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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歐盟在2018年第二次裁罰Google，控其要求手機製造商必

須預載（pre-installing）套裝Apps，濫用市場優勢地位。裁決書

中特別提及「現狀偏誤」(“status quo bias”)一詞，指出因消

費者行為具有黏著性，以致轉換（switching）其他替代性商品更

加困難。

另以2018年3月臺灣的衛生紙搶購風波為例，人們通常不會

為了一組高級音響只差60元而貨比三家，但確有國人為了衛生

紙可能將漲60元而開賓士車去搶購。商家宣稱「下個月鐵定大

漲三成」等行銷話術觸動了心理學所講的 「恰辨差」（”just-

noticeable difference”）。

上述「現狀偏誤」與「恰辨差」都和行為經濟學的研究發現

有關。到底有哪些經濟現象和競爭法上的關切，在既有的競爭法

論述和傳統經濟學無法妥適解釋，而需要訴諸行為經濟學？

貳、當行為經濟學遇見競爭法

一、競爭法發展五大趨勢

（一）逐漸淡化「市場界定」之角色，特別是在結合案件，直接

聚焦競爭傷害(theory of harm)在何處或限制競爭效果。

（二）競爭法究竟應偏向“form-based”(類似於目的違法/by 

object/構成要件)或“effect-based”(效應要件)，兩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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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爭議，至今未休。

（三）大數據、平臺經濟、部分新型限制性協議

已躍居競爭法主要關切（例如：MFN in 

online markets/hotel bookings）。

（四）競爭法更加貼近消費 (者 )端及其保護

（br ing compet i t ion  law c loser  to 

consumer protection）。

（五）在經濟學對競爭法的影響大潮流之下，行

為經濟學在競爭法的應用(行為反托拉斯)

也日受重視。

二、經濟學對競爭法的貢獻

經濟學讓我們更加了解商業實務及其效

果，包括商業慣例(business practices)、產業

生態、經濟效果等，共同促使執法原則從「當

然違法」轉變為「合理原則」，包括搭售、掠

奪性定價、限制轉售價格（RPM）、忠誠折扣

等議題。

經濟學在競爭法領域的具體應用尚包含：產

業經濟學（industrial organization)、計量經濟

學（econometrics）、財務金融（finance），

以及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等，

並發展出許多測試方法和判斷標準。

以上主要取材自“ E c o n o m i c s  f o r 

Competition Lawyers”, G. Niels, H. Jenkins 

and J. Kavanagh (2016), Oxford大學出版社。

三、學派思潮角度

（一）哈佛學派：產業經濟學掛帥，強調結構－

行為－績效理論(Structure－Conduct－

Performance, SCP)與經濟權力分散。

（二）歐陸傳統：尤其是德國的「秩序自由主

義」(Ordo-liberalism)，高舉(個人)經濟

自由與市場秩序等上位目標。

（三）芝加哥學派：強調基礎個體經濟理論之

運用，主張重新評估產業結構和行為對

經濟績效的影響途徑和效果(Kwoka and 

White, 2014)。

（四）後芝加哥「學派」(統稱)：強調策略行為、

商業實務、運作慣例等經濟現實。

（五）行為經濟學：決策受到過去經驗或他人選

擇之影響，未必基於自身且全然理性的

縝密思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主張市場深具

效率及自我改正功能的芝加哥學派備受質疑，相

關經濟教義也一併受到挑戰。相對地，公平意識

(fairness)、社會偏好(期待)，甚至利他行為、

信賴與互惠、文化規範等結構性因素普遍受到重

視，凡此皆有助於行為經濟學崛起，並在總體經

濟、金融、勞動、環境經濟各領域皆有所表現。

四、OECD日益看重行為經濟學

近年來，OECD競爭委員會相當關注行為經

濟學在競爭法之應用，包括以下幾場重要會議：

（一）Hearing on Competition and Behavioral 

Economics /競爭委員會(2012/June/ 

CC)

（二）Roundtable on Behavioral Insights 

and Consumer Policy /消費政策委員會

(2016)

（三）Des ign ing  and  Tes t i ng  E f fec t i ve 

Consumer-facing Remedies /競爭委員

會(2018/June /WP3)

另有三份報告如下：

（一）U s e  o f  B e h a v i o u r a l  I n s i g h t s  i n 

Consumer Policy (2017/January/No.36)

（二） Improving Online Disclosures with 

Behav ioura l  Ins igh ts  (2018/Apr i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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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69)

（三）Market Studies Guide for Competition 

Authorities(2018)

參、什麼是行為經濟學?

一、挑戰「經濟人」("homo-economicus")論述

行為經濟學主要結合經濟學和心理學、神經

經濟學(neuro-economics)、行銷學，甚至社會

學，以期更瞭解消費者行為和決策（decision- 

making）。

從D. Kahneman & A. Tversky（1979）提出

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 開始起算，1以及隨後

R.Thaler (1980)加以發揚光大，2近代行為經濟

學發展至今大約已有40年。

行為經濟學則從觀察現實與人性著手，並透

過實驗，重新檢視新古典經濟學或理性選擇理

論，擴充且豐富了既有理論的內容和視角，但也

多所挑戰。

芝加哥學派大師貝克(Gary Becker)認為，

經濟理性行為（rational behavior）首重資訊是

否充分（accumulate an optimum amount of 

information），其次是行為主體必須具有完整、

通盤考量的計算與評估能力（maximize their 

utility from a stable set of preferences）。此二

者構成新古典經濟學之基礎。3

如果再加上消費者的偏好穩定(至少一定期間

內)此一假設，則其行為主要由「相對價格」與

「所得」決定。總的來說，經濟問題的產生，並

不是因為行為主體的經濟決定如何的容易犯錯，

而在於市場或制度發生失靈。

換言之，當代主流經濟學乃根基於三項基

本假設，亦即行為主體擁有「無限的理性」、

「無限的意志力」和「無限的自利」（Thaler, 

2015）。

然而，人類行為卻不乏違反「經濟理性」

的事例，至少未必事事皆合乎成本效益分析邏

輯。行為經濟學則分別挑戰上述三大假設，以

Thaler的話來說，經濟決策受到人類心理三個面

向的影響，包括認知限制(cognitive limitations)

或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自我控制

問題（self-control problems），以及社會偏好

（social preferences）。

簡單來講，認知限制主要源於認知或情緒偏

誤（biases）；自我控制討論的是，即使沒有認

知限制，人們是否會為了長期利益可犧牲短期利

益；社會偏好則探討「公平意識」如何影響消費

者和廠商的行為。

重點在於，上述這些看似「非理性行為」並

非隨機出現，甚至可以加以預測（predictably 

i r r a t i o n a l）。而且，基本上都和參考架構

（reference frame）或變動有關。

行為經濟學的三大架構，包含快思及偏誤

（heuristics and biases）、推力及選擇架構

（nudges and choice architecture），以及均以

實驗（experimentation）和實際觀察的結果作為

立論基礎。方法論上也因此和基於公理演繹、模

型推導的主流經濟學迥然有別。

以下為幾本行為經濟學的重要著作，都已有

中文譯本。

1 Kahneman, D. & A. Tversky. 1979. Prospect Theory :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 263-291.
2 Thaler R.H. 1980. Toward a Positive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 39-60.
3 詳貝克“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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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redictably Irrational (D.Ariely, 2008)

（2）Nudge: Improving Decis 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R.Thaler and C.Sunstein, 2008)

（3）Thinking, Fast and Slow (D.Kahneman, 

2010)

（4）Misbehaving : The Making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R.Thaler, 2015)

二、重要的行為偏誤樣態

（一）Context-dependent preferences(偏好亦

取決於脈絡)

傳統的經濟模型認為，消費者偏好不受脈絡

（context）影響，例如資訊的呈現方式、架構、

社會的參考點等（Preferences do not depend 

on context--they are not affected by the way in 

which information is presented or framed, or 

by social comparisons.）。

但行為經濟學指出，人類的行為受到情緒、

環境、選項的呈現方式之左右（Our behavior is 

powerfully influenced by our emotions, identity 

and environment as well as by how options 

are presented to us.）。例如：起始訊息的錨

定效應(anchoring)；以及可替代性和心理帳戶

(fungibility and mental accounting)，亦即並非

所有的“錢”都是同質，我們對待一般收入和長

輩所給「零用錢」的態度顯然不同，因為「來

源」和「認同」不一樣。

過去探討風險情境下的理性決策，主要乃

依據Bernoull i(1700-1782)提出的「財富邊際

效用遞減」架構，以及 Von Neumann, J. and 

O. Morgenstern (1944)的「預期效用理論」 

(expected utility theory)，如圖1所示，關鍵在於

風險規避(risk aversion)。

至於「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則改談

「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如圖2所示。展

望理論的關心重點從財富水平轉移至財富變化，

理由在於人類是透過變化來體驗生活（隱含存在

某種參考架構），甚至進行決策。所謂變化乃指

與現況比較，也可以是和原先預期相比。從「水

準」到「變動」，例如「恰辨差」。

損失規避已成為行為經濟學家最強的武器，

Kahneman & Tversky（1979）這兩位大師則是

開宗始祖。

在不當行為  (Misbehav ing)  此書中，R. 

Thaler(2015)提出兩個問題：

問題1：假設你的財富現在增加了300美元，以下

選項你會選哪一個?

a. 確定得到100美元；【72%】

6 
 

accounting)

 

    Bernoulli(1700-1782)

 Von Neumann, J. and O. Morgenstern 

(1944)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1

(risk aversion)  

 

(prospect theory) (loss aversion)

2

 

Kahneman & Tversky 1979

 

圖1：財富(水準)之效用函數

圖2：財富變動／獲得或損失之效用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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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behaving) R. Thal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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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50%的機率獲得200美元，及50%的

機率損失0元。【28%】

問題2：假設你的財富現在增加了500美元，以下

選項你會選哪一個?

a. 確定損失100美元；【36%】

b. 50%的機率損失200美元，及50%的

機率損失0元。【64%】

上述問題一的選項是得到，問題二的選項是

損失，兩者變化幅度相同，理論上兩題的偏好應

該相似。但是人們對於得到這件事，所帶來的效

用增加較小，比較保守，喜歡確定得到100美元

的安定感，相反地對於失去這件事，效用的減少

較大，所以願意冒比較大的風險去規避損失。

同一個敏感度遞減邏輯，受測者面對獲得，

我們抱持風險規避，額外獲得第二筆相同數目的

錢之樂（效用）比不上第一筆，面對損失則抱持

風險偏好，額外損失第二筆相同數目的錢之苦比

不上第一筆，所以「多數」受測者(個別而言則

無法預測)，願意冒著損失更多的風險交換撈本

機會。

損失規避，係指常人對於獲得和損失都呈現

敏感度遞減，且在損失與獲得等量的情況下，

人們對損失比獲得更加敏感，絕對值則大約是

兩倍。意涵之一：稟賦效果(endowment effect)

導致現狀偏好或偏誤(status quo bias)。當你

擁有一個東西，你傾向會賣的比你當初買進來

時的價格還貴，這表示我們更看重已擁有事物

或權利之價值(只因ownership改變)。然而，根

據傳統經濟學，如果東西品質沒變，願付價格

（the willingness to pay）應該等於願賣價格

（willingness to sell）。

意涵之二：協助解釋「沉沒成本謬誤」

（sunk costs fallacy）。指當我們已經投入資源

在某件事情，我們傾向繼續投入「以免浪費」。

（二）Heuristics and biases (快思與偏誤)

我們的大腦思考有兩個系統System I (捷徑

思考)和System II (深思/慢想)。而人們的決定常

受限於經驗法則或快思（heuristic）和各種偏誤

（biases），亦即決策容易有所偏誤。

另外，過多且無效的選擇(涉及自我控制)：

從客廳中拿走腰果，等於剝奪了大家可以吃更多

的選擇機會，但大家卻都覺得很好。然而，在理

性經濟人看來，選擇向來是愈多愈好。

肆、行為反托拉斯

一、從供給面（廠商）到需求面（消費者）

傳統上，競爭法多關注「供給面」的因素，

包含：廠商家數、市場結構、參進障礙，進而判

斷是否構成結合、聯合行為。然而，當競爭法導

入行為經濟學之後，逐漸重視「需求面」因素，

包含：消費者偏誤、需求與供給之互動、消費者

對廠商行為之紀律(disciplining)角色等。具體應

用的分析工具，包含：市場界定、裁罰設計與行

為矯正(remedies and sanctions)、市場調查研

究等(如圖3)。

二、需求面改正措施（demand-side remedies）

與市場調查

（一）需求面改正措施 

競爭法主管機關與消費者保護機關均開始積

極處理需求端所產生的競爭議題。因為，單從供

圖3：從供給面到需求面

(取自OECD，Designing and Testing Effective Consumer-
facing Remedie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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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端的因素，例如：市場結構、市場集中度、

參進障礙等，已無法完全解釋所觀察到的競爭議

題，例如持續存在的高價格和低服務品質。但從

需求端的因素，例如：消費者搜尋、轉換成本與

消費者行為偏誤，反而可以幫忙找到線索。

（二）市場調查 

納入行銷學、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的文獻與研

究結果，有助於提升市場調查及問卷設計之品質。

三、市場界定

傳統上，市場界定的方法有二：一是根據商

品的價格需求彈性，劃出「產品市場」；二是劃

分「地理市場」。市場界定的目的，在於描述一

個市場內各廠商之間的關係，及其限制，例如限

制彼此提高價格與降低品質的能力，甚至創新活

動之影響。

在純粹經濟理性模型或世界裡，產品彼

此間的替代性高。然而，現實世界的消費行

為多半具有僵固性（sticky behavior of real-

world consumers），習慣既有的消費模式，

不輕易改變消費行為（ re luc tan t  t o  sw i t ch 

among products than rationality-based models 

a s s u m e），轉而購買較為便宜的商品。因

此，競爭分析多忽略此消費者偏誤（consumer 

biases），導致市場容易被界定得過大（arrive 

at excessively broad market definitions），進

而低估參與結合事業的市場占有率，事業優勢地

位也因此得以鞏固(Tor, 2014)。

四、廠商利用消費者的沉沒成本謬誤（sunk cost 

fallacy）

廠商一開始為了吸引消費者上門，可能先給

一些優惠、甚至免費，當消費者被套牢之後，消

費者為了不讓過去付出的成本付諸東流，以致被

套牢廠商可據以訂定高價，掠奪消費者剩餘，此

種方式稱為「drip pricing」，亦即廠商逐步引誘

消費者、釣魚。

製藥廠商經常宣稱，為了彌補過去龐大的研

發成本，我們必須訂定高的價格。事實上，製藥

廠商過去所投入的研發成本已經是沉沒成本，

無論是多或少，和現在的價格決定並沒有直接關

係，這即是一種沉沒成本的謬誤。然而，如果製

藥廠商訂定高價，是為了取得未來研發的資金，

就不算是此種謬誤。

五、行為經濟學與競爭法之法遵率

對廠商來說，是否遵守法律，考慮的因素除

違反競爭法本身的成本及效益之外，對於其他廠

商是否遵守競爭法或符合規定之認知也很重要。

以荷蘭為例，其競爭法主管機關期待能夠更

了解App市場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透過

市場誘因行為的推力（nudging），引導廠商遵

守競爭法，取代過去的嚴格執法程序，例如鉅額

罰鍰等。

行為經濟學在競爭法上之應用（behavioral 

ant i t rust），和行為經濟學本身一樣，各有積

極支持和不以為然的說法。支持者（p r o s）

例如Thomas Rosch (~2016)等學者；反對者

（cons）則例如J. Wright等學者。

伍、結語

引入行為經濟學之後，關注的重點逐漸從供給

面轉到需求面，亦即更加重視消費者端的因素，因

為更多的生產者，未必保證更有效的競爭。

尤其是關於資訊（information）與選項的品

質問題，更值得玩味。現實生活中可能存在過多

但無效的選擇，例如：線上資訊、臺灣的有線電

視等，消費者的選擇看似多元且大量，但是其中

卻有過多且品質不佳的資訊與頻道。

對於我國競爭法引進行為經濟學的問題，我



7

TAIWAN FTC NEWSLETTER
｜專題報導｜

認為可以先參考荷蘭的作法，進行執法倡議，並納

入行為觀點以從事更多的實證研究和市場調查，為

「行為反托拉斯」之研究與應用打下基礎。

最後，除了「現狀偏好」、「損失規避」等

教人耳目一新的行為概念之外，行為經濟學最了

不起的貢獻在於，在引入參考架構(他者)和認同

等心理學、社會學概念的同時，還能突破主流經

濟學的森嚴架構，以現代經濟學的語言有系統地

探討「公平意識」(fairness)在經濟活動中所扮演

的角色，彌補現行競爭法與主流經濟學之不足。

而如何看待與討論公平這件事，顯然已是當代競

爭法機關不能迴避的課題。

（本文係講座民國107年9月17日假公平會

發表之演講內容，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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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商The Walt Disney Company(下稱迪士

尼公司)擬透過收購美商Twenty-First Century 

Fox, Inc.(下稱21世紀福斯公司)全部股份進行結

合，並直接或間接控制21世紀福斯公司之業務經

營或人事任免，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1

款、第2款及第5款的結合型態。因參與結合事業

上一會計年度全球銷售金額總計超過新臺幣400億

元，且有二事業其個別上一會計年度在國內銷售

金額超過新臺幣20億元，已達到公平交易法第11

條第1項第3款之申報門檻，且無同法第12條規定

除外適用情形，故依法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

競爭評估

因迪士尼公司及21世紀福斯公司於國內主要

業務活動均包含電影片發行及衛星廣播電視節目

供應，屬於水平結合。兩家公司結合後，於國內

電影片發行市場占有率排名維持第一，但國內電

影片主要發行商原即以美商居多，仍有眾多國內

外電影片發行商共同參與競爭；同時，國內電影

映演業不乏大型且具有經驗的連鎖影城業者，該

等業者仍可就電影片內容與品質、電影授權金及

預期票房收入等因素，自行選擇交易對象、放映

電影類型及放映檔期。對於國內電影製作業者而

言，除參與結合事業外，仍保有選擇與其他國內

外電影片發行商交易之機會。因此，結合後並未

改變美商電影片製作業者於國內自行發行電影片

之經營型態，並不會削弱上游電影片製作商及下

游電影映演業者的抗衡力量。

另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部分，因21世紀福

斯公司於本結合行為完成前將分割部分頻道予他

事業，結合後之市占有率將反而下降，且尚有眾

多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業者參與競爭，限制競

爭之疑慮並不顯著。

結論

經公平會綜合評估後，認為本結合實施後迪

士尼公司將可藉由製片格局或結合多方行銷資

源，進而刺激並擴大電影市場，滿足消費者對高

品質及多元化娛樂需求，對整體經濟應有所助

益，不具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對於整體經濟利

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故依公平交易法第13

條第1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

美商迪士尼收購21世紀福斯打造影業帝國，
申報結合
美商迪士尼與21世紀福斯結合後，將有利迪士尼開拓製片格局及結合行銷資源，滿足消費者對多元化

娛樂的需求，因無顯著限制競爭疑慮，公平會不禁止其結合。

■撰文＝潘旻蕙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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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創新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創公

司）擬委託威秀影城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威秀公

司）經營金門及花蓮等地區之金獅影城，為期5

年，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4款的結合型

態。因台創公司在金門之金獅影城之市場占有率

超過四分之一，已達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2

款規定之申報門檻，且無同法第12條除外規定之

適用，故依法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

競爭評估

因台創公司及威秀公司均主要從事電影映演

業，屬水平結合。兩家公司結合後，金門及花

蓮地區之「金獅影城」將改以威秀公司之「威

秀影城」品牌名稱營運，並未改變金門及花蓮

地區之電影映演市場結構，結合後之全國市占

率增加有限，且全國電影映演市場競爭依然激

烈。又因不同業者間所提供的電影映演服務替

代性高，票價資訊公開透明，消費者仍保有選

擇與其他業者交易之機會，消費者權益不致因

本結合案而受損，潛在競爭者亦有參進市場機

會，不致對市場競爭程度產生實質減損效果，

並無顯著的限制競爭疑慮。

目前威秀影城、國賓影城及秀泰影城等全國

前3大之連鎖影城業者，營業據點多位於臺灣本

島西半部地區及北部地區，城鄉差距明顯。在花

蓮地區僅有秀泰影城，金門地區則僅有金獅影城

及國賓影城2座，當地民眾觀影機會明顯低於本

島西部地區民眾，且因威秀影城在國內市場之經

營管理已達一定規模，近年來結合購物商場等複

合式經營亦為業界主流，借重威秀公司長期以來

經營影城的專業能力，應可提升金門及花蓮當地

影城之服務品質及營運效率，對增加金門及花蓮

等地區之觀影人口甚有助益。

結論

經公平會綜合評估後，認為本結合實施後

並未改變相關市場結構，尚不致對市場競爭程

度產生實質減損之效果，不具有顯著限制競爭

疑慮，對於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故依公平交易法第13條第1項規定，不禁止

其結合。

威秀影城與金門及花蓮影城攜手合作，申報
結合
台創公司與威秀公司合作經營金門及花蓮地區影城，因不具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公平會不禁止結

合。

■撰文＝潘旻蕙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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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車架組是自行車的主體，在國內外有眾多品

牌，售價高低不同。C公司是國外知名品牌車架

組的國內總代理商，透過全國各地有實體店面

的經銷商、自行車行銷售車架組。公平會於民

國106年7月接獲檢舉指稱，C公司每年都會要求

經銷商簽立售價不得低於建議售價9折的經銷合

約，但C公司曾在106年1月發文要求經銷商可以

用建議售價7折販售過季的車架組，某經銷商於

106年6月中旬以建議售價7折，承接新一季車架

組的臉書社團團購，C公司隨即取消該經銷商的

經銷資格且不再供貨。

限制品牌內價格競爭

C公司與下游通路業者之交易關係為經銷

制，另與經銷商間簽訂有合作辦法，其內容載

明：「當季商品實際銷售價格或報價不得低

於建議售價9折。⋯⋯違反以上各點經查證屬

實，⋯⋯依情節輕重取消經銷商權益；⋯⋯立即

中止合作。」後面附有商品價格表，列有各品項

建議售價。顯然，C公司是以前述合作辦法限制

下游經銷商制定車架組售價的自由，並以取消經

銷商權益、中止合作關係等配合措施迫使各經銷

商遵行。

根據公平會派員訪查C公司的北部經銷商獲

知，各經銷商均依C公司的建議售價折扣數販售

商品，足以證明C公司上述合作辦法的限制轉售

價格與配合措施條款，已對下游經銷商形成干

涉，實際上也有維持商品轉售價格的效果，C公

司因經銷商的團購價格低於建議售價9折，就採

取中止經銷權利、停止出貨等處罰，已足以對下

游經銷商產生警惕效果，心理上易形成壓迫，這

種干涉效果已實質限制下游經銷商自行決定轉售

車架組的價格，影響同一品牌內不同經銷商的價

格競爭。

「正確組裝」非正當理由

C公司雖辯稱是為了讓經銷商能有足夠的利

潤可提供售前解說、組裝服務，確保騎乘安全，

所以才限制經銷商轉售當季車架組的價格，但非

當季的車架組卻沒有轉售價格的限制。其實，C

公司的經銷商都有專屬的實體店面，也兼賣國內

「正確組裝」是限制商品轉售價格的正當理
由嗎？
現代人注重運動養身，騎乘自行車已是最受國人歡迎的休閒活動之一，專業車友甚至自行購置車架

組，搭配其他零件，自己組裝或請自行車店代為組裝心目中理想的夢幻自行車。雖然正確組裝自行車與騎

乘安全息息相關，然而，自行車供應商以正確組裝自行車為由，而限制經銷商的轉售價格，是否正當？

■撰文＝吳信德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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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他品牌自行車或車架組，組裝服務可另外收

費，各經銷商在向C公司進貨後，可自行衡量經

營成本及獲利概況，訂定最適合的價格，甚至可

另外收取組裝費用，而沒必要由C公司透過限制

商品轉售價格方式來保障經銷商利潤。更重要的

是，如果正確組裝以確保自行車騎乘安全是正當

理由，那C公司就不應該因車架組是否過季而有

限制商品轉售價格與否的區別，故組裝正確性顯

然不是限制商品轉售價格的正當事由。

結語

公平會呼籲，限制商品轉售價格行為目前仍

屬於原則違法，除非業者主張的正當理由符合限

制商品轉售價格比起自由訂價更具有促進競爭

的效果，否則，限制商品轉售價格將使經銷商無

法依照所面臨的競爭狀況及成本結構自由訂定價

格，間接削弱同一品牌內個別經銷商的價格競

爭，對市場競爭與消費者福利都沒有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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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E Q T  V I  L i m i t e d擁有助聽器大廠

Sivantos Pte. Ltd(下稱Sivantos)控制權；丹麥

商Widex Holding A/S全資持有另一助聽器大廠

Widex A/S(下稱Widex)。EQT VI Limited及EQT 

Fund Management S.à.r.l. (以下合稱EQT)擬與

Widex Holding A/S成立合資公司，共同經營該

合資公司並間接控制Sivantos與Widex之業務經

營與人事任免，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2

款、第4款、第5款之結合型態，且達公平交易法

第1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市場占有率門檻，

依法應向公平會申報事業結合。

相關市場

本案參與結合事業Sivantos及Widex均從事

助聽器及相關配件之產銷，屬水平結合案件。助

聽器雖可再分類為耳掛型、耳道型、深耳道型

等，但考量技術原理皆為藉由擴大輸入之聲音訊

號改善聽障人士聽力功能，且須聽力保健專業人

員向病患提供各價位及各類型產品，並不需要再

以產品價位或類型進一步區分市場，本案產品市

場界定為「助聽器」市場。另助聽器及相關配件

產品係屬於醫療器材，於我國「藥事法」訂有規

範，消費者購買助聽器及相關配件等產品，須經

醫療機構出具證明供其自用，且須聽力保健專業

人員提供選配與售後服務，具有相當之交易成

本，消費者傾向於國內採購商品，故界定我國為

地理市場。

助聽器屬精密醫療器材，知名品牌均為國外

大廠，除參與結合事業Sivantos及Widex外，尚

有Sonova、William Demant、GN Store Nord、

Starkey等廠商參與競爭。另外在通路部分，助

聽器選配與售後服務須聽力保健專業人員提供，

國外大廠均透過代理商與經銷商銷售產品，在我

國之主要通路計有科林、美樂迪、好市多、虹

韻、維膜及元健大和等公司。

競爭評估

本案經進一步檢視，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較

無向上調價之可能，尚難認結合後有顯著之單方

效果；另本案結合後雖提高參與結合事業在助聽

器市場之占有率，惟該市場內尚有我國、歐美及

中國大陸等廠商參與，競爭仍屬激烈，且助聽器

除在法令上須遵循醫療器材管理辦法規定，在其

他生產要素方面並無特別進入門檻，參進市場並

無太大障礙。又參與結合事業係國外業者，在我

國之主要交易相對人均為我國助聽器通路業者，

倘參與結合事業任意提高商品價格，國內通路業

者亦可轉而銷售其他品牌，具有相當抗衡力量。

公平會審查結果認為，本結合案尚無顯著限

制競爭疑慮，得認其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

制競爭之不利益，故依公平交易法第13條第1項

規定，不禁止其結合。

助聽器大廠結合，進擊大齡經濟！
隨著醫藥技術進步，全球人口平均年齡愈來愈高，助聽器大廠透過母公司成立合資公司共同經營，整

合研發資源以加速創新，有利於提升聽障人士及大齡人口的生活品質。

■撰文＝葉素燕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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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A君2年前欣喜買下屬於自己的家，交屋後才

發現當初建案廣告所載「多功能宴會廳 媽媽教

室」、「門禁警衛大廳」、「KTV室」、「棋弈

室」等公共設施，與使用執照或保護區土地使用

規定不符，涉有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

條規定。

建商廣告公共設施未必合法

公平會調查後發現，B建商於「全區平面配

置示意圖」載有「多功能宴會廳 媽媽教室」、

「門禁警衛大廳」、「KTV室」、「棋弈室」等

公共設施，足使消費者誤認該等公共設施皆可合

法使用，並據此認知做成交易決定。然據地方政

府之專業意見表示，案關廣告「多功能宴會廳 媽

媽教室」、「門禁警衛大廳」等公共設施位置為

法定空地，倘依前揭用途使用，則屬違章建築，

涉違反建築法第25條規定，應依建築法第86條

規定辦理。另「KTV」、「棋奕室」等公共設施

坐落位置為「保護區」，依規定保護區不得設置

「KTV」、「棋奕室」，若設置則違反都市計畫

法第79條規定。是案關建案廣告宣稱「多功能宴

會廳 媽媽教室」等公共設施，消費者於交屋後並

未能獲得或合法享有廣告所示之公共設施空間使

用，核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且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購屋前務必睜大眼睛

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建案公共設施，為影

響消費者承購與否及交易決定之因素，一般消費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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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呼籲，消費者於購屋前應仔細核對建

照影本及檢視契約內容，以比對與廣告內容是否

相符，不要被廣告圖片所蒙蔽了。

交屋後發現差很大－預售屋建案廣告公共設
施未必能合法使用
買到理想中的家是許多人的夢想，建商銷售預售屋時常透過廣告形塑未來完工時公共設施之樣貌，然

消費者被美侖美奐的建案圖片吸引的同時，是否想過廣告中的公共設施都能合法使用嗎?

■撰文＝莊靖怡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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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何先生在加入X傳銷公司30日內辦理退出退

款，X公司卻主張何先生入會時繳交的「終身平

台費」1,000元，係用以建立後台資料所需之服務

費，該筆費用將會扣除不予退還，嗣公平會派員

赴X公司調查，查悉該公司辦理傳銷商解除或終

止契約之退出退款，未於法定期限30日內完成，

及於應返還款項中不當扣除費用等情事。

傳銷事業以其他費用名目扣除退出退貨

應返還之價金，小心違法！

X公司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

收取1,000元作為終身平台使用費，日後倘傳銷商

退出後再次加入，便不再收取，爰於傳銷商退出

退貨之返還款項中扣除，另外傳銷商倘有領取獎

金，X公司以扣除退貨商品價額10%作為「行政

手續費」之方式予以代替。惟依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規定，平台費及行政手續費等費用均非法定得

扣除事項，X公司扣除該等費用核已違法。

傳銷事業遲延退款亦構成違法

X公司辦理傳銷商退出退貨，依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第20條及第21條規定，應於契約解除或終

止生效後30日內，接受傳銷商退貨申請並完成退

款，惟該公司因資金調度問題，未於法定期限30

日內完成退款，已構成違法。

結語

公平會呼籲傳銷事業，應依法定期限內辦理

傳銷商退出退貨，並依法定計算方式辦理退款，

以免觸法。另外，建議民眾加入傳銷組織前應確

實詳讀參加契約，並瞭解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有關

解除契約及終止契約之時效及規定，妥善保存參

加契約及購貨相關交易憑證與適當運用各項諮詢

及申訴管道，以保障自身權益。

傳銷「退出退貨」規定知多少？！
辦理傳銷商退出退貨時，傳銷事業不得任意扣除費用，並應限期辦理。

■撰文＝吳柏成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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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由9位大法官所組成，為

終身職，出缺則由總統提名，聯邦參議院行使

同意權。9位大法官的理念觀點，除了是左右判

決的關鍵因素，更對美國憲政與社會走向影響宏

遠，歷屆總統只要有提名機會，都會提名同一意

識形態陣營的人選。畢業於耶魯大學法學院、曾

任甘迺迪大法官書記官及哥倫比亞上訴法院法官

的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在獲川普總統

提名後，2018年10月經聯邦參議院投票通過，

成為川普任內第2位就職的大法官。

卡瓦諾對反托拉斯案件之論點

在電信、保險、有線電視與汽車產業等相關

案例中都可看到卡瓦諾的身影，而對於反托拉斯

案件的立場，或可從其時任哥倫比亞上訴法院法

官時，反對多數同僚法官意見的個案中看出些許

端倪。

(一)2008年FTC v. Whole Foods案

本案為全美最大的天然有機食品連鎖

店Whole  Foods  Marke t公司（下稱Whole 

Foods）擬收購Wild Oats超市。 FTC主張結合

事業Whole Foods與Wild Oats的市場為高價有

機市場，並界定其相關市場為食品百貨超市下之

獨特次級市場「優質天然有機超市」（premium 

natural and organic supermarkets），並認為

在18個城市，兩者為唯二事業，二者結合後會造

成獨占，將實質減損美國國內「優質天然有機超

市」市場之競爭。但地方法院認為FTC劃定市場

過於狹隘，相關市場應包括零售店與超級市場，

而非限定於販售高價有機產品之超級市場。

本案上訴至哥倫比亞上訴法院時，FTC指

出，由Whole  Foods內部資料顯示，至少有

一半以上的原Wild Oats客戶會轉移至Whole 

Foods，使得高價有機市場得以一假設性獨占者

獲利，故其本身可適當構成一個市場。若結合後

Wild Oats停止營業，Whole Foods將攫取大部

分Wild Oats關門之利益。

雖然上訴法院同意了FTC的調查與論點而禁

止結合，但卡瓦諾法官卻認為本案理由「薄弱」

（weak），他批評法院過於仰賴美國最高法院

Brown Shoe v. United States判例的實用指標測

試來判斷結合案中的產品次級市場，並稱前開案

例之判決其實是「隨心所欲」（free-wheeling）

且禁不起時間的考驗。再者，他也反對法院對於

產品市場的認定，而對於Whole Foods一案中，

經濟專家運用「近乎決定性的價格證據」（all-

淺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新任大法官對反托拉斯
執法之立場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諾是川普任內第2位獲提名並就職的大法官，這位新任大法官過往對於

反托拉斯案件之觀點，是否會影響未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判決，值得觀察。

■撰文＝林文宏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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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dispositive price evidence），認為無論

同區域是否存在如Wild Oats之競爭者，Whole 

Foods各店的價格皆一致的論點，大加讚賞。

(二)2017年United States v. Anthem案

2015年美國第2大醫療保險公司Anthem擬

併購第4大的Cigna，美國司法部對此交易案表

達疑慮，地方法院同意司法部禁制令的請求，認

為此結合案會實質減損競爭。Anthem爰上訴哥

倫比亞上訴法院，並以結合特定效率（merger- 

specific efficiencies）有利於消費者利益為由進

行抗辯。

按廠商於申報結合時，所必須證明唯有透過

結合方式方可達成之效率，謂之「結合特定效

率」，至於若無結合亦可達成之效率或其他具反

競爭效果之效率皆非「結合特定效率」。雖然最

高法院未直接認可，但有為數眾多的法院已認為

效率在結合審查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對此抱

持懷疑態度的法院也不在少數，例如在FTC v. 

Penn State Hershey Medical Center醫院結合案

中，第三巡迴上訴法院D. Michael Fisher法官在

多數派意見中即表示，從最高法院及克萊登法對

此議題保持沉默，我們對於效率抗辯的存在表示

懷疑。而在本案，上訴法院非但不認同Cigna的

「創新」價值對於Anthem提供低費率的貢獻，

並認定結合事業所聲稱的效率不具體且未證明

「結合特定效率」。

然而卡瓦諾法官在異議書中則對Anthem的

效率論點表達認同，並表示最高法院及政府自身

之結合處理原則皆認可在評估結合時，效率及消

費者利益應與結合之反競爭效果一併考量。但其

觀點卻受到同案的Rogers法官的嚴厲批評，她指

出，美國最高法院於FTC v. Procter & Gamble

案就效率抗辯曾明白宣示：「因結合所可能帶來

的經濟上撙節不得作為抗辯理由⋯它破壞了保護

競爭之平衡」，卡瓦諾法官的觀點與前揭意旨並

不一致。在該案中，多數派認為卡瓦諾法官的異

議係一廂情願的看法。

另就效率可抵銷結合反競爭效果而言，卡瓦

諾法官相信Anthem的經濟證據，認為Anthem/

Cigna結合將有利於受僱員工談判爭取到較低的

健康保險費率，因與兩公司各自獨立營運相比，

結合後的採購能力更為強大。但多數的法官認為

Anthem的專家證詞無法驗證，結合帶來節省成

本的效益是毫無根據。

卡瓦諾對美國反托拉斯執法的影響 

雖然卡瓦諾並無顯赫的反托拉斯法背景，

但他獨樹一格的實證經濟學與時下的「法治」

（rule of law）觀點似乎多有未合，而大家想

問的是，當最高法院判例與其思維不一致時，

反托拉斯執法走向會如何發展？按其前任甘迺

迪大法官曾於2007年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v. PSKS案推翻維持轉售價格「當然違

法」的立場，該判決所持理由是維持轉售價格能

促進品牌間競爭且達到效率競爭的結果，即品牌

間競爭解除了對維持轉售價格以「當然違法」管

制之理論基礎，實為反托拉斯法管制垂直限制與

維持轉售價格之重要里程碑。因此，有人即認為

卡瓦諾可能循其老長官腳步，未來在反托拉斯法

方面有突破性的想法。

再者，從卡瓦諾的異議書中可感受到，與競

爭法執法機關相較，其對私人企業更為友善，此

一友善立場可能來自於身為Robert Bork信徒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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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托拉斯法的觀點，亦即反托拉斯法的設計係

透過競爭促進消費者福祉與企業效率。特別在

Anthem案中，卡瓦諾似乎認為愈大就愈好或愈

有效率，即便在相關市場中的4個競爭者減為3

個，他仍認為該結合案總體而言是促進競爭。而

同為前哥倫比亞上訴法院法官的Robert Bork也

曾因認為「要讓消費者福利最大化，市場內存在

2至3個競爭者即足矣」的觀點而飽受批評。可確

定的是，這位現年54歲的卡瓦諾大法官，對未來

數十年美國反托拉斯法的影響才正要開始，且讓

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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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現今科技技術快速進步的數位經濟時代，

事業在市場競爭中不斷追求創新，已成為生存

的重要條件。早在1912年經濟學大師熊彼得

（Joseph A. Schumpeter）即提出經濟學上對創

新最有名的詮釋：將原始生產要素重新排列組合

為新的生產方式，以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一

個經濟過程。同時，在熊彼得的經濟模型中，能

夠成功「創新」的人便能夠擺脫利潤遞減的困境

而生存下來，至於不能夠成功重新組合生產要素

之人則最先被市場淘汰。1熊氏的創新理論歷久

彌新，特別是現今數位經濟的世代，以創新來獲

取市場競爭優勢，已成為事業致勝之關鍵。

事業藉由在市場之創新行為，亦即：使用相

同數量的生產要素，生產出較原先更多的生產

量，或生產相同的產量，但使用較少的要素投入

量，不僅可以推升可運用之社會資源，更能進

一步提升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及生產

者剩餘(producer surplus)，增加整體社會福利

(social welfare)，而且與競爭法促進經濟之安定

與繁榮之立法目的相符，向為經濟學及競爭法主

管機關所樂見。但是創新具有高度的未來性及不

確定性，而且在經濟學的理論及實證研究仍屬有

限之情形下，2究應如何適切評估事業結合後對

於創新之影響效果，歐盟結合管制對創新的執法

評估方式及實務案例不失為一良好的參考方式。

歐盟結合管制法規

歐盟結合管制法規主要為歐盟結合管制規則

(EU Merger Regulation)及水平結合評估處理原

則(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horizontal 

merge rs  unde r  t he  Counc i l  Regu la t i 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執法目標在於保護競爭市場結

構及確保消費者享受競爭的利益。此等利益包含

較低的價格、較高的品質、多樣化的商品及創新

的商品或服務。

在上述水平結合評估處理原則中，特別指出

創新是一項重要的結合評估標準，市場的有效

競爭很可能因為主要創新者間之結合而受到重

要影響。至於應如何評估創新，該處理原則明

白揭示，應評估參與結合事業生產過程中重疊

(overlaps)之管線產品(pipeline products)是否會

受到損害，因而影響創新。此外，為利評估結合

案件之創新效果，歐盟相關結合申報書表也要求

參與結合事業需提供各項研究發展、智慧財產權

結合管制與創新－歐盟案例簡介
事業創新可以提升產量及消費者福利，向為競爭法主管機關所樂見，但是創新具有高度的未來性及

不確定性，究應如何適切評估事業結合後對於創新之影響效果，歐盟結合管制對創新的執法評估方式及

實務案例不失為一良好的參考方式。

■撰文＝=許俊雄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長）

1 參考自維基百科約瑟夫·熊彼得「重要學說主張」。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
2 Richard Gilbert,＂Five not so Easy Pieces to Make Antitrust Work for Innovation＂(2018), 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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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arles Esteva Mosso “Innovation in EU Merger Control＂,(2018), the 66th ABA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Spring Meeting, Washington.
4 同註3.
5 Case M.7326 Medtronic/Covidien,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8 November 2014.
6 Case M.7278 General Electric /Alstom, Commission decision of 8 September 2015.

及參與結合事業相關管線產品等資料。3

歐盟結合案件對於創新之執法評估方式

歐盟實務對於結合案件創新之執法評估方

式，主要關注二種型態的影響效果，一為參與結

合事業間重疊之管線產品，另一則為結合對初始

階段創新影響之效果(effects on innovation at 

earlier stages)，謹分別說明如下：4

一、參與結合事業間重疊之管線產品

此類型之影響效果評估主要係當參與結合事

業間重疊之管線產品已有相當程度之發展，而且

已知將在特定的產品市場商業化，則須評估是

否存有因結合而中斷此等發展及商業化過程之

疑慮。由於事業結合後很可能減低產品多樣性

(product variety)、提高產品價格，甚至惡化未

來進一步研發產品之競爭，損害消費者福利，故

向為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所關注。

上述案例類型常見於製藥或藥品設備等事業

間之結合，例如，在Medtronic/Covidien5結合案

中，被收購事業Covidien公司研發心血管疾病之

藥物塗層球(drug-coat ballon)等管線產品之工作

已經進行最後一階段，且預期未來將與收購事業

Medtronic公司進行競爭，則此等管線產品研發

工作將因為此次結合而中斷，對於競爭即產生不

利之影響效果。

二、結合對初始階段創新影響之效果

此類型之影響效果評估主要係參與結合事業

重疊的研究發展計畫或早期的管線產品計畫是否

因為結合導致中斷、延遲或重整。如果一參與結

合事業預期研究發展的利益可以因結合後從另一

參與結合事業收回，則事業新產品研發及發展管

線產品的誘因就會降低，倘競爭法主管機關不禁

止結合，則對創新的不利影響不但即刻發生，且

長期而言，消費者福利將因產品多樣性的減少而

遭受損失。

至於歐盟評估此類型影響效果之要件包括參

與結合事業彼此間是否為重要且緊密的研發競爭

者、產品是否具有高度參進障礙，以及參與結

合事業結合前是否具有高度取得研發成果的能力

(例如有效運用法律對於智慧財產權之保護打擊

仿冒品)等。

總而言之，為有效評估上述二項影響效果，

競爭法主管機關必須仔細檢視各項事證，尤其是

參與結合事業間重疊之研發產品、產能或計畫

等，以及產品主要的研發競爭者與參進障礙。此

外有關研發工作中斷的事證(如關閉相關廠房設

備、刪除研發預算等)，也是重要評估因素。

歐盟著名評估創新之結合案例

一、 General Electric /Alstom6 

本案參與結合事業Genera l  E lec t r i c  、

Alstom二家公司係皆生產50赫茲重型瓦斯管(50 

Hertz heavy duty gas turbines)的公司，瓦斯

管係燃氣發電場之主要設備之一，市場中具有

完整生產瓦斯管技術之事業只有4家，存有高度

障礙。

據 歐 盟 競 爭 總 署 ( T h e  E u r o p e a n 

C o m m i s s i o n  D i r e c t o r a t e  G e n e r a l  f o r 

Competition)的調查結果顯示，Alstom公司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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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ase M.7932 Dow/DuPont,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7 March 2017.

界普遍認為在產品技術、效率及靈活運用等方面

研發之模範生，而且以研發投資金額、數量及產

能衡量，Alstom公司也是一家具有強大研發能力

之競爭者。同時，Alstom公司正積極進行管線產

品計畫，亦即發展先進的重型瓦斯管產品，以提

升發電效率，嘉惠消費大眾。

但從此次結合General Electric公司將關閉相

關廠房計畫之事證顯示，該公司除將消除Alstom

公司生產重型瓦斯管產能外，也將中止管線產品

之升級計畫。如此不但將消除市場重要且獨立的

研發者，減低市場其餘事業之研發壓力，也將剝

奪消費者享受新技術研發之優質產品。

最後，基於上述疑慮，在參與結合事業同意

出售Alstom公司重型瓦斯管產品等相關業務之條

件下，歐盟准許本結合案。

二、Dow/DuPont7

參與結合事業Dow及DuPont公司係二家農

業化學公司，由於結合後將產生世界最大的種

子及農藥生產公司，因此歐盟競爭總署除關切水

平結合單方效果外，基於對初始階段創新疑有負

面影響效果之疑慮下，也評估數項對農業化學

產品的創新影響效果，包括市場結構及產品特

性、參與結合事業是否為市場重要的創新者、彼

此間是否為緊密的創新競爭者(close innovation 

competitors)、結合對創新的可能影響，以及市

場其他的競爭者是否有可能彌補因本結合案所失

去創新之競爭。

歐盟競爭總署經事實分析(factual analysis)

評估上述事項，評估結果顯示： (一 )創新在農

業化學產業為重要的競爭因子，市場參進障礙

高、競爭者有限，且有長達25年的智慧財產權

保護使權利擁有者享有高利潤。(二)基於研發支

出、資產及智慧財產權等各項數據及指標顯示，

DuPont公司在除草劑、殺蟲劑、殺菌劑等農業

化學市場為重要的創新者。(三)經評估參與結合

事業從初始到最終研發階段之重疊程度，發現參

與結合事業在除草劑、殺蟲劑、殺菌劑等農業化

學市場研發有多階段之重疊。(四)事證顯示參與

結合事業結合後將刪減研發支出經費及縮編全職

研發人員等。(五)參與結合事業結合後，市場僅

餘3家事業與其競爭，而且各事業產品研發強項

各有差異，廠房設備及產能各有不同，結合所產

生之效益難以彌補所失去之創新競爭。

最後，基於上述疑慮，在DuPont公司同意

剝離(divest)該公司全球大部分農業化學研發廠

房設備、人員及初始發展階段之管線產品等相關

業務之條件下，歐盟准許本結合案。

結語

近年來，數位經濟已促使產業朝跨世代、跨

境、跨領域、跨虛實等不同面向擴展，全球產業

格局已然翻轉，大型事業間的併購及持續追求創

新行為之態勢已沛然莫之能禦。由於創新是提升

事業生產力及增進消費者生活福祉的關鍵方法，

各國莫不重視加速產業創新，此時，競爭法主管

機關在結合審查時，究應如何確保事業結合後無

損創新，歐盟結合審查對於創新影響效果不預設

立場，基於事實分析評估參與結合事業間重疊之

管線產品及結合對初始階段創新影響之效果等方

式，或可提供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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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立國內公平合理的競爭秩序，公平會除收辦檢舉案、申請聯合行為案、申報結合案及請釋案

外，並積極主動對可能涉及違反公平會主管法規，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成立專案調查。民國107年公平

會成立主動調查案計319件，進行審理412件（含截至106年底未結93件），經處理完成327件，占全

部辦結案件13.3％（圖1）；自81年創會累計至107年成立之主動調查案計4,394件，辦結4,309件，結

案率達98.1％。

民國107年完成主動調查案327件，經扣除調查結果非屬本會主管業務及由不同機關移來相同案情

或已有民眾檢舉而採併案處理之案件後，涉及本會主管法規案件（下稱涉法案件）計155件，其中因違

法而作成處分之主動調查案件計68件（圖2），占涉法案件43.9％。

圖1　主動調查案件統計

主動調查案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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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主動調查案涉法情形統計

民國107年主動調查案計發出79件處分書，裁處罰鍰金額3,195萬元。依違反公平交易法、多層次

傳銷管理法等本會主管法規之行為態樣分析（同時違反2條以上條文採重複計算原則），以違反多層

次傳銷管理法行為35件、占44.3％為最多，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為34件、占

43.0％居次，二者合占87.3％（圖3）；另就罰鍰金額觀察，以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廣告行為1,115萬元最多，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行為1,110萬元次之。

圖3　民國107年主動調查案發出79件處分書－按違法行為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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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8日赴嘉義縣公共汽車管理處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 11月16日於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辦第2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

■ 11月20日於臺北市舉辦「107年度反托拉斯法專題講座－國際潮流下我國反托拉斯法執法規範與走
向」。

■ 11月20日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參與公平會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
活動。

■ 11月23日、30日及12月7日於臺北市舉辦「107年度北部菁英公平交易法與案例研習營」。

■ 11月29日臺北大學經濟學系參與公平會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12月4日赴成功大學經濟學系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12月14日邀請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陳志民教授專題演講「數位平臺經濟與市場競爭：國際規範趨
勢與案例評析」。

民國107年11、12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1

1.公平會於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辦第2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
2.公平會於臺北市舉辦「107年度反托拉斯法專題講座－國際潮流下我國反托拉斯法執法規範與走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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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4

6

3.公平會於臺北市舉辦「107年度北部菁英公平交易法與案例研習營」。
4.臺北大學經濟學系參與公平會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5.公平會赴成功大學經濟學系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6.公平會邀請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陳志民教授專題演講「數位平臺經濟與市場競爭：國際規範趨勢與案例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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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2

4

■ 11月1日至2日赴南非斯泰倫博斯參加「ICN單方行為研討會」。

■ 11月7日至8日赴日本東京參加「ICN結合研討會」。

■ 11月15日舉辦107年度臺日競爭法主管機關雙邊會議。

■ 11月15日及22日參加ICN機關成效工作小組電話會議。

■ 11月16日參加ICN倡議工作小組電話會議。

■ 11月26日至30日洪財隆委員率團赴法國巴黎參加OECD競爭委員會例會及全球競爭論壇。

■ 12月11日與史瓦帝尼王國史瓦濟蘭競爭委員會簽署有關競爭法適用瞭解備忘錄。

民國107年11、12月份國際交流活動一覽

1.公平會赴日本東京參加「ICN結合研討會」。
2.公平會舉辦107年度臺日競爭法主管機關雙邊會議，並與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官房審議官諏訪園貞明先生(左4)等官
員合影。

3.公平會洪財隆委員(左2)率團赴法國巴黎參加OECD全球競爭論壇。
4.公平會與史瓦帝尼王國史瓦濟蘭競爭委員會簽署備忘錄，公平會黃主任委員美瑛與史瓦濟蘭競爭委員會執行長

Thabisile Langa女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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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oid             iOS

公平交易 APP 

公平會新建置「公平交易 APP」，於 106年 12月 27日上架於 ios「App store」

及 Android「Google Play」。「公平交易 APP」設有「檢舉信箱」、「法規

專區」、「宣導專區」及「最新消息」等專區，俾供民眾能不受時、地及設備等

限制向公平會提出檢舉，亦可隨時查閱公平會主管法規，即時獲悉公平會針對重

大案件之說明、多層次傳銷之警訊、法令修正、講座等訊息，歡迎民眾踴躍下載。 

  

※「公平交易 APP」之 QRcode如下，歡迎下載： 

Android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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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區」、「宣導專區」及「最新消息」等專區，俾供民眾能不受時、地及設備等

限制向公平會提出檢舉，亦可隨時查閱公平會主管法規，即時獲悉公平會針對重

大案件之說明、多層次傳銷之警訊、法令修正、講座等訊息，歡迎民眾踴躍下載。 

  

※「公平交易 APP」之 QRcode如下，歡迎下載： 

Android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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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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