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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新冠肺炎、競爭法 

一、研究緣起 

近年來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下稱：「COVID-19」)疫情持

續蔓延下，已對全球社會及經濟造成巨大衝擊。面對 COVID-19 引起經濟

停頓的「黑天鵝」事件，企業大多試圖在經濟衰退期間保持穩定，而各國政

府則在積極進行疫情控管的同時，陸續祭出紓困方案或補助措施，以協助企

業度過疫情危機，並致力於制定有效的經濟復甦策略。惟各國政府於干預市

場經濟時仍應維持「競爭中立」政策，本研究希望藉由 OECD 提出的報告

─OECD competition policy responses to COVID-19，以及分析其他國家競爭

法執法案例，期可作為執法機關的參考。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研究方法主要透過文獻分析法蒐集國內外相關資料，並輔以案例分析

進行研究，並舉辦專家座談會，接收不同學者的意見。 

首先彙整國內外學術及實務有關 COVID-19 對產業經濟之影響之相關

文獻，並盤點疫情對我國社會經濟造成之衝擊，瞭解在疫情影響下對市場競

爭所造成之短期衝擊及之後逐步復甦的過程。 

其次，爬梳美國、歐盟、英國、中國、澳洲等國以及 OECD 對於 COVID-

19 疫情與競爭法相互關係之文獻資料，分析經濟巨變下對於競爭法發展之

重要議題，希望透過本研究之盤點與分析，掌握國際對於疫情下之對於特定

領域之產業發展與競爭法規範之交互關係，並協助委託機關建立處理原則。 

最後，引進各國對於 COVID-19 疫情期間對於各產業之競爭法規範與

管制適用於我國競爭法執法的思考，就競爭法對 COVID-19 所產生之影響

該如何因應歸納出不同方法，再針對目前國內可能面臨之競爭法問題，提出

政策研定與執法之具體建議。 

三、重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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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 COVID-19 造成之社會、經濟衝擊與競爭法之相關案例為例，分

別蒐集及分節撰寫「美國」、「歐洲國家」及「亞太國家」案例，研

析國內外競爭法執法機關於經濟巨變下所面臨之重要議題與政策執

行。 

(二)國際組織 OECD 對於建議政府，在面對因為疫情影響造成的產業改

變時，短期的建議措施及長期的建議措施，該如何因應而不長期影

響市場競爭。 

(三)疫情造成短期的必須商品供不應求，故各國皆允許各廠商間的合作，

認為這是必要且合法的，惟在面對可能有競爭法相關議題疑義時，

企業應自我審查，但得尋求競爭法主管機關指導，企業自我審查過

程中，若企業有合作協議可能涉及競爭法疑義時，得尋求競爭法主

管機關之指導，此時，競爭法主管機關將提供適法性分析，提出修

正建議。 

四、主要建議事項 

    由於 COVID-19 對經濟社會之衝擊層面極廣，故本研究主要聚焦在探

討 COVID-19 對於產業經濟之影響，且由於本研究主旨在於競爭政策，故

對產業經濟的影響僅是簡要盤點，主要在了解重大經濟巨變下對於社會經

濟之衝擊，進而帶出在經濟巨變下的競爭政策脈絡。面對疫情造成的經濟衝

擊，競爭法主管機關應該注意：1.提供政府部門有關防疫補助措施及產業優

先性等建議；2.協助政府部門建立透明、具體並適用於所有廠商的規範，以

避免扭曲市場，維持公平競爭環境；3.透過競爭及產業政策倡議，使廠商了

解政府持續干預會對長期市場帶來不利的風險，未來仍應以建立公平、自由

的競爭環境為目標；4.與司法機關合作，了解各國訂定之合作協議規範，以

避免各國形成保護主義。 

(一) 立即可行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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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OECD 建議各國政府在推動產業振興方案時，應確保所採取

的補助措施是透明、短暫性的，且所帶來的效益大過於對市場公平競

爭環境所造成的扭曲現象，不但要審慎地設計補助措施，將資源投入

於真正受疫情影響的廠商，更要評估整體經濟狀況回復後啟動退場

機制，以提升恢復市場公平競爭環境。而各國的競爭法主管機關不但

有義務提供政府在推動振興方案時維持市場公平競爭的相關建議，

更有義務協助建立透明、具體並適用於所有廠商的規範。 換言之，

OECD 期待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疫情的巨變中扮演監督者、建言

者的角色，在短期內避免補貼與振興措施扭曲市場。 

    關於疫情對廠商之短期影響與執法層面，競爭法主管機關應該

注意：1.持續關注價格波動，必要時以警示信函提醒廠商的價格行為；

2.與消費者保護法執法機關合作，同時藉由消費者保護法以避免消費

者遭受不公平的價格；3.透過倡議使廠商了解政府採取價格控制所 

帶來的風險，包括扭曲市場價格造成產量大增或是減少新進廠商加

入的誘因；4.即時提供廠商明確的規範，確保廠商了解此種在「疫情

下的聯合行為」是必要的暫時行為，惟仍不應觸及競爭法的核心；5.

評估採取「疫情下的聯合行為」的理由，此種豁免的聯合行為應限定

時間並須採取事前審查。  

(二) 長期性建議  

    長期而言，要思考後疫情時代，如何有效振興受影響的產業、

如何使因疫情影響而失業的人員回歸工作崗位，而因 COVID-19 影

響而升級或淘汰的產業、人員該如何使其轉型或另覓工作都有賴政

府相關規劃，與此同時，OECD 建議競爭法主管機關應該注意：1.

競爭法主管機關應審慎評估結合案件，並於廠商提出垂危事業抗辯

時要求提出充分證據；2.政府部門應針對「救援結合」之申請建立

明確的規範。仍要以建立公平、自由的競爭環境為目標，避免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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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保護主義。另外，我國目前似乎尚未如英國與香港競爭法主管

機關，頒布疫情期間相關之執法與企業行為的規範指引，在實體面

上可以儘速考慮制訂，以因應後疫情時代經濟復甦的挑戰。在程序

面上，也可以考慮參考香港 HKCC 也建立了新的非正式諮詢程序，

使企業在疫情期間進行合作、結合與聯合行為等，在事前有一個管

道或平臺，能與政府主關機關進行報備、溝通與非正式諮詢，以解

除企業在考量適法性上的疑惑與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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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主旨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目的 

一、 研究緣起 

近年來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下稱：「COVID-19」)疫情持續

蔓延下，已對全球社會及經濟造成巨大衝擊。面對 COVID-19 引起經濟停

頓的「黑天鵝」事件，企業大多試圖在經濟衰退期間保持穩定，而各國政府

則在積極進行疫情控管的同時，陸續祭出紓困方案或補助措施，以協助企業

度過疫情危機，並致力於制定有效的經濟復甦策略。 

OECD 經合組織競爭委員會於 2020 年 4 月 27 日發布一份競爭政策因

應 COVID-19 之報告：「OECD competition policy responses to COVID-191」，

該份報告是 OECD 競爭委員會為協助各國政府和競爭管理機構制定的一系

列 COVID-19 相關文章的一部分，呼籲各國政府於干預市場經濟時仍應維

持「競爭中立」政策，並探討疫情下競爭法執法對市場結構帶來短期、長期

之影響，並對政府部門提出執法建議。 

該份報告認為，不同於一般的政府干預，COVID-19 對經濟、社會所帶

來的衝擊更為深遠，因此政府對市場管制與干預措施也會更加明顯。但各國

政府在提供補償金、補助、銀行保證協助廠商度過財務危機時，仍需審慎地

考量補助措施的實施對象、金額等並建立明確、透明的規範，維持「競爭中

立」政策，以確保補助措施未影響市場競爭環境，甚至進一步提升整體的經

濟效率。以競爭中立的觀點來看，政府提供一般性的振興補助因適用於所有

的產業，故較無違反限制競爭之虞，倘僅補助特定產業則須有明確的規範，

 
1 OECD,” competition policy responses to COVID-19,” 

https://www.oecd.org/competition/competition-policy-responses-to-covid-19.ht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https://www.oecd.org/competition/competition-policy-responses-to-covid-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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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未破壞公平競爭環境2。 

此外，OECD 的報告亦指出，產業振興政策不應淪為保護政策，政府部

門除了提供短期防疫補助外，亦應建立長期政策以協助市場回復到開放的

競爭環境。換言之，政府補助措施應具合理、透明及可預見性，於疫情好轉

時立即收手以避免持續干預市場。故政府退場的時間點是重要關鍵，太早執

行退場機制將難以確實協助廠商，反而無法恢復市場的競爭；而太晚執行退

場機制則使廠商過度依賴政府的扶植，反而降低廠商競爭及參與市場的誘

因。就此而論，政府可以透過競爭政策了解各產業於受政府補助之情形下恢

復的情形，以規劃疫情過後相關補助或振興措施的退場機制。這些退場機制

包含在市場環境允許的情況下，誘使廠商不再仰賴政府補助，如政府為協助

企業資本重組而負擔的高額報酬、或是紅利報酬政策，使市場能儘速回復以

往的公平競爭環境，且退場機制的規劃相當複雜並需經審慎考量以達到執

法上的彈性，故應將競爭法主管機關的建議一併納入考量。 

從競爭法的角度而言，由於在疫情期間，因食品及生活必需用品之需求

大增，在預期價格上漲之市場環境下，大幅提升業者之不法誘因，故有必要

透過積極執行《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來確保市場之公平競爭，避免市

場參與者間藉由合意調漲或共同約束價格等聯合哄抬物價之行為等聯合行

為來影響市場之商品之供需與價格，進而造成社會及經濟之動盪。自是，全

球政府和競爭監管機構都試圖平衡及保持市場競爭並確保向所有消費者供

應和公平分配稀缺產品。 

除了消極的確保民生物資與防疫用品的公平分配，以及市場競爭的公

平性之外，從積極面而言，在 COVID-19 危機的特殊情況下，有許多原因可

能會促使原先競爭的公司開始相互合作，並且有許多方式可使消費者和整

體經濟從這些合作之中受益。例如在 COVID-19 疫情爆發期間，至關重要

 
2 梁珮玟，「競爭政策於新冠肺炎下所扮演的角色」，公平交易通訊，第 94 期，頁

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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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要確保企業能穩定地供應基本產品和服務給人民，尤其是口罩、消毒凝

膠、衛生紙和其他基本必需品的供應。但如果競爭法被錯誤地理解或運用，

企業之間的合作便會受到阻礙，而這些商業合作對於確保那些基本產品和

服務的穩定供應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世界各地的競爭法執法機構已發

布了聲明，解釋將如何處理 COVID-19 疫情下的商業合作方式，以減輕一

般公眾的擔心。 

所謂疫情促進的合作機制，不僅是指因 COVID-19 疫情蔓延導致需求

大增之產業，其他因疫情而大幅受到衝擊之產業，亦有可能透過與競爭對手

之協議合作，來因應疫情帶來之衝擊。舉例而言，飯店旅宿業者間針對訂退

房制訂統一之促銷專案或退費標準、保險業者就疫情相關理賠條款共同決

定保單條款、製造業者間共同採購原物料等，亦屬於原先彼此競爭的公司因

疫情而帶來的新合作型態3。除此之外，為了儘速緩解 COVID-19 對人類生

命與健康所帶來的威脅，全球醫藥產業莫不努力投入相關疫苗及藥物研發，

為加快研發腳步，同業間可能會進行共同研發。 

前述同業間可能合作之態樣，在疫情蔓延之此刻，固有益於整體經濟及

公共利益，然而依據公平法，縱使是有益於整體經濟及公共利益之聯合行

為，仍須經過公平會之事前許可，方能豁免於聯合行為之處罰。 

目前學界討論主要集中於：競爭政策如何幫助應對 COVID-19 大流行

帶來供需方面的直接挑戰，並為中長期經濟復甦做出貢獻。著重競爭與產業

政策相結合，新興的經濟保護主義和保持競爭中立性，監管對策的新趨勢，

著眼於歐盟及其成員國的競爭法(反托拉斯和結合控制)領域的當前發展以

及數位化等。 

從政府的角度而論，本次疫情對理論、實務及證據層面上都帶來許多挑

 
3 工商時報，「新冠肺炎疫情下之競爭法議題」，A6 名家評論(2020/5/8)，

https://readers.ctee.com.tw/cm/20200508/a06aa6/1057771/share，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https://readers.ctee.com.tw/cm/20200508/a06aa6/1057771/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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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在短期的實務操作層面，競爭法主管機關需針對疫情採取即時的執法，

如因應廠商操縱價格、協議定價、聯合行為、救援結合(rescue mergers)及優

先性調查等，以使市場於短期內恢復正常運作；而就長期而言，受到疫情的

衝擊，部分廠商因財務危機而退出市場，或為持續生存而結合其他企業，容

易使市場造成過度集中之現象，競爭法主管機關審核瀕於破產而急於結合

的申請案件時(如救援結合)，應避免結合後對市場結構所帶來的長期性傷害。 

由於 COVID-19 疫情對經濟、社會等影響深遠，在這種重大經濟巨變

下，競爭法主管機關應扮演何種角色，無論是從理論面或實務面，皆有許多

值得研究與探討之處，尤其是世界各國政府在面對疫情影響時，提出了何種

因應措施，國際組織的建議又是如何，均值得我國政府借鑒，故實有必要對

此進行深入研究，俾利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因應 COVID-19 帶來的經濟劇

變，有效擬定疫情期間之競爭政策，並確保我國長期之公平競爭環境。 

二、 研究目的 

競爭法作為市場經濟之基石，其基本原理在經濟衰退時期和經濟擴張

時期本當對於社會各產業一體適用，確保市場遵循一定之遊戲規則來運作，

方能達成市場經濟之目的即效率市場、公平競爭，然而在重大經濟巨變下，

部分產業遭受重大衝擊，另一方面部分產業則面臨極端需求，甚至有部分產

業基於公益之考量有相互合作、協議之需求，基此，競爭法主管機關該具備

如何之思維與應對方式，過往一體適用之規範是否應有彈性，深值討論。 

由於 COVID-19 對全球經濟、社會皆造成衝擊，故宜蒐整國外對於

COVID-19 造成產業經濟影響與競爭法之相互關係之比較文獻，逐一盤點並

深入探討 COVID-19 對產業經濟之影響。如 OECD 便建議各國政府在推動

產業振興方案時，應確保所採取的補助措施是透明、短暫性的，且所帶來的

效益大過於對市場公平競爭環境所造成的扭曲現象，不但要審慎地設計補

助措施，將資源投入於真正受疫情影響的廠商，更要評估整體經濟狀況回復

後啟動退場機制，以提升恢復市場公平競爭環境。而各國的競爭法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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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有義務提供政府在推動振興方案時維持市場公平競爭的相關建議，更

有義務協助建立透明、具體並適用於所有廠商的規範4。換言之，OECD 期

待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疫情的巨變中扮演監督者、建言者的角色，在短期

內避免補貼與振興措施扭曲市場；長期而言則以建立公平、自由的競爭環境

為目標，避免各國形成保護主義。 

因此，本研究作為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委託計畫，首先將彙整國內外

學術及實務有關 COVID-19 對產業經濟之影響之相關文獻，並盤點疫情對

我國社會經濟造成之衝擊，瞭解在疫情影響下對市場競爭所造成之短期衝

擊及之後逐步復甦的過程，尤其聚焦於我國重點產業所受到之影響，如此方

能提供主管機關妥適的建議，如 OECD 所言「將資源投入於真正受疫情影

響的廠商」。 

其次，爬梳美國、歐盟、英國、中國、澳洲等國以及 OECD 對於 COVID-

19 疫情與競爭法相互關係之文獻資料，分析經濟巨變下對於競爭法發展之

重要議題，尤其著重於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及國際組織為因應新冠疫情發

展在不同階段所採取對應的管制性措施與競爭法或政策之競合關係，希望

透過本研究之盤點與分析，掌握國際對於 COVID-19 疫情下之對於特定領

域之產業發展與競爭法規範之交互關係，並協助委託機關建立處理原則。 

最後，藉由美國、歐盟等不同國家案例，掌握世界各國對於經濟巨變下

競爭法的發展趨勢，並經由本研究之探討，引進各國對於 COVID-19 疫情

期間對於各產業之競爭法規範與管制，適用於我國競爭法執法的思考，就競

爭法對 COVID-19 所產生之影響該如何因應歸納出不同方法，再針對目前

國內可能面臨之競爭法問題，提出政策研定與執法之具體建議，進而協助委

託機關在兼顧公平競爭與消費者權益下，研議 COVID-19 疫情期間之法制

措施，有利於推動我國於日後遭逢經濟巨變下之法制架構。 

 
4 OECD , supra no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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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範圍與架構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主要透過文獻分析法蒐集國內外相關資料，並輔以

案例分析進行研究。 

(一)文獻分析 

本研究團隊依據工作分項，以 COVID-19 對於產業經濟之衝擊為

核心，透過競爭法主管機關的視角，蒐集並分析國內外關於競爭法主管

機關於經濟巨變下所為之特別處置以及重要案例，尤其聚焦於 COVID-

19 對社會經濟產生之衝擊。相關重要議題包含「OECD-競爭法對於

COVID-19 造成經濟衝擊之回應」、「COVID-19 對於各國之社會經濟

衝擊與競爭法之關係」、「國外有關 COVID-19 疫情期間相關競爭法議

題執法案例」、「未來公平會對於經濟巨變下執法之建議」等重點。希

冀透過蒐集重要國際機構與國內相關政策、學術研究報告資料，掌握國

內外關於經濟巨變下競爭法應用之發展，以提出公平會未來可供參考

之執法措施。 

(二)案例分析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包括蒐集國內外相關案例，藉由掌握相關案例

的國際發展，以協助委託機關建立處理原則。以 COVID-19 造成之社

會、經濟衝擊與競爭法之相關案例為例，分別蒐集及分節撰寫「美國」、

「歐洲國家」及「亞太國家」案例，研析國內外競爭法執法機關於經濟

巨變下所面臨之重要議題與政策執行，並著重以 COVID-19 疫情期間

從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具體操作與判斷。 

(三)專家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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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辦理一場專家座談，邀集競爭法與產業界相關之專家學

者參與座談會，以提出 COVID-19 疫情下競爭法執法建議競爭法執法

建議。專家座談會詳細內容請見下表： 

表 1-1 COVID-19 與競爭議題之探討座談會議規劃 

會議宗旨 

邀集產業經濟與競爭法議題領域之專家學者，討論在經濟巨變下

(以 COVID-19 為例)，競爭法主管機關應有之思維與應對之相關

建議。 

討論題綱 

 

COVID-19對於我國社會經濟之衝擊。 

經濟巨變下，競爭法之應用與重要議題。 

國內外相關案例分析。 

敬邀名單 

(經委辦單

位同意後邀

請) 

謝國廉先生(兼財經法律中心研究主任/國立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 

       系) 

蔡明宏先生(國立中正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陳皓芸女士(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陳明郎先生(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兼任教授／中央研究院經 

     濟研究所) 

江雅綺女士(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副教授／臺北科技 

    大學智慧科技法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二、研究流程與步驟 

本研究計畫期程為 7 個月，研究團隊先針對研究主題進行文獻蒐集整

理，並進行團隊內部討論。一方面深入探討與比較分析各國的案例，另一方

面則彙整團隊意見，完成期中報告。期中報告之後，於 2021 年 11 月 5 日

舉辦線上專家座談會，與會專家有：謝國廉教授、蔡明宏副教授、陳皓芸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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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陳明郎研究員，徵詢專家學者意見，對期中報告內容進行修正，同時

也對政策建議的部分進行增補。研究流程與步驟請見下圖： 

圖 1-1 研究步驟與流程規劃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三、研究範圍與架構 

由於 COVID-19 對經濟社會之衝擊層面極廣，故本研究主要聚焦在探

討 COVID-19 對於產業經濟之影響，且由於本研究主旨在於競爭政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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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產業經濟的影響僅是簡要盤點，主要在了解重大經濟巨變下對於社會經

濟之衝擊，並以經濟大蕭條類比，進而帶出在經濟巨變下的競爭政策脈絡。 

在各國案例部分，主要在盤點競爭法在 COVID-19 疫情期間之適用，

研究案例包括：美國、歐盟、英國、中國、澳洲等。探討各國競爭法主管機

關在疫情期間的因應措施。 

接著從 OECD 的報告切入探討競爭法對於 COVID-19 疫情所產生影響

之因應，再指出此次 COVID-19 疫情與歷來重大經濟巨變之相異處，並分

析 OECD 與各國產業主管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之角色。 

最後，總結全文，從探討 COVID-19 對於產業經濟影響的宏觀背景，逐

漸聚焦到 COVID-19 期間各國競爭政策的實際案例分析，再深入探討各國

對於 COVID-19 的因應措施，及其與競爭政策之間的競合關係，並由競爭

法主管機關視角切入探討相關法規應如何設計方能兼顧公平競爭及消費者

權益。最後，在既有的文獻分析與案例分析基礎上，舉辦專家座談蒐集各界

對於競爭法相關執法之建議，以提供政策建議與委辦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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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COVID-19 對於產業經濟之影響 

第一節 COVID-19 對產業經濟之影響 

自 2020年 COVID-19 疫情爆發至今(2021年 12月)全球經濟因 COVID-

19 而影響許多產業，據統計本次經濟衰退為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強烈的一

次，但隨著疫苗的問世開發國家逐漸解除管制令使工商業可望逐步恢復，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2021年 4月的公布的世

間經濟展望，2020 年全球 GDP 減少了 3.3%，其中以西班牙減少 11%最多，

隨後英國的 9.9%、義大利的 8.9%5，IMF 後於 2021 年 10 月預估於 2021 年

全球 GDP 將反彈有 5.9%成長6。通常經濟衰退會造成嚴重破壞，造成長期

性的影響。企業倒閉，投資支出縮減，而隨著時間推移，失業者可能喪失技

能或再就業機會。但新冠疫情帶來的經濟衰退與以往不同。相較於此前的全

球性危機，本次經濟萎縮突然且程度深，因各國因應政策與疫苗問世，本次

經濟衰退將於疫情減緩後復甦，以下以 1929 年發生之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及 2008 年發生的金融風暴為對比，試圖比較其中差異及研究

因應策略。 

一、經濟大蕭條 

經濟大蕭條發生於 1929 年的美國，其影響持續至 1930 年代末期。經

濟大蕭條對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帶來重大打擊，人民所得、稅收、盈

利、價格全面減少，國際貿易銳減 50%，美國失業率達到 25%，有的國家

甚至高達 33%7。農產品價格下降約 60%，又因期間民眾消費心態轉向保守，

 
5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

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1/03/23/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

2021，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6 同上註。 
7 Robert H. Frank & Ben S. Bernanke, Principles of Macroeconomics, 3rd ed., McGraw-

Hill/Irwin (2007). 

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1/03/23/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21
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1/03/23/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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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商品無法販售使製造業受到影響，故相關之原物料產業如採礦、伐木業

等因此受到沉重的打擊。 

(一)發生原因 

    不同類型學者各自提出觀點解釋經濟大蕭條發生的原因，大致

有如下主張： 

1.貨幣主義 

    貨幣主義者認為貨幣政策是政府影響經濟整體表現的工具之

一，使用利率等工具來調整經濟中的貨幣數量。經濟學家米爾頓弗

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在 1963 年與經濟學家安娜史瓦茨 (Anna 

Schwartz)共同撰寫的「美國貨幣史，1867-1960 」中認為美國聯邦

儲備系統未能抵消對貨幣供應施加下行壓力的力量及其減少貨幣

存量的行動，與本應採取的行動背道而馳而導致經濟大蕭條的擴大

8。 

    貨幣主義主張者認為經濟大蕭條的發生是因為美國政府的貨

幣政策9，美國政府在大恐慌前就已經對經濟進行了沉重的管制，而

對銀行的管制造成銀行無法向市場上對貨幣的需求做出反應，促使

得將普通的經濟衰退，轉變為經濟災難，並當銀行業的持續發生危

機時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置之不理，甚至在美國紐約銀行(New York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出現擠兌風險時決定放手讓其倒閉，放任

美國紐約銀行倒閉後使市場上流動性凍結，隨後發生其他銀行接二

連三倒閉，更讓民眾對國家銀行系統的信心大為降低。 

2.農業革命影響 

 
8 Sarwat Jahan & Chris Papageorgiou, “What Is Monetarism?,”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14/03/basics.ht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2/11. 
9 Ben S. Bernanke, Essays on the Great Depress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Ben_Bernank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Princeton_University_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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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 年代的大蕭條，並非因為金融危機，而是源自經濟根本的

弱點。銀行體系的破產直到 1933 年才達到高潮，是大蕭條開始和

失業率飆升之後很長一段時間的事情了。在經濟大蕭條開始時，超

過五分之一的美國人在農場工作，在 1929 年至 1932 年期間，這些

人的收入減少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農業革命提供的改良的種子、更好的肥料、更高效的耕作方法，

以及廣泛的機械化設備，生產力的大幅度提高，農產品產量增長快

於需求，價格大幅下跌，導致農民收入迅速下降。因此當時的農民

需要依靠大量的借貸維持生活水平和生產需要。但因為農民和銀行

都沒有預料到價格會出現斷崖式下滑，因此很快出現信貸危機，農

民根本無法償還貸款，金融業陷入了農業收入下滑的漩渦中10。 

(二)造成結果 

1929 年 10 月底至 11 月中，美國股市經歷了持續的暴跌，在 1929

年 10 月 28 日「黑色星期一」道指於單日大跌約 13%，刺激到投資者

的恐慌情緒，導致大規模的恐慌性拋售。隔日(29 日)，投資者的恐慌

情緒持續，道指單日再挫約 12%。市場上的投資及消費情緒減弱，導

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引發大規模結業及失業潮。 

到了 11 月中旬，美股從高點回落超過 50%，而此時無人願意購

買股票，美國聯準會為了增加流動性，變更利率為 4.5%希望能刺激股

市，在 1930 年年初美國聯準會再次降低利率，且政府同時通過大型鐵

路建設刺激經濟，股市及銀行業再次擴張，但自 1930 年下半年起經濟

再度衰退，銷售業及工業增加值均減少且失業率增至 10%以上，而經

濟的衰退影響到銀行業，銀行出現擠兌風潮，隨之而來的是造成美國

紐約銀行(New York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的倒閉，為了處理現金不

 
10 鉅亨新聞「諾獎得主談『就業』：大蕭條真正原因是農業革命 美國當前正在復刻這一

切」，https://news.cnyes.com/news/id/4227067，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227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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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問題，銀行從取回貸款處，銀行從取回貸款處理，大量民眾被迫將

房屋或土地出售以償還貸款。 

美國經濟的衰退減緩其他國家的發展，而紛紛採用關稅壁壘的方

式試圖保護本國經濟，但報復性的關稅造成商品更不易流通而使全球

貿易崩潰加速，當商品無法售出獲得利潤時也開始了大量的裁員。 

(三)擴大影響 

參議員里德．斯姆特(Reed Smoot)斯姆特與眾議員威利斯．C．霍

利(Willis C. Hawley)於 1929 年共同提出關稅法，該關稅法於 1930 年

通過，又被暱稱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

1930 年 6 月 17 日經赫伯特．胡佛總統簽署成為法律，該法案調高了

20,000 多種的進口商品關稅11，從 1922 年的 Fordney-McCumber 法案

對外國商品的平均進口稅 40%左右再增加了約 20%，提案者相信高昂

的關稅能夠保護國內的生產者，因此築起高聳的關稅城牆，立法最初

的重點是加強對美國農民的保護，而工業其他部門的遊說者開始要求

對他們自己的產品進行類似的保護。 

在美國通過該法案後，其他國家也提高自己的關稅進行反擊試圖

保護本國經濟，但報復性的關稅造成商品更不易流通而使全球貿易崩

潰加速，當商品無法售出獲得利潤時也開始了大量的裁員。因而造成

從 1929 年到 1932 年，美國對歐洲的進出口下降了約三分之二，而在

該立法生效的四年中，全球整體貿易下降了類似的水平。 

(四)對產業的影響 

 從 1929 年到 1933 年，失業率從 4%激增到 24.9%12，從開始的受

 

11 經濟部標檢局，「為什麼我們該關注技術性貿易障礙？」，

https://www.bsmi.gov.tw/bsmiGIP/wSite/fp?xItem=79225&ctNode=9218&mp=1，最後瀏覽

日期：2021/10/14。 

12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labor force,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192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Senat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ed_Smoo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ed_Smoo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lis_C._Hawle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lis_C._Hawle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lis_C._Hawley
https://www.bsmi.gov.tw/bsmiGIP/wSite/fp?xItem=79225&ctNode=9218&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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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的銀行業及股票市場，進一步人民對市場失去信心而對消費採

謹慎態度的通貨緊縮降低製造業的生產，隨著各國均受經濟大蕭條

陰影的籠罩之下及為了保固本國產業而採用關稅壁壘的政策更進一

步縮減了國際貿易，因而影響航運業。 

(五)因應措施 

1.農業調整法(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1933) 

經濟大蕭條發生的原因有一派認為是農業革命導致農產品生產過

剩，進而使農產品價格大幅降低，其中國際市場的萎縮更導致了農

產品價格的惡化，農業調整法的目標是通過減少農業生產、減少出

口盈餘和提高價格來成恢復大蕭條前的農業繁榮，在農業部長亨

利·華萊士(Henry A. Wallace)的領導下成立了農業調整管理局，以實

施“國內分配”計劃，補貼基本商品的生產者削減產量。其目標是將

支付給農民的商品價格恢復到與 1909-14 年相同的購買力水平13。

如屠宰 600 萬頭小豬並減少種豬，以減少豬肉產量並提高價格。由

於人們認為棉花種植過多，因此向棉農支付了在 4000 萬英畝棉花

中的四分之一以下耕作的報酬，以減少銷售產量以提高價格14。 

2.全國工業復興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 of 1933，NIRA) 

法案試圖對經濟的工業部門進行結構性改革，並通過公共工程計劃

緩解失業。法案分為三大部分，分別為通過制定行業公平競爭準則

促進集中經濟、規劃 33 億美元的公共建設規劃及對緊急救濟和建

 
39:estimating methods,” https://www.bls.gov/opub/mlr/1948/article/pdf/labor-force-   

employment-and-unemployment-1929-39-estimating-methods.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2/11. 

13 Britannica,”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Agricultural-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ref1285562,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2/11. 

14 Gene Smiley, “Great Depression,” 

https://www.econlib.org/library/Enc/GreatDepression.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2/11.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Agricultural-Adjustment-Administration%23ref1285562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Agricultural-Adjustment-Administration%23ref1285562
https://www.econlib.org/library/Enc/GreatDepress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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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法的修正，該法並創建了國家恢復管理局  (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 ,NRA)，以監督公平競爭準則的起草和實施15，NRA 

與企業合作，制定公平競爭的強制性法規，而這些法規不受反壟斷

法的約束。在 NRA 的監督下，數百個行業法規迅速頒布，這些守

則傾向於提高效率和就業，改善工資和工時，防止降價和不公平競

爭，並鼓勵集體談判16。 

3.緊急銀行法(Emergency Banking Act) 

該法案擴大了總統對國家銀行系統的監管權，授予貨幣主計長限制

資產受損銀行運營的權力，並授權聯邦儲備委員會發行由商業銀行

資產支持的緊急貨幣。該法案授予財政部長確定銀行是否需要額外

資金來運營的權力，並在總統批准的情況下，要求重建金融公司對

該銀行進行投資17。 

4.社會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 of 1935) 

1930 年代，美國是唯一沒有任何國家社會保障體系的現代工業國

家，對該時期的美國工人而言晚年並無保障，在經濟大蕭條期間提

出的社會保障法初期僅有工人退休的老年保障18，而後在逐次的修

法中擴及工人家屬，並針對被保險人早亡對其家屬支付倖存者保險

金等規劃。 

(六)小結 

 
15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 of 

1933,”https://socialwelfare.library.vcu.edu/new-deal/national-industrial-recovery-act-of-

1933/,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2/11. 
16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https://socialwelfare.library.vcu.edu/eras/great-depression/u-s-national-

recovery-administration/,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2/11. 

17 Ballotpedia, “Emergency Banking Act,” https://ballotpedia.org/Emergency_Banking_Act,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1/9. 

18 SSA, “Social Security Act of 1935,” https://www.ssa.gov/history/35act.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1/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
https://socialwelfare.library.vcu.edu/new-deal/national-industrial-recovery-act-of-1933/
https://socialwelfare.library.vcu.edu/new-deal/national-industrial-recovery-act-of-1933/
https://socialwelfare.library.vcu.edu/eras/great-depression/u-s-national-recovery-administration/
https://socialwelfare.library.vcu.edu/eras/great-depression/u-s-national-recovery-administration/
https://ballotpedia.org/Emergency_Banking_Act
https://www.ssa.gov/history/35a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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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制定諸多有違反競爭法疑慮的法案以期能渡過經濟大蕭條，

如農業調整法控制產量以提升農產品價格、緊急銀行法中能對特定

銀行投資挹注，全國工業復興法更有明文豁免聯邦反托拉斯法之規

定，對面臨 COVID-19 疫情帶來的經濟危機具有參考價值。 

二、2008 金融危機 

(一)背景 

    2008 金融危機始於 2008 年 9 月 15 日美國聯邦政府拒絕提供當

時全美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融資，該公司申請

破產重整開始而席捲全球，但在金融危機的背後其實是使於 2007 年

的次級房貸風暴所導致，次級房貸風暴發生的原因很單純，金融機

構原本核貸款申請人的工作、薪水、擔保品等評估是否核准貸款及

貸款利率，而自 21 世紀初，美國房地產價格不斷攀升後，如新世紀

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ial Corporation)為了追求貸款利潤以次

級貸款為主要業務不顧申請人償還能力均予以貸款，該類貸款即為

次級貸款(subprime lending)，次級貸款對放款者帶來更高的利息收益，

而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為了復甦網路泡

沫化後的經濟更不斷降息，該舉營造有利於房市的投資環境促使房

價持續成長。因為房價不斷增加所以帳面上觀看貸款者均有能力償

還其負債，放款業者亦不擔心貸款購屋者無力償還貸款，因為即使

無力償還，放款業者收回房屋拍賣仍能確保其借貸出去的金額返還。 

當銀行所能借出去的錢都借完沒有現金提供貸款後，有人發明了將

房貸契約債券在華爾街(Wall Street)市場出售，也就是設立一種債券，

該債券的標的是房貸契約，再將該房貸債券提供到金融市場交易取

得資金再提供房貸市場需求，金融業者可無本的賺取貸款者利息與

支付購買債券者利息間的價差。而後更將不良的房貸契約與少部分

良好的契約綑綁成立商品出售，而信用評估業者為了利潤也昧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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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能予以客觀評價，如此具有風險的債券更因全球化下被海外所

販賣影響全球。 

    當房價不斷上漲而人民收入卻未有提升即表示該房價已泡沫化，

而當泡沫被戳破時市場房屋市場投資客爭相出售房屋更造成房價巨

跌，而房貸債券除不能獲的原定之利息外本金亦無法回收，當泡沫

房市消散後就產生了雷曼兄弟破產、美林(Merrill Lynch)證券財務危

機進而擴及世界其他金融機構財務問題。 

(二)影響 

1.美國人民資產損失： 

自 2007 年 6 月 30 日起一年半內的金融風暴期間，平均每人所失了

四分之一的資產，並且房屋淨值從 2006 年的 13 兆美元至 2008 年

中降為 8.8 兆美元19。 

2.冰島破產 

2007 年底，冰島銀行的海外債務高達冰島 GDP 的 4 倍，而在 2008

金融危機爆發後，冰島三大銀行因為債務過高，存款人擠兌無法償

還債務，一周內相繼宣布破產；股市暴跌 95%， GDP 急遽下滑 65%，

2008 年冰島總負債高達 GDP 的 9 倍20。 

3.全球經濟成長下滑 

2008 年 11 月數據顯示，2008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將由 2007 年的 3.9

％減緩至 2.7％，主要經濟體中，美國、歐元區、日本 GDP 成長率

 
19 Roger C. Altman, “The Great Crash, 2008 - A Geopolitical Setback for the West,”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09-01-01/great-crash-2008,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15. 

20 羅瑞瑜，「現實版『冰與火之歌』─冰島如何在國家破產後浴火重生？」，

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1751，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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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降為 1.3％、1.0％與 0.4％，亞洲開發中國家 GDP 成長率則溫

和走緩至 6.6％21。 

(三)因應策略 

1.美國 

(1) 簽署經濟穩定緊急法(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該法案授權財政不可動用 7,000 億美元的金融救援方案用來

收購次級房貸產生的壞帳，最終金額降至 4,750 億美元。 

(2) 將存款保障額度由 10 萬美元提高至 25 萬美元已以穩定存戶

對金融機構信心。 

(3) 於 2008 年 9 月 19 日宣布從該日起至同年 10 月 2 日暫時禁止

799 檔金融類股放空以穩定股票市場避免過度賣壓，而後將其

線延長至 2008 年 10 月 8 日。  

2.冰島22 

(1) 讓三大銀行倒閉但維持國內銀行的服務及支付系統的運作，

並將三大銀行的「國內存款」及「資產」轉移到新成立的銀行，

而將舊銀行的「所有負債」，就是銀行經營最大部分的海外業

務所衍生的債務，全部留在舊銀行內。 

(2) 採取國內禁止買賣外幣、調升政策利率並以彈性匯率政策及

混定匯率措施穩定克朗幣值。 

 
21 經濟部網站，「國內外經濟情勢分析」，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introduction/wHandEconomicIndicator_File.ashx?fil

etype=pdf&year_month=200811，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5。 

22 謝中琮，「冰島因應金融危機的做法與啟示」，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

UvMC8xMDczOS9mOWEyODBjZC1hNjE3LTRiMWEtYmIyYy03NTg5Yzc1Mjg4NWUuc

GRm&n=MTblhrDls7blm6Dmh4nph5Hono3ljbHmqZ%2FnmoTlgZrms5XoiIfllZ%2FnpLou

cGRm&icon=..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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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受國際貨幣基金(IMF)及北歐等國家的金援但不採取過度緊

縮的財政政策。 

三、COVID-19 導致的經濟衰退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JHU)統計，截至 2021

年 11 月 22 日止，全球確診者逾 2.57 億人，死亡人數餘 515 萬，其中以美

國、印度、巴西確診者人數最多23。COVID-19 傳染力相當強，感染者縱使

治癒，亦有可能造成肺部永久性的損害，國際貨幣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統計，於 2020 年全球 GDP 減少 3.1%，先進國家減少

4.5%，發展中國家減少 2.1%24，全球陷入了 1930 年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大的

經濟衰退。 

(一)原因 

   為了防止COVID-19的擴散，許多國家採取嚴格的邊境管制措施、

封城、限制大型集會活動、商店營業時間等方式試圖防止疫情擴散，

上述管制措施雖能使疫情擴散趨緩，但同時造成民眾外出消費減少、

企業因評估消費緊縮而減少投資，首當其衝的是航空、旅遊、餐飲、

旅館、娛樂等行業，工廠也因疫情因素減產進而裁員或減少工時，失

業或不足的就業時數使無數家庭遭受經濟困境，無法償還貸款或無

金錢支付日常開銷使許多企業或民眾宣告倒閉或破產。 

(二)影響層面 

1.生產供應鏈受阻 

    近年來全球供應鏈架構越來越深化，分工網絡日趨複雜，但專

業分工越細，脆弱度也越高，致使一個環節出錯，整個鏈條就會停

 
23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OVID-19 Dashboard,”  

https://www.arcgis.com/apps/dashboards/bda7594740fd40299423467b48e9ecf6,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0/14. 
24 前揭註 5。 

https://github.com/CSSEGISandData/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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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25。中國、美國、德國分別成為東亞、北美以及西歐地區的產業

鏈中樞。疫情對產業鏈形成衝擊，尤其對全球價值鏈融合程度高的

行業，例如汽車、電子和機械設備，影響將更為明顯26。據中國國

家統計局公布 2020 年 2 月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僅為

35.7%，比一月大幅下降 14.3 個百分點27。全球生產或市場高度倚

賴中國的產業將面臨斷料、營收下滑情形；其中機械、工具機、被

動元件、石化、風電材料、電路板都有訂單減少的情況。 

    以汽車產業為例，美國因多名汽車業工人感染新冠病毒去世，

在工會的壓力下，於 2020 年 3 月起美國三大汽車製造商福特、通

用和克萊斯勒宣布北美工廠開始停產，15 萬工人回家待業。歐洲的

汽車製造業也隨著義大利疫情的爆發到惡化逐步停擺，因為產業鏈

被疫情斷供等因素，日本 8 家車企都宣布暫停國內的汽車生產，豐

田汽車還停止了南非、埃及等地的工廠28。 

    此外，隨東亞疫情持續延燒之下，日本矽晶圓及半導體材料與

韓國的 DRAM 及面板產業供應皆遭影響。其中，日本矽晶圓產業

於全球占有重要地位，並且日本在精密化學材料更是舉足輕重，其

中光阻劑就有高達 9 成的全球市占率，若日本疫情延燒而導致日本

製造業受影響，恐進而影響全球半導體產業發展。另外南韓同時在

面板、DRAM、半導體和記憶體產業上皆扮演重要角色，晶圓代工

 
25 中華經濟研究院，「新冠肺炎疫情之長期影響及新常態趨勢」，

https://web.wtocenter.org.tw/mobile/page.aspx?pid=342824&nid=126，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26 新浪新聞，「歐盟恢復基金是歐盟財政統一的新嘗試？」，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200625/35578278.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27 BBC news，「新冠肺炎影響浮現 中國 2 月製造業斷崖下滑」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51702729，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28 BBC news，「肺炎疫情：全球汽車業陷入有史以來空前危機」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2247098，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https://web.wtocenter.org.tw/mobile/page.aspx?pid=342824&nid=126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200625/35578278.html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51702729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2247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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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占率達 17.8%、面板產能占全球 36%，若受疫情影響導致生產中

斷，亦將對全球供應鏈造成衝擊29。 

    隨美中貿易戰的爆發，部分企業已開始將供應鏈部分移轉回本

國或他國，以避免過度集中於中國，包含在製藥及科技領域皆能看

見明顯的轉變。然而，在這一次 COVID-19 疫情爆發之下，預計未

來各企業將會加快供應鏈分散的腳步，可預見一波國際供應鏈的重

組。 

2.消費需求下滑 

    隨著疫情持續擴散，人們擔心失去工作，因此消費上日趨審慎，

許多國家因防疫需求而管制人潮聚集場所，導致實體通路包含百貨

公司、大賣場、餐飲業、娛樂產業等業績受到嚴重衝擊，又因為封

鎖景點、封城、或是居家辦公等措施導致人們無法駕車出行，汽車

展場紛紛關閉，二手車的交易量也同樣大幅下滑。 

3.海外觀光減少 

    世界旅遊組織統計，亞太地區 2021 年 1 至 5 月減少 95%國際

旅客人數，全球其他區域國際旅客人數均有 72%至 85%的減少，全

球平均減少 85%的國際旅客人數，連帶影響航空、旅宿業等行業30。 

4.失業人數增加影響未來經濟情況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表示始於 2020 年 2 月的冠

狀病毒爆發給美國勞動力市場帶來了衝擊波，將失業率推至接近歷

史新高，並導致數百萬人離開勞動力市場。一年後，勞動力市場的

全面復甦似乎遙遙無期。2021 年 2 月的就業人數比 2020 年 2 月減

少了 850 萬，假設創造就業的每月成長率與 2018 年至 2019 年大致

 
29 鉅亨新聞，「日本為何能掌握韓國半導體命脈？」，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350382，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30 WTO,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COVID-19,” https://www.unwto.org/international-tourism-

and-covid-19,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https://www.pewresearch.org/topics/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
https://www.pewresearch.org/topics/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06/11/unemployment-rose-higher-in-three-months-of-covid-19-than-it-did-in-two-years-of-the-great-recession/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06/11/unemployment-rose-higher-in-three-months-of-covid-19-than-it-did-in-two-years-of-the-great-recession/
https://fred.stlouisfed.org/series/CLF16OV
https://www.bls.gov/news.release/archives/empsit_03052021.pdf
https://www.bls.gov/news.release/archives/empsit_03052021.pdf
https://www.bls.gov/news.release/archives/empsit_03052021.pdf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20/02/07/february-2020-jobs-report/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350382
https://www.unwto.org/international-tourism-and-covid-19
https://www.unwto.org/international-tourism-and-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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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這一損失可能需要三年多的時間才能恢復31。即使在今年美

國勞動力市場整體出現改善跡象的情況下，2021 年 2 月仍有十分之

四的失業工人失業超過 6 個月，約為 2020 年 2 月的兩倍32。有的求

職者變得氣餒，完全離開勞動力市場使得短期失業變成長期失業。 

(三)因應對策 

    各國對於 COVID-19 產生的經濟影響不外下列方法： 

1.提出紓困方案，照顧受疫情影響產業、弱勢家庭。 

2.降息及大幅度擴大貸款規模。 

3.減稅或延長稅捐繳納期限。 

4.使用寬鬆性貨幣政策及擴張性財政政策。 

    美國於 2020 年 3 月通過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

(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 Act)，包括了對個人的

現金補助、延期申報納稅等，對企業的放寬稅務扣除額及商業利息支

出扣除額上限、延長納稅申報期限，並對失業救濟金領取者及臨時、

自營工等額外提供每週 6000 美元的補助。德國的過渡援助方案中對

企業的營收減少提供一定比率的補助，提供短時工作津貼及降低增

值稅促進經濟。 

四、小結 

    相較於經濟大蕭條是源於生產過剩及消費不足、2008 金融海嘯導因於

為刺激經濟而營造出對房地產有利條件最終泡沫化引起的連鎖反應，

 
31 Pew Research Center, “U.S. labor market inches back from the COVID-19 shock, but 

recovery is far from complete,”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1/04/14/u-s-labor-

market-inches-back-from-the-covid-19-shock-but-recovery-is-far-from-complet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32 Pew Research Center, “Long-term unemployment has risen sharply in U.S. amid the 

pandemic, especially among Asian Americans,”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

tank/2021/03/11/long-term-unemployment-has-risen-sharply-in-u-s-amid-the-pandemic-

especially-among-asian-american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https://www.bls.gov/news.release/pdf/empsit.pdf
http://www.bbc.com/news/business-51901998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1/04/14/u-s-labor-market-inches-back-from-the-covid-19-shock-but-recovery-is-far-from-complete/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1/04/14/u-s-labor-market-inches-back-from-the-covid-19-shock-but-recovery-is-far-from-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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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除了降低生活各種需求外並因隔離造成了供給及需求的連接中

斷，如因疫情因素導致停工、檢疫因素導致海運受阻、或因區域實施隔離減

少民眾旅遊及外出消費等， 尤其在全球供應鏈的電子、汽車、機械設備等

產業，因疫情導致的供應鏈中斷都會對下游業者產生巨大的連鎖反應，疫情

期間因應新興需求而生的相關產業及服務除了讓市場洗牌外是否會產生壟

斷及國家對企業實施補助及優惠時是否違反競爭法相關規定，都值得仔細

思考。 

第二節 各國產業經濟受 COVID-19 疫情影響 

一、COVID-19 對全球總體經濟影響 

2020 年的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莫大的衝擊，像是 IMF、OECD 等主要

的研究機構所公布的數據來看(詳如下表)，COVID-19 造成全球經濟成長率

衰退 4%~5%，貿易量也衰退超過 10%。而就四個主要的經濟體來看，歐元

區經濟衰退的幅度最大，其次是日本、美國，均呈現衰退情況，四大經濟體

僅中國仍維持小幅度的成長，這種現象，是自 2008 年金融海嘯後，再次出

現全球性的經濟重挫。然而隨著各國疫苗的施打、逐步的開放解封後，各主

要研究機構，也預期 2021 年全球的經濟可望恢復正成長。 

表 2-1 四大經濟體經濟成長率 

 IMF IHS Markit OECD WB 

 2020.10 2020.12 2020.12 2020.06 

 (2020.06) (2020.11) (2020.09) (2020.01)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全球 

經濟成長率 

-4.4 5.2 -4.0 4.5 -4.2 4.2 -5.2 4.2 

-4.9 5.4 -4.2 4.2 -4.5 5.0 2.5 2.6 

美國 

經濟成長率 

-4.3 3.1 -3.4 4.3 -3.7 3.2 -6.1 4.0 

-8.0 4.5 -3.6 3.1 -3.8 4.0 1.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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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經濟成長率 

-5.3 2.3 -5.4 2.6 -5.3 2.3 -6.1 2.5 

-5.8 2.4 -5.4 2.2 -5.8 1.5 0.7 0.6 

歐元區 

經濟成長率 

-8.3 5.2 -7.4 3.6 -7.5 3.6 -9.1 4.5 

-10.2 6.0 -7.4 3.7 -7.9 5.1 1.0 1.3 

中國 

經濟成長率 

1.9 8.2 2.1 7.5 1.8 8.0 1.0 6.9 

1.0 8.2 2.0 7.4 -1.8 8.0 5.9 5.8 

全球貿易 

成長率 

-10.4 8.3 - - -10.3 3.9 -13.4 5.3 

-11.9 8.0 - - - - 1.9 2.5 

資料來源： 

1.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 October 2020(2020.12)33 

2.IHS Markit(2020.12.17)34 

3.OECD: OECD Economic Outlook(2020.12)35 

4.WB: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une 202036 

二、正面影響 

(一)外送餐飲業與電商 

疫情持續蔓延，讓「宅經濟」跟著發燒，而產生新的業務模式，包

括外送平臺、雲直播、雲展覽等興起，消費者因為調整生活習慣，讓業

者不得不改變現行的業務模式，為自己創造商機，例如：日本計程車司

機因疫情影響，載客量變小，將業務模式轉換成為無法出門的民眾代採

購物品後，送到民眾的家裡，增加業外收入並解決民眾無法出門購物的

 
33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1/10/12/world-economic-outlook-

october-2021,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2/10. 
34 IHS Markit, “Evaluate business opportunity and risk with the long-term global economic 

forecast,” https://ihsmarkit.com/products/global-economic-forecasts-analysis-and-data-world-

economic-service.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2/10. 
35 OECD,” Economic Outlook,” https://img.lalr.co/cms/2021/12/01163825/OECD-Economic-

Outlook-Eng.pdf, ”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2/10. 
36 World bank group,”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une 

2020,”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3748,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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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擾。亦有更多的店家和外送平台來合作，像是新光三越加速推動美食

街外送，與 Uber Eats、Foodpanda 等外送平台合作來爭取更多商機。 

由於宅經濟持續發酵，依據經濟部的統計數字來看，2021 年 7 月

電子購物及郵購業、超級市場及量販店營業額皆創歷年同月新高，電子

購物及郵購業成長(+23.3％)、超級市場成長(+20.0％)、量販店成長(+9.2

％)。而我國 2021 年 2 季零售業網路銷售額 1,059 億元，年增 33.7%，

為經濟部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統計調查有史以來最大增幅，顯示

出在疫情衝擊下的逆勢成長，零售業者提供線上銷售管道之家數占比，

由 2020 年 3 月之 39.9%，提高至 2021 年 5 月之 41.9%，增加 2 個百分

點37。 

(二)醫療衛生器材產業 

對抗 COVID-19 除了研發、施打疫苗製造抗體外，消耗性的設備

如隔離衣、防飛沫面罩、口罩、溫度計等物品及支持性治療所需的氧氣

桶等物品均屬醫療衛生器材產業範疇，嬌生(Johnson & Johnson)公司的

股價創 5 年以來的新高，輝瑞生技公司(Pfizer)與 BNT(BioNTech)共同

研發新冠疫苗，在輝瑞 2021 年第 1 季財報中疫苗就為整體營收貢獻約

四分之一的收入，BNT 更因規模較小受益於疫苗銷售，於 2021 年 7 月

23 日股價達到 281.96 美元。恆大主要產品包括紡結與複合不織布、熔

噴不織布、貼合布及後處理布與口罩等，為醫療衛生器材一環，自 2020

年第一季起每季均有 31.58%至 52.47%的純益率38。 

(三)航運業 

航運業雖曾因 COVID-19 疫情大受打擊，但自 2020 年下半年歐美

 
37 經濟部統計處，「110 年 6 月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統計調查」，

https://www.moea.gov.tw/Mns/dos/bulletin/Bulletin.aspx?kind=8&html=1&menu_id=6727&

bull_id=9160，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38 鉅亨新聞，「恆大」，https://invest.cnyes.com/twstock/TWS/1325/financials/ratios，最後瀏

覽日期：2021/10/14。 

https://www.moea.gov.tw/Mns/dos/bulletin/Bulletin.aspx?kind=8&html=1&menu_id=6727&bull_id=9160
https://www.moea.gov.tw/Mns/dos/bulletin/Bulletin.aspx?kind=8&html=1&menu_id=6727&bull_id=9160
https://invest.cnyes.com/twstock/TWS/1325/financials/rat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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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因疫情擴散紛紛採取居家上班上課措施，帶動「宅經濟」爆發，個

人健身器材以及各種娛樂設施的需求大增。這些商品多在亞洲製造，主

要消費市場則在歐美，加上尺寸較大，必須依賴海運運輸，許多港口因

疫情停工，港口嚴重擠塞，導致貨櫃航運供需緊張，推動運價節節攀升

39。同一時期因中國疫情趨緩、製造業復甦，各國海運均因此受惠，波

羅的海貨櫃運價指數(Freightos Baltic Index, FBX)反映亞洲、歐洲、北

美、南美之間 12 條全球主要航線的 40 呎貨櫃現貨運價，可從其中發

現自 2020 年 6 月 30 日起 40 呎貨櫃運費從 779.94 美元持續增加，至

2021 年 10 月 26 日已達 10,407 美元40。 

此外，從財政部的銷售額統計資料觀察，2021 年第三季的水上運

輸業，其平均銷售額依序為新臺幣 82.49 億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102.87%、

54.67%，表現相當出色41。 

(四)電子製造業 

疫情持續擴大恐影響全球消費力，主要手機品牌大廠關閉零售通

路，影響消費市場，加上民眾受疫情影響收入下滑，消費者立即替換智

慧型手機的意願偏低。另外，各國企業內部防疫措施趨嚴，可能導致產

品開發時程可能拉長，或延後新品上市。不過，技術含量高者如半導體、

光學鏡頭；5G 與數位轉型類如 IC 設計、半導體製造、被動元件、智慧

工廠相關軟硬體受到的衝擊影響小；疫情帶動雲端工作、居家辦公、在

家學習下，伺服器、網通產品需求不斷增加，加上各地資料中心持續建

 
39 經貿研究，「台灣海運業迎來疫後榮景」，

https://research.hktdc.com/tc/article/NzYyMzMwNjg3，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40 財經 M 平方，「全球-波羅的海貨櫃運價指數 FBX」，

https://www.macromicro.me/collections/4356/freight/35158/fbx-global-container-index，最

後瀏覽日期：2021/10/26。 
41 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查詢」，

https://web02.mof.gov.tw/njswww/WebMain.aspx?sys=100&funid=defjspf2，最後瀏覽日

期：2021/12/14。 

https://research.hktdc.com/tc/article/NzYyMzMwNj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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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採購量上升。最重要的是企業與個人連網需求大增，也突顯出高速

寬頻與 5G 發展重要性。另外，隨著各國在疫苗施打後，逐步開放解封，

民眾活動逐漸解禁，加上刺激經濟措施，將有利於產品銷售成長42。 

此外，由於國際 IDM 大廠接單滿載，其訂單大量轉移至國內廠商，

廠商營運表現亮眼。液晶面板因資訊電子、商用、醫療等產品面板需求

增加下，廠商出貨持續成長，從經濟部統計處的最新資料來看43，2021

年第三季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生產指數為 167.68，較 2020 年年同期成長

17.30%，本業亦為疫情下，主要的受益產業之一。 

(五)金屬機電業 

金屬產業部分，因疫情於全球蔓延影響，鋼材、鋁材等基本金屬之

下游市場需求大幅下滑，如汽車(包含電動車)、機械、房市等，包含全

球主要車廠暫時停產，將影響上游零組件生產，因此各類基本金屬確實

有疫情關係而減產的情形。不過隨著近期部份國家疫情放緩，預期將提

振相關金屬需求回升，而受疫情與美中貿易戰影響，使臺商回流投資建

廠增加，加上國內建案、公共工程持續推出，將帶動鋼材、金屬結構製

造、金屬建築組件製造及螺絲、螺帽及鉚釘製造業等相關產品之需求44。

此外，從經濟部統計處的最新資料來看45，2021 年第三季基本金屬製造

業生產指數，較 2020 年同期成長 18.03%、機械設備業成長更高達

28.39%，顯示在全球需求持續增溫下，已明顯擺脫疫情的衝擊。 

三、受衝擊的產業 

(一)航空業 

 
42 整理自 2020 經濟部產業紓困座談會業者意見。 
43 經濟部統計處，「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

https://dmz26.moea.gov.tw/GMWeb/investigate/InvestigateDB.aspx，最後瀏覽日期：

2021/12/10。 
44 同上註。 
45 經濟部統計處，前揭註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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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防止 COVID-19 的擴散，許多國家採取嚴格的邊境管制措施，

如我國從疫情初期(2020 年 1 月 26 日)禁止湖北陸人入境，同(2020)年

2 月 11 日全面禁止中港澳人士入境後，2020 年 3 月 19 日起除持居留

證及特殊許可者外禁止外籍旅客來臺、3 月 24 日起禁止外籍旅客來臺

轉機等措施46，或是日本也拒絕停留過特定國家、區域(排除轉機等原因)

之外國人民入境，並要求入境者均須於指定檢疫場所隔離 14 天且期間

不得使用大眾交通工具等措施47，諸如此類的管制直接影響的就是航空

業，據統計於 2020 年 4 月起全球疫情爆發至 2021 年 6 月，國際航班

減少了 71%至 90%的航運量，國內航班亦減少了 20%至 60%的航運量

48。 

面對疫情全球延燒，各國邊境管制措施對航空業造成極大衝擊，波

音公司飛機訂單量遭取消，航空製造業國際供應鏈亦傳斷鏈危機，我國

廠商身處其中難避衝擊。 

(二)觀光旅遊業 

根據世界旅遊組織統計，亞太地區 2021 年 1 至 5 月減少 95%國際

旅客人數，全球其他區域國際旅客人數均有 72%至 85%的減少，全球

平均減少 85%的國際旅客人數，綜觀 2020 年國際旅客人數減少了約 10

億人次，且截至 2021 年 5 月減少了約 4.5 億人次49。2021 年 3 月我國

相較其他國為防疫模範區，國際旅客住用率達 40.91%、一般旅客住用

率達 34.9%50，惟我國因疫情因素於 5 月起實施三級警戒管制，限縮出

 
46 衛生福利部，「及時邊境管制」，https://covid19.mohw.gov.tw/ch/cp-4828-53657-

205.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47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簽證及入境須知」，https://www.boca.gov.tw/sp-foof-countrycp-01-

32-cb309-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48 The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IATA) 

twitter,https://twitter.com/IATA/status/1418996156722466822/photo/1,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49 WTO, supra note 30. 
50 交通部觀光局，「觀光旅館營運月報表單月-彙整表」，

https://covid19.mohw.gov.tw/ch/cp-4828-53657-205.html
https://covid19.mohw.gov.tw/ch/cp-4828-53657-205.html
https://www.boca.gov.tw/sp-foof-countrycp-01-32-cb309-1.html
https://www.boca.gov.tw/sp-foof-countrycp-01-32-cb309-1.html
https://twitter.com/IATA/status/1418996156722466822/phot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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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人數、旅館住宿比例及民眾避免因出入公共場所遭染疫心理，2021 年

5 月上市櫃觀光餐飲業營收大幅衰退，與疫情未發生的 2019 年同期相

比，旅行業-95.6%、旅館業-54.7%、觀光餐飲業-56.3%、交通業-41.1%，

自三級管制開始至 6 月 12 日，觀光餐飲業估計損失達 1,280 億元51。 

(三)餐飲業 

因 COVID-19 會經由空氣傳染，餐廳為較封閉空間且飲食時必然

移除口罩，室內用餐會造成較大的傳染可能，因此各國的防疫策略中均

有包含對餐飲業的限制，如日本第三次「緊急事態宣言」對當時疫情嚴

峻的東京都、大阪府、兵庫縣及京都府 4 都府縣，要求提供酒精飲料及

卡拉 OK 服務的餐廳暫停營業；對其他的餐廳則要求提早在晚間 8 時

前打烊。我國「三級警戒管制」的禁止餐飲內用造成了 2021 年 6 月餐

飲業營業額年減 39.9%，為有統計資料以來最大減幅，其中餐館業年減

40.4%，飲料店業因禁止內用及部分業者縮短營業時間，年減 38.8%；

外燴及團膳承包業年減 32.6%52。 

(四)娛樂產業 

電影院、KTV、酒店、夜店等場所因空間狹小易於傳播疫情而遭各

國政府限制營業時段或是場所內人數，在疫情嚴重地區更有禁止營業

之禁令，以我國為例，2020 年與娛樂稅相關的產業活動，營業總額為

384 億元，較 2019 年減少 109 億元，年減率高達 22%，其中最慘澹的

苦主，莫過於電影業，全國電影營業總額幾乎可說是折半；六都電影業

者當中，又以臺北市為重災區，臺北市電影業營收，年減 53 億元，年

減 41.4%；職業表演、KTV、電玩機臺等娛樂業者，去年相關營收受創

 
https://admin.taiwan.net.tw/Handlers/FileHandler.ashx?fid=b3553a79-2045-4711-9ffa-

dec2e8c2c954&type=4&no=1，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51 ETtoday，「三級警戒持續『觀光業產值蒸發 1280 億』這行收入掛零 1 年半」，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10615/2007245.htm，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52 經濟部統計處，前揭註 37。 

https://admin.taiwan.net.tw/Handlers/FileHandler.ashx?fid=b3553a79-2045-4711-9ffa-dec2e8c2c954&type=4&no=1
https://admin.taiwan.net.tw/Handlers/FileHandler.ashx?fid=b3553a79-2045-4711-9ffa-dec2e8c2c954&type=4&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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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也十分嚴重，而在今(2021)年五月中旬因本土疫情驟然失控，三

級警戒期間，休閒娛樂場所如歌廳、舞廳、夜總會、俱樂部、酒家、酒

吧、酒店(廊)、錄影節目帶播映場所(MTV)、視聽歌唱場所(KTV)、理

容院(觀光理髮、視聽理容)、指壓按摩場所、健身休閒中心(含提供指壓、

三溫暖等設施之美容瘦身場所)、保齡球館、撞球場、室內螢幕式高爾

夫練習場、遊藝場所、電子遊戲場、資訊休閒場所、休閒麻將館、自助

選物販賣機營業場所、釣蝦場、桌遊場所及其他類似場所均於三級警戒

期間全面關閉，縱使在今(110)年 7 月 27 日起調降疫情警戒標準至第二

級，但歌廳、舞廳、夜總會、俱樂部、酒家、酒吧、酒店(廊)、錄影節

目帶播映場所(MTV)、視聽歌唱場所(KTV)、理容院(觀光理髮、視聽理

容)、遊藝場所、電子遊戲場、資訊休閒場所、休閒麻將館、桌遊場所

仍然禁止營業，上述行業因停業影響所能上繳的娛樂稅勢必大大減少

53。 

(五)零售貿易業 

同樣是人潮聚集及空間封閉的百貨銷售業也因疫情因素受影響，

當疫情情況嚴峻時民眾開始避免出入公眾場所、與人群接觸，就算戴口

罩上街，實體消費的意願仍有降低。我國於 2021 年 5 月中旬起本土疫

情轉為劇烈，在百貨公司銷售的影響十分明顯，據營業額指數顯示，110

年 1 至 4 月分別為 109.0、111.58、92.47、121.9 之數值，但自 5 月以

來陡降為 67.87、30.58、51.88，可稱是腰斬式降低54。 

(六)民生相關產業 

 
53 經濟日報，「疫情衝擊 娛樂稅收下滑」，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8888/5608779，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54 經濟部統計處，「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統計調查」，

https://dmz26.moea.gov.tw/GMWeb/investigate/InvestigateEA.aspx?fbclid=IwAR3Gb7xXG6

SA7w4rnRkFQNpg8JzdenFn_eaBURVj73ffAwqPFGwZGdCWb-k，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8888/5608779
https://dmz26.moea.gov.tw/GMWeb/investigate/InvestigateEA.aspx?fbclid=IwAR3Gb7xXG6SA7w4rnRkFQNpg8JzdenFn_eaBURVj73ffAwqPFGwZGdCWb-k
https://dmz26.moea.gov.tw/GMWeb/investigate/InvestigateEA.aspx?fbclid=IwAR3Gb7xXG6SA7w4rnRkFQNpg8JzdenFn_eaBURVj73ffAwqPFGwZGdCW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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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及飲料業，本業仍以內銷市場為主，因此受歐美市場消費不振

影響相對有限，但因近期糧食出口國陸續發布限制出口措施，或將影響

本業供應鏈。國內需求部分，因疫情持續延燒，國內酒廠受限需求銳減

導致庫存大增，加上市場消費信心恢復尚須一段時間，計畫將減產因

應。不過，在臺酒、民營酒廠陸續調撥既有產線支持防疫酒精生產，加

上，近期我國民眾採取居家辦公、居家防疫減少外出用餐等，將帶動調

理加工產品需求增加。 

紡織成衣與皮革毛皮等製品業，歐美品牌大廠因防疫關係暫時關

閉實體通路，僅剩線上銷售，並維持最低營運量，因此目前品牌廠調節

訂單多是從下游成衣廠一路到上游的布廠、纖維廠。而隨著運動賽事多

延期、取消之下，國內外民眾多居家減少消費，將影響我國成衣業與製

鞋業。不過，近期部分國內紡織成衣業者開始布局醫療紡織、成衣事業，

如防疫口罩、防疫圍巾生產防護衣與隔離衣等。另一方面，因近年我國

紡織及成衣業的產業持續外移，雖疫情初期受中國停工而有轉單效益

產生，然隨著近期疫情影響持續擴大，各國陸續停工、減產，或將影響

本業供應鏈。而製鞋業則因各國鎖國、封城措施，造成部分原物料短缺，

影響本業生產運作。 

家具製造業，需求面到受肺炎疫情影響，全球經濟放緩，不確定風

險上升的情況下，各國多預測將影響房市銷售，進而將影響中上游家具

製造業。另外，美國為全球第一大家具進口國，亦是本業主要出口市場，

雖然在鎖國及封城政策之下，零售通路關門，不過線上家庭裝修及裝飾

因居家辦公、居家學習，消費者需整理居家及辦公環境需求仍有增加。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需求面因歐美疫情抑制全球經濟動能，

紙箱拉貨仍緩慢，所生產的紙箱必須配合客戶計畫，不可能生產不合客

戶需求的規格，客戶復工以及全球的需求狀態確實仍存在有待恢復的

空間。國內部分，雖然近期民眾因風險意識拉高，對衛生紙的囤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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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致廠商 24 小時增產，但因比重小，影響不大。另一方面，2020

年面對各國疫情的封鎖措施也延誤了紙漿原材料的運輸，而囤積效應

也造成供應不足的局面55。 

(七)機械設備業 

機械設備部分，由於需求面受疫情影響，臺灣出口至中國大陸、歐

洲與美國市場將大受衝擊。雖然中國大陸市場已陸續恢復，但全球在變

種病毒的肆虐下，歐美疫情仍持續延燒，恐怕將影響我國工具機於海外

市場的需求。不過因應防疫所需，市場對於生技醫療、宅配物流與遠距

上班等相關需求增加，防疫商機也一併湧現，尤其是各國對醫療設備的

需求大幅提升56。 

四、各國紓困與振興政策 

面對疫情衝擊，各國政府紛紛提出各種紓困與產業振興方案，建議我

國政府亦需有一套救急方案，例如透過稅金減免、優惠貸款、利息補貼、

補助等政策工具，協助受衝擊的業者及從業人員度過難關；長期而言，是

要思考如何將來疫情告一段落後，振興商業、服務業，例如舉辦大型美食

節、購物節，甚至是與大型會展活動串連，帶動周邊觀光等，以補足疫情

造成的經濟活動缺口57，甚至重新規畫整體產業布局與發展策略，汰弱留

強，進一步達到產業轉型、產業升級的效果，以下整理各國採行的紓困與

振興政策，提供政府單位參考58。 

(一)亞洲國家 

截至 2021 年 10 月 19 日止，COVID-19 在亞洲地區已累計確診達

 
55 前揭註 42。 
56 同上註。 
57 科技新報，「武漢肺炎衝擊／商業服務業損失可能破百億元，影響恐勝 SARS？」，

https://technews.tw/?p=563443，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58 整理自經濟部駐外各單位經濟組資料、台經院(2020)因應疫情各國相關紓困/振興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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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2 萬餘人，累計死亡人數達 115 萬餘人，對亞洲地區造成如何影響?

我們從以下國家大致了解。 

1.中國 

在 2020 年 1 月中旬起，中國確定新冠病毒的疫情後，政府採取了

嚴格的遏制措施，包括延長全國農曆新年假期、湖北省封城、國家層

面的大規模行動限制，這些遏制措施使得 2020 年第一季度的 GPD 與

2019 年同期相較減少了 6.8%59。 

2020 年零售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較大，主要集中在實體零售企

業，網上零售雖同時存在較大下降幅度，但增速始終維持正增長。新

冠肺炎疫情推動消費管道向線上轉移，電商滲透率逐步提升。實體零

售企業中，百貨企業受疫情衝擊明顯，百貨、購物中心在疫情期間客

流驟減，經營業績受到了嚴重影響。2020 年前三季度，百貨龍頭企業

王府井實現營業收入和淨利潤分別為 56.32 億元和 1.86 億元，同比分

別下降 70.97%和 78.00%。百聯股份實現營業收入和淨利潤分別為

279.38 億元和 5.30 億元，同比分別下降 25.21%和 40.82%60。 

紓困及振興政策方面，隨著中國復工狀況逐漸穩定，截至 3 月 28

日止，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平均開工率已達 98.6%，人員平均回到

工作崗位的比率達 89.9%。由此，中國發改委宣布中國後續產業發展

重點將以 5 大項目為主： 

(1)有序推動復產達產，根據疫情分區分級推進復工復產，讓人流、

物流、資金流有序轉動起來，保持產業鏈總體穩定，暢通經濟社

會循環。 

 
59 IMF, “Policy Responses to Covid-19,” https://www.imf.org/en/Topics/imf-and-

covid19/Policy-Responses-to-COVID-19#C,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21. 
60 聯合資信工商一部，「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对贸易和零售行业的影响回顾及展望」， 

  https://pdf.dfcfw.com/pdf/H3_AP202106041495904872_1.doc?1622813694000.doc， 最後

瀏覽日期：2021/10/24。 

https://www.imf.org/en/Topics/imf-and-covid19/Policy-Responses-to-COVID-19#C
https://www.imf.org/en/Topics/imf-and-covid19/Policy-Responses-to-COVID-19#C
https://pdf.dfcfw.com/pdf/H3_AP202106041495904872_1.doc?1622813694000.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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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好各項援企政策落實見效果，加大對重點行業和中小企業幫

扶力度，全面強化穩就業舉措，落實好減稅降費、定向降準和穩

崗補貼等各項政策，努力保障已復工和準備復工企業的日常防護

物資需求。 

(3)積極擴大有效需求，促進消費回補和潛力釋放，發揮好有效投資

關鍵作用，特別是要以更大力度、更加精準地補齊疫情防控暴露

出的短板弱項，為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打下良好基礎。 

(4)努力穩定外貿外資，保障外貿產業鏈、供應鏈暢通運轉，用足用

好出口退稅、出口信用保險等穩外貿政策工具，做好重大外資項

目落地。 

(5)著力釋放發展潛力，更加注重用好改革開放關鍵一招，加快體制

機制改革步伐，持續優化營商環境，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充分

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動力和潛力。 

對此，為因應外國政府(如日本)因疫情影響，有意協助該國企業撤

出中國，中國政府陸續頒布「穩外貿、穩外資」之相關紓困措施。中

國國務院常務會議推出增設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支持加工貿易、

廣交會網上舉辦等系列措施，積極因應 COVID-19 疫情影響，努力穩

住外貿外資基本盤，並決定延續實施普惠金融和小額貸款公司部分税

收支持政策至 2023 年底；2020 年 4 月 13 日，中國商務部發布其已與

中國工商銀行簽署《穩外貿、穩外資合作備忘錄》，內容指出雙方將

加強工作互動、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共同支持企業應對疫情衝擊，

全力做好穩外貿穩外資工作；中國海關總署於 2020年 4月 14日頒布，

為支持加工貿易發展，紓解企業困難，促進穩就業、穩外貿、穩外資，

經其國務院同意，自 4 月 15 日至 12 月 31 日，對企業內銷加工貿易

貨物暫免徵收內銷緩稅利息。 

在貨幣政策方面，為支持實體經濟發展，降低社會融資實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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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實施普惠金融定向降準，共釋放長期資金人民幣

5,500 億元(約新臺幣 2.47 兆元)，有效增加銀行支持實體經濟的穩定資

金來源。另一方面，中國人民銀行亦在推出人民幣 500 億元(約新臺幣

2,150 億元)的 7 天期逆回購，利率 2.2%，較上次逆回購調降 20 基點，

較上次翻倍；這亦為 3 月以來人行首次實施逆回購操作，帶來 4 月貸

款市場報價利率(LPR)下行，配合財政政策加碼再進行降準61。 

2.日本 

2020年 4至 6月間日本為防止他國感染入侵而實施封鎖並發布緊

急事態宣言，該季 GDP 為 1994 年以來最大降幅，2020 年 4 至 6 月

期間的國內旅遊消費比上一年減少了約 5 萬億日元62。 

據經濟產業省指出在 2020 年 1 到 5 月間，新冠病毒對日本的生

活娛樂相關服務影響最大，如 2020 年 3 月與去年同期相較，受限購、

限售等影響，各類職業體育、遊樂園、主題公園的活動綜合指數去年

同期比下降 90%以上。在同(2020)年 4 月發布緊急事態聲明限制不必

要的和非緊急的不外出、請假、縮短營業時間等要求。在婚宴場所、

健身俱樂部、客棧和酒吧、餐廳、酒館的活動綜合指數也比去年同期

下降 90%以上63。而根據日本 2020 年貿易白皮書顯示，由於新肺炎因

素諸多國家限制人民進出國，故在 2020 年 4 月訪日外國遊客人數也

比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99.9%64。 

 
61 中國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公布之相關政策，https://www.ndrc.gov.cn/xwdt/，最後

瀏覽日期：2021/10/14。 
62 日本內閣府，「第 1 章 感染症の危機から立ち上がる日本経済(第 1 節)」，

https://www5.cao.go.jp/keizai3/2020/0331nk/n20_1_1.html#n20_1_1_1，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22。 

63 日本經濟產業省，「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最も受けた「生活娯楽関連サービ

ス」とは，

https://www.meti.go.jp/statistics/toppage/report/minikaisetsu/hitokoto_kako/20200728hitoko

to.html#cont2，最後瀏覽日期：2021/10/24。 
64 日本經濟產業省，「第 1 章 コロナショックで激変した世界経済」，

https://www.ndrc.gov.cn/xwdt/
https://www5.cao.go.jp/keizai3/2020/0331nk/n20_1_1.html#n20_1_1_1
https://www.meti.go.jp/statistics/toppage/report/minikaisetsu/hitokoto_kako/20200728hitokoto.html#cont2
https://www.meti.go.jp/statistics/toppage/report/minikaisetsu/hitokoto_kako/20200728hitokoto.html#con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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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困及振興政策方面，日本安倍政府在 2020 年 3 月 11 日通過第

二波緊急紓困對策，包括補助請假照顧小孩的家長等財政支出 4,308

億日圓，並向受疫情衝擊的中小企業提供形同無息無擔保的融資規模

1.6 兆日圓。然有鑑於日本已瀕臨全國緊急狀態，安倍政府為了緩解日

本遭受的經濟衝擊，將於 4 月初頒布「史無前例」的第三波紓困計畫

以因應。日本政府於 2021 年 11 月 19 日召開臨時內閣會議，敲定史

上最大規模經濟振興對策，政府財政支出達 55.7 兆日圓，其中包括新

設支援半導體產業的基金，補助台灣晶圓代工大廠台積電赴日設廠，

相關預算並有列入逾 7700 億日圓的防衛開支65。 

日本經濟產業省提出「減輕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對公司之影

響之支援措施」，並於 2020 年 3 月 10 日發布 3 月 10 日發布《緊急

應變措施(第二條)》增加資金挹注措施，規模達 1.6 兆日圓，主要內容

包含設置經營諮詢窗口；根據《緊急應變措施(第二條)》之保障措施，

提供融資擔保，分為一般保證、安全網保證(4 號安全保全網：地方政

府提出申請可供企業 100%資金紓困保證；5 號安全網：針對指定業種

提供 80%資金紓困保證)及危機相關保證(提供受重大影響之企業

100%資金紓困保證)；針對受疫情影響銷售額之企業提供低利、無息及

無抵押貸款等更彈性的相關措施；提供業者相關補助；就業調整補貼，

包含疫情家庭照顧假、員工退休福利金寬限、因疫情而失業或停工需

要臨時資金之緊急貸款、遠端辦公等；放寬進出口手續；以及延長國

家納稅及電、煤氣等費用繳款。 

日本政府於 2020 年 4 月 6 日宣布，為了因應疫情擴散、計畫推

 
https://www.meti.go.jp/report/tsuhaku2020/2020honbun/i1100000.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24。 
65 中時新聞網，「規模史上最大 日本砸 13.5 兆振興經濟」，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1120000093-260309?chdtv，最後瀏覽日

期：2021/12/13。 

https://www.meti.go.jp/report/tsuhaku2020/2020honbun/i1100000.html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1120000093-260309?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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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規模史上最大、達 108 兆日圓(政府財政支出+民間支出，約新臺幣

30.5 兆元)的緊急經濟刺激方案，其中的 2,435 億日圓將用於協助大企

業將生產據點從中國移回日本等供應鏈整編措施，援助企業改變供應

鏈過度依賴中國的生產體制。 

3.韓國 

根據韓國中央銀行的公布，2020 年第 4 季國內經濟成長率初步統

計結果，較第 3 季成長 1.1%，但全年成長率與前年相比減少 1%，為

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首次全年經濟負成長。第 4 季出口以半導

體及化學製品為主力，成長 5.2%，受機械設備等產品拉動的進口也成

長 2.1%。民生消費部門的餐飲、住宿、運輸、食品等消費則全面萎縮，

整體衰退 1.7%66。 

COVID 19 在韓國蔓延之後，韓國國內實體經濟直至第二季均呈

現負成長，私人消費連續三個季度呈下降趨勢，建設投資也再次下降，

並因 COVID 19 的傳播、全球經濟萎縮和油價下跌，第二季度出口急

劇下降，全年觀察出口金額較 2019 年減少約 3780 億美元，約降低

7%67。 

紓困及振興政策方面，韓國政府目前針對疫情推動三階段的紓困

措施，合計投入經費 31.6 兆韓元。第一輪紓困投入既有預算 4.3 兆韓

元，用於因應防疫等預備費、地方自治團體預備費、機場使用費減免、

微型企業等政策金融供給、LCC 對象運營資金融資、銷售債券收購擴

大。第二輪紓困提出規模達 16.2 兆韓元的「COVID-19 疫情衍生影響

最小化及早期克服的民生及經濟綜合對策」，主要內容包含 5 大消費

 
66 中央通訊社，「韓國 2020 年經濟衰退 1% 金融風暴來首次負成長」，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101260114.aspx，最後瀏覽日期：2021/10/24。 
67 韓國「2021 年宏觀經濟展望(特刊)」，

https://www.kiet.re.kr/part/sDownload.jsp?s_idx=49128，最後瀏覽日期：2021/10/24。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101260114.aspx
https://www.kiet.re.kr/part/sDownload.jsp?s_idx=4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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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及家庭照護休假緊急支援等財政支援；租金下調 50%稅額抵減，轎

車個別消費稅下調；小企業超低利率貸款，發行 P-CBO 等；金融中介

支援貸款；擴大公共機構投資；透過擴充財金擴大擔保；擴大金融界

金融供給等。 

第三輪紓困於提出 11.7 兆韓元的追加預算案，包括疫情防控 10.9

兆韓元，推動防疫體系高質化、中小企業和微型企業復甦、民生及雇

用安定、地方經濟及商圈活化；填補稅收缺口 0.8 兆韓元，以因應疫

情帶來的衝擊，加強財政的積極作用。韓國政府提出 9.1 兆韓元的紓

困措施，包括中央政府透過再度編列追加預算，撥款 7.1 兆韓元，令

地方政府承擔 2 兆韓元。除了針對 1,000 萬戶低收入家庭(年收入在

70%以下家庭)提供財政支援，一家四口可一次性獲得 100 萬韓元的禮

券和購物折價券補助，單人戶則為 40 萬韓元。 

韓國政府 2020 年 4 月 16 日召開臨時國務會議，向國會提交第 2

份補充預算案，規模為 7.6 兆韓元(約新臺幣 1,873 億元)，將用於收入

在 70%後端的家庭發放疫情災害補助，發放形式以消費券和禮券的形

式發出，而不是現金發放，以鼓勵人們消費，加上此次補充預算，迄

今公布的抗疫補助政策規模達 150 兆韓元。此外，由於 2021 年韓國疫

情再次延燒，韓國國會於 2021 年 7 月，追加第 2 次預算，包含了「第

5 次災難支援金」的紓困提案，韓國每人可以領到 25 萬韓幣(約新台

幣 6,091 元)68。 

 
68 Newtalk 新聞網，「韓國確診數飆升 國會通過第 5 次紓困 排富後每人可領 25 萬韓

幣」，

https://tw.news.yahoo.com/%E9%9F%93%E5%9C%8B%E7%A2%BA%E8%A8%BA%E6%

95%B8%E9%A3%86%E5%8D%87-

%E5%9C%8B%E6%9C%83%E9%80%9A%E9%81%8E%E7%AC%AC5%E6%AC%A1%E

7%B4%93%E5%9B%B0-

%E6%8E%92%E5%AF%8C%E5%BE%8C%E6%AF%8F%E4%BA%BA%E5%8F%AF%E

9%A0%9825%E8%90%AC%E9%9F%93%E5%B9%A3-063709035.html，最後瀏覽日

期：202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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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加坡 

2020 年 2 月 18 日財政部提出 56 億新幣預算，推出包含 16 億新

幣預算的「關懷與援助配套」，包含提供現金補助、一次性消費稅補

助券、必需品補助券、低薪勞工就業入息特別補助及援助弱勢家庭和

孩童等金融紓困措施；以及 40 億新幣預算的「經濟穩定與支援配套」，

包含就業援助計畫、加薪補貼計畫、企業融資計畫、依情況評估提供

相關租金減免或靈活支付方式、降低飛機起降及停機費、零售與餐飲

業租金減免、交通運輸特殊援助基金計畫等金融紓困方案，以及提供

企業租稅優惠、旅遊業財產稅抵減，及零售與餐飲業租稅抵減。 

受到疫情衝擊，新加坡經濟在 2020 年創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衰

退，經濟成長率下降 5.8%；2020 年為了應對疫情嚴峻衝擊，新加坡財

政部長啟動第二輪財政刺激方案，規模達 480 億新幣，將動用國家儲

備 170 億新幣，主要用於薪資補貼、允許企業及自雇者延後支付所得

稅，亦擬向新加坡公民發放現金，同時也針對受疫情影響較嚴重之產

業(包括航空、旅遊、交通運輸、藝文等業別)提供紓困資金。 

新加坡副總理亦宣布，將在第三輪刺激方案中支出 51 億新幣(約

36 億美元)，政府將向每位新加坡成人額外發放 300 新幣現金，使每

人領取總額增至 600 新幣(約 12,000 臺幣)。若加上此前推出的兩輪紓

困措施，該國抗疫刺激總規模來到接近 600 億新幣，占該國 GDP 的

12%。 

在貨幣政策方面，疫情已導致新加坡及全球經濟景氣嚴重萎縮，

不僅供應鏈干擾，多國實施的旅行限制，國際需求下降。新加坡金管

局將匯率區間的斜度降至零，讓新加坡元停止升值，並調低新加坡元

匯率波動範圍的中心軸降低至目前水平，讓新加坡元一次過貶值。新

加坡透過引導本國匯率升貶來管理貨幣政策，是全球唯一利用匯率來

控制利率的主要經濟體。這也是新加坡金管局自 2009 年全球金融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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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以來首度調降匯率區間的中點，也是歷來首度同時實施這兩種政策。 

(二)歐洲國家 

2020 年歐洲央行(ECB)宣布通過「因應疫情大流行緊急採購計畫」

(Pandemic Emergency Purchase Programme, PEPP)，將挹注 7,500 億歐

元購買歐盟成員國政府或民間債券，協助其因應疫情所面臨之衝擊，

隨後於 2020 年 6 月 4 日及 12 月 10 日分別追加 6,000 億及 5,000 億歐

元，使總額達到 18,500 億歐元，該計畫將持續至判斷 COVID-19 危

機階段結束。此外，歐洲央行亦宣布四大舉措，包含位銀行提供額外

長期貸款以增加流動性；為定向長期再融資計畫提供更好的條款；針

對私人市場增加購買 1,200 億歐元的淨資產直至 2020 年底；考慮減低

對銀行資本要求，包含容許銀行降低資本充足率。 

然歐洲央行更一步發布消息，取消前述宣布的「大流行病緊急資

產收購計畫」(PEPP)額外購債規模 7,500 億美元的上限，不僅如此，

歐洲央行也將不遵循對於購買各國公債的限制，代表歐洲央行將能持

有歐元區任一國家超過三分之一的債券，藉此來對抗疫情大流行所帶

來的經濟衝擊。 

歐洲聯盟財長會議達成規模 5,000 億歐元(約新臺幣 16.4 兆元)紓

困協議，涵蓋一項規模 1,000 億歐元的聯合就業保險基金，以及一項

歐洲投資銀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工具，可以提供企業 2000 億

歐元的流動性資金，以及歐元區紓困基金「歐洲穩定機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的 2,400 億歐元信用額度，以支持受疫情重創的國

家重建經濟。另外針對義大利、西班牙和法國共同提出的聯合發行債

券計畫－「冠狀病毒債券」(coronabond)則暫時擱置69。 

 
69 台灣經濟研究院，「2021 年全球經濟展望(產業雜誌)」，

https://www.tier.org.tw/achievements/pec3010.aspx?GUID=16d8d005-e3ab-4eae-ba98-

a2dd5ffd19da，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https://www.tier.org.tw/achievements/pec3010.aspx?GUID=16d8d005-e3ab-4eae-ba98-a2dd5ffd19da
https://www.tier.org.tw/achievements/pec3010.aspx?GUID=16d8d005-e3ab-4eae-ba98-a2dd5ffd19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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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歐洲各主要國家疫情因應政策如下： 

1.德國 

聯邦統計局的報告指出，2020 年德國全年度 GDP 下降了 5%70，

2020 年 3 月中旬開始，德國為了遏制冠狀病毒的流行而採取的措施，

對餐飲和酒店業造成了特別嚴重的打擊。自 2020 年 3 月 18 日起，全

國範圍內的酒店、旅館和住宿場皆停止營業。且自同年 3 月 22 日起，

餐廳經營者也不允許於餐廳內開放內用，只能提供外送服務71。 

2020 年幾乎所有經濟部門皆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負面衝擊影

響，其中工業部門之生產總值相較前一年下降 9.7%，製造業較前一年

甚至下降 10.4%。另一方面服務業於 2020 年所面臨之經濟衰退亦相當

嚴重，該業別之生產總值相較前一年下降 6.3%72。 

在防疫措施方面，2020 年 3 月 26 日德國國會下議院通過規模最

高超過 1.1 兆歐元的紓困方案，主要內容包括 1,560 億歐元的追加預

算，用於醫療支出和維持企業生存，設立一「經濟穩定基金(economic 

stabilisation fund)」，其中 1,000 億歐元用於直接收購企業股份，1,000

億歐元提供給德國國有「復興信貸銀行(KfW)」放款給有資金需求的企

業，4,000 億歐元讓復興信貸銀行能提供企業債務擔保，以及提供復興

信貸銀行最多 2,000 億歐元的舉債空間。此外還加上復興信貸銀行原

已有 1,570 億歐元的放款額度。此外，日前德國總理宣布將在各州實

 
70 Destatis,”Konsumausgaben, Investitionen und 

Außenbeitrag,”https://www.destatis.de/DE/Themen/Wirtschaft/Volkswirtschaftliche-

Gesamtrechnungen-Inlandsprodukt/Tabellen/inlandsprodukt-verwendung-bip.html,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0/24. 
71 Destatis,”Bruttoinlandsprodukt (BIP) / Wirtschaftswachstum,” 

https://www.destatis.de/DE/Themen/Querschnitt/Corona/Wirtschaft/kontextinformationen-

wirtschaft.html#BIP,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0/24.  
72 理財網新聞，「德國聯邦統計局:2020 年 GDP 縮減 5.0%」， 

https://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cad19155-0b40-4be0-b975-

e54e3251928d，最後瀏覽日期：2021/10/24。 

https://www.destatis.de/DE/Themen/Wirtschaft/Volkswirtschaftliche-Gesamtrechnungen-Inlandsprodukt/Tabellen/inlandsprodukt-verwendung-bip.html
https://www.destatis.de/DE/Themen/Wirtschaft/Volkswirtschaftliche-Gesamtrechnungen-Inlandsprodukt/Tabellen/inlandsprodukt-verwendung-bip.html
https://www.destatis.de/DE/Themen/Querschnitt/Corona/Wirtschaft/kontextinformationen-wirtschaft.html#BIP
https://www.destatis.de/DE/Themen/Querschnitt/Corona/Wirtschaft/kontextinformationen-wirtschaft.html#BIP
https://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cad19155-0b40-4be0-b975-e54e3251928d
https://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cad19155-0b40-4be0-b975-e54e325192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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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人際接觸禁令」，核心內容包括禁止兩人以上聚集、關閉餐館和

咖啡館堂食，有效期不少於兩周。整體而言，德國在 4 月 20 日前不會

放鬆防疫限制，以杜絕疫情對國民健康的威脅。 

此外，德國聯邦財政部推出規模 500 億歐元的「新冠防護甲」

(Corona Schutzschild)政策，並於 2020 年 4 月 16 日宣布實施辦法。協

助對象包括大中小型企業、自營與新創企業。其中疫情尤為嚴重的北

威州政府為雇用人數在 5人以下的企業準備了 9,000歐元緊急補助金。

雇員為 10 及 50 人以下的企業則分別能獲得 15,000 和 25,000 歐元的

補助金，減緩企業現金流的壓力。德國政府還拿出 30 億歐元保障個體

勞動者的基本生存需求，以協助其在疫情危機期間能夠支付房租，並

且更容易的申請獲得社會福利保障。 

2.英國 

英國國家統計局的報告顯示，自 2020 年在 3 月 23 日首次封鎖開

始後，英國的 GDP 在 2020 年第二季度(4 月至 6 月)萎縮了創紀錄的 

19.8%。到 2020 年 9 月，GDP 仍比 2 月下降 8.2%，酒店等服務業

包括酒吧、餐館和酒店在 4 月和 5 月幾乎沒有產出。 

截至 2020 年 10 月下旬，17.2%的微型企業(少於 10 名工人)暫

停貿易或暫時關閉。而電影院及劇院因為防治新冠病毒散步的原因關

閉，即使到了 2020 年 9 月，允許電影院在保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重

新開放，營業額仍比去年同月下降了 58%73。 

紓困及振興政策方面，2020 年英國財政部長宣布挹注 3,300 億英

鎊，因應受疫情衝擊之企業，保障企業可獲得政府擔保的貸款，包含

對受疫情波及最嚴重的經濟部門提供包含減稅及贈款等援助；小型企

 
73 ONS,”The impact of the coronavirus so far: the industries that struggled or 

recovered,”https://www.ons.gov.uk/economy/economicoutputandproductivity/output/articles/t

heimpactofthecoronavirussofartheindustriesthatstruggledorrecovered/2020-12-09,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0/24. 

https://www.ons.gov.uk/economy/economicoutputandproductivity/output/articles/theimpactofthecoronavirussofartheindustriesthatstruggledorrecovered/2020-12-09
https://www.ons.gov.uk/economy/economicoutputandproductivity/output/articles/theimpactofthecoronavirussofartheindustriesthatstruggledorrecovered/2020-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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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最高可獲得 2.5 萬英鎊的現金補助；資金困難的民眾可豁免房屋貸

款 3 個月。此外，2020 年 3 月 19 日英國央行再度降息，將基準利率

下調至 0.1%，並擴大量化寬鬆計畫；並且也將擴大針對中小企業推出

的定期融資計畫(TFSME)，發行儲備票據籌措其所需資金。近來，英

國政府宣布採取緊急措施幫助個體經營者，英國財政部更宣布將為因

疫情無法工作之員工支付八成工資，每月最高可達 2,500 英鎊。 

另一方面，英國財政部、英國央行(BOE)宣布，暫時擴大設立已久

的「籌款機制」(Ways and Means facility)動用規模。籌款機制是英國政

府原本就已擁有的 BOE 透支管道，任何動用的金額都將在年底前儘

快償還。英國政府將在 COVID-19 疫情衝擊期間，視需要動用這項額

外的短期流動性來源，以確保現金流平穩並支持市場有序運作74。 

關於薪資補助方面，英國政府提出，為減緩企業因 COVID-19 疫

情衝擊的資遣潮，將給付勞工 8 成薪資，補貼政策適用於「迫於疫情

開始裁員的公司」，每人每月給付額最高達 2,500 英鎊(約新臺幣 9 萬

元)，並無資金上限。不過，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OBR)表示，雖然英

國政府提出薪資補助，但失業率將可能快速上升，可能會在一個多月

的時間內達到 10%(約 200 萬人)。英國政府已假設約有 30%的英國員

工將獲得英國政府提出之薪資補助，這筆財政支出為 420 億英鎊。對

自僱工人的同等支持可能會使政府在三個月內損失約 100 億英鎊75。 

關於薪資補助方面，英國政府提出，為減緩企業因 COVID-19 疫

情衝擊的資遣潮，將給付勞工 8 成薪資，補貼政策適用於「迫於疫情

 
74 理財網，「重磅！英政府將繞過債市直接從英國央行獲取資金」，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kJagWZ，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75 經濟部國貿局，「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估計，假設國家封城持續三個月情境下，英國經

濟在本年第二季將面臨 35%的產出暴跌」，

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5&pid=692989，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kJagWZ
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5&pid=692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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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裁員的公司」，每人每月給付額最高達 2,500 英鎊(約新臺幣 9.15

萬元)，並無資金上限。不過，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OBR)表示，雖然

英國政府提出薪資補助，但失業率可能快速上升，會在一個多月的時

間內達到 10%(約 200 萬人)。英國政府假設約有 30%的英國員工將獲

得英國政府提出之薪資補助，這筆財政支出為 420 億英鎊，對自僱工

人的同等支持可能會使政府在三個月內損失約 100 億英鎊76。英國補

助在封城期間被迫暫時歇業的行業，自 2021 年 9 月底之後則以縮減

幅度的方式，維持補助到 2021 年 3 月77。 

3.法國 

法國總統馬克宏為應對肺炎疫情，將計畫投入 40 億歐元用於訂

購口罩、呼吸機和藥品等醫療物資。在經濟紓困措施方面，2020 年法

國政府承諾為企業提供 3,000 億歐元的貸款擔保，並暫停向企業收取

疫情期間的天然氣費用、電費、租金等費用，並於 3 月 22 日獲歐盟批

准。3 月 17 日法國財政部宣布提供 450 億歐元予受疫情影響之企業與

員工，這是法國政府對企業的第一筆即時經濟紓困援助，並不計入上

述中小企業 3,000 億歐元政府擔保的銀行貸款，主要用於補助企業發

放部分稅前薪資，允許企業延後支付 3 月份社會保險及營業稅；成立

團結基金發放補助款。 

關於薪資補助方面，法國政府於 2020 年 3 月 16 日宣布，針對疫

 
76 經濟部國貿局，「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估計，假設國家封城持續三個月情境下，英國經

濟在本年第二季將面臨 35%的產出暴跌」，

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5&pid=692989，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77 Yahoo 新聞網，「美國直接發現金、英法幫企業付薪水 各國疫後振興方式一次看！」，

https://tw.news.yahoo.com/%E7%B4%93%E5%9B%B0-

%E6%96%B0%E5%86%A0%E8%82%BA%E7%82%8E-

%E7%96%AB%E6%83%85%E8%A1%9D%E6%93%8A-%E7%BE%8E%E5%9C%8B-

%E8%8B%B1%E5%9C%8B-%E6%B3%95%E5%9C%8B-

%E6%96%B0%E5%8A%A0%E5%9D%A1-%E7%8F%BE%E9%87%91-

%E6%8C%AF%E8%88%88-094621127.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5&pid=692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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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期間員工未能上班，但企業仍需支付補償薪資之情形，企業將有 30

日期間可向政府申請「部分失業」(含部分就業 chomage partiel、部份

無薪假 activite partielle、技術性失業 chomage technique；指企業於遭

遇經濟困難時，減少員工之經濟生產活動)之補助，在最低薪資

(SMIC)4.5 倍之範圍內，政府將全額補助企業支付予員工之補償薪資，

超過最低薪資 4.5 倍的部分則須由企業自行負擔。而居家工作之勞工

(如保母、居家清潔人員等)因疫情無法工作或減少工作者，政府已宣布

將建立一套類似「部分就業」補助的制度，給付其薪資之 80%。法國

政府同時編列預算，提供小企業免稅和免徵社會保障金的補貼，並建

立失業媒合平台協助就業。 

另一方面，另針對已暫停營運或營業額下降 70%之年營業額少於

100 萬歐元的企業，可申請「團結基金」(fonds de solitarite)，提供自營

工作者每名每月 1,500 歐元的免稅援助，小型企業則可就實際情況申

請每家每月 2,000 至 5,000 歐元的免稅補助，並建立反破產系統，協助

小型企業避免破產危機。 

除法國國內防疫措施外，歐洲聯盟於 2020 年 3 月 21 日批准法國

提出的國內援助計畫，提供約 3,000 億歐元貸款擔保計畫，使法國金

融機構為企業提供商業貸款和信貸額度擔保，協助法國企業和勞工度

過危機。 

然而隨著法國疫情的逐漸趨緩，法國財經部長 Bruno Le Maire 於

2021 年 8 月 30 日宣布包括「團結基金」等企業紓困措施將逐步退場，

但是出口振興計畫將持續且擴大實施，出口振興計畫補助項目由出口

市場考察擴大至其他項目，包括目標市場之出口主題培訓課程及翻譯

(補助媒體、網站及產品型錄等翻譯費用之 50%，上限為 800 歐元)，

法國政府透過此舉保護處於危機中之企業，並陪伴其等重振腳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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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努力將反映在出口表現，帶動經濟反彈成長78。 

4.義大利 

2020 年義大利政府預計撥款 250 億歐元，重點紓困內容包含設立

「受裁員者特殊補償基金」，強化所有部門勞工之失業保障，提供員

工人數於 5-15 名之小型企業，亦可申請薪資補助基金；透過「銀行系

統輔助家庭及企業流動資金」計畫，提供年收入低於 3 萬歐元家庭之

貸款及稅款得暫緩繳納、失業一個月以上債務人得暫停還款 18 個月；

提供父母 15 天特別照育假及 600 歐元或 1,000 歐元之抵用券；對企業

主挹注 20 億歐元，用於繳納社會保險之折扣運用、預計建立大規模信

貸融資措施。 

(三)美洲國家 

1.美國 

美國經濟分析局的報告顯示，2020 年整年美國實際 GDP 下降了

3.5%，該 GDP 的下降反映了了個人消費支出(PCE)、出口、私人庫存

投資、非住宅固定投資以及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減少，PCE 的下降反

映了以食品服務、住宿、醫療保健和娛樂服務的支出降低。出口的減

少反映了以旅行和商品(主要是非汽車貨物)的減少79。私人庫存投資的

減少反映了零售貿易(主要是汽車經銷商)和批發貿易(主要是耐用品

行業)導致的普遍下降。非住宅固定投資的減少反映了結構(以採礦勘

探、豎井和井為主導)和設備(以運輸設備為主導)的減少。 標普智匯

(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於 2020 年 9 月以違約概率(Probability 

 
78 經濟部國貿局，「法國政府雖逐步結束對企業之紓困補助，但出口振興計畫仍將維持運

作」，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5&pid=728863，最後瀏覽日

期：2021/12/15。 
79 BEA,”Gross Domestic Product, 4th Quarter and Year 2020 (Advance 

Estimate),”https://www.bea.gov/news/2021/gross-domestic-product-4th-quarter-and-year-

2020-advance-estimate,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0/24. 

https://www.bea.gov/news/2021/gross-domestic-product-4th-quarter-and-year-2020-advance-estimate
https://www.bea.gov/news/2021/gross-domestic-product-4th-quarter-and-year-2020-advance-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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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efault)為指標判斷在美國最受新冠肺炎影響的產業，包括了航空公

司、休閒設施、石油和天然氣鑽井、汽車零部件及設備及天然氣公司

80。 

美國目前有三階段財政刺激政策。第一階段，是 2020 年 3 月 3 日

生效，規模為 83 億美元，提供衛生機構及疫情檢測工作，並對小企業

提供貸款補貼，第二階段是 2020 年 3 月 18 日生效，規模為 1,000 億

美元，對給予員工病假的雇主提供減稅，並提高失業服務及食品救助。

第三階段是 2020 年 3 月 25 日美國拍板 2.2 兆美元振興方案，包含約

5,000 億美元分兩期發放予民眾；預計規劃 5,000 億美元對陷入困境產

業提供流動性補助，目前航空業占 610 億美元；提供約 3,500 億美元

針對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提供醫院補助款約 1,300 億美元；擴大失業

保險補助金額，總預算約為 2,500 億美元；130 億美元預算用於藥品研

發、口罩、手套、隔離衣與呼吸器；各州及地方政府補助款約 1,500 億

美元；458 億美元規劃提撥予聯邦機構。 

2020 年 3 月 29 日美國宣布把第四階段的緊急支出計畫，討論的

焦點由維穩轉向刺激措施，使經濟完全恢復正常運作。其主要內容可

能包括將福利措施延長，或為在前線對抗 COVID-19 的勞工，提供危

險補助金。 

此外，美國聯準會(Fed)正式公布紓困措施，將針對中小企業提供

總金額 2.3 兆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此方案包含擴大銀行對中小企業

的信貸額度，並藉由收購銀行貸款，提供 4 年、利息延遲 1 年、總金

額上看 6,000 億美元貸款，給 2019 年員工數 1 萬人以下、營收不超過

 
80 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Industries Most and Least Impacted by COVID-19 from a 

Probability of Default Perspective – September 2020 Update,” 
https://www.spglobal.com/marketintelligence/en/news-insights/blog/industries-most-and-

least-impacted-by-covid19-from-a-probability-of-default-perspective-september-2020-

update,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0/24. 

https://www.spglobal.com/marketintelligence/en/news-insights/blog/industries-most-and-least-impacted-by-covid19-from-a-probability-of-default-perspective-september-2020-update
https://www.spglobal.com/marketintelligence/en/news-insights/blog/industries-most-and-least-impacted-by-covid19-from-a-probability-of-default-perspective-september-2020-update
https://www.spglobal.com/marketintelligence/en/news-insights/blog/industries-most-and-least-impacted-by-covid19-from-a-probability-of-default-perspective-september-2020-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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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億的中小型企業。 

Fed 也將收購各地方政府的短期票據，提供上看 5,000 億美元的

貸款，並擴大先前所公布的企業債券收購，將規模提高至 8,500 億美

元。 

美國財政部、財政局和國稅局分別於 2020 年 3 月、12 月及 2021

年 3 月共發放三輪的救助金，2020 年 3 月針對符合條件的成人提供最

多 1,200 美元及 17 歲以下兒童最多 500 美元補助，2020 年下旬頒布

的法案提供符合條件的成年人及 17歲以下兒童最多 600美元的補助，

在 2021年 3月頒布的美國救援計劃法案(American Rescue Plan)則對符

合條件的個人提供最多 1,400 美元的補助。美國前總統川普先前曾多

次指責中國需對 COVID-19 疫情全球大流行負責，美國國會也提案要

求調查中國對 COVID-19 疫情的處理方式，並且讓美國的受害者控告

中國，向中方索償。 

2.加拿大 

截至 2021 年 1 月，有 512,000 名工人長期失業，約占所有失業

人數的 27%。而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工人站失業人口比例不超過 

16%81。 

新冠肺炎更對加拿大的航空業造成毀滅性打擊，與去(2019)年同

期相較，20120 年 3 至 6 月間載客量分別減少了 44.1%、97%、96.7%

及 93.9%82。 

在零售業上，新冠肺炎促進了零售電子商務的發展，2020 年 2 

 
81 Statistics Canada,” COVID-19 in Canada: A One-year Update on Social and Economic 

Impacts,”https://www150.statcan.gc.ca/n1/pub/11-631-x/11-631-x2021001-eng.ht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24. 
82 加拿大國家統計局，「與疫情相關的經濟影響和復甦」， 

https://www150.statcan.gc.ca/n1/pub/11-631-x/2020004/s5-eng.htm，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24。 

https://www150.statcan.gc.ca/n1/pub/11-631-x/11-631-x2021001-eng.htm
https://www150.statcan.gc.ca/n1/pub/11-631-x/2020004/s5-e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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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到 5 月，零售總額下降了 18%，但零售電子商務銷售額增加了一

倍以上83。 

加拿大政府針對COVID-19的經濟應對方案包括下列四大方面84： 

(1)個人 

符合就業保險資格人員每週至少 300 加元的福利金，對因感染

COVID-19而每週減少一半以上工時或因 COVID-19自我隔離的

人員提供每週 500 加元的補助，並針對受疫情影響的學生免除學

生貸款利息。 

(2)企業 

設立 7 億加元的就業及成長基金對提供創造就業的企業提供補

助，並對符合條件的雇主提供緊急工資補貼支付其僱員的部分工

資。並通過商業信貸可用性計劃，加拿大出口發展局  (Export 

Development Canada，EDC) 與金融機構合作，為中小企業提供

高達 625 萬加元的新經營信貸和現金流定期貸款的 80% 擔保。 

(3)行業 

規劃在 3 年內提供 2.5 億加元的預算，提供航空業針對運營及可

持續發展作法、提高生產力及加入區域及全球供應鏈的資金。並

設立旅遊救濟基金對旅遊企業提供免償還援助已加強或創新旅

遊發展。 

(4)社區 

設立原住民社區支持基金，以支持原住民長者及弱勢成員、解決

糧食問題及對兒童教育的援助，並加強預防 COVID-19 傳播的準

備措施。 

 
83 同上註。 
84 Government of Canada,”Canada’s COVID-19 Economic Response 

Plan,”https://www.canada.ca/en/department-finance/economic-response-

plan.html#individuals,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2/12. 

https://www.canada.ca/en/department-finance/economic-response-plan.html#individuals
https://www.canada.ca/en/department-finance/economic-response-plan.html#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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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各國紓困及振興政策彙整 

國家 紓困政策 振興政策 

中國 1.對重點行業和中小企業減稅降

費。 

2.穩崗補貼。 

1. 定向降準。 

2. 擴大有效需求。 

3. 出口退稅、出口信用保險。 

日本 1. 補助請假照顧小孩的家長。 

2. 向中小企業提供無息無擔保

融資。 

3. 經濟困難家庭補助。 

4. 延長國家納稅及電、煤氣等

費用繳款。 

1. 緊急經濟刺激方案。 

2. 協助大企業將生產據點從

中國移回日本等供應鏈整

編措施 

韓國 1. 機場使用費減免。 

2. 微型企業等政策金融供給。 

3. 銷售債券收購擴大。 

4. 消費券及家庭照護休假緊急

支援。 

5. 小企業超低利率貸款。 

1. 擴大公共機構投資。 

2. 擴大金融界金融供給。 

3. 推動中小企業和微型企業

復甦、民生及雇用安定、地

方經濟及商圈活化。 

新加坡 1. 現金補助、一次性消費稅補

助券、必需品補助券、低薪勞

工就業入息特別補助及援助

弱勢家庭和孩童等金融紓困

措施。 

2. 就業援助計畫、加薪補貼計

畫、企業融資計畫。 

1. 額外發放現金刺激經濟。 

2. 調低新加坡元匯率促進外

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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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業租稅優惠、旅遊業財產

稅抵減，及零售與餐飲業租

稅抵減。 

德國 1. 收購企業股份、放款給有資

金需求的企業。 

2. 大中小型企業、自營與新創

企業依人數多寡提供不同額

度的緊急補助金。 

3. 保障個體勞動者的基本生存

需求，協助申請獲得社會福

利保障。 

 

英國 1. 保障企業可獲得政府擔保的

貸款。 

2. 企業減稅及現金補助等援

助。 

3. 失業勞工薪資補助。 

1. 降息刺激經濟。 

2. 擴大量化寬鬆計畫。 

法國 1. 暫停向企業收取疫情期間的

天然氣費用、電費、租金等費

用。 

2. 給予受疫情影響之企業與員

工經濟紓困援助。 

3. 因疫情無法工作或減少工作

者補助。 

4. 貸款擔保計畫。 

 

義大利 1. 強化勞工失業保障。 現金抵用券刺激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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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型企業薪資補助。 

3. 低收入家庭貸款及稅款暫緩

繳納。 

4. 提供父母 15 天特別照育假。 

美國 1. 中小企業貸款補助及擴大信

貸額度。 

2. 收購各地方政府的短期票據

及企業債券。 

3. 擴大失業保險補助金額。 

發放現金刺激經濟。 

 

加拿大 1. 失業勞工補助、學生貸款利

息免除。 

2. 企業薪資補助及擴大貸款額

度及提供擔保。 

3. 提供原住民、弱勢成員糧食

及教育協助。 

針對航空、旅遊業規劃振興資

金。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第三節 小結 

COVID-19 對經濟的影響是屬於外在因素衝擊引起的經濟衰退，在外在

因素消除後不管是供應鏈或是消費都能迅速恢復，但是目前所面臨的問題

有二，一是 COVID-19 不斷產生新型變種，原以為能藉由施打疫苗的高覆

蓋率能取消因疫情產生的各種限制使 GDP 反彈，這點可從 IMF 所公布的

資料中看出端倪85，但新型變種(如 Delta)除了有更強的傳染力外，舊有疫苗

對新變種病毒的防禦力不足使的許多國家面臨是否再次封鎖、管制的決擇，

 
85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21),”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profile/WEOWORLD,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profile/WEO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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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德國受到 Delta 變種病毒影響，2020 年 11 月 18 日通報新增確診者超

過 6 萬 5 千例，創下疫情以來新高，因此德國推動了「2G 政策」，禁止未

接種疫苗者進入餐廳內用、觀看體育競賽或參加大型活動。 

其次是 COVID-19 疫情帶來的停工、解雇及改變了工作的型態與環境，

當大型企業採用產業升級、電子化、自動化等方式降低因人力因素影響生產

的衝擊時，某些工作可能消失，而其他工作則可能興起，但失去原工作的受

雇者是否能勝任新工作而回到就業市場則仍有疑問。皮尤研究中心研究顯

示，此次疫情期間遭解雇者以學士學歷及中高年受雇者居多86，中高年受雇

者能否再為工作崗位上賴政府輔導、職業訓練及企業的不對中高齡再度就

業者予以歧視以期減少失業擴大。 

整體而言，從需求端來看，受疫情影響最大產業包含旅遊、航空、汽車

等產業，旅遊產業因區域感染風險增高，將抑制民眾的旅遊需求；航空產業

因各國採取更嚴厲的邊境及人員流動管制等防疫措施，將持續下降；而全球

的汽車銷售量亦有所下滑。 

二年來的疫情造成的經濟影響，主要是外在衝擊而非內在成長的趨緩，

短期內因應防疫需求，生技製藥以及部分電子資訊產品需求顯著增加，民生

必需品也可能會有短期囤積需求，但影響不大，而電子資訊新產品以及耐久

財的生產與消費將因需求端對經濟、健康的不確定性，遞延需求。不過在此

危機下仍有受惠的產業，與疫情受惠產業的遊戲、家庭娛樂、網購、外送、

醫材、消毒、衛生用品、儲備糧食、保健食品、清潔用品等產品，透過這些

需求提升之產品，或是新的商業模式，均在疫情期間創造新的商機。 

 
86 Pew Research Center, “Long-term unemployment has risen sharply in U.S. amid the 

pandemic, especially among Asian Americans,”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

tank/2021/03/11/long-term-unemployment-has-risen-sharply-in-u-s-amid-the-pandemic-

especially-among-asian-american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1/03/11/long-term-unemployment-has-risen-sharply-in-u-s-amid-the-pandemic-especially-among-asian-americans/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1/03/11/long-term-unemployment-has-risen-sharply-in-u-s-amid-the-pandemic-especially-among-asian-americans/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1/03/11/long-term-unemployment-has-risen-sharply-in-u-s-amid-the-pandemic-especially-among-asian-ameri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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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外國因應 COVID-19 影響之短期反應措施不外乎透過稅金減免、

優惠貸款、利息補貼、實物或現金補助等政策，協助受衝擊的業者及從業人

員度過難關；長期而言，如何有效振興受影響的產業、如何使因疫情影響而

失業的人員回歸工作崗位，而因 COVID-19 影響而升級或淘汰的產業、人

員該如何使其轉型或另覓工作都有賴政府相關規劃。 

舉辦美食活動、觀光節、觀光季雖能一定程度刺激經濟繁榮，但長遠來

看，政府如能停止對夕陽產業延續生命的補助並將寶貴的稅收投入未來發

展趨勢產業(如數位科技應用、綠色能源)，並以有效的職業訓練和能力培訓

協助因產業轉型而失業的勞工再度就業，停止對殭屍產業的無意義信貸寬

容將資本投入更有發展力及生產力的產業，則將可藉由本次新冠疫情使我

國競爭力更上層樓，建議政府參考與我國國情相似之新加坡、日本、美國之

長遠振興做法，調整適合我國情況縝密規劃後續振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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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競爭法在 COVID-19 疫情期間之適用 

全球在 COVID-19 影響下，部分產品的需求增加，例如口罩、消毒液等

相關健康醫療產品，因為產能不足或限制措施等，導致產品配銷困難，消費

者不像在正常狀況下能在競爭的供應鏈中選擇產品。其次，也有部分產品的

需求減縮，例如咖啡、花卉等因居家防疫所減少之消費，導致產品產能過剩，

產業面臨需要合作配銷解決需求減縮的難題。在這種情況下，原本的的競爭

不復以往，產業面臨在 COVID-19 中需要合作但不能因此完全犧牲競爭的

議題： 

一、 生產者間需要合作以確保必要商品或服務得以充分的供應： 

    例如醫療機構間可能需要相互協調以提供資源和服務，其他事業也可

暫時的合作生產、配銷以促進 COVID-19 相關用品的生產與銷售。 

二、 消費者需要被保護免於價格的哄抬： 

    競爭法主管機關需要對競爭者間的合作採取比過去更細緻的作法，並

集中關注市場力是否濫用而不是關注排他性的行為。如美國、歐洲的競爭法

主管機關均先後發表聲明，願意暫時允許競爭對手間進行合作或協調，以避

免因 COVID-19 所引發的短缺，以確保供應的安全。 

三、 產能過剩的產品業者需要國家補助或聯合配銷以因應倒閉危機： 

    例如咖啡、花卉等相關社交活動所需產品，因民眾聚會社交活動減少導

致產能過剩，相關產業有互相溝通產能、瞭解需求分布等資訊之需求，合理

降低產能或分配市場以促進資源分配不浪費。 

四、 危急事業退出市場應確保競爭秩序最低破壞： 

    部分事業面臨倒閉危機進而考慮將事業出售予第三人時，最大的潛在

買家往往是競爭對手，但將事業售予競爭對手對長遠的市場秩序有所影響，

競爭法主管機關宜在事業聯合的審查上加入更細膩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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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美洲案例 

一、美國 

    美國司法部、聯邦貿易委員會於 2020 年 3 月 24 日發布聯合聲明87，說

明了快速反托拉斯程序，指導疫情期間致力於保護國人健康和安全的企業

應如何合作、相關機構將迅速回應所有與 COVID-19 相關的請求、並承諾

在收到審查提案所需的所有資訊後的七日內解決涉及公共健康和安全的請

求。聯合聲明列出了幾種旨在改善對疫情的健康和安全響應的合作活動，這

些活動可能符合反托拉斯法之規範。同時強調，相關機構將毫不猶豫地追究

試圖利用疫情從事違反反托拉斯法的人的責任。 

    聯合聲明首先指出，由於企業可能需要將商品運送到有需要的社區、擴

大現有產能或開發新產品或服務，因此相關機構將努力進行企業根據國家

合作研究和生產法(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Act, NCRPA)

所提交之通知。  

    聯合聲明接著指出，企業間可能需要立即採取改善健康和安全響應的

協作活動以應對疫情，這些行為將被認定為符合反托拉斯法，例如： 

(一) 當公司在研發方面進行合作時，這種「提高效率的經濟活動整合」通

常將更有利於競爭的88。 

(二) 當企業間共享技術知識 know how，而不是價格、工資、產出或成本

等公司特定數據時，這些技術知識的共享對於實現合作同樣能促進

競爭利益，例如研發，是有必要的89。 

 

87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Joint FTC-DOJ Antitrust Statement Regarding COVID-19,” 

https://www.ftc.gov/public-statements/2020/03/joint-ftc-doj-antitrust-statement-regarding-

covid-19?utm_source=govdelivery,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88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 31 (2000). 

89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 15 (2000). 



 

57 

(三) 相關機構，在沒有特殊情況下，他們不會挑戰公司為幫助臨床決策而

制定的患者管理準則的建議參數，這可能為患者、醫療提供者和購買

者提供有用的信息90。 

(四) 醫療保健提供者之間的大多數聯合採購安排，例如旨在提高採購效

率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安排，不會引起反托拉斯問題91。 

(五) 反托拉斯法通常允許針對使用聯邦緊急權力的私人遊說，包括與聯

邦政府舉行的私人行業會議，討論應對疫情的策略(只要這些活動包

括法律的通過和執行)92。 

    聯合聲明考慮緊急情況，以評估解決疫情傳播及其後果的努力。例如，

醫療保健機構可能需要共同努力，為無法立即獲得個人防護設備、醫療用品

或醫療保健的社區提供資源和服務。其他企業可能需要暫時結合生產、分銷

或服務網絡，以促進他們傳統上可能沒有製造或分銷的疫情相關用品的生

產和分銷。這些持續時間有限且對幫助受疫情及其後果影響的患者、消費者

和社區所必需的聯合努力，可能是對緊急情況的必要回應，這些情況為國人

提供了可能無法獲得的產品或服務。  

    聯合聲明強調儘管大部分企業表現出同情和靈活以應對疫情，但仍無

法防免有心人士可能會將此作為顛覆競爭或掠奪弱勢國人的機會，相關機

構將追究這類行為的責任，並已做好隨時追究類此違反競爭行為的準備，包

括但不限於個人或企業間通過提高價格、降低工資、減少產量或降低質量以

及壟斷者努力使用來限制競爭的協議的民事責任，倘這類個人或企業更從

事排他性行為的市場力量，相關機構更將起訴違反競爭的刑事犯罪。 

 
90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Statement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 

Policy in Health Care, 41 (1996). 

91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Statement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 

Policy in Health Care, 53 (1996). 

92 Eastern R. Conf. v Noerr Motors, 365 U.S. 127, 138 (1961); FTC, Enforcement Perspectives 

on the Noerr-Pennington Doctrine, An FTC Staff Report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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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聲明瞭解在響應疫情及其後果時，某些個人或企業可能需要快速收

到部門的反托拉斯執法意圖的聲明(業務審查函)。要使用此臨時程序，各方

可以執行以下操作： 

(一)通過電子郵件以書面形式提交請求。 

(二)請求必須解釋其與疫情的關係，並提供對提案性質和理由的描述(包

括參與者的姓名、提案將涵蓋的產品或服務以及時間和安排的地理範

圍)、各方之間的任何擬議合同或其他安排(包括任何記錄合同或安排

的文件的副本)、主要預期客戶的名稱，以及有關其他供應商競爭重要

性的任何可用資訊要提供的產品或服務。該請求還必須提供可以聯繫

以獲取更多資訊的人員的姓名和聯繫資訊。 

(三)與業務審查函請求一起提交的任何其他資訊，或部門要求的其他資訊，

可以通過電子郵件或由部門自行決定以口頭方式提供。 

    相關機構關於其執行意圖的聲明將自答覆之日起一年內有效。如果需

要更多時間來應對疫情及其後果，各方隨後可以利用這些快速程序要求該

部門重申其不質疑該行為的意圖。 

    因應前述美國司法部、聯邦貿易委員會的聯合反托拉斯聲明，實務上，

許多企業因此使用快速臨時審查程序提交業務審查請求，相關機構給予回

應。 

    美國司法部 2020 年 4 月 4 日宣布93不會挑戰 McKesson Corporation、

Owens & Minor Inc.、Cardinal Health Inc.、Medline Industries Inc. 和 Henry 

Schein Inc.等公司的合作努力，以加快和增加製造、採購和分銷個人防護設

備和 COVID-19 治療相關藥物。這些協作努力是由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和

 
93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epartment of Justice Issues Business Review Letter to Medical 

Supplies Distributors Supporting Project Airbridge Under Expedited Procedure for COVID-

19 Pandemic Response,” https://www.justice.gov/opa/pr/department-justice-issues-business-

review-letter-medical-supplies-distributors-supporting,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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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制定和領導的應急響應的一部分，旨在解決疫情引

起的供應需求。 

    美國司法部、聯邦貿易委員會 2020 年 4 月 13 日發表聯合聲明94，宣布

他們將尋求保護疫情前線的工人，包括醫生、護士、急救人員以及在雜貨店、

藥房和倉庫工作的人員，以及其他重要的提供者，通過對那些試圖利用當前

情況在勞動力市場從事反競爭行為的人使用各種反托拉斯法。機構表示，他

們對可能在勞動力市場參與勾結或其他反競爭行為的雇主、人力資源公司

和招聘人員等保持警惕，例如降低工資或減少工資或工作時間的協議。 

    美國司法部 2020 年 4 月 20 日宣布95不會挑戰 AmerisourceBergen 

Corporation 與其他競爭分銷商的合作努力，以確定全球供應機會，確保產

品質量，並促進藥物和其他醫療用品的產品分銷以治療 COVID-19 病患。

AmerisourceBergen 的協作由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和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制定

和領導的應急響應的一部分，旨在解決因疫情而引起的全國緊急供應需求。  

    美國司法部 2020 年 5 月 15 日宣布96不會質疑國家豬肉生產者委員會

(NPPC)與美國農業部(USDA)合作解決因疫情導致養豬戶面臨的某些困難

的擬議合作努力。這封信決定 NPPC 及其成員可能會在美國農業部和州農

業機構的指導下工作，以實現人道和高效的安樂死，因為這些生豬因體型太

 
94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Joint Antitrust Statement Regarding Covid-19 and Competition in 

Labor Markets,”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advocacy_documents/joint-

statement-bureau-competition-federal-trade-commission-antitrust-division-department-

justice/statement_on_coronavirus_and_labor_competition_04132020_final.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95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Justice Department Issues Business Review Letter to 

AmerisourceBergen Supporting Distribution of Critical Medicines Under Expedited 

Procedure for COVID-19 Pandemic Response,” https://www.justice.gov/opa/pr/justice-

department-issues-business-review-letter-amerisourcebergen-supporting-distributio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96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Response to the National Pork Producers Council’s Request,” 

https://www.justice.gov/atr/page/file/1276981/download,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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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無法加工，因此無法銷售。NPPC 還可以與其成員共享有關減少滯銷生

豬的最佳做法的一般資訊。 

    美國司法部 2020 年 7 月 23 日宣布97不會質疑禮來公司、AbCellera 

Biologics、安進、阿斯利康、基因泰克和葛蘭素史克為共享有關製造設施和

其他主題的資訊而提出的努力，這些資訊可以使他們加快生產被確定對治

療疫情安全有效的單克隆抗體治療。兩家公司已承諾不會交換與這些處理

的價格或這些處理的投入或生產成本相關的資訊。 

    美國司法部 2020 年 10 月 27 日宣布98不會質疑 ecoHair Braiders 

Association(ecoHair)的擬議行為，ecoHair 是一個自願會員協會，為個人編髮

師、編髮學校和沙龍提供培訓和支持。根據擬議的行為，ecoHair 將為頭髮

編織者提供指導，指導他們按照聯邦、州和當地的健康指導提供服務；在線

教育計畫，向頭髮編織者傳授影響他們如何以及是否可以重新開設沙龍或

商店的規則；和虛擬互動問答環節，重點是讓編髮人員知道他們可以在哪裡

使用口罩或其他資源和設備(不涉及任何競爭敏感資訊的交換)。 

    美國司法部 2021年 1月 12日宣布99不會質疑Baxalta US Inc.、Emergent 

BioSolutions Inc.、Grifols Therapeutics LLC 和 CSL Plasma Inc.(請求方)為協

助生物醫學高級研究與開發局而提出的努力設計用於收集 COVID-19 恢復

期血漿的質量標準。請求方已採取保障措施，以儘量減少其行為會減少競爭

的風險。例如，請求方共享的資訊本質上是技術性的(不涉及價格、產量、

 
97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epartment Of Justice Issues Business Review Letter To 

Monoclonal Antibody Manufacturers To Expedite And Increase The Production Of Covid-19 

Mab Treatments,” https://www.justice.gov/opa/pr/department-justice-issues-business-review-

letter-monoclonal-antibody-manufacturers-expedit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98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Response to the ecoHair Braiders Association’s Request,” 

https://www.justice.gov/atr/page/file/1331466/download,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99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epartment of Justice Issues Positive Business Review Letter to 

Companies Developing Plasma Therapies for Covid-19,” 

https://www.justice.gov/opa/pr/department-justice-issues-positive-business-review-letter-

companies-developing-plasma,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61 

成本或戰略規劃)，並且收集質量標準評論的過程匿名了特定請求方提出的

具體更改並且不要求請求方披露其具體要求。 

    由以上可知，美國保持 COVID-19 期間仍應持續適用競爭法的態度，

企業或機關部門在自我審查後，得尋求競爭法機關對合作事項進行業務審

查，避免未來競爭法機關質疑其限制競爭的意圖，屬於企業或機關部門自主

發起、個案解決的釋疑程序。此外，為了便利企業或機關部門能夠迅速便捷

的尋求協助，競爭法機關特別設立臨時程序，允許企業或機關部門以郵件方

式提交業務審查申請，並承諾於七日內提供業務審查結果，此臨時程序對於

企業或機關部門自主申請業務審查有所呼應，因此能夠應付 COVID-19 可

能發生的各種緊急臨時議題。 

二、巴西 

    巴西經濟防衛委員會 2020 年 5 月 28 日批准100了食品和飲料行業的一

批競爭公司之間的合作，旨在投資 3.7 億雷亞爾幣向小型零售商提供保護設

備(如口罩和酒精洗手液)，以及關於 COVID-19 相關健康協議的建議和培訓，

幫助他們重新開業。為了補充庫存，該集團將提供特殊條件，如購買折扣轉

給消費者，延長付款期限，數字信貸和工資貸款，但這些協議不包括競爭者

間交流敏感資訊(如客戶數據庫)。 

    巴西總統 2020 年 6 月 10 日簽署了一項法案101，允許合資企業、財團

和聯營合同的協議在 2020 年 10 月 31 日之前，或在該國 COVID-19 緊急狀

態期間，不必通知經濟防衛委員會批准。然而，經濟防衛委員會可以在這些

交易實施後一年內對其進行審查。該法案還暫停了巴西反托拉斯法中的以

 
100 CADE, “Cade authorizes collaboration among Ambev, BRF, Coca-Cola, Mondelez, Nestlé 

and Pepsico due to the new coronavirus crisis”, http://en.cade.gov.br/cade-authorizes-

collaboration-among-ambev-brf-coca-cola-mondelez-nestle-and-pepsico-due-to-the-new-

coronavirus-crisi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01 LEI Nº 14.010, DE 10 DE JUNHO DE 2020, 

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_Ato2019-2022/2020/Lei/L14010.ht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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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兩項禁令：1.低於成本銷售產品或服務(掠奪性定價)，以及 2.無正當理由

中斷經濟活動。 

    巴西採取通案、特定期間暫時放寬競爭法規範的作法，允許企業合作協

議無須經競爭法機關批准，此對於 COVID-19 期間因應緊急狀況的企業而

言，當然屬於較便捷且較有效率，然而企業的合作協議程度如何、內容如何、

及是否對長遠公平競爭環境造成影響，令人無法不擔憂，因此巴西特別採取

了競爭法機關得於一年內進行審查的配套措施。對此，事後審查雖然可以補

救部分持續進行中的過激合作協議，然而對於行為已經完成者如何補救，及

對於市場秩序及法律安定性的疑慮如何解決，似仍有待觀察。 

第二節 歐洲案例 

一、歐盟 

(一) 競爭對手間的臨時合作 

歐洲競爭網絡(Europe Competition Network, ECN)2020 年 3 月 23 日

發布了關於在疫情期間適用歐盟競爭法的聯合聲明102，指出競爭規則旨

在確保公司間的公平競爭環境，這一目標在疫情期間仍持續重要，但為了

因應危機，可以允許不同的需求及因應。因此，歐洲競爭網絡表示： 

1.COVID-19 情形可能會引發企業間之合作需要，以確保稀缺產品的

供應和公平分配給所有消費者。在這種情形下，歐洲競爭網絡不會

積極干預為「避免供應短缺」所採取的必要和臨時措施。 

2.這類必要和臨時措施可能被認定為合法，因為它們不構成歐盟運作

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第 101

條下的競爭限制，或這類型措施產生效率的益處，將超過這類型措

 
102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statement by the European Competition Network (ECN) on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during the Corona crisis,”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ecn/202003_joint-statement_ecn_corona-crisis.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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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產生限制的危害。如果公司對此類措施是否符合歐盟、歐洲經濟

區競爭法有疑問，公司可以聯繫歐盟委員會、歐洲自由貿易聯盟監

督管理局或相關國家競爭管理機構尋求非正式指導。 

3.在 COVID-19 危機下，首要目標是確保對保護消費者健康所必需之

產品得以有競爭力之價格提供，例如口罩和消毒凝膠等。因此，倘

有公司利用 COVID-19 形勢壟斷或濫用其主導地位者，歐洲競爭網

絡將毫不寬容的對其採取行動。 

程序上，歐盟委員會 2020 年 3 月 30 日特別分配一個專用網站103，

為希望在 COVID-19 期間進行合作的公司，準備就具有歐盟層面、需要

迅速實施以有效應對疫情的合作措施，提供是否具備適法性的非正式指

導。歐盟委員會為尋求非正式指導的公司設立了一個專用郵箱，為便於跟

進，要求公司應提供有關該計畫的詳細資訊，包括：1.相關公司、產品或

服務等資訊；2.擬合作的範圍和設置；3.根據歐盟反托拉斯法可能引起關

注的方面；4.合作尋求實現的利益，並解釋為什麼合作對於在當前情況下

實現這些利益是必要和相稱的。 

此外，歐盟委員會 2020年 4月 8日發布一份臨時框架通訊(Temporary 

Framework Communication)104，對於擬合作應對 COVID-19 緊急情況的公

司，尤其是涉及藥品、醫療設備等基本產品和服務，提供反托拉斯指導： 

1.公司必須自我評估其活動是否違反 TFEU 第 101 條，但在特殊情況

下，委員會可能能夠就 COVID-19 相關活動提供安慰信(Comfort 

Letter)。 

 
103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policy/antitrust_e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04 European Commission, “framework communication antitrust issues related to cooperation 

between competitors in covid-19,”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default/files/framework_communication_antitrust_issues_relat

ed_to_cooperation_between_competitors_in_covid-19.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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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個別公司資訊受到保護的前提下，對供應鏈和需求的協作不會引

起競爭法的疑慮。這些 COVID-19 期間的措施，包括「協調減少某

些生產以轉向或增加相關的疫情期間生產」、「重新分配庫存以及

協調規模經濟以產生最有效和及時的結果」等類行為，有助於識別

基本產品、匯總產品和產能資訊、研究模型和共享匯總供應資訊，

是更有利於應對 COVID-19 危機並增進公共利益，不會引起競爭法

的疑慮。 

3.在某些部門，例如衛生部門，可能需要更進一步對需求、關鍵供應

和供應鏈進行具體的協調，在 COVID-19 期間，只要這些措施旨在

增加產出、客觀上必要、暫時的，並且不超過實現解決或避免競爭

的目標所必需的措施，那麼這類型協調，將不會引起競爭法的疑慮。 

4.歐盟委員會將不會容忍企業通過利用COVID-19作為反競爭勾結或

濫用其支配地位，包括由於危機的特定情況賦予的支配地位，進行

機會主義式的掩護行為，例如剝削客戶和消費者－收取高於正常競

爭水平的價格，或限制生產以損害消費者的最終利益－阻礙擴大生

產以應對供應短缺的嘗試等。競爭法並不因為 COVID-19 情形而

停止繼續適用，相反的，競爭者之間關於定價、生產數量協議及商

業敏感資訊之交換仍然是非法的。 

歐盟委員會 2020 年 4 月 29 日向歐洲藥品協會發布安慰信105，表明

旨在避免疫情藥品短缺情況的特定合作項目，不會引起競爭法之疑慮。歐

洲藥品協會預期在疫情藥物方面，需求和生產的數據收集和建模、生產和

庫存的適應或重新分配，及可能的分銷變化進行合作；協調包括活性藥物

成分的交叉供應，並共同確定將特定生產地點最好地轉換為某種藥物或

 
105 European Commission, “medicines for Europe comfort letter,”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medicines_for_europe_comfort_letter.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65 

提高產能的位置，以便並非所有公司都專注於一種或幾種藥物，而其他藥

物仍處於生產不足狀態；並預期在藥品供應不足或供應過剩的情況下，持

續重新平衡和調整產能利用、生產和供應。 

歐盟委員會 2020 年 5 月 4 日對牛奶、活植物和花卉以及馬鈴薯行業

的歐盟競爭規則進行例外放寬，作為 COVID-19 期間支持農業食品行業

的措施。委員會通過：1.委員會實施條例(EU)2020/593106，授權關於馬鈴

薯行業市場穩定措施的協議和決定；2.委員會實施條例(EU)2020/594107，

授權關於活樹和其他植物、球莖、根等、切花和觀賞植物部門的市場穩定

措施的協議和決定；3.委員會實施條例(EU)2020/599108，授權關於奶和奶

製品行業生產規劃的協議和決定。各該條例允許在條例生效之日起六個

月內，農民、農民協會、生產者組織、生產者組織的協會和跨部門組織得

就市場退出和自由分配、轉化和加工、儲存、聯合推廣等問題達成協議並

作出共同決定；馬鈴薯、活樹和其他植物、球莖、根等、切花和觀賞植物

部門的臨時生產計畫；以及關於計畫生產的原奶產量的協議和共同決定。

各條例要求將某議和決定通知國家主管部門和成員國，以確保這些協議

和決定不會破壞內部市場的正常運作。 

歐盟委員會 2020 年 7 月 7 日宣布暫時放寬歐盟葡萄酒行業競爭規

則，委員會通過實施條例(EU)2020/975109，允許運營商自行組織並在其級

 
106 Access to European Union law, “Document 32020R0593,”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20R0593&qid=1629636999721,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07 Access to European Union law, “Document 32020R0594,”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20R0594&qid=1629637032517,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08 Access to European Union law, “Document 32020R0599,”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20R0599&qid=1629637067631,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09 Access to European Union law, “Document 32020R0975,”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20R0975&qid=1629636872093, last visited on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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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實施市場措施，以在最長六個月的時間內穩定行業，例如運營商被允許

計畫聯合促銷活動、由私人運營商組織存儲及共同計畫生產等。 

由以上可知，歐盟採取企業應先自我審查、必要時得申請安慰信的個

案釋疑措施，為便利企業加速獲得指導，歐盟並提供了專用網站、專用郵

箱的特別程序管道。由於歐盟屬於加入會員國的聯合組織，因此歐盟多數

訊息雖是對會員國的指導原則，然歐盟在過剩產品議題上，例如前述活植

物、花卉、馬鈴薯、葡萄酒等，主動發布了例外放寬競爭規則的決定，這

提醒我們在 COVID-19 期間除相關緊急醫療、藥品等供不應求的產業外，

應同時關注過剩產品可能造成的產業危機，仍有相當參考價值。 

(二)事業結合之控制 

1.垂危事業抗辯 

    歐盟委員會 2020 在其結合網頁上發布了一項免責聲明110，表

示競爭總局(Directorate General Competition, DG COMP)鼓勵公司除

非有非常令人信服的理由立即進行，否則在可能的情況下推遲結合

通知。由於委員會面臨從第三方收集資訊的困難，其服務在訪問資

訊和數據庫方面面臨限制，討論需要比通常更長的時間，並且在通

知之後，委員會可能會通過發出額外的資訊請求或停止時鐘 (stop 

the clock)並暫停審查來暫停正式審查期，可能會降低調查進入第二

階段檢查的可能性。 

    歐盟結合規則(EU Merger Regulation)第 7 條第(1)款要求強制

性、排他性一站式 (one-stop shop)的通知委員會與歐盟層面，而結

合不得在通知前或委員會宣布其與內部市場兼容前實施。在緊急情

況下，例如目標公司陷入困境，各方可能希望依據歐盟結合規則第

 
2021/10/14. 

110 European Commission, “Competition Policy,”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

policy/mergers_e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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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條第(3)款尋求減損暫停交易，委員會將綜合權衡「暫停對相關企

業的影響」及「集中對競爭構成的威脅」。未來可以預見的是，在

水平結合的相關交易裡，COVID-19 危機可能會引起更多的垂危事

業(failing firm)抗辯。 

2.加強外國投資之審查 

    歐盟委員會 2020 年 3 月 25 日，在本該自 2020 年 10 月 11 日

適用的 2019/452 號向成員國歐盟的外國直接投資審查框架(FDI 

Screening Regulation)111前，發布了關於外國直接投資和第三國資本

自由流動以及保護歐洲戰略資產的指南112，該指南旨在確保由

COVID-19 所引起之公共衛生危機和相關經濟脆弱性，歐盟內將採

取強有力的外國投資審查方法。 

    指南指出，由於 COVID-19 緊急情況，增加了許多外國投資以

試圖獲得醫療保健能力或相關行業，例如生產醫療或防護設備、研

究機構行業、開發疫苗等項目之潛在風險。歐盟規則提供了一個框

架，以確保合法的公共政策目標受到外國投資威脅時得到保護。指

南特別指出，外國直接投資審查條例授權成員國審查其範圍內的投

資，並採取措施防止外國投資者收購或控制可能對安全或公共秩序

構成威脅。 

二、英國 

(一)競爭對手間的臨時合作 

英國政府 2020 年 3 月 19 日宣布透過立法的方式，暫時放寬適用於

零售商的英國競爭法的內容，並於 2020 年 3 月 27 日發布：《1998 年競

 
111 Access to European Union law, “Document 32019R0452,” https://eur-

lex.europa.eu/eli/reg/2019/452/oj,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12 Access to European Union law, “Document C:2020:099I:TOC,” https://eur-

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OJ:C:2020:099I:TOC,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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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法雜貨、冠狀病毒、公共政策排除令 2020》113。該命令允許超市採取，

包括在庫存水平上相互共享數據、合作以保持商店開設或共享配送倉庫

和送貨車、協調供應商或零售商正在或將要供應的雜貨範圍、並協調向英

國特別容易受到雜貨短缺影響的地區的消費者提供雜貨等措施；物流服

務提供商可以交換包括勞動力可用性和存儲空間等資訊；並允許當商店

間協議是了防止與疫情相關而導致向消費者供應雜貨中斷時，得以適用

豁免。 

競爭及市場管理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CMA)2020 年

3 月 20 日宣布成立疫情工作組114，協助向政府建議如何確保競爭法不妨

礙保護公共健康和支持基本商品服務供應的合法措施，及就政策和立法

措施提出建議，以確保市場在疫情發生的幾個月內儘可能正常運轉。 

競爭及市場管理局 2020 年 3 月 25 日發布關於在疫情期間如何處理

企業之間的合作的指南115。根據 1998 年競爭法第 9 條，限制競爭的協議

在以下情況下不受禁止限制競爭的協議和安排的約束：1.有助於改善生產

或分配或促進技術或經濟進步；2.讓消費者公平分享由此產生的利益；3.

不對相關企業施加對實現這些目標並非必不可少的限制；4.不向有關經營

者提供就所涉產品或服務的很大一部分消除競爭的可能性。如果滿足所

有這四個標準，該協議將自動豁免。 

 
113 UK government, “The Competition Act 1998 (Groceries) (Coronavirus) (Public Policy 

Exclusion) Order 2020,”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si/2020/369/contents/mad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14 UK government, “CMA launches COVID-19 taskforc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cma-launches-covid-19-

taskforce?utm_source=99a4cddc-813a-43ed-989c-

b5072e864fdc&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govuk-

notifications&utm_content=immediat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15 UK government, “CMA approach to business cooperation in response to coronavirus 

(COVID-19),”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ma-approach-to-business-

cooperation-in-response-to-covid-19,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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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企業必須自我評估這些豁免標準是否適用。但是，為了在

COVID-19 期間為企業提供幫助，競爭及市場管理局指南提供了有關行為

和協調行動的資訊，如果這些措施僅是必要的，則這些資訊可能不會被視

為違反競爭法：1.避免供應短缺或確保供應安全；2.確保稀缺產品的公平

分配；3.繼續基本服務；4.為弱勢消費者提供新的服務。然而以上的合作

限制並不適用於價格方面的合作或資訊共享，特別是定價資訊可能會在

COVID-19 危機後影響競爭。即便在超市、醫療保健產品和懷特島過境點

有關的合作(詳下述)，仍明確將成本或定價資訊共享排除在豁免之外。 

競爭及市場管理局 2020 年 3 月 20 日發布了一封面向製藥和食品飲

料產業的公開信116。公開信表示，當局發現有部分公司利用當前形勢對必

需品收取不合理的高價或對商品的功效做出誤導性聲明，當局希望與產

業合作，以確保公司採取的方法清晰、公平並支持廣大公眾的信任。如果

公司由於轉嫁批發商或供應商提高的價格而無法避免的提高價格，當局

希望收到關於批發商或供應商此類價格上漲的資訊，以便進一步調查供

應鏈上游的這些問題。 

英國 2020 年 3 月 19 日發布雜貨排除令－1998 年競爭法(雜貨)(冠狀

病毒)(公共政策排除)令117。該命令表示，在 COVID-19 期間，以下活動將

不受禁令約束：1.協調限制消費者購買特定雜貨；2.共享勞動力或設施或

協調將其他行業的勞動力部署到雜貨鏈供應商勞動力中；3.協調供應商或

零售商可能包括簡化供應鏈和產品規格；4.分享英國任何地區的日常雜貨

庫存狀況和短缺資訊；5.共享物流服務供應商提供的服務資訊；6.協調對

特定消費者群體的援助；7.協調暫時關閉商店或商店的營業時間；8.協調

 
116 UK government, “Coronavirus (COVID-19): CMA open letter to pharmaceutical and food 

and drink industrie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vid-19-cma-open-

letter-to-pharmaceutical-and-food-and-drink-industrie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17 UK government, supra note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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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英國地區的消費者供應雜貨，並允許物流供應商：1.共享勞動力可用性

資訊；2.共享勞動力或設施或協調勞動力的部署；3.共享雜貨存儲容量的

資訊；4.共享有關用於或可用於雜貨的存儲或倉庫服務的資訊；5.共享有

關運載工具容量和運載工具大小、類型或目的地的資訊。 

英國 2020 年 3 月 27日發布醫療保健排除令－1998年競爭法(英格蘭

患者的健康服務)(冠狀病毒)(公共政策排除)令。根據該命令，在 COVID-

19 期間，以下活動將不受禁令的約束：1.與提供衛生服務的能力有關的

資訊共享；2.在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機構和獨立提供

者之間或獨立提供者之間協調工作人員的部署；3.共享或借出提供衛生服

務的設施；4.聯合購買貨物、材料、車輛、廠房、儀器、設施以提供衛生

服務；5.就總體上或在特定地理區域內提供衛生服務進行協調。 

英國 2020 年 3 月 27 日宣布懷特島渡輪排除令118以及 1998 年競爭法

(索倫特海上過境點)(冠狀病毒)(公共政策排除)令119。根據相關命令，在

COVID-19 期間，提供客運和貨運過境點服務的海事運營商可以進行以下

協議：1.協調中斷期間運行的時間表；2.協調中斷期間運營的航線；3.在

過境中斷期間協調和共享勞動力或設施。 

英國 2020 年 4 月 17 日宣布將暫時放寬競爭規則，以允許乳製品行

業應對當前的市場挑戰，從而避免浪費並保持生產能力以滿足未來需求。

並於 2020 年 5 月 1 日通過乳製品排除令－1998 年競爭法(乳製品)(冠狀

病毒)(公共政策排除)令120。該命令排除競爭規則應用於乳製品行業特定

 
118 UK government, “Government to suspend competition law to support Isle of Wight ferry 

route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overnment-to-suspend-competition-law-to-

support-isle-of-wight-ferry-route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19 UK government, “The Competition Act 1998 (Solent Maritime Crossings) (Coronavirus) 

(Public Policy Exclusion) Order 2020,”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si/2020/370/contents/mad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20 UK government, “Dairy industry to join together to manage milk supply,”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dairy-industry-to-join-together-to-manage-m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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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的合作，包括收集和共享有限事項的資訊，例如過剩牛奶數量和庫存

水平，以解決疫情引起的供應鏈問題。英國乳製品加工行業運營商貿易協

會 Dairy UK 通報了兩項合作協議，對預測牛奶處置和備用產能的調查，

用於監測行業進展並觀察潛在未使用的行業產能，以吸收牛奶在咖啡館、

餐館和酒吧暫時關閉期間需求下降。 

英國2020年4月20日宣布威爾士的衛生服務(Health service in Wales)

－1998 年競爭法(威爾士患者健康服務)(冠狀病毒)(公共政策排除)令121。

根據該命令，禁令不適用於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機構

與獨立提供者或獨立提供者協會之間協議，包括：1.與提供特定類型衛生

服務的能力有關的資訊共享；2.在 NHS 機構和獨立提供者之間或獨立提

供者之間協調人員部署；3.共享或借出提供衛生服務的設施；4.聯合採購

貨物、材料、車輛、廠房、儀器、設施以提供衛生服務；5.關於提供衛生

服務的協調。 

由以上可知，英國政府是採取立法方式，對特定產業之競爭法規則予

以豁免適用，相較於採取企業自主申請業務審查或安慰信的個案釋疑方

式，英國透過立法揭示原理原則的作法，無疑是更屬於通案解決方式，透

過事前訂定法律規則，之後競爭法機關及司法機關得因此依法審查，相當

有參考價值。此外，英國在企業的合作指南裡特定提到「對弱勢消費者提

供新服務」將不被視為違反競爭法，呼籲企業應留意弱勢消費者的權益，

對於我們規劃在 COVID-19 期間受影響的族群，有重要提醒。 

(二)事業結合之評估 

 
supply,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21 UK government, “The Competition Act 1998 (Health Services for Patients in Wales) 

(Coronavirus) (Public Policy Exclusion) Order 2020,”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si/2020/435/mad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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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及市場管理局 2020 年 4 月 22 日發布了關於危機期間結合控制

流程的指南122，表示 COVID-19 並沒有導致評估標準的任何放鬆，當局

將保持前瞻性和以證據為導向，並逐案聽取證據。當局並將垂危事業

(failing firm)指導附加到指南中，指出任何垂危事業情景都將逐案考慮，

並且必須以證據為基礎，而不是推測性的，在 COVID-19 期間沒有放鬆

標準。垂危事業抗辯考慮三個方面： 

1. 如果沒有交易，公司是否會退出市場： 

競爭及市場管理局將考慮公司是否無法在不久的將來履行財務義務，

以及是否無法成功重組；檢查賬目、內部文件和管理行為，要求並考

慮外部法律、財務和破產顧問提供的同期分析；還可能要求公司的債

務或股權提供者提供證據，並考慮母公司提供財務支持的能力。 

2. 是否會有公司或其資產的替代購買者： 

競爭及市場管理局將查看支持任何聲稱確實只有一個潛在購買者的

可用證據，並將考慮任何高於清算價值的報價可能性。因此，賣方為

最小化執行風險，可能更願意向不引起競爭問題的買方出售，即使不

引起競爭問題的買方提供的價格低於親近競爭對手(close competitor)

所提供的價格。 

3. 與收購產生的競爭結果相比，退出對競爭的影響： 

競爭及市場管理局將依據相關市場的性質，考慮結合方的銷售可能發

生的情況，還會考慮結合可能對更廣泛的競爭產生的影響。更具體地

說，與收購產生的競爭結果相比，當局可能會考慮垂危事業的退出對

相關市場競爭的影響。 

(三)具體案例 

 
122 UK government, “COVID-19: CMA approach to merger assessment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covid-19-cma-approach-to-merger-assessment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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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D Sports / Footasylum123 

    Footasylum 因 COVID-19 影響財務狀況，於 2019 年 4 月由 JD 

Sports 達成協議，由 JD Sports 對 Footasylum 進行收購。然而競爭

及市場管理局在 2020 年 5 月調查報告裡，認為 COVID-19 雖然對

Footasylum 的財務狀況造成影響，但影響強度不夠明確，

Footasylum 應仍能夠繼續競爭，雖然 COVID-19 影響零售市場，

但沒有證據表明任何一方受到了更大的負面影響，因此最終認定

結合將導致全國範圍的競爭大幅減少，導致折扣減少或客戶服務

質量降低，拒絕雙方的結合申請。 

    JD Sports 針對競爭及市場管理局拒絕結合的裁定提出上訴，

競爭上訴法庭 2020 年 11 月宣布，同意 JD Sports 的上訴理由，認

定 COVID-19 對 Footasylum 的競爭限制產生實質影響，競爭及市

場管理局的證據不夠充分，無法針對 COVID-19 的可能影響得出

結論，將案件發回重新考慮。 

    目前，競爭及市場管理局與 JD Sports、Footasylum 達成協議，

協議 JD Sports 應先找尋是否另有潛在收購者，且 JD Sports 對此

需定期回報且不得隱瞞。 

2.Amozon / Deliveroo124 

    Deliveroo 因 COVID-19 影響財務狀況，協議由 Amozon 收購其

16%股份投資，競爭及市場管理局在 2020 年 4 月的第一階段調查

報告中認為， COVID-19 對 Deliveroo 業務造成負面影響，封城確

實導致餐廳關閉，Deliveroo 收入大幅下降，恐將在沒有交易的情況

 
123 UK Government, “JD Sports Fashion plc / Footasylum plc merger inquiry,” 

https://www.gov.uk/cma-cases/jd-sports-fashion-plc-footasylum-plc-merger-inquiry#notice-

of-proposal-to-accept-final-undertaking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24 UK Government, “Amazon / Deliveroo merger inquiry,” https://www.gov.uk/cma-

cases/amazon-deliveroo-merger-inquiry#final-report,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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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退出市場，因此，競爭及市場管理局暫時同意該交易，並認為對

競爭而言，迫在眉睫的市場退出結果比允許 Amozon 投資後繼續進

行更糟糕。 

    然而競爭及市場管理局在 2020 年 6 月第二階段調查報告修改

了上述結果，因為有證據表明 Deliveroo 的財務狀況有顯著改善，

Deliveroo 不太可能因 COVID-19 而退出市場，該案不再滿足「沒有

交易公司將退出市場」審查標準。 

    競爭及市場管理局在 2020 年 8 月的最終調查報告，對 Amozon

和 Deliveroo 內部文件的廣泛分析、並對 3,000 多名消費者的調查

以及感興趣的第三方提交的大量意見分析，重點關注 Amozon 持有

的 16% 股權將如何影響其在未來幾年在餐廳配送和在線便利雜

貨配送方面與 Deliveroo 獨立競爭的激勵措施。競爭及市場管理局

最終認定，這種投資水平不會顯著減少這兩個市場的競爭，因此同

意本次收購案。 

3.Viagogo / Stubhub125 

    Stubhub 與 Viagoo 均為線上票務交換和轉售市場的巨頭，

Stubhub 主張因 COVID-19 影響其財務狀況，協議由 Viagoo 對其進

行收購。競爭及市場管理局認為，結合導致兩家企業不再具有可區

分性，且雙方結合後將擁有英國二級票務交易平臺 80~90%的市場

占有率，不會面臨其他重要競爭對手，因此競爭及市場管理局延長

了該交易進行評估的截止日期。 

    競爭及市場管理局雖注意到因為COVID-19對業務的造成短期

影響，尤其是取消英國票務活動造成的影響，但又同時表明沒有證

據顯示長期收入會因 COVID-19 而發生重大變化。最終，競爭及市

 
125 UK Government, “viagogo / StubHub merger inquiry,” https://www.gov.uk/cma-

cases/viagogo-stubhub-merger-inquiry,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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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管理局決定對交易進行長期監管及評估，並認為如果沒有交易，

Stubhub 有機會被第三方購買並繼續在運營，因此不符合「是否會

有公司或其資產的替代購買者」的審查標準，要求 Stubhub 於商定

期限內再尋求可能的潛在購買者。 

三、法國 

法國競爭管理局(French Competition Authority, FCA)2020 年 3 月 23 日

在自己的網站上發布了歐盟/歐洲自由貿易區/歐洲共同體的聯合聲明126。競

爭管理局建立了一個 COVID-19 緊急監測網絡，為尋求採取合作措施的公

司是否符合競爭法提供非正式指導。 

競爭管理局 2020 年 4 月 22 日發布了一份新聞稿127，向代表眼鏡店的

專業協會(Rassemblement des Opticiens de France, ROF)提供非正式建議，該

協會正在尋求幫助其成員(因衛生緊急情況而導致業務停滯的眼鏡店)與出

租人就商業租金進行交易。競爭管理局的結論是，ROF 提出的倡議並沒有

引起競爭法問題，因為它仍然屬於協會任務的合法範圍。ROF 表示它只提

供一般建議和法律及事實論據來支持其成員的要求，它不決定其成員所採

取的行為，其行動的目的是防止因各種銷售網點長期關閉而導致的商業失

敗的風險，並不能使有關利益相關者的成本得到任何明顯的協調。 

新喀里多尼亞 (法國在大洋洲的特殊地位海外集體 )競爭管理局

(Competition Authority of New Caledonia, CANC)2020 年 7 月 3 日發表聲明

 

126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Le réseau européen de concurrence adresse un message aux 

entreprises sur les mesures qu’elles peuvent prendre face à l'épidémie du Covid-19,”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fr/communiques-de-presse/le-reseau-europeen-de-

concurrence-adresse-un-message-aux-entreprises-sur-le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27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The Autorité clarifies the options of a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for dealing with its members’ rent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en/press-release/autorite-clarifies-options-

professional-association-dealing-its-members-rent-during,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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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概述在 COVID-19 期間允許競爭者合作製造口罩的條件。2020 年 6 月

底，採購遺產和資源部(Department of Purchases, Heritage and Resources, 

DAPM)就喀里多尼亞公司之間為新喀里多尼亞政府服務的布質口罩製造的

合作與競爭管理局聯繫。由於外部供應受到影響，政府委託 DAPM 在緊迫

的期限內在當地生產面罩。DAPM 與響應這一要求的公司進行了各種交流，

目的是確定一個當地情況相關的參考文件，以瞭解生產過程，同時也為投標

估計一個合理的價格。這些交流最終導致了公開招標，兩家製造商因無法單

獨應標而聯合應標。競爭管理局認為，DAPM 實施的合作並沒有違反適用

於新喀里多尼亞的競爭法。競爭管理局認為，DAPM 發起的合作符合公共

衛生或安全的目標、給用戶帶來了好處、並且包括與追求目標相稱的對競爭

的限制。競爭管理局還注意到，所有能夠為口罩生產做出貢獻的經營者都被

邀請參加討論，因此每個經營者都能平等地瞭解情況，而且關於價格的資訊

交流只涉及尚未上市的產品的潛在價格。 

由以上可知，法國採取對特定產業提供非正式指導，屬於個案審查類

型。其中，我們可以特別留意法國競爭法機關對於程序重要的觀點，也就是

對於合作協議沒有強制拘束力者，如眼鏡店協會提供會員建議但不強制會

員作成決定；潛在合作廠商均有機會參與的程序公平者，如採購遺產和資源

部邀請所有口罩廠商共同參與討論；是較有機會被認定為不違反競爭規則

的，這對企業、成員協會或機關部門間擬進行合作協議時，應特別留意程序

公平事項，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128 Latham & Watkins, LLP., “Impact of Covid-19 New Exemptions under Antitrust Law 

(2021/2),” https://www.lw.com/thoughtLeadership/covid-19-impact-new-exemptions-under-

antitrust-law,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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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德國 

德國聯邦卡特爾辦公室(Bundeskartellamt, BKartA)表示，在 COVID-19

危機期間，德國聯邦卡特爾辦公室為企業提供滾動指導，讓他們進行合作和

資訊交流，只要這種合作是必要的。 

聯邦卡特爾辦公室負責汽車行業的第四決策部門 2020 年 6 月 9 日向德

國汽車工業協會(VDA)發出了一封安慰信129。這封安慰信是對 VDA 提出措

施的答覆，目的是為了克服 COVID-19 在汽車行業造成的挑戰。安慰信認

可的措施包括個人重組的示範程序和協調生產重啓的條件。重組示範程序

的目的是促進因 COVID-19 而陷入財務困境的公司迅速進行重組。為此，

陷入財務困境的企業可以建立利益相關者團體，例如股東、客戶、債權人、

僱員和公共機構等，這些團體可以就償付能力、信貸、援助措施或運營問題

等主題交換相關資訊，目的是快速和共同制定有效的重組措施。 

德國採取的是向企業提供安慰信的個案釋疑措施，企業得就擬進行之

合作協議，向競爭法機關申請指導。 

五、荷蘭  

荷蘭消費者與市場管理局(Authority for Consumers & Markets, ACM) 

2020 年 4 月 21 日宣布130允許醫療保險公司做出集體合作，在 COVID-19 危

機期間向醫療機構提供財政支持。這些措施涉及到對不直接參與幫助

COVID-19 患者的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連續性捐助和預付款。通過這些安排，

目前因 COVID-19 危機而減少工作或沒有工作的醫療服務提供者(如物理治

療師、產婦支持人員和地區護理人員)可以獲得財政支持。 

 
129 Id. 

130 Authority for Consumers & MarketS, ACM: Health insurers are allowed to give health care 

providers financial support collectively during Coronavirus crisis, ACM: Health insurers are 

allowed to give health care providers financial support collectively during Coronavirus crisis 

| ACM.nl,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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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與市場管理局 2020 年 5 月 26 日宣布131允許醫院、醫院藥房和

藥品批發商在 COVID-19 危機期間進行深入合作，以防止或減少基本藥物

的潛在短缺。這一宣布是在國家藥品協調中心(LCG)提出指導要求後作出的。

消費者與市場管理局指出，這種合作不會引起任何違反競爭法的風險，因為

這種合作是透明的、臨時的，並且是防止短缺所必需的。消費者與市場管理

局還指出，已經採取措施確保批發商不會交換價格或庫存資訊。 

荷蘭採取個案放寬競爭法的逐案授權措施。其中，競爭法機關不僅准許

企業間協作，更有以政府補助的方式，針對因 COVID-19 而受影響的醫療

機構提供財政支持，這是對於因疫情影響相對弱勢族群的關懷表現。 

第三節 亞太案例 

一、中國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 

SAMR)2020 年 4 月 4 日宣布將根據反托拉斯法對有利於技術進步、提高效

率和追求公共利益和消費者利益的合作協議予以豁免132。欲申請豁免的企

業應向市場監管總局提出申請，市場監管總局將在兩個工作日內給予答覆。

重要內容如下： 

(一)加快審查涉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的經營者集中案件：市場監管總局

建立綠色審查通道，對醫藥製造、醫療儀器設備及器械製造、食品

製造、交通運輸、批發零售等與疫情防控和基本民生密切相關領域，

受疫情影響較重的餐飲、住宿、旅遊等行業，以及為復工復產實施

的經營者集中，進行快速審查。 

 
131 Latham & Watkins, LLP., supra note 128. 

132 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市場監管總局關於支持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反壟斷執

法的公告」，http://gkml.samr.gov.cn/nsjg/fldj/202004/t20200405_313859.html，最後瀏覽

日期：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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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法豁免涉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的經營者合作協議：經營者為疫情

防控和復工復產達成的有利於技術進步、增進效率、實現社會公共

利益和保護消費者利益的協議，如為在藥品疫苗、檢測技術、醫療

器械、防護設備等領域改進技術、研究開發新產品；為提高防控物

資產品質量、降低成本、增進效率而統一產品規格、標準或者實行

專業化分工；為實現救災救助等社會公共利益；為提高中小經營者

經營效率、增強中小經營者競爭力等，符合反托拉斯法規定者，市

場監管總局將給予豁免。 

(三)從嚴查處妨礙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的托拉斯行為：市場監管部門將

從嚴查處妨礙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損害消費者利益的托拉斯行為，

重點查處口罩、藥品、醫療器械、消殺用品等防控物資及原輔材料，

供水、供電、供氣等公用事業以及與其他民生密切相關行業和領域

的經營者達成、實施的協同漲價、限制產量、分割市場、聯合抵制、

固定或限定轉售價格等托拉斯協議，以及不公平高價、拒絕交易、

限定交易、搭售或附加不合理交易條件、差別待遇等濫用市場支配

地位行為，為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營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切實保

護消費者利益。 

中國採取較高強度的管制措施，由企業擬申請合作協議者向競爭法機

關申請競爭規則的豁免，企業獲准豁免後得實施相關合作協議，屬於逐案審

查類型，由於競爭法機關有核准與否的權力，故對合作協議內容能夠實質管

控，這在當企業擬採取過當合作協議時具備核准權，固然得以保護市場，但

長久下來也有國家公權力介入市場秩序的疑慮。 



 

80 

二、香港 

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Hong Kong Competition Commission HKCC)於

2020 年 3 月 27 日發布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聲明133。聲明中強調，雖然

根據香港競爭條例，競爭對手之間不應進行反競爭聯合，但疫情期間在以下

四種業務合作安排不太可能違反競爭條例：1.聯合採購協議，但前提是參與

聯合採購的有關各方在相關產品或服務的下游市場沒有市場優勢；2.聯合生

產協議，但前提是聯合生產協議有助參與協議的各方生產憑各自的客觀條

件均不能獨力生產的產品；3.與銷售相關的聯營，企業之間可以通過不同的

聯營方式來協議共同銷售、分銷或於市場推廣特定產品，但前提是銷售相關

聯營對某參與方能進入其無法獨力進入的市場來說，在客觀上是必需的；和

4.交換資訊：在第一行為守則下，企業可就各事宜共享數據，交換公開可得

的數據，而非會影響競爭的敏感數據。 

在程序設計上，競爭事務委員會建立了新的非正式諮詢程序134。企業可

以通過該程序非正式地向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諮詢其對擬議合作的初步意

見。如果企業提出了切實為應對疫情爆發所需的短暫的合作安排，並且符合

香港消費者和社會的利益，則企業現在利用這一新機制，不會違反競爭條

例。 

對於希望從此非正式諮詢程序中受益的企業，應採取以下步驟：1.在進

行擬議的合作或使之生效之前，列出擬議的合作的所有可獲取的詳細資料，

並闡釋為何該等安排乃因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而必須作出的安排；2.聯繫

 
133 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HKCC)，「競爭事務委員會公告 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施

行《競爭條例》的事宜」，

https://www.compcomm.hk/tc/about/public_notices/files/20200327_Statement_by_CC_rega

rding_the_COVID19_outbreak_Chi.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134 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HKCC)，「與競委會作非正式諮詢, 競爭事務委員會公告 有關新

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施行《競爭條例》的事宜」，

https://www.compcomm.hk/tc/about/public_notices/files/20200327_Statement_by_CC_rega

rding_the_COVID19_outbreak_Chi.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https://www.compcomm.hk/tc/about/public_notices/files/20200327_Statement_by_CC_regarding_the_COVID19_outbreak_Chi.pdf
https://www.compcomm.hk/tc/about/public_notices/files/20200327_Statement_by_CC_regarding_the_COVID19_outbreak_Chi.pdf
https://www.compcomm.hk/tc/about/public_notices/files/20200327_Statement_by_CC_regarding_the_COVID19_outbreak_Chi.pdf
https://www.compcomm.hk/tc/about/public_notices/files/20200327_Statement_by_CC_regarding_the_COVID19_outbreak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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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協會或委託法律代表，通過電子郵件或使用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網站

上的網上查詢表格與委員會聯繫。與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的任何聯繫，均需

於標題一欄註明「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事宜」；3.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將在收

到有關安排的所有必要資訊後的 5 個工作日內儘速處理有關諮詢，以非正

式形式就擬議的合作安排提供初步意見。 

香港採取企業諮詢的個案釋疑措施，企業得就擬進行之合作協議，向競

爭法機關申請指導。 

三、日本 

日本公正交易委員會(Fair Trade Commission, FTC) 2020 年 4 月 23 日，

在網站上公布135其對 COVID-19 期間口罩和個人衛生產品零售價格上限的

看法，回應消費者的問題。委員會表示，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對這些

產品的零售價格設置上限的口罩和個人衛生用品製造商沒有違反日本競爭

法。 

日本公正交易委員會 2020 年 4 月 28 日，發布新聞稿136，如果競爭者

之間的「必要和臨時」協調是為了確保供應不足的產品的順利和公平分配，

那麼這種協調將「不構成反托拉斯法的問題」。它提到了國際競爭網絡指導

委員會就 COVID-19 期間和之後與競爭法執行有關的主要考慮因素所做的

聲明。該聲明解釋說，競爭管理機構可能適合容納競爭者之間的臨時合作，

以確保保護所有消費者健康和安全的稀缺產品和服務的供應和分配。委員

會表示，它可以回答企業提出的有關擬議的合作舉措與反托拉斯法的兼容

性的諮詢問題。 

 

135 日本 FTC，「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への対応のための取組に係る独占禁止法に

関する Q&A」，https://www.jftc.go.jp/oshirase/coronaqa.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136 Latham & Watkins, LLP., supra note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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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採取企業諮詢的個案釋疑措施，企業得就擬進行之合作協議，向競

爭法機關申請指導。與 2011 年日本 311 大地震相較，當時日本政府採取由

自衛隊統一負責管理與運輸救援物資，或許因為災難的規模及性質不同，本

次 COVID-19 日本政府則較傾向由民間規劃協作。  

四、新加坡 

新加坡競爭和消費者委員會(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of 

Singapore, CCCS)2020 年 7 月 20 日發布 COVID-19 指導137，為企業在新加

坡提供基本商品或服務方面的競爭者之間的合作提供說明。該指導說明指

出，「在一段暫時期間內，為維持或改善新加坡基本商品或服務供應的合作，

凡不涉及定價、串通投標、市場共享或產出限制，且可能產生淨經濟利益的

合作，競爭和消費者委員會假設認定不違反競爭法，不對其進行調查」。指

導說明的附件中列出了基本商品和服務的清單，包括衛生和社會服務；食

品；能源；水、廢物、環境；資訊和通信；國防和安全；建築、設施管理和

關鍵公共基礎設施；製造和分銷；銀行和金融；以及法律服務。 

該指導說明適用於 2020 年 2 月 1 日之後實施的、將於 2021 年 7 月 31

日到期的合作。對於在 COVID-19 指導說明到期後才結束的合作，競爭和

消費者委員會將使用正常情況下適用的標準進行評估。我們鼓勵企業首先

進行自己的評估，以確定其合作是否屬於指導說明中規定的框架範圍。希望

在基本商品或服務方面開展合作，但對指導說明中的框架有疑問的企業可

以聯繫競爭和消費者委員會，以獲得指導或就該法對協議的適用性作出決

定。 

 
137 CCCS Media Release, “CCCS Issues Guidance Note on Collaborations between 

Competitors in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https://www.cccs.gov.sg/media-and-

consultation/newsroom/media-releases/business-collaboration-guidance-note-20-july-20,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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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採取特定期間及特定產業下，只要不涉及定價、串通投標、市場

共享或產出限制，且可能產生淨經濟利益的合作者，競爭法機關將假設認定

其不違反競爭法的通案放寬措施。首先，競爭法機關在其指導說明中列出了

放寬調查的產業清單，這份清單內容主要是涉及民生所需的基本商品和服

務，對疫情受影響的產業為何，具備相當的參考價值。其次，競爭法機關對

這類的企業合作協議給予較大的自由度，推定只要未進行價格、串通投標、

市場共享或產出限制等違反市場秩序行為，基本上是不違反競爭規則的，這

對於企業的靈活運用不同合作手段以度過疫情緊急狀況，有鼓舞並起到效

率的作用。 

五、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為因應 COVID-19，針對不同產業的需求下達授權，授

權項目高達 30 多份。在授予授權同時，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並同時給予附

帶條件： 

(一)銀行金融業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授權銀行業協會(ABA)和銀行合作實施小企

業救助計畫138，允許推遲向受疫情影響的所有部門的小企業貸款的本

金和利息還款，允許雙方討論並實施合約安排或諒解措施以使其客戶

受益，其目的是為的客戶提供財務救濟和幫助及支持政府舉措。授權應

受條件約束：1.當成員銀行的協調涉及與成員銀行競爭的代理或供應商

時，協會應尋求當局的批准；2.協會將任何財務救濟計畫通知當局。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授權 Suncorp Group Limited、Allianz Australia 

Limited、QBE Insurance Australia Limited 及其他保險公司和經紀人在

 
138 ACCC, “Australian Banking Association small business relief package,” 

https://www.accc.gov.au/media-release/australian-banking-association-small-business-relief-

package ,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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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行業實施救濟措施139，允許各方協調和實施因 COVID-19 而遭受

困難的中小企業的救濟措施。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授權澳洲證券化論壇 (ASF) 140，能夠在

COVID-19 期間共同努力維持流動性並向消費者和小企業發放貸款，並

允許實體討論、交換資訊並制定協調的行業響應以應對聯邦政府的結

構性融資支持基金(SFSF)的實施。 

(二)超市、零售通路、民生業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授權超市經營者與製造商、供應商以及運輸

和物流提供商合作，以確保供應和分銷141。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代表 NBN Co 和五家零售通信服務提供商向

NBN Co 臨時授權142，同意和實施：1.緩解經濟壓力的措施，例如協調

行業為受到 COVID-19 不利影響的企業和弱勢消費者提供支持；2.容量

優化策略，以幫助確保在 COVID-19 期間澳洲電信網絡的持續運營和

優化。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並要求 NBN Co 應遵守報告義務。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授權澳洲零售商協會 (ARA) 143，允許因 

COVID-19 大流行而受到不利財務影響的成員討論和交換資訊，並與房

 
139 ACCC, “Suncorp Group Limited on behalf of itself and other providers of Insurance,” 

https://www.accc.gov.au/public-registers/authorisations-and-notifications-

registers/authorisations-register/suncorp-group-limited-on-behalf-of-itself-and-other-

providers-of-insuranc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40 ACCC, “Australian Securitisation Forum – Application for authorisation AA1000490 

Interim authorisation decision 8 April 2020,”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public-

registers/documents/Interim%20Authorisation%20Decision%20-%2008.04.20%20-

%20AA1000490%20ASF.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41 ACCC, “Supermarkets to work together to ensure grocery supply,” 

https://www.accc.gov.au/media-release/supermarkets-to-work-together-to-ensure-grocery-

supply,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42 ACCC, “nbn co Limited & Ors,” https://www.accc.gov.au/public-registers/authorisations-

and-notifications-registers/authorisations-register/nbn-co-limited-or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43 ACCC, “Australian Retailers Association – Application for authorisation AA1000501 

Interim authorisation decision 22 April 2020,”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public-

registers/documents/Statement%20of%20Reasons%20-%2022.04.20%20-%20P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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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集體協商支持條款，包括為集體協商共享資訊並集體協商房東向租

戶提供的支持，包括租金方面的支持寬慰。該授權還允許房東成員能夠

討論和共享資訊，並就向中小型企業租戶或此類租戶類別提供的救濟

的性質達成和實施協議。附帶條件為不允許共享敏感的租金資訊，及應

記錄保存和向當局報告。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授權 7-11 便利店有限公司144，允許 7-11 與它

的一些加盟商接觸，並與這些加盟商達成安排，如果加盟商願意暫時關

閉或減少商店的營業時間由一些加盟商經營，或由 7-11 或其姊妹企業

(Convenience Holdings Pty Limited)經營。附帶條件為 7-11 和加盟商將

把顧客從關閉的商店引導到附近的商店，並向顧客提供有關商店營業

時間變化的資訊。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授權雞肉加工商共同努力145，以減少維多利

亞地區 COVID-19 的影響，允許就與加工工廠有關的一系列措施進行

合作，旨在確保雞肉和雞肉的充足供應，減少任何失業的程度，並管理

第四階段 COVID-19 限制的影響在維多利亞州的雞肉加工商和供應鏈

的其他部分。例如，授權允許共享或協調處理能力、必要人員、設施和

產品的使用。授權行為不擴展到有關雞肉加工商提供或獲得的商品或

服務價格的協議，並且參與是自願的。附帶條件為向當局提交報告。 

(三)醫療服務業 

 
%20AA1000501%20-%20ARA.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44 ACCC, “7-Eleven Stores Pty Limited – Application for authorisation AA1000500 Interim 

authorisation decision 24 April 2020,”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public-

registers/documents/Interim%20Authorisation%20Decision%20-%2024.04.20%20-

%20PR%20-%20AA1000500%207-Eleven.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45 ACCC, “Ingham’s & Ors – Application for authorisation AA1000527 Interim authorisation 

decision 7 August 2020,”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public-

registers/documents/Interim%20Authorisation%20Decision%20-%2007.08.20%20-

%20PR%20-%20AA1000527%20Ingham%27s.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86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授權醫療技術協會(MATT)允許其成員共享

醫療設備供應商或分銷商資訊、協調訂單和供應請求146，並聯合投標供

應關於疫情的醫療設備，並授權其協調必要的活動，例如可持續協調庫

存採購、協調庫存管理策略和協調後勤安排等活動。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授權藥品協會和仿製藥和生物類似藥協會

(NPSA)147，允許針對當前的 COVID-19 實施與基本藥物和相關供應品

供應相關的協調戰略，附帶條件為須向當局提交報告要求。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授權金融服務委員會(FSC)及其成員人壽保

險公司履行承諾148，確保醫護人員不會被拒絕人壽保險，不會被收取更

高的保費，並且不得單純因接觸或潛在接觸 COVID-19 即予以排除。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授權維多利亞州衛生與公共服務部

(DHHS)149和昆士蘭衛生局150，允許討論簽訂和實施合約以提高醫療保

健能力並確保全州範圍內的醫療保健服務協調，促進醫療保健期間最

 
146 ACCC, “Medical Technology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Application for authorisation 

AA1000479Interim authorisation decision 25 March 2020,”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public-

registers/documents/Interim%20Authorisation%20Decision%20-%2025.03.20%20-

%20PR%20-%20AA1000479%20MTAA_0.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47 ACCC, “National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Association (NPSA) –Application for 

authorisation AA1000480Interim authorisation decision 31 March 2020,”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public-

registers/documents/Interim%20Authorisation%20Decision%20-%2031.03.20%20-

%20PR%20-%20AA1000480%20NPSA.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48 ACCC, “Financial Services Council – Application for authorisation AA1000494 Interim 

authorisation decision 9 April 2020,”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public-

registers/documents/Interim%20Authorisation%20Decision%20-%2009.04.20%20-

%20PR%20-%20AA1000494%20FSC.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49 ACCC, “Victorian Private Healthcare COVID-19 arrangements,” 

https://www.accc.gov.au/public-registers/authorisations-and-notifications-

registers/authorisations-register/victorian-private-healthcare-covid-19-arrangement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50 ACCC, “Queensland Private Healthcare COVID-19 arrangements,” 

https://www.accc.gov.au/public-registers/authorisations-and-notifications-

registers/authorisations-register/queensland-private-healthcare-covid-19-arrangement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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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和最有效的分配。附帶條件為 DHHS 和昆士蘭衛生局應定期向當

局提供更新的條件，並將參與擬議行為的任何其他私人醫療保健提供

者通知當局。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授權北領地和南澳洲的私立醫院和衛生機構、

西澳洲州、新南威爾士州和塔斯馬尼亞州衛生部，使私人和公立醫院運

營商與澳洲各州和領地的政府衛生當局在 COVID-19 期間相互合作，

例如討論預期的服務能力和需求、共同採購和分發醫療設備和用品和

共享員工。附帶條件為需向當局提交報告。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授權私人醫療保健有限公司(PHA)及成員健

康基金聯盟151，允許實體制定並實施安排，並討論和分享以下資訊：1.

擴大私人醫療保險覆蓋範圍，包括 COVID-19 治療和替代面對面互動

或入院的治療模式；2.提供有關保險費的經濟救濟；3.已通知當局的其

他應對 COVID-19 的措施。附帶條件為該行為不會對消費者產生增加

健康保險費的影響，及強化的報告義務包括要求 PHA 每兩周向當局提

供與擬議行為有關的任何會議、討論、發展和決定的詳細報告。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授權澳洲醫學協會(AMA)和參與的訪問醫生

(VMOs)152，允許各方與指定的私立醫院運營商就在 COVID-19 期間聘

用醫生作為訪問醫生向新南威爾士州私立醫院系統中的公立患者提供

醫療服務的條款和條件進行集體談判。 

 
151 ACCC, “Private Healthcare Australia Limited – Application for authorisation AA1000487 

Interim authorisation decision 8 April 2020,”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public-

registers/documents/Interim%20Authorisation%20Decision%20-%2008.04.20%20-

%20PR%20-%20AA1000487%20PHA.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52 ACCC, “Australian Medical Association (NSW) Limited – Application for authorisation 

AA10005011 Interim authorisation decision 8 May 2020,”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public-

registers/documents/Interim%20Authorisation%20Decision%20-%2008.05.20%20-

%20PR%20-%20AA1000511%20AMA%20NSW.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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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授權澳洲首都直轄區(ACT)以及其所指定之

公立/私立醫院和醫療保健機構153，允許各方討論簽訂和實施合同以最

大限度地提高醫療保健能力並確保全港醫療服務的協調，促進醫療保

健的最有效的分配。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授權澳洲新西蘭工業氣體協會、以及向澳洲

醫院和類似醫療機構提供醫用氧氣的其他供應商154，允許其能交換資

訊、制定和實施所需的合約以確保在需求大幅增加或供應受限的情況

下向醫院和類似醫療設施供應醫用氧氣。 

(四)旅遊業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授權、酒店協會、特許經營委員會、藥房協會、

報刊代理商聯合會和旅行社聯合會155，允許因 COVID-19 大流行而受

到不利財務影響的成員討論和交換資訊，並與房東集體協商支持條款，

包括為集體協商共享資訊並集體協商房東向租戶提供的支持，包括租

金方面的支持寬慰。該授權還允許上述各方使其房東成員能夠討論和

共享資訊，並就向中小型企業租戶或此類租戶類別提供的救濟的性質

達成和實施協議。附帶條件為不允許共享敏感的租金資訊，及應記錄保

存和向當局報告。 

(五)運輸物流業 

 
153 ACCC,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as represented by the ACT Health Directorate – 

Application for authorisation AA1000513 Interim authorisation decision 19 May 2020,”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public-

registers/documents/Interim%20Authorisation%20Decision%20-%2019.05.20%20-

%20PR%20-%20AA1000513%20ACT%20Health.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54 ACCC, “Australia New Zealand Industrial Gas Association – Application for authorisation 

AA1000516 Interim authorisation decision 9 June 2020,”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public-

registers/documents/Interim%20Authorisation%20Decision%20-%2009.06.20%20-

%20PR%20-%20AA1000516%20ANZIGA.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55 ACCC, “Scentre Group and Shopping Centre Council of Australia Limited,” 

https://www.accc.gov.au/public-registers/authorisations-and-notifications-

registers/authorisations-register/scentre-group-and-shopping-centre-council-of-australia-

limited,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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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授權區域快運(Rex)協調航班時刻表156，並與

維珍航空和澳洲航空簽訂協議157，在 10 條區域航線上分享收入，附帶

條件是航空公司收取的票價不得高於 2020 年 2 月 1 日的票價。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授權澳洲航空有限公司和中國東方航空有限

公司通過延長的聯合協調協議158，由於當局先前授權A91470和A91471

要求在授權期間內維持或增加飛行能力，此次延長的聯合協調協議促

進了將在 2020 年 10 月 31 日之後運營的服務的即時規劃和協調。 

(六)能源業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授權澳洲石油協會(AIP)、其四大煉油商和石

油營銷商成員159，允許雙方討論簽訂或實施合同以確保燃料產品的供

應安全，並促進在 COVID-19 期間有效利用澳洲的煉油能力和燃料儲

存能力。授權不包括價格協議。授權受以下條件的限制：1.協會必須將

任何重大安排通知當局；2.當局可以向協會索取資訊；3.任何其他希望

獲得臨時授權保護的各方必須得到當局的批准。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授權能源市場運營商(AEMO)進行討論160：1.

協調維修和維護；2.共享必要人員；3.共享基本投入；4.推遲非必要的

 
156 ACCC, “Regional Express Pty Ltd,” https://www.accc.gov.au/public-

registers/authorisations-and-notifications-registers/authorisations-register/regional-express-

pty-ltd,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57 ACCC, “Virgin Australia Airlines Pty Ltd,” https://www.accc.gov.au/public-

registers/authorisations-and-notifications-registers/authorisations-register/virgin-australia-

airlines-pty-ltd,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58 ACCC, “Qantas Airways Limited & China Eastern Airlines Corporation Limited – 

Application for revocation of A91470 & A91471 and the substitution of authorisation 

AA1000526 Interim authorisation decision 7 September 2020,”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public-

registers/documents/Interim%20Authorisation%20Decision%20-%2007.09.20%20-

%20PR%20-%20AA1000526%20QCE.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59 ACCC,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Petroleum,” https://www.accc.gov.au/public-

registers/authorisations-and-notifications-registers/authorisations-register/australian-

institute-of-petroleu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60 ACCC, “Australian Energy Market Operator (AEMO) ,” https://www.accc.gov.au/public-

registers/authorisations-and-notifications-registers/authorisations-register/australian-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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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2.管理系統穩定性。根據授權，能源市場參與者之間不允許就能

源的批發或零售價格、零售成本或利潤進行資訊共享或達成協議。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授權礦產委員會和其他七個採礦業協會161，

允許實體討論簽訂或實施合約以合作共享關鍵採礦供應和服務的庫存

或合理化其需求、協調這些供應品和服務的調度和供應鏈活動、或分享

個人防護設備(PPE)潛在供應商的詳細資訊。附帶條件為礦產委員會向

當局報告其原料安排，並提供當局要求的任何進一步資訊及提供定期

更新。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授權澳洲能源委員會(AEC)及成員能源零售

商162，允許討論、共享資訊並安排向可能受到 COVID-19 經濟影響的

能源用戶(住宅和企業)提供財務和其他救濟，包括關於網絡救濟包

(Networks Relief Package, ENA)的討論和安排。 

由以上可知，澳大利亞採取針對不同產業逐案授權措施，其授權內

容具體且高達逾 30 件以上的個案授權，密度相當驚人。由競爭法機關

逐案授權的方式，固然得就不同產業進行相對應的量身剪裁措施，對不

同產業要求相對應的附加條件，有效個案的促使產業合作協議不致過

度限制競爭，然而實施此類措施的前提是競爭法機關的審查效率高，且

應考量競爭法機關的行政負荷量，是否每個國家均能如此實施，實在不

無疑問，不過澳大利亞政府的措施，仍相當值得參考。 

 
market-operator-aemo,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61 ACCC, “Minerals Council of Australia – Application for authorisation AA1000504 Interim 

authorisation decision 24 April 2020,”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public-

registers/documents/Interim%20Authorisation%20Decision%20-%2024.04.20%20-

%20PR%20-%20AA1000504%20MCA.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62 ACCC, “Application for authorisation AA1000502 Interim authorisation decision 1 May 

2020,”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public-

registers/documents/Interim%20Authorisation%20Decision%20-%2001.05.20%20-

%20PR%20-%20AA1000502%20AEC.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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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非洲案例 

南非共和國  

南非共和國貿易、工業和競爭部發布自 2020 年 3 月 19 日起生效的

《COVID-19 醫療部門條例》的豁免規定163。該豁免有助於確保私營和公共

醫療服務提供者進行合作，為公民提供必要的醫療服務，而不必擔心違反競

爭法。醫療保健行業競爭者之間的合作不應擴展到向公眾收取價格方面的

溝通和協議，合作將在衛生部的要求和協調下進行。 

貿易、工業和競爭部發布自 2020 年 3 月 19 日起生效的《消費者和客

戶保護及國家災害管理條例和指示》164，適用於占主導地位的公司的過度定

價。條例表明，將對某些商品或服務價格的實質性增長進行審查，特別是如

果增長不符合或不等同於提供該商品或服務的成本增長；或增長使該商品

或服務的淨利潤或加價超過 2020 年 3 月 1 日前三個月該商品或服務的平均

利潤或加價。包括各種產品，如衛生紙、外科口罩、嬰兒配方奶粉、基本食

品(如麵食和牛奶/水)以及與 COVID-19的檢測和治療有關的私人醫療服務。 

貿易、工業和競爭部發布自 2020 年 3 月 23 日起銀行部門的 COVID-19

豁免165。該豁免旨在允許商業銀行在危機期間制定債務減免和其他必要措

施的共同方法。合作不應擴大到價格方面的溝通和協議。該豁免包括支付系

統以及債務人和信貸管理。 

 

163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Covid-19 Block Exemption for the Healthcare Sector, 2020,” 

https://www.gov.za/sites/default/files/gcis_document/202003/4311419-3dti.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64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Consumer and customer protection and national disaster 

management regulations and directions,” 

https://www.gov.za/sites/default/files/gcis_document/202003/4311619-3dti.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65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Covid-19 Block Exemption for the Banking Sector,” 

https://www.gov.za/sites/default/files/gcis_document/202003/43127rg11058gon355.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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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工業和競爭部發布自 2020 年 3 月 24 日起 COVID-19 零售物業

部門的整體豁免166。該條例豁免了指定零售租戶和零售物業業主之間的部

分協議做法。該豁免適用以下協議：租戶的付款假期和/或零售折扣；對租

戶驅逐的限制；以及暫停或調整限制指定零售租戶採取保護生存能力所需

的合理措施的租賃協議條款。指定零售業租戶可按貿易線識別(服裝、鞋類

和家紡零售商、個人護理服務和餐館)。然而行為不應擴展到價格方面的溝

通和協議。 

貿易、工業和競爭部發布自 2020 年 3 月 27 日起 COVID-19 酒店業的

整體豁免167。這豁免了某些協議，包括與被隔離人員有關的成本降低和價格

協調，以及與成本和供應有關的資訊交流。 

南非共和國採取針對不同產業逐案發布相對應的豁免規定，此類措施

屬於通案豁免措施，與英國通案立法措施較類似，同樣是事前訂定整體豁免

規定，再由競爭法機關或司法機關事後審查，不同的部分則是，英國是作成

法律位階的法律規定，法南非共和國則是委由競爭法機關作成行政規定。 

第五節 小結 

一、競爭對手的臨時合作 

COVID-19 危機發生以來，不難發現在競爭法適用上，各國出現類似的

緊急因應措施，尤其是為因應緊急的醫療服務及民生必需品，這類型產品的

供應鏈急需競爭者的緊急合作或資訊共享，以達到生產效率或配銷消費者

以確保疫情時期的生活基本所需。各國因應措施略有不同，比較法上，可歸

納出因應措施略分為： 

 
166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COVID-19 Block Exemption for the Retail Property Sector,” 

https://www.gov.za/sites/default/files/gcis_document/202003/43134rg11059gon358.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67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COVID-19 Block Exemption for the Hotel Industry,” 

https://www.gov.za/sites/default/files/gcis_document/202003/43175rg11069gon422.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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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應自我審查，但得尋求競爭法主管機關指導：這類型的競爭法

主管機關持 COVID-19 期間競爭法應同有適用的態度，且企業應自

我審查，如企業有合作協議可能涉及競爭法疑義時，得尋求競爭法

主管機關之指導，此時，競爭法主管機關將提供適法性分析，提出

修正建議。採取此類型措施的國家有美國、歐盟、法國、德國、香

港、日本等是。 

(二)特定期間、特定產業之合作將被假定為合法：這類型的競爭法主管

機關，表列出特定產業，例如衛生社會服務、食品、能源、環境、

資訊通信等，認為此類特定產業與 COVID-19 期間的基本生活服務

重要相關，故這類特定產業於特定期間進行合作協議時，競爭法主

管機關將假定其為合法。採取此類型措施的國家如新加坡是。 

(三)競爭法主管機關逐案授權：這類型的競爭法主管機關，針對不同產

業的需求逐案做出個案的授權規定或豁免規定，競爭法主管機關採

取較積極、主動的行政指導或行政規定，使被授權或被豁免的產業

有相關規定得以遵循。採取此類型措施的國家如荷蘭、澳大利亞、

南非共和國等是。 

(四)政府立法排除競爭法適用：這類型由國家採取立法的方式，立法排

除於特定期間免除特定競爭法適用，在法律位階上，相較於前述的

行政規定、行政指導類型，更直接拔升到法律層級，有更高的指導

象徵性。採取此類型措施的國家如巴西，英國等是。 

(五)擬進行合作之企業應經申請核准：這類型的競爭法主觀機關採取較

高強度的管制，要求擬進行合作協議的業者應將其方案提報主管機

關核准後，始得實施合作協議，主管機關對於合作協議有實質的監

督管理權利。採取此類型措施的國家如中國是。  

(六)表格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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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各國因應競爭對手合作之比較 

 國家 因應方式 類型 

美

洲 

美國 司法部、聯邦貿易委員會發

布聯合聲明，企業得申請業

務審查，當局逐案回覆。 

企業應自我審查，得尋求當

局指導。 

巴西 政府簽訂法案，允許暫停適

用反托拉斯法部分規範，協

議行為無須經過主管機關批

准，主管機關在行為的一年

後可以進行審查。 

特定期間暫停競爭法特定法

規適用，但主管機關於行為

後得進行審查。 

歐

洲 

歐盟 歐洲競爭網絡發布競爭法聯

合聲明，企業得申請安慰

信。 

企業應自我審查，得尋求當

局指導。 

英國 政府透過逐案立法方式，針

對特定產業放寬競爭法適

用。 

逐案立法放寬競爭法適用。 

法國 競爭管理局發布聲明，為企

業提供非正式指導。 

企業應自我審查，得尋求當

局指導。 

德國 聯邦卡特爾辦公室為企業提

供指導。 

企業應自我審查，得尋求當

局指導。 

荷蘭 消費者與市場管理局針對特

定產業，提供個案命令。 

逐案授權放寬競爭法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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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太 

中國 市場監管總局接受欲申請豁

免的企業提出申請，企業於申

請獲准後得進行合作。 

擬合作之企業應經申請核准

後，始得進行合作。 

香港 競爭事務委員會發布聲明，可

以為公司提供指導。 

企業應自我審查，得尋求當局

指導。 

日本 公正交易委員會發布聲明，可

以為公司提供指導。 

企業應自我審查，得尋求當局

指導。 

新加

坡 

競爭和消費者委員會發布指

導，在一段期間內，經列表認

定的產業如進行合作者，當局

將假定其為合法。但對指導的

框架有疑問的企業可以聯繫

當局以獲得指導。 

特定期間、特定產業之合作視

為合法。 

澳大

利亞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透過逐

案授權方式，針對特定產業放

寬競爭法適用。 

逐案授權放寬競爭法適用。 

非

洲 

南非

共和

國 

貿易、工業和競爭部逐案發布

豁免規定，針對特定產業放寬

競爭法適用。 

逐案授權放寬競爭法適用。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在法律實體上，因應 COVID-19 危機，為維護消費者健康及基本生活

所需，在醫療、口罩、消毒液、食品、雜貨、運輸等民生產品或服務上，需

要競爭對手透過必要的合作以度過難關。然而，限制競爭從過去歷史來看，

對於長遠的經濟發展或 COVID-19 過後的經濟復甦開展而言並非有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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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COVID-19 期間關於競爭法的豁免標準如何，至關重要。從比較法上，各

國對於鬆綁條件及建議標準如下： 

(一)有助於改善生產或分配或促進技術或經濟進步：確保向公眾或公眾

的重要，例如關鍵工人或弱勢消費者，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務的合作

將被視為提高效率並符合此標準。 

(二)讓消費者公平分享由此產生的利益：如果沒有合作，產品就會出現

嚴重短缺，如果合作可以避免或減輕類似的短缺，則該合作可以被

認定為給消費者帶來公平的利益。 

(三)不對相關企業施加對實現這些目標並非必不可少的限制：在確定合

作是否對實現效率必不可少時，關鍵因素將是在可用的情況和時間

有限的情況下，是否可以合理地認為合作是必要的。此外，合作的

持續時間及競爭限制，在本質上必須是暫時的。 

(四)不向有關經營者提供就所涉產品或服務消除競爭的可能性：合作措

施仍然可能保留競爭的某些方面，且必須儘可能的保持競爭。例如

在產能和供應合作期間保持價格競爭，如果限制可以是僅限於特定

商品或地理區域者，則企業應努力以這種方式限制。 

(五)企業應保持其操作被記錄且透明：企業應自行評估其限制競爭活動

是否符合指導方針，部分國家以排除競爭法方式、部分國家以臨時

授權方式、或部分國家以安慰信方式協助企業自我審查，企業應記

錄與其他企業合作協議的討論，對正在進行的操作保持透明，並依

不同當局之規定進行可能或必須之報備。 

在法律程序上，鑒於因疫情而被限制的人員移動、優先處理危機的時效

性及有效性等考量，競爭法主管機關多提供較為靈活的程序以及需要優先

處理危機有關的事項，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紛紛提供更為靈活的程序： 

(一)競爭法主管機關設置專用郵箱及網站以利企業申請審查或安慰信：

由於 COVID-19 期間的紙本作業或人員移動困難，競爭法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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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提供專用郵箱、專用網站以處理合作協議審查釋疑等相關事項，

便利企業以網路進行快速便捷的作業。 

(二)企業申請審查或安慰信時應提供業務內容及說明：企業提出申請時，

應解釋其合作協議內容與疫情的關係，並提供對提案性質和理由的

描述包括參與者、提案將涵蓋的產品服務以及時間和安排的地理範

圍；各方之間的擬議或其他安排包括記錄合約或安排的文件的副本；

主要預期客戶的名稱；以及其他供應商競爭重要性的可用資訊；業

務內容應具體詳盡，以利競爭法主管機關審查。 

(三)競爭法主管機關得要求其他相關資訊：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業務審

查或安慰信申請資料認有缺漏、無法因此作成適法性判斷時，主管

機關得要求企業再提出進一步的資料，企業應予配合。 

(四)企業仍應先自我審查：企業作為市場交易主體，對於其合作協議之

適法性、可能造成的市場結果、對於消費者的權益保障等是直接的

權利義務承受主體，企業對其合作協議有自我審查之義務，在提出

業務審查或安慰信申請前仍應先自我審查。 

二、垂危事業之結合 

因應 COVID-19 危機，部分企業因業務緊縮受到虧損，或即便受到補

助或通過合作協議仍無法度過難關者，可能因此面臨出售企業之議題，在這

種情形下，最可能的潛在買家往往就是企業的水平關係對手，因此競爭法主

管機關面臨因 COVID-19 受影響而提交之結合申請案議題，比較法上，各

國提出程序及審查標準如下：  

(一)明定結合的時程及程序：因應 COVID-19 競爭法主管機關對結合方

或第三方之調查可能會面臨挑戰，部分主管機關因此延長審查期間，

並加強要求當事人提供儘可能多的資訊，必要時可能會停止時鐘

(stop the 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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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嚴格審查垂危事業(failing firm)抗辯：競爭法機關應以證據為基礎，

不得推測性的認定 COVID-19 對企業造成影響，並逐案審查 1.如果

沒有交易，公司是否會退出市場；2.是否會有公司或其資產的替代

購買者；及 3.與收購產生的競爭結果相比退出對競爭的影響之三個

審查標準。 

(三)加強外國投資之審查：由於 COVID-19 緊急情況，增加了許多外國

投資以試圖獲得醫療保健能力或相關行業，部分區域因此提供了一

個框架，以確保合法的公共政策目標受到外國投資威脅時得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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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競爭法對於 COVID-19 疫情所產生影響之因應 

第一節 OECD 對 COVID-19 競爭政策因應 

OECD競爭委員會於 2020年 4月 27日發布一份競爭政策因應 COVID-

19 之報告(OECD competition policy responses to COVID-19)168 ，該份報告係

呼籲各國政府於干預市場經濟時仍應維持「競爭中立」政策，並探討疫情下

競爭法執法對市場結構帶來短期以及長期之影響，並對政府部門提出執法

建議169。 

其中「經合組織對 COVID-19 的競爭政策回應」報告中，討論了競爭政

策如何幫助與應對 COVID-19 所帶來的影響，同時為疫情後的未來做出相

對應的準備，內容主要包含討論在政策上的競爭如何有助於增加 COVID-19

所帶來的危機與挑戰，並說明政府在支持經濟措施時可以遵循的原則，以及

概述競爭法當局可以採取的行動，以應對當前的問題。 

如該份報告所言，COVID-19 在全球肆虐引發了一場嚴重的健康和經濟

危機，且造成相當嚴重的臨時需求和供應衝擊，COVID-19 的影響程度將取

決疫情的嚴重程度，以及經濟活動何時重啟以及反彈的幅度，而這兩者亦皆

將取決於政府的干預。 

而 COVID-19 所造成的經濟影響需要政府迅速地採取行動，以保持市

場和經濟的運作，因此適當的干預措施係為必要手段，OECD 則傾向於通過

短期內必要的措施以克服危機，並提振經濟，再以一可使得經濟更具彈性、

包容性以及友善於氣候的方式來抑制經濟復甦。 

且如上述，因此次 COVID-19 對全球的經濟以及社會影響的涵蓋範圍

相當廣泛，舉凡航空、旅遊以及醫療用品皆是首當其衝，而後伴隨著疫情擴

 
168 OECD, supra note 1. 
169 梁珮玟，前揭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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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以及封城警戒的政策，各式零售業者以及餐飲業者等亦受到強烈衝擊，

其所延伸影響的產業更是不計其數。因此報告中提供下列數點建議： 

一、各國政府 

(一)各國政府在計畫進行市場干預以及振興方案時，如提供經濟支援、

補助以及補償金，或是銀行以協助企業前，應將競爭機構提供的建

議納入考量，確保其干預手段以及提供的支援係具備必須性，亦具

備公平性，而須具備必須性係為審慎地審查施行措施的實施對象、

金額等，以解決特定市場中的市場失靈問題；且政府亦應確保所採

取的任何干預手段以及支援皆具備透明性，亦為臨時性的。 

(二)應審慎地規劃以及設計補助措施，將資源投入於真正受疫情影響的

企業中。 

(三)且一旦條件允許，各國政府應立即施行退場機制，以促進競爭的方

式，且係應根據競爭機構所提出的建議；而退場的時間至關重要，

因若太早退場即無法有效地給予企業提供協助，反而可能致使曾給

予的幫助付之一炬，而太晚退場即會使得企業過度依賴政府所給予

的資源，亦無法以最有效的方式配置政府所提供的經濟輔助，兩者

皆有害於競爭市場。 

二、競爭法主管機關 

(一)提供政府部門關於補助措施或政策等的建議，以及給予接收補助的

優先性產業。 

(二)協助政府部門建立透明且具體並適用於所有廠商的規範，以避免造

成市場扭曲，亦應維持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三)在給予企業補助或提供經濟援助時，亦應透過競爭及產業政策的提

倡，以使企業了解若是政府持續給予補助、提供經濟援助，以及干

預市場，其所會造成的結果與對市場亦有不利風險，短期或許不易

見，然而長期所會帶來的影響則非同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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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司法機關合作，以了解各國所訂定之合作協議規範，避免各國形

成保護主義。 

三、產業主管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之角色分析 

以下將詳細介紹 OECD 競爭政策如何回應疫情的報告 (OECD 

competition policy responses to COVID-19)的所提出的具體建議170。 

2019 COVID-19 疫情所造成的經濟影響與後果需要政府迅速採取強有

力的行動來保持市場和經濟的運行。所有這些都需要對各產業的政策進行

廣泛的思考，它可以讓資源重新分配到經濟的某些關鍵部門(如衛生部門)，

同時不扭曲或減少企業之間的競爭，並有助於為長期的復原政策的彈性和

可持續性奠定基礎。在中長期內恢復有效的競爭，對於確保經濟復甦也是快

速和持續的，確保經濟活動的活力非常的重要。 

本政策概述了政府和競爭管理機構可以考慮的因應政策及行動，以幫

助解決危機帶來的挑戰，同時展望 COVID-19 疫情後的未來。對於政府來

說，本說明描述了在設計幫助經濟復原的措施時應遵循的競爭原則，以促進

快速和可持續的復甦。對於競爭管理機構來說，本說明概述了他們可以採取

的行動，以應對當前危機帶來的實際、理論和證據方面的挑戰，包括如何確

定調查的優先次序、解決價格濫用問題、審查救援性結合，以及在政府提供

國家的市場干預措施時向政府提供有利於競爭的解決方案。 

(一)國家干預和競爭政策的作用171 

1.明確和透明的競爭中立規則的角色 

    各國可能需要確保企業仍有足夠的流動性，防止需求和供應的

雙重衝擊導致高效企業的退出，從而在 COVID-19 爆發期間和之後

 
170 OECD, Competition, “COVID-19: Competition policy actions for governments and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https://www.oecd.org/daf/competition/COVID-19-competition-

policy-actions-for-governments-and-competition-authorities.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4. 
171 OECD, supra note 170, at 1. 

https://www.oecd.org/daf/competition/COVID-19-competition-policy-actions-for-governments-and-competition-authorities.pdf
https://www.oecd.org/daf/competition/COVID-19-competition-policy-actions-for-governments-and-competition-authoriti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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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經濟活動的連續性，這可以採取贈款、補貼、銀行擔保和其他

國家支持的形式；然而，有一種危險是，如果不仔細設計，國家支

持可能會造成競爭扭曲，造成接受援助的公司和沒有接受援助的競

爭者之間的競爭環境不平等。 

當某些公司被置於不適當的劣勢時，商品和服務就不再由那些

能夠最有效地生產的公司來生產，這就導致了價格上漲，因為稀缺

資源沒有被有效的使用、使用低效的生產方法或不採用新的和更好

的技術等等，因此，競爭中立原則十分地重要，因為他可以提高整

個經濟的效率。 

適用擁有客觀標準、明確規則的援助於一個行業的所有企業

(例如推遲納稅，或補貼所有部門的短期工作)，從競爭中立的角度

來看，不應該引起任何問題。從競爭的角度來看，對特定公司的支

持可能會產生更多的問題，可能需要更明確的規則，以確保它不會

影響那些接受公共支持和不接受支持的公司之間的公平競爭環境。 

競爭政策可以為制定退出戰略提供參考，使市場機制在危機後

得以恢復，同時避免因無計畫的退出後造成對市場的損害，政府支

持措施應以合理、透明和可預見的方式在時間上加以限制，政府應

在條件允許時儘快停止提供支持，退出的時機很關鍵，一方面，過

早的退出可能會導致受援企業的失敗，使競爭更加疲軟；另一方面，

過晚的退出可能導致一些公司依賴公共支持，從而降低其競爭和創

新的動力。 

2.為確保國家干預中的競爭中立性而提供指導的例子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歐盟委員會在 2020 年 3 月 19 日制定的

COVID-19 爆發背景下支持經濟的臨時框架，這是一個適應當前緊

急情況的關於確保競爭中立的標準的指導，該框架使成員國能夠在

COVID-19 爆發的背景下使用國家援助規則來支持經濟，以確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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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類型的企業仍然有足夠的流動性，並在危機期間和之後保持經濟

活動的連續性，它規定了五種類型的援助，包括向公司提供高達 80

萬歐元的援助以解決其緊急流動資金需求的計畫，國家對從銀行貸

款的擔保以及對公司的公共貸款補貼，它將對企業的補貼貸款或擔

保與企業的經濟活動規模聯繫起來，例如：參照其工資單或營業額。 

3.產業政策不應導致保護主義措施 

隨著政府將重點從緊急的短期措施轉向鼓勵經濟復甦的長期

努力，他們將需要確保市場的競爭，更廣泛地說，在過去幾年中，

關於產業政策，一直強調選擇性的政策工具，重點是集群、基於地

點和面向任務的創新政策等政策，這些政策的重點是解決具體的市

場失靈，應該繼續偏向於更傳統的選擇性政策，例如更寬鬆的結合

控制。屏蔽公司的競爭會降低其效率和對經濟復甦的貢獻。市場應

該保持開放，尊重競爭中立原則。 

(二)執法—COVID-19 疫情對企業行為的短期影響172 

危機期間和之後的競爭執法行動對於確保市場在短期內良好運作

至關重要，即使目前的情況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實踐、理論和證據方面的

挑戰，包括如何處理價格濫用、合作協議和危機卡特爾(Crisis cartels)，

審查救援性結合和優先調查以及其他確保有效執法的程序性方法。 

COVID-19 危機引發的供應和需求衝擊可能會大大影響企業在基

本商品和服務供應市場上的行為，特別是，COVID-19 導致對某些產品

的需求急劇增加，造成基本產品的生產或銷售困難，這是許多工人被實

施封城等禁閉措施的直接後果，導致了產品的短缺，雖然企業商業行為

的一些變化可以用企業根據新的市場環境調整其商業戰略來解釋，但

其他的變化可能需要競爭法主管機構的密切審查，有兩種最終可能成

 
172 OECD, supra note 170,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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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問題的行為是剝削性定價和與競爭對手的不當合作。 

1.可疑的定價行為 

    在危機期間，某些商品的價格可能會急劇上升，雖然價格飆升

可能是危機導致的市場環境變化的合法後果，如高需求產品的短缺

或國際供應鏈的中斷，但企業有可能在困境中戰略性地剝削消費者，

通過定價政策剝削消費者(如過度定價)通常被稱為價格欺詐，當它

涉及到在某種類型的需求或供應衝擊(如由於地震或大流行病)後，

價格大幅和快速上漲。 

    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可能會提高相對於成本的價格，或減少產

量，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與先前以較低價格獲得的庫存有關的收益。

在一些司法管轄區，過度定價可能被認為是剝削性的濫用支配地位，

這些都是複雜的案例，首先需要存在支配地位的情況，有消費者保

護任務的當局同樣可以將這種價格上漲作為侵權行為處理，在這兩

種情況下，執法者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將濫用或不公平的行為與反映

對有關緊急情況造成的臨時短缺的合法反應分別區分開來，解決這

個問題的另一個方法是由政府實施的價格控制，雖然這種政策在短

期內可以保護消費者免受價格欺詐，但它們有可能扭曲市場的價格

信號，導致鼓勵了更多的生產等問題。 

2.與通過定價政策剝削消費者有關的調查實例 

(1)英國：競爭和市場管理局(CMA) 

    「競爭和市場管理局(CMA)希望確保商人不利用目前的情

況來占人便宜。它將考慮任何公司可能違反競爭法或消費者保護

法的證據，例如收取過高的價格或對防護設備的功效作出誤導性

的聲明(......)」(COVID-19：冠狀病毒爆發期間的銷售和定價行為，

自 2020 年 3 月 5 日起)。 

(2)義大利：反托拉斯局(AG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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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Autorità Garante della Concorrenza e del Mercato(義大

利反托拉斯局)向主要的在線銷售平臺和其他銷售網站發出了關

於銷售洗手液和一次性呼吸保護口罩的資訊請求」(ICA：冠狀病

毒，該局對消毒產品和口罩的銷售進行干預，自 2020 年 2 月 27

日起)。 

3.競爭者之間的合作協議 

    競爭者之間的合作在危機期間可能會上升，因為企業可能會參

與聯合研發項目(如醫學研究)或聯合生產/分銷基本商品(如食物鏈

或第一需要的產品)。這些安排在危機期間可能是必要的，以增加某

種產品的生產或協調一項基本服務，它們甚至可能是由政府推動的，

競爭者之間的合作確實可以通過提供更多的產品來增加消費者的

福利，而且大多數競爭法都允許競爭者在有效率和消費者利益的情

況下進行合作。然而，競爭法主管機構應確保這種合作不會蔓延到

對競爭的核心限制，如價格壟斷，此外，競爭管理機構應確保任何

短期合作不會超過應對危機所需的時間。 

    同樣，競爭法主管機構不妨在政府考慮對集體談判權進行監管

時向其提供意見，並分析面臨壟斷力量的工人或灰色地帶工人之間

的協議(如數字平臺)是否是有效的反競爭行為。 

4.競爭者之間合作協議的例子 

(1)挪威競爭管理局 

    「在冠狀病毒流行之後，挪威政府從今天起給予運輸部門三

個月的臨時例外，不受《挪威競爭法》中禁止反競爭協議和做法

的限制。(...)如果依賴該例外規定，必須通知競爭管理局」(運輸

業被授予競爭法的臨時例外規定，從 2020 年 3 月 19 日起)。此

措施讓挪威的運輸部門可以在疫情這種特殊期間，可以安心的和

其他競爭者合作，而不需要擔心違反挪威競爭法，也不用走麻煩

的行政程序向挪威競爭管理局通報要與其他競爭者合作之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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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政策可以有效地讓運輸公司在疫情期間可以迅速且有彈性的

應對各種突發狀況。 

(2)澳洲競爭和消費者委員會 

    ACCC 已經授予澳洲藥品協會(MA)、仿制藥和生物仿制藥

協會(GBMA)及其成員有條件的臨時授權，以支持在 COVID-19

期間基本藥物的持續供應(...)，以確定並緩解任何可能影響澳洲

藥品供應的短缺或供應鏈問題。這可能涉及協調藥品訂單和供應

請求並確定其優先次序，合作進行招標，以及分享有關藥品庫存、

供應渠道和增加澳洲藥品生產機會的資訊 (藥品製造商協調

COVID-19 應對措施，自 2020 年 4 月 3 日起)。 

    ACCC 已經授予澳洲證券化論壇(ASF)成員臨時授權，以協

助小型貸款人在 COVID-19 造成的經濟混亂中保持流動性並向

消費者和小企業發放貸款。此前，聯邦政府宣布了 150 億美元的

結構性融資支持基金(SFSF)，該基金將允許較小的授權接受存款

機構(ADI)和非 ADI 貸款人以有競爭力的價格獲得資金。SFSF 將

由澳洲金融管理辦公室(AOFM)負責管理。臨時授權將允許 ASF

成員協調他們關於如何管理該計畫的意見。(在 COVID-19 期間

就援助小型貸款人的資金進行合作，從 2020 年 4 月 8 日起。) 

5.競爭法主管機構應仔細評估危機卡特爾(Crisis cartels) 

    在危機面前，一些公司可能會受到誘惑，通過建立所謂的「危

機卡特爾」來重組行業結構，即大多數或所有競爭者之間達成協議，

限制產出和/或減少產能，以提高利潤率和防止自己在危機時期需退

出市場，這可能會增加危機期間以及危機過後出現卡特爾的可能性。

在過去，類似的協議是由政府本身允許的，甚至是助長的，這就提

出了一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競爭法主管機構是否應該對潛在的

反競爭行為採取更寬鬆的態度，有證據表明，導致價格壟斷、產出

限制或產能削減的安排是極其有害的，應積極予以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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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制執行─大流行病對市場結構的中期影響173 

由 COVID-19 引發的經濟危機的一個結構性後果可能是市場集中

程度的提高，因為一些公司將經歷財務困境並退出市場，除了市場退出

之外，企業通過與健康的競爭對手結合來改善自身狀況的結合也將有

利於市場集中，因此，競爭法主管機構將被要求審查一些緊急和關鍵的

結合，包括所謂的「救援性結合」，即對可能面臨破產的公司的收購，

在這種情況下，結合控制在防止對市場結構造成長期損害的交易方面

可能會發揮關鍵作用。 

1.競爭管理機構應仔細審查垂危事業的抗辯理由 

    金融和經濟困難將迫使一些公司在危機過後退出市場。因此，

競爭管理機構可能會被要求對一些緊急和關鍵的結合進行審查，並

確保基於公共利益考慮，反競爭結合的授權範圍是有限的。 

    結合審查對於所謂的「救援結合」可能會變得特別具有挑戰性，

在這種情況下，結合方聲稱如果沒有結合，目標公司就會退出市場

(「垂危事業抗辯(failing firm defences)」)，並要求對那些本來會限

制競爭的交易進行授權。如果一項資產無論如何都會退出市場，那

麼儘管結合後的實體的市場力量增加，但結合可能比讓公司破產更

有利於競爭。因此，競爭法主管機構需要繼續仔細分析這類結合，

並確保各方達到證據標準，以證明破產企業的抗辯理由確實應該適

用。否則，競爭管理機構就有可能批准對市場產生長期負面結構影

響的反競爭結合。 

2.競爭管理機構應繼續仔細研究公共利益方面的考慮 

    競爭管理機構將面臨壓力，為了公共政策目標而批准某些結

合，包括維護國家在某些產業上的領先或確保某些產品在其境內

 
17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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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產。這場危機可能會進一步質疑傳統的競爭政策分析框架的

某些內容，因為它更加強調對動態效率的評估，並導致人們思考是

否需要同時考慮到供應鏈、社會凝聚力和環境因素。 

3.歐盟垂危事業抗辯(failing firm defences)的例子 

    歐盟委員會在其橫向結合評估指南中指出，如果其中一家公

司是一家垂危事業，那麼本來有問題的結合可能會被批准。要做到

這一點，證據的門檻很高。應該滿足三個條件：(1)如果沒有結合，

垂危事業將在不久的將來因其財務困難而退出市場；(2)沒有可行

的替代交易或重組能比擬議的結合擁有更低的反競爭性；(3)如果

沒有結合，垂危事業的資產將不可避免地退出市場。 

四、當前國際趨勢 

    除了嚴重打擊全球經濟外，COVID-19 促使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也不得

不重新調整其執法力度和工具來進行總體應對，無論是我們台灣政府主導

的口罩和防護服國家團隊，還是類似法國總統馬克隆所宣布，對受疫情影響

企業的無限資金支持，還是世界各國所推出的一系列「緊急援助」計劃，或

者支持企業的各類貸款、政府擔保和稅收減免等，往往可能引發政府補貼不

當、市場機制扭曲等法律爭議，這些措施，可能對於未獲補貼的企業，存在

固有的不公平和差別待遇，然而，出於疾病預防與疫情因應的公益目的，世

界各國對於這些緊急措施，以及其對於限制市場競爭的潛在影響，通常採取

更為寬容的態度。 

    在濫用市場力方面，各國企業最常受到衝擊影響和接受調查的，可能就

是囤積抗疫產品、哄抬物價或浮誇抗疫產品的各式效果，儘管競爭法理論

上，政府具有介入干預此類案件的調查之權，但這很容易讓人懷疑競爭法對

於自由市場因應災害的自律機制干預過多。從比較務實的角度以觀，各國政

府評估這類行為對於市場的整體影響，往往也需要一些時間先來解決迫在

眉睫的民生問題。因此，大多數國家傾向於通過特定的法規(疫情期間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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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法模式)來解決這個問題，例如那些以對抗哄抬物價為目的的法律。 

疫情期間，競爭對手之間的臨時合作往往是必要的，以確保各產業和經

濟復甦活動的進一步發展。因此，當前世界許多國家，已經暫停或降低了對

於競爭法上聯合行為實施調查的頻率和力度，例如：挪威已暫停對航空公司

和運輸公司實施競爭法三個月；英國也暫停了對於食品零售商反競爭措施

的實施，並暫停了對聯合定價案件的相關調查；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

會共同表示，在疫情期間，他們將在 7 天內就競爭對手之間的合作行為是

否違反競爭法發表意見，此做為大幅縮短了企業面對調查案件的等待期，而

且，企業在申請疫情期間卡特爾行為時，競爭法適用的豁免前提，也確實增

加了集體合意減量生產和聯合定價的合理性，但仍不允許利用這一豁免從

事其他敏感性交易，或超出合理範圍的其他不當競爭行為等。 

就結合審查部分，企業利用結合、組織重組方式以渡過疫情的各類誘因

以及案件實際數量確實也增加。就實質內容方面，各類案件中「垂危事業抗

辯」 (failing-firm defense)被提出和要求機關審查的機率將會提高。然而，

這種趨勢表示，各國競爭法部門將會於疫情期間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與時

間，在結合審查的案件上。此外，舉例而言，為避免歐盟各國競爭法主管機

關的執法負擔過重，歐盟執委會於 2020 年 3 月中旬即發表正式聲明，建議

企業於疫情期間，暫緩原計畫要提出之各類結合申請。在美國，主管機關則

電子化結合申請程序(e-filing procedure)，以作為暫時性措施，但同時也跟企

業申請者表示，疫情期間結合審查所需的時間將會比平時要長。 

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打亂了全球競爭主管機關的執法節奏，但競

爭法律與政策並沒有假期，企業仍需穩健而行，並善用世界各國政府為應對

疫情所為之激勵措施、特別法規調整，以及減緩疫情對企業衝擊的各種執法

工具。這場疫情另一方面也讓台灣有此契機，具體審視我們公平交易法平時

在維持自由市場競爭、鼓勵企業「創新」的政策誘因，以及促進社會正義與

整體福祉之間的互動關係。「數位經濟」所帶來的巨頭壟斷，並非任何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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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主管機關所樂見。相對的，世界各國是否仍因為善用現存的數位科技與相

關商業模式，使疫情期間，辦公室的運作與學校學生的學習能夠不受太多打

擾，政府與企業可以快速切換與調整其營運模式，以降低提升施政效率與減

少利潤損失？面對疫情期間崛起的數位經濟與相關科技運用，該如何在科

技所創造的「利」、 與可能的壟斷競爭之「弊」，兩者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

已然是各國政府與競爭法主管部門需要面對的課題。 

第二節 綜合整理各國因應疫情的競爭法政策：以澳洲競爭及消

費者委員會對應 COVID-19 的做法為例174 

一、於疫情期間，授權競爭者之間的合作行為175 

    一個競爭的市場可以促進經濟福祉和消費者的利益，但不得否認的是，

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競爭者之間的合作可以促進公共利益。例如在

COVID-19 期間，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ACCC)為廣泛產業的競爭者之

間的合作提供法律上的保護，ACCC 認為這些競爭者之間的合作在面臨風

險和極度不確定的環境下是合理的。《競爭及消費者法令》(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Act)賦予 ACCC 可以給予企業在競爭法上豁免的權利，以便讓競

爭者之間在所造成的公共利益大於損害時可以進行合作，在《競爭及消費者

法令》理，這種權力稱為授權。 

    ACCC 於 2020 年時總共收到 33 件與 COVID-19 相關的合作申請，申

請企業的產業類別橫跨經濟的關鍵部門且涵蓋多個澳洲衛生服務的相關產

業。ACCC 批准了其中 28 件申請。其他 5 件在最終決定前被申請人撤回。 

(一) 澳洲的授權制度 

    澳洲的授權制度是一個給予 ACCC 6 個月的時間來做出決定

 
174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Covid-19-related authorizations,” 

2021/4.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0/14. 
175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supra note 174, a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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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定程序。但是，ACCC 有權力在做出最終決定之前的 6 個月

內授予申請者「臨時授權」。 

    當 ACCC 認為授予申請者「臨時授權」為「合適」的做法時，

它便可以授予於申請者。ACCC 在決定是否授予申請者「臨時授權」

時，考慮了一系列的因素，包括行為的緊迫性、對申請人和其他人

的潛在傷害，以及在 ACCC 對授權做出最終決定之前，臨時授權

是否會導致市場發生不可逆的變化。 

    ACCC 收到的每個與 COVID-19 相關的授權申請都包含一個

緊急臨時授權請求。在許多意義上，這些臨時授權的申請是 ACCC

在 COVID-19 相關的合作申請中需要做的十分關鍵的決定。 

(二) ACCC 迅速的做成臨時授權 

    如果請求緊急，ACCC 的標準目標是在 28 天內做出臨時授權

的決定。但是，COVID-19 相關的申請基本上都十分的緊急，等不

了 28 天。為此，ACCC 也迅速且有效率的提高審核此類申請的優

先性，臨時授權的申請均於 11 日內作出決定，過大半的決定還只

花了不到 6 天。 

(三) 風險基礎方法 

    ACCC 授予的臨時授權範圍比通常授予的範圍更廣，因為它

知道企業無法準確預測所需的合作類型。ACCC 採取的此行動並沒

有像通常那樣進行廣泛的諮詢，因為大多數申請授權的申請者都有

充分的理由，並且確實需要 ACCC 盡快地做出回應。 

ACCC會確保被授權行為的基本目的與 COVID-19引起的公共需求

相關，並且同時確保被授權行為的範圍有達到需求。 

一般而言，被授權的行為為： 

1.為 COVID-19 直接造成的引響 

2.為了解決現有或未來需求，尤其是患者或消費者的需求，和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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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與必須品和服務相關的需求。 

3.會比單邊行動或政府行動更有效或快速的滿足這一需求。 

同時，ACCC 排除了明顯不值得的授權的行為，例如價格壟斷

(Price-fixing)。 

    要注意的是，ACCC 保留了在需要時隨時撤銷或更換臨時授權

的權力。這也提供 ACCC 授予廣泛的授權時額外的彈性。 

   另外，為了補充這種權力，ACCC 對申請人施加了嚴格的監督

和報告義務，以便在實施過程中第一時間了解出現的問題。 

二、ACCC 授權的合作模式176 

   ACCC授權的行為主要分為五類。第一類與提供公共醫療衛生服務有關，

COVID-19 期間，州和地方政府均希望有協調其公立和私立醫院的能力，例

如，某些醫院可專門用於收留 COVID-19 患者，而其他醫院可用於治療非 

COVID-19 患者。 

    在全球供應鏈中斷的情況下，第二種行為與藥品和其他必需品的供應

有關。企業尋求 ACCC 的授權，以便他們可以交換有關庫存的信息，並在

必要時共享庫存並協調供應品的分配。例如，ACCC 授予全國醫藥服務協

會授權，使其成員能夠在因 COVID-19 期間而出現任何供應短缺的情況下

進行合作，以確保國民能夠持續和公平地取得藥品。 

    第三類是由於封鎖和其他行動限制導致普通市場運營和消費者需求的

混亂。因此，超市尋求 ACCC 授權合作，來應對例如消費者的搶購和能夠

快速提高其外送的能力。另外，隨著大量人轉向在家工作，ACCC 授權電信

公司間進行合作，以確保用戶有足夠的網絡容量。能源公司也尋求授權合作

以確保電網穩定性。 

    第四類涉及向因 COVID-19 造成的經濟和公共衛生服務中斷而面臨財

 
176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supra note 174,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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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困難的消費者和企業提供救濟措施或福利。例如，ACCC 授權澳洲銀行業

協會的成員合作商定以延期償還貸款的形式對小企業實行救濟措施。 

    第五類涵蓋了為了應對 COVID-19 對醫療、經濟或社會所導致的問題

的廣泛行為。這包括企業間合作以促進有效行動來應對 COVID-19 引起的

財務問題，例如租戶集體與房東談判。 

三、授權這些競爭對手合作的理由177 

    在 COVID-19 期間授權的合作類型在平時是不可想像的。此等授權是

值得且和合理的，但也是極端情況的狀況。 

(一)不確定性 

    COVID-19 對經濟和社會的短期和長期影持續在顯現中，但在

COVID-19 爆發的初期具有高度不確定性。 

    ACCC 決策的基礎是認識到沒有人能夠準確地預測 COVID-19

將如何影響澳洲人和經濟，因此也無法確切地提出需要哪些類型的

合作， 這意味著企業理所當然地需要靈活性來實施措施並根據需求

迅速改變他們的方法。因此，ACCC 對其授權的行為採取了相對靈

活和風險基礎方法。 

(二)暫時性 

    除了廣度之外，授權的關鍵是其持續時間。儘管 ACCC 願意迅

速採取行動並保持其靈活性，但同時間此種廣度代表著 ACCC 應嚴

格限制持續時間，以便使企業在可行的情況下儘早恢復正常競爭，

以造福於經濟和社區。 

    儘管預測授權需要持續多長時間存在明顯困難，但 ACCC 目標

在確定一個合理的授權結束日期，因此，ACCC 的最終授權是在臨

時授權後 4 或 5 個月交付的，其持續時間被限制在一年或更短的時

 
177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supra note 174,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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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內。例如：前 2 個授權已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到期，其餘授權將

在一年內逐步到期，直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四、國際間之比較178 

    在疫情期間，ACCC 當然不是世界唯一個需要在放鬆競爭管制與維持

競爭之間做平衡的競爭管理機構，但不可否認的是，ACCC 對應疫情所帶來

之困境方面是特別的。 

    紐西蘭是授權競爭對手合作之相關政策與澳洲最相似的國家。 然而，

一個關鍵的區別在於，在疫情一開始時，紐西蘭沒有能力授予臨時授權，而

這卻是澳大利亞應對措施的重要基礎。雖然紐西蘭的法律後來有通過臨時

修改以引入臨時授權，但最終沒有企業尋求這些授權。 

   許多其他司法管轄區將可提高效率的合作排除在禁令之外，這意味著他

們不需要像 ACCC 在特定情況下還需要另外授權合作協議。 例如，歐盟的

競爭法並不禁止有助於改善商品生產或分銷或促進技術或經濟進步的行為。

這意味著企業需要根據相關標准進行自我評估，並沒有監管機構來再確認

他們有沒有違反競爭法的規定。 

    一些司法管轄區能夠利用立法規定在政府部級層面進行干預，以在緊

急情況下可以讓合作相關政策凌駕於競爭法之上。 

    在沒有授權制度或沒有政府緊急干預措施的國家，企業會將需要向其

法律顧問尋求建議，確認哪些合作屬於競爭法禁令的豁免範圍，或者需要尋

求來自競爭監管機構不會追究他們潛在的違規行為的保證。 

    其中許多國家的競爭監管機構就如何行使執法自由裁量權發表了聲明。

這些聲明目的在讓企業們放心，讓他們知道可以採取哪些行為來應對疫情，

而不必擔心監管機構的執法行動。 

    一個關鍵的挑戰是，執法自由裁量權的陳述需要足夠廣泛，才能確保維

 
178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supra note174,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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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競爭法之精神，但同時又要夠仔細才可提供企業足夠的資訊來評估它們

是否符合標準。為應對這一挑戰，一些司法管轄區建立了與競爭監管機構協

商的非正式途徑，以確認一般原則聲明的適用性。 

五、澳洲所採取方式的優勢179 

    ACCC 授權流程是為評估擬議的競爭對手間合作而量身定制的，並且

有既定的原則和實踐指導 ACCC 完成權衡公共利益和公共損害等複雜過程。 

ACCC 授予臨時授權的權力意味著 ACCC 的決策是有彈性且靈活的。它可

以通過參考具體建議來調整其授權—包括授權行為的範圍和它可能施加的

條件。 

    企業能夠就擬議的合作向ACCC 尋求特定授權的另一個結果是，ACCC

能夠掌握關於COVID-19期間發生在澳洲各地的競爭對手合作的相關數據，

例如性質和其範圍等。這使 ACCC 能夠歸納出合作模式並根據需求製定和

改變其方法，並同時也使政府能隨時了解新出現的問題。 

    澳洲授權制度的另一個好處是它為申請人提供了正式的法律保護，使

其免受競爭法下潛在的執法行動的影響，這包括防止第三方採取行動。即使

ACCC 發布了監管寬容聲明，就像其他司法管轄區一樣，監管寬容聲明也無

法阻止第三方採取行動。 

第三節 我國因應疫情之政策與施行結果 

一、我國政策與競爭法之關係 

    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在判斷事業是否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相

關規範時，係以事業在相關市場為前提，至於相關市場的判斷，首先應就其

市場進行界定，而依照公平會第 104 年 3 月 6 日公資字第 10421600251 號

令發布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界定相關市場

 
179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supra note 174,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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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考量因素，在於「需求替代性」，並分別從「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

二面向界定相關市場範圍，另得視具體個案，衡量時間因素對於相關市場範

圍之影響。 

    因為無論 COVID-19 疫情所造成之衝擊，例如改變消費者購物習慣與

方式，或是政府的紓困補貼都有可能造成原先市場結構的改變，也有可能會

導致公平交易法適用之對象及範圍，是以，公平員會在執法的過程中，首先

考量的應是在疫情下如何界定相關市場的範圍。 

(一)我國紓困補貼政策概述 

    因應「COVID-19」疫情，政府以「防疫、紓困、振興」3 大步

驟因應，針對受疫情衝擊的產業提出紓困方案，並於去(109)年 2 月

25 日公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行政

院依特別條例原編列 600 億元(紓困 1.0)，其後因全球疫情加劇，改

良了紓困方案，提出紓困 2.0、3.0，更因為疫情警戒自今(110)年 5 月

19 日起提升至第三級，衝擊許多內需型產業，為防疫需要及緩解對

民生與產業的衝擊，提出紓困 4.0 方案，建立完整機制，全面協助受

影響之產業及個人。此外為了振興經濟，政府先後推出三倍券、五倍

券、藝 FUN 券、動滋券、農遊券、浪漫客庄旅遊券、會展補助及旅

遊補助等，帶動國內消費，刺激內需。 

    紓困補貼政策大致可分為：1. 融資協助及貸款紓困；2.就業協

助；3.稅務協助；4.水電費減免及國有不動產租金減緩繳，其中關於

中小企業，政府優先提供受疫情影響之中小企業購置設備，紓困 1.0

至紓困 3.0，至今(110)年 9 月 15 日止，已發放 1,465.3 億元現金、嘉

惠 527.5 萬人，總計紓困逾 1,375 萬的個人及企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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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針對中小企業之政策 

    根據經濟部 2021 中小企業白皮書180，2020 年臺灣中小企業家

數為 154 萬 8,835 家，占全體企業 98.93%，自 2020 年初疫情發

生以來至 2021 年 3 月底的調查顯示，8 成以上的中小企業認為財

務面受到負面影響(中小型製造業 82.0%、中小型服務業 85.4%)；以

行業別來看，多數認為是輕微負面影響，惟「住宿及餐飲業」認為受

到大幅負面影響 的比重最高，有 53.3%。故政府除了一般企業的貸

款展延及其他貸款之外，針對中小企業額外增加利率補貼，且中央

銀行亦因應疫情辦理中小企業貸款專案，幫助中小企業度過疫情難

關。 

(三)口罩國家隊 

    疫情爆發初期，口罩一片難求，政府為守護國民健康，宣布禁止

口罩出口，徵用口罩，組成口罩國家隊以增加產量，回應大量的口罩

需求，又因傳染病防治法明文，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期間，

各級政府機關依指揮官之指示，對於事業徵用及配銷防疫物資之行

為，得不受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聯合行為之限制181，併予敘明。為籌

組口罩國家隊，經濟部透過「建立與廠商、業者及公會之溝通平臺」、

「協調各部會尋求人力支援」、「建立創新機制完成採購」、「建立

產業醫用口罩配銷與管理機制」、「產業跨部會協調」、「超前部署

口罩製造機」等措施，掌握國內口罩生產訊息，並盤整國內廠商產

能，洽請廠商提高生產班次、緊急採購口罩機器、確保原料供應，除

了口罩產能穩定提升外，亦以口罩協助他國，陸續捐贈近 2,000 萬

 
180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21 中小企業白皮書」，

file:///C:/Users/Chris/Downloads/2021%E5%B9%B4%E4%B8%AD%E5%B0%8F%E4%B

C%81%E6%A5%AD%E7%99%BD%E7%9A%AE%E6%9B%B8(%E5%85%A8).pdf，最

後瀏覽日期：2021/11/22。 
181 傳染病防治法第 5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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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口罩予美國、加拿大、歐洲、友邦、東南亞等國，獲各國肯定與感

謝，提升我國國際能見度182。 

(四)政策與競爭法之連結 

1.我國成立口罩國家隊是否違反競爭法  

因應 COVID-19 疫情，企業間之合作具有必要性，以確保疫情

期間供不應求的商品能夠持續供應，並公平分配給所有國民，故在

此時的合作行為，並不受到公平交易法中「聯合行為」之規範，我

國傳染病防治法亦有相關規定，在疫情期間，雖然口罩廠商之間之

關係為有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且因為廠商之間有溝通平

台，具有聯合行為之合意，惟發生時間為疫情特殊時期，此舉係為

了增快產能滿足國民需求之舉措，實為必要之行為，受公平交易法

之豁免。也因為政府之政策，緩解國民恐慌，且每人皆可購買口罩。 

2.我國針對中小企業有特別補助是否違反競爭法 

    我國中小企業占比大，疫情期間雖然各規模的公司皆會受影響，

惟中小企業因為資金並不如大公司龐大，更易受到疫情影響，維持

公平競爭係公平交易法目的之一，惟若政府對於大企業及中小企業

政策相同，導致齊頭式平等，反而可能造成資金無法集中於需要幫

助的行業，另外我國憲法中的平等原則，亦非僅指單純形式上的平

等，故針對大企業與中小企業間須有合理的差別待遇，始能達到真

正的平等。又我國對於中小企業之補助並非無限制的補貼，且補貼

目的為協助企業在不裁員及減薪的情形下，維持員工就業，企業有

照顧員工之義務，對此亦有相關規定如：不可終止勞動契約、裁員

(資遣)或其他對員工減薪等減損員工權益之行為，給予補助同時亦

 
182 呂正華，「跨域合作打造口罩國家隊。」，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第 8 卷第 4 期，頁

40-4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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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受補助對象需有適當回饋，故針對中小企業之特別補助適當且

必要。 

二、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 COVID-19 之因應 

(一)維護防疫物資市場秩序 

1.積極查處防疫物資涉法案件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發展，政府於 109 年 1 月 20 日成立「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平會為該中心防疫

小組一員，編入「防疫物資整備組」，分工任務為「監控防疫物資

之交易秩序，必要時採取介入措施」183。 

    疫情初期，因為口罩供不應求，偶有不肖業者囤積或哄抬口罩

價格，如某電商平台有業者販售醫用專用口罩 1 包 7 入，售價新臺

幣(下同)999 元；公平會對此表示，口罩為防疫期間重要之民生物

資，攸關防疫成效與國民健康甚鉅，且適逢春節年關將屆，公平會

將持續密切關注並監督相關市場之價格變化情形，宣示「法律無假

期」的執法決心；一經查獲業者有合意調漲或共同約束價格之行為，

依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最高可處新臺幣 5,000 萬元罰

鍰，若情節重大，還可依同條文第 2 項規定處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

額 10%以下罰鍰。如經公平會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

更正措施，而屆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

停止後再為相同違反行為者，處行為人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呼籲業者切勿以身試法184。 

 
183 公平會，「公平交易委員會業務報告」，https://www.ftc.gov.tw/upload/1090316-10-

1.pdf，頁 8。 
184 公平會，「新冠肺炎防疫物資專區 本會執法立場 109.1.22 新聞資料」，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735&docid=16255&mid=17

34，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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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會除了於春節期間持續派出多組人員分批至賣場、連鎖藥

妝店及藥局等相關通路進行調查外，並指派專人監測網路主要電商

之口罩售價185，過程中向業者宣示切勿哄抬口罩價格。公平會已受

理民眾檢舉之各類案件包含口罩、耳溫槍、酒精等，積極處理中186。 

    於 2020 年 2 月時，網路謠傳生產衛生紙原物料因生產口罩而短

缺，造成大賣場也傳出衛生紙搶購潮乙事，公平會亦即刻進行瞭解

並主動立案調查，派員赴北中南部主要通路實地訪查。於輿論報導

初期，部分地區雖有民眾搶購、賣場補貨不及之情形，惟經洽詢上游

供應商供貨數量與價格均正常，業者並加緊產製中，經公平會訪查

結果顯示，供需已漸趨正常187。 

    於 2020 年 7 月時，發生活性炭廣告不實乙事188，華宸國際公司

銷售「抗菌抗 VOCs 活性碳口罩」強調「吸附力優於市售活性碳 30

倍」，被公平會認定為是廣告不實而處以新台幣 10 萬元罰鍰。公平

會表示該活性碳廣告，刊載「VOCs 椰殼活性碳(吸附力優於市售活

性碳 30 倍)」及「利用特殊技術 30 倍於市面吸附能力之活性碳及高

科技結構設計，可吸附空氣中之揮發性有機溶劑(如甲醛、甲苯…等

環境賀爾蒙)及化合物與臭味。」等，涉及廣告不實。公平會詢問工

研院意見，工研院提供指出，華宸國際公司的活性碳口罩的「甲苯吸

附效率測試」的對照組中並無材料，是空白試驗，顯然是華宸國際公

司誤解認為對照組中是活性碳商品。 

 
185 公平會，「新冠肺炎防疫物資專區 本會執法立場 109.1.31 新聞資料」，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735&docid=16256&mid=17

34，最後瀏覽日期：2021/12/9。 
186 公平會，前揭註 183，頁 8。 
187 公平會，前揭註 183，頁 9。 
188 工商時報，「華宸國際活性碳口罩廣告不實 公平會罰 10 萬」，

https://ctee.com.tw/livenews/aj/ctee/a86062002020070117483686，最後瀏覽日期：

202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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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會指出，按活性碳口罩廣告宣稱對於揮發性有機物的吸附

效果，為影響交易相對人作成交易決定的重要因素，而華宸公司錯

誤解讀工研院「甲苯吸附效率測試」並刊載為廣告，公平會認為很難

認定沒有過失，因此還是決議認定為是廣告不實。 

公平會於「公平交易委員會 111 年度施政計畫」內表示，會密

切關注民生物資市場變化情形，持續運作公平會「防制人為操縱物

價專案小組」並參與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會議，避免事業藉機從事

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189。 

2.設立新冠肺炎防疫物資專區 

公平會除密切監控防疫物資市場變化，積極查處相關涉法案件

外，並於機關網站設立「新冠肺炎防疫物資專區」，該專區分為公平

會執法立場、相關法規、常見問答及相關連結等四大區塊，清楚說

明公平會執法立場及公平法與傳染病防治法、刑法、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對防疫物資相關規範，同時提供常

見問答，提醒有關囤積或哄抬口罩價格之法律責任及檢舉方式等，

供民眾參考利用。 

(二)競爭法主管機關與產業機關之關係 

    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前提已如前述，必須具有短期性、不會長

期影響市場等條件作為判斷依據，故在後疫情時代，疫情趨緩、政

府原先紓困政策目標達成或是政府認為若持續干預市場經濟，將會

嚴重影響市場運作時就要勇於退場。於疫情期間，產業主管機關為

了不讓特定產業受疫情衝擊，多採取相關措施，如經濟部針對中小

企業所提出之「2021 年中小企業白皮書」專題為「2020 年 COVID-

19 疫情對中小企業影響與韌性展現」，內容即係關注中小企業 2020

 
189 公平會，「111 年度施政計畫(草案版)」，https://www.ftc.gov.tw/upload/1100903-26.pdf，

最後瀏覽日期：202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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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受疫情影響、維持營運韌性的因應措施，並觀測疫情帶來經濟發

展新趨勢，為中小企業對於疫情期間經營之指導方針。然而，競爭

法機關的目標係為維持市場正常運作，兼顧社會經濟穩定，並非如

產業主管機關係以保護產業為目的而存在。又後疫情時代，無論係

民生、醫療用品業、百貨業、抑或是電子科技業等，皆有遭遇極端

需求之跡象，並增加業者間聯合行為之誘因。是以，公平會在後續

的執法上，不同於產業主管機關視角，應著重於市場正常運作，同

時加強消費者宣導、暢通消費者救濟檢舉管道，或藉由市場調查、

企業訪談等方式，加強管理，以維持市場秩序。 

三、我國政策與 OECD、國際案例之異同 

世界各國產業結構、人口總數、地理位置、疫情管控狀況以及社會發展

皆有所不同，故對於疫情期間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反托拉斯之法規制定與

執法情形亦將有所區別。舉例來說，美國雖然產業結構多元、人口眾多且國

土面積廣闊，民眾對於施打疫苗與否亦有不同意見，惟因美國醫療產業及社

會福利系統發達，日常經濟活動已逐漸步入常軌，採取與病毒共存的生活方

式；反觀臺灣，對外出口以電子產業為大宗、國土面積狹小人口密集，且積

極配合施打疫苗，採取阻絕境外之防疫政策，現今仍保持一定的生活防疫政

策。 

為涵蓋不同之產業結構、社會發展與國家規模尺度等，本研究特別比較

已開發國家例如：美國、歐盟等，以及開發中國家代表巴西，關注其對於防

疫物資反托拉斯部分放寬之作法，並與台灣之情況加以比較。此比較表格，

固然無法全面涵蓋世界各地有關防疫物資反托拉斯部分放寬的作法，但至

少同時涵蓋歐、美等已開發國家，以及代表性之開發中國家巴西之作法，值

得與台灣之情況做一比較。其餘各國之情形，請見本文第三章之案例整理。 

(一) 相同處：對於防疫物資反托拉斯部分放寬 

表 4-1 各國政策相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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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組織 
因應方式 

美國 

1.美國司法部 2020 年 4 月 4 日宣布不會挑戰 McKesson 

Corporation、Owens & Minor In、Cardinal Health Inc.、Medline 

Industries Inc. 和 Henry Schein Inc.等公司的合作努力，以加快

和增加製造、採購和分銷個人防護設備和 COVID-19 治療相關

藥物。  

2.美國司法部 2020 年 4 月 20 日宣布190不會挑戰

AmerisourceBergen Corporation 與其他競爭分銷商的合作努力，

以確定全球供應機會，確保產品質量，並促進藥物和其他醫療

用品的產品分銷以治療 COVID-19 病患。  

3.美國司法部 2020 年 7 月 23 日宣布 不會質疑禮來公司、

AbCellera Biologics、安進、阿斯利康、基因泰克和葛蘭素史克

為共享有關製造設施和其他主題的資訊而提出的努力，這些資

訊可以使他們加快生產被確定對治療疫情安全有效的單克隆抗

體治療。兩家公司已承諾不會交換與這些處理的價格或這些處

理的投入或生產成本相關的資訊。 

歐盟 

1.歐洲競爭網絡 2020 年 3 月 23 日發布了關於在疫情期間適用歐

盟競爭法的聯合聲明 ，該文件指出：競爭規則旨在確保公司間

的公平競爭環境，而此一目標在疫情期間仍持續重要，但為了

因應危機，可允許不同需求及因應。 

2.歐盟委員會 2020 年 4 月 29 日向歐洲藥品協會發布安慰信，表

明旨在避免疫情藥品短缺情況的特定合作項目，不會引起競爭

法之疑慮。歐洲藥品協會預期在疫情藥物方面，需求和生產的

 

190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supra note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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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收集和建模、生產和庫存的適應或重新分配，及可能的分

銷變化進行合作；協調包括活性藥物成分的交叉供應，並共同

確定將特定生產地點最好地轉換為某種藥物或提高產能的位

置，以便並非所有公司都專注於一種或幾種藥物，而其他藥物

仍處於生產不足狀態；並預期在藥品供應不足或供應過剩的情

況下，持續重新平衡和調整產能利用、生產和供應。 

3.歐盟委員會 2020 年 4 月 8 日發布一份臨時框架通訊(Temporary 

Framework Communication) ，對於擬合作應對 COVID-19 緊急

情況的公司，尤其是涉及藥品、醫療設備等基本產品和服務，

提供反托拉斯指導。 

巴西 

1.巴西經濟防衛委員會 2020 年 5 月 28 日批准食品和飲料行業的

一批競爭公司之間的合作，旨在投資 3.7 億雷亞爾幣向小型零

售商提供保護設備(如口罩和酒精洗手液)。 

2.政府提供關於 COVID-19 相關健康協議建議和培訓，幫助小型零

售商重新開業。 

臺灣 

1.經濟部為使國人有充足且平價的口罩，自 2021 年農曆春節期間

即開始著手規劃一連串「製罩」執行專案計畫，掌握每日口罩與

機臺生產訊息，並據以編製報表逐日檢討執行方向，同時盤整國

內口罩廠商既有產能，洽請口罩製造廠商提高生產。 

2.排定班次、緊急採購 92 臺口罩製造機，並要確保口罩材料供應

無虞，打造跨業合作之「口罩國家隊」。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在 COVID-19 危機之下，各國政府為維護消費者健康及基本生活所需，

在醫療、口罩、消毒液、食品、雜貨、運輸等民生產品或服務上，需要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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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手透過必要的合作以度過難關，尤其是為因應緊急的醫療服務及民生必

需品。事實上，這類型產品的供應鏈急需競爭者的緊急合作或資訊共享，以

達到生產效率或配銷消費者以確保疫情時期的生活基本所需。總言之，各國

因應措施雖有所不同，但本質上皆係在放寬對於反托拉斯的標準及條件，希

望有助於在疫情期間，能夠確保社會及經濟的穩定，且皆強調這是短期措施

而非長期的政策。 

就此部分，臺灣與其他國家相同，針對口罩等防疫物資在重大疫情下，

對於相關產業可能涉及反托拉斯的情況予以放寬。 

(二) 相異處：事業結合之控制 

    除了對於防疫物資反托拉斯的標準予以放寬外，尚有部分國家

對於事業之「結合」制定不同的規範或政策。例如競爭法主管機關審

查事業的結合時，可能會因為 COVID-19 疫情，導致對結合方或第

三方之調查面臨挑戰，部分主管機關因此延長審查期間，並加強要求

當事人提供儘可能多的資訊，甚至必要時可能會停止審查，如此可能

會提高企業結合的難度。另外在審查垂危事業時，競爭法主管機關亦

重申應採取嚴格審查流程，即以證據為基礎，不得推測性的認定

COVID-19 對企業造成影響，並逐案審查 1.如果沒有交易，公司是否

會退出市場；2.是否會有公司或其資產的替代購買者；及 3.與收購產

生的競爭結果相比退出對競爭的影響之 3 個審查標準。 

以下即以英國與歐盟為例，分別使用表 4-2 來比較：1.垂危事業

抗辯，與 2.加強外國投資之審查，在兩個不同法域內，針對疫情期間

的特殊作法。 

選取比較英國與歐盟原因在於兩者先前同屬歐盟區域，法規有

互相影響性，在英國脫歐後，形成兩個獨立法律領域，此時又逢疫情

影響，更可觀察二者的互動與相異之處。此外，關於世界各國競爭法

主管機關於疫情期間不同的作為，請參閱本文第三章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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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英國歐盟政策相異處 

 英國 歐盟 

事業結合

之 控 制

(如：垂危

事 業 抗

辯 ; 加強

外國投資

之審查) 

競爭及市場管理局 2020年 4月

22 日發布了關於危機期間結合

控制流程的指南，表示 COVID-

19 並沒有導致評估標準的任何

放鬆，當局將保持前瞻性和以

證據為導向，並逐案聽取證據。 

1. 歐盟委員會 2020 在其結合網頁

上發布了一項免責聲明，表示競爭

總 局 (Directorate General 

Competition, DG COMP)鼓勵公司

除非有非常令人信服的理由立即進

行，否則在可能的情況下推遲結合

通知。由於委員會面臨從第三方收

集資訊的困難，其服務在訪問資訊

和數據庫方面面臨限制，討論需要

比通常更長的時間，並且在通知之

後，委員會可能會通過發出額外的

資訊請求或停止時鐘  (stop the 

clock)並暫停審查來暫停正式審查

期，可能會降低調查進入第二階段

檢查的可能性。未來可以預見的是，

在水平結合的相關交易裡，COVID-

19 危機可能會引起更多的垂危事

業(failing firm)抗辯。 

2. 歐盟委員會 2020 年 3 月 25 日，

在本該自 2020 年 10 月 11 日適用

的2019/452號向成員國歐盟的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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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資審查框架(FDI Screening 

Regulation) 前，發布了關於外國直

接投資和第三國資本自由流動以及

保護歐洲戰略資產的指南 ，該指南

旨在確保由 COVID-19 所引起之公

共衛生危機和相關經濟脆弱性，歐

盟內將採取強有力的外國投資審查

方法。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最後，由於 COVID-19 緊急情況，增加了許多外國投資以試圖

獲得醫療保健能力或相關行業，部分區域因此提供了一個框架，以確

保合法的公共政策目標受到外國投資威脅時得到保護。 

(三) 小結 

    臺灣因為在 COVID-19 疫情初期果斷採取嚴格防疫措施，故未

如其他國家一般，經歷過大規模的停業或限制外出，也因此臺灣雖有

部分產業受到疫情衝擊，但實際受損的情況遠遠未及其他國家。進而，

本次疫情導致臺灣著重在於防疫物資的需求以及相關產業反托拉斯

的限制，其餘如結合事業的延遲、嚴格審查垂危事業抗辯、加強外國

投資之審查等相關競爭法主管機關於疫情下的調整作為，並未實際

發生需求。 

    在比較各國與我國在 COVID-19 疫情下的競爭法政策上，不難

看出：各國政府因應措施雖有所不同，但本質上皆係在放寬對於防疫

物資或相關產業在反托拉斯的標準及條件。另外，有關於結合事業的

控制，則因為各國產業及經濟狀況不同，而有不同規範，然而相關立

法或政策亦可作為我國日後遭遇類似經濟衝擊時，可以借鏡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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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深具研究意義。 

第四節 總體評述與政策建議 

    COVID-19 對全球的經濟以及社會帶來的影響甚巨，為因應此情況，各

國的政府陸續提出不同的紓困方案和補助措施，如：租稅減免或展延、失業

救濟金發放、針對中小規模的企業發放現金、提供弱勢重要物資、提供優惠

貸款……等等，以協助公司或個人度過此次的疫情危機，政府對受危機影響

的市場進行干預必要且合法，但從長遠來看，需要恢復市場的有效競爭。因

此，在短期內採取措施來支撐經濟，接著刺激經濟復甦，以保證其更有韌性

彈性的方式來復甦。政策制定者可能必須考慮效率和復原力之間的權衡，以

便讓經濟能夠更好地應對不同類型的危機，解決供應鏈的挑戰，促進社會凝

聚力和環境成果。為了實現這些合理的政策目標，政策制定者應該評估不同

的現有政策選擇，進行成本效益分析，並選擇可以最大程度減少競爭限制的

政策。 

在執法實務的觀察上，COVID-19疫情不僅對於部分產業產生毀滅性的

衝擊，另一方面卻也使部份的產業產生極端需求，雖然我國產業類別多元，

執法建議尚難一體適用，然而在概略的劃分上，確實可以就因疫情「受衝擊」

或「獲利」的產業分別歸納之。首先，獲利的產業，因為遭遇極端需求導致

價格上漲以及供不應求，部分業者甚至有可能因為原物料價格上漲、缺工等

因素，促使對他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此時公平會應著重

在於公平交易法第15條有關聯合行為、第20條以及第21條以下有關不公平

競爭之相關規定進行查核，避免部分業者藉由疫情等重大衝擊攫取暴利，並

影響整體社會穩定。 

    隨著 2020 年肆虐全球的 COVID-19 進入後疫情時代，世界各國政府已

陸續開放國界與復工。然而，為因應長期封城、人流管制或禁止貿易出口等

措施產生的重大衝擊，各國除對業者提供財務支援或稅額減免優惠外，也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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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員工出勤、調整契約義務、放寬個人資料蒐集等措施，設計多種重要防疫

法律措施，涵蓋勞動法、公司法與經貿法(主管機關申報及資金匯出)、民事

契約(不可抗力和情事變更條款)、個人資料保護與隱私權等。 

表 4-3 德、英、中、臺重要法令措施比較表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由於此先措施，雖屬重要但非本研究報告之核心重點，詳細內容請見

Deloitte Legal 於今年 7 月 24 日發布 Deloitte Legal COVID-19 Hub 報告191。 

而就競爭法措施之因應，在 COVID-19 疫情爆發期間，至關重要的是，企業

仍要確保能穩定地供應，諸如：口罩、消毒用品、衛生紙、疫苗…等，基本

 
191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COVID-19 外國因應 COVID-19 疫情之法律措施，德國、英

國、中國及台灣比較」， https://www2.deloitte.com/tw/tc/pages/legal/articles/countries-

covid19-legal-measure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https://www2.deloitte.com/tw/tc/pages/legal/articles/countries-covid19-legal-measures.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tw/tc/pages/legal/articles/countries-covid19-legal-measur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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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衛生用品和服務給一般民眾。但如果競爭法被錯誤地執行或運用，企

業之間的合作很可能將會受到阻礙，而這些商業合作有時在疫情期間對於

確保基本衛生醫療產品和服務的穩定供應，仍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世界各

地的競爭法執法機構均已發布特別政策聲明，闡釋如何處理 COVID-19 疫

情下的商業合作方式，以減少企業與公眾在日常商業行動上的疑慮。 

    參考 OECD 對於各國競爭法機關之建議與報告架構，關於競爭法主關

機關在疫情期間之措施因應與思考方向，可分別從以下三個角度： 

    首先，關於競爭中立與政府干預，競爭法主管機關應該注意：1.提供政

府部門有關防疫補助措施及產業優先性等建議；2.協助政府部門建立透明、

具體並適用於所有廠商的規範，以避免扭曲市場，維持公平競爭環境；3.透

過競爭及產業政策倡議，使廠商了解政府持續干預會對長期市場帶來不利

的風險，未來仍應以建立公平、自由的競爭環境為目標；4.與司法機關合作，

了解各國訂定之合作協議規範，以避免各國形成保護主義192。 

    其次，關於疫情對廠商之短期影響與執法層面，競爭法主管機關應該注

意：1.持續關注價格波動，必要時以警示信函提醒廠商的價格行為；2.與消

費者保護法執法機關合作，同時藉由消費者保護法以避免消費者遭受不公

平的價格；3.透過倡議使廠商了解政府採取價格控制所 帶來的風險，包括

扭曲市場價格造成產量大增或是減少新進廠商加入的誘因；4.即時提供廠商

明確的規範，確保廠商了解此種在「疫情下的聯合行為」是必要的暫時行為，

惟仍不應觸及競爭法的核心；5.評估採取「疫情下的聯合行為」的理由，此

種豁免的聯合行為應限定時間並須採取事前審查193。 

    最後，關於疫情對對市場結構長期的影響與執法層面，競爭法主管機關

應該注意：1.競爭法主管機關應審慎評估結合案件，並於廠商提出垂危事業

 
192 梁珮玟，前揭註 2。 
19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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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辯時要求提出充分證據；2.政府部門應針對「救援結合」之申請建立明確

的規範194。 

    此外，我國目前似乎尚未如英國與香港競爭法主管機關，頒布疫情期間

相關之執法與企業行為的規範指引，在實體面上可以儘速考慮制訂，以因應

後疫情時代經濟復甦的挑戰。在程序面上，也可以考慮參考香港 HKCC 也

建立了新的非正式諮詢程序，使企業在疫情期間進行合作、結合與聯合行為

等，在事前有一個管道或平臺，能與政府主關機關進行報備、溝通與非正式

諮詢，以解除企業在考量適法性上的疑惑與危機。 

 
194 OECD, supra no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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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相較於經濟大蕭條等重大經濟巨變，COVID-19 是由外在因素引起的

經濟衰退，一旦外在因素消除後便能迅速恢復 

    雖然同樣對經濟社會帶來重大衝擊，但無論是 1929 年的經濟大蕭條，

或是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都是金融市場本身

出現問題，進而影響市場供需。但 COVID-19 對經濟的影響是屬於外在因

素衝擊引起的經濟衰退，市場本身並沒有太大的問題，因此在外在因素消除

後不管是供應鏈或是消費都能迅速恢復。觀察外國因應 COVID-19 影響之

短期反應措施不外乎透過稅金減免、優惠貸款、利息補貼、實物或現金補助

等政策，協助受衝擊的業者及從業人員度過難關；長期而言，如何有效振興

受影響的產業、如何使因疫情影響而失業的人員回歸工作崗位，而因

COVID-19 影響而升級或淘汰的產業、人員該如何使其轉型或另覓工作都有

賴政府相關規劃。 

    惟目前面臨的問題有二：一是 COVID-19 不斷產生新型變種，導致疫

情影響經濟社會的時間延長，甚至有可能要與病毒長期共存，一旦疫情影響

的時間延長，待其結束後的經濟復甦也將需要更多的時間來重建；其次是

COVID-19 疫情帶來的停工、解雇及改變了工作的型態與環境，許多企業透

過產業升級轉型來因應疫情帶來的衝擊，如電子化、自動化、數位化、智慧

化，在根本上降低了人力需求，這在人力市場上對於低教育程度、中高年齡

的勞動者更加不利。 

二、各國競爭法在因應 COVID-19 危機有明顯的共通性，即確保緊急及民

生必需品之供應、援助受疫情衝擊之企業、維持因受疫情影響而提交

結合申請之公平性 

     綜整美國、歐盟、英國、中國、澳洲等國之案例分析，各國政府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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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因應政策大同小異、也因此，衍生的競爭法議題也頗為類似。主要是聯

合行為的例外豁免、企業結合的審查標準調整、與對特定產業的援助是否扭

曲市場競爭。 

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豁免部分競爭法，如允許競爭對手臨時合作，以確保消費者度過疫

情時期之生活基本所需 

    為因應 COVID-19 危機及維護消費者之健康及基本生活所需，

在防疫用品及民生必需品上，各國政府多允許相關產品供應鏈之競

爭對手的緊急合作或資訊共享，期達到有效生產效率以分配給消費

者。不過，這種限制競爭對經濟長遠發展及疫後經濟復甦並非有利，

因此，因應疫情而為之競爭法豁免仍應有所限制。比較各國案例，主

要允許豁免之標準如下： 

1.有助於提高生產效率或分配，或促進技術、經濟進步。 

2.合作需有助於減少供給短缺，並讓消費者公平分享因合作而產生的

利益。 

3.確定合作是對實現效率的必要措施，且合作的持續時間及競爭限制

必須是暫時性的。 

4.儘可能保持合作之產品或服務的市場競爭。 

5.企業應自行評估其限制競爭活動是否符合指導方針，並對正在進行

的操作保持透明。 

(二)國家針對受衝擊產業之援助必須適當且必要 

    由於COVID-19連帶影響經濟活動，對特定產業產生重大衝擊，

可能因此爆發裁員潮或企業倒閉之風險，故國家有必要對消費者基

本生活緊急協助，或對特定產業進行補助以提升公共利益。然而，

國家補助有可能引發扭曲市場或非法補貼之疑慮，甚至引發區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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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的經濟補貼戰爭。因此，國家補助的條件、方式、金額上限、

期間到退場機制等實屬重要事項。本研究整理國家補助的標準如下： 

1.國家補助之項目或產業是必要的。 

2.國家補助之方式必須適當，不可無限制的補貼。 

3.國家得要求受補助對象之適當回饋，如研發成果、設備升級成果與

民眾共享，或受補助企業於一定期間內不得裁員。 

(三)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疫情期間受理結合申請時，應明定結合的時程及

程序、嚴格審查垂危事業抗辯 

    因應 COVID-19 危機，部分企業因業務緊縮受到虧損，或即便

受到國家補助後仍無法度過難關者，即可能因此面臨出售企業之議

題，而最可能的潛在買家通常就是競爭對手，因此競爭法主管機關

應如何處理因 COVID-19 受影響而提交之結合申請案，茲將各國常

見措施整理如下： 

1.明定結合的時程及程序，部分國家亦會延長審查期間。 

2.嚴格審查垂危事業(failing firm)抗辯：競爭法機關應以證據為基礎，

不得推測性的認定 COVID-19 對企業造成影響，應逐案審查：(1)如

果沒有交易，公司是否會退出市場；(2)是否會有公司或其資產的替

代購買者；(3)與收購產生的競爭結果相比退出對競爭的影響。 

3.加強外國投資之審查，保護國內合法公共政策目標。 

第二節 競爭政策與競爭法執法建議 

為因應 COIVID-19 對經濟產業的衝擊，OECD 競爭委員會於 2020 年 4

月發布一份有關競爭政策如何回應疫情的報告(OECD competition policy 

responses to COVID-19)。本報告之核心重點在於，呼籲各國政府於疫情期

間，對市場經濟時進行干預時，仍應盡力維持「競爭中立」政策。並且，各

國政府競爭法主管機關，也應全面檢視疫情下競爭法執法，對於市場結構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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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短、中、長期之影響。該份報告的最後，並嘗試對各國政府政府部門提出

執法方面建議195。 

先就企業角度而言，在疫情衝擊下，企業也無可避免將遭遇一系列的法

律議題，例如：遠距工作關係中衍生新的勞務委任關係、生產線受疫情延遲

無法如期交貨的違約情事、跨國結合交易中需要關注的法律程序、疫情中股

東會(視訊)的召開與程序事宜…等。與此同時，面對疫情對於企業的挑戰與

營運成本提高，各國政府也陸續推出一些稅務、資金補助、刺激經濟與紓困

方案，讓企業與個別員工皆可獲得優惠、減免與補助，一同共度疫情，建立

新常態的生活196。 

就競爭法的角度，企業若在疫情期間，仍有從事聯合行為。那麼其中主

要的議題可能就是，與競爭對手間達成相關協議以因應疫情帶來的衝擊。對

此，主要的遵法意識與建議，就是企業應該強化自身的適法性分析，並且宜

留意公平交易法及傳染病防治法相關規範。此外，企業若在疫情期間，有濫

用獨占地位的情形。舉例來說，企業可能因疫情而需調整價格、供貨量，但

此舉可能導致市場不公平競爭之情形。 

而在市場結合的議題上，疫情期間也很可能出現，某些企業會針對營運

不良之企業出手結合。那這時企業在因應方式上，則必須加強考量意向書審

閱、交涉處理、資料處理、結合契約審閱等面向，以作為因應之策略。在相

關建議方面，則是宜留意分析：是因疫情而受害的產業(觀光、休閒、策展、

百貨、零售)，或是因疫情而受惠的產業(人身保險、網路電商、醫療保健、

物流)，而制定不同的結合策略？這些關鍵之點的分析內容，都可能影響公

平交易法之執法與對策。 

 
195 同上註。 
196 KPMG 洞察觀點，「COVID-19 相關法律議題總整理」，

https://home.kpmg/tw/zh/home/insights/2020/03/the-business-implications-of-

coronavirus/tax-and-legal-considerations/tw-law-reminder-covid-19.html，最後瀏覽日

期：2021/10/14。 

https://home.kpmg/tw/zh/home/insights/2020/03/the-business-implications-of-coronavirus/tax-and-legal-considerations/tw-law-reminder-covid-19.html
https://home.kpmg/tw/zh/home/insights/2020/03/the-business-implications-of-coronavirus/tax-and-legal-considerations/tw-law-reminder-covid-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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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本研究基於前述章節所探討的各國經驗、與 OECD 所提出的建議

框架，提出本研究認為政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於面對類如新冠肺炎來之重

大經濟巨變時、值得注意之競爭政策原則與競爭法的執法建議。 

一、對政府競爭政策之建議 

(一)繼續支持及遵守競爭政策原則和其執行 

    過去的危機表明，競爭政策和執法在加強市場復原力和支持經

濟從危機中迅速恢復方面可發揮根本作用。因此，強而有力的競爭

法執法與遵守可以在政府應對經濟危機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政

府應繼續為競爭法主管機構提供資源與支持，並在危機期間和危機

後請教競爭法主管機構的專業知識，以確保市場在危機後運作良好，

能夠支持經濟增長。 

(二))國家援助措施應減少對市場競爭的影響 

    政府在計畫市場干預措施時，應儘量減少對市場競爭的影響，

並儘可能避免有選擇地援助那些在危機前已經倒閉或存在重大結構

問題的公司。在這一關鍵時期，針對特定公司的措施應精心設計，

為解決所發現的問題而嚴格制定，並應是臨時性的，同時需密切監

測。所做的任何投資(如股權)，包括公司的國有化，應在條件允許時

儘快退出，並以促進競爭的方式進行。在危機顯示需要對企業施加

新的措施的情況下，需適當地、透明地對企業進行援助及補償。各

國政府應與其他司法管轄區合作，確保在所採取的方法上有一定程

度的國際共識，以維持各國之間的公平競爭環境。 

(三)避免過度的保護主義，扭曲市場 

    政府應仔細考慮限制那些不必要地扭曲公平競爭環境的國家干

預措施，並考慮徵求競爭法主管機構的意見。在規劃市場干預措施

時，政府應確定該措施對於解決市場失靈是必要的和適當的。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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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應該確保所採取的任何支持措施是透明和臨時的。最後，政府應

確保沒有其他的解決方案可以在限制競爭方面帶來更低的負面影響。 

(四)在中長期內逐步取消政府對市場的各種干預措施 

    競爭政策可以為退出市場干預戰略的制定提供參考，使市場機

制在危機後得以恢復，同時避免對市場的損害，如干預政策無計畫

的退出。支持措施應以合理、透明和可預見的方式在時間上加以限

制，政府應在條件允許時儘快停止提供支持及實施干預政策。退出

策略可包括在市場情況允許時儘快引入退出國家干預與支持的激勵

措施(如政府資本重組的高額報酬或要求嚴格的股息報酬政策)，並

以促進競爭的方式使市場回歸正常。政府在設計退出戰略時，應依

靠競爭法主管機構的建議。但這可能很複雜，需要仔細考慮，特別

是在平衡靈活性和法律的確定性之間。 

二、對競爭法主管機構的執法建議197 

(一)面對重大經濟巨變 競爭法仍扮演重要角色 

    市場競爭有助於促進經濟復甦和恢復運作良好的市場。面對重

大經濟巨變，亦不應放棄競爭政策標準或放鬆競爭法的執法目標，

但與此同時，競爭法主管機構的行動，應該基於對產業和市場變化

的了解。以 COVID-19 的情況而言，如確保國家資源沒有被濫用、

受到負面影響的產業是否得到公平的機會、受到正面影響的產業是

否有違害市場競爭的行為…等。另一方面，在執法程序上，由於疫

情需求，程序的靈活性與程序時效，亦應是重要考量。 

(二)注意執法行動的順序與彈性調整措施的透明化 

    競爭法主管機構的執法行動，基於對產業和市場變化的了解。

因而主管機關的行動重點，應主要集中在那些可能受到危機影響最

 
197 梁珮玟，前揭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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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經濟部門(如醫療保健、航空、旅遊)。競爭管理機構應允許或支

持有助於加快經濟從危機中恢復的舉措(如促進企業在氣候變化方

面的有效合作)。競爭法主管部門的行動應集中在：(1)允許並促進市

場的激勵機制，以迅速應對危機產生的需求(如基本藥物、醫療產品

的生產)；(2)限制延長危機影響和減緩經濟復甦的市場反應(如勞動

力市場的反競爭行為和宣傳)。倘若有一些彈性、權宜措施，競爭法

主管機關應以與有關部門溝通相關調整，並讓規則透明化。 

(三)密切監測價格的大幅和快速上漲 

    面對重大經濟巨變，市場價格極可能出現大幅波動，主管機關

宜密切監測價格，列為執法重要事項。除在必要時刻採取執法行動，

亦可在適當的時候使用臨時措施或發放警告信來迅速制止這種行為。 

(四)可提供一般指導或個案快速審查 

    重大經濟巨變之下，產業需要更多合作以共渡難關。此時執法

機關可以就聯合行為標準做出彈性的調整。這些調整措施可以是對

企業的一般性指導，也可以是如澳洲的例子：採行個案審查。更具

體地說，如為了促進關鍵健康產品(如疫苗或基本藥物)的合作開發，

此類情況競爭法執法機關可就產業合作，做出彈性措施。不過，主

管機關應確保這些安排是臨時的，並且不影響公平競爭的核心目標。

避免如「危機卡特爾(Crisis cartels)」的情況：在穩定企業方面取得

的效益有限，卻對消費者造成了嚴重損害。 

(五)注意企業結合的實質與程序效益 

    由於重大經濟巨變，陷入財務困境的企業可能更傾向與競爭對

手結合來改善其狀況。執法機關對此類結合案例，應注意交易所產

生的利益是否大於危害，確保結合構成「救援結合」，以避免對市

場產生長期負面結構影響的反競爭結合的風險。此外，處於困境中

的公司，如果調查期間過久，可能造成公司狀況的快速惡化。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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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效率，競爭法主管機構可以因應重大經濟巨變，採取程序上的

改變，以確保更有效率地審查。 

(六)限縮彈性或例外的執法標準 多方溝通並盡量透明化 

    倘若執法機關基於其他公共政策考慮(如快速因應重大經濟巨

變)，因而做出的例如或彈性的決定，應限縮於必要情況，一切規則

與措施並應盡量透明化。競爭法主管機構應在讓這些因應經濟巨變

所採取的彈性與例外的標準，在可能情況下盡量限縮，而非任意擴

張。且應將所有例外規則的考量與適用，與相關部門溝通、並盡量

透明。 

(七)盡量尋求程序上的靈活性 

    鑒於因疫情而被限制的人員移動(和競爭法主管機構工作人員)

的措施，以及需要優先處理危機有關的事項，競爭法主管機構應探

索在程序中的靈活性，包括在合理的情況下加速減免結合中的停頓

義務，以及在必要時加快審查結合的機制(如電子文件)，延長期限和

推遲處理非緊急案件。任何此類靈活性的使用和調整後的程序都應

考慮到正當程序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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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重大經濟巨變下競爭法主管機關應有之思維與應對-以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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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2021/11/05 

二、地點：視訊會議 

三、議程： 

主持人開場(13:30-13:35) 

研究團隊簡報(13:35-13:50) 

專家座談(13:50-15:30) 

四、參與人員 

計畫主持人：江雅綺副教授 

兼任助理研究員：許原浩律師 

兼任助理研究員：曾浩維律師 

與談人： 

謝國廉教授                   

陳皓芸副教授 

蔡明宏副教授 

陳明郎研究員 

座談會逐字稿 

江雅綺副教授： 

    以下就公平會的委託重大經濟巨變下以新型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

為例，競爭法主管機關應有之思維與應對，目前的研究結果做一個簡報。 

    我們這次主要的研究目的是希望探討像歷史上的重大經濟巨變，通常

國家會因應這樣子的經濟發展會提出一些經濟上的補助或豁免一些競爭法

一般規定的措施。我們特別是跟過去二、三零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做一個比較

然後希望來探討在協助經濟跟產業的發展之下，會涉及一些競爭法的議題，

競爭法的主管機關在面對這種重大經濟巨變之下，可能可以做甚麼樣的調

適或請問專家學者就這一點有甚麼樣的建議。 

    其實在研究的過程裡面，團隊有發現目前各國就 COVID-19 他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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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補貼或是經濟發展的政策大概可以分為幾種有涉及競爭法的部分，第

一個比如說他可能是針對特定產業做補貼，有些可能是對防疫有幫助的產

業，有些可能是在 COVID-19 受影響比較大的產業；第二個他會對這些受

影響的就業的勞工或這些企業等等可能會提出一些減稅或就業補貼的措施，

這當然也可以廣義歸在國家補貼的政策裡面，那因為 COVID-19 他的影響

對每一個產業並不一樣，有些產業甚至是有很正面的影響，譬如說一些數位

電商的平台，所以像這種補貼特定的受到負面影響產業的這些政策涉及到

資源分配以及會有廣義影響市場競爭，所以在競爭法上面的適用，是在這邊

我們想探討的議題之一。 

    第二點當然就是還有包括在 COVID-19 影響之下很多企業他會需要因

應這個疫情，他要聯合作戰，在這個時候會涉及到競爭法的聯合行為或相關

的規範，在面對重大經濟巨變的時候是不是有必要就這些規範做一些放寬。 

    最後一點是在經濟巨變的影響之下，有很多企業可能面臨倒閉或面臨

困難，那另外一些比較沒有受到影響的企業可能會因此進行整併，所以在競

爭法上面涉及到併購的規範是不是有必要因應經濟的巨變來做一些調整。 

    那歸納出我們整理的資料大概會涉及到這三點，比較重要的競爭法的

議題，我們所採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獻的分析、取各國的政策以及相關的

案例來做分析、第三個是我們非常期待可以在今天的專家座談裡面可以得

到各位學者專家的寶貴意見特別是我們今天邀請了包括從經濟學界、法律

都是大師級的學者專家我們非常期待今天可以有跨領域的交流，剛有提過

核心的問題，就是想要理解說重大經濟巨變他一定會對產業經濟產生影響，

特別是以 COVID-19 為例，各國有提出一些針對產業和經濟因應的政策，

這些政策裡面可能是包括併購、包括聯合行為、包括資源的分配公平與否的

競爭法的議題，所以在這些重大經濟巨變裡面，競爭法或是競爭法的主管機

關他應該要扮演的角色，應該在哪個方向可以得到一些啟發。 

    第二個部分，新冠肺炎 COVID-19 對於產業經濟的影響，我們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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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有整理一些數字，那我想數字的部分先跳過去，那跟 1929 年，三零年代

的經濟大蕭條做一個比較，主要是針對那時候的經濟大蕭條根據我們看到

的資料顯示，當時候政府採取的措施是，緊縮貨幣的供給、貿易保護主義採

用，因此造成關稅的壁壘所以影響到國際貿易惡性的循環，並且投資人因為

貨幣供給的緊縮所以導致投資人信心的下降，那整體的國際貿易也因為貿

易保護主義進一步崩潰，所以整個經濟大蕭條不管是甚麼樣的成因，因為成

因在經濟學界有很多不同的說法，我想就是從經濟大蕭條跟競爭法之間的

關係可以從之後美國羅斯福總統他領導、採取的新政裡面提到的是主要採

取凱因斯主義想要解決經濟大蕭條的困境，所以他實施了擴張性的財政政

策，並且由國家強力來介入放寬壟斷法，也就是競爭法的標準，希望能夠刺

激經濟，那這有所有的幾種措施呢基本上都是把市場競爭以及自由競爭的

範圍給縮小，讓國家介入的範圍擴大，所以競爭法在經濟大蕭條之後的新政

其實是緊縮並且在多方面有新的立法，影響到競爭法適用的範圍。但新政是

不是成功或是失敗，我們也看到資料有顯示有不同的結果，所以今天面臨

COVID-19 像類似這樣子的重大經濟的事件的危機，競爭法主管機關或是競

爭法的角色，應該要更加有更多的管制或採取新的協助的角色，去協助產業

發展的政策，因此要緊縮適用，那我們很希望就這個核心問題來提出建議。 

    當然剛提到經濟大蕭條跟新冠肺炎的經濟衰退很多學者有提到不同的

因素，我想大家都可以同意說，經濟大蕭條是有一個結構面的因素，在新冠

肺炎 COVID-19 他是一個短期性的突發性的因素，所以基本上就是在這個

面項他們倆個是不一樣的。而且 COVID-19 他對經濟的影響不是像經濟大

蕭條是一個比較全面的，他可能有一些產業不但沒有受到負面影響反而得

到正面的影響，比如說剛提到的數位平台的電商，或跟防疫有關的醫療衛生

的器材，或是一些航運業價格提高以及相關的製造業、金屬機電業等等。那

當然因應 COVID-19 要避免實體接觸的因素有很多以實體接觸為要素的產

業就受到很大的打擊，比如說航空業、旅遊業、娛樂產業、民生產業、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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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等等。那因應像這樣子的突發性的狀況還有就是各個產業有不同的正負

面的影響的因素，各國也提出一些紓困跟振興的政策，整理起來呢可以大致

上分為幾種緊急紓困的措施、提高資金的補助或減少租稅或由政府擴大公

共投資，比如說消費券也好或是其他的公共投資也好，來刺激經濟的發展，

那包括歐洲包括亞洲其實所採取的策略雖然不完全一樣但內容上可說是大

同小異大致上都是這幾個面向。 

    那我國就是也提出了振興紓困條例，他的內容也大致上跟剛剛幾個國

家所提到的資料內容差不多，他會包括受到影響這些權益者提供給他補助

然後也會包括就是這些受到比較嚴重影響的產業提供給他就是貸款或是一

些補貼或是給員工一些其他額外的補貼等等。 

    那所以像這樣子包括歐洲包括亞洲包括我國，當然在這個情境下面當

然我國受到 COVID-19 疫情的影響相對來講在疫情的影響時間比較沒有像

其他時間那麼長像台灣主要是從今年五月以來在內需產業因為疫情層級提

高的關係所以受到比較大的影響，那在之前的一年其實台灣的內需產業、民

生產業這些所謂會影響比較大的產業那衝擊並沒有像其他國家那麼大，回

過頭來說剛提到 COVID-19 疫情紓困補貼的政策以及他所會涉及的競爭法

議題，那當然就是在這些政策裡面大家會關心兩個共通的問題： 

一個就是因為在這個影響之下呢供應鏈遭到破壞，生產者之間呢如何進行

合作來確保必要的商品或服務得以充分的供應包括防疫部分的商品，這會

涉及到競爭法的聯合行為，或是其他限制競爭規定的使用。 

第二點是消費者也要被保護，避免在這種特殊的疫情還有經濟的衝擊之下

沒辦法用一般的價格去買到他所需要的產品，我們可以看到就競爭法這邊

所面臨的衝擊各國都有提出一些新的做法，以美國為例，美國的司法部或聯

邦貿易委員會就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也就是說在針對特定的一些情境之

下，包括提高效率的經濟活動的審核，然後共享技術、知識、know how 等

等，然後他不會挑戰提供者為患者、提供者和購買者提供有用的資訊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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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參數，是幫助防疫決策的，然後在提高醫療保健方面和採購的安排，這

些相關的特殊的情境因為足以改善健康和安全的面向，這些協助的活動不

會受到競爭法的規範，在這些活動上面是放寬了競爭法的標準。那像聯合聲

明之後呢的確就是產業也有一些相關的實踐，比如說在全球供應的機會可

以促進藥物和醫療用品產品分銷、加快增加製造、採購和分銷個人防護設備

和 COVID-19 治療相關藥物，也有一些協會官方的合作，還有一些私人企

業的合作等等。 

    歐洲的案例也大致上可以分為下面三個面向:一個就是國家的補助、併

購控制的放鬆以及防疫相關的醫療或消費者必須產品和服務在這中間產業

的合作行為他的標準會放寬，比如說在歐盟競爭網絡在疫情期間有提出歐

盟競爭法的適用聯合聲明，第一點針對醫療及消費者必須產品或服務，歐洲

競爭網絡不會積極干預為了避免供應短缺所採取的必要和臨時措施，也就

是說在這個情形之下企業間的合作下，壟斷法或競爭法他的適用會往內縮，

另外一個是確保保護消費者健康所需的產品，也對這些公司的合作措施提

供了一個競爭法的指導，盡量站在一個協助產業的角色。 

    那在這個框架通訊後的實踐，有助於歐洲藥品的協會與相關產業進行

合作，促進這些產品能夠適當地在市場上供應。國家補助的部分，在這框架

裡面有提到說成員國可以提供五種援助類型，包括以直接贈款的方式可償

還的預付款的方式或是稅收優惠的形式、貸款擔保貼息貸款、信貸機構還有

其他金融機構所提供的擔保和貸款的援助或是短期的出口的信用的保險。

那在這些國家援助的臨時框架裡面其實就是針對國家補助的類型如何刺激

私人投資還有私人經濟的發展以及針對防疫所必要的醫護及民生的用品在

競爭法上面做一些緊縮的適用。 

    第三個有關併購的控制就提到說，這些除非暫停對相關企業的影響以

及集中對競爭構成的威脅應該要綜合的做權衡，因為這時候可能公司在

COVID-19 的緊急情況之下陷入的困境，所以在併購控制這邊納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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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這個疫情的因素標準來做併購的考量以下這邊可以看到歐盟他

在國家補助併購這些受到影響的企業以及對醫護民生這些必要消費的產品

確保他的分配還有市場上的供應做出一些競爭法的緊縮，那我們看到以歐

盟國家裡面的英國為例，他其實大致上雖然他現在已經不在歐盟裡面，但大

致上也是 follow 歐盟這幾個面向包括像競爭對手間臨時的合作可不受限制

競爭的協議和安排的約束，包括英國政府比較特別的地方有採用明確的立

法的方式來排除競爭法的適用，有明確提出像零售的雜貨排除令、醫療保健

的排除令、乳製品的排除令、衛生服務的排除令等等。像併購評估有提出一

個併購評估的指南，類似這些針對經濟的巨變，他瀕臨危險的企業可以應該

要考慮如果沒有交易公司是否退出市場或是否會有公司或其資產的替代購

買者，與收購產生的競爭結果相比，退出對市場競爭的影響。那這些裡面其

實有一些相關的案例把 COVID-19 是不是對這個競爭、對市場的併購產生

影響納入考量，這裡面有一些相關的案例，這調查報告像是 AMAZON、

DELIVEROO 這個案子裡面，競爭局同意 AMAZON 的投資主要是因為

COVID-19流行對業務有負面的影響，封城導致主要餐廳關閉、DELIVEROO

收入大幅下降，恐將在沒有交易的情況下退出市場。 

     對競爭而言，迫在眉睫的市場退出結果比允許 AMAZON 投資後繼續

進行更糟糕，迫在眉睫的市場退出結果比允許 AMAZON 投資後繼續進行

更糟糕。以這個為例實際上我們看到說在併購的結合裡面把經濟影響像

COVID-19 這個因素納入在市場競爭的討論裡面，還有一些例子因為時間的

關係先跳過。到亞太案例這邊，中國也是大致上有類似的方向，比如說中國

的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宣布將根據反壟斷法對有利於技術進步、提高效

率和追求公共利益和消費者利益的合作協議予以或豁免，比如說跟防疫復

工有關的經營者集中案件、防疫跟復工復產有關的經營者合作的協議，反過

來會妨礙防疫復工復產的限制競爭的行為會從嚴的查處，所以在這邊也可

以看到說中國他也針對 COVID-19 的疫情他有些地方的標準放寬了有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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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標準收得更嚴了這些都是因應經濟上的變化所以競爭法有一些彈性。

那澳大利亞呢跟英國的方式有點接近，但他不是採用立法，適用逐案授權並

附帶條件方式排除競爭法適用。裡面例子有包括金融業、零售業、醫療服務

業、運輸物流業、能源業等等。 

    所以做一個小結，COVID-19 關於競爭法第一個可能在企業間競爭合作

會有一些豁免標準會放寬，影響到防疫企業間的行為標準會收嚴；第二個可

能是關於國家的補助，尤其是對受到影響的特定的產業，國家補助的政策，

第三個是在併購的結合上面會納入 COVID-19 的影響來考量併購結合對市

場競爭的影響，以下這邊進到第四章，如果說這些競爭法看到他面對

COVID-19 的這些經濟的巨變他其實有做一些彈性調整的標準跟適用，甚至

有的國家有採用一些新的立法，競爭法和重大經濟巨變之間必須要提出一

些促進產業經濟發展的政策，那這兩者間的關係應該怎麼去釐清，研究團隊

這邊去整理了 OECD 有做了一個整體的關於 COVID-19 的回應有提到幾個

要點。 

    第一個是說在干預市場經濟的時候應該要維持競爭中立的政策，短期

的適當干預是必要的，但是在干預市場經濟的時候還是要保持競爭的中立，

應該要審慎的規劃設計補助的措施，把資源投入真正受疫情影響的產業，而

且很重要的是一旦由於這個COVID-19的疫情是一個短期性突發性的影響，

所以一旦條件允許的時候政府也應該規劃退場的措施，就競爭法的主管機

關可以提供政府部門關於補助措施或政策的建議以及應該優先提供補助的

產業協助政府把這些建議可以透明可以具體的適用在所有的廠商，避免這

些補助過於長期的在市場上存在會對市場造成傷害也跟司法機關合作了解

各國所訂的一些關於產業間合作的協議的規範避免形成市場上各國的保護

主義，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OECD 回應裡面其實已針對各國現有的對產業經

濟發展的政策會涉及到競爭法的核心的概念有提出建議。包括國家干預的

時候應該要規則透明確保國家這些規則是公平適用，避免保護主義以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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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干預過於長期的存在，所以在這個指引之下各國主管機關還有產業主管

機關之間的角色互動來看一些，比如說以歐洲委員會、歐洲自由貿易聯盟、

歐洲競爭網路之間互動為例，在這期間發出聲明，ECN 指出理解這種特殊

情況可能引發公司合作的需要，以確保向所有消費者供應和公平分配稀缺

產品，不會積極干預為避免供應短缺而採取的必要和臨時措施。可以看到競

爭法的主管機關和產業的主管機關有個合作的角色，競爭法的主管機關在

這個時候認為因為經濟的變化所以需要在標準上面往後退縮，英國也有類

似的例子，剛提到英國採取立法，在競爭法主管機關提到也是在某方面要協

助產業或經濟發展的程度之下把原來的標準放寬，在法國、德國、美國、巴

西以及中國、日本、新加坡、南非都有類似的例子。在小結部分呼應 OECD

的報告不認為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彈性調整部分有什麼問題，應該要看這

些補助是否透明、是不是一體適用是否公平第二個像這些彈性的標準或這

些補助的措施應該要注意退場的機制同時最好避免各國形成各自的市場保

護主義。 

    結論的部分，總和剛所提過的整理一些各國對 COVID-19 經濟發展的

政策還有競爭法的調整以及他們之間的互動列出以下暫時性的結論，相較

於經濟大蕭條等重大經濟巨變，COVID-19 是一個比較短期且是一個臨時的

外在因素所引起的經濟的衰退，外在因素消除後經濟情況可能可以迅速恢

復，各國競爭法在因應 COVID-19 危機有明顯的共通性，比如說在確保防

疫以及民生必需品的供應、協助受疫情衝擊的企業、維持受疫情影響而提交

併購申請之公平性。在這些考量下會豁免部分競爭法規範的使用，然後國家

會提供補助的措施針對特殊情況下所受理的併購申請會把這些疫情的影響

納入考慮。 

    基於 OECD 所提出的建議，團隊在整理各國資料，目前結論大致上認

為在主管機關可以把經濟影響列入考量，但在政府干預時應該注意這些規

範補助適用上是否公平以及他的規則是否透明具體避免短期影響市場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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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分長期的存在，因為 COVID-19 是短期疫情影響，所以這些補助或臨時

調整措施應該有一定退場機制。這邊提出建議，也要請教各位學者意見，比

如說政府因應政策與行動的建議是否應該要繼續支持及遵守競爭政策原則

和執行、國家支持的措施必須考慮到競爭法原則，核心上國家的補助必須不

違反競爭法，進行這些補助時，應盡量減少對市場競爭的影響並仔細考慮資

源分配確實給真的受到疫情影響的產業、限制保護主義的措施保持市場開

放，針對疫情影響哪些是必要的競爭法的彈性哪些是不必要的避免過度在

競爭法退讓會扭曲市場的競爭最後一點是在中長期的部分應該逐步取消政

府的干預措施，因 COVID-19 是一個短期會消失的經濟影響因素，以上就

是研究團隊目前所做的研究發現跟資料的整理跟分析，以下想請教各位學

者專家 COVID-19 影響之下，各國所採取的競爭法彈性調整也好、國家資

源補助也好或國家對特定產業或人員補助也好，就市場競爭的調整，從競爭

法上面您覺得如何去評價，或就競爭法的主管機關就促進產業發展應提供

經濟刺激或投資刺激的政策這些主管機關這中間應該要有如何互動，是合

作呢或競爭法的主管機關應該更站在一個監督的角色去確保一切產業發展

是透明且公平的，以上我就先簡報到這裡。請教是不是有哪位先進有甚麼問

題，如果沒什麼問題就依照海報上順序，上面順序依照回復順序做排序。 

謝國廉教授： 

    大概的話我有以下的觀察，我在聽這個相關的報告，因為這個議題非常

的重要，在參與這次活動前已經觀察過，無法像相關研究團隊這麼深入的觀

察，所以我的調查會比較粗淺，經過江教授的報告後也學習到很多，我分成

兩點來講，在我看到或聽到的內容中一個大的部分就是國家補貼的部分，也

就是各種各樣的這種 financial support 這樣的議題在國際經濟法裡面會討論

到，國際競爭法裡面也討論到那這是第一個跟國家補貼有關的議題，我等下

還會再講另外一個議題我所觀察到還有我聽到的第二個議題就是關於管制

放鬆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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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點涉及到國家補助的部分，我想可能有必要去觀察或去分析的點

是，有沒有假借接受補助，或假借補助之名行歧視性待遇的情況，有沒有特

定國家假救助相關企業，來實現歧視性補貼，因為我在前段時間並沒有機會

最非常系統的研究，但歐盟那邊的資料可能因為平常都有在注意，發現子委

會對各國有國家補貼的情況，向子為會提出後，他們採取全面開放的態度，

我自己心裡疑問是雖然歐盟同意但各國在實際執行作為時是否有差異性，

雖然英國已經脫歐，但歐盟終究有 27 個會員國，但他在執行補貼細節上是

否有差異，若實際上有差異例如只補貼本國，那外國就得不到補助，向台灣

也有這種狀況。外資企業在特定國家得不到相關補助，該國國籍的勞工可能

受到負面影響，有沒有一些相關數據或法規政策上相關內容，要分析這種假

救助特定企業而行歧視之實這是我對第一個議題關於國家補貼所提供的淺

見。 

    第二個部分是關於管制放鬆的問題，管制放鬆的問題分成兩個小點，第

一個放鬆管制的目的何在，第二個是放鬆管制他實際上這個手段他怎麼實

現，放鬆期間的問題。第一小點:競爭法存在的目的不管是反競爭協議(聯合

行為)、獨占地位、併購管制等我們都很清楚，但在疫情期間要去放鬆，那

放鬆的目的是什麼，在執行前要考慮是否有這個放鬆管制的需要，因為放鬆

管制的目的不外乎是去幫助受疫情衝擊的企業，但如同研究團隊的成果因

為疫情關係有某些企業反而得利例如網購，所以網購民生必需品上比之前

更頻繁，這些零售業、物流企業往往是得利者，有必要分析管制的放鬆是全

面或選擇性放鬆，選擇性放鬆比較精準，可能有些企業真的受到負面衝擊，

那在執行時是針對他，特別提目的這點是因為放鬆管制較為急促，是全面性

的，但對有些企業不需要放鬆，業績蒸蒸日上，再放鬆管制，市場力量反而

提升，濫用獨占地位。 

    第二小點關於手段與其間，就手段而言初步結論，簡言之手段是較不積

極做約束的作為，例如濫用獨占地位，結合這樣的行為，這種不積極或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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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到底是不是全面的還是選擇性的，不完全是競爭法，可能涉及政治經

濟，相關手段可能與選票有管，有的國家採取逐案放寬可以考慮，但要考慮

效率，快速的逐案放寬有其必要，不然會有問題，這種期間是一個短期的，

但我覺得放鬆時間難定，開始時間容易決定，停止時間不易，包括英國、歐

洲疫情緩解但衝擊仍在，甚麼時候要停止難以判斷，這是各國競爭法主管機

關應該思考的。不應因疫情創造法律的假期，特別是一個長時間的法律假

期。供諸位先進參考。 

江雅綺副教授： 

    非常感謝謝教授的寶貴意見，謝老師就幾點包括補貼、具體執行、疫情

判斷期間之不易、歐盟採取不積極作為、澳洲積極作為是我們值得重視的。 

蔡明宏副教授： 

    這邊有幾點跟謝教授是相同的，因為一個法案的制定主要會針對在一

個比較大的框架下，主要讓企業或消費者在一個公平的交易環境，研究團隊

報告的個案中很多國家是提供在競爭法上基於所謂 general giddens 分別再

往上加東西，往上加東西會產生一些問題，像是謝教授提到的甚麼時候結束

加上去或放鬆的情境，我個人建議主管機關能採澳洲逐案審查機制，前提是

要有效率性，不同產業會有放鬆的程度但會有一般競爭法的規範。 

    另外就是關於競爭法在這次疫情期間，從台灣來看是短期但影響層面

大，尤其是對弱勢族群，競爭法該如何保護需要進一步思考。去年在哈佛大

學經濟系的教授有提供一個美國資料的結果，雖然政府提供很多方案，但這

些政策對一般消費者來說影響很小，尤其是對服務業在這個情況下，政府使

用的方案多在耐久財上面，那一般弱勢族群很少消費耐久財，大部分消費一

般商品，所以紓困方案對他們的幫助需再評估，主管機關在逐案審查的過程

中應給予一些判斷上的協助，會是個更好的做法。 

    關於在整個疫情環境下不僅有負面影響，還有正面影響，例如電商活

動，他們的資料管制是否需進一步把法令管制化，因以往的線上學習、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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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較少，故資料的管制、數位控管，政府要如何調整，這是需要考量的方

向，因為在疫情下是個非常大且廣泛的影響，對使用者來說是重要的方向。 

    再來關於廠商之間在疫情其間是否有聯合行為、調整價格，我認為在大

框架下應逐案判斷，看他們的行為是否能提升整個商品市場或產業環境的

公平性或效率性，非只有廠商間能夠獲利，例如醫療產業成本提高，目的不

僅為提高市占率或利潤，只是在市場嚴峻下希望能達到他們原本有的提供

的服務，所以在這個條件下，希望主管機關能像澳洲一樣逐案審查，但這需

要很多專業人士，這需要成本效益的考量，是否每個產業都這樣做，但在短

期事件用一個新的法令來做限制，就我來看而言是較不適合的。我大概的看

法是這樣子謝謝。 

江雅綺副教授： 

    謝謝蔡教授的提點，如果我聽得沒錯的話，蔡教授是強調競爭法需要更

嚴格去區分是否受疫情影響的弱勢的族群，尤其在短期性或對產業影響無

法嚴格區分清楚，所以採取澳洲的個案審查是較好的做法。 

陳皓芸副教授： 

    很高興受到邀請，可以跟大家學習，研究團隊整理很多資料，關於國家

經濟補助這塊就他跟競爭法的關係我想比較多的討論會是從歐盟法的角度

去切入，那這塊謝老師已經提到一些，所以這邊我可能就不去細談。我主要

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針對這種遭逢經濟巨變的時候，我自己是對日本相關

法制比較熟悉，特別是在 2001 年三一一震災時已經面臨過經濟重大影響，

主管機關如何應對加上這次疫情影響的狀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觀察起來日本競爭主管機關沒有像美國或歐盟那麼積極表態要放

寬所謂的競爭法的管制，當然會因為之前的地震或這次疫情，對企業經濟活

動會造成影響所以為了維持產品供應鏈能順利延續下去，可能需要某程度

互相交流，安排轉單等，交易條件、市場分配在一般情況下可能引法競爭法

上疑慮的情形，針對這一塊，日本的主管機關比較針對一些情境整理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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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當然可能是當時實際的案例抽象化列了十幾個，在這類情況下有競爭

法問題，主要想幫企業釐清狀況，但難免保留灰色空間須個案判斷。 

    可能某些廠商因疫情受到損害若能有意思上的聯絡，譬如轉單行為，雖

然有幫忙媒合但未交換價格等核心資訊，很有可能會被視為有正當理由，不

會有聯合行為，但一定要有實施期間的限制，若期間過了要回歸一般情況，

若正當化事由不再存在那就不應繼續維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常做行政指

導，雖無法律上拘束力但對一般企業有導引效果，行政指導非競爭法上除外

事由，政府機關可以提供資訊但不會影響企業自主決定，例如三一一賑災汽

車產業，相關主管機關有介入相關產量的調整或供應量的調整，最終法律上

仍有企業自主決定，故不是排除競爭法適用的理由。事先約定特定期間過後

即回復正常，有分割市場的疑慮，不會因為特定災情就明確說政策要放寬，

因為會有這樣是否構成聯合行為的疑問，可以透過 QA 的方式讓企業提出

疑問，用這樣的方式來幫助企業釐清是否有違法性。 

    除此之外，因應疫情，日本去年新成立數位庭，把很多行政程序電子化，

例如競爭主管機關，針對聯合行為的政策已經同意可以用電子郵件，未來可

以整體切換，那疫情的影響加速了電子化的推動，那我們未來可以考量。像

我國聯合行為一定要書面或去公平會口頭陳述，那這部分或許在行政程序

方面可以有調整空間。 

    那像這次疫情，日本主管機關有明確表態的是在例如在防疫的重要物

資，像是口罩、酒精等，疫情剛爆發時零售價格可能特別高，所以為了避免

這種情況有些廠商會去限制轉售價格，這可能會是競爭法上的問題，但特別

表態說可能是為了避免因為疫情而產生、炒作重要物資的價格的話，做這個

限制是沒有競爭法上的問題的，不過還是有做提醒是，如果做發售的話還是

會違法，基本上沒有直接說因為疫情就放寬，會想辦法盡量把一些不明確的

地方讓大家知道規則，或知道線在哪裡，大家可以照著操作。 

    那剛剛針對幾為與談人還有報告團隊都有提到針對一些弱勢族群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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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在日本他們對於交易談判上處於相對弱勢的中小企業，他們有特別的法

規就是下請法，避免地位濫用的法規有特別去做政策性表態，會積極執法。

弱勢的中小企業在疫情期間會面臨大企業單方的去要求一些條件改變或改

單等等，那像這種情況他其實具體來說，違反針對弱小企業保障的法律，去

年的行政指導就有 8000 多件，是歷年來最高，所以這塊是有去強化對於弱

勢中小企業的保護，例如執法事例有包含製造業公司因為銷售額減少所以

延遲付款或直接取消大筆訂單等等。都有可能有濫用優勢地位違法的疑慮，

像是針對一些新創的產業，有公布一些指針，或對於那種約聘人員的勞工，

在面對雇傭方以及仲介業有制定指針，業者的應遵守事項。強調事業必須注

意到不要因為疫情而有違法態樣。 

    廣告不實也因為疫情有預防商品不實的表示、健康食品的表示。最後在

政策面上例如在日本有些地方因為人口減少的關係，像銀行或公車等基礎

建設，很難有其他事業提供，但因為疫情或人口減少，經營越來越困難，所

以可能希望像企業結合或約定共同經營，本質上像聯合行為，原本會有競爭

法上疑慮，但後來透過內閣，金融庭或交通部等等訂了特別法，排除違法疑

慮，但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拉進來，前提可能是像公車如果是要整併的話要

經過主管機關對營運計畫的審查，就排除有競爭法上的疑慮。分享給計畫團

隊看那些是我們適合參考的謝謝。 

江雅綺副教授： 

    非常謝謝皓芸教授提供我們日本非常 detail的現在的關於COVID-19競

爭法的轉變，包括針對弱勢族群還有防疫物資還有一些和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所立的特別法還有特別法規等等。還有日本三一一震災的部分其實也是

可以作為重大經濟巨變除了經濟大蕭條以外的一個比較的對象。包括剛謝

教授有強調包括皓芸教授也有強調，在一些程序上面的細節，我們之前比較

著重在實質面上所以在程序面可能比較沒有討論到競爭法主管機關可能在

用電子郵件或視訊會議這些程序上的轉變，非常謝謝皓芸老師給我們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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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指點，接下來請陳明郎教授，陳教授已經就 COVID-19 寫過文章我

們團隊也有拜讀，那非常感謝陳教授撥冗來參加我們的會議。 

陳明郎研究員： 

    謝謝謝教授的邀請，我本來預期會有一個期中報告可以看一看再講，但

好像沒有所以我只能就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還有您剛剛 presentation 的一些

想法提供一點自己的看法。 

    你這個計畫是談重大經濟巨變下競爭法主管機關大概是公平會應有的

思維，以新冠肺炎為例，我們先具體看新冠肺炎有造成那些廠商更壟斷，更

容易有聯合行為，那公平會可能就先提早介入，我的感覺 COVID-19 也沒

有造成更多廠商壟斷，景氣好的時候比較會勾結，景氣不好的時候也不是一

定的，COVID-19 有些比較損失的廠商、有些比較贏面的廠商我覺得贏面廠

商比較有可能的是電商，尤其是網路銷售商像 MOMO、蝦皮，這些廠商是

WINNER，相對於旅館、旅遊、零售、百貨、服務業是 LOSER，通常 LOSER

比較不可能去勾結因為他們基本上是減損，減損的情況下要去勾結要去提

高價格很難，但電商、快遞廠商近年更加蓬勃，更有可能去做大，因為他餅

做大，餅做大就有可能有一些勾結、聯合行為，很多零售商因為很多人不想

去店面，可能透過電商上架，電商可能要求比原本不合理價錢，之間的條件

公平會應該去注意一下，若賣不了多少東西但一個月要跟你收很多錢，這些

規定相對以前有沒有比較不合理，因為很多小公司支持不下，電商除了賣之

外還要跟運輸的結合，一般來講大電商比較容易，這些是不是有，有沒有我

們不曉得，但有的話可能要想辦法去減少勾結，對消費者不合理對小供應商

也不合理，所以要去介入。 

    因為像電商、UBER EATS 這種運送食物的廠商，他們在這一波在零售

業裡面是比較佔優勢的人，公平會要介入但這一波也有很多占優勢的公平

會可能介入的了或介入不了。除了電商外，大概有三個，一個是網路一個是

金融第三個是營造，像海運顧客在國外，對我們影響不大，但金融業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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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跟公平會所規範的不一樣，所以應該要注意，包括營建商，房價已經漲

了 30%了，這一波怎麼查怎麼罰，公平會是不是應該往贏面廠商比較會勾

結，目的為了賺錢，賺錢當然是好的有繳稅政府才能運作，但賺錢如果是靠

不良的手段來賺錢就不是我們鼓勵的，在有競爭的市場下競爭，不能違反過

去的規定，公平會應該有調查，那些底線接近了應該要未雨綢繆，這邊交給

法律專家，經濟學家比較不懂只能幫忙 identify 那些產業比較可能(比較賺

錢的)比較不可能(比較不賺錢的)賺錢可能包括對顧客的剝削，蔡老師提到

這一波變網路交易，雖然網路交易都有資訊不論有無登記只要違反就不讓

他營業，進來就要受到我們的規範，有規範銀行拿到客戶資料可以怎麼用，

對電商一些 online 的註冊都沒有這些規範，至少在我註冊理面都沒有說這

些資料不允許打電話給我、email 給我，常收到一堆垃圾，甚至把資料賣給

一些駭客，常點到釣魚網站耽誤很多個人時間，但可以用公平會對廠商要求

來減少這些困擾。 

    所以只要把好的廠商規範好，其他會比較好，因應這一波政府應該要改

變，不用書面，用 email 就可以了，把一般人視為好人，但依照等價，若有

違法就重罰是一個 win win 的政策，政府是專買者很多事情可以去做增加廠

商競爭，政府比廠商更應該改造，增加競爭的產業，我們是個數位化社會也

許往這方面走是可以。 

    最後我覺得主持人把競爭危機跟這個 COVID-19 去比較不是很好，競

爭危機應該可以比較 2008 因為那是比較大廠商出問題，這次 COVID-19 出

問題都是小公司像是旅館，依照美國資料都是小廠商所以著眼點應該是財

政部怎麼去救濟，會比公平會的角色還大避免造成後遺症。 

江雅綺副教授： 

    謝謝陳教授帶給我們的啟發，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一開始陳教授就有

提到也許 COVID-19 像我們的研究報告裡都 focus 在 COVID-19 的負面影

響，像是國家補助、包括瀕危企業救援。但陳教授給我們很大的啟發是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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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是在正面影響，競爭法這邊更應該注意這些 winner 可能產生壟

斷或限制競爭。陳教授還提到一點國家資金是否流入錯誤行業，我想也可以

跟謝教授一開始提到是否有些產業是假借補助之名，拿到不應該拿到的補

助，實際是歧視性待遇，這部份我們研究團隊會做一些團隊。 

    那陳教授也有提到我們在比較各個不同的經濟巨變的時候要注重是那

些形式的公司受到影響，也許受到較多影響的是小公司，競爭法要保護弱勢

族群。政府改造的部分包括競爭法主管機關可能在一些管理或行政程序會

因應 COVID-19 做一些改變，政府會做一些改造的部分，會在各國，競爭法

的機關是不是有做一些改變或是建議可以做一些調整，會做補強。感謝各位

教授的意見，我們在這份報告最後會再檢送各位先進，那再請各位再給我們

指點，之前沒有傳送內容是因為報告還沒有定案，會讓大家看得很辛苦所以

先跟各位致歉，最後定案後會再傳送給各位與會的先進。那不知道公平會的

長官邱小姐跟戴科長是不是有要給我們指點的地方。 

    我有看到戴科長有給我們期許，是研究要依報告審查意見以及現在專

家座談會各位與會先進給我們很多指點，會依照這部分做一些加強。研究夥

伴曾律師和許律師有沒有什麼想請問與會的專家。 

曾律師： 

    我是曾律師，感謝各位先進給的意見，我有聽到一個特別有趣的地方是

如果在針對特定企業補助，因為疫情影響而有損害的這些企業的話是不是

可能造成歧視性待遇的競爭法的問題，我自己也是突發奇想會不會反過來，

其實網購或網路電商回頭來說政府應該不要補助，他們是夕陽產業然後違

反自由競爭，這只是我自己突然想到的一個無稽之談啦，想看大家對這個有

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謝謝 

江雅綺副教授： 

曾律師有沒有比較針對哪一位先進的內容可以提出的問題 

曾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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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請問謝國廉謝教授 

謝國廉教授： 

    我想因為這邊牽涉到比較多個國家，一般來講應該是不至於，因為目前

看到的不是針對一個特定國家或特定國家裡面比較大的產業有可能會有這

樣的情況，所以一開始我特別提到說有各國在執行補貼的時候有一些細節

這個東西是可以進行分析的，這是比較值得探討的問題。那有沒有廠商會抱

怨，目前資料是沒有這個情況。 

江雅綺副教授： 

    謝謝謝教授針對浩維的問題，我想謝教授剛有一再提醒我們在法規的

細節上團隊這邊要做努力，那我們也會加強，團隊這一次整理了比較廣泛各

國的資料，那深度的部分可能是我們未來要努力的地方。是否有其他先進要

指點或其他夥伴要提問的。那我總結一下:一個是說有沒有假借補助之名行

歧視性待遇，國家資金是不是流入錯誤行業，這部分我們要補充比較細膩的

法規細節面；第二個是保護弱勢以及因為 COVID-19 就經濟影響面向上比

較受影響的是小公司、中小企業跟金融危機受到影響的是大公司是不同的；

第三個我想日本 311 經濟賑災有提出一些特別法規，這是我們可以參考；

第四個競爭法的主管機關在程序上他受到 COVID-19 所做的一些改變像是

用視訊或電子郵件來做一些聯合行為的申報等等；第五個是最後陳老師有

提到說也許除了負面影響的產業外正面影響的產業像是電商，是不是變得

更壟斷，這是未來可以補充的地方。未來在報告有定案後會再寄給各位，再

請各位給我們指證。今天非常感謝大家撥冗上線，這時候因為 COVID-19 實

體參與都改成線上也很方便的，沒有影響到品質，那今天這個會議先到此結

束。想請問一下助理是不是有截圖，還有出席費的部分有一些補貼，那這邊

先結束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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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經濟巨變下競爭法主管機關應有之思維與應
對-以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為例 

摘  要 

關鍵詞：新冠肺炎、競爭法 

    近年來在 COVID-19 疫情持續蔓延下，已對全球社會及經濟造成巨大

衝擊，面對 COVID-19 引起經濟停頓的「黑天鵝」事件，企業大多試圖在

經濟衰退期間保持穩定，而各國政府則在積極進行疫情控管的同時，陸續

祭出紓困方案或補助措施，以協助企業度過疫情危機，並致力於制定有效

的經濟復甦策略。 

    然而，產業振興政策不應淪為保護政策，政府部門除了提供短期防疫

補助外，亦應建立長期政策以協助市場回復到開放的競爭環境。換言之，

政府補助措施應具合理、透明及可預見性，於疫情好轉時應立即收手以避

免持續干預市場。故政府退場的時間點是重要關鍵，太早執行退場機制將

難以確實協助廠商，反而無法恢復市場的競爭；而太晚執行退場機制則使

廠商過度依賴政府的扶植，反而降低廠商競爭及參與市場的誘因，相關內

容皆屬於競爭法之重要課題，有進行深入研究之必要。 

    是以，研究團隊蒐集了各國因 COVID-19 對產業造成之影響，並比較

美國、歐洲及亞太等其他國家對於競爭法主管機關於 COVID-19 疫情期間

之執法與重要案例，比較其與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異同，並邀集國內競

爭法、產業經濟專家學者進行座談，以充實觀察視角與研究內容。以下分

就政府及競爭法主管機關因應疫情採取之政策建議進行說明: 

一、對政府競爭政策之建議 

(一)繼續支持及遵守競爭政策原則和其執行 

    過去的危機表明，競爭政策和執法在加強市場復原力和支持經

濟從危機中迅速恢復方面可發揮根本作用。因此，強而有力的競爭

法執法與遵守可以在政府應對經濟危機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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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應繼續為競爭法主管機構提供資源與支持，並在危機期間和危機

後請教競爭法主管機構的專業知識，以確保市場在危機後運作良好，

能夠支持經濟增長。 

(二))國家援助措施應減少對市場競爭的影響 

    政府在計畫市場干預措施時，應儘量減少對市場競爭的影響，

並儘可能避免有選擇地援助那些在危機前已經倒閉或存在重大結構

問題的公司。在這一關鍵時期，針對特定公司的措施應精心設計，

為解決所發現的問題而嚴格制定，並應是臨時性的，同時需密切監

測。所做的任何投資(如股權)，包括公司的國有化，應在條件允許時

儘快退出，並以促進競爭的方式進行。在危機顯示需要對企業施加

新的措施的情況下，需適當地、透明地對企業進行援助及補償。各

國政府應與其他司法管轄區合作，確保在所採取的方法上有一定程

度的國際共識，以維持各國之間的公平競爭環境。 

(三)避免過度的保護主義，扭曲市場 

    政府應仔細考慮限制那些不必要地扭曲公平競爭環境的國家干

預措施，並考慮徵求競爭法主管機構的意見。在規劃市場干預措施

時，政府應確定該措施對於解決市場失靈是必要的和適當的。他們

還應該確保所採取的任何支持措施是透明和臨時的。最後，政府應

確保沒有其他的解決方案可以在限制競爭方面帶來更低的負面影響。 

(四)在中長期內逐步取消政府對市場的各種干預措施 

    競爭政策可以為退出市場干預戰略的制定提供參考，使市場機

制在危機後得以恢復，同時避免對市場的損害，如干預政策無計畫

的退出。支持措施應以合理、透明和可預見的方式在時間上加以限

制，政府應在條件允許時儘快停止提供支持及實施干預政策。退出

策略可包括在市場情況允許時儘快引入退出國家干預與支持的激勵

措施(如政府資本重組的高額報酬或要求嚴格的股息報酬政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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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進競爭的方式使市場回歸正常。政府在設計退出戰略時，應依

靠競爭法主管機構的建議。但這可能很複雜，需要仔細考慮，特別

是在平衡靈活性和法律的確定性之間。 

二、對競爭法主管機構的執法建議198 

(一)面對重大經濟巨變 競爭法仍扮演重要角色 

    市場競爭有助於促進經濟復甦和恢復運作良好的市場。面對重

大經濟巨變，亦不應放棄競爭政策標準或放鬆競爭法的執法目標，

但與此同時，競爭法主管機構的行動，應該基於對產業和市場變化

的了解。以 COVID-19 的情況而言，如確保國家資源沒有被濫用、

受到負面影響的產業是否得到公平的機會、受到正面影響的產業是

否有違害市場競爭的行為…等。另一方面，在執法程序上，由於疫

情需求，程序的靈活性與程序時效，亦應是重要考量。 

(二)注意執法行動的順序與彈性調整措施的透明化 

    競爭法主管機構的執法行動，基於對產業和市場變化的了解。

因而主管機關的行動重點，應主要集中在那些可能受到危機影響最

大的經濟部門(如醫療保健、航空、旅遊)。競爭管理機構應允許或支

持有助於加快經濟從危機中恢復的舉措(如促進企業在氣候變化方

面的有效合作)。競爭法主管部門的行動應集中在：(1)允許並促進市

場的激勵機制，以迅速應對危機產生的需求(如基本藥物、醫療產品

的生產)；(2)限制延長危機影響和減緩經濟復甦的市場反應(如勞動

力市場的反競爭行為和宣傳)。倘若有一些彈性、權宜措施，競爭法

主管機關應以與有關部門溝通相關調整，並讓規則透明化。 

(三)密切監測價格的大幅和快速上漲 

 
198 梁珮玟，前揭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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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重大經濟巨變，市場價格極可能出現大幅波動，主管機關

宜密切監測價格，列為執法重要事項。除在必要時刻採取執法行動，

亦可在適當的時候使用臨時措施或發放警告信來迅速制止這種行為。 

(四)可提供一般指導或個案快速審查 

    重大經濟巨變之下，產業需要更多合作以共渡難關。此時執法

機關可以就聯合行為標準做出彈性的調整。這些調整措施可以是對

企業的一般性指導，也可以是如澳洲的例子：採行個案審查。更具

體地說，如為了促進關鍵健康產品(如疫苗或基本藥物)的合作開發，

此類情況競爭法執法機關可就產業合作，做出彈性措施。不過，主

管機關應確保這些安排是臨時的，並且不影響公平競爭的核心目標。

避免如「危機卡特爾(Crisis cartels)」的情況：在穩定企業方面取得

的效益有限，卻對消費者造成了嚴重損害。 

(五)注意企業結合的實質與程序效益 

    由於重大經濟巨變，陷入財務困境的企業可能更傾向與競爭對

手結合來改善其狀況。執法機關對此類結合案例，應注意交易所產

生的利益是否大於危害，確保結合構成「救援結合」，以避免對市

場產生長期負面結構影響的反競爭結合的風險。此外，處於困境中

的公司，如果調查期間過久，可能造成公司狀況的快速惡化。為了

程序效率，競爭法主管機構可以因應重大經濟巨變，採取程序上的

改變，以確保更有效率地審查。 

(六)限縮彈性或例外的執法標準 多方溝通並盡量透明化 

    倘若執法機關基於其他公共政策考慮(如快速因應重大經濟巨

變)，因而做出的例如或彈性的決定，應限縮於必要情況，一切規則

與措施並應盡量透明化。競爭法主管機構應在讓這些因應經濟巨變

所採取的彈性與例外的標準，在可能情況下盡量限縮，而非任意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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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且應將所有例外規則的考量與適用，與相關部門溝通、並盡量

透明。 

(七)盡量尋求程序上的靈活性 

    鑒於因疫情而被限制的人員移動(和競爭法主管機構工作人員)

的措施，以及需要優先處理危機有關的事項，競爭法主管機構應探

索在程序中的靈活性，包括在合理的情況下加速減免結合中的停頓

義務，以及在必要時加快審查結合的機制(如電子文件)，延長期限和

推遲處理非緊急案件。任何此類靈活性的使用和調整後的程序都應

考慮到正當程序的權利。 

    最後，很榮幸研究團隊有機會對如此深具意義的題目，進行研究探

索，並且要誠摯感謝公平會長官、審查委員們、以及產業經濟界的朋友提

供的寶貴建議與研究協助。當然所有謬誤與不足之處，仍屬研究團隊之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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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nking and reaction of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during major economic changes - 

using the example of the effects of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COVID-19) 

 

                 Abstract 

Keywords：COVID-19, antitrust laws 

In recent years, the continued spread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has had a 

huge impact on global society and economies. Most businesses tried to maintain 

stability during the economic downturn while governments in various countries 

actively worked to combat the epidemic and offered relief plans or subsidies to 

help. Businesses survived the epidemic crisis and worked to formulate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economic recovery. 

However, the policy to revive the industry should not be reduced to a 

protection policy.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short-term subsidies to combat 

epidemics, government agencies should also take long-term measures to help the 

market return to an open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Therefore, the timing of the 

government's exit is an important key. Exiting too early does not help 

manufacturers and cannot restore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Exiting too late 

makes producers too dependent on government support, which reduces 

competi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market.  

Therefore, the research team collected the datasets of impact of COVID-19 

on the industry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compared law enforcement and major 

competition authority c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sia-Pacific and other 

countries during the COVID -19 epidemic and compared their competition with 

my country.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judicial authorit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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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competition law can be discussed by experts in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academics to enrich the observation perspective and research content.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explain 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dop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in response to the epidemic: 

1. Competition policy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government. 

(1) Continued support for and adherence to the principles of competition 

policy and its implementation. 

 Past crises have shown that competition policy and enforcement can 

play a fundamental role in strengthening market resilience and the 

economy's rapid recovery from cris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e to 

provide resources and support to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and consult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risis. knowledge to ensure that 

the market functions well after the crisis and can support economic growth. 

(2) The state should reduce the impact on the market when supporting 

measures. 

When planning market intervention measur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minimise the impact on market competition and avoid selective 

support for companies that closed before the crisis or had major 

structural problems. If the crisis show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impose 

new measures on companies,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adequate and 

transparent support and compensation to companies. Governments in 

all countries should work with other jurisdictions to ensure that there is 

some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on methods to maintain a level playing 

field between countries. 

(3) Avoid excessive protectionism from distorting t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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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vernment should carefully consider whether to limi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at unnecessarily distorts the level playing 

field and seek the views of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They should also 

ensure that any support measures taken are transparent and limited in 

time. Final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sure that there is no other 

solution that can have a lesser negative impact on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4) Government gradually removes intervention measures on market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Competition policy can provide a guide for formulating market 

intervention exit strategies so that the market mechanism can be 

restored after the crisis while avoiding damage to the market, such as 

an unplanned exit from intervention policy. Support measures should 

be time-limited in a reasonable, transparent and predictable manner.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d the support measures and implement the 

intervention policy as soon as conditions allow.  

2.Recommendations of the competition law authority 

(1) Do not weaken the enforcement and advocacy of competition law 

    The actions of the competition law authority should ensure that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is properly considered.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during crisis requires flexibility in procedures, as well 

as quick and careful assessment of mergers or other similar actions. 

(2) Law enforcement should focus on the most effective 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The enforcement and publicity work of the competition law 

authority should focus on those economic sectors that may be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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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ected by the crisis (such as healthcare, aviation, and tourism). 

Competition agencies should allow or support initiatives that help 

accelerate the recovery of the economy (such as promoting effective 

business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To be more specific, the 

actions of the competition law authority should focus on: a. Allowing 

and promoting market incentives so as to be able to swiftly respond to 

the demand generated by the crisis (such as the production of essential 

drugs and medical products); b. Limiting the market responses that will 

extend the impact of the crisis or/and slow down the economic recovery 

(such as anti-competitive behavior and related propaganda in the labor 

market).  

(3) Closely monitor the substantial and rapid price increase 

In the face of major economic changes, market prices are likely to 

fluctuate sharply, and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should closely monitor 

prices and list them as important matters for law enforcement, as well as 

using temporary measures or issuing warning letters when appropriate 

to quickly stop such behavior. 

(4) Provide guidance on legal cooperation between competitors 

This can include general guidance for dealing with the current crisis, 

as well as quick case-by-case guidance for companies (for example, 

opening up fast lanes to provide advice on specific cooperation cases). 

Authorities should ensure that these arrangements are temporary and do 

not include core restrictions such as fixed prices. "Crisis cartels" have 

achieved limited benefits in stabilizing enterprises, but they have caused 

serious damage to consumers. Therefore,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should 

be vigilant about its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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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ntinue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business mergers, especially the 

"rescue combination" 

Anti-competitive mergers that cause a long-term negative impact 

on the market should also be prohibited in times of crisis.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further emphasis on evaluation of efficiency. 

Companies in financial distress may improve their situation by merging 

with healthy competitors. The transaction should be carefully reviewed 

to ensure that the merger constitutes a "rescue combination" to avoid the 

risk of approving anti-competitive mergers that will cause a long-term 

negative structural impact on the market. It is important to strictly apply 

the competition law to the arguments made by a dying business 

regarding its merging plan with another company. As a result. the 

competition law authority should adopt procedural changes to ensure 

faster review with mergers involving bankrupt companies. 

(6) Minimize the use of exceptions based on the public policies arguments 

in merger control 

Decisions based on public policy considerations should be limited 

to special circumstances, implemented in a transparent manner, and 

undertake it only when there are no less restrictive alternatives. If the 

power to approve anti-competitive mergers based on public interest 

considerations belongs to another government agency, the competition 

law authority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use of alternative policy 

measures so as to achieve the same public interest objectives while 

minimizing the restrictions on competition. 

(7) Seek procedural flex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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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etition law authority should explore flexibility in the 

procedure, including speeding up the reduction or exemption of the 

suspension obligation in the merger under reasonable circumstances, and 

speeding up the review of merger (such as via using electronic 

documents) when necessary, extending the soft deadline and deferring 

the processing of non-emergency case. Any use of such flexibilities and 

adjusted procedures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right to due process. 

    Finally, Our research team is honored to have this the opportunity to conduct 

researches on such a meaningful topic, and we would like to sincerely thank the 

President of the Fairness Council, the review committees, and friends in the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fields for their valuable suggestions and research 

assistance. Certainly, all fallacies and deficiencie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research te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