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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折扣之競爭效果

一、折扣之類型

(一)單一產品折扣：例如忠誠折扣(loyalty rebates)，消費者買愈

多，折扣愈多。本文將以忠誠折扣作為討論重點。

(二)多數產品折扣：例如捆綁折扣(bundled discounts)，消費者

購買愈多不同的有線電視頻道，折扣愈多。

二、忠誠折扣之反競爭效果

(一)促進勾結效果

既有廠商透過忠誠折扣，降低市場參進廠商擴張市占率的機

會及進行降價競爭的誘因。面對既有廠商龐大的市占率，新進

廠商可能以非競爭價格將銷售目標集中在少數偏好自己產品的

客戶，而非以低價爭取獨占廠商之交易機會。此外，藉由忠誠

折扣，可大幅的誘離價格與產出，讓卡特爾成員更容易發現悖離

者，形成一種監督機制。

(二)排除效果/提高競爭者成本

1、使競爭廠商無法取得足以實現效率規模的進入市場需求。

2、掠奪性訂價。

3、建構市場參進障礙。

三、忠誠折扣之促進競爭效果

(一) 配置效率與技術效率

當市場多數廠商採行忠誠折扣時，市場價格趨近於邊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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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搶量的過程中，會讓廠商更重視有效率的

零售商，而讓有效率的零售商得到更多量與更低

價的進貨。

(二)獨家交易

當忠誠折扣出現獨家交易之效果時，也可實

現獨家交易所具有之正面效果，如避免零售商

bait-and-switch行為，促進不同品牌競爭、降低

交易成本與供給風險等。

貳、美國及歐盟競爭法對折扣行為之規範

一、美國法對折扣行為之規範

美國法之規範原則，主要關切者為回溯性折

扣(retroactive rebates)。回溯性折扣，指消費者

原本已購買60%消費量，而折扣讓消費量增加至

80%，折扣優惠將回溯到前面購買的60%消費量。

美國法對折扣行為規範，除2009年的Intel案

之外，多數是民事損害賠償訴訟，主要依掠奪

性訂價及獨家交易之正、反面競爭效果之相關

理論來進行審理，審理過程多依循相關市場界

定與市場力量決定，再加上競爭效果評估的過

程。其中，與忠誠折扣相關的主要案例如下：

(一)Barry Wright Corp. v. ITT Grinnell Corp(724 

F.2d 227, 1983)：Grinnell是製造避震器(用

於核電廠之機器設備)的廠商，Barry Wright

則是上游供貨廠商，另一家廠商P a c i f i c 

Scientific(市占率約70%)發現Grinnell有刻

意支持Barry Wright情形後，爰提供優惠折

扣給Grinnell，並要求Grinnell每年大量採

購，Barry Wright認為前述折扣行為是封鎖

競爭。本案因折扣後價格仍在成本之上，且

實施折扣後，Pacific Scientific市占率不升

反跌，故法院認定未違法。

(二)Concord Boat Corp. v. Brunswick Corp.(207 

F.3d 1039, 2000)：Brunswick是製作小型私

人遊艇業者(市占率約為75%)，為增加銷售

而提供折扣予買方，但相對要求一定量的訂

單。與前開案例一樣，法院認為Brunswick

在實施折扣期間，其利潤與市占率均下跌，

認定仍有一定比率市場供其他業者競爭，且

價格也在成本之上，故法院裁定被告未違

法。

(三)Virgin At lant ic Airways Ltd. v.  Br i t ish 

Airways(257 F.3d 256, 2001)：Brit ish 

Airways(市占率約40%)因Virgin Atlantic競

爭力強大，爰計劃提供旅行社折扣，且機票

量越大，折扣比率越高，Virgin Atlantic以成

本大於利潤，控訴被告折扣目的不在增加銷

售收入，而在刻意排除競爭。但法院以無法

證明因果關係(英航訂票增加與提供折扣)，

且原告未因被告提供折扣而市占率下降，故

法院認定未違法。

(四)Intel案(2009)：本案特別之處為FTC係以不

公平競爭條款處理，對市占率的要求不如休

曼法來得高。Intel以提供折扣給OEM廠商，

要求廠商儘量採用 Intel的CPU，而不要用

AMD的CPU，且願意付錢幫廠商解決可能

造成的訴訴問題。FTC認為本案已達到百分

之百排除效果，也做了價格成本分析，認為

Intel有掠奪性訂價行為，並推估Intel於排除

競爭後有回收成本之可能，但本案最終係以

和解結案。

(五)ZF Meritor, LLC v. Eaton Corp.(696 F.3d 

254 2012)：Easton為北美大卡車傳動器供

應商，其提供折扣給下游廠商，並要求廠商

簽定獨家交易協議。本案雖然價格仍高於成

本，但法院認為本案有造成獨家交易之事

實，故認定被告違法。

(六)Eisai Inc. v. Sanofi Aventis U.S. LLC.(821 

F.3d 394, 2016)：Sanofi為抗凝血劑廠商，

其提供折扣予買方。但本案因價格仍高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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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long-run average incremental cost)，且

Eisai無法證明其在相關市場無法競爭，又查

醫院不會因為移轉訂單而受到不利，故法院

認定未違法。

二、歐盟法對「折扣」行為之規範

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認為回溯性折扣及個別

化折扣(客製化折扣)較有產生不利競爭之效果。

執法方面採取「以效果為基礎」(effect-based)的

檢視法。

主要之檢視標準為「同等效率競爭者」(as 

efficient competitor，AEC)，以具支配地位廠商

之價格減去顧客轉換賣方所失去的折扣，計算出

一個得以讓和支配廠商具同等效率的進入廠商有

效競爭的有效價格。若有效價格大於長期平均增

支成本(long-run average incremental cost)，則

無排除效果。若有效價格小於平均變動成本或平

均可避免成本，則有可能有排除的效果。若有效

價格介於二者間，則進一步判斷其他因素。

以下為歐盟法折扣行為規範的代表性案例：

(一)Hoffman-La Roche(1979)：Hoffman-La 

Roche是維他命供應商，具有高市占率及市

場力量，歐盟認定其所從事的折扣行為，所

付出的折扣與所獲得的利潤不成比例，判定

該折扣行為違法，並未進一步作價格與成本

的比較，形成一種「準當然違法原則」，至

今仍為有效判決，且經常被引用。

(二)British Airways(2000)：British Airways與旅

行社簽定折扣契約，購買機票量越多，折扣

越高，歐盟認為前項行為對旅行社有高度誘

因，造成其他競爭者進入市場成本提高，而

消費者的選擇減少，且付出的折扣與所獲得

的利潤不成比例，故認定違法。

(三)Prokent/Tomra(2006)：Tomra係自動退瓶機

廠商(市占率約75%)，本案涉及獨家交易與回

溯性忠誠折扣，雖然被告提起效率抗辯，但因

無實證未被接受，歐盟認為證據顯示其行為有

濫用市場排除競爭的目的，故認定違法。

(四)Post Denmark(2015)：Post Denmark係國

家特許事業，其在大宗郵件有支配地位(市占

率約70%)，客戶寄送郵件越多，獲得折扣越

高，歐洲法院同意其結果會綁住消費者，影

響市場競爭，剝奪消費者的選擇，建構參進

障礙，使潛在競爭者難以進入市場，故認定

違法。

參、2017年Intel v. Commission案

一、執委會處分

2000年，AMD向執委會檢舉Intel與OEM廠

商間的CPU銷售契約有違反歐盟競爭法之嫌。

2007年，執委會就 Intel和Dell、HP、Acer、

NEC及 IBM等5家OEM廠商間的銷售契約發出

「異議聲明」(statements of objection)。2008

年，執委會召開第一次聽證(hearing)，並就Intel

與MSH(Media-Sturn-Holding，歐洲最大桌上型

電腦零售商)契約部分，補提新的異議聲明。

2009年，執委會處分的主要理由：

(一)附條件折扣(conditional rebates)：忠誠折扣

之約定。

(二)惡質性限制(naked restriction): Intel支付

OEM對價，要求其延後、取消或限制在其產

品中使用AMD之CPU，進行以排除AMD為目

的的整合性策略。

二、一般法院

2009年，Intel針對處分上訴歐盟初審法院一

般法院，依下述理由請求撤銷執委會之處分：

(一)對於排他折扣是否為惡質性限制，以及對競

爭效果的評估，未盡到應有的舉證責任，未

能全面性地考量相關事證。

(二)域外管轄：對於Acer(臺灣)和Lenovo(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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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的折扣，歐盟沒有管轄權。

(三)程序問題：執委會並未記錄與Dell人員之會

外接觸，而其內容可能有利於intel。此外，

執委會未准許召開第二次聽證會。

(四 )罰鍰計算問題：適用行為後才修改的罰鍰

計算原則，而罰鍰金額過高，不符合比例原

則。

(五)Intel對於違法行為沒有故意或過失。

2014年，一般法院維持執委會之處分，理由

如下：

(一 )對於競爭效果的評估未盡到應有的舉證責

任、未能全面性地考量相關事證、域外管

轄、故意或過失等爭點，一般法院均認為執

委會已盡舉證責任，認定執委會沒有違法。

(二)依Hoffman-La Rosche對折扣所採之「準」

當然違法原則。

(三)程序問題：關於執委會未記錄與Dell人員之

會外接觸，一般法院認為該接觸並非正式接

觸，故無須記錄，而該項瑕疵，已因執委會

事後提供得公開之會面資料而被矯正。

(四)罰鍰計算問題: 執委會得回溯性地適用新的罰

鍰計算原則。

三、歐盟法院

2017年，歐盟法院依下述理由撤銷一般法院

之判決：

(一)關於域外管轄部分

不論是依履行地(implementation test)或效果

主義(qualified effects test)皆具有管轄權。Intel的

銷售案安排有可預見、立即及實質的效果。

(二)關於程序的問題

歐盟第1/2003號第19條規定，並未區分正

式及非正式的會議，所以均應記錄，而執委會與

Dell人員的會談，內容確實存在有利於Intel的事

證。雖然未記錄的部分未被採為處分的理由，但

Intel若能證明未記錄部分對其有利，且未記錄該

部分會使最後處分結果不利於Intel，則Intel可請

求撤銷。

(三)關於證據考量與效果評估部分

歐盟法院認為效能競爭必然會導致在價格、

品質及創新能力上較無效率的事業退出市場或

被邊緣化。“Competition on the merits may, 

by definition, lead to the departure of from the 

market or the marginalization of competitors 

that are less efficient and so less attractive 

to the consumer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mong other things, price, choice, quality or 

innovation.”(Paragraph 134)

雖然在歐盟條約第102條下，忠誠折扣一向

被視為是構成濫用支配地位之行為，但若未出現

排除或限制競爭的效果，則要有不同的分析架構

(Paragraph 138)。

基於上述判決書內容，歐盟法院進一步以合

理原則進行審理，依下列因素判斷忠誠折扣之違

法性：

1、企業之支配地位程度。

2、折扣所涵蓋的範圍。

3、折扣的條件。

4、折扣的持續期間及金額。

5、是否會排除「同等效率競爭者」(AEC)的效果。

其中，AEC之意義為，檢視假設與Intel具同

等效率的廠商，誘離Intel忠誠客戶是否是經濟上

可行的策略；若可行，則折扣較不可能限制競

爭，若否，則折扣的限制競爭效果較高。並且檢

視以下三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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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場中可競爭(contestable)數量的多寡。

2、相關的觀察期間(例如一年)。

3、競爭者之誘離價格是否低於其相關之競爭成

本(例如平均可避免成本)。

肆、Intel案之影響

歐洲法院似乎進一步確認了以效果為基礎的

合理原則來審理折扣案件之必要性，而在合理原

則下，法院或主管機關審視所有相關的事證的

必要性也增加。折扣行為的合法性，更進一步取

決於對市場競爭效果的限制程度，有高度的個

案色彩，必須逐案進行分析。實質上，等同於

不採Hoffmann—La Roche的濫用「目的」(by 

object)的違法類型。

Intel案是否為歐洲版的GTE Sylvania，成

為一個分水嶺的判決？其分析架構是否可被延伸

至非折扣案件？其判決論理，應否適用至所有以

「封鎖/提高競爭者成本」作為競爭損害理論之案

件？此外，AEC是否會成為執委會及法院所必須

進行的檢視法則？都有待後續的觀察。

伍、對我國以公平交易法處理折扣行為

之啟示

一、過去折扣行為的案例

我國過去折扣行為的案例有：關貿網路股

份有限公司對服務採行差別優惠方案、中華電

信股份有限公司行動電話資費優惠方案。主要

法條為(一)公平交易法第9條第1款：「獨占之

事業，不得有下列行為：一、以不公平之方

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 (二 )

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公平交易法對電信

事業之規範說明」第12點)：「有下列各款行為

之一，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

三、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

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

二、啟示

過去案例，過於強調「利誘」本身之負面意

涵，或許是受歐盟濫用「目的」違法類型的影

響，而較少競爭效果之分析。

特別是AEC的檢視原則，上述「關貿網路」

及「中華電信」二案僅簡要提及折扣封鎖了相

當的不可競爭市場，競爭對手無法在僅剩的可競

爭市場中取得足夠的數量，而未探討折扣後「價

格」與相關「成本」門檻之關聯。

依據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7條：「本法

第二十條第三款所稱低價利誘，指事業以低於成

本或顯不相當之價格，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

爭。低價利誘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應綜合當事

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

品或服務特性及實施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

以判斷。」可見我國對於折扣行為是否違法的判

斷宜加入正當理由的考量。

三、折扣行為可能違法的判斷流程

(一)實施折扣者是否有市場力量？

(二)市場是否存有充分的「可競爭」需求，足以

讓競爭者得以有效率的進入市場？

(三)競爭者的誘離價格是否低於其相關的成本門

檻？

(四)折扣實施廠商於「可競爭」市場中之價格是

否低於其相關之成本門檻？

(五)折扣之實施期間長短。

(六)折扣的實施是否基於效率的考量？

(本文係講座民國106年11月29日假公平會發

表之演講內容，經政治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楊宗霖

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6

FTC 公平交易通訊   NO.083    中華民國107年9月號

案例背景

W事業為外國知名數位繪圖板（d i g i t a l 

graphic tablet）製造商，W事業在我國設立子公

司（下稱W子公司），並透過國內2家經銷商及

近千家零售商將繪圖板銷售給消費者，且W事業

產品在我國的市場占有率約70%。公平會於民國

105年間接獲檢舉指稱，因為網路零售商在網路

銷售W事業產品的價格過低，W子公司要求經銷

商停止供貨給網路零售商。

「搭便車」有無正當性之審酌

限制轉售價格與共同定價等聯合行為具有類

似的水平效果，均屬於對於價格等核心競爭變數

之限制；但限制轉售價格具有提升通路效率、促

進品牌間競爭之經濟效果，此部分又與共同定價

等聯合行為缺乏任何促進競爭利益之性質不同，

因此，公平交易法第19條對於限制轉售價格採

「原則違法，但有正當理由不在禁止之列」之規

範方式。而事業所為限制轉售價格究竟是限制市

場競爭還是促進市場競爭，是否具有正當理由，

屬當事人之抗辯事由，當事人就其限制轉售價格

行為之正當性負有舉證責任，主管機關再就其所

提出「正當理由」加以審查。

案經公平會調查，W子公司承認曾指示經

銷商不要出貨給檢舉人，原因是接獲其他經營

教育通路之零售商抱怨，表示檢舉人在網路低

價販售W品牌繪圖板，導致學校方面壓低W品

牌繪圖板的採購價格。W子公司辯稱禁止網路

零售商低價銷售，目的是要維持教育通路零售

商的利潤，以鼓勵教育通路零售商提供售前服

務。但公平會調查發現，網路零售商與教育通

路零售商是兩個不同的市場，網路零售商低價

策略，不會搶走教育通路零售商的客戶，故無

「搭便車」的顧慮；同理，限制網路零售商的

價格競爭，也無法增進教育通路零售商提供售

前服務的誘因。因此，公平會認為W子公司所

持理由無法成立，構成違法的限制轉售價格，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結語

公平會呼籲，事業限制轉售價格時，務必注

意有無競爭考量的經濟上合理事由，並且應有

相對應的事證以玆佐證，以免因限制競爭而觸

法受罰。

「防免搭便車」可否為限制轉售價格的理
由？
網際網路乃上個世紀影響人類生活最重大發明之一，網際網路對商業最大的影響就是電子商務的出

現，把「商店」一詞的概念從實體延伸到虛擬世界，同樣地也把實體世界「反競爭」及「促進競爭」的經

營行為帶到虛擬世界，而上游業者宣稱為了防止線上購物對實體通路的搭便車效應，採取控管價格措施，

是否都有其正當理由呢？

■撰文＝林學良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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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臺中港進口鹽裝卸作業勞務採購招標案是臺

中港少數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之裝卸業務，此項

進口鹽裝卸作業自民國97年辦理公開招標後，

進口鹽裝卸費用因競標結果較以往費用滑落超過

50%，而不到過去承作價格之一半，以致於104

年底臺中港重新辦理「105年至106年臺中港進

口鹽裝卸作業勞務採購公開招標案」時，成為既

有散雜貨裝卸業者試圖扭轉過去進口鹽裝卸費用

低落之機會，因而涉及聯合圍標。

圍標之合意內容

公平會調查發現，可於臺中港全部公用碼頭

經營散雜貨裝卸業務而得參與前述招標案者僅A

公司、B公司及C公司等3家業者。然A公司與B公

司卻利用C公司因承作他項裝卸業務無力再承作

進口鹽裝卸業務之際，於民國104年11月至105

年2月期間，就前述招標案的投標價格透過2家事

業的總經理聚會討論、共同決定提高標價，達成

圍標之合意，為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案經

交叉比對A公司、B公司及該等公司相關人員之

證詞、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紀錄及前述招標

案的投標標價清單等資料，顯示A公司於開標前

即知悉B公司之標價、該2公司均於同日完成投標

作業，且事後證實該2公司之標價及未出席開標

均與「LINE」內容一致，可證該2公司就前述招

標案的標價及是否參與開標有彼此討論及交換產

業訊息之行為，並據以執行。前等行為，事實上

已導致招標單位逐次提高底價，且最終簽定之勞

務採購契約單價從過去之價格提高28%，而屬合

意提高標價之聯合行為。

結語

A公司與B公司互為水平競爭事業，本應透過

較有利的價格、品質、服務或其他交易條件爭取

交易機會，然而該2公司卻透過聚會方式共同討

論並決定提高前述招標案之標價，達成圍標之合

意，為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已肇致前述招

標案的競標機制遭受破壞，侵害自由競爭，足以

影響該標案市場競標機制之功能，已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15條第1項「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之禁

止規定。

打擊散雜貨裝卸業者圍標行為，拒當違法事業
之獵物！
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如於採購招標前透過聚會討論投標價格達成圍標之合意，且足以影響市場功能

時，即違反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禁制規定。

■撰文＝沈立委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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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德商 Linde AG（下稱Linde）主要從事工業

氣體、醫療氣體、特殊氣體、工程與服務等業

務，美商Praxair, Inc.（下稱Praxair）則從事化

學、石油煉製、工業氣體、特殊氣體等。Linde

與Praxair協議透過事業合併及自願公開換股進行

業務結合，並成為愛爾蘭商Linde Public Limited 

Company的子公司，屬於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

1項第1款、第2款及第5款的結合型態。另民國

105年Linde在我國「氫氣」、「氧氣」及「氮

氣」產品市場占有率超過四分之一，故依公平交

易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規定，向公平會申報結

合。

對相關產品市場之影響

據公平會調查結果，Linde及Praxair於我國

特殊氣體及氦氣市場具水平競爭關係，故本案產

品市場應為特殊氣體及氦氣市場，結合態樣為水

平結合。本案完成後，參與結合事業於我國特殊

氣體及氦氣市場占有率雖有增加，但增加比率有

限，且尚有相當規模的國內外氣體供應業者參與

競爭，相關市場競爭仍相當激烈。特殊氣體及氦

氣可從全球供應商進口取得，新進入市場的供應

商不必負擔設置廠房的龐大費用，且參與結合事

業所經營的特殊氣體及氦氣業務並無法令、資本

額及關稅障礙等市場進出限制。特殊氣體及氦氣

潛在進入者資金要求不高，近年來，亦有為數眾

多之新供應業者進入市場，參進我國特殊氣體及

氦氣市場應無顯著障礙。又，我國特殊氣體及氦

氣產品的客戶，多為大型且有經驗的電子及半導

體製造商，藉由設計過的報價流程及更換替代供

應商的準備，而對供應商訂價施加相當影響力。

因此，若參與結合事業提高產品價格，下游交易

相對人可以輕易選擇或轉換交易對象，本結合案

對我國市場競爭的影響應不顯著。

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本結合案完成後，有助於參與結合事業結合

其專門知識及雙方互補的技術能力，為我國市場

帶來更高品質以及創新的產品，並以更具成本

效益、更具效率的方式提供客戶更多元的產品範

圍，對整體經濟應有所助益。因此，公平會經綜

合評估後，認為本結合案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

制競爭之不利益，不禁止其結合。

工業氣體龍頭誕生—德商Linde與美商Praxair
結合案
德商Linde與美商Praxair結合案，經公平會委員會議決議通過，無顯著限制競爭疑慮，得認其整體經濟

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不禁止其結合。

■撰文＝蔡聰勇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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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規範

大家都知曉公平交易法是一部主要在規範獨

占事業或大企業從事限制競爭或結合行為的法

律，由於獨占及寡占等市場結構，意謂事業因相

關法律規定或提供「無近似替代」或「不完全替

代」的產品，使得市場上從事競爭的事業家數僅

有1家或少數幾家，該獨占事業或大企業容易挾

其市場力阻礙潛在競爭者參進、惡意對交易相對

人或競爭對手進行併購、控制產出、訂定較高的

價格，以獲取高額利潤，達到壟斷或限制競爭目

的，導致經濟福利的損失，因此有必要對獨占事

業的策略性投資、從事限制競爭等行為加以規

範，以避免其濫用市場獨占力並延伸其市場獨占

力至其上、下游產業進行交叉補貼，此觀公平

交易法第9條各款對獨占事業的禁止行為，以及

第11條第1項各款有關事業結合時，若符合「事

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參

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以

上」、「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

金額，超過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等門檻規定

者，應事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等規定甚明。可

知公平交易法不僅關注獨占事業、具有一定市場

占有率或一定銷售金額事業的競爭行為，連其結

合行為與被結合行為亦在關注之列。

然而，若是某一家族投資的特許獨占事業累

計持股超過三分之一或取得過半董事席次，是否

得因其持股取得董事席次分散在不同法人或自然

人主體，或是該特許獨占事業之營業規模太小，

即無須向主管機關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呢？這答

案顯然是否定的。

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規定，事業間的結

合包括「與他事業合併」、「持有或取得他事業

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受讓或承租他事

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與他事業

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直接或

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等5種

型態，若符合同法第11條第1項結合申報門檻規

定，且無第12條結合申報之除外適用情形，即須

事先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

案例說明

近期公平會即曾處理朱姓家族投資欣雄天然

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雄）、欣彰天然氣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欣彰）、欣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欣南）、欣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欣林）、裕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

苗）等5家公用天然氣事業股權，涉及公平交易

法有關結合未申報的5件處分案例。由於公平交

易法於民國104年2月修正為將事業具有控制性

持股之人或團體，視為擬制事業，列入持股計

算，故於104年2月4日前，朱姓家族在欣雄、欣

彰、欣南、欣林、裕苗等5家公用天然氣事業持

股比率僅能計算至法人持股，分別為45.51%、

投資特許獨占事業，仍要注意相關結合規範
勿以被投資事業是依其他法律成立之特許事業，即忽視公平交易法結合相關規範之存在。

■撰文＝劉錦智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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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6%、31.82%、33.7%、9.65%，僅有對欣

雄與欣林等2獨占事業的持股超過三分之一，屬

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結合型態，惟朱姓

家族持有欣雄與欣林股權時點均在100年間，嗣

後持股未變動，已逾裁處權時效，故對該2件結

合未申報之違法行為，公平會僅命其改正而不處

以罰鍰。

嗣後民國104年4月至105年1月間，朱姓家

族對裕苗持股增至82.02%，持股超過裕苗股權

的三分之一，104年5月18日並取得裕苗5席董事

之5席，104年6月10日於欣彰股東會議取得9席

董事之6席，104年6月25日於欣南股東會議取得

9席董事之6席，106年6月14日於欣雄股東會議

取得11席董事之6席，分別控制該4家公用天然

氣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屬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1項第5款結合型態，且該4家公用天然氣

事業依天然氣事業法相關規定，均屬國內分區獨

占事業，已達到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規

定的申報門檻，朱姓家族卻未於事前申報結合，

故公平會依同法第39條規定，處新臺幣120萬至

180萬元罰鍰，合計罰鍰54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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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T公司於購物網站銷售智慧型冰溫熱飲水機

商品，廣告宣稱「榮獲節能標章」，然經濟部能

源局節能標章全球資訊網未有前揭商品獲證資

訊，該廣告表示與事實不符，疑涉有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21條規定。

「節能標章」須有使用證書為依據

本案廣告宣稱「榮獲節能標章」，予人本案

商品已獲證而得使用節能標章之印象，T公司雖

辯稱本案商品與他型號商品為同一商品，而他型

號商品業獲有節能標章使用證書，惟T公司未能

提出可佐證本案商品即為他型號商品之證明；且

未能提出本案商品獲有節能標章認證或被授權

可使用節能標章之相關事證。另據經濟部能源

局表示本案商品非屬節能標章獲證商品，而他

型號商品雖獲有節能標章使用證書，惟該節能

標章使用證書係核發予他型號商品之證書，僅

該款商品具有節能標章使用權，爰本案商品尚

不具有使用標章之權利。是以，本案商品實際

未獲有節能標章認證卻於廣告宣稱「榮獲節能

標章」，已有引起消費者錯誤之認知與決定之

虞，本案廣告宣稱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

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至經濟部能源局網站確認商品是否確獲

有「節能標章」認證

公平會呼籲，消費者於選購「節能標章」電

器商品時，建議仍應至經濟部能源局網站再次確

認商品是否確獲有「節能標章」認證，及該獲證

證書是否失效，以確保所選購為「節能標章」商

品，具有節能省錢之效果。

廣告宣稱「榮獲節能標章」是否為真？
「節能標章」商品代表其能源效率經國家認證，不但品質有保障，更節能省錢。經濟部能源局希望藉

由節能標章制度的推廣，鼓勵民眾使用高能源效率商品，以減少能源消耗，但廣告宣稱「榮獲節能標章」

是否代表該商品一定獲有「節能標章」認證？

■撰文＝吳佳陵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稱「榮獲節能標章」，已有引起消費者錯誤之認知與決定之

虞，本案廣告宣稱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至經濟部能源局網站確認商品是否確獲有「節能標章」

認證 

公平會呼籲，消費者於選購「節能標章」電器商品時，

建議仍應至經濟部能源局網站再次確認商品是否確獲有「節

能標章」認證，及該獲證證書是否失效，以確保所選購為「節

能標章」商品，具有節能省錢之效果。 
 



12

FTC 公平交易通訊   NO.083    中華民國107年9月號

案例背景

A公司於該公司網站、臉書粉絲團指稱所

有家具及TDI泡棉產品會釋出有毒物質，及於

YouTube網站、公司網站及臉書粉絲團刊載比較

廣告，涉有廣告不實。

事業倘從事比較廣告行為，自應善盡真

實表示之責

本案A公司於案關廣告刊載「所有家具都是

化學製品，會揮發出有毒物質(VOC)，會危害全

家大小的健康」及「根據歐洲MDI的泡棉檢驗報

告顯示，CertiPUR 規定泡棉中揮發性有機物必

須低於500μg/m3，A公司僅含13μg/m3，遠低

於歐洲許可標準值！」，並附有民國105年8月

28日通過之CertiPUR證書封面圖示；案據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下稱標準局)表示，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簡稱VOC)所含化合物之種類廣泛，非全為

「有毒物質」，A公司無法提出相關實驗數據佐

證他事業家具產品之VOC含量已達危害健康程

度，其廣告宣稱尚難謂有據。

另廣告刊載「市面上的記憶枕頭或記憶床

墊，幾乎都是TDI發泡，這是很危險的，因為TDI

揮發出來的有機化合物(VOC)都是有毒的，對人

體是有害的」及「身體的重量會將床墊的填充物

TDI泡棉，擠壓出有毒物質(VOC)並伴隨呼吸進

入體內」，據標準局表示「VOC」非全為「有毒

物質」，且A公司之MDI泡棉產品亦含有VOC，

只是符合CertiPUR標準；另據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表示，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係管理原物料，以

TDI產製之TDI泡棉「產品」，非屬該法管制範

疇。是A公司就TDI泡棉產品之宣稱內容並無客觀

數據為依據。

另廣告刊載「A公司家具-無害篇」影片，孩

童於「TDI傳統泡棉」之床墊上跳動，會釋出多

溴二苯醚、甲醛、鹵代烯烴、四氯化碳、甲苯、

苯；相同情狀下，「MDI健康泡棉」則不會釋出

該等物質。查A公司無法提出TDI泡棉會釋出廣

告所稱物質之客觀實驗數據以為佐證，並表示其

MDI泡棉獲有CertiPUR認證，故宣稱不會產生該

等化學物質。惟據標準局表示，案關CertiPUR認

證報告，僅提供甲醛、甲苯之檢測項目，然並未

包括多溴二苯醚、鹵代烯烴、四氯化碳、苯之檢

事業從事比較廣告行為時，應注意相關資訊
之正確性！
按事業於從事媒體廣告時，除宣傳自身產品之優點外，往往將自身產品與競爭對手產品作比較，而在

從事比較廣告行為時，出發點多為貶抑他事業以彰顯自己事業，故事業倘不正當使用比較廣告則會損害其

他經營者合法權益，破壞市場競爭秩序。

■撰文＝林佳德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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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項目，無法判斷A公司之MDI泡棉不會釋出該

等化學物質。

結語

廣告主要從事比較廣告行為時，應以公正、

客觀、比較基準相當之方式為之，就自身與他事

業商品之表示或表徵，均應確保廣告內容與實

際相符。否則，將因未善盡廣告主真實表示之義

務，而背負廣告不實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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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市場資訊透明化，並衡平加盟業主與

有意加盟者間之資訊不對等問題，公平會自民國

88年即訂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

主資訊揭露之規範」，後更名為「公平交易委員

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下

稱本處理原則)，期間歷經7次修正。本次修正過

程中，除邀集學者專家、經濟部、相關協會等召

開座談會外，並特別委託專業廠商針對具實務經

驗之加盟店進行問卷調查等，以充分瞭解加盟實

務現況，期使相關規範更加完備及妥適。經綜

整各界相關意見及問卷調查結果，業經民國107

年7月11日第1392次委員會議修正通過本處理原

則，並於同年8月1日發布，以作為加盟業主經營

加盟業務遵循之參考，能更有效維護連鎖加盟交

易秩序。修正重點包括：修正資訊揭露時點、項

目與提供方式，並明訂加盟業主得主張之正當理

由等，詳述如下：

一、放寬資訊揭露時點

基於契約自由原則，並依公平會民國107年

度針對不同業別加盟店進行問卷調查之結果，有

關加盟業主提供重要資訊之時點，除締結加盟經

營關係或預備加盟經營關係之「10日前」、「個

案認定合理期間」等2類情形外，再增訂「雙方

約定期間」 (第3點第1項) 。

二、刪減加盟業主應揭露之資訊項目

依公平會107年度針對不同業別加盟店進行

問卷調查之結果，刪除(1)「所有縣（市）同一加

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除、終止

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2)「如有預估營業額或

預估收益等財務預測資訊，其計算方式或現存加

盟店經營實績之佐證」等2項資訊。

復考量智慧財產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等

資訊屬於公開資訊，故縮減其揭露內容，加盟業

主只須揭露授權加盟店使用之「權利名稱、使用

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 (第3點第1項第3款) 。

三、放寬加盟業主得採取紙本以外之資訊

揭露方式

因應網路使用普及，商業資訊流通及交易管

道日漸多元等，放寬加盟業主除紙本方式外，亦

可使用電子郵件、電子儲存裝置、社群媒體或通

訊軟體等方式提供加盟重要資訊。但考量資訊擁

有者及提供者均為加盟業主，對於資訊提供之有

無，加盟業主應提出相關事證以為證明(第3點第

2項)。

修正「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
案件之處理原則」
針對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揭露重要資訊之時點、方式及內容等規定，公平會衡量時代變遷、

商業交易模式日益創新及加盟實務現況等因素，修正處理原則部分內容，期能更有效維護連鎖加盟交易

秩序。

■撰文＝蔡靜慧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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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例示正當理由

本處理原則規範目的，乃為促進市場資訊透

明化，並衡平加盟業主與有意加盟者間之資訊不

對稱問題，因此加盟業主與有意加盟者間若不具

有資訊不對稱關係，縱加盟業主涉及未提供加盟

重要資訊之行為，得認具有正當理由。為給予加

盟業主有充分陳述之機會，例示以下正當理由：

(1)原有加盟經營關係之繼續或擴展；(2)加盟業

主客觀上欠缺該款資訊；(3)其他加盟業主與交易

相對人間未具資訊不對稱關係之情形(第3點第3

項)。

五、刪除締約後限制競爭行為規定

考量迄今並無處分案例，且加盟業主縱有相

關違法行為，仍得依公平交易法第20條規定處

理，因此予以刪除。

 3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 

一、(目的) 

    為維護連鎖加盟交易秩序，確保加盟事業自由與公平競爭，有效處理加盟業

主經營加盟業務行為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案件，特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名詞定義) 

      本處理原則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加盟業主，指在加盟經營關係中提供商標或經營技術等授權，協助或指

導加盟店經營，並收取加盟店支付對價之事業。 

(二) 加盟店，指在加盟經營關係中，使用加盟業主提供之商標或經營技術等，

並接受加盟業主協助或指導，對加盟業主支付一定對價之他事業。 

(三) 加盟經營關係，指加盟業主透過契約之方式，將商標或經營技術等授權

加盟店使用，並協助或指導加盟店之經營，而加盟店對此支付一定對價

之繼續性關係。但不包括單純以相當或低於批發價購買商品或服務（以

下簡稱商品）再為轉售或出租等情形。 

(四) 預備加盟經營關係，指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

由交易相對人支付一定費用，並簽訂草約、預約單、意向書等加盟相關

文件，且約定如退出將沒收已繳費用或負賠償責任之關係。 

(五) 支付一定對價，指加盟店為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所支付予加盟業主或其

指定之人之加盟金、權利金、教育訓練費、購買商品、原物料、資本設

備、裝潢工程等相關費用。 

三、(資訊揭露規範) 

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或預備加盟經營關係 3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 

一、(目的) 

    為維護連鎖加盟交易秩序，確保加盟事業自由與公平競爭，有效處理加盟業

主經營加盟業務行為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案件，特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名詞定義) 

      本處理原則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加盟業主，指在加盟經營關係中提供商標或經營技術等授權，協助或指

導加盟店經營，並收取加盟店支付對價之事業。 

(二) 加盟店，指在加盟經營關係中，使用加盟業主提供之商標或經營技術等，

並接受加盟業主協助或指導，對加盟業主支付一定對價之他事業。 

(三) 加盟經營關係，指加盟業主透過契約之方式，將商標或經營技術等授權

加盟店使用，並協助或指導加盟店之經營，而加盟店對此支付一定對價

之繼續性關係。但不包括單純以相當或低於批發價購買商品或服務（以

下簡稱商品）再為轉售或出租等情形。 

(四) 預備加盟經營關係，指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

由交易相對人支付一定費用，並簽訂草約、預約單、意向書等加盟相關

文件，且約定如退出將沒收已繳費用或負賠償責任之關係。 

(五) 支付一定對價，指加盟店為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所支付予加盟業主或其

指定之人之加盟金、權利金、教育訓練費、購買商品、原物料、資本設

備、裝潢工程等相關費用。 

三、(資訊揭露規範) 

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或預備加盟經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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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之十日前、個案認定合理期間或雙方約定期間，提供下列加盟重要資訊予交易

相對人審閱，構成顯失公平行為，但有正當理由而未提供資訊者，不在此限：

(一) 開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如加盟金、教育訓練費、購買商品、原物料、

資本設備、裝潢工程等，支付予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之相關費用，其

金額或預估金額。 

(二) 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如權利金之計收方式，及經營指導、行銷推

廣、購買商品或原物料等，應支付予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之費用，其

金額或預估金額。 

(三) 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專利權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之權利名稱、使

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 

(四) 經營協助及訓練指導之內容與方式。 

(五) 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盟體系之經營方案或預定計畫。 

(六) 加盟契約存續期間，對於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例如: 

1、 商品或原物料須向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購買、須購買指定之品牌及

規格。 

2、 商品或原物料每次應訂購之項目及最低數量。 

3、 資本設備須向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購買、須購買指定之規格。 

4、 裝潢工程須由加盟業主指定之承攬施工者定作、須定作指定之規格。

5、 其他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事項。 

(七) 加盟契約變更、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理方式。 

前項各款資訊，加盟業主得以紙本、電子郵件、電子儲存裝置、社群媒體

或通訊軟體等方式提供。對於資訊提供之有無，加盟業主應提出證明。 

第一項所稱之正當理由如下： 

(一) 原有加盟經營關係之繼續或擴展。 

(二) 加盟業主客觀上欠缺該款資訊。 

(三) 其他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間未具資訊不對稱關係之情形。 

四、(契約審閱與交付) 

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簽訂加盟經營關係相關契約，不得為下列顯失公平

行為： 

(一) 簽約前未給予交易相對人至少五日或個案認定之合理契約審閱期間。 

(二) 簽約日起三十日內，未交付契約予交易相對人。但因不可歸責加盟業主

之事由，致交付契約遲延者，不在此限(如：加盟店位處離島或偏遠地區、

辦理不動產抵押權作業流程非因可歸責加盟業主之事由、或可歸責加盟

店之事由等情形，而致不及交付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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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五、(法律效果) 

    事業違反第三點、第四點規定，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構成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五條之違反。 

六、(其他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規範) 

        加盟業主經營行為除受本處理原則規範外，仍應適用「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

處理原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等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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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於 2 0 1 5年 4月起，開始調

查A n d r o i d是否阻礙行動作業系統 ( M o b i l e 

operating system)市場之發展，2016年4月向

Google寄出異議聲明書並發布初步調查意見，

認為Google限制手機製造商及電信營運商搭載

Android之行為，涉及違反歐盟反托拉斯法。

歐盟於今年完成調查程序，認為Goog le藉由

Android行動裝置強化Google在搜尋引擎市場的

優勢地位等行為，違反歐盟運作條約(TFEU)第

102條及歐洲經濟區(European Economic Area, 

EEA) 協議第54條規定，處以罰緩43.4億歐元，

並要求Google在90天內停止違法行為，否則將

對其母公司(Alphabet Inc.) 處以最高全球平均每

日銷售額5%之罰款。

歐盟認定Google濫用市場優勢地位

歷經3年多的調查，歐盟認為Google在網路

搜尋引擎市場(在多數EEA會員國之市占率達90%

以上)、可供授權之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除中國

大陸以外，在全球市占率達95%以上)及Android

行動作業系統上之App商店(除中國大陸以外，在

全球市占率達90%以上)三個市場上具有優勢地

位，透過下列三種行為濫用其市場優勢地位，阻

礙市場公平競爭，違反歐盟反托拉斯法規。

一、違法搭售Google 應用程式

Google以搭售提供手機App及相關服務，

並透過授權使廠商預先安裝包含Google Play 

Store、Google Search App及Google Chrome

瀏覽器等應用程式，進而排擠其他競爭對手；

手機製造商並證實在消費者無法合法地自行下

載之下，為符合消費者期待，會預先裝載Play 

store，而使Play store成為每支出廠手機都必備

的App。

歐盟總結出Google兩項違法搭售行為：搭售

Google搜尋App及Google Chrome瀏覽器。消費

者通常會習慣使用手機內預設的App，依據2016

年歐盟問卷調查結果，使用Android系統者，超

過95%採用Google搜尋；使用Window系統者，

超過75%使用預設的Bing搜尋，僅有低於25%使

用Google搜尋。

Google主張前述兩種搭售行為是為了回收先

前開發Android的鉅額投資，但歐盟則認為，單

就Google Play Store便已為Google帶來每年數

十億美元的年營收，且Google搜尋及廣告所蒐集

的大量數據，亦為Google帶來高額報酬，不須再

藉由搭售行為補貼在Android上的投資支出。

二、違法給付回饋金要求廠商事先僅能安裝

Google搜尋引擎

歐盟重罰Google濫用市場優勢地位行為
歐盟於今(2018)年7月18日發布新聞稿指出，Google因違反歐盟反托拉斯法，處以43.4億歐元，並限

期90天內改善。Google執行長Sundar Pichai則回應，這項決議否定了Android提供消費者多樣性選擇所帶

來的效益，將提起上訴。

■撰文＝梁珮玟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助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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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調查發現，Goog le支付高額的費用

予市占率最大的手機製造商及電信營運商，在

Android行動裝置上排除其他App業者，並要求

僅能預先安裝Google搜尋等相關App。此種行為

大幅降低了廠商預先裝載其他搜尋App的誘因，

破壞搜尋引擎的市場競爭。

Google表示，支付回饋金係為使廠商預先裝

載Google搜尋等相關App，以打造符合Android

生態系統的行動裝置，此係屬必要的費用支出，

但此番說詞顯無法說服歐盟。

三、禁止廠商未經Google許可採用Android的替

代版本

廠商須向Goog le承諾不研發或銷售使用

Android替代版本(Android forks)的行動裝置，才

能預先裝載Google相關App。歐盟認為這將降低

使用Android替代版本的行動裝置的市場發展，

且有證據指出，Google阻礙了許多大廠研發及銷

售採用Amazon所開發的Android替代版本「Fire 

OS」的行動裝置。

Goog le則主張，這些限制是為避免破壞

Android整體的生態體系，而必須要求廠商所提

出的承諾。但歐盟認為Google可以在技術層面

上，向廠商提出Android系統上的要求，而非禁

止其開發相關替代版本，且並無可靠的證據足以

證明Android的替代版本有技術上的問題或無法

支援其他App，而使廠商不願採用。

歐盟祭出重罰

Google透過上述三項行為鞏固其在搜尋引

擎市場的優勢地位，在行動網路的重要性迅速

發展的現今，不僅阻礙其他搜尋引擎發展的可能

性，侵害網路搜尋在行動裝置上競爭及創新的發

展空間，且阻止市場開發Android替代版本之可

能性。歐盟最終決議，按Google於Android行動

裝置上在EEA境內搜尋廣告服務之獲利為計算基

礎，處以43億4,286萬5千歐元，並於處分之日

起90天內停止違法行為，否則其母公司Alphabet 

Inc.將負擔最高全球平均每日銷售額5%之不遵法

罰款(non-compliance payments)。

Google執行長Sundar Pichai則認為歐盟

的裁罰忽略了兩件事實，歐盟市調證實89%的

受測試者認為Android與 iOS處於競爭的狀態，

且Android提供手機製造商、電信營運商、App

開發商和消費者更多的選擇性。Sundar Pichai

指出，若廠商無法"打包"Google所提供的相關

App，則難以建立Android完整的生態體系，這

意味著Google有信心藉由Android提供消費者完

備的服務，並表示在此商業模式下，並無誘因給

付回饋金要求廠商事先安裝Google瀏覽器等相關

App，而歐盟之決議則否定了Android提供消費

者多樣性選擇所帶來的效益，Google已決定提起

訴訟。

結語

相對於美國反托拉斯執法機關對於科技發展

快速的產業儘量採取不干預的態度，歐盟對於網

路產業的監管似有更趨嚴厲之趨勢，除對科技

巨擘進行的反托拉斯調查外，被稱作史上最嚴個

資法的「一般資料保護規定」（GDPR）亦已於

2018年5月25日生效。歐盟此次處分是否能撼動

Google在相關市場的地位，值得持續關注。

資料來源:1.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8-4581_en.htm
2.https://www.blog.google/around-the-globe/google-europe/ android-has-created-more-choice-not-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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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垂直結合是指參與結合的事業具有上、下游

關係者而進行的結合型態，於評估垂直結合對市

場競爭的影響時，通常需評估垂直結合後對上

下游市場競爭的影響。一般而言垂直結合需審酌

的反競爭效果包括提高競爭對手成本、提高參

進障礙、促進聯合行為之穩定及受管制的事業

逃避價格管制等；而需審酌的促進競爭效果包

括節省交易成本、促進資產專屬性投資、防止

搭便車、消除接續性獨占或雙重邊際化(double 

marginalization)等。雖然垂直結合的准駁需綜

合考量上下游市場的反競爭效果及促進競爭效

果而定，然而依據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前委員湯馬斯．羅奇

(Thomas Rosch)2007年的研究1，自1979年以

來美國的反托拉斯法主管機關從未成功否決任何

產業的垂直結合，因為美國反托拉斯法一直遵循

「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重視經濟效率

的寬容態度。另依據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以下簡稱DOJ)的非水平結合處理原則 

(Non-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2，執法機

關對垂直結合所帶來的預期效率增加的考量程度

高於水平結合。因此，近來DOJ起訴並試圖阻止

AT&T Inc.(以下簡稱AT＆T)與Time Warner Inc.

(以下簡稱時代華納)的結合案3，是否欲改變過往

見解，即引起各方的關注。

本案背景

影視傳播產業 (v ideo programming and 

distribution industry)的產業結構與由製造商、批

發商和零售商組成的三階段生產鏈相似，其中頻

道內容(television content)製作者屬於製造商，

而將頻道內容整合(aggregate content)並授權銷

售給下游頻道傳播商(video distributors)之頻道

內容供應商(programmers)為批發商，而向頻道

內容供應商購買轉播權利並向訂戶播送節目內容

的頻道傳播商為零售商。本案的AT&T是全美國

最大的頻道傳播商，擁有DirecTV、U-verse、

Verizon Fios等頻道傳播公司，時代華納則是全

美國知名的頻道內容供應商，旗下擁有影視頻道

HBO、新聞頻道CNN、華納兄弟影業公司等。

影視傳播產業主要收益來源為來自訂戶的訂

閱費(affiliate fees)以及出售給廠商的廣告費收

入等，惟近年來影視傳播產業面臨許多的變動，

如網路影音視訊服務(over the top，OTT)營運商

(如Netflix、Hulu、Amazon Prime)的崛起、產

業內競爭強度的增加、廣告的形式由電視廣告轉

垂直結合之省思－AT&T與時代華納結合案簡介
自1979年以來，美國反托拉斯法主管機關從未否決事業的垂直結合案，因此近來美國司法部起訴並

試圖阻止AT&T與時代華納的結合，遂引起各方關注。

■撰文＝張志弘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員）

1 J. Thomas Rosch(2007),＂The Challenge of Non-Horizontal Merger Enforcement,＂ Fordham Competition Law Institute´s 34th Annual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Law & Policy, New York City.

2 https://www.justice.gov/atr/non-horizontal-merger-guidelines
3 美國司法部於2017年11起訴本案，地方法院於2018年6月宣布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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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廣告庫存是營運商可以向廣告客戶銷售的廣告數量或廣告空間量，通常按月計算廣告數量或廣告空間量。
5 分析報告預測該垂直結合將於2017年造成4.36億美元的消費者損失，2021年造成5.71億元消費者損失。
6 司法部使用的資料包括本案參與結合事業的日常業務文件、提交的監管文件、競爭對手的證詞等。
7 United States V. AT&T INC., et al. , Civil Case No. 17-2511 (RJL)(D.D.C. June 12,2018)

向高針對性的數位廣告(highly-targeted digital 

advertising)等，導致影視傳播產業的主要收益

來源下降。

鑒於上述的產業變動趨勢，在2016年10

月，AT&T宣布將與時代華納結合，希望將AT&T

所擁有的既有收視戶、消費者數據以及無線網路

業務(wireless business)，與時代華納的熱門頻

道和廣告庫存(advertising inventory)等業務達成

互補4。例如將AT&T的無線網路服務與時代華納

的熱門頻道結合並發送至行動裝置，增加合併公

司的熱門頻道的價值，或將AT&T的消費者數據

與時代華納的廣告庫存結合，提高合併公司的廣

告收入。然而DOJ的調查報告卻認為AT&T與時

代華納結合後，將成為超媒體集團，對市場競爭

會造成損害。 

DOJ的主張

在市場界定部分，DOJ依據專家的分析報告

及Brown Shoe指標(practical indicia)，將本案

產品市場界定為「多頻道傳播市場(Multichannel 

Video Distribution market)」，而將地理市場界

定為大約1,200個當地市場(local markets)。

另DOJ分析報告指出，雖然此垂直結合可以

消除雙重邊際化的影響，訂戶每月訂閱費可以下

降1.2美元，總體而言可以使AT&T的所有訂戶每

年節省3.52億美元的訂閱費，但如果考量合併後

AT&T可能脅迫以頻道內容下架的方式，提升所

擁有的頻道版權價格而販售給競爭對手，且競爭

對手可能再將被提高的頻道版權價格轉嫁給消費

者，則此種對競爭的傷害可能大於消除雙重邊際

化的好處5。

但AT&T認為DOJ並沒有提出有意義的現

實證據(meaningful real-world evidence)支持

AT&T將提升頻道版權價格的觀點，因為DOJ的

分析報告結果並沒有真實的發生，且衡諸以往該

產業的價格資料，並沒有發生任何藉由垂直結合

而提高頻道版權價格的情形，更何況DOJ分析報

告所使用資料6、經濟模型的假設未必正確。

由於DOJ並不採納AT&T的看法，且認為本

案本質上將提高販售給競爭對手的頻道版權價格

而減少影視傳播產業的競爭，因此DOJ向法院提

起反托拉斯訴訟，並主張應禁止AT&T與時代華

納的結合。

地方法院觀點7

針對DOJ提起的訴訟，美國哥倫比亞地區地

方法院於本(2018)年6月12日做出判決，且未支

持DOJ禁止本案結合的主張。在市場界定部分，

法院認為垂直結合並不會涉及到市場集中度的

增加，且AT&T 並沒有提出有意義反駁DOJ市場

界定範圍的證據，因此肯認本案產品市場界定

為「多頻道傳播市場」，地理市場界定為大約

1,200個當地市場。

在結合後將造成損害競爭部分，法院認

為DOJ所界定的產品市場包括有線電視(cable 

te lev is ion,如Comcast、Cox等 )、衛星電視

(direct broadcast satellite,如DirecTV、DISH等)

及電信電視或重疊經營提供者(overbuilders,如

Verizon Fios、AT&T's U-verse、YouTube TV

等)。其中傳統的有線電視是以專用的線路提供

節目內容，但電信電視或重疊經營提供者卻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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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提供節目內容。雖然傳統的有線電視仍是美

國訂閱戶主要的選擇(約有九千萬的訂閱戶)，但

傳統有線電視的訂閱戶正逐漸轉移至由網路提供

節目內容的電信電視或重疊經營提供者中，因此

AT&T並未在電信電視業者或重疊經營提供者中

具有優勢地位。

此外，以往的案例也未有藉由垂直結合而提

高頻道版權價格的情形，再加上法院認為DOJ分

析報告中，對於頻道內容供應商可影響頻道版權

售價過程的假設與現實情形不符，因為頻道內容

供應商的最大利益考量是將收視戶極大化，因此

不會因價格談判問題而隨意將頻道自下游頻道傳

播商的收視平台中下架(blackout)，因為如此也

將使得自己失去廣告費與授權費。另外眾多證人

認為他們從未將頻道內容供應商的身分列入版權

價格談判的考量，因此頻道內容供應商不致影響

版權價格談判。

綜合上述，法院認為在目前的產業趨勢、以

往的數據資料、分析報告的假設條件等情況下，

本案結合後將提高頻道版權價格進而傷害競爭的

預測等仍須商榷，因此主張本案應准許AT&T與

時代華納結合。

結語

雖然DOJ一改過往在垂直結合案中重視經濟

效率的寬容態度，阻止AT&T與時代華納結合而

未獲法院接受，但為堅守本案結合將有損市場競

爭的立場，DOJ已就本案提起上訴，並指出地方

法院忽略了「經營擁有多部門公司的原則是極大

化整體公司利潤(the foundational principle that 

a corporation with multiple divisions operates 

them to maximize the corporation’s overall 

profits)」的觀點，意即在整體公司利潤最大化

之下，頻道內容供應商以頻道內容下架的方式威

脅下游競爭對手提高版權價格並非不可能，因為

此種做法可以增加自家公司下游頻道傳播商的收

益，因此頻道內容供應商仍可影響頻道版權售

價。但無論如何，本案最終的判決都將重塑快速

變化的影視傳播產業領域，以及未來幾年該產業

的反托拉斯監管方向。若參與結合事業勝訴，則

關注焦點將在於結合後所帶來的效率增加，以面

對來自電信電視或重疊經營提供者逐漸增加的

競爭，因此該產業將尋求更多的結合交易。若

DOJ勝訴，則意味著監管力度的加強，並強化

對市場壟斷的關注，該產業可能會減緩未來的結

合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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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多層次傳銷產業之輔導及管理，公平會針對報備多層次傳銷事業，逐年辦理經營發展狀況

調查，依調查結果顯示，民國106年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營業總額及佣(獎)金支出總額，均較上一年度增

加。隨著網際網路普及，傳銷事業藉由網路媒介推廣多層次傳銷業務也愈見普遍，行銷手法包括透過事

業網站、臉書粉絲團及直播等方式。

本次調查對象為民國106年底前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之事業，共466家，實際回報事業378家，填報

率81.12%，扣除尚未實施多層次傳銷事業22家及已停(歇)業17家後，106年間仍有實施多層次傳銷之事

業計339家，為本次調查相關查報結果及統計分析之有效範圍。本次調查結果摘要如下：    

（一）傳銷商人數及傳銷商概況

1、民國106年底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傳銷商人數計299.26萬人，較105年底276.40萬人，增加22.86萬

人。又經剔除重複參加1家或2家以上多層次傳銷事業之人數，106年底傳銷商人數為286.0萬人，較

105年底273.7萬人，增加12.3萬人。

2、加入傳銷率(參加傳銷人數占106年底全國總人口數2,357.12萬人之比率)約12.13%，即平均每萬人

中有1,213人加入多層次傳銷，較民國105年底之11.63%，增加0.5個百分點。

3、民國106年新加入之傳銷商共計95.64萬人，占傳銷商總人數(299.26萬人)31.96%，較105年之新加

入傳銷商100.35萬人，減少4.71萬人。

4、女性傳銷商仍為傳銷市場之主力，民國106年女性傳銷商計204.44萬人，占傳銷商總人數(299.26萬

人)68.32%，較105年之69.26%，減少0.94個百分點。

5、民國106年有招募限制行為能力(7歲以上未滿20歲且未婚)傳銷商之傳銷事業計158家，占全體傳銷事

業之46.61%，其人數合計為1.30萬人，主要銷售商品則為營養食品。

（二）傳銷產業總產值與事業規模

1、民國106年339家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營業總額為886.19億元，較105年之881.21億元，增加4.98億

元，成長率0.57%。

民國106年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發展概況
■撰文＝莊靖怡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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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民國97年-106年多層次傳銷營業總額

2、多層次傳銷事業營業額10億元以上者有22家，占總事業家數之6.49%，其營業總額達651.47億元，

占全體傳銷事業年營業總額之73.51%。

3、營業額1億元至未及10億元之事業家數為57家，占營業總家數之16.81%，其營業總額為181.78億

元，占全體傳銷事業年營業額之20.51%。

4、營業額未達1億元之事業共260家，占營業總家數之76.69%，其營業總額為52.94億元，僅占全體傳

銷事業年營業額5.97%。

（三）傳銷商品及進貨成本：

1、民國106年傳銷事業銷售之傳銷商品仍以營養食品銷售額最大，計534.41億元(占60.30%)，其次為

美容保養品161.12億元(占18.18%)，第三為清潔用品43.65億元(占4.93%)，第四為其他商品(如：

精油、開運商品、一般食品等)25.88億元(占2.92%)，四者計占營業總額86.33%。倘以傳銷事業銷

售之國產品及進口品銷售額觀察，以國產品及進口品皆有銷售者為主，其營業額為552.03億元(占營

業總額62.29%)；次為僅銷售國產品者，其營業額為200.32億元(占營業總額22.60%)；末為僅銷售

進口品者，其營業額計133.85億元(占營業總額15.10%)。

 圖2 民國106年傳銷商品(服務)品項營業額占多層次傳銷營業總額比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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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國106年多層次傳銷事業進貨(製造)成本計253.28億元，占營業總額28.58%。

（四）傳銷事業使用網路行銷情形：

1、民國106年採行網路行銷之多層次傳銷事業共164家，占整體家數48.38%。其中，傳銷事業提供線

上訂購(網路購物)者，有156家(占總家數46.02%)，傳銷事業設置網路商城供傳銷商購買之事業有

115家(占總家數33.92%)，另外，傳銷事業網路購物及網路商城皆有設置者，有107家(占總家數

31.56%)。

2、民國106年透過網路媒介推廣多層次傳銷業務者183家(占總家數53.98%)，其中以透過事業網站方式

行銷居首(165家，占總家數48.67%)，次為透過臉書粉絲團(34家，占總家數10.03%)。另運用「直

播」進行多層次傳銷推廣之家數有46家(占總家數13.57%)，顯示近年傳銷事業使用網路推廣者日益

普及。

（五）佣(獎)金發放情形、訂貨傳銷商人數及比率：

1、民國106年多層次傳銷事業佣(獎)金支出計361.44億元，占營業總額40.79%，較105年佣(獎)金支付

比率38.87%，增加1.92個百分點。其中，佣(獎)金支出占各事業之營業總額30%至未及40%之事業

最多，計75家(占22.12%)；其次為40%至未及50%之事業，計70家(占20.65%)；第三為20%至未及

30%之事業，計53家(占15.63%)。

2、民國106年訂貨傳銷商計207.07萬人，占傳銷商總數69.18%；曾領取佣(獎)金之傳銷商約79.4萬

人，占傳銷商總數26.54%，平均每人全年獲得佣(獎)金45,466元，較105年之41,907元，增加3,559

元。

3、民國106年女性傳銷商領取佣(獎)金人數為56.93萬人(占總領取人數71.62%)，其領取金額計248.25

億元(占總領取金額68.16%)；男性傳銷商領取佣(獎)金人數則有22.56萬人(占總領取人數28.38%)，

其領取金額計115.98億元(占總領取金額31.84%)。另各傳銷事業領取佣金及獎金前10名中女性人數

占多數之事業有235家(占總家數百分比69.32%)。       

（六）對未來營運之看法：

1、多層次傳銷事業對未來營運之預期，認為民國107年營業額將較106年增加之事業有145家(占

42.77%)，認為持平者計120家(占35.40%)，二者合計達78.17%，足見多層次傳銷事業對未來營運

看法，尚屬樂觀。

2、多層次傳銷事業對於未來經營可能面臨之問題，以擔憂市場不景氣居首(占總家數53.39%)，其次為

非法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破壞(占總家數48.38%)，排序第三至五名分別為同類商品之競爭加劇(占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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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46.31%)、傳銷商人數漸減(占總家數40.41%)及市場漸趨飽和(占總家數37.46%)，其中非法多層

次傳銷事業之破壞自民國103年起百分比逐年增加，顯示傳銷事業認為非法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破壞對

其經營具相當程度之影響。

3、另事業最需要協助或經營遇到之問題，以傳銷法令及案例諮詢服務之需求為首，共191家(占總家

數56.34%)，次為多層次傳銷報備程序之諮詢服務181家(占總家數53.39%)，而傳銷商教育訓練

之協助、多層次傳銷保護機構之法律諮詢服務則各有121家(占總家數35.69%)、119家(占總家數

35.10%)，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諮詢服務居末，有67家(占總家數19.76%)。由於民國103年1月29日正

式實施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該法條文與依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23條之4規定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理

辦法」有所差異，又101年後報備實施多層次傳銷之事業有188家，其中106年新設傳銷事業(68家)

及新加入傳銷商人數(95.64萬人)眾多，故傳銷法令及案例、多層次傳銷報備程序之諮詢仍為事業最

需協助或經常遇到之問題。



27

TAIWAN FTC NEWSLETTER
｜會務活動｜

■ 7月11日及31日分別赴高雄市玄光聖堂及高雄市岡山區公所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 7月13日邀請東吳大學經濟學系邱永和教授專題演講「經濟分析方法於垂直結合之探討」。

■ 7月13日於臺中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107年度對公用天然氣事業結合規範宣導會」。

■ 7月13日於高雄市舉辦「107年度公平交易法專題講座—國際潮流下我國對於卡特爾行為之執法規
範與走向」。

■ 7月17日赴臺南市直轄市商業會舉辦公平交易法講座。

■ 7月27日於臺北市舉辦「國際反托拉斯宣導—跨國限制競爭規範與企業遵法」宣導說明會。

■ 7月27日於花蓮縣舉辦「多層次傳銷法令規範說明會」。  

■ 8月3日於臺北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促銷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說明會」。

■ 8月10日及31日分別於嘉義市及宜蘭縣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廣告規範說明會」。

■ 8月13日及23日分別赴高雄市殯葬管理處及高雄市六龜中興社區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 8月16日至17日於宜蘭縣舉辦「107年度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地方機關協調聯繫會議」。

■ 8月17日於臺南市舉辦「大宗物資產業遵法與競爭宣導座談會」。

■ 8月17日於臺東縣舉辦「多層次傳銷法令規範說明會」。

民國107年7、8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1

1.公平會邀請東吳大學經濟學系邱永和教授專題演講「經濟分析方法於垂直結合之探討」。
2.公平會於臺中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107年度對公用天然氣事業結合規範宣導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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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

8

3 4

6

3.公平會於高雄市舉辦「107年度公平交易法專題講座—國際潮流下我國對於卡特爾行為之執法規範與走向」。
4.公平會於臺北市舉辦「國際反托拉斯宣導—跨國限制競爭規範與企業遵法」宣導說明會。
5.公平會於花蓮縣舉辦「多層次傳銷法令規範說明會」。
6.公平會於臺北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促銷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說明會」。
7.公平會於宜蘭縣舉辦「107年度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地方機關協調聯繫會議」。
8.公平會於臺南市舉辦「大宗物資產業遵法與競爭宣導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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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7月23日至27日菲律賓競爭委員會5名人員到公平會進行技術合作事宜。

■ 8月29日及30日黃主任委員美瑛率團赴澳洲雪梨參加「第14屆東亞競爭政策高峰會議」及「第11屆
東亞競爭法與政策會議」。

民國107年7、8月份國際交流活動一覽

1.菲律賓競爭委員會5名人員到公平會進行技術合作事宜。
2.公平會黃主任委員美瑛率團赴澳洲雪梨參加「第14屆東亞競爭政策高峰會議」及「第11屆東亞競爭法與政策會
議」，並與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主任委員Rod Sims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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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新建置「公平交易APP」，於106年12月27日上架於iOS「App store」及Android
「Google Play」。「公平交易APP」設有「檢舉信箱」、「法規專區」、「宣導專區」及

「最新消息」等專區，俾供民眾能不受時、地及設備等限制向公平會提出檢舉，亦可隨時

查閱公平會主管法規，即時獲悉公平會針對重大案件之說明、多層次傳銷之警訊、法令修

正、講座等訊息，歡迎民眾踴躍下載。

 
※「公平交易APP」之QRcode如下，歡迎下載：

公平會競爭政策資料及研究中心位於公平會12樓，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

下午5時；服務項目包括開放閱覽、圖書借閱及網路查詢等，歡迎參觀使用。

公平會「電子報」設有「專題報導」、「焦點案例」、「活動＆最新消息」及「學術

論著」等單元，e化內容清晰易懂，歡迎上網訂閱，公平會網址：www.ftc.gov.tw。

         Android             iOS

公平交易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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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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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區」、「宣導專區」及「最新消息」等專區，俾供民眾能不受時、地及設備等

限制向公平會提出檢舉，亦可隨時查閱公平會主管法規，即時獲悉公平會針對重

大案件之說明、多層次傳銷之警訊、法令修正、講座等訊息，歡迎民眾踴躍下載。 

  

※「公平交易 APP」之 QRcode如下，歡迎下載： 

Android 

 

Ios 

 

公平交易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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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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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區」、「宣導專區」及「最新消息」等專區，俾供民眾能不受時、地及設備等

限制向公平會提出檢舉，亦可隨時查閱公平會主管法規，即時獲悉公平會針對重

大案件之說明、多層次傳銷之警訊、法令修正、講座等訊息，歡迎民眾踴躍下載。 

  

※「公平交易 APP」之 QRcode如下，歡迎下載： 

Android 

 

Io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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