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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徵金之增算

關於課徵金的增算部分，以下簡述之。

(一)課徵金的基本計算方式

課徵金的基本計算方式，如下：

課徵金金額＝算定基礎×算定率-減免額

算定基礎：算定期間中對象商品、服務之銷售金額

算定率：依違反行為之重大性所加乘之比率

減免額：課徵金減免制度與協力減算制度而得之減免

課徵金額若未達100萬元日幣者，則不為支付命令(獨占禁止

法第7條第1項)。

(二)加算之範圍(獨占禁止法第7條之2第1項)

修法前，獨占禁止法中對於聯合行為與私的獨占所課處之課

徵金，原則上以違法事業所販售與違法行為相關之商品與服務之

銷售金額作為算定之基礎1。在修法後，主要追加了三大部分，

包括：

1.追加企業集團內課徵金算定之對象：

以企業集團的方式進行違法行為者，其中因而共享經

濟性利益之集團內子公司等之銷售金額、購入金額要列入

課徵金之算定範圍。

公平會電子報歡迎上網訂閱，網址：www.ftc.gov.tw

1 若該違法行為非銷售而是屬購買行為，則以購買金額做為計算。但通常多以常見之銷售金額進行說

明，本文亦從之。若有對購買類型之違法行為課處課徵金之處理，僅是將銷售金額換成購買金額，其

他計算基礎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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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因應課徵金算定對象的增加，在

獨占禁止法第2條之2中加入許多的企業集

團中的角色與其定義。此修正主要是凸顯

若是為企業集團進行違法行為時，應該如

何計算其課徵金的問題。過去主要僅以違

法事業之銷售金額或購入金額作為課徵金

的對象；但在修法之後，若是受違法事業

指示或經營之完全子公司2的銷售金額或購

入金額，也涵括在計算範圍之內3。

2.密切關連業務：

聯合行為與支配型獨占行為中，與違

反行為之對象商品、服務有密切關連之業

務所生相當於對價之金額4。以聯合行為為

例：在工程招標案中，有事業對於他事業

讓出得標之機會(圍標等方式)，卻因而換得

由得標事業轉包工程與施工的機會，即是

所謂的密切關連業務。此次修法為抑制違

法行為，而將相當於施行密切關連業務之

對價金額追加於算定基礎之中，可謂立意

良善，不過也有學者認為，所謂關連業務

之認定與對價之計算，於實務操作上仍有

一定程度的困難度。

3.答應不提供或接受涉及違法行為之商品或

服務所得之回饋(財產上利益，談合金等)：

以數量聯合行為為例，如果X事業生產

販售某個產品A，希望可以由其全數來提

供需求者，因而提供競爭者Y1、Y2一些金

錢上利益，作為不參入生產販售產品A之

代價。圍標行為的談合金亦是同樣意義。

此等回饋利益亦將算入課徵金計算基礎之

中。

以上3項追加，即使法規中對於追加的

對象與內容有明確規定，但學者仍對於實

際運用上存在質疑與擔憂。例如：何謂與

聯合行為之密切關連業務，似乎認定上仍

有模糊地帶，與第3種的談合金之間是否也

有重疊或難以區分之處等5。未來可能需要

有更多實務案例的累積，才能看出成效與

問題。

(二)課徵金的計算期間(獨占禁止法第2條之2第13

項)

在修法前，對於聯合行為等之課徵金的計算

時間是以實施違法事業活動終了日起，最長回溯

3年。但有鑑於近年來被處分的事業，其違法期

間平均約4年，其中不乏長達10年者，因此，此

次修正將課徵金計算期間延長，改為基本上從調

查日期往前回溯至10年。為何改採調查開始日起

計算，是因為通常聯合行為在公平會調查開始起

就不可能再繼續，將其作為回溯計算的起點應是

妥當6。由於將計算時間拉長，公平會可能有資

料取得的困難(事業拒絕配合提出等情事)，此時

則可以透過現有之銷售金額等資料以推算方式決

定課徵金金額(第7條之2第3項)。

(三)算定率

1.課徵金之加算率

了解上述之課徵金算定基礎之追加範

圍與對象後，其基本上加算之公式如下：

課徵金金額＝算定基礎1×算定率+算定基

礎2-適用課徵金減免制度之減免

算定基礎1：對象商品、服務之銷售金額+

密切關連業務之對價

2 包括「特定非違反供給子公司」與「特定非違反購入子公司」。前者是指非違反供給子公司中，與為違法行為之事業為完全子公司等之關係，受該事業之指示對

他人供給與該違法行為有關之商品或服務，或是於獲得情資後，基於該指示或情資供給該商品或服務者而言；後者則是換成購入的情況。
3 參考日本公平會所公告之「令和元年独占禁止法改正による 新制度について （課徴金制度改正編」PPT圖檔，對於課徵金追加計算之對象與基礎，有相當容易理

解之圖表敘述。關於企業集團內增列為計算對象者請參考第3頁。https://www.jftc.go.jp/dk/kaisei/r1kaisei/index_files/10katyoukin.pdf。
4 同前註，第4頁。
5 池田毅，「課徴金算定基礎�追加」，ジュリスト，第1550期，17-23(2020)。
6 大東泰雄，「算定期間�延長等」，ジュリスト，第1550號，2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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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定率：基本為10%

算定基礎2：財產上之利益(談合金等)

2.中小企業算定率適用的限定(獨占禁止法第7

條之2第2項)

修法前對於違法進行聯合行為之事

業，分為一般事業與中小企業有不同之課

徵金算定率，中小企業可適用較低算定率

之優惠7。

即使身處大企業集團的中小企業，若

違法亦可適用中小企業算定率。但實際

上，此共同承受經濟性負擔的大企業集團

中存在著大型企業，實質上根本難謂為中

小企業卻可減輕算定率，恐怕有礙抑止違

法之懲罰效果8；再者，也可能造成集團將

違法行為推歸於集團中之中小企業，藉此

獲得較低的裁處金額。由此可知，修法前

的中小企業算定率的適用，恐存在著不恰

當的漏洞，無法充分達到遏止事業違法之

效果。

修法後，必須違法事業及其集團內全

體皆屬中小企業者可以適用優惠計算，若

其中有一者不符合(屬大企業)，則全體皆無

法適用優惠算定率，以避免上述之問題。

違反聯合行為之一般事業與中小企業之相

關算定率如下，括號中為中小企業之減輕

算定率。

3.廢止依業種的不同算定率(修正前獨占禁止

法第7條之2第1項)

修法前依照業種區分製造業、批發

業、零售業，依不同產銷階段，採用不同

之課徵金算定率，其中值得注意是零售業

的算定率高於批發業。但修法後則不分業

種皆採相同之算定率。

以下，以圖表說明修法前後之改變。

4.對再犯者與主導者之增算

另外，對於事業反覆違法(獨占禁止法

第7條之3第1項)9，以及主導者(第7條之3

第2項)，增訂了加算比率(乘以1.5倍等)。

但若事業同時存在複數違法行為時，於第

一次課徵金支付命令處分前，若能夠停止

其他違法行為者，就不列為增算對象。學

者認為此一除外適用的規定，與課徵金的

滯納金計算比例的降低，同為減輕違法事

業過度負擔的調整10。

5.廢止早期脫離事業之減輕算定率(修正前獨

占禁止法第7條之2第6項)

針對聯合行為的部分，在過去若有早

期脫離聯合行為者，可有減輕算定率之優

惠。但於本次修法之中，廢止了相關規

定，以調查協力減算制度替代之。
7 所謂之中小企業之定義，規定於日本「中小企業基本法」第2條。
8 松本博明編著，逐条解説・令和元年独占禁止法――課�金制度の見直し，商事法務，13(2020)。
9 為了遏止企業集團的重複違法的發生，本次修法，對於違法事業在過去十年內，完全子公司曾有被處分課徵金命令者，或與過去十年內曾被處課徵金命令之事業

結合者，若有再犯之情況亦適用增算之規定。
10 長澤哲也等5人，最新・改正独禁法と実務，商事法務，30-3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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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除斥期間

違反行為或課徵金算定期間終了後，到何時

為止可以課處排除措施命令或課徵金支付命令，

此攸關除斥期間之長短。在修法前是5年，此次

修法兩者的除斥期間皆延長至7年。因為近年來

案件日趨複雜，需要更多調查時間，延長除斥期

間有其必要性。

五、課徵金減免制度(以及調查協力減算制度)

相較於上述之提升課徵金算定率來達到遏止

違法之聯合行為等之目的，接下來要討論則是課

徵金減免制度的改革。

(一)廣義的課徵金減免制度

廣義的課徵金減免制度可區分為兩階段，必

須第一階段獲得公平會接受，才可能進行第二階

段。第一階段課徵金減免制度，是指參與聯合行

為、圍標等違法行為之事業自發性向日本公平會

說明報告者，可以免除或減輕課徵金之制度。基

本上依申請順位來決定適用之減免率，第一位可

全額減免、第二位部分減免，採逐次遞減減免率

之設計，是修法前原本已存在之減免制度。新增

之第二階段則進入調查協力減算制度，是依事業

所提供之事證對調查之協力程度增加減算率，對

事業而言會更增加其提供相關違法事證之誘因。

日本公平會為使兩制度能夠順利進行，定有課徵

金減免相關事實之報告及資料提出之相關規則

(課徴金の減免に係る事実及び資料の提出に関

する規則)，以及調查協力減算制度的運用方針

(調查協力減算制度の運用方針)，以供作參考基

準。

(二)課徵金減免制度與調查協力減算制度之關係

課徵金減免制度與調查協力制度除了屬不同

之兩階段外，其目的與施行程序亦不相同。課徵

金減免制度主要的目的是增加參與違法行為之

事業能盡快脫離該行為，並提供公平會重要的開

端情資的誘因；而調查協力減算制度則是增加事

業協助公平會的調查的誘因，以期待透過事業與

公平會的合作，有助於盡速辨明真相與事件之處

理。因此，期待讓原有的課徵金減免制度讓事業

能盡早自行通報違法行為之外，還能夠進一步提

供能辨明違法行為之事證，產生加乘之效果。

(三)減免率

1.修法前

在修法前尚無調查協力減算制度，在

原本的課徵金減免制度下，對於可適用之

事業有數量上之限制，其具體減免率如

下：

在調查開始前可適用課徵金減免的申

請者數目最多5家，第1位全額免除，第2位

為50%，第6位以下則無減免率之適用；調

查開始後，則最多認可3家申請。減免率因

應申請順位決定，屬於固定值，並未完全

反映事業對於事實辨明的協力程度。

2.修法後

修法後課徵金減免制度取消可以申請

減免之事業數，卻同時降低了可減免率。

但實則將利多放在第二階段新增的調查協

力減算制度，在此制度下視事業所提供之

事證對調查的協力程度來決定減算率，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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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可達40%，加總起來相較於修法前為

多。且修法之後不限制申請減免之家數，

以提升事業參與減免制度之誘因。至於在

調查協力制度中具體上能減免多少，日本

公平會根據事業所提出之事證與雙方之協

商後，可自行裁量決定，也因此外界覺得

此次的修法已讓課徵金制度走向裁量型的

第一步。

(本文係講座民國110年10月7日於公平會發表之

演講內容，經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研究所

黃佑婷摘要整理並經講座審訂，下集將於112年3

月出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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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本案緣於內政部會同相關權責機關至高雄市

B建案銷售中心進行聯合稽查時，發現銷售現場

並未提供地盤圖、各戶持分總表，以及預售屋買

賣契約書等3項重要交易資訊予購屋人審閱，爰

請公平會查處。

案件事實及調查經過

經公平會調查，興建B建案之H建設公司與J

代銷公司自承聯合稽查當日，各戶持分總表及預

售屋買賣契約書尚未備妥；至於地盤圖部分，H

建設公司雖表示對於聯合稽查當日接待中心現場

沒有地盤圖一事並不清楚，惟J代銷公司業已表

示H建設公司為求地盤圖資料之數據精準，反覆

精算，故聯合稽查前亦未放置於接待中心，僅以

口述方式解說本建案之預定地點。因此H建設公

司與J代銷公司於B建案銷售過程，因未於接待

中心備妥地盤圖、各戶持分總表及預售屋買賣契

約書，客觀上不可能提供前述3項重要交易資訊

予購屋人審閱。

顯失公平及影響交易秩序

預售屋之交易較其他消費性商品，具有價

值高、權利義務事項龐多之特性，且因預售屋

尚未具體成形，購屋人就所購預售屋事先可取

得之資訊相當有限，其中地盤圖、各戶持分總

表及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等交易資訊，分別揭示

及表彰基地方位、買賣標的物共有部分項目、

面積與持分比例，以及買賣標的物之規劃情

況、履約擔保機制、付款條件、建材設備及其

廠牌與規格、地下層、屋頂及法定空地之使用

方式及權利歸屬、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違約

之處罰等，無不為購屋人所關切，且對於購屋

人瞭解雙方簽約後負有之權利義務及消費糾紛

的預防至為重要，故前述3項資訊均為購屋人

判斷交易與否之依據，屬影響交易決定之重要

資訊。而H建設公司與J代銷公司於B建案銷售

過程，未提供前述3項重要交易資訊予購屋人審

閱，已構成顯失公平行為。

另B建案位於高鐵左營站附近，依蘋果新聞

網當時輿情報導可知，高鐵特區將因台積電投資

的利多消息而使房價看漲，且據內政部不動產資

訊平台定期公布之住宅價格季指數，高雄市住宅

價格季指數較去年同季變動率一路上升，顯見房

市交易熱絡。且B建案短短時日即已銷售多達數

十戶，更凸顯適逢房市最為熱絡之時期，購屋人

擔心房價上升，而形成先搶先贏之預期心理，為

搶買求快其決策時間勢必受限，更難就預售屋重

要交易資訊進行評估，難以知悉標的物是否符合

自身需求，易於作出非理性之錯誤交易決定，而

影響其自身權益。

預售屋銷售前，即應備妥重要交易資訊！
不動產開發業者或不動產經紀業者銷售預售屋時，未提供重要交易資訊予購屋人審閱，構成顯失公平

行為！

■撰文＝蔡鴻銘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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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H建設公司及J代銷公司於銷售B建案時，應

揭露地盤圖、各戶持分總表及預售屋買賣契約書

等3項預售屋重要交易資訊，以利購屋人理性審

慎決策，然未揭露前述3項預售屋重要交易資訊

予購屋人審閱，對預售屋交易資訊充分理性決策

之交易秩序造成不當影響，且該銷售行為實已具

有影響多數受害人之效果，對於其他依法令規定

提供前述3項重要交易資訊之同業，有使其喪失

公平交易機會產生不公平競爭之虞，已構成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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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高雄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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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案緣公平會接獲檢舉臺北市酒吧業者同時公告

民國110年2月1日起收取包廂費1人至2人500元，3

人以上1,000元，涉及共同決定服務價格，違反公

平交易法聯合行為之禁止規定。

案件事實及調查結果

公平會調查發現，109年疫情前臺北市眾多酒

吧業者原本皆有收取包廂費，因攬客不易，陸續有

酒吧業者暫停收取。嗣後為因應疫情衝擊，解決經

營困境，酒吧業者漸次恢復收取包廂費。酒吧業者

及其相關人員平時即會聚會，也會到彼此的營業場

所消費，以建立商誼。本案酒吧業者彼此經營型態

類似，消費替代性高，且營業場所非常鄰近，彼此

經營決策相互緊密影響。

酒吧業者110年1月下旬即從業績幹部得知競

爭同業預定收取包廂費，再透過業績幹部探究競爭

對手收取意向，從而決定收取，業者彼此觀望未敢

率先收取，更有業者表示一旦其收取，其他酒吧業

者未收取，顧客將流失。顯見酒吧業者收取包廂費

須取得同業之共識，方能避免市場競價。

110年1月底酒吧業者以配合或因應酒店公會

政策為由，公告自110年2月1日起酌收包廂費，且

公告前即已透過聚會或業績幹部傳遞收費訊息，公

平會認為藉由此等管道，確認彼此收取意願及動

態，合意達成收取包廂費共識且幾近同時對外公

告自110年2月1日起收取包廂費，收費標準一致為

1人至2人500元，3人以上1,000元，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因此決議處分。

結語

公平會提醒，聯合行為係法律明定禁止之違法

行為，同一行業之事業如因經濟不景氣致業務難以

維持等情形而有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但書所列

各款事由有採行共同行為之需要，且有益於整體經

濟利益與公共利益者，可事前向公平會申請聯合行

為例外許可，才可以避免觸法遭罰。

酒吧業者共同決定收取包廂費觸及聯合行為
禁止紅線
酒吧業者雖受疫情影響面臨經營困境，但透過聚會或業績幹部傳遞收費訊息，共同決定收取包廂費仍

屬違法行為。

■撰文＝吳立婷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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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新麗華公

司）主要產銷裸銅線、電線電纜、不銹鋼鋼胚、

不銹鋼盤元、不銹鋼直棒等產品，廣泛運用於

電力傳輸、工業生產；義大利商Cogne Acciai 

Speciali S.p.A.(下稱CAS)主要產銷長條類不銹

鋼產品。華新麗華公司透過新設公司盧森堡商

Walsin Lihwa Europe SARL，間接持有CAS超

過三分之一以上股權，並控制CAS的業務經營

及人事任免。且民國110年華新麗華公司於我國

「不銹鋼鋼胚/盤元/直棒」及「裸銅線」市場占

有率均超過四分之一，故依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

1項第2款規定，且無同法第12條除外規定之適用

情形，依法向公平會申報結合。

相關市場

據公平會調查結果，華新麗華公司及CAS於

「不銹鋼鋼胚/盤元/直棒」等產品市場具水平競

爭關係，又「不銹鋼鋼胚」為「不銹鋼盤元」及

「不銹鋼直棒」之上游主要原料；「不銹鋼盤

元」亦可為「不銹鋼直棒」之上游原料，華新麗

華公司及CAS亦具潛在垂直供應關係，本結合

所涉產品市場為「不銹鋼鋼胚」、「不銹鋼盤

元」及「不銹鋼直棒」等市場，而本結合兼具水

平及垂直結合態樣。經查我國「不銹鋼鋼胚」、

「不銹鋼盤元」及「不銹鋼直棒」尚可自給自

足，由於CAS並未銷售產品至我國，審查應以

結合是否對我國境內相關產品市場產生限制競爭

效果為關注重點。

競爭評估

因CAS主要經營歐洲市場，110年並未銷售

產品至我國，本結合完成後，華新麗華公司既有

之「不銹鋼鋼胚」、「不銹鋼盤元」及「不銹鋼

直棒」等業務並不受本結合影響，於我國仍須面

臨其他國內、外業者之競爭；本結合對我國「不

銹鋼鋼胚」、「不銹鋼盤元」、「不銹鋼直棒」

等市場結構均無影響，本結合完成後應不致對前

揭產品市場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綜上，因CAS

主要經營歐洲市場，本結合完成後，對我國相關

產品市場並無影響，應不致有顯著限制競爭之疑

慮；且華新麗華公司得藉由CAS進入歐洲不銹

鋼高端產品市場供應鏈，以銷售產品至歐洲市場

甚至全球市場。依公平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

理原則規定綜合評估，得認本結合尚無限制競爭

之疑慮。

結語

公平會經函詢產業主管機關、相關產品競爭

同業及下游交易相對人意見，綜合考量前揭因素

後，認為本結合尚無限制競爭之疑慮，依公平交

易法第13條第1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

強強聯手，華新麗華公司併購義大利商CAS
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併購義大利商Cogne Acciai Speciali S.p.A.，強化雙方產業競爭力。

■撰文＝蔡聰勇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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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公平會依照事業結合申報書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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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前

結合前後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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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Y建設公司銷售S建案，在廣告的傢俱配置參

考圖將屋突1層規劃為擺放健身器材、沙發等之

室內空間，整體廣告給消費者的印象是該屋突1

層可合法為室內空間使用，但S建案的建造執照

及使用執照屋突1層所載的使用類組卻是「樓梯

間」，廣告內容有誤導消費者之虞。

樓梯間不能規劃為室內空間

據地方政府建管單位之專業意見表示，S建

案的屋突1層原核准用途為樓梯間，且沒有向主

管機關申請作其他用途，所以該屋突1層僅可作

樓梯間使用，又據Y建設公司表示，S建案已取

得使用執照，將不再辦理變更使用用途。因此，

住戶無法依廣告內容合法作為室內空間，公平會

調查後認為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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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屋前仔細查證不可少

公平會提醒，「屋頂突出物」應按照核准的

用途使用，民眾購屋前可先上網至內政部營建

署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入口網(https://cpabm.

cpami.gov.tw/twmap.jsp)查詢建案的建築執照及

使用執照，比對建商所提供廣告內容是否相符，

以保障購買到合法的使用空間。

屋頂突出物變身多功能空間？別被廣告誤導
了！
建商在銷售透天厝時，常以傢俱配置參考圖來呈現室內空間規劃，以吸引民眾購買。但須注意頂樓屋

頂突出物空間須依照建築執照規定的用途使用才能合法使用。

■撰文＝楊盛堯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圖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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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甲君加入Ａ傳銷公司後，見高階傳銷商經營

有成，欲跟進於短時間提升聘階及領取高額獎

金，遂邀集其他傳銷商集資，並經由Ａ傳銷公司

同意以甲君等少數傳銷商名義於短期內大量購買

經營權，惟因後續組織未持續擴張，獎金發放不

如預期，且甲君等傳銷商受限於事前已簽署約定

不得辦理退出退貨之切結書，而未及時向該公司

申請退出退貨，讓其等所營造的投資獲利美夢終

歸落空！

不當促使傳銷商擁有2個以上推廣多層級

組織之權利

公平會調查後發現，Ａ傳銷公司的報單系

統設有每位傳銷商的經營權數量上限。惟在明

知甲君等傳銷商增購大量經營權之目的在為短

時間提升聘階及領取高額獎金，該公司不僅未

予拒絕，甚至同意以企業專案處理並採取手動

報單等不當方式，促使甲君等傳銷商得以擁有

大量經營權。前開行為致A傳銷商所獲獎金非

源自其輔導其他傳銷商以建立多層級傳銷組織

網，從事推廣銷售商品之正當傳銷行為而來，

造成傳銷商因獎金報酬之誘引而從事購買並擁

有大量經營權之行為，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以不當方式阻撓傳銷商退貨且資料管理

不當

Ａ傳銷公司為避免甲君等傳銷商事後反悔，

透過與其等簽署企業專案申請擔保切結書之不當

手段，約定不得辦理退出退貨，阻礙甲君等傳銷

商辦理解除、終止契約退出退貨，已違反多層次

傳銷管理法第23條第1項規定。

另公平會於業務檢查時得知Ａ傳銷公司未確

實督促所屬服務中心，收單後應將傳銷商之書面

參加契約送回主要營業所備置，致契約書滅失，

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25條第1項規定。

結語

公平會提醒業者，多層次傳銷制度係藉由傳

銷商本身推廣、銷售商品及推薦他人加入建立銷

售組織網，以獲取合理利益，其本質乃是透過此

銷售網路之運作向消費者推廣、銷售商品，傳銷

事業應適時檢視所屬傳銷商購買及擁有經營權情

況，以免悖離多層次傳銷之本質，同時維護自

身信譽。另外，也再次提醒民眾，購買經營權前

應評估經營能力，穩健發展傳銷組織，才是獲利

之王道。民眾如果對多層次傳銷業務有疑問，除

可於公平會官網(https://www.ftc.gov.tw)查詢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傳銷事業報備名單及其參加契

約等相關資訊外，亦可向該會服務中心洽詢(02-

2351-0022；02-2351-7588轉380)。

呷緊挵破碗，穩健經營傳銷組織才安心
高額獎金好誘人，透過大量購買經營權以完成理想的組織型態，期待未來能有穩定的獎金收入，實際

上卻不如預期⋯。

■撰文＝張文豪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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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公平會以往的結合申報及聯合行為申請案件

係要求業者以紙本提出，但隨著文件線上化及

行政流程之便民趨勢，公平會於民國110年10月

1日新增「結合申報及聯合行為申請線上填報系

統」之檔案上傳及查詢功能，讓事業利用該系統

提出線上結合申報。為使聯合行為申請案件也能

使用該系統進行線上申請，同時簡化申請流程，

公平會修正「聯合行為許可暨延展許可申請須

知」（下稱須知）。

配合線上申請之修正內容

須知修正前要求聯合行為申請人之申請書及

附件以紙本裝訂成冊提交公平會，並上傳公平會

「結合申報及聯合行為申請線上填報系統」。為

擴大推動線上申請政策，本次修正新增第3點，

讓申請人得選擇紙本或線上申請，而透過「結合

申報及聯合行為申請線上填報系統」提出線上申

請者，免提出紙本。但公平會認有查驗必要時，

仍得要求提出書面資料。

因申請人仍可選擇以紙本提出申請，故修正

第2點規定，以紙本提出申請者，申請書及表格

仍維持現行以A4格式雙面印製，裝訂成冊，並請

申請人提供申請書及附件之電子檔，惟不限制電

子檔提供方式。

簡化申請文件，輕政便民

聯合行為申請許可後常見新增主體情形，惟

新增主體時僅須由原申請人向公平會提出備查，

實務上並未涉及實質審查，無須進行相關市場之

競爭分析，故本次修正刪除關於檢附「上一會計

年度之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水平競爭或

其上下游事業之市場結構」等資料之規定，簡化

相關申請流程，節省行政成本。

精簡行政流程－修正「聯合行為許可暨延展
許可申請須知」
公平會已於民國111年10月24日修正「聯合行為許可暨延展許可申請須知」，擴大推動案件線上申請。

■撰文＝吳信德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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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FTC以3比1的票數通過《聯邦交易委員會法

第5條新政策聲明》2，以取代在2021年7月1日

廢止的「2015年關於不公平競爭方法執法原則聲

明」，意在全面恢復該機關的法定職權，以對付

不依競爭而以不公平方法獲取競爭優勢的事業，

並打擊潛在違反反托拉斯法或違反反托拉斯法"

精神" 之交易。

新政策聲明亦賦予該會更多採行新理論的

餘裕，藉以挑戰可能不違反休曼法（Sherman 

Act）及克萊登法（Clayton Act）之交易，分析

將不再受限於前開法律條文，亦即不再執著「合

理原則」（rule of reason）平衡促進競爭及反競

爭效果，而將檢視傾向負面影響競爭條件的不公

平競爭方法。

新政策聲明也闡釋FTC將超越傳統消費者福

利標準，考量包含對消費者、勞工及其他市場參

與者的影響。

政策聲明內容重點

（一）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立法背景

由於1890年通過的休曼法未設專門主管執法

機關，需依靠法院裁判，除了緩不濟急與裁判結

果不一外，休曼法適用範圍過窄，法院在事業未

接近獨占前不採取行動，而往往令事態擴大，導

致美國國會在1914年制定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目

的在對抗使競爭僵化傾向的潛在行為，即尚未違

反休曼法，但若不加管制即可能違反休曼法的交

易行為。

美國國會透過創設兼具專業性及獨立性的委

員會，賦予FTC行使執行反托拉斯政策的權力，

更重要的是信賴該會，讓FTC成為反托拉斯法標

準及競爭政策分析的主要來源。

（二）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的文字、目的及

法院見解

 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a）（1）項「以

不公平競爭方法，以及不公平或欺罔之行為或慣

行從事或影響商業，係屬違法」，主要係授權

FTC管制商業上不公平競爭與欺罔行為。當該會

有理由相信任何事業之行為構成前開以不公平競

爭方法，或不公平或欺罔之行為要件時，得經聽

證後對當事人作成停止命令，命其停止違法行

為。

美國法院認為第5條的目的，就是補充休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新政策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於2022年11月10日發布《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新政策聲明》

（Policy Statement Regarding the Scope of 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Under Section 5 of the FTC Act）
1，宣示不公平的競爭方法（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為打擊目標。

■撰文＝林文宏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科長)

1 FTC Restores Rigorous Enforcement of Law Banning 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news/press-releases/2022/11/ftc-
restores-rigorous-enforcement-law-banning-unfair-methods-competition）。

2 FTC委員以3比1通過（Lina Khan、Rebecca Slaughter及Alvaro Bedoya同意，Christine Wilson反對），Policy Statement Regarding the Scope of 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Under Section 5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https://www.ftc.gov/legal-library/browse/policy-statement-regarding-scope-
unfair-methods-competition-under-section-5-federal-trade-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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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法與克萊登法，對於將來終將違反前揭法

律之事業行為，授權F T C在行為的初始階段

（incipiency），即予以阻止。換言之，無須已

構成違反其他反托拉斯法，即便系爭行為未造成

實質減損競爭，只要FTC認定該行為可能發展為

牴觸反托拉斯法效果，即可援用第5條不公平要

件予以制裁。

至於認定某種行為對產業有何種影響，是

FTC而非法院之權限。系爭行為是否牴觸第5

條，該會有相當大的裁量，法院應予尊重。

亦即美國國會有意授予獨立機關FTC準司法權

（quasi-judicial）與準立法權，在解釋與適用法

律之時，具有優先地位。

（三）不公平競爭方法內容

1.該行為須為競爭方法

競爭方法係行為人於市場上所採取之

行為，該行為須與競爭有關，但可為間接關

聯，例如：不當使用（諸如授權、商標或標

準設定等）法規程序創造競爭障礙即屬之。

相反地，行為人僅因適用環保或稅務等法規

而獲成本優勢將不致構成競爭方法。

2.須為不公平

不公平競爭方法意謂該行為逾越競

爭的價值，而評估超越競爭價值的主要

標準有二。首先，該行為可能具有脅

迫、剝削、勾結、濫用、欺罔或涉及運

用經濟力的相似性質，又視情況具有限

制性或排他性質亦可能屬之。其次，

該行為須對競爭條件有負面影響的傾

向 3，例如：封鎖或妨礙市場參與者機

會、減低對手間之競爭、限制選擇或損

害消費者。此二原則比重係按比例增減

（sliding scale），亦即當不公平的可辨

識情形愈明顯，需證明對競爭條件有負

面影響的必要性也隨之遞減。又FTC根

據第5條所為之處分，無須證明有「減損

競爭之可能」，當有證據顯示系爭行為

對競爭條件有負面影響時，第5條毋庸就

市場力或市場界定另外舉證。

最新執法情形與衝擊

FTC除藉由勞動個案來具體說明新政策聲

明，並嘗試透過法規提案以重塑聯邦交易委員

會法第5條禁止不公平競爭方法。

（一）Prudential保全公司

FTC於2023年1月4日的新聞稿4指出，2家

位於密西根的Prudential保全關係企業及其負責

人濫用其相對優勢地位（superior bargaining 

power），要求該公司千餘名低薪保全簽署，不

得於離職2年內在半徑100英里內競爭同業任職

的限制合約，該公司保全多以時薪計酬或領取

接近最低工資，對於違約同仁另有10萬美元的

賠款條款。

FTC認為Prudent ia l保全公司透過對個別

員工與競爭保全同業興訟的方式，來遂行競業

禁止（noncompete）限制，阻礙勞工獲取較

高薪職位，甚至在密西根州立法院依州法判

該公司競業禁止限制不合理後，該公司仍持

續要求其保全員工簽署，爰FTC行使聯邦交易

委員會法第5條職權，就Prudent ia l保全公司

對低薪員工脅迫競業禁止行為提起行政控訴

（complaint）。

（二）玻璃容器製造商

FTC另案控訴兩家在美享有高市占率的食

3行為產生負面結果的傾向，例如：提高價格、減少產出、限制選擇、降低品質、減損創新、妨礙其他市場參與者、降低潛在或新創競爭之可能等。
4FTC Cracks Down on Companies That Impose Harmful Noncompete Restrictions on Thousands of Workers（https://www.ftc.gov/news-events/news/press-

releases/2023/01/ftc-cracks-down-companies-impose-harmful-noncompete-restrictions-thousands-workers?fbclid=IwAR0wxwkTrrvVgjeirUaKfMF9CJuXPDZpfkt
PTVrLMElAOBFFwpgs2JL1p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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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飲料玻璃容器業者，因運用競業禁止限

制，令新競爭者無法雇用具備玻璃容器製造技

能及經驗的員工而難以進入該市場。其中位於

俄亥俄州的O-I玻璃公司要求千餘名員工，不得

於離職1年內於美國銷售相似產品 /服務事業任

職，受競業禁止限制的職位包含玻璃廠工人、

設備工程師到品管員等受薪階級。另Ardagh及

其2家美國子公司則要求旗下7百多名不同職位

員工，不得於離職2年內到跟Ardagh有競爭關

係（舉凡銷售、設計、研發、製造及生產）的

對手玻璃容器事業任職。

（三）衝擊與影響

FTC認為競業禁止的限制對於勞工與競爭

事業皆造成傷害，不僅使從業人員蒙受低工

資、減少福利及較差工作條件，亦阻礙競爭事

業進入與拓展業務。為確保勞工有尋求高薪與

較佳工作條件的自由，避免被雇主不公平限

制，該會除要求前開事業及負責人不得對員工

施加或威脅採取競業禁止，並將持續對損害勞

工與競爭之競業禁止與其他限制性合約條款進

行調查及適時加以挑戰。

此外，FTC並提案5禁止事業締結傷害勞工

及損害競爭之競業禁止條款，此提案係基於競

業禁止構成不公平競爭方法並違反聯邦交易委

員會法第5條的初步發現，又認為此舉能增加勞

工每年近3千億美元的收入，並為約3千萬美國

勞工擴展就業機會，該會亦會對此提案6展開公

眾意見評議7。

後記

唯一反對新政策聲明的Christine Wilson委

員認為，該政策聲明未提供企業界如何遵守法律

的明確指引、未在消費者保護背景下建立符合

經濟與嚴謹分析何謂”不公平”的方式、欠缺

提供可信賴的執法架構，「同時要求不公平條

款的經濟內容及警示過度擴張執行第5條」的立

法歷史也未被點出。美國商會亦表示，該政策

聲明令FTC獲得對經濟控制的全權委託（carte 

blanche），而讓該會覺得可能不公平時就隨興

做決定，美國商會並認為此舉將阻礙良性競爭、

損害美國競爭力及導致通膨上升，國會及法院須

對FTC過度擴權加以控制。一般認為，該政策聲

明係FTC致力更積極執法趨勢之一，並使事業在

交易面臨更大的挑戰風險。

5 FTC Proposes Rule to Ban Noncompete Clauses, Which Hurt Workers and Harm Competition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news/press-releases/2023/01/
ftc-proposes-rule-ban-noncompete-clauses-which-hurt-workers-harm-competition）。

6 FTC委員以3比1通過提案，在被正式採納為法規之前，須經60天的公眾評議期。共和黨籍委員Christine Wilson投反對票，認為FTC收集的證據不足以支持完

全禁止競業禁止條款（https://www.ftc.gov/news-events/news/press-releases/2023/01/ftc-cracks-down-companies-impose-harmful-noncompete-restrictions-
thousands-workers?fbclid=IwAR3DVeR9HqIfimo572RFr7CKky8G3OM-G9KNM5q5mJHvyes3j781JGm1Ol4）。

7 擬議規則制定通知(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NPRM) 當美國政府的獨立機關盼於規則制定過程中增、刪或修改規則或法規時，依法發布的公共通知。該

通知是美國行政法的重要組成部分，通常透過創建公眾意見徵詢程序來敦促政府。（https://en.wikipedia.org/wiki/Notice_of_proposed_rule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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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2年10月31日美國地方法院認定Penguin 

Random House, LLC(以下簡稱PRH)和Simon 

& Schuster, Inc.(以下簡稱S&S)二家圖書出版

商結合，會降低出版商支付給作者的預付款

(advances paid)，減少書籍出版的數量和種類，

影響「預期暢銷書出版權」(publishing rights to 

anticipated top-selling books)市場的競爭，違

反克萊登法(Clayton Act)第7條規定，因此支持

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以下簡稱

DOJ)反托拉斯署(Antitrust Division)的主張，禁

止本結合案1。以下簡要介紹本案內容。

案件背景

美國圖書出版產業長期被包含PRH和S&S

在內的五巨頭(Big Five)主導2，其中PRH是美

國最大的圖書出版商，隸屬Bertelsmann Se & 

Co. KGaA 國際媒體服務公司，每年出版超過

2,000本新書，2020年的出版收益約25億美元。

S&S是ViacomCBS, Inc.(以下簡稱ViacomCBS)

的子公司，為美國第四大出版商，2020年出

版約1,000本新書，並有超過7.6億美元的出版

收益。2020年3月ViacomCBS宣布計畫出售

S&S，經過多次競價過程，PRH在2020年11月

與ViacomCBS簽訂協議，以21.75億美元購買

S&S。

本案在DOJ審理時，該機關認為圖書出版商

是先支付給作者預付款取得出版權利，嗣後再行

編輯、印刷和行銷，因此利用「微幅但顯著的非

暫時性調降價格」(a 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reduction in price，SSNRP)的

「假設性獨買者檢測」(the monopsonist test)

進行市場界定，將本案的產品市場界定為「從作

者處取得美國書籍出版權」(acquisition of U. S. 

publishing rights to books from authors)市場以

及「預期暢銷書出版權」子市場(sub-market)，

並定義暢銷書是指出版商支付至少25萬美元預付

款的書籍。另因出售美國出版權的作者主要位於

美國，但可能居住在世界任何地方，取得美國出

版權的出版商也可能是在美國境外，所以地理市

場界定為全球。

DOJ同時主張，結合前PRH和S&S經常為取

得作者的出版權而競爭，例如提高服務品質(包

括營銷、宣傳和編輯)，甚至提高報價以取得作

者出版權，使預期暢銷書的作者可以獲得更高的

預付款和其他有利的交易條件。本案結合後，二

買方獨占的市場界定與競爭評估－PRH與S&S
結合案例簡介

PRH與S&S結合案之性質屬買方案例，利用「實用指標」與「供給替代」方法界定相關市場範圍。經

競爭評估後，結合後的事業市場力大幅提高，市場集中度明顯增加，將會顯著損害市場競爭。

■撰文＝陳韻珊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簡任視察)

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BERTELSMANN SE & CO. KGaA,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VIACOMCBS, INC., & SIMON & SCHUSTER, INC. 
(Civil Action No. 21-2886-FYP), Oct. 31, 2022.

2 五巨頭另外3家是HarperCollins Publishers、Hachette Book Group與Macmillan Publishing Group,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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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業將占有預期暢銷書出版權市場將近二分之

一以上的規模，與下一個競爭者合計的市場規模

超過三分之二，將消除彼此間的正面競爭，不但

會損害受益於二家事業競爭的作者，壓低暢銷書

的預付金報酬，減少書籍出版的數量和多樣化。

此外，結合後競爭者減少以及市場領導者更加明

顯，市場結構會提高業者間從事共同協調行為的

風險，例如預付款費率趨於一致及契約標準化，

或是同時要求作者將影音出版權與紙本印刷和電

子書的出版權利綑綁一起，甚至默示同意支付更

低的預付款或延長支付時間。所以DOJ認為本案

會大幅降低市場競爭，禁止PRH和S&S結合，並

在2021年11月向法院提起訴訟3。

法院意見

(一)市場界定與市場結構變化

本案在法院審理時，被告(即PRH和S&S)辯

稱在「預期暢銷書出版權」市場中，不應以25萬

美元預付款作為暢銷書的界限。為此，法院利用

Brown Shoe Co.案(370 U.S. 294, 82 S.Ct.1502，

1962)提出之實用指標(practical indicia)進行審查
4。法院發現以25萬美元預付款作為暢銷書門檻值

不但獲得業者支持，也符合市場實務做法，亦有

案例是利用數值切割方式界定市場。同時主張暢

銷書需要更多行銷和宣傳，作者在選擇買方時關

心的是出版商的聲譽和服務，以及是否可獲得較

優惠的契約條件，而DOJ的劃分法主要是為協助

其將相關書籍歸類並進行競爭評估，且在預期暢

銷書出版市場中，五大出版商已涵蓋主要的「目

標客戶」(targeted customer)。法院更指出，任何

市場界定都需要一定程度的人為劃分，且不能依

據既定的分界線劃分市場，進而影響到競爭評估

的事實審查，且克萊登法是要禁止可能「在任何

商業領域或任何影響商業的活動中」大幅減少競

爭的結合，因此本案以25萬美元預付款作為暢銷

書門檻值是合理的。

其次，法院從供給替代(supply substitution)

的角度界定相關市場，主要是因為本案是買方案

例(buy-side case)，產品市場的範圍是當價格降

低時，買方獨占者(monopsonist)和其他買方間

是否可以合理替換來決定。同時也審查產品市場

界定是否滿足「假設性獨買者檢測」，亦即市場

上的買方獨占者是否可以利用降低付給作者預付

款而獲利。法院的結論是當預付款降低時，即使

有一些作者流失改以其他方式出版或銷售，具有

買方壟斷地位的出版商仍然可以少量獲利，並支

持DOJ在本案中的相關市場界定。而且本案結合

之後，PRH和S&S的市場占有率約有49%，前

四大出版商市場占有率更高達91%，Herfindahl-

Hirschman指數(HHI)為3111，代表市場結構

屬高度集中﹔結合後的△HHI為  891，也遠高

於美國水平結合處理原則(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規定，推定結合後會提高市場力的標

準(即△HHI大於200)。

(二)競爭影響評估

法院支持DOJ利用移轉率(diversion ratio)進

行評估參與結合事業的競爭程度，以及結合後的

單方效果(unilateral effect)。依據DOJ聘請的經

濟學家Nicholas Hill博士計算結果顯示移轉率很

高，說明PRH和S&S是緊密的競爭者，而且證據

也證明結合後會直接消除S&S對PRH的競爭壓

力，PRH的市場力大幅提高後，更導致其具有單

方降低預付金的能力進而損害作者，出版商之間

為爭取出版權的動機降低，進而損害相關市場的

競爭。
3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BERTELSMANN SE & CO. KGaA,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VIACOMCBS, INC., & SIMON & SCHUSTER, INC. 

(Nov. 2, 2021)，  網址︰https://www.justice.gov/atr/case-document/file/1445931/download.
4 Brown Shoe Co. (1962)案提到的實用指標，是指市場界定應從事業或公眾之認知、產品特性及使用方式、獨特的生產設備、特定消費族群、特定通路、特定價

格、消費者對價格變動敏感性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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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美國圖書出版市場原本就屬易形成

勾結的市場結構，五巨頭更有與蘋果公司合謀

提高電子書價格，並經判決確定違反休曼法

(Sherman Act)第1條規定的前例。本案PRH併購

S&S後的市場占有率高達49%，並由前二大的公

司控制約74%的市場，市場集中度更加提高，不

但強化結合事業的市場領導地位，市場參與者也

更容易跟隨，事業間進行共同行為(coordination)

的可能性將更為提高。

法院也駁回被告認為沒有市場參進障礙

(entry barriers)的主張，並指出美國圖書出版業

在過去3年中達到穩定狀態，而此次結合可能改

變此種情況，市場上非五巨頭出版商的市場占有

率都沒有增加，市場占有率總和也持平，反映出

的事實是結合後的事業擁有主導市場的地位。而

過去3年市場占有率持穩也證明新進者(例如亞馬

遜、迪士尼)難以加入市場，除需龐大的參進成

本，同時也說明既有的競爭者確實具有優勢，主

要出版商亦已從減少的競爭中獲益。

結論

法院經衡酌DOJ與被告的辯詞與證據後，認

為PRH與S&S如果併購完成，PRH將更加鞏固其

在美國境內居首位出版商的地位，該產業的集中

度也大幅提高，相關的證據也證明將會顯著損害

市場競爭，認定本案違反克萊登法第7條規定，

因此禁止PRH與S&S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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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次奉派參加民國 1 1 1年 1 2月 1 0日至

16日，美國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安東寧－斯卡利亞法學院（Antonin 

Scalia Law School）所屬「反托拉斯學院」

（Global Antitrust Institute，下稱本學院）於

美國加州舉辦「競爭法執法官員經濟學研習課

程」（Economics Institute for Competition 

Enforcement officials），並且有機會與各國競

爭法執法相關人員進行交流，瞭解各國文化差

異，對拓展個人視野，以及思考的深度及廣度甚

所助益。

研習心得

本次課程計有日本、巴西、印度、香港、紐

西蘭、越南、菲律賓、新加坡、韓國及我國派

員，共計28人出席參與。主辦單位於參加者出

發前約2個月前提供課程大綱，並提供各課程參

考閱讀資料，安排為期5日，共18堂課的課程，

從「反托拉斯目標」起頭，以及經濟學的「供給

與需求」、「市場、價格及均衡」、「競爭基本

模型」等內容，並探討市場界定、水平結合、垂

直結合等反托拉斯內容，最後延伸至「網路效

應與平臺經濟學」等當前議題，該學院授課之

4名講師為美國FTC前委員Joshua D. Wright、

經濟局(Bureau of Economics)前局長Bruce H. 

Kobayashi、副執行長John M. Yun，以及現任

巡迴法院法官Dougles H. Ginsburg等。整體而

言，內容主要是針對執法人員或法律相關人員講

授，從競爭法背後的目的以及所涉經濟學原理，

綜合美國近年來之競爭環境及商業發展，研析競

爭法應該注重的面向。

在第一天開場介紹時，法官Ginsburg即談到

美國近50年來經濟學所面臨的衝擊，即科技巨

擘利用創新及研發的能力，讓傳統經濟分析模型

所得到的結論受到挑戰。例如當前美國科技巨擘

藉由演算法取得每個人的保留價格，並且採取差

別取價、減少無謂損失，但該方法在非科技相關

產業亦行之有年，並非科技產業獨有現象。然而

對生產者而言，要如何得知每個人的保留價格，

仍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任務，亦即如何得知這個

人是否屬邊際消費者，並得知其保留價格，則需

要投入一定程度的資源，同時需考慮因獨占而造

成消費者剩餘的減損，與就業率之間的權衡。綜

觀近50年來的歷史，諸多曾在1990、2000年代

叱吒風雲的產品，例如具網路外部性的搜尋引擎

Yahoo！等，如今已遭到Google取代。曾經在市

場稱霸一方的產品，實際上仍面臨龐大的競爭壓

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競爭法執法官員經濟學研
習心得

■撰文＝薛淳仁、楊哲豪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員、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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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M.Yun  

 

John M.Yun教授講授有關結合案件對於社會福利可能產生之影響

力，以及後起之秀的威脅，因此以往的分析是否

有效，仍有待商榷。

自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主委Lina Khan於110

年上台後，當前美國執法部門較偏向所謂的新布

蘭迪斯學派（New Brandeis School），強調不

應任由事業在市場中擁有強大的力量，但本學

院授課立場則著重在市場本質是更迭且變化迅速

的，一個強大的主流產品，如同一支勝利的球

隊，這支球隊雖然獲得冠軍，確實也「損害」其

他球隊的利益，但其本質並未妨礙其競爭。而從

市場消費者的角度來看，產品市場的消費者可以

分成邊際消費者、以及某產品的粉絲，而對後者

而言，產品市場即由生產者獨占，且面對一非水

平的需求線，因此，只要市場上有機會產生其他

新興產品，自然不妨礙競爭。而在陸續安排的課

程中，亦曾用美國實際案例，就水平結合、垂直

結合分析方法，對照實際結合後的市場狀況，說

明經營管理、相關市場光譜(市場上的產品定位)

等因素，將導致原先著重市場力角度所進行的分

析，並無法完全反映全貌。

此外，在從機場前往研習地點的途中與開車

司機聊天時，談到卡爾斯巴德當地生技醫療產業

頗有知名度，而近2、3年來當地不少生技醫療

產業間互有兼併、或為其他產業所兼併。由此可

知，事業間彼此合併，相當貼近民眾的生活，即

便旅遊業者的司機，也都對這類生醫業的消息略

有耳聞。因此競爭法主管機關在處理競爭法的相

關議題時不可不慎，一旦所為之決定不如預期，

則所需採取補救措施及消耗的行政資源更加難以

估計。

結語

在這為期一週的研習期間，除了瞭解到不同

經濟學派的論點以外，藉由課堂的交流，認識到

不同執法機關在實際執法的諸多思考層面及執行

實務；而在課餘之際，也對各國的背景文化有進

一步的認識。一週的課程相當短暫，而執法的路

程很長，但在心靈上的充盈，則是受用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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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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公平會統計民國111年1-11月立案2,185件，其中收辦檢舉案1,700件

（占全部案件7成8），進行審理案件計1,828件（含截至110年底未結128件），自107年累計至111年

11月底（下稱近5年）收辦檢舉案計8,939件（圖1）。

圖1　近5年收辦檢舉案情形

111年1-11月檢舉案經處理結案1,674件，其中作成行政處分者34件，製發37件行政處分書

（函），不處分34件。近5年收辦檢舉案經處理結案計8,898件，其中作成行政處分128件，製發140

件行政處分書（函），不處分327件（表1）。

檢舉案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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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近5年檢舉案處理結果

111年1-11月檢舉案中經公平會作成行政處分決定並製發行政處分書（函）37件，其中處分罰

鍰31件，維持罰鍰金額2,773萬元，按違法行為別觀察，以聯合行為罰鍰金額1, 435萬元最高（占

51.7％），其次為欺罔顯失公平行為罰鍰金額598萬元（占21.6％）。近5年檢舉案件中，經公平會作

成行政處分決定並製發140件行政處分書（函），其中處分罰鍰131件，維持罰鍰金額1億1,998萬元，

按違法行為別觀察，以聯合行為罰鍰金額7,535萬元最高（占62.8％），其次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

告行為罰鍰金額2,270萬元（占18.9％）（圖2）。

圖2　近5年檢舉案「維持處分罰鍰金額」-按違法行為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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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4日於臺北市政府法務局消費者保護官室辦理「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視訊)。

■ 11月7日、14日及21日於臺北市辦理「111年度北部菁英公平交易法與案例研習營」。

■ 1月9日參加「APEC競爭政策與永續發展研討會」會議(視訊)。

■ 1月11日於臺南市辦理「國際反托拉斯案例分析與經貿情勢概況」宣導說明會。

■ 11月16日及17日分別於中興大學法律研究所及東海大學法律學院辦理「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訓練營」活動。

■ 11月18日於高雄市辦理「公平交易法案例解析及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最新修正說明」專
題講座。

■ 11月28日至12月2日陳副主任委員志民率團赴法國巴黎參加OECD競爭委員會11月例會及全球競爭
論壇。

■ 12月2日參加CPRC第5屆大阪研討會─數位平臺生態系統會議(視訊)。

■ 12月5日、6日於臺北市舉辦「第29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

■ 12月6日至12月8日赴紐西蘭參加ICN卡特爾研討會。

■ 12月8日至12月9日赴新加坡參加美國律師協會（ABA）2022年「亞洲反托拉斯會議」。

■ 12月12日至12月16日赴美國參加GMU「競爭法執法官員經濟學研習課程」。

■ 12月22日於高雄長春關懷協會辦理「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民國111年11、12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1.公平會於臺北市政府法務局消費者保護官室以視訊方式辦理「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2. 公平會於臺南市辦理「國際反托拉斯案例分析與經貿情勢概況」宣導說明會。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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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3.公平會於中興大學法律研究所辦理「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4. 公平會於高雄市辦理「公平交易法案例解析及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最新修正說明」專題講座。
5. 公平會陳副主任委員率團赴至法國巴黎參加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競爭委員會11月例會及全球競爭論壇，拜會
法國競爭委員會主任委員Benoît Cœuré先生(左)及副主任委員Fabienne Siredey-Garnier女士(右)並合影。

6. 公平會於臺北市舉辦「第29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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