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講人：王銘勇法官 
（新竹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公平交易法事件行政訴訟程序解析專題報導

公平交易法事件行政訴訟程序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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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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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106年5月號

075

壹、前言

公平交易法之主管機關為公平會。對於公平會相關事件決定

或處分後，不服該決定處分之事業，得就該決定或處分，逕行提

起行政訴訟。再者，公平交易法事件行政訴訟程序，係法院審查

公平會決定或處分是否合法之行政訴訟程序。

貳、公平交易法事件行政訴訟管轄法院

一、管轄法院

我國公平交易法事件行政訴訟管轄法院有三：

(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管轄公平交易法事件行政訴訟通常

程序事件。

(二)智慧財產法院：公平交易法涉及智慧財產權所生之第一

審行政訴訟事件(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3條第1項第3

款)。自該院設置後至民國105年10月共有8件判決。

(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因不服公平會所為40

萬元以下罰鍰處分而涉訟者，適用行政訴訟簡易訴訟程

序。自民國101年至105年10月共有9件。

二、管轄法院之問題討論

(一)誤向無管轄權法院起訴，受理法院應裁定移送有管轄之

法院。相關案例：北院行政訴訟庭105簡28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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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屬法院管轄之必要性

現行管轄法院之規範，可能發生對

多數事業聯合行為之同一處分案件，如

各該事業個別起訴，可能因罰鍰數額不同

而由不同法院管轄。然而，若採專屬法院

管轄，在我國司法審查密度深的情況下，

可能導致在認定事實、解釋法規方面，由

少數法官掌控競爭政策，公平會作為競爭

政策制定者的角色將受到挑戰。

(三)除罰鍰外，公平會命受處分人停止違法

行為或為一定行為，仍適用行政訴訟簡

易訴訟程序之適法性？

1.現行法

依據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規

定，適用行政訴訟簡易訴訟程序，除處

40萬元以下罰鍰外，尚包括該項第4款

「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告誡、警告、記

點、記次、講習、輔導教育或其他相類

之輕微處分而涉訟者」。

2.相關案例

(1)臺北地方法院103簡245判決

公平會以桃園市地政士公會於民國

97年3月14日第8屆第7次理事會決議發

送會員收費參考表，迄至101年間仍持

續發送給入會會員，約束會員事業活動

且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之供需功能，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規定，遂依同

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以103年1月23日

公處字第103012 號處分書命原告自處

分書送達之次日起，立即停止前開違法

行為，並處原告罰鍰40萬元。

(2)臺北地院行政訴訟庭102簡130判決

公平會依據檢舉調查結果，以受處

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

向被告報備，違反依據公平交易法第23

條之4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5

條第1項規定，而依同法第41條第1項前

段及第42條第3項規定，以民國101年

10月9日公處字第101146號處分書，命

受處分人自該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

內，應備齊及據實載明法定報備事項，

向被告報備，並處罰鍰5萬元。

3.關於適用行政訴訟簡易訴訟程序實務見

解參考決議

(1)原告 (即雇主 )對被告 (即主管機關 )

依勞動基準法第 27 條之規定所發

「令雇主限期給付勞工工資」之行

政處分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

回，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訴願

決定及原處分。則此訴訟是否屬於

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所列應適

用簡易訴訟程序事件？103 年度高

等行政法院及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法律座談會決議多數見解認為應適

用通常訴訟程序。

(2)102年度高等行政法院及地方法院

行政訴訟庭法律座談會提案五之問

題(四)就「依建築法第 91條規定，

限於文到一定期間內改善、補辦變更

使用執照手續或恢復原狀或停止使

用。」之行政訴訟，是否應適用簡易

判決訴訟程序，經研討結果採否定

說，亦即不適用簡易訴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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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結論

依相同法理，如公平會除處罰鍰

外，命停止違法行為或為一定行為，受

處分人屆期未停止或未為該行為者，可

能受更嚴重之處分，故該處分應非屬

行政訴訟法第 229 條第2項第4款所列

「告誡、警告、記點、記次或其他相類

之輕微處分」，亦非同條所規定其他應

適用簡易訴訟之事件，自應適用通常訴

訟程序。

參、行政法院對行政訴訟事件之調查及

辯論程序

一、行政法院對行政訴訟事件之審查

(一)訴訟合法要件之審查

(二)原告主張是否有理由之審查

1.原處分行政程序是否合法？

2.原處分認定事實是否有誤？

3.原處分適用法律是否有誤？

4.原處分法律效果(罰鍰數額)是否合法？

二、行政訴訟事件之辯論程序

一般而言，行政訴訟事件辯論程序依序如

下：原告訴之聲明、被告答辯聲明、原告陳述其

主張之事實及法律上理由、被告就原告主張提出

答辯、就有爭議之事項調查證據、兩造就事實及

法律辯論。

(一)原告訴之聲明及陳述內容

原告訴之聲明為請求法院撤銷不利處

分，如係原告請求不獲准許者，會另加上課

予義務之請求。原告陳述之內容則包含所主

張之事實及法律上理由。

(二)被告訴之聲明及陳述內容

被告訴之聲明為請求法院以判決駁回原

告之訴。被告陳述內容則包含所主張之事實

及法律上理由，且被告應就原處分之適法性

及原告主張不應採認之理由加以說明。

(三)原告起訴主張原處分違法之常見理由

1.原處分行政程序違法，造成原告損害。

2.原處分認定事實錯誤。例如：無該事實

而原處分認定為該事實、部分特定事

實認定錯誤。

3.原處分適用法律是否有誤？例如就事實

並無爭執，但就該事實是否違法有爭

執。

4.原處分法律效果(罰鍰數額)是否合法？

例如就事實及適用之法律並無爭執，

但原告主張罰鍰過高。

(四)被告(行政機關)對事實及法律的陳述內容

在行政訴訟程序中，被告應就原處分之

下列事項加以說明：

1.事實

事實之認定多會參酌行政機關之原

處分，事實之內容包含違法事實之人、

事、時、地。

2.認定事實之理由

就何以認定事實之理由加以說明，

亦即系爭證據(人證、物證、書證)如何證

明違法事實存在。行政處分書中常見未

就證據何以證明違法事實之存在，有較

明確之說明，此均有待在行政訴訟程序

中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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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行政機關於行政處分決定前

所為的行政調查程序涉及證據之蒐集，

往往是行政訴訟程序中法官裁量判斷的

關鍵，至關重要。此外，人證的變異性

較大，物證的採信度較高，因此行政機

關必須要完整蒐集證據，除了人證外，

尚需有其他證據予以佐證，進行證據比

對，才能夠獲得較有利於機關之裁判。

3.說明違法行為應適用之法律

包含對於系爭法律之解釋、就系爭

違法行為適用法律之推論加以說明。

4.原處分裁處罰鍰數額之依據

原處分裁罰如違反比例原則或濫用

裁量之情事時，仍屬違法。一般而言，

法院會尊重行政機關之裁量。

(五)行政訴訟之特點─職權調查

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固不

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但若當事人主張之事

實，應適用何法律，自應由審判長注意使

當事人對之得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之

陳述及辯論，避免對於當事人產生突襲性之

裁判。倘未踐行此項闡明之義務，使當事人

對之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之陳述及辯

論，據以未經當事人充分陳述及辯論之法律

見解，採為判決之基礎，即與行使闡明義務

有違。(最高行102判127)

由上可知，首先，行政法院依行政訴訟

法第125條、第133條之規定，應依職權調

查事實關係及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

束。其次，兩造未主張，但法院認為應依職

權調查者，法院在調查程序中應說明理由，

調查後並應整理爭點，請兩造辯論；如法院

認為兩造爭執之事實關係已因其他法律規

定致法院應受拘束(例如：撤銷判決之拘束

力、爭點效、行政處分構成要件效力等)，

而兩造未主張者，應提出讓兩造辯論。第

三、法院依職權調查者，有時非單純之事實

關係，尚包括行政程序是否合於行政程序法

之規定。

肆、公平交易法行政訴訟程序之特點

一、文書證據多樣化

公平交易法行政訴訟程序中，就部分涉外事

件、他國已有調查處分事件或司法機關調查事

件，公平會有時會以相關訊問筆錄、文書作為認

定受處分人有違法行為之證據。相關案例包含：

韓國東芝三星光碟機聯合行為案(北高行102訴

1062)、建中工程公司瀝青聯合行為案(偵查程序

證據，北高行103訴1676)。

然而，有時檢察官訊問的內容與競爭法主管

機關所關心的議題不同，又外國法院的判決無法

完全作為證據而俱以採信，也可能有違規行為時

間不一致性的問題，但卻同時可能影響我國法官

的心證，因此就該判斷在行政訴訟程序中，公平

會應充分說明其認定之依據並加以解釋。

二、在訴訟程序中對證據證明力之攻防

公平交易法行政訴訟程序中，就證據是否能

證明違法行為，常在訴訟程序中攻防。在處分

書中有時難以看出公平會係以何證據證明受處

分人有該系爭違法行為，在訴訟程序中，法院

會請公平會就該部分加以說明證據與待證事實

二者間之關係。相關爭議問題，例如：適用減

免事業員工陳述之證明力、為取得檢舉獎金提

供資料之證明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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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證據評價、待證事實證明度之高低及舉證

責任之分配，乃為影響上開爭點結論之重要因

素。基於依法行政下之行政合法及合要件性之要

求，行政罰之要件事實之客觀舉證責任歸於行政

機關。被告既以原告違反獨占事業不正行為之禁

止規定為由而裁處罰鍰，則原告之行為是否符合

公平交易法第10條之構成要件，如經法院依職

權調查，事實仍陷於真偽不明，其不利益即應歸

於被告。而所謂「事實真偽不明」與否，則與事

實判斷所要求證明度高低息息相關。行政訴訟法

第189條第1 項所規定之「判斷事實之真偽」，

雖未明白規定證明度，鑑於行政訴訟對人民權利

保障及行政合法性的控制，原則上當裁判認定之

「事實」的真實性愈高時，愈能達成，因而行政

訴訟所要求的證明度應是高度的蓋然性，也就是

「沒有合理可疑」蓋然性程度的確信，此由現行

行政實體法有一些釋明、估計或估算之降低證明

度的規定即可推知。鑑於公平交易法對於獨占行

為之證明並無特別規定，基此，獨占行為之各項

要件成就與否之證明，自均同受上開證據法則之

拘束。如經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仍有待證事實

真偽不明之情狀，被告即應負擔敗訴之風險。

(北高行103訴223判決)

三、由法院對「經濟證據」(economic evidence)

之直接評價之妥當性

公平交易法行政訴訟事件，部分判斷涉及經

濟證據之評價與分析，用以判斷界定市場範圍、

有無競爭關係、系爭行為對市場影響等。在公平

交易法行政訴訟司法實務係由法院自行判斷。

在公平交易法行政訴訟中之證據，如涉案產

業之銷售額、市占率、相關產業各項生產銷售數

據等，可能涉及包括產業、經濟專業知識，由法

院逕行判斷分析是否適當？法院依法固有判斷事

實之權限，但如涉及非日常生活之專業知識，應

如何判斷？如無專業人員協助，法院自行判斷，

是否可能造成因見解不同致該案件難以確定？

部分判決出現原告在事實審提出專家證人之

意見書，法院常在判決說明該意見書不可採認，

但應思考者，法院應如何調查該專家意見書。相

關案例：燁聯鋼鐵結合案(最高行政法院105判

124)。

四、罰鍰數額之司法審查

行政法院對罰鍰之爭執，如無違反比例原

則、濫用裁量權，在裁量權限內係尊重行政機關

原處分之裁量權限。然而，在違反公平交易法行

政訴訟事件，於公平會認定事實經法院認定無該

事實時，原罰鍰數額可能遭撤銷，而由公平會另

行裁罰。

應受注意的是，依據公平交易法第40條第2

項規定：「事業違反第9條、第15條，經主管機

關認定有情節重大者，得處該事業上一會計年度

銷售金額百分之十以下罰鍰，不受前項罰鍰金額

限制。」

該項規定計算罰鍰之方式在行政法規中相當

少見，且其數額相當高，可能影響事業存續，司

法如何審查，應係受關注的議題。同時，公平

會應就處罰相關程序、規範計算方式等，在行

政訴訟程序中有明確的說明。相關案例：日商

Rubycon公司處分案(公處字第104134號)。

五、法院對公平交易法行政訴訟事件之職權調查

法院對公平交易法行政訴訟事件，在調查及

審理程序中，仍會依職權調查，不會受原告主張

之拘束。其中，法院應該就認定事實、適用法律

及決定罰鍰之數額，請公平會說明其認定所憑之

證據及程序，針對其中有疑義之處，提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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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法院就認定事實之依據，如原處分界

定市場範圍方法、理論有不當之處，應提出問

題，讓兩造充分辯論，以避免突襲裁判。相關案

例：超商咖啡聯合行為案最高行第1次判決(最高

行102判251)。

行政法院若認定兩造爭執之事實，例如原告

係獨占事業，業經其他法律或司法實務見解確

定，致法院與兩造當事人均受拘束，不得再行爭

執者，針對該判斷，法院亦應讓兩造充分辯論。

相關案例：智慧財產法院飛利浦案105年判決

(104年度行公訴1號)。

伍、結論

公平交易法之行政訴訟程序，公平會如果要

在行政訴訟程序中說服法院，在原處分行政程序

階段，公平會必須對原處分的事實判斷、法律適

用及罰鍰數額決定有充分的說明，使行政程序中

的各種作為、判斷基準公開透明，並且在訴訟程

序進行前有所準備，始能夠回應法官或對造的提

問與挑戰。

（本文係講座105年12月6日假公平會發表

之演講內容，經國立臺北大學經濟學系楊宗霖記

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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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公平會接獲加盟店檢舉，A事業招募加盟

時，未以書面揭露加盟重要資訊。經公平會調查

後發現，A事業係透過品牌網站公告現有加盟店

舖資料，並於洽談時告知交易相對人，可以自行

至品牌網站查詢。

加盟店舖資料及上一年度解約比率均屬加

盟重要資訊

對有意加盟者來說，「所有縣(市)同一加盟

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除、終止

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此項資訊，攸關品牌內

競爭情形、從事加盟的營業績效與風險等，屬

於有意加盟者據以評估是否締結加盟經營關係

的重要資訊。

如果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時，只透過網站公

告各店舖資料，而未以書面提供予交易相對人審

閱；或雖有以書面揭露各店舖資料，卻未揭露上

一年度的解約比率，將構成未充分且完整提供加

盟重要資訊的行為。

網站公告非屬書面揭露方式

儘管A事業表示有於品牌網站公告加盟店址

等資訊，但公平會考量網站所載資訊，乃處於隨

時可更動狀態，後續並有可能產生：加盟業主疏

於維護網頁內容而不及更新資訊、雙方事後對當

時網站所載內容為何產生爭執，以及交易相對人

是否已確實接收訊息處於未明狀態等問題。

因此公平會最後決定，A事業只透過網站公

告各店舖資料，仍屬未以書面提供加盟重要資

訊予有意加盟者審閱，就該等未為充分且完整的

資訊揭露的行為，將妨礙交易相對人作成正確的

交易決定，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

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結語

公平會提醒加盟業主招募加盟過程中，為減

少後續交易糾紛，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或預備

建立加盟經營關係前，應以書面方式向交易相

對人揭露完整加盟資訊，並確實遵守「公平交

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

則」規定。

加盟重要資訊必須以書面方式揭露
加盟業主必須以書面提供加盟重要資訊予交易相對人審閱，如果只透過網站公告相關資訊，將有可能

因此受罰！

■撰文＝蔡靜慧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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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公平會接獲檢舉，伴唱產品供應事業H公司

告知其下游經銷商、放台主，倘查到其下游經銷

商、放台主、卡拉OK店家等事業有使用其他公

司伴唱產品之情形者，H公司將對他們租用H公

司經銷的M牌電腦伴唱機的租金每月調漲2,000

元，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規定。

不管是「取消優惠」還是「恢復原

價」？有租用他牌產品的就是比較貴！

公平會經調查後發現，H公司與經銷商於民

國104年訂立經銷合約書時，同時收取104年度

經銷總金額10%之票據作為S歌曲線權利金，約

定以經銷業務優劣等因素決定退還前述權利金之

額度，其後並訂定作業辦法，規定已無能力承租

他牌伴唱機之店家，H公司仍予維持優惠租價，

要求經銷商必須每月填報維持優惠租價及租金調

整店家明細呈報H公司。受公平會調查之經銷商

多數表示一開始即認定可能無法取回前揭S歌曲

線權利金，而作好自行吸收增加之經銷成本的心

理準備，或只能轉向下游放台主或店家加收每台

M牌電腦伴唱機之每月租金。且上述經銷商等關

係人復表示H公司訂立承租其M牌伴唱機之店家

倘有同時承租競爭對手之他牌歌曲，即須加收每

台M牌伴唱機每月2,000元之政策，而對外宣稱

為取消優惠或恢復原價；部分經銷商並表示，為

符合H公司上述政策、經銷合約及作業辦法，才

配合填上述表格依規定於每月回傳給H公司。

公平會另查悉S歌曲線之市場價格約為每台

300元至600元間，故H公司系爭行為核其目的並

非單純推廣S歌曲線之獎勵，或單純反映S歌曲

線或整體M牌電腦伴唱機歌曲之成本。

自由競爭！事業不得以不正當方法阻礙

他事業從事競爭

公平會表示，H公司經銷之M牌電腦伴唱機

具有極高之市場占有率，對經銷商有絕對優勢地

位，且放台主及店家對H公司經銷的M牌電腦伴

唱機具有極高之依賴性，故H公司前揭經銷合約

書約款及作業辦法，業足以促使經銷商要求放台

主對有同時使用其他競爭品牌伴唱歌曲之店家加

收每台M牌電腦伴唱機每月2,000元租金；造成

店家須支付較高租金或選擇退租其他競爭品牌之

伴唱歌曲，已阻礙伴唱產品競爭品牌事業從事競

爭，亦造成部分卡拉OK店家之消費者在相同消

費金額下可選唱之歌曲數量減少，對伴唱產品供

應市場之競爭及消費者利益顯有負面影響，是故

H公司行為核屬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從事競

爭，而有限制競爭之虞，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

條第3款規定。

只買我家商品的人才能享受優惠嗎？
電腦伴唱機的業務員告知阿展，公司未來政策是只有沒租用他牌伴唱歌曲的卡拉OK店才給租金優惠。

■撰文＝溫哲嘉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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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A公司於網路平台販賣B公司商品，因價格太

低遭B公司以侵害商標權為由向網路平台檢舉而

被下架，A公司認為所售商品是向B公司的下游

經銷商進貨，並無侵權，B公司卻意圖以此手法

控制網路賣家的商品售價，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

規定，故向公平會提出檢舉。

限制下游經銷商轉售價格的具體事證

公平會查出，B公司透過區域總經銷商及其

旗下經銷商所屬通路販售商品，並將商品賣斷，

風險承擔本應由各級經銷商自負，B公司與總經

銷商簽訂的契約書卻有限制轉售價格與違反約定

之處罰等約款。

另公平會抽查遭網路平台下架之網路賣家，

其進貨來源為B公司所屬各區總經銷商或各區總經

銷商之下游經銷商，且就其所買斷商品，於網頁

內多為敘明商品品牌名稱、型號及價格等消費者

購物時應知道的商品資訊。相關被下架網頁多數

僅為商品實照、品名或型號表示、賣家說明，甚

至無商品圖示，B公司雖稱有商標侵權情事，惟無

事證證明該等商品非屬B公司商品，因此難以認定

B公司向網路平台檢舉侵權是為保護其商標權；且

經公平會調查，不乏有經銷商因價格低於B公司與

總經銷商協議之價格而遭檢舉並被下架之情事。

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正當性的舉證責任

限制轉售價格究竟是限制市場競爭還是促進

市場競爭，事業是否於必要之期間及範圍內以限

制轉售價格之方法達到促進競爭之效果，屬當事

人之抗辯事由，當事人就其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

正當性負有舉證責任，公平會再就其所提出合理

事證，經審酌具有促進競爭之效果者，始有公平

交易法第19條第1項但書之適用。

B公司就限制轉售價格的正當理由僅稱多為

商標侵權之檢舉，然經公平會比對抽查，遭B公

司檢舉而下架之網頁，多數僅為商品實照、品名

或型號表示、賣家說明，甚至無商品圖示，難以

證明賣家所販售的商品非屬B公司商品，而有商

標侵權的情形。

限制轉售價格損及市場競爭機制

B公司始終未提出事證說明如何以限制下游

經銷商轉售價格的方法達到促進競爭的積極效果

等正當理由，然而B公司限制經銷商銷售商品價

格的行為，已剝奪總經銷商及其下游經銷商等事

業自由決定價格之能力，致其無法依據所面臨之

競爭狀況、營運策略等訂定商品售價，將削弱經

銷通路間之價格競爭，且並無促進競爭之正當理

由，故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限制商品轉售價格需有正當理由
事業應該容許下游經銷商有自由決定商品價格的權利，除非能提出正當理由，否則不得限制他們的

定價自由。

■撰文＝馬明玲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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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長華電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華電材公

司）與其持有48%股份之從屬事業長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長華科技公司）（長華電材公司

與長華科技公司以下合稱「長華集團」），擬共

同購買新加坡商SH Asia Pacific Pte. Ltd.（下稱

「SHAP」）100%之股權，並以長華電材公司

為最終控制事業，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

第2款與第5款之結合型態；另長華電材公司在

IC導線架之銷售市場占有率已超過四分之一，且

SHAP及其從屬事業台灣住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台灣住礦公司）（SHAP與台灣住礦公司

以下合稱「SHAP集團」）產製之IC導線架合計

市場占有率亦超過四分之一，皆達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1項第2款之申報門檻，爰向公平會提出結

合申報。此外，長華科技公司與SHAP、台灣住

礦公司分別從事LED導線架與IC導線架之產製業

務，而長華電材公司則專職銷售各類導線架，故

本結合案屬於垂直結合。

市場界定

導線架至少可區分為 IC導線架與LED導線

架，IC導線架係作為IC晶片與電路板線路連接之

媒介，其電鍍層以鍍鎳鈀金與霧面銀為主，由於

終端產品輕薄短小化，IC著重於晶粒上電子迴路

設計之複雜度與精密度，使得IC導線架之接腳數

目眾多，其製造技術不斷提升；反觀LED導線架

是為了反射LED晶片之光源，電鍍層以鍍亮面銀

為主，接腳數亦僅有2至3個，製造技術低於IC

導線架，主要需求者為LED照明業者。公平會參

酌相關產品之製造技術、功能用途、業界慣用分

類、生產設備，認為IC導線架與LED導線架彼此

間缺乏需求與供給替代性，應視為2個不同的產

品市場。另因長華電材公司銷售IC導線架與LED

導線架，故亦須關注本結合案對導線架銷售市場

之影響。

導線架因規格眾多，且導線架體積小，適合

運送，作為LED及IC產業的其中一項封裝材料，

須配合客戶的及時需求，由製造地運往世界各地

相關產業進行加工或處理，客戶亦可以選擇其他

國家的供應商來提供導線架，故以全球為地理市

場，惟仍應關注我國境內市場競爭狀況。

競爭分析

民國104年SHAP集團在我國IC導線架製造

市場之市占率雖有29%，位居第1名，惟不乏有

來自日本、韓國、荷蘭等其他材料大廠與其競

爭，下游 IC封裝廠或經銷商仍可輕易轉換交易

對象。而104年長華科技公司在我國LED導線架

導線架之產銷垂直整合，共同迎接產業新挑戰
導線架產業已經發展多年，技術門檻障礙低，屬於成熟產業，近年來中國大陸出現眾多導線架供應

商，已擠壓現有供應商之獲利。在面對導線架低價化及產品生命週期縮短的趨勢，我國導線架業者亟欲

整合相關資源，以因應產業生態變遷。

■撰文＝吳信德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11

TAIWAN FTC NEWSLETTER
｜焦點案例｜

製造市場占有率僅4%，市場力有限；另長華電

材公司雖同時經銷SHAP集團之IC導線架與長華

科技公司之LED導線架，惟各材料大廠亦有其銷

售部門，結合後除仍可自行尋找經銷商代售產品

外，亦可逕行銷售產品予下游客戶，不至於影響

同業之交易機會。另導線架銷售對象為IC封裝大

廠與LED製造廠，其生產規模大，議價能力高，

導線架業者難於相關市場濫用市場力量；再者，

導線架市場競爭激烈，在面臨中國大陸導線架製

造商低價競爭之情形下，更難有濫用市場力量之

可能。

本案SHAP集團產製之IC導線架與長華科技

公司之LED導線架，在結合前即由長華電材公司

獨家代理銷售，長華電材公司除該2事業之導線

架外，亦未代理銷售其他製造商之導線架產品，

故此種在結合前即存在之封閉型上下游製造銷售

關係，在結合後亦僅是將既存外部合作關係轉為

集團內分工關係，相關市場占有率或市場結構與

結合前相同，尚難產生市場封鎖之效果。

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公平會認為，本結合案對相關市場尚不具有

顯著限制競爭之疑慮，因此，考量本結合案對整

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依公平交易

法第13條第1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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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A公司於B電視購物台銷售塑身褲商品，廣

告宣稱「紡織研究所報告  穿著10分鐘  血流量

+20.6% 血流數+18.2% 皮膚溫度+2.5度。實驗

證實，穿著10分鐘後，可增加人體溫度，增進

循環，促進身體代謝功能」、「運動5分鐘即可

有燃燒感覺 他牌30分鐘」、「萬人試穿滿意都

說讚、萬人測試、爆汗滿意度97% 透氣滿意度

98% 時尚滿意度97% 效果滿意度98%」，疑涉

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廣告引用試驗報告之檢測機關須具有該

方面之專業

本案廣告宣稱「紡織研究所報告 穿著10分

鐘 血流量+20.6% 血流數+18.2% 皮膚溫度+2.5

度。實驗證實，穿著10分鐘後，可增加人體溫

度，增進循環，促進身體代謝功能」等語，予人

印象案關商品經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下稱紡織研究所）實驗證實，穿著10分鐘後，

可增加人體溫度，增進循環，促進身體代謝功

能。惟據紡織研究所表示，因其非醫療單位或相

關體系背景，故不足以從該等試驗數據佐證廣告

中產品所宣稱的功能及影響，是該廣告宣稱「穿

著10分鐘，增進循環，促進身體代謝功能」等

語，已非該試驗報告範圍所涵蓋，A公司及B公

司亦未能另提供具有科學學理、實驗依據之具體

事證，自無法據以證明其商品具有前揭廣告所宣

稱之功效，是案關廣告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

品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

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規定。

廣告宣稱具體數據，須有客觀基礎為依據

本案廣告宣稱「運動5分鐘即可有燃燒感覺 

他牌30分鐘」等，據A公司及B公司表示，係依

據28位體驗案關商品之消費者所填問卷統計資料

為廣告之宣稱，惟檢視問卷內容，與宣稱上開效

能之意旨尚屬有間，且依A公司所提供資料，並

非28位體驗者平常使用他牌時均運動30分鐘後才

開始有流汗感覺，另該等問卷僅為該等體驗者所

為之意見反映，尚不足以作為案關商品與其他品

牌運動褲流汗效果比較之客觀數據，況據A公司

表示該廣告所載其商品5分鐘，他牌30分鐘等對

照圖與熱顯像圖，並無相關檢測報告，是案關廣

告並無客觀比較數據為基礎；又本案廣告另宣稱

「萬人試穿滿意都說讚、萬人測試」，惟依上開

塑身褲宣稱實驗效果是否為真？
夏天快到了，每個人都想擁有完美的身材，但穿上塑身褲後，效果真的像廣告宣稱那樣嗎？

■撰文＝陳建宇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專員）

塑身褲宣稱實驗效果是否為真？ 

夏天快到了，每個人都想擁有完美的身材，但穿上塑身褲後，
效果真的像廣告宣稱那樣嗎？ 

案例背景 

A 公司於 B電視購物台銷售「塑身褲」商品，廣告宣稱「紡

織研究所報告 穿著 10 分鐘 血流量+20.6% 血流數+18.2% 皮

膚溫度+2.5 度。實驗證實，穿著 10 分鐘後，可增加人體溫度，

增進循環促進身體代謝功能」、「運動 5分鐘即可有燃燒感覺 

他牌 30 分鐘」、「萬人試穿滿意都說讚、萬人測試、爆汗滿

意度 97% 透氣滿意度 98% 時尚滿意度 97% 效果滿意度 98%」，

疑涉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廣告引用試驗報告之檢測機關須具有該方面之專業 

本案廣告宣稱「紡織研究所報告 穿著 10 分鐘 血流量

+20.6% 血流數+18.2% 皮膚溫度+2.5 度。實驗證實，穿著 10

分鐘後，可增加人體溫度，增進循環，促進身體代謝功能」等

語，予人印象案關商品經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下稱

紡織研究所）實驗證實，穿著 10 分鐘後，可增加人體溫度，

增進循環，促進身體代謝功能。惟據紡織研究所表示，因其非

醫療單位或相關體系背景，故不足以從該等試驗數據佐證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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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資料及A公司自承體驗者僅有28位，是案關

廣告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及內容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21條規定。

中產品所宣稱的功能及影響，是該廣告宣稱「穿著 10 分鐘，

增進循環，促進身體代謝功能」等語，已非該試驗報告範圍所

涵蓋，A公司及 B公司亦未能另提供具有科學學理、實驗依據

之具體事證，自無法據以證明其商品具有前揭廣告所宣稱之功

效，是案關廣告就足以影響交易決定之商品品質及內容為虛偽

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規定。 

廣告宣稱具體數據，須有客觀基礎為依據 

本案廣告宣稱「運動5分鐘即可有燃燒感覺 他牌30分鐘」

等，據 A 公司及 B 公司表示，係依據 28 位體驗案關商品之消

費者所填問卷統計資料為廣告之宣稱，惟檢視問卷內容，與宣

稱上開效能之意旨尚屬有間，且依 A 公司所提供資料，並非

28位體驗者平常使用他牌時均運動30分鐘後才開始有流汗感

覺，另該等問卷僅為該等體驗者所為之意見反映，尚不足以作

為案關商品與其他品牌運動褲流汗效果比較之客觀數據，況據

A 公司表示該廣告所載其商品 5 分鐘，他牌 30 分鐘等對照圖

與熱顯像圖，並無相關檢測報告，是案關廣告並無客觀比較數

據為基礎；又本案廣告另宣稱「萬人試穿滿意都說讚、萬人測

試」，惟依上開問卷資料及 A 公司自承體驗者僅有 28 位，是

案關廣告就足以影響交易決定之商品品質及內容為虛偽不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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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S建設公司於H網站刊登銷售ST建案廣告，

於「傢配參考示意圖」將陽台空間位置以虛線標

示為室內空間之一部分，廣告給消費者的印象是

陽台部分屬室內空間，可合法供客廳空間使用，

客廳空間變更大了，是不是超棒噠！但S建設公

司已經涉有就商品之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違法增建的房子，您住的安心嗎？

經公平會調查，S建設公司將陽台空間作客

廳空間使用，據地方政府之專業意見表示，ST建

案的陽台位置不得作為客廳等室內空間使用，且

S建設公司於使用執照核發後，並未針對陽台位

置用途申請變更設計，依建築法規定，未申請建

築許可即擅自建造建物，可依違章建築處理相關

規定處理，故ST建案若依廣告內容將陽台作為

客廳空間使用，將遭處以罰鍰，並勒令拆除、改

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等情形。如果消費者誤

認廣告內容中陽台部分可合法供客廳空間使用，

進而購買該建案房屋，日後仍有遭罰鍰及強制拆

除之風險，公平會認為S建設公司之廣告已屬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

條第1項規定。

切勿盡信廣告，謹慎購屋才是王道！

公平會呼籲，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建物用

途情狀，為影響交易相對人承購與否之重要交易

決定因素之一，消費者通常透過廣告圖說及文字

內容來判斷購屋後的用途使用，因此許多建商為

達銷售之目的，而於廣告圖示將陽台規劃為室內

空間，營造出寬敞的居家空間，然而消費者並不

清楚如果違反建管法規，必須承擔日後遭政府勒

令拆除之風險。因此購買前可請建商提供建造執

照，比對建商所提供廣告圖說是否相符，以保障

購買到合法使用空間。

加大客廳空間，有影嘸？！
陽台就是要拿來增加室內空間的啊！不然要幹嘛！來！來！來！建商幫您拆除陽台與客廳之間的那一

道牆，加大客廳使用空間，讓您能以相同價格，購買到更多坪數的室內空間。如此精打細算的您，看到這

CP值超高、超划算的房子，還不馬上行動！但親愛的消費者，您知道陽台外推是違法增建嗎？還是您認為

這是公開的秘密，只要您不說，我不說，就可以心存僥倖躲過被拆除的命運？！

■撰文＝戴玉宜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S 建設公

第 21 條

切勿盡信

公平

相對人承

及文字內

而於廣告

消費者並

風險。因

是否相符

 

 

 

公司之廣

條第 1項規

信廣告，

平會呼籲

承購與否

內容來判

告圖示將

並不清楚

因此購買

符，以保

廣告已屬

規定。 

，謹慎購

籲，房屋

否之重要

判斷購屋

將陽台規

楚如果違

買前可請

保障購買

屬虛偽不實

購屋才是王

屋銷售廣告

要交易決定

屋後的用途

規劃為室內

違反建管法

請建商提供

買到合法使

2 

實及引人

王道！ 

告所描述

定因素之

途使用，因

內空間，

法規，必

供建造執

使用空間

人錯誤之

述之建物

之一，消

因此許多

，營造出

必須承擔

執照，比

間。 

之表示，違

物用途情狀

消費者通常

多建商為

出寬敞的居

擔日後遭政

比對建商所

違反公平

狀，為影

常透過廣

為達銷售之

居家空間

政府勒令

所提供廣

平交易法

影響交易

廣告圖說

之目的，

間，然而

令拆除之

廣告圖說

法

易

說

而

之

說



15

TAIWAN FTC NEWSLETTER
｜國際動態｜

2017年2月歐盟新聞稿宣布針對境內消費性

電子產品、電子遊戲及旅館住宿有無不公平限制

零售價格，或以顧客國籍、地區進行銷售限制等

情形展開調查。我國廠商華碩公司因涉及限制歐

盟境內消費性電子產品網路零售商訂價能力而為

此波調查對象之一。

近年我國廠商違反歐美等國競爭法而遭調查

處分之案件時有所聞，且因歐美競爭法違法行為

罰款金額多以案關產品銷售金額，或違法行為所

得利益之一定比例作為計算基礎，違法伴隨而來

之高額罰款極為可觀，我國廠商實應多加留意歐

美競爭法制發展，以避免不慎觸法。

轉售價格約定－2007年Leegin案之前

上游廠商生產商品透過下游經銷商銷售給顧

客或終端消費者，為了維持商譽、減少交易成本

及避免下游廠商搭便車等種種理由，上下游廠商

可能會針對商品價格、銷售區域、銷售方式等加

以約定。其中，因價格為事業用以爭取交易相對

人之重要條件，商品價格之垂直約定，特別是最

低售價約定，相比其他垂直交易限制，多數國家

均審慎看待，認為其較易促進上游或下游勾結而

具有反競爭效果。

2007年以前，全球兩大競爭法主管機關美

國及歐盟，對於垂直（最低）價格即抱持否定的

態度。美國最高法院在1911年Dr. Miles案，認

定Dr. Miles藥廠與批發經銷商及零售商簽訂包含

最低轉售價格條款之合約，具有減損競爭及限制

交易情形，該條款依習慣法（common law）及

休曼法規定並不生效力。其後，上述判決遭致批

評，論者有謂法院應就垂直轉售價格約定對於競

爭之影響進一步分析，而非以習慣法禁止限制財

產所有權移轉的一般性原則作為違法認定理由。

歐盟早期針對限制競爭協議採取形式認定，

行為符合法定禁止類型即屬違法。1997年歐盟

發布競爭政策垂直限制綠皮書，對於數項垂直交

易限制法規政策提出改進，並指出早期採取形式

認定之集體豁免規則可能會產生誤罰或誤放的結

果。惟歐盟並未改變對於建議轉售價格約定與絕

對銷售區域限制之看法，二者依舊被視為當然違

法類型。

歐盟直至1999年垂直協議集體豁免規則與

2000年垂直限制處理原則，才摒棄行為樣態而

改以行為效果判斷，但轉售價格協議還是被列為

「核心限制」(hardcore restriction)，不適用集

體豁免。至於最高或建議轉售價格，原則上屬於

集體豁免範圍內，然倘上游業者市場地位或市場

結構，致最高或建議轉售價格實質上具有僵固

性，仍有可能違反歐盟競爭法規定。2010年歐盟

再次修正垂直限制相關規範，對於限制轉售價格

基本態度並無根本改變。

美歐限制轉售價格實務及規範發展
 歐盟於今年2月初宣布針對我國廠商華碩公司涉及限制歐盟境內消費性電子產品網路零售商訂價展開

調查，此舉已引起國內業者對於競爭法限制轉售價格規範之關注。

■撰文＝顏家琳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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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售價格約定之分水嶺－2007年Leegin案

美國－合理原則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77年、1997年分別

於Sylvania案及State Oil Co.v. Khan 案推翻垂

直限制（非價格限制、最高轉售價格限制）當然

違法之傳統看法，改採合理原則，認為垂直交易

限制因對競爭具有正反兩面的效果，仍須在個案

中權衡各項因素後做成綜合判斷。

1911年Dr. Miles案以來，美國法院建立近百

年最低轉售價格採當然違法的立場，則至2007年

Leegin 案方才有所改變。但這並非表示最低轉

售價格改採合理原則已經毫無爭議。事實上，該

案判決僅以5比4一票之差通過，且在判決之後，

當時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主任委員以及司法部反

托拉斯署署長亦曾對外表示持反對派法官所寫之

不同意見確實頗具說服力。

然在經過上述判例累積，美國反托拉斯主管

機關與聯邦法院對於轉售價格約定採合理原則已

算有了初步共識，只是實務案例有限，目前仍未

針對合理原則判斷提出清晰的分析架構。甚至有

學者嘗試提出反對轉售價格約定採合理原則之實

證，例如，曾有學者對2007年Leegin 案前後各

州進行產品模組價格比較，研究發現贊同合理原

則之州政府，其州內產品價格漲幅，多半高於採

當然違法政策之州政府１。惟多數見解仍傾向支

持轉售價格約定具有正反競爭效果的經濟理論。

至於美國州政府有關轉售價格約定相關規

範各有不同，2007年Leegin 案後，仍有部分州

法規禁止轉售價格約定，各地法院判決如2012

年堪薩斯州最高法院O'Brien v.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案以及2013年加州最高法院

Darush MD APC v. Revision LP案對於轉售價格

約定仍採當然違法之看法。惟以堪薩斯州為例，

為解決法院判決與聯邦見解相違爭議，其業於

2013年修正法規，改採合理原則判斷轉售價格約

定之合法性。

歐盟－雙重推定

如上所述，歐盟自1999年將效果要件納入垂

直協議集體豁免規則及其後2000年垂直限制處理

原則，並於前開豁免規則效期屆滿後，在2010年

公布新修正之豁免規則與處理原則。

比較歐盟前後豁免規則對於轉售價格約

定，條文文字並無改變，轉售價格協議還是被

列為「核心限制」。核心限制協議在歐盟競爭

法一般分析架構下係採雙重推定原則２（double 

presumption），即推定此類協議對於歐盟單一

市場具有負面效果，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

第1項，並推定其無法符合前開條約第101條第3

項除外要件（例如：改善商品產銷、促進技術或

經濟發展且能使消費者受益之交易限制協議）。

2010年公布之垂直限制處理原則相較1999

年處理原則，對限制轉售價格之分析提出更多

說明。2010年處理原則明確指出事業仍有可

能在轉售價格限制協議的個案中主張效率抗辯

（efficiency defence），倘事業能一定程度證明

轉售價格約定符合條約第101條第3項除外規定，

則歐盟執委會在判斷前開條文要件是否符合之

前，有義務先針對就轉售價格限制競爭效果進行

評估。換言之，前述雙重推定原則在此情形，即

因事業提出促進競爭之證明，而使證明轉售價格

協議具有限制競爭效果之舉證責任移轉至歐盟執

委會。

結語

在具有一定競爭程度的市場，上下游廠商為

減少不同事業間交易所產生之額外成本，以追求

1 CPI Antitrust Chronicle, November 2013(1), Why the New Evidence on Minmum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Does Not Justify a Per Se or “Quick Look＂ 
Approach, Thomas Lambert & Michael Sykut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2 KILPAILUOIKEUDELLINEN VUOSIKIRJA KONKURRENSRÄTTSLIG ÅRSBOK COMPETITION LAW YEARBOOK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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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之極大化，供應鏈的垂直整合係可能途徑之

一，然併購有時耗費資源極鉅，公司文化之衝突

與融合亦使併購成功與否充滿變數，因此，廠商

亦可能透過契約約定方式，以降低或內化前述交

易成本。

早期，由於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價格競爭之

基本立場，使得限制轉售價格成為少數被認為競

爭法應當禁止的行為類型之一。隨著反托拉斯

經濟理論之發展，許多文獻資料逐漸顯示出轉售

價格約定具有促進競爭或提升效率之效果，而其

本質惡性的看法亦已隨著歐美案例法規發展而有

所鬆動。只是，合理原則並非廠商可恣意主張，

特別是具有強烈競爭法非難性的最低轉售價格限

制，廠商倘無法證明利大於弊，仍可能因此被認

定違反競爭法，不可不慎。



18

FTC 公平交易通訊   NO.075    中華民國106年5月號

前言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負責競

爭政策事務的委員Margrethe Vestager女士在今

(2017)年3月16日發表一場主題為「演算法與競

爭」(Algorithms and Competition)的演講，談

到使用訂價演算法(pricing algorithms)所衍生的

潛在反競爭問題1。由於歐盟執委會在年初針對

使用訂價軟體來銷售消費電子產品之事業展開調

查，因此Vestager委員的演講不但強調公司不

能逃避隱藏在電腦程式背後的勾結責任，更被實

務界人士認為歐、美等國之競爭法執法機關未來

將會更積極處理訂價演算法所帶來的反托拉斯威

脅。

訂價演算法的反競爭行為

演算法通常被運用在航空訂票、旅館訂房和

線上零售的事業，以撮合需求者與商品或服務提

供者，並決定雙方是最佳媒合(best match)情況

下的價格。演算法也被企業用來監控消費者或競

爭對手的價格，以快速且準確回應市場變化。雖

然演算法的發展可以提高市場透明度，從而促進

市場競爭並增加消費者利益，但由於演算法是相

互依賴的訂價(interdependence pricing)，結果

也可能造成市場被扭曲的風險。

至於利用訂價演算法而可能產生的潛在反競

爭行為態樣，最常被廣泛討論者如下：其一是事

業根據個別交易相對人之數據資料，經由演算

法分析而採取差別訂價(price discriminatory)；

其二是事業透過演算法進行價格監控，促進零售

價格的維持(retail price maintenance)；其三是

事業可能設計並操控自動化演算法而進行勾結

(collusion)，形成更有效和穩定的卡特爾。就執

法實務而言，則以價格勾結行為較為常見。

主要國家執法情形

部分歐、美國家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在過去兩

年以來，已陸續針對事業利用訂價演算法而形成

的卡特爾進行調查和處分。例如英國競爭與市場

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CMA)

在2016年8月發布一項決定，確認2家在亞馬遜

市集(Amazon Marketplace)銷售運動和娛樂商品

的供應商，協議使用「商用自動重新訂價軟體」

從事價格勾結，提供線上購物者相同的價格並共

同協調價格變化2。CMA固然認為線上訂價工具

可以幫助賣家從事良性競爭，並有益消費者而使

競爭受益，但2家業者應用這些工具從事非法的

固定價格行為且人為的提高價格，因此認定該行

為違法。另外，歐洲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ECJ)在2016年1月裁定3，針對線上

旅遊預訂系統E-TURAS的平台管理者發送價格

訂價演算法與卡特爾
 訂價演算法的發展可以提高市場透明度，從而促進市場競爭並增加消費者利益，但由於演算法是相

互依賴的訂價，結果也可能造成市場被扭曲的風險。

■撰文＝陳韻珊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簡任視察）

1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commissioners/2014-2019/vestager/announcements/bundeskartellamt-18th-conference-competition-berlin-16-march-2017_
en。

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cma-issues-final-decision-in-online-cartel-case。
3 Case C-74/14 Eturas and others, judgement of 21 Januar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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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訊息給旅行社，且提供技術規則以影響使

用者如何揭示折扣上限與訂價，據以推定平台使

用者有反競爭的共同一致行為，也就是參與執行

折扣上限的旅行社如果知悉反競爭協議且沒有偏

離該協議，就要承擔違法的責任。

此外，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也早在2015年起訴2起利用演算法進行監

控價格並與競爭對手協議提高價格，違反休曼法

(the Sherman Act)的案件。在Topkins一案，被

告承認利用「客製化演算法程式」將海報價格提

高，一旦取得競爭對手同意，演算法自動將價格

維持固定4。在Aston一案，被告和其他銷售海報

的事業共謀維持或提高在亞馬遜市集銷售的海報

價格，為促進協議達成，採用特定的訂價演算法

以協調各自的海報價格變動5。至於Uber公司執

行長Travis Kalanick則在2016年1月被指控違反

紐約州法律和休曼法，而被提起民事賠償訴訟，

其被指控的違法行為是乘客透過Uber應用程式

(Uber App)叫車，所支付的車資由Uber 的訂價

演算法決定，不但限制司機之間的價格競爭，也

損害乘客權益。Kalanick協調Uber公司與個別司

機達成垂直協議，而司機之間藉由Uber的訂價演

算法進行水平價格勾結，因此被認為是「軸輻式

合謀」(hub-and-spoke conspiracy)的中心6。

競爭法主管機關的挑戰

有效利用訂價演算法可以使事業降低成本提

高效率，促進競爭並降低價格使消費者受益，

然而在Ariel Ezrachi與Maurice Stucke等2位教

授所合著的「虛擬競爭」(Virtual Competition)

一書提到7，訂價演算法藉由快速溝通價格的變

化，檢測任何欺騙和悖離卡特爾的成員並加以

懲罰，因此它以更敏銳的方法促成了新型式的

共謀，這種行為不僅不等同惡性卡特爾(hard-

core cartel)，甚至超出法律的範圍，同時2位

學者也舉出訂價演算法有以下4種可能促進勾結

的情況。

第 一 種 情 況 是 演 算 法 是 訊 息 傳 遞 者

(messenger)，當事業同意價格勾結後，利用

電腦執行協議內容，前面提到的Topkins案就是

一例。

第二種情況是訂價演算法扮演軸和輻(hub 

and spoke)的角色，也就是事業利用單一的訂價

演算法決定市場價格，並依據此價格向多數的使

用者收費，上文提到的E-TURAS案與Uber案就

說明此種情形。

第三種情況是訂價演算法是可預測的代理人

(the predictable agent)，亦即競爭者彼此間有各

自獨立的訂價演算法，以監控價格並隨時根據市

場資料調整。在此種情況下，事業間雖無一致的

合意，但透過訂價演算法可強化有意識的平行行

為(conscious parallelism)，從事有效的暗默勾

結(tacit collusion)。

第四種情況是演算法是數位之眼 ( d i g i t a l 

eye)，當技術進步到演算法可以處理大量且複

雜的資料，事業就可利用演算法配合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快速且正確的反應市場

變化。透過價格演算法的數位之眼，事業的行為

超越價格機制與監測的範圍，所擴展的暗默勾結

不受實體經濟的影響。這些由技術驅動的市場可

能具有競爭力，但會被認為不可能發生暗默勾

結，社會也無法從這個虛擬競爭中獲益。

Ezrachi與Stucke認為，對競爭法主管機關

而言，後面兩種情況較為棘手，一來利用訂價演

4 USA v. David Topkins, 3:15-cr-00201。
5 USA v. Aston et al, 3:15-cr-00419。
6 Spencer Meyer v. Travis Kalanick, 1:15-cv-09796-JSR。本案截至本文截稿為止，上訴法院的判決尚未出爐。
7 Ariel Ezrachi & Maurice Stucke, Virtual Competition: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the Algorithm-Driven Economy(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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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所強化的暗默勾結並沒有以合意為基礎，執

法機關不易發動調查，再者電腦不怕被發現從

事勾結行為，也不擔心被罰款或刑事制裁。面對

這種挑戰，是否需要擴張競爭法的規範架構，管

制這種沒有協議的暗默勾結，雖然是屬於政策問

題，但至少部分國家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已著手檢

視大數據引發的競爭議題，甚至強化調查工具和

方法。

結語

面對數位經濟時代的浪潮，事業一方面要持

續不斷創新，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新型態的交易

行為所產生的反托拉斯問題，特別是訂價演算

法所衍生的卡特爾。至於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

對於訂價演算法的執法，除了檢視法律的規範

和強化調查工具與方法，是否會演變成如同金

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在今年1月9日「管理

數位卡特爾」(Policing the Digital Cartels)一文

所提：「訂價演算法意味執法者必須有效處理

機器間的勾結」(Price-setting algorithms mean 

regulators must now tackle collusion among 

machines)，則頗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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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第9屆委員於大年初五上任，其中副

主委彭紹瑾擁有很特別的資歷，他曾擔任司法體

系的檢察官、立法體系的立法委員、民間企業的

律師，現在來到行政體系的公平會，政府組織中

的三權、公私組織均待過，擁有非常完整的職業

生涯歷練。

彭副主委出生在新竹縣北埔的山上，家中

有8個兄弟姊妹，食指浩繁，父母務農，山田又

少，生活非常艱困，為求生計，舉家遷往較為繁

榮的竹北鄉，他與兄姐從小要工作賺錢貼補家

用，但他並不因為生活艱苦而退卻，憑著過人的

毅力與勇氣，一路考上台灣大學法律系，開始他

的法學浸潤人生，也激發對法律的興趣。他認為

法律主張的是正義，可以處理不公平事情，可以

幫助別人，這也一直是他的使命。

民國69年大學畢業後，考上東吳大學法律研

究所，接受英美法的薰陶，獲益不少，在研究所

期間，於70年考上司法官特考，但至74年5月退

伍後才至司法官訓練所受訓，於75年12月被派任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擔任檢察官，開啟人生

的首項司法官生涯。但他自覺學識不夠，於80年

6月留職停薪，負笈越洋遠學，於83年2月取得

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畢業後又回任臺

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同時在東吳大學

法律系及銘傳大學的前身銘傳管理學院法律系兼

任副教授，教授刑法課程。基於人生規劃，於83

年11月辭去檢察官職務，經由選舉的洗禮進入國

會，自85年2月

起，擔任第三、

四、六、七屆立

法委員。在立法

院期間，積極進

行施政質詢、審

查預算、推動立

法等為民喉舌、

監 督 政 府 的 工

作，希望為國家

進步做出貢獻，尤其對推動法官法之制定不餘遺

力，對我國司法制度有正面的影響。

彭副主委民國101年2月卸任立法委員職務到

進入公平會之前，以及之前擔任立委期間的空檔

均從事律師工作，擔任律師前後十餘年，歷練代

理及辯護的身分角色，也增加各種法律案件之經

驗，從在野法曹的角度看我國司法制度之問題，更

加了解全貌。各種不同環境的成長過程及不同領域

法律的接觸，以及不同職業類別的經驗，讓他獲益

良多，在專業領域上更上一層樓，視野更加開闊。

彭副主委認為公平交易法的目的乃對市場競

爭及經濟行為納入一定之法律規範，其立法及政

策上，及執行層面上，並非單純容易，要調和

市場上自由競爭與公平利益，公平交易法所揭櫫

的維護交易秩序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之立法目

的，實有其必要性及正當性。「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於民國81年1月27日依法設立以來，積

行政立法司法三棲的公平會副主委彭紹瑾

■撰文＝李月嬌 
（公平會秘書室簡任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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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推動各項業務，於101年2月6日又改制為「公

平交易委員會」之獨立機關，更彰顯其超然重要

的準司法特性。徒法不足以自行，要能夠達到公

平交易法立法目的，除了在公平會歷任委員及同

仁建立的成果及基礎上繼續前進外，他特別強調

以下3點可加強推動：

1、加強宣導公平交易之法令及觀念：公平

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所規範之目

的、內容、範圍及理念，應利用各種多

元管道向社會人民及事業廣為宣導說

明，如利用演講、文宣、網路、報章，

甚至政策溝通，讓人民知法守法，共同

維護交易秩序及消費者利益，亦讓我國

成為公平競爭及經濟繁榮之國家。

2、主動積極執行相關案件之調查：平日即

全面防範市場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

為，避免事端發生，人民受害，無法解

決造成執法成效不佳，政府不被信賴。

如有具體個案發生，應劍及履及，發揮

效率與相關單位或地方政府合作行動，

迅速查明案情，展現魄力，做最公平正

義的處置。由於公平會委員有調查權，

但沒有刑事上之偵查權，亦無搜索、扣

押及聲請羈押權，當事人如有觸犯刑罰

之嫌時，應請求或提供資料予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務必迅速遏阻犯罪，維護交

易秩序，保護消費者。彭副主委特別強

調要主動積極、回應人民的期望。

3、加強推動參與國際活動及合作：公平會

有20多年運作之理論及實務經驗，能提

供他國如獨占、結合、聯合行為、不正

競爭、多層次傳銷等行為之限制與規範

之資料與經驗，尤其可提供東南亞國家

技術協助及法規經驗交流，同時要主動

積極參與國際經貿組織活動及研討會，

提升我國國際地位。

副主委另有一重要角色，即擔任機關發言

人，由於以前的工作須經常與媒體記者互動  所

以彭副主委在擔任發言人角色方面駕輕就熟，沒

有適應問題，他認為對於媒體發言過猶不及均不

適當，要注意分寸，可以公布的資訊才說，不能

公布的則須嚴格守密。為了善盡發言人之職責，

發布相關新聞，他在委員會議中會詳細詢問並了

解案件之全貌及細節，以滿足媒體對於案件之詢

問。擔任發言人需24小時開機以應媒體朋友的需

求，甚至有外國記者打越洋電話來詢問，是相當

辛苦的工作。

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彭副主委精壯的外型及

拘謹低調的個性下，他也有輕鬆的一面，他頗有

歌唱天分，經常在各種場合，露一手客家山歌

「落水天」（下雨天）、「挑擔歌」，還常大秀

客家俚語，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高中及大學時

代都有參加學校合唱團，更曾灌錄一張專輯，收

錄他喜愛的客家、台語及各地民謠，讓我們見識

到他的另一面。除了唱歌，他還喜歡打棒球、羽

毛球及桌球。

彭副主委專長在於刑法、憲法、行政法等公

法領域，兼之有司法及立法體系的歷練，能以不

同角度來看待公平交易法的法制與執行，將司法

實務證據論證等觀念導入議案審議中，他希望以

其專業能使公平會的案件審理更趨嚴謹周延，精

進案件審議品質，使公平會處分之正確性及維持

率更高；他認為公平會工作與他之前的工作經驗

銜接良好，他也很願意不斷學習及以另一種方式

為民服務。希望能與公平會同仁共同努力，達成

公平交易法立法意旨：「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

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

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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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案係指檢舉人對於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等公平會主管法規之情事，以書面

（含電子郵件、傳真等）或言詞（經作成紀錄或反映單）具體陳述事實，向公平會具名檢舉或由他機

關移來具名之檢舉案件。依據公平會統計本（民國106）年1-3月收辦檢舉案402件（約占全部案件6成

7），進行審理案件計574件（含105年未結案件172件），自101年累計至本年3月底（下稱近5年）收

辦檢舉案計8,407件。

本年1-3月檢舉案經處理結案389件，其中作成處分者7件，不處分30件。近5年收辦檢舉案經處理

結案計8,395件，作成處分351件（函送處分書380件），不予處分計1,051件，行政處置12件，另因涉

及刑事案件、民事案件、他機關職掌及程序不符等因素而停止審議6,548件，相當於每10件檢舉案中即

有7件以停止審議結案（表1）。

表1　近5年檢舉案收辦情形統計

檢舉案件統計

 

 

  

 
 

 
  

 
   

 
 

 
 

 
 

 
 

       
(101-106 3 ) 8,407 68.9 8,395 351 1,051 12 6,548 1 432 

101  1,955 76.5 1,895 86 316 6 1,340 - 147 

102  1,623 71.2 1,643 102 276 1 1,160 - 104 

103  1,538 64.8 1,642 77 199 2 1,275 - 89 

104  1,302 62.3 1,283 37 101 - 1,108 - 37 

105  1,587 68.7 1,543 42 129 2 1,325 1 44 

106 1-3  402 67.2 389 7 30 1 340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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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近5年停止審議案類型，以反映單位撤回申訴或未依規定補送資料、無法與反映單位聯絡、被

檢舉者身分不符公平會主管法規規定等程序不符3,191件（占48.7％）最多；非屬公平會主管業務、或

依公平會與他機關協議，移送他機關處理者等計1,976件（占30.2％）居次（圖1）。

圖1　近5年停止審議案類型統計

本年1-3月涉法之檢舉案件中經作成違法處分者計7件，計發出處分書7件，處分9家，罰鍰金額

1,310萬元；觀察近5年檢舉案發出380件處分書中，依違法行為別分析（同時違反2條以上條文採重複

計算），以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為204件居首，約占5成4，其次為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67件，

約占2成；另處分罰鍰金額2億6,057萬元，以聯合行為1億3,600萬元（占52.2％）最多，其次為虛偽

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為4,955萬元（占19.0％），非法多層次傳銷行為2,130萬元居第3（占8.2％）

（圖2）。

圖2　近5年檢舉案處分情形-依違法行為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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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3月8日於高雄市前鎮區樂齡學習示範中心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 3月27日於臺北市舉辦「國際反托拉斯宣導-歐盟及我國垂直限制競爭之規範與實務」座談會。

■ 3月28日於臺南市舉辦國高中「公平交易法種子教師研習營」。

■ 3月28日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百貨公司與專櫃廠商間交易行為之規範說明會」。

■ 4月6日、21日東吳大學經濟系師生及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研究所師生分別參與「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
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4月21日邀請中原大學陳教授志民專題演講「大數據時代下之競爭政策思維與法規範建制」。

■ 4月21日於臺中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行為之規範說明會」。

■ 4月22日於嘉義縣中埔鄉老人會館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 4月25日於臺中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規範說明會」。

■ 4月28日於雲林縣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國民中小學教科書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宣導座談會。

民國106年3、4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1.公平會於高雄市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2.公平會於臺北市舉辦「國際反托拉斯宣導-歐盟及我國垂直限制競爭之規範與實務」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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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4

6

3.公平會邀請中原大學陳教授志民專題演講「大數據時代下之競爭政策思維與法規範建制」。
4.公平會於臺中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行為之規範說明會」。
5.公平會於臺中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規範說明會」。
6.公平會於雲林縣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國民中小學教科書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宣導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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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

■ 3月8日邀請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全球反托拉斯學院主任 Koren Wong-Ervin女士講授「競爭法規範與
行使智慧財產權之研究」。

■ 3月9日參加OECD競爭委員會「市場研究有關部門或產業之選擇及優先順序」遠距研討會。

■ 3月13日至17日參加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法學院下屬「全球反托拉斯學院」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杜拜
舉辦之經濟學訓練課程。

■ 3月15日、22日參加ICN卡特爾工作小組。

■ 3月16日、21日分別參加倡議工作小組及結合工作小組電話會議。

■ 4月10日至14日舉辦巴拿馬消費者保護暨競爭防衛署來臺接受技術援助活動。

■ 4月20日、26日參加ICN卡特爾小組電話會議。

■ 4月21日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國際事務官員Andrew Heimert先生偕同AIT官員Kris Kvols先生來會
拜訪。

民國106年3、4月份國際交流活動一覽

1.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全球反托拉斯學院主任Koren Wong-
Ervin女士受邀到會專題演講，並拜會公平會主任委員。

2.巴拿馬消費者保護暨競爭防衛署來臺接受技術援助。
3.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國際事務官員Andrew Heimert先
生來會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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