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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論(一)：垂直交易限制之主要類型

一、與「給付」(payment)相關之限制類型：

(一)非線性訂價約定：量購折扣、二階段訂價、最低量購契

約、take-or-pay契約

(二)權利金契約(royalty contract)：權利金給付依最終產品在

市場的銷售量，而非經銷商(被授權人)購買中間財的數

量來計算

(三)忠誠契約(loyalty contract)：忠誠折扣

(四)上架費約定(slotting allowance)

(五)回購(buyback)/寄售(consignment) 

二、與「行為」(conduct)相關之約定：

(一)轉售價格的上、下限

(二)專屬(排他；exclusivity)約定

(三)搭售條款：捆綁授權、full-line forcing

上述垂直交易限制之主要類型，就規範強度而言，各國

並不一致，美國法是目前最寬鬆者，大部分案件偏向採取合

理原則，而歐盟則相對較為嚴格。

貳、總論(二)：經濟分析觀點下，競爭法規範垂直交

易限制之一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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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的觀點來看，垂直交易關係中，

法律人傾向於從具談判地位之一方「加諸」

(impose)於不具談判地位之交易相對人之限制來

看待垂直交易約定，因為其限制屬於一種對交易

自由的剝奪。

從「經濟」的觀點，競爭法對垂直交易限制

的規範目的，則主要著眼於區分有效率(efficient)

和無效率(inefficient)的限制約定。在符合一定

之前提條件下，例如充分與對等的訊息、財產權

可自由轉換等，所有的契約都是「柏瑞圖最適」

(Pareto Optimal)。

然而，「柏瑞圖最適」不當然等同於「社

會最適」(socially optimal)。例如：獨占地位的

「競租」成本、聯合行為降低整體市場競爭強

度，或「搭便車」行為使產品服務訊息提供量低

於最適水平等「外部性」問題。

垂直交易限制規範的一般上位原則(Iacobucci 

& Winter, 2015)包含：經濟分析、個案事實、垂直

交易行為市場競爭效果「先前信念」(prior belief)

之考量。其中「先前信念」(prior belief)係指行為

競爭與反競爭效果出現機率之歷史經驗，經過長

期檢視之後，成為競爭法中的基本原則和案件調

查的基礎。

具體的先前信念例如：「反托拉斯基本

定理」 ( fundamental  theorem of  ant i t rust ; 

O’Brien)，除非另有事證可以推翻，替代產品

(substitutes)組合的福利減損效果高於互補產品

(complements)的組合。互補產品組合往往具有

促進競爭之效率結果，因此只有在組合會產生單

方或雙方之「水平」限制競爭效果時，才有必要

對其進行規範，就「單方」之水平限制競爭效果

而言，以「獨家交易」契約，建構上、下游市場

的參進障礙即屬一例；而以「轉售價格維持」，

促進上、下游市場的勾結行為，即屬「雙方」之

水平限制競爭效果的例子。

垂直交易約定可廣義地從事業解決因垂直交

易契約所生「交易成本」的角度來檢視其「效

率」。就「控制」交易成本的功能而言，「垂直

結合」與「垂直交易限制」往往具有替代性，

只是二者之實施成本可能有異，例如為解決垂

直交易關係中之「雙重邊際化」或「接續性獨

占」問題，事業可能選擇進行垂直結合，或以

最高轉售價格減少經銷商利潤的方式來控管。

此時主管機關若錯誤地禁止其中一項控管選

項，則可能會迫使事業採取另一種成本較高且

較無效率的控管手段。

另外，就「控制」交易成本的功能而言，不

同類型之「垂直交易限制」間也可能具有替代

關係。例如為了避免消費者享受經銷商的售前服

務，最後卻向其他廠商購買相同產品，製造商對

於經銷商可以選擇採取最低轉售價格或區域限

制，以防止搭便車的情形發生。

參、垂直交易限制之效率理論及反競爭

效果

一、垂直交易限制之效率理論

垂直交易限制具有整合垂直行銷資源以控制

垂直外部性問題之正面功能，在經濟效果上與部

分垂直結合(partial vertical merger)相當。以經

銷商的功能為例，製造商透過與經銷商訂定垂直

交易契約，能夠以分工創造效率，節省設立事業

內部單位所生之固定成本及規範經濟之要求，並

且借重經銷商或垂直交易關係相對人對銷售市場

之訊息優勢或行銷專長。反之，垂直交易契約

也可能造成無效率現象，例如因「本人─代理

人」間之誘因差異，所出現之「垂直外部性」

(vertical externality)問題。

二、垂直交易關係中之事前(Ex Ante)「交易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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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市場結構限制所生之交易成本

首先，在製造商市場與經銷商市場

均不競爭的情況下，相較於製造商直接

與消費者進行交易，因「雙重邊際化」

(double marginalization)或「接續性獨占」

(successive monopoly)問題，造成產品售價

過高、銷售數量較少之成本。其次，因「少

數問題」(the small-number problem)所生

之成本，例如可選擇交易對象不多所生之交

易成本。

(二)與交易「資訊」相關之成本

係指締約當事人所蒐集資訊有限，無

法完全預測未來變化，因「侷限理性」

(bounded rat ional i ty)與契約的不完全性

(incompleteness)所生之成本，但是「不完

全契約」亦具有正面之經濟功能。與資訊相

關之負面外部效應為「隱藏性資訊」與「偷

懶」(shirking)問題，與資訊相關之正面外部

效應則為「資訊」作為一項公共財及「搭便

車」問題。

三、垂直交易關係中之事後(Ex Post)「交易成

本」

垂直交易關係中之事後交易成本係指因締約

後，事業因應、調整競爭行為與策略彈性降低所

生之成本。其中，若雙方為履行契約而投入「專

屬性投資」(idiosyncratic investments)，雙方受

制於交易關係愈深，則將進一步產生套牢與轉換

成本。

此外，事後交易成本往往與「事前」交易成

本、市場的競爭態樣有密切的關聯，可能均起

因於締約前無法充分掌握未來履約之可能變數，

及無法預先掌握關於交易相對人的「隱藏性資

訊」。這對競爭法的一項重要啟示在於，若事先的

資訊充分，事後調整彈性降低或轉換成本增加，是

履約之本質，並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的問題。

四、垂直交易限制之限制競爭效果

(一)封鎖及排除競爭理論

「市場力量」應作為貫穿所有垂直交易

限制類型之前提要件，主管機關應先判定事

業於相關市場中已具有市場力量後，再介

入垂直交易限制案件事業競爭限制程度之

判斷。即使依「提高競爭者成本」(raising 

rivals’cost)及「策略性封鎖」(strategic 

foreclosure)理論，「水平」市場的市場力

量也是理論運用的前提。此外，在「合理原

則」下，排除與封鎖競爭的「程度」(量與質

的考量)，也是應列入考量的因素。

(二)促進水平勾結行為

垂直交易限制之限制競爭效果，本質上

類似於「聯合行為」，例如單一上游廠商以

最低轉售價格限制所有下游廠商，此時上游

廠商作為監督者，將會促進下游廠商的聯合

行為。而不同之處，在於需和可能之促進競

爭效果相抵銷。因此，有助於穩定卡特爾運

作之相關市場結構、廠商成本、產品特性、

交易慣例等因素，也是此一理論下應考量的

重點。

肆、2015年公平交易法修法對垂直交易

限制規範政策之啟示

針對垂直交易限制規範，修法前著重於行為

面的判斷，修法後則以「市場效果」作為認定垂

直交易限制行為之主要依據。舉例言之，公平交

易法修正後第19條及20條已從「不公平競爭」

章中抽離，改列於「限制競爭」章，且修正後公

平交易法第20條已將「妨礙公平競爭」刪除，而

依較為效果面導向之原則來適用該條文。基此，

「市場力量」應作為所有垂直交易限制約定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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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認定之共同前提要件。從司法經濟的角度，主

管機關針對特定案件發動調查前，宜從「水平

面」觀察是否達到「市場力量」門檻，再將執法

資源投入於確實對市場有限制競爭效果之案件。

而「市場力量」的衡量，是對交易當事人在「締

約前」有無強迫形成交易關係的經濟力評估，而

非「締約後」受強迫之一方有無脫離契約關係可

能性高低。此外，「相對優勢地位」理論將「市

場力量」的評估「垂直化」，以「偏離可能性」

之有無作為判斷市場力量之標準，亦將使案件審

查結果出現主觀與難以預見之不確定性問題。

依據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18條規定:「事業

對於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

或第三人再轉售時，應容許其自由決定價格；有

相反之約定者，其約定無效。」又依據修正後公

平交易法第19條規定：「事業不得限制其交易相

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

售時之價格。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前項

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由上可知，轉售價格維持約定原本屬於「當

然違法」。修法後並非轉向「合理原則」，而係

原則上推定違法，但例外得以「正當理由」推翻

之。

相較於事業所採取的轉售價格維持約定，

如果存在另一項對市場競爭「較少限制」之手

段時，主管機關得否基此判定事業不具有「正

當理由」？首先，判定的前提要件為，兩項作

法應均能達到相同的目的、實現相同的競爭效

率，如此才能合理地比較何者為限制較少的手

段。因此，衡量主張「正當理由」之手段是否

為「較少限制」之手段時，應先考量契約之風

險分擔功能，而不應單以存在較少限制的手段

作為唯一之依據。

舉例言之，速食業者與加盟店訂立「搭售」

契約，規定加盟店必須向其購買食材，並以保障

食品品質與品牌信譽作為「正當理由」。除了

搭售外，速食業者亦可對加盟店指定若干供貨

商，此看似對競爭的限制較少，但在此情形下，

速食業者反而需負擔較高的監督履約的成本，因

此主管機關仍應審慎判斷其是否真的是「較少限

制」之手段。此外，「品牌間競爭」(inter-brand 

competition)對於公平交易法的重要性應增加。並

且應深化對垂直交易限制「水平效果」的評估。

伍、2015年公平交易法修正前「轉售價格

維持約定」之執法原則

一、當然違法原則

「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原則，主要著

眼於價格決定自由的被剝奪。

「公平交易法第18條係採用當然違法之審查

基準，上開條文僅須證明上游事業有限制下游事

業自由決定轉售價格之情事，而不論事業之市場

 、所屬市場競爭狀態、約定轉售價格造成之實

際效果及有無正當理由等，其目的係藉由確保下

游經銷商能依據其所面臨的競爭狀況及成本結構

自由決定轉售價格，使消費者能享有因下游經銷

商從事效能競爭而帶來之消費者福利。」(中祥

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因限制轉售價格行為，違

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二、限制轉售「價格」

限制轉售價格，不以具體價格為例，尚包括

限制上、下限價格及約定價格區間在內。即使

上、下游事業間並未具體明訂特定價格或價格區

間，若經銷契約中有實質上將促使經銷商採行一

致轉售價格效果之約定時，仍有可能構成本條之

價格限制行為。

「丞燕公司於丞燕政策與規範條款規定，

『對於意圖破壞台灣丞燕企業形象及傳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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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經銷商利益，故意低價販售丞燕商品從事

惡性競爭，致生損害台灣丞燕或其他經銷商之行

為屬違反道德之嚴重犯行』」，故意低價亦屬

之。(丞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因限制經銷商轉售

價格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三、無決定價格的自由

依據公平會公研釋第032號解釋，「並不以

實際上因違反該配合措施而蒙受任何不利益為必

要，而係觀察交易相對人之價格設定自由有無受

到人為的干涉，亦即在心理上形成壓迫，致實際

上有維持轉售價格實效之虞來判斷」。

(一)類型一：一致的進貨或銷售價格

「被處分人對所代理出版之桌遊商品訂

有建議售價（即零售價格）、折扣數及經銷

商價格（即零售商之進貨價格），而其下游

事業（含實體及網路零售商與經銷商）亦多

以被處分人訂立之前揭價格規範銷售案關桌

遊商品，應可認被處分人對案關桌遊商品之

經銷（或零售）價格有關鍵性決定權」。(新

天鵝堡企業有限公司限制下游事業須依其訂

定之建議售價銷售桌上遊戲商品，違反公平

交易法處分案)

(二)類型二：涉案產品或服務之特殊性

「基於國人飲食習慣，豆米奶為民眾習

用之民生食品，亦是量販與超市等通路業者

賣場之必備商品。接獲系爭通知之通路業

者，因擔心供應商暫緩正常供貨，為穩定貨

源，避免消費者於賣場未能購得該等商品而

引發客訴」。(祥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因限制

轉售價格行為案)

(三)類型三：RPM實施之普遍程度

在「美商蘋果亞洲股份有限公司」案

中，被處分人蘋果公司雖另有授權之經銷商

計11家，但公平會認為該等經銷商所銷售之

iPhone數量僅占該公司上一年度iPhone銷售

總量之10%；反之，受被處分人審查規定約

束的中華電信、台哥大及遠傳電信等3家業

者，乃iPhone在我國主要之銷售通路，銷售

iPhone數量占蘋果公司上一年度銷售總量之

90%，故已具有拘束效果。

(四)類型四：懲罰約款

例如：「終止經銷權」、「停止供貨」

及「違約金」等，且不以懲罰約定曾被實施

為必要。

舉例言之，在部分涉及網路銷售案件

中，被處分人向網路交易平台經營業者檢舉

經銷商侵害其智慧財產權，並要求其下架，

也被公平會視為是「拘束」及「壓迫」效果

來源之一。(鴻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因限制轉

售價格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陸、2015年公平交易法修法後之觀點與

建議

一、公平交易法第19條從「當然違法」走向「推

定違法」(presumed illegal)

修法後公平交易法第1 9條改採「推定違

法」，轉售價格維持約定原則上為法律所禁止，

而例外得由被調查事業舉證證明其正當性。另

外，獨占事業對市場競爭的影響較大，原則上應

嚴格審查，但公平交易法第9條獨占事業禁止之

行為卻採「合理原則」，相形之下似乎有執法輕

重比例失衡問題。

在「推定違法」下，學理上仍建議競爭

主管機關需建立具案件篩選功能之「競爭損

害理論」，以彰顯案件的「可被推翻性」

(rebuttability)，如上下游市場廠商之市場力量，

或受RPM拘束之事業市占率總和等。通過上述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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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門檻之案件，才有必要進行後續的不法推定及

反證推翻程序。

二、有關「心理上壓迫」的認定問題

「一致的進貨或銷售價格」是經銷商價格決

定自由受限制之「現象」與「結果」，而非「原

因」。締約當事人於契約關係形成後，必然受到

約款的約束，「拘束」、「心理上壓迫」是「契

約」的本質。而競爭法所關心者，並非經銷商締

約後，契約中的「懲罰約款」是否會在對其產生

不敢違約的壓力，而是在成為經銷商前，面對上

游事業的RPM要求及「懲罰約款」時，下游事業

有無選擇不加入經銷行列的可能。

（本文係講座105年10月28日假公平會發表

之演講內容，經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楊宗

霖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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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愛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愛普生

公司）主要從事印表機、投影機等產品的銷售業

務。愛普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愛普網公司）是

愛普生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銷售大尺寸

印表機耗材。另捷修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捷修

網公司）主要提供Epson投影機、印表機等產品

的維修與保固服務。

結合前，愛普生公司已透過愛普網公司持有

捷修網公司30％股權。愛普生公司計畫再透過愛

普網公司收購捷修網公司之股份，目標為愛普網

公司持有捷修網公司全部股份。因結合後，愛普

生公司將間接控制捷修網公司的業務經營及人事

任免，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及第5

款的結合類型。而民國104年愛普生公司於國內

「印表機銷售」、「投影機銷售」之市場占有率

已達到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之申報門

檻，故於結合前向公平會提出申報。    

競爭分析

本案參與結合事業分別從事Epson印表機、

投影機之銷售與售後維修服務，因設備銷售與維

修服務間具有互補關係，且捷修網公司提供維修

服務所需之零件、耗材係由愛普生公司供應，結

合前愛普生公司與捷修網公司具有上、下游垂直

鏈結關係，故本案屬垂直結合類型。

公平會對於垂直結合申報案件，在評估因結

合所產生的限制競爭效果上，通常會考量結合後

其他競爭者選擇交易相對人的可能性、非參與結

合事業進入相關市場的困難度、參與結合事業於

相關市場濫用市場力量的可能性、增加競爭對手

成本的可能性、導致聯合行為的可能性及其他可

能造成市場封鎖效果的因素等。

公平會就本結合案曾徵詢維修業者的意見，

多數業者認為本結合不影響其後續取得Epson零

件、耗材，故尚無封鎖維修市場的疑慮；其他

品牌之印表機、投影機銷售業者，因已成立維

修中心或與其他外部維修業者合作，加上維修

廠商眾多、缺乏顯著進入障礙，故本結合亦無

封鎖銷售市場之疑慮。其次，本結合並未顯著

改變銷售或維修市場之進入障礙，也未增加濫

用市場力量、墊高競爭對手成本，或產生水平

勾結效果之疑慮。

結綸

公平會經評估後，因本結合難認具有顯著限

制競爭疑慮，故依公平交易法第13條第1項規定

不禁止其結合。

愛普生收購捷修網，整合銷售與維修保固！
愛普生收購捷修網股份之垂直結合行為，因無顯著限制競爭之效果，故公平會不禁止結合。

■撰文＝簡佳盈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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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數位光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數

科公司)為中部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者(Multiple 

System Operators，簡稱MSO)，擬透過子公司

取得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森電視

公司)65%股份，合致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

2款及第5款所規定之結合型態。又台數科公司旗

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於所屬經營區之市場占有率

超過四分之一，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2

款須向公平會申報結合之門檻規定，且無同法第

12條所規定除外適用情形，爰依法向公平會提出

結合申報。 

本案對市場競爭之影響

台數科集團之鑫傳視訊廣告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鑫傳公司)原即擁有5個自營頻道，與東森電視

公司同屬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又台數科公司

所屬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須取得上游衛星頻道

節目供應事業的授權始得播送頻道節目，並由台

數科公司代表洽談頻道授權事宜，因此，本案結

合型態涉及水平及垂直結合態樣。

在整體經濟利益方面，本案有助於被結合事

業引進資金，以加速頻道內容、畫質的提升及數

位匯流發展，至於在促進有線電視數位化發展方

面則影響不大，另考量台數科公司所屬系統業者

中投有線電視前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即逕將三立

新聞台移頻的前例，就促進跨平臺產業競爭部分

則存有疑義。

本結合案對衛星頻道節目供應市場及有線廣

播電視系統經營市場仍有部分限制競爭疑慮，其

疑慮主要係因鑫傳公司原自營的5個頻道屬於須

向系統業者支付上架費的頻道，台數科集團於取

得東森電視公司經營權後，不排除透過強制議價

能力較弱的交易相對人，就原自營的頻道與東森

家族頻道一併議價、整批交易等方式「搭售」頻

道節目的動機及可能性；另東森家族頻道為收視

率排名前30名的頻道，且含2個收視戶最常收看

的新聞類頻道，因此，本案尚難排除台數科公司

基於競爭的考量，就東森家族頻道的授權交易條

件，對所屬系統業者及其競爭者有差別待遇情事

的疑慮。雖然這些疑慮因面臨數位匯流及跨平臺

產業競爭的發展，或可減緩參與結合事業於衛星

頻道節目供應市場的力量，惟現階段仍應透過附

加必要負擔，進一步再消弭目前可能產生的限制

競爭不利益，並確保整體經濟利益。

台數科集團擬取得東森電視65%之股權，公平
會附負擔不禁止
鑒於節目內容提供者於有線電視產業鏈扮演不可或缺之關鍵地位，台數科集團擬取得東森家族頻道經

營權，以積極佈局跨足節目內容事業。系統業者與頻道業者的結合，公平會審理的考量因素為何？

■撰文＝張心怡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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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公平會經綜合考量本案所涉相關市場的水平

及垂直結合限制競爭效果後，認為本結合案對整

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不利益。另為消弭本

案可能產生的限制競爭疑慮，並確保整體經濟利

益，因此，依公平交易法第13條第2項規定附加2

項負擔不禁止其結合，負擔包括參與結合事業或

其控制與從屬公司於結合實施之次日起6個月內將

東森新聞台及東森財經新聞台於多媒體內容傳輸

平臺或其他公開播送、傳輸平臺上架，以及於結

合實施之當年度起5年內，於每年6月1日前提供

自製或代理頻道之授權條件、銷售辦法、全國各

有線電視業者購買之頻道名稱及數量等資料。

2 
 

 

    公平會經綜合考量本案所涉相關市場的水平及垂直結合限制競爭效果後，認

為本結合案對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不利益。另為消弭本案可能產生的限制

競爭疑慮，並確保整體經濟利益，因此依公平交易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附加 2

項負擔不禁止其結合，負擔包括參與結合事業或其控制與從屬公司於結合實施之

次日起 6 個月內將東森新聞台及東森財經新聞台於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或其他

公開播送、傳輸平臺上架，以及於結合實施之當年度起 5 年內，於每年 6 月 1

日前提供自製或代理頻道之授權條件、銷售辦法、全國各有線電視業者購買之頻

道名稱及數量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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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聯華氣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華氣體）擬

取得桐寶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桐寶公司）1,200

萬股股份，本結合行為完成後，聯華氣體對桐寶

公司持股比例達50.7%，可直接控制桐寶公司之

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合致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

1項第2款及第5款之結合型態。另聯華氣體之氫

氣、乙炔及桐寶公司之乙炔於我國市占率皆超過

四分之一，結合後乙炔於我國市占率超過三分之

一，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

之申報門檻，故依法向公平會申報結合。

競爭分析

聯華氣體及桐寶公司皆銷售乙炔及氫氣，乙

炔之主要用途為切割及焊接金屬，而氫氣於電子

工業可應用於LED製程、積體電路組裝與測試，

於石化工業可應用於氫化反應，於能源工業可應

用於燃料等。本件結合主要目的為參與結合事業

在氫氣生產技術上及設備上的互補，惟因乙炔亦

達結合申報門檻，故須分別考量乙炔及氫氣於結

合後對相關市場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及對整體經濟

利益的影響。

乙炔依製造方式可分為電石乙炔及石化乙

炔，參與結合事業主要銷售石化乙炔，而台灣中

油股份有限公司為國內唯一石化乙炔供應商，其

生產工廠因操作壽命及生產成本皆高，未來必須

面對停止操作情形，故參與結合事業仍受限於台

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乙炔供應情形。又經公平會

函請參與結合事業之競爭同業、下游業者及相關

公會表示意見，概表示本結合對相關產品之價

格、該等事業之營運不致產生影響，並有事業指

出倘參與結合事業調漲價格，下游業者可轉換交

易對象、自行生產或進口乙炔，另相關市場尚有

其他廠商可供應替代產品（例如液化石油氣及乙

烯），故尚未有顯著限制競爭之疑慮。

結綸

本件結合主要著眼於國內氫氣市場之發展，

桐寶公司高雄氫氣廠於民國104年完工，惟無法

量產致其於氫氣市場之占有率甚低，而聯華氣體

雖有量產氫氣之能力，然而其高雄氫氣廠設備老

舊效率過低，其產量無法滿足南部科技產業之

氫氣需求，故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市占率增加有

限，且桐寶公司氫氣廠可引進聯華氣體之技術，

以提供國內電子、半導體等相關產業更穩定、更

高品質之氫氣，故本結合案得認整體經濟利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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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種產品的水平結合－聯華氣體公司與桐寶公
司結合案
當參與結合事業間有多種產品重疊時，因不同產品於結合後的市場力量未必相同，皆須考量其限制競

爭之不利益及對整體經濟利益等影響。

■撰文＝章法筑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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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公平會接獲反映，知名教科書商A於105學年

選書期間預告提供的贈品文宣單上，載明如果選

用國數二科將會贈送5項物品，反映人認為這5項

物品與教學無關，影響教科書選書的公平性，公

平會隨即展開調查。

案例事實

公平會調查發現，教科書商A在民國105年

5月國民小學教科書選書期間，於彰化縣部分國

小預告提供選書條件清單，其中「學生聯絡簿加

書套」、「字典」、「數學桌遊」、「桌名牌製

作與教室布置包」等4項物品與教學並無直接關

聯，屬於不當爭取選用其教科書機會所提供之物

品，另「引導式寫作學習單、稿紙及範文」未見

所有教師及學生均有相同機會使用，仍屬以不當

爭取選用其教科書機會所提供之物品；又該等物

品只針對彰化縣部分地區提供，並非選用A版本

均有提供，實難謂為教學時所必要之輔助教具。

故教科書商A於選書期間對選用權人預告提供該

等物品，不論其事後是否確實提供，即有可能影

響選用權人之決策過程及決定，相對於其他未提

供物品之競爭者亦將因此類不公平競爭行為而喪

失交易機會，性質上即有害於教科書選用之公平

性及市場競爭機制，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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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特性

教科書負有教育政策意義，性質與一般商品

有別，如學校決定教科書版本後，該年級無論是

只有1個班或是20個班，皆必須採用該版本，加

上具有選用權人(教師)與實際購買人(學生家長)

分離之特性，所以教科書業者雖僅向少數教師提

供或預告提供金錢、物品或其他經濟利益，所可

能爭取到之交易機會實以千倍甚至萬倍計，足以

影響教科書市場之整體交易秩序。又教科書亦有

沿用之特性(即一年級若採取某版本，升上二年

級則沿用同一版本)，本案教科書商A曾以市占

率未提高作為辯稱，然若觀察教科書市場占有率

更迭情形，基於前述沿用特性，應以上一學年度

二、四、六年級比較新學年度一、三、五年級較

為真實，而經公平會實際調查後發現教科書商A

市場占有率確實有提高。 

間接為下一代教育把關

公平會雖非教育主管機關，但自民國85年

起，國民中小學教科書逐年開放民間出版業者編

撰印行，市場上有部分出版業者為爭取銷售機會

或為保有市場占有率，而有不正當之行銷行為，

明顯影響國民中小學教科書之選用，公平會因而

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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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教科書之選用能回歸

其內容編撰優劣，而非受贈送金錢或物品所影

當「公平」遇見「教育」
公平會職司公平交易法，為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何以「跨行」管起國民小學教科書選書作業？

■撰文＝陳　煒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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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除此之外，公平會亦多次與各縣市教育主管

機關合作，舉辦宣導說明會宣揚公平交易理念，

更針對本案於案涉區域辦理宣導座談會，期使教

育從業人員、出版及銷售業者充分瞭解相關法

令，在維護市場交易秩序的同時，間接為下一代

教育把關。

假彰化縣明道大學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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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
資料來源：公平會

參與人員為教育從業人員、出版及銷售業者。
資料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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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公平會主動調查獲悉A建設公司銷售S建案，

於銷售中心現場提供之廣告文宣載有「⋯⋯以

28%低公設比為您打造更舒適的居家空間！」與

「A5 46.64坪 尊榮大四房 空間示意參考圖」等

描述一般住宅之用語及圖示，以及第4層至第13

層A1至A7各戶之「空間配置示意參考圖」標示

客廳、廚房及臥室等住宅空間，使用一般住宅之

用語與圖示，惟經比對該建案所在地縣(市)政府

核發之建造執照，前揭樓層核定之建物用途均為

辦公室(廳) 。

建案廣告須與建造（使用）執照核發用途

相符才屬合法使用

經查S建案建築基地之使用分區為市場用

地，其第4層至第13層核定之建物用途為辦公

室，於使用執照圖說內空間係標示作為會議室、

主管室、茶水間及資訊室等商業用途使用，倘擬

作為住宅使用，應符合「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向建案所在地縣（市）

政府申請變更「獎勵興辦公共設施投資契約書」

並取得核准同意再依規定辦理建造執照變更設

計，後續倘將施工平面圖核定之辦公室等用途依

廣告所示變更為住宅使用，涉及用途不符，建案

所在地縣（市）政府將依建築法等相關規定處

理，復查A建設公司未向所在地縣（市）政府辦

理上述事項之變更申請，故該建案第4層至第13

層A1至A7各戶若依廣告內容作為住宅使用，將

有遭建管機關罰鍰、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等處分

之風險。

按預售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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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相對人據廣告內容僅認知於購屋後得依

廣告揭示之用途使用，而難以知悉廣告所載之用

途違反建管法規，有遭罰鍰、停止使用或恢復原

狀等處分之風險，A建設公司之廣告使一般或相

關大眾誤認S建案第4層至第13層A1至A7各戶可

作住宅使用，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已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公平會提醒欲購買預售屋之民眾，購買前可

請建商提供建造（使用）執照，比對建商所提供

之用途規劃等說明是否與執照內容相符，確實釐

清房屋之實際用途，以保障自身權益並避免日後

糾紛。

辦公室可作住家使用?─小心建管機關找上
門！
房屋廣告常放有住宅設計之傢俱配置圖吸引消費者，但未來交屋後真的可以按配置圖施作使用嗎?

■撰文＝枋惟詳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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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C公司於網路播出一段影片，內容為大熊媽

媽到連鎖藥局想幫寶貝買紙尿褲，拿著平常使用

的B牌紙尿褲正要結帳，店員熱心詢問「你確定

這個是最乾爽的嗎？」大熊媽媽決定參與現場試

驗，現場備有2個量杯分別裝有600cc測試溶液，

由店員及大熊媽媽同時將溶液分別傾倒於A牌、

B牌紙尿褲後，同時翻轉紙尿褲，結果顯示A牌

紙尿褲完全吸收，B牌紙尿褲有測試溶液滴落，

實驗完後大熊媽媽有點驚訝，想著是否應該幫寶

貝換成A牌紙尿褲。另廣告影片尾聲稱「實驗結

果超過九成媽媽願意改用A牌」。

製作比較廣告引用資料，應為妥適之詮釋

公平會調查後發現，案關廣告整體內容予人

印象為A牌紙尿褲吸尿量較B牌紙尿褲佳，並藉

由吸尿量實驗顯示A牌紙尿褲較乾爽。C公司雖

提供內部實驗室之測試結果及台灣檢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試驗報告，惟據標準檢驗局專業意見，

C公司所提出之「吸尿倍數」、「尿液施尿量及

保留量」等試驗報告，係依成人紙尿片、成人紙

尿褲試驗標準所做，無法作為2嬰兒紙尿褲吸尿

量優劣之判定。又C公司提供之表面乾爽性(回

滲量)測試報告，係實驗室依指定之標準與提供

之樣品(含品名、型號、規格)進行試驗，是否得

據以比較二產品之優劣亦有疑義。是以，C公司

引為比較之資料不足以支持其廣告表達之意涵，

為不妥適之詮釋，核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廣告宣稱具體數據，應有客觀數據或調查

報告支持

案關廣告宣稱「實驗結果超過九成媽媽願意

改用A牌」，但根據公平會調查，C公司係當場

訪問參與實驗的21位消費者，並未再透過市場調

查或其他方式查訪，是以僅依參與實驗之21位消

費者意見，是否具有代表性實有疑義，且其中8

名消費者係拍攝前徵求之消費者，並獲有車馬費

及試用包，一般民眾實難由廣告內容知悉其特殊

之取樣作法，爰案關宣稱除無客觀數據及調查報

告為基礎，且其差距已逾越一般交易相對人所能

接受程度，核屬引人錯誤之表示，已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哪牌嬰兒紙尿褲較乾爽，眼見為憑？！
廣告常透過讓消費者親身體驗之方式來吸引消費者，甚至透過兩商品試驗比較，希望能傳達自身商品

較優，以取信於消費者，但廣告表達內容真的是事實嗎？

■撰文＝莊靖怡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專員）



15

TAIWAN FTC NEWSLETTER
｜國際動態｜

歐盟競爭事務委員維斯塔哲 ( M a r g r e t h e 

Vestager) 對於電子商務調查報告(final report on 

the E-commerce Sector Inquiry)表示：「電子

商務市場中，部分過度限制商品如何在歐盟內流

通之行為，可能造成限制競爭，這些限制不僅抑

制消費者選擇，也對於提供較低價格之線上交易

形成阻礙。」由於歐盟數位單一市場策略的主要

目的之一，即為確保貨暢其流，此報告有助於歐

盟當局辨別歐盟電子商務市場內可能產生的競爭

疑慮，以確保跨境購物的便利性，消費者亦得享

有較低價格及更多零售業者可供選擇進行交易。

報告主要內容與競爭疑慮

一、消費財（consumer goods）部分

(一)線上價格透明性與價格競爭，對事業銷售策

略與消費者行為有顯著影響，即消費者得於

線上同時獲悉並比較產品及價格資訊並據以

擇優轉換通路。然前開特性可能導致搭便車

（free-riding）行為的發生，消費者得先至

實體店舖享受服務，再至線上購物平臺比價

後，以較低價格購買商品。因此製造商與零

售業者為維護線上與線下（offline）公平的

競爭環境，首要深思如何防止搭便車行為，

並維持零售業者投資高品質服務的誘因。又

價格透明性的提升，也使事業更易監控競爭

者的售價並據以調整，抑或透過訂價軟體及

時偵測「建議」零售價的偏移性，此恐將引

起自動價格協調的競爭疑慮。

(二)該報告指出的市場趨勢包括：

1、過去十年有相當大比例的製造商，係經由

自家線上零售商店直接將商品售予消費

者，致與通路商之競爭日趨白熱化。

2、選擇性經銷制度（selective distributions 

system）的使用增加：選擇性經銷即供

應商將產品提供予依特定條件篩選的經

銷商，而經銷商允諾不將產品出售予實

施經銷制度區域內未經授權的經銷商，

使得供應商可藉此對經銷網絡的經銷品

質及價格具有控制力。惟依垂直集體

豁免規則（Vert ical Block Exemption 

R e g u l a t i o n，V B E R），當買賣雙方

事業市占率未逾 3 0 %時，除非屬惡質

（hardcore）行為類型，否則選擇性經銷

通路協議基本上尚處於不受規範之安全港

範圍內。

3、契約限制（contractual restrictions）的使

用增加：業者視營運的模式與策略，透過

契約約定進行限制，例如訂價限制、市集

（平臺）限制、價格比較工具限制、或將

純線上業者排除於經銷網絡之外等。其中

歐盟電子商務調查報告
 歐盟於2017年5月公布之電子商務調查報告指出可能涉及限制競爭的商業行為，除有助於歐盟當局的

執法，亦促使事業自我審視交易行為。

■撰文＝林文宏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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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純線上業者排除於經銷網絡之目的，係

認為純線上業者只重價格，而無助銷售品

質及品牌形象之競爭。

(三)線上銷售的地域限制：由於歐盟消費者得於

其他會員國進行線上購物，無須跨境至實體

店鋪購物，是跨境電子商務被認為對歐盟內

部市場整合具有潛在助益，然歐盟消費者卻

經常遭遇零售業者拒絕境外銷售的情況，例

如：封鎖來自其他會員國的消費者進入其網

站、拒絕跨境遞送及支付款項等，此等措施

即所謂的地域封鎖（geo-blocking）。又相

較於不具市場優勢地位的事業，知名事業間

的協議或聯合行為更有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條的疑慮，因此除少數例外適用豁免規

定外，依據VBER，地域限制常被認定屬惡

質的限制競爭行為，特別是禁止或限制平行

輸入的約定，將造成市場分割效果而妨害會

員國間商品的流通。

二、電子商務的資料運用

(一)資料不僅為價值資產，大數據的分析有助改

善商品與服務，也使事業更具營運效率，大

數據運用在電子商務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然

而資料蒐集及運用也可能引起有關競爭議題

上的關切，例如：價格與銷售數量等競爭性

敏感資料的交換。

(二)在數位內容（digital content）部分，內容

版權持有者（contentcopyright holder）

的授權是否容易取得，對數位內容提供者

（content provider）至為重要，亦為市場公

平競爭的關鍵因素。該報告指出，某些授權

行為可能使新的數位營運模式與服務難以出

現。經由本次調查發現，有近六成參與調查

的數位內容提供者，於契約同意權利持有者

採行地域封鎖，又數位內容提供者亦可能執

加值型營業稅（VAT）議題或公共利益條款

等正當理由進行地域封鎖，故任何與地域封

鎖有關之競爭執法，應就個案進行評估，包

括該限制是否具有潛在正當理由之分析。

(三)授權上契約限制的競爭疑慮：

1、授權範圍：權利持有者（right holder）常

將權利分割為數個部分，再部分或全部授

權予不同會員國的內容提供者。科技權利

整批交易（bundling）甚為常見，數位內

容線上傳送權利常與其它傳輸科技一併授

權，然線上權利整批交易可能阻礙既有及

新進業者競爭與發展新的創新服務。

2、地域封鎖：線上權利多以單一國家或使用

相同語言的數個會員國方式進行授權，而

數位內容提供者最常運用地域封鎖措施，

然歐盟各成員國實施地域封鎖之情形差異

甚大。

3、授權協定：調查顯示授權協定時間逾半超

過3年、23%超過5年，無論是重簽、更新

或展延授權協定，都將使新進業者更難以

進入市場，也可能讓既有業者在拓展目前

的商業活動時困難重重。

4、支付結構與指標：權利持有者於授權較吸

引人之數位內容時，傾向使用預付、最低

保證授權金及為每項產品訂定固定費用等

支付方式，將使用數位內容之權利授權予

內容提供者，此等支付結構將使既有之內

容提供者，憑藉原先之優勢，更有機會獲

得較佳的數位內容授權，而阻礙新興線上

商業模式及服務的發展，同時也增加新進

或小型事業參進市場或拓展業務至其他市

場的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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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綜合以上有關數位內容授權之競爭疑

慮，本篇報告建議，在歐盟競爭法規架構下評估

數位內容授權行為時，必須充分考慮數位內容產

業之特性、授權行為之法律及經濟脈絡背景，以

及相關產品與地理市場之特性。

結語

VBER之期限為2022年5月，可預見這段期

間所產生的大量數據與相關後續執法結果將投注

於未來檢視的過程，而歐盟當局今後仍將注意電

子商務中可能損及競爭、跨境交易及數位單一市

場功能的事業行為，並就電子商務適用歐盟競爭

法規乙事，擴大與歐洲競爭網絡內各國競爭法主

管機關之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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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軸輻式共謀(或稱輻輳式共謀、輪輻式共謀

等)，原文為"Hub-and-Spoke Conspiracies"，

其中，"Hub"係車輪中央之軸承，古文稱之為 "軸

"；至於"Spoke"則指以車輪中央軸為中心，向四

面八方一根一根發射之木條，古文稱之為 "輻"。

Hub-and-Spoke字眼常見於貨運業、航空業、金

融資訊業、網路產業等，而在反托拉斯執法領域

中，軸輻式共謀則是指一廠商扮演輪軸(Hub)之

角色，藉由垂直交易限制行為方式，與上游廠商

或下游廠商所扮演輪輻(Spokes)角色間，所形成

之卡特爾組織。

從經濟學賽局理論可知，卡特爾組織具有內

在不穩定之本質，成員如欲維持卡特爾之穩定，

通常需具備三個基本條件，包括「達成共識」

(consensus)、「發現悖離」(detecting)、「可

信制裁」(credible punishment)；而事業採軸輻

式共謀所形成之卡特爾組織，藉由垂直交易限制

行為取代水平協調行為之方式，將可大幅度的減

低卡特爾組織協調及監督成本，對於卡特爾組織

形成之"效率"有莫大的提升功用。例如：扮演輪

軸(Hub)角色之廠商，以顧客或地域限制，或約

定轉售價格等垂直交易限制之方式，取代水平市

場劃分或水平價格協議，上游或下游廠商倘敢悖

離卡特爾協議，則擔任輪軸(Hub)角色之廠商，

即可掌控全局，更能輕易發現悖離並確實施加制

裁，以維持卡特爾組織之恆久穩定。尤有甚者，

卡特爾組織在獲取更多利潤後，輪軸(Hub)角色

之廠商將更能策略性運用卡特爾組織提高競爭對

手成本(raise rivals’cost)，藉以排除市場競爭

者，對市場競爭秩序產生莫大之危害。

美國對卡特爾行為之法律規範

美國反托拉斯法主要是由休曼法（Sherman 

Act） 、克萊頓法（Clayton Act）、聯邦交易委

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及羅賓

遜－派得曼法(the Robinson-Patman Act)所構

成。休曼法第1條是美國反拉斯法核心之一，所

規範之行為即稱卡特爾行為，該條文規定：「任

何以契約、托拉斯或其他形式之結合、或共謀，

限制美國各州間或與外國間之貿易或商業者，均

屬違法。任何人有此等違法行為而作成任何合約 

或進行任何結合或共謀者，應視為觸犯重罪，且

一經定罪，其若為營利事業，即應處以一億元以

下罰金，若為其他任何人，則依法院之裁量，處

以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一百萬元以下

之罰金。」１

軸輻式共謀
 卡特爾組織除在水平競爭事業間形成外，事業藉由軸輻式共謀之方式也可在上、下游事業垂直交易

關係間形成，形成後之卡特爾組織不但更易趨於穩定，而且也得以策略性排除之方式排除競爭者，對市

場競爭秩序將產生莫大的危害。

■撰文＝許俊雄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長）

1 參本會之翻譯，原文為"Every contract, combination in the form of trust or otherwise, or conspiracy, in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is declared to be illegal. Every person who shall make any contract or engage in any combination or conspiracy hereby declared to 
be illegal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 felony, and, on conviction thereof, shall be punished by fine not exceeding $100,000,000 if a corporation, or, if any other 
person, $1,000,000, or by imprisonment not exceeding 10 years, or by both said punishments,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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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開條文可知，休曼法第1條所規範之

行為，不僅包括水平競爭事業間所形成之卡特

爾，也包括上、下游事業垂直交易關係間形成

之卡特爾，而且，競爭者間存在契約、聯合或

共謀(the existence of a contract, combination, 

or conspiracy among two or more separate 

entities)之合意(agreement)也係休曼法第1條訴

訟案件中，原告必須證明被告系爭卡特爾行為之

重要構成要件。由於事業採軸輻式共謀所形成卡

特爾組織，係角色單一擔任輪軸角色之事業，藉

由輪輻掌控全局居間協調，故合意事證往往存在

於輪軸與輪幅上、下游廠商間，而非存在於水平

競爭事業間；也因此如何利用垂直交易關係證明

或推論共謀行為之存在，也就為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及美國巡迴法院個案論辯重點之所在。

早期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著名案例

軸輻式共謀自1930年代起，在美國反托拉

斯執法歷史中即已備受關注，1939年至1966年

間，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對數件上訴個案做出

里程碑的決定，例如Interstate Circuit (1939)、 

Masonite (1942)、  Klor's (1959)、  Parke, 

Davis & Co. (1960)、 General Motors (1966)

等案。２雖然上開案件年代久遠，但截至目前為

止，美國巡迴法院或地方法院仍多所引用，尚未

推翻任何一項判例。

在前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例中，Interstate 

Circuit (1939)建立了3項共謀推論標準，包括

1.二者或二者以上之競爭者與單一上游廠商或

下游廠商間存在垂直交易限制協議；2.僅當競

爭對手也存在類似垂直交易限制協議時，此垂

直交易限制協議才有利於每一競爭者；3.輪軸

(Hub)角色之廠商為促進聯合行為，會向他廠商

遊說廠商彼此間已採取相同的行動等。Masonite 

( 1 9 4 2 )則再確定前開案件之推論標準。至於

Klor’s (1959) 則強調垂直交易限制行為本身並

不違法，需要綜合各項情況證據(circumstantial 

evidence)及附加因素(plus factor)後，方能證

明事業間之共謀行為。其後，Parke, Davis & 

Co. (1960) 則認為可以從製造商與下游廠商積

極協商並修正轉售價格行為中推論共謀。最後，

General Motors (1966)則強調事業違法之垂直

交易限制行為將有助於促進共謀，事業所提搭便

車等促進競爭效果之抗辯並無礙於聯合行為之認

定。３

以下謹就上開判例中，就Parke, Davis & 

Co. (1960)案及General Motors (1966)案，分別

簡要說明如下：

一、Parke, Davis & Co. (1960)

Parke Davis公司是一家藥品製造商，因不

滿下游零售商店售價低於其建議零售價格，故通

知製造商不得將藥品出售給低於建議零售價格

之零售商，否則將斷貨，且嚴格執行此項斷貨措

施。此外，該公司也積極與其製造商跟零售商協

商確保此項斷貨措施，並在零售商間取得協議，

爾後零售商對此藥品廣告時，價格將不低於建議

零售價格。

此案上訴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時，美國聯邦

最高法院終審判決認為，Parke Davis公司藉由

其"主導的一致性行為以提供零售商彼此不競爭

的產品" 、"積極在競爭者間取得重要的一致性協

議，以確保斷貨措施之執行"、"組織化的維持價

2 早期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著名案例分別為：Interstate Circuit v. United States, 306 U.S. 208 (1939); United States v. Masonite Corp., 316 U.S. 265 (1942); Klor´s, 
Inc. v. Broadway-HaleStores, Inc., 359 U.S. 207 (1959); United States v. Parke, Davis & Co., 362 U.S. 29 (1960); United States v. Gen. Motors Corp., 384 U.S.127 
(1966)

3 參考自Orbach, Barak, Hub-and-Spoke Conspiracies (April 15, 2016). 15 Antitrust Source, no. 3, 2016, at 1.; Arizona Legal Studies Discussion Paper No. 16-
11.。

4 原文為"packaged in a competition-free wrapping . . . by virtue of concerted action induced by the manufacturer." 、 ＂It was only by actively bringing about 
substantial unanimity among the competitors that Parke Davis was able to gain adherence to its policy ＂、＂the organizer of a price maintenance combination 
or conspira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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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聯合或共謀"等，4因此認為從Parke Davis製造

商與下游廠商積極協商並修正轉售價格行為中，

可推論上下游廠商間確實存在共謀行為，違反休

曼法第1條規定。

二、General Motors (1966)

General Motors公司是一家汽車製造商，為

執行其約定轉售價格(RPM)措施，積極與獨立經

銷商協商價格折扣問題，並達成轉售價格協議，

其後也從旁協助各經銷商執行此項協議，以共同

對付其他低價格折扣之經銷商，因此被控違反休

曼法第1條之規定，當本案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

時，General Motors公司抗辯其約定轉售價格措

施是為保障經銷商在某一地區的經銷權利，防免

搭便車問題(free-riding problem)，具有促進市場

競爭之效果。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終審判決駁回Genera l 

Motors公司所提防免搭便車問題之抗辯，認為

各獨立經銷商已非獨立或個別(independently or 

separately)行動，"各經銷商及製造商間已彼此

合作並執行協議共同對付其他低價格折扣之經銷

商"等，5行為人已違法在先，General Motors公

司所提搭便車等促進競爭效果之抗辯並無礙於

上、下游製造商與經銷商間共謀行為之認定。

晚近美國巡迴法院著名案例

時至今日，隨著水平與垂直交易限制行為之

區分、輪緣(Rim，即連接"輪輻"之木緣)是否為共

謀行為構成要件等各論點之不斷爭論，即"無輪

緣理論" (Rimless Wheel Theories)之發展，使

得軸輻式共謀在美國巡迴法院判例中，也已出現

不少著名案例，諸如，Toys “R” Us (7th Cir. 

2000) 、Dickson (4th Cir. 2002)、PepsiCo (2d 

Cir. 2002) 、The eBook Case (2d Cir. 2015)及

Guitar Center (9th Cir. 2015) 等案。６

在前開美國巡迴法院判例中，Toys “R” 

Us (7th Cir.  2000)運用上開早期  Interstate 

Circuit案的推論共謀之標準，Dickson (4th Cir. 

2002) 及 PepsiCo (2d Cir. 2002)正式主張"無輪

緣"之卡特爾組織即不構成共謀行為之論點，The 

eBook Case (2d Cir. 2015)則就水平與垂直價格

卡特爾成立與否、當然違法原則適用妥適性多所

爭議，７Guitar Center (9th Cir. 2015)則認為"輪

緣"構成要件仍模糊不清等。８

以下亦謹就上開判例中，擇晚近Dickson 

(4th Cir. 2002)案及Guitar Center (9th Cir. 

2015)案，分別簡要說明如下：

一、Dickson (4th Cir. 2002)

Dickson公司是電腦軟體製造商，控告微

軟公司(Microsoft)和三大原廠委託製造代工廠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s,OEMs)，

即康柏 (Compaq)、戴爾 (Del l )及PB電子 (PB 

Electronics)等廠商間從事軸幅式共謀行為，

控告理由主要係微軟與渠等公司經銷授權合約

中，載明軟體製造時將不移除微軟視窗作業系統

Windows相關圖標(icons)、資料夾(folders)、開

始選單(Start Menu)等，並載明將整合微軟網路

瀏覽器IE與相關應用軟體，及長期經銷合約與經

銷安排等，而OEM製造商也從微軟公司獲得不少

好處，如軟體折扣、進一步與微軟公司合作開發

相關產品等。

５原文為"[t]he dealers collaborated . . . among themselves and with [the manufacturer] both to enlist the aid of [the manufacturer] and to enforce dealers´ 
promises to forsake the discounters.＂

６晚近美國巡迴法院著名案例分別為Toys“R＂Us v. FTC (7th Cir. 2000), Dickson v.Microsoft(4th Cir. 2002), PepsiCo v. Coca-Cola Co. (2d Cir. 2002), In re 
Musical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Antitrust Litigation (9th Cir. 2015).

７美國司法部2012 年 4 月向蘋果公司與相關出版商提起反托拉斯訴訟，指控其共謀提高和操縱新書與暢銷書零售價格，違反休曼法第 1 條規定，2013 年7月地區

法院初審判決蘋果公司與出版商違法，2015 年 6 月 30 日美國第2巡迴上訴法院駁回蘋果公司的上訴，維持原判決。2016 年 3 月 7 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終審判決

駁回蘋果公司上訴，認定蘋果公司與 5 大出版商共謀固定價格並提高電子書價格。參何晴，「電子出版業適用反托拉斯法疑義－從蘋果電子書案觀察」，公平交

易季刊，第 24卷第 3 期（2016）。由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與地區法院、上訴巡迴法院判決理由基本觀點一致，爰本文先將本案列於美國巡迴法院著名案例中。.
８同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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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訴訟時，地方法院及美國第四巡迴法

院皆主張"無輪緣"之卡特爾組織即不構成共謀

行為之論點，強調輪緣為共謀行為之重要構成

要件。由於Dickson公司主張違法的經銷合約條

款皆極為相似，又無法舉出輪緣存在之相關事

證，因此法院以證據不足之理由駁回Dickson公

司之指控。

二、Guitar Center (9th Cir. 2015)

Guitar Center公司是美國最大的樂器零售

商，約束5家具領導地位之製造商設定零售商廣

告銷售之最低價格，而其他的製造商也跟進採取

同樣的廣告銷售最低價格措施。同時，此項措施

也獲得美國樂器製造公會(trade association of 

musical instrument manufacturers)的支持(該公

會於本案訴訟前幾年正與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協

商並同意廢止該行業廣泛採用的廣告銷售最低價

格措施，但Guitar Center公司不久後卻仍採行該

措施)。

原告向美國法院提起反托拉訴訟時，雖沒有

共謀行為的直接證據，但主張Guitar Center公司

所採行的廣告銷售最低價格措施是典型的上、下

游廠商間之軸輻式共謀行為，並列舉出諸多共謀

行為的附加因素(plus factors)，包括製造商採行

此措施之時點相近內容相似、最低價格有違製造

商自身利益、此措施之成功需要所有製造商的參

與、製造商的主要決策者在展覽峰會或展演場會

面等。此案上訴到美國第九巡迴法院時，法院雖

肯認軸輻式共謀之水平與垂直交易限制的界線已

漸模糊，但清楚指出本案關鍵在於 "原告是否提

供足夠證據得以推論製造商間存在水平協議" ， 

並認定原告所舉出的附加因素並不足以構成"輪

緣"，無法認定構成共謀行為。

結語

軸輻式共謀理論與案例之發展在美國反托

拉斯執法歷史已逾80年，從最早期 Interstate 

Circuit (1939)案例中，即可知仍然緊扣情況證據

可推論"輪緣"構成要件是否存在之觀點，其後美

國法院也直覺性的認為，事業採行垂直交易限制

行為可能有利於共謀，甚至可以減低或取代事業

間協調之成本。但是，時至今日，美國各級法院

仍未清楚說明如何由垂直交易限制推論共謀之確

切運用標準，我們也期待爾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能契合當代的經濟分析理論，對於軸輻式共謀案

例建立更明確及一致性之適用標準，讓反托拉斯

理論與實務界更能激盪出多采多姿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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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養俱豐是公平會新任委員郭淑貞的最佳寫

照。紮實的法學養成教育、服公職35年累積的優

異績效及法律專業，尤其專精於公平交易法、智

慧財產法，使郭委員以其專業獲得提名並於立法

院審查同意，出任公平會委員。

郭委員出生於嘉義縣義竹鄉，一個淳樸的農

業鄉村。國小畢業後，便離家在外求學，就讀臺

南市中、北一女中、臺灣大學法律系。大學期

間，正逢經濟建設及國際貿易快速發展，國際趨

勢瞬息萬變，她深深體會國際接軌的重要，遂決

定大學畢業後到美國繼續求學。民國71年取得美

國南美以美大學法律碩士學位後，隨即返國到經

濟部中央標準局（現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擔任

專員、商標審查員等職務，審理商標爭議案件、

檢討修正商標法，並奉派負責智慧財產權國際諮

商，包括與WTO入會相關的智慧財產權諮商會

議。在中央標準局任職期間，獲得經濟部國際合

作處獎助，到倫敦大學瑪莉皇后學院專題研究歐

盟智慧財產權及競爭法。當時我國尚未制定實施

公平交易法，產業界普遍無反托拉斯觀念，郭委

員在倫敦大學第1次接觸歐盟反托拉斯法規及判

決，其中包括我國業者因聯合行為遭歐盟處以高

額罰款案例，給了她許多的啟發與省思。

民國81年2月4日公平交易法施行，郭委員當

時即奉調到新成立的公平會擔任第三處（現為公

平競爭處）科長，負責不公平競爭案件的調查處

理。她本著兢兢業業的工作態度，時時精進專業

知能，加上同仁的團隊合作，由科長一路晉升，

90年陞任處長，嗣於93年調任法務處處長。任職

公平會期間共獲得公平會模範公務人員3次及行

政院模範公務員、財團法人孫運璿學術基金會傑

出公務人員、銓敘部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這些

獎項殊榮在在都肯定郭委員在公平會的傑出表現

與卓越貢獻。

除個案調查及法律事務外，郭委員也積極參

與國際事務，除參加與美國、法國、瑞典及德國

競爭法主管機關雙邊諮商，並曾擔任公平會出席

OECD競爭委員會例會代表團團長，會中剴陳公

平會執法立場及執法績效。民國99年應日本交

流協會邀請，到東京及大阪向日本企業界專題演

講我國公平交易法，聽講者皆為日本知名企業，

101年至韓國參加「首爾競爭論壇」擔任「反托

拉斯與專利的交錯」報告人。

民國102年10月郭委員奉調至總統府，擔任

首席參事並兼任法規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研考

事務官轉任政務官的公平會委員郭淑貞

■撰文＝李月嬌 
（公平會秘書室簡任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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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法律事務。在總統府所負責的業務與公平交易

法雖屬不同的領域，但讓她有機會從整體的層

面、宏觀的角度來看待各項事務，更能了解政府

政策的擬訂、溝通、推動。

郭委員在公平交易法施行之初及公平會成立

之時就至公平會服務，親身參與機關組織制度建

立、公平交易法歷次修法及倡議、違法案件調

查處理、國際競爭法機關交流合作，任職時間達

21年9個月之久，對公平交易法法規適用及公平

會實務運作有相當深刻的了解。此次重回公平會

擔任委員職務，郭委員有下列自我期許與抱負：

1.嚴守分際，獨立行使職權，不接受請託、關

說；2.對所輪值審查的個案，充分與承辦處溝通

並悉心指導，完備證據蒐集及嚴謹的法律適用。

對涉有公共利益之案件，要求同仁掌握時效，及

時遏止不法；3.出席委員會議，會議前詳閱議案

相關資料，於會議中提出專業審查意見；4.關注

國際競爭法發展與趨勢，積極參與國際學術研討

會，以適時提出與國際接軌的競爭政策；5.倡議

公平交易理念，將反限制競爭及公平競爭的觀念

深入業界，推動業界自律、建立遵法機制，以避

免違法情事發生，不以處罰為唯一執法目標；

6.時時深入了解國內及國際產業動態、經濟情

勢，有效管制結合案件，增進整體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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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多層次傳銷產業之輔導及管理，公平會針對報備多層次傳銷事業，逐年辦理經營發展狀況

調查，依調查結果顯示，105年度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總銷售金額為881.21億元，女性傳銷商參加比率為

69.26%。

本次調查對象為民國105年底前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之事業，共436家，實際回報事業375家，填報

率86.01%，扣除尚未實施多層次傳銷事業19家及已停（歇）業18家後，105年間仍有實施多層次傳銷

之事業計338家，為本次調查相關查報結果及統計分析之有效範圍。本次調查結果摘要如下：    

（一）傳銷商人數及傳銷商概況

1、105年底多層次傳銷事業傳銷商人數計276.4萬人，較104年底253.6萬人，增加22.8萬人。又經

剔除重複參加2個以上多層次傳銷事業之人數，105年底傳銷商人數為273.7萬人。

2、105年新加入之傳銷商共計100.35萬人，占傳銷商總人數（276.4萬人）36.31%，較104年之新

加入傳銷商102.73萬人，減少2.38萬人。

3、105年女性傳銷商計191.45萬人，占傳銷商總人數（276.4萬人）69.26%，較104年之

69.22%，增加0.04個百分點。

4、105年有招募限制行為能力（未滿20歲且未婚）傳銷商之傳銷事業計139家，占全體傳銷事業比

率41.12%，其人數合計為17,652人，主要銷售商品則為營養保健食品。

表1  104年-105年傳銷商、女性傳銷商及限制行為能力傳銷商人數

105年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發展概況

■撰文＝林雨菁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視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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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銷產業總產值與事業規模

1、105年338家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營業總額為881.21億元，較104年之801.38億元，增加79.83

億元。

圖1  95年-105年多層次傳銷營業總額

2、多層次傳銷事業營業額10億元以上者有20家，占營業總家數之5.92%，其營業總額達635.21億

元，占全體傳銷事業年營業總額之72.09%。

3、營業額1億元至未及10億元之事業共59家，占營業總家數之17.46%，其營業總額為197.54億

元，占全體傳銷事業年營業總額之22.42%。

4、營業額未達1億元之事業共259家，占營業總家數之76.62%，其營業總額為48.46億元，僅占全

體傳銷事業年營業總額之4.49%。

（三）傳銷商品：

105年傳銷商品仍以營養保健食品銷售額最大，計520.47億元(占59.06%)，其次分別為美容保養品

154.78億元(占17.56%)及清潔用品37.32億元(占4.24%)，三者計占營業總額80.86%。倘以國產品及進

口品銷售額觀察，傳銷事業以國產及進口品皆有銷售者為主，其營業額為504.84億元(占57.29%)；次為

僅銷售國產品者，其營業額為200.04億元(占22.70%)；末為僅銷售進口品者，其營業額計176.33億元

(占20.0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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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105年傳銷商品(服務)品項營業額占多層次傳銷營業總額比率

（四）佣（獎）金發放及訂貨傳銷商人數情形：

1、105年多層次傳銷事業佣(獎)金支出計342.51億元，占營業總額38.87%，較104年36.18%，增

加2.69個百分點。其中，佣(獎)金支出占各事業之營業總額30%至未及40%之事業最多，計87

家（占25.74%）。

2、105年訂貨傳銷商計198.4萬人，占傳銷商總數71.78%；曾領取佣（獎）金之傳銷商約81.7萬

人，占傳銷商總數29.56%，平均每人全年獲得佣（獎）金41,907元。       

（五）對未來營運之看法：

1、傳銷事業對未來營運之預期，認為106年營業額將較105年增加之事業有163家（占48.22%），

認為持平者計116家（占34.32%），認為減少者計59家（占17.46%）。

2、多層次傳銷事業對於未來經營可能面臨之問題，以擔憂市場不景氣居首（1 7 8家，占

52.66%），其次為非法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破壞（161家，占47.63%），排序第三至五名分別為

同類商品之競爭加劇（159家，占47.04%）、傳銷商人數漸減（130家，占38.46%）及市場漸

趨飽和（118家，占34.91%），其中非法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破壞較104年增加5.3個百分點，顯

示傳銷事業認為非法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破壞對其經營具相當程度之影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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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層次事業最需要協助或經營遇到之問題：以傳銷法令及案例之諮詢服務為首（196家，占

57.99%），次為多層次傳銷報備程序之諮詢服務（175家，占51.78%），傳銷商教育訓練之協

助(124家，占36.69%)，多層次傳銷保護機構之法律諮詢服務(109家，占32.25%)，個人資料保

護法之諮詢服務居末（69家，占20.41%）。由於103年1月29日正式實施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該法條文與依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23條之4規定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有所差異，又

101年後報備實施多層次傳銷之事業有172家，故傳銷法令及案例、報備程序之諮詢仍為事業最

需要協助或經常遇到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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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5月3日、6日分別赴臺南市白河河東社區及屏東縣枋寮鄉民主婦女促進會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
活動。

■ 5月5日、16日、19日及24日分別赴屏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系、中正大學經濟系、高雄大學財經
法律系及高雄大學法律系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5月18日邀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馬泰成教授講授「結合管制：效率與公平間之取捨」教育訓練課
程。

■ 5月19日於公平會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規範說明會」。

■ 5月19日為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師生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5月23日於桃園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促銷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說明會」。

■ 5月27日與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於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共同舉辦該學會「106年度第2次學術研
討會」。

■ 6月1日於高雄市舉辦國高中「公平交易法種子教師研習營」。

■ 6月6日於臺北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線電視相關事業執法說明會(頻道業者場)」。

■ 6月9日、24日、27日及29日分別赴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臺北市北投區清江社區發展協
會、高雄市田寮區農會及新北市鶯歌區衛生所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 6月23日於臺北市舉辦「106年多層次傳銷管理系統線上報備操作及其應注意事項說明會」。

■ 6月30日於花蓮縣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多層次傳銷法令規範說明會」。

■ 6月30日邀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鄭優董事長專題演講「建構產業生態環境迎接物聯網新時
代」。

民國106年5、6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1.公平會於臺南市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2.公平會於臺北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規範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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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平會為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師生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4.公平會於桃園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促銷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說明會」。
5.公平會於新北市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6.公平會於花蓮縣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多層次傳銷法令規範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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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 5月4日參加ICN年會結合分組場次「結合審查之公共利益考量」電話會議。

■ 5月9日至12日公平會黃主任委員率團赴葡萄牙波多參加ICN年會及相關會議。

■ 5月22日參加ICN機關成效與結合工作小組共同舉辦之「競爭法執法之新數位與資訊科技工具」電
話會議。

■ 5月23日至25日參加OECD「韓國政策中心競爭計畫」於澳洲雪梨舉辦之「競爭法規與藥品產業」
研討會。

■ 6月14日參加「第41屆臺日經濟貿易會議期中檢討會」。

■ 6月19日至23日赴法國巴黎參加OECD「競爭委員會」例會及相關會議。

■ 6月19日至23日參加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法學院下屬「全球反托拉斯學院」於澳洲墨爾本舉辦之經濟
學訓練課程。

■ 6月27日瓜地馬拉總統府競爭暨投資委員會主委巴亞達雷斯先生等人拜訪公平會黃主任委員。

民國106年5、6月份國際交流活動一覽

1.公平會黃主任委員率團出席ICN年會及相關會議，並與葡萄牙競爭委員會主委Margarida Matos Rosa 女士合照。
2.公平會參加OECD「韓國政策中心競爭計畫」於澳洲雪梨舉辦之「競爭法規與藥品產業」研討會。
3.公平會參加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法學院下屬「全球反托拉斯學院」於澳洲墨爾本舉辦之經濟學訓練課程。
4.瓜地馬拉總統府競爭暨投資委員會主委巴亞達雷斯先生拜訪公平會黃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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