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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對策：經濟法的思維架構

管制產業的業別立法，無論工具或目的，通常都與競爭法不

同。在進入20世紀之前，這兩套制度都開始萌芽，1889年加拿

大制訂反托拉斯法，美國著名的反托拉斯法Sherman Act則在次

年頒布。Sherman Act實施初年，逐步發展出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到了20世紀，美國反托拉斯法又陸續透過國會立法加

以補充。美國小羅斯福總統任內，新興管制機關又隨著「新政」

不斷出現，數十年內，管制機關與管制工具也推陳出新。管制產

業的業別立法與競爭法同屬經濟立法，最大的共通點就在於：針

對問題思考對策。

二、壟斷問題：從R. A. Posner一篇舊作談起

(一)背景

NATURAL MONOPOLY AND ITS REGULATION在1969年

初版，30年後的1999年由CATO Institution重刊，並且邀請原作

者撰寫導論，可以說是一本為法律人寫的經濟學理論。該書提

到，管制在1960年代被認為理所當然，只要被認為重要的公用

事業，公共政策上就要加以管制。在1969年，將自然獨占納入管

制，是美國當時學界的主流見解；而Posner在這篇文章則批評：

在這個時代所有管制的想法，都欠缺實證基礎。Posner在參與電

信專案小組期間，將歷來關於壟斷問題所採行的對策與工具，以

他所熟悉的方法做分析，發現全部都有問題。這篇文章並不談其

公平會電子報歡迎上網訂閱，網址：www.f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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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獨占產業型態，特別針對獨占裡相當特殊的議

題—公用事業(public utility)與共同載具(common 

carrier)。

(二)電信兼具兩者特色

當時美國電信產業可以大致劃分為兩大勢

力：電報及電信。電報集團服務難以普及到家家

戶戶，而且相較於電話技術進步有限，終究逐漸

沒落。共同載具的特色，以電話來說，首先一定

要佈建網路，而佈建網路的成本很高，不只是實

體器材設備，更需要取得通過土地的路權。在行

動通訊商業應用以前，電信主要仰賴固定通訊，

需要建置實體網路，而網路建置成本極高，倘若

不建置則無法提供服務。所以，電信事業的沉沒

成本相當龐大，參進障礙極高。再者，電信事業

固定成本也相當龐大，維修設備、提供服務都需

要大量人力及營運資本。因此，經營電信事業需

要相當大的規模；電信事業一旦提供服務後，邊

際成本又極低，平均成本遞減的情況非常明顯。

因此，無論政府是否管制市場參進，當時的電信

事業也都傾向於朝獨占發展。

(三)管制

管制的理由主要有：倘若放任獨占將使消費

者權益受損，超額利潤會使廠商內部資源配置無

效率、社會分配不平等、無動機創新，如果是公

用事業則更會使消費者勉強接受低品質服務、無

法回應消費者需求，更糟糕的情況可能是在新的

競爭者加入時，原獨占廠商浪費資源在排除其競

爭、將對手鬥垮，而不將資源用於提昇服務，產

生不公平競爭、社會問題及政治問題。

(四)管制革新建議

由於形塑管制程序的力量來自各方，許多非

專業人士都參與扭曲管制流程，就此，Posner提

出以下建議：

1.管制革新建議：

(1)正確估算資產成本。

(2)誘因式管理。

(3)強化管制機關監督事業支出能力。

(4)改變管制程序結構重心。

2.另類革新建議：

(1)公有化。

(2)解體獨占事業。

(3)廢除公用事業管制法規。

(4)超額利潤徵稅。

以下則是Posner認為比較務實的改革建

議：

(5)減輕管制密度。

(6)強化實證分析。

(7)費率管制改革。

(8)新興事業管制。

三、公共事業/共同載具：市場注定失

靈？

電信沉沒成本及固定成本龐大，構成高度參

進障礙；另一方面，邊際成本極低而平均成本又

長期遞減，很容易形成自然獨占。如果是近幾

十年來興起的行動通訊，邊際成本幾乎是零，而

不考慮技術演進（因此必須重新投資建置網路）

的話，長期平均成本可以不斷降低。電信事業提

供服務前，必須建置龐大的網路（投入沉沒成

本），由於複製成本高，基於營業獲利考量幾乎

不可能以更具價格競爭力的條件複製網路；因

此，一旦既有業者建置網路之後，對手很難複製

出相同的網路，在這個網路範圍內幾乎就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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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就好像是天然氣事業必須建置輸送管道，在

供氣範圍內通常就是壟斷，不會有人建置第二條

管道，電信在早期也是同樣狀況。

區域獨占與跨區壟斷，在早期電信產業中已

經成為事實，此外又具備規模經濟特色，進到城

市內更是密度經濟：建置一條線路，可以連通最

多家戶，營收最高，成本最低，所以一定會在都

會區高度發展，而不想在偏遠地區建置網路。基

於成本分攤考量，建置網路可及範圍內的潛在用

戶越多，就可以找到越多人攤付成本，並且以各

種手段強攤成本。其實，電信的建設工程不比材

料便宜，鋪設線路的工程成本相當高，設備成本

並非全部建置成本，而且，電信設備折舊速度很

快，電話線的價值可能早已不存在，卻繼續成為

電信事業向用戶收費的名目。其實，對消費者最

實惠的資費方案，應該採用從量計價的彈性資

費。但是，如果電信資費完全從量計價，在業者

與消費者雙方之間都存在著相當的不確定性，業

者擔心投資無法回收，用戶則害怕帳單震憾（bill 

shock），所以各自希望有一個用戶平均貢獻度

（ARPU）與價格上限，因而僵在一個資費區

間，當費率管制僵硬的時候，勢必影響網路建設

與維運，整體網路服務品質隨之下降。所以，我

非常贊同Posner所說的資費管制彈性化。

四、德意志電信：擺脫壟斷宿命，浴火

重生

 德國的電信自由化政策在1970年代開始推

動，個別業務逐步開放私人申請經營。剛開始開

放加值電信服務，新進業者向德意志電信租網

路，轉而向民眾提供加值通訊服務。由於德意志

電信家大業大，個別加值服務業者相對較小，服

務與技術演化較快，漸漸可以吸收成本，提供更

多樣化與便利的加值服務與替代服務，而資費也

提供更多種組合，費率也更加多元。

接下來就觸及歐盟內部市場（Binnenmarkt）

政策，也就是單一市場（single market）內部的

產業與競爭政策。德國電信曾經面臨一種很尷尬

的情境：德國境內的發話方如果先以市內電話

轉接加值服務業者，加值服務業者把話務轉到國

外，再以國際電話回撥德國境內受話方，可能比

一路走德意志電信網路的長途電話還便宜許多。

這導致那些年間德國相當流行先打市內電話到加

值服務業者，再輾轉回撥國內的特殊通訊方式。

透過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輾轉聯網，消費者只要

付市內電話費就可打國際電話，也是類似情形；

在臺灣，也曾經發生這類問題，例如所謂上網包

或後來出現的skype。

1988年德國聯合政府決定配合歐盟1986年

電信自由化政策，多階段改革德國電信管制體

制。1989年第一階段郵政改革時，將同一屋頂

下的德意志聯邦郵政大家庭拆分成郵政、郵儲、

電信，三者如今都還是大巨人，拆分是三者開始

邁向事業化的第一步；1994年第二階段將3家事

業全部公司化，全部變成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民

營化，將政府持股降到3成以下，雖然德國政府

仍是大股東，但將政府在組織上的控制力減到最

低，回歸市場法則，政府角色從經營者責任蛻變

為制度保障責任，建立良好電信法制擔保德國提

供電信事業發展的良好環境，德意志電信則在自

由化的新生態裡與其他新進業者相互競爭，因

此，於1995年德國國會特別為此修憲，改變國

家角色定位，修正基本法，國家不再經營電信，

而是擔保郵務與電信服務普及於全德國；1996

年第三階段郵政改革則是於經濟部設置獨立管制

機關，以經濟管制調整產業環境，逐步解消郵政



4

公平交易通訊   NO.097    中華民國110年1月號FTC
電信的特殊性，將絕大部分重心放在資費管制，

後期尤其著重中間投入要素的價格管制（避免杯

葛及價格擠壓等限制競爭行為），管制工具則以

裁決事業與事業之間水平或垂直關係爭議為主；

勉強類比的話，臺灣的電信管制革新進程，目前

大概仍介於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之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管制仍然過多，尚未單純化。在電信體

制變動的同時，電信事業獨占的性質也隨之慢慢

改變，從依附於電信網絡的加值服務產業開始，

逐步擴展到開放需要建置部分網路設施的電信服

務，慢慢再開放每一種基本電信服務。改革開放

最重視時機，例如技術成熟度、市場發展趨勢等

因素，都是時機是否成熟的關鍵所在，德國就是

在歐盟內部單一市場政策下順勢推動改革，歐洲

電信管制政策轉向導入競爭，既把握技術成熟也

抓住時機，並且以對的方式，才能帶動行動網路

高度競爭。而先有服務競爭再促進網路競爭，所

以，先開放各國市場主導者跨境提供服務，然後

又各自在其他會員國境內競標頻率、取得路權擴

建網路，讓行動及固定寬頻越建越多，讓所有歐

盟會員國消費者都實際感受到電信管制革新的好

處，而電信事業也在競爭的條件之下篩選出好的

服務，而頻率、路權價格更不需要政府操心，自

然會透過市場機制調整到最適價格。

進入21世紀之後，德國電信市場與德意志

電信變化非常大，由於電信服務種類切割更趨細

緻，執照數量暴增，地區寬頻網路建設與西歐國

家採類似措施，開放電業合作，加速網絡建置；

而由於眾多業者進入市場，更使加值服務可以區

分為許多層次，服務價格持續穩定下降，從1997

至2000年約3年時間，費率減少了一半之多；更

有趣的是德意志電信的市占率也呈現穩定下滑，

可是總營收卻上升，顯然全體電信事業銷售出更

多的產品與服務；由於電信服務連網不需要每一

段都走同一家業者的網路，地區聯網密度越來越

高，中長程聯網減少，服務提供者可以選擇最有

效率連網方式，也使網路行銷上升，交易量也進

而提升；在此同時，德意志電信也跨向歐盟及全

球市場，在西歐、南歐、東歐等地區推展業務，

尋求在地合作夥伴，推動5G、AI等不斷推陳出

新的網路服務；2020年T-Mobile更正式獲准結合

Sprint，成為美國第三大行動通訊業者。德意志

電信的浴火重生歷程，證明管制產業大可擺脫壟

斷宿命，蛻變為全球競爭格局下積極進取的企業

公民；政府的核心任務，不是參與經營，毋寧在

於建構好的發展環境。

五、管制革新：市場競爭既是目的也是

手段

在臺灣，電信自由化過程中，調整產業組

織、界定服務市場的方式諸多失準，迄今都還殘

留許多「老」問題沒能解決；倘若參照德國前

例，正確界定市場、提供有效紛爭解決機制，其

實開放市場同時也可以調整產業體質，未必需要

採行美國、日本或英國式的激進「解體」手段。

至於一般談到國家安全就不免犧牲競爭的說法，

其實也似是而非；維護國家安全並不需要犧牲競

爭，以五眼同盟為例，五眼同盟的電信產業均開

放市場競爭，美國無國營電信，英國BT也已經澈

底轉型，加拿大CRTC基本上依循市場機制處理

通訊傳播事務，澳洲ACMA運作方式與CRTC相

似，紐西蘭更直接由競爭法主管機關管理電信產

業，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熟悉經濟學或競爭法的人都知道：透過競

爭，可以篩選出市場勝利者，在管制產業中更可

以馴化獨占產業；在許多方面，競爭也可以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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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效的政策工具。管制革新的重點之一，是在

原本欠缺市場競爭的地方，創造出市場競爭的條

件。歐洲的電信改革正是朝這個方向推進，目標

在於創造電信市場可以朝自主轉向競爭的環境，

從而逐步減少管制，管制基本上用以引導產業朝

向競爭發展，因此，管制應該將原本市場失靈的

部分一個個拉回正途，而非逆向擴大政府干預，

人為製造政府失靈情境。

六、電信管理：臺灣次世代寬頻的治理

挑戰

臺灣的電信管制革新進程大致如下：臺灣電

信產業最大轉變從1996年電信三法開始，經營

管理分離、釋出個別服務執照、開放私人設立電

信公司；2005年，電信管制機關與廣電主管機

關匯流，將多個產業合併在單一產業主管機關監

督之下，當時只有管制主體整合，新設立的NCC

則嘗試整合管制手段，但並沒有來得及推動真正

的產業匯流；2007年第一部匯流法草案，就是

NCC整併管制工具的具體成果，同步進行的，其

實已經在法規命令層次以下，嘗試逐步拉齊管制

措施；2012-2013年NCC推出電信法草案，爭議

焦點在於電信法第9條規定業者可以下架違法內

容，也就是可以中斷電信服務。2013年進行 4G

競價；2015年NCC則推出《匯流五法》草案，

很難得在行政院主導下，讓各部會深度參與，詳

細從各相關政策角度檢視後，通盤修訂跨出業別

管制、接軌虛擬世界法規調適的法律框架；2016

年有線電視幾乎全部數位化，主要歸功於時機成

熟、技術應用早已普及，同時視訊市場已經趨於

飽和，主管機關適時提供誘因成功締造全面數位

化新局；2019年立法院終於在拖了3年之後，正

式通過合併《匯流五法》中兩部草案的《電信管

理法》，2020年臺灣電信產業則在5G競價中再

創執照標金新高紀錄，業者何時可以提供超越

4G的真正5G服務，就讓我們拭目以待。更值得

我們密切觀察的其實是：政府究竟是越管越多、

看得見的手在市場裡越伸越深，還是：電信市場

越來越多元活潑，競爭條件越來越健全？如果單

看《電信管理法》規範，一時之間似乎也不容易

找到答案。

七、結語：他山石？近取譬？

從管制革新的觀點看來，其實，價格對了，

什麼都可能是對的。一百多年來管制產業的實證

經驗顯示：政府看得見的手介入產業，反而會

使市場失靈、效率減損、服務品質低落。其次，

許多想當然耳的管制思維，其實並未經過實證檢

驗，往往出自於主導者的直觀想法，因此，看似

理所當然的決策慣性，至少需要經過經濟分析加

以檢驗；關於管制為什麼一定會失靈，經濟學告

訴我們：因為政府創造管制租，被管制者轉而努

力尋租，管制者有意無意間製造了一堆參差不齊

的誘因，被管制者就追尋本身利益極大化的誘

因；由於民主政治的代理成本相當高，政治部門

轉化經濟議題的交易成本也很高；在沒有實證資

料支持之下，動員民粹製造更多懶人包，都只是

外行人誤導風向，無端產生資訊的不對稱傳播。

展望未來，期盼臺灣當局可以更加誠心學習外國

經驗，務實發展更適於本土的在地市場競爭模

式。

（本文係講座109年9月29日假公平會發表

之演講內容，經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研究

所黃佑婷紀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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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London Stock Exchange Group plc（下

稱LSEG）擬以股份轉換方式取得對Ref in i t iv 

Parent Limited（下稱Refinitiv）全部股份及控制

權，合致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及第5款

規定之事業結合，且Refinitiv於相關市場之全球

市占率超過四分之一，已達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

1項第2款之申報門檻，且無同法第12條之除外適

用情形，由LSEG依法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

競爭評估

LSEG為國際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營運商，

Refinitiv則為全球金融市場數據供應商。LSEG

與Refinitiv從事之業務範圍橫跨指數授權、金融

資訊（即時數據饋送、非即時數據饋送及桌面服

務）、外匯指標、交易所數據、固定收益分析等

產品或服務。

公平會考量參與結合事業間於我國並非緊密

競爭對手，在水平重疊產品之「指數授權」及

「桌面服務」市場占有率增加有限，結合後不致

大幅減低競爭壓力，且市場上仍有許多全球性的

大型競爭對手，結合也不致改變相關市場之結

構、增加市場集中度或競爭者間對稱性，尚無顯

著的水平面向限制競爭效果。

在垂直面向的競爭疑慮部分，公平會審酌參

與結合事業間主要垂直供應關係（如上游LSEG

指數及交易所數據之於下游Refini t iv金融資訊

產品等），經評估LSEG與Refinitiv結合後是否

會藉由阻礙下游競爭對手取得關鍵性的投入，

排除或封鎖競爭對手，並考量LSEG與Refinitiv

之市場地位、上游投入要素占下游競爭對手經

營成本之比重、競爭對手之反制能力、參與結

合事業在結合後所受歐洲金融法規與FRAND承

諾之約束等因素，公平會認為結合後LSEG與

Refinitiv尚無誘因或能力採取拒絕或差別供應之

垂直封鎖策略。

結論

經公平會綜合評估後，本案結合尚無顯著限

制競爭疑慮，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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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SEG收購金融數據供應商Refinitiv申報結合
LSEG與金融數據供應商Refinitiv申報結合，因無顯著限制競爭疑慮，公平會不禁止其結合。

■撰文＝吳佳蓁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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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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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日本Sof tBank與韓國NAVER及其子公司

LINE，擬透過公開收購及組織重整等方式進行

結合。結合後，LINE將由SoftBank與NAVER或

其從屬事業共同持有股份、共同經營及共同控

制。結合的目的是為了整併SoftBank旗下Yahoo 

Japan （下稱日本Yahoo）與NAVER旗下LINE

在線上廣告、電子商務、即時通訊軟體、行動支

付的經營資源。由於以上結合內容符合公平交易

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第4款及第5款的結合型

態，且參與結合的所有事業上一會計年度全球銷

售金額，以及SoftBank、NAVER個別於國內銷

售金額已達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3款結合申

報門檻標準，故於結合前向公平會申報。

潛在競爭的評估

據公平會調查結果，SoftBank集團旗下從屬

事業在我國境內的經濟活動主要是「微處理器及

系統的研發與授權」及「再保險、智慧型手機回

購及換購」，前述業務與NAVER從屬事業LINE

等在我國境內所從事的即時通訊軟體、線上廣

告、支付服務、電子商務等業務間，並無水平競

爭或上、下游供應鏈的垂直關係，故對我國市場

而言，本結合屬於多角化結合態樣。

多角化結合最主要的競爭疑慮在於是否減損

潛在競爭可能性，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本件結合，

參與本件結合的事業是否有可能單獨參進我國即

時通訊軟體、線上廣告、消費性電子商務、行動

支付等市場。公平會經考量法令管制改變、技術

進步及參與結合事業原本是否有跨業發展計畫等

因素，認為參與結合事業間並無顯著的潛在競爭

關係，故本結合不致減損潛在競爭可能性。

組合效果的評估

公平會考量本結合後So f tBank旗下日本

Yahoo，如透過LINE作為入口切入我國電商市

場，因實體商品仍需依賴健全的物流通路才能交

付商品予消費者，消費者向日本Yahoo購物或網

路賣家透過日本Yahoo銷售，仍需負擔國際運費

及更長的運送時間。其次，結合後LINE如果拒絕

供應官方帳號、廣告、導購服務予日本Yahoo的

競爭對手，競爭對手將轉向採用其他線上廣告媒

體，LINE將蒙受廣告收入流失的不利益。此外，

國內網購平臺多屬綜合性零售商，並非只銷售來

自特定區域或特定品類商品，故即使本結合後日

本Yahoo以LINE為入口切入我國電商市場，所取

代的對象較有可能是日本商品的國內代理商或供

應商，而非一般綜合性網購平臺，因此本結合應

日韓網路巨擘強強聯手—Yahoo Japan與LINE
結合 
面臨擁有技術及龐大市場的美、中科技巨擘競爭威脅，日本、韓國兩大網路巨擘懷有強烈危機感及抱

負，決定聯手拓展市場，尋求互補雙贏。

■撰文＝林學良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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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明顯排除競爭的組合效果。

數據資料累積議題

因一般使用者聯絡資料，其他網路服務業者

亦有機會取得，故參與本結合的事業所蒐集的

此類個資並無獨特性。至於使用者的「數位足

跡」，則因具有應用價值的期間短暫，且其他競

爭者亦得自行蒐集使用者於其網站、App的利用

行為，對使用者習性進行分析，因此參與本結合

的事業所蒐集的「數位足跡」雖具獨特性，但非

不可替代，參與結合事業未必能透過長期累積此

數據資料而取得競爭優勢。

此外，縱使本結合導致使用者資料集中化，

並使日本Yahoo及LINE能藉由整合用戶資料並加

以利用，提供更為準確的廣告投放、藉由使用者

數據資料調整演算法、優化現有服務或開發新服

務項目，但此結果能改善消費者的使用體驗及廣

告主的廣告效益，並非負面的限制競爭。再者，

語言文化及同儕分布會影響使用者對於數位服務

選擇，廣告主是以目標觀眾分布區域選擇線上廣

告平臺，即使本結合使日本Yahoo及LINE能藉

由整合用戶資料提供更優異的數位服務及更精準

的廣告投放，受限於語言文化、同儕分布及目標

觀眾等因素，應不致造成我國使用者大量轉向使

用日本Yahoo的服務，或使國內廣告主改由日本

Yahoo投放廣告。因此本結合形成使用者資料集

中的疑慮，主要出現在日本市場，並非本案應考

慮的國內效果。

結論

公平會經評估潛在競爭、組合效果的限制競

爭效果，並針對數據累積或集中化的競爭疑慮進

行分析，認為本結合不具有顯著的限制競爭疑

慮，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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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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小麥市場整體市況

民國108年我國小麥進口總量約134.9萬公

噸，對比同年度我國小麥生產量約4,830公噸，

國產小麥僅占整體小麥供給量比例約0.36%，我

國高度仰賴進口小麥以維持加工及消費所需。

我國小麥進口屬於自由開放市場，進口事業

有麵粉製造業者、醬油釀製業者、酒品釀造業者

及貿易商。依農業委員會糧食供需年報及麵粉公

會資料顯示，108年國內小麥供給量應用於麵粉

製造，總供給量比例約90.67%，另作為醬油釀

製及酒品釀造之原料，占總供給量比例約2%。

小麥進口方式

小麥屬於糧食管理法定義之糧食，小麥製成

麵粉後成為國民的主食之一，所以穩定之小麥進

口來源關係著我國糧食安全。然而，108年我國

進口小麥噸數，對比該年度全球小麥貿易量，

其比例僅有0.76%。而且我國麵粉廠屬中小型業

者，個別小麥採購量有限，故各業者需要聯合採

購小麥，集結採購數量，才有可能在與穀物供貨

商之交易過程中，取得穩定供應量與較佳協商條

件，同時亦須合船共同裝運小麥，才能使散裝船

滿載，節省海運成本。

國內小麥合船採購業者計有42家，包括僑泰

興公司等21家麵粉業者、金蘭公司等12家醬油釀

製業者及精鍾公司等9家貿易業者，108年總計合

船採購小麥約128.8萬公噸，占該年度我國小麥

總進口量比重約95.48%。 

合船採購進口小麥的例外許可及延展期

限

依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但書第5款規定：

「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而

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經申請主管機關許

可者，不在此限：⋯⋯五、為加強貿易效能，而

就國外商品或服務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

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許可應附期限⋯⋯事

業如有正當理由，得於期限屆滿前3個月至6個月

期間內，以書面向主管機關申請延展；其延展期

限，每次不得逾5年。」

僑泰興公司等42家業者前依公平會104年9

月17日公聯字第104006號許可決定書內容，准

予合船採購期限至109年9月30日止，惟因許可

期限將屆，故再向公平會申請延展合船採購期限

至114年9月30日止。

公平會許可延展小麥合船採購進口之許可期
限 
合船採購進口小麥具規模經濟，延展許可期限5年。

■撰文＝吳信德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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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船採購進口小麥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

共利益

因合船採購進口小麥具顯著規模經濟，此規

模難以藉由個別事業單獨進口得以實現，且國內

小麥進口業者眾多，市場競爭激烈，僑泰興公司

等42家業者透過合船採購可有效降低進口成本，

提升採購議價能力，減輕倉儲及資金壓力，穩定

進口原料品質，亦有誘因將節省之成本反映於終

端售價，使相關經濟效益得以擴散至中、下游或

消費者等階層，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依

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但書第5款及第16條第2

項規定附負擔准予僑泰興公司等42家業者延展合

船採購進口小麥聯合行為之許可期限至114年9月

30日。

此外，為消弭限制競爭疑慮及監督實施執行

情形，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第16條第1項規定附

加負擔內容，要求僑泰興公司等42家業者按季

函報本合船採購進口小麥日期、數量、價格等執

行情形，且不得利用本許可或相關規範從事其他

聯合行為、或無正當理由拒絕他事業加入、抑或

限制任一合船事業自由決定其合船採購進口之數

量，或禁止自行採購進口。

（圖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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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S公司與J公司同為傳動零組件之品牌代理與

加工業者，兩者互為競爭對手，J公司負責人於

民國108年11月在Google搜尋網站鍵入其公司名

稱「捷○」後發現「捷○需求 請找笙○實業」之

關鍵字廣告，S公司不當使用J公司名稱製作關鍵

字廣告，使人誤認兩者有一定關係，屬於榨取他

人努力成果之行為，故向公平會提出檢舉。

並列競爭對手公司名稱，榨取他人努力

成果

J公司以工業用皮帶及相關零組件為主要營

業項目，代理銷售美國、日本、韓國、義大利等

國之傳動零組件品牌，並在106年至108年間花費

若干廣告行銷費用及參加相關工業展覽，可認J公

司已投入相當資源推廣其業務並可證明「捷○」

作為其事業名稱所蘊含之經濟努力成果。而S公

司與J公司彼此為競爭對手，當S公司以競爭對手

之事業名稱「捷○」作為關鍵字廣告，並以「捷

○需求 請找笙○實業」之廣告內文附加S公司網

站連結之方式呈現，讓網路使用者於Google搜尋

引擎鍵入「捷○」時，出現並列「捷○⋯請找笙

○實業」之搜尋結果，整體觀察該廣告極易使交

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誤認兩者屬同一系列

產品或有一定合作關係，S公司之產品即可得以

推展，進而提升其交易可能性，明顯侵害J公司為

其事業名稱所投入之努力成果。

S公司任意將競爭同業名稱應用於自身之關

鍵字廣告內容，已影響以價格、品質等效能競爭

作為核心之市場交易秩序，核屬榨取他人努力成

果之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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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疏未審查或監督關鍵字廣告，不得

免責

S公司自認因其承辦人員不諳關鍵字廣告有

所疏失，而誤刊具爭議性之關鍵字廣告，並非刻

意榨取J公司之努力成果，且辯稱該關鍵字廣告

之整體曝光數、點擊數均極為有限，但無庸置疑

S公司是關鍵字廣告的出資人與關鍵字提供者，

具有審核權與決定權，更是該關鍵字廣告搜尋成

果所衍生利益之最終歸屬者，負有監督廣告文案

之義務，當然不能以員工不熟悉關鍵字廣告操作

流程或疏於審核廣告內容為由而免責。

以關鍵字廣告攔截同業客源－榨取他人努力
成果！ 
事業若為增加其網站之瀏覽人數而使用競爭對手之事業名稱製作關鍵字廣告，將可能影響市場之公平

競爭與交易秩序。

■撰文＝吳信德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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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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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W公司登記所營事業資料為「第三方支付服

務業」，其設立第三方支付平台，並於YouTube

網站登載「全通路代理配套」影音資訊，載有內

部業務級別為代理商、專員、主任、經理、處經

理、總監等6個層級及相關獎金分配方式，未於

開始實施前向公平會報備，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第 6 條第 1項規定。

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

銷行為前向公平會報備

案經公平會調查，W公司從民國107年7月

迄109年3月，透過YouTube網站、Facebook社

群網站及公司地點說明其「行動智能平台」服務

(包括第三方支付平台及電商平台)代理及推廣制

度，共計約推廣或銷售700至800件前揭行動智

能平台服務，招募之代理商、專員、主任、經

理、處經理、總監等人員約1,000人，簽約店家

約有4,000多家。

W公司「主任」以上層級可就其下組織銷售

服務業績及特約商店營業額，享有相關「責任津

貼」、「職務加給」等獎金之計算酬金，該公司

之營運模式已合致透過人傳人建立多層級組織，

並藉由該組織架構形成之人際網絡推廣或銷售其

服務，且獎金之發放具有多層級抽佣關係、團隊

計酬之性質，屬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3條規定之

多層次傳銷。惟該公司開始實施傳銷行為前，未

向公平會報備，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6條

第1項規定。

以傳銷方式推廣第三方支付服務卻未向公平
會報備，毋通喔！
隨國人消費習慣改變，越來越多人開始使用行動支付作為付費之方式，有業者嗅到此商機，以多層次

傳銷方式推廣、銷售其行動支付及網路商城服務，卻未於實施前向公平會報備是否合法？

■撰文＝陳建宇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視察）



15

TAIWAN FTC NEWSLETTER
｜焦點案例｜

（圖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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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A事業於購物網站銷售宗教聖物宣稱「真象

骨」、「此聖物因早年製作，加上因象骨聖物泰

國已禁止數量非常有限」等，民眾看了介紹有點

心動，又不禁懷疑象骨不是禁止買賣嗎？

廣告宣稱需有依據

公平會調查後發現，A事業未能提供此商品

材質為象骨之依據及事證。另依彰化縣政府現場

稽查資料顯示，商品未具象牙產製品橫切面具有

特殊之史垂格線（Schreger Lines），縱切面具

有細緻紋理；也未有動物骨製品，具有哈維士系

統（表面具小凹洞或抓痕狀之不規則凹陷）等特

徵，僅為一般塑膠製品，非屬保育類野生動物產

製品。依A事業廣告內容予人之印象為此商品材

質為真象骨，且數量稀少，極具收藏價值，但依

調查結果顯示此商品材質實際為一般塑膠製品，

廣告顯與事實未符，且廣告所描述之象骨數量稀

少具收藏價值等商品品質，為影響消費者交易決

定之因素，因此該廣告表現與實際之差異，有引

起交易相對人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已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象骨之真相
商品材質為影響消費者交易決定之因素，如果廣告表現與實際之差異過大，則可能有廣告不實。

■撰文＝莊靖怡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專員）

 2 

（圖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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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繼美國眾議院反壟斷小組委員會於2020年

10月公布美國科技公司壟斷行為調查報告，美國

司法部於10月對Google、聯邦交易委員會於12

月對Facebook分別提起反托拉斯訴訟後，歐盟

亦針對數位服務提供者提出全面性規範。

現行歐盟規範內部市場數位服務的主要

法規，為2000年7月生效之「電子商務指令」

（e-Commerce Directive），該指令調和歐盟

會員國法規並消除跨國營運障礙，惟生效近20年

後，已無法因應今日社會所需，例如：平臺經濟

（platform economy）的興起雖為消費者帶來福

利，然而許多商家卻遭遇公平性、競爭力、進入

市場等問題，又該指令在執行上，也面臨會員國

作法不一之情形，故歐盟執委會提出「數位服務

法套案」（Digital Services Act package）來取

代電子商務指令。

歐盟執委會於2020年12月15日1發布「數位

服務法」2及「數位市場法」3，係針對在歐盟境

內，包括社群媒體、線上市集及其他線上平臺

等數位服務提供者加以規範，預期將更能在線上

環境保護消費者及其基本權利，以形成更公平、

開放之數位市場。而跨歐盟單一市場之規範可促

進創新、成長與競爭力，並支援較小型之平臺、

中小企業與新創事業之發展，使其可輕易接觸整

個歐盟單一市場客群及降低法遵成本，且禁止

「守門人」4（gatekeeper）平臺採取不公平交

易條件，一般認為數位法案通過後將對Google、

Apple、Facebook、Amazon及Microsoft等美國

重要科技企業產生重大影響。

法案內容重點

（一）數位服務法之目標及內容

數位服務法的目標係為建立一個更安全的數

位空間，以保護所有數位用戶的基本權利。按線

上平臺雖有助於促進交易與創造商機，但也可能

被利用來散布非法訊息內容或販售非法商品或服

務，因此，該法案將對所有連結消費者與商品、

服務或訊息內容之數位服務提供者施加新的義

歐盟執委會提出「數位服務法」及「數位市場
法」草案
歐盟執委會於2020年12月15日發布「數位服務法」及「數位市場法」，前者旨在保護數位服務用

戶，後者是保護數位市場的競爭。

■撰文＝林文宏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科長）

1 歐盟執委會新聞稿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2347。
2 “Digital Service Act＂ 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fit-digital-age/digital-services-act-ensuring-safe-and-accountable-online-

environment_en。
3 “Digital Market Act＂ 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fit-digital-age/digital-markets-act-ensuring-fair-and-open-digital-markets_

en。
4 倘平臺服務者具下列要件將被視為守門人：﹙1﹚於歐盟內部市場有顯著影響力、﹙2﹚營運一個或數個企業用戶接觸客戶的重要通道、﹙3﹚其營運享有或預期享

有穩固且持久地位。除量化的門檻認定方式外，亦得以市場調查、採質化方式個案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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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重新平衡使用者、平臺與主管機關之權利與

責任。

數位服務法規範對象包括：提供網路基礎設

施﹙如網域名稱註冊﹚業者、代管服務業者、線

上市集與社交媒體等平臺，及可能傳播非法訊息

內容而造成嚴重危害的大型平臺﹙規模達歐盟人

口1/10，即4,500萬用戶﹚。

該法案內容包含：移除線上非法商品或服務

與訊息內容之新規範﹙如協助辨識銷售非法商品

的賣家或刪除仇恨言論﹚、線上平臺企業用戶可

追溯性的新規範﹙避免交易糾紛時難以追查賣家

行蹤致消費者求償無門﹚、平臺誤刪使用者內容

的保護措施﹙如投訴與補救機制﹚、廣泛的透明

化規定﹙如科技公司解釋演算法運作原理﹚、審

查平臺運作方式的權力﹙如方便法務及研究人員

獲取平臺數據﹚、大型平臺基於風險而避免其系

統被濫用的義務（如防止數據被濫用甚至成為影

響政治的工具）、政府主管機關間之合作機制以

確保有效執法等。而大型平臺除受特定監管架構

管制外，該法並賦予歐盟執委會直接裁罰平臺業

者的監管權力。

（二）數位市場法之目標及內容5

數位市場法目標在於確保公平且開放的數位

市場，並針對「守門人」平臺進行規範。按線上

平臺經濟依循贏者全拿的方式發展，市場往大型

業者傾斜、大型平臺發展成市場守門人會導致結

構性問題，除對市場可競爭性造成危害，且有守

門人平臺涉及反競爭行為，對企業使用者及競爭

者採取不公平交易手段，不僅將影響其企業用戶

的創新服務，也對消費者造成傷害。次按該等平

臺扮演企業用戶接觸客戶之重要通道並享有牢固

地位，不但成為民間規則制定者，且掌握企業與

消費者瓶頸渠道之力量，甚可掌控整個平臺生態

系，從而享有競爭優勢。為處理守門人不當行為

所造成的負面效果，並確保數位服務市場能有公

平、可競爭、創新之平臺環境，數位市場法訂定

界定守門人及防止守門人不公平行為，並建立基

於市場調查的執法機制。

數位市場法僅適用於核心平臺服務﹙core 

platform service﹚，包括：線上中介服務﹙市

集、app商店﹚、搜尋引擎、社群媒體、影音分

享平臺服務、作業系統、雲端服務、廣告服務

等。

該法要求守門人平臺多項義務及採取特定措

施，例如：在特定情況下允許第三方軟體與其平

臺服務之互通性、允許廣告主存取平臺成果計數

器及驗證於該平臺曝光之廣告、允許企業用戶在

平臺以外地方推廣服務及簽訂合約、允許企業使

用者存取它們利用該平臺所產生的資料。

至於禁止守門人平臺從事的行為，則包

括：不得禁止用戶移除預載之軟體或程式、不

得運用從其企業使用者所獲資料而與該企業使

用者競爭、不得限制使用者連結至該平臺以外

的服務。

違反上述規定者，歐盟執委會得處該事業最

高全球營業額10%的罰鍰，該法亦賦予歐盟執

委會展開市場調查的權力，以評估是否有新的守

門人行為與服務須納入法規。數位市場法儼然為

網路世界的反托拉斯法，其與歐盟競爭法相輔相

成，採事前規範將有害的結構效果降至最低，且

無礙歐盟既有競爭法於事後干預的執法能力。

5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4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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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一般認為歐盟這兩項新法令，首當其衝的

就是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及

Microsoft等美國科技企業，因其既屬於數位服

務法規範的大型業者，亦是數位市場法的目標，

可能迫使科技巨擘面臨鉅額罰鍰或是分拆處分，

而更公平、開放之數位市場將有利於較小型之平

臺、中小企業與新創事業之發展。上述法案將透

過歐盟一般立法程序，經歐盟部長理事會及歐洲

議會通過，預計仍須1至2年後才會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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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去(2020)年8月11日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

撤銷地方法院判決對高通公司(Qualcomm Inc.)

在涉及行動通訊技術之標準必要專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SEPs)授權行為的多項禁

令，同時也認為高通公司未授權其專利給同為競

爭對手的晶片供應商的行為，並沒有違反休曼

法(Sherman Act)和聯邦交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而且美國聯邦交易委

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並未說

明高通公司的專利授權行為，究竟對行動通訊

晶片市場造成何種反競爭效果1。本案對反托拉

斯法與智慧財產權領域的實務界與學術界人士

而言，是一個受到高度關注的案件，尤其FTC在

2017年投票表決通過起訴高通公司時，委員之

一的Maureen K. Ohlhausen罕見地提出反對意

見，更受到矚目2。

貳、背景說明3

高通公司是一家在行動通訊技術創新方面擁

有多項專利的公司，包括所有現代智慧型行動裝

置第三代(3G)的CDMA和第四代(4G)的高階LTE

技術之標準必要專利，這些被國際標準制定組織

(international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

SSO)選擇採用在行動通訊的專利技術，是實施

特定標準所必需。為確保產業所有參與者都可

使用SEP，SSO在其與成員間的協議中闡明，

SEP的持有人要承諾以公平、合理和無歧視(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FRAND)

的原則授權他人使用。另外，根據FTC的調查，

高通公司在全球的CDMA與高階LTE基頻晶片的

市場占有率都超過80%，並具有市場優勢地位

(dominant position)。

高通公司在「沒有授權，就沒有晶片」

(no license, no chips)的專利授權政策下，僅

將C D M A與LT E專利授權給原始設備製造商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OEM)，例

如行動電話或行動裝置製造商或供應商，並拒絕

授權其標準必要專利給製造晶片之競爭對手。至

於專利授權金不是以基頻晶片為計算基礎，而是

以整支手機批發價格的5%做為權利金收取的標

準，而授權契約涵蓋的標的，包含所有OEM廠商

出貨的手機，不論該手機有沒有使用高通公司販

售的晶片。

此外，高通公司製造並銷售晶片，公司的獲

利來源包括SEP授權費以及銷售晶片的利潤。

為防止晶片製造商加入市場競爭，高通公司採取

將晶片價格維持不變，同時提高專利授權費的授

權模式，亦即將銷售晶片的所得利潤移轉到SEP

的授權利潤。另一方面，當高通公司提高授權費

美國法院對高通公司晶片授權案判決簡介
反托拉斯法的立法目的不是在保護特定的競爭者，而是在保護競爭，同時也鼓勵為市場競爭所從事

的創新行為，因創新而取得的專利應予適當的保護。

■撰文＝陳韻珊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簡任視察）

1 FTC v. Qualcomm, 19-16122, at 12-15 (9th Cir. Aug. 11, 2020)。
2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170117qualcomm_mko_dissenting_statement_17-1-17a.pdf。
3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0038_2017_02_01_redacted_complaint_per_court_order_dk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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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時，競爭對手的客戶將會根據契約，要求高通

公司履行FRAND承諾，或是在專利訴訟中援引

FRAND承諾做為抗辯的理由。為防止上述情況

發生，高通公司採取以下措施：

˙拒絕將SEP授權給製造晶片的同業競爭

者，但同意不對其主張專利權以換取市場

訊息，並保留對任何競爭對手的OEM廠

商提出索賠的權利。

˙拒絕供應晶片給OEM廠商，除非他們

先簽訂SEP授權契約，而且授權契約要

涵蓋高通公司的晶片和競爭對手晶片的

SEP。

透過上述做法，高通公司成功阻擋任何事業

想利用契約或專利救濟方式，來對抗其高額專利

授權費的行為。同時高通公司支付其主要的OEM

客戶蘋果公司(Apple Inc.；Apple)獎勵折扣金，

只要Apple支付一定門檻的權利金，就會退還部

分款項，但是附帶的條件是Apple不可對高通公

司提起訴訟，或是鼓勵其他公司提起訴訟主張高

通公司違反FRAND原則，此舉更抑制了其他晶

片製造商進入市場與其競爭。

基於以上事實和理由， FTC在2017年1月

決定起訴高通公司，並對高通公司提出多項的

禁令要求。地方法院在2019年5月21日同意FTC

的永久性禁令請求4，並根據最高法院在Aspen 

Skiing案中的判例5，主張高通公司有責任與競

爭對手交易。地方法院並主張，除了晶片專利

授權費用外，OEM廠商支付的額外附加費用

(surcharge)，並不是高通公司標準必要專利之價

值，透過附加費用的調整，高通公司可以控制晶

片的全部費用，造成競爭者無法與高通公司從事

競價策略並與其競爭。此外，高通公司利用排他

性協議，在2013年擴大提供Apple公司有條件的

額外獎勵，這種獨家交易安排是強迫Apple公司

購買高通公司晶片的協議，損害競爭對手，並剝

奪競爭對手的其他利益，從而使其無法參與市場

競爭。

參、第九巡迴法院判決

高通公司不服地方法院判決並提起上訴，經第

九巡迴法院審理之後，由三位法官組成的小組一致

推翻地區法院的判決，主要論點簡要介紹如下。

一、高通公司拒絕交易行為並未符合A s p e n 

Skiing案的要件

第九巡迴法院認為，高通公司獨家授權給

OEM廠商而未授權給晶片製造商的行為，並不

適用最高法院在Aspen Skiing案中所持「與競爭

對手交易是反托拉斯責任」之見解，因為要符合

Aspen Skiing案有3個要件：1.單方面終止"自願

且有利可圖的交易"；2.唯一的理由或意圖是"為

獲取長期利潤而犧牲短期利潤"；3.從事拒絕交

易行為的事業已在市場上銷售產品給其他類似客

戶。 

本案高通公司因為從未授予晶片製造商專利

耗盡許可，所以就沒有終止“自願且有利可圖的

交易”行為，且本案並沒有證據證明高通公司為

取得晶片市場的獨占地位而拒絕授權給晶片製造

商。巡迴法院認為，在Aspen Skiing一案中，違

法事業是透過拒絕交易進而要獲取獨占力，因此

一個事業如果藉由經營效率所驅動而取得市場獨

占力，與為取得獨占地位而從事拒絕交易的行為

相較之下，很難認定前者具有反競爭的動機。再

者，高通公司授權給OEM廠商是為因應專利法的

專利窮盡原則的合理變通做法，無論從短期或長

期而言都是獲利的，並無所謂「為獲取長期利潤

4 Findings of Fact and Conclusions of Law, FTC v. Qualcomm, Inc., 5:17-cv-00220 (N.D. Cal. May 21, 2019)。
5 最高法院在Aspen Skiing Co. v. Aspen Highlands Skiing Corp.,472 U.S. 585 (1985)一案中認為，事業在具有獨占力的情況下，如果沒有正當商業理由而終止支持

消費者的共同行銷事業，可能構成非法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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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ttps://www.docketbird.com/court-documents/Federal-Trade-Commission-v-Qualcomm-Incorporated/ORDER-of-USCA-as-to-1499-Notice-of-Appeal-filed-by-
Qualcomm-Incorporated/cand-5:2017-cv-00220-01532。

而犧牲短期利潤」之情形。

二、違反SSO的FRAND承諾不是由反托拉斯法

規範

本案並沒有證據證明高通公司拒絕將晶片專

利授權給競爭對手之行為，不符合SSO契約義務

而違法。如果要指稱因高通公司違反FRAND承

諾而受有損害，應是來自OEM廠商而不是晶片

製造商，因為高通公司的晶片專利授權費用是持

中立供應者(chip-supplier neutral)的立場，授權

費率是依據OEM客戶選擇的產品組合而定。即使

OEM廠商認為高通公司違反FRAND承諾，反托

拉斯法也不適合介入當事人間的契約爭議，如果

單純的契約糾紛由反托拉斯法強行介入，可能對

制定標準機構的參與誘因產生不利效果，並抑制

創新商業化的激勵措施。

另外，第九巡迴法院並反駁地區法院所提的

反競爭"附加費用"，認為該理論並沒有提出理由

證明對競爭造成的損害，而且對專利損害賠償

計算有所誤解，也未能區分高通公司的授權行為

(主要影響的是OEM廠商)與晶片銷售行為(涉及

相關反托拉斯市場)的差異，而將反托拉斯法的

責任和專利法責任混為一談，導致錯誤地將屬於

相關市場的競爭損害錯置到對OEM廠商的損害。

三、「沒有授權，就沒有晶片」的政策是合理的

第九巡迴法院認為，高通公司雖然採行「沒

有授權，就沒有晶片」授權模式，並據此收取

授權費用獲取利潤，但是僅因公司追求利潤

(seeking-profit)的行為，並不足以認定違法。因

為追求以獨占價格訂價的機會是自由市場體系

的重要元素，它會先吸引商業敏銳度(business 

acumen)並引發企業願意冒險，而產生創新和經

濟成長。

法院也強調，反托拉斯法並未禁止高通公司

將SEP專利授權給晶片製造商，或是限制授權給

OEM廠商，如果該授權方式會造成潛在限制競爭

疑慮，只在獨家交易情況，也就是除非OEM廠商

先同意購買高通公司的晶片，否則高通公司就拒

絕授權的行為。但是本案的事實是，無論OEM廠

商購買高通公司或是高通公司競爭對手的晶片，

對OEM廠商而言都不受影響。所以在沒有明確

證據證明有限制競爭效果情況下，法院拒絕在瞬

息萬變的技術市場中，課予高通公司反托拉斯法

的責任。至於高通公司與Apple公司的獨家交易

安排行為，法院則是認為，雖然實質上是阻礙市

場競爭，但是並不會對當前或未來造成競爭的

損害，而且蘋果公司早在FTC提起訴訟前的二年

(即2015年)就終止契約，也無須發出禁令。

肆、結語

FTC不服判決結果，並要求第九巡迴法院

重新審理本案，但是2020年10月28日法院拒絕

重審6。從第九巡迴法案判決結果觀之，可以確

認的是，美國法院再次肯認標準制定所帶來的

益處，不但可消除在產品競爭過程中產生的偏

見，而且明顯可以促進競爭。這也說明了反托

拉斯法的立法目的，不是在保護特定的競爭者

(competitor)，而是在保護競爭(competition)，

同時也鼓勵為市場競爭所從事的創新行為，因創

新而取得的專利應予適當的保護。其次，本案判

決也再次明確界定反托拉斯法和專利法規範的界

限，誠如法院一再強調的，反托拉斯法並不是在

管制訂價太高的問題，如果沒有證據證明價格太

高是因為競爭減少所造成，反托拉斯法就不適合

做為檢視FRAND承諾履行與否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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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立國內公平合理的競爭秩序，公平會除辦理檢舉案、申請聯合行為案、結合申報案及請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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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公平

會成立主動調查案計276件，進行審理375件（含截至108年底未結99件），經處理完成281件，平均每

案結案天數104天（圖1）；自81年創會累計至109年成立之主動調查案計4,946件，辦結4,852件，結案

率達98.1％。

109年主動調查經處理完成281件，就案件處理結果分析，因違法而作成處分之主動調查案件計51

件（占完成件數18.1％；計發出53件處分書，處分68家事業）、不處分52件（占18.5％）、停止調

查175件（占62.3％）；自81年創會累計至109年底完成主動調查4,852件，經作成處分1,433件（占

29.5％），計發出處分書1,600件，受處分事業達2,231家（表1）。

圖1 主動調查案平均結案天數

主動調查案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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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動調查案處理結果統計

109年主動調查案計發出53件處分書，裁處罰鍰金額新臺幣6億2,328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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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行為29件、占54.7％為最

多，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為19件、占35.8％居次，二者合占90.5％（圖2）；

另就罰鍰金額觀察，以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聯合行為6億373萬元（即硬碟懸架業者聯合行為案）最多，違

反公平交易法之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為1,260萬元次之。

圖2　109年主動調查案發出53件處分書－按違法行為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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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日於臺北市舉辦「公平交易法對於同業公會之規範及反托拉斯遵法」宣導說明會。

■ 11月6日、13日及20日於臺中市舉辦「109年度中部菁英公平交易法與案例研習營」。

■ 11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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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政策及檢舉獎金
簡介」。

■ 11月17日、19日及27日分別赴臺中科技大學國際貿易與經營系、東海大學法律學院與高雄大學亞
太工商管理學系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11月19日及12月3日分別於臺中市和高雄市舉辦2場次「石化產業發展與公平交易法規範」宣導說
明會。

■ 11月20日於高雄市舉辦「109年度公平交易法專題講座-公平交易(反托拉斯)法之規範與案例解
析」。

■ 11月24日邀請政治大學法學院王立達教授專題演講「跨國聯合行為可能面臨的訴訟程序與法律制
裁：從HP控告廣明光電違反美國競爭法之民事訴訟談起」。

■ 11月24日赴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所舉辦「109年度義務監視員職前暨年終檢討會」擔任「不
實廣告規範與案例分享」課程講師。

■ 11月30日及12月7日分別於新竹縣和臺南市舉辦2場次「電子業併購與專利權警告函處理原則」宣
導說明會。

■ 12月2日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師生參與「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12月2日、7日及16日分別赴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高雄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及中山大學政
治經濟學系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12月9日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法律研究所師生參與「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12月10日於彰化縣舉辦「109年度國高中公平交易法種子教師研習營」。

■ 12月14日及21日分別於臺中市和臺南市舉辦2場次「食品產業遵法與競爭」宣導說明會。

■ 12月17日及18日於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舉辦第27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

■ 12月24日邀請公平會洪財隆委員專題演講「從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公平意識（Fairness)到
行為反托拉斯—行為經濟學提供哪些有趣觀點」。

民國109年11、12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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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5

2

4

6

1.公平會於臺北市舉辦「公平交易法對於同業公會之規範及反托拉斯遵法」宣導說明會。
2.公平會於臺中市舉辦「109年度中部菁英公平交易法與案例研習營」。
3.公平會於臺北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線電視相關事業執法說明會－寬恕政策及檢舉獎金簡介」。
4.公平會赴臺中科技大學國際貿易與經營系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5.公平會於高雄市舉辦「109年度公平交易法專題講座-公平交易(反托拉斯)法之規範與案例解析」。
6.公平會於新竹縣舉辦「電子業併購與專利權警告函處理原則」宣導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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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

8

10

7.公平會於高雄市舉辦「石化產業發展與公平交易法規範」宣導說明會。
8.公平會於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舉辦第27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
9.公平會於臺南市舉辦「食品產業遵法與競爭」宣導說明會。

10.公平會邀請洪財隆委員專題演講「從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公平意識（Fairness)到行為反托拉斯—行為經濟
學提供哪些有趣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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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3日參加ICN結合工作小組視訊會議。

■ 11月10日及26日參加加拿大競爭局舉辦之「數位執法高峰會議」視訊會議。

■ 11月30日至12月4日參加OECD「競爭委員會」11月例會視訊會議。

■ 12月7日至10日參加OECD第19屆「全球競爭論壇」視訊會議。

■ 12月16日參加OECD競爭委員會第5屆「亞太競爭法主管機關高階代表特別會議」視訊會議。

民國109年11、12月份國際交流一覽

2

4

1

3

1.公平會參加OECD「競爭委員會」第二工作小組數位廣告市場視訊會議。
2.公平會參加「全球競爭論壇－濫用優勢地位」視訊會議。
3.公平會參加「全球競爭論壇－結合調查中之經濟分析」視訊會議。
4.公平會參加OECD競爭委員會第5屆「亞太競爭法主管機關高階代表特別會議」視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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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通訊

公平會新建置「公平交易APP」，於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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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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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著」等單元，e化內容清晰易懂，歡迎上網訂閱，公平會網址：www.f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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