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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案例

 買房換屋，應有的權利不可不知！

 以競爭對手的事業表徵作為關鍵字

廣告，使消費者誤認業者具有合作

關係，公平會開罰！

 洗腎器材通路大廠結盟上游製造
商，拓展集團業務能力

 節能標章具有效期限，小心買到逾
期貨！

 傳銷事業延遲退款，遭罰！

法規報導
提供事前諮詢與線上申報查詢服務，增

進結合審查效率

國際動態

 簡介歐盟新版「垂直集體豁免規

則」及「垂直限制處理原則」

 結合審查與潛在競爭

公平交易統計

110年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發展概況

會務活動

民國111年5、6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中華民國111年7月號

106 

壹、前言

本次報告主軸為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日本公平會）於

因應數位經濟發展之基本對策內容。本人認為有以下幾個重點：

調整企業結合的審查準則；如何界定數位市場的範圍，包括商品

市場跟地理市場；修訂審查的程序。除了企業結合之外，他們也

廣泛的就數位平臺市場展開產業調查，並做出相關處理原則。如

平臺跟消費者之間，個資不僅有隱私權的問題，還會牽涉到平臺

事業如果有不當取得或利用這些個資，因此增強其競爭地位，而

妨礙到其他事業競爭；另平臺與廣告商之間，因為數位廣告的興

起，壓縮了傳統媒體廣告的經營空間，同時也會產生競爭法上相

關議題。接下來將會以前開重點為核心及代表性案例進行介紹，

並提出淺見給公平會作為執法參考。

貳、日本公平會在數位市場之因應對策

日本政府為因應數位市場發展趨勢，2018年6月於內閣會議

作成未來投資戰略決議。日本經過泡沫經濟之後，冀望透過新型

數位平臺經濟的崛起，復甦國內經濟。在這樣的基本理念下，日

本政府跨部會找來日本公平會、經濟產業省、總務省，召開有關

健全數位平臺交易環境之檢討會，就各部會主管業務下達數位平

臺相關任務，日本公平會負責數位市場競爭政策，經濟產業省規

劃、因應數位經濟發展的健全環境，總務省則處理數位傳播、資

訊通訊產業如何跟數位市場相對應之政策。

2018年12月18日日本公平會等3個部會發布「因應平臺型商

務興起之充實規範基本原則」，在基本原則中提及數位平臺之特

公平會電子報歡迎上網訂閱，網址：www.ftc.gov.tw



2

公平交易通訊   NO.106    中華民國111年7月號FTC
性。首先，數位平臺本質存在操作、技術的不透

明性，因為數位平臺裡面應用到很多大數據、演

算法，而大數據與演算法形成的資料及演算法的

基本邏輯，都不容易被外界所知悉，因不具透明

性，若其轉換成一種交易上的參數，就容易對整

個市場競爭環境產生影響。其次，因為前開平臺

特性，基本原則便提及要如何促進平臺透明性，

目的在於確保交易之公平性。而如何了解平臺是

否具有透明性，則需要了解產業問題之所在，所

以在制定競爭政策前，必須要大規模、廣泛徹底

調查數位平臺產業交易實態，也因為不透明的問

題，所以需引進揭露重要約款、公開交易條件，

以實現平臺公平自由競爭環境。

此外，在數位平臺上，企業藉由結合將創造

更新穎、多元的現代化商業模式，所以日本公平

會進一步了解企業結合審查應考量之數據、創新

等因素；而數據來源為消費者，所以著重企業與

消費者關係間適用優勢地位濫用之規範，包含締

約地位不對等、資訊不對稱等。在前開原則下，

數據既然存在於平臺之中，若其具有公共財的性

質，應該檢討數據如何移轉、甚至達到開放的目

標。其次要建構柔和(低度管制)且有效之衡平規

範，並與國際間規範理念相調和，以避免限制數

位市場之發展，所以日本公平會在訂定規範時，

會跟美國、歐盟、英國及澳洲等相關機關交換意

見。

參、企業結合審查    

一、因應經濟數位化之企業結合審查

2019年日本公平會根據前述基本原則，進行

為期1年的產業調查及內部研究，公布「有關企

業結合審查之獨占禁止法運用指針」，此一結合

審查原則類似於我國公平會結合案件處理原則，

包含以下幾個重點。

（一）增列界定相關市場之考量因素

由於數位平臺有別於傳統商品，具有多

邊市場特性，所以市場界定應配合調整。在

數位平臺上很多都是提供服務的概念，甚至

許多社群網站、搜尋引擎並不收費，這些數

位平臺所重視的就不是價格競爭，而是非價

格之品質競爭手段，傳統上的概念在數位市

場上的應用會相對困難，所以就改用品質來

做為界定市場的標準。

日本的結合審查程序跟我國不太一樣，

我國公平交易法是要衡量比較限制競爭的不

利益與整體經濟利益，日本的獨占禁止法並

不是衡量比較，而是判斷結合後，是否有實

質限制市場競爭，重點在於「實質」，不是

形式上的限制競爭，實質的限制競爭向來在

日本的判例中有基本見解。但是在實際應用

上，也會考慮到公共利益的要素，所以實質

的限制競爭中，在數位市場的發展下，會考

慮到一些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要素，例如：參

與結合的事業是否有從事研發，因為從事研

發的事業可能沒有銷售金額，或可能是新創

企業，在認定申報銷售金額時，就會產生問

題，另外如果研發的標的在數位平臺發展具

有相當重要潛在競爭的因素，研發出來的技

術就會列入審酌結合是否有限制競爭的重要

參數。

（二）增列判斷實質限制競爭之考量因素

在審酌有無實質限制競爭時，要考慮

到以多邊市場、網路效果、轉換成本等數位

服務特性觀點，來進行競爭之經濟分析。以

多邊市場而言，要衡量數位平臺所牽涉到的

市場層級有哪些，不能單看一個市場，單

邊市場、多邊市場中，也有所謂鄰接市場的

概念，而網路效果則包含直接網路效果與間

接網路效果，這些都是在審酌實質限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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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所要考量的。還有最重要的是，網路的特

性係對長久繼續性使用者會產生lock-in的效

果，導致不易轉換交易對象，自然而然形成

平臺業者可能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的空間。

數據也是競爭上重要的參數，所以結

合案例中，如果有牽涉到數據就應特別注

意。垂直結合之後，如果事業取得一個平臺

事業，其擁有重要數據，日本公平會就會注

意事業在結合後，會不會拒絕其他業者來取

得數據，這是一種排他競爭的重要方法；另

外，若併購擁有重要數據投入要素的新創企

業，而該數據若是將來服務平臺發展的重要

參數，就自然而然形成參進障礙。這是日本

公平會非常關心的議題，總而言之，他們定

調數據為評估競爭的重要因素。

二、企業結合審查界定相關市場之考量因素

（一）場域

數位平臺對第三者提供服務之「場

域」，如果存在複數相異需求者，也就是存

在多邊市場之交易平臺，原則以各需求者層

級界定為相關市場，依多邊市場特性，判斷

企業結合對各層級競爭之影響。

（二）產品市場範圍

將從價格改以品質、非價格的參數

SSNDQ作為市場界定。數位平臺透過數位

通訊傳播，首先會考量提供通訊傳輸速度、

網際網路附隨服務等商品服務範圍，評估相

關服務對同一個需求者是否具有同種效用程

度，進一步考慮到，在提供給需求者相同效

用程度的服務時，相關服務的音質、畫質、

通訊傳播速度、資訊安全防護品質，及可能

使用語言、末端使用者的便利性等，綜合上

述因素，劃定是否屬於同一商品或服務的市

場範圍。

（三）地理市場範圍

地理市場係對於需求者而言，可以沒

有障礙轉換交易對象的範圍。將此理念融入

到數位通訊傳播中，需求者取得相同服務品

質，可以接受供給者提供服務的範圍，或供

給者提供相關服務之普及程度。以日本而

言，國土狹長、城鄉差距大，所以內閣府有

一個施政計畫決定在幾年內，要廣泛發展5G

新世代通訊技術，甚至於發展無人機配送藥

物、食物給深山內的老人。所以在考慮地理

範圍時，會考慮到城鄉差距還有網路普及程

度。

三、企業結合審查實質限制競爭之考量因素

（一）實質效果

如果參與結合的企業具有水平競爭關

係，表面上看起來，參與結合的企業市占率

低，但是數據是競爭的重要參數，如果市占

率低的企業，擁有競爭重要數據，或者是智

慧財產權等資產，則其潛在高度競爭力將難

以市占率指標表示，也就是說數據、智慧財

產權具有高度潛在競爭力，應依單方行為、

共同行為等效果，判斷是否實質限制相關市

場競爭。例如：拒絕交易；單方決定數位平

臺市場的價格、品質；未授權智慧財產權，

會促使其成為進行卡特爾行為的溫床，從這

幾個要素考量，低占有率卻擁有高度重要性

數據或智財權的結合案，是否有實質限制相

關市場競爭效果，非以形式市占率為基準，

而是考量許多實質限制競爭要素。

（二）網路效果

網路效果可以區分為直接網路效果與間

接網路效果。直接網路效果，是增加一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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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使用者會增進這個平臺使用族群本身的經

濟效益，一般而言，社群平臺、行動電話網

內互打免費都是這個例子；間接網路效果，

則是增加一個使用者族群會對於平臺另一邊

使用者族群增加經濟效益，例如：搜尋平臺

使用者增加，會增加廣告商投入搜尋平臺的

意願，在多邊市場平臺，公司因企業結合使

其獲得相當數量需求者，以致提高市場另一

邊之商品價值及經濟效用等競爭力，這就是

間接網路效果對相關市場之影響。

（三）潛在高度競爭力

如何判斷是否為潛在高度競爭力之數

據，應考量因素包含數據種類、擁有數據數

量、收集數據之頻率及範圍程度、擁有數據

對於提升相關市場競爭力之關聯性程度、相

較於其他非參與企業結合之競爭者可能取得

之數據，具有如何程度之優勢性。例如：

Google併購Fitbit，Fitbit生產之智慧型手錶

可以偵測脈搏、血壓等數據，而在併購後這

些數據傳送到Google平臺本身所經營的廣

告平臺、健康食品公司，對於Google在經

營健康、醫療相關數位廣告時即為重要數

據。

四、「有關企業結合審查程序之對應方針」修訂

本次方針之修訂，增列企業併購對價總金額

申報門檻，雖然被併購公司之市占率、銷售金額

均低，不會有限制競爭效果，甚至不會達申報

門檻，但是不要忽視新創企業數據的重要性。日

本目前的結合申報門檻不是市占率，而是採銷售

金額，銷售金額區分為高低兩個門檻，分別為

200億日幣及50億日幣，被併購公司若屬新創企

業，銷售金額仍低，雖未達50億日幣，但是很有

潛力，如果併購對價總金額超過400億日幣（包

含股票、證券、現金合計），並符合下列要件

之一：(一)被併購公司之營業或研發據點位於日

本國內；(二)公司開設日語網頁或使用日語宣傳

手冊，以日本國內需求者為營業活動對象；(三)

被併購公司透過進口之國內銷售金額超過1億日

幣，則認為足以影響國內需求，日本公平會得命

其提出結合申報。

五、企業結合案例

（一）Google併購Fitbit案(2021)

本案為全球性的收購案，在歐盟也有，

日本公平會在審查本案時，亦與歐盟執委會

交換意見，這兩家公司的總公司都在美國，

Fitbit為生產穿戴型智慧型手錶的公司。

1.申報門檻

由Google取得Fitbit全部股權，Fitbit為

新創企業，事業剛起步，在日本國內銷售金

額未達申報門檻的50億日幣，但是Google收

購Fitbit時，對價超過400億日幣，且足認有影

響國內需求，符合前述要件。

2.結合型態

結合型態屬於混合型（混合型係指結

合參與事業部分有上下游、部分有異業關

係）。使用Fitbit智慧型手錶要下載App驅動

程式，App是Google App程式商店提供，

而智慧型手錶在使用的時候要連接到智慧型

手機，將測得的健康數據傳輸到健康管理平

臺，要有一個應用程式介面，也是Google

所提供，所以具有上下垂直的結合關係。此

外，Google還有經營相關的數位廣告、管理

健康數據的公司，所以這個結合案件同時也

是異業結合型態。

3.市場界定

就商品市場來說，智慧型穿戴產品，除

了手錶之外，還包含眼鏡、耳環、手環、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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鍊，雖然都是管理身體健康的穿戴型產品，

但是功能效用對需求者而言不一樣，既然是

穿戴型，對於講究時尚風的需求者會注重搭

配，所以穿戴型智慧裝置因應需求者的個人

穿搭時尚需求，就把智慧型手錶單獨界定一

個市場，市場相對較小。Fitbit下載驅動程

式，有很多種語言，如果按照語言選擇應該

是全球性的，但是牽涉到健康數據，要符合

日本相關醫療法規，各國管理穿戴型智慧裝

置的醫療法令不盡相同，所以智慧型健康手

錶要符合日本的醫療法令，地理市場就只能

界定為日本全國；此外健康相關App、數位

廣告亦是如此；而作業系統的地理市場則是

界定為全球。

4.自行承諾措施

G o o g l e本身亦有經營健康管理的廣

告、應用程式，有機會透過此一併購，累積

使用者相關健康數據，並移轉給其數位廣告

商，以銷售相關健康商品，極可能對於多邊

市場造成相當的影響。但是日本公平會又認

為Fitbit與Google結合，從另一層面而言，

將有益於使用者的健康管理。Google了解到

日本公平會這個疑慮，所以自行提出10年的

承諾措施，包含不拒絕所有其他廠牌的智慧

型手錶下載安卓應用程式介面，並提供其他

競爭同業相關健康數據，前提是經過消費者

同意，最重要的是Google本身的數位廣告

事業不會使用相關健康數據，並且每半年一

次，Google會提出獨立第三方監督執行承諾

措施報告，使日本公平會減少其疑慮。

（二）ZHD、LINE合資經營案(2020)

ZHD為日本雅虎的控股公司，屬日本軟

銀（SBK）集團旗下公司，LINE是韓國通訊

軟體NAVER集團旗下公司，ZHD、LINE合

資共同成立控股公司，控股公司股份分別由

日本軟銀與NAVER所持有，等於是由日本

雅虎與LINE統合經營的關係。

1.市場界定

本案所牽涉到的市場相當多，包含免

費線上新聞、非搜尋連結型廣告、特定數

位廣告仲介、掃描支付，LINE與日本雅虎

都是免費線上新聞較多，雖然有一些新聞是

收費的，但是在這件案子裡面，兩個都是提

供免費線上新聞。非搜尋連結型廣告包含展

示型與發訊型，展示型係指廣告直接展示在

網頁上，非透過搜尋引擎進行搜尋；另外則

是發訊型，透過FB、LINE、E-mail等方式

收到廣告。日本的廣告市場很大，不是廣告

代理商就直接到網頁上刊登，通常都是廣告

主先去平臺刊登需求，廣告仲介商就會提出

方案，給予找廣告代理商的建議。日本雅

虎有一個支付系統叫PayPay，LINE旗下支

付系統為Line Pay，兩者支付系統都是使用

QRcode，在日本市占率都相當高。上述4市

場的界定，因為使用的語言、產品特性，日

本公平會均將其界定為全國市場。

2.水平結合型態

LINE與日本雅虎具有水平競爭關係，所

以是屬於水平型的企業結合。評估結合效果

要注意他們是競爭關係，在這幾個市場中，

結合是否會造成市場的參進障礙，對於需求

者而言，會不會造成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

位，另外還有鄰接市場。以線上新聞而言，

有一些屬於收費的新聞，與免費新聞市場為

鄰接市場的概念；就掃描支付而言，對於信

用卡、其他電子支付系統會不會造成鄰接市

場的壓力，這都是要考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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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掃描支付市場限制競爭疑慮

日本公平會最擔心的是掃描支付市場，

因為兩者市占率相加達60%，再加上掃描支

付市場具有雙邊市場跟間接網路效果。支付

系統QRcode掃描一邊為使用者，另一邊為

加盟廠商，使用這個系統的消費者越多，另

外一邊要加入這個支付系統的廠商就越多(間

接網路效果)。亦可能會產生點數回饋資金障

礙，因使用特定支付系統次數越多，會產生

越多的點數回饋，產生循環效果，另外鄰接

市場競爭壓力不高，按實際調查結果，尤其

是支付系統中，很多消費者用習慣單一支付

系統後，具有lock-in的效果，轉換率低。

4.自行承諾措施

LINE與日本雅虎均為盛行的網站與通訊

軟體，一為規模甚大的入口網站，結合後，

日本公平會最擔心者為數據共有的相乘效

果，兩者統合運用可能產生實質限制競爭效

果。透過日本結合事前諮詢制度，LINE與日

本雅虎先行提出3年內自行承諾措施，每年

定期報告加盟店手續費及數據利用情形，緩

解兩者結合後調高加盟店手續費的疑慮，若

仍有限制競爭的疑慮，壓縮其他競爭業者空

間，願意提出協議改善限制競爭疑慮措施，

LINE與日本雅虎並且承諾不實施排他性條件

或約款。

（三）小結

前述兩個案例都是業者自行提出承諾措

施，日本公平會放行，符合日本規範數位平

臺經濟發展，採取柔和且有效的執法方針，

形式上為業者自行提出承諾措施，非日本公

平會附加條件或附負擔，並且衡量其對日本

市場發展並非全然限制競爭的壞處，一方面

提高國人健康，一方面使數位平臺更有效率

利用資源，符合數位平臺經濟發展趨勢。

（本文係講座民國111年4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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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所黃佑婷同學摘要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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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公平會接獲民眾檢舉，數次前往新北市新店

區A預售屋接待中心看屋時，要求審閱買賣契約

書，銷售人員告知先支付20萬元定金，才能審

閱契約，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

案件事實及調查經過

公平會派員至A預售屋接待中心進行訪查

時，發現確實有檢舉人所反映銷售人員要求先支

付定金才提供契約攜回審閱的情形。雖然負責代

銷A預售屋的廣告公司對於公平會現場訪查結果

表示，當日銷售人員告知購屋人刷卡20萬元才

能攜回買賣契約書審閱，主要是表達購屋人如對

戶別、價格合意時，可刷卡20萬元先支付一部

分定金保留，而支付定金與是否能攜回契約書審

閱無關。但亦坦承確實有拒絕未支付定金之購屋

人將買賣契約書攜回審閱之情形。

另調查結果亦發現，本案購屋人之支付定金

日期在契約審閱日期之前或為同一日者，有相當

高的比例。且銷售人員對於A預售屋銷售流程也

顯示，購屋人在支付定金前，並未有攜回買賣契

約書審閱之機會。

顯失公平且影響交易秩序

基於預售屋之金額高、風險大，不同於一般

消費性商品之交易特性，並參酌內政部意見及定

型化契約對消費者權益保障之精神，購屋人為資

訊相對弱勢一方，支付定金後即存有交易風險，

企業經營者先收取定金始提供契約攜回審閱，將

妨礙購屋人作成正確交易判斷，實為挾其資訊不

對等之優勢地位，不當限制購屋人攜回契約審閱

之顯失公平行為。

結語

綜合全案調查結果，興建A預售屋之建設公

司與受託銷售之廣告公司，於銷售過程要求購屋

人先支付定金始提供買賣契約書攜回審閱之行

為，並非單一或偶發事件，具有影響多數受害人

之效果，對於其他守法同業形成不公平競爭，足

以影響以價格、品質等效能競爭作為核心之市場

交易秩序，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買房換屋，應有的權利不可不知！
以購屋人先支付定金作為提供契約審閱之條件，顯失公平！

■撰文＝蔡惠琦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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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網際網路之普及與電子商務之發展，網

站已成為事業爭取交易機會之重要途徑，當網路

使用者欲尋找特定事業或商品資訊時，除非已熟

知該事業的網域名稱或網址，否則必須藉助搜尋

引擎輸入與欲查詢資訊相關的關鍵字，方能於漫

無邊際的網際網路空間中過濾出所需資訊，故搜

尋引擎扮演帶領網路使用者通往事業網站間之渠

道，也因此衍生商業化之付費搜尋服務，亦即關

鍵字廣告。

案例背景

「小豪包膜」是國內知名手機保護貼、手

機殼等手機周邊產品銷售業者，除於民國102年

至109年期間陸續註冊6個相關商標，拍攝數十

部YouTube影片，並投入資金刊登廣告及拍攝影

片。某日小豪包膜員工於Google搜尋引擎網站輸

入「小豪包膜」關鍵字，卻發現愛進化公司逕以

「小豪包膜」關鍵字，刊登「犀牛盾壯撞貼，手

機螢幕小豪包膜-非玻璃防爆保護貼」廣告，故向

公平會提出檢舉。

經公平會調查結果，愛進化公司自行向

Goog le網站購買關鍵字廣告服務，並以「小

豪」、「小豪包膜」、「小豪包膜 價位」及「小

豪包膜 價錢」等詞作為Google搜尋引擎匹配消

費者鍵入文字與搜尋結果之關鍵字，當消費者輸

入前揭字串後，搜尋結果即可帶出「犀牛盾壯

撞貼，手機螢幕小豪包膜(或小豪、小豪包膜 價

位、小豪包膜  價錢等關鍵字)-非玻璃防爆保護

貼」關鍵字廣告。若進一步點擊，則會連結至

愛進化公司經營之「犀牛盾｜官方網站–犀牛盾

RhinoShield」網站，網站內容則以提供手機殼、

手機螢幕保護貼等相關手機周邊產品訂購、產品

介紹及購買優惠為主。

關鍵字廣告爭議

「小豪包膜」自創立以來，除以該名稱註冊

相關商標，並持續透過拍攝影片、刊登廣告及經

營社群媒體等方式推廣其產品，屬「已投入相當

程度之努力，於市場上擁有一定之經濟利益」之

要件。檢視愛進化公司所刊登關鍵字廣告呈現方

式，乃將自有品牌及產品名稱(即犀牛盾壯撞貼)與

「小豪包膜」等關鍵字並列(依消費者輸入字串差

異帶出不同關鍵字)，再佐以非玻璃防爆保護貼等

文字描述，整體易使網路使用者誤認「犀牛盾」

及「小豪包膜」具一定合作關係，之後點擊該關

鍵字廣告，即會被攔截並導向愛進化公司經營之

網站，進而減損「小豪包膜」事業表徵背後所蘊

含之經濟利益，已影響國內手機保護貼等相關產

品市場交易秩序。

以競爭對手的事業表徵作為關鍵字廣告，使消
費者誤認業者具有合作關係，公平會開罰！
購買競爭對手事業表徵的關鍵字，要注意廣告整體呈現方式不可讓消費者難以辨識。

■撰文＝陳汝雅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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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愛進化公司使用競爭事業表徵製刊關鍵字廣

告，致使Google搜尋結果呈現其自有品牌及產品

名稱「犀牛盾壯撞貼」與競爭對手事業表徵「小

豪包膜」等關鍵字並列，並搭配廣告文字及自營

網站連結，整體觀察易使人誤以為兩者屬同公

司之事業表徵或具有一定關係之效果，屬榨取他

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且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關鍵字廣告（圖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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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醫療器材通路商佳醫健康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佳醫公司）為鞏固與洗腎器材製造商德

商Fresenius Medical Care AG & Co. KGaA（費森

尤斯醫藥集團，下稱FME）之合作關係，擬分別

自FME旗下英屬開曼群島商ASIA RENAL CARE, 

LTD.（下稱ARC）及香港商Fresenius Medical 

Care Hong Kong Ltd.（下稱FMC香港公司）取得

英屬維京群島商卡汀諾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卡汀

諾公司）及香港商安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馨

公司）各近半股權，並分別與ARC、FMC香港公

司共同經營該2家公司，合致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

1項第2款及第4款之結合型態。另因參與結合事業

市場占有率及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達公平交易法

第11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之申報門檻，且無同法

第12條除外規定之適用，因此依法向公平會申報

結合。

相關市場

人工腎臟（即血液透析器）係當人的腎臟無

法發揮正常功能時，作為血液透析過程中引導體內

毒素或廢物擴散至體外的媒介；洗腎機則是利用血

液幫浦、透析液幫浦等引導，控制血液流經人工腎

臟排毒後回到體內之儀器。佳醫公司、卡汀諾公司

及安馨公司均銷售洗腎機、人工腎臟等洗腎相關產

品，於「洗腎器材通路」市場具水平重疊關係，又

卡汀諾公司及安馨公司之母公司FME集團亦供應

洗腎機及人工腎臟予佳醫公司銷售，雙方亦於「洗

腎機」及「人工腎臟」市場具垂直供應關係，故本

結合兼具水平及垂直結合態樣。而洗腎器材銷售通

路並無特殊之地域限制，以我國現行地理環境及交

通因素觀之，運輸成本在我國境域內並無顯著差

異，故地理市場應界定為「我國」。

競爭評估

由於卡汀諾公司及安馨公司結合前、後均只銷

售母公司FME產品，而佳醫公司未取得其等過半

股權，無權單方調整其等通路，因此本結合並不會

造成國內洗腎器材通路市場的變化；又洗腎器材通

路商之下游交易相對人為醫療院所，亦有一定之議

價能力，且參與結合事業結合後市占率增幅不大，

應無任意提高洗腎器材價格之能力。

再者，由於FME結合前、後既有銷售通路不

變，而佳醫公司於結合後雖取得FME 2家子公司之

股權，但無法因此影響FME之經營策略；另洗腎

機及人工腎臟製造商皆為國際知名大廠，且市場上

尚有其他既有通路業者，本結合尚不至於限制其他

洗腎器材通路商及製造商選擇交易相對人之可能

性。

洗腎器材通路大廠結盟上游製造商，拓展集
團業務能力
佳醫公司攜手洗腎器材龍頭費森尤斯集團，鞏固彼此合作關係，同時深化自身業務學習。

■撰文＝章法筑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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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結合前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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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本結合尚不具有顯著限制競爭之疑慮，且佳醫

公司有機會學習國外醫療器材製造商上下游整合模

式，可促進洗腎器材產品及通路服務競爭，得認其

結合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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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公平會依照事業結合申報書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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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經濟部能源局民國109年11月13日函移L網站

銷售溫熱型開飲機商品（下稱案關商品），刊載

「榮獲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惟查案關商品之

節能標章證書有效期限至107年11月26日，已逾期

且未重新取得節能標章驗證，疑涉廣告不實。

調查事實

經查J公司於L網站銷售案關商品，刊載「榮

獲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予人印象為案關商

品獲有節能標章認證，較其他未獲節能標章之溫

熱型開飲機商品具有較少能源消耗之功效。惟據

經濟部能源局表示，案關商品節能標章證書有效

期限至107年11月26日，已逾期且未重新取得節能

標章驗證，且該局委託工研院辦理網路購物平臺

稽查作業，108年5月曾查獲案關商品廣告宣稱獲

節能標章驗證之違規事項，經通知限期改善，於同

年月確認已改善完成，109年11月9日再次稽查，

仍查獲同樣違規情事。案關商品節能標章證書已屆

期失效，J公司仍刊載「榮獲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

章」，足以引起一般大眾對案關商品之品質產生錯

誤認知或決定，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

規定。

事業製作廣告應善盡查證義務，民眾選

購前亦可上網查證 

節能標章具一定期限，業者依商品取得節能標

章之實際狀況調整廣告並非不能，倘經查獲限期改

善，惟仍刊登不實廣告情事，公平會將嚴加懲處。

公平會亦提醒民眾選購家電商品前，宜至經濟部能

源局節能標章全球資訊網(https://www.energylabel.

org.tw/)再次查證商品獲證情形，小心買到逾期

貨。

節能標章具有效期限，小心買到逾期貨！
節能標章具有效期限，倘節能標章證書已屆期失效且未重新取得節能標章驗證，事業就不能於廣告宣

稱榮獲節能標章。

■撰文＝張晏慈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2 

（圖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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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公平會接獲多位民眾反映，以書面向多層次傳

銷事業D公司申請退出退貨，早已超過法律規定之

辦理期間30日，但一直沒收到退款。

未依法定期限辦理退款

D公司於民國109至110年間受理傳銷商申請退

出退貨案件中，計96位傳銷商之139件經營權案件

係屬自訂約日起算30日內申請退出退貨，而D公司

未於傳銷商契約解除或終止後30日內辦理退出退

貨；另有58位傳銷商之71件經營權案件係屬自訂

約日起算30日後申請退出退貨，而D公司未於傳銷

商契約終止後30日內辦理退出退貨，已違反多層

次傳銷管理法第20條第2項及第21條第2項規定。

傳銷商權益應自行掌握

傳銷管理法賦予傳銷商參加傳銷事業有30日

的猶豫期，及猶豫期後仍可隨時提出終止契約退出

傳銷事業，且明訂傳銷事業受理傳銷商退出退貨

申請，應於法定期限30日內辦理完成。傳銷商若

發現不適合經營傳銷業務，應盡速以書面向傳銷

事業辦理退出退貨，相關範本可參考公平會網站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List.

aspx?uid=1170&mid=1170)。

傳銷法令疑義，請參考公平會網站

為使民眾能更容易理解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

範，公平會於全球資訊網(https://www.ftc.gov.tw)

多層次傳銷專區下，建有認識多層次傳銷、多層次

傳銷的10個重要知識、多層次傳銷法令規定及案

例等宣導資料供民眾參閱。

傳銷事業延遲退款，遭罰！
多層次傳銷事業辦理傳銷商退出退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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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莊靖怡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專員）

（圖片來源：公平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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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規定，事業結合在

達到一定門檻規定時，應先向公平會提出申報；

公平會在審查結合申報案件時，皆需依據公平交

易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評估結合申報案件的整

體經濟利益和限制競爭的不利益，審理過程中也

要依法檢視資料是否齊備、徵詢外界意見、等待

期間是否延長或縮短、決定是否附加條件或負擔

等程序。對參與事業而言，進行結合可能涉及投

資或財務規劃的經營策略，因此時效和審查進度

資訊的掌握實屬重要。

為提升結合審查效率與提供簡政便民服

務，公平會在民國110年特別成立「結合工作小

組」，檢視與結合案件相關的行政流程和行政規

則，並邀集工商團體、外國商會、法律實務界與

競爭法及行政程序法領域之學者專家召開「如何

提升結合審查之透明性與有效性」座談會聽取各

界意見，同時參考先進國家之結合管制實務，建

立「結合申報前諮詢制度」，並於110年8月17

日訂定「公平交易委員會提供事業結合申報前諮

詢服務作業要點」，協助參與結合事業釐清是否

符合結合之定義、是否達到申報門檻及應提出申

報之主體，並就事業結合申報相關文件及結合案

件之適用程序提供意見，以降低申報事業在申報

前可能產生的疑慮，並能儘速完備申報文件。

此外，為使結合申報案件審查進度公開透明

以及縮短申報的行政流程，公平會也提供結合線

上申報與進度查詢服務。自110年7月1日起提供

「結合申報案件審查進度線上查詢功能」，申

報人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後，只要透過結合申

報線上填報系統即可同步於系統中，隨時查詢案

件審查進度，即時知悉結合申報案件的進度，掌

握經營策略規劃的商機。另為提供更便捷服務，

自110年10月1日起，除維持以書面方式提出申

報，也增加網路線上提出結合申報管道，節省以

書面申報書或補件資料之公文書往返時間。

後續公平會也將逐步透過資訊化、電子化

的推動，研擬各項業務電子化申辦作業，簡化

各項行政流程，落實簡政便民與行政透明的目

標。

提供事前諮詢與線上申報查詢服務，增進結
合審查效率
為使行政程序更公開透明，並提供簡政便民的服務，新增結合申報作業事前諮詢與線上查詢功能，歡

迎事業多加利用。

■撰文＝林裕恭、吳佳蓁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長、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法規報導｜



15

TAIWAN FTC NEWSLETTER
｜國際動態｜公平交易通訊   NO.106    中華民國111年7月號FTC

前言

 歐盟執委會在今（2022）年5月10日修正

通過了「垂直集體豁免規則」 (Vertical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 VBER)，並附帶修訂了
「垂直限制處理原則」（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iction Guide, 下稱垂直原則），該規則及
原則已於6月1日正式生效，並將於2034年5月31
日到期。事業在2022年5月31日前所簽訂之協議
如有不符新規則內容者，將有1年(即2023年5月
31日前)的轉換期間，以合乎新的規定。

VBER涉及垂直協議，即商品與服務供應商
及經銷商間兩個或多個企業之間所達成之協議，

涉及各方購買、銷售或轉售某些商品或服務的條

件。「歐盟運作條約」(TFEU)第101(1)條禁止
企業之間達成之協議，然而同條第3項則規定，

此類協議如有助於改善商品的生產、經銷、促進

技術或經濟進步，同時允許消費者公平分享由

此產生的利益並且不消除競爭，則可豁免第1項

之規定1。VBER旨在通過建立安全港，讓事業

評估其垂直協議是否符合TFEU第101(1)條，依

新的VBER規定，若任一簽約方市場占有率均不

超過30％，即推定為無「核心限制」(hardcore 

restraint)得以集體豁免。而垂直原則旨在提供

事業如何解釋及適用VBER，以及如何評估不在

VBER安全港範圍內的垂直協議之適法性。

依歐盟發布之新聞資料，此次VBER及垂直

原則修訂之主要目標在於：

一、重新調整安全港以消除「偽陽性」(False 

p o s i t i v e )並減少V B E R下的「偽陰性」

(False negative)2；亦即消除過於寬鬆或減

少過於狹獈的安全港，減輕事業合規成本。

簡介歐盟新版「垂直集體豁免規則」及「垂直限
制處理原則」
歐盟執委會於2022年5月10日修正通過了「垂直集體豁免規則」並附帶修訂了「垂直限制處理原

則」。修訂後的規定為企業提供了更簡單、更清晰的指引，並可協助事業評估其在垂直協議中如何遵循最

新規定。

■撰文＝杜幸峰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視察）

1 TFEU第101條
（第1項）

事業間協議、事業團體決議與一致性行為，係足以影響歐體會員國間交易，且以妨礙、限制或扭曲歐體共同市場競爭為效果或目的者，與共同市場不相容，應予禁

止。包括下述行為：

（a）直接或間接決定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

（b）限制或控制生產、市場、技術發展或投資；

（c）分配市場或資源供給；

（d）對交易相對人為差別待遇，致其受到競爭上不利益；

（e）以交易相對人接受附帶義務作為締約條件，而該附帶

義務之性質與商業用途均與該契約毫無關聯。

（第 2 項）

本條規定所禁止之協議或決議，應自動無效。

（第 3 項）

但有下列情形時，第 1 項規定得被宣告不適用：

－事業間協議或某種協議類型，

－事業團體決議或某種決議類型，

－一致性行為或某種一致性行為類型，

有助於改善商品之生產或分配、促進技術或經濟進步，並確保消費者能享受其利益，而無（a）對相關事業課以非必要之限制；或（b）使相關事業就系爭商品之重

要部分排除競爭等情形者。
2 偽陽性係指符合集體豁免安全港所涵蓋的垂直協議及限制，但執法機關不能充分確定它們是整體上有正面提升效率，從而滿足條約第101條第3項規定的例外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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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事業在目前數位及科技發展而重塑的商業

環境中，提供可協助事業自我評估是否符合

歐盟條約第101條更簡單、更清晰及最新的

規定與指導原則，並確保在整個歐盟更一致

性的適用該垂直規定。

VBER主要修訂部分

一、雙重經銷（dual distribution）：指供應商不僅

通過獨立經銷商銷售其商品或服務，而且還

直接向最終客戶銷售相同之商品或服務而與

其獨立經銷商直接競爭。舊的VBER 豁免雙

重經銷，但因近年來雙重經銷的使用增加，

新的VBER主要規範供應商在直接競爭中在提

供商品及服務時與自己的經銷商之協議：

（一）豁免範圍擴大：新的VBER將雙向經銷

之豁免擴大到進口商及批發商，但不包

括線上中介服務  (online intermediate 

service, OIS)提供者。如果OIS提供者所

提供之商品及服務與使用其線上平臺的其

他事業競爭，並因此具有混合功能(hybrid 

function)則其協議不適用豁免。

（二）資訊交換：垂直協議中之資訊交換若(1)與

協議沒有直接關係，(2)對改進契約商品或

服務的生產或經銷沒有必要，則將被排除

在豁免之外。執委會在新的垂直原則中提

供了可能滿足或不可能滿足這2個條件的

資訊示例，以指導事業在如何實際應用上

開條件測試，並提供可採取預防措施的例

子，以盡量減少資訊交流引起競爭問題之

風險。

二、平價義務(parity obligation)或稱最惠客戶

(Most Favorite Nation, MFN) 條款：是指要

求事業承諾對其交易相對人提供(1)與其他

銷售/行銷管道(例如在其他平臺上)或(2)在

事業的直接銷售管道(例如，自己的網站或

平臺上)相同或更好條件的義務。前者稱為

跨平臺(cross-platform)或廣義平價條款，後

者稱為狹義平價條款。舊的VBER對所有類

型平價條款均可集體豁免，但近年來，零售

平價條款(與向最終用戶提供產品的條件有

關)的使用已成為競爭法主管機關頻繁執法

行動的主題。本次主要修訂部分為：

（一）歐盟的執法已確定主要源於廣義平價條款

的限制影響競爭。因此，新的VBER取消對

跨平臺零售平價義務的集體豁免優惠，規

定此類平價義務必須根據條約第101條單獨

評估。

（二）所有其他類型的平價義務 (包括狹義的

平價義務 )繼續享有集體豁免。但在新

的V B E R引入了「個別案件之撤銷」

(Withdraw in individual cases)條款3，上

開受惠範圍實際上可能會受到限制：相關

市場高度集中的一個或多個平臺業者同時

對賣家施加狹義之平價條款(即所謂累積

效果，cumulative effect)而限制OIS供應

商間之競爭且又沒效率之證據，則該集體

豁免可能會被依VBER第6 條撤銷。

三、雙重定價(dual pricing)：即經銷商對零售商

就同一商品或服務在線上銷售及線下銷售收

取不同價格。舊的VBER視雙重定價為核心

限制而未予豁免，但新的VBER及垂直原則

認為雙重定價可激勵在線上或線下銷售管道

投資之增加，因而可允許雙重定價的豁免，

但須遵守若干限制原則：(1)線上及線下銷

售的批發價格差異必須與線上和線下銷售管

道之間的成本或投資差異合理相關；(2)線

上和線下銷售的批發價差不應有限制跨境銷

售或妨礙買方有效使用網際網路的目的。

四、代理人(agent)：係指委託人(供應商或經銷

商)委託就購買商品或服務進行談判或簽約

的自然人或法人。因代理人非獨立經濟經營

者，委託人與代理人間之代理協議不屬於

件。如果存在偽陽性，執委會有義務縮小安全港範圍，以使其與條約第101條及授權條例（Empowerment Regulation）保持一致。偽陰性則指不包括在集體豁免

範圍內之垂直協議及限制，但可以充分肯定地假設它們通常滿足條約第101條第3項的條件。執委會若將此類協議及限制排除在安全港之外會增加事業(尤其是中小

型企業)的負擔，因為它們會在自行評估其協議是否符合條約第101條，從而增加合規成本。因此，執委會努力盡可能減少任何此類偽陰性。
3 見VEBR 第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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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條之範圍。但新的垂直原則認為須注

意以下情形：

（一）代理人如代表眾多(a large number of )

委託人談判或簽約，例如OIS因其特定特

徵，通常為大量賣家提供服務，並利用規

模經濟及議價能力不平衡的強大網路效果

進行重大投資，將不被視為是代理人而會

落入第101(1)條範圍，不受豁免。

（二）下游經銷商可以同時為同一供應商不同

產品的代理及獨立經銷(即雙重代理人，

dual role agency)，只要代理關係不是委

託人以不正當方法強加即可受惠豁免，否

則將落入第101(1)條之規範範圍。

五、永續性(sustainability)：新的垂直原則確認

永續發展目標(包括氣候變遷、限制自然資

源使用、減少浪費、促進動物福祉等)是歐

盟政策的優先目標。執委會明確指出，永續

性協議不是歐盟競爭法下的一個獨特的協議

類別，但永續性目標的實現能夠成為條約第

101(3)條涵義內的效率而構成集體豁免。新

垂直原則提供了此類效率的例示，包括在選

擇性經銷系統中使用與永續性相關的標準，

以及施加排他性義務以激勵對綠色能源工廠

的投資等。

六、競業禁止義務(non-compete obligation)：

係指買方有不製造、不銷售或不轉賣與契約

商品或服務有競爭關係之其他商品或服務義

務；或買方在市場購買的契約商品或服務總

額的80％以上有義務是從某特定供應商或指

定的某一事業處購得。新的VBER規定了可

默認期限超過5年的豁免競業限制條款，前

提是買方可以在合理期限內有效地重新談判

或終止包含競業禁止義務的垂直協議。另若

供應商阻止經銷商從供應商的競爭對手處購

買用於轉售之產品，則無法獲得豁免。

七、限制轉售價格(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RPM)：指直接或間接對買方施加固定或最

低轉售價格限制的協議。這些都是對競爭

的核心限制。在大多數情況下，它不會通過

TFEU第101(3)條規定的個別豁免。為更明

確地處理RPM，執委會引入了與最低廣告

價格 (Minimum Advertised Price，MAP)及

履行契約(fulfillment contracts)相關的額外

指導原則，禁止經銷商將廣告揭露之價格低

於供應商設定的水平。

（一）最低廣告價格：禁止經銷商將廣告揭露

之價格低於供應商設定的水準，將被視

為是間接之RPM行為而不受VBER之豁

免。

（二）履行契約：供應商與買方簽訂垂直協議

以履行供應商與特定客戶之前簽訂之供

應協議。執委會提供關於所謂的履行

(fulfillment)或直接運輸(drop shipping)契

約的指導原則(供應商與買方同意價格及

其他主要銷售條款，但使用第三方「履

行者」(fulfiller)來處理交付和其他後勤安

排)。根據新的垂直原則，履行契約的處

理取決於提供履行服務的企業是由供應商

還是客戶選擇，如果供應商選擇提供履行

服務的承諾，則供應商強加的轉售價格

不被視為 RPM；但如果客戶選擇了該承

諾，則供應商對該承諾要求的轉售價格可

能相當於RPM。

八、獨家交易(exclusive distribution)：在獨家交

易體系中，供應商將一個地區或一組客戶獨

家分配給一個或有限數量的買家團體，同時

限制其在歐盟內的所有其他買家積極向獨家

地區或獨家客戶銷售分配給獨家經銷商。在

獨家交易系統中對被動銷售4的任何限制仍

屬核心限制。
4 新的VEBR第1條第1項(l)及(m)款詳列了「主動銷售」(active sales)與「被動銷售」(passive sales)之定義。主動銷售為買方主動透過拜訪、信件、電子郵件或其他

直接通訊方式或透過專門針對該客戶群或針對該地區客戶線上或線下的促銷活動，積極接近特定客戶群或特定地區的客戶。相反，「被動銷售」(passive sale)通
常是指賣方回應個別客戶主動提出的要求而進行的銷售，包括向這些客戶交付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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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的VBER在第4(b)(i)條中引入了「共享排

他性」(shared exclusivity)的概念，允許供

應商在每個獨家區域或客戶群中最多指定5

名經銷商。新的垂直原則解釋，超過這個

最大值，獨家經銷商可能會發生投資上的

搭便車風險，從而消除每個經銷商的投資

動機，降低獨家經銷所欲達成之效率。

（二）新的VBER及新的垂直原則闡明，集體豁

免也適用於供應商要求其分銷商「傳遞」

(pass on)其直接客戶的限制，以限制向專

門分配給其他經銷商的地區或客戶群進行

主動銷售5。惟此種傳遞在經銷鏈的下游

並沒有被豁免。

九、選擇性經銷(selective distribution)：係指供

應商承諾僅將契約商品或服務直接或間接銷

售給根據特定標準選擇的經銷商，並且這些

經銷商承諾不將此類商品或服務出售給在供

應商保留的地域內未經授權的經銷系統經銷

商經營該系統。新的VBER第4(c)條賦予選

擇性經銷系統增強的保護：供應商現在可以

禁止買方及其客戶向位於供應商運營選擇性

分銷系統的地區的未經授權的分銷商銷售產

品，無論這些買方和客戶本身是否位於該區

域之內。

十、線上銷售限制(online sales restrictions)：

（一）新的V B E R對線上銷售限制修正涉及

對雙重定價及對等原則 (equ iva lence 

principle，即對線上銷售的標準與實體店

面銷售所採取不同標準)觀點之更新。新

的VBER認為，線上銷售已經發展成為一

種運作良好的銷售管道，不再需要相對於

線下銷售管道進行特殊保護，不再有理由

將雙重定價或供應商對線上與線下銷售的

不同標準認為是核心限制。

（二）其他依新的垂直原則被視為核心限制之行

為包括：

• 禁止在其他區域之客戶造訪經銷商網站或重

新導引到指定網站，但要求經銷商提供供應

商或其他賣家商店連結則不在此限。

• 拒絕使用不在經銷商所在區域內之信用卡付
款。

• 要求經銷商只能在實體商店或有專業人員在
場下出售商品或服務。

• 要求經銷商在進行個人線上交易前須先徵得

供應商之授權。

• 要求經銷商在其網站或線上商店使用供應商
之商標或品牌名稱。

• 禁止經銷商設立或經營一個或多個線上商店。

十一、線上廣告限制 ( o n l i n e  a d v e r t i s i n g 
restr ict ions)：新的VBER認為，線上銷售
已被視為一獨特之經銷管道，因此線上價格

比較服務以及搜索引擎應被視為線上廣告管

道。依VBER第4(e)條，禁止使用這些比價服

務或線上廣告將構成核心限制。但依新的垂

直原則，若協議在不妨礙使用所有線上廣告

服務的限制下實施特定條件(如質量標準)而禁
止在特定管道廣告，則仍可受惠豁免。

結語

歐 盟 執 委 會 負 責 競 爭 政 策 的 副 主 席

Margrethe Vestager女士表示：「修訂後的
VBER與垂直原則是經過徹底審查的結果。新規
定將為企業，提供最新的指導原則，以適應未來

更加數位化的十年。這些規定是幫助包括中小企

業在內的所有企業，評估他們在日常業務中垂直

協議的重要工具。」此一規則及指導原則為事業

提供更簡單、更清晰與最新的規則及指導原則，

確保在整個歐盟更協調地應用垂直協議規範。
5 主動銷售限制涉及對買方主動接觸個別客戶的能力限制，通常構成防止此類限制協議集體豁免之核心限制。舊的VBER僅包含此規定的少數例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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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科技技術不斷進步，加以數位平臺經濟

快速發展，近年來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結合

案件審查，除了關注參與結合事業之相關市場地

位、市場力量與結合後可能產生的限制競爭效果

外，對於結合案可能影響相關產品的創新誘因以

及潛在競爭(potential competition)等因素，也開

始加以重視。2021年OECD競爭委員會即特別針

對「潛在競爭」議題舉辦研討會，並針對潛在競

爭做出如下定義：對於廠商的行為可能產生潛在

的競爭限制，儘管他尚未真實地發生1。

在評估潛在競爭因素時，會考量潛在競爭者

是否具備有提供完整產品或服務之能力，以及是

否具有足夠之生產規模，可輕易進入相關市場參

與競爭之能力，不過相較於現存的競爭者而言，

潛在競爭者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可能並未正式開

始銷售，所以尚無產品價格、銷售數量與市場占

有率等產銷資料，導致在結合案件審查評估潛在

競爭因素時，無法運用產品價格或市場集中度等

指標進行經濟分析。再者因潛在競爭者尚未進入

該相關市場參與競爭，評估潛在競爭之關鍵因素

可能須從創新因素加以考量，例如潛在競爭者對

現有產品進行創新或研發，但尚未提供該相關產

品。這種情形在製藥產業十分常見，本文乃介紹

歐盟與美國近年來於水平結合與垂直結合案中，

如何衡量潛在競爭之實務案例。

水平結合案例

在水平結合案件中，潛在競爭者尚未在相關

市場提供相關產品或服務參與競爭，亦未對現有

事業產生實質之競爭壓力，但現有事業若不進行

此項結合，則其潛在競爭對手可能在未來參進該

市場，並發展成為該事業強大的競爭對手，因此

事業有誘因收購該潛在競爭者以排除競爭。

一、Bristol-Myers Squibb/ Celgene案2

2019年1月美商必治妥施貴寶公司(Bristol-

Myers Squibb, 下稱BMS)宣布將以740億美元收

購美商賽基公司(下稱Celgene)，美國聯邦交易

委員會（下稱美國FTC）受理該結合案後調查發

現，Celgene旗下的Otezla藥品為該公司之暢銷

藥品，其主要用於治療牛皮癬等疾病，2019年

該藥品之銷售額預計可達18.6億美元，而BMS正

在研發的TYK2抑制劑新藥(BMS-986165)，雖然

尚未正式取得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之

核准，但其亦可用於治療牛皮癬，兩種藥品藥效

相同。為防止參與結合事業可能於結合後，放棄

結合審查與潛在競爭
結合審查評估潛在競爭因素時，由於潛在競爭者與現有競爭者不同，其尚未正式參進市場競爭，無

法運用產品價格或市場集中度等指標進行分析，須從創新與研發等因素加以考量。

■撰文＝王性淵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視察）

1 "Potential competition could be defined as a competitive constraint on a firm's behavior  that might potentially arise but has not yet actually done so." See OECD 
(2021), Concept of potential competition, OECD Competition Committee Discussion Paper.

2 詳見美國FTC (2020), Decision and Order C-4690, in the matter of BMS and Celgene,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191_0061_c4690_bms_
celgene_decision_and_ord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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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S相關新藥之後續研發，減損牛皮癬相關藥品

之潛在競爭，美國FTC於2019年11月有條件核

准此項結合案，條件是要求參與結合事業BMS必

須將Celgene旗下的Otezla藥品分割出售予第三

方，以解決可能衍生的限制潛在競爭疑慮，最終

BMS以134億美元將Otezla藥品出售予另一家藥

廠Amgen，以完成其原本之結合案。

二、AbbVie/Allergan案3

2019年6月美商AbbVie Inc.(下稱AbbVie)宣

布將以630億美元收購愛爾蘭商Allergan plc(下

稱Allergan)，歐盟競爭總署受理該結合案後調

查發現，AbbVie旗下的Humira藥品為該公司暢

銷全球之明星藥品，2018年該藥品之銷售額達

200億美元，在治療中重度潰瘍性大腸炎及克

隆氏症藥品市場中，AbbVie之Humira藥品可提

供良好之療效。而Allergan正在臨床試驗研發

brazikumab藥品，雖然尚未取得藥品許可，但其

亦可用於治療中重度潰瘍性大腸炎及克隆氏症，

兩種產品藥效相同。為防止參與結合事業可能於

結合後，終止Allergan相關新藥之後續研發，減

損中重度潰瘍性大腸炎及克隆氏症相關藥品之潛

在競爭，歐盟競爭總署於2020年1月有條件核准

此項結合案，條件是要求參與結合事業Abbvie必

須將Allergan正在研發之新藥品brazikumab產品

分割出售予第三方，以解決可能衍生的限制潛在

競爭疑慮。

此外，美國FTC也受理此項結合案，並於

2020年9月宣布有條件核准，條件是要求參與結

合事業Abbvie與Allergan必須將brazikumab、

Zenpep以及Viokase等藥品分割出售予第三方，

以解決可能衍生的限制潛在競爭問題4。

垂直結合案例

事業進行垂直結合後可能會對其下游參與結

合事業的潛在競爭對手進行投入封鎖或產出封

鎖，以排除其參與相關產品市場之競爭，例如參

與結合事業可透過拒絕供給中間原料給下游之潛

在競爭對手，使其無法生產相關產品；或者大幅

提高中間原料售價，及降低最終產品之售價，使

下游潛在競爭對手無利可圖而退出市場。以下介

紹Illumina/GRAIL案5。

Il lumina公司（下稱Il lumina）是全球唯一

多種癌症早期檢測(MCED)的基因定序供應商，

而GRAIL公司（下稱GRAIL）則是以液態生物

檢體(liquid biopsy)技術而聞名，其可透過血液

檢體，一次檢測多達50餘種癌症。GRAIL原本

是 Illumina 的下游客戶，Illumina為了更深入臨

床基因檢測市場，於2020年9月宣布將以約80億

美元收購GRAIL，然而這項結合案受到歐盟競

爭總署與美國FTC之關注與調查。美國FTC與歐

盟競爭總署均認為這項結合案將減損美國或歐盟

境內多重癌症早期檢測市場之創新，降低相關

癌症測試的品質，並且可能使相關檢測價格上

漲。特別是Illumina為相關檢測市場關鍵原料投

入的唯一供應商，倘本案結合後，Illumina可以

透過提高向 Grail競爭對手收取相關儀器及耗材

之售價，有效封鎖排除 Grail潛在競爭對手參進

市場。美國FTC已於2021年3月向美國哥倫比亞
3 詳見歐盟競爭總署決定書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M. 9461 Abbvie/Allergan,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9461_1187_3.

pdf).
4 詳參美國FTC於2020年9月4日公布之新聞稿https://www.ftc.gov/news-events/news/press-releases/2020/09/ftc-approves-final-order-imposing-conditions-abbvie-

incs-acquisition-allergan-plc.
5 詳參歐盟競爭總署決定書European Commission (2021), M.10188 Illumina/Grail,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1_3844,以及2021年

Illumina and Grail案美國FTC決定書, https://www.ftc.gov/enforcement/cases-proceedings/case-document-search?title=illumina&field_document_description=.，
本案目前在美國與歐盟仍在持續進行中，尚未有確切之最終結果，其後續發展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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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法院提起訴訟，訴請法院阻止Illumina收購

GRAIL。儘管面臨美國FTC與歐盟競爭總署之關

切，Illumina仍於 2021年8月完成了對Grail 的收

購，歐盟競爭總署則於2021年10月要求在本件

結合案獲得歐盟正式核准前，兩家公司必須各自

獨立。

識別潛在競爭者

在結合案件審查過程中，有效察覺潛在競爭

關係及識別可能的潛在競爭者，對於判斷結合後

是否具有潛在競爭的效果非常重要，且不同行業

亦面臨不同的挑戰。例如前揭製藥產業案例中，

潛在競爭對手相對容易識別，因為新藥研發時間

冗長，在取得正式藥品許可前，新藥無法正式進

入市場參與競爭，但新藥之療效與原有藥品相同

時，兩者即構成潛在競爭關係。

然而，在數位平臺經濟相關市場中，相關產

品之潛在競爭對手則不容易有效識別，這主要是

因為提供各種創新技術或服務的新創事業一直不

斷湧現，加上各種新創事業發展迅速，可掌握的

資訊卻相對有限，且相關產品的需求變化與不確

定性很高。

為有效識別可能的潛在競爭，部分學者建議

可以針對參與結合事業的下游客戶進行訪查，以

了解相關業者對於潛在競爭者參進市場競爭的可

能性意見；此外，也可特別留意相關市場是否具

有其他人為的參進障礙，使得潛在競爭者無法有

效參進市場競爭；最後，亦可針對結合案之收購

金額是否過高，以了解收購方高價收購是否可能

隱含有封鎖排除潛在競爭之動機6。 

我國實務執法情形

按市場上現有之競爭者如從事限制競爭或不

公平競爭之行為，除了影響現有之競爭秩序及傷

害其他競爭者之利益外，亦可能阻礙或排除其他

「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參與競爭之機會，進而

影響到消費者因市場自由競爭所可享有之利益。

故不論是現有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均應在結合

案件審查過程中加以考量，始可達到公平交易法

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之立法目的。

目前本會所訂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

中，於供給替代、參進程度、抗衡力量、法令管

制改變、技術進步等因素考量時，皆有明確揭示

應考量潛在競爭可能性。此外，我國法院亦曾於

判決書中就潛在競爭加以定義，其認為所謂「潛

在競爭者」，係指尚未加入但依已定之計畫、設

備即將或可能加入市場，以及暫時退出但有計畫

返回市場之事業而言，則潛在競爭者既可得自由

參進與退出相關市場，並且能對相關市場內既有

競爭者形成競爭，自可視為與其他競爭者有水平

競爭關係7。 

結語

本文主要彙整歐盟競爭總署與美國FTC近年

來於審理水平或垂直結合案件中，考量潛在競

爭因素之實務案例，部分相關案例仍未有最終結

果，其後續發展值得關注。另就本會與我國法院

實務執法情況而言，本會所訂定之結合申報案件

處理原則中已有多處明確揭示應考量潛在競爭之

可能性，而我國法院也已就潛在競爭有相當明確

之定義，相關規定與判決書內容均可提供相關事

業於申報結合案件之參考。

6 詳參 Latham, Oliver, Isabel Tecu & Nikita Bagaria (2020), Beyond killer acquisitions: Are there more common potential competition issues in tech deals and how 
can these be assessed?, CPI Antitrust Chronicle, 2(2), 26-37.

7 詳參100年4月28日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603號判決。另107年2月8日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民公上字第2號判決，及107年7月26日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民

著訴字第4號判決亦有針對潛在競爭有類似之定義與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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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為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主管機關，為強化多層次傳銷業之輔導及管理，每年針對報備多層

次傳銷事業辦理經營發展狀況調查，以確實掌握多層次傳銷事業最新發展動態，俾利產業良性發展。

依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民國110年參加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營業總額及發放佣(獎)金總額均較上一年度增

加，呈現穩健上升的趨勢。

本次調查對象係扣除尚未實施及已停（歇）業等業者，並以110年間仍有實施多層次傳銷之347家

事業為調查所得之結果，其內容摘要如下：    

（一）整體營業總額呈現攀升趨勢，事業間營業規模差距甚大：

1.110年347家傳銷事業之營業總額達1068.45億元，較109年調查之營業總額980.09億元增加。

2.事業營業額平均值為3億791萬元，以介於1,000萬元至1億元之家數最多，有108家（占總家數

31.12%），營業額合計約為43.84億元，占整體營業額4.10%。

3.營業額達10億元以上之事業共有21家，占總事業家數6.05%，營業額合計達802.79億元，占多

層次傳銷業整體營業額75.14%，其平均營業額為38.23億元。

110年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發展概況

■撰文＝莊靖怡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專員）

圖1  傳銷營業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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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入多層次傳銷事業，女性傳銷商仍為市場主力：

1.110年底傳銷商人數計364.87萬人，較109年底348.91萬人，增加15.96萬人，扣除重複參加1家

以上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傳銷商人數計363.0萬人。

2.傳銷商人數占全國總人口數之比率約15.56%，即平均每萬人中有1,556人加入多層次傳銷，較

109年底之14.76%，增加0.8個百分點。

3.110年新加入之傳銷商共計81.17萬人；退出之傳銷商人數共計有47.96萬人。

4.女性傳銷商仍為傳銷市場之主力，110年女性傳銷商共計251.50萬人（占68.93%）。

（三）佣(獎)金總額較去年亦有增加：

1.110年傳銷事業佣(獎)金支出計475.02億元（109年431.21億元），占營業總額之44.46%，較

109年佣(獎)金支付比率44.00%，增加0.46個百分點。

2.傳銷商加入傳銷事業，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並得介紹他人參加，進而獲得佣（獎）金或其

他經濟利益，但因部分傳銷商僅為產品愛用者，實際尚無從事傳銷行為。110年曾領取佣(獎)金

之傳銷商約98.5萬人，占傳銷商總人數之27.00%。其中女性傳銷商領取佣(獎)金者計72.34萬人

（占73.42%），領取金額為334.02億元（占70.32%）。

圖2  傳銷商人數規模

圖3  佣（獎）金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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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傳銷商品仍以營養食品類銷售額最大：

110年傳銷事業銷售之商品仍以營養食品類銷售額最大，計701.28億元(占65.64%)，次為美

容保養品197.18億元(占18.45%)。

（五）使用網路行銷者日益普及：

110年採行網路行銷者計222家，占總家數之63.98%，較109年之63.06%，略為增加。其

中，提供線上訂購(網路購物)者有212家，設置網路商城者有178家，二者皆有使用或設置者有

168家。

4 
 

 

圖4 傳銷商品類別占比

圖5  傳銷事業使用網路行銷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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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傳銷事業對未來營運之狀況持樂觀態度：

傳銷事業在經營上雖擔憂市場不景氣、同類商品競爭加劇及非法傳銷事業之影響，惟預期

111年營業額將較110年增加者有147家 （占42.36%），預期持平者有134家（占38.62%）。

6 
 

 圖6  傳銷事業對未來營運之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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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4日至6日赴德國參加2022年ICN年會。

■ 5月5日赴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辦理「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5月9日辦理「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擬與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結合案」及「遠傳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擬與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結合案」座談會。

■ 5月11日與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辦理「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視訊)。

■ 5月26日辦理「蘋果公司App Store與App開發商競爭議題」座談會。

■ 6月17日赴臺北市文山區樟新里辦公處辦理「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 6月20日至6月24日參加OECD競爭委員會6月例會及相關會議(視訊)。

民國111年5、6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1

3

2

4

1.公平會陳副主任委員志民在ICN年會「單方行為中的緊急程序工具」分組場次擔任與談人。
2.公平會陳副主任委員志民在ICN年會與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USFTC)競爭局局長Holly Vedova女士(左1)及司法部反托
拉斯署(Antitrust Division, USDOJ)國際組組長Lynda Marshall女士(右3)等官員進行會談後合影。

3.公平會赴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辦理「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4.公平會赴臺北市文山區樟新里辦公處辦理「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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