可能構成違反

公平交易法？ 

其實，依公平會的分類，實務上也認為是違反公平交易法的行

為，如獨占、聯合行為、約定轉售價格行為，或其他限制競爭行為。

另外，妨礙不公平競爭、虛偽不實廣告、仿冒他人商品或服務表徵之

行為、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行為、變質多層次傳銷之行為，或第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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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這些行為其實在公平會相關處分資料中都

說得很清楚。有意思的是，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的規定很特別：從前

用語是「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民國 88年時，就加上「或限制競爭」

一詞。有趣的是，在不公平競爭中，是否可能導出限制營業競爭的行

為？這是有可能的，因此在立法技術上，有人主張有一部分應該放到

法條前面，但此條文其實並沒有錯。現國際發展趨勢不乏認為，不公

平競爭與限制營業競爭其實並非互斥關係，而是能互補為完整競爭法

體系。特別的是，不公平競爭比較屬於特別侵權行為法則，而限制營

業競爭則為較廣泛對市場秩序之維護。 

八、智慧財產權侵害之損害額計算方式 

另一個重點在學理上也有討論，即公平交易法第 32 條第 2 項，

因違反公平交易法而受有利益時，可以請求該利益之賠償，則其是否

為獨立之請求權基礎？若受有侵害，可否直接主張本條？抑或為同法

第 31 條第 1 項，屬於計算損害層次之問題？因為可能發生利益大於

損害之狀況。 

針對「不當得利」，如我偷走一部機車，整修後賣得 2 萬元，而

其實被害人當初僅以 1 萬元購得機車；若被害人主張「不當得利」，

可獲得 2 萬元，若主張「侵權行為」，則僅能獲得 1 萬元，除非以公

平交易法第 32 條第 1 項主張三倍賠償額，就可獲得 3 萬元。在同法

第 32 條第 2 項「侵害行為所受利益」中，理論上是由加害人的角度

來看獲得多少利益，但損害賠償則是由被害人的角度來看有多少損

失。 

其實，一般於計算損害時，並不會如公平交易法第 32 條規定那

般單純，僅提到「侵害他人權益」，且「被害人之請求，如為事業之

故意行為，可以請求損害額之三倍」，似乎並未交代損害額之計算基

礎。採國內多數見解，以民法第 216條來計算損害，即包括所受損害

與所失利益。須注意者係，此處之「所失利益」並不等於公平交易法

第 32 條第 2 項之利益，其利益較似商標權或專利權被侵害時的計算

方式，亦即採「總利益說」，將加害人透過侵害行為所獲得之利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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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加總，而非從損害面加以計算。個人認為第 32 條第 2 項並非獨立

之損害請求權，只是當損害不易計算，而所獲利益大於損害時，便能

用本條加以請求，以取代原先之計算。因此，對無體財產權或無形資

產而言，這只是計算賠償之方法，而非獨立請求權依據。 

損害賠償上另外有「差額說」，係指受侵害前，應增加的財產沒

有增加。針對此點，公平交易法並無交代，但於其他法規如智慧財產

權，則有規定「具體損害計算說」、「差額說」、「總利益說」、「總銷售

額說」與「酌定說」。其中以「總銷售額說」最嚴苛，至於「總利益

說」，如商品售價 100 元，成本 40 元，總利益應該是 60 元，而總銷

售額則是以 100 元來看。公平交易法第 32 條第 2 項就是將成本扣除

之後，再看獲得多少利益。還有一種是酌定說，如對故意侵害行為酌

定三倍的賠償額。 

九、實例 

（一）臺灣高等法院 94 年度上更（一）字第 73 號民事判決 

公平交易法的實務案例中，客人購買預售屋時發生消費爭議，有

公平交易法第 32 條第 1 項與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之請求權競合關

係。若主張引用公平交易法第 32 條第 1 項要求三倍的損害賠償額，

似乎較為有利，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二）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96 年度小字第 2 號小額民事判決 

另有小額案件是關於優沛蕾優酪乳的廣告。DM上登載「全省限

量 2,000瓶」，原告搭乘四趟計程車前往皆無法購得，板橋地院的法官

同情原告，即依公平交易法第 32條之規定，以四次計程車資共計 800

元乘以 3倍，使原告得請求 2,400元之賠償。 

（三）臺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上字第 488 號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認為：「公平交易法第 31 條、第 32 條第 2 項定有

明文，此兩條規定為民法侵權行為之特殊類型，自應優先於民法之侵

權行為規範而適用，並應認此損害賠償責任為無過失責任。」另亦提

及：「公平交易法第 32條之侵害利益法則，乃民法所無，自屬前揭所

謂之特別規定，而無民法第 216 條之適用」。我認為此判決還有再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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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之餘地，因為公平交易法請求權與民法請求權屬於不同類型，嚴格

說來，公平交易法第 32條是「不當得利請求權」，而非「侵權行為請

求權」。 

又侵害利益法則只是為了較容易計算損害。一般而言，計算無體

財產權的方法，第一是民法第 216條，以具體損害計算；第二是以利

益計算；第三，則是以合理權利金計算，國外大約都以此三種方法來

計算。而我國受商標法影響，計算方法可能超過三種。我認為公平交

易法並非將第 32條當成唯一請求權基礎，只因為損害賠償不易計算，

因此當利益遠大於損害時，才採用此種計算方法。 

（四）最高法院 87 年度台上字第 343 號判決 

另有一些損害賠償，如委託代銷，佣金較高，是否能主張公平交

易法？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這是代銷的專賣條款。

法院判決四兩撥千金地說，上訴人根本不是被害人，事業違反本法規

定而侵害他人權益，但「他人」所指為何？公平交易法中，被害人可

能是市場相關參與者，亦可能為抽象公眾利益。 

十、小結 

方才提到請求權，有契約請求權及法定請求權，若有人故意背於

善良風俗，或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則是否可能與公平交易法競合？

當公平交易法規定過嚴時，可否引用民法第 184條第 2項後段規定來

推定過失？這可能引發出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問題。個人認為，若要

認為違反公平交易法屬於違反保護他人法律，則不能說是為了保護市

場競爭或效能競爭如此抽象的說法。理論上，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

該法律必須有具體保護他人之法益存在，而且所侵害的權利義務，必

須有具體範圍。若將公平交易法解釋為單純程序規定或取締規定，即

可能難以將之解釋為保護他人之法律，但是否要減輕被害人舉證責

任，這是許多國家都在努力的。國內有些學者認為可參考美國商標

法，減輕被害人舉證責任，畢竟舉證責任之所在即敗訴之所在。但我

之所以比較保留，就在於仍應視有無侵害特定人權益，或有無落入保

護範圍內，並非立即將公平交易法解釋為保護他人之法律，而應於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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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適當之處推定有過失，可能將較為直接與具體。 

另外，針對背於善良風俗，其實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規定得還算

高明，其用語為「致他人權益受損害」，因為公平交易法保護他人權

益時，有些可能保護不到，因此不得不藉由背於善良風俗之規定，以

保護法律上值得保護之利益。 

作個簡單結論：事實上，論及公平交易法之違反時，仍須先清楚

規定行為態樣。自比較法觀點，至少須加入「不公平競爭」或「限制

競爭」之目的，其中必須具有不法行為，且該行為須與營業活動相關，

否則採用民法或其他法規之規定即可。換言之，公平交易法第 31 條

或第 32 條規定：「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我認為

稍嫌簡單，若目前尚無法修改，則未來可將實際發生之案例類型化，

而這是短期內就可以處理的事情。 

肆、展望 

一、法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效力 

回到前述所言，法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效力，事實上，並無

法完全否定取締規定與效力規定之功能，畢竟一刀兩切有時可讓爭議

消弭於無形。更精準地思考，應如徳國般採用營業上的警察規定（Das 

gewerbepolizeiliche Verbot ）， 這 同 樣 屬 於 禁 止 規 定

（Verbotsvorschrift），如晚上六點半過後，商家即不得營業，或藥局

不得將藥售予未持處方箋的顧客，這些理論上都是禁止的，但這屬於

營業上的禁止規定與監督行為，而將之認定為純粹之程序規定。另一

種則是無效之禁止規定，因此不宜立即將之認定為效力規定，且效力

規定亦未說明是何種效力。 

另一派說法認為，僅須取締規定不使之延續即可。其實，這應視

判決而定，使之繼續仍會有效，因為該行為並未違反效力規定。理論

上，只要是秩序上的規定，不能說沒有處罰，只是後來並不會成為民

法上之無效。因此建議，個案上應有精準定位，既然有公平交易法第

五章規定，應多加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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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為與損害間因果關係之證明、舉證責任之分配 

再來是行為與損害間因果關係之證明。在證明行為與侵害他人權

利間，一般是指責任成立因果關係；有關行為與損害間，則屬於責任

範圍因果關係。因此，相當因果關係說，係指行為與權利侵害間之因

果關係。公平交易法第 32 條第 2 項之規定，某部分是為解決難以證

明損害範圍之問題，我認為公平法未來能在這一塊多著墨，可參考現

行智慧財產法之計算方法。但坦白說，我並不贊同智慧財產法有這麼

多種計算方法，因此參考一下即可。目前較特別的是，國內有學者主

張可參照美國藍能法（The Lanham Act）第 35條第 1項，其實就是商

標法，對舉證責任作規定。不過，臺灣於實體法上較不會涉及舉證責

任之議題，多數皆由程序法作處理。但我認為在特定法規中，若能就

舉證責任作分配，說不定可適度減輕檢舉人之負擔。 

三、不當得利之剝奪，與三倍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 

另外，針對不當得利之剝奪，即為將不當得利之概念，引進無體

財產權損害之計算方法上，因為其本質上難以計算，現行公平交易法

第 32 條第 2 項亦是如此，又如三倍賠償金之問題，始終也很困擾，

民國 102年 1月 1日施行的專利法，已刪除三倍賠償金之規定。當初

民國 82 年修正專利法時，國內有些電子業者進行遊說將刑法規定刪

除，引起發明人不悅，因此立法者即仿照美國作法，將損害賠償額提

高至二倍，後來又提高至三倍。但這畢竟偏向美國法建構於名譽上或

懲罰性之賠償方式，我國民法則係建構於有損害方有賠償之原則，因

此修法後即刪除三倍賠償金之規定。（按:現又恢復三倍賠償制，請留

意之。） 

但公平交易法仍有三倍賠償金之規定，如警告信函或違反專利授

權之事件，即可引用本條加以主張。至於商標法是以零售價來計算，

且民國 83 年修法時，即決定不採取三倍賠償金之作法，當時算是極

具自主性之判斷。不過這其中隱藏的問題，亦為損害賠償專家不斷爭

論的是，公平交易法中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所造成之損害，究竟是

為填補損害，抑或為發揮嚇阻與預防之功能？值得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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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制裁與民事救濟之關係 

再來，針對行政制裁與民事救濟之關係中，是否有先行政後司法

原則之拘束及依賴？歐盟或德國採用司法，這其實與我的想法相符，

因為先行政後司法已有一定順序存在；若從法律救濟觀點，則似乎並

無一定之先後，只是為了公平會於說明上的方便而已。既然如此，則

公平交易法第五章損害賠償之效力或民事賠償，未來便可能要作體系

上的思考，或許也會打破先行政後司法之原則。若採用取締規定一刀

兩切，則無法苛責當事人先採取民事救濟途徑，而且還要基於公平交

易法的作法。 

至於未來公平交易法規範內容究竟要達到何種程度，臺灣立法的

特殊情況是，公平交易法是公平會主管的規定，乍看每個條文都與公

平會有關；但若各位仔細閱讀，會發現其中有些是權宜規定，只是放

在公平交易法而已，如民事賠償規定，理論上應是供法院判決之用，

因此並非只有公平會才能適用。這是職權上基於監督責任或相關原

則，而劃分公平會與法院之職權，並非代表當事人不能加以主張，或

必須受先行政後司法之拘束。當然，當事人若能主張行政手段，則或

許時程上將較為迅速；若循法院途徑，則可能因證據傳喚或相關程

序，而必須延宕多時。因此，我也不認為民事救濟途徑會取代公平會

之職能。不過，藉此機會大家亦能思考：究竟行政制裁與民事救濟間

之關係為何？而不僅侷限於先行政後司法，或行政制裁與刑法間之關

係。最後，感謝大家的聆聽及指教！ 

 

（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張乃文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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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與反壟斷－以水平結合為例 

講座：政治大學財政學系胡教授偉民 
日期：102年 3月 26日 
場次：10202-255 

 

壹、前言 

今天我要演講的題目是「經濟學與

反壟斷－以水平結合為例」，亦即以水平結合為例，來說明經濟學與

反壟斷之間的關係。關於經濟學與反壟斷之間的關係，可以拿 Richard 

Posner的作品來說明。Richard Posner從 1982年，即開始擔任美國第

七上訴巡迴法院（芝加哥法院）的首席法官，他在 1976 年出版《反

壟斷法》，副標題是「一個經濟學的觀點」。二十五年之後（2001年），

本書出現第二版，但已拿掉原先的副標題。Posner 特別說明道：「並

不是沒有經濟學的觀點，而是因為反壟斷法只剩下經濟學的觀點。」

從他的觀點視之，反壟斷法是在促進經濟福利，經濟學本身是與時俱

進的，不同產業間與跨產業間的經濟現象變異性其實很大。因此，在

反壟斷的審理上，必須對反壟斷訴訟有具體細緻的分析，並注意採取

相應的措施，而非以特定觀點逕予定論。 

接下來介紹水平結合中幾個重要的過程，如「假想獨佔測試」、「結

合模擬」與「價格上升壓力」等。這些方法在歐美結合審查中常被使

用，我會針對其基本概念，舉例說明在結合申請審查過程中如何應

用，並自應用中看出其優點與缺陷。 

貳、反壟斷法和產業經濟理論與時共進 

反壟斷與產業經濟學其實是亦步亦趨、與時俱進的，世界各國反

壟斷法規都與經濟學發展息息相關，而且這些法規都是持續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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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968 年，美國的結合指引（Merger Guideline）出爐，主要是依

據當時產業經濟學流行的典範，針對結構、行為與表現所作的典範。

這是一個次第的關係，換言之，結構會影響行為、行為會影響表現，

甚至結構會影響表現。當時的法院判決，相當在乎產業集中率與進入

障礙之間的關係。 

1982年，Merger Guideline開始承認，廠商之間的結合，亦可能

對經濟產生良好影響，因此將廠商結合所產生的成本綜效納入後果評

估當中。1992年的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則開始使用 SSNIP，

這個方法以前已被提出過，SSNIP是運用價格作為假想獨占測試的檢

驗。Merger Guideline 亦納入異質性商品的概念，以及 80 年代到 90

年代對當時反壟斷理論的反省；特別是，反壟斷過程的結構、行為與

表現不一定是次第的，而是互相內生決定的；亦即，表現與行為都可

能影響結構，但結構不必然會影響行為或表現。 

1990 年代，Farrel 與 Shapiro 兩位經濟學家進行了許多工作，大

部分是在討論市占率與單方傷害（Unilateral Harm）間的關係，亦即，

市占率不必然會造成單方傷害。同時，這些經濟學家的工作，亦刺激

了結合模擬方法（Merger Simulation）的流行，這也是我今天要談論

的第二個主題。2010年，Merger Guideline納入價格上漲壓力（UPP），

這部分是 O’brien& Salop、Shapiro，與 Froeb等人的論文所集結而成

的，也是我今天要探討的第三個主題。 

未來則可能以猜測變量（Conjecture Variation）檢驗市場行為，這

也可能被納入結合處理原則，亦即從價格數據中，檢驗廠商於市場中

是獨占、寡占或自由競爭。而經濟學統計方法與特定情境，的確是可

用以判斷廠商市場結構的。 

參、結合指引（Merger Guideline）中提出的結合分析步

驟 

以結合分析步驟來看，這次會探討的主題，主要集中在前兩個步

驟：市場界定與集中度分析，及單方效果分析。假設獨占者的特性，

此法已行之有年；相對來說，結合模擬與價格上升壓力，則是較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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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但未來應該會流行，因為此二方法可明確提出未來結合後，對

價格影響的證據，不過這些方法其實也是有利有弊。 

一、市場界定與集中度分析—假想獨占分析 

（一）假想獨占分析 

假設性獨占方法是在定義市場範圍，這是反壟斷分析中的必要步

驟。歐盟與美國的反壟斷機構評估競爭效果程序中，通常必須定義市

場範圍，因此在許多案件中，必須計算出市占率與集中率，再決定市

場競爭範圍。 

（二）市場範圍的界定為必要步驟而非充分步驟 

定義市場範圍，是為了粗估廠商有無濫用市場力與壟斷的疑慮，

這是結合的第一步，但結合分析並不會僅止於此。重點是廠商結合之

後的變化，而這些變化是否會影響消費者權益，也未必與市場範圍有

關。因此，在結合分析中，並不傾向於投入過多資源來定義市場。 

（三）認定商品屬同一市場的條件 

一般來說，市場是指產品市場與區域市場；但反壟斷中所提到的

市場，則為競爭政策市場，所關注者係廠商間之行為是否會互相制

約。所謂行為，是指廠商之品質行為、價格行為、創新或改善服務，

而這些行為與市場力量的概念相近。市場力量，則是指廠商將價格訂

在遠離競爭價格水準的能力，此種能力，與市場中有無替代產品及其

多寡有關，如電、瓦斯與煤的市場能力有多少？若瓦斯與煤可限制電

力公司的市場力量，則應歸屬於同一市場，稱之為能源市場。 

（四）相關問題 

「產品是否屬於同個市場？」這個問題同時在問：產品替代性有

多大？經濟學有些方式能測試產品替代性，於檢驗過程中，資料有效

性與檢驗方法的有效性，都必須嚴格講究。何謂替代性？通常是指產

品供給與需求替代性。供給替代性通常是中長期現象，換言之，若廠

商發覺於此市場中有利可圖，就會決定於市場中提供產品，來與其他

廠商競爭；與價格及需求彈性相比，其發生時間較長，期限亦較長，

因此於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判斷中，供給替代性於替代性的考量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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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並不具優先性。 

真正關注者其實是需求替代性，即消費者如何反應價格變化，當

廠商價格發生變化時，消費會轉移到何種商品上，或轉移到哪些區域

市場上，及其轉移之多寡？例如咖啡市場，若咖啡替代品很多，事實

上於該市場中是難以漲價的，換言之，此一市場有許多需求替代。在

定義競爭政策市場時，即必須將足夠的替代商品納入，方能符合定

義，也才能找到足夠商品，並於價格上予以制約。 

（五）決定市場範圍的相關方法 

決定競爭市場方法，亦即決定產品間是否具替代性之方法時，有

二種分析法：一為定性分析，另一為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是決定市場

範圍的必要過程，但並非充分過程；換言之，產品間是否屬於同一市

場，單視定性分析是不足的，還必須使用定量分析。定量分析法，包

括檢驗產品間的價格相關性，運氣好時，可使用自然實驗或衝擊分

析；若資料夠充足完善，亦可適用移轉率分析。 

1. 定性分析 

多數市場皆需定性分析，主要希望從大量相關商品中，找尋潛在

替代商品，並簡化放入市場中的產品方向。定性分析通常有二個現

象：一為產品特徵，另一為產品功能。然而，考量市場範圍時，尚需

考慮需求替代與供給替代，方能確定產品是否屬於同一市場。原因在

於，討論是否為同一市場時，所探討的係產品間能否相互限制價格。

例如，豆腐乳與 XO醬是否屬於同一市場？自功能替代角度觀之，可

能屬於同一市場，因為兩樣東西都能作為稀飯的小菜；但二者可能不

屬於同一需求市場，原因在於它們之間並無需求替代，二者價差非常

大。若二者間有需求替代，但價格差異仍如此之大，則消費者應會轉

向低價商品；不過，也有人會同時購買豆腐乳與 XO醬，因此仍不應

將之納入同一競爭市場當中。 

2. 定量分析 

(1) 檢驗價格相關性 

定量分析有許多不同方法，如檢驗價格相關性，是基於經濟學的

單一價格法則。當不同廠商生產相同或極為近似之產品時，產品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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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相同或極為近似，相同市場的產品或價格間應具高度相關性。若

懷疑兩樣產品應屬於同一市場時，則可檢驗價格相關性。很不幸地，

若純粹檢驗產品價格相關性，則經由較複雜的分析後，能發現產品價

格高度相關性與產品替代性，既非必要條件亦非充要條件。換言之，

當發現兩樣產品的價格相關性很高時，仍無法直接斷定這兩樣產品屬

於同一產品市場。 

(2) 自然實驗與衝擊分析 

自然實驗與衝擊分析可用來檢驗特定的外生性衝擊對某項商品

價格造成影響後，其他產品的價格與數量將如何反應。若價格間具有

正相關性，兩項商品間即可能具需求替代性。但自然實驗與衝擊分析

法亦有問題：第一，自然實驗的發生可遇不可求，相同情境不能複製，

而通常檢驗一個東西時，整個情境必須是能複製的。然而自然實驗無

法複製，且許多衝擊是由內生性原因所造成，因此會使檢驗結果有所

偏誤。 

(3) 假設性獨占測試 

假設性獨占測試，是檢驗市場範圍的常用方法，亦能讓吾人直接

思考市場定義。獨占者的特徵，係不會受到其他廠商價格限制；換言

之，故宮商品不會受到其他博物館的限制，該廠商在缺乏競爭者之情

況下，具有單方面漲價的動機。若廠商受到其他價格限制，則此廠商

本身並不足以構成相關市場；換言之，相當於有其他商品被納入同一

市場中。 

獨占者分析有二個步驟：第一，經由定性分析可找到一組商品，

並假設這組商品屬於同一廠商，再檢視其他商品與這組商品間之替代

性；若該廠商不具單方面漲價動機，則代表該商品涵蓋範圍仍不足以

構成一個市場，若廠商有單方面漲價動機，則能認定這組商品足以構

成市場定義。假設性測試之分析標的不一定須為價格，廠商的策略變

量很多，如數量、品質或廣告；但因短期競爭中，價格是廠商最容易

調整的競爭工具，因此廠商的價格動機即成為判斷市場範圍時最常使

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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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SNIP 

以價格進行假設性獨占測試之方法，稱為 SSNIP（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通常廠商有能力作小幅

度的漲價，於反壟斷檢定中，則通常是指 5%或 10%以下的價格上漲。

所謂 significant，是指價格上漲已足以增加廠商利潤；所謂

non-transitory，則是指漲價幅度雖然小，但卻很顯著，且必須具有持

續性，不因其他廠商的力量或市場，而使價格立即回跌。一般而言，

如此持續性的長度至少一年，即可知該產品涵蓋範圍已足以定義一個

市場。 

a. 用 SSNIP決定市場範圍的步驟 

以 SSNIP決定市場範圍，第一步，是以最保守的產品數量與區域

來界定市場範圍，以視是否有小額但顯著且持續地提高價格，而不致

於降低利潤。若該保守範圍或區域，可達到持續性提高價格，而不致

於降低利潤，則已完成了合適的市場範圍定義。若否，則代表現在所

涵蓋之市場範圍，仍不足以構成一個市場。因此，必須在剩餘的選項

中選擇，即至少有一樣替代商品未被納入適當市場範圍，而應擴大市

場範圍使能涵蓋該商品。當新產品納入新的產品市場後，則須視新的

假設性獨占廠商可否提高價格及利潤，若可，則已完成合適市場範圍

的定義；若否，則必須將新產品納入市場範圍內，並重新該計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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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SNIP的圖形分析 

若自另一個角度描述 SSNIP，則於此簡單需求圖形中，需求指的

是，就消費者角度觀之，數量與價格間之關係。假設於競爭狀況下，

廠商設定的價格是 P0，數量是 Q0，若將價格蓄意提高至 P1，亦即於

P0的 0.05%或 0.1%以上，則價格提高的同時，亦會造成數量的降低；

對廠商來說，價格提高能增加利潤，但須面臨因價格提高所造成的數

量損失。SSNIP所要檢驗者，即當價格提高後，利潤增加的區域是否

可大於數量損失的區域，若檢驗結果為是，則表示目前所假設的市場

區域已經足夠。 

 

c. 計算 SSNIP所需的公式、數值 

第三個角度，則是從數學的角度去計算。根據市場結構的不同，

所使用的計算公式也會不同。若有適當成本資料、利潤資料與函數，

則可直接提高廠商價格，去計算價格提高與利潤未提高前，其差異是

否為正，若是，則表示市場範圍已經夠大。另外，針對同質性商品，

只要能夠符合這個不等式，即能知道廠商定義範圍已夠大。 

要計算這些不等式，需要各種不同資料：計算同質性商品，需要

產品價格、邊際成本與同質性商品產業的需求彈性。若為異質性商

品，需要的資料會更多，例如二種不同商品的價格與邊際成本、第一

種商品的需求彈性與第二種產品的轉移率；換言之，當第一種產品的



經濟學與反壟斷－以水平結合為例 

•24• 

需求下降時，多少需求會轉移到第二種產品，稱為第一產品與第二產

品的轉移率。綜上所述，SSNIP下之計算，至少必須知道自身的價格

彈性、轉移率與相對價格。 

有時亦可自公司文件發現以上訊息，因為公司會在乎其他公司與

自己的競爭關係，因此會想知道價格上升後的競爭衝擊。針對相對價

格，可自市面上價格觀察到；至於自身價格彈性，這則是較困難的，

有時可直接自公司資料中得知，但有時仍必須透過估計方法。弔詭的

是，若競爭主管機關能預測需求彈性，則假設性獨占測試其實並無必

要。原因在於，談及假設性需求測試時，所關注者係定義市場範圍後

的後續檢驗；但若已可計算出需求彈性，即可用以來計算後續的東

西，導致此一過程完全喪失其必要性。因此，假設 SSNIP必須能幫助

主管機關進行檢驗，若能直接從公司資料中得知，才是最有效率且簡

便的。SSNIP或假設性獨占檢驗，事實上是基於簡單又明瞭的一種經

濟直覺，因此使用上非常普遍，但其實也有其問題存在。 

B. 玻璃紙的謬誤 

1956年，美國政府控告杜邦公司有企圖獨占的嫌疑。美國政府檢

驗玻璃紙市場範圍時，杜邦公司占有 75%的市場，但若將之擴大為彈

性包裝的市場，則杜邦公司的市占率僅 20%。最後，美國法院接受杜

邦公司所提出的彈性包裝市場見解，解除針對杜邦企圖獨占的訴訟。

其理由在於，從當時的價格水準，進行 SSNIP的價格獨占測試時，發

現玻璃紙與去油紙之間，存在非常顯著的價格替代性；換言之，當價

格提高時，會失去很多市占率，因此從 SSNIP檢定中，發現市場不應

該只有玻璃紙。 

a. 謬誤何在 

這個謬誤在於，根據經濟學理論，若廠商已處於獨占地位，則其

極大化利潤的行為，會將價格定在市場需求具有彈性的價格上；若需

求有彈性，則價格提高時，數量下降的幅度會大於價格上升的幅度，

因此便能看到利潤的降低。獨占廠商於獨占價格之情形下，事實上，

其價格既不會上升也不會下降，若因測試的緣故，硬逼迫其價格上

升，則其利潤必然會減少，這是獨占廠商的特徵。亦即，當杜邦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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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獨占廠商，而進行 SSNIP測試時，會發現其利潤必然是下降的。若

今天是採用另一個產業的資料，且該產業處於競爭狀態，而它所使用

的價格是競爭價格，則採用 SSNIP方法所發現的市場範圍，便會比獨

占產業用 SSNIP發現的市場範圍為小。 

b. 從謬誤中得到的教訓 

從上述謬誤中能得到幾個教訓：SSNIP 必須是在競爭市場中進

行，然而競爭市場的定義與發覺都是有難度的，許多時候，從產業的

價格與數量上，並無法知道市場是否處於競爭狀態。另一個弔詭之

處，在於對市場競爭狀況的假設，會影響最終判定的市場範圍。 

經濟學界對這些問題，其實也有一些方法能辨識市場競爭狀態。

如反壟斷法中的猜測變量方法，能利用價格與數量關係，來了解市場

結構是屬於獨占、寡占或完全競爭，但這不在今日的討論範圍內。 

因謬誤的發生，讓吾人發現 SSNIP的不足。但老實說，謬誤本身

並不大，特別是在結合案中，理由在於杜邦本身就是一個獨占者，結

合之後，不過就是將其他公司的生產納入自己公司的生產中；若未造

成成本的降低，則杜邦結合後事實上也不會再漲價，因為它本身就是

獨占者，並不會再漲價。杜邦當時已是不具效率的市場，沒有效率的

市場並不會再變得更沒有效率。 

c. 「反」玻璃紙謬誤 

除玻璃紙外，Froeb與Werden在 1992年提出「反」玻璃紙謬誤。

亦即，若現行價格低於競爭價格，則於價格微幅變動中，消費者並不

太會去調整他的消費選擇，以致於市場範圍被劃定過窄，而產業中其

實有嚴格的價格限制。問題就在於，市場價格之所以會低於競爭價

格，有二種可能：第一是掠奪性定價，廠商將價格定在較低的價格，

是為將其他廠商趕出市場，或阻止其他潛在廠商進入市場。另一個是

菜單成本（menu cost），這會限制廠商調價能力，導致廠商不願輕易

調價；若廠商經常調整價格，則其調整幅度會很大，而不像其他產業

是頻繁發生小幅度的調價。若某些產業發生此種現象，則可說其市場

定義或許過窄。什麼樣的產業較易產生菜單成本現象？例如咖啡產

業，一般超商所販賣的咖啡價格是不易變動的，但若變動，其幅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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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很大。報紙可能也是類似的產業，若價格有非頻繁但大幅度的變

動，則通常能猜測該產業市場範圍的定義其實過小。 

二、單方效果分析—結合模擬 

接下來進入第二個主題：單方價格效果分析的結合模擬。結合模

擬分析現已逐漸流行，相對於水平結合模擬中所使用的各種方法，它

的歷史相對較新，目的則在預測廠商結合後的單方效果，判斷廠商結

合後，價格會如何變化。通常我們將結合模擬作為篩選的工具，預測

結合的後果是否堪慮、是否會嚴重削弱市場競爭，其中大部分檢驗的

是有無造成產品價格的上升。而價格上升值得憂慮之處，在於可能會

傷害到消費者。 

現在所談到的結合模擬方法，是從 1990 年代起一系列的研究整

合而成。從 1990年的 Farrell與 Shapiro，到 1993年的Werden與 Froeb，

還有 Hausman在 1994年的研究，這些方法到目前為止並無太大改變。

改變的是現存文獻中的結合模擬方式，關注動態的過程，將結合模擬

所觀察的標的，從價格到產品重新定位。好處在於嚴謹利用數學與統

計模型，來預測結合後可能產生的效果，此一方法的優勢，提供了現

實基礎中「最好的猜測」。雖然最為複雜，但結論也最精確，只會看

見價格上升或下降的趨勢，並無灰色地帶存在。 

（一）結合模擬的通用架構 

結合模擬其實有一個通用架構：通常我們使用經濟學中的結構性

計量模型，包含四種設定，來作為結合模擬的方法。第一種是需求設

定，必須涵蓋適當的需求方程式，或一組需求方程式；所謂一組需求

方程式，是指若所探討的產品很多項時，每一產品都必須有一個需求

方程式。第二種設定，必須決定廠商如何生產，亦即廠商生產時所使

用的成本需求函數。第三種設定，必須在乎廠商的策略變數；所謂策

略變數，是指廠商如何競爭，如數量競爭或價格競爭、廣告競爭或研

發競爭。第四種設定，在於如何設定市場的均衡假設，即廠商間之互

動應如何求解。 

1. 需求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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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需求設定？「需求」主要考量消費量與價格間之關係，須考

慮的問題，包括消費者的其他選項。例如購買汽車時，須探討消費者

要買房車、跑車或休旅車，這些選項對他來說差異何在？另外，須考

慮消費者在做選擇時，是否有一個次第的順序。所謂次第順序，假設

消費者要買車子，首先必須決定要買二手車或新車；決定要買新車

後，再決定要買國產車或進口車；若決定要買國產車，再決定要買房

車、跑車或休旅車；若決定要買休旅車，再決定要買日產、裕隆、本

田或福特的品牌，而這個次第是能調換的。 

經濟學中，需求設定的消費者特質，會嚴重影響結合模擬的結

果，所以這些消費者需求的設定是很重要的。結合模擬中，每個設定

都會影響到結合模擬的結果，特別是價格的上升或下降。學界對需求

已發展出標準化的需求函數，對於不同結合模擬的隱含後果也能預

測。這些標準化需求函數的好處，在於能按照不同產品的需求屬性，

按圖索驥，來探討這種產品較適合使用何種需求模型來分析。 

2. 成本設定 

成本需求函數的設定，主要是用來刻劃生產過程的記述特徵，包

括生產過程有無規模經濟；或產品生產與數量增加時，營運成本是否

會降低；或產品於生產過程中，邊際成本是否固定。邊際成本是否固

定其實很重要，因為在計算均衡價格時，只有邊際成本與其有關。 

成本函數的取得，可能來自廠商內部文件。但須注意，上述邊際

成本指的是經濟學的機會成本，而從廠商內部文件中，可觀察到的則

可能是會計成本，所以這之間是有差異的。除此之外，若無法從廠商

內部文件推估成本函數，許多時候必須以估計的方式來推估廠商成

本。估計要正確，必須愈接近現實資料愈好，方能得到值得信賴的成

本資訊。成本或需求估計出來後，應盡力蒐集成本資料，以檢驗成本

數據是否合理。若估計出的成本資訊為負，此時即須視需求模型設定

有無問題，透過尋找錯誤源頭的方式，去修改結合模擬模型。 

3. 策略變數與廠商目標 

策略變數是指廠商競爭時所採用的方法，同樣地，這也能從廠商

內部文件來推斷，特別是可觀察廠商研究對手競爭策略時，其觀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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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何在，如對手的數量、廣告量或產品品質。產品品質有時可能是中

長期策略考量，例如美國航空的競爭策略即為將經濟艙的腿部空間加

大，與其他廠商競爭或打廣告時，亦特別強調此點。 

在合理狀況下，廠商目標通常應是利潤極大化，於經濟目標內亦

允許收入極大化，收入極大化是為了搶占市占率，後續並擴大廠商競

爭力。特別是研究大陸產業的獨占模擬時，如國有企業或獨占企業的

結合模擬分析中，許多時候設定的目標函數是廠商收入極大化，因為

在中國國有企業中，若要升遷，並非視利潤的多寡，而是看產品賣出

多少、放貸多少，此時，收入極大化將較利潤極大化來得合理。 

4. 均衡假設 

經濟學中定義了許多「均衡」的概念，各種不同的均衡概念，是

為適應不同產業，給予不同考量，來求出適當的均衡。傳統上所使用

的均衡概念，與廠商作決定時所知道的訊息有關，因此有時所使用的

係完全訊息的設定、不完全訊息的設定，或動態模型的設定。在這三

種不同設定中，接下來要論述結合模擬應有怎樣的條件，才能讓結合

模擬結果是可靠的。 

（二）理想的結合模擬該有的條件 

基本上，若結合模擬結果要可靠，許多時候經濟學中，常會聽到

這樣的說法：例如，問研究者為何要作如此的假設？他的回答通常

是：「因為大家都這樣假設，所以我也這樣假設」，這樣的回答在產業

分析中，特別是競爭法主管機關作結合模擬時，並非設定的好理由。

結合模擬得到的結果跟模型設定是很有關係的。若廠商以廣告當作競

爭手段，例如，以價格當作競爭手段的模型，即不適合用來當作以廣

告為競爭手段的模型；特別是音樂產業或媒體產業，即非以價格來競

爭，而是用廣告來競爭，此時，即不能以價格當作競爭模型來分析。

若產業有技術擴散效果，換言之，有的產品是先以高價推出，然後再

逐步降價；或有些產業為加強產品網路效果，剛開始上市時會補貼消

費者，此種情況，靜態模型就不如動態模型適合。有時消費者購買產

品時，品質考量是最重要的，那麼，以數量當作競爭的模型即不適合。 

1. 常用的兩種模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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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分析時，模型的假設必須合理，但通常也都不出 Cournot與

Bertrand 模型。Cournot 模型所設定的是同質性商品，決策變數是數

量，廠商目標是利潤極大化，均衡假設是純粹策略 Nash均衡；Bertrand

模型所設定的是異質性商品，換言之，對消費者而言重要的是商品品

質，策略變數是價格，廠商目標是利潤極大化，均衡假設是純粹策略

Nash均衡。 

2. 兩種模型常用的理由 

為數眾多的模型中，Cournot 與 Bertrand 模型最常被使用，有相

當實際的理由：第一，若模型過於複雜，其條件與假設也會複雜到難

以解讀；第二，結合申請的有效期限，一般是三十到六十天，複雜模

型的估計非常耗時間，而此二種模型相對較簡單，為符合時間限制，

因此被普遍使用。 

（三）結合模擬應用 

1. Volvo-Scania結合案 

歐洲競爭法主管機關於 1999至 2000年審理此案期間，首次使用

結合模擬進行分析，但結果並非令人滿意。雖然在審理過程中，歐洲

委員會最終並非基於此種模擬分析結果來禁止結合，但決定中有提及

結合模擬的結果，最後並確認了定性分析的結論。 

Volvo與 Scania兩家公司是卡車製造商，主要有兩種類別：一是

整車，另一是拖車頭。兩家公司結合後，將在瑞典、挪威、丹麥、芬

蘭與愛爾蘭的五個市場，有接近 50%的市占率。 

(1) 模型設定 

假設買方都是貨運公司，而非一般消費者。卡車的消費，是基於

一個次第的選擇，先選擇要買整車或拖車頭，再決定要買何種車款。

在分析中，競爭法主管機關使用了市場加總資料，因此知道市占率；

所使用的需求模型為｛0,1｝的需求模型，亦即消費者將依據所看到的

產品價格與類型，來決定「買」或「不買」這部車。所謂｛0,1｝需求

模型，經濟學中稱為離散選擇，所使用的資料，包括二年的價格資料，

且涵蓋歐洲十六個國家，亦於市場潛在規模中作二種不同估計：潛在

卡車購置量設為現有銷售量的 1.5倍或 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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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果的影響因素與估計結果 

從這個模型中，可發現潛在市場規模會影響需求彈性：潛在市場

規模愈大，需求彈性愈大。原因在於，潛在市場規模愈大時，消費者

愈有可能傾向不買，以致於當廠商提高價格，消費者即可能傾向不

買，導致所估計出的需求彈性較大，而估計出的價格效果較小。亦即，

結合之後，價格上升的幅度會較小，此一結論當然受到結合方的歡迎。 

在結合中，主管機關運用結合前的均衡結果，在結合後的市場結

構配合下，來計算出新的均衡效果。同時，他們允許結合後的協同效

應，亦即假設廠商結合後的邊際成本下降 5%。他們發現，新的均衡

價格會在廠商結合後上升，亦即，即使考慮了廠商的成本下降，最後

價格仍會上升，消費者福利將於結合後受到減損。 

(3) 福利分析 

除此之外，他們也大膽分析消費者福利變化，亦即廠商結合後的

消費者賸餘。瑞典與挪威的消費者福利下降超過 10%，丹麥、芬蘭與

愛爾蘭的福利則下降超過 5%。而在考慮 5%的邊際成本下降後，芬

蘭、挪威與瑞典仍預計會有超過 5%的消費者福利下降。 

(4) 結合模擬分析不被採用的重要理由 

即便此一分析結果如此漂亮，歐洲法庭仍未接受以此結果作為證

據。原因在於 Volvo與 Scania的結合案中，經濟政策證人指出，預測

的利潤邊際事實上會高過實際的利潤邊際，換言之，預測結果會高過

實際結果。因為車商競爭時，並非提高汽車銷售價格，而是設法壓低

汽車價格；車商並非希望從賣車中得到利潤，而是希望將車賣出後，

在未來的維修上將利潤賺回。因此，他們會盡量壓低車的價格，再於

維修時回收利潤。歐洲競爭法主管機關並未將此訊息納入結合考量，

因此該結合模擬分析未被採用。換言之，該模型使用錯誤，以致於法

院並未採用。 

2. Lagardêere-VUP結合案 

與 Volvo-Scania結合案中相似的分析模型，2003年時被歐盟使用

於 Lagardêere-VUP 結合一案，同時，結合模擬的結果被引用在支持

結合的論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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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gardêere 與 VUP 是法國 Havhette 地區的前二大出版商，

Lagardêere 是第二大出版商，提出收購第一大出版商 VUP 的結合申

請。結合模擬中的消費者選擇，仍以｛0,1｝的模型來估算消費者需求；

同時，消費者的選擇也有次第，亦即消費者先選擇購書的次分類：一

般文學分類包括小說、驚悚與羅曼史，再自此分類中選擇特定書籍。 

(1) 分析資料 

在分析中，所採用的資料為最暢銷的口袋書 5,000本，以及 1,500

種大型書本，其特徵包括銷售量、價格、樣式、頁數、出版商與作者

訊息。潛在市場規模是當年書本銷售量加上未買書的人數，這將影響

所估計出的彈性。除此之外，需求與成本函數的解釋變數，包括書的

樣式如何影響成本，或符合消費者需求，尚包括其頁數、購買地點，

以及某種作者與出版商名譽數量值，來計量作者與出版商的名譽。 

(2) 估計結果 

給定這些資料後，歐盟發現結合後，價格將上漲超過 5%。超過

5%的結論，包括考慮好幾種不同模型，如市場結構，與結合後的市

場範圍減縮。換言之，二家公司結合後，將關閉某些區域的書店，再

交由其他人經營，事實上他們亦以其他統計方法，得出此一信賴區

間。最後，此案被有條件地通過，條件為必須關閉某些地區的營運。 

（四）結合模擬相對仍不流行 

結合模擬方法其實可得出漂亮結論，但為何此方法仍不流行？除

結合模擬的計算相當花時間外，仍有其他原因。結合模擬為反壟斷經

濟學家所熟知，美國與歐盟的反壟斷案件中亦常利用，但事實上卻不

普遍。1996年的 Kimberly-Clark/Scott Paper衛生紙廠商結合案，是美

國首次使用結合模擬，後來 1997年的 Staples/Office Depot案、1999

年的 Volvo/Scania案、2000年的 Interstate Bakeries/Continental Baking 

Co.案、2003年的 Lagardère/Natexis/VUP案與 Nuon/Reliant案，以及

2004年的 Oracle/PeopleSoft案，這些大型案件採用結合模擬，反應出

結合模擬的困難以及耗費成本。 

結合模擬之所以到現在都尚未流行，關鍵在於法院尚未將結合模

擬結果視為紮實的證據。原因在於，結合模擬須用到許多假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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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假設、需求函數與成本假設，而結合模擬成果與這些假設的適當

性是密切相關的。換言之，稍微改變假設，得到的結果即會有所不同。

因此，法庭上攻防時，兩造會辯論這些假設中，有哪些是不合時宜的，

以致於影響了結論。 

但這些假設有時會被質疑，現實中，關於市場的定價機制、需求

模型等，在經濟現象中，皆有非常高的不確定性。亦即，無法確認需

求或成本是否如我們所假設的形式，或所估計出的邊際成本，是否即

為廠商所使用的邊際成本？這些都具有不確定性。 

（五）經濟現象的本質弱化了結合模擬的證據力 

因此，大部分反壟斷調查或結合調查，即便使用結合模擬，也會

配合許多其他調查。這些其它多種方法，可能是定性的方法，包括理

論論證、數據表述，以及定性的產業敘述。與結合模擬相較，這些方

法的論證中，通常不需確切提出假設；正因其假設不清，所以與結合

模擬不同，不須於法院中接受嚴格的攻防挑戰。 

實際上，在現實案件中，亦不要求結合模擬必須採用完全正確的

假設作為基礎。原因在於，世界上並無完全如實的模型，結合模擬若

都要符合實際，那修改模型的過程將相當曠日廢時，因此通常無法滿

足現在結合案件的審理時程。 

（六）小結 

使用結合模擬，通常僅用以評估結合後果而作為部分證據。現行

分析模型是否合宜，仍須參考定價行為與競爭結構的定性分析；唯有

當模擬結果符合定性分析的事實，以及模擬結果與其他證據看起來相

當一致時，結合模擬方適合作為證據。 

為讓結合模擬結果易於法院中被接受，其結果必須愈清楚愈好。

結合模擬有四個組合模式，皆能以非常複雜的模式存在於分析中，因

此，即便是經濟學家，只要非屬同一領域，對之亦可能不甚清楚。是

以，若結合模擬結果欲在法庭中作為證據，其步驟必須清楚、透明，

方容易被接受。 

三、單方效果分析—價格上漲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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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上漲壓力也是在分析單方效果的模型，與結合模擬欲得到的

目的非常相近，方法卻較結合模擬簡單得多。價格上漲壓力分析的目

的，是為檢驗限制競爭的不利益與整體經濟利益於結合之後的消長。

通常，結合限制競爭的不利益，是指價格上漲；整體經濟利益，則是

結合之後所產生的成本綜效，而可能將成本壓低。此一方法也是晚近

的方法，2010年才被納入結合處理原則中，由 Shapiro、O＇Brein & 

Salop、Froeb et al.花了十年時間所發展而成。此方法的基礎，則是以

異質性商品，檢驗單方價格效果，與同質性商品檢驗協調效果，事實

上是不同的。 

（一）UPP 的計算公式 

UPP的功用，是把經濟學理論轉化為非常簡單的公式。我們真正

檢驗的是1，若1為正，則代表廠商結合後，即使生產成本會下降，

售價仍會上升，因此將傷害消費者權益。1事實上的結構，包括廠商

產品價格、邊際成本，以及標準化的成本綜效。成本綜效之所以是標

準化的，在於廠商結合前，即便是廠商本身，亦無法估計將產生怎樣

的成本綜效。因此於估計時，為給予廠商公平對待，通常會假設廠商

在結合後，的確可以造成成本降低 5%或 10%，這也是吾人慣用的方

法。而計算 UPP 的另一個重點，是計算產品間的轉移率。當產品價

格因數量或外在環境變化而下跌時，有多少比率的消費量會轉移到其

他產品，此即轉移率的計算。 

122121 )( ECCPD   

（二）UPP 的好處 

UPP的好處，在於只要掌握四個關鍵數字，即能利用此一方法背

後的經濟原則，來確認廠商結合後，對消費者權益的影響。其它的好

處，如假設為異質性商品的市場結構，或假設為以價格競爭的市場結

構，這些都是符合產業現實的。另外，若有商品價格資料、邊際成本，

與產品間替代關係的資料，即能以簡單的計算，對結合後果作出評

估。如此簡單的方法，對現在的執法機關，在僅有三十天能作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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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是具有極大吸引力的。 

（三）UPP 準則的可能缺失 

UPP也有它的問題：由於計算方法簡單，因此不禁令人懷疑，其

計算資料是否可靠？計算 UPP 需要四種關鍵性資料。其中，價格資

料大致上無爭議，但邊際成本與轉移率（產品間的替代關係）事實上

並非公開資料，亦即必須由結合方提供。因為計算公式簡單，廠商計

算前即能知道，計算後的1會大於或小於 0。因此，若執法機關無法

自行估計，或能由公正第三方提供訊息，否則此種訊息不對稱的結

果，將可能給予結合方操作的空間。弔詭的是，若 UPP 轉移率必須

經由估計方能得知，則 UPP 的估算似乎即無必要，因為其估算過程

與結合模擬的估算，大部分是一致的，但結合模擬所能提供的資料，

卻較 UPP來得多。 

另一個缺失係，UPP是針對一個廠商、一個商品的假設，此種假

設似乎不符合一個廠商、多個商品的現實，因此會有誤差。當然，經

濟學中 UPP 被提出時，有許多人提出模型的修正，但此一模型修正

所提出的結果，其計算方法並未較結合模擬簡單，因此還不如使用結

合模擬。 

（四）UPP 有效嗎 

1. 與結合模擬相較 

與結合模擬相較，Cheung 2011年的論文中提出：若採用結合模

擬參數計算移轉率，事實上，UPP的判定與結合模擬差異不大。弔詭

的是，若先以結合模擬計算，再以其計算結果作為 UPP的計算參數，

則既然結果皆已具備，又何必再計算一次？另外，若不採用結合模擬

參數計算轉移率，則此二種結果的差異即會很大。二種方法相較之

下，UPP的假設較少，因此其所受的批評較小，而並非此方法真的較

佳。 

2. 與 HHI的結果相較 

再來，與 HHI的結果相較，根據 Varma於 2009年的研究，以模

擬的市場資料，並假設典型的市場定義與 10%的標準化成本下降比

例。換言之，它容許 10%的成本綜效，結果發現，與 HHI相較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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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P更容易判定出結合申請有損害競爭的效果。特別是在二個廠商之

間皆有小市占率，但轉移率很高時，此種情況並不容易被 HHI拒絕，

卻容易被 UPP拒絕。因此，UPP即可能有這樣的問題。 

3. 實例 

接下來，我簡單作一個實例示範。我使用過去在中國工作時，所

蒐集的中國汽車市場資料，特別是北京市的汽車銷售資料與銷售價

格，來跟大家演練一下結合模擬與 UPP 能得到什麼結果。我從不同

管道蒐集北京市汽車銷售特徵資料，所謂特徵資料，即消費者購車

時，可能在乎的車子外部空間與內部空間大小、車子的油耗與最高速

等。這些資料的期間橫跨了三十六個月，從 2009年 1月到 2012年 11

月，共 64種品牌、271種車款，總共 4,749個觀察值。這個估計結果

事實上是不可靠的，原因在於估計過程中，我們發現資料事實上是有

問題的，特別是汽車資料部分；亦即，消費者所面臨的汽車價格會變

動，每個人買車的價格不同，而我們所使用的資料是所謂的「建議價

格」，不因年度與區域有所變異。但若缺乏這樣的變異資料，即無法

辨識需求模型或結合模擬結果，所得出的結論即必然是錯誤的。 
 

 GL8 S-MAX
克萊斯勒

300C 
凱領 大捷龍 奧德賽 彩色之旅 

GL8 -4.5686 0.0001 0.0002 0.0001 0.0003 0.0015 0.0003

S-MAX 0.0008 -3.7869 0.0001 0.0000 0.0001 0.0007 0.0002

克萊斯勒 
300C 

0.0016 0.0001 -4.4862 0.0001 0.0003 0.0014 0.0003

凱領 0.0015 0.0001 0.0001 -4.4318 0.0003 0.0013 0.0003

大捷龍 0.0021 0.0001 0.0002 0.0001 -4.6861 0.0018 0.0003

奧德賽 0.0015 0.0001 0.0001 0.0001 0.0003 -4.4294 0.0003

彩色之旅 0.0005 0.0000 0.0000 0.0000 0.0001 0.0005 -3.1224

 

結合模擬中需要一個場景，假設上海大眾結合一汽大眾，當然我

們需要需求設定、成本設定、廠商變量設定，以及均衡結果設定。從

這張表中所估計出的北京市汽車需求交叉彈性，能看到不同車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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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對角線價格是廠商自身產品的彈性，因此就自身彈性而言，北京

市汽車的彈性非常高。換言之，若將價格降低一個百分比，則汽車銷

售量能增加三到四個百分比，甚至是五個百分比。 

結合模擬的計算中，因為有許多不同設定，而這些設定甚至可能

是錯誤的，則當設定錯誤時，應如何得知？若所得出的結果是錯的，

即知道該結果是不合理的。我們所得出的結果是，這些交叉彈性非常

低，趨近於零，而在趨近於零的狀況下，不是模式設定有問題，就是

資料設定出問題，因為廠商間產品的交叉彈性不應這麼低。換言之，

當 Honda的價格增加 10%時，應該會有許多消費者轉向 Chemery；但

本例中，雖然 Honda 的價格增加 10%，但 Chemery 的銷售量並未增

加，這就是估計出來有問題的地方。 

從結合模擬或需求估計結果中，能觀察到產品之間在消費者心中

是如何替代的。除此之外，亦能利用數量、價格資料與模型設定，觀

察自廠商所無法得到的邊際成本。產品價格資料中原本就有，若能估

計出邊際成本，即能估計出廠商邊際利潤率。在此所看到的車款，邊

際利潤率都在 20~30%間，因此廠商的利潤是很高的。 

另外，上海大眾與一汽大眾結合後，針對部分車型價格與市場份

額的變化：上海通用結合前的價格是 26.7 萬人民幣，結合後並無變

化；但上海大眾結合前的價格是 17.68 萬，結合之後則是 17.70 萬，

此一價格是從資料裡得知。同時，自結合模擬中，亦可推算市占率，

因為廠商間的競爭，是從價格與其他特徵來搶占消費者。經由計算，

上海大眾所搶到的消費者，結合前是 15.23%（×10-6）；結合後，價

格提高導致市占率降低，但降低幅度有限。最後，與價格上漲幅度相

較，每部新途安汽車在利潤上，增加了 0.0011萬人民幣。這些都是根

據模型所計算出的。 

若考慮 5%或 10%的邊際成本扣除額，會發現所有車型在結合

後，價格皆呈現下降的趨勢，因為二個廠商結合後所造成的成本綜

效，會使廠商願意降低價格，以吸引更多消費者。此一作法是有利的，

且反而會增加銷售數量，因為市占率的成長會大於銷售價格的下降。

以新途安為例，假設成本下降 5%，均衡後價格為 17.0416，相較於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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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前，結合後的價格反而是下降的。 

車型 生產廠商
結合前價
格(萬元)

結合後價
格(萬元)

結合前市
占率(x10-6)

結合後市
占率(x10-6)

利潤增加
量(萬元)

LG8 上海通用 26.7000 26.7000 36.3038 36.3057 0.0667 

新途安 上海大眾 17.6800 17.7015 15.2389 15.1659 0.0011 

哈弗 CUV 保定長城 12.7800 12.7800 13.1084 13.1087 0.0075 

聖達菲 榮成華泰 16.0646 16.0646 2.7556 2.7557 0.0022 

奇駿 風神 22.7800 22.7800 49.2694 49.2719 0.0745 

力帆 520 重慶力帆 4.3900 4.3900 3.0062 3.0062 0.0006 

08款賽拉
圖 

東風悅達
起亞 

10.0800 10.0800 67.3902 67.3905 0.0060 

09款新寶
來 

一汽大眾 14.0000 14.0043 105.0958 104.9843 0.0040 

QQ6 奇瑞 5.4800 5.4800 15.8434 15.8435 0.0017 

 

車型 
(1) (2) 

基於需求估計的 UPP平均
值(5%的成本協同效益) 

基於需求估計的 UPP平均
值(10%的成本協同效益)

新途安 -0.6660 -1.3284 

途安 -0.5368 -1.0710 

途觀 -0.9161 -1.8257 

勁取 -0.2768 -0.5522 

昊銳 -0.6532 -1.3028 

朗逸 -0.5099 -1.0174 

桑塔納 3000 -0.1921 -0.3830 

桑塔納 Vista志俊 -0.1921 -0.3830 

桑塔納三廂 -0.1921 -0.3830 

領馭 -0.6793 -1.3548 

CrossPolo -0.4334 -0.8648 

勁情 -0.3338 -0.6659 

晶銳 -0.3660 -0.7303 

波羅 -0.3433 -0.6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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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銳 -0.5328 -1.0629 
 

再來，以相同資料作相同估計，可計算出UPP值。Farrell與 Shapiro

的模型，係假設每一廠商只生產一個產品，所以我們用 UPP 平均值

來逼近 UPP。上海大眾有十五種車款，一汽大眾有七種車款，所以上

海大眾的每一車款有七個 UPP 值。將這些數值平均後，會發現廠商

結合後，若考慮 5%的成本協同效益，或 10%的成本協同效益，則所

計算出的 UPP 值或τ值，將全部皆為負值。亦即，於北京市汽車市

場以後，若廠商結合後的成本下降，則結合後的價格即不會上升，對

消費者而言即為有利的。 

肆、結論 

最後，若要評估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的不利益，適用的方法

與法庭審理時可採用的方法，都必須盡量簡單、快速、透明，方能有

效應付近年來逐漸增加的結合案。但須注意的是，從經濟學中取用的

模型，或任何現在可使用的理論與實證分析方法都不完美，因為經濟

學尚在發展當中，而經濟學模型從來就不完美。反壟斷視野若以經濟

學為主，其所依據的經濟學理論或內容，事實上可能都會不完美，因

為吾人永遠無法擺脫經濟現實的不確定性。因此，在使用分析工具，

且按照分析工具來作結論時，必須設法了解方法的侷限性。若有可

能，或時間上允許，則應改變或調整假設，來看其結果是否會相同。

若時間允許，甚至能以不同方法，無論是定性或定量，來交叉檢驗幾

種不同方法所得出的結果有無差異。此種情況下，基於經濟理論所提

出的結合證據，才會較有說服力。 

 

（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張乃文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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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秘密之保護與公平交易法 

講座： 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章副教授
忠信 

日期：102年 4月 24日 
場次：10203-256 

 

壹、前言 

營業秘密，係指屬於你的產業的資

訊，而你不想讓競爭對手知道，但競爭對手卻非常想知道的一件事。

故營業秘密法提到，本法所稱營業秘密，係指方法、技術、或是生產、

銷售、經營之資訊，其所保護的是技術資訊或是商業資訊，然而必須

為非該領域的人所能夠知道，而因此秘密性所能產生潛在或實際的價

值，才能受到營業秘密法的保護。在判斷該資訊是否為營業秘密時，

重要的因素在於是否有採取合理的保密措施，讓該資訊成為權利人所

關切的營業秘密。 

貳、訂立營業秘密法之原因 

營業秘密在實務的請求中，無論是取締侵害或是請求賠償，都是

很困難的。若營業秘密被侵害，要去警察局報案，警察問說什麼東西

不見了，你說：不能告訴你，因為這是我的營業秘密！警察問，什麼

東西被偷了？你說：沒有任何東西被帶走！但是資訊被帶走了！警察

再問：損失了多少？你說：不知道，因為許多的營業秘密還未進入市

場就被偷走了，就根本不知道價值多少。因此警察機關會覺得你來亂

的。這樣的狀態說明一件事情，事前對於營業秘密的保護周詳完善，

會勝於效果非常低的事後救濟方式。 

國際上，對於營業秘密之保護，有些國家以刑法規範，大部分的

國家以不正競爭法處理，只有極少數的國家，如我國與美國，立了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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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秘密法來保護。不過，我們立了營業秘密法之後，其他國家也陸續

制定營業秘密法。 

然而關鍵在於，制定營業秘密法之原因與營業秘密究為權利或利

益之認定，進而決定法律如何看待營業秘密。當時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商業司，而在立法理由中說明了商業司擬定營業秘密法之原因，是認

為公平交易法的侵害態樣不周延，適用的對象非常有限，法律的效果

不直接；另外，WTO 中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 TRIPs 有規定

要對營業秘密加以保護，加上對美承諾。惟若公平交易法之適用對象

有限，只限於事業；法律效果不直接，是因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而對營

業秘密造成損害的，必須先要求改正，才可以啟動法律上的相關處

罰；若謂公平交易法規定不周延，修法即可，為何要訂營業秘密法？

同時，WTO 的 TRIPs 僅要求對未公開的資訊加以保護，並未要求訂

定營業秘密法；因此我的結論就是，因為對美承諾。 

參、營業秘密是資訊？權利？利益？ 

營業秘密是產業經營過程中具有現在或潛在價值的經營資訊，所

以它是一個資訊。而所要保護之營業秘密係為一個權利或是利益，其

區別實益在於，若為權利，可為讓與；若為利益，則否。TRIPs第 39

條規範：「對自然人或法人所持有之資訊，應該有防止其洩漏或被他

人以違反誠信或商業誠信的方法取得之可能。」其中並未肯認其為權

利。從立法過程中，並未決定其權利或利益，惟若制定了本法，即可

確定其為權利。經濟部代表認營業秘密係有別於專利權的智慧財產權

中之一種權，然而在WTO中討論到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時，公平交易

法與不公平競爭都在裡面，卻未有一種權叫作公平競爭權，惟智慧財

產局局長認為營業秘密是否為一種權仍有爭執，並肯認營業秘密被視

為利益而非權利，但可透過立法方式去處理，所以主管機關與相關學

者專家一再研商，最後決定要採取權利說。因此營業秘密原本是一種

資訊，而我們根據法律創造權利，妥不妥當則是另外一回事。 

營業秘密法第 6條：「營業秘密得部份讓與他人或與他人共有。」

對照著作權來看：著作權的部分讓與他人或與他人共有。顯然，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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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的就是營業秘密權，而非資訊。營業秘密權可以共有，然而為什麼

營業秘密可以部分讓與？立法理由謂，若營業秘密為客戶名單，即可

分割。但此說法有點奇怪。舉例而言，我寫一本書，分上下冊，似乎

可分割，但我們談的，並非著作分割，而是著作財產權的分別讓與；

因為著作財產權有重製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很多的權利，

因此可為分別讓與。反觀營業秘密權，立法理由竟僅以客戶名單可分

割讓與為由而肯認之，因此究竟是資訊，或是權利的分割讓與，在立

法理由中是混淆不清的。 

「營業秘密法」第 7 條：「營業秘密所有人得授權他人使用其營

業秘密，其授權使用內容、地域、及時間依當事人約定」對照著作權

法，其規定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因此營業秘密權利人

得授權他人使用其營業秘密，前者之營業秘密係指權利，後者之營業

秘密乃為資訊。然而，法條用語為「所有人」，但「所有人」是物權

的概念。我們都說商標權人、著作權人或專利權人，不會說專利權的

所有權人。由此可知，現行營業秘密法在權利、利益用語上面，其實

很混亂。 

對於營業秘密之保護，以最經典的「可口可樂」為例，可口可樂

是感冒藥研發的失敗品，但它真的很好喝，因此一百多年來都用營業

秘密來保護。可口可樂在智慧財產權的大桶子中，可口可樂不用專

利，而以營業秘密、不正競爭或著作權保護之。以營業秘密予以保護，

即可不必公開，且保護期間非常的久等。如此觀之，營業秘密與專利

間看似密切，但以營業秘密保護的好處是不用公開，且永久保護，壞

處是沒有專有權且其非常不穩定，營業秘密權利人無法禁止他人進行

研究而產出相同的營業秘密，但是專利具有排他權。同時，當產業發

展成熟，做久了大家就會知道，其秘密性可能就會解除，而且營業秘

密百密一疏的後果十分嚴重。營業秘密與專利交互運用的後果，即原

廠藥把專利內容公開，讓學名藥可以跟著做，但學名藥之效果卻與原

廠藥有差距，其間差距的原因就是營業秘密。雖然專利法講求充分揭

露，但實踐上非必如此，原廠藥仍然有能力保留些許資訊，讓學名藥

難以望其項背。因此，營業秘密在學名藥與原廠藥中扮演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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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肆、公平交易法與營業秘密法 

公平交易法於民國八十年制定，經過多次修正，其立法目的為了

維護秩序、促進消費者利益、並確保競爭；因此公平交易法要保護消

費者利益，不可限制競爭，導致消費者在沒有競爭情況之下，受到不

好的待遇。而營業秘密法的立法目的重點在於：維護產業倫理與競爭

秩序、調和社會公共利益。因此，兩者之立法目的看似並無太大不同。

這也可以顯示出到底有無在公平交易法之外，另行獨立制定營業秘密

法之必要。 

公平交易法第 19條：「事業不可以有下述行為去限制競爭或妨礙

公平競爭之虞」；以營業秘密角度觀之，應該不是限制競爭，而是妨

礙公平競爭；其第 5款規定「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取

他事業之產銷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其他有關技術秘密之行為」，

主體限於事業且保護範圍不及於業務範圍的資訊。若違反本款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依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而逾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者，則處以刑事處分。此外亦

有兩罰規定，假使法人侵害或違反公平交易法關於營業秘密之規定，

除了可處罰行為人外，亦可對法人科以罰金，若其他法律有較重之規

定便從該法。 

營業秘密法制定後，學者對於其與公平交易法之關係有不同看

法，但我個人認為，營業秘密法特別針對營業秘密給予法律上的保

護，尤其是給予一個權利保護，因此顯然營業秘密法為公平交易法之

特別法；然公平交易法針對營業秘密不足之處，仍有補充餘地，即使

依照營業秘密法行使權利之行為，亦仍應適用公平交易法。以現行兩

者之關係來看，顯然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並未將營業秘密權列為得不

適用公平交易法之範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也仍然可用以防止營業

秘密權利人過於濫權。 

公平交易法第 45條規定：「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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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之正當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然而依照營業秘密法行使權

利之正當行為是否適用公平交易法，自民國 85年制定營業秘密法後，

公平交易法也經過多次修正，但卻未將營業秘密放入第 45 條，似乎

係因主管機關認為營業秘密並非權利，故不應跟著作權、商標權或專

利權處於同一地位，然而並未見任何文件就此討論。 

不過，去年年底，行政院將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送至立法院，在

草案第 54 條中，特別把其他法規行使正當權利不適用公平交易法之

規定放入，其修正理由謂：「本法所稱智慧財產權之範圍，係參酌智

慧財產權法院組織法規定，是指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光碟管

理條例、營業秘密法。」因此，其他智慧財產權就會包括營業秘密法，

此問題就此解決。然而制定營業秘密法後，至第 45 條修法前之思維

為何？只能說這是因為大家都沒有仔細去看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所

以這議題直到近年才被解決。 

伍、侵害營業秘密之民事責任 

在民事救濟部分，由於公平交易法中，未有一個權利叫作公平交

易權，但受損害之人仍可依公平交易法獲得請求權。因此，當行為人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5 款造成損害，受損害之人依公平交易法

而有民事救濟請求權。同時，第 30條：「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

害他人權益者，被害人得請求除去之；有侵害之虞者，並得請求防止

之。」對於侵害行為作成之物或專供侵害所用之物，亦得請求銷燬或

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損害賠償部分為擇一請求，此部分與公平交易法

一樣，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三倍，

惟損害賠償額對於營業秘密而言更為困難，因此，透過競業禁止條款

或者保密條款來訂損害賠償額，對於營業秘密的保護而言，相對較為

穩固。侵害人如因侵害行為受有利益者，被害人亦得請求專依該項利

益計算損害額。而對於共同侵害的人，要負擔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基

於法律安定性，損害賠償請求權自知悉時起，兩年不行使而消滅；自

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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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侵害營業秘密之刑事責任 

一、侵害營業秘密刑事責任之增訂 

對於是否給予侵害營業秘密之人刑事處罰，係為國家利益與政策

之問題。營業秘密若欲為有效之保護，必須去思考，我國為技術輸出

還是技術輸入國？將來適用對象，主要會是外國人、外國產業或我國

產業？內外國人都受保護，但處罰對象是誰？我國是中小企業多，還

是大型企業多？若要處罰境外行為，有沒有這個本事？又或者有沒有

像美國經濟間諜法案的域外能力？如果涉及損害賠償時，境外的損害

賠償能否追償？這些都是要仔細思考的。 

然而國內重大產業都希望能針對營業秘密增加法律上的責任。在

具體個案中，由於臺灣地位特別，與中國大陸非常密切，亦為國外廠

商進入中國大陸的跳板。有別於美國經濟間諜法案，因為起訴條件非

常嚴苛，因此起訴案件並不多；中國大陸或韓國的人涉案相對較多。

因此，國際廠商當然會關心臺灣企業在營業秘密保護的各項努力，是

否符合需求，並希望能增強營業秘密之保護，對於違反營業秘密課予

刑責。 

營業秘密法於民國 85 年制定時，由於刑法與公平交易法已有相

關罰則，且營業秘密保護之制度剛引進時，若立即課予刑責，恐怕對

產業衝擊過大，因此並未訂定刑責；惟公平交易法之刑責是間接的，

且有限期改正；然而一旦發生侵害，再命其停止或改正，並無太大實

益，若有停止或改正，則亦無法再以刑罰處罰，因此幾乎用不到。此

外，在司法判決中真正常見的是刑法規定，例如洩漏工商秘密罪、竊

盜、背信、無故取得、變更、或刪除電磁紀錄等規定，然而此係違反

刑法亦或營業秘密法？此侵害的是一般財產權還是營業秘密權？若

有人在工廠中偷走工廠零件，因此以竊盜罪來保護營業秘密，此為侵

害物之所有權抑或營業秘密？顯然是物之所有權。同樣的，民眾亦會

感到困惑，誤認為由於營業秘密法中沒有罰則，因此當然沒有刑責，

但是誰曉得，在某個角落裡有一個刑罰條文在那邊。 

在美國刑法中營業秘密之相關規定，會依照是外國政府介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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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般侵害營業秘密行為，而給予不同罰責。一般而言，於刑法中規

範營業秘密並不恰當。若肯認對侵害營業秘密應給予刑事責任，則應

在營業秘密法中增訂，並非散見各處。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經多次會議

後，在去年向行政院提案於營業秘密法中增訂刑責，行政院在 10 月

將草案送至立法院，立院於 1月 11日三讀通過，1月 30日公布，此

種立法速度以國內立法來說，可謂神速。故此次修法，在營業秘密法

中明白規定罰則，才是對的作法。 

二、侵害營業秘密刑事責任之相關規定 

營業秘密法第 13條之 1：「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

損害營業秘密所有人之利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相較於第

10條對於營業秘密侵害之模式較為寬廣，第 13條之 1則有限制。第

1款將「取得、使用、洩漏」放在一起；第 2款「知悉或持有營業秘

密，未經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使用或洩漏該營業秘密者」；

第 3款「持有營業秘密，經營業秘密所有人告知應刪除、銷毀後，不

為刪除、銷毀或隱匿該營業秘密者。」這也包括上游將營業秘密交付

下游，告知應刪除後，下游卻未刪除；第 4款「明知他人知悉或持有

之營業秘密有前三款所定情形，而取得、使用或洩漏者。」此時，會

加重責任。 

營業秘密法第 13條之 2：「意圖在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

使用，而犯前條第一項各款之罪者，處一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之罰金」，本條意圖在中華

民國管轄區域外使用，但若為外國廠商在本地設廠，有事業活動，那

麼他在本地之侵害即不適用。重點在於必須具有明顯意圖，且行為落

入前述四款，而不管是哪一種，皆處罰未遂犯。 

今年修法集中於刑法，但也必須思考侵害營業秘密的民事責任是

否應作補強。此次特別加重刑罰規定，如果是所得利益超過特別的

多，法律即賦予法院可將處罰提高三倍，在境外則可以二倍至十倍來

決定其罰金刑。此法律設計目的在於讓行為人血本無歸，由於民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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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證明損害困難，因此希望可以藉由提高罰金刑產生嚇阻效果。 

若為營業保護，則可採告訴乃論。刑法中許多告訴乃論係因僅涉

及個人法益，譬如個人形象、隱私，或秘密，沒有必要讓公權力很早

就介入；然而因營業秘密涉及國家整體利益，似又應採非告訴乃論，

不能任由營業秘密權利人決定。但事實上有困難，若營業秘密權利人

不配合，檢察官該如何調查？因此應將其作劃分，一般認為很重要

的，不想使其於國境外使用者，採取非告訴乃論；而對於一般侵害，

則仍採告訴乃論交由權利人自行決定。 

相較於刑事訴訟中「告訴不可分」之一般原則，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3 採取告訴可分：「對於共犯之一人告訴或撤回告訴者，其效力

不及於其他共犯。」主要希望透過告訴可分造成窩裡反之效果，我們

相信你只是受指使，真正獲利而主使的，另有其人，所以只要供出主

使人，受指使者就可以因權利人撤回告訴而脫離刑責。 

此外，若公務員或曾任公務員之人，因職務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營

業秘密，而故意侵害營業秘密，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同時也有兩罰

的規定，行為人被處罰，而其雇主也要被處以罰金刑，但若法人其代

表人或自然人對於犯罪之發生，已盡力為防止行為者，不在此限。 

柒、侵害營業秘密之形態 

一、以不正當方法取得營業秘密者 

營業秘密法第 10 條之五款，規定了侵害營業秘密之型態，惟其

僅有民事上責任；其中第 2項規定：「不正當方法，係指竊盜、詐欺、

脅迫、賄賂、擅自重製、違反保密義務、引誘他人違反其保密義務或

其他類似方法。」此為侵害營業秘密的基本類型，也就是行為人以不

正當之方法取得，係第一個產生營業秘密損害的人。相對於公平交易

法僅限事業，營業秘密法之行為主體不論行為人與營業秘密權人是否

有內部法律關係皆適用；即內部員工竊取非職務範圍內，或者用詐術

脅迫、賄賂而迫使有權取得營業秘密之人交付之，亦為以不正當方法

取得。至於外部商業間諜，不論是以網路或實質方法入侵取得，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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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秘密之權利人並無專屬權，若以正當方法取得營業秘密，不

構成違反營業秘密法。營業秘密法的立法理由亦特別說明，利用還原

工程去研究他人的營業秘密不構成侵害，事實上，在其它智慧財產權

領域中也是可以利用還原工程。 

二、 知悉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為前款之營業秘密，而取得、使用或

洩漏者 

此係一種間接侵害，而本款係為了防止間接侵害的效果擴大所作

之規範。因此，若為善意不知其為他人非法取得，或者該不知並無重

大過失，僅為輕過失，即不違反營業秘密法。 

三、取得營業秘密後，知悉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為第一款之營業秘

密，而使用或洩漏者 

在實務上，其實有許多產業積極行銷秘密技術，其目的在於讓對

方知道，並希望他人來取得授權，因此不斷告訴大家他有這個技術。

本款之目的，即於營業秘密被侵害後，不希望其被使用或繼續流傳。 

四、因法律行為取得營業秘密，而以不正當方法使用或洩漏者 

即依法取得，但未依正當方法行使，而任意交給家人或員工，此

亦構成對營業秘密之損害。本款並非用以處理員工離職後的競業禁

止，故無論是在職或離職員工，皆不得把在職時所知的營業秘密於在

職或離職後洩漏。 

五、依法令有守營業秘密之義務，而使用或無故洩漏者 

依法令有守營業秘密之義務的人，當然不可以無故洩漏，這些人

除了第 9條的公務員，亦包括仲裁人、鑑定人、證人等。 

捌、結論 

營業秘密法修正後，公平交易法也會跟著修正，這包括公平交易

法第 19 條第 5 款，修正草案中已將其刪除。依照營業秘密法行使權

利的正當行為不適用公平交易法，也在修正草案中納入。營業秘密法

的問題相當錯綜複雜，由於營業秘密不需註冊，所以並不具體，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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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忽略其重要性。 

未來的方向，顯然營業秘密某種程度與公平交易法脫鉤。行使權

利的正當行為不適用公平交易法，但其他不正當行為則仍適用公平交

易法，此為一個選項之問題。回過頭來看，營業秘密到底是否為一個

權利？我其實認為它不是，但若主管機關、立法政策上認為它是，則

必須區隔營業秘密與營業秘密權之差異，否則會造成紊亂。社會科學

沒有對或錯，只有在某個時點，我們認為較為妥當的處理方法；對於

民主法治社會來說，我們關切在法律上是如何規定的，因此大家皆依

據法律來保障權利、尊重權利，並主張權利。 

 

（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張乃文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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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結合審查－市場界定之理論與實務 

講座：臺北大學經濟系陳助理教授嘉雯 
日期：102年 5月 7日 
場次：10204-257 

 

壹、前言 

委員、長官、各位公平會的同仁大

家好，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跟大

家報告產業經濟學近年來關於水平結合審查與市場界定工具的理論

與操作。 

水平競爭者的結合，雖能透過成本降低、共同研發等提升綜效，

但卻可能導致限制競爭的不利影響，因此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大型

結合案，通常會於事前審慎評估，並針對具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的結

合案，於事前採取相關補救措施。 

在資源有限下，如何透過簡單、快速且透明的機制，初步判斷結

合案限制競爭效果？一般來說，市場界定與集中度分析是水平分析的

第一步，而不可否認的是，市場界定常會成為水平結合案的主要爭

點。這裡引用美國著名法律經濟學家（曾任 FTC重要職務）Jonathan 

Baker 的說法：歷史上反托拉斯案件多數的訴訟關鍵在於市場界定，

而非其他實質性的問題。 

2010年美國水平結合處理原則的分析架構中，除包含市場界定與

集中度分析外，亦包含單方效果分析、共同效果分析、買方抗衡、參

進分析、效率分析與垂危事業分析。嚴格說來，判斷單方效果時，不

見得要做市場界定，只是界定市場與估計結合後之單方效果息息相

關。好的觀察角度，是將市場界定作為案件初步篩選的準則，界定好

市場後，可再計算市占率與集中度，並以此作為案件初步篩選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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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今天的報告大綱：第一，市場界定基本概念，包含假設性獨

占者測試與最小市場原則；假設性獨占者測試是一個基本架構，將介

紹如何在此一架構上操作市場界定。第二，臨界損失分析法，包含臨

界損失、實際損失與移轉率，將一一介紹其定義與實務上的運用。第

三，假設要進行一個完整的獨占者測試，則應如何操作？並以歐洲新

車市場界定為例進行討論。第四，針對產品有顯著差異時，市占率或

集中度分析，不一定能準確呈現出單方效果，因此可能要利用價格上

漲壓力檢測法，並介紹此法的內涵。最後，在美國 2012 年通過新的

水平案件處理原則後的案例中，能看到此案與之前不同的地方。 

貳、市場界定的基本概念 

一、特定市場內之產品價格應具有較高相關性 

公平交易法談及特定市場時，指的是「事業就一定的商品或服

務，從事競爭的區域或範圍」，亦即，特定市場中的產品是互相競爭

的，在均衡底下彼此競爭價格。因此，傳統界定特定市場的方式即為，

單一市場中的價格，必須具有很強的相關性。 

舉例而言，歐盟在雀巢與沛綠雅礦泉水的結合案中，主要產品是

礦泉水。本案爭點是，特定市場中，究竟僅包含礦泉水，抑或包含所

有非酒精性飲料產品？針對本案，可計算礦泉水與其他產品的相關係

數。本案中的相關係數非常高，約超過 0.95（若產品能互相替代，其

相關係數係介於 1與 0之間）；但礦泉水與可樂的相關係數是很低的，

可能為 0，甚至呈現負數。 

傳統上，最簡單的方法是價格相關係數。但有二個問題：第一，

理論上，並無真正的門檻說明，產品間相關係數究竟多高，該產品方

足以被劃入特定市場；第二，即便相關係數相當高，亦不見得能代表

消費者替代選擇，例如，甘蔗能作為甘蔗汁原料，但同時亦可釀成酒

精，近年來很夯的就是酒精汽油。若去計算，因為二者所使用的原料

相同，所以會呈現很高的價格相關係數，但無法呈現消費者的替代選

擇，畢竟消費者不會因為甘蔗汁漲價，就去買酒精汽油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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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當所有特定市場內之產品不再競爭時，產品價格將會高於當前競

爭價格 

既然特定市場中的產品互相競爭，且彼此箝制價格，若讓特定市

場產品不再競爭，則產品價格勢必會高於現在所看到的價格。此一概

念即為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的原理：若無競爭者，獨占者即會漲價獲

利；但若該特定市場中，獨占者並無能力漲價，則代表目前所觀察到

的市場，尚不足以構成相關市場，因為外部仍有一些替代產品。因此，

重點是要了解不同替代產品是否足以箝制相關產品微幅上漲。 

三、假設性獨占者測試 

此處有較嚴謹的定義：假設性獨占者對候選的產品市場，可透過

「微幅顯著且非暫時性價格調漲」以增加獲利。這裡的翻譯很拗口，

英文是 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

（SSNIP）。在不同候選市場中，可作不同假設性獨占者測試，於所有

滿足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的候選市場中，再選取一個範圍最小的成為特

定市場。 

以一個簡單的（圖一）來介紹。一開始，由最小的候選市場定義

出發，來看若其中有一個假設性獨占者，則是否能通過 SSNIP獲利？

亦即一年之內，價格調漲 5%或 10%，端視競爭法主管機關所認定的

SSNIP標準何在。若發現假設性獨占者能透過漲價獲利，則代表候選

市場以外的產品，對獨占者不具價格箝制力，候選市場即為一單獨的

特定市場。反之，若假設性獨占者無法透過漲價獲利，則再納入一些

產品，回到第二步重新檢驗。整個步驟會一再重覆，直到第二步的答

案成為肯定為止。 

這裡再以雀巢與沛綠雅的案例，來向大家介紹。本案中，系爭產

品是礦泉水，所以一開始作假設性獨占者測試時，從最小範圍出發，

即為全部的礦泉水產品。首先要問：若有假設性獨占者，則可否透過

漲價獲利？若是，則代表為一特定市場；若否，則需再加入其他產品，

如所有的氣泡水產品。之所以會選擇氣泡水，是因為它同樣有天然純

淨的感覺，而真正在選擇時，則必須進行一些質性與定性分析，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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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悉是否適當。若加入氣泡水後，假設性獨占者仍無法透過 5%的

SSNIP獲利，則應再進一步擴大市場範圍，例如考量加入所有的酒精

性飲料，甚至是所有的茶飲，直到假設性獨占者可透過 5%的 SSNIP

獲利為止。 

 

圖一市場界定的基本架構 

參、臨界損失分析法 

一、臨界損失 

如何判斷假設性獨占者可否透過 5%的 SSNIP獲利？這裡介紹臨

界損失分析法（Critical Loss Analysis, CLA），這是近年來美國的結合

案中，於假設性獨占者架構下，經常被使用的實務工具。今天將會介

紹最簡單也最常用的版本，此一版本中，各產品與邊際成本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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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再會對候選市場中的所有產品都施加 SSNIP，可能是 5%或

10%，去看假設性獨占者是否有利可圖。 

尚未施加 SSNIP前，可計算假設性獨占者的利潤。設現行價格 P，

減掉邊際成本 C，則不等式「（P+SP-C）（X-Z）>（P-C）X」右邊的

第一項（P-C），即為單位利潤；再乘以假設性獨占者的銷售總量 X，

不等式的右邊（P-C）X，即為施加 SSNIP前的總利潤。 

再來，若對產品施加 SSNIP，則新的利潤為何？不等式左邊的

（P+SP-C），即為價格加上新上漲的部分，扣除邊際成本。又因為價

格上漲，有些消費者會拒絕購買，所以會損失一些銷售量，此時假設

外流至候選市場以外產品的銷售量為 Z，則實施 SSNIP後，真正的銷

售量即為 X-Z。因此，不等式的左邊（P+SP-C）（X-Z），即為實施 SSNIP

後的總利潤。 

再來進行一些推導，不等式「（P+SP-C）（X-Z）>（P-C）X」可

導成 L（實際損失）= Z /X< S/(S+M) ≡ CR（臨界損失），其中M為

利潤率。我們會發現，有利可圖的條件，其實是在比較特定門檻，若

流出候選市場以外的量過高，則無利可圖，所以 Z（假設性獨占者漲

價後損失之銷售量）必須在某個數值以下。所謂臨界損失的概念，其

實就是一個門檻。 

二、實際損失與臨界損失 

簡單來說，若銷售損失大於臨界損失，則可將其他具替代性的產

品納入，並重新進行假設性獨占者測試；但若流出的銷售量低於特定

門檻，則此時候選市場即為特定市場。 

以下是虛構的例子：若現在欲知某超商的現煮咖啡能否單獨構成

產品市場，則唯一需要的資訊，即為超商現煮咖啡的價格與邊際成

本，再計算出利潤率。超商現煮咖啡現行價格為 35 元中，有 7 成是

廠商利潤率，餘 3 成則為邊際成本；以 5% SSNIP 算出臨界損失為

6.5%。接下來，當超商漲價 5%，成為 37元時，若真正銷售下滑的比

例，未達門檻 6.5%，則表示超商現煮咖啡已構成競爭法上特定市場；

反之，若銷售下滑流出候選市場以外的部分超過 6.5%，則應納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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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產品。因此，臨界損失分析法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關鍵在於，究

竟應如何衡量實際損失？ 

三、移轉率 

這裡要介紹移轉率的概念。因為假設性獨占者測試是一個假設性

的問題，事實上很難回答，所以實務上常用的指標稱為移轉率

（Diversion Ratio），亦即，若僅有單一產品上漲，則產品移轉至候選

市場內其他產品的比率。最簡單的版本中，只要移轉率高於臨界損

失，候選市場即為單一市場；亦即，漲價後，消費者的選擇會移轉到

其他廠商。但若轉來轉去，消費者的選擇都在候選市場中，則代表假

設性獨占者可透過漲價獲利，畢竟消費者是轉不出去的。 

移轉率描述的，其實就是肥水不落外人田的概念。移轉率愈高，

消費者愈轉不出去，就會鎖死於候選市場中。若移轉率小於臨界損

失，消費者即有其他替代性，此時會將其他替代性產品納入；反之，

若移轉率大於臨界損失，則候選市場即為特定市場。舉例而言，超商

甲每次調漲現煮咖啡時，會流失 10 個顧客，其中有 3 個會換到超商

乙，6 個換到其他連鎖咖啡如怡客或丹堤，1 個則選擇不喝；另外，

當 SSNIP為 5%時，臨界損失為 6.5%。於此情形下，即有足夠資訊界

定特定市場：有 3個顧客移轉至其他超商，移轉率為 30%，比較移轉

率與先前計算出的臨界損失，30%大於 6.5%，因此本例中的候選市

場，即構成特定產品市場。 

四、如何估計實際損失與移轉率 

真正的重點，其實在於如何估計損失與移轉率。實證上的資料來

源通常分為二類：第一為顯示型偏好資料，係消費者所呈現出的真實

資料。此種資料的優點為，能真實呈現消費者面臨價格上漲時的替代

選擇行為，但缺點為，要取得廠商的銷售資料其實非常困難；另外，

價與量除反應需求面，如消費者替代關係外，亦反應供給面，價量關

係同時反應供給面與需求面均衡的結果，必須在有良好辨識策略下，

始能正確估計需求彈性。 

第二種為敘述型偏好資料，係由消費者於問卷中所宣稱，於面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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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價格時，將如何改變其購買行為。此種資料的優點為，能透過目標

消費者直接詢問其對特定產品之偏好，但缺點為，受訪者所宣稱的偏

好，不盡然能反應真實情況下之購買行為；另外，受訪者不見得具代

表性，且可能受到問卷設計之影響。因此，敘述性偏好資料，僅於有

良好抽樣方法與問卷設計之下，始具較高之可信度。 

（一） 若已有相關文獻計算產品群組之需求彈性時，可利用估計結果

推定實際損失之上下界 

至於如何實際估計損失與移轉率？若本身已有文獻或學者，計算

出產品群組的需求彈性時，則可利用他人的估計結果，來推斷實際損

失的上下界。例如，美國FTC v. Swedish Match North America Inc., et al.

一案中，一開始最小的候選市場，為所有散葉嚼菸產品中的部分產

品。某些文獻對所有散葉嚼菸產品需求彈性的估計結果，其需求彈性

為負 2.3；亦即，每當產品調漲 1%時，散葉嚼菸的銷售量會降低 2.3%。

因此即可估計，當所有產品價格皆上漲 5%時，則實際損失將為 11.5%。 

但吾人真正關心的是候選市場，候選市場只是散葉嚼菸市場中的

特定產品。這裡有個概念：經濟學中，特定市場愈大，消費者需求彈

性愈低。例如，當劃定的候選市場較所有散葉嚼菸產品為小時，則消

費者需求彈性會愈高，因為消費者可換到其他散葉嚼菸產品。若對散

葉嚼菸所有產品的需求彈性估計無誤，則將候選市場當作散葉嚼菸中

的部分產品時，若假設性獨占者實施 SSNIP，則其實際損失必定超過

11.5%。假設此例中，臨界損失為 7%，則實際損失會大過臨界損失。

因此，候選市場於此狀況中，不可能單獨構成特定產品市場。綜上所

述，吾人可利用現成的文獻，來推定實際損失的大小。 

（二） 運用計量方法估計消費者對不同產品的需求 

例如，要知道豪華房車能否單獨構成產品市場？則可估計新車價

量資料、每一產品自身需求彈性，以及與不同產品間之交叉彈性。下

表中，可看到 4 款車，分別為 Sentra、Escort、LexusLS400，與

BMW735i。表上對角線即為產品自身需求彈性，不在對角線的這些元

素，則為當其他產品上漲時，移轉至其他產品之比例。 

因此，若要檢驗豪華房車 Lexus 與 BMW 能否構成一個產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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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則可觀察 Lexus 漲價時，消費者移轉的情形。這裡能看到，當

Lexus漲價時，消費者出走的比率是 3%、銷售量下滑 3%，但其中有

部分消費者移轉至 BMW735，另外則很難看見消費者轉向購買 Sentra

或 Escort。因此，這看起來像是一個特定市場。反之，當 Sentra或 Escort

漲價時，消費者也不可能因為漲價就轉而購買 Lexus，其替代至 Lexus

與 BMW的情形是非常低的。在最豪華的版本中，不但能看見消費者

需求彈性，甚至能估計廠商價格競爭模型，並比較整個假設性獨占者

在豪華房車的總利潤，再比較所有豪華房車價格上漲 5%時，新的總

利潤為何？此處即須要一完整的廠商競爭模型，稍後再來介紹究竟會

需要哪些元素。 

 

（三） 利用問卷衡量移轉率 

英國競爭委員會大量採用此種方法來協助界定特定市場，消費者

問卷調查資料於美國亦被廣泛運用。第一個例子，是 2005 年英國的

Somerfield 與 Morrisons 超市購併案，英國競爭委員會委員直接訪談

在Morrisons超市的顧客：「如果有一天 Somerfield超市停止營業時，

你的替代選擇是什麼？(外地之大型超市、小型超市、便利商店等)」，

以了解消費者的移轉率。第二個例子，是 2008年英國的 Dunfermline 

Press與 Trinity Mirror報紙結合案，亦採用電話訪問方式，調查了三

百家廣告商：「如果有一天地方報紙的廣告費用上漲 10%時，廣告商

會如何選擇？會採用相同廣告量呢？停止購買？或降低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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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假設性獨占者測試實例操作—歐洲汽車市場 

若真要做一個非常完整的假設性獨占者測試時，究竟需要哪些元

素？若研究者真能取得產品銷售資料，即顯示性偏好資料，則可利用

這些資料直接進行假設性獨占這分析。 

Brenkers and Verboven在 2005年時，估計歐洲五個國家汽車產品

的需求彈性，再利用其所估計出的需求彈性，分析每個國家國內與國

外的市場區隔（超小型車、小型車、中型車、標準型車、豪華轎車），

如國內超小型車與國外超小型車，是否可單獨構成競爭法上產品需求

市場。在需求部分，則以 Nested Logit模型估計消費者對不同產品之

需求彈性，要強調的是，此處的價量關係，並無法回推需求彈性，因

為其中還有供給面的問題，因此重點是如何利用工具變數，去處理價

格內生性的問題。另外，可利用所估計的需求彈性與廠商利潤極大化

的假設，來回推廠商的利潤率。 

得出這些資料後，即可進行完整的假設性獨占者分析。例如，可

任意選擇一個候選市場（如德國小型車市場），當價格上漲 10%時，

估計個別產品的實際損失，並判斷假設性獨占者究竟可否透過

10%SSNIP來獲利。 

一、資料介紹 

Verboven的網站可以下載附件，自 1970年至 1999年皆有相當完

整的資料，包含比利時、法國、德國、義大利、英國每年新車銷售的

價格與數量、車款所屬的種類（超小型車、小型車、中型車、標準型

車、豪華轎車），以及每一車款的基本特性（如長寬高與馬力）。資料

共 38 種品牌與 356 款車款，含橫斷面資料（所有新車產品在 5 個國

家的銷售資料）與縱斷面資料（5個國家在 30年間之新車銷售資料）。 

二、模型設定 

（一）估計消費者需求 

模型設定方面，係巢狀結構的選擇模型，亦即，消費者是基於一

個次第的決定。消費者先選擇汽車種類（休旅車或豪華房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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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決定要買國產車或進口車，最後再從德國豪華房車中選出一款。仔

細去看，會發現整個模型需要極多假設，例如，必須假設潛在市場是

每一國家的人口數。 

（二）估計廠商競爭模型 

另外，關於廠商如何最適定價，尚必須有模型去加以描述。本例

中係以靜態、價格競爭的 Bertand 模型，去推導廠商利潤極大化的選

擇。所以，根據前述的消費者需求彈性，估計廠商如何定價的模型，

去推估汽車廠商生產邊際成本，並推估假設性獨占者的最適定價，再

計算新舊利潤並作比較。前述的估計消費者需求（Demand 

Estimation），完全不須知道廠商之間如何競爭；這裡的估計廠商競爭

模型（Supply Estimation），則針對不同產業結構，須有不同的廠商競

爭模型。換言之，須小心思考：廠商於此一產業當中，究竟如何競爭？

有無動態關係？為價格競爭抑或有其他不同考量？ 

三、估計結果與討論 

Brenkers與 Verboven估計的結果，發現歐洲多數國家汽車市場，

為特定市場汽車種類與國產／進口的子群組；亦即，同樣在法國銷售

的超小型車中，法國國產的超小型車是一特定市場，進口超小型車則

是另一特定市場。欲強調的是，若直覺式認為，所有新車市場即為一

特定市場，則易將市場範圍界定過大，以致於推估出過低的市占率與

市場集中度，而產生偏誤。 

模型中要作相當多假設，如潛在消費者大小、工具變數的選擇、

廠商行為決策模式，皆可能假設為靜態且價格競爭的 Bertand 模型。

許多相關研究發現，若更動假設，則會影響最終結果，因此，在操作

此種非常完整的結構型模型時，必須進行穩健度分析。值得一提者

係，此例中，界定市場所需原件與真正進行結合模擬所需要的原件，

其實完全相同；亦即，只要能利用此種假設性獨占者測試去界定市

場，要再進行結合模擬，其實是輕而易舉的。所以，估計完消費者需

求彈性後，能做一個非常完整的後端分析，假設性獨占者測試其實就

是結合模擬；但此工作其實是資料密集與技術密集，必須小心理解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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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消費者需求與廠商競爭的模型，並進行穩健度分析。然而實際上，

於有限審理期間下，上述過程是難以於三十天內完成的。 

伍、價格向上調漲壓力檢測法 

上述利用簡單的市場界定，計算占有率與集中度以判斷單方效

果，此種方法中，當產品為同質時較無問題；但當產品為異質時，即

便界定市場或算出市占率、集中度，亦不見得能完整呈現結合後的限

制競爭效果。以下介紹當產品為異質性產品時，如何簡單判斷廠商結

合後之單方效果，此即接下來要介紹的價格上漲壓力檢測法。 

Farrell與 Shapiro於 2010年的文章中強調，可利用價格上漲壓力

檢測法（Upward Pricing Pressure Test, UPP）作為水平結合案件中簡單

的初篩方法，特別是產品具高度差異性時。另外，Farrell 與 Shapiro

並不是首先推導出此原理的，其他經濟學家亦有推導，但 Farrell 與

Shapiro 於文獻中強調並推廣這個方法作為水平結合案件初步篩選的

方式。它的概念很簡單：比較廠商結合後，因為限制競爭的不利益與

整體經濟利益，所改變的定價誘因。亦即，競爭減弱，會使廠商有價

格調漲誘因；但若因成本綜效使成本下降，也可能使廠商有價格調降

的定價誘因，因此要權衡這兩個定價誘因的結果。 

一、原理 

假設二家廠商具有競爭關係，分別是廠商 1與廠商 2。結合前，

每當廠商調漲價格時都會有些顧慮，因為它知道，某些消費者會轉為

選擇競爭對手的產品，因此便會稍微限制廠商 1的上漲空間。但結合

後，如此的限制會消失，每當廠商 1要進行漲價時，發現漲價將減損

利潤，出走的消費者中，有部分會購買旗下的產品 2，因為廠商 2結

合後，變成廠商 1的其中的一個部門。所以，產品 1所減損的利潤，

便能從產品 2回收，亦即，廠商 1漲價的機會成本降低。 

Farrell 與 Shapiro 的貢獻在於，推導出廠商 1 產品漲價的動機，

與其能夠從產品 2回收的利潤，具有極正向的關係：若產品 1與產品

2 之間的移轉率非常高，則代表出走的消費者會移轉到產品 2；當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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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率愈高，結合時即便漲價，從產品 2回收的機率亦很高。 

另一個重點，是產品 2的利潤率，考量產品 1是否要漲價時，會

同時思考產品 2是否為利潤中心？若產品 2的邊際成本很低，則就能

透過產品 1漲價，則消費者換成產品 2時，所獲得的利潤會更高。Farrell

與 Shapiro 告訴我們，若產品 2 的利潤率相當高，一旦結合，產品 1

即有相當高的價格調漲壓力。因此，只要知道產品 1、產品 2的相互

移轉率和利潤率，便可以知道 UPP。 

現以分析（圖二），橫軸是產品 1 價格，縱軸是結合前廠商的利

潤，能畫出廠商利潤函數。結合前，廠商會選擇最適價格－即利潤最

大的價格，必須定在 P1；但結合後，利潤函數會發生變化：當產品 1

價格變動時，同時會影響產品 1與產品 2的數量，而廠商仍應選擇一

個價格來讓利潤極大化，即藍色的 P1 價格；亦即，若能正確估計廠

商利潤函數，則可估計價格上漲的幅度，即為從黑色 P1到藍色的 P1

的幅度。 

 

圖二 結合前廠商１利潤極大化之價格 

(黑) (紫)
(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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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核心在於，計量上，估計利潤幅度其實非常困難，相當於必

須估計消費者需求模型；而 Farrell與 Shapiro的洞見，就在於不需要

知道整個利潤函數的情況，只需知道切線斜率即可。針對原本於 P1

時，廠商究竟有無提高價格的誘因，只需知道原本 P1 時利潤函數的

切線斜率：若斜率為正，提高價格利潤即會增加，則廠商有調價誘因；

若切線為水平，則代表目前結合價格即為結合後的價格。因此重點在

於，將結合前的價格，置於結合後利潤函數的該點，該切線斜率，即

為所謂的 UPP。UPP由二種元素組成：移轉率與產品利潤率。由於二

個產品具有替代關係，移轉率與產品利潤率為正，因此 UPP必為正；

亦即，在經濟學模型中，若競爭對手成為旗下部門時，則絕對有價格

上漲的誘因。 

二、考慮成本綜效 

Farrell 與 Shapiro 指出，可另外考慮結合後，廠商可能有成本綜

效，此時可扣抵 Ē。Ē是競爭主管機關可事先宣布的效率扣抵額度，

一般來說，可能是 5%或 10%。其實，UPP的斜率就是機會成本的概

念，而成本下降也是機會成本的概念，二者概念相同，能置於同一標

準下衡量。假設競爭主管機關給予 5%或 10%的效率扣抵額度，計算

之後，最終 UPP小於 0，則代表切線斜率為負，即有價格調降的誘因。

這樣的結合案，完全缺乏顯著減損競爭的疑慮，因此便可於初步篩選

時排除。 

另一種作法是 CMCR（Compensating Marginal Cost Reduction），

這是補償性機會成本的概念，探討邊際成本要下降多少百分比，才能

完全抵銷 UPP？最重要的問題是，若計算結果顯示，邊際成本必須下

降至 50%，甚至是原本的 10%，才能抵銷原本的 UPP，則此種成本下

降幅度是相當難以預見的，此一結合案即可能有顯著減損競爭疑慮。

但若 CMCR僅 5%，即為一個容易達成的幅度，則該結合案即無顯著

競爭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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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若將 Ē納入，畫出一個新的價格利潤函數，則於原來價格底下，

會發現斜率與原本相同，代表並無調價誘因、無價格上漲的壓力。

Farrell與 Shapiro強調的是，價格向上調漲的「壓力」，並非指幅度，

亦未強調價格上漲百分比，而僅在估計價格上漲的方向，究竟有無誘

因使廠商調價。作個小結，若產品具差異性，則價格上漲壓力檢測法，

即可作為簡單的透明初篩標準，所需資料為產品價格、邊際成本，以

及結合事業產品間的移轉率，而不需知道結合事業產品移轉至其他產

品的移轉率。這些資料亦為進行市場臨界損失分析法時，必然會蒐集

的元件。 

但不可否認，因為計算上較簡單，其適用上也有侷限，例如，並

未考慮到產業內其他廠商的最適決策，因此理論上來說，並無法取代

完整的結合模擬。另外，在未加入其他更強的假設下，價格上漲壓力

測試僅能估計價格調整方向，而無法估計價格調漲幅度。亦即，可找

到產業 1 中甲、乙廠商的 UPP 為 100，結合後僅漲價 1%；但產業 2

中丙、丁廠商的 UPP為 10，結合後卻漲價了 50%，在未加入其他更

強的假設下，這樣的 UPP 幅度並未告訴我們任何資訊，而僅表示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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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漲價。因此，它所呈現的只是一個方向，而非幅度大小。 

所以在（圖二）估計原有價格於新利潤函數的切點斜率時，同樣

能畫一個利潤函數（紫色虛線），該利潤函數於原本價格底下，切線

函數與原本完全相同，因此有完全相同的 UPP。但若為藍色線的

UPP，則價格是從原本黑色 P1漲到新的藍色 P1；若為（紫色虛線）

的利潤函數，則價格可漲到新的紫色 P1。因此，UPP 僅能顯示出廠

商漲價意願，但無法直接揭露出其幅度，這是使用上要特別注意的。 

陸、實務案例：H&R Block/TaxACT (2011) 

一、背景資料 

這是 2011年，美國 DOJ對 H&R Block與 TaxACT的結合案所作

的處理。H&R Block與 TaxACT是生產 DDIY電子報稅軟體的廠商，

2010年，H&R Block與 2SS Holdings達成協議，將由 H&R Block收

購 2SS Holdings。H&R Block本身除生產 DDIY電子報稅軟體，並有

實體店面提供報稅諮詢服務，亦銷售 DDIY 電子報稅軟體；而 2SS 

Holdings僅有生產銷售軟體，稱為 TaxACT。 

根據美國國稅局報稅資料，若將市場界定為 DDIY，則三家廠商

將囊括 90%的市占率：最大廠商所生產的產品稱為 Turbox，市占率

62.2%；第二大的為 H&R Block，市占率 15.6%；最後是 TaxACT，市

占率 12.8%。 

值得一提者係，TaxACT 非常特立獨行，策略上與前兩大廠商皆

不同。DDIY產品剛開始有推出免費版本，能免費下載，但有使用限

制，例如，Turbox與 H&R Block皆規定，若年收入超過三萬美金，

則不得用該產品報稅，必須購買豪華版本。但 TaxACT則不同，它完

全取消年收入報稅門檻限制，然而其功能並沒有很豪華。 

二、特定市場界定 

本案於特定市場界定上，地理市場為全球，所有需申報美國稅務

的全球納稅人，都有此種需要。產品市場部分則是主要爭點，對 DOJ

而言，它認為產品市場必須限縮於申報美國稅務的 DDIY電子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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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H&R Block 則主張報稅方式多元，除利用電子報稅，亦可透過會

計師、至郵局拿單子試算、或完全自己手動試算，因此應至少包含上

述協助申報的產品或服務。 

三、特定市場界定：DOJ的主張 

(一)廠商內部文件 

DOJ認為，產品市場必須限縮於申報美國稅務的 DDIY產品。DOJ

所拿到的廠商內部文件中，顯示特立獨行的 TaxACT於作決策時，經

常以Turbox與H&R Block的DDIY產品為競爭對手。另外，H&R Block

的內部文件中，則自稱自己與 Turbox 及 TaxACT 為產業三大巨頭，

因此 DOJ認為，廠商自己所認定的競爭對手，即為 DDIY廠商。 

(二)定性分析 

DOJ亦作定性分析，比較不同產品的價格差距。如 DDIY報稅軟

體的平均價格是美金 44元，求助於會計師的價格則超過美金 150元，

故即便 DDIY報稅軟體採用 10%的 SSNIP，絕大多數消費者，亦不可

能因此就跑去找會計師報稅，二者間的價差，亦顯示 DDIY報稅軟體

不可能箝制會計師服務的價格，二者並非單一相關市場。另外產品特

性部分，紙筆報稅是相當困難且容易犯錯的，因此，要讓原本使用

DDIY 軟體報稅的人，改為紙筆報稅，這幾乎是不可能的。DDIY 軟

體報稅亦可搜索去年的報稅資料，二者差距甚大。 

四、臨界損失分析法：DOJ專家證人 Dr. Ｗarren-Boulton 

DOJ 另外找一個證人-Dr. Warren-Boulton，去進行臨界損失分析

法來界定市場。Dr. Warren-Boulton所採用的資料，是美國國稅局每年

納稅人報稅方式的資料。該統計資料是完全真實、正確的，且非常完

整；但缺點是，無法了解消費者為何轉換報稅方式。剛才所提到的移

轉率，是消費者面對價格調漲時選擇轉換的比例，與上述有些不同。 

即便如此，專家證人仍計算出，採用 10%之 SSNIP時，臨界損失

門檻為 16.7%。另亦從國稅局資料中發現，停止採用 H&R Block產品

的消費者，有 57%轉向其他 DDIY產品；停止採用 TaxACT產品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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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有 53%轉向使用其他 DDIY 產品；停止採用 Turbox 產品的消

費者，有 39%轉向使用其他 DDIY產品。三者移轉率都超過臨界損失，

亦即，消費者鎖死於 DDIY市場內，因此，候選市場即為特定市場。 

另外，專家證人也利用 Betrand模型進行結合模擬分析。他估計，

若 DDIY 真有假設性獨占者，則針對假設性獨占者的利潤極大化定

價，H&R Block是將價格調漲 37%，TaxACT是調漲 83%，Turbox則

是調漲 11%。三者調漲幅度皆相當大，則整個案子有顯著限制競爭的

可能性即非常大。 

五、模擬價格試算表：H&R Block的專家證人 Dr. Meyer 

H&R Block提出自己的專家證人 Dr. Meyer，主張產品市場應包

含所有協助申報美國稅務的產品市場，包含會計師與紙筆試算。資料

來源是根據 6,119個消費者，在給定五種不同情境底下，所選擇的不

同報稅方式；其優點為明確詢問消費者在 H&R Block 價格上漲時的

選擇，缺點則是問卷中僅 DDIY產品列有價格，而並未明確告訴消費

者採用其他方式的價格。結果，多數消費者的回答為：當 H&R Block

價格上漲時，會先找會計師協助，第二個選擇才是紙筆試算，最後則

是其他的 DDIY產品。因此，前二項才是最接近 DDIY產品的替代產

品，但這其實是很弔詭的現象。 

六、電子郵件問卷調查：H&R Block的專家證人 Dr. Meyer 

另外，專家證人亦進行電子郵件問卷調查，針對 TaxACT的消費

者詢問：若今天不滿意 TaxACT的產品價格、功能或品質，則會改而

選擇哪些產品？此種資料蒐集方式，缺點其實很多，例如只有 2%的

回收率，問題中亦未直接詢問消費者對價格上漲的反應。從問卷中，

Dr. Meyer 發現，若消費者不滿意 TaxACT，則多數人（27%~34%）

會選擇紙筆報稅，僅少數人會選擇購買競爭對手的 DDIY 產品。Dr. 

Meyer的主張是，既然多數人都選擇紙筆報稅，則代表紙筆報稅必須

納入市場中。 

此種方法不同於臨界損失分析法：臨界損失分析法是比較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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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率，以及特定臨界損失門檻，並比較兩個值的大小；無法逕行斷

言多數人會選擇紙筆報稅，並因此將紙筆報稅納入特定市場。這與我

們的理論不一致，因此攻防時是有被挑戰的。 

在此份問卷設計內容中，所有消費者都是 TaxACT的消費者。第

一個問題是：你當初購買的是哪一種版本？免費版本、豪華版本、或

最豪華版本？若不知所買為何種版本，則此一問卷即結束。根據當初

所選擇的版本，再問：若對 TaxACT的價格、功能或品質不滿意時，

你會如何選擇？ 

若一開始選擇完全不用付費的版本，則會出現此一問題：「你對

TaxACT 的價格、功能或品質不滿意時，會如何選擇？」其中所列出

的選項，是所有免費的 DDIY產品，但會計師被列在第一個選項，卻

未標上價錢，所以易使消費者誤判。 

若一開始選擇的是豪華版，則接下來會問：「你對 TaxACT 的價

格、功能或品質不滿意時，會如何選擇？」其中所列出的選項，是市

面上必須付費的 DDIY產品，包含 Turbox與 H&R Block的付費版本；

但相同地，會計師並未被列上價格。 

接下來是問卷調查結果。若一開始消費者所選擇的是免費版本，

則回答會改為紙筆試算者有 34%，次之是改換為 Turbox 與 H&R 

Block，最後請求會計師協助者則有 2%。若一開始消費者所選擇的是

豪華版本，則多數人仍回答會改用紙筆試算，再來是利用一些 DDIY

產品，最後請求會計師協助則是 9%。 

最後，即便絕大多數 TaxACT 消費者於 5%SSNIP 下，皆選擇紙

筆試算作為次佳選擇，電子報稅軟體仍可能通過假設性獨占者測試，

而單獨構成競爭法上的特定市場；其原因在於，臨界損失分析法是比

較臨界損失的門檻與移轉率，因此無法僅憑紙筆試算是次佳選擇，即

必定將之納入市場中。 

另外，美國 2010 年的水平結合處理原則中，第五個範例提及：

即便有三分之二的銷售量都會流失到候選產品外，若進行假設性獨占

者分析，候選市場仍可能構成競爭法上的特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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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價格上漲壓力檢測 

較可惜的是，H&R Block與 TaxACT一案，為美國 2010年修正

水平結合處理原則後的案子，但於新的處理原則中，則已納入 UPP。

然而此案有一半以上都在討論市場界定，並未採用價格上漲壓力的檢

測法。 

這裡用兩個例子去試算。此二例幾乎相同，唯一不同之處，就在

於劃線部分的成本。第一個例子中，廠商的邊際成本很高，亦即利潤

率很低，僅 4 元，針對結合後的經濟效率，只要成本下降 3.3%，即

可完全抵銷價格上漲壓力，較無競爭法上顯著限制競爭的疑慮。第二

個例子中，廠商利潤率則很高，但因為廠商利潤率太高，所以若真要

抵銷價格上漲壓力，則結合後的經濟效率要非常高，邊際成本必須下

降 30%。 

例 1： 

H&R Block與 TaxACT產品間之移轉率為 10%，TaxACT價格為

$16，邊際成本皆為$12，則結合後 H&R Block 產品價格上漲壓力為

0.1∗(16−12)=0.4，若要抵銷價格上漲壓力，結合後之經濟效率必須滿

足 = ∗12=0.4，可解出 =3.3%  

例 2： 

H&R Block與 TaxACT產品間之移轉率為 10%，TaxACT價格為

$16，邊際成本皆為$4，則結合後 H&R Block 產品價格上漲壓力為

0.1∗(16−4)=1.2，若要抵銷價格上漲壓力，結合後之經濟效率必須滿足

= ∗4=1.2，可解出 =30% 

柒、結論 

水平結合案件中，透過市場界定與集中度分析，可協助競爭法主

管機關初步判斷結合後的限制競爭效果，但若為差異化產品，則價格

上漲壓力測試能作為簡單透明又快速的快篩標準，這在美國 2010 年

水平結合處理原則中即有提到。另外，不論是以臨界損失分析法或

UPP測試，重要關鍵皆為估計移轉率，能透過發放問卷或廠商提供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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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資料的方式得知，亦可進行完整的結合模擬。於此種情況下進行假

設性獨占者測試時，與結合模擬所需要的元件幾乎相等；但在計量估

計上為技術密集的工作，必須特別小心模型的假設，亦需進行穩健度

分析。 

 

（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張乃文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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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併購案在公平交易法 
結合管制上引起的迴盪 

講座： 銘傳大學財金法律學系顏副教授兼
系主任廷棟 

日期：102年 6月 25日 
場次：10205-258 

 

壹、前言 

去年壹傳媒併購案，此案件因後來

當事人撤回申請，壹傳媒之問題暫時告一段落，惟爾後是否會有類似

案件出現，不無疑問。又因案件撤回，公平會並未進入實質審查，故

仍有諸多疑點有待陳清。壹傳媒併購案衍生出的幾個重要議題：首

先，媒體本身所追求之最高目標：「言論自由」，與公平會身為一反商

業托拉斯之主管機關，所維護者為商業競爭，強調的是整個公平交易

法、競爭法、反托拉斯法都在維護的「市場自由」，兩者係互相衝突

或可部分調和？  

此外，一個媒體所有權集中在少數企業或財團手中，發聲管道自

然變少，相對影響媒體多元化，在通訊傳播法中所要防範、管制的即

是媒體所有權集中；相對的，在公平交易法、競爭法、反托拉斯法的

主管機關，所要維護的是市場的中庸競爭。市場中庸競爭的大前提必

須管制市場經濟力的集中，對於寡占、獨占，必須做出一些防範措施。

故通傳法之媒體所有權集中管制與競爭法之市場經濟集中，兩者的關

係為何？以下將作討論。 

其三，在壹傳媒併購案中，大家所關心的媒體多元化、言論自由，

此種公共利益與公平交易法結合案件之審查，所要追求之整體經濟利

益，兩者關係為何？即公平會在審查結合案件中，是否要考慮媒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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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此公共利益？媒體公共化利益與法條所賦予公平會職權的整體

經濟利益是否相衝突？ 

其四，主管通訊與主管市場競爭者在國家的法制設計上係將兩者

歸給同一個機關，即所稱「一元審查體制」較佳？亦或分門別類依照

職權由兩個機關分別管理，採「二元審查體制」？最後，將根據以上

之論點，作出三點結語。 

貳、壹傳媒併購案衍生的議題 

一、壹傳媒併購案之結合型態 

去年年底，壹傳媒負責人黎智英先生想結束在臺灣的媒體事業，

打算將在臺灣的壹傳媒公司底下之平面媒體：爽報、蘋果日報與壹周

刊，及電子媒體壹電視，進行脫售。當時傳出台塑集團、旺中集團、

中信集團與龍巖集團有意購買，其中旺中集團蔡衍明先生、中信集團

辜仲諒先生、龍巖集團李世聰先生，皆以個人名義購買。其中，蔡衍

明先生的旺中集團本身已有中時、中天，之前亦有併購中廣的一些媒

體，而今已經在臺灣擁有相當大媒體影響力之集團，再度併購壹傳媒

等相關媒體，是否將導致臺灣媒體事業壟斷之情形，這是大家所疑慮

的。 

學理上，本案的疑慮在於，以個人名義持股將產生個人名義是否

屬公平交易法上所規範的個人事業之問題？從收集到的相關資料可

以發現台塑集團等這幾個透過海外投資事業，例如：Global、Formosa 

Group、Newwing、Lucky Bell與龍寶公司等，大部分都將總公司設在

海外，因此就牽涉公平會對於海外的併購企業是否能加以管制之問

題。若該併購、限制競爭之效果發生於我國境內，公平交易法當然還

是有權管轄。所以這幾家公司不論是以個人或公司名義持股，名義上

仍是海外投資事業所購買之持股，最終依照域外結合之原則，公平會

仍有權管轄。 

惟從持股比例上觀之，台塑集團持股超過 34%，依據公平交易法

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結合之定義，若要併購須持股超過發行股份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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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權股份三分之一以上才叫做結合。至於其他公司對於海外投資事

業之持股皆低於三分之一，並未達該門檻，亦即不符合結合之定義。

本案因為未進入實體審查，因此不清楚那些公司共同經營之程度，而

後公平會認為，縱然這幾家公司持股沒有超過三分之一，然依照公平

交易法第六條第一項其他各款，例如第三款之情形，可謂這幾家海外

投資事業共同售讓這些媒體事業，或是第四款共同經營之情形，持股

雖低於三分之一，惟若依照公司法第 198條之累積投票制，選出幾位

董監事，或許這幾家持股沒有超過三分之一，但依照這幾個結合定

義，公平會仍可認為其有申報之義務，我想基本上公平會這樣的決策

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其尚未成型，所以我們也無從得知其是否為共同

經營等，然至少在程序上，需先讓他進入此門檻，讓公平會有權審酌；

至於實體上是否禁止結合，則為另外一個問題。 

二、反媒體壟斷三大訴求 

本案中，許多傳播媒體學者、學生對於這種造成媒體壟斷的問

題，抱持著相當大的疑慮。案件撤回後，我們必須思考，遇到相似案

件時，除了學者、學生出來抗議之外，主管機關以及一些學者甚至社

會大眾，該抱持著什麼樣的態度繼續關懷爾後相似的媒體結合併購案

件。所以在反媒體壟斷中，提出了三大訴求： 

（一）防止媒體經營權集中、維護多元言論自由 

一個已經擁有中時、中天的媒體集團，若當時結合成功再加上壹

傳媒，其市占率幾乎超過一半以上，發聲管道馬上急劇萎縮，這是大

家所疑慮的。因此才必須維護多元言論自由。惟本案一定會影響媒體

壟斷嗎？媒體壟斷應如何定義？在追求言論自由之外，有沒有辦法在

追求言論自由與市場經濟發展兩者之間取得平衡？這是我們所關心

的問題。 

（二）平面媒體與電子媒體之市占率合併計算 

在涉及電子媒體壹電視與平面媒體爽報、蘋果日報及壹周刊之部

分，應如何計算市占率？因為公平會係以市占率作為標準，持股後參

與該事業市占率超過一定比例，對於公平會在審酌是否予以結合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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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很大的影響。市占率越高，公平會審酌後通過的可能性越小。因

為僅在同一商品的情形，市占率才可以合併計算，因此就牽涉到電子

媒體和平面媒體到底算不算是同一個商品、同個市場之問題。 

（三）考量公共利益，禁止本案結合  

在這次結合案件中，反對的學者與學生認為因結合後會有高度市

場占有率，嚴重萎縮媒體的發聲管道，而主張考量維護言論多元化的

公共利益，呼籲公平會一定要禁止本案結合。後來因為本案撤回，我

們無從得知公平會之態度。惟我們所關注的是，何謂公共利益？其範

圍有多廣？公共利益算不算公平會在管制結合中所應考量的問題？

以上是透過本案所引出的諸多疑慮，以下將針對各點提出個人的一些

淺見。 

參、言論自由與市場自由 

一、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是現代民主國家所追求的最高目標。在美國憲法第 1條

修正案很早就提到：國會不得制定有關下列事項法律，其中包括剝奪

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權利。日本在二戰後制定了新憲法，其中第 21

條：「保障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及他一切表現的自由。」以上都

揭櫫了言論自由，但憲法中卻未告訴我們什麼是言論自由。將言論自

由定義相對較明確的是，德國基本法第 5 條：「人人享有以語言、文

字及圖畫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包括保障新聞出版自由及廣播、電

視、電影的報導自由。對此國家不得進行內容審查。」明確地揭櫫了

言論自由的內涵。 

我國憲法和日本憲法較相像，第 11條：「人民有言論、講學、著

作及出版之自由」，並沒有提到言論自由的內涵是什麼。而後在大法

官釋字第 364 號解釋參照德國基本法第 5 條內涵並提到：「以廣播及

電視方式表達意見，屬於憲法第 11 條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圍。」但

該號解釋並未提及政府應如何保障言論自由。相對而言，在釋字第 509

號解釋提到，國家基於人民之言論自由應給予最大限度的維護，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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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能

力，首先揭示了國家負有保障言論自由的義務。但是到了第 613號解

釋，更加重了國家保障言論自由的義務，不僅消極的不得利用國家公

權力去侵害言論自由，甚至積極課予立法者立法義務，以防止資訊遭

受壟斷，確保社會多元意見得經由通訊傳播媒體之平台表達與散布，

形成公共討論之自由領域。 

二、市場自由 

（一）媒體產業結構 

媒體在經營過程中一定會面臨市場自由之問題，也只有在可以自

由競爭、經營下，才有辦法談言論自由。在媒體多元化的情形下，平

面媒體很容易可以穿透到電子媒體，電子媒體亦可以影響到平面媒

體，網路更不用說，各個媒體間之市場界定越來越趨於模糊化，因此

「市場界定」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一個媒體上存在許多交易型態，不論是電子媒體或平面媒體都存

有廣告。廣告是媒體經營相當重要之一環，亦是其最大的經營利潤來

源。透過廣告媒體交易，當一個視閱聽人收看節目、看報紙的同時，

也接收了廣告的訊息，從而向廣告主從事有關廣告商品或勞務之交易

等各種交易型態，這就是市場經濟之活動。而公平交易法所要維護、

管制的，就是在這種交易過程中，是否有濫用其市場地位、實施各種

不公平的交易方法，甚至在廣告內容中有無虛偽不實引人錯誤。 

（二）媒體事業之營業行為，仍受競爭法之規範 

綜上所述，一個媒體事業要經營，需從事市場經營活動。然而一

個媒體在肩負言論自由的情況下，同時做出違反商場市場競爭的行

為，此時就會產生競爭法之介入會不會與言論自由產生牴觸之問題。 

美國一位著名的通訊傳播學者 Napoli，於 2001年發表的論文中，

舉出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底下通訊傳播政策的基本理念，包括憲法

第一條所要維護的公共利益，也就是說言論自由最起碼包括這三個基

本的概念：一、地方色彩主義，即言論自由要兼顧少數弱勢團體或偏

遠地區，使其有發聲管道，維持特別文化。二、整個言論市場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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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一個思想的自由市場（Ideal Marketplace），要讓有意進入此市場

競爭者能夠充分表達意見。三、傳播政策係屬全球性（Universal 

Service），不能夠鎖國侷限一隅。為了達到思想自由市場，學者提出

了兩個要件，即媒體的節目內容、訊息管道來源要多樣性（Diversity），

與媒體和媒體間要充分競爭（Competition）。 

（三）媒體市場之界定與占有率指標 

在界定市場之部分，由於同一個行為市場畫的越大，相對這個行

為對市場影響率就越小；反之，同一個行為市場界定的越小，相對對

市場影響就會越大，所以市場界定的大小攸關該行為會不會被認定違

法。因此不論在企業結合案件，或行為管制案件中，一定要先去界定

市場大小。依據傳統在競爭法上的 SSNIP測試法則，利用價格與功能

之替代可能性作判斷。在價格部分，以不同媒體間所做的不同調漲會

不會影響到消費者去選擇另一個媒體來看；而功能上，雖有電子媒

體、平面媒體，但畢竟電子媒體有別於平面媒體具有即時性、雙面交

流性，兩者是否必然無功能上替代可能性不無疑問。此外在地理市場

上也可以作區分，若為無線電視，播送電波強度涵蓋整個臺澎金馬，

其市場就是全國性的；網路無遠弗屆，亦屬於全國性市場，甚至是全

球性的也有可能；另外有線電視、地方報紙則屬於區域市場。 

另外，在競爭法上所重視的媒體市場占有率指標，在平面媒體與

付費電子媒體部分比較特殊，存在一個雙邊市場（Two-Sided 

Market）。這些媒體本身存在兩個經濟來源因素，即訂戶數與廣告銷

售金額，兩者相互影響，皆為公平會所關注的。訂戶數越高，廣告單

價與廣告主願意刊登的意願也越高；惟兩者在市占率上，公平會在個

案上可能會有不同處理，視該案件僅涉及廣告市場之部分，亦或僅涉

及消費者的訂戶數部分，是否有可能透過訂戶數影響廣告，兩者之間

是很活性的。而在廣告市場中，廣告銷售金額在免費電子媒體計算市

占率時亦為一相當重要之指標。 

在壹傳媒併購案中，壹電視電子媒體與壹周刊、蘋果日報、爽報

等平面媒體是否屬於同一市場？市占率應否合併計算？部分傳播學

者認為應將兩個市占率合併計算，因為壹電視市占率極小，可能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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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市場太小而過關，甚至連申報都不需要。惟在此主張下，由於壹電

視當時尚未上架，只在網路上播放；一旦將其合併計算，除了分子必

須將壹電視在網路上的市占率加入，網路上的其他媒體相對也要列入

分母，將會稀釋而使整個案件縱然要申報，到最後對市場競爭疑慮也

會降低。因此我認為這些學者的主張產生矛盾，甚至造成全盤皆輸的

局面。誠如上述，壹電視是在電子媒體與網路上，壹周刊、蘋果日報

是平面媒體，兩者在價格上不一樣；同時，在即時性的功能上也不同，

兩者究竟可否謂為同一市場，我個人是存疑。 

肆、媒體所有權集中與市場經濟力集中 

誠如上述，媒體越集中在少數企業手中，發聲管道越少。因此在

廣電壟斷防治與多元維護法草案之立法理由開宗明義就提到，基於媒

體所有權集中排除原則，為了保障言論自由、促進多元文化發展、奠

定民主政治公眾監督，對於媒體所有權集中應予排除、管制。 

一、美國媒體所有權集中管制 

參考陳炳宏教授於 98年 NCC委託研究計劃中所提出之數據，美

國為最早對媒體言論進行管制的國家，早在 1940 年代的通傳法中就

有許多嚴格的管制原則。隨著時代的演進，漸漸開始放鬆，一直到雷

根總統採取芝加哥學派之市場自由競爭法則，認為對於媒體不應有太

多的經濟管制。因為媒體追求綜效與規模經濟效益，同一個媒體節目

的媒體素材，若給予多角化的發展，可以放在平面媒體、有線媒體，

增加該媒體的綜效，甚至增強其國際競爭力。所以在 50、60 年代就

趨向媒體應解除管制，甚至到 2003、2007 年的美國通傳法都帶有一

點開放色彩。 

因此美國的媒體所有權集中管制皆以 1996 年的電訊法為準。該

電訊法主要有：報紙跨廣播時，在同一市場不可以同時擁有報紙和廣

播；地方廣播電台，以家數作為標準認定，一個地區若有 45 家以上

最多只能給同一經營者 8家執照；全國性電視台，一經營者擁有的無

線電視台其總收視戶不得超過全國收視戶 35%；地方電視台所有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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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管制，一經營者在同一市場內擁有 2家電視台需滿足兩條件：其一，

任一電視台之市占率不在前四名內；其二，併購後尚有其他 8家以上

獨立電視台存在於市場。在廣播跨電視台的情形下，一經營者在同一

市場內擁有 1家電視台或至多 7家廣播電台的條件且併購後，尚有其

他 20 家以上獨立廣播電台存在於市場；有線電視跨無線電視，在一

地區中僅許可一經營者擁有 1家無線電視與 1家有線電視；雙重電視

網之頻道，2家無線電視台結合，不得涉及四大電視網(ABC、CBS、

FOX、NBC)，以上為美國的情形。 

二、日本媒體所有權集中管制 

日本媒體所有權集中管制之相關法規散見於放送法、電波法、電

氣通信服務利用放送法。在報紙、電視與廣播的跨媒體管制上，同一

區域原則上禁止支配電視、廣播與報紙三事業；而在廣電事業持股管

制上，同一播送區域禁止持有超過十分之一表決權股權，相反地，在

播送區域未出現重複時則禁止持有超過五分之一表決權股權。 

另外，比較特殊的是日本擁有許多 BS 衛星（廣播衛星）與 CS

衛星（通訊衛星）。在一般廣電（無線廣電、BS 衛星、CS 衛星）事

業其支配者兼營有線電視系統的情況下，需視該地區有無其他有意經

營有線電視系統之業者。有則予以開放，甚至會考慮當地居民是否強

烈要求有線電視系統。同時，禁止無線電視台在重疊播送區域兼營有

線電信服務提供之廣電播送系統。此外，亦禁止背後有支配者的介入

經營，所稱支配者係指持有一家無線電台或是廣播事業十分之一以上

有表決權股份、利用有線電信服務播放業者三分之一以上有表決權股

份、兼任五分之一以上董監事席次、兼任有代表權之董事或常務董

事，在日本法下則認其有支配關係。 

三、我國廣電壟斷防制法草案 

在NCC最後送行政院版本之廣電壟斷防制法草案第 15條至第 22

條非常複雜，我們不但要防止壟斷還要多元化。廣播跨廣播，其合計

年平均收聽率地區 15%或全國 10%以上者不予核准；若合計年平均收

聽率地區 5%以上未達 15%或全國 5%以上未達 10%者，同意 NCC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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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措施者予以核准，反之，若不同意則不予核准。若是電視跨電視

合計年平均收視率 5%以上亦不予核准。而在衛星廣電節目供應者併

境外衛星廣電，一般節目合計年平均收視率 15%或新聞 5%以上，亦

不予核准。而在有線廣電系統併有線廣電系統、多系統經營者、衛星

廣電節目、境外衛星廣電、頻道代理商，一般節目達有線廣電統頻道

10%以上或新聞 5%以上，因該收視率已達具體危險性程度，亦不予

核准。不過較令人擔心的是，相較於美、日以家數為準，該收視率的

精準度與公平性可能會受到很大的質疑。 

在廣播併電視的情形中，合計年平均收聽率 10%或收視率 5%以

上；廣電併廣電或頻道代理商在非新聞節目合計頻道年平均收視率達

15%以上、新聞節目收視率達 5%以上者，皆不予核准。而在廣電併

報業合計年平均閱讀率 10%以上，或相當於該類電視頻道非新聞年平

均收視率 20%以上、新聞節目 15%以上者亦不予核准。未達此高門檻

同意改正措施者予以核准；不同意者則不予核准。 

四、市場經濟力集中 

在管制經濟力集中之部分，係因若企業自己內部發展，產品物美

價廉打敗其他競爭者，公平會不能介入管制；但若非內部成長，而仰

賴外部收購、持股、結合，以人為的方式消滅競爭者，導致結合案件

越來越多，競爭者家數越來越少，相對地市場競爭度會減低。因此公

平交易法，為了防止市場經濟力過度集中在少數企業者手中，並維護

自由競爭的市場結構，必須對企業結合進行管制。 

所稱結合，依公平交易法第 6條之定義，大致可分為合併、持股、

取得資產、控制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之態樣，符合了管制定義並進入

結合門檻後，必須審酌是否准許該結合案件。在美國克萊頓法第 7條、

歐盟理事會 2004年第 139號企業結合規則、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10條

中，主要皆以是否實質限制市場競爭作為依據，係指完全沒有結合利

益，而僅會造成限制競爭效果者，禁止之；我國公平法第 12 條主要

仿效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36 條，採取比較衡量之方式，若整體經

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則主管機關應予許可。 



壹傳媒併購案在公平交易法結合管制上引起的迴盪 

•78• 

五、媒體所有權集中管制與市場經濟力集中管制之比較 

在通傳法中所講究的「媒體所有權集中管制」與競爭法之「市場

經濟力管制」中，兩者有相同與相異之處。兩者皆屬於結構性管制，

在通傳法的管制中亦包含內容管制，例如不可以置入性行銷；競爭法

除了結構管制還有行為管制與績效管制。惟兩者管制之目的、要件及

效果未盡相同，通傳法之管制目的在於維護媒體多元化、確保言論自

由；而競爭法之管制目的在於降低市場參進障礙、促進潛在競爭。從

邏輯角度觀之，兩者如影隨形，媒體競爭家數越多，提供消費者越多

選擇，越有利節目言論多元化，惟存在一不必然關係，媒體家數表面

上看起來很多，但節目同質性過高、消息來源共通、欠缺獨立編輯權，

仍有礙媒體多元，因此媒體家數多僅為具備條件並非必然條件。 

在媒體所有權集中指標上，通傳法係以視閱聽率作為標準；而在

市場經濟力集中指標上，競爭法則以訂戶數、報紙雜誌銷售量、廣告

金額等市占率作為標準。因此，確保媒體多元化，頻道節目內容即思

想市場未必適用市場供需、價格競爭原理。總結而言，競爭法的直接

目的可謂在於防止市場經濟力集中，然在通傳法中卻為其間接目的；

而在競爭法上透過防止市場經濟力集中可間接促進媒體多元化，相對

地，媒體多元化為通傳法所要追求的直接目的，因此競爭法與通傳法

在兩者之間具有直接目的與間接目的之差異性。 

伍、公共利益與整體經濟利益 

一、公共利益之內涵 

美國在 1934 年通訊法第 214a 條和 310d 條提到，一個媒體結合

案件必須符合「公共利益、便利與必要」此三要件，因此美國聯邦通

訊委員會（FCC）在這兩個法條的架構底下，發展出衡量原則。即美

國通傳會必須進行兩面審查：第一、一個媒體結合案件是否會潛在性

傷害公共利益，包括水平效果中單方行為會不會為所欲為，包括其方

不方便與其他有競爭關係之媒體做協調，以及垂直效果中對於其他

上、下游業者進行差別性待遇。另外潛在公共利益增進中，由申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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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業者自行主張證明，包括得否提昇效率、增強競爭力、可否把價格

下降回饋給消費者、改良品質，甚至去創新。衡量後利大於弊，則不

禁止；反之則禁止。 

在英國的通訊法 sec.375與 2002年之企業法 sec.58中，較特別的

是其競爭法主要依據 2002年所制定的企業法，而 1973年所制定的競

爭法於 2002 年企業法增訂後幾乎被取代。在英國管理媒體結合案件

者為商業、創新與技術部長，對於媒體結合案件得以公共利益考量主

動介入管制，並請求公平交易廳（OFT）與通訊管理局（Ofcom）分

別提出報告，最後由部長作出裁決決定是否禁止。而在知名案例 Sky

與 ITV之結合案件中，提到審查過程必須考量是否實質減損競爭，在

通傳法部分必須視有無妨礙媒體提供給視聽者多元服務之虞。 

我國通傳法以前並未有以公共利益作為考量之明文規定。因此，

在過去廣電法中禁止中廣股權移轉案等，不論是公平會或通傳會都限

制許多附加性條款，在公平會部分本身有法源可以加以限制；但在舊

通傳法中並未有可設定負擔或條件之法源，因此該案在行政訴訟中引

起很大爭議。而在我國現今廣電壟斷防治法草案中，係以各式不同之

指標作為依據，並非將公共利益列為審酌結合的判斷標準；以公共利

益作考量者係為該法草案中第 24 條是否依職權附款之判斷，該條中

亦提到公共利益包括新聞自主權、通訊傳播內容多樣化、資訊來源多

元化、媒體近用權等。 

二、整體經濟利益是否涵蓋公共利益 

在此種公共利益之定義下，競爭法中整體經濟利益是否涵蓋公共

利益？在比較法上，美國克萊頓法第 7條與水平結合準則中提到司法

部（DOJ）審查通訊媒體結合案件，僅考量是否實質減少競爭，不得

參酌國家安全、法律執行或其他公共利益等因素。而在德國限制競爭

防止法第 36條中，聯邦卡特爾署（BKartA）審查通訊媒體結合案件，

僅比較競爭條件之改善與市場控制地位之危險性，以及是否形成或增

強媒體事業之市場控制地位，並不特別審酌媒體多元性或媒體「質」

的要素。從上述兩者可以看到，競爭法主管機關是各司其權，在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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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案件中不考量多元化。 

反觀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僅考量限制競爭利益與整體經濟

利益，但公平交易法在聯合行為的例外許可必須有利於整體經濟利益

與公共利益，因此將第 12條與第 14條作比較，顯然在立法時已限縮

公平會考量結合時，僅能針對經濟面。整體經濟利益在公平會所制定

的處理案件原則中提到消費者利益、交易弱勢、拯救垂危事業等，而

在結合內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之部分，適用一般作業程序，惟此

重大公共利益係為程序要件而非實體要件。即便公平交易法第 26 條

提到，當公平會發現有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可主動發動職權調查，此

為一職權調查要件，並非實質審查是否予以結合。因此在公平交易法

現有法制底下，公平會欲以公共利益、媒體多元化去審酌壹傳媒案

件，在法律上是有相當限制。 

陸、一元審查體制與二元審查體制 

在各國的審查體制中，英國採一元審查體制。誠如上述，商業、

創新及技術部長對於一媒體結合案件分別請通訊管理局與公平交易

廳提出報告，而後若無疑慮則可接收結合事業之具結或承諾進而放

行；若有疑慮可將其移送至競爭委員會，並由其提供該案是否違反公

共利益給予部長建議。最後仍由部長統籌決定，整個案件都是由部長

運行。由此可知，一元審查體制的好處在於事前統一較不會發生矛盾

的狀況。 

在二元審查體制下，各個職權較分工，例如美國在文化層面屬聯

邦通訊委員會主管；在競爭部分則屬司法部主管，依案件類型分別申

報、分別核准。但在實務運作上，兩者會進行協商，因此很少發生核

准結果不同之情形。在我國反壟斷法草案中，通訊傳播委員會主要以

媒體支配性影響力指標作為准駁依據；公平會則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衡量限制競爭不利益與整體經濟利益，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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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 

一、尊重媒體言論多元、維護市場公平自由競爭 

我認為一個媒體市場包括言論自由的思想市場與公平自由競爭

的經濟市場此兩要素。此外，媒體所有權集中當然等於市場經濟力集

中，這兩者互相不矛盾。但同時必須注意到的是，媒體所有權分散、

媒體家數多、當然但不必然等於媒體多元。 

二、廣電壟斷防制法與公平法異中求同、同中求異 

異中求同之部分，兩者一個是在促進媒體多元化，一個是在防止

市場經濟力集中，目的與要件係不同，惟效果上是互相影響的。同中

求異之部分，縱然兩者效果上相同，但最後在進行實質審查時，通傳

會仍須考量言論多元化之層面，此為公共利益之一環；公平會僅能就

經濟面、競爭面考慮整體經濟利益，兩者分工合作不能混為一談。 

三、通傳會與公平會分工合作審查、提昇行政效率 

在二元審查體制下，較為人詬病者係一個業者兩邊都要送，而且

兩邊都要等。因此我認為未來公平會可與通傳會互相協商，設立單一

窗口。使一個案件進入後，只要送一個單位，兩個機關同時進行審查。

在兩機關進行審查時，建立協商機制，並共同建置媒體產業資料庫。 

然而，通傳會僅管理電子媒體，縱然廣電壟斷防制法草案出來，

基本上也僅於電子媒體跨報紙時，通傳會才能介入管理。若遇到平面

媒體間進行結合的案例，因未牽涉電子媒體，不屬於廣電壟斷防制法

的規範範疇，通傳會就無法管制，此類案件還是會留在公平會。 

有學者主張報紙亦為發聲管道之一，公平會應考量到媒體多元

化、不能加以禁止，但誠如上述我認為立法者僅授與公平會經濟利

益，當一案件中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公平會認為應

准許，惟反媒體壟斷之學者反對，應如何去處理？假設臺灣三大報社

有兩家經營不下去了，其中一家欲合併另外兩家，拯救垂危事業。公

平會在處理該案時，因兩家之員工至少不用失業，且公司股東所持有

之股票亦仍存在，若放任其倒閉，對報業的衝擊影響很大，因此會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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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該合併。公平會從整體經濟利益考量，允許其結合。 

此外，廣電壟斷防制法草案最受質疑的是，並未將網路列入，有

關網路資訊之問題如何解決無從而知。以上拋出許多問題點未必能給

予答案，都是我很粗淺的見解，若有不對之處歡迎各位進行指教，謝

謝。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林姿妤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83• 

析論中國大陸反壟斷法中之 
「行政壟斷」 

講座： 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國際商務系劉教
授瀚宇 

日期：102年 7月 2日 
場次：10206-259 

 

壹、前言 

競爭係促成產業創新以及生產力提

昇之動力，惟過度競爭的負面影響可能減少國內市場的競爭性，導致

生產過剩或不足。尤其全球化擴大了國內外經貿的關聯性與連動速

度，海外所發生的經貿事件，往往立即對本國經濟的安定性、本國企

業的生存性產生威脅。 

而廠商需要更大的生產規模才能達到規模經濟並擁有較高的生

產效率。因此，有些開發中國家會利用政治力量強制企業合併以達規

模經濟。在全球化下，開發中國家的企業經濟規模較小，中小企業不

但較無能力取得新市場，同時也極可能喪失舊有市場，故開發中國家

可能透過行政壟斷之方式，設置障礙以保護本國企業生存，但也違反

了競爭原則。 

行政壟斷不僅發生於開發中國家，在已開發國家亦有此狀態，例

如：美國與歐盟。而中國大陸雖被認為是世界第二大貿易國，但其人

均 GDP為 5,432美元，仍不足以被認為是已開發國家。若中國大陸被

認為具有開發中國家之性質，那麼中國大陸是否具有行政壟斷的法規

範與事實？若認為中國大陸已屬發達國家，其行政壟斷是否如美歐之

制度？以下將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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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政壟斷之概念 

一、壟斷之意義 

壟斷又稱之為「獨占」或稱「賣者壟斷」（Monopoly），一般係指

唯一的賣方在一個或多個市場，通過一個或多個階段，面對競爭性的

消費者；與買方獨占相反。但學者希爾頓（Hylton）認為正由於「唯

一的賣方」之定義，產生了潛在性的誤導，他認為壟斷的核心特徵是

「缺乏來自其他企業的競爭」。 

中國大陸學者王曉曄博士認為，壟斷是一個企業做為一種商品或

服務的供給者或需求者，若它沒有競爭者，即可謂此企業在市場上占

壟斷之地位。我國學者何之邁博士認為：獨占為限制競爭法所規範之

重要類型之一，廣義的獨占應包括，數事業因事實上的原因，在一產

業中不為實質競爭，而其全體對外關係有如一事業行動之現象，或一

事業雖非完全獨占某產業，但已擁有其絕大部分市場之情況。此雖與

經濟學上「純粹獨占」之定義不符，然實質上相去不遠。學者劉孔中

博士認為：獨占原是經濟學名詞，典型定義為「整個市場只有一家廠

商；而且其所生產的產品沒有類似代替品存在」，即公平交易法第 5

條第 1項所稱「處於無競爭狀態」的事業，惟公平交易法所稱之獨占，

較經濟學上的獨占為廣，還包括「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

力」之事業。 

公平交易法第 5 條則規定：「本法所稱獨占，謂事業在特定市場

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二以上

事業，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具有前項規定

之情形者，視為獨占。第一項所稱特定市場，係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

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修正草案第七條規定「本法所稱

獨占，指事業在相關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

除競爭之能力者。二以上事業，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

對外關係，具有前項規定之情形者，視為獨占。」 

中國大陸《反壟斷法》第 3條規定「本法規定的壟斷行為包括：

（一）經營者達成壟斷協定；（二）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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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 

二、行政壟斷之意義 

中國大陸學者王曉曄博士在其著作中提到：反壟斷法上之行政性

限制競爭行為，係指政府及其所屬機構濫用行政權力限制競爭之行

為，學術界一般將行政性限制競爭行為概括為行政壟斷和地區壟斷。 

中國大陸《反壟斷法》第 5章章名為「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

競爭」，該章設有六條規定，都是針對限制行政壟斷所為之規定，例

如該法第 32 條規定「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

務職能的組織不得濫用行政權力，限定或者變相限定單位或者個人經

營、購買、使用其指定的經營者提供的商品。」同法第 36條規定「行

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不得濫用行

政權力，強制經營者從事本法規定的壟斷行為。」 

三、規範行政壟斷的因素 

從理論與各國立法例觀之，行政性限制競爭之規範，並非屬反壟

斷法所欲規範及限制之對象，惟中國大陸的《反壟斷法》對此部分則

有明文規定。其原因大致如下： 

（一）體制因素 

在高度集中的計畫經濟體制下，國家行政權力和經濟力量緊密結

合，成為嚴格制約企業之力量。從權力對經濟介入之關係而言，國家

經濟轉型實則從全域性之國家壟斷經由局部行政壟斷到自由競爭之

過程。在中國大陸的「五年經濟計劃」中，其壟斷現況主要來自計畫

經濟體制下之行政壟斷。隨著中國大陸經濟體制改革的繼續深入與對

外開放的不斷擴大，中國大陸反不正當競爭法、價格法、招標投標法、

電信條例等相關法律、行政法規中一些防止和制止壟斷行為之規定，

已不能完全適應中國大陸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參與國際競爭之

需要。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濫

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的現象還不同程度地存在，反壟斷法對

此也需明確予以制止。中國大陸《反壟斷法》草案擬訂過程中，為了

表明對該問題之重視與堅決反對之態度，反壟斷法作為保護競爭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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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基礎性之法律，必須切實解決影響中國大陸市場競爭的突出問

題，對禁止行政性限制競爭可作原則性規定。因此，最後將限制行政

壟斷納入該法中。 

（二）利益因素 

在西方國家，近似於行政壟斷之違法行為其表現行為大多可分為

二種型態：一是保護地方經濟的州立法；另為發生於被授權管理某些

公共事務、提供公共服務之企業，尤其是一些國有企業，濫用優勢地

位行使權力。王博士認為：中國大陸的行政性限制競爭行為有些係出

於個別企業之利益，有些則出於地方利益，有些甚至與個別官員之腐

敗行為相關，完全出於個人私利。不管出於何種目的，濫用行政權力

限制競爭行為之本質係相同。 

中國大陸至少基於上述二種因素，於《反壟斷法》中規範了「濫

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之規定。 

參、行政壟斷之類型 

一、地區壟斷與行業壟斷 

劉繼峰博士認為依行為加害的範圍不同，行政壟斷可以分為地區

壟斷與行業壟斷：地區壟斷，係指地方政府機關濫用行政權力，實施

地區封鎖、地方保護主義，限制和阻止外地經營者進入本地市場。行

業壟斷，又稱部門壟斷，係指政府部門利用行政權力限制部門以外之

經營者參與本部門市場競爭之行為。 

王曉曄博士認為行政性限制競爭行為概括為行業壟斷和地區壟

斷，或行向的稱為「條條壟斷」和「塊塊壟斷」。「條條壟斷」，又稱

縱向之行政壟斷，係指在縱向行業內，政府主管部門批准設立集行政

管理和生產經營於一體的「翻牌公司」，承擔管理行業任務之大企業

集團以及作為「嫡系」掛靠這個局那個部而享受優惠待遇之企業。由

於政府之授權，這些企業就有著其他企業所不能具有之競爭優勢，處

於人為的壟斷地位，從而不公平的限制競爭，這種現象又稱為「權力

經商」。例如 1999 年中共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經貿委黨八部門的 3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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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規定，除中石化和中油外，不允許存在其他獨立之成品油批發

企業。2001年中共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經貿委等五部門的第 72號文件

中，中石化和中油被授予石油產品零售專營權。因為這兩個文件使中

石化和中油兩大集團以外之加油站從 1999年底的 87.6%降到 2003年

40%。 

「塊塊壟斷」，又稱橫向之行政壟斷，係指橫向行政區域內的地

方保護主義。主要表現為地方政府禁止外地產品進入本地市場，或阻

止本地原材料運往外地，使全國本應統一之市場分割為一塊塊狹小的

地方市場。此係因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做了大幅變

革，隨著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灶吃飯」，各地方政府有了部分利益，

為了維護其利益，保護主義因而抬頭。例如 1994 年黑龍江雞西地區

的啤酒大戰中，一些地方政府（七台河市、密山市等），對雞西市的

啤酒不僅拒辦批發和銷售執照，更採取公路設卡、圍追堵截，更隨意

沒收或科罰。有些地方政府還美其名，要求本地企業和本地老百姓喝

「愛鄉酒」。早在 1980年中國大陸國務院即規定了《關於開展和保護

社會主義競爭的暫行規定》，惟實際上並無法達到預期之效果，直至

今日，橫向的行政壟斷仍普遍存在。 

二、抽象與具體行政行為壟斷 

劉繼峰博士認為依競爭行為方式之不同，可以分為抽象與具體行

政行為壟斷：抽象行政行為，係指行政機關並未針對特定對象，所制

定及發布普遍性行為規範之行為。此種行政壟斷以政府規章、命令、

決定等形式發布。合法的抽象行政行為指向不特定之市場主體和行

為，而具有行政壟斷性質的抽象行政行為往往指向特定的市場主體和

行為。具體行政行為，係國家行政機關在行政管理活動中行使行政職

權，針對特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就特定具體事項，做出設定公

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權利、義務之單方行為。 

三、作為與不作為型壟斷 

劉繼峰博士認為根據濫用行政權力方式之不同，可分為作為與不

作為型壟斷：作為型壟斷係指行政機關以作為之方式積極主動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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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競爭。例如地方政府通過發布政府對外生產之汽車在稅費繳納、

牌照管理上採取歧視性政策。不作為型壟斷是指政府機關以不作為的

方式排斥、限制競爭。例如對本地本部門經營者之排斥、限制競爭行

為予以放縱，應查而不查；對外地經營者申請許可之行為不依法辦理。 

「拉郎配」可算是作為型壟斷的表現型態之一。「拉郎配」乃指

政府強迫企業加入某個企業集團，或是強迫經濟效益好的企業接受某

些經濟效益不好的企業。「拉郎配」可以認定為行政性限制競爭行為，

係因其違背經營者在市場交易中應遵循的「自願、公平、等價有償、

誠實信用」基本原則，損害企業之經營自主權與市場競爭力。 

肆、行政壟斷之要件 

若政府以上述各種類型之方式，禁止或限制競爭行為，或為不公

平的歧視行為，皆被認為濫用行政權力之限制競爭行為。然對於判定

該行為是否係「行政壟斷」行為，應從「行政壟斷」行為之構成要件

上分析，即行政主體、濫用行政權力、造成具有排除、限制或排除競

爭之效果。 

一、行為主體 

「行政壟斷」之行為主體應限於行政主體及其所屬機關或部門。

狹義之行政主體係指行政法上享有權利、負擔義務，具有一定職權且

得設置行政機關，並藉此實現受託付之行政任務之組織體。通說及實

務上所採認者為廣義之行政主體，係指公法上之獨立組織體，有特定

職權並得設立機關或置備人員，以達成其任務者均屬之。「行政主體」

包括國家、公法人、公權力受託人以及尚有爭議之私法組織的行政主

體。而在中國大陸《反壟斷法》第 5章中，我認為其「行政主體」應

指「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 

二、濫用行政權力 

在中國大陸學說上，有認政府和政府部門干預經濟生活之行為違

反法定權限和法定程序，就會構成「濫用行政權力」。另一學說則認

「濫用行政權力」，係指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行政職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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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背法律、法規目的或原則，損害他方當事人和國家之利益。劉繼峰

博士似乎贊同後者見解，認為依《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與《中

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複議法》可知，「濫用行政權力」並非指違反法定

權限和法定程序之行為，行政壟斷中「濫用行政權力」包括超出法律

規定權限之權力行使、以及超過立法權所制定的規章範圍之權利行

使。 

三、造成具有排除、限制或排除競爭的效果 

中國大陸學者劉季風博士認為，行政壟斷之第三個要件係「侵害

公平競爭秩序」，行政壟斷所侵害者為其他競爭主體之經營權，而非

侵害經營權之行為。僅有侵害競爭者經營權並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之行

為，才能被抽象的稱為侵害市場之公平競爭秩序。我認為，若該行政

壟斷行為造成具有排除、限制或排除競爭之效果，即發生影響資源配

置或生產效率的狀態，則屬「行政壟斷」。 

伍、行政壟斷之規制 

在中國大陸《反壟斷法》草案中，以原則規定行政機關和法律法

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之組織不得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

制競爭的同時，以設專章之方式，對禁止行政性限制競爭作具體規

定，明確禁止實踐中較為典型的六類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的

行為。其規制有六： 

一、 以任何方式限定或變相限定單位和個人只能經營、購買、使用指

定經營者提供之商品 

該法第 32條規定：「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

事務職能的組織不得濫用行政權力，限定或者變相限定單位或者個人

經營、購買、使用其指定的經營者提供的商品。」 

二、妨礙商品在地區間自由流通和充分競爭 

該法第 33條規定：「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

事務職能的組織不得濫用行政權力，實施下列行為，妨礙商品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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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自由流通：（一）對外地商品設定歧視性收費專案、實行歧視

性收費標準，或者規定歧視性價格；（二）對外地商品規定與本地同

類商品不同的技術要求、檢驗標準，或者對外地商品採取重複檢驗、

重複認證等歧視性技術措施，限制外地商品進入本地市場；（三）採

取專門針對外地商品的行政許可，限制外地商品進入本地市場；（四）

設置關卡或者採取其他手段，阻礙外地商品進入或者本地商品運出；

（五）妨礙商品在地區之間自由流通的其他行為。」 

三、 以設定歧視性資質要求、評審標準或不依法發佈資訊等方式，排

斥或限制外地經營者參加本地的招標投標活動 

該法第 34條規定：「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

事務職能的組織不得濫用行政權力，以設定歧視性資質要求、評審標

準或者不依法發佈資訊等方式，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經營者參加本地的

招標投標活動。」 

四、 以採取同本地經營者不平等待遇等方式，排斥或限制外地經營者

在本地投資或設立分支機搆 

該法第 35條規定：「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

事務職能的組織不得濫用行政權力，採取與本地經營者不平等待遇等

方式，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經營者在本地投資或者設立分支機搆。」 

五、 強制經營者從事本法規定的壟斷行為以及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競

爭內容的規定 

該法第 36條規定：「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

事務職能的組織不得濫用行政權力，強制經營者從事本法規定的壟斷

行為。」 

六、 不得濫用行政權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競爭內容的規定 

該法第 37條規定：「行政機關不得濫用行政權力，制定含有排除、

限制競爭內容的規定。」 

許多國家之反壟斷法並不禁止企業取得市場支配地位，而僅禁止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損害消費者和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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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壟斷法也應明確體現此一原則，以既有利於增強國有經濟在關係

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之控制力，促進國內

企業做大做強；又有利於預防和制止具有優勢地位之企業濫用市場支

配地位，損害消費者和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法律委員會經同財政

經濟委員會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研究，建議在總則中增加一條規定：「具

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不得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競爭。」 

陸、行政壟斷之危害 

一、有礙全國統一 

中國大陸在目前實踐中，行政性限制競爭問題較為普遍，這類行

為扭曲競爭機制，損害經營者和消費者合法權益，妨礙全國統一、公

平競爭市場體系的建立和完善，社會各界對此普遍關注，並期望通過

反壟斷法對行政性限制競爭進行有效規制。尤其是上述所提及的地方

政府機關濫用行政權力，實施地區封鎖、地方保護主義，限制和阻止

外地經營者進入本地市場。地方政府通過發布政府對外生產的汽車在

稅費繳納、牌照管理上採取歧視性政策。均有可能造成地方割據、或

是聯盟對抗，阻礙全國性經濟政策的發展。 

二、市場經濟受阻 

經營者集中是經濟活動中之普遍現象。由於經營者集中的結果具

有兩面性，一方面有利於形成規模經濟，提高經營者的競爭力；另一

方面又可能產生或加強市場支配地位，對市場競爭產生不利影響。因

此，各國反壟斷法都對經營者集中實行必要控制，以防止因經濟力過

於集中而影響市場競爭。控制的主要手段是對經營者集中實行事先或

者事後申報制度，並由反壟斷執法機構進行審查，決定是否允許經營

者實施集中。壟斷即意味著保護，然在保護下所發展之企業，無論如

何都不會成為世界一流企業，因此必須避免「行政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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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有理性的競爭者都認同，只有在市場競爭壓力下，企業才會努力

降低成本、改善產品或服務品質、才會不斷的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或

服務、才會改善其經營管理模式，也因而嘉惠消費者，同時也提升企

業本身與國家競爭力。 

中國大陸政府及其領導人已注意到「行政壟斷」所造成之惡害以

及可能導致之危機。經本文之研析發現雖然《反壟斷法》已自 2008

年 8月 1日起施行，法規面已有了較為完善改進，但是就實務面而言，

能否減少或降低「行政壟斷」之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之現象，

仍有待我們繼續觀察。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林姿妤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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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擔保交易法制之國際競爭力 

講座：輔仁大學陳副校長榮隆 
日期：102年 7月 16日 
場次：10207-260 

 

壹、前言 

以整體國家競爭而言，臺灣在許多

方面頗具國際競爭力，也有許多項目在

國際評比進步迅速。臺灣之經商環境1在 2013年排名全球第 18，亦尚

稱良好；惟法律環境則不然，僅全球排名第 762，令人堪憂。故若能

改善臺灣法律環境，勢必使整體經商環境表現能更為突出。 

1963 年，臺灣參酌美國動產抵押法（Uniform Chattel Mortgage 

Act）、統一附條件買賣（Uniform Conditional Sales Act）與統一信託

收據法（Uniform Trust Receipt Act）等法律，制訂臺灣的動產擔保交

易法（Personal Property Secured Transactions Act）。當時亞洲開發銀行

（Asian Development Bank）認為，臺灣是大陸法系移植英美法系國

家中非常成功的典範；但才過幾年，我國的擔保交易法制已從典範變

                                                      
1 為評估各經濟體之經商環境法制及行政效能，世界銀行（World Bank）發布《經

商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針對全球各經濟體進行經商便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EoDB）調查。由於調查內容及評比極具專業及客觀性，已逐漸成為各經
濟體（如新加坡、韓國、馬來西亞等）及國際經濟組織（如 OECD、APEC等）作
為推動經商環境改革之準據，或其他重要國際競爭力評比機構（如WEF、IMD等）
引為評比之重要資料。 

2 臺灣 2013EoDB全球排名 16：開辦企業（Starting a Business）16、申請建築許
可（Dealing with Construction Permits）9、電力取得（Getting Electricity）6、財產
登記（Registering Property）32、獲得信貸（Getting Credit）70、投資人保護（Protecting 
Investors）32、繳納稅款（Paying Taxes）54、跨境貿易（Trading Across Borders）
23、執行契約（Enforcing Contracts）90、破產處理（resolving insolvency）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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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伍的象徵。 

世界銀行列了十項考評標準（主要項目稍後逐一討論），通過一

項得一分，反之則無。臺灣在十項考評標準中，僅得四分或五分，非

常可惜。而世界銀行在作各項評比時，有一非常重要的考慮因素，係

詢問我國法律人關於這些法律制度是否確實地落實，其中部分項目在

臺灣確實落實，但由於回答不夠明確，以致於世界銀行不予認定。因

此藉由讓更多人知道該制度的修改，進而我們在回答時，能如實反應

臺灣法制上的改革。 

貳、臺灣之擔保法制 

一、債之確保 

債之確保之道繁多，大致上可分為實體上之確保與程序上之確保

二者。 

（一）實體上之確保 

所有債權均有之確保，稱之為一般之確保；當事人特別提供、設

定始有之者，稱為特別之確保。 

1. 一般之確保：債之保全 

臺灣債之確保，在實體法上一般保障即為「債之保全」，其意指：

「債務人的總財產是全體債權人的共同擔保」，又稱之為「責任財產」
3。若能將債務人的責任財產保持在最圓滿狀態，則其償債能力最佳。

此一概念下，該收取的部份未收取，則予代位債務人收取其債務充實

總財產；而不該支付的部分則予以撤銷，以免流出總財產。因此在行

使代位權和撤銷權後，可維持債務人總體財產之圓滿，使債務人償債

能力較強，債因而獲得保全4。  

                                                      
3 鄭玉波著、陳榮隆修訂，民法債編總論，2008年 7月，三民書局，382-383頁。 
4 最高法院 64年台上字第 2916號判例要旨：債權人代位債務人起訴，求為財產

上之給付，因債務人之財產為總債權人之共同擔保，故訴求所得應直接屬於債務

人，即代位起訴之債權人不得以之僅供清償一己之債權，如須滿足自己之債權應另

經強制執行程序始可，債權人雖亦有代受領第三債務人清償之權限，但係指應向債

務人給付而由債權人代位受領而言，非指債權人直接請求第三債務人對自己清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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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別之確保 

除一般債之保全外，在民法債編通則第三節債之效力第四款契約

中訂有兩制度，即定金5和違約金6，兩者僅對給付者施予壓力，而對

收受者而言亦是以總財產作為擔保。故不論成約定金、證約定金、違

約定金、解約定金，也不論是懲罰性質違約金或賠償性質違約金，皆

以單向債務人之總財產作為擔保，致其確保債權之功能不周延。職是

之故，德國近代偉大的民法學者耶林（Rudolf von Jhering，1818年 8

月 22日－1892年 9月 17日）之名言：「20世紀是債權擅場的世紀，

更是債權為尋求擔保而奮鬥的世紀。」到了 20 世紀之後，每個人一

天中與自己發生債之關係的人不計其數，債權大量增加，為使債權獲

得實現更亟需尋求擔保。 

所稱「擔保」，可分為人保和物保。 

在債務人財產沒有增加，而債務卻持續增加的狀況下，債權人希

望再增加第三人之總財產為確保債務之履行，即為人保，希望從債務

人或第三人總財產中拿一部分優先受償，即為物保。在「人保」的部

                                                                                                                      
言，故債權人代位債務人起訴請求給付者，須聲明被告（第三債務人）應向債務人

為給付之旨，並就代位受領為適當之表明，始與代位權行使效果之法理相符。 
5 定金者，乃以確保契約之履行為目的，由當事人之一方交付他方之金錢或其他

代替物。定金以其作用之不同，通常可分為： 
1.成約定金 
2.證約定金 
3.違約定金 
4.解約定金 
當事人之收受定金，為何種作用？應依當事人合意定之，若未訂定，民法 248

條設有原則性規定：「訂約當事人之一方，由他方受有定金時，推定其契約成立。」 
即認為屬於證約定金。 

6 違約金者，乃以確保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由當事人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

時，所應支付之金錢。違約金依性質之不同，可分為： 
1.懲罰性違約金 
2.賠償性違約金 
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由當事人之意思定之，然若未予約定，則

民法上即視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250條 2項前段）。蓋仿多數之法例，旨在
保護債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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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先訴抗辯權者稱為普通保證；未有先訴抗辯權者稱為連帶保

證，另外也有許多名稱雖非保證，但效果同人保者，例如共同債務人

並存之債務承擔、連帶債務人、代發票據、共發票據、票據背書、票

據保證、匯票承兌、支票保付等。必須特別注意的是，承兌與保付的

責任比債務人還重。 

至於「物保」的部分，即擔保物權，在民法中有抵押權、質權、

留置權、典權。相較之下，留置權在許多國家並非獨立的擔保物權，

僅是一個抗辯權，我們又有特有的典權，故事實上臺灣在民法立法當

時擔保物權的制度非常完整。除民法外，在其他法律制度，例如海商

法中的船舶優先權、動產擔保交易法中的動產抵押、信託占有、附條

件買賣，亦是擔保物權的概念。晚近而言，信託也具有相當重要的擔

保功能，在定型化契約提供擔保制度中，信託經常是重要的一種。此

外，抵銷也是頗具重要性的擔保方式，常於破產、強制執行時行使。

物權效力方面的買回、讓與擔保、代理受領、備償專戶7、融資租賃8等

皆為非典型之擔保方式9。 

（二）程序上之確保 

程序上之確保，例如在司法程序上有假扣押、假處分及假執行；

地政程序上有預告登記。誠如上述，耶林說：「20世紀是債權擅場的

世紀，更是債權為尋求擔保而奮鬥的世紀。」時至今日，我們必須稍

                                                      
7 稱備償專戶（振込指定）者，係指債權人（通常係以金融業者）與債務人約定，

債務人應在金融業開立備償專戶，並且債務人之債務人（即第三債務人），向債務

人為清償時，應將該清償金額存入該備償專戶，以之充當債權之清償。代理受領或

備償專戶之債權人於取得受領金額後，通常係以抵銷之方式，達到債權優先清償之

目的，惟此二者均無對抗第三人之效力是其缺點，參閱謝在全著，民法物權論下冊，

自版，1992年 10月修訂版，臺北，11頁。 
8 柚木馨、高木多喜郎，擔保物權法，法律学全集，有斐閣，平成 6年 7月三版

七刷，2-3頁；陳榮隆，讓與擔保之借殼信託契約，月旦法學 27期，47至 52頁。
又所有權保留是否屬權利移轉型擔保，學者或持否定見解，參見道垣內弘人，担保

物権法，三省堂，1990年 11月，302頁。 
9 陳榮隆，非典型擔保物權之立法化，月旦法學第 49期，1999年 6月，第 46-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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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修正這句話：「21世紀是債權氾濫的世紀，更是債權為尋求多重穩

當擔保而奮鬥的世紀」，在此種需求的情況下，擔保的多樣性便應運

而生。 

二、擔保物權之種類 

（一）依發生原因分 

「與其百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10。在物保擔保效力高於人保

的情況下，我國物保種類繁多，依物權發生原因不同，在法定擔保物

權中有留置權、法定抵押權、法定質權及優先權；在意定擔保物權中

有抵押權、質權、典權及非典型擔保中之讓與擔保、融資性租賃。較

為可惜的是，我國並未採納「審判上之擔保物權」。其實，臺灣可參

酌外國立法例在許多狀況下，為確保訴訟品質，判決後推定有信託關

係而具備擔保作用。 

另一重要制度為典權。當出典人需要一筆資金，此時就將其不動

產出典予典權人，因而取得一筆資金。該不動產稱為典物，所取得之

資金稱為典價。近代有些學者認為典權為用益物權，這是極大的錯

誤，典權應為擔保物權，但由於其為長期擔保，為減輕出典人負擔，

因而允許典權人使用典物，故用益僅為附加功能並非原始功能11。 

典權有許多特色，例如同時具有擔保及用益功能，可長期濟貧亦

可短期救急，並同時考慮利息與租金，最後可以決定回贖或不回贖。

回贖即以原典價交付後將典物返還；相反地若放棄回贖，雙方法律關

係即結束。此外，我們稱典為活賣；稱買賣為絕賣，但同時將絕賣之

精神納入典之制度中，若典期逾 15 年或屆期不回贖則典物歸典權人

所有。典期最長為 30年，作絕不能低於 15年。另外在找貼和留買部

分，當典物價值高於典價，而出典人無資力進行回贖時，則可貼價予

出典人；相反地，不進行找貼而賣予第三人時，典權人得以留買以取

                                                      
10 法諺亦云：「人的擔保不足物的擔保」（Plus cautions in reest guam in persona）。 
11 典權之法律性質，學者之見解分歧。詳閱陳榮隆，百年來典權之滄桑歲月及

未來展望，臺灣法制一百年論文集（台灣法學會印行），1996年 11月，臺北，564
至 5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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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平衡。我國典權可謂兼具感性與理性，制度設計不僅保護出典人，

亦有許多尋求出典人與典權人間利益平衡之機制。因此，日本人稱：

「典權是一種具有自償、回本功能之不純正物權」12。 

（二）依效力分 

依效力而分，有留置性、優先受償性以及混合性三種擔保物權。

其實在我國民法設計之始，將典型擔保物權分為兩類，為優先受償性

擔保物權及留置性擔保物權。優先受償者為抵押權，抵押權人不占

有、留置標的物；此外，僅留置標的物而無優先受償權者為留置權，

前半段為留置後半段為優先受償者為質權。惟國民政府將留置權設計

為得優先受償，實際上等於質權，是以瑞士將留置權稱之為法定質權。 

（三）依標的物分 

依標的物而分，有動產、不動產與權利擔保物權，此外亦有特定

財產、集合財產與概括財產擔保物權之分類。在臺灣最欠缺者為集合

財產及一般概括財產擔保物權，例如：財團抵押、企業抵押。臺灣《工

礦抵押法》曾有一段時間訂有與財團抵押效果相仿之制度，可將工礦

中所有物品包括廠房、機器、工具等一起設定抵押。惟在動產擔保交

易法實施時，由於不動產與動產得個別設定抵押或質權，便廢止《工

礦抵押法》，實在可惜1314。 

  

                                                      
12 日本在泡沫經濟後，對典權產生很高興趣，因為在不動產泡沫化後變價十分

困難，抵押物會難以出售，且抵押權人無法使用收益抵押物，只能看著不動產價值

下跌，又無法處分受償。在此種情況下，典權就是很好的制度，因為可以轉租，用

租金收益來支付債權人利息，甚至本金，所以對債務人、債權人都有利。此種有償

的擔保、收益性的擔保，對債權人、債務人都極為有利。陳榮隆，民法物權編研究

修正專案小組第 113次會議記錄，法務部法律事務司，2008年 1月 25日，14頁。 
13 陳榮隆，民法擔保物權之修正與擔保物權類型之發展，全國律師，第 6 卷第

11期，2002年 11月，71頁。 
14 動產擔保交易法，中華民國 96年 7月 11日刪除 41條，修正理由：本法自五

十四年施行迄今，已四十年，而本法施行前依工礦抵押法設立之工礦財團抵押權，

現今已不再存續，爰予刪除，以符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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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分類 

若依是否經立法程序制定區分，可分為成文法上擔保物權與習慣

法上擔保物權，即典型擔保物權與非典型擔保物權，此乃規定於民法

第 757條中，亦是本次修法中最重要條文。另外，依性質而分，可分

為純正擔保物權與不純正擔保物權（典權兼具有用益之動能）。 

三、擔保物權類型之嬗遞 

於登記制度尚未完善之時，欲進行融資須移轉財產所有權，即讓

與擔保；而後發展出僅移轉占有之擔保物權，即質權與留置權；隨後

甚至無須移轉占有，僅須設定優先受償，即抵押權；晚近國際上則非

常流行「權利保留型」及「權利移轉型」，亦是聯合國立法指南中極

力推薦的兩項制度，其目的是希望直接透過交易物品進行擔保，前者

保留所有權；後者將所有權移轉。在權利保留型中，最重要的即是附

條件買賣與融資性租賃。我國動產擔保交易法中有附條件買賣之規

定，但未有融資租賃之規定。而權利移轉型之部分，我國有讓與擔保，

日本有假登記擔保15之制度。在擔保物權類型的嬗遞中，臺灣是否邁

向正確的方向？容值注意。 

四、我國擔保物權之發展 

臺灣法制面發展是否與時俱進符合社會需求，可分為數階段探

討： 

第一階段，增加無須占有標的物而得優先受償之抵押權種類。準

物權亦得設定抵押，例如：漁業權、採礦權等。以採礦權而言，礦業

權者實際需要資金時為探礦階段，然而銀行卻不願在探礦階段提供融

資，僅在採礦階段方願提供資金，與實際需求不符。 

在第二階段，由於臺灣欠缺財團抵押、企業抵押等相關規定，因

此竭盡所能藉由其他制度發揮財團抵押功能，例如以工廠設定抵押

                                                      
15 稱假登記擔保者，係指為擔保金錢債務，當事人將其所訂定之代物清償預約、

附停止條件之代物清償契約或其他契約予以假登記，約定於債務不履行時得將屬於

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所有權或其他權利移轉於債權人之擔保（日本假登記擔保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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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機器亦為抵押權效力所及，除此之外，盡量擴大共同抵押之範圍

等。 

第三階段係我國的黃金歲月，從美國引進美國動產抵押法、統一

附條件買賣法、統一信託收據法，促成我國動產擔保交易法之問世。 

第四階段中，迫於金融實務需求，承認最高限額抵押權。以往受

制於抵押權從屬性，即「無債無擔保」，融資非常困難，於是借鑑日

本最高限額抵押權（根抵當權），預先約定額度，於此額度內能隨時

融資，因而突破發生從屬性、移轉從屬性與消滅從屬性。很多人認為

此係習慣法所產生之物權，惟我認為此應為行政命令所產生之物權。 

第五階段，為擔保之證券化16。因為臺灣所有證券化，不論是不

動產資產證券化或金融資產證券化，其標的物者都為優良資產，故迄

今仍相當成功。 

第六階段，係歷時逾 20年之民法物權修正。 

第七階段，則為民法第 757條對非典型擔保物權之衝擊，如讓與

擔保等。 

第八階段中，在全球化的發展下，隨即面對擔保交易法制之現代

化。 

五、擔保物權之消長 

臺灣擔保物權之消長中，清楚可見抵押權一支獨秀，此亦為世界

銀行對於臺灣相當擔憂的問題，即擔心臺灣會步入日本泡沫經濟後塵

而引發擔保不足之問題。通常在購買動產時（尤其是高價之動產）多

用融資租賃、保留所有權買賣等方式取代動產質權，且讓與擔保之選

擇，也較質權效力強及方便執行，以致於動產質權日漸式微。然而隨

著資產證券化之發展，債權證券越來越普遍，此外，日益受重視的智

                                                      
16 不動產抵押貸款證券化之功能： 
1.資產及資金有效利用 
2.擴大投資參與 
3.投資風險分散 
參閱王志誠，資產證券化與信託原理，集保月刊 47期，1997年 10月，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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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財產權亦可設定權利質權，權利質權日趨重要。而在典權的部分，

雖然一年僅 30 筆左右，惟仔細觀察便可發現目前臺灣設定典權的都

是高手，特別是在祭祀公業中。至於非典型擔保的部分，則是方興未

艾、日益重要。 

參、擔保交易法制之現代化 

一、臺灣擔保交易法制及其修正 

我國動產擔保交易法已經過多次修正，惟與國際要求間仍有差

距。為修正動產擔保交易法，政府曾委託三個單位提出建議，今天所

介紹的部分，將以委託輔大建構現代化動產擔保交易之版本為主。該

版本共有九章、99條，除了將罰責刪除外，增加了融資租賃、讓與擔

保。其中讓與擔保之部分包括動產、債權以及智慧財產權（IPR）。另

外也增加了聯合國所要求的登記及實行。 

二、法定權利指標之檢討 

本次修法建議，是否達到法定權利指標之要求，分析如下： 

第一點：企業是否可以以其擁有動產作為擔保而不移轉占有；且

金融機構均會接受此種擔保品？本項在修法前已得分，惟缺點在於過

於偏重以車輛作為擔保。 

第二點：法律是否允許企業對不移轉占有之單一類別循環性動產

設定擔保，例如應收帳款、庫存品，而不須對設定擔保資產為特定描

述？本項在修法前並未得分，在英美則有浮動擔保17（floating charge, 

floating lien），在德國、日本則有讓與擔保（Sicherungsübereignung, 

Sicherungsabtretung，讓渡擔保）。本次修法建議，我國係採較偏日式

之讓與擔保；然實務上較偏向德式讓與擔保，透過信託為之。 

第三點：法律是否允許企業將其全部資產設定不移轉占有之擔

保，且無須具體描述所設定之資產？本項在修法前並未得分。外國有

                                                      
17 英美浮動擔保研究可參閱黃宗樂，イギリス浮動担保に関する研究，阪大法

学第九一号抜刷，昭和 49年（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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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抵押與財團抵押，而在本次修法建議，將第四條種類限制刪除，

亦廢除行政院依第四條第二項授權訂定之「動產擔保交易品類表」，

並於第 38、49、60 條承認集合財產。惟該集合財產係指同種類之財

產，與企業抵押、財團抵押性質不同。因此有關本項臺灣未來是否能

夠得分，仍有努力的空間。 

第四點：擔保權範圍是否及於未來或後來取得資產，且可自動擴

及原始資產的製成物、收益或代替物？過去基於標的物特定性之要

求，是不允許的；修法建議則允許得以未來取得之資產作為擔保。 

第五點：擔保協議是否允許對負債及債務作一般性描述，以使所

有負債及債務可獲最高限額保障？本項在我國承認最高限額抵押與

最高限額質權下是得分的，在本次修法建議中亦明文規範。惟概括最

高限額抵押是否允許？「概括」係指以個人總財產作為擔保，優點在

於若個人資力良好時，能發揮很大的功能，但缺點在於恐有將雞蛋放

在同一個籃子的疑慮，倘若發生如同日本泡沫經濟之事件，後果不堪

設想。因此概括財產究竟能否作為擔保，民法在第 881之 1條第一項

中係採否定見解，而在現行動產擔保交易法則採肯定見解。修正建議

仿民法否認概括最高限額抵押得作為擔保，惟須注意聯合國立法指南

係建議採肯定見解。 

第六點：擔保登記機構之營業是單一地理區、依資產類別及設定

擔保人之姓名分類？目前臺灣登記機關林立，例如經濟部加工出口區

管理處、新竹科學工作園區等，故在本項目並未得分。然而目前並沒

有任一機關可以越俎代庖去協助進行登記及其後之監督，因此在本次

修法建議採設置登記資料統一管理、揭露、查詢機制方式，估計在修

法後於本項目應該可以得分。 

第七、八點：擔保權人在破產程序內、外，是否享有絕對優先權？

此二項有得分。須特別注意到的是，近幾年全球幾乎都在修正破產

法，聯合國也公布了破產法立法指南。惟在破產程序中，會期望擔保

權人讓步易於破產和解或重整之成立；但在立法指南中卻強調要確保

擔保，以保障交易安全，兩者間有相當程度的矛盾。 

第九點：重整程序中，擔保債權人可否豁免自動凍結或暫停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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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而行使權利？本項得分，而司法院擬將公司法之重整一節併入破

產法中，並將破產法改作債務清理條例，將來破產法會包括法人、自

然人甚至公法人之破產。 

第十點：法律是否允許雙方當事人以契約約定方式，達成貸款人

或擔保權人可於法庭外實行其權利之協議？本項並未得分，修法建議

後實行方法更多樣化。在動產擔保交易法第 23 條中，原則禁止流擔

保，流擔保亦即在當舖中所稱之流當。有許多不肖金錢業者趁人之

危，開出過分苛刻條件，要求借款人拿出顯逾借款價值之物作為借款

擔保，並要求在短期間內返還。惟近幾年來，金融體系較為成熟，許

多人認為應全面承認流擔保，然社會上仍有許多人無法在正常管道中

進行融資，因此在本次修法建議，將其類型化，不全面承認其有效，

在抵押權、質權部分要求清算；但在營業質的部分，因流當為其本質，

故為有效；典權則需超過 15 年以上方可絕賣。另外較可惜的是，在

民法立法施行法中早有提及應儘速完成拍賣法之立法，惟至今仍未通

過。 

三、有效和高效率擔保交易法的關鍵目標 

在聯合國立法指南中之要求如下： 

（一） 通過提高擔保信貸的可獲性而促進低成本信貸。 

（二） 允許債務人利用其資產本身的全部價值為信貸提供支援。 

（三） 使當事人能夠以簡單和高效的方式獲得擔保權。 

（四） 規定對不同信貸來源和不同形式的擔保交易給予平等待遇。 

（五） 確認所有類別資產上非占有式擔保權的效力。 

（六） 通過規定必須在一般擔保權登記處登記一項通知，以提高確定

性和透明度。 

（七） 確立明確和可預見的優先權規則。 

（八） 便利高效率地執行有擔保債權人的權利。 

（九） 允許當事人在談判擔保協定的條款方面擁有最大限度的靈活

性。 

（十） 平衡擔保交易所有相關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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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協調統一各種擔保交易法，包括與擔保交易有關的法律衝突

規則。 

另外在 UNCITRAL 擔保交易指南主要內容中，較重要者包括當

事人之間與第三人之間之設定與效力，為了使其能夠對抗第三人，希

望以登記取代交付占有18。此後在一物上會存在多個擔保，故其間之

優先權問題亦是相當重要。另外非常重要的一點，由當事人來協議該

擔保價值與權利義務，此為美國統一商法典（UCC）第九章最基本之

精神，亦是全球想真正去推動之目標。 

四、修正草案之適用範圍 

在本次修正草案中，主觀範圍部分，包括債務人、債權人、擔保

人之範圍皆擴大，但其中有一例外，則是在集合財產讓與擔保之部分

僅限法人或其他商業主體；客觀範圍部分，擔保物之範圍亦擴大，包

括有形物與無形物、現有物與未來物、個別物與集合物、固定物與流

動物、特定物等，惟在概括資產之部分，至今仍不敢鬆手。在擔保債

務範圍部分，不僅包含現有債務，亦涵蓋未來債務，同時包括已確定

與可得確定債務、固定債務與浮動債務以及特定債務。概括債務部分

誠如上述尚有爭議。擔保權種類的部分則加入融資租賃和讓與擔保，

惟在信託占有的部分，因有讓與擔保的情況下較少人使用，故建議可

刪除。 

肆、結語 

一國法制乃其國際競爭之軟實力，長久以來在臺灣的國際競爭

上，公平交易法制一直占有一席之地，故未來我國擔保交易方面同樣

要在國際上占有一席之地，亟須仰賴良好的法制。其實法律就是各項

                                                      
18 參閱指南建議 32，指南就擔保權對於第三人效力，欲藉由登記原則及公共登

記制度，以期建立一個可預見、公平和有效率之優先權排序基礎。對此，指南建議

以登記做為擔保權發生對抗第三人效力之要件，參 UNCITRAL Legislative Guide on 
Secured Transactions，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ales No. E.09. V.12，2010
年，第 1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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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競爭之遊戲規則，誰越嫻熟新規則誰就能在競爭中勝出，而臺

灣在此部分仍有很多的進步空間。此外，與國際接軌才能通往國際化

之大道，修法亦是必須，然在修法過程中，礙於我國政府單位分工之

本位主義，總缺乏跨機關合作機制，行政一體徒託空言，故修法總難

順利進行。最後，身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期待擔保烏托邦之出現，願

臺灣早日建構完善的信用社會，否則縱然有再多擔保也只是飲鴆止

渴。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林姿妤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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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格寫手門」適用公平交易法之 
探討—Samsung寫手門案例探討 

講座：世新大學李兼任副教授禮仲 
日期：102年 10月 29日 
場次：10211-264 

 

壹、前言 

王委員、各位嘉賓大家好。如同王

委員所說，網路無國界，為行銷產品而有新興各種方法出現，利用關

鍵字的網路行銷方法亦相當普遍，但也產生許多問題。 

漸漸地，有人發現單獨使用網路付費的廣告手法，一般而言並不

能打動消費者的心，因此，今天我就針對許多大型企業利用免付費部

落格或社交網路平台進行廣告行銷的議題，來加以探討。 

今天除我國公平交易法如何規範免付費部落格或社交網路平台

進行廣告行銷外，亦會引用美國法與歐盟法，對此種新興廣告行銷模

式的規範加以比較探討。 

貳、利用網際網路廣告產生之議題 

網路廣告（Online advertising）提供廣告主利用網路平台招徠消

費者。網路廣告提供廣告主利用網路平台使消費者獲得廣告的消息，

包括電子郵件行銷（email marketing）、搜索引擎行銷（search engine 

marketing）、網路社群網路行銷（social media marketing）、多媒介廣

告（many types of display advertising，包括網頁橫幅廣告）與手機廣

告（mobile phone advertising）。網際網路廣告與一般傳統媒體廣告的

生態，其實並無太大差別，網路廣告經常涉及廣告產業之垂直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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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提供廣告服務給客戶的廣告商（publisher）、提供廣告內容供廣

告商宣傳之廣告主（advertiser）、其他參與網路廣告者，包括製作廣

告與廣告文案之廣告行銷公司，廣告宣傳技術服務提供者與廣告效果

統計分析者，還有一些為廣告主做產品行銷宣傳工作獨立機構。 

美國 2011 年發現，網路廣告超越有線電視廣告，且幾乎超過無

線電視廣告。2012年，美國網路廣告收入總額 360億，較 2011年的

310 億超過 15.2%，有四至五家的廣告商經常被廣泛使用。根據市場

研究中心的研究發現，將近有 200萬個部落格在全世界出現，美國 500

家成長最快的公司中，有 91%都使用社交網路作為行銷工具。1Erik 

Qualman 的研究報告發現，50%以上的部落格每天都會更新，而這些

內容有 34%著重在各種商業服務或產品的介紹。另外，78%的消費者

信賴部落格寫手與社交網路之消費建議，而只有 14%的消費者相信傳

統商業廣告。 

從上述的分析可以發現，為何會有這麼多企業想利用網路廣告的

原因。 

因為網路廣告普及，網路廣告常引爭議，越來越受到各國的行政

監管。因此，美國可能是全世界最早有法律規範網際網路廣告行為的

國家。美國的作法與臺灣、歐盟有些不同，美國要求所有接到網際網

路廣告付費的寫手們，必須於網際網路所發表的文章中揭露此一付費

關係，並要求寫手們所敘述的內容必須真實。相對地，歐盟認為網際

網路廣告行為在舉證上非常困難，因此到目前為止，都尚未有明確的

規範，反而是由各會員國自行規定。 

參、利用網際網路廣告規範之原則 

不實廣告或欺騙性的廣告係指利用不實或誤導性陳述表現之廣

告。由於廣告有可能說服與招徠消費者消費，對其他競爭對手造成不

                                                      
1 據市場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Marketing Research）在 2009年的研究，估計

有 200萬個部落格在世界各地出現。91％的 500家成長最快的美國公司，至少使用
一個社群網際網站為行銷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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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競爭，因此，世界許多國家對不實、欺騙性或誤導性的廣告予以

法規規範。  

真實（truth）係指廣告內容要與產品本質上是相同，消費者有權

知道其所購買的產品所有資訊，而且所有產品必要的資訊皆須揭露於

產品外表之標籤上。 

在大多數國家皆認為不實廣告或欺騙性的廣告是非法的。不過，

廣告主仍千方百計以合法掩護非法的行銷方式來招徠消費者，並常以

在廣告內容或行銷技術上推陳出新，以政府無法可管的方式游走在法

律邊緣。 

部落格寫手門為文推薦特定廠商之產品或服務，即是此一趨勢下

之產物。最近的統計資料來看，消費者相信部落格寫手門之推薦文遠

遠超過相信傳統廣告文宣。  
因為消費者信任部落格寫手之薦證，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業已規範部落格（blog）或社群網

路（social networking）上寫手們之產品推薦文必須是正確和真實。 
該原則除了要求薦證廣告內容之正確外，更明確要求網路廣告薦

證者或廠商員工為文推薦或薦證（endorsement or testimonial）雇主之

產品或服務時，有責任對消費者揭露他與雇主之間利益的關係。 

部落格寫手門（bloger）薦證廣告問題，即部落客寫手不實廣告

薦證及未揭露與廣告廠商間是否有收受利益之合作關係，將難以辨別

究為無償純粹薦證，或以部落客寫手身分有償為廣告廠商廣告。若部

落格寫手為不實廣告薦證，除民事或刑事責任外，部落客寫手另會涉

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然若部落客寫手未為不實廣告，而僅單

純未揭露部落客寫手與廣告廠商雙方利益關係，將涉及資訊揭露的問

題，則會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 

肆、美國對利用網際網路廣告之規範 

員工在部落客和社交網際網站的薦證行為，產生雇主很多棘手問

題。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最近頒布的指

導原則，對員工為文推薦與見證雇主產品或服務揭示了新的風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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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雇主有沒有授權，雇主的責任源於其員工於社群網際網站推薦與見

證雇主的產品或服務有虛假或誤導性的廣告內。 

一、法令規範 

針對網路行銷廣告的案例，Samsung在臺灣可以說是第一個。不

論是美國、歐盟或臺灣，總希望商業廣告內容是真實的，但利用不同

平台所適用的規範亦有所不同。部落格寫手們通常被消費者認為是可

信賴的，美國則對此種行銷廣告有相應的規範。 

1980 年，美國即有薦證廣告的指引，2009 年則有所修正，稱為

Guides Concerning the Use of Endorsements and Testimonials in 

Advertising，所適用的廣告平台包括部落格、社群網站，除規範寫手

門外，亦對員工寫文推薦雇主公司商品或服務的行為，來加以拘束。 

此一指引內容，第一，提供了薦證者與廣告主自願依循法律的依

據，違反者將可能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條，而遭受美國聯邦交

易委員會之處分。第二，部落格寫手若撰寫商品或服務之推薦文時，

受有一定報酬（現金或相當之利益如贈品），則視為薦證廣告。第三，

為薦證廣告之部落格薦證人，必須揭露其與商品或服務銷售間之重要

關係，亦即，薦證人的推薦，將可能使消費者對薦證可信度產生重要

影響，而非消費者可合理預期者（如獲有利益、雇用關係等）；換言

之，只要接獲金錢，即應將之列為有重大關係並在推文上予以揭露。

最後，受有報酬之薦證廣告，如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者，即被視為

欺罔行為。 

二、判定標準 

如何判定是否為網際網路廣告？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採用的是

整體評估方法（Net Impression）。該指導原則明確要求員工薦證雇主

的產品或服務時，有責任披露其與雇主的關係。 
又依指導原則，廣告主若有下列行為，須負法律責任：第一，廣

告或薦證內容為虛假或未經證實。第二，未能揭露薦證者與廣告主的

重要關係。第三，未能正確解釋所薦證之個案結果，亦即美國希望消

費者所買到的商品，能如同網際網路薦證者所推薦的廣告結果，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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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個案的結果，美國聯邦交易委員以整體評估法，個案分析每個廣

告或宣傳內容。希望能透過整體評估，以消費者從廣告獲得的整體印

象，而非廣告具體個別細節。2 

許多廣告主會辯解其廣告只是一具體個案，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

評定網際網路廣告除揭露具體關係外，亦應對廣告內容據實以報。因

此所談到的問題是：第一，薦證內容是否為薦證人之個人經驗。第二，

薦證人與廣告主之間是否有對價。如果有的話，則薦證人推文廣告屬

於有償，特別是薦證人若為收受廣告主公司工資的員工，第三，公司

應該嘗試了解消費者，預期薦證人獲有對價對廣告內容之期待；3亦

即，寫手所得到公司的對價（無論是有償或服務的免費使用）應被揭

露，消費者應認知其信任度可能會不同於未獲對價之情形。美國希望

能從消費者角度，來看整體內容是否符合其整體期待。 

無論推文置於何處網際網路廣告平台，雇主應確保他們的員工在

為文推薦公司產品或服務時，將公司與員工關係透明化，推薦文內容

正確化。在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提出指導原則後，廣告平台所受到的

規範較過去嚴格；然而，許多報紙都有置入性行銷，但並未受嚴謹規

範，因此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便受到批判。網際網路廣告平台主要指

的是部落格和社群網際網站，而不是傳統的平面媒體如報紙和雜誌。
4有人認為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新的指導原則，對網際網路廣告平台

之規範標準比對傳統的印刷媒體為高。因為一些印刷媒體，甚至是知

名媒體品牌，長期遵循的付費出版模式（quid pro quo）沒有明確披露

廣告主做法。5 

重要關係（Material Connections）係指廣告主與網上（部落格和

社交網際網站）廣告推薦人之間的關係，應該予以披露。通常這些重

要關係的形式出現在廣告主與網上廣告推薦人多為廣告主給予網上

                                                      
2 參閱 Scott J. Slavick, Online False Advertising Risks (October 26, 2010)。 
3 參閱 Scott J. Slavick, Online False Advertising Risks (October 26, 2010)。 
4 參閱 Scott J. Slavick, Online False Advertising Risks (October 26, 2010)。 
5 參閱 Scott J. Slavick, Online False Advertising Risks (October 26,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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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推薦人實物（in-kind）或現金（cash payment）為文推薦特定產

品或服務。但也可能會出現在員工張貼推文在第三者之部落格或參與

非公司的社交網際網站論壇，沒有說明他與其所屬公司關係。這種關

係應該披露，即使員工的陳述是真實的。  

指導原則所指之薦證或推薦廣告內容係指消費者很可能會相信

反映了廣告主以外的個人或團體之意見、信念、使用之結果或經驗，

即使與廣告主所廣告之意見相同亦屬推薦廣告。6 

揭露義務（Duty to Disclose）係指員工推薦其雇主的產品或服務

時，有義務向消費者揭露其與雇主之間的關係。當員工推薦文在非公

司管控之網站，如流行的公告板或聊天網站上發布時，這個義務仍存

在。7 

一般經驗結果（typical Results）係傳達消費者的體驗與產品的廣

告為一般的情況下之經驗結果，消費者通常在使用此推薦產品或服務

期望獲得同樣使用經驗結果。以前允許的非一般經驗結果免責聲明

（results not typical disclaimer）現在不再適用。相反，新的指導原則

要求參考具體的積極結果應該是討論了一般經驗結果，消費者也可以

期待獲得；或揭露一般經驗結果之實證。然而，該指引並不需要一般

經驗結果，如「這氣味了不起的」或「這是我最喜歡的穀物」等屬於

個人主觀部分，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則認為不需有特別的依據。8 

若要適用免責聲明，則究竟應於廣告上要揭露哪些資訊？取決於

幾個因素，應包括：1）廣告薦證者是否獲有廣告主之對價；2）推薦

之產品或服務是否免費由廣告主提供；3）任何廣告薦證者與廣告主

之間協議的條款；4）廣告薦證者與廣告主合作之時間；5）廣告薦證

者與廣告主先前合作之時間；6）未來廣告薦證者與廣告主合作之可

能性，和 7）廣告薦證者從廣告主獲得之利益。9上述這些因素，可協

                                                      
6 參閱 16 C.F.R.第 255.01(b)條。 
7 參閱 Scott J. Slavick, Online False Advertising Risks (October 26, 2010)。 
8 參閱 Scott J. Slavick, Online False Advertising Risks (October 26, 2010)。 
9 參閱 Scott J. Slavick, Online False Advertising Risks (October 26,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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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評估廣告薦證者與廣告主之關係是否存在，10

亦應一併說明。若能將上述資訊於廣告上清楚揭露，即可成為未來適

用免責的重要依據。 

伍、歐盟對利用網際網路廣告之規範 

歐盟於 2005 年 5 月 1 通過不正當商業行為指令（The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UCPD），希望 2005年 5月 1通過會

員國須於 2007年 6月 12日前執行 UCDP並納入國家法律：然而，一

些成員國，例如西班牙、德國和英國推行 UCPD晚了一些。目前所有

歐盟會員國已實施該指令。 

網際網路上之誤導性廣告有三類：隱性廣告，誤導質量標籤和誤

導性的價格訊息（hidden advertisement, misleading quality labels, and 

misleading pricing information）。 

EU 有存在所謂的隱性廣告在網際網路上的增加，尤其是員工在

部落格或 YouTube 對特定商品或服務所為之評論，受到消費者的青

睞，但所謂的病毒和耳語的行銷廣告（viral and buzz advertising）係

由生產者支付。 

雖然違反了 UCDP, Annex I no. 11, 21, 22和 UCDP第 7（2）,由於

舉證困難，EU 對利用網際網路廣告之規範尚未有細部規範給會員

國，仍由各會員國各自規範為主。  

                                                      
10 案例：FTC settles online false advertising cases Auto dealerships in Colorado, 

New York and Pennsylvania signed agreements with the FTC to settle charges that they 
ran deceptive ads on the Web, failing to disclose the true costs of vehicle leasing, a 
violation of federal laws.  Marking the first time the FTC has focused on Internet lease 
ads, the proposed settlements come as investigators have started to crack down on online 
fraud. Earlier this month, investigators warned Web sites touting infallible cures for head 
lice that they may suffer consumer redress if the claims aren't backed by scientific 
evidence.  According to the FTC, the online ads either did not publicize the total costs 
of leasing a car, including starting costs, or buried the important information in 
unreadable fine print-a practice that the FTC called misleading and in violation of the 
federal laws and the consumer leasing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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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我國對利用網際網路廣告之規範 

至於我國公平交易法如何規範網路廣告？首先，必須釐清幾個名

詞。我所採用的是「部落格」用語，許多人則將「部落客」等同於「寫

手」；但我認為，部落客不見得等同寫手，因為部落客有許多都是無

償的，只是將其使用某種產品的經驗寫下來。因此，我會以「部落格

寫手」，或「薦證者」的用語加以區分，而演講中所指的「寫手」，則

可能是個人、團體、組織或機關。 

在研究過程中，我發現必須由幾個面向，來了解究竟適用公平交

易法第 21條或第 24條。第 21條是不實廣告的規範，其規範主體中，

一個是事業、另一個是廣告推薦人；但第 24 條對主體的區分並不明

顯，只要有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即可能受到規範。 

一、判斷標準 

我國現行公平交易法對「網路推薦者為文推薦商品未揭露利益關

係行為」之規範，可依下列因素判斷：首先，網際網路廣告推薦之通

路，如現在最普遍的網路廣告——社群網際網路平台與部落格，即得

以此二者作區分。第二，推薦者之身分不同，或其是否受有報酬。第

三，推薦人是否經常性地推薦或貼文、是否符合事業或廣告薦證的態

樣。第四，內容真實與否。第五，有無揭露推薦者與廣告主間重要利

益關係。 

（一）社群網際網路平台與部落格 

社群網際網路論壇發言內容與部落格專文推薦，二者屬性不同。

部落格中由部落客主導發文內容，但相對地，社群網際網路論壇上有

一個版主，完全開放大家對特定議題的炒作。 

此時可能會有人質疑：究竟部落客廣告推薦文章的力道，與有心

人士到社群網際網路論壇推薦公司產品或服務的力道，何者較強？若

力道差不多，則二者所適用的法律效果即應差不多。若部落客主導部

落格文章中的力道，或完全主導部落格內相關遊戲規則，則與論壇上

回文的力道或許不同。社群網際網路論壇中，若甲公司員工到論壇上

發言，則可能引起其他人的討論，若對他人影響程度相同，則應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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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規範程度；若不同，則確實應於規範適用上有所差異。 

（二）推薦者身分不同 

部落客本身主導部落格內容，但社群網際網路論壇是由版主來主

導，效果不必然與部落客所主導者相同。網際網路上，參與者通常都

是固定幾個部落客、固定幾個網站，亦即，二者雖然屬性有別，但法

律上是否皆應同等對待，應視個案來決定，亦或許不適合通則。 

（三）推薦人是否符合事業或廣告薦證的態樣 

如何認定部落客為文是否屬於事業？若寫手係為商品或服務經

常性提供為文之個人或團體，則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2條所定之事業，

其薦證行為即適用公平交易法。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中提及，協助推

薦的薦證者亦於規範範圍內；亦即，若為文推薦之部落格寫手並非公

平交易法所稱之事業，但符合公平會薦證廣告規範說明中所稱之廣告

薦證者（即廣告主以外，於薦證廣告中反應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

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之人或機構，例如公眾人物、專業人士、

機構或一般消費者），若其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實施違反本法規定之行

為，則已符合行政罰法第 14條「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上義務行為」

之要件，是其對薦證行為之具體情形，依廣告主所涉違反條文併同罰

之。 

部落格寫手所為推薦商品之推文，如係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

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所為貼文，則有被認定為「薦

證廣告」之可能；部落客即可能被認定為薦證者，倘與廣告主故意共

同實施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定者，即符合行政罰法第 14條所規定「故

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要件，得視其從事薦證行為之

具體情形，依廣告主所涉違反條文併同罰之。  
（四）內容真實與否 

部落格寫手所為薦證廣告之商品或服務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或表徵者，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之虞。倘若部落

格薦證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為之薦證有引人錯誤之虞，而仍為薦證

者，則依本法第 21條第 4項後段規定，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責任。

但非屬知名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或機構者，僅於廣告主報酬 10 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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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與廣告主負連帶賠償責任。 

薦證廣告之內容如有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

行為者，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規定之虞。依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又公平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案

件之處理原則第 6點規定：本法所稱欺罔係對交易相對人，以積極欺

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入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 

前項所稱之重要交易資訊，係指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重要交易資

訊故薦證廣告倘有隱匿重要交易資訊之情事，即得認有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24 條規定之可能。公平會對於為文推薦商品之部落客，未揭露

其與廠商之利益關係，先前尚未有以公平交易法處罰之實際案例，

Samsung為第一案例。 

依「公平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為文推薦商品之部

落格薦證人倘無涉廣告不實，僅單純未揭露與廠商有對價關係之合作

型態，雖無涉廣告內容，尚難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予以規範，

惟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第 4點第 3項規定：

「薦證廣告之內容如有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

為者，涉及違反本法第 24條規定」，對於薦證廣告「部落格薦證人未

揭露利益關係」行為，倘認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

為，則有以公平交易法第 24條介入規範之空間。 

按廠商以部落格薦證方式做為其廣告行銷手法，係以部落格於網

站為文推薦商品，消費者基於信任部落格薦證者使用經驗，而決定購

買商品。部落格薦證者是否受廠商雇用或與其有利益關係，自然會影

響消費者對於其推薦內容之信任程度，進而影響是否購買該商品之決

定，故廠商與薦證者之利益關係，依一般交易行為判斷，有影響消費

者對於該推薦文之信任程度，應屬重要交易資訊。 

倘為文推薦之部落格薦證者揭露其與廠商間具有對價關係，當有

助於消費者知悉文章係屬廣告性質，得已決定對於閱讀該篇文章之角

度，是以倘部落格薦證者未揭露其與廠商間之利益關係，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重要交易資訊，則有構成隱匿重要交易資訊之欺罔行為，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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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之規定。  

公平交易法只罰事業，公平交易法規範的是事業間的競爭行為，

因此許多人認為個人若違反公平交易法，似乎就不會被處罰。其實，

這種說法只對了一半，像最近連惠心或小 S，若她們真的被認定有罪，

則是因為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實施違反本法之規定，而有行政罰法第 14

條之適用。 

（五）有無揭露推薦者與廣告主間重要利益關係 

縱使廣告本身並無錯誤資訊，亦無廣告不實情形，但若隱瞞廣告

主與廣告推薦人之間獲有報酬的資訊，自前述資料顯示，大家對素人

的廣告有 80%信賴度，素人廣告已具相當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將該重

大交易資訊加以揭露。 

目前公平交易法尚無素人廣告與廠商間利害關係未予以揭露之

實際案例。何時會有第一個案例？依公平會對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

則，若為文推薦商品之部落格中，薦證人涉及廣告不實，僅單純未揭

露與廠商有對價關係的合作形態，無涉及廣告內容，則尚無依公平交

易法第 21 條規定予以規範之必要；但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薦證廣告

規範說明第 4點第 3項規定，薦證廣告之內容，若有其他欺罔或顯失

公平之行為，則涉及違反本法第 24 條規定，對薦證廣告、部落格薦

證人未揭露利益關係之行為，若認為有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

失公平行為，則有公平交易法第 24條之介入空間。 

二、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社交網際網路論壇發言內容尚難與部落格為文之廣告薦證者等

同而論，外觀上分別係網友各執已見，發言討論及記者報導內容，按

網友以個人名義，無論是真名或代號，在論壇上分享自己對廠商產品

之意見，或記者報導內容，該發表評論或報導的行為，與廣告外觀可

得認知有廣告主所為對公眾宣稱有關商品（服務）訊息之行為有別，

尚難逕認屬廣告行為。 

目前廠商都知道部落格薦證方式的好處，因此若會影響到消費者

決定是否購買，則是否能將之列入第 24 條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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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資訊？網際網路的論壇發言，其結果究竟如何？與部落格相較，

論壇發言是網友間的資訊分享，不像部落格是由部落客自己發言，與

廣告主對公眾宣稱商品訊息之行為有別。不過我認為應個案認定，若

社交網路上之發言涉及不實，則係屬個人行為，涉及毀謗刑責；若陳

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則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2 條，

並依行政罰法第 26條，屬於刑事論斷責任。 

網友可能獲得報酬，而對競爭對手的商品或服務給予負面評價。

因為網友與他人交流過程中易產生高度信賴，進而影響其他網友的交

易決定，故揭露廠商與論壇發言者間之利害關係，依一般交易行為屬

於重要交易資訊；若未揭露與廠商有對價關係之合作行為，則當然會

影響交易行為。無論是部落格或社交網際網路平台，其重要訊息（即

取得廣告主的對價）都應加以公布，以免影響交易秩序。 

社交網際網路論壇發言內容，依消費者觀點，或美國聯邦交易委

員會整體評估法（net impression approach），都可能使網友產生相當程

度信任，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會影響到 80%部落格閱聽者對特定產

品的信任度。因此，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的前提，即為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 

三、小結 

如何看部落客與社交網路寫手的責任？我們先分為兩大類：一類

是寫手，另一類是非寫手。非寫手並未取得對價，若其所述內容為真

實，則根本無須揭露利益關係，因為並沒有拿到錢，不會有法律關係

的適用；廣告在美國亦適用第一修正案，而受言論自由之保障。同樣

地，若其所述內容並非真實，亦不需揭露利害關係，但會有民法侵權

行為問題；至於是否構成刑法問題，則是另一個問題。 

在寫手部分，第一種態樣，若受有對價，且所撰述內容為真實，

則若欠缺利益關係的揭露，可能有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的適用，因為

可能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亦可能依行政罰法第 14 條負連帶責任。第

二種態樣，若寫手所撰述內容為並非真實，但有揭露利益關係，則可

能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適用，與民法侵權行為的問題，並依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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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法第 14 條負連帶責任。第三種態樣，若受有對價，但所撰述內容

並非真實，且未揭露利益關係，則有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與第 22條之

適用，且依行政罰法第 26條屬於刑事範疇，並有公平交易法第 24條

與民法的適用；此時，寫手亦須依行政罰法第 14條負連帶責任。 
在社交網站部分，若所述內容為真實，但未揭露利害關係，則有

公平交易法第 24條的適用，寫手須依行政罰法第 14條負連帶責任。

但若有對價，惟內容並非真實，亦未揭露利益關係，則有公平交易法

第 21條、刑事責任、民事責任與公平交易法第 24條之適用。若公平

交易法第 21條與第 24條競合時，則公平交易法第 21條應優先適用。

另外，寫手須依行政罰法第 14條負連帶責任。 

柒、公平會處分 Samsung 寫手門案例 

公平會首次透過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來處理 Samsung 寫手門案

件，認為其屬於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的欺罔行為，而裁罰網路論壇的行

銷手法。本案是臺灣第一起被處罰的社交網路推薦行銷案件。 
2013年 4月，臺灣三星公司透過網路寫手進行行銷被揭發，而衍

生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 

網友發現，臺灣三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委託三星集團之子公

司——鵬泰顧問有限公司，進行社交網路寫手的口碑推薦行銷，聘請

寫手或由員工假裝網友，分享使用心得，同時發言打擊競爭對手產品

（HTC）形象，企圖影響社交網路輿論。其他媒體亦登載，Samsung

請寫手與員工，在各大社交網路論壇發文、回應，以行銷旗下產品，

比較並突顯競爭對手產品的缺點。最後，公平交易委員會依公平交易

法第 24 條，罰款臺灣三星公司 1,000 萬元、鵬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300萬元；而鵬泰顧問公司曾在 2012年，將此項業務委由商多利公司

為之，故商多利公司亦被處 5萬元罰緩。 

針對公平會此次適用第 24條，我認為若使用第 21條將會更加明

確，因為第 21 條相當於認為整個主導者於網際網路中的主導，並不

如想像中強大。有人則認為，網際網路論壇無法完全獲得信賴度，因

此並不足以構成第 21條的不實廣告，反而將重點置於第 24條的隱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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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訊。但若不重視究竟其是否為廣告內容，則又何來隱匿可言？ 

因此，應認定網際網路上的發文，必然都會影響到消費者對產品

的決定，這是很重要的。美國與歐盟都將網際網路撰文作為推薦廣

告，只要屬於推薦廣告，都應受到相關規範，亦處以相關處分。因此，

若依照美國或歐盟的構成要件，我認為寫手無論是在網際網路或部落

格的為文，都應予以相同規範。確實，我認為 Samsung案件有違反公

平交易法，但於適用條文上，我則持有不同意見。 

捌、結論與建議 

網際網路是快速成長的產業，網際網路的普及化，使網際網路廣

告時常引起爭議。至於公平會未來是否會修改薦證廣告處理原則，或

另定單獨處理原則？美國法是否可供參考？吾人認為，只要為文者獲

有利益，皆應予以揭露。 

比較美國與臺灣，在薦證者方面，確實皆規範了寫手與員工。在

平台方面，美國是將部落格與社交網站一體適用；至於臺灣公平會對

部落格與社交網站是一體適用？抑或分別適用？這是未來修法中可

以界定清楚之處。在重要關係方面，臺灣公平會的重點是，究竟有無

隱匿重要資訊的內容？美國則是將重點放在究竟有無收到對價關係

或實物上，這也是未來可考量的方向。 

在揭露方面，臺灣公平會是非強制的，美國則是強制的，未來公

平會亦可討論是否應採強制規定，且揭露內容應愈細愈好，無論是員

工或寫手，抑或實物或金錢，都應加以揭露。另外，合作期間雖然並

非很重要，但對寫手撰寫文章時的用心程度，亦應有所差別。因此，

合作關係無論是現在、過去或未來，都應標明清楚，在規範整個網際

網路廣告的作法上，方能更加明確。 

 

（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張乃文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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