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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　湯主任委員金全致詞

各位貴賓、各位先進、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歡迎大家蒞臨本會第1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在此首先感謝

大家的參與。

公平會肩負擬訂競爭政策及執行公平交易法的重任，成立15年多來，始終秉持著

「切實依法行政、促進經濟發展、維護公共利益、順應國際趨勢」的施政原則，積極

推動各項業務。在社會各界的支持及本會全體同仁的努力下，無論是在建立公平交易

制度、執行公平交易法規、宣導公平交易法與推動國際交流合作等方面，均累積了豐

碩的成果，也使我國競爭法制逐步邁入成熟而穩定的階段。尤其在查處違法事業，排

除市場參進障礙方面，其成效更是有目共睹。截至96年10月底止，本會各類收辦案件

總計 30,348 件， 其中檢舉案21,447 件、申請聯合案146 件、申請或申報結合案6,326 

件、請釋案 2,429 件；辦結案件 30,026 件，平均結案率為99 %，其中經本會認定違

反公平交易法而加以處分者，截至96 年10月底止，計 2,813 件，裁處罰鍰金額高達

21.11億元，確已有效發揮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功能。

公平交易法自80年2月4日制定通過，81年2月4日施行以來，歷經3次修正，近年

來因國內外相關情狀已有重大變化，為因應當前國內經濟環境之需求，並配合政府組

織改造及行政罰法等相關規定之施行，本會於96年1月12日完成「公平交易法修正草

案」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草案」，並於96年3月29日成立修法專案小組，重新全面

檢討，期望藉由本次修法能使我國公平交易法制更臻完備。

為落實本會執法政策，使社會各界更加瞭解並自動遵守公平交易法，本會自81年

成立至今，一直將公平交易法宣導及對外界溝通視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截至目前，

本會已印製發送數百萬份宣導資料，辦理將近1900場次的宣導說明會，並透過廣播、

電視、報章雜誌等傳播媒體，傳揚自由競爭、公平交易的理念。除此之外，本會並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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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各類活動，邀請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參加，積極推動競爭政策的研究發展，包括定

期舉辦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的國際及國內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公平交易法訓練

營及產業座談會等。我們相信，為使我國競爭法制更臻合理周延，學術研討應是重要

的一環，各位都是學界、實務界的菁英，以諸位的影響力，必定能使公平交易法的精

神，根植於所接觸的每一個人及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本次研討會分5場次進行，各場次議題分別為：

第1場：金融業與公平交易法；

第2場：競爭政策之國際趨勢；

第3場：智慧財產權與公平交易法；

第4場：4C產業與公平交易法；

第5場：公平交易法其他相關問題。

本次研討會共計將發表11篇論文，其中包括2篇係本會96年度委託研究計畫報

告，及9篇來自本會委員及國內學術界相關研究論文。非常感謝今天與會的報告人及

評論人，也希望大家在這一天的研討會中，踴躍提出寶貴意見與看法，俾作為本會施

政及執法的參考。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的光臨，也預祝研討會圓滿成功。敬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

如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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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融業結合案例之經濟效益評估— 
金控公司範疇經濟衡量

黃美瑛
*

* 本文作者現任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國立臺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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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旨在提供衡量金控公司範疇經濟效益之一項實務上可行之量化

指標，俾能作為公平會進行金控公司結合實質審查時，評估整體經濟利益之有用參

考。本文基於假定金控銀行與證券子公司與非屬金控子公司之銀行與證券商，為面對

不同管理層次及成本技術，因而估計其個別之隨機邊界成本函數，據以比較「金控

公司跨業經營之聯合生產成本」以及「屬於金控公司之銀行或證券仍為個別生產時之

成本加總」，進而定義本文之範疇經濟指標（SI），此為本文之創見及特色。本文實
證模式係採用隨機邊界成本函數及其效率模型，進行成本函數之估計並反映管理決策

之差異。接著，運用國內14家金控公司民國90年至94年事業投入及產出等實際資料，
進行實證測定及範疇經濟之衡量。本文之研究結果指出：就平均而言，在本文假設前

提下，成本面範疇經濟之綜效，主要均來自於金控公司旗下銀行子公司所獲致之成本

節省效果，而證券子公司在金控經營下卻為成本增加；國內具有範疇經濟之8家金控
公司中有4家跨足保險業，且估計結果顯示，「跨足保險業」對於成本有顯著負向影
響；資產規模與範疇經濟並無統計上顯著的關係；就全部金控公司範疇經濟歷年之平

均值來看，除了民國91年之SI值為負，其餘各年之SI值均為正，表示存在範疇經濟，
且全部年度（90-94年）之SI平均值為正（0.0668），顯示就整體而言，國內金控公司
為呈現範疇經濟效果。

壹、前言

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行為的規範，主要包括獨占、結合及聯合等與市場結構有

關之限制競爭行為，以及事業從事競爭之策略及方式導致之不公平競爭行為。依據公

平法第6條結合之定義，有5款結合之行為態樣，其規範條款主要為第11條事業結合之
申報門檻、第12條申報案件之決定及附款、以及第13條違法結合及未履行附款之處
分；公平會在民國91年2月修法前，對於結合行為採取事前申請許可之准駁審查，修
法通過後至今，則改採較具實效之「事前申報異議制」，換句話說，事業結合符合申

報門檻，須於事前依法向公平會提出申報，而公平會得依規定作成「禁止」、「不禁

止」、或「附加條件或負擔不禁止」其結合之決定。

學理上，事業結合可區分為水平（horizontal）、垂直（vertical）及多角化
（conglomerate）結合三種型態。水平結合涉及直接競爭事業之間的結合，例如，兩
家銀行合併；垂直結合是指屬於相同產業但不同生產階段的事業間之結合，例如，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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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公司購併鐵礦公司；而多角化結合則泛指在不同但相關產品市場，或屬於同一產品

市場但為不同地理市場，或完全不同產品市場之事業之間的結合。公平交易法及其施

行細則對於事業結合的規範，涵蓋上述三種型態，且為加強結合規範相關規定之執行

運作效能，並制定「事業結合申報須知」，及「行政院公平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

理原則」，以使結合申報案件審理標準更臻明確，俾利事業遵循。在該處理原則中，

其第二條明定水平結合、垂直結合及多角化結合之定義，且於其他條款中分別列舉水

平結合、垂直結合及多角化結合限制競爭之考量因素。

由於事業結合將導致相關市場結構惡化帶來之限制競爭影響，但亦可能因生產規

模或財務資源的擴充而帶來規模經濟、範疇經濟或降低經營風險等正面效益；公平法

對於結合行為的規範，一方面要避免事業因參與結合導致市場力提高而有操縱價格、

形成高參進障礙或壟斷市場之虞，一方面也要維護事業因結合而獲致規模經濟、降低

經營成本、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及產業利潤等效益之整體經濟及公共利益。因此，對於

三種結合型態之申報，其許可與否及附款之決定，均以該項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

與其產生之「限制競爭不利益」兩者之相對大小，作為決策之主要依據。復由處理

原則第6條第2項規定可知，公平會審查依一般作業程序之結合申報案件時，無論是水
平、垂直或多角化結合，在審酌結合案各項考量因素後，倘其不具有顯著限制競爭疑

慮，得認其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若具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

則須進一步衡量整體經濟利益，以評估其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是否大於限制競爭之不

利益。綜言之，事業結合攸關涉及之相關市場集中度的變化，以及因而衍生的市場進

入障礙、資源配置效率、以及是否有壟斷市場的單方或共同效果等競爭爭議，其乃公

平法執法上最主要的重點之一，因此，審查事業申報結合許可與否之二項要點，即整

體經濟利益以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兩者之間的衡酌，不但是執法有效性之關鍵，其考

量因素之具體化及其量化衡量指標的建立，更是執法者未來進一步履行結合實質審查

之目標。本文有鑑於此，亦將針對多角化結合，提出衡量經濟效益之一項適當的量化

指標。

依據公平會辦結案件依行為態樣別之統計，自民國81年至民國96年8月底止，結
合案件數計6,304件，占總辦結案件數之比重為21.16%，而其中屬於金融業之結合案
件數計134件，約占2.12%；雖然此案件數所占比例不大，然而，近十年來，金融業
在服務業乃至整個經濟體系中均居於樞紐地位。以民國95年之國內生產毛額（GDP）
之行業組成來看，農、工、服務業之占比分別為1.53%、26.81%及71.65%，而金融、
保險及不動產租賃業在服務業所占比例約25.42%，僅略次於批發及零售業之占比
（25.76%）。因此，鑑於不同產業之特性相異，復基於金融業在穩定整體經濟中所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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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之重要關鍵角色，本文將鎖定以金融業結合案件為探討範圍，更將以金融創新體制

下之金控公司結合案為例，進行其跨業經營模式下之範疇經濟效益衡量。

綜合而言，本文研究之動機，基於公平會現階段在進行一般結合案例實質審查

時，對於整體經濟或公共利益之審酌，均以預期具有潛在利益為其論點，或在衡酌該

結合案不具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下，逕認其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換句話說，在審查時效性及資料可取得性限制下，公平會尚無據以衡量金融業結

合經濟效益之實務上可行之量化指標，然而，一個具體且適當量化指標之建立，可提

供公平會在結合實質審查程序中，明確地衡量該結合案經濟效益之實測工具，進而得

與其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作綜合評估，實有助於提升公平法落實結合規範實質審查之執

法效力。

因此，本文之研究目的，擬先彙整結合規範相關法規中對於整體經濟利益之審

酌因素，尤其針對金融業及金控公司之結合，其主要為涉及水平及多角化結合，則有

必要進行範疇經濟之衡量；進而，本文擬以國內金控公司結合案例為研究對象，建立

一個衡量金控公司範疇經濟效益的量化指標，且採用隨機邊界成本函數及其效率實證

模型，估計本文所需之聯合生產與個別生產之成本，進一步計算國內金控公司自其成

立以來之範疇經濟值，並探討國內金控公司是否已發揮跨業經營之綜效。本文研究結

果，不但可作為金控公司結合許可決定之事後印證，及提供未來審理相關案例時一項

實務上可行之評估工具；且可作為政府未來在研擬金融改革等相關政策之參考。 
本文研究之架構如下：第壹節前言。第貳節，將先探討審理金融業（包括金控

公司）結合案之相關法規，及其審查重點或考量因素。第參節，分別就公平會審理之

金融業及金控公司結合案件之統計資料，進行彙整，並表列金控公司結合內容、特性

及其跨業經營狀態。第肆節為建立本文擬進行估計之金控公司範疇經濟指標；本節中

依金控公司實際經營特色而定義範疇經濟指標，有關範疇經濟之分析概念及其指標之

定義，以及成本函數估計模式之建構，均屬於本文具創見之構想及設定，期以適當地

評估金控公司在經營成本上之範疇經濟綜效。第伍節為金控公司範疇經濟之衡量及其

分析；本文利用國內14家金控公司民國90至94年實際資料，並採用隨機邊界成本函數
及其效率模型，進行金控及非金控成本函數估計，進一步衡量國內各金控公司之範疇

經濟；本節並就估計結果，分析國內金控公司是否發揮跨業經營之成本面範疇經濟綜

效。第陸節，為本文之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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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事業結合之相關法規規範及審查標準研析

對於事業結合行為規範，相關法規之主管機關包括公平交易委員會、財政部及經

濟部。本節將先探討相關法規在規範上之相輔性及其審查標準之共通性；然後，特別

就金融業(包含金控公司)結合之規範法規及審酌因素加以說明。

一、結合規範之相關法規及其相輔性與共通性

對於事業結合行為之規範，相關法規首推公平交易法及其施行細則，在符合公

平法第六條第一項一至五款任一結合態樣下，公平法對事業結合之管制，係採「事前

申報異議制」，乃針對達到一定規模之事業結合，除有第十一條之一不適用情形外，

課以事業事前申報之義務，公平會依第十二條規定審理，若其未於一定期間提出異議

者，則事業得逕行結合。公平會為使結合申報審理標準更臻明確，並使一般事業有

所遵循，亦已發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95年修
訂）、「事業結合申報須知」（95年修訂）；另外，公平會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對於金融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94年修訂）中，亦明定金融業及金控公司結合
行為依法均有向公平會申報之義務。

其他與事業結合管制有關之法規，為財政部於89年修正通過之「金融機構合併
法」，以及經濟部於民國91年修正通過之「企業併購法」。兩者之立法意旨，係為提
升金融服務品質及處理問題金融機構，以及加速金融市場之整合及發揮跨業經營之綜

效為其目標。相對於財政部及經濟部制訂之「金融機構合併法」與「企業併購法」，

公平法提供對一般事業（包括金融業）結合行為之規範，而以確保結合行為之整體經

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為其規範目標。 
由上述結合規範之相關法規立法意旨來看，其或為避免問題金融機構因其經營不

善可能導致損及公共利益之效率損失，或為改善產業結構及提高國內事業之生產力而

鼓勵金融機構與非金融機構（特別是融資事業或投顧、投信公司）進行合併或併購，

均皆與公平交易法及其施行細則對於事業結合規範之意旨相符，詳言之，可依公平法

第12條規定來看，事業結合許可之決定，須基於其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
利益為依據，或得以附加條件或負擔，以確保該結合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

之不利益。後依公平會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13條規定，若結合案具有顯著限制競
爭疑慮，則其申報事業得提出包括有益於消費者利益、結合事業屬於交易弱勢、或結

合事業之一屬於垂危事業等有關整體經濟利益之具體成效，作為公平會審理該結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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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審酌參考。換言之，公平會處理原則中有關整體經濟利益之考量因素，實與「金融

機構合併法」、「企業併購法」在審理合併或併購案時，以發揮企業經營效率及促進

金融安定、增進公共利益等審酌因素，具有相當之共通性。然而，這些所謂整體經濟

利益或經營效率，在實務上仍屬難以量化或具體衡量之概念，在政策執行上，急需建

立適當之衡量指標，以強化對事業結合或合併行為之經濟效益評估，並能落實公平法

對結合行為之規範。

二、公平會對於金融業（包括金控公司）結合規範之審酌因素

本小節將著重於以公平會執法立場為主，以突顯公平會為競爭政策之目的主管機

關，且其在執行公平法結合規範時，須以兼顧維持市場之公平競爭以及增加規模或範

疇經濟效率為其執法上雙重目標之特質。有關公平會對於事業結合規範之相關法規已

如上節所述，其不但適用於一般產業，亦適用於金融業。本節首將就公平會規範結合

行為之審酌因素(適用於一般產業及金融業)加以研析，並輔以公平會實務案例說明。
首先，先界定公平會執掌法規中之金融業定義。依據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十

條，或「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金融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第二條規定，所稱

之金融業（或謂金融機構事業），指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四條之金融機構、金融控股公

司法第四條之金融控股公司而言，亦即包含金融控股公司、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會

信用部、漁會信用部、票券公司、金融公司、信用卡業務機構、郵政儲金滙業局、證

券及期貨業、保險業、及信託業等業者。一般而言，金融業結合案件中，較罕見或事

實上不存在垂直結合態樣，大多為屬於同一行業之水平結合案，如兩家銀行合併，唯

近數年來，由於法規之鬆綁以及追求資源共享或共同行銷之經濟效率，金融業中跨業

合併之結合型態日益增多，像是金控公司之設立及結合，即涉及銀行、證券、或保險

業子公司同屬一家金控公司之多角化結合類型。因此，泛指金融業之結合，當然包含

金控公司之結合，且金融業之結合型態主要包含水平及多角化結合型態。

公平法及其施行細則已明定結合申報之審查，應考量該結合案產生之整體經濟

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唯兩項標準之審酌因素則未於母法中加以描述列示，而另

於「行政院公平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及「金控公司結合案件審查辦法」

（91年）中則有較詳細之規定，分述如下。
（一）公平會結合申報案件限制競爭效果之考量因素

公平會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九、十一及十二條指出，依一般作業程序之水平

結合申報案件，公平會得考量單方效果、共同效果、參進程度、抗衡力量等影響限制

競爭效果之因素；若為垂直結合申報案件，則其限制競爭效果主要考量因素在於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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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封鎖之可能性及影響程度；至若多角化結合之審查，係以該結合是否削除重要的

潛在競爭而有限制競爭之虞為主要考量，且指出多角化結合事業所屬特定市場，倘具

有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以其產生類似水平或垂直結合之狀態，適用該處理原則水平

或垂直結合限制競爭效果之考量因素。

依「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審查辦法」第10條規定，金控公司之設立依法向公
平會提出申報時，公平會應審酌該金控公司設立對金融市場競爭程度之影響，包括金

控公司及其子公司與其他參與結合事業之市場占有率、相關市場之市場結構與事業家

數、結合後提高市場集中度之程度、相關市場金融商品或服務之互補性及替代性、結

合相關地理市場之競爭減損程度，以及相關市場之參進障礙等，評估該項結合案之限

制競爭效果。

（二）公平會結合申報案件整體經濟利益之考量因素

依該處理原則第十三條指出，具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之結合申報案件，申報事業

得提出是否符合消費者利益、或結合事業原處於交易弱勢之一方、或結合事業之一屬

垂危事業等有利於整體經濟利益之考量因素，或其他有關整體經濟利益之具體成效，

供公平會審酌之參考。該處理原則對於整體經濟利益考量因素之規定，適用於水平、

垂直及多角化結合各種型態，然而，其並未有具體衡量或審查標準，因之，在執法運

作上存在相當大的裁量空間。

「金控公司結合案件審查辦法」第10條亦提出審酌金控公司結合申報時，在整
體經濟利益及公共利益影響上之考量因素，包括相關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價格及品質提

昇情形、相關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地理便利性與種類選擇性、金融業主管機關之相關政

策，以及對參與結合事業之規模經濟或範疇經濟等整體效果。檢視這些考量因素，雖

然涵蓋範圍甚廣，包括價格、品質、便利性、政策方向及效率等各種考量，但是，其

均仍屬於原則性之規定，尚缺乏可資執行之客觀標準，亦存在執行上之裁量空間。因

此，本文擬利用公平會執法以來之實際案例，以事後分析的角度，加以檢視金控公司

結合案例是否發揮整體經濟利益之綜效，以作為政府未來研擬金融改革相關政策之參

考。

參、公平會金融業及金控公司結合案件之相關統計
及其分析

一、公平會金融業結合案件之統計及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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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自民國81年執法以來，至民國96年8月底止，總收辦案件數已超過3萬件
（30,125件）；而總辦結案件數為2萬9,799件，累計結案率98.92%，其中，申請及申
報結合案1收辦經處理結案計6,304件（含申請結合案6,009件及結合申報案295件），
占總辦結案件21.16%。在所有已結結合案件中，絕大多數之結合申請許可或申報案
件，均得到公平會核准或不禁止結合之許可決定（占96.26%），僅在非金融服務業類
別下有3件遭到駁回及2件被禁止結合2。

本文為分析目的，以下將進一步瞭解金融業結合案件在結合辦結總案件數中所

占比例。依據公平會「交易案件結辦單」之行業別代號一覽表之行業分類，計84個
細項行業，而彙整自民國81年至96年8月底止涉及申請及申報結合案之行業計51個，
表1係列出累計案件數在22件以上行業之案件比例表，結果顯示，零售業占86.20%
為最高，依次為傳播及節目播送業（2.19%）、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1.94%）、電子零組件製造業（1.28%）、金融中介業（1.22%）等；唯依公平會所
稱金融業定義，應涵蓋行業別代號為K640金融中介業，K650保險業、及K660證券期
貨及其他金融業，合稱「金融及保險業」行業，則其案件數合計134件，占總結合辦
結件數之2.13%。

表1、民國81年至96年8月底公平會已辦結結合案件之行業分佈

行業別 案件數（件） 案件比例（%）
1.零售業 5,434 86.20
2.傳播及節目播送業 138 2.19
3.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122 1.94
4.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81 1.28
5.金融中介業 77 1.22
6.批發業 62 0.98
7.證券期貨及其他金融業 35 0.56
8.化學材料製造業 25 0.40
9.食品製造業 24 0.38
10.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23 0.36
11.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22 0.35

1 公平交易法於91年2月6日修正公布，結合申請許可制改為申報異議制。
2 民國91年2月以前採申請許可制，其決議方式為核准或駁回，3件結合駁回案均為在民國

89年提出申請之有線電視事業結合案。民國91年2月以後採申報異議制，其決議方式為禁
止或不禁止結合，其2件禁止結合案，一為民國91年之兩家有線電視公司合併案，另一為
民國96年之好樂迪與錢櫃公司之結合申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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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 案件數（件） 案件比例（%）
12.保險業 22 0.35
13.其他 239 3.79

總計 6,304 100.00

雖然以案件數所占比例來看，金融業件數只占2.13%，然而，依行政院主計處民
國96年第2季之「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指出，近十年來農、工、服務業及其主要
次業別占國內生產毛額（GDP）之比重，自民國92年以來，服務業所占比重均在70%
以上（至民國96年第2季，該比重已達72.91%），而其中金融保險及不動產租賃業占
GDP之比重，自民國86年以來，均維持在18%以上；若進而衡量金融保險及不動產租
賃業在整體服務業中所占比重，以民國95年產值計算之結果，約占25.42%，與批發及
零售業在服務業中之比重為伯仲之間。這些數據均顯見金融業在服務業以及整體經濟

中均具有相當之重要性。

二、金控公司結合案件之統計及其基本特性分析

在金融業結合累計案件總數134件中，涉及金控公司申請設立及申報結合之案件
數計34件，其中，申請設立金控公司之結合案計15件，均於民國90年提出申請並分別
於90年及91年獲得核准3，且除了「臺灣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及中央信託局擬以股份

轉換方式設立臺灣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核准後尚未成立外，國內迄今計14家金控公
司。自民國91年至95年間各金控公司更積極從事多角化之跨業投資，以期逐步朝向發
揮資源整合效率以及分散風險之綜效目標，該期間金控公司申報結合之案件數計19
件。以下先就各申請設立金控公司結合案之設立日期、結合方式及其主體子公司，列

於表2，另於表3呈現至96年3月止，國內各金控公司跨業投資所涵蓋之子公司及其所
屬行業。

（一）金控公司申請設立時之結合內容及其特性

由表2可知，以申設當時之申請結合事業屬性來看，其申請結合之主體子公司為
銀行者有華南金控等9家；主體子公司為保險業者，有富邦、國泰及新光金控等3家；
另有復華金控及國票金控則分別以證券金融及票券金融為其主體子公司。

3 除了國票金控及臺灣金控公司於90年底提出申請，於91年元月(隔年)才獲核准以外，其
餘13家金控設立之申請結合案均於90年底獲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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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申請設立金控公司結合案基本資料

金控別 設立日期 結合內容及方式 主體子公司
a

華南金控 90.12.19 華南銀行及永昌證券以股份轉換方式，共同設立
華南金控公司

華南銀行

富邦金控 90.12.19

富邦產險以營業讓與轉換為富邦金控公司，並透
過發行新股及股份轉換方式，富邦金控公司同時
取得富邦產險、富邦商銀、富邦證券及富邦人壽
百分之百股數。

富邦產險

國泰金控 90.12.31 國泰人壽以股份轉換方式設立國泰金控公司。 國泰人壽

開發金控 90.12.28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以股份轉換方式設立中華開發
金控公司。

中華開發工
業銀行

玉山金控 91.1.28 玉山銀行、王山票券及玉山證券，以股份轉換方
式設立玉山金控公司

玉山銀行

復華金控
b 91.2.4 復華證券金融公司、復華綜合證券公司，以股份

轉換方式，共同設立復華金控公司。
復華證券金
融公司

交銀金控
c 91.2.4 交通銀行與國際綜合證券公司，以股份轉換方式

設立交銀金控公司。
交通銀行

台新金控 91.2.18 台新銀行與大安銀行以股份轉換方式，設立台新
金控公司。

台新銀行

新光金控 91.2.19 新光人壽及力世證券以股份轉換方式，設立新光
金控公司。

新光人壽

建華金控
d 91.5.9 華信銀行、建弘證券、金華信銀證券，以股份轉

換方式共同設立永豐金控公司。
華信銀行

中信金控 91.5.17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以股份轉換方式設立中國信託
金控公司。

中國信託銀
行

第一金控 92.1.2 第一商業銀行以股份轉換方式設立第一金控公
司。

第一銀行

日盛金控 91.2.5 日盛銀行與日盛證券以股份轉換方式設立日盛金
控公司。

日盛銀行

國票金控 91.3.26 國際票券、協和證券及大東綜合證券，以股份轉
換方式設立國票金控公司。

國際票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而得。

註a： 主體子公司是指申設該金控之子公司中，以其資本額或營業額最大者，為該金控公司之主體子
公司。

　b：復華金控於民國96年4月與元大京華證券合併後，於同年9月更名為元大金控。

　c：交銀金控於民國91年12月31日更名為兆豐金控

　d：建華金控於民國95年7月更名為永豐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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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國內金控公司之跨業結合狀態

自民國91年至96年期間，金控公司申報之結合案件數計19件，使得各金控公司得
以擴大營運規模，進行金融整合，並增加服務據點，提高客戶服務便利性等；表3為
彙整14家金控公司截至96年3月止所涵蓋之子公司類型，表中第二欄將僅列出屬於銀
行、證券、保險業（含產險及壽險公司）、票券金融及證券金融業等之子公司4，第

三欄進而歸類各金控公司在第二欄所列子公司類型之跨業經營情形。

由表3可知，除了國票金控主要業務為證券及票券以外，其他國內13家金控公司
旗下均包含銀行及證券子公司；再以同時兼營銀行、證券及保險三種主要業務來看，

則有華南金控、富邦金控、國泰金控、兆豐金控及新光金控等5家。

表3. 國內各金控公司旗下主要業務子公司及跨業情形

金控別 旗下子公司
a

跨業情形
b

華南金控

華南商銀

銀行、證券、產險、票券金融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

華南產物保險

華南票券金融公司

富邦金控

台北富邦商銀

銀行（2家）、證券、產險、壽險
富邦證券

富邦產物保險

富邦人壽保險

富邦銀行（香港）

國泰金控

國泰世華商銀

銀行、證券、產險、壽險
國泰綜合證券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國泰人壽保險

開發金控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

銀行、證券
大華證券

玉山金控

玉山商銀

銀行、證券、票券金融玉山證券

玉山票券金融

4 依金控法之用詞定義，其稱「銀行」，係指銀行法所稱之銀行與票券金融公司及其他經
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而「證券商」是指綜合經營證券承銷、自營及經紀業務之證券
商，與經營證券金融業務之證券金融公司。因此，表3將票券金融及證券金融子公司類型
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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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控別 旗下子公司
a

跨業情形
b

元大金控

元大商銀

銀行、證券、證券金融元大證券

元大證券金融

兆豐金控

兆豐國際商銀

銀行、證券、產險、票券金融
兆豐證券

兆豐產險

兆豐票券金融

台新金控

台新國際商銀

銀行（2家）、證券、票券金融
彰化商銀

台證綜合證券

台新票券金融

新光金控

台灣新光商銀

銀行、證券、壽險新壽綜合證券

新光人壽

永豐金控
永豐商銀

銀行、證券
永豐金證券

中信金控

中國信託商銀

銀行、證券、票券金融中國信託綜合證券

中國信託票券金融

第一金控
第一商銀

銀行、證券
一銀證券

日盛金控

日盛國際商銀

銀行、證券（2家）日盛證券

日盛嘉富證券（香港）

國票金控
國票綜合證券

證券、票券
國票票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相關資料而得。

註a ： 本欄只列舉屬於金控公司之主要業務子公司，即屬於銀行、證券、保險業（含壽險及產
險）、票券金融及證券金融等之子公司。

　b：本欄僅以註a所涵蓋業務範圍，予以標示各金控跨業經營情形。

本文鑒於金控公司朝向大型化之發展趨勢，且其未來之發展攸關整個金融體系之

穩定及整體經濟之繁榮；進而，公平法與金控法之主管機關，均對金控公司藉合併或

其他結合型態擴充其營運，負有審核及監督其對整體經濟及公共利益影響之權責，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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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金控公司除應符合金控法規定，金控公司之設立及結合應經公平會依「金融控

股公司結合案件審查辦法」予以許可。因此，本文擬以涉及金控公司申請設立之結合

案，以及金控公司跨業經營之結合申報案(以下合稱金控公司結合案)為研究標的，探
討公平會在審查金控公司結合案時考量之經濟效益，並以民國91年至94年資料，建立
實證模式，進行國內14家金控公司範疇經濟的衡量，以佐證是否達成政策執行之預期
目標與成效。

肆、金控公司範疇經濟衡量指標的建立

一、金控公司之發展背景及其經營模式

台灣金控法草案之研擬，早在2000年8月即由經建會在其「知識經濟發展方
案」中進行規劃，以提昇台灣金融業之競爭力，且符合「以知識為本位的經濟」

（knowledge-based economy）之全球經濟發展型態，在該方案中之首要具體措施為
「建立蓬勃的創新與創業機制，以扶植創新的企業」，而規劃金控公司的發展及管理

機制更是其重點工作目標，在主要參考美、日等國之金控公司模式下，台灣金控法亦

於2001年6月立法通過。因此，金控公司無論在設立的方式以及經營方式上，均具有
金融創新的本質，是知識經濟時代符合推動創新事業與控股公司發展需求之產物。依

金控法規定，金融機構得以轉換（指營業讓與及股份轉換）、分割等具彈性之創新機

制，加速金控公司之設立及其子公司之合併，進而，在同一金控集團之各金融機構之

間，將可以整合共同資源（人員、資本、資訊、設備等）的運用，發展共同行銷之跨

售業務，降低經營及管理成本，達到金控公司發揮綜合經營效益的目標。

依金控法等第4條之定義，其稱金融控股公司（以下簡稱金控公司）係指對一銀
行、保險公司或證券商有控制性持股，並依金控法設立之公司，因此，金控公司成立

將涉及多項金融性業務（銀行、證券或保險業）之跨業經營，亦合致在公平法第6條
所規範之結合態樣，且如前所述，公平會將依金控公司申報結合個案跨業之實際模

式，進行水平結合或多角化結合型態之實質審查。復依金控法第36條規定，金控公司
之業務，以投資及對被投資事業之管理為限，其並未實際經營任何金融業務，因此，

金控公司綜效之表現，依金控法第9條規定，在於審酌其財務業務之健全性及經營管
理之能力、資本適足性、以及對金融市場競爭程度及增進公共利益之影響。這些審酌

因素的考量，與公平會「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審查辦法」第10條之規定相符，但後
者更詳列衡酌「限制競爭可能性」之市場集中度指標及市場參進障礙等因素，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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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整體經濟利益」之金控參與結合事業是否發揮規模經濟或範疇經濟等因素，俾

利實質審查作成決定之參考。

二、範疇經濟相關研究之文獻探討

從事銀行成本效率估計之研究者，常利用成本函數之估計，建立一些衡量成本如

何隨銀行產出而變動的指標。舉其要者有四大衡量指標，其中二項為規模經濟指標，

另二項為範疇經濟指標。其二種規模經濟指標（文獻上或稱傳統總規模經濟及特定產

品規模經濟），是在衡量當產出變動百分之一時，在維持產出組成不變，或產出組成

改變兩種情況下，其成本隨著變動之百分比；兩者隱含成本彈性及規模報酬之意義，

反映成本是否隨產出規模擴大而有下降的趨勢。範疇經濟指標之意義，則在衡量兩種

或兩種以上的產出，在單一廠商聯合生產，與每一產出由個別廠商專業化生產相比，

是否有成本節省效果。本文對於金控公司跨業結合個案之經濟效益評估，將著重於範

疇經濟之衡量，主要的考量為，在金控公司跨業經營模式下，相當於是一種結合銀

行、證券、保險等金融相關業務之聯合生產，則其是否發揮了資源及投入因素共享之

成本節省綜效，亦即其聯合生產之成本是否較之銀行、證券、保險等為個別從事生產

時為低，因而具有範疇經濟，則其為本文探討金控公司經濟效益之具體表現。

有關規模經濟及範疇經濟指標之研究，主要首推B a u m o l，P a n z a r，a n d 
Willig(1982)及Berger et al.(1987)對指標之定義及設定，隨即在各領域研究上被廣泛運
用。應用於銀行業之研究，如Rangan，Zardkoohi，Kolari，and Fraser(1989)、Hughes 
and Mester(1993)、Jagtiani and Khanthavit(1996)、Mitchell and Onvural(1996)等，亦
有應用於探討大學成本效率及效益分析者，如Lewis and Dundar(1995)及Hashimoto 
and Cohn(1997)等研究。國內相關研究則有黃台心（1998）、歐陽遠芬、陳碧綉
（2001）、陳韻如（2002）、江羚毓（2005）、杜豐吉（2005）等。其中，黃台心
（1998）以隨機成本邊界函數法，分析本國銀行之規模與多元經濟。歐陽遠芬、陳碧
綉（2001）利用Battese and Coelli(1995)之模型，估計本國銀行在購併前後之規模經濟
與範疇經濟變化。陳韻如（2002）以事前模擬法推估金控公司各種可能合併模式之規
模經濟及範疇經濟效益。杜豐吉（2005）將銀行、證券、票券、人壽及產險視為金控
公司的五項產出，探討金控公司從事跨業經營與購併活動所產生之規模經濟及範疇經

濟效果。江羚毓（2004）估計考量業務多樣性下之銀行、證券、保險等各業之隨機邊
界成本函數，進行其在加入金控公司前後之成本效率比較，並估計金控公司跨業經營

總成本與子公司個別生產之成本加總，藉此計算金控公司之範疇經濟值。

綜上可知，範疇經濟是在考量多產品生產是否存在互補性的情況下，衡量兩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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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以上產品由單一廠商從事聯合生產，與每一種產品由個別廠商從事專業化生產相

較，所帶給聯合生產廠商的成本節省。常用的兩種範疇經濟指標簡要敘述如下：

（一）傳統範疇經濟（以SCOPE表示）之衡量
範疇經濟之討論，文獻上首推Baumol et al.(1982)，其指出範疇經濟即為衡量聯合

生產對照專業化生產之成本節省。依據Jagtiani and Khanthavit(1996)文中之符號表達，
在生產三種產品情況下，SCOPE定義如下：

在此衡量指標下，當出現產出值為0者，常以指定之極小數值取代，以避免超
越對數成本函數之估計問題。然而，對於產出值為0之產品，設定某個產出水準之作
法，亦可能有過度插補（extrapolate）問題產生。

若SCOPE>0，則稱存在範疇經濟；
若SCOPE<0，則稱存在範疇不經濟。

（二）較為一般化的範疇經濟衡量

傳統範疇經濟指標（即SCOPE）是在假設極端專業化生產情況下，所提供的
一個相當有用的效率衡量工具。但是Berger et al.(1987)發現，銀行很少從事極端專
業化之生產，且不同規模類別銀行會專業化於不同產出組合（output composition）
之生產，其因而建議了擴展路徑次加性（expansion path subadditivity；EPSUB）指
標，作為較一般化且經改良之範疇經濟衡量指標，依Jagtiani and Khanthavit(1996)文
中所稱，此EPSUB亦作為產品混合經濟（product mix economies）的一個衡量指標，
Berger and Humphrey(1991)亦利用此EPSUB從事產品混合經濟之衡量。此指標之計算
涉及產出組（output bundles）劃分，且其不會包含0產出水準及其估計問題。與其假
定相同廠商在一個時期只生產一個產品，代之假定三種不同的產出數量同時由不同

的銀行生產。例如，假定i產品總生產數量為B單位，可將其分割為A和D兩部分，即

；現在有兩個不同銀行（較小銀行），其一生產A單位數量的i產品，
而另一銀行則生產D單位i產品，且同時有第三個銀行（大銀行），生產B單位i產品，
則EPSUB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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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則生產B單位產出之大銀行存在範疇不經濟；

若 ，則大銀行存在範疇經濟。

廣泛而言，若成本函數在產出數量較大時為具有次加性(subadditive)，則生產規
模較大的銀行，或說生產規模的擴大，將導致較有效率的產業。

三、金控公司與範疇經濟指標之定義

（一）金控公司範疇經濟之分析概念

誠如上一小節所述，當應用在銀行業時，SCOPE衡量將一個聯合生產廠商分割成
多個專業化廠商從事生產之成本增加比例，EPSUB則為將現存廠商的產出依其規模類
別分組，衡量其若分由兩個廠商從事生產時成本之增加比例。這些範疇經濟指標所涉

及成本之衡量，無論是聯合生產或專業化生產的廠商，均假設其為面對相同之成本函

數，是在相同成本技術層次下從事生產活動。

鑑於金控公司並未實際從事任何金融業務，其業務是以投資及對於被投資事業之

管理為限，以確保其子公司業務之健全經營。因此，欲探討金控公司的成立或其進行

金融整合之結合行為，是否發揮跨業合併之範疇經濟效益，須由探究金控公司對其子

公司的管理績效著手；當某金控公司旗下各子公司在遵循母公司管理決策下，得以享

受到人員、設備及資訊等資源共用之成本節省；或藉由商品的共同行銷及資本的有效

利用，可促進資本重分配效率及財務上之風險分散，則此種透過股權結合之金控跨業

經營之模式，預期將發揮管理績效。管理績效的表現，可能由成本面、收入面、利潤

面或其他財務績效指標，來進行衡量或評估，而本文即將建議的範疇經濟指標，本質

上是由成本面所作對金控公司跨業綜效的評估。

由於金控公司並未實際從事業務經營，其業務限於對其子公司之管理，則其管理

績效的好壞，視其各子公司業務經營之表現而定。因此，本文擬探討國內14家金控公
司之範疇經濟表現，需以各金控公司旗下子公司成本面之表現作為分析基礎。本文前

於表3中指出，國內14家金控公司，除了國票金控外，其餘13家金控公司均同時涵蓋
銀行及證券子公司。雖然，在此13家金控公司中亦有5家涵蓋產險或壽險子公司，惟
基於涵蓋產險或壽險子公司之金控家數未及半數，且其資料缺漏情形較為嚴重，在估

計之自由度考量下，本文所進行之金控公司範疇經濟衡量，將以各家金控公司旗下之

銀行及證券子公司為研究對象，且與過去研究不同的是，本文觀察到，加入金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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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銀行（或證券商），其經營方式及行為係承自其金控母公司之綜合管理決策下之產

物，相較於未屬於金控公司之銀行（或證券商）為依其獨自之管理決策而為，兩者面

對的生產或成本技術實為不同。因此，本文將利用民國90-94年期間國內銀行與證券
商之非平衡縱橫資料（unbalanced panel data），依是否為金控子公司區分為四組樣本
群，即金控銀行、金控證券商、非金控銀行及非金控證券商，分別估計此四個樣本群

組個別之成本函數，進行範疇經濟之效益衡量。若屬於某金控公司下之銀行及證券子

公司依其金控成本函數之技術層次經營之成本，較假定其未加入金控而仍各自依循非

金控之成本函數進行生產的成本為低時，則表示該金控公司銀行與證券業務之跨業經

營，存在範疇經濟；反之，則為存在範疇不經濟。

範疇經濟是在衡量金控公司跨業經營反映在成本上之綜效，成本函數之適當設

定因而作為評估範疇經濟效益之前提要件。早期從事生產函數或成本函數估計之研

究，均假定所有廠商具有完全效率，Farrell(1957)則提出一個廠商的總經濟效率，包
含技術效率及配置效率兩個組成，而其效率之衡量，可透過資料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或隨機邊界模型（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進行估計。
本文擬基於Battese and Coelli (1995)模型，建立隨機邊界成本無效率之實證估計模
式，在超越對數成本函數形式設定下，利用統計套裝軟體Frontier 4.1，以最大概似法
（MLE）進行上述四組樣本群之成本函數估計，以及範疇經濟之衡量。
（二）金控公司範疇經濟指標之定義

鑑於加入金控公司之銀行（或證券商），與未加入金控公司之銀行（或證券

商），在經營或管理決策上最主要的差別，在於前者之管理效率將受到其所屬金控母

公司管理決策之影響，而其金控母公司之決策，必須兼顧其旗下所擁有之銀行、證券

或保險子公司之發展，以謀取最大利潤為其綜合考量；而後者，則可依各自決策從事

經營。此見解將可表現在兩者成本無效率之影響因子上。

令B代表銀行，S代表證券商，則可比較「金控公司跨業經營銀行與證券之成
本」與「銀行與證券各自依非金控模式經營之成本」。因此，本文包括四組（金控銀

行、非金控銀行、金控證券、非金控證券）隨機邊界成本效率模型之估計，以下先以

銀行業為例（證券業之分析概念亦同），說明加入金控與未加入金控公司之銀行實際

上面對不同的成本技術層次與不同的管理決策。假定i銀行隨機成本邊界函數及其成
本無效率聯合模型之形式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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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其中，  為i銀行之總成本，  為適當之成本函數形式，  為產出數量向量，
 為投入價格向量，β為未知待估計參數向量；  代表非負值之成本無效率影響部

分，通常假定其服從半常態（half-normal）或截斷式常態（truncated normal）分配；
 與  均為具對稱性且彼此獨立之隨機變數，且  為組合性誤差項。
式(1)所定義之隨機邊界成本函數，其所謂隨機性（stochastic），在於其成本值之

上限是由一個隨機值，即 ，作為其邊界。式(2)設定成本無效率
將受到廠商特性變數或環境變數（以  表示）之影響，  服從 ，但截斷點 

 為之分配。
在上述設定下，假定兩產出三投入之銀行成本函數，且以勞動投入價格為標準化

平減變數，並選定資產規模作為影響成本無效率之廠商特性變數，進行式(1)(2)聯合
估計，進而本文為反映加入金控與未加入金控之銀行在管理效率上之差異，將以兩者

影響其成本無效率之資產規模變數不同之設定來表達。另外，為考量金控公司之管理

效率可能受到除了銀行、證券以外，另一重要之保險業子公司之影響，屬於金控公司

之銀行或證券成本無效率估計式中將額外納入「是否涵蓋保險業」之虛擬變數。

對於兩者影響無效率之資產規模變數，未加入金控之銀行成本無效率將只受其銀

行本身資產規模大小之影響；而加入金控之銀行，因其所屬金控公司尚涵蓋證券子公

司，則其成本無效率之影響因素，應考量其可能受到所屬金控公司綜合銀行與證券跨

業經營決策之影響，本文乃以該銀行所屬金控公司下之「銀行與證券資產總額加總」

作為金控銀行影響成本無效率之資產規模變數。金控證券影響成本無效率之資產變數

亦作相同之設定。下列即就金控銀行、非金控銀行、金控證券、非金控證券之隨機成

本邊界及其無效率聯合估計模型，分別加以描述。在符號表示方面，上標H或NH分
別代表金控或非金控，下標B或S分別代表銀行或證券。各模型均設定超越對數之成
本函數型態，而成本無效率估計式中均假定資產規模變數對成本無效率為非線性（設

定為2次式）影響。
1.非金控銀行

；  為銀行資產總額
2.非金控證券

；  為證券商資產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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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控銀行

；

4.金控證券

；

本文在上述實證模型之設定上，有兩項特色。其一為四組樣本均有其不同的成本

函數，亦即銀行、證券、以及是否屬於金控之子公司為面對不同的成本技術。其二為

加入金控之銀行與證券，其無效率將受到其所屬金控下之銀行與證券資產總和，以及

是否涵蓋保險子公司之影響，相對地，未加入金控之銀行與證券，其成本無效率只受

其各自資產總額影響。

因此，在上述設定及本文假設前提下，金控公司之範疇經濟衡量，是在比較由

金控公司同時跨足銀行與證券聯合生產之成本（適用金控管理及技術層次之成本函

數），相較於這些屬於金控公司之銀行或證券商，當其仍為個別生產之成本加總（亦

即適用非金控銀行或證券商之成本技術及管理層次計算其成本），則本文依此概念定

義之範疇經濟指標（scope economies index；簡稱SI）如下：
S I =「非跨業經營時旗下銀行與證券子公司個別生產的成本加總」(A)
　　　　減去「金控公司跨業經營之聯合生產成本」(B) 
　　　　　 金控公司跨業經營之聯合生產成本(B)

　  = 

（其中， ）

當S I > 0，表示該金控公司跨業經營銀行及證券，存在範疇經濟；
當S I < 0，表示該金控公司跨業經營銀行及證券，存在範疇不經濟。

伍、金控公司範疇經濟之衡量及其分析

一、實證模式及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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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擬估計銀行業（金控銀行與非金控銀行）及證券業（金控證券與非金控證

券）之隨機邊界成本函數，藉以衡量金控公司之範疇經濟效果。

銀行業及證券業成本函數型態均設定為最具彈性之超越對數函數形式。銀行業產

出變數之設定上，本文採取仲介法（intermediation approach），選擇「債券及投資」
與「放款及貼現」為兩項產出，投入要素為勞動、資本及資金三項；而證券業之兩項

產出為總業務收入（經紀業務收入、承銷業務收入與自營業務收入之加總）及營業利

息收入，其投入為勞動及資本兩項要素。成本無效率影響因素均納入資產規模變數，

而在金控屬性與非金控屬性下，則前者係以資產總和及額外納入代表是否涵蓋保險子

公司的虛擬變數，作為本文考量金控公司跨業經營管理決策影響下實證模式設定之特

色。

首先，自民國90年至94年計5年研究期間，國內銀行家數分別為51家、50家、48
家、47家及43家，概因期間有多次銀行間之併購發生，而銀行業全部樣本計239筆資
料，依本文分析目的，將全部樣本分為金控銀行及非金控銀行，則分別為88筆及151
筆樣本資料，如表4所示，而銀行業樣本資料之敘述計量請參考附錄1。

本文在樣本證券商的選取上，因目前加入金控公司者均為綜合證券商，且因為公

開發行之公司資料蒐集不易，故本文只以上市櫃與公開發行之綜合證券商為證券業實

證分析之研究樣本。表5即為國內綜合證券商屬於金控與非金控公司之樣本家數分配
情形，全部187筆樣本資料中，金控證券商為71筆，非金控證券商為116筆，其對應證
券業相關實證變數之敘述統計量亦請參考附錄2。

表4、民國90-94年金控銀行及非金控銀行家數統計

年別 金控銀行 非金控銀行 總家數

90
91
92
93
94

20
19
17
17
15

31
31
31
30
28

51
50
48
47
43

總計 88 151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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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民國90-94年金控證券商與非金控證券商家數統計

年別 金控證券商 非金控證券商 總家數

90
91
92
93
94

15
15
13
14
14

25
24
23
22
22

40
39
36
36
36

總計 71 116 187

有關銀行業變數之資料來源，除員工人數出自「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勞動成

本出自財政部金融局所編製之「金融業務統計輯要」，其餘變數資料均取自中央銀行

金融業務檢查處編製之「金融機構重要業務統計表」。至於證券業實證變數之資料來

源，則均取自「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二、實證結果及其分析

（一）實證模型之係數估計及成本效率估計值

本文針對四組樣本群，利用統計軟體Frontier 4.1進行最大概似法聯合估計的結
果，請參考附錄3。

其結果顯示，金控銀行及金控證券之成本函數均受到其是否跨足保險業之顯著負

向影響（其統計顯著性分別為1%及10%），亦即兩者當其所屬金控公司涵蓋保險子
公司，均有顯著降低經營成本之效果。然而，該「是否跨足保險業」虛擬變數對於成

本無效率之影響，只在金控銀行估計模型中有顯著且為正向影響，其對金控證券之成

本無效率影響則不顯著。亦即就金控銀行而言，若其所屬金控公司有跨足保險業，則

會在成本技術層次上，顯著地因發揮資源利用效率等綜效而降低成本，但在管理層面

上則會增加金控銀行之成本無效率程度。

利用附錄3之隨機邊界成本效率估計結果，可進一步彙整四組樣本群之平均成本
效率值，如表6所示。

表6、四個樣本群組之平均成本效率值

金控銀行 非金控銀行 金控證券 非金控證券

成本效率值 0.6567 0.7221 0.9774 0.7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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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6可知，就平均而言，加入金控之銀行較非金控銀行之平均成本效率值為
低；而證券業則有相反結果，即金控下之證券商其平均成本效率較非金控證券商者為

高。

（二）國內金控公司之範疇經濟分析

由隨機邊界成本函數及其無效率模型之估計結果，則可進一步計算加入金控之銀

行與證券，依其金控經營下之成本函數估計式之金控成本，以及仍以非金控之銀行與

證券成本函數估算之個別生產成本，據以衡量國內各家金控公司是否存在範疇經濟，

表7即為國內14家金控公司自民國90年至94年之歷年範疇經濟估計值，同時亦計算各
金控公司旗下銀行及證券子公司之平均成本節省值5；就全部金控之整體表現，亦逐

年計算SI值，再總計其歷年平均值及其整體在銀行及證券子公司兩者之平均成本節省
值。

1.個別金控公司歷年及其平均之範疇經濟表現

（1）歷年均具有範疇經濟之金控公司

由表7可見，富邦金控（90-94年），兆豐金控（90-94年）及新光金控（90-94
年）為在樣本期間歷年均呈現範疇經濟效益者，而以年平均值來看，三者SI值又以新
光金控為首，依次為兆豐金控及富邦金控，且三者均為在其銀行子公司呈現顯著的成

本節省效果，則雖然其證券子公司有些許成本增加，而仍具成本明顯降低之範疇經濟

效果。

（2）成立之初不具有範疇經濟，隔年起始具有範疇經濟者

屬於此類型之金控公司，包括玉山金控、元大金控及永豐金控，三者在91年之
SI值均為負，自92至94年均轉呈現正值之範疇經濟表現，且SI年平均值均為正，同樣
地，其範疇經濟均來自其銀行子公司之成本節省效果所致。

（3）前期具範疇經濟，後期轉為範疇不經濟者

屬於此類型者，其中國泰金控及日盛金控之SI年均值仍為正值而呈現具有範疇經
濟，而台新金控則因只有成立第一年SI值為正，92-94年各年之SI值均為負，則總計
（91-94年）之SI年平均值呈現範疇不經濟。

（4）歷年皆不具有範疇經濟之金控公司

開發金控（91-94年）、中信金控（91-94年）及第一金控（91-94年）為歷年SI值
為負，SI年平均值亦為負值而呈現範疇不經濟之三家金控公司。觀察其範疇不經濟的

5 表7中之平均成本節省值，係以各樣本變數之年平均值代入成本函數估計式，依金控銀行
或證券子公司在非金控成本技術下之成本與金控成本技術下之成本相減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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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除了其證券子公司仍為成本增加，其銀行子公司亦呈現明顯且較證券子公司更

嚴重的成本增加，故整體而言為不具範疇經濟效果。

（5）範疇經濟表現不穩定者

依本文估計結果顯示，華南金控之SI值在90及91年為負，其在92-93年轉為正
值，94年復轉為負，而年平均值為負而具有範疇不經濟表現。

（6）小結

歷年均呈現範疇經濟者有富邦、兆豐及新光金控3家，而歷年均呈現範疇不經
濟者，亦有開發、中信及第一金控3家，其餘各金控公司各年之SI值則正負值有所更
迭，未有一致的範疇經濟或範疇不經濟之表現。

2.全部金控公司歷年之範疇經濟表現

（1）金控公司歷年家數及範疇經濟表現

金控法於民國90年6月立法通過，同年成立之金控公司有華南金控及富邦金控兩
家，雖然分別呈現範疇不經濟及範疇經濟之效果，但平均而言，民國90年為正的範疇
經濟。在91-94年期間，金控公司家數依序為11家、11家、13家及13家，逐年具有範
疇經濟之金控公司家數為遞增再減少（由5家增為7家、9家後，減為6家）；再就各
年全部金控公司之SI平均值來看，整體金控業除了在91年呈現範疇不經濟外，其餘各
年（90年及92-94年）均呈現範疇經濟表現，且全部年度之SI平均值為正(0.0668)，顯
示國內金控公司，就整體而言，為呈現範疇經濟效果。表7亦指出，全部計50個SI值
中，具有範疇經濟之指標（即SI值為正者）個數計28個，其比例為56%，表示有超過
半數的情況下，金控公司跨業經營為具有範疇經濟效果。

（2）金控公司歷年之範疇經濟排名

（a）國內金控公司自成立以來依本文定義之範疇經濟指標（SI）平均值排名，
依序為：新光金控（0.9293）、兆豐金控（0.2728）、富邦金控（0.1628）、復華金
控（0.1368）、日盛金控（0.0985）、玉山金控（0.0800）、永豐金控（0.0377）、
國泰金控（0.0193）、華南金控（-0.0287）、台新金控（-0.0551）、第一金控
（-0.1624）、中信金控（-0.1713）、開發金控（-0.4508）。其中，排名前三的金控
公司（新光金控、兆豐金控與富邦金控）亦屬於「歷年皆具有範疇經濟表現」的金控

公司類型，且皆為資產規模大及跨足保險業的金控公司。

（b）從各家金控公司SI年平均值來看，SI值大於0者，包括富邦、國泰、玉山、
復華、兆豐、新光、永豐、及日盛等金控公司，顯示該8家金控公司跨業或多角化經
營，已發揮降低或節省成本的綜效而具有範疇經濟表現，且排名前5名者，依序為新
光金控、兆豐金控、富邦金控、元大金控及日盛金控；其餘，如華南、開發、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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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及第一等5家金控公司，則不存在範疇經濟效果，其中以開發金控、中信金控及
第一金控為各年及年平均SI值為負，為不具有範疇經濟排名最後3名之金控公司。以
全部13家之金控公司歷年平均值來看，SI值為0.0668，故就整體而言，從本文實證結
果可見，金控公司跨業之經營模式確實可發揮範疇經濟之效果。

3.範疇經濟估計結果之解釋

（1） 金控公司範疇經濟效益主要來自其銀行子公司之成本節省

本文發現具有成本面範疇經濟效果的8家金控公司，其範疇經濟的來源，完全歸
諸其銀行子公司受惠於其金控母公司跨業管理之成本節省效果，且此效果相當顯著，

甚至足以抵銷證券子公司之成本增加部分，而仍呈現SI值為正之範疇經濟。
（2）金控公司跨足保險業，對其範疇經濟的表現具有正面助益

涵蓋保險業（壽險或產險）子公司之金控公司計有華南、富邦、國泰、兆豐及

新光等5家，除了華南金控存在範疇不經濟以外，其餘4家均存在範疇經濟，且其對應
之銀行子公司成本節省值為正值且相當大，然而其對應之證券子公司之成本節省為負

（表示成本增加），則或可推論該4家具範疇經濟之金控公司，其銀行子公司成本之
節省，可能有部分係來自同一金控下保險業子公司發揮資源共享或共同行銷之綜效所

致，且其發揮之綜效相當顯著，使得新光金控、兆豐金控及富邦金控囊括具範疇經濟

效益之前3名。此亦可由金控銀行隨機邊界成本函數估計結果中，其保險業虛擬變數
之估計係數為負值（-3.2024），且在1%顯著水準下具有統計顯著性，可知所屬金控
旗下涵蓋保險業子公司，將可顯著地降低總成本。

（3）其他財務指標與範疇經濟

（a）資產規模大小與範疇經濟沒有一致性關係

若以資產總額在1兆元以上、5000億至1兆元、5000億元以下，作為金控公司資產
規模為大、中、小之分類標準，則國內14家金控公司民國92年至95年之平均資產總額
屬於大型金控者，依序為國泰、兆豐、華南、台新、富邦、第一、中信及新光等8家
金控公司，屬於中型金控者有永豐金控及玉山金控，其餘如元大、日盛、開發及國票

等4家則為小型金控公司。本文發現，前述8家具有範疇經濟之金控公司，只有國泰、
兆豐、富邦及新光等4家為大型金控6，有永豐及玉山等2家為中型金控公司，亦有元
大及日盛2家小型金控公司；可見，大規模未必存在範疇經濟效益，如華南、台新、
第一及中信等金控公司，而存在成本綜效之範疇經濟者，也未必為來自大規模經營之

效益。

6 此4家金控公司亦為國內金控公司中有跨足保險業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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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解釋範疇經濟之其他可能因素

玉山、元大及永豐等3家具範疇經濟之金控公司，如前所述，除了成立第一年不
具範疇經濟外，其餘各年均呈現範疇經濟效益，且三者分屬中、小型金控，亦無跨足

保險業經營。由本文表3之各金控跨業情形，可觀察到玉山及元大金控雖未跨足保險
業，但分別有兼營票券金融及證券金融業務，此亦可能為讓兩家公司發揮成本面綜效

之來源；至於永豐金控，其為國內第一家非集團關係企業之銀行與證券跨業結合的例

子，雖其只涵蓋銀行及證券業子公司，但其旗下永豐商銀係由建華銀行（原華信銀

行）及台北國際商銀合併之續存銀行，則其成本面綜效或可能係來自該銀行間合併所

發揮之規模經濟效果。

另外一家具範疇經濟成本面綜效者為日盛金控，其不但屬於小型金控，且除了

民國93年以外，其餘各年之EPS、ROA及ROE數值均為負值，是屬於低營收且獲利率
不佳之金控公司，則其呈現範疇經濟成本綜效之成本節省，經查其投入價格及成本資

料，發現日盛銀行歷年之勞動投入價格為金控銀行中最低者，則此勞動資源之較低投

入成本或可作為其具小而美之範疇經濟效益之解釋。

陸、結論與建議

本文研究之目的，係為提供實務上可行的一項實證工具，據以衡量國內金控公司

結合之範疇經濟效益，作為公平會執行金控公司結合實質審查時決策上之有用參考；

本文研究結果，亦可檢視國內14家金控公司在金控公司成立以來（90-94年），是否
發揮範疇經濟效果，作為決策效力的一項事後之佐證。

一、本文研究之結論

本文之研究結果，獲致如下各項結論：

（一）公平法及其施行細則明訂結合申報之審查，應考量並比較該結合案產生之

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並另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

件之處理原則」及「金控公司結合案件審查辦法」中列示評估整體經濟利益之審酌因

素，在後者亦明定應對參與結合事業之規模經濟或範疇經濟等整體效果予以考量，惟

這些條款仍屬原則性之規定，尚缺乏可資執行之客觀標準，更未見有具體衡量或審查

之量化指標，因此，在以經由公平會作成審查之實際案例來看，決策時，概以「倘其

不具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得認其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作為

依據，並沒有任何案例有實際上衡量規模經濟或範疇經濟效果，並據以做成決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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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二）民國81年至96年8月底止，結合總數案件計6304件，其中金融業結合案件
數計134件，所佔比例(2.13%)不大，然而，金融業在服務業乃至整個經濟體系中均居
於樞紐地位，對於整體經濟的穩定與成長扮演著重要的關鍵角色。

（三）在金融業結合累計案件總數134件中，涉及金控公司結合案件之件數計34
件，其中，申請設立金控公司之結合案計15件，而金控公司申報結合案件則有19件。
目前國內金控公司計14家，具有不同之跨業經營型態，屬於多角化結合，因此<有必
要提供一個範疇經濟之量化指標，以評估金控公司結合之經濟效益。

（四）金控公司之跨業經營模式，為符合「以知識為本位的經濟」之全球經濟發

展型態，其無論在設立的方式或經營方式上，均具有金融創新的本質，是知識經濟時

代符合推動創新事業與控股公司發展需求之產物。

（五）金控公司並未實際從事業務經營，其業務限於對其子公司之管理，則其管

理績效的好壞，視其各子公司業務經營之表現而定。在此種金控公司之管理模式下，

金控子公司之經營方式或其行為，係承自其金控母公司之綜合管理決策，相對地，未

屬於金控公司之銀行（或證券商）則將依其獨自之管理決策而經營。因此，本文之特

色，在於假定金控公司下之銀行（或證券商）與非屬金控公司之銀行（或證券商）屬

於不同的管理及技術層次，則其將面對不同的成本函數，因而本文基於此種差異性，

即建構一個隨機邊界成本函數及其效率模型，用來反映管理效率對成本之影響，並個

別估計四個樣本群組（金控銀行、金控證券、非金控銀行及非金控證券）之隨機邊界

成本函數，據以衡量金控公司之範疇經濟。進而言之，若屬於某金控公司下之銀行及

證券子公司依其金控成本函數之技術層次經營之成本，較假定其未加入金控而仍各自

依循非金控之成本函數進行生產的成本為低時，則表示該金控公司銀行與證券業務之

跨業經營，存在範疇經濟；反之，則為存在範疇不經濟。

（六）在估計之自由度考量下，本文所進行之金控公司範疇經濟衡量，將以各家

金控公司旗下之銀行及證券子公司為研究對象，利用民國90-94年期間國內銀行與證
券商之非平衡縱橫資料(unbalanced panel data)，估計四個樣本群組個別之成本函數，
據以估算依本文所定義之範疇經濟指標值，進而評估國內金控公司個別及整體之成本

面範疇經濟表現。

文範疇經濟估計結果，得到下列數點結論：

1.具有範疇經濟效益之8家金控公司（新光、兆豐、富邦、元大、日盛、玉山、
永豐及國泰），在本文之研究前提下，均顯現其綜效為源自其銀行子公司所獲致之成

本節省效果，而且該效果均相當大，足以抵銷其證券子公司之成本增加而仍呈現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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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之範疇經濟效果。

2.國內13家金控公司中，在研究期間其平均範疇經濟效果前3名者，即新光金
控、兆豐金控及富邦金控，其成本綜效皆源自其旗下銀行子公司成本之大幅降低，且

均為同時跨足保險業之大型金控。唯同樣有跨足保險業之華南金控，亦屬大型金控，

則並未呈現範疇經濟效益；然而，此結論僅為本研究從經營成本面，以本文實證模式

所得到之結果，該金控公司在本文研究期間之EPS、ROA及ROE等財務指標則均顯示
其獲利率相當良好。相似地，台新、第一及中信等3家金控公司在本文以成本面分析
之結果，均為不具範疇經濟之大規模金控公司，然而其歷年來均有相當高之獲利表

現，因此，金控公司之整體績效須由收益、利潤及成本個方面進行綜合評估，而本文

之分析結果提供在成本面效益之評估及參考。

3.利用民國90-94年國內13家金控公司之資料，在本文實證模式設定下，所衡量
國內金控公司自金控法於民國90年成立以來之整體範疇經濟效益，從全部金控公司
範疇經濟歷年之平均值來看，除了民國91年之SI值為負，存在範疇不經濟外，其餘各
年之SI值均大於0，表示存在範疇經濟效果，且全部年度（90-94年）之SI平均值為正
（0.0668），顯示就整體而言，國內金控公司為呈現範疇經濟效果。

二、本文研究限制及未來研究方向

金控公司跨業經營的三個主要金融業務型態，包括銀行、證券、及保險業，由本

文表3可知，金控公司旗下有產險或壽險子公司者，分別僅有4家及3家，在現階段可
取得實際之資料長度為5年情況下，產險業及壽險業依本文採用之隨機邊界超越對數
成本函數，及其效率模型進行估計，將有自由度不足之實證限制問題；因此，本文所

定義之金控公司範疇經濟指標，係以衡量存在於金控公司之銀行與證券子公司跨業經

營之成本節省綜效，而在估計過程中，額外納入「是否跨足保險業」虛擬變數，來涵

蓋並測定保險業對於金控公司範疇經濟的影響。

因此，本文未來研究方向有下列幾點建議：

1.本文基於資料可取得性之限制，僅考量銀行及證券業間之成本互補性，來評估
金控公司之範疇經濟表現。未來，隨著資料期間加長，應可估計本文模型下之產險及

壽險業成本函數，則可延伸本文所定義之金控公司範疇經濟指標公式，亦納入保險業

之成本考量，進而可就各金控公司涵蓋之不同金融業子公司類別，個別計算其範疇經

濟效益。

2.本文在成本實證模式設定時，強調金控公司之銀行（或證券）子公司，與非屬
金控公司之銀行（或證券），係面對不同的管理決策，因此，在影響成本無效率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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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選擇上，分別以總資產（同一金控下銀行與證券資產總額之和）及個別資產代表金

控層次與非金控層次管理之代表變數。若能納入其他表達金控與非金控公司在管理上

差異性的量化或品質性變數，則可更精確地衡量金控公司跨業經營所發揮之成本面範

疇經濟綜效。

3.本文定義之範疇經濟指標，為僅從成本面綜效來檢視金控公司是否發揮多角化
經營的整體經濟利益。然而，一個公司或事業經營績效之表現，除了成本面指標，尚

可透過收入面或利潤面等各項財務指標來進行綜合考量，甚而，金控公司具有多角化

經營及投資之特質，風險控管及財務健全度亦為衡量金控公司經營績效之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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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銀行業樣本資料之敘述統計量

90年 91年 92年 93年 94年
金控

平均值

(標準差)

非金控

平均值

(標準差)

金控

平均值

(標準差)

非金控

平均值

(標準差)

金控

平均值

(標準差)

非金控

平均值

(標準差)

金控

平均值

(標準差)

非金控

平均值

(標準差)

金控

平均值

(標準差)

非金控

平均值

(標準差)

Y1

Y2

債券及投資

放款及貼現

60,356
(51,537)
268,051

(219,241)

45,580
(90,633)
262,935

(358,208)

78,407
(64,462)
277,086

(214,508)

48,441
(104,729)
252,369

(338,079)

99,364
(81,986)
323,887

(234,741)

53,897
(128,363)
256,696

(341,712)

123,367
(98,953)
347,462

(242,834)

59,223
(126,107)
282,567

(375,117)

133,268
(101,747)
440,251

(250,400)

44,870
(58,724)
312,049

(389,963)

X1

X2

X3

員工人數

固定資產淨額

資金投入量

2,473
(1,795)
9,342

(9,728)
320,467

(267,467)

2,065
(1,970)
8,655

(12,669)
303,459

(430,618)

2,713
(1,863)
10,085
(9,852)
351,525

(285,786)

2,117
(1,943)
8,296

(12,119)
312,347

(449,972)

3,250
(2,251)
11,750

(10,735)
431,959

(327,887)

2,223
(1,882)
10,288

(19,585)
330,495

(479,693)

3,479
(2,316)
11,872

(10,376)
473,818

(346,924)    

2,378
(1,838)
9,946

(17,308)
355,426

(492.323)

4,235
(2,462)
13,670

(10,549)
577,669

(358,721)

2,616
(1,835)
10,847

(17,090)
392,360

(506,512)

C1

C2

C3

TC

勞動成本

資本成本

資金成本

總成本

2,816
(2,465)
7,071

(6,267)
12,238
(9,328)
22,125

(17,444)

2,337
(3,081)
5,643

(6,606)
12,536

(17,500)
20,517

(25,751)

3,009
(2,411)
11,015

(12,948)
7,489

(5,616)
21,514

(19,627)

2,193
(2,695)
7,867

(9,916)
7,735

(11,476)
17,795

(22,165)

3,525
(2,786)
10,724

(10,478)
4,995

(3,560)
19,244

(15,644)

2,237
(2,554)
5,184

(5,554)
5,021

(7,658)
12,442

(14,832)

3,959
(3,090)
8,194

(6,242)
4,709

(3,204)
16,861

(11,380)

2,280
(2,603)
5,089

(5,544)
4,723

(7,692)
12,092

(13,550)

4,621
(3,119)
11,686
(9,563)
7,333

(4,667)
23,640

(15,044)

2,950
(3,270)
6,873

(12,431)
5,792

(8,809)
15,614

(19,000)

W1

W2

W3

勞動價格

資本價格

資金價格

1.0741
(0.2979)
0.9582

(0.5501)
0.0407

(0.0049)

0.9696
(0.3320)
0.9574

(0.7254)
0.0437

(0.0067)

1.0754
(0.3052)
1.3370

(1.0055)
0.0225

(0.0030)

0.9003
(0.2416)
1.3529

(1.0521)
0.0260

(0.0043)

1.0559
(0.2626)
1.3349

(2.1741)
0.0125

(0.0029)

0.8737
(0.2185)
0.7891

(0.4773)
0.0158

(0.0033)

1.1163
(0.3269)
1.0655

(1.4033)
0.0106

(0.0020)

0.8734
(0.2793)
0.8464

(0.6644)
0.0127

(0.0028)

1.1548
(0.4408)
1.0032

(0.5323)
0.0130

(0.0028)

0.9791
(0.3519)
0.9680

(0.7067)
0.0139

(0.0030)

AB
資產規模 405,001

(315,024)
377,702

(537,755)
434,808

(324,420)
378,631

(546,074)
525,638

(368,134)
399,183

(578,100)
593,912

(403,532)
435,414

(606,151)
729,932

(434,418)
482,269

(617,720)

註：上述變數的單位，除員工人數為「人」；其餘變數的單位皆為新台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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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證券業樣本資料之敘述統計量

90年 91年 92年 93年 94年
金控

平均值

(標準差)

非金控

平均值

(標準差)

金控

平均值

(標準差)

非金控

平均值

(標準差)

金控

平均值

(標準差)

非金控

平均值

(標準差)

金控

平均值

(標準差)

非金控

平均值

(標準差)

金控

平均值

(標準差)

非金控

平均值

(標準差)

Y1
項

的

細

目

經紀業務收入

承銷業務收入

自營業務收入

999
(956)
190

(272)
222

(269)

763
(925)

54
(89)
220

(263)

1,273
(1,139)

320
(303)
206

(422)

939
(1,160)

113
(218)
107

(168)

1,327
(971)
209

(231)
449

(393)

838
(1,066)

105
(200)
319

(355)

1,526
(1,152)

146
(167)
312

(447)

1,010
(1,298)

159
(297)
238

(230)

1,143
(835)
162

(173)
366

(419)

764
(1,002)

58
(77)
299

(357)

Y1

Y2

總業務收入

營業利息收入

1,411
(1,356)

700
(752)

1,038
(1,129)

525
(638)

1,799
(1,673)

680
(646)

1,160
(1,409)

518
(658)

1,985
(1,299)

671
(485)

1,262
(1,502)

414
(554)

1,984
(1,590)

724
(538)

1,408
(1,647)

529
(703)

1,672
(1,221)

616
(468)

1,121
(1,389)

501
(685)

X1

X2

員工人數

固定資產淨額

861
(665)
1,365
(988)

676
(663)
1,242

(1,137)

984
(745)
1,444

(1,001)

721
(794)
1,292

(1,259)

1,253
(802)
1,665
(995)

769
(853)
1,304

(1,371)

1,288
(836)
1,629

(1,116)

830
(979)
1,401

(1,625)

1,192
(767)
1,577

(1,113)

790
(885)
1,422

(1,690)

C1

C2

TC

勞動成本

資本成本

總成本

726
(586)
760

(629)
1,486

(1,207)

542
(544)
622

(604)
1,164

(1,140)

763
(623)
830

(618)
1,594

(1,226)

584
(650)
599

(637)
1,183

(1,280)

1,039
(659)
957

(580)
1,997

(1,226)

638
(768)
677

(683)
1,315

(1,422)

1,061
(736)
975

(660)
2,036

(1,379)

729
(854)
673

(784)
1,401

(1,627)

988
(669)
948

(624)
1,936

(1,282)

639
(739)
638

(733)
1,277

(1,466)

W1

W2

勞動價格

資本價格

0.8736
(0.2022)
0.6238

(0.3190)

0.7991
(0.2187)
0.5800

(0.2960)

0.7648
(0.1526)
0.6523

(0.3335)

0.8013
(0.1844)
0.5728

(0.3530)

0.8609
(0.2371)
0.6002

(0.1849)

0.8113
(0.2363)
0.9023

(0.9007)

0.7850
(0.1158)
0.7542

(0.4196)

0.9792
(0.5218)
0.6618

(0.4988)

0.8180
(0.1324)
0.8008

(0.5122)

0.8266
(0.2972)
0.6071

(0.4956)

AS
資產規模 22,911

(20,166)
17,164

(19,712)
26,822

(19,289)
19,221

(22,846)
30,596

(17,921)
22,908

(28,336)
32,193

(21,911)
25,850

(32,966)
32,115

(23,078)
29,506

(36,706)

註：上述變數的單位，除員工人數為「人」；其餘變數的單位皆為新台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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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

一、金控銀行隨機邊界成本效率模型估計結果

參數 變數 係數估計值 標準差 t-值

α0

α1

α2

β1

β2

α11

α22

α12

β11

β22

β12

ρ11

ρ12

ρ21

ρ22

γ

常數項
ln(Y 1)
ln(Y 2)

ln(W 2/W 1)
ln(W 3/W 1)

ln(Y 1)．ln(Y 1)
ln(Y 2)．ln(Y 2)
ln(Y 1)．ln(Y 2)

ln(W 2/W 1)．ln(W 2/W 1)
ln(W 3/W 1)．ln(W 3/W 1)
ln(W 2/W 1)．ln(W 3/W 1)

ln(Y 1)．ln(W 2/W 1)
ln(Y 1)．ln(W 3/W 1)
ln(Y 2)．ln(W 3/W 1)
ln(Y 2)．ln(W 3/W 1)

Ins

12.3073
-2.2721
0.3955
0.7732
-0.2909
-0.1334
-0.1107
0.3658
-0.0325
-0.1241
-0.1765
0.0348
-0.2146
-0.1126
0.1653
-0.2759

1.0020
0.6842
0.5541
1.0693
0.9537
0.0488
0.0461
0.0867
0.0740
0.1110
0.1046
0.0623
0.0978
0.0907
0.0949
0.0861

12.2819***
-3.3207***

0.7137
0.7230
-0.3050

-2.7308***
-2.4006***
4.2177***

-0.4401
-1.1183

-1.6864**
0.5587

-2.1947**
-1.2409

1.7407**
-3.2024***

δ0

δ1

δ2

δ3

常數項
ln AT

ln AT．ln AT

Ins

-5.2907
1.2506
-0.0629
0.5208

1.9751
0.3286
0.0140
0.1642

-2.6787***
3.8050***
-4.4939***
3.1706***

σ2

γ
0.0675
0.9999

0.0131
0.0016

5.1295***
610.5135***

Log likelihood function = 16.9757
*表示在10％的顯著水準下具有統計顯著性；

**表示在5％的顯著水準下具有統計顯著性；

***表示在1％的顯著水準下具有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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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金控銀行隨機邊界成本效率模型估計結果

參數 變數 係數估計值 標準差 t-值

α0

α1

α2

β1

β2

α11

α22

α12

β11

β22

β12

ρ11

ρ12

ρ21

ρ22

常數項
ln(Y 1)
ln(Y 2)

ln(W 2/W 1)
ln(W 3/W 1)

ln(Y 1)．ln(Y 1)
ln(Y 2)．ln(Y 2)
ln(Y 1)．ln(Y 2)

ln(W 2/W 1)．ln(W 2/W 1)
ln(W 3/W 1)．ln(W 3/W 1)
ln(W 2/W 1)．ln(W 3/W 1)

ln(Y 1)．ln(W 2/W 1)
ln(Y 1)．ln(W 3/W 1)
ln(Y 2)．ln(W 3/W 1)
ln(Y 2)．ln(W 3/W 1)

-7.8096
-1.6693
3.7179
-1.8664
1.2359
-0.0758
-0.2373
0.2834
0.0961
0.1177
-0.2288
-0.0783
0.0535
0.1668
-0.0373

0.7947
0.1056
0.1511
0.1028
0.1848
0.0175
0.0169
0.0340
0.0087
0.0208
0.0178
0.0143
0.0198
0.0149
0.0300

-9.8265***
-15.8012***
24.5927***
-18.1439***
6.6852***
-4.3366***

-13.9936***
8.3262***

10.9887***
5.6417***

-12.7887***
-5.4613***
2.7012***
11.1829***

-1.2417

δ0

δ1

δ2

常數項
ln AB

ln AB．ln AB

41.4804
-5.9225
0.1891

7.2506
1.2529
0.0537

5.7209***
-4.7268***
3.5197***

σ2

γ
1.0022
0.9999

0.1201
0.00003

8.3427***
29064.829***

Log likelihood function = 5.8408
*表示在10％的顯著水準下具有統計顯著性；

**表示在5％的顯著水準下具有統計顯著性；

***表示在1％的顯著水準下具有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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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控證券商隨機邊界成本效率模型估計結果

參數 變數 係數估計值 標準差 t-值

α0

α1

α2

β1

α11

α22

α12

β11

ρ11

ρ12

γ

常數項
ln(Y 1)
ln(Y 2)

ln(W 2/W 1)
ln(Y 1)．ln(Y 1)
ln(Y 2)．ln(Y 2)
ln(Y 1)．ln(Y 2)

ln(W 2/W 1)．ln(W 2/W 1)
ln(Y 1)．ln(W 2/W 1)
ln(Y 1)．ln(W 3/W 1)

Ins

2.1034
0.7532
0.0083
-0.4181
-0.1238
-0.1423
0.2677
0.0572
0.2907
-0.2210
-0.1369

0.9069
0.6451
0.7022
0.4813
0.1317
0.0929
0.2170
0.1249
0.1007
0.0886
0.0879

2.3194**
1.1675
0.0118
-0.8688
-0.9407

-1.5316*
1.2337
0.4577

2.8858***
-2.4936***
-1.5563*

δ0

δ1

δ2

δ3

常數項
ln AS

ln AS．ln AS

Ins

0.0223
-0.0665
0.0047
0.0385

0.1677
0.0214
0.0015
0.0998

0.1331
-3.1020***
3.0076***

0.3858

σ2

γ
0.0687
0.0072

0.0124
0.0018

5.5227***
3.9682***

Log likelihood function = -4.8015

*表示在10％的顯著水準下具有統計顯著性；

**表示在5％的顯著水準下具有統計顯著性；

***表示在1％的顯著水準下具有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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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金控證券商隨機邊界成本效率模型估計結果

參數 變數 係數估計值 標準差 t-值

α0

α1

α2

β1

α11

α22

α12

β11

ρ11

ρ12

常數項
ln(Y 1)
ln(Y 2)

ln(W 2/W 1)
ln(Y 1)．ln(Y 1)
ln(Y 2)．ln(Y 2)
ln(Y 1)．ln(Y 2)

ln(W 2/W 1)．ln(W 2/W 1)
ln(Y 1)．ln(W 2/W 1)
ln(Y 1)．ln(W 3/W 1)

1.4289
1.1349
-0.4487
-0.3238
-0.1085
-0.0214
0.1542
-0.3232
-0.0829
0.1282

0.9340
0.4623
0.3739
0.4116
0.0648
0.0115
0.0749
0.0582
0.0818
0.0433

1.5297*
2.4545***

-1.1998
-0.7868

-1.6733**
-1.8502**
2.0579**

-5.5521***
-1.0131

2.9582***

δ0

δ1

δ2

δ3

常數項
ln AS

ln AS．ln AS

Ins

32.3606
-5.3831
0.1364

25.5593
5.3877
0.2595

1.2660
-0.9991
0.5257

σ2

γ
2.2686
0.9807

0.7432
0.0091

3.0521***
107.3225***

Log likelihood function = -53.4975
*表示在10％的顯著水準下具有統計顯著性；

**表示在5％的顯著水準下具有統計顯著性；

***表示在1％的顯著水準下具有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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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陳所長忠榮（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

謝謝公平會的邀請，黃委員的報告是以國內金控公司結合案例作為研究對象，然

後檢討過去金控公司的結合成效，所創造出來對於經濟的好處與壞處。黃委員的報告

金控公司的結合確實有範疇經濟的存在，文章的主題是很重要的，分析的方法根據隨

機邊界模型，這模型是有很好的理論基礎，所以分析方法很嚴謹。研究結果也非常有

意思，尤其是在文章最後可以提出一個SI的Index，用來衡量範疇經濟的指標，讓公
平會或其他政府單位在考慮異業結合、水平合併或是垂直合併，都可以作一個操作上

實際使用的指標，這是本文很大的貢獻。

對於一個現實的問題，收集到相關資料，用一個嚴謹的方法作研究，然後有一

個有趣的結果，這不是容易的事，並非憑想像來辯論，而是有一個依據，我覺得是本

文最大貢獻。我這裡提供點意見供作者參考: 第一點，每一個金控的成立的時間不一
樣，尤其是主體子公司、跨業經營等等的情況都不一樣，所以在比較他們的經營成本

效率及範疇經濟的時候，假使都可以把這些差異性納入考量，會有更好的結果，因為

我們知道在這些金控公司成立之前，這些主體子公司的成本效率就不一樣。第二個是

有關金控與子公司之間的互動模式，雖然子公司合併之後，是由金控公司負責統籌管

理，實際的操作則是由子公司去經營，子公司的自主性到底有多強是一個問題，會有

程度上的不同，假使可以進一步考慮會更好。第三個，是有關保險業的問題，從剛剛

黃委員的報告，我們知道前三名都有跨足保險業，這一次未能把保險業納入考慮，從

統計上的虛擬變數來處理這個問題，我想，如果可以把有跨足保險業的金控公司與沒

有跨足保險業的金控公司作一個比較，看看成本效益上面會不會有顯著差異。

至於未來的研究方向，我想提供一個意見。與本文所採用的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模型有關的是meta frontier，它的好處是可以讓不同類型的成本下限，估計到一
個共同的邊界，然後作比較。因為剛剛黃委員的作法是把它分別估計，然後再比較。

最後，這個文章黃委員處理得很好，也發表得很好，我提供以上幾點意見供黃委員參

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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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產業與公平競爭

謝易宏
*

摘要

金融控股公司與所屬子公司在對外結合時，究應如何計算整體的「經濟力」與

「市場力」？誠為困擾監理金融產業競爭管制的難題。在「大型複合式金融財團」中

居於資源分配整合地位且具上市公司「籌資」功能的金融控股公司，與所屬子公司

間的法律切割固然各有所據，但透過「共同業務推廣」（金控法第43條）與「共同行
銷」（金控法第48條）所形成的交織客層（Client Base），金控產能與獲利自不能忽
略所屬個別子公司的貢獻。本文建議應以金控結合對於所涉「特定業務別」之影響，

作為判斷是否構成限制競爭的管制門檻；復以渠等結合後之「業務別」或「產品別」

之「銷售額」決定結合之「市場力」，即以金融「業務或產品」決定金融版塊整併對

於市場競爭公平性之影響而為准駁依據。

關鍵詞： 大型複合式金融財團、金融控股公司、結合、併購、競爭規範、金融產
業、金融商品、公平競爭、產品別、業務別、法定業務

壹、前言

經濟法所強調的產業管制，旨於建構秩序，促進競爭，市場價格因減少人為操縱

而合理，消費者權益乃獲反射性保障。金融管制，動見觀瞻，寬鬆之間，皆涉利害，

目次

壹、前言	 參、芻議

貳、問題 肆、結論

　　一、國內實務

　　二、國外法例

　　三、小結

* 東吳大學法律、會計學研究所教授
 本文最新修正內容請參見公平交易季刊第16卷第3期「台灣『金融控股公司』競爭規範之
探討」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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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揆諸規範原旨，當在強調健全「金流」協助完成「物流」交易給付的過程。倘「金

流」之過程未能效率化充分競爭，則不惟悖於建立市場機制之公益初衷，更可能造成

「物流」交易成本的不當增加，合理的懷疑總落在終端的消費者於焉成為轉嫁如是被

扭曲市場價格的最無辜受害者，難免讓人心情失溫，徒呼負負。

金融全球化潮流下，臺灣的金融服務業，正面臨了前所未有的競爭危機。以目

前政府仍能置喙渠等經營方向的公股金融業者而言，近五年內處理約新臺幣7,400億
元壞帳，換算以臺灣總人口數，每人平均分擔的壞帳額度竟高達3萬多元之譜。雖然
經由政府先前「二、五、八」專案1之「一次金改」與「三、六、七」專案之「二次

金改」2等階段性政策推動，壞帳的問題稍有改善，但台灣的金融業卻仍列居亞洲國

家金融業「資產報酬率」（ROA）最不理想之林。依據我國官方最新統計顯示，去
（2006）年台灣金融業者資產報酬率僅達0.3％3，國際性財務顧問公司對於台灣金融

業今年表現的預估亦僅達0.7％，遠低於亞洲國家平均的1.2～1.3％。位居亞洲的世
界級公司也漸漸將併購（M&A）視為在區域、甚至全球進行擴張的另一種策略性工
具。世界經濟論壇（WEF）近日公布2007年全球競爭力評比報告（GCI），台灣名次
落至第14名；更首度落後主要競爭對手南韓。最不理想的項目就是金融服務業競爭
力，台灣在「銀行健全度」項目評比亦從去年的第一百名再度重摔，落至第114名，
相當於全部受評國家的倒數第17名4；實有再予檢討的進步空間。

事實上，以坐擁許多世界性一流企業的南韓與台灣為例，近年來併購由本國公司

所發起，或合併雙方皆為本國公司的情況正在質變，外資企業與外商銀似乎比本國金

融業者更具優惠的針對區域和全球性併購交易提供諮詢意見5。至於市占率的問題，

目前台灣前五大金融業者的市占率只達38％6，相較於鄰近國家新加坡而言，該國前

1 我國政府於2002年組成「金融改革專案小組」，分別就銀行、保險、資本市場、基層
金融查緝金融犯罪等方面， 推動各項興革措施；其中最大的目標是「降低逾期放款比
率」，稱為「二五八金改目標」，即兩年（二）內將逾放比降至5%（五）以下、資本
適足率提高至8%（八）以上，亦稱之為以「除弊」為主軸之「第一次金改」。第一次
金融改革結果為：逾放比由2002年3月最高的8.04% ，下降至2003年底的4.33% 、2004年
3月更下降至3.31% ；資本適足率於2003年提高為10.07% ，高於國際標準8%；順利達成
「二五八」第一次金改目標。

2 2004年10月20日，陳水扁總統在主持經濟顧問小組會議後，宣布第二次金改四大目標，
這四大目標分別是：一、明年底前至少三家金控市佔率超過10％；二、公股金融機構的
家數今年底以前由十二家減六家；三、金控家數明年底前減半成為七家；四、至少一家
金控到海外掛牌或引進外資，外界遂以「三、六、七」二次金改稱之。

3 請參見金管會銀行局金融統計資料，網址：http://www.banking.gov.tw/public/data/boma/
stat/abs/9512/ 11-2.xls，查訪日期：2007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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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金融業者的市占率卻相當集中達到100％（係依法於半年內整併結果）、若以香
港為例，該地區前五家銀行亦達89％的市占率（以恆生銀行居首）；以金融業「大者
恆大、強者恆強」的競爭迷思推知，台灣金融業恐尚有進一步整併的市場空間，始能

達到相當經濟規模，以因應全球化的競爭。

金融業專業分工（Specialized Banking）的監管理念，自美國1999年11月12日
「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法案」（U.S. 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 of 1999－實務
上多以Graham-Leach-Bliley Act稱之）通過後，多年來美國傳統金融分業藩籬被一舉
突破，以金融控股公司為主的「大型複合式金融機構」（LCFI－Large and Complex 
Financial Institutions）7隨之趁勢興起，透過整合轄下金融機構之間資源，形成渠等經

4 「台灣競爭力，首度輸南韓」，聯合報╱記者許玉君／台北報導，2007年11月1日。
 【主要國家競爭力排名】

國家 2007 2006 進步名次

美國 1 1 0
瑞士 2 4 2
丹麥 3 3 0
瑞典 4 9 5
德國 5 7 2
芬蘭 6 6 0
新加坡 7 8 1
日本 8 5 -3
英國 9 2 -7
荷蘭 10 11 1
韓國 11 23 12
香港 12 10 -2
加拿大 13 12 -1
台灣 14 13 -1
奧地利 15 18 -3

 資料來源：經建會引用世界經濟論壇（WEF）數據資料。轉引自前揭聯合報「台灣競爭
力首度輸南韓」報導。

5 請參見喬治、奈斯特(George Nast)，「亞洲批發銀行的本土化政策」，麥肯錫顧問
公司研究報告，2007年2月7日，該公司網站資料：http://www.mckinsey.com/locations/
chinatraditional/mckonchina/industries/financial/Asian_wholesale.aspx，查訪日期：2007年11
月18日。

6 請參考金管會銀行局金融統計資料，網址：http://www.banking.gov.tw/public/data/boma/
stat/abs/9608/2-2.xls，查訪日期: 2007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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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上存有高度「相依性」（Interdependency）的共生關係，內部金融機構間的經營風
險在高度利害與共之下，亦因此具有高度「傳染效應」（Contagion Effect）；繼之英
國、日本金融監理亦相繼效之，蔚為主流。若因金融控股公司居於資源整合之優勢地

位，所造成整體金融市場的不正競爭，恐將惡化經營風險，最終造成「納稅人曝險」

（Taxpayer´s Exposure）之不正義8。國內雖然目前尚無具體金融控股公司間結合之

個案可資例示，惟衡諸台灣金融市場因應全球化競爭風潮，大型複合式金融機構進行

整併所引發之產業競爭失序恐仍勢所難免；基於金融安定首當側重「預防」之旨，如

何維護金融市場公平競爭，因此成為本文關切並擬整體檢視的核心問題。

貳、問題

一、國內實務

金融控股公司與所屬子公司在對外結合時，究應如何計算整體的「經濟力」與

「市場力」？誠為困擾監理金融產業競爭管制的難題。在「大型複合式金融財團」中

居於資源分配整合地位且具上市公司「籌資」功能的金融控股公司，與所屬子公司

間的法律切割固然各有所據，但透過「共同業務推廣」（金控法第43條）與「共同行
銷」（金控法第48條）所形成的交織客層（Client Base），金控產能與獲利當不能忽
略所屬個別子公司的貢獻。揆諸目前審查實務，或因行政權分配之考量，我國金融主

管機構於金融控股公司申報結合個案中尚不見對於渠等子公司之「經濟力」或「市場

7 有關「大型複合式金融機構」之最新探討，請參見Lichtenstein, Cynthia Crawford, “The 
FED›s New Model of Supervision for ‹Large Complex Banking Organizations›: Coordinated 
Risk-Based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Multinationals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bility” . 
Transnational Lawyer, Vol. 18, No. 2, 283-299, 2005.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
abstract=882474, visited Nov. 19, 2007.

8 為避免金融控股公司風險集中可能造成國庫與納稅人的負擔，依據1999年12月巴塞爾委
員會發布之「金融集團大額曝險之監理指導原則」，對於金融集團的重大集中風險應定
期向主管機關申報，主管機關亦應推動重大集中風險的揭露。為遵循上該立法意旨及國
際監理規範重視集中風險管理之精神，並執行金融控股公司法第46條規定，我國金融主
管機關業已於2002年3月12日發布金融控股公司所有子公司對同一人、同一關係人或同一
關係企業為授信、背書或其他交易行為之總額達金融控股公司淨值百分之5或新台幣30億
元二者孰低者，應於每營業年度第2季及第4季終了一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報，並於金
融控股公司網站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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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所著墨；有鑒於人民對於目前以金融控股公司為首所形成之金融財團「經濟力

集中」（Economic Concentration）所產生社會資源排擠效應之疑懼日增，建構金融產
業競爭秩序因而具有監理優先性，競爭政策主管機關自然責無旁貸。

觀察我國金融服務業的競爭實況，台灣目前以「國營」（金融控股公司與大型銀

行）、「外資」（外銀或私募基金）、「民營金控業者」與「民營非金控金融業者」

所組成的金融版圖，呼應「二次金改」所倡金融機構大型化以增進競爭力之假設，恐

怕即將因為「外資」逐漸主導性的併購台灣本土金融業者，而形成「外資」與「本土

金控業者」寡占市場的局面9，惟如此整併過程是否存在不利整體金融市場公平與秩

序的「限制競爭」情形10？如何經由「金融」主管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的相互合

作，進一步提供金融產業健全發展的法制環境，使我國金融產業與國際競爭秩序接

軌，促進國際競爭力，實為訂定當前金融與競爭監理政策當務之急。

揆諸我國現行競爭法制對於金融業之衡平監理，公平交易法第9條第2項（基於
「行政一體」，規範如何執行之事項）與46條（實體規範之選擇）之適用，復以目前
實務所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會銜財政部於2002年2月7日公壹字第0910001244號函
所頒「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與財政部之協調結論」第(三)點觀之，似仍欠缺與金融

9  【2007年1-8月年我國全體金融機構獲利率排名】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總收益 稅前損益 獲利率(%)
美商道富銀行　　　　◎ 667 344 51.57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17,283 6,558 37.94 
美商摩根大通銀行　　◎ 3,065 1,134 37.00 
美商花旗銀行　　　　◎ 26,598 9,596 36.08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　　＃ 29,280 10,478 35.79 
美商美國紐約銀行　　◎ 346 119 34.39 
菲律賓首都銀行　　　◎ 82 27 32.93 
美商美國銀行　　　　◎ 2,406 686 28.51 
日商瑞穗實業銀行　　◎ 3,539 893 25.23 
彰化商業銀行　　　　＃ 39,089 8,742 22.36 

 ＃表示該銀行係金融控股公司轄下之子公司
 ◎代表外商金融機構
 資料來源： 金管會網站http://www.banking.gov.tw/public/data/boma/stat/abs/9608/10-2.xls. 

查訪日期：2007年11月19日。
10 實證研究以金融風險相關性衡量金融穩定，並觀察合併機構風險與競爭力變化，結論認
為金控成立後金控股票累積異常報酬上升，股票報酬的風險波動下降，合併機構競爭力
下降，似亦暗示存有限制競爭之可能，請參見蔡永順、吳榮振，「金融合併與金融不穩
定：以台灣金融控股公司為例」，金融風險管理季刊，第3卷第1期，1-26, 200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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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2004年7月起已由「財政部」改為「金管會」）間「行政管理權分配」之
明確程序；為利我國金融業整合以祈促進整體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並降低業者行政作

表1、金控成立前後的股票報酬波動
金控成立前
（1998-2001）

金控成立後
（2002-2005）

金控股票報酬平均數 0.0052 0.0265
金控股票報酬中位數 0.0071 0.0324

金控股票報酬平均數變異係數 118.3625 28.2345
金控股票報酬中位數變異係數 186.2675 40.7356

金控成立後，金控股票累積異常報酬上升，股票報酬的風險波動下降。顯示台灣金控成立
後，風險分散效果可能大於道德危機效果，使合併機構風險下降。

表2、金控對外相關性變化
金控成立前
（1998-2001）

金控成立後
（2002-2005）

金控對市場相關係數平均數 0.5987 0.5265
金控對市場相關係數中位數 0.6193 0.532
金控對非金控相關係數平均數 0.5221 0.4432
金控對非金控相關係數中位數 0.5324 0.4565

表3、金控成立前後相關報酬指標變化

　
金控成立前
（1998-2001）

金控成立後
（2002-2005）

ROA（總資產報酬率）平均數 4.22% 4.56%
ROE（股東權益報酬率）平均數 6.25% 9.82%

EPS（每股盈餘）平均數 3.5 4.8
ROE上升比率，明顯高於ROA上升比率，此代表金控成立後，合併機構的負債比率有明顯
上升趨勢。

表4、金控成立前後合併機構Tobin’s q變化

Tobin›s q 金控成立前
（1998-2001）

金控成立後
（2002-2005）

Tobin›s q平均數 1.48 1.10
Tobin›s q中位數 1.50 1.14

【獨占力指標Tobin’s q＝市場價值/帳面價值】。Keeley（1990）的研究指出，以Tobin’s q
大小變動觀察金控成立後競爭能力上升或下降，若市場接近完全競爭，則企業利潤愈低，

Tobin’s q愈小。反之，若企業獨占力愈高，則利潤愈高，Tobin’s q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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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成本，實有進一步再加釐清法制作業之必要。

再者，金融控股公司法第9條第2項授權命令－「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審查辦
法」第3條第1項規定，亦需以金控公司之「設立」該當公平交易法第6條第1項與第11
條第1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為「結合」申報之前提要件；惟關於渠等「設立後」
之「結合」行為，則需另依2002年2月25日公平會公企字第0910001699號函所頒「事
業結合應向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之銷售金額標準」第1、2點規定辦理，並
為公平交易法第40條處罰規定相繩，法制設計上呈現「階段式」管理。易言之，有關
金融財團間就所轄金融機構之結合，目前法制設計迨皆以「金控公司」作為基準作業

平台加以評量規範，適用門檻拉高至非營業性籌資主體的金控公司，則審查結果當然

總以台灣金融業尚屬高度競爭之立論而多行禮如儀予以核准，從產業「市場力」之檢

視監督以促進「競爭力」的觀點，現狀的規範模式是否妥適？本文以為容或有進一步

再予檢討的空間。

二、國外法例

（一）美國法制

以金融實務最為多元且靈活的美國法制為例，金融產業結合案件申請之審查

法制，依「克萊頓法」（Clayton Act）第7條11及聯邦存款保險法第18條12（論者

或有以「銀行合併法」－Bank Merger Act稱之）規定，授權由司法部（DOJ）、

11 該條條文清楚說明美國競爭法對於結合案件的審查原則與程序，為利讀者瞭解，茲將
該條文主要內容摘要如下：「No person engaged in commerce or in any activity affecting 
commerce shall acqui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stock or other 
share capital and no person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hall 
acquire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assets of another person engaged also in commerce or in 
any activity affecting commerce, where in any line of commerce or in any activity affecting 
commerce in any section of the country, the effect of such acquisition may be substantially 
to lessen competition, or to tend to create a monopoly. No person shall acqui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stock or other share capital and no person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hall acquire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assets 
of one or more persons engaged in commerce or in any activity affecting commerce, where in 
any line of commerce or in any activity affecting commerce in any section of the country, the 
effect of such acquisition, of such stocks or assets, or of the use of such stock by the voting or 
granting of proxies or otherwise, may be substantially to lessen competition, or to tend to create 
a monopoly.」See Section 7, the Clayton Antitrust Act of 1914, (October 15, 1914), codified at 
15 U.S.C.§ 18.

12 See Section 18(c) of th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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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儲備理事會（FRB）與財政部金融局（OCC）於1994年7月所會銜訂定的
「銀行合併審查原則」（The Bank Merger Screening Guidelines）13，大致仍依

循「1992年水平結合指導準則」（1992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14之判準

（雙赫指數－市場集中度衡量指標－HHI15），但規範較為嚴謹。程序上金融主管

機關對於個別金融結合案件是否符合地區性公共利益先為審酌後，均須知會「司

法部」同步為市場競爭分析之決定（Competitive Factors Letter）16。司法部轄下

「反托拉斯署」（Antitrust Division）於考量業務集中度、參進情形、結合案對金
融業務需求之潛在影響等因素後，若認有限制競爭之虞，並得依「反托拉斯法」

規定，訴請法院阻止該金融結合案件之進行。至於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依法雖無權「直接」對「銀行」結合案為置喙17，但銀行以外

13 在實務上，銀行合併審查準則（The Bank Merger Screening Guideline）對於主管機關在獲
取對審查及進行評估結合案之競爭效果的必要資訊甚有助益，而該準則亦使主. 管機關與
申請者之間有一良好的互動關係，得以迅速釐清爭點，使司法部以及銀行主管機關得以
儘早提出競爭議題的分析並提出可能的協調解決之道。參見顏雅倫，「我國結合管制之
檢討與前瞻－以金融產業之結合為例」，公平交易季刊，第11卷3期，107，2003年7月。

14 該「準則」嗣後復經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與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於1999年4月8日聯合發佈
修正，詳情請參見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bc/docs/horizmer.shtm，查
訪日期：2007年6月1日。

15 雙赫指數（Horfindahl-Hirschman Index），係指對於特定市場所有參與者個別市場占有率
平方之總和：計算公式係以 表達市場集中程度。美國係自1992年起改用雙

赫指數取代以特定市場中四個最大產業個別市場占有率之總和（CR4）作為市場集中度
指標，並以該指標計算出結合後指數在 1 0 0 0點以下定為「低度」集中市場
（Unconcentrated Market)，1000-1800點間定為「中度」集中市場(Moderately Concentrated 
Market），1800點以上定為「高度」集中市場（Highly Concentrated Market），併參酌指
數在不同區間之增加幅度作為個別金融結合案件准駁之依據。

16 關於渠等機制的實際運作，請參見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於1999年6月24日發
佈予全體要保金融機構之函令內容：「The new processing procedure allows applicants to 
benefit from a “prospective competitive- factors report” recently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 The prospective report applies to those merger transactions, such as corporate 
reorganizations, that are inherently competitively neutral. For such mergers, the prospective 
report serves as the DOJ’s competitive-factors report required under the Bank Merger Act. 
Essentially, the new procedure allows the normally required 15-day post-approval waiting period 
to run concurrently with the statutory 30-day competitive-factors report period, shortening the 
merger application process for these 

 transactions by up to 15 days.」available at http://www.fdic.gov/news/news/financial/1999/
fil9963.html, visited Nov. 18,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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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其他金融服務業，則仍有權進行審查18。易言之，美國金融產業結合管制及申

報法制，基本上係採「事前」強制性的「申報異議制」；具體言之，結合後之金

融業者交易總額達一定規模或參與結合之金融業資產總值達一定規模者，均須申

報，主管機關在30日內未針對該個案另函駁回時，該結合案即可依法生效准予進
行19。

（二）英國法制

成熟的金融制度，讓英國的海外殖民政策獲得豐沛的金援供應，一直是曾經自許

為「日不落帝國」皇冠上的驕傲。細究該國金融法制的發展，本質上是一種較少受到

外力操縱、屬於一種逐漸演化的進程，從皇室早於1694年授權制定專屬皇室的英格蘭
銀行法（Bank of England Act of 1694）以來，數百年間都係經由道德勸說方式達成業
務監控的政策使命，直至1979年英國通過「銀行法」，才首見以法律位階賦予英格蘭
銀行對銀行業務的明文監理權限20。如此監理建構可使金融業務監理權能集中，金融

法規系統化，銀行業者知所遵循。行政高權有效運作，促進了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理的

效率；改善職司不同監理功能之機構間相互推諉責任的惡質現象。令人擔心的是將更

突顯監理機構「衙門化」，地盤傾軋與爭權，無助於金融專業的經驗傳承與交流。

此種發軔於英國的集權式「單軌制」監理模式，或指「高權型」的監督管理建

構，由「集權式」機構如同一般國家「中央銀行」位階或專門性業務監理機構設置以

對銀行業務進行監控。如此調整演進了數百年，逐漸形成了對商業銀行的監理權限集

中於財政部轄下的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的典章制度21。回歸現實，其後英格蘭

17 關於金控公司的結合案件，主要仍依據美國聯邦統一法典（U.S.C.）§1850規定辦理。
為利後續援引說明，茲轉錄該條文如下供參：「With respect to any proceeding before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wherein an applicant seeks authority to acquire a subsidiary which is 
a bank under section 1842 of this title or to engage in an activity otherwise prohibited under 
chapter 22 of this title, a party who would become a competitor of the applicant or subsidiary 
thereof by virtue of the applicant’s or its subsidiary’s acquisition, entry into the business 
involved, or activi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be a party in interest in the proceeding and, in the 
event of an adverse order of the Board, shall have the right as an aggrieved party to obtain 
judicial review thereof as provided in section 1848 of this title or as otherwise provided by 
law.」See 12USC§1850.

18 12USC§1467a(e)、12USC§1828(c)
19 同註17。
20 關於「英格蘭銀行」的制度沿革請參該行網站所http://www.bankofengland.co.uk/about/

index.htm，查訪日期：2007年11月19日.
2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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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對銀行的監理乃設置由轄下「銀行監理委員會」（Board of Banking Supervision）
與「銀行業務監理局」（Banking Supervision Division）統合負責。銀行業監理委員會
現為銀行業監管的最高機構，每年按時依法發佈實施銀行法的執法報告，並依銀行法

規定公佈對銀行監理的業務彙總結果。銀行業務監理局則依法負責商業銀行之管理，

並由英格蘭銀行董事或常務副董一名負責監督。為了適應金融全球化和歐元誕生的挑

戰，英國政府更於1997年提出改革金融監理制度的新建構，由英格蘭銀行、證券期貨
管理局、投資監理組織、私人投資管理局等機構的金融監理權限統一移交給新成立的

「金融局」 （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簡稱FSA），統合對於商業銀行、投資銀
行、證券、期貨、保險等九大金融業務的監控22。

鑒於英國金融業務除「保險業務」另有特別規定外，傳統上仍以「綜合銀行」

（Universal Bank）23經營型態為主，其商業性控股公司在實務上之呈現仍集中以「銀

行控股公司」（Bank Holding Company）足堪為箇中代表；惟渠等銀行控股公司間之
結合，除需遵循英國金融服務業法（Financial Service and Market Act, FSMA）第159條
第3項所揭「不得有造成或促使市場優勢地位之不當利用」（…the effect of requiring 
or encouraging exploitation of the strength of a market position they are to be taken…）24

外，亦須為英國2002年所頒之「企業法」（UK Enterprise Act of 2002）第4章（Part 
4）第134、141條（Section 134、141）25所強調之「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判
斷要件相繩。尤值注意者，英國競爭委員會（UK Competition Commission）對於金融
機構之結合審查實務，更在經英國「公平競爭管理局」(OFT., Office of Fair Trading)初

22 有關該局之業務職掌請詳參網站資料http://www.fsa.gov.uk，查訪日期：2007年11月19日.
23 綜合銀行，簡言之，主要係針對若干歐系銀行所提供金融服務容，除了傳統專營存、放
款等業務外，尚且包括投資業務在內之營業型態謂之。

24 為利說明 茲轉錄該條規定全文供參如次“If regulating provisions or practices have, or are 
intended or likely to have, the effect of requiring or encouraging exploitation of the strength of 
a market position they are to be taken,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hapter, to have an adverse effect 
on competition.”資料出處，請參照英國金融服務市場法U.K.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 Act(c.8)官方版本http://www.opsi.gov.uk/ACTS/acts2000/
ukpga_20000008_en_13#pt10-ch3-l1g159, visited Nov. 10, 2007.

25 Available at http://www.opsi.gov.uk/Acts/acts2002/ukpga_20020040_en_12, visited June 10, 
2007. 茲轉錄該條第六項所規範有關公益要件之文義供參: (6) In deciding the questions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4), the Commission shall, in particular, have regard to the need to 
achieve as comprehensive a solution as is reasonable and practicable to the adverse effect on 
competition and any detrimental effects on customers so far as resulting from the adverse effect 
on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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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後所轉呈具代表性個案中，以「終端消費者是否得因渠等結合而享有市場更具競爭

效率之利益」26作為案件核駁之重要判準27；質言之，我國發展方向上逐漸呈現以銀

行為首的法制格局，作為金融集團金流處理中樞的「綜合銀行」模式，是否亦得考量

對於金融控股公司間之結合行為，援引英國金融業競爭法審查法律要件，而以金融終

端消費者立場判斷結合的競爭效率；亦即側重金融集團間涉及部分法定業務因結合所

將導致對於消費者公共利益之影響，列為准駁之判準？迨皆足為它山之石或可為我國

未來實務參考。

（三）歐盟法制

歐洲議會（European Council）早於2002年12月16日即已立法通過總計33條的金
融集團規範指令28，除首度針對「金融集團」訂有定義性條文29外，就金融集團之

競爭行為於競爭法上並無異於其他事業而為例外規定30。反觀歐洲執委會(Executive 
Committee)依歐盟合併規則(ECMR)有權審查跨國的併購與合資企業31，渠等法規所顯

示的結合管制門檻主要基於計算所有參與結合之企業全球營業額（turnover）是否超
過50億歐元，或兩個以上參與結合之企業在歐盟會員國體系（community dimension）

26 See decision on merger between Lloyds TSB and Abbey National, U.K. Competition 
Commission 2001. 茲轉錄該決定之部分內容如次“…This merger was blocked as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stated, amongst other reasons, that these efficiency gains would not be 
passed on to customers…” Reprinted in John Ashton, Efficiency and Price Effects of Horizontal 
Bank Mergers, Norwich Business School and the ESRC Centre for Competition Policy,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Khac Pham, ESRC Centre for Competition Policy,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CCP Working Paper 07-9, June 2007.

27 See Schedule 11, Section 185, subparagraph (2), the Competition Act of 1998. Available at   
HTTP://WWW.LEGISLATION.GOV.UK/ACTS/ACTS2002/UKPGA_20020040_EN_36_
CONTENT.HTM , VISITED Nov. 18, 2007. 惟需強調者，迨為渠等競爭法主管機關與金融
主管機關間行政管理權之分際，亦即依FSMA第164(1)規定所示，若經金融主管機關公佈
之特定業務行為，則競爭法主管機關基本上予以尊重，而得豁免於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審
查。See Michael Blair and George Walker, “Financial Services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st ed., 22 (2006).

28 2002/87/EC.
29 析該指令第二條第四項之要件，所稱「金融集團」應包含(1)總機構須符合指令第一條所
稱從事信用、保險、投資等業務之機構(2)集團中金融業務至少有一屬於保險業務，其餘
尚有一屬於信用或投資業務性質(3)保險信用與投資等業務之營業活動產值需占本身機構
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或資產負債表總值達六百萬歐元者之法律要件，併此述明。

30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法對於金融控股公司之規範」，2003年委託研究報
告，115。

31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10/97.轉引自前註研究報告，135，註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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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營業額超過2億5,000萬歐元者乃有管制之適用32；若不符合前揭規定之結合行為，

將視其所有參與結合之企業的全球總營業額超過25億歐元，且個案中參與結合之企業
跨及三個以上會員國之總營業額超過1億歐元，其中兩個以上的結合事業個別營業額
超過2,500萬歐元，而在歐盟體系內的營業額超過1億歐元者以決定是否仍需受到合併
管制33。渠等管制門檻嗣經歐洲議會2004年1月24日修正通過新的管制規定34，於同年

5月1日起正式施行，以取代當時尚有效施行的合併管制（Regulation 4064/89）規定；
揆諸修正後之新制，最重要之變革，首推加強所謂「一次購足」原則（One-stop Shop 
Principle），或有稱為「3＋」原則35。此外，有關市場集中度之檢視亦改以「對有效

競爭形成顯著障礙」（Significant Impediment to Effective Competition, SIEC）36作為評

定判準，亦適用於前揭有關金融集團之併購審查，頗值我國競爭法實務參考。

32 為利說明，茲轉錄該條規定文義供參：“Article 1(2) of the new Merger Regulation still 
determines that a concentration has a community dimension and thus needs to be filed at EU 
level where:

 (a)  The combined aggregate worldwide turnover of all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Is more than 
€5000 million, and 

 (b)  The aggregate Community-wide turnover of each of at least two of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is more than €250 million, Unless each of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achieves 
more than two-thirds of its aggregate Community-wide turnover within one and the same 
Member State.”

33 “Article 1(3) of the new Merger Regulation, be considered to have a Community dimension 
where

 (a)  The combined aggregate worldwide turnover of all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is more than 
€2500 million；

 (b)  In each of at least three Member States, the combined aggregate turnover of all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is more than €100 million；

 (c)  In each of at least three Member States included for the purpose of point (b), the aggregate 
turnover of each of at least two of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is more than €25 million；and

 (d)  The aggregate Community-wide turnover of each of at least two of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is more than €100 million；

       Unless each of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achieves more than two-thirds of its aggregate 
Community-wide turnover within one and the same Member State.”

34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Published in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5 January, 2004, C 
31/5.

35 See the new article 4(5) of the Merger Regulation, provides that parties to a transaction that 
does not meet either of the thresholds for a Community notification may request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o take the case if and when the transaction must be notified to three or more 
Member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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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鑒於我國結合審查機關的權責劃分，係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職司產業競爭

秩序之功能性監督，自應擔負如同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於金融業結合案件之競爭分

析決定；為更積極維護我國金融產業之公平競爭環境，應享有金融結合案件是否具限

制競爭裁量之「介入權」。惟衡諸我國目前實務上有關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申報

門檻仍係以「金控公司」設為適用基準，併計其全部具控制性持股子公司之上一會計

年度銷售金額核認37，所有金控公司之結合案，雖得將結合後所產生「單方效果」與

「共同效果」、或具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等作為「水平結合」限制競爭效果之考

量因素列入審酌38，另對於「垂直結合」限制競爭效果也設有相關審酌明文39，甚至

對於「多角化結合」亦載有「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等之審查考量因素40，惟金控公

司結合申報之審查實務多行禮如儀，並不見在個案中精緻的法律經濟分析，或因囿於

行政管理權分配是否允許介入權存在尚不明確，或者因為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所涉業

務或產品之「市場界定」仍有疑慮乃有以致，惟從前揭外國立法例與實務觀點，併就

36 為利述明，茲轉引有關新判準test SIEC的文義如次供參 “A concentration which would not 
significantly impede effective competition in the common market or in a substantial part of it, 
in particular as s result of the creation or strengthening of a dominant position shall be declared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請參考歐盟網站資料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int/
rapid/start/cgi/squesten.ksh?paction.sqettxt+gt&doc=MEMO/04/9/0/RAPID&lg=en, visited 
Nov. 10, 2007.

37 請參見公平交易委員會2002年2月25日公企字第0910001699號函所頒「事業結合應向行政
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之銷售金額標準」第2點規定。

38 請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006年7月6日公壹字第0950005804號函所頒「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9點、第10點規定。為利說明，茲摘錄現行
實務上評估結合之限制競爭效果的考量因素供作對照參考：

 (一) 單方效果：係指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得以不受市場競爭之拘束，提高商品價格或
服務報酬之能力。

 (二) 共同效果：則係指結合後，結合事業與其競爭者相互約束事業活動，或雖未相互約
束，但採取一致性之行為，使市場實際上不存在競爭之情形。

 (三) 參進程度：包含潛在競爭者參進之可能性與及時性，及是否能對於市場內既有業者
形成競爭壓力。

 (四) 抗衡力量：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箝制結合事業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
能力。

 (五)其他影響限制競爭效果之因素。
39 同前註，第11點。
40 同前註38，第1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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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競爭主管機關優質法制人力資源立論，實有進一步針對金融控股公司之結合案件

所涉競爭政策之研析，再予檢討改善之餘地。

參、芻議

承前所述，以金融控股公司為主的「大型複合式金融機構」已然成為我國金融服

務業的主導力量41。倘依我國目前金融實務所涉有關大型複合式金融機構結合之申報

規定，經濟憲法之執行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似尚難發揮競爭法應有之監督角色。

鑒於金融控股公司法第36條第1項規定我國金融控股公司之經營態樣，僅限於「投資
型」而非「事業型」經營型態，我國金融控股公司於整體結構上僅居於資源整合的

「管理者」、「分配者」地位，與轄下實際從事金融服務之金融業者所應轉嫁分擔之

管制成本自應迥異。

揆諸競爭法對於金融服務業結合的管制意旨，復以金融控股公司與金融機

構間之結合行為所產生之「綜效」（Synergy）與對於市場競爭公平性影響之裁

41 有關我國金控公司間的最新獲利消長情形，請參見後附統計表。統計顯示我國目前14家
金控公司今年前8個月以來的獲利表現相差越來越大，其中仍以保險為主的金控公司獲利
表現最為強勁。

14家金控今（2007）年1-8月獲利統計
營業收入（億元） 稅後純益（億元） 每股稅後純益（元）

華南金 321.41 68.69 1.15
富邦金 1,019.50 153.39 1.93
國泰金 1,880.76 331.27 3.60
開發金 175.24 96.09 0.83
玉山金 109.86 28.17 0.85
元大金 195.54 64.60 1.01
兆豐金 373.39 136.10 1.23
台新金 470.87 105.42 1.51
新光金 809.79 74.74 1.50
國票金 35.40 16.95 0.60
永豐金 253.45 46.37 0.66
中信金 461.07 128.58 1.48
第一金 304.67 98.67 1.62
日盛金 12.70 11.45 0.5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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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爰應以大型複合式金融財團轄下「專門性分業」（如銀行業務、證券業務、

保險業務…等專門性業務設為基準）來界定渠等「市場」之定位42，而不宜以未

實際參與營業行為之金融控股公司本身為判斷基準；易言之，依金融控股公司法

第4條第3款、第6條第2項規定，以「銀行」、「票券」、「綜合證券商」、「證
金公司」或「保險業」等「跨業」經營，轉換（股份或營業）形成金融控股公司

之「適格子公司」業務，作為判斷金融控股公司整併其他外部金融機構的「基準

市場」，再依業務別所據法規群組，評估渠等「市場力」對於結合案所展現之影

響，俾使競爭政策執法機關得憑以參酌並決定大型金融機構結合行為之准駁。

進一步言，即以金控結合對於所涉「特定業務別」之影響，作為判斷是否構

成限制競爭的管制門檻；復以渠等結合後之「業務別」或「產品別」43之「銷售

額」（倘仍沿用目前實務所採之「市占率」觀點，則應以「業務、產品」界定

「市場」與「市占率」）決定結合之「市場力」，基於「行政一體」原則，協調

取得完整金融監理資訊，採用美國金融併購實務上計算市場集中度影響並據以准

42 茲就現行金融相關法規中關於「業務別」之法律依據，列表擇要整理如下：
銀行業務 銀行法第3條、第21條、第22條、第29條、第71條（商

業銀行）、第89條（專業銀行）、第101條（信託投資
公司）第47-1條、第47-2條(貨幣經紀商、信用卡業務)、
第47-3條(金融資訊、金融徵信機構)

證券業務 證券交易法第15條、第18條、證券金融事業管理規則第
5條

保險業務 保險法第13條、第136條第2項、第138條第3項
信託業務 信託業法第16條、第17條、第18條
期貨業務 期貨交易法第56條第1項、第57條第1項、2項、期貨商

設置標準第30條、第31條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業務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3條、第4條、第6條
票券金融 票券金融管理法第6條、第17條、第21條、票券商管理

規則第7條、信託業法第3條
財富管理 銀行法第3條、信託業法第28條第2項(信託資金集合管理

運用管理辦法)、第29條第3項(信託業辦理不指定營運範
圍方法信託運用準則)、第32條第2項(共同信託基金管理
辦法)、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11條第4項、第14條第
1項、第17條第3項、第18條第1項、第19條第2項、第22
條第4項、第25條第2項、第46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
辦法)、保險法第14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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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之「雙赫指數」；建議我國亦應以金融「業務或產品」決定金融版塊整併對於

市場競爭公平性之影響而為准駁依據，以祈對於目前我國大型複合式金融機構

間「業務同質化」（Homogeneous Competition）惡性競爭，或有不當利用「金
融」與「競爭」法規間之監理密度不一，而遂行「法規套利」（Regulatory Arbi-
trage）44之「經濟不正義」（Economic Injustice）現象有所因應。鑒此，實有必
要就如何衡平金融產業與競爭秩序間之法制政策再予檢討。

綜前所陳，本文建議（1）修正依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3款所頒「事業結
合應向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之銷售金額標準」第二點規定，明文改以

金融控股公司申報結合時，應針對轄下特定「業務」或「產品」之「實際銷售金

額」取代欠缺「明確量化基礎」的「市場占有率」以為金融控股公司「市場集中

度」之判準；或（2）檢討現行公平交易法第46條規定，逕於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
3項增訂「金融機構事業間之結合，由中央主管機關洽商公平交易委員會後，另以
辦法定之」，完備金融「業務別」作為金控公司結合案考量「市場力」因素以定

准駁之法制（3）經由行政指導方式，責成申報結合之金融控股公司，應針對結合
案所涉業務或商品，加強對於公平交易法第12條「該結合案對於整體經濟利益，
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之舉證與論述。以為競爭主管機關之准駁參考。是否可

行？饒有進一步研究之餘地，似值實務再酌。

43 所謂「金融產品」之界定，本文主張仍應以所涉之金融相關法規依據，憑以決定商品
銷售金融機構於金控公司結合時界定「市場力」之基準範圍。基此，本文所稱「產品
別」與實務上審查事業結合個案時判準中所指「產品或服務市場」之界定仍有差別；易
言之，於界定結合事業對於競爭市場之影響範圍，應以事業所提供產品或服務之「需求
（或供給）替代性」而定，惟此處所指之「產品別」則側重於事業因結合行為所涉「法
定業務」下產品或服務，經綜合評價後所呈現之整體「市場力」而言，旨於融合法律與
經濟分析雙重檢視標準寓於審查要件，竊以為更能反應市場機制之實際。

44 「監理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係指法規範之主體為免於接受較嚴格之管制
轉而遁往管制較為寬鬆法域的現象。茲轉錄作者原文如下供參 “Regulatory arbitrage 
traditionally indicates a phenomenon whereby regulated entities migrate to jurisdictions 
imposing lower burdens.” 更進一步的詳細說明，請參閱Amir N. Licht, “Regulatory Arbitrage 
for Real: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Regulation in a World of Interacting Securities Markets”, 38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63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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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依據報載，政府高層曾一再宣示「二次金改」仍繼續推動的政策。45姑不論二次

金改的相關法律整備是否成熟，市場情勢能否允當讓政策軟著陸；「金融產業發展」

與「維護競爭秩序」間隱然的政策優先性衝突似將浮上抬面。合理的預期，以金融控

股公司為首的大型複合式金融機構，即將在官方倡議與外資主導的推波助瀾之下，進

行更大規模的「金融服務業」整合。無獨有偶，經濟「集中化」與「財團化」的疑慮

也勢將再啟話題，「金融」與「競爭」主管機關間，就如何健全我國金融產業的市場

機制攜手合作，此其時也。祈使主管法規能針對「金控結合」案中，根據所屬金融

「業務」或「產品」別總合量化之不同「市場力」更合理地分配管制成本，讓「大者

恆大」的我國金融服務業，能在遵循與國際接軌的競爭秩序中體現「國際化」，真正

「走出去」，達成立足台灣，佈局全球的最終理想。

45 「陳總統：二次金改，繼續推動」，經濟日報，頭版，2007年5月24日。與會學者甚至提
出將台銀、土銀、中信局及輸出入銀行合併為一家公營銀行，並推動六家金融機構市占
率達10%以上，以及將金控家數減為八家之「一、六、八」方案。邱金蘭，「金改智囊
再獻策」，經濟日報，3版，2007年5月24日。

二次金改成果檢視

四大目標 時間表 推動情況

三家金融機構市占率10%以上 2005年底
●只完成兩家：合併農銀後的合庫及7月1日即
將合併中信局的台銀

●第三家兆豐金合併台企銀案，已面臨破局

12家公股金融機構減半 2005年底

●宣布推動六家：台開出售信託部、寶來集團
入主僑銀、標售彰銀特別股、合庫併農銀、
台銀併中信局、兆豐金併台企銀

●兩家尚未完成：彰銀與台新金合併案未完
成；兆豐金併台企銀案面臨破局

14家金控減半 2006年底 ●未完成
●中信金一度有意併購兆豐金，但失敗

至少促成一家金融機構由外
資經營或在國外上市

2006年底 ●英商渣打銀行併購竹商銀
●美商花旗銀行宣布併購僑銀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3版，2007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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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詹主任秘書庭禎（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周委員、林委員、各位貴賓以及各位公平會的老同事，大家好，今天非常榮幸有

這個機會來擔任評論人，事實上我是非常佩服謝教授在金融法上面的研究，他發表的

文章幾乎我每一篇都詳讀，今天作評論實在心裡面很惶恐，剛剛聽了這麼好的簡報，

事實上我希望自己不要評論，因為大部分都認同，時序現在是2007年，由於次級房
貸，一個月內花旗銀行的股價大概跌掉一半，原負責人也辭職，所以如果再做一個調

查的話，我們的名次應該會上昇。謝教授這一篇文章是提到說金融業在結合的時候，

是不是要有一個新的思考，我覺得這是非常有價值的意見，應該朝這個方向來做，因

為金控公司本身沒有業務，而是投資管理一些被投資的子銀行、證券或是保險業，所

以金控公司結合完全以它的營業來看，是不盡然客觀，當然我要提一下整體的金融環

境與版圖，剛剛謝老師也提到over banking的問題，在台灣金融產業發展上面，最早
從日據時代，日本人在台灣時有所謂的省屬七行庫，那現在三商銀還在，而且很大，

國民政府來台之後，金融業有所謂四行二局，以前在大陸營業的銀行到台灣來復業，

有國際商銀、交銀和中央信託局、農民銀行、上海商銀，另外加上一塊光復之後在台

灣設立的金融機構，當時金融的發展配合不上產業發展，台灣經濟非常蓬勃時，金融

業跟不上去，那金融業受到高度管制，執照凍結，工商業界迭有反應，於是在1991年
開放新銀行的設立，總計有有15家，突然發現說怎麼銀行這麼多，於是大家檢討over 
banking的問題，我們舉一個數字，今年九月的時候，本國銀行總共有59家，總共有
3296個分行，報紙上有時候會提到，我們的銀行分行幾乎跟統一超商一樣多，統一超
商現在約四千多家，不管在大街小巷你都會碰到銀行，所以在2000年的時候，通過一
個金融機構合併法，2001年，是金控法，代表政府基本上是希望整併的，在二次金改
提出之前，通過兩個法律，希望進行金融整併。

我發現謝委員提起二次金改的批判力道，已經有一點下降，雖然實質意涵都還

在，不如在學術界砲火那麼強，其實整併這一點，我的看法與謝老師有一點不同，我

認為這是一個對的方向，那只不過是方法、技巧及是否需要特定時程容或有待討論，

但我認為整個趨勢上是需要的，因為放眼全球，現在金融機構就是要大一點的規模，

大有大的好處，不管是開拓市場或是服務商界，或是在區域上作競爭。國內的金融機

構家數相當多，市場力我不知道應該如何算，那如果以存款來說，金融機構的存款是

達到25兆8000億，放款大概有9兆，應該用什麼標準，這一個研究方向是絕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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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整個發展的立場來看，從管制到放寬到家數太多，我們希望它可作若干程度的整

併，希望擴大他的市場力量，從公平法的條文來看，金融業應該沒有獨占的問題，應

該不會濫用市場地位，聯合行為看具體個案有沒有，結合應該在現在還不是很大的問

題，即便到19條，那它有6款，前面還是有一個相當的市場力量在那個地方，那國內
應該沒有金融機構是不會有「妨礙競爭之虞」的現象的，也就是說金融機構是十分分

散的，結合這一點，因為現況的確有問題，謝老師是第一位把這個問題點出來的，我

想將來有機會的話，金管會或許可與公平會共同來研究，至於金控間的結合，乃至於

金控與子公司之間的結合，應該要有一個更好的標準，但是事實上有他的困難度在，

因為金融業現在的營業是回歸到業法，譬如銀行法的第3及第11條，營業還是以業務
別在區分，把它拉出來，將來制定一套標準，這個是我們願意說將來有機會與公平會

一同努力，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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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虛偽不實廣告之研究
＊

林宗鈞、莊春發
＊＊

摘要

銀行業的經營，基本上以「信用」為最重要的基礎。但本文研究銀行業的不實廣

告案件之後，卻發覺國內11家銀行，被公平交易委員會以在業務上從事虛偽不實廣告
的行為而受罰。中間包含兩家外商銀行，以及八家國內新銀行與一家舊有的銀行。

進一步以每半年銀行放款總額、銀行產業市場競爭程度HHI指標、公平會執法態
度、銀行總家數與銀行業分行家數為解釋變數。解釋銀行業各年度不實廣告出現次

數，則發現市場競爭程度，以及銀行家數兩個變數，可提供不實廣告出現次數多寡的

主要解釋。亦即銀行結構由過去中度集中度降低為低度集中度，改變了市場結構，以

及新銀行業者為求生存等理由，可能是促成銀行業不實廣告發生的重要原因。

關鍵字：虛偽不實廣告、市場競爭程度、白手套化

壹、緒論

銀行體系乃金融體系重要的一環，即一般所謂之信用市場，亦即因銀行之借與貸

均架構在「信用」之上。但近年來，銀行為了要消化多餘的頭寸將超額準備金貸放出

去，有時候會選用不擇手段的方式，以所謂的虛偽不實廣告之手法（例如：有利率卻

宣稱為無利率）與消費者交易，或隱匿其貸款之限制條件（例如：不得提前還款，否

目　　次

壹、緒論 肆、不實廣告出現的推測與假說

貳、銀行業市場結構之變遷 伍、實證結果與分析

參、銀行及相關產業不實廣告之概況 陸、結論與建議

* 作者首先要感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統計是陳雅玫科長、童明化先生、公平交易
委員會統計處李玉娟小姐、第三處吳麗玲科長提供本研究必要之資料，使本文得以順利
完成。

** 作者分別為景文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副教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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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要繳違約金），諸多不符商業倫理之行為，類似之行為近年來在公平交易委員會之

處分中個案共累計達12件之多。惟這些被處分之案件大多屬於新銀行，看起來舊銀行
尚較能遵守金融業之經營倫理，但其中有唯一的例外，老銀行中國國際商業銀行也是

違法者之ㄧ。而新舊銀行在不實廣告被公平會處分之多寡，似乎也顯現出銀行經營本

質上之差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違反公平法不實廣告規定之業者，近年來則呈現出「白手

套化」或「外部化」之趨勢，不實廣告的經營行為由相關業者執行，而非由銀行本身

直接參與。市場行為被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之業者數量累計達34件，遠超過銀行本身
被處分之數量，中間包含有組織的公司型態，也有無組織之個人，可見銀行周邊業者

在此競爭激烈的金融環境中，扮演著銀行業與資金需求者之「仲介」角色者眾多，然

而這些業者的行為常陷於違法或違法之邊緣，爭議常有所聞，這對於金融業正常化之

競爭秩序產生相當負面的影響，實值得主管機關嚴密之關切1。

金融放款市場究竟何以致此境地？推測可能與下列幾個可能因素有關：（1）由
於近十餘年來，經濟持續發展，至我國信用市場規模大幅擴大，在貸款金額大量增加

之情形下，難免有業務瑕疵之情形產生，（2）公平會衡量近年來國內經濟及金融之
發展概況，對金融業採取較為嚴格之政策態度，並延伸其取締措施，94年以後在雙
卡風暴逐漸成形之際，似乎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公平會對銀行業之違法行為，採取較嚴

格之態度來面對，此一差異應可由被處罰之案件個數上窺其端倪。（3）可能重要的
原因是本國銀行家大幅增加2，由民國80年原本的25家銀行，一次增加15家新銀行，
然後地方金融機構與投信改制銀行，銀行總行家數逐年增加至89年及90年的最高峰53
家，而後又在金融政策之改弦更張下，推動金融控股公司之設立，銀行家數逐年下

降，至96年僅剩43家；但銀行之分行總家數則自80年的1000餘家，逐年增加至96年之
3000餘家，外界號稱我國銀行家數與7-eleven 一樣多。（4）近年來，儘管銀行家數
呈現持續增加之趨勢，但整體銀行貸放金額並未同比例增加，此即市場競爭程度增

加，以HHI值來衡量銀行產業之市場集中程度，亦明顯呈現此趨勢。
檢視銀行放貸市場之發展情勢，發覺隱含以下之意義：（1）一個以信用為基礎

之市場，其組成分子卻逐漸崩潰，常以不擇手段之方法去經營，是否讓有識之士擔憂

此一發展狀況。（2）「白手套化」或「外部化」之趨勢正逐漸成形，是否應建請目

1 根據最近世界經濟論壇發佈的世界各國競爭力排行分析，我國由去年的13名，降為今年
的14名，其中衡量指標金融健全度由去年100名降為113名。金融市場成熟度則由去年47
名降為58名，影響全體分數，確實與本文的研究契合。

2 沈中華、呂美慧（2007）對銀行家數與競爭程度有精闢之見解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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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管機關多花心思於此，以減輕其後遺症。（3）本文研究之目的，即在於瞭解產
生虛偽不實廣告之主要影響因素為何？究竟是銀行放款金額之擴大所造成、或公平會

執法態度之改變、銀行業家數持續增加，銀行市場集中度降低，亦即市場競爭程度提

高所致。（4）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針對金融業經營制定相關法規，在銀行業廣告
案件處理原則中，區分十三種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類型，本文也加以彙

整其違反案件之類型及數量，一併提供目的主管機關參考。

本文研究初步所獲得之結論為，造成此一局面之原因中，「市場競爭程度」應扮

演最重要之角色，此結論透露出銀行家數之減少，降低銀行業之市場競爭程度，減少

銀行從事割喉式競爭之可能性，此一大方向應屬正確（然第二次金控改革是否正確，

仍有待進一步實證之檢驗）。希望本文之結論，可提供給（1）金融業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金管會，對金融市場發展之趨勢與現況的瞭解，以作為施政之參考（2）競爭政
策主管機關公平會，在瞭解市場發展之情形下，應如何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作為

市場最後之捕手，來處理不正常之行為。

本論文之章節安排如下：除本章為緒論，說明研究之背景3、研究動機與目的

外，第二章則討論我國銀行業過去十五年來之變化，亦即針對80年市場開放以來之結
構變遷，做出一些統計分析，另外利用產業經濟學市場集中度指標的HHI，觀察此一
期間內我國銀行業市場集中度之變化。第三章則討論公平法不實廣告之規範及統計現

況，了解不實廣告之內容與類型，其內容主要以銀行業放款為對象。第四章則是實證

前提的討論，銀行業不實廣告出現響的影響因素，然後說明這些因素對不實廣告出現

的影響方向。第五章則呈現實證之成果，說明影響銀行業虛偽不實廣告出現之主要影

響因素。第六章則是結論與建議。

貳、銀行業市場結構之變遷

一、銀行業市場發展沿革4

3 Olson and Dover（1978）對虛偽不實廣告提出操作性定義，Carson, Wokutch and Cox, 
Jr.（1985）連結虛偽不實廣告之道德面與法律面，Davis（1994）認為廣告影響消費者生
活，應導正之以免誤導消費者，Compeau and Grewal（1998）以Meta-Analysis 討論價格
比較廣告，Attas（1999）則將廣告者之責任連結致對消費者之錯誤認知, ,Stoll（2002）
建議常常檢驗廠商之產品及行為，以期符合規範。

4 本節內容主要引用修改自許振明、林雅玲（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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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台灣金融發展之歷程，從1980年代的金融的自由化到1990年代的金融國際化
及開放民營金融機構設立以來。中間曾經發生因股市房地產泡沫及產業結構調整之影

響，導致1995年8月之農會信用部及信用合作社的擠兌風波；1997年7月則因爆發亞洲
金融危機，造成台灣傳統產業出口與海外投資受到嚴重打擊，致1998下半年，台灣金
融問題逐漸顯現，顯著影響台灣金融機構營運、獲利及逾放，本土型金融風暴隱然形

成。全體銀行逾放比率由1997年底之3.71％，一路攀升到2001年12月底之7.48％。政
府部門終於在2001年開始進行全面性金融改革。於2002年7月行政院正式成立「金融
改革專案小組」，積極進行所謂的第一次金改。

第一次金改，主要以「除弊」為訴求，期望達到「兩年內將整體銀行逾放比率降

至5％以下，將資本適足率提升到8％以上」之「二五八」政策目標，銀行逾放比則因
此由2002年4月的11.76％下降到2006年的2.53％。雖然第一次金改略有績效，但仍存
在著銀行資本適足率偏低、銀行家數眾多之情況。再加上銀行缺乏創新，仍以存放款

利差為銀行主要獲利的來源。雖然整體金改成果獲得一定程度認同，但台灣銀行主要

仍存在著結構上的隱憂：銀行家數過多，市場競爭過於激烈，以及新銀行較不尊重市

場倫理。

2004年上半年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提出二次金改計畫，由2004年7月新成立的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開始運作，並於2004年9月召開全國服務業發展會議，宣布實施
以「興利」為號召的第二次金改。企圖加速推動金融產業的國際化及自由化，以提升

金融國際競爭力，尤其對兩岸金融亦以逐步開放的步調推動。同年10月舉行的總統府
經濟顧問小組會議，則訂出14家金控公司整併為7家、官股減半為6家、至少有一家金
控到海外掛牌或引進外資、提升三家金控公司市佔率超過10％的金融整併的四大目
標，做為二次金改主要推動的方向。由此觀之，二次金改目標明顯轉向而以擴大金控

公司規模，以及公股銀行減半方向進行。

二、銀行相關法制之訂定

在法規之制定方面，除推動金融改革，政府部門開始於民國89年7月21日之制定
信託業法外，89年11月1日及同年12月13日則大幅修訂銀行法，並制定金融機構合併
法。90年7月9日則進一步修正或制定所謂之「金融六法」（金融控股公司法、票券金
融管理法、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辦法、保險法、存款保險法、加值型及非

加值型營業稅法），幾乎同時間也幾度修正證券交易法及期貨交易法，91年7月17日
更公佈制訂證券投資人及期貨投資人保護法，讓金融業的法制達到健全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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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銀行市場結構之變遷

（一）銀行結構變更情形

圖一、近年我國主要金融機構改制、設立更名與合併示意圖

如上圖一所示，民國80年我國銀行之家數為25家，之後銀行之增減變化大略經
過幾個重要之階段，這些階段之內涵及期間包括（1）新銀行之成立（民國81年及82
年）；（2）信用合作社改制商銀（86年1月—89年7月）；（3）中小企業銀行改制
銀行（87年5月—95年5月）；（4）信託投資公司改制銀行（87年11月-94年9月）；
（5）金控公司設立更名（90年12月-95年7月）等幾個階段，我國銀行家數曾經增加
至89年、90年的高峰擁有53家銀行，之後則逐漸下降至96年6月止的42家銀行。96年7
月，台北第一信用合作社改制為稻江商業銀行，則為最近的一宗改制案，銀行家數再

增加一家，合計43家。
（二）地方金融轉型

民國80年同時開放15家民營銀行進入市場之後；由自民國86年台北三信改制誠泰
商業銀行起，短短3年內便有等9家信用合作社經核准改制為8家商業銀行。為信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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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改制銀行的主要原因為信合社除了原先之業務外，可增加代轉出口押匯、代轉開

發信用狀、代轉進出口託收、外幣國內外匯款、外幣買賣、中小企業貸款、代辦國內

外基金之申購、代辦機車強制險即可轉讓定期存單等業務。民國86年至94年間，另外
有新竹二信等27家信用合作社將資產負債概括讓與商業銀行；民國90年9月14日為解
決不良基層金融機構問題，經金融重建基金賠付後，強制將36家農漁會信用部及信用
合作社讓與10家公、民營銀行；民國91年7月26日，財政部命令7家經營不善之農會信
用部讓與銀行承受，兩年內共計36家農漁會信用部及7家信用合作社被強制讓與銀行
承受。綜言之，近十年來，信用合作社或改制、或概括讓與、或被強制讓與，其變化

可謂相當大。

（三）信託投資公司改制銀行

我國信託投資公司之設立，始於民國59年6月3日財政部頒佈之「信託投資公司
設立申請審核原則」，以因應當時之金融體系無法提供經濟發展所需之中長期資金，

計有十家信託投資公司設立，但實際上僅中國信託投資公司、國泰信託投資公司、台

灣第一信託投資公司、中華開發信託投資公司、中聯信託投資公司、華僑信託投資公

司、亞洲信託投資公司及台灣土地開發信託投資公司等八家信託投資公司實際營運，

目前大多併入金控或銀行，僅餘三家信託投資公司。

（四）金控公司之設立

金控公司法自民國九十年（二○○一）年十一月一日開始施行，九十一年陸續有

十四家通過申請設立金控。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則於96年9月13日通過「金融
控股公司新設申請標準」修正案，其中將新設金控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最低標準訂為新

台幣600億元，資產總額最低標準則訂為7500億。目前14家金控中，資本額小於600億
者尚有五家，包含國票金、日盛金、新光金、華南金、及玉山金；資產規模小於7500
億者也有五家，即國票金、日盛金、元大金、玉山金及開發金，金管會表示新設立標

準不溯及既往，未來有興趣設立者，將面臨較高之門檻。故短期之內，國內金控公司

之家數因門檻提高不易再大幅增加。

早期我國銀行設立受到政府的嚴格限制，截至民國81年市場開放之前，市場僅
有25家銀行，中間只有上海儲蓄商業銀行為純粹的民營，其他家銀行均由政府所持有
的公營銀行。民國81年市場開放，第一波共有萬通、大安、聯邦、中華、遠東國際、
亞太、華信、玉山、萬泰、泛亞、中興、台新國際、富邦、大眾、寶島等15家民營的
銀行加入市場。第二波則再設立安泰商業銀行，使得市場銀行的家數增加為41家。之
後，財政部又允許8家地方性的信用合作社改制為商業銀行，以及允許國泰信託、第
一信託、中華開發信託3家信託公司改制為銀行，與新竹區中小企銀改制，使得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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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銀行家數最高增加為53家。民國80年以來本國銀行家數增減概況情形，請參見
表一。

表一、民國80年以來本國銀行家數與增減概況表

民國 家數 增加 /減少 說明

80 25 － －

81 40

增加：萬通商業銀行、大安商業銀行、
聯邦商業銀行、中華商業銀行、遠東國
際商業銀行、亞太商業銀行、華信商業
銀行、玉山商業銀行、萬泰商業銀行、
泛亞商業銀行、中興商業銀行、台新國
際商業銀行、富邦商業銀行、大眾商業
銀行、寶島商業銀行

第一波新設商業銀行

82 41 增加：安泰商業銀行 第二波新設商業銀行

83 42 增加：慶豐商業銀行 國泰信託公司改制

84 42 － －

85 42 － －

86 47

增加：誠泰商業銀行
　　　第七商業銀行
　　　陽信商業銀行
　　　板信商業銀行
　　　高新商業銀行

台北三信改制
台中七信改制

陽明山信用合作社改制
板橋市信用合作社改制

高雄一信改制

87 48
　　　台北國際商業銀行
　　　 台中商業銀行
增加：匯通商業銀行

台北區中小企銀改制
台中區中小企銀改制
第一信託投資公司改制

88 52

增加：華泰商業銀行
　　　三信商業銀行
　　　新竹國際商業銀行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    

台北二信改制
台中三信改制

新竹區中小企銀改制
中華開發信託投資公司

89 53 增加：聯信商業銀行 台中六信與屏東一信合併改制

90 53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 寶島銀行更名

91 52

　　　國泰商業銀行
　　　建華商業銀行
　　　復華商業銀行
減少：大安商業銀行

匯通商業銀行改名
華信商業銀行改名
亞太商業銀行改名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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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50
減少：國泰商業銀行

　　　萬通商業銀行

世華銀行合併
並更名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合併

93 49
　　　寶華商業銀行
　　　台灣新光商業銀行  
減少：高雄中小企業銀行

泛亞商業銀行改名
聯信商業銀行改名
概括讓與玉山商業銀行

94 46

減少：高雄中小企業銀行

　　　中興商業銀行
　　　高新商業銀行
　　　誠泰商業銀行

台北銀行合併
並更名台北富邦銀行
聯邦商業銀行合併
陽信商業銀行合併
台灣新光商業銀行合併

95 43

　　　京城商業銀行
減少：農民銀行
　　　交通銀行

　　　台北國際商業銀行

台南區中小企銀改制
併入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與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合併
並更名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與建華商業銀行合併
並更名為永豐商業銀行

96上 42 減少：第七商業銀行 併入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資料來源：金管會銀行局資料整理

（五）銀行結構改變後之結果

表二是以半年為期，以銀行業放款額為指標所計算出來的市場集中度指標。由該

表之資料可以觀察到，民國80年到82年銀行的市場集中度指標HHI都大於1000以上，
屬於產業經濟學所謂之中度集中的市場。但之後HHI指標一路下滑，到了93年以後
HHI大都停留於500-600之間，屬於低度集中的市場。換言之，銀行業的開放引進「產
業競爭」之效果5，使得市場競爭變得比以前更為激烈，每家銀行能分到的利潤降大

幅的減少。

表二、近年來HHI值及放款總額變化表

期間 HHI 放款總額（百萬）

80.4-80.6 1190 4234440
80下 1171 9113437

5 見莊春發（2004），〈競爭的內涵與公平交易法規範〉，公平交易季刊，第10卷第3期，
頁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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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上 1114 10832467
81下 1147 13925559
82上 1092 14882528
82下 1066 15558096
83上 999 17726328
83下 988 17534295
84上 952 18719523
84下 930 19116877
85上 903 19285032
85下 908 19061736
86上 913 19298311
86下 884 20265920
87上 822 20710240
87下 811 20583350
88上 808 20440851
88下 767 19939588
89上 799 20629935
89下 806 20781164
90上 807 20452218
90下 859 16045748
91上 825 17260204
91下 820 16717083
92上 846 16330039
92下 869 16576039
93上 834 16772862
93下 579 13210998
94上 554 13775093
94下 526 14606554
95上 527 15449947
95下 574 16320984
96上 588 8369888

資料來源：金管會銀行局資料整理

表三、本國銀行各年股東權益報酬率與資本報酬率統計

民國 總行數 分行數 ROE（％） ROA（％）
82年 41 1030 10.90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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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年 42 1174 11.03 0.66
84年 42 1361 10.00 0.60
85年 42 1464 9.35 0.59
86年 47 1685 10.09 0.66
87年 48 2404 7.14 0.53
88年 52 2576 5.96 0.47
89年 53 2693 6.19 0.48
90年 53 3005 3.60 0.27
91年 52 3068 - 6.93 - 0.48
92年 50 3173 3.52 0.22
93年 49 3189 10.30 0.63
94年 46 3239 4.81 0.30
95年 43 3285 - 0.43 - 0.03

96年＊ 42 3328 1.01 0.06
資料來源：金管會銀行局、金融統計月報 ； 說明：＊表1-8月平均

表三是銀行市場開放以來，銀行股東權益報酬率（ROE）與資本報酬率（ROA）
的歷年統計資料，在銀行產業競爭情況日漸激烈之情況下，ROE及ROA大致呈現下降
趨勢，二者分別由民國82年之10.90及0.63下降至民國96年之1.01及0.06，其中在民國
91年及民國95年，甚至還出現負數的情況，可見市場結構大幅變遷之後，銀行業的經
營確實不易。6

參、銀行及相關產業不實廣告之概況

（一）銀行業違反不實廣告行為之案件分析

最近幾年，（如表四），銀行違反公平法第21條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案件有急
遽增加之趨勢。在12件不實廣告的個案中，共有12家不同的銀行涉及。若以國內外銀
行為區別觀察，其中荷蘭銀行、花旗銀行兩家銀行為外商，其他銀行則為國內銀行。

前者占16.6％，而後者則占83.4％。若以新銀行與舊銀行為區別觀察，似乎可以看出
違法者，除中國國際商銀為原有的舊銀行外，其餘之銀行，諸如大眾、國泰世華、聯

邦、安泰、富邦等均為80年以後才成立之銀行，顯見舊銀行似乎較能遵守銀行倫理。

6 銀行業家數增加、結構改變之影響，討論之文獻不少，諸如：林文恭、王榮祖、蔣昭
弘（2005），林左裕、賴郁媛（2005），馬泰成（2005），潘雅慧（2005），楊蓁海
（2007），彭美玲（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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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另一角度觀察，新銀行在競爭愈來愈激烈的信用市場上，為尋求生存乃不擇手段

找尋存活之方法，至於其經營方法是否與銀行設立之基本精神，是否有所違背在所不

惜。另外，外商銀行在我國中小企業之放款比例偏低，在民國80年、81年時，所佔比
例大約在1％至3％之間，而82年至90年間，此一比例則下降至1％以下。然而少數外
商銀行為衝刺個人金融部份的貸款，不惜以身試法，在銀行業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
之統計中，達12件，其中外商銀行佔2件，比重達16.7％，遠遠超過外商放款占總放
款的比例，表現令人側目。

除銀行本身涉入公平法21條之違反之外，觀察違反公平法21條之發展趨勢，有朝
向「白手套」其他相關行業之趨勢，與金融仲介業的個案相比，則前者個案占74％，
而後者（銀行本身）涉及的比例僅占26％，在91年至96年間，共有34件不實廣告之個
案，（如表五）其中發生於「業務及辦公室支援服務業」計29件，而發生於「其他或
個人」計5件，前者占有之比例為85％，而後者占有15％之比例。
由以上之數字可看出，此種違法行為似有「銀行業外部化與專業化」之發展趨

勢，除競爭政策主管機關需要充分注意外，更需金融業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密切的重視，並拿出有效之對策。

表四、銀行業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各年統計表

年度 件數 銀行名稱

81 0
82 0
83 0
84 0
85 0
86 1 花旗銀行

87 0
88 0
89 2 中國信託、中國信託

90 1 萬泰銀行、中興銀行

91 0
92 1 大眾銀行

93 0
94 2 國泰世華銀行、荷蘭銀行

95 4 安泰銀行、台北富邦銀行、中國國際商業銀
行、新竹國際商業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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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1 聯邦商業銀行

合計 12 計12家
資料來源：各年度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表五、近年金融相關行業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案件統計表

年度 業務及辦公室支援服務業 其他業
91 0 0
92 0 0
93 0 0
94 5 0
95 22 5
96 2 0
合計 29 5

資料來源：各年度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二）銀行業不實廣告處分內容之分析

表六、銀行業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案件處分內容分析

處分內容類型 被處份人 次數

（3-1）
廣告表示「零利率」，而實際另收取具利息性質之
其他費用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荷商荷蘭銀行
安泰商業銀行

3

（3-3）
廣告未明示優惠利率適用之資格、期間、額度、負
擔或其他限制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1

（3-4）
「零開辦費」訂有適用之限制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大眾商業銀行
新竹國際商業銀行

3

（3-9）
贈品價格、數量、品質、內容、產地與實際不符。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萬泰商業銀行
中興商業銀行

3

（3-10）
廣告未明示贈品活動之期間、人數、數量、參加辦
法等限制條件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
聯邦商業銀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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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廣告之抽獎方法、日期與實際不符。

花旗銀行 1

（3-12）
刊登廣告前，為查證供貨商所提供商品之內容品質
及效果，致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者。

聯邦商業銀行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

2

 資料來源：各年度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消費者權益，有效處理銀行業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案件，特訂定銀行業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95.11.9委員會
議通過；95.11.24發布）。其適用對象為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票券金
融公司、信用卡業務機構及郵政儲金匯業局。所謂銀行業廣告不得為下列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包含（1）廣告表示「零利率」，而實際另收取具利息性質
之其他費用。（2）廣告之利率與實際成交之利率不符，其差距逾越一般交易相對人
所能接受之程度。（3）廣告未明示優惠利率適用之資格、期間、額度、負擔或其他
限制。（4）廣告表示「零開辦費」、「零手續費」或「零費用」，而實際另計收如
徵信費、帳戶管理費等其他名目費用或訂有適用之限制。（5）廣告未明示或揭露核
貸上限之計算方式，致有引人錯誤者。（6）廣告使人誤認旅行支票遺失或被竊可於
一定時間內補發或獲得理賠，而實際訂有補發方式、地點或其他限制。（7）廣告未
明示持卡人「失卡零風險」之負擔條件。（8）廣告使人誤認信用卡或簽帳卡「不預
設消費金額」，而實際審查持卡人逐筆消費時有金額限制。（9）廣告之贈品價格、
數量、品質、內容、產地與實際不符。（10）廣告未明示贈品活動之期間、人數、數
量、參加辦法等限制條件。（11）廣告之抽獎方法、日期與實際不符。（12）刊登廣
告前，未查證供貨商所提供商品之內容、品質及效果，致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者。

（13）重要交易資訊所刊登之版面排列、位置及字體大小顯不成比例，致有引人錯誤
者。另外所謂比較廣告也在規範之列，亦即銀行業之廣告以比較方式為之者，不得對

被比較事業之商品或服務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針對此一原則，將年來銀行業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案件加以分析，發現以
（3-1）廣告表示「零利率」、（3-4）而實際另收取具利息性質之其他費用，「零開
辦費」訂有適用之限制及（3-9）贈品價格、數量、品質、內容、產地與實際不符等
三類類型最多。（3-10）廣告未明示贈品活動之期間、人數、數量、參加辦法等限制
條件與（3-12）刊登廣告前，為查證供貨商所提供商品之內容品質及效果，致有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者等二類案件居次。（3-3）廣告未明示優惠利率適用之資格、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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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額度、負擔或其他限制與（3-11）廣告之抽獎方法、日期與實際不符最少。

肆、不實廣告出現的推測與假說

如前所述，銀行產業違反公平法21條之原因大致可歸納為五個可能原因：分別
為：（1）放款總額增加，（2）銀行產業市場競爭程度（3）公平會執法政策的加強
（4）銀行總行家數變化（5）銀行分行家數增加等五類因素，茲分析如下：

（1）放款總額（X1）

銀行之主要收入在於對企業及消費者之放款，亦即所謂企金及消金，為了增加放

款之金額，銀行大量做廣告，以期增加業務量，尤其以消金為然，一般民眾均耳熟能

詳。然而在放款總額愈多時，廣告涉及違反公平法之機率可能會升高，因此放款總額

愈高時，則預期整體銀行違反公平法之機會將提高，是故，銀行放款總額與不實廣告

的件數成正向關係。

（2）銀行產業競爭程度（X2）

我國銀行家數在民國80年至90年間，歷經開放新設商業銀行、信用合作社改制、
中小企業銀行改制銀行及信託投資公司改制銀行等幾個階段，我國銀行家家數由15家
增加至53家的巔峰，增幅達250％以上；然而90年以後，由於金融控股公司法施行，
從二○○一年開始，十四家金控陸續獲准成立金控公司設立，再加上銀行間之合併風

潮日盛，致銀行家數逐漸下降，96年6月底銀行家數降為42家，與90年之高峰相比降
幅達21％。

然而，銀行總行家數先增加後減少，但分行家數則持續呈現增加之態勢，民國82
年之分行家數為1,030家，但96年6月底止則增加至3,300家，增幅達220％，故我國金
融業之競爭局面，從總行家來看，似乎先寬後緊，但就分行家數言，則呈現持續緊張

之局面。

若由產業經濟學之HHI值來分析（請參見表二），以銀行每半年放款金額為衡量
指標，則可發現HHI值由80年之1,190逐步下降至96年上半年的588，亦即表現出銀行
放款由中度集中程度，逐年下降為低度集中度，顯現出銀行間競爭程度逐年增加之情

況。

市場競爭愈激烈，銀行行員為求業績，銀行本身為求生存，則愈可能以不實廣告

的手段進行營運，因此市場競爭動的高低，與不實廣告出現的件數呈現相反方向之變

動，亦即預期市場競爭愈激烈，不實廣告出現的可能愈大。

（3）公平會執法的態度（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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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銀行在企金部份之擴展，受到銀行家數增加及平均每家放款金額逐年縮減之

影響，以致於不少銀行戮力於消金業務，這兩類業務呈現彼此消長之局面。自2004年
以降，雙卡卡債問題逐漸成型並造成社會莫大震撼。這個情況反映出銀行為了爭奪消

費金融市場，疏忽了信用管理和風險控管，以至於擴大成更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其實，銀行經營很早就出現了警訊，但是部分銀行仍舊習慣於過去的經營模式，無法

跟上時代的腳步，致使銀行在快速變動之情況下，無法快速反應與積極處理，最後，

不但造成銀行無法獲利，甚至要侵蝕過去辛苦累積之盈餘，或傷害銀行最重要之商

譽。

公平會有鑑於此一情勢，自94年起也對違反公平法之行為，對金融業者及其周
邊之行業從業人員加強蒐證，並依其實際狀況呈請委員會予以議處，在94年至96年
間（以違反公平法21條之情形為例），計有業務及辦公室支援服務業29件及其他業5
件。

是故，主管機關對銀行業不實廣告的執法態度，很可能也是影響不實廣告出現的

重大原因。可預期的，執法較嚴，不實廣告案件數出現將增加；反之則減少。因此公

平會執法態度與不實廣告案件數成正面關係。民國93、94、95公平會對銀行業不實廣
告處理的態度趨嚴，將其設定為1，其他年度則設定為0。

（4）銀行總行家數變化（X4）

如前所述，銀行總行家數歷經開放新設商業銀行、信合社改制商銀、信託公司

改制商銀、中小企銀改制商銀等過程，使得銀行總行家數由民國80年之25家增加至90
年之53家的高峰；然後在金控法施行後，在加上部份改制之地方金融機構，目前銀行
總行家數在43家，銀行家數愈多，代表市場競爭愈激烈，接著出現不實廣告的機率將
提升，反之，銀行家數減少，紓減市場的競爭壓力，則銀行不實廣告出現的機率將減

少。因此，預期銀行家數之多寡與銀行不實廣告出現呈現正向關係。

（5）銀行分行家數增加（X5）

儘管銀行總行家數先增後減，但也仍然維持在40餘家之規模，但其分行數則由民
國80年之1000餘家直線增加至民國96年之3300家左右。此一情形，可能使銀行業之競
爭程度居高不下，也間接促成部份銀行違反公平法之案例增加。是故，銀行分行數的

多寡與與銀行不實廣告出現的機率，呈現同方向的關係。

綜言之，上述之（1）放款總額，（2）銀行產業競爭程度指標HHI（3）公平會
執法態度（4）銀行總行家數（5）銀行分行家數等五類因素，可能為銀行相關行業違
反公平法案件增加之主要原因，然究竟哪些因素才是其主因，非常值得金融業主管機

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與競爭政策管理機關—公平交易管理委員會共同關切的議



第1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80

題。

伍、實證結果與分析

承上所述，對於影響銀行相關行業違反公平法21條數量之因素，我們歸納出幾個
可能的因素，亦即（1）銀行業放款總額，（2）銀行產業競爭程度（HHI），（3）
公平會之政策執法態度，（4）銀行業總行家數，（5）銀行業分行家數。

在資料方面，本研究先以半年為期之資料計算銀行業放款競爭程度（HHI），而
上述其他各變數（銀行業放款總額、銀行業總行家數、銀行業分行家數、公平會之政

策執法態度）也取半年為期，以使資料能齊一化，研究期間則自民國80年至民國96年
6月底止。

因變數分為三類來執行，分別為（1）「銀行」違反公平法21條之案件（2）「非
銀行（相關行業）」違反公平法21條之案件（3）「銀行＋非銀行（相關行業）」違
反公平法21條之合計案件，以此三類變數來判斷銀行與銀行相關行業是否在違反公平
法21條之案件數量上有所差別。

統計方法上，本研究以「後退選取廻歸」（Backward Deletion Regression），將
五個變數一起，置入廻歸模式中，每次均將顯著性（P 值）最低之變數排除，以找出
最重要之因素，過程中也列入調整後廻歸配適度（adjusted R2），以判斷調整變數後
之配適度。

本研究將迴歸方程式表示如下，（變數下方之正負符號代表它與不實廣告件數的

關係）：

Y ＝ f （ X1,　  X2,　X3,　  X4,　X5　）

 　　　  (＋)    (－)   (＋)    (＋)   (＋)
其中，Y 表銀行相關行業違反公平法21條之件數
　　　X1 表銀行業放款總額
　　　X2 表銀行產業競爭程度（HHI）
　　　X3 表公平會之政策執法態度
　　　X4 表銀行業總行家數
　　　X5 表銀行業分行家數
實證之主要結果如下：

（1）銀行違反公平法21條之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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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銀行違反公平法21條之件數迴歸結果

模式 變數 標準化Beta 係數 t 值 顯著性 調整過後R2 

1

（常數）
HHI

放款總額
政策執行
本國銀行數
本國分行數

3.401
- 0.618
0.013

- 0.102
- 0.405
0.287

1.421
- 1.293
0.047

- 0.302
- 1.048
0.596

0.167
0.207
0.963
0.765
0.304
0.556

0.282

2

（常數）
HHI

政策執行
本國銀行數
本國分行數

3.446
- 0.629
- 0.108
- 0.394
0.276

1.598
- 1.535
- 0.352
- .346
0.674

0.121
0.136
0.728
0.189
0.506

0.308

3

（常數）
HHI

本國銀行數
本國分行數

2.929
- 0.544
- 0.324
0.239

1.885
- 1.666
- 1.524
0.614

0.070
0.106
0.138
0.544

0.329

4
（常數）

HHI
本國銀行數

3.597
- 0.715
- 0.247

3.277
- 4.218
- 1.456

0.003
0.000
0.156

0.343

5 （常數）
HHI

2.136
- 0.583

4.714
-3.998

0.000
0.000 0.319

藉由「後退選取廻歸」（Backward Deletion Regression），將五個變數一起，置
入廻歸模式中，以顯著性（P 值）高低為變數排除標準，找出影響不實廣告出現的最
重要之因素。結果發現，其他變數在統計上均呈現不顯著，惟獨銀行業放款競爭程度

（HHI）可通過統計1％水準檢定，調整後廻歸配適度（adjusted R2
）達0.319，廻歸

係數為 - 0.583，可見銀行業放款競爭程度（HHI）為解釋銀行業不實廣告的最重要因
素。

（2）非銀行（相關行業）違反公平法21條之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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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銀行違反公平法21條之件數迴歸結果

模式 變數 標準化Beta 係數 t 值 顯著性 調整過後R2 

1

（常數）
HHI

放款總額
政策執行
本國銀行數
本國分行數

21.865
- 0.541
0.268
0.106

- 0.677
0.189

1.491
- 1.129
0.944
0.314

- 1.747
0.391

0.147
0.269
0.353
0.756
0.092
0.699

0.280

2

（常數）
HHI

放款總額
本國銀行數
本國分行數

25.228
- 0.640
0.234

- 0.706
0.191

2.557
- 1.806
0.906

- 1.908
0.402

0.016
0.082
0.372
0.067
0.691

0.303

3

（常數）
HHI

放款總額
本國銀行數

27.925
- .0762
0.177

- 0.597

3.918
- 4.230
0.833

- 2.414

0.000
0.000
0.412
0.022

0.323

4
（常數）

HHI
本國銀行數

26.174
- 0.718
- 0.449

3.8693
- 4.192
- 2.622

0.001
0.000
0.014

0.330

應用相同之方法對銀行相關產業之不實廣告案出現的影響進行分析，則發現與

銀行業本身的解釋情況稍有不同，除銀行產業競爭程度（HHI）外，本國銀行數亦為
重要之解釋變數，可通過統計5%的檢定，兩個變數的廻歸係數分別為 -0.718與 -0.449 
，其符號與預期相同，調整後廻歸配適度達0.330。

（3）銀行及相關行業違反公平法21條之件數

表九、銀行及相關行業違反公平法21條之件數迴歸結果

模式 變數 標準化Beta 係數 t 值 顯著性 調整過後R2 

1

（常數）
HHI

放款總額
政策執行
本國銀行數
本國分行數

25.266
- 0.566
0.238
0.079

- 0.655
0.208

1.534
- 1.193
0.847
0.236

- 1.707
0.434

0.137
0.243
0.404
0.815
0.099
0.667

0.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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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常數）
HHI

放款總額
本國銀行數
本國分行數

28.102
- 0.640
0.213

- 0.677
0.209

2.537
- 1.823
0.833

- 1.848
0.445

0.017
0.079
0.412
0.075
0.659

0.318

3

（常數）
HHI

放款總額
本國銀行數

31.458
- 0.773
0.151

- 0.557

3.930
- 4.336
0.714

- 2.275

0.000
0.000
0.481
0.030

0.336

4
（常數）

HHI
本國銀行數

29.771
- 0.736
- 0.431

3.924
- 4.354
- 2.552

0.000
0.000
0.016

0.347

最後將銀行及相關行業違反不實廣告規範之案件合計數量，採用相同之廻歸模

式，找出最重要之影響因素，結果維持銀行產業競爭程度（HHI）與本國銀行數為重
要之解釋變數，兩者之廻歸係數分別為 -0.736與 -0.431 ，係數估計值亦與預期完全相
符。調整後廻歸配適度為0.347，配適度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

六、結論與建議

自民國80年，財政部開放新設商業銀行開始，我國金融環境產生了重大的量與
質變化。量的部份，我國銀行家數在信合社改制、中小企業銀行改制、信託投資公司

改制等動作後，由新商業銀行設立後之41家增加至高峰的53家，隨後又在金控法施行
後，銀行家數降為43家，同期銀行之分行數則由80年的1000餘家，大幅增加至3000餘
家；質的部分，在銀行營業據點大幅增加的同時，銀行對中小企業放款之金額，並

未同向等幅增加，致使許多銀行一方面將重點由「企金」轉為「消金」，另一方面，

則為增加對企業與個人放款之績效，乃在廣告上大做文章，冀望提升放款（包括信用

卡、現金卡）之金額，此一做法看似有效，卻易使銀行觸犯公平法不實廣告之規範。

就長期言，銀行業在整體產業競爭程度增加之際，一味急就章地拓展業績，反而形成

2004年產生「雙卡風暴」的弊病。
近年來，銀行業經營之困境大家有目共睹，或因為整體經濟大環境不佳所致，

或因為金融業者之經營策略未隨環境變遷而改變所造成；然而，在信用卡、現金卡大

行其道之時，也有許多銀行不將經營重點置於「消金」，在大力推動放款業務之時，

也有許多銀行謹守金融業之規範，不踰越相關法規之規定。這些經營行為在大環境不

佳之時，特別可看出銀行業者之經營心態，亦即本研究緒論中所提及「信用」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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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銀行得否長期穩當之生存，端看此二字之運用得宜與否。銀行業者是否堅持企業

倫理，競爭政策主管機關扮演應有的角色，金融主管機關在政策的設計上，是否關注

到此議題，均是金融業發展之基石。

最近幾年，隨著銀行產業競爭程度逐年增加，銀行業備感壓力，就在同時期，銀

行周邊金融仲介機構則呈現雨後春筍般之出現，並在廣播及平面媒體大作廣告。平心

而論，這些機構之出現，一方面可拉近資金需求者與銀行業間之距離，增加銀行貸放

之業績，對社會本屬正面之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凸顯出銀行經營上的保守作法，使

一般民眾之借款，必須藉由另外的機構管道，才能找到所需要的資金。因此，銀行業

的不實廣告產生，卻形成「白手套化」或「外部化」之現象，由銀行相關產業機構擔

負不實廣告之工作。由前面資料分析的結果顯示，近幾年銀行周邊金融仲介機構，違

反公平法之案件激增，的確印證此發展趨勢，讓有識之士引以為憂。

就銀行業及周邊金融仲介機構違反公平法21條之情形來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消費者權益，有效處理銀行業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

案件，訂定銀行業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針對此一原則，可發現違反事項以廣告表示

「零利率」、而實際另收取具利息性質之其他費用，「零開辦費」訂有適用之限制及

贈品價格、數量、品質、內容、產地與實際不符等三類類型最多。另外，廣告未明示

贈品活動之期間、人數、數量、參加辦法等限制條件與刊登廣告前，為查證供貨商所

提供商品之內容品質及效果，致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者等二類案件居次。而廣告未

明示優惠利率適用之資格、期間、額度、負擔或其他限制與廣告之抽獎方法、日期與

實際不符之案件較少。

金融運作之於國家經濟發展，就如同血液運行之於人體生命健康，金融面之重要

性不言可喻。金融運作之良窳大體不出「效率」與「公平」兩大方面，其中「效率」

應著重制度之建立與行政的提升；而「公平」則有賴法規之制定及適當地執行。過去

在銀行之新設或改制、第一次及第二次金融改革、金融機構合併、金控公司設立，金

管會均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未來無論是虛偽不實廣告或其他違反公平法之行為，均需

要金融業主管機關—金管會與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公平會之通力合作，尤其在許多銀

行之業務「白手套化」及「外部化」情形日益嚴重之今日，為提升整體金融環境之

「效率」與「公平」，仍有待兩大主管機關之合力執行。

近日，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於今年第四季公布之「全
球競爭力評比」中，台灣之金融市場成熟度及銀行健全度均出現顯著退步之情形，銀

行乃金融業之ㄧ環，廣告是銀行招攬業務的重要行銷工具，若虛偽不實廣告未能加以

有效管理，恐有造成金融競爭力下降之虞，驗證本文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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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金融業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案件一覽表

年 行業別 處分書摘要 被處分人 處分金額

86 金融中介業
86.07.01

為促銷信用卡所刊登「前進澳門活
動」，其廣告稱「只要有花旗銀行
信用卡即可前進澳門，其優惠費用
為普通卡一千八百元、金卡為一千
元、附卡則為三千元」，且強調只
要申請即可參加「不用抽獎」。廣
告有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美商花旗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台北
分行

0元
（3-11）廣告
之抽獎方法、
日期與實際不
符。

89 金融中介業
89.05.12

於提供個人信用貸款之廣告上，
就所附送之贈品（7月底前申請貸
款，可獲「達美樂外帶……」之贈
品），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20萬元
（3 - 9）贈品
價格、數量、
品質、內容、
產地與實際不
符。

金融中介業
89.09.05

於「天生贏家超值存款」廣告文宣
上未註明優惠條件限定適用於申請
「活存透支型」貸款者，為引人錯
誤之表示。

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20萬元
（3 - 4）「零
開辦費」訂有
適用之限制

90 金融中介業
90.08.06

共同具名刊登「任e門」報紙廣
告，不實聲稱其贈品價值及隱瞞重
要交易限制條件，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佳澍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萬泰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興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鼎綜合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5萬元
（3 - 9）贈品
價格、數量、
品質、內容、
產地與實際不
符。

92 金融中介業
92.06.23

被處分人於郵購目錄刊登之「買樂
家活氧讓你褲」「四合一氣壓美腿
雕塑器」「波神健胸按摩器」商品
廣告，宣稱瘦身、排毒、防止脂肪
堆積及靜脈曲張、豐胸及預防乳房
病變等用語，並無醫學學理暨臨床
試驗依據，就商品使用之效果等內
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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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邦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幼
敏股份有限公司

各20萬元
（3-12）
刊登廣告前，
為查證供貨商
所提供商品之
內容品質及效
果，致有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
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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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行業別 處分書摘要 被處分人 處分金額

金融中介業
92.09.26

被處分人於91年5月版中國國際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郵購型錄「芭
拿芬蠟SPA美容機」產品廣告宣稱
「具保濕、防皺、滋養皮膚作用,
增進血液循環、促進細胞新陳代
謝．．．．」，並無醫學或其他科
學學理依據，就商品之使用效果等
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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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際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
司、郵采有限公
司

各10萬元
（3-12）
刊登廣告前，
為查證供貨商
所提供商品之
內容品質及效
果，致有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
誤者。

金融中介業
92.12.19

廣告內容標榜該卡是全國唯一「零
利率」、「零開辦費」的現金卡，
民眾可「隨借隨還，不用不計
息」，且第1個月免利息，「只要
憑身分證」就可以辦卡。惟未註明
須繳交100元徵信費，為引人錯誤
之表示。

大眾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

各20萬
（3-4）
廣告表示「零
開辦費」、
「零手續費」
或 「 零 費
用」，而實際
另計收如徵信
費、帳戶管理
費等其他名目
費用，或訂有
適用之限制

94 金融中介業
94.03.04

於「泰有錢」信用卡簡易通信貸
款專案廣告上宣稱「享０利率優
惠」，又被檢舉人比較該專案手續
費及以年利率20﹪計算之信用卡循
環利息，表示該專案「每月替您省
的費用」。並以不同計算基礎與信
用卡循環利息還款負擔比較，就服
務之價格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

國泰世華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

40萬
（3-1）
廣告表示「零
利率」，而實
際另收取具利
息性質之其他
費用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4.04.01

就其營業所提供之服務，以相關
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
營業、服務之表徵，為相同或類似
之使用，致與他人營業、服務之設
施及活動混淆；於「優惠儲蓄專
案」廣告登載「3%優惠存款」等
表示，就所提供服務之內容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中華開發商業股
份有限公司∕ 

1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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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行業別 處分書摘要 被處分人 處分金額

金融中介業
94.08.30

荷蘭銀行「享樂無限計劃首部曲」
廣告宣稱零利率、零利息，然有手
續費之收取，似為變相之利息，且
未清楚揭示系爭專案與現金卡、信
用卡之比較基準。另「靈用金B方
案」廣告，宣稱「白金卡0﹪利率
現金貸」、「3年0%利率」，然每
期仍收取手續費，且手續費隨借款
本金高低而有不同，如借款人提前
清償，亦須繳付違約金，並以不同
計算基礎與信用卡或現金卡循環利
息還款負擔比較，就服務之價格為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荷商荷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台北
分公司∕

40萬
（3-1）
廣告表示「零
利率」，而實
際另收取具利
息性質之其他
費用

資料處理及
資訊供應服
務業
94.10.03

網頁廣告上表示「整合負債貸款－
利率1.48％起」、「個人信用貸
款－利率1.48％起」、「月薪新臺
幣2萬元最高可貸新臺幣200萬元，
最快2小時撥款」、「額度30萬以
內，最快2小時即可撥貸」，並登
載「信貸方案優惠超級比一比」及
貸款實例，就其代辦貸款服務內
容、品質等為虛 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達康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0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4.10.03

於網頁廣告上表示「軍公教人員
1.68%起（或1.48%起）」、「頭
家貸1.88%起」、「整合負載0%
起」、「一般上班族1.88%起」，
並登載貸款實例，就其代辦貸款服
務內容、品質等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鋘之表示。

忠訓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50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4.10.03

於網頁及報紙廣告上表示「30分
鐘拿到現金」、「利率低，2 %
起」，就其服務內容、品質等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華銀國際財經行
銷有限公司∕

2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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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行業別 處分書摘要 被處分人 處分金額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4.10.04

於網頁廣告上表示「利率 0％
起」、「個人信用貸款－利率
1 . 6 8％ u p」、「整合負債貸款
3％up」、「中小企業貸款－3％
up」、「頭家貸－2.6％up」、
「汽車貸款－0％up」、「只要您
有車，三分鐘立刻貸您現金200
萬」、「中古車貸款：利率6％
up，最高可貸車價三倍」、「最
快三小時立即撥」「卡債整合200
萬，一年省息20萬」，並登載「省
息比一比」信貸方案優惠比較表及
貸款實例，就其代辦貸款服務內
容、品質等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快速捷國際有限
公司∕

15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4.10.05

發送電子郵件廣告表示「行行可貸
1.88％起」、於網頁廣告表示「個
人信貸利率1.88％起」、「車貸利
率0％起」，並登載貸款實例，就
其代辦貸款服務內容、品質等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中道行銷顧問有
限公司∕ 

10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4.10.06

於網頁廣告上表示「身分證貸款－
貸款利率年利率 2％起（及 3％
起）」、「信用卡代償－貸款利率
0%起」、「上市上櫃員工貸款－
貸款利率年利率1.68％起（及3％
起）」、「整合負債－貸款利率年
利率2％起」、「專業人士貸款-貸
款利率年利率最低2.675％起」及
「軍公教貸款－貸款利率年利率
1.68％（及最低2.675％起）」，就
其代辦貸款服務內容、品質等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長昇國際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 

2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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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行業別 處分書摘要 被處分人 處分金額

95 金融中介業
95.03.13

推出「0利償方案」於廣告上宣
稱「0利率」，及印製散發「安
泰優貸」摺頁廣告，宣稱「全
年1.68％」及「全國首創最低利
率」，並於「申辦餘額代償預先作
業」授權同意書、信用卡申請書上
表示「優惠利率－第1個月至24個
月0％」，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安泰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 

40萬
（3-1）
廣告表示「零
利率」，而實
際另收取具利
息性質之其他
費用

金融中介業
95.03.22

刊登「富邦最會生利息！富邦雙倍
得利專案」廣告，宣稱「雙倍得
利，限時加碼！1月5日（即日起）
至2月底，把您的錢搬到台北富邦
銀行辦台幣定存2個月（兩百萬以
上），馬上將您的牌告利率變2倍
（2.3％）」，惟於A案額滿後仍續
刊登廣告，就其服務內容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台北富邦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 

40萬
（3-3）
廣告未明示優
惠利率適用之
資格、期間、
額度、負擔或
其他限制

金融中介業
95.03.24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原子小金剛信
用卡」申請書內容僅載明卡友得享
受優惠含「加州健身中心」之「一
個月免費健身」，惟核卡後提供之
卡友權益手冊及優惠券中，對前開
贈品使用增列「不得與其他優惠重
複使用」、「限首次到訪者」等限
制，為引人錯誤之表示。

中國國際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 

85萬
（3-10）
廣告未明示贈
品活動之期
間、人數、數
量、參加辦法
等限制條件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3.31

於報紙廣告上刊載「個人信用貸
款專案0％起」、「1.65％起」、
「月薪2萬可貸250萬」、貸款實
例、「榮獲自由時報、聯合報、中
國時報採訪報導，為最值得信賴的
貸款理財公司」及「與蘋果日報、
城市廣播、中台灣聯播、港都電
台、蘋果電台、長期合作之優良廠
商」，就其代辦貸款服務內容、品
質等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台灣聯合顧問有
限公司∕

4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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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行業別 處分書摘要 被處分人 處分金額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4.14

於網路及報紙廣告上表示「固定利
率1.5％起，最高額度700萬元」、
「個人小額信貸，利率 1 . 4 8％
起」、「整合負債1.68％起，最高
可貸800萬」及「32家銀行配合，
167種貸款選擇」，就其服務品質
與內容等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宏昇國際行銷有
限公司∕ 

50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4.14

於網頁廣告上表示「0％利活現 順
利償」、「代償利率0％起」，就
其代辦貸款服務內容、品質等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台灣友達通路有
限公司∕

21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4.14

於廣告上表示「協助您降低約
30％－50％之負債總額」、「佳卡
爾為您協商債務金額減免30％－
70％」、「幫助您重新建立債信，
恢復信用」，及於案關廣告比較表
之「佳卡爾」部分，就其服務內
容、品質等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於廣告上列表比較「佳卡
爾」及「銀行公會」所提 之債務
協商服務，以不相當之債務協商制
度為比較對象，並隱匿重要交易資
訊，及片面截取被比較對象之債務
協商內容，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

蘇國展即鑫鑅行
銷顧問社∕ 

12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4.14

於報紙、雜誌及網頁廣告上表示
「償債後，協助客戶恢復聯徵之掛
帳信用」、「協助客戶降低約30％
至50％之負債總額」，就其服務內
容、品質等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於報紙、雜誌及網頁廣告
上刊載「銀行公會協商機制與OK
忠訓國際協商機制之比較表」，
以不相當之債務協商 度為比較對
象，並隱匿重要交易資訊，片面截
取被比較對象之債務協商內容，為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
平行為。

忠訓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18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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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行業別 處分書摘要 被處分人 處分金額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6.02

於廣告上表示「幫助債務人重新建
立債信‧恢復信用」，就其服務內
容、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上海資融國際有
限公司∕

12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

於網頁廣告登載「低利整合信貸前
1 年1.58％起；卡債低利代償前1年
1.58％起」，就其服務之內容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全方位綜合百業
有限公司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

於「一定好銀行貸款網」網站登載
「貸款實例」廣告內容，就其服務
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葉淑美 君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

於網際網路刊登債務協商廣告，載
有「成功案例鍾小姐」等內容，就
服務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昶昱產經有限公
司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6.02

於網頁廣告宣稱「幫助債務人重新
建立債信，恢復信用：債務清償後
富鼎為您註銷債信不良紀錄」，及
於比較表之「富鼎產經」部分，就
其服務之內容、品質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於廣告上列表比
較「富鼎產經」及「銀行公會」等
所提供之服務，以不相當之債務
協商制度為比 ， 隱匿重要交易資
訊，且片面截取被比較對象之債務
協商內容，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富鼎產經股份有
限公司∕ 

12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6.02

於網頁廣告宣稱「有銀行協商平
台」「幫助債務人重新建立債信，
恢復信用」，

上海融資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

12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

於網頁廣告未明確標示「整合負債
貸款1.68％起」及「個人信用貸款
1.68％起」貸款方案限「僅首年優
惠」之規定，就其服務內容等為引
人錯誤之表示。

達康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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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行業別 處分書摘要 被處分人 處分金額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

於網頁廣告刊載「負債整合貸
款 …… 整 合 您 所 有 負 債 最 低
1.68％」、「負債整合貸款　貸款
利率2.45％起」、「且利率最低
可到2.6％喔」、「合作銀行」、
「保證利率最低」、「保證額度最
高」及「保證速度最快」，就其服
務內容、品質等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葉俸宜君

95.06.15 於網頁廣告刊載「目前利率
是 1 . 8 8％起」、學生貸款利率
「1.88％－3.85％」，就其服務之
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李俊民君
謝瑋玲君∕ 

8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

於網頁廣告宣稱其可「協助消費者
恢復信用」，為就所提供服務之內
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鄭進豐（鳳凰商
行）/ 

8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6.15

於網路廣告上表示「個人信用貸
款　貸款利率　公教人員信貸：
1 . 5％起5 0 0大企業職員：1 . 5 %
起」、「整合負債貸款20%輕鬆轉
換為1.5％起」、「扣繳憑單貸款
最低1.5％起」、「軍士官貸款年
利率1.5％起」、「學生貸款　年
利率1.5％起」、「李×勇原有房
屋貸款650萬元……五天內順 自銀
行取得資金900萬元……共增加250
萬元現金」、「成功核貸率也高達
93.8％左右」及「配合銀行超過45 
家」，就其服務品質與內容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輕鬆代資產管理
有限公司∕ 

3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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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行業別 處分書摘要 被處分人 處分金額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6.15

於網頁廣告上表示「信用卡代
償 優惠利率：0％起」、「25期0
利率……免開辦費……優惠利率
0％」、「信用貸款 優惠利率：超
低利率1.88％起」、「只要任職於
國內前500或1000大企業，即可快
速辦理貸款 優惠利率：超低利率
1.99％起」、「負債整合 整合名下
現有銀行之負債…惠利率：2.65％
起」等，就其服務品質與內容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易達金融顧問有
限公司∕

27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6.15

於網頁廣告刊載整合負債貸款
「20％輕鬆轉換為1.68％起」、個
人信用貸款「貸款利率（1）公教
人員信貸：1.68％起（2）500 大
企業職員：1.68％起（3）一般中
小企業個人信貸：1.88％起」、學
生貸款「年利率1.68％起」、房屋
貸款「年利率1.68％起」及成功案
例，就其服務內容、品質為 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台達網股份有限
公司∕ 

23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6.15

從事代辦金融業務，於網頁廣告刊
載整合負債「利率1.68％起」，就
其服務內容、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宇略國際行銷有
限公司∕ 

8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6.16

於網際網路刊登代辦貸款廣告，載
有「超低利率1.68％起」及「專家
案例陳小姐」等內容，就服務之品
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卓金耀君∕ 8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6.30

於網頁廣告中就其所為代辦貸款服
務之內容及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煒勝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6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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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行業別 處分書摘要 被處分人 處分金額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6.30

於網站刊載「軍人、士官、聘僱人
員超低利率1.68％起」、「扣繳憑
單貸款最低1.68％起」、「三人團
辦貸款年利率1.99％起」，並登載
「省息比一比　債務協商機制V.S
固得理債專案」及貸款實際案例，
就其服務內容、品質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固得有限公司∕ 60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7.28

於網頁廣告登載「債務託管專案　
全國唯一合法」、「函件附本送金
管會、公交會、消基會備查」及
「協助卡奴們以最低的金額結清您
所有的負債」等語，就其服務之品
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鑫融財務管理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
∕

21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8.11

於代辦貸款廣告宣稱「銀行特約行
銷商」、「配合30多家銀行的理財
便利店」及「整合負債利率1.68％
起」，就其服務之內容、品質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邱敏宗（即非凡
行銷企業社）∕ 

8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8.11

廣告傳單刊載「只要1.49％起 輕鬆
整合所有負擔」、「個人信貸……
任何行業皆可辦理，即可享有超
低率1.8％起……」、「軍公教貸
款……享有超低利率2.1％優惠專
案」、「簡易卡貸……可享有前六
個月零利率」，就其服務內容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洪寶林（即中銀
企業社）∕

8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9.14

廣告傳單刊載「銀行貸款率低於
1.48％起」，就其服務內容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萬大行銷企業有
限公司∕

8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9.15

廣告上表示「如能提供清寒證明，
本金都能少還」，就其服務內容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仲捷事業有限公
司∕

1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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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行業別 處分書摘要 被處分人 處分金額

金融中介業
95.12.01

於「Follow Me法拍屋代墊款專
案」廣告，宣稱帳戶管理費為貸款
金額之0.4％，惟有適用之限制，
就提供貸款服務之價格，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新竹國際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

30萬
（3-4）
廣告表示「零
開辦費」、
「零手續費」
或 「 零 費
用」，而實際
另計收如徵信
費、帳戶管理
費等其他名目
費用，或訂有
適用之限制

96 金融中介業
96.02.09

信用卡促銷活動廣告上，宣稱核
卡禮為「Micky Mouse 登機箱」及
「I – care 寶貝機」2選1，民眾至
微風廣場詢問，被告知需搭配台灣
大哥大及遠傳之方案，亦即未對申
辦信用卡之贈品附有限制條件予以
揭露，對於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聯邦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 

100萬
（3-10）
廣告未明示贈
品活動之期
間、人數、數
量、參加辦法
等限制條件

金融中介業
96.03.08

於網際網路刊登代辦貸款廣告，刊
載「最高額度是依個人債務結構比
例去核算，由月薪計算可乘以80
倍」及「成功案例」，對於服務之
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速捷實業有限公
司/ 

1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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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False Advertising  
of Bank Industry in Taiwan 

Tsung-Chun Lin  &  Chuen-Fa Chuang

Department of Finance, Jinwe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reditability is the fundamental basis for banking. After investigating the cases of false 
advertisement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11banks were fined by FTC （Fair Trade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R.O.C.）due to false advertisement cases. Among the 11 banks, two are 
foreign banks, and nine of them are domestic banks which include eight newly established 
banks（1991&1992） and one old bank. 

Furthermore, several variables are adopted to explain the number of cases fined by 
FTC. They are HHI index （measuring the market concentration ratio）, semi-annual loans 
of banks, attitudes of FTC towards false advertisement, number of banks, and total branch 
number of the banks. The reasons to account for the frequency of false advertisement we 
found in this study are the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number of banks, that is, the structure 
of banking system in Taiwan shifting from medium concentration to low concentration 
and the survival reaction for the newly established banks are the two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number of false advertisement cases. 

Key Words：false advertising, market concentration ratio, externalization 



第1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98

評　論

沈教授中華（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暨研究所）

各位委員還有兩位作者好，那我今天非常高興來評論這篇論文，因為我覺得今

天這一篇論文非常有趣，我自己認為有兩種形式的研究報告，一種是很嚴謹，但是非

常無趣，另一種是很非常有趣而且有用，但失去嚴謹性，那很多報告就在這兩端徘

徊，那我有些論文就是那種還算嚴謹，沒有用和無趣我知道，但嚴不嚴謹我不知道，

那這一篇呢，是有趣而有用，，那麼，這個資料的蒐集我詳細看了一下，剛剛報告人

說，只有老舊是ICBC一家，其他都是新銀行，看完這篇以後，我們都想知道，為什
麼銀行要騙我們，每一年聘那麼多MBA又是我們學校（台大）訓練的，為什麼要騙
我們？那我很驚訝的是，她也出現在很多操作還不錯的銀行，那評比蠻好的銀行也在

上面，那前幾天我們還看見，檢查局送到外面去請檢調來追查的，幾乎所有的銀行都

在上面，幾乎都有違規事件，只有一家金控沒有，大家分析它是沒有財團背景所以沒

有，但是我很訝異的是，這些大老闆為什麼要騙我們，明明就要收利率，也知道是有

某個利率定義的，但是你不能跟回教團體一樣說，我現在借你錢，但將來你不用給我

利息，而是給我租金，那你要一直搞名詞也可以，如果名詞一直可以重複使用，那要

天下大亂了，這個叫利率、這個叫什麼……那上帝讓我們的語言不能彼此溝通，所以

我最感觸的是說，很多銀行為什麼要跟我們說零利率，照我的定義，零利率就是零利

率，那怎麼還有很多東西，那其實只要我將來還要給你就算是利率，那前金、後謝也

算是，那零利率，結果前金很多、後謝很多、管理費很多，就是這樣才會天下大亂，

那有沒有可以規範的辦法，其實我也不曉得，我看完之後很難過，反而希望作者應該

回答這個問題，they are the best researchers in this fieldI encourage them to have more 道
德勇氣，他們應該要多寫這一方面的論文才對，要不然只會作一點回歸分析，那一點

也不過癮啊，失去了這一篇研究的真正意涵。

這一篇文章說HHI是很重要的因素，競爭愈激烈，大家愈會去做一些不法的事
情，那我們也可以想想看，不法通常都是發生在兩種人，就是最好的和最壞的，最

好的怕第一名會被淘汰，那我們記得小李飛刀這一本小說，武林排行第一名的無名

老人，從來不敢現身，那第二名天天要找他比武，把他打下來，那第三名就比較不

care，那最後一名就緊張，因為他只要做什麼事，可能就不會維持在最後一名，我在
想有的時候是這樣，在我們學術界有的時候ask你為什麼要合併，就是有一個假說：
我想市佔率很大，就可以從此過著寧靜的生活，那學術界有這種假說，那剛剛報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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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很多次，就是說有壓力大、競爭大，那我可能會輸掉競爭力、輸掉ROA，我在想可
不可提出一個假說就是：太大壓力說，所以才會鋌而走險來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不

然我不太懂這麼多銀行麼重視governance，很多都要求風險管理稽核委員會、獨立董
監事，這些都應該很重視公司的社會責任的，他要每年要辦獎學金給我們大學生，但

為甚麼又要欺騙大家，我認為這一篇文章應該繼續往這個方向走。

這個HHI作者是用總放款、總存款，那我想說是不是可以改用消費性金融的
HHI，因為我看一下，這些都是消金的不實廣告，企金的人因為有自己的財務管理，
所以不太容易被你騙，我的評論到這裡，謝謝。



第1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00



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 101

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

顏廷棟

銘傳大學財金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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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依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之調查報告書，指出競爭法主管當局實施寬恕
政策，將有助於打擊諸如限制價格、限制產出或劃分市場等惡性卡特爾行為。蓋卡特

爾行為具有密室謀議之特性，因此難以取得其違法事證，是以寬恕政策之實施，對於

通報違法事證之卡特爾成員，給予減輕或免除制裁之獎勵，即有提昇競爭法主管機關

發現及查處卡特爾之成效。

美國為首先採行寬恕政策之國家，隨之歐盟、德國、韓國及日本等國亦相繼採

行。近年來，由於OECD會員國加重對於違法卡特爾之處罰，促使寬恕政策制度愈具
實施功效。歸納該等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執法經驗，顯示寬恕政策許可減免處罰金額之

條件愈趨於客觀明確者，愈有助益其政策實施之功效。

當前，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於其修法草案內，刻正研擬寬恕政策制度，是以本文

嘗試探討各主要競爭法國家相關制度之優劣，提供幾點參考建議：首先，修法草案應

強化對於聯合行為之制裁措施，公平會並應訂定其罰鍰金額之計算準則；其次，實施

子法應明確揭示免除或減輕罰鍰之政策適用標準，以促使涉案業者樂於提出申請；末

者，公平會應調整對於同業公會實施聯合行為之處置，俾確保寬恕政策之實施成效。

壹、緒論

一、實施寬恕政策之意義

依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於2001年4月公布之「實施寬恕政策打擊惡性
卡特爾」報告書1所示，由於限制價格（fixing prices）、圍標（rigging bids）、限制
產量（restricting output）或劃分市場（dividing markets）等惡性卡特爾（hard core 
cartels），導致相關市場供給減少、價格異常上漲之結果，不僅損及消費者福祉，且
形成社會資源之浪費及市場經濟之非效率性，是以該等卡特爾厥屬最重大之反競爭行

為。有鑑於此，如何有效抑制卡特爾違法案件，即已成為該組織宣示之重要競爭政策

課題。

基於上述競爭政策課題之體認，OECD認為，加重對於卡特爾之制裁處罰，同時
實施「寬恕政策」（Leniency Programs/Policy）之制度，兩者相輔相成，要屬抑制卡

1 OECD/CLP（2001）, “Report on Leniency Programmers to Fight Hard Core Cartels,” Apr.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dataoecd/28/31/189044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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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爾違法案件之有效措施。蓋所謂寬恕政策，乃係在執法機關尚未察覺或充分掌握違

法事證前，對於提供卡特爾違法事證並協助調查之涉案成員，給予免除或減輕處罰

之優惠，藉此提高卡特爾違法案件之查處成效，即與加重處罰俱有強化嚇阻違法之功

效。析言之，寬恕政策在被定位為有效抑制卡特爾之措施下，其制度實施之意義主要

表現在下列三方面2：

（一）易於發現密室謀議之卡特爾，順利完成調查程序

卡特爾共謀實施之「合意」，通常於密室協議或以其他秘密通訊之方式達成，相

關合意之違法事證，皆未留存書面證據，或僅留存於卡特爾之內部成員間，其查證頗

為困難。是以藉由寬恕政策提供免除或減輕處罰之誘因，相對換取卡特爾成員提供內

部證據（insider evidence），即有助於執法機關順利完成卡特爾違法案件之查處。
（二）促使卡特爾成員停止違法行為之參與，降低危害程度

寬恕政策制度之適用要件，普遍要求提出申請之卡特爾成員，須於特定時點停止

違法行為之參與。如此制度之實施，除蘊含有獎勵違法業者自新之效果外，同時得以

即時降低卡特爾對於市場競爭之侵害程度。

（三）增加卡特爾形成之困難度，預防違法行為之發生

寬恕政策制度，俗稱「窩裡反條款」，其意味著卡特爾組織隨時存在有內部成員

揭發違法事證之高度風險，如此不僅具有瓦解現存卡特爾之功效，對於有意策劃卡特

爾之發起人而言，在疑懼可能遭受告密之顧慮下，往往因而打消實施此違法行為之念

頭。

此外，對於有影響本國市場競爭效果之國際卡特爾案件，由於本國執法機關受到

管轄權之限制，致未能於域外行使調查權之際，此時藉由寬恕政策以促使卡特爾成員

提供違法事證及協助調查，即可發揮打擊國際卡特爾之重大效果3。

二、研究之範圍、步驟與主旨

我國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對於卡特爾（即同法所稱「聯合行為」）

採行「原則禁止，例外許可」（同法第14條）之嚴格規範立場；然而，觀察公平交易
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從民國81年至94年底作出114件之聯合行為處分案例，其

2 Richard Gruner（2001）, Avoiding fines through offense monitoring, detection, and disclosure: 
Trace for amnesty, Practicing Law Institute’s Corporate Law and Practice Course Handbook 
Series, 82.

3 David A. Balto（1999）, “Antitrust Enforcement in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9 Cornell J. L. 
& Pub. PoL’Y 61,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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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幾近半數（47％）之聯合行為，並未查獲留存有關合意之書面證據，由此顯示公平
會同樣面臨著調查聯合行為取證之困難問題4。因此，順應競爭法之國際潮流趨勢，

尤其在OECD於2006年2月9日對我國競爭法與政策進行同儕檢視（Peer Review）5，具

體建議我國公平會應建立健全之寬恕政策後，同會已於民國96年1月公布之「公平交
易法修正草案」6，揭示寬恕政策之立法原則，並於同年度進行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

委託研究計畫。

本文為該委託研究之摘錄，其研究計畫之主題雖係訂為「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

究」，惟鑑於寬恕政策之立法原則及聯合行為之制裁措施，攸關政策實施之成效，相

互關係密不可分，是以該等課題自屬本研究範圍不容或缺之一環。準此，本研究首先

探討寬恕政策之制度設計理念，從經濟分析之觀點出發，用以說明政策實施應有之基

本原則；其次，從縱向面介紹主要競爭法國家之寬恕政策7，分別論述美國、歐盟、

德國、韓國、日本等國實施寬恕政策之沿革、立法原則及實施成效；另從橫向面比較

研析各國寬恕政策之異同，檢討其規定內涵對於適用效果之影響層面；末者，歸納以

上研究心得，以資檢討及建議我國公平法寬恕政策之草案規定，並研擬其實施子法應

予涵蓋之執行事項，藉此期待有助於公平會寬恕政策之擬定及順利推展。

貳、寬恕政策之設計理念

一、經濟分析

寬恕政策能否增進競爭法主管機關取締違法卡特爾之功效？就此議題，歷來不乏

經濟學者，提出多樣分析方法與研究結論。Grossman and Katz（1983）8、Reinganum

4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005），全球化時代卡特爾行為之規範與因應，94年度自行研
究報告，14-34。

5 競爭政策通訊（2006），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第10卷第5期，2-24。
6 該修正草案總說明，揭載於網頁：http://www.ftc.gov.tw/960122a.doc。另因行政作業程
序，目前相關修正草案仍於公平會研議中。

7 有關主要競爭法國家寬恕政策之概要，英文部分, Se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Cartel Work Group（2006）, “Drafting and Implementing an Effective Leniency Program,”

 Anti-Cartel Enforcement Manual, Chapter 2, Apr. 2006, 13-15, available at http://www.
giustamm.it/new_2006/Leniency.pdf；日文部分，參見塚田益德，「海外における―リニ
エンシーの―制度導入狀況（上）（下）」，國際商事法務，第30卷12 （2002），
1645-1649、第31卷1 （2003），23-29；小林 （2002），「諸外国における制裁減免
制度の概要」，公正取引，第617 ，28-35。



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 105

（1998）9，以資訊不對稱之模型分析（asymmetric information model），從司法交易
（plea bargaining）之觀點，認為寬恕政應有節省執法成本之功效。相對於此，Malik
（1993）10、Kaplow and Shavell（1994）11，基於成本之比較分析，認為藉由卡特爾

成員之密告，固然得以節省執法機關之調查成本；惟執法機關因此進行寬恕政策適用

之審查及減免處罰金額之核算等事務，亦將造成執法成本之負擔。

再者，Motta and Polo（2003）12，分析企業間實施共謀與減免處罰誘因之相互關

係，認為寬恕政策給予減免處罰之優惠，將使部分卡特爾成員得以保有不法利得，同

時產生促進共謀之負面效果，是以執法機關倘握有充分之調查資源，即應徹底予以全

體違法者重罰，儘量避免適用寬恕政策。又如，日本學者濱口、川越（2004）13，應

用無限重複賽局（infinitely repeated game）分析方法，分別設定由2家廠商或7家廠商
組成之卡特爾進行模擬試驗，結果顯示：寬恕政策對於組成規模愈大之卡特爾，愈是

容易發揮瓦解組織之破壞功用。

此外，日本學者松村（2005）14，以上揭Motta and Polo之研究理論為基礎，進而
指出：當執法機關之預算、人力等資源有限，因此未能同時增加調查成本、舉證成

本，導致對於卡特爾之制裁率（發現卡特爾之機率×獲取違法事證之機率）低於一定

數值之情況下，即有考慮實施寬恕政策之必要性；惟於寬恕政策實施後，倘若執法機

關未能同時提高發現率，則在減免處罰金額之負面效果作用下，仍然未能根絕卡特爾

之發生。是以解決之道，執法機關應將實施寬恕政策所節省之舉證成本，轉投注於調

查成本，用以提高發現率，俾徹底抑制違法卡特爾之發生。

8 G.M. Grossman and M.L. Katz（1983）, “Plea bargaining and social welfa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4）, 749-757. 

9 J.F. Reinganum（1998）, “Plea bargaining and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8（4）, 713-728.

10 A.S. Malik（1993）, “Self-reporting and the design of policies for regulating stochastic 
pollu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4, 241-257. 

11 L. Kaplow and S. Shavell（1994）, “Optimal law enforcement with Self-reporting of behavio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2（3）, 583-606. 

12 Massimo Motta and Michele Polo（2003）, “Leniency programs and cartel prosecu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1（3）, 347-379. 

13 Yasuyo Hamaguchiand Toshiji Kawagoe（2005）,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Leniency 
Programs,” 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05-E-003, available at http://www.rieti.go.jp/jp/
publications/dp/05e003.pdf

14 松村幹二（2005），「カルテルに するリニエンシー・プログラムの 分析」，法
と ， 西地 研究 報告，6月10。引自荒井弘毅（2006）， 占禁止法と
，大阪大 出版 ，19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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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Harrington（2006）15，提出協調賽局（coordination game）分析方法，認
為在一場協調賽局中，參與卡特爾之各家廠商，經由慎重考慮是否申請適用寬恕政策

之結果，至少將形成無人通報（no report）或競相通報（race to report）之二種均衡狀
態（equilibria）。詳言之，當各家廠商相信沒有一家廠商會提出密告，或執法機關不
可能發覺卡特爾違法事證，此時將形成無人通報之均衡；反之，當有廠商懷疑其他廠

商可能提出密告，在爭先恐後之心態下，自然出現競相通報之均衡。是以執法機關之

任務，在於藉由寬恕政策之實施，設法將無人通報轉變為競相通報之均衡狀態。如

此均衡狀態轉變之原理，若從眾人熟知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理論加以理
解，或許更為清楚。即設有涉嫌參與卡特爾之二家廠商，在分別接受調查的場合，同

樣面臨著三項選擇：「背叛」對方，而對方保持沉默—自己無罪獲釋，對方將被判5
年徒刑；或者，互相「合作」保持沉默—自己與對方同樣被判1年徒刑；或者，互相
「背叛」—自己與對方同樣被判3年徒刑。以全體利益而言，如果兩個參與者都合作
保持沉默，兩人都只會被判刑1年，總體利益最高；但結果通常是，二家廠商由於互
不信任及利己之思考，最後都會作出相同之選擇—互相「背叛」。

二、處罰金額之可預測性原則

如下列表2-1所示，主要競爭法國家對於卡特爾之制裁措施，有僅採刑事處罰者
（美國），亦有僅採行政處罰者（歐盟），另有兼採刑事及行政處罰者（德、英、

法、日、韓等國），其中對於法人及個人是否一併設有罰則，亦未盡相同；惟有關處

罰金額之規定，除定有固定額度上限者外，並定有以不法獲利之二倍或銷售金額一定

百分比之浮動額度上限，俾徹底剝奪卡特爾之不法利得，由此顯示各國競爭法對於卡

特爾重罰制裁之一致性16。

15 Joseph E. Harrington（2006）, “Corporate Leniency Programs and the Role of the Antitrust in 
Detecting Collusion,＂ CPRC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18-E, available at http://www.jftc.go.jp/
cprc/DP/CPDP-18-E.pdf

16 有關各國競爭法對於卡特爾制裁措施之比較，參見日本內閣府，「獨占禁止法基本問題
懇談會報告書」（2007年6月26日），資料集（5），揭載於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網頁：
http://www8.cao.go.jp/chosei/dokkin/kaisaijokyo/finalreport/material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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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主要競爭法國家對於卡特爾之制裁措施）

禁止規定
刑事罰

（①法人、②個人）
行政罰

（罰鍰額度）
備註

美國休曼法§1 ① 1億美元以下之罰金
（criminal penalty）

② 10年以下之有期徒刑
或100萬美元以下之罰
金

——
（未設行政罰則）

罰金部分，亦得以
違法行為所得利益
或所生損害額之二
倍為上限

歐洲共同體條約
§81

——
（未設刑事罰則）

最近年度之全球總
營業額10％以下之
罰鍰（fine）

對於個人，未設有
刑事及行政罰則

德國限制競爭防
止法§1

②5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
1 8 0萬歐元以下之罰金
（刑法圍標罪298StGB）

100萬歐元或最近
年度之全球總營業
額10％以下之罰鍰
（Geldbuße）

對於個人，得處以
100萬歐元以下之
罰鍰

英國競爭法§2 ② 5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
罰金

最近年度之全球總
營業額 1 0％以下
之罰鍰（financial 
penalty）

對於個人，未設有
行政罰則

法國商法典
§420–1

② 4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
7萬5千歐元以下之罰
金

違法期間之最高
年度全球總營業
額 1 0 ％ 以 下 之
罰鍰（ s a n c t i o n 
pécuniaire）

對於個人，得處以
300萬歐元以下之
罰鍰

日本獨占禁止法
§3後段

①5億日圓以下之罰金
② 3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

500萬日圓以下之罰金

違法期間營業額一
定比率之罰鍰（課
徵金）

對於個人，未設有
行政罰則

韓國獨占規制及
公平交易法§19

①2億韓元以下之罰金
② 3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

2億韓元以下之罰金

最近3年之平均年
度營業額10％或20
億韓元以下之罰鍰
（surcharge）

對於個人，未設有
行政罰則

在上揭處罰金額之規定下，各國競爭法制普遍定有處罰金額之計算方式，用以裁

決確定處罰金額，並為寬恕政策減輕處罰金額之準據。以下，分別以美國、歐盟及日

本等國之法制為例，說明各該處罰金額之計算基準。

（一）美國聯邦量刑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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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美國休曼法第1條規定，對於參與卡特爾之犯罪行為，其為法人者，科以1億
美元以下之罰金；其為個人者，處以10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併科100萬美元以下之
罰金。此外，依據1984年之量刑修正法（the Sentencing Reform Act）規定，經比較反
托拉斯法規定之上限金額、違法所得利益或所生損害額之二倍金額，得以其中最高金

額，作為罰金額度之上限。

在上揭罰金額度範圍內，法院裁決反托拉斯法之罰金案件，必須遵循聯邦量刑委

員會（Federal Sentencing Commission）訂頒之量刑指令；其中，針對企業、公會及政
府機關等團體組織為被告之案件，該委員會於1991年增訂有對團體組織被告之量刑指
令（Sentencing Guidelines for Organizational Defendants）17。大體言之，該1991年量刑
指令之計算方法，包含下列基礎罰金額（base fine）、責任積分（culpability score）、
罰金額度範圍及具體罰金額之決定等三大項目。

1. 基礎罰金額之計算（§ 2R1.1.）
首先，以遭受違法行為影響之美國境內交易金額之20％，定為基礎罰金額。至於

其百分比定為20％之理由，乃係以其10％推定為價格卡特爾之平均不法利得；另外之
10％，推定為消費者由於價格過高而未能購買之淨重損失（dead-weight loss）。

2. 責任積分之計算（§ 8C2.5.）
涉案之被告為法人者，以5分為基本點數，其次斟酌下列6項要素後，加減計算其

責任積分：

（1）犯罪行為之參與或容許（involvement in or tolerance of criminal activity）：
法人之高階職員（high-level personnel）或握有實權之職員（substantial authority 
personnel），有參與涉案之違法行為者，依據法人規模（員工人數）之大小，加計1
至5分。

（2）曾經實施同類行為之前科或紀錄（prior history）：法人曾有類似違法行為
而受刑事處罰，或因類似違法行為曾受二次以上之民事求償或行政處分，其與本案行

為之間隔期間已逾十年以上者，加計1分；其間隔期間在五年以內者，加計2分。
（3）命令之違反（violation of an order）：有違反法院之強制命令者，加計2分。
（4）司法之妨礙（obstruction of justice）：有故意妨礙或意圖妨礙搜索、追訴、

裁判或量刑程序，或未為防止發生該等行為之合理措施者，加計3分。
（5）設有預防或發覺違法行為效果之方案（program to prevent and detect 

17 U.S Sentencing Comm’n,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Manual（Nov. 1, 2002）, § 8 A.1.1, 
Application Notes at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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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olation of law）：內部設有預防或發覺違法行為效果之方案者，扣減3分；但有容許
或故意放任其高階職員參與違法行為之情事者，不得扣減。其握有實權之職員參與違

法行為者，推定該法人未設有此效果方案。

（6）主動通報、協助調查及承擔責任（self-reporting, cooperation and acceptance 
of responsibility）：自知悉有違法行為之時起，立即向主管機關通報，並全面協助調
查，足認其積極承擔責任者，扣減5分。在違法行為被發覺或開始調查前未為通報，
惟有全面協助調查，足認其積極承擔責任者，扣減2分。未通報且未全面協助調查，
惟有其他足認積極承擔責任之情事者，扣減1分。

3. 罰金額度範圍及罰金額之決定（§ 8C2.6.；2.8.）
所謂罰金額度範圍，係指以上揭計算方式得出之責任積分，對照於下列表2-2

「責任積分倍數表」之相當欄位，以基礎罰金額乘以該欄位之最大倍數、最小倍數，

分別為罰金額之上限、下限額度。例如，責任積分為10分以上者，其罰金額之上限為
基礎罰金額之四倍（交易金額之20％×4），下限則為基礎罰金額之二倍（交易金額
之20％×2）。

（表2-2：責任積分倍數表）

責任積分 最小倍數 最大倍數

10分以上 2.00 4.00
9分 1.80 3.60
8分 1.60 3.20
7分 1.40 2.80
6分 1.20 2.40
5分 1.00 2.00
4分 0.80 1.60
3分 0.60 1.20
2分 0.40 0.80
1分 0.20 0.40

0分以下 0.05 0.20

如此算出罰金額度範圍後，在此額度範圍內，法院將斟酌刑罰之目的、該法人於

違法行為擔任之角色、有罪判決之影響等因素，決定具體之罰金額（§ 8C2.8.）。惟
應予注意者，依據該量刑指令規定，計算反托拉斯法案件之罰金最小倍數，不得低於

0.75（§ 2R1.1.（d））。準此規定，參與卡特爾之法人，除非適用寬恕政策免予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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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犯罪，否則至少將被科以交易金額15％之罰金（20％×0.75）。
（二）歐盟執委會之罰鍰計算方法指令

依據歐盟理事會2003年第1號規則第23條第2項規定（舊規定為1962年第17號規則
第15條第2項），對於故意或過失違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1（卡特爾）或第82條（濫
用市場控制地位）規定之事業或事業團體，衡量其違法之重大性（gravity）、違法期
間（duration）等因素，得處以其前年度之全球總營業額10％以下之罰鍰。至於決定
罰鍰金額之計算方法，依據2006年6月28日公告新修正之計算指令（Guidelines on the 
method of setting fines）18，揭示如下之罰鍰計算方法。

1. 基礎額（basic amount）之計算
執委會於裁處罰鍰之案件，首先須依下列步驟計算基礎額：

（1）年度營業額：調查涉案事業於違法期間，其在歐洲共同市場之最近年度營
業額；凡直接或間接與違法行為相關之商品或勞務之營業額（含附加價值稅等課稅金

額），均包含在內。如係事業團體違法之案件，則以相關事業團體成員之營業額，合

併計計算之。

（2）計算比率：綜合違法行為之性質、涉案企業之市場占有率總和、違法行為
影響之地理範圍、涉案行為是否實際付諸實施等因素，在30％之範圍內，個案決定計
算率；惟於執委會認有加重制裁效果之必要者，得不受30％上限之限制。通常，對於
涉及水平的價格卡特爾、劃分市場卡特爾、限制產量卡特爾等重大限制競爭之案件，

均以30％作為計算率。
（3）違法期間：違法行為持續一年以上者，以該違法期間之年數（6個月未滿

者，以0.5年計；6個月以上，未滿12個月者，以1年計；年數無上限），乘以上揭年
度營業額及計算比率。

（4）基礎額之算出及加重：依上揭步驟算出之金額，即為一般違法案件之基礎
額；另針對水平的價格卡特爾、劃分市場卡特爾、限制產量卡特爾等惡性重大之違法

案件，得於該基礎額上，加計其最近年度營業額15％至25％之金額。如此加重基礎額
之理由，在於增加參與違法者之金錢負擔（entry fee），藉以提升對於惡性卡特爾等
行為之違法抑制效果。

2. 罰鍰金額之決定
執委會算出基礎額後，尚須審視有無下列加重或減輕事由，俾決定是否加計或扣

18 European Commission, “Guidelines on the method of setting fines imposed pursuant to Article 
23(2)(a) of Regulation No 1/2003, ＂ 2006/C210/02, OJC 210, 1.9.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worldlii.org/eu/cases/EUECJ/2006/T329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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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罰鍰金額：

（1）加重事由（aggravating circumstance）：曾有實施相同或類似之違法行為之
紀錄者，得依其違法行為之次數，每次最多加計基礎額100％之罰鍰金額。此外，違
法者在本案係居於主導或煽動之地位、妨礙或未配合調查、有實施報復之措施、得以

客觀推定獲有過多之不當利得等事由者，亦得個案裁量，加計罰鍰金額。

（2）減輕事由（attenuating circumstance）：涉案事業僅係居於從屬性地位，跟
隨實施違法行為；雖有參與合意，惟實際上並未實施合意內容之卡特爾行為；調查程

序開始後，立即停止違法行為之參與；僅有過失並非故意；積極協助調查；罰鍰額度

超過支付能力，致危及事業經營之存續。有上列情事之一者，得個案裁量，扣減罰鍰

金額。

（三）日本獨占禁止法之課徵金制度

日本獨占禁止法為剝奪卡特爾之不法利得，達到遏止違法之效果，爰於同法第7
條之2規定，對於參與價格卡特爾、限制產量卡特爾及劃分市場卡特爾等違法行為之
事業，得處以一定之課徵金（罰鍰）。有關該課徵金制度，配合下列表2-3所示，進
一步說明之19：

（表2-3：日本課徵金制度之罰鍰計算比率）

規模
業種

大企業 中小企業

製造業 10％
再次違法 栁 15％

4％
再次違法 栁 6％

即時停止違法 栁 8％ 即時停止違法 栁 3.2％

零售業 3％
再次違法 栁 4.5％

1.2％
再次違法 栁 1.8％

即時停止違法 栁 2.4％ 即時停止違法 栁 1％

批發業 2％
再次違法 栁 3％ 1％

再次違法 栁 1.5％
即時停止違法 栁 1.6％ 即時停止違法 栁 0.8％

1. 基礎金額
依據獨占禁止法第7條之2第1項規定，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下稱「日本公平

會」），對於參與有影響商品或勞務對價之卡特爾事業，依其違法期間（違法期間逾

19 有關此課徵金制度之說明，參見諏訪園貞明（2005），平成17年改正 占禁止法—新
しい課 金制度と審判．犯則調 制度の逐条解 —，商事法務初版，49-69；鈴木孝
之（2005），「課徵金制度の見直し」，ジュリスト，第1294 （特集・ 占禁止法改
正），9-15。



第1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12

三年者，以最近三年期間）之銷售金額或採購金額，各處以下列一定比率之罰鍰：

（1）屬於大企業之製造業、零售業、批發業：計算比率分別定為10％、3％、
2％（同條第1項）。至於決定各該百分比之理由，乃係依據歷來大規模製造業違法案
件之統計資料，顯示九成以上案件之不法獲利均超過營業額之8％，是以將製造業之
計算比率定為10％，以達剝奪不法利得及懲戒違法之效果；另依企業經營統計資料，
顯示大規模零售業、批發業之營業獲利率各為2.28％、1.18％，是以對照於製造業之
10％，其計算比率分別定為3％、2％。

（2）屬於中小企業之製造業、零售業、批發業20：計算比率分別定為4％、
1.2％、1％（同條第4項）。此乃由於中小企業之違法案件較少，且其零售業、批發
業之營業獲利率相對較低，因此對照於大企業之各該業種，分別降低其計算比率。

2. 減輕事由
涉案事業在開始調查日之一個月前，已停止實施違法行為，且該違法行為之實

施期間未逾二年者，鑑於其平均不法利得皆在營業額之8％以下，是以其罰鍰之計算
比率，若屬大企業之製造業、零售業或批發業，分別減為8％、2.4％或1.6％；若屬
中小企業之製造業、零售業或批發業，分別減為3.2％、1％或0.8％（同條第5項）。
此外，涉案事業在停止實施違法行為後，進而對日本公平會提供違法事證並協助調查

者，仍得受到寬恕政策免除或再減輕罰鍰之優惠。

3. 加重事由
涉案事業在開始調查日起，回溯10年內，曾經受有確定之罰鍰處分者，不問是

否屬於同類違法行為或同一相關市場，其罰鍰之計算比率，若屬大企業之製造業、零

售業或批發業，分別增為15％、4.5％或3％；若屬中小企業之製造業、零售業或批發
業，分別增為6％、1.8％或1.5％（同條第6項）。蓋分析平成3（1991）年以來之違法
案件資料，相較於僅有一次違法紀錄者，再次違法之不法利得將增加五成，是以依此

比例分別加重計算比率。

4. 少額罰緩之免除
依據上揭基礎計算比率所得之罰鍰金額低於100萬日圓者，免除對該涉案事業之

20 中小企業之認定標準，依據同條第4項規定：製造業、建設業、運輸業及其他業別，資本
額或出資總額在三億日圓以下，且其經常使用之從業員人數在三百人以下者；批發業，
資本額或出資總額在一億日圓以下，且其經常使用之從業員人數在一百人以下者；服務
業，資本額或出資總額在五千萬日圓以下，且其經常使用之從業員人數在一百人以下
者；零售業，資本額或出資總額在五千萬日圓以下，且其經常使用之從業員人數在五十
人以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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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處分（同條第1項但書）。如此規定之立法意旨，乃係鑑於少額罰緩無從發揮違
法抑制之效果，且基於節省行政成本之觀點，即無發動罰鍰處分之必要性。

5. 罰金之扣除
日本公平會對於惡性卡特爾等重大違法案件，除得依據課徵金規定處以罰鍰外，

亦得向檢察機關提出告發（同法第74條），是以同一涉案事業即有併受罰鍰與罰金處
罰之可能。如此情況下，鑑於罰金刑已有高度之違法制裁效果，因此在同一違法行為

之罰金刑判決確定後，日本公平會計算罰鍰金額，即應扣除罰金額度二分之一之金額

（同條第14項、同法第51條）；惟計算之罰鍰金額低於罰金額度二分之一，或扣除後
之罰鍰金額未滿一百萬日圓者，應免除或撤銷罰鍰處分（同條第15項、同法第51條第
2項）。

三、政策適用之明確性原則

觀察寬恕政策之立法趨勢，可謂普遍呈現客觀明確化之發展方向。例如，美國

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於1978年開始實施之寬恕政策，賦予反托拉斯署過度之裁量權限，
是以申請者得否獲得適用之許可，處於極度不確定之狀態，致影響當事人提出申請之

意願；嗣經1993年之修正，對於符合一定要件之申請者，即當然的（automatic）給予
免除處罰效果，因而逐漸展現政策實施之成效。又如歐盟執委會於1996年公告之寬恕
政策，其適用要件存在諸多不確定法律概念，致使涉案企業處於躊躇不前之心態下，

政策實施成效不彰；有鑑於此，經由執委會2002年之政策檢討，刪除若干主觀適用要
件，因而促使申請件數大幅提升。

如此寬恕政策明確性之要求，反映於政策設計理念上，得由以下相異階段之申請

適用，分別加以說明21：

（一）調查程序開始前

在此階段，卡特爾尚無立即被發現之危險，一般而言，涉案事業並無提出申請之

意願，是以政策設計為強化其提出申請之誘因，通常給予最先申請者免除處罰之最大

優惠。藉此誘因之催化作用，分析涉案事業可能提出申請之情況有二：其一，參與卡

特爾之不法獲利，低於當初之預期，甚至遠低於日後可能遭受處罰之金額；其二，即

使短期內獲有高額之不法利得，惟經長期累計之處罰金額，仍有可能超過不法利得。

於此情況下，卡特爾成員基於損益權衡之理性評估，為爭取免除處罰之最優惠效果，

自然產生及早提出申請之動機。

21 Harrington Jr.（2006）,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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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程序開始後

相較於上述階段，此階段之卡特爾成員處於可能被取締之高度風險下，其申請適

用寬恕政策之意願，相對提高。對於執法機關而言，依據一般公眾或非卡特爾成員事

業之檢舉，亦有可能察覺卡特爾存在之跡象，以致開始調查程序；惟相對之下，此時

執法機關較難充分掌握違法事證，是以仍有必要藉由申請者提供補充事證，俾順利完

成調查程序。具體言之，其一般之作法為：預先設定有限之申請名額，依序遞減其減

免處罰優惠之適用效果，並配合執法機關公告開始調查程序之訊息，促使卡特爾成員

產生爭先恐後之心態，即得期待其競相申請適用寬恕政策。

參、主要競爭法國家寬恕政策之介紹與比較

一、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之企業法人寬恕政策

（一）沿革

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於1978年10月，即訂頒實施企業法人寬恕政策（Corporate 
Leniency Program），對於違反反托拉斯法之企業，在開始調查前，有主動供述違法
行為（voluntary disclosure），經由反托拉斯署之裁量，得予以免除刑事追訴22。然

而，依當時制度規定，即使涉案企業於開始調查前，已經主動供述違法行為，惟最終

得否予以免除刑事追訴，仍須取決於反托拉斯署之裁量決定，是以該政策在申請結果

不確定因素之作用下，至1993年止，平均每年僅有1件申請案件23。

鑑於上述政策之缺失，反托拉斯署經由全面檢討修正，嗣於1993年8月公告新修
正之企業法人寬恕政策24，對於符合一定適用要件之企業及其相關職務人員，當然予

以免除刑事追訴，反托拉斯署不得行使裁量權。

（二）1993年之企業法人寬恕政策
1. A項適用要件
違法企業，在反托拉斯署開始調查程序前，已經提出申請，且符合下列各點要件

22 John H. Shenefield（1978）, Ass’t Att’y Gen., Antitrust Div., Statement Before the 17th Annual 
Corporate Counsel Inst.Oct. 4, 1978, noted in Trade Reg. Rep.（CCH） 50, 388.

23 Gary R. Spratling.（1998）, “The corporate leniency policy: Answers to recurring questions,” 
Remarks at the ABA Antitrust Section 1998 Spring Meeting, 2.

24 Antitrust Div., U.S. Dep’t of Justice, Corporate Leniency Program（Aug. 10, 1993）, 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guidelines/00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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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予以免除刑事追訴：

（1） 該企業提出申請之際，反托拉斯署就該企業參與之違法行為，尚未自其他
訊息來源察覺有違法嫌疑。

（2）該企業發現其涉及違法行為時，立即採行有效終止違法行為之措施。
（3） 該企業於誠實（candor）且完全（completeness）的供述違法行為，並於反

托拉斯署調查期間，全面且持續的協助調查（full cooperation）。
（4） 對於違法行為之供述（c o n f e s s i o n），確實為該企業組織體之行為

（corporate act），並非企業相關職務人員之個人行為。
（5）該企業在可能情況下（where possible），賠償被害人之損失。
（6） 該企業並未強迫他人參與涉案之違法行為，且顯然非係該違法行為之領導

人或發起人（the leader in, or originator of, the activity）。
2. B項適用要件
未符合A項適用要件之違法企業，不論其申請係在調查程序開始前或開始後，倘

符合下列各點要件者，予以免除刑事追訴：

（1） 該企業係最先（first-in）向反托拉斯署提出申請，且主動供述違法行為
者。

（2）該企業提出申請之際，反托拉斯署尚未獲得足認其應受有罪判決之證據。
（3）該企業發現其涉及違法行為時，立即採行有效終止違法行為之措施。
（4） 該企業於誠實且完全的供述違法行為，並在反托拉斯署調查期間，全面且

持續的協助調查。

（5） 對於違法行為之供述，確實為該企業組織體之行為，並非企業相關職務人
員之個人行為。

（6）該企業在可能情況下，賠償被害人之損失。
（7） 衡量涉案違法行為之性質、該企業於違法行為擔任之角色、提出申請之時

點等因素，免除對該企業之刑事追訴，不致於對他企業有不公平之情事。

3. C項適用要件
違法企業之相關職務人員，符合下列三點要件者，一併予以免除刑事追訴：

（1）該違法企業，符合A項適用要件，予以免除刑事追訴。
（2）誠實且完全的承認參與涉案違法行為。
（3）於反托拉斯署調查期間，全面的持續協助調查。
4. 適用說明
上揭三項適用要件，彼此互有先後適用順序關係。詳言之，倘有企業符合A項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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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要件者，其他企業即無適用B項要件之可能；B項適用要件之作用，在於替補A項適
用要件之欠缺；C項要件之適用，以其企業符合A項適用要件為前提。至於各該適用
要件之作用，得歸納為下列三大目的25：

（1）促使及早通報違法行為，並全力協助調查
A項適用要件第1點至第4點、B項適用要件第1點至第5點及C項適用要件第1點至

第3點，屬於如是目的。其於實務運作之重點，分別說明如下：
Ⅰ. 終止違法行為：關於A項要件第2點及B項要件第3點之審查，提出申請之企業

未必須有促使其他卡特爾成員終止違法行為之必要；該申請者僅須終止其卡特爾之繼

續參與，並主動向反托拉斯署供述違法行為，即足認其係有效終止違法行為之措施
26。

Ⅱ. 全力協助調查：關於A項要件第3點及B項要件第4點之審查，在反托拉斯署遭
受拒絕協助調查之際，該企業是否因而喪失申請資格，應衡量拒絕者之職務地位、拒

絕人數及影響調查之程度等因素，具體認定；倘若僅係其中一名董事或少數幾名職員

（one or more）之拒絕協助者，並不當然否定該企業符合全力協助調查之要件27。

（2）保護被害人
關於A項要件第5點及B項要件第6點之審查，係以企業處於可能之情況為條件，

始對被害人負有損害賠償之義務（where possible, the corporation makes restitution to 
injured parties）。反面言之，下列情況，企業雖未能賠償被害人之損失，並不影響
其申請適用寬恕政策28：宣告破產之企業，受有法院禁止清償之命令；被害人僅有1
人，且已經不存在；履行損害賠償義務，有危及企業存續經營之虞。

（3）維護卡特爾成員之公平性
關於A項要件第6點及B項要件第7點之審查，目的在於排除違法行為之強制者、

領導人及發起人等企業之申請資格，用以維護卡特爾成員之公平性。茲有疑義者，

倘領導人或發起人有複數企業者，如何認定其申請資格？反托拉斯署基於擴大政策適

用之目的，認為文義排除之對象為“the leader in, or originator＂，並非“a leader or an 

25 Donald C. Klawiter（2000）, “Corporate Leniency in the age of international cartel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titrust, Summer 2000, 14.

26 Spratling（1998）, 3.
27 Scott D. Hammond（2000）, “Detecting And Deterring Cartel Activity through an Effective 

Leniency Program,” Remarks to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artels, November 21-22, 2, 
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speeches/9928.htm

28 Spratling（199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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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tor＂，是以上揭問題之任一企業，皆有申請資格29。

5. 適用程序
依據上揭適用要件之設計，企業法人寬恕政策僅許可對一家企業免予刑事追訴，

導致相關企業爭先提出申請之情況下，難免僅因數日或數小時之順差，形成截然不同

之申請結果30。是以政策之適用程序，設有如下之保障措施，俾確保政策實施之公正

性及可信賴性31：

（1）資格保留制度
當事人在正式提出申請之前，通常會委託律師洽詢反托拉斯署有關是否已經開

始調查程序、有無其他企業已經提出申請等訊息；倘獲知尚有提出申請之機會，立

即正式提出申請。接獲此申請案件之承辦官員，即經由刑事執行處處長（Director of 
Criminal Enforcement），轉呈反托拉斯署副署長（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陳述承辦意見，最終呈請反托拉斯署署長（Deputy Attorney General）決定是否受理。

對於最先提出申請之企業，在反托拉斯署決定受理後，將給予其一至二週之資格

保留期限（marker）；在此期限內，反托拉斯署將避免與其他卡特爾成員進行接觸。
如此給予資格保留期限之作用，在於促使卡特爾成員及早提出申請。惟為防止制度之

流於濫用，在此資格保留期限內，倘發現申請者有不誠實或惡意之意圖，或未依指示

提出相關資料者，反托拉斯署即得撤銷其保留資格。

（2）附條件協議書
經過資格保留期限後，反托拉斯署將與申請者簽署附條件之免除刑事追訴協議

書，俾確保申請者遵守相關適用要件；否則，反托拉斯署保留認定該免除刑事追訴協

議為無效之權利。

 通常，基於雙方簽署之附條件協議書，反托拉斯署將免除對於申請者之刑事追
訴；然而，近年首次出現司法部撤銷與SNTG航運公司（Stolt-Nielsen Transportation 
Group Ltd.）簽署附條件協議書之爭議案件，頗受注目。本件為SNTG航運公司，就其
參與之航運卡特爾行為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並於2003年1月15日與反托拉斯署簽署附

29 Spratling（1998）, 6.
30 Hammond（2000）, 5.
31 有關美國反托拉斯署實施寬恕政策之概況，英文部分，See, Donald C. Klawiter（2006）, 

“U.S. Corporate Leniency after the Blockbuster cartels: Are we Entering a new Era？,” EUI 
–RSCAS /EU Competition 2006 –Proceedings, 2-4, available at 

 http://www.iue.it/RSCAS/Research/Competition/2006(pdf)/200610-COMPed-Klawiter.pdf；日
文部分，參見井上朗( 2006)，リニエンシーの 務 ― 競 法の荒波から企業を守れ ―，
雄松堂出版，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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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協議書；惟反托拉斯署於調查期間發現，該公司之內部職員仍有參與該航運卡特

爾違法行為之跡象，爰撤銷與該公司簽署之附條件協議書。

案經SNTG航運公司向賓州東部聯邦地方法院提起訴訟，同法院於2005年1月14日
判決32，認為反托拉斯署依據附條件協議書，業已達成起訴其他共謀者及阻斷共謀行

為之目的，爰應認定本件協議書仍為有效，反托拉斯署不得對原告發動刑事追訴。嗣

於上訴審程序，聯邦第三巡迴法院2006年3月23日判決33，認為地方法院不得禁止本

案反托拉斯署之起訴，因而廢棄原審判決。惟依上訴審之判決意旨，雖然承認反托拉

斯署之起訴行為，惟並非當然否定系爭協議書之效力。換言之，系爭協議書之效力，

倘在預審程序（pretrial motion）經由法院肯定者，將形成反托拉斯署之起訴違反協議
書約定，法院即不得對之進行實質審理。

（三）實施成效

美國司法部自1993年實施新修訂之寬恕政策，至2004年間，平均每月即受理1件
申請案34；此相對於舊政策時代之每年平均僅有1件申請案，足見新政策確有提高當
事人申請適用之作用。尤其，自1990年代起，隨著美國進出口貿易持續興盛，導致其
國內卡特爾有逐漸國際化之趨勢下，新寬恕政策之實施成效，更反映在反托拉斯署對

於國際卡特爾案件之取締效果上35。以下，即列舉若干代表性之國際卡特爾案例，觀

察企業法人寬恕政策及量刑指令之實施概況36。

1. 石墨電極（Graphite Electrodes）案37

32 STOLT-NIELSEN S.A., STOLT-NIELSEN TRANSPORATION GROUP LTD. AND 
RICHARD WINGFIELD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IVIL ACTION NO. 04-CV-
537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PENNSYLVANIN January 14, 2005. 

33 Stolt-Nielsen, S.A. v. U.S., No. 05-1480 (3rd Cir. Mar. 23, 2006).
34 Antitrust Divisi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Status Report: An Overview Of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Antitrust Division›s Criminal Enforcement Program（Feb. 1,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guidelines/202531.htm

35 Ibid.
36 相關國際卡特爾案例介紹，英文部分, See, Scott D. Hammond（2002）, “A Review of 

Recent Case And Developments In The Antirust Division’s Criminal Enforcement Program,”  
The 2002 Antitrust Conference, March 7, 2002, 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
speeches/10862.pdf；日文部分，參見佐藤潤（2003），「米国における反トラスト法違
反行為に するリーニエンシー制度について」，國際商事法務，第32卷6 ，762-763。   

37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SGL CARBON AKTIENGESELLSCHAFT and ROBERT 
J. KOEHLER,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PENNSYLVANIA, Criminal No. 99-244, 6/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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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日等國之石墨電極製造商，在1998年之前5年期間，分別在歐洲、遠東
及美國等地密會協商，合意實施調漲價格、廢止折扣、分配銷售量及分割市場之國際

卡特爾行為。嗣後，美商Carbide/Graphite Group, Inc.公司，首先向反托拉斯署提出適
用寬恕政策之申請，並提供得以搜索其他卡特爾成員辦公處所之重要訊息；至於日商

昭和電工公司、美商UCAR International Inc.公司、德商SGL Carbon公司等部分卡特爾
成員，亦先後與司法部達成認罪協商，並配合協助調查。據此，經由考量各該企業之

申請順序、協助調查程度及交易金額等因素，本案之處置及判決量刑，如下表3-1所
示。

（表3-1：石墨電極案量刑表） 單位；美元

公司名稱（國別）
申請
順序

罰金額
（交易金額比率）

備註

Carbide/Graphite 
Group, Inc（美國） 1 0 適用寬恕政策

（免除刑事追訴）

昭和電工（日本） 2 3,250萬
（10％）

減輕4,250萬罰金

UCAR International 
Inc.（美國） 3 1億1,000萬 董事長：125萬罰金、17個月徒刑。

副董事長：100萬罰金、9個月徒刑。

SGL Carbon（德國） 4 1億3,500萬
（30％） —

2. 維他命（Vitamins）案38

在1990年代，美、德、瑞士及日本等國之維他命製藥廠商，每年聚會協議各種維
他命藥品之銷售價格、生產數量及行銷通路等合意事項，會後並由各卡特爾成員之中

階職員監視決議執行狀況。嗣於1999年本案調查期間，法商Rhône-Poulenc藥廠首先
向反托拉斯署供述本件卡特爾違法行為；瑞士商F. Hoffman-La Roche、德商BASF、
日商第一製藥及武田製藥等藥廠，則相繼與司法部達成認罪協商。最終，依據寬恕政

策及量刑指令等規定，反托拉斯署與法院作出如下表4-2所示之處置及量刑。

38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RHÔNE-POULENC BIOCHIMIE S.A.,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MISSOURI, Criminal No. 
4:03CR567RWS, 9/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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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維他命案量刑表）單位；美元

公司名稱（國別）
申請
順序

罰金額
（交易金額比率）

備註

Rhône-Poulenc
（法國）

1 0 適用寬恕政策
（免除刑事追訴）

F. Hoffman-La Roche
（瑞士）

2 5億
（15％）

5億為當時最高金額之罰金紀錄；另
該藥商之二名職員涉及偽證，各被判
處3至5個月之徒刑

BASF（德國） 3 2億5,000萬
（15％） —

第一製藥
（日本）

4 2,500萬
（26％） —

武田製藥
（日本）

5 7,022萬
（20％）

該藥商另有供述其他相關市場之卡特
爾違法行為，因此罰金計算比率減為
20％

3. 藝術品拍賣（Fine Arts Auction）案39

美商Sotheby’s Holdings Inc.與英商Christie’s International plc二大拍賣公司，合計
擁有名畫、寶石及家具等全球拍賣市場90％之占有率。自1993年起，二公司針對美國
等地區之拍賣市場，達成協定拍賣手續費及其他交易條件等合意事項。嗣於1999年之
際，該英商拍賣公司向反托拉斯署提供該違法事證之相關資料，因而獲得寬恕政策之

適用資格。至於美商拍賣公司，在聞訊反托拉斯署即將開始調查之際，雖然立即供述

本件卡特爾之違法行為，惟已遲於英商拍賣公司提出申請之一週時間，因此仍遭起

訴，並被科以4,500萬美元之罰金。

二、歐盟有關卡特爾案件免除及減輕罰鍰之執委會告示

（一）沿革

歐盟執委會於1996年7月18日，即訂頒有關卡特爾案件減免罰鍰之告示40，依據

申請適用之先後順序，分別予以免除或75％以上充分實質的減輕罰鍰（non-imposition 

39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SOTHEBY’S HOLDINGS, INC.,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Criminal No.: 00 Cr. 1081, 
October 5, 2000.

40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Notice on the non-imposition or reduction of fines in 
cartel,” 96/C207/04, OJC 207, 18.0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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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very substantial reduction）、50％～75％之實質的減輕罰鍰（substantial reduction）
或10％～50％之顯著減輕罰鍰（significant reduction）。惟該告示之適用要件，除要
求申請者必須提供關鍵證據（decisive evidence）外，並有限定其在涉案卡特爾非係居
於煽動者或主導者地位（an instigator or a determining role）等主觀判斷要素；此外，
對於開始調查前之提出申請者，究竟予以全額免除，抑或如何實質的減輕罰鍰，尚非

明確，致有礙該告示之實施功效41。

鑑於上述制度缺失之檢討，執委會嗣於2002年2月14日公布修正之減免罰鍰告示
42，明確給予最先申請者免除罰鍰之適用效果，並刪除「關鍵證據」、「煽動者或主

導者地位」等主觀適用要件，對於提供具有顯然附加價值（significant added value）
證據之申請者，依序予以減輕30％～50％、20％～30％或20％以內之罰鍰。

在2002年之減免罰鍰告示實施4年後，執委會再度檢討告示實施之成效43，並於

2006年9月29日公布告新修正告示44，俾明確其適用要件及程序規定。

（二）2006年有關卡特爾案件免除及減輕罰鍰之執委會告示
基於上述新告示之修正重點，有關現行2006年減免罰鍰告示之適用要件、適用程

序及其他相關事項，進一步說明如下。

1. 免除罰鍰（immunity from fines）
（1）提出申請之事業，係最先提供涉案卡特爾之資訊或證據，且符合下列要件

之一者：

Ⅰ.  藉由該資訊或證據之提供，致執委會得以針對涉案卡特爾發動調查權（告示
（8）（a））。

Ⅱ.  在執委會開始調查程序後，提供之資訊或證據，足以認定涉案卡特爾違反歐
洲共同體條約第81條之規定（告示（8）（b））。

（2）於適用新告示（8）（a）要件之情形，為確保執委會得以發動調查權，並

41 Mark Jephcott（2002）,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New Leniency Notice-Whistling the 
right tune？,” E.C.L.R, 378-385.

42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Notice on immunity from fines and reduction of fines in 
cartel cases,” 2002/C45/03, OJC 45, 19.2.2002,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int/eur-lex/pri/en/
oj/dat/2002/c_045/c_04520020219en00030005.pdf

43 EU Institutions press releases, “Commission adopts revised Leniency Notice to reward 
companies that report cartels,＂ IP/06/1705, 07/12/2006.  

44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Notice on immunity from fines and reduction of fines 
in cartel cases,” 2006/C298/11, OJC 298, 8.12.2006, available at http://eur-lex.europa.eu/
LexUriServ/site/en/oj/2006/c_298/c_29820061208en00170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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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妨礙調查權行使之虞。

（3）符合上揭要件之申請者，並完全符合下列各點要件者，免除其罰鍰：
Ⅰ.  對執委會提供現有或日後可能取得涉案卡特爾之相關證據，且於調查期間，   
全面、持續且迅速的協助調查（告示（12）（a））。

Ⅱ.  於提出申請之際，立即停止違法行為之參與；但執委會認為有配合調查程序
之必要者，不在此限（告示（12）（b））。

Ⅲ.  提出申請前，未有損毀、變造或隱匿涉案卡特爾相關資訊或證據之情事；並
且，除對其他競爭法執法機關為表示外，未對第三者透漏其提出申請之事實

或內容（告示（12）（c））。
Ⅳ. 未有強迫他事業參與涉案卡特爾之行為（告示（13））。
2. 減輕罰鍰（reduction of a fine）
未符合新告示（8）（a）或（8）（b）要件之申請者，對於執委會已經取得之證

據，提供具有顯然附加價值之證據，且完全符合告示（12）（a）～（12）（c）之各
點要件者，在下列規定之幅度範圍內，審酌其提供證據之時期、附加價值之程度等因

素，予以減輕罰鍰（告示（26））：
　(1)最先符合要件之申請者，減輕其罰鍰金額30％～50％。
　(2)其次符合要件之申請者，減輕其罰鍰金額20％～30％。
　(3)第三位以下符合要件之申請者，減輕其罰鍰金額20％以內。
3. 免除罰鍰之適用程序
（1）事業申請免除罰鍰者，應向執委會競爭總局（DG IV）提出申請；其申

請，得選擇先適用資格保留制度，抑或直接進行適用審查程序。

（2）獲得資格保留制度許可者，應於許可期限內，備妥涉案卡特爾之相關資料
及證據，並於指定期限內，提供予執委會。

（3）申請直接進行適用審查程序者，應即提供所有與涉案卡特爾相關之資訊及
證據；其未能立即提供者，應預定提供之日期，並提出記載有關證據種類及內容性質

之說明目錄。申請者於提供相關證據或說明目錄後，得請求執委會競爭總局發給加註

受理日期及時間之申請證明書。

（4）執委會收受申請者提供之相關證據，確認其符合告示（8）（a）或（8）
（b）之要件者，應發給附條件之免除罰鍰同意書。

（5）事業提出免除罰鍰之申請，顯然不符合告示（8）（a）或（8）（b）之要
件者，執委會應立即以書面通知申請者；申請者於收受通知後，得撤回已經提供之相

關證據，或改為減輕罰鍰之申請程序。申請者撤回已經提供之相關證據者，執委會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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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依一般調查程序取得違法事證。

（6）執委會於調查程序終了時，認定附條件同意之申請者完全符合告示（12）
（a）～12（c）及（13）之各點要件者，應於最終決定，同時給予免除罰鍰之許可。

4. 減輕罰鍰之適用程序
（1）申請減輕罰鍰之事業，應同時提供涉案卡特爾之相關證據；申請者於提供

相關證據後，得請求執委會競爭總局發給加註受理日期及時間之申請證明書。

（2）執委會受理免除罰緩之申請後，於確認該申請者是否符合免除罰之適用資
格前，將暫停對於其他同一涉案卡特爾事業申請減輕罰鍰之資格核定。

（3）執委會初步認定申請者提供之證據符合「具有顯然附加價值」之要件者，
應於記載涉案違法事實之異議聲明書送達前，發給附條件之減輕罰鍰同意書，告知可

能予以減輕罰鍰之幅度範圍。

（4）執委會於調查程序終了時，認定附條件同意之申請者完全符合新告示
（12）（a）～12（c）之各點要件者，應依新告示（26）之規定，於最終之決定，同
時減輕其罰鍰金額。

（三）實施成效

依據歐盟執委會於2002年2月公布之統計資料45，顯示從1996年至當時之寬恕政
策實施期間，合計處分24件之卡特爾案例中，即有16件案例，共計80餘家事業申請適
用罰鍰減免制度，累計處分之罰鍰金額高達22.4億歐元。此外，在2002年2月14日公
布修正減免罰鍰告示後之5個月期間，即有10件申請適用之案件，足證該寬恕政策具
有相當實施之功效46。以下，即列舉歷來適用減免罰鍰告示之代表性案例，一窺執委

會實施寬恕政策之概況。

1. 1996年告示之適用案例
在1996年至2002年之執委會告示實施期間，上述適用美國反托拉斯法寬恕政策之

石墨電極（Graphite Electrodes）案、維他命（Vitamins）案及離氨基酸（Lysine）案
等重大國際卡特爾案件，其涉案事業亦於同一時期向歐盟執委會申請適用減免罰鍰告

示47。其中，執委會在2001年11月21日維他命（Vitamins）案之最終決定48，對於調查

45 EU Institutions press releases, “Question & Answer,” MEMO/02/23 of 13 February 2002, 1-2.
46 Mario Monti（2002）, “the fight against Cartels,” Summary of the talk to EMAC, September 

11.
47 相關適用案例，英文部分，See, L. Brokx（2001）, “A Patch-work of Leniency Programs,”  

2 E.C.L.R 35, 36-37; M.A.P. Castellot（2001）, “An Overview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eniency Notice,” 1 Competition Policy Newsletter 11, 12-14.日文部分，參見小畑
（2003），「国際カルテル事件に するEUの審 と措置—リジン事件及び 鉛電極事
件を題材に—(上) (下) 」公正取引第637 ，51-56、第638 ，71-79。



第1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24

開始前，最先提供關鍵證據之法商Aventis公司，首開免除罰鍰之適用先例；另對德、
法、荷蘭、瑞士及日本等國之其他7家卡特爾製藥商，依其提供證據及配合調查之程
度，分別予以50％、35％、30％及10％不等之減輕比率，合計處7億9,050萬5,000歐元
之罰鍰，創下當時執委會處分罰鍰額度最高紀錄。

2. 2002年告示之適用案例
（1）合成橡膠（synthetic rubber）案
本案為分屬德國、美國、義大利、荷蘭、捷克及波蘭等國之6家合成橡膠製造

商，於1996年至2002年間，相互協議輪胎、鞋底及高爾夫球等合成橡膠產品之價格，
並分配產品之市場占有率。嗣後由於德商Bayer公司、美商Dow公司先後提供涉案卡
特爾之重要證據，致執委會完成本案調查程序。

本案調查結果，執委會於2006年11月29日之最終決定49，如下表3-3所示，除免除
德商Bayer公司之罰鍰外，對於其他5家卡特爾廠商合計處以5憶1,905萬歐元之罰鍰，
為截至當時僅次於維他命（Vitamins）案罰鍰額度第二高之案件。

（表3-3：合成橡膠案罰鍰表） 單位：歐元

公司名稱 國別 減免比率（％） 減免金額 減免後之罰鍰金額

Bayer 德國 100 2億418萬7,500 0
Dow 美國 40  4,305萬 6,457萬5,000
Eni 義大利 0 0 2億7,225萬

Shell 荷蘭 0 0 1億6,087萬5,000
Unipetrol 捷克 0 0 1,755萬

Trade-Stomil 波蘭 0 0 380萬
合計 2億4,723萬7,500 5憶1,905萬

（2）瓦斯絕緣開關設備（gas insulated switchgear/GIS）案
本案為橫跨瑞士、法國、日本、德國及奧地利等5國之11家電機製造商，從1988

年至2004年間，針對變電所調整電壓必要之瓦斯絕緣開關設備，合意實施圍標、議定
產品價格、分配市場及相互交換營業秘密資訊等國際卡特爾行為。嗣後瑞士商ABB公
司提供有關內部協議文件之書類證據，致使執委會順利完成調查程序，並於2007年1
月24日之最終決定50，作出如下表3-4之罰鍰處分。

48 EU Institutions press releases, IP/01/1625, 2001.11.21.
49 EU Institutions press releases, IP/06/1647, 2006.11.29.
50 EU Institutions press releases, IP /07/80, 200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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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案卡特爾之實施期間長達16年，是以執委會依據罰鍰計算指令，審酌涉
案產品在歐洲共同市場之經濟規模、違法行為期間及參與卡特爾成員之事業規模等因

素，除適用免除罰鍰告示之瑞士商ABB公司外，對於其餘10家違法業者合計處以7億
5,071萬2,500歐元，為歷來對於單一商品卡特爾處以鍰額度最高之案例。其中，對於
德商Siemens公司處以3億9,656萬2,500歐元之罰鍰，更創下對於單一卡特爾事業處以
罰鍰額度之最高紀錄。

（表3-4：瓦斯絕緣開關設備罰鍰表） 單位：歐元

公司名稱 國別 減免比率（％） 減免金額 減免後之罰鍰金額

ABB 瑞士 100 2億1,515萬6,250 0
Alstom 法國 0 0 6,502萬5,000
Areva 法國 0 0 5,355萬
富士電機 日本 0 0 375萬
日立 日本 0 0 5,175萬
日本AE 日本 0 0 135萬
三菱電機 日本 0 0 1億1,857萬5,000
Schneider 法國 0 0 810萬
Siemens 德國 0 0 3億9,656萬2,500
Siemens 奧地利 0 0 2,205萬
東芝 日本 0 0 9090萬
合計 2億1,515萬6,250 7億5,071萬2,500

（3）電梯及電扶梯（lifts and escalators）案
本案為分屬比利時、德國、盧森堡及荷蘭等國之4大升降機企業集團，其旗下合

計17家之升降機製造廠商，從1995年至2004年間，針對歐洲相關升降機市場，合意實
施圍標、議定價格、分配業績、劃分市場等國際卡特爾行為。由於升降機廠商於相關

裝設工程完工後，通常會與業主訂定長期之維修合約，是以如此卡特爾行為對於相關

升降機市場之影響，估計長達20年至50年，可謂嚴重扭曲歐洲共同市場之競爭秩序。
有鑑於此，執委會最終對於本案合計處以9億9,231萬2200歐元之罰鍰金額，創下歷來
罰鍰額度之新高紀錄。

執委會於察覺相關升降機市場之異狀後，爰於2004年1月開始主動調查歐洲
全體之升降機製造廠商。在此調查期間，屬於KONE企業集團之 Belgium S.A.、
Luxembourg S.à.r.l.二公司，及屬於Otis 企業集團之B.V.公司，分別提出涉及比利時、
盧森堡及荷蘭等國市場之卡特爾證據，據以申請免除罰鍰告示之適用；此外，涉案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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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爾之其他升降機廠商，亦有申請適用減輕罰鍰告示，或提供調查之協助者。基此，

執委會於2007年2月21日之最終決定51，作出如下表3-5所示之罰鍰處分。

（表3-5：電梯及電扶梯案罰鍰表） 單位：歐元

企業集團
公司名稱

國別
減免比率
（％）（註）

減免金額 減免後之罰鍰金額

KONE企業集團
Belgium S.A 比利時 100 700萬 0

GmbH 德國 50+1 6,363萬 6,237萬
Luxembourg S.à.r.l. 盧森堡 100 450萬 0

B.V. Liften en 
Roltrappen 荷蘭 0 0 7,975萬

集團合計罰鍰金額 1億4,212萬
三菱電機

Europe B.V. 荷蘭 0+1 1萬8,600 184萬1,400

Otis企業集團
N.V. Otis S.A. 比利時 40+1 3261萬1,950 4,771萬3,050

GmbH & Co OHG 德國 25+1 5,515萬6,500 1億5,904萬3,500
General Technic-Otis 

S.à.r.l. 盧森堡 40+1 1,242萬3,600 1,817萬6,400

Otis B.V. 荷蘭 100 1億803萬5,000 0
集團合計罰鍰金額 2億2,493萬2950萬
Schindler企業集團

S.A./N.V. 比利時 0+1 70萬 6,930萬
Deutschland Holding 

GmbH 德國 15+1 404萬1,750 2,145萬8250

Schindler S.à.r.l. 盧森堡 0+1 18萬 1,782萬
SchindlerLiften B.V. 荷蘭 0+1 35萬5,250 3,516萬9750
集團合計罰鍰金額 1億4,374萬8,000

ThyssenKrupp
企業集團

Liften Ascenseurs 
N.V./S.A 比利時 20+1 1,801萬8,000 6,860萬7,000

51 EU Institutions press releases, IP/07/209, 200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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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züge GmbH 
and ThyssenKrupp 
Fahrtreppen GmbH

德國 0+1 378萬 3億7,422

Ascenseurs 
Luxembourg S.à.r.l. 比利時 0+1 13萬5,000 1,336萬5,000

ThyssenKrupp Liften 
B.V. 荷蘭 40+1 1,604萬7,150 2,347萬7,850

集團合計罰鍰金額 4億7,966萬9,850
總  計 9億9,231萬2200

（註）減免比率（％）＝減免罰鍰告示之減輕比率（％）＋其他協助調查事由之減輕比率（％）

三、德國聯邦卡特爾署之減免罰鍰告示

（一）沿革

受到歐盟執委會制定有關卡特爾案件減免罰鍰告示之影響，德國卡特爾署亦於

2000年訂頒有關裁處罰鍰之告示52。惟該德國卡特爾署之告示，在仿效歐盟執委會

1996年減免罰鍰告示之制定背景下，同樣存在類似不利於政策實施之缺點53。是以德

國卡特爾署藉由2005年之修法機會，著手修正裁處罰鍰之告示，修正重點為54：刪除

「關鍵證據」（enstscheidend）之主觀要件；對於最先符合申請資格者，給予當然免
除罰鍰之保障；引進資格保留期限（Marker）制度等。
（二）2006年之聯邦卡特爾署減免罰鍰告示

基於上述之告示修正原則，德國卡特爾署於2006年3月7日，公布如下新修正卡特
爾案件免除或減輕罰鍰之告示55：

1. 免除罰鍰（Erlass der Geldbuße）
（1）提出申請之事業，最先以言詞或書面提供涉案卡特爾之資訊或證據，且符

合下列要件之一者：

52 Bekanntmachung Nr. 68/2000 über Richtlinien des Bundeskartellamtes für die Festsetzung von 
Geldbußen.

53 有關德國卡特爾署2000年裁處罰鍰告示之介紹，參見高橋岩和（2003），「競爭法にお
ける制裁金及びドイツGWBにおける過料の減免制度の目的と機能」，公正取引，第
629 ，47-49。

54 Bundeskartellamt, “Announcement of New Leniency Programme,” news of 15 March 2006.
55 Bundeskartellamt, “Bekanntmachung Nr. 9/2006 über den Erlass und die Reduktion von 

Geldbußen in kartellsachen- Bonusregelung vom 7. März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
bundeskartellamt.de/wEnglisch/download/pdf/06_Bonusregelung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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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調查程序開始前之申請者，提供之資訊或證據，足以促使卡特爾署發動調   
查權。

Ⅱ.  調查程序開始後之申請者，提供之資訊或證據，足以證實涉案卡特爾構成   
違法。

（2）符合上揭要件之申請者，並符合下列各點要件者，免除其罰鍰：
Ⅰ.  於涉案之卡特爾，非係居於領導者（A n f ü h r e r）地位，且無強迫
（gezwungen）他事業參與該不法行為。

Ⅱ.  持續且全面的協助調查，包含提供其可能取得涉案卡特爾之所有資訊或證   
據。

Ⅲ. 依據卡特爾署指定之時點，立即停止涉案卡特爾行為之參與。
2. 減輕罰鍰（Reduktion der Geldbuße）
未符合免除罰鍰適用要件之申請者，於符合下列各點要件者，依其提供資訊或證

據之價值、提出申請之先後順序等因素，減輕其50％以上之罰鍰金額：
（1）以言詞或書面提供之資訊或證據，對於證實涉案卡特爾構成違法行為，具

有顯然貢獻程度（wesentlich dazu beitragen）。
（2）持續且全面的協助調查，包含提供其可能取得涉案卡特爾之所有資訊或證

據。

（3）依據卡特爾署指定之時點，立即停止涉案卡特爾行為之參與。
（三）實施成效

大體言之，德國卡特爾署自2000年實施裁處罰鍰告示，迄2006年修正告示之期
間，其實施成效未盡理想。蓋當時告示之規定，存在著「關鍵證據」之主觀判斷要

素，及申請者須至最終決定階段始得知悉減免效果等不確定因素，以致嚴重影響當事

人提出申請之意願。加之，有關圍標卡特爾行為，除事業違反限制競爭防止法第1條
之禁止規定外，其行為人在可能被處5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科相當金額罰金（刑法圍
標罪；298StGB）之情況下，事業申請適用裁處罰鍰告示，並未能因此免除對於行為
人之刑事追訴，是以欠缺促使當事人提出申請之誘因56。

四、韓國競爭法之減免罰鍰及更正措施制度

（一）沿革

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韓國公平會」）於1996年12月修法之際，引進寬恕

56 高橋岩和（20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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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度，增設第22條之2有關減免卡特爾通報者之罰鍰及更正措施規定；另有關減
輕比率及適用條件等事項，則授權同法施行令第35條訂定之57。依當時之制度規定，

其適用對象僅限於卡特爾違法事實之通報者；嗣於2001年1月之制度修正，將其適用
對象擴及提供調查之協助者。惟有關其適用要件及效果，仍然含有諸多不確定要素，

致有礙制度之實施效果58。

鑑於舊制度之缺失，韓國公平會爰於2005年3月修法之際，著手修正制度規定，
修正重點為：確定給予最先申請者免除罰鍰，另減輕第二位申請者30％之罰鍰；發給
合格申請者順位確認書，保障其減免罰鍰之適用效果；刪除申請者須非居於領導人地

位之主觀要件等。

（二）2005年之減免罰鍰及更正措施制度
經由上述修法歷程，新公布之減免罰鍰及更正措施規定，業於2005年4月1日開始

實施59，其制度之適用要件及程序規定，分別說明如下。

1. 免除罰鍰
（1）調查程序開始前，於韓國公平會尚未掌握涉案卡特爾之相關資訊或充分證

據時，提出通報且符合下列各點要件之申請者，免除其罰鍰及更正措施： 
Ⅰ. 最先且單獨的提供證明涉案違法事實之必要證據。
Ⅱ. 在涉案違法事實及提供相關資料之調查程序終了前，協助調查。
Ⅲ. 已經停止涉案卡特爾行為之參與。
Ⅳ. 未有強迫其他事業參與涉案卡特爾之行為。
（2）調查程序開始後，於韓國公平會尚未掌握涉案卡特爾之相關資訊或充分證

據前，提供協助，且完全符合上揭各點要件之申請者，免除其罰鍰，並免除或減輕其

更正措施。

2. 減輕罰鍰
在調查程序開始前提出通報，或調查程序開始後提供協助，且符合下列各點要件

之申請者，予以減輕30％之罰鍰金額，並得減輕其更正措施：
（1）第二位且單獨的提供證明涉案違法事實之必要證據。
（2）在涉案違法事實及提供相關資料之調查程序終了前，協助調查。
（3）已經停止涉案卡特爾行為之參與。

57 有關韓國公平法1996年之修法過程，參見中山武憲（1997），「韓国 占禁止法の第5次
改正(上) (下)」，国際商事法務，第25 3 ，241-248、第25 4 ，375-382。

58 有關韓國寬恕政策之介紹，參照池田卓郎(2003)，「韓国 禁法における課 金制度」，
國際商事法務，第31卷2 ，17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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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有強迫其他事業參與涉卡特爾之行為。
3. 適用程序
（1）申請方式及補充證據期間：申請者得先提出記載涉案卡特爾行為概要之略

式申請書，嗣於15日內（如有特殊理由者，得予以延長至75日），補充提供具體事
證；申請者在此補充事證期間，享有優先申請順位資格之保障。

（2）申請順位之決定及共同申請之拒絕：二以上之事業，分別提出減免罰鍰之
申請者，應依受理申請書之日時，決定其先後申請順位；對於數事業以一份申請書為

共同之提出者，應拒絕受理。

（3）申請准駁及申請順位確認書之通知：韓國公平會於受理減免罰鍰申請日起
之15日內，應作出是否許可其申請之決定，並以書面通知申請者。對於許可之申請
者，應發給附條件之申請順位之確認書。

（4）承辦人員之保密義務：受理減免罰鍰申請之承辦人員，非得申請者事前之
同意，不得將申請者之身分、供述內容或提供之證據等事項，提供或洩漏予他人知

悉；但當事人不服韓國公平會之處分，致提起行政訴訟者，有關申請者之身分等書

類，應一併移送訴訟繫屬之法院。

（三）實施成效

韓國公平法，自1996年增設減免罰鍰之寬恕政策規定以來，至2004年9月止，
於長達八年之期間，僅有5件申請適用之案例60，顯然不符韓國當局之預期。究其原

因，主要在舊法規定，存在著申請者須非居於「領導人」地位之主觀適用要件，且適

用效果未能賦予最先申請者免除罰鍰之保障，致使制度欠缺引發當事人提出申請適用

之誘因。至於2005年修正減免罰鍰制度規定之實施成效，尚有待累積相當申請案例加
以觀察。

五、日本獨占禁止法之減免罰鍰制度

（一）制定背景

日本公平會於2002年至2003年舉辦之各次獨占禁止法修法研討會，即將同法有
無必要引進寬恕政策，列為重要討論之議題61。就此議題，雖有日本經濟團體連合會

59 韓國公平會，第2005-2號告示，揭載於該會網頁：http://www.jftc.go.jp/worldcom/html/
country/korea200608.html

60 韓國公平會新聞稿，「卡特爾減免罰鍰制度改善方案」，2004.9.7，2。
61 有關獨占禁止法研究會之議題及研究結論，參見根岸哲（2004），「 占禁止法の改正
と議論の 緯」，ジュリスト，No. 1270(特集． 禁法改正の方向をよむ)，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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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業界代表，表示藉由寬恕政策以獎勵告密者之制度，恐難見容於日本傳統社會，因

而持反對意見；惟普遍與會者認為，實施寬恕政策有助於執法機關取締違法卡特爾之

效果，是以日本獨占禁止法應有引進該政策之必要62。加之，依據OECD於2004年有
關「日本競爭法與政策」報告書63之建議，日本當局除應加重對於卡特爾之制裁措施

外，亦應考慮修法制定寬恕政策制度。

基於以上政策制定之理由，日本當局於2005年4月修正公布之獨占禁止法，增設
第7條之2第7項至第13項有關減免罰鍰規定，嗣於2006年1月4日開始實施64。

（二）2006年之獨占禁止法減免罰鍰制度
依據現行獨占禁止法減免罰鍰制度之規定，日本公平會對於依同法第7條之2第

1項處以罰鍰之卡特爾事業，得依同條第7項至第13項之規定，免除或減輕其罰鍰金
額。此外，為配合制度之實施，日本公平會訂頒「有關減免罰鍰之通報及資料提出規

則」（2005年第7號規則，下稱「通報規則」），以供提出申請者遵循。其制度適用
之要件及程序，分別說明如下。

1. 免除罰鍰
參與涉案卡特爾之事業，符合下列各點要件者，免除其罰鍰（同條第7項、第12

項第3款）：
（1）調查程序開始前，單獨且首先通報涉案違法事實，並提供相關資料。
（2）調查程序開始後，未參與涉案違法行為之實施。
（3）未有強迫他事業參與涉案卡特爾，或妨礙他事業停止參與之行為。
2. 減輕罰鍰
（1）調查程序開始前
調查程序開始前，符合下列各點要件，減輕第二位申請者50％、第三位申請者

30％之罰鍰金額（同條第8項、第12項第3款）：
Ⅰ. 單獨通報涉案違法事實，並提供相關資料。
Ⅱ. 調查程序開始後，未參與涉案違法行為之實施。
Ⅲ. 未有強迫他事業參與涉案卡特爾，或妨礙他事業停止參與之行為。

62 相關討論意見，參見石川耕治（2003），「国際協定,サーベンス．オクスリー法とリー
ニエンシー．ポリシー」，国際商事法務，第31 12 ，1668-1669。

63 OECD/CLP（2004）,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in Japan,” No. 54, Sept.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dataoecd/22/18/33723798.pdf

64 日本獨占禁止法減免罰鍰制度規定，揭載於網頁：http://www.jftc.go.jp/e-page/legislation/
ama/immunit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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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調查程序開始後
調查程序開始後之申請者，符合下列各點要件，減輕其30％之罰鍰金額（同條第

9項、第12項第3款）：
Ⅰ. 日本公平會受理減免罰鍰之申請者，合計未達三家事業。
Ⅱ. 調查程序開始後之20日內，單獨的通報涉案違法事實，並提供相關資料。
Ⅲ. 自提出通報及相關資料之日起，未參與涉案違法行為之實施。
Ⅳ. 未有強迫他事業參與涉案卡特爾，或妨礙他事業停止參與之行為。
3. 適用程序65

（1）事前諮商程序
有意提出減免罰鍰之申請者，對於申請程序、通報書記載方式及可能獲得如何減

免效果等事項，得要求事先與日本公平會進行諮商。受理諮商之目的，在於促進諮商

者提出申請減免罰鍰之意願，因此在諮商者正式提出申請前，日本公平會即不得以諮

商內容作為開始調查或認定違法事實之依據。

（2）單獨的提出申請
申請適用減免罰鍰規定，當事人必須「單獨的」提出申請。蓋許可共同提出申請

之結果，勢必促使涉案事業再次密會，進行討論有關共同申請事項，如此不僅延緩提

出申請之時機，況且可能導致全體得以獲得罰鍰之減免效果，顯然悖於寬恕政策之立

法目的。

（3）申請流程
依據申請時點是在調查程序開始前或開始後，申請者必須提出不同格式之通報

書。日本公平會於受理通報書後，初步認定申請者符合減免罰鍰之適用要件者，應即

通知申請者其暫定之申請順位，並命其於一定期限內提出涉案相關資料證據，同時告

知未於期限內提出將喪失申請資格。

（4）申請資格之喪失事由
日本公平會於作出罰鍰處分或免除罰鍰通知前，發現申請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不得予以減免罰鍰（同法第7條之2第12項）：提出虛偽內容之通報或相關資料者；
拒絕提出通報或相關資料者；強迫他事業參與涉案卡特爾，或有妨礙他事業停止參與

者。

（5）保密義務

65 有關日本獨占禁止法減免罰鍰制度之適用程序說明，參見品川武、岩成博夫（2005），
課 金減免制度等の解 ，公正取引協 行，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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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減免罰鍰之申請者，對於其提出申請之訊息，如無正當理由，不得洩露予第

三人知悉。如此規定之理由，在於防止其他卡特爾成員聞訊後，有湮滅證據或進行串

供之虞，致徒增日後調查之困難度。

（三）實施成效

日本獨占禁止法自2006年1月4日新設減免罰鍰制度規定以來，迄同年3月底止，
累計已有26件申請案；嗣後每月亦有4或5件之申請案66。至於申請減免罰鍰案件之事

業名稱及適用結果，依據日本公平會2006年9月8日訂頒「有關適用罰鍰減免制度之事
業名稱等事項之處理方針」規定，除涉及公共工程圍標卡特爾等重大案件應予公告

外，原則上不予公告。

依據目前日本公平會公布9件有關申請減免罰鍰之事業名稱及適用結果，如下表
3-6所示，除最近3件案件係屬其他價格卡特爾案件外，其餘6件皆屬公共工程圍標卡
特爾案件67：

（表3-6：日本公平會公布申請減免罰鍰之案件） 

案由
（處分日期）

公司名稱
負責人名稱
（董事長）

免除或
減輕比率

聚乙烯瓦斯管
9家業者協議價格案
（2007年6月29日）

富士化工 內藤 元晴 免除

積水化學工業 大久保 尚武 30％
日本鑄鐵管 池端 豐 30％

聚乙烯瓦斯管接頭端子
7家業者協議價格案
（2007年6月29日）

富士化工 內藤 元晴 免除

積水化學工業 大久保 尚武 30％
三菱樹脂 神尾 章 30％

室內裝潢矽酸鈣板
2家業者協議價格案
（2007年5月24日）

A&AM 山下 茂幸 30％

NICHIAS 川島 吉一 30％

近畿地區天然瓦斯供應站工程
6家業者圍標案
（2007年5月11日）

神鋼EN&M 小堺 和泉 免除

住友金屬工業 友野 宏 50％

66 日本公平會主任委員竹島一彥，平成19（2007）年年初感言，揭載於該會網頁：http://
www.jftc.go.jp/kouenkai/nentou19.html.

67 相關案件，揭載於日本公平會網頁：http://www.jftc.go.jp/dk/genmen/kouhyo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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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交通省各地方整備局
發包特定水庫用水閘設備工程

14家業者圍標案
（2007年3月8日）

三菱重工業 佃 和夫 免除

JFE Engineering 齊藤 脩 30％

日立造船 吉川 實 30％

國土交通省各地方整備局
發包特定河川用水閘設備工程

23家業者圍標案
（2007年3月8日）

三菱重工業 佃 和夫 免除

JFE Engineering 齊藤 脩 30％

日立造船 吉川 實 30％

獨立行政法人水資源機構
發包特定水庫用水閘設備工程

13家業者圍標案
（2007年3月8日）

三菱重工業 佃 和夫 免除

JFE Engineering 齊藤 脩 30％

日立造船 吉川 實 30％

農林水產省各農政局
發包特定水閘設備工程

8家業者圍標案
（2007年3月8日）

石川島播磨重工業 伊藤 源嗣 30％

川崎重工業 大橋 忠晴 30％

栗本鐵工所 橫內 誠三 30％

舊首都高速公路公團
發包隧道換氣工程

5家業者圍標案
（2006年9月8日）

三菱重工業 佃 和夫 免除

川崎重工業 大橋 忠晴 30％

石川島播磨重工業 伊藤 源嗣 30％

六、各國競爭法寬恕政策之比較

（一）適用效果之比較

美國、歐盟、德國及韓國等國法制，不問調查程序開始前或開始後，均給予最

先申請者免除處罰之優惠；日本法制，僅限於調查程序開始前之最先申請者，始得免

除其罰鍰。至於對於第二位以下之申請者，美國法制未設有減輕處罰之規定；歐盟、

德國、日本及韓國等國法制，分別設有30％、30％～50％或50％以上之減輕罰鍰標準
68。如此適用效果之設計差異，以美國、歐盟及日本等國之法制為例，如下圖示說明

其對寬恕政策實施成效之影響69。

68 有關各國寬恕政策效果之比較分析，英文部分，See, Harrington（2006）, 5-21.日文部
分，參見丹野忠晋、木村友二、濱口泰代、石本 之、鈴木淑子（2006），「リーニエ
ンシー制度の 分析」，公正取引委員 ：CPRCワークショップ，CR 03-06，3-16。

69 圖示取自於Harrington（200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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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之橫軸代表相對於第二位申請者，最先申請者得以獲得減免處罰效果之高

低；縱軸代表相對於調查程序開始後之申請者，調查程序開始前之申請者得以獲得減

免處罰效果之高低。首先，觀察橫軸代表事項，美國法制僅允許對最先申請者，免予

刑事追訴，是以其相對適用效果最高，最有激化涉案業者爭先提出申請之效果；日本

法制，除免除最先申請者之罰鍰外，仍得減輕第二位申請者高達50％之罰鍰金額，其
相對適用效果之差距最小，相對促進爭先申請之效果最低；至於歐盟法制之適用效果

及影響，則係居於美、日兩國法制之間。

其次，觀察縱軸代表事項，日本法制僅對調查程序開始前之最先申請者，給予免

除罰鍰之優惠，相對適用效果最高；然而在執法機關依據職權或一般檢舉而開始調查

程序後，可能嚴重影響卡特爾成員提出申請之意願最。相對之下，美國法制對於調查

程序開始後之最先申請者，亦得予免除刑事追訴，雖然有礙執法機關及早獲悉違法事

證；惟於調查程序開始後，執法機關仍有獲得充分違法事證之機會。至於歐盟法制，

其適用效果及影響，同樣位於美、日兩國法制之間。

（二）適用要件之比較

1. 停止違法行為之時點
各國法制，胥皆要求申請者須於一定之時點停止違法行為，作為寬恕政策適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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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一。美國法制，要求申請者在發現涉案行為違法時，必須立即停止違法行為，目

的在於及早減低卡特爾對於市場競爭之危害程度。歐盟、德國及日本等法制，規定停

止違法之時點較為彈性，申請者得於提出申請時、調查程序開始時或執法機關指定之

時點停止之，其目的在於避免引起其他卡特爾成員之警覺，致有阻礙調查程序進行之

虞。至於韓國法制，規定須於申請時停止之理由，則係防止涉案事業提出申請後，持

續獲取不法利益之不當現象。

2. 提供證據之性質
有關寬恕政策要求申請者提供證據之性質，歐盟1996年及德國2000年之舊制，均

規定最先申請者必須提供「關鍵性證據」。如此要件，欠缺明確判斷標準，致有礙當

事人提出申請之意願，爰於近年制度之修正，皆已刪除此適用要件，僅要求最先申請

者提供足以促使執法機關發動調查權或「顯然附加價值」之證據。

3. 協助調查之程度
綜觀各國寬恕政策之適用要件，普遍要求申請者必須「誠實」、「完全」、「持

續」、「全面」或「迅速」的協助調查。至於日本法制，雖未課予申請者積極協助調

查之義務，惟其制度定有提供虛偽證據或未依指示提供證據者之喪失資格事由，是以

實質上申請者仍然負有協助調查之義務。

4. 是否須單獨的提出申請
日本、韓國等二國法制，為防範涉案業者集體提出申請，致有阻礙調查程序之

虞，爰規定當事人必須單獨提出申請。至於美國、德國及歐盟等法制，並未設有此限

制要件。

5. 是否須無實施強迫或妨礙退出之行為
美國、日本及韓國等國法制，以申請者無強迫他人參與涉案卡特爾行為，作為許

可申請適用之消極要件。歐盟及德國法制，要求免除罰鍰之申請者，須未有相關強迫

行為；惟對於減輕罰鍰之申請者，則未列有此消極適用要件。此外，日本法制，更要

求申請者亦不得有妨礙他人退出參與卡特爾之行為70。

6. 是否須非涉案卡特爾之領導人、煽動者或發起人
美國法制，認為卡特爾之領導人或發起人，倘得以受到刑事追訴之豁免，將對其

他卡特爾成員顯失公平，因此將此等行為人排除於寬恕政策之適用對象外。歐盟及韓

國之舊制，設有消極適用要件，惟其認定標準不明，爰於嗣後修法予以刪除。德國法

70 相關強制行為之認定標準，參見志田至朗（2004），「課 金減免制度について」，ジ
ュリスト，第1270 （特集． 禁法改正の方向をよむ—措置体系の見直し），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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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採折衷方式，規定免除罰鍰之申請者須非卡特爾之領導者，對於減輕罰鍰之申請

者並未列此消極適用要件。至於日本法制，對於免除或減輕罰鍰之申請者，皆未規定

此消極適用要件。

7. 應否賠償被害人之損失
以申請者賠償被害人之損失，作為寬恕政策之適用要件，洵為美國法制之特色。

究其原因，顯然與美國反托拉斯法之三倍損害賠償訴訟，向來扮演實質輔助規範之重

要角色，具有相當關聯性。蓋於此適用要件之要求下，申請者即須積極與受害者洽談

賠償事宜，間接亦有促進當事人達成和解之功能71。

肆、對我國公平法寬恕政策及實施子法之啟示

一、聯合行為制裁措施之檢討與建議

如前所述，加重對於卡特爾之制裁措施，並明確揭示其處罰金額之計算準則，厥

為有效實施寬恕政策之前提要件。據此基本原則，為確保公平會日後實施寬恕政策得

以發揮預期成效，即有先就我國公平法聯合行為之制裁措施，予以檢討並提出建議事

項之必要。

（一）制裁措施之檢討

我國公平法對於聯合行為之制裁，採行「先行政，後司法」原則，對於違法之聯

合行為，首先將遭受公平會處以新台幣5萬元以上2,500萬元以下之罰鍰（同法第41條
前段）。此外，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定有量處罰鍰審酌事項，以供公平會裁處罰鍰
金額之標準。基於該等規定，觀察歷來實務運作之情形，得有如下應予檢討事項。

1. 罰鍰額度上限規定之檢討
現行公平法第41條前段規定，以新台幣2,500萬元為罰鍰額度之上限；倘不法利

得逾此額度上限者，即難以期待該罰鍰規定得以發揮遏止違法之效果72。有鑑於此，

71 Donald C. Klawiter（2000）, 14.
72 觀察公平會若干處分案例，例如91年3月 28日處分「福謙環保公司等三家事業聯合行為
案」、92年5月29日處分「北誼興業公司等30家事業聯合行為案」、93年10月21日處分
「中國石油公司等2家事業聯合行為案」，各案件於違法期間獲有高額之營業利益，推論
其中不法利淂可能超過罰鍰額度上限；相對之下，公平會處分之罰鍰金額，顯然偏低。
相關案例介紹，參見王銘勇（2006），「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公平交
易季刊，第14 第1期，11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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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考量聯合行為對市場競爭秩序危害程度重大，且參酌外國立法趨勢採行加重處

罰原則，爰於公平法修正草案第39條第1項前段，大幅將聯合行為之罰鍰金額提高為
新台幣50萬元至2億元之額度，以資改善73。

依此修法之加重處罰規定，或可增強一定程度之遏止違法效果；惟僅係單純的提

高罰鍰金額之上下限額度，尚無從期待得以徹底解決遏止違法效果不足之問題。蓋修

正草案之加重處罰規定，仍然係以固定額度為罰鍰金額之上限，如此在新法實施後，

若有聯合行為之不法利得逾此固定上限額度者，同樣未能根絕業者圖謀高額不法利得

之違法動機。

2. 裁處罰鍰標準之檢討
依據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之規定，公平會於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

注意下列事項：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

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模、經

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類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類型、次

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等。

上揭規定諸多審酌事項過於抽象，未能提供公平會明確之裁處罰鍰標準，因此同

會曾經訂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裁處罰鍰額度參考表」（下稱「裁罰表」），作

為其內部決定具體罰鍰金額之依據74。該裁罰表，將上揭施行細則所列審酌事項，歸

類為13項考量項目，各項目內區分為A至E不等之等級予以配分，再以彙整加減計算
之積分，對照違法等級暨罰鍰額度，嗣由承辦單位擬具建議分數及罰鍰金額，最後併

案提請委員會議裁決。

然而，相較於美國及歐盟法制之處罰金額計算準則，公平會之裁罰表並未訂有

基本罰鍰金額之計算標準，至被處分人無從預測可能遭受罰鍰金額之範圍；再者，該

裁罰表相關考量項目之配分等級，例如違法行為之動機項目，區分成：A惡性極重大
（1.8分）、B惡性重大（0.9分）、C普通（0.5分）及D惡性輕（0.3分）等級配分，仍
然難謂有明確的量化標準，爰於個案適用難免有輕重失衡之弊75。基此原因，公平會

往往未能於處分書內說明其配分等級之客觀依據，致使其裁處罰鍰之處分，時有遭受

73 參見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第39條第1項修正理由說明，該對照表揭載於網頁：
http://www.ftc.gov.tw/960122b.doc

74 有關該裁罰表之訂定過程及法律性質，參見張麗卿（2007），「公平交易委員會裁處罰
鍰額度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15 第2期，43-70。

75 廖義男、顏雅倫（2005），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三）：第六章，行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24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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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委員會或行政法院之撤銷者76。以下，摘選若干代表性案例，節錄行政法院或訴

願委員會之撤銷理由，以資顯示公平會裁處罰鍰之問題點。

（1）台灣區麥粉工業同業公會案
本案係台灣區麥粉工業同業公會，於民國86間辦理國內32家麵粉廠小麥聯合採

購、合船進口作業事宜，超過例外許可聯合行為之範圍，透過協調及召集會員開會等

方式，不當實施總量管制暨定數分配，及限制事業自由採購數量等行為，致遭公平

會認定其違反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並依裁罰表基準，處以新台幣2,000萬元罰鍰77。

案經被處分人提行政訴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0年度訴字第1207號判決，認定原處分
之裁處罰鍰，具有下列裁量濫用之瑕疵，應予撤銷78﹕公平會未就本案逾越許可之情

形與程度詳加調查，逕將被處分人之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對交易秩序危害程度等

項均列為等級A，有裁量濫用之瑕疵；公平會殊不能僅以會員廠之無相關補強證據，
即逕予認定被處分人自民國81年起即有違法聯合行為之事實，是以原處分將違法行為
對交易秩序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等項，均列為等級A，亦有瑕疵；被處分
人並非營利事業團體，是以原處分所謂違法行為所得利益，應係其會員事業獲得，則

原處分將其違法行為所得利益、違法事業規模等項，均列為等級A，亦難謂裁量無瑕
疵。

（2）北誼興業公司等30家瓦斯業者案
本案係新竹以北之30家瓦斯分裝場業者，於各該區域成立共同組織、設立聯名

帳戶及繳交市場安定基金，藉以遂行約束區域內會員競爭活動及互不跨區競爭之聯合

行為，致遭公平會合計處以新台幣3億餘元之罰鍰79。案經被處分人提起行政訴訟，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3年度訴字第3226號判決，基於下列理由，撤銷原處分關於裁處罰
鍰之部分80：對於類似他案之聯合行為，裁罰標準不同，違反平等原則；灌氣噸數愈

76 截至93年7月，行政法院對公平會裁罰表示意見者，有最高法院5件，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7件。相關案例介紹，參見張麗卿（2007），71-79。

77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89）公處字第89091號處分書。
78 公平會不服本案高等行政法院之判決，爰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嗣經最高行政法院

93年度判字第968號判決，以原處分關於罰鍰部分有應予撤銷之理由，而原判決此部分諭
知將該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關於罰鍰二千萬元部分撤銷，其結果並無不合，爰認定公平會
之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79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92）公處字第092073號處分書。
80 公平會不服本案高等行政法院之判決，爰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嗣經最高行政法院

96年度判字第1617號判決，以原處分雖未充分說明違法等級及裁罰之理由，惟此屬得以
補充說明之事項，原審判決未予詳查，即逕認原處分有違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而有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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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者，罰鍰愈輕，違反比例原則；對於違法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營業額及市場地

位，僅空泛敘述，並無具體評估，已有裁量不足；對於不當得利之核估金額，未衡酌

業者之成本及合理利潤，全數視為不當得利，亦有未洽。

（3）中國石油公司等2家油品業者案
本案係中國石油公司及臺塑石化公司等國內二大油品業者，於民國91年4月至93

年10月間，以事先、公開方式傳遞調價資訊之意思聯絡，同步、同幅調整油價，經公
平會認定其構成聯合漲價之行為，各處新台幣650萬元罰鍰81。案經被處分人等提起

訴願，行政院於94年5月27日院臺訴字第0940085752號、第0940085957號訴願決定，
認為原處分關於裁處罰鍰之金額，僅表示「復經衡酌其違法行為動機、目的、對交易

秩序之危害程度等因素」，過於草率，質疑原處分裁罰表所計算之點數等依據，是否

客觀、合於正當性及比例原則，因而撤銷原處分之罰鍰部分82。

鑑於上述裁罰表之缺失，公平會爰於民國95年12月15日，以公法字第0950010723
號令，廢止該裁罰表之適用。然而，該裁罰表雖經廢止，惟於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
仍舊存在之情況下，倘公平會未能建立一套客觀之罰鍰裁處標準，依然無從具體說明

其裁處罰鍰之依據，則仍然難免遭受有權機關撤銷其罰鍰處分之結果。

（二）建議事項

首先，有關現行公平法第41條及修法草案第39條第1項等規定，皆採固定額度上
限之立法方式，欠缺彈性而過於僵化，對於不法利得逾此固定額度上限者，即有遏止

違法效果不足之缺失。

雖然，依據我國行政罰法第18條第2項規定：「前項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
高額者，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惟在公平

法採行固定額度上限之立法方式下，是否逾此額度上限予以加重處罰，仍然有待公平

會之裁量。反觀外國法制，美國及歐盟法制，除定有處罰金額之固定額度上限外，並

以違法事業營業金額之一定比率為浮動額度上限，最終選擇其中額度較高者為處罰金

 量濫用之違法，自嫌率斷，爰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發回原審法院更為適法之審理。依
此判決意旨，最高法院認為原處分關於違法等級及裁罰理由，仍有說明不足之問題，尚
有待公平會為補充說明。

81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93）公處字第093102號處分書。
82 本案嗣經被處分人等提起行政訴訟，案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4年度訴字第2370號、訴字
第2390號判決，認定業者間有聯合漲價行為，惟以公平會未預先警示業者，有行政裁量
瑕疵為由，撤銷原處分。對於本案公平會處分之評析，參見何之邁（2006），「平行行
為乎？一致性行為乎？——評析中油、臺塑油品調價案」，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58
期，14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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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之上限；日本法制，則是直接以違法事業營業金額之一定比率，浮動的作為罰鍰之

基本額度。如此採行浮動的額度上限或基本額度之制裁措施，對於違法程度愈重或違

法期間愈長者，其處罰額度之上限或基本額度，將依隨營業金額之增加而自動提高，

自然得以避免不法利得逾越處罰額度上限之情況。因此，學者頗多建議我國公平法亦

應引進類似浮動罰鍰額度之立法例，俾罰鍰額度更具彈性及強化遏止違法效果83。

其次，有關罰鍰裁處標準之問題，其癥結在於現行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
之審酌事項，諸多充滿主觀判斷要素及不確定法律概念，欠缺量化標準之故。解決之

道，亦得考慮仿效美國、歐盟或日本之立法例，訂定處罰金額計算準則。其中，美國

之量刑指令及歐盟之罰鍰計算方法指令，其特色在於以量化標準決定基本額度，另對

於部分加重或減輕處罰之審酌事項，仍然賦予執法機關一定程度之裁量權；至於日本

課徵金制度之特色，則係對於基本額度、加重或減輕處罰事由，完全依據客觀事實予

以量化，徹底排除執法機關之裁量權。

就我國公平法而言，究以採行何者之計算準則類型為佳，應由公平會視其日後執

法之重心而定。申言之，倘採行美國或歐盟法制之計算準則類型者，公平會仍然得以

保持彈性之裁量空間，因事制宜；惟對於加重或減輕處罰事由之裁量部分，仍須負擔

遭受有權機關撤銷之風險。反之，若採行日本法制之計算準則類型者，並無濫用裁量

或裁量瑕疵之虞，致得以確保罰鍰裁處之安定性；惟相對之下，公平會將因而喪失對

於個案罰鍰之裁量權限。

二、寬恕政策立法之分析與建議

有關公平法寬恕政策之立法，同法修正草案第39條第2項、第3項如是規定：「違
反第14條之事業，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主管機關事先同意者，減輕或免除主管機
關依前項所命之更正措施及罰鍰：

一、 於主管機關尚未知悉或進行調查前，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為，以書面向主管
機關提出檢舉或供述具體違法情事，提供重要事證，並協助主管機關進行調

查者。

二、 於案件調查期間，供述具體違法情事，提供足以認定違法之事證，並協助主
管機關進行調查者。

前項之適用對象、資格要件、裁處減免標準、身分保密及其他執行事項之辦法，

83 廖義男、顏雅倫（2005），243；黃茂榮（2005），「公平法重要案例研討會」發言記
錄，2005年5月10日；張麗卿（200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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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管機關定之。」

分析修正草案條文第2項規定，揭示公平法寬恕政策之適用效果及基本要件，以
下分別檢討之：

（一）適用效果

依據同條項本文規定，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符合寬恕政策之適用要件者，不僅

得以受到減免罰鍰之優惠，尚且得以減免其更正措施，如此規定，顯然仿效於韓國法

制；惟就我國公平法法制而言，給予減免更正措施之適用效果，是否妥適？不無商榷

之餘地。

蓋我國公平法規定之命更正措施，性質上屬於「糾正權」而非「處罰權」，其

糾正之目的在於回復市場競爭秩序，對於被命更正措施之違法行為者而言，並非裁罰

性之不利處分，不具有行政罰之性質84，爰寬恕政策予以減免更正措施，並無實質意

義，是以本文建議：修正草案應刪除同條項本文有關減免更正措施之規定。

（二）基本要件

對照同條項第1款、第2款之規定，其第1款係適用於調查程序開始前，第2款則
係適用於調查程序開始後。除申請時點之差異外，第1款規定「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
為，以書面向主管機關提出檢舉」之要件，並未見諸於第2款規定內，其結果將形成
在調查程序開始後之申請者，得不受此要件之限制。

然而，有關「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為」之要件部分，應屬所有申請者之共通要

件，不因申請時點之差異而有別；否則，對於未參與本案聯合行為之事業而言，即得

以提供本案之違法事證，藉以換取減免其參與他案聯合行為之處罰，如此顯然超過公

平法寬恕政策之適用範圍。因此，本文建議：修正草案應將本款「就其所參與之聯合

行為」之要件，移植於同條項本文，俾為申請者之共通要件。

再者，有關「以書面向主管機關提出檢舉」之要件部分，亦將形成調查程序開始

前須以書面申請，調查程序開始後得以言詞申請之現象，如此區別並無實益，宜應予

以刪除。

三、實施子法之研擬

（一）執行事項

依據上揭修正草案第39條第3項之授權，公平會應予訂定寬恕政策之執行事項，

84 廖義男、王以國（2005），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三）：第四十一條，行政院公
平交易委員會，472-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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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研析如下。

1. 適用對象
所謂適用對象，本屬寬恕政策資格要件之一，修正草案予以列為實施子法之單獨

項目，當係特別考量實施強迫行為者或卡特爾之領導人、煽動者及發起人等，應否予

以排除在政策適用範圍外：

（1）是否須非實施強迫行為者
對於強迫他人參與涉案卡特爾之行為者，得否許可其適用寬恕政策？各國法制，

除歐盟及德國法制許可其適用減輕罰鍰部分外（免除罰鍰部分，仍然禁止），美國、

韓國及日本各國法制一律加以禁止。是以依循多數國家法制，公平會訂定之實施子

法，對於調查程序開始前或開始後之申請者，宜應將其列為消極的適用要件。至於施

強迫行為之態樣，參酌日本法制，除強迫他人參與涉案卡特爾之行為外，亦應涵蓋強

迫他人不得退出之行為。

（2）是否須非聯合行為之領導人、煽動者或發起人
當前各國法制，除美國法制及德國法制（限於免除罰鍰部分），有將卡特爾之領

導人、煽動者或發起人列為消極的適用要件外，最近修法或立法之歐盟、韓國及日本

等國之法制，均分別刪除或未予列入該消極適用要件。蓋申請者是否該當此等地位，

實務判斷頗為不易，致有影響當事人提出申請之意願。因此，參酌外國法制實施經

驗，公平會訂定之實施子法，亦以未列該等消極適用要件為宜。

2. 資格要件
有關適用對象以外之資格要件，參酌各國法制相關規定，應予考慮下列諸事項：

（1）停止違法行為之時點
申請者必須於一定之時點停止違法行為，普遍為各國寬恕政策所要求；惟要求停

止之時點，各國法制不一。以歐盟、德國法制之最近修法趨勢而言，乃係著重彈性要

求申請者停止違法行為之時點，避免引起其他卡特爾成員之察覺，致影響調查程序之

進行。基此理念，不論係調查程序開始前或開始後之申請者，原則上應於提出申請時

停止違法行為；但公平會得依個案調查程序之必要，指定其他停止違法行為之時點。

（2）提供證據之性質
修正草案第39條第2項第1款、第2規定，對於提供證據之性質，依其提供時點係

在調查程序開始前或開始後，分別要求須達「重要事證」或「足以認定違法之事證」

程度。所謂「重要事證」，由於其係調查程序開始前提出者，故其認定標準不宜過於

嚴苛，否則可能影響當事人爭先申請之意願，是以依據歐盟及德國法制之經驗，公平

會僅須要求提供「重要事證」達到足以開始調查程序之程度即可。另有關「足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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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之事證」，參考歐盟及德國法制對於「顯然附加價值」或「顯然貢獻程度」之解

釋，公平會宜應以其是否與涉案事實具有直接關聯性，為主要認定標準。

（3）協助調查之程度
修正草案第39條第2項第1款、第2款，規定申請者負有協助調查之義務，惟並未

明示協助調查之程度。為避免日後滋生疑義，並考量調查實務之需要，公平會宜應參

酌外國法制，於其實施子法要求申請者必須「持續」、「全面」且「迅速」的協助調

查。

（4）是否須單獨的提出申請
為避免當事人共同協議申請順位之情事，公平會宜應仿效日、韓等國法制，限制

當事人必須單獨的提出申請，藉以防止寬恕政策遭受濫用。

（5）是否須賠償被害人之損失
我國公平法第32條第1項，雖然設有類似美國克萊登法第4條規定之三倍損害賠

償責任；然而，歷來對於違反公平法之事業，主要仍係藉由公平會之行政處分予以制

裁，嚴格言之，其賠償責任規定並未發揮實質功用85。因此，倘限制申請者必須賠償

被害人之損害者，恐有影響寬恕政策實施成效之虞，是以公平會應無仿效美國法制訂

定此適用要件之必要性。

3. 裁處減免標準
本事項可謂公平會訂定實施子法之核心，其規定足以影響公平法寬恕政策實施之

成效，爰應慎重審酌。析言之，考慮裁處減免標準之問題，其評估層面應涵蓋免除或

減輕效果之區別時點、給予免除或減輕之事業家數及減輕比率等重要事項。

（1）免除或減輕效果之區別時點
如前揭外國法制之比較分析，是否以調查程序開始之時點，作為界定免除或減

輕效果之基準，其利弊互見。日本法制，限於調查程序開始前之最先申請者，始給予

免除罰鍰效果，如此最有利於執法機關及早獲知違法事證；惟相對減低當事人於調查

程序開始後之申請意願。美國、歐盟等多數法制，對於最先申請者，不論調查程序是

否開始，皆得給予免除處罰之優惠，因此得以補充執法機關調查證據之不足；但相對

有延遲其獲知違法事證之可能。據此分析，我國公平法寬恕政策究以採行何者類型為

佳，端視公平會預期政策實施效果之重心而定。申言之，倘公平會著重及早獲知違法

事證之效果者，宜採行日本法制類型；反之，若以補充違法事證之提供效果為優先考

85 有關公平法第32條第1項三倍損害賠償責任規定之介紹，參見陳志民（2005），公平交易
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三）：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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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者，即應採行美國、歐盟等法制類型。

（2）免除或減輕處罰之事業家數及減輕比率  
有關免除或減輕處罰之事業家數，美國法制僅允許對於最先申請者，免除刑事追

訴；其他國家法制，除普遍給予最先申請者免除罰鍰外，另外許可減輕罰鍰之事業家

數，歐盟及德國法制為三家以上，日本法制為二家以下，韓國法制僅為一家。比較言

之，給予過多事業減輕罰鍰之機會，由於邊際效用遞減，並無助於調查程序之進行；

相對之下，僅開放一家事業減輕之機會，雖有促進當事人爭先申請之誘因，惟執法機

關或有獲取補充事證不足之虞。二者折衷，本文建議：公平法寬恕政策，宜參考日本

法制之精神，應以許可對二家事業減輕罰鍰為上限。

其次，有關各國法制減輕罰鍰比率之設計，歐盟及德國法制，依序減輕30％～
50％、20％～30％、20％以內。日本法制，對於調查程序開始前之申請者，依序減輕
50％、30％；對於調查程序開始後之申請者，一律減輕30％。韓國法制，則僅對一名
申請者減輕30％。至於公平法寬恕政策減輕罰鍰比率之設計，宜應把握二點原則：其
一，減輕罰鍰比率應予確定，避免裁量空間，俾符合適用效果明確性之原則；其二，

依據先後申請順位，給予一定差距之減輕罰鍰比率，俾促進當事人爭先提出申請。本

此設計原則，並參酌我國行政罰法第18條第3項規定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減輕罰鍰比
率之立法意旨86，本文建議：公平法寬恕政策之減輕比率，不論調查程序開始前或開

始後，宜依序定為50％、30％。
綜上所述，對於免除或減輕之事業家數及減輕比率，公平會訂定之實施子法，除

免除最先申請者之罰鍰外，另依序減輕其後二順位申請者50％、30％之罰鍰。
4. 身分保密事項
依據修正草案第39條第2項、第3項修正理由說明，同法寬恕政策之制定，併有參

考證人保護法第15條有關「污點證人」之相關規定，由此足見公平法寬恕政策對於申
請者身分保密之重視。如此立法意旨，應係在於避免申請者事後遭受其他違法事業之

報復，俾確保當事人提出申請之意願。相對之下，外國法制側重之保密事項，普遍在

於禁止當事人公開其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訊息，俾免妨礙調查程序之進行；至於調查

程序完成後，執法機關是否公開政策適用之相關決定，各國作法未盡一致。美國及歐

盟法制，如前揭案例所示，由於申請者涉及國際卡特爾之重大案件，是以執法機關最

86 我國行政罰法第18條第3項規定：「依本法規定減輕處罰時，裁處之罰鍰不得逾法定罰
鍰最高額之二分之一，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二分之一；同時有免除處罰之規定
者，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三分之一，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三分之一。但法
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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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併予公告減免處罰之結果。韓國法制，對於獲得減免效果之當事人，則係在共同處

分書上以代號表示之。日本法制，原則僅個別通知申請者免除罰鍰之適用結果；但對

於涉及圍標卡特爾或其他重大卡特爾案件，例外公告減免罰鍰之效果及事業名稱。

依據上揭修正理由說明，公平會若要貫徹對於申請者身分保密之立法意旨，實務

運作宜應有特別之處分書製發方式。其得以考慮之方式有二：其一，對全體違法事業

製發罰鍰處分之共同處分書，另針對申請者個別製發減免罰鍰之處分書，如此其他違

法事業無從於共同處分書上知悉有申請者之事由；其二，有關罰鍰處分及減免罰鍰處

分，一併揭載於共同處分書，惟參酌證人保護法第15條準用同法第11條第1項規定，
就送達其他違法事業之處分書，應以代號表示減免罰鍰處分之申請者名稱87。至於處

分書之公告及刊登公報，參酌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及同條第2項規定之
意旨，公平會亦得考慮保留減免罰鍰之處分書，不予公開；或於公開之處分書，以代

號表示申請者之名稱。

5. 其他執行事項
參酌各國法制實施寬恕政策之程序規定，公平會訂定之其他執行事項，至少應涵

蓋下列重要措施：受理窗口之建置；製式申報書之提供；審理流程事項。

大體言之，申請者提出製式申報書後，經由委員會議初步認定其符合相關適用要

件者，即應預訂排名順位，並對申請者寄發附條件之申請同意書。申請者於收受申請

同意書後，須於指定期限內，提出相關違法事證。嗣經委員會議確認並同意予以減免

罰鍰者，公平會於通知申請者之減免罰鍰同意書，應告知其可能獲得之減免效果、負

有保守申請事項秘密及協助調查之義務。

（二）規定條文

綜上立論，針對免除罰鍰、減輕罰鍰及同意減免罰鍰之廢止等重要事項，以下分

別研擬其於執行辦法應予規定之條文內容。

1. 免除罰鍰之規定
有關免除罰鍰之規定，依據日後公平會是否限定其申請時點於調查程序開始前之

決定，分別研擬甲、乙二案：

甲案：限於調查程序開始前之最先申請者，始得給予免除罰鍰

87 相較於第二種處分書之製發方式，第一種處分書之製發方式得以徹底保密申請者之身
分；惟採行第一種處分書之製發方式，對於申請者同時製發罰鍰及減免罰鍰之二份處分
書，可能發生如何解釋二者行政處分效力關係之疑義。有關行政處分效力之解釋，參見
陳慈陽（2005），行政法總論—基本原理、行政程序及行政行為（二版），翰蘆圖書出
版有限公司，47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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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平法第39條第2項第1款規定，單獨且最先提出申請，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事
業，免除其罰鍰：

（1）未有強迫他事業參與涉案聯合行為或限制其退出參與者。
（2）於提出申請時或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時點，立即停止違法行為。
（3）提供足以開始調查程序之重要事證。
（4）依據主管機關之指示，持續、全面及迅速的協助調查。
乙案：未有甲案之申請者，對於調查程序開始後之最先申請者，亦得給予免除罰

鍰

未有事業符合公平法第39條第2項第1款規定者，對於依同條項第2款規定，單獨
且最先提出申請，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事業，免除其罰鍰：

（1）未有強迫他事業參與涉案聯合行為或限制其退出參與者。
（2）於提出申請時或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時點，立即停止違法行為。
（3）提供與涉案事實具有直接關聯性，足以認定違法之事證。
（4）依據主管機關之指示，持續、全面及迅速的協助調查。
2. 減輕罰鍰之規定
依公平法第39條第2項第1款或第2款規定，單獨且為第二位或第三位提出申請，

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事業，分別減輕其50％或30％之罰鍰：
（1）未有強迫他事業參與涉案聯合行為或限制其退出參與者。
（2）於提出申請時或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時點，立即停止違法行為。
（3） 同條項第1款之申請者，提供足以開始調查程序之重要事證；同條項第2款

之申請者，提供與涉案事實具有直接關聯性，足以認定違法之事證。

（4）依據主管機關之指示，持續、全面及迅速的協助調查。
3. 廢止同意減免罰鍰之規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對於申請者免除或減輕罰鍰之同意：

（1） 於調查程序中發現，申請者曾有強迫他事業參與涉案聯合行為或限制其退
出參與者。

（2）於調查程序中發現，申請者未依規定停止違法行為者。
（3）無故洩漏申請事項秘密，致妨礙調查程序進行者。
（4）供述內容或提供事證，有虛偽不實者。
（5）無正當理由，未依指示協助調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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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寬恕政策適用問題之探討

（一）政策本身之適用問題

1. 申請順位之變更可能性
在有複數事業先後提出申請，並各自獲有預訂排名順位之情況下，倘其中先順位

之申請者未於指定期限內提出相關事證資料，致喪失預定優先順位之申請資格者，後

順位之申請者即得依序往前遞升排名。至於在排名順位確定後，即使先順位申請者遭

受公平會廢止減免罰鍰之同意，由於申請順位已經確定，爰不影響後順位申請者排名

之變動88。

2. 再為相同或類似之違法行為者，得否申請適用
事業在本案聯合行為申請適用寬恕政策後，再為他案相同或類似之違法行為者，

倘對於他案提出適用寬恕政策之申請，公平會亦應予以受理。蓋寬恕政策僅要求申請

者必須停止本案之違法行為，並未將其不得再為他案相同或類似之違法行為，列為政

策之消極適用要件；況且，他案之違法行為，可能同樣存在著調查不易，取證困難之

問題，是以仍有受理其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必要性89。不過，事業再為相同或類似之

違法行為者，其行為人負有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1億元以下罰金
之刑責90，是以在此刑事處罰效果之威嚇下，實際上發生相關適用寬恕政策之案例，

應不多見91。

（二）與其他規範之適用關係問題

1. 與同業公會聯合行為制裁措施之適用關係
依據公平會之案件統計資料，顯示歷來由同業公會主導聯合行為之案件，約佔全

體聯合行為案件件數37％，其違法比例顯非一般92。然而，對於同業公會聯合行為案

件之制裁，如上揭台灣區麥粉工業同業公會案所示，例來公平會大多僅以同業公會之

主體為處罰對象，並未罰及參與決議或執行決議之會員事業。如此制裁措施，得以預

見，勢必嚴重影響公平法寬恕政策之實施成效。蓋處罰對象僅限於公會，其會員事業

88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 ，課 金減免制度 係Q&A，問答22，揭載於該會網頁：http://www.
jftc.go.jp/dk/genmen/qa.html

89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 ，課 金減免制度 係Q&A，問答5。
90 現行公平法第35條第1項、同法修正草案第34條規定。另該修正草案條文，鑑於所謂「類
似」違法行為，於實務上不易判斷，常生困擾，爰刪除「類似」違法行為類型。

91 王銘勇（2006），126。
92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0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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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受罰可能性之情況下，對於會員事業根本不存在有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誘因，因

此可能形成之現象有二：其一，始終無人提出申請，寬恕政策對於同業公會聯合行為

之案件，形同虛設；其二，涉案之同業公會，唯一且當然最先提出申請，在免除其罰

鍰後，全案無一事業受罰。

雖然，公平會於民國94年11月17日第732次委員會議，針對「同業公會中參與或
形成會議決議之成員是否為聯合行為之處罰對象」議題，決議相關案件之處理，原則

上維持僅以同業公會為處罰對象之現制；但依個案之具體事證，例外得併以該所屬事

業為處罰對象。惟如此決議，仍然維持僅以同業公會為處罰對象之原則，則日後大多

數相關案件難免發生上述政策適用之異常現象。有鑑於此，公平會若要徹底發揮寬恕

政策之實施成效，其對同業公會聯合行為案件之執法立場，即有改弦更張之必要；質

言之，公平會日後對於涉及同業公會聯合行為之案件，除處罰「合意」主體之同業公

會外，亦應一併處罰「執行」主體之會員事業93。

2. 與刑事處罰規定之適用關係
如上所述，事業在停止本案之聯合行為後，再為他案相同或類似之違法行為者，

其行為人可能受到刑事處罰之追訴。此時行為人若有代表事業，對於他案違法行為申

請適用寬恕政策者，其申請有無影響刑事處罰規定之適用關係94？從比較法之觀點言

之，公平法並未類似日、韓等國法制，設有刑事案件之專屬告發制度95，是以公平法

寬恕政策之適用，並無限制檢察機關起訴之效力。不過，行為人若有代表事業申請適

用寬恕政策，因此足認其犯罪後之態度良善，由於其所犯為「最重本刑3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53條、第376條第1款及刑法
第57條第10款等規定，檢察官仍得予以不起訴處分96。

3. 與行政救濟程序之適用關係

93 對於同業公會聯合行為案件之處理，學者普遍認為；應將該類案件聯合行為區分為「合
意部分」及「執行部分」之前後二部分，前部分應視是否為同業公會所為之有效行為，
據以認定其責任；後部分在認定會員事業為行為主體之情況下，亦應有加以處分之可能
性。以上，分別參見吳秀明（2001），「聯合行為理論與實務之回顧與展望—以構成
要件之相關問題為中心」，公平交易法施行9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元照出版，139-
239；蘇永欽 (1999)，「同業公會聯合行為的處分對象」，跨越自治與管制，五南圖書出
版，87-98。

94 依據現行公平法第38條對於法人科處罰金之規定，雖有可能發生寬恕政策與事業刑事處
罰規定之適用關係；然而，配合行政罰法第26條有關一事不二罰規定之立法意旨，公平
法修正草案決定刪除現行法第38條規定，是以日後應不至於發生相關適用關係之問題。

95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96條第1項、韓國公平法第71條第1項。
96 王銘勇（2006），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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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申請適用寬恕政策，經由公平會之審查，認定其欠缺相關適用要件，致未能

獲得申請之同意者；或其申請獲得同意，惟申請者對於公平會有關排名順位、廢止同

意減免罰鍰等決定有異議者，均應賦予其行政救濟之權利。詳言之，對於公平會有關

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決定，申請者提出行政救濟之方式有二：其一，在公平會對於涉

案聯合行為作出罰鍰處分前，有關申請適用之決定，尚未直接發生免除、減輕或未予

減免罰鍰之法律效果，因此在相關決定未具備行政處分要件之情況下，申請者僅得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105條、第106條等規定，以書面或言詞向公平會陳述意見；其二，在
公平會對於涉案聯合行為作出罰鍰處分後，申請者先前相關陳述意見未獲公平會採納

者，得與罰鍰處分一併提起行政訴訟，請求行政法院併同審理公平會有關申請適用之

決定97。

伍、結論

觀察主要競爭法國家之執法經驗，其實施寬恕政策所以可得發揮遏止違法之功

效，除政策本身具備適用明確性之原則外，尚須配合採行重罰卡特爾及符合處罰金額

可預測性原則之相關措施。準此基本理念，鑑於現行公平法及修正草案對於聯合行為

制裁措施之不足，公平法修正草案宜應仿效美國、歐盟或日本法制，增列浮動罰鍰額

度上限規定，並訂定明確之罰鍰計算準則。

其次，公平法修正草案第39條第2項本文所列減免更正措施之規定，非屬寬恕政
策應有之適用效果，應予刪除。此外，修正草案同條項第1款「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
為」規定，係屬所有申請者之共通要件，宜應移植於同條項本文規定；另「以書面向

主管機關提出檢舉」部分，則無規定之意義，亦應刪除。

至於實施子法應予涵蓋之適用對象、資格要件、裁處減免基準、身分保密及其他

執行事項，參照各國法制實施經驗，本文分別提出事項研析，並具體擬定規定條文。

其中，給予免除罰鍰之裁處基準，應否限於調查程序開始前之最先申請者，更係攸關

日後寬恕政策之實施成效，是以本文分析二者相互利弊，分別提出因應方案。另值注

意者，為配合日後寬恕政策之順利推展，公平會應即調整對於同業公會聯合行為之執

法態度，其處罰對象宜應涵蓋公會主體及會員事業。

97 依據公平法修正草案第48條規定，日後對於公平會之處分或決定不服者，應直接適用
行政訴訟程序。另有關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行政救濟程序，參見井上朗（2006），202-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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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為確保公平法寬恕政策得以發揮應有之實施成效，除應建構一完善之

聯合行為制裁措施外，日後於政策付諸實施之際，公平會尚應審時度勢，依隨市場環

境及實施狀況之變化，機動調整實施子法之執行事項方案，如此應可達成有效取締聯

合行為之政策實施目標。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1.  王銘勇（2006），「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14巻
第1期，114-118。

2.  何之邁（2006），「平行行為乎？一致性行為乎？——評析中油、臺塑油品調價
案」，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58期，145-174。

3.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005），全球化時代卡特爾行為之規範與因應，94年度自
行研究報告，台北：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出版。

4.  吳秀明（2001），「聯合行為理論與實務之回顧與展望—以構成要件之相關問題為
中心」，公平交易法施行9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元照出版，139-239。

5.  陳志民（2005），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三）：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201-211。

6.  陳慈陽（2005），行政法總論—基本原理、行政程序及行政行為（二版），翰蘆圖
書出版有限公司，475-529。

7.  張麗卿（2007），「公平交易委員會裁處罰鍰額度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15
巻第2期，43-70。

8.  廖義男、顏雅倫（2005），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三）：第六章，行政院公
平交易委員會，242-243。

9.  廖義男、王以國（2005），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三）：第四十一條，行政
院公平交易委員會，472-473。

10. 蘇永欽（1999），跨越自治與管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
11. 競爭政策通訊（2006），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第10巻第5期，2-24。

二、日文部分

1.  小林渉（2002），「諸外国における制裁減免制度の概要」，公正取引，第617
号，28-35。

2.  小畑徳彦（2003），「国際カルテル事件に対するEUの審査と措置—リジン事件



第1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52

及び黒鉛電極事件を題材に—（上）」，公正取引，第637号，51-56。
3.  小畑徳彦（2003），「国際カルテル事件に対するEUの審査と措置—リジン事件
及び黒鉛電極事件を題材に—（下）」，公正取引，第638号，71-79。

4.  丹野忠晋、木村友二、濱口泰代、石本将之、鈴木淑子（2006），「リーニエンシ
ー制度の経済分析」，公正取引委員会:CPRCワークショップ，CR 03-06，3-16。

5.  中山武憲（1997），「韓国独占禁止法の第5次改正（上），国際商事法務，第25
巻3号，241-248。

6.  中山武憲（1997），「韓国独占禁止法の第5次改正（下）」，国際商事法務，第
25巻4号，375-382。

7.  井上朗（2006），リニエンシーの実務—競争法の荒波から企業を守れ ―，東
京：雄松堂出版。

8.  日本內閣府（2007），獨占禁止法基本問題懇談會報告書，2007年6月26日，資料
集（5）東京：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出版。

9.  石川耕治（2003），「国際協定,サーベンス．オクスリー法とリーニエンシー．
ポリシー」，国際商事法務第31巻12号，1668-1669。

10.  池田卓郎（2003），「韓国独禁法における課徴金制度」，國際商事法務第31卷2
号，173-174。

11.  志田至朗（2004），「課徴金減免制度について」，ジュリスト，第1270号（特
集．独禁法改正の方向をよむ—措置体系の見直し），31-39。

12.  佐藤潤（2003），「米国における反トラスト法違反行為に対するリーニエンシ
ー制度について」，國際商事法務，第32卷6号，762-763。

13.  荒井弘毅（2006），独占禁止法と経済学，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
14.  品川武、岩成博夫（2005），課徴金減免制度等の解説，東京：公正取引協会発
行。

15.  根岸哲（2004），「独占禁止法の改正と議論の経緯」，ジュリスト，No. 1270
（特集．独禁法改正の方向をよむ），6-14。

16.  高橋岩和（2003），「競爭法における制裁金及びドイツGWBにおける過料の減
免制度の目的と機能」，公正取引第629号，49。

17.  鈴木孝之（2005），「課徵金制度の見直し」，ジュリスト，第1294号（特集．
独占禁止法改正），9-15。

18.  塚田益德（2 0 0 2），「海外における—リニエンシーの—制度導入狀況
（上）」，國際商事法務，第30卷12号（2002），1645-1649。



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 153

19.  塚田益德（2 0 0 3），「海外における—リニエンシーの—制度導入狀況
（下）」，國際商事法務，第31卷1号，23-29。

20.  諏訪園貞明（2005），平成17年改正独占禁止法—新しい課徴金制度と審判．犯
則調査制度の逐条解説—，東京：商事法務初版。

三、英文部分

1.  A.S. Malik（1993）, “Self-reporting and the design of policies for regulating stochastic 
pollu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4, 241-257.

2.  Antitrust Division（2004）,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Status Report: An Overview Of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Antitrust Division›s Criminal Enforcement Program, Feb. 1, 
2004.

3.  Antitrust Division（2003）,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Sherman Act Violations Yielding 
a Fine of $10 Million or More, Jan. 23, 2003.

4.  David A. Balto（1999）, “Antitrust Enforcement in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9 
Cornell J. L. & Pub. PoL’Y 61, 65.

5.  Donald C. Klawiter（2000）, “Corporate Leniency in the age of international cartel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titrust, Summer 2000, 14.

6.  Donald C. Klawiter（2006）, “U.S. Corporate Leniency after the Blockbuster cartels: 
Are we Entering a new Era？,” EUI –RSCAS /EU Competition 2006 –Proceedings, 2-4.

7. European Commission, ⅩⅩⅥth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1996. 
8.  G.M. Grossman and M.L. Katz（1983）, “Plea bargaining and social welfa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4）, 749-757.
9.  Gary R. Spratling.（1998）, “The corporate leniency policy: Answers to recurring 

questions,” Remarks at the ABA Antitrust Section 1998 Spring Meeting, 2.
10.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Cartel Work Group（2006）,“Drafting and 

Implementing an Effective Leniency Program,” Anti-Cartel Enforcement Manual, 
Chapter 2, Apr. 2006, 13-15.

11.  J.F. Reinganum（1998）, “Plea bargaining and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8（4）, 713-728.

12.  John H. Shenefield（1978）, Ass’t Att’y Gen., Antitrust Div., Statement Before the 17th 
Annual Corporate Counsel Inst.Oct. 4, 1978, noted in Trade Reg. Rep.（CCH）¶50, 
388. 

13.  Joseph E. Harrington（2006）, “Corporate Leniency Programs and the Role of the 



第1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54

Antitrust in Detecting Collusion,” CPRC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18-E
14.  L. Kaplow and S. Shavell（1994）, “Optimal law enforcement with Self-reporting of 

behavio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2（3）, 583-606.
15.  L. Brokx（2001）, “A Patch-work of Leniency Programs,” 2 E.C.L.R 35, 36-37.
16.  Massimo Motta and Michele Polo（2003）, “Leniency programs and cartel 

prosecu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1（3）, 347-379.
17.  Mark Jephcott（2002）,“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New Leniency Notice-Whistling 

the right tune？,” E.C.L.R, 378-385.
18.  M.A.P. Castellot（2001）, “An Overview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eniency Notice,” 1 

Competition Policy Newsletter 11, 12-14.
19.  OECD/CLP（2001）, “Report on Leniency Programmers to Fight Hard Core Cartels,” 

Apr. 2001.
20. OECD/CLP（2004）,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in Japan,” No. 54, Sept. 2004.
21.  Robert Bloch（1993）, “Past practice and future promise: The Antitrust Division’s 

corporate amnesty program,” Antitrust, Fall 1993, 28-29.
22.  Richard Gruner（2001）, Avoiding fines through offense monitoring, detection, and 

disclosure: Trace for amnesty, Practicing Law Institute’s Corporate Law and Practice 
Course Handbook Series, 82.

23.  Scott D. Hammond（2000）, “Detecting And Deterring Cartel Activity through an 
Effective Leniency Program,” Remarks to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artels, November 
21-22, 2.

24.  Scott D. Hammond（2002）, “A Review of Recent Case And Developments In The 
Antirust Division’s Criminal Enforcement Program,” The 2002 Antitrust Conference, 
March 7, 2002.

25.  Yasuyo Hamaguchiand Toshiji Kawagoe（2005）,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Leniency 
Programs,” 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05-E-003



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 155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f OECD, it shows that enforcement of leniency programs by 
competition law authorities can help to fight hard core cartels, which agreements among 
competitors to fix prices, restrict output, or divide markets. Since the characteristic of 
cartel conspiracy meetings might occur in a black room, it is difficult to collect evidence of 
illegal cartel activities. In order for authorities to detect cartels and also make the ensuing 
investigations more effective, leniency programs grant reduction in or exemption from 
sanctions to encourage cartel members which inform evidence about their clandestine 
meetings and communications.

The U.S. was the first country to introduce a leniency program, while the EU, 
Germany, South Korea, and Japan have introduced latter. These programs have become 
more successful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the penalties for cartel agreements have increased 
in some OECD countries. Experience gathered by these authorities to date shows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gram would be improved by an increase in the transparency and 
certainty of the conditions on which any exemption or reduction of fines or surcharges is to 
be granted.

Presently,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is considering legislation to enact a leniency 
program in the draft Amendment to the Fair Trade Law. Theref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leniency programs between main competition law 
countries. The concrete of suggestions that arise out of this paper include the following:
（1）The draft Amendment of FTL should impose stronger sanctions against cartels, and 
the TFTC should enact a regulation on the method of setting penalties for cartel conduct.
（2）A leniency program work best when the enforcement rules provide a clear standard 
of immunity or reduction of penalties for a conspirator to come forward.（3）To make an 
effective leniency program, it is necessary for TFTC to adjust the punishment against carte 
conduct by a trade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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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吳教授秀明（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主持人、顏老師，各位先進大家好，顏老師今天的論文是根據他在公平會的一個

委託研究計畫而來。以個人做過公平會計畫的經驗，顏老師這篇大作就一般研究計畫

之情形而論，實屬十分優良之佳作，在達到研究計畫應有的水準上，可說無可挑剔。

我想這一篇報告有幾個特色值得注意，顏老師過去在公平會任職，然後到日本留學，

所以他同時有實務的經驗與國際視野，因此他可以精確掌握實務的需要及比較法之趨

勢；再者顏老師對於複雜的問題常可以用簡單扼要的方式陳述出來，這一點能力是很

不容易的；加上顏老師幽默的報告風格與趣味，這則是別人學不來的。因為我個人也

參與該計畫的期初、期末審查，所有審查人均認為本文對公平會的參考價值很高。

我覺得這一篇論文資訊提供的深度與廣度，都是在水準之上。以比較法來說，有

美國、德國、日本、歐盟法之制度分析，均有廣泛且掌握重點的陳述。期中報告我們

請他加強比較的部分，後來我們看到各國寬恕政策的比較也都出來了，這使比較法的

研究更為周詳。其次，這一篇論文的題目雖然是對於寬恕政策「實施子法」的研究，

但是顏老師的作法是「要五毛給一塊」，公平會要他寫子法，顏老師卻把基本制度問

題及配套辦法等通通附贈給公平會了，公平會當然應該是樂觀其成。從本文我們除了

看到子法的問題之外，也可以同時看到整個寬恕政策的基本制度，從經濟的分析到

政策討論以及制度設計都有所涉獵，我想這篇論文是對於寬恕政策一個很好的總體說

明。

寬恕政策要成功，處罰制度需要明確，這絕對是前提要件。如果裁罰不會發生

一定嚇阻效果的話，行為人只會把處罰當作可以負擔的違法成本。換言之要罰到他會

痛，才有寬恕政策的實施空間。本文提出來，處罰再高，但如果它是固定額度，則在

某些案例中違法所得如超出固定額度，就無法發揮嚇阻作用了。本文提出，可以採取

浮動標準。世界上主要有兩大此類標準，第一個是根據所謂的營業額，像是歐盟、德

國所採，是用營業額的比例當作處罰額度，請注意不是按利潤的比例。那等於說你今

年因為犯了這個案子，整體營業額的相當一部分要上繳。這種處罰是很重的，有人批

評說他的整個營業行為不都是與違法行為有關，所以可能會殃及無辜，但這也是其嚇

阻力之所在。另外一個是「沒入違法行為的所得」，即以違法行為所得來沒入，就是

說整個違法行為將會是白做的，這些作法是我們未來可參考的。

在子法的配套措施上，本文也對很多重要問題加以研究。除了制度介紹相當完



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 157

善之外，對於具體的爭點本文也有相當精確的掌握與分析。報告人可能因為時間的關

係，無法一一說明，但是報告中對於將來可能發生的爭議，譬如實施前、實施後諸

問題等，顏老師都有所掌握。最後，本文對於立法也做出具體建議。除了上述簡評之

外，我們或許還可以考慮作一些調整。譬如說母法的部份，我們的母法是廣泛授權公

平會用行政命令方式處理寬恕政策之相關問題。但是這些部分可能會涉及到例如究竟

哪些人有資格獲得減免等基本問題。是否應於母法規範，在法律上我們有所謂的「重

要性理論」可參考。就整個制度的安定性及可預見性而言，關鍵事項是不是可以考慮

放入母法，個人認為是可以進一步討論的。

再者，畢竟本文題目是子法的研究，而整體論文關於子法部分的篇幅，應該可以

再增加一點，這樣會與題目主旨更契合。不過如果文獻資料真的有限，其實我們也不

能強迫作者無中生有。再來是保密措施的部份，這也是要考慮的關鍵之一。我們今天

沒有時間詳談一些公法上的問題，譬如製作兩份不同處分書的合法性與可行性等。最

後一點，顏老師在結論部分加入非常有價值的一項觀點，就是同業公會之問題。照我

們的統計，大概從我國公平法施行到現在，同業公會占聯合行為處分案的比率是四到

五成之間。也就是我國的聯合行為有這麼高的比例是透過同業公會去達成的，施行前

到現在比例都沒有降低。可是我認為這麼重要的問題，應該把它移到本文來談，而不

是突然出現在結論中。以上是我簡單的評論，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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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多層次傳銷事業藉由自我評鑑之效益

陸、促進多層次傳銷事業進行自我評鑑之誘因

柒、結 論

中文摘要

傳銷是一種有效率的行銷通路，如能妥善運用，可以縮短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距

離，節約通路成本，讓消費者享受高品質的服務，對整體經濟發展產生正面助益。多

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係以自我改善與永續經營為目的，透過自我評鑑，可自我檢核

在各層面與重要內涵的執行情形與特色，並發掘遭遇之困難與問題，思索自我改進之

策略。同時藉著自我評鑑訊息的透露，可以讓參加人、消費者對各多層次傳銷事業

有更深層的認知與正面肯定的效果。本研究藉問卷調查，蒐集參加公平會政令宣導的

* 作者陳得發教授為國立中山大學直銷學術研發中心顧問、王昭雄為樹德科技大學企業管
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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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次傳銷業人士對傳銷業評鑑指標的看法；分析公平會95年度委託研究的「評鑑指
標」與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實務所須關注之事項是否契合，評估其適用於多層次傳銷

事業自我評鑑之可行性；並參考國內外相關產業辦理自我評鑑之實際執行情形與其效

益，試著探討評鑑的學理基礎；並與多層次傳銷業者代表進行深入訪談，瞭解他們對

「多層次傳銷評鑑」與「多層次傳銷自我評鑑」制度的態度和看法。最後從消費者與

業者的立場去思考，建立多層次傳銷事業公正客觀的自我評鑑專業指標，及研擬多層

次傳銷事業進行自我評鑑的誘因，以提供各傳銷事業作為推行自我評鑑之參考。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多層次傳銷獎金制度自1945年由美國加州紐崔萊公司設計出來之後，即迅速取代
單層傳銷獎金制度成為傳銷市場的主流。但不久即遭到不肖商人加以變質利用，成為

詐財工具。這種變質的多層次傳銷是一種獵人頭斂財的手法，在世界各地危害社會，

也讓正派經營的多層次傳銷事業蒙受不白之冤。台灣的傳銷市場也因為1970年代末期
的台家事件，讓社會大眾視傳銷為老鼠會，對其多方排斥，更讓正派經營的多層次傳

銷事業經營倍加艱困。1992年政府公布「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
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負起管理多層次傳銷事業的責任，為多層次傳銷取得法定的

地位，也有效嚇阻了欲藉傳銷斂財或圖謀短期暴利的投機份子，但近年來以多層次傳

銷方式的詐騙案件仍然時有所聞。由於多層次傳銷事業的營運具有封閉性，沒有加入

多層次傳銷事業的人，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的產品、獎金制度、公司營運狀況等資訊無

從瞭解，即使加入多層次傳銷事業的傳銷商，短期之內也難對公司有深入的瞭解，遂

讓民眾面對多層次傳銷事業或其傳銷商的推薦時，無從判斷其良窳。

多層次傳銷是一種人員銷售的方式，參加人除可購買產品之外，還可將產品介

紹、銷售給他人，甚至還可以吸收、推薦消費者成為他的下線傳銷商，來共同銷售產

品分享獎金。多層次傳銷也是一種相對較有效率的行銷方式，如能妥善運用，可以縮

短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距離，節約通路成本，讓消費者享受高品質的服務，或因為分享

獎金的緣故，獲得價格較低廉的商品，對整體經濟發展產生正面助益。在公平會歷年

來所做的「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概況調查」中，可以發現多層次傳銷事業在未來經營

所面臨之問題中，最擔心的是非法多層次傳銷業的破壞，這種擔心往往是僅次於擔心

市場的不景氣，排名第二。由於受到前述一些不正當傳銷業者以非法經營欺騙參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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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消費者，或運用各種障眼法誤導消費者的影響，部份社會大眾對多層次傳銷事業有

所誤解，已經產生先入為主的負面印象，也讓多層次傳銷事業擔憂不已。

為有效端正社會對多層次傳銷的誤解，導正消費者的觀念，建立一套專業的多

層次傳銷自我評鑑制度，鼓勵多層次傳銷事業踴躍進行自我評鑑，使消費者能夠清楚

辨別正當與不正當的業者，保護自己的權益，讓非法經營的公司無法騙取消費者的認

同，以保障正派經營者的發展空間是本研究的重要任務。

二、研究目的

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建立的主要目的，在於協助業者瞭解其經營優劣得失

及原因，能自我改善與調整缺失，是屬於形成性(formative)評鑑，此評鑑的重點在於
提出改進的意見，以具體積極的建議，協助計劃的推展進行（Scriven,1994）。透過
自我評鑑，多層次傳銷事業可自我檢核在各層面與重要內涵的執行情形與特色，並發

掘遭遇之困難與問題，思索自我改進之策略，並追蹤自我改進成效，以建立正派、永

續的發展機制。因此鼓勵多層次傳銷事業進行自我評鑑，達到自我完善的結果至關重

要；同時可讓參加人、消費者對各多層次傳銷事業有更深入的認知與正面肯定。本研

究之主要目的如下：

（1）95年度委託研究報告提出之「評鑑指標」與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實務所須
關注之事項是否契合。

（2）進行前揭「評鑑指標」適用於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之可行性評估。
（3）國內外相關產業辦理自我評鑑之實際執行情形與其效益。
（4）依照前揭「評鑑指標」，研議出針對不同規模多層次傳銷事業所相對應之

「自我評鑑」指標。

（5）評估多層次傳銷事業如何藉由自我評鑑，以達到提升形象與經營效率之效
果。

（6）研議提升多層次傳銷事業進行自我評鑑之誘因。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為了能夠增進對研究主題的充分瞭解及正確詮釋，本研究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

從學理基礎來研究此一問題，採用文獻分析與專家討論的方法；另一部分是從多層次

傳銷公司實際運作的角度來探討此一問題，採用公司深度訪談及多層次傳銷業者、參

加人、消費者座談的方式來進行。進行步驟如下：

(一)文獻蒐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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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評鑑相關理論等國內外文獻、中外網站及雜誌資料等

相關文獻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評估國內外相關產業辦理自我評鑑之實際執行情形與

其效益。

(二)樣本公司訪談
選擇幾家正派經營的多層次傳銷公司，進行公司訪談，深入了解自我評鑑對該公

司之影響，及95年度公平會委託研究報告提出之「評鑑指標」與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
實務所須關注之事項是否契合。聽取其建議或修正意見，以便期末報告時能建立一套

具體可行的「自我評鑑指標」及「自我評鑑手冊」。

(三)專家座談會
邀請國內對多層次傳銷、專業評鑑制度、消費者保護有研究的學者專家進行小型

的座談會，討論「自我評鑑」指標與制度，以收集思廣益的效果。

(四)問卷調查
透過文獻探討與專家學者座談會二種方式，蒐集並彙整出評鑑指標後，對傳銷事

業員工、傳銷商與一般消費者進行抽樣問卷調查，來分析決定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

鑑各項指標的重要性及其權重。

(五)研究結果整理、撰寫
1.將文獻探討、公司訪談、專家討論、問卷調查的結果加以整理分析，評估公平

會95年度委託研究報告提出之「評鑑指標」與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實務所須關注之事
項是否契合。

2.建立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並針對不同規模多層次傳銷事業，建
立細緻化相對應之「自我評鑑」指標。

貳、文獻探討

一、評鑑的認知與實施方式

(一) 評鑑(evaluation)與認證(accreditation)之差異
國內外學者對於評鑑之定義甚多，例如評鑑是資料的蒐集和使用，以作為有關方

案決定的參考(Cronbach, 1973)；評鑑乃是一種「確定所關注的領域」、「選定適當
資料」以及「分析與摘要資料」的過程，以提供決策者作為選擇方案之依據（Alkin, 
1991）；評鑑是指系統化蒐集資料加以分析、評估，以作為判斷績效，或作為持續改
進之依據（林天祐，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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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認證乃類似一種擔保動作，擔保取得資格者其作為或產品能夠符合特定條件

的標準與規範。在產業標準認證機構，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 ISO) 將認證定義為：「透過一個認證協會來確認一事業體或個人是否有能
力完成具體的任務」。

一般而言，評鑑（evaluation）、認證(accreditation)、驗證(certification)等詞彙
通常容易混淆。以下本研究將依據國際標準組織（ISO）所推出的「符合性評鑑」
（conformity evaluation）做為說明，並依其定義來說明這幾種詞彙的差異。符合性評
鑑乃產品（服務係屬於產品定義的涵蓋範圍）、流程、系統、人員或機構達成特定要

求的證明。其主要領域包括各種活動，如測試、檢驗、驗證，以及符合性評鑑機構之

認證。其評鑑對象可為產品、過程或服務，要判斷是否達到的相關要求，包括顧客設

立之自願性質的要求或政府權責單位訂定強制性質的要求。

本研究將幾個容易混淆的名詞定義整理如表一，其上下關係為評鑑→認證→驗證

→檢驗→測試→試驗。因此評鑑在此乃是一個廣義的涵括詞；認證在ISO的符合性評
鑑當中則是屬於其中末端的一個程序，例如發給受評單位合格證書給予正式認可，證

明其「有能力」執行某特定工作之程序。

表一 易混淆的名詞定義與比較
易混淆的名詞 名詞定義

評

鑑

活

動

認證(Accreditation) 主管機構對某人或某機構給予正式認可，證明其有能
力執行某特定工作之程序。

驗證(Certification) 對某一項產品、過程或服務能符合規定要求，由第三
者出具書面保證之程序；產品、系統與人員驗證。

檢驗(Inspection) 檢驗為經由觀察與判斷，適當時伴以適當之度量、測
試或量規檢查之符合性評估。

測試(testing) 執行一種或多種的試驗作業。

試驗(test) 按規定程序對某一產品、過程或服務的一種或多種特
性，予以測定之技術性作業

資料來源：國家型符合性評鑑知識服務體系網站(http://www.ca.org.tw/report.aspx?id=2&kind=1)

由表一知，其實無論是不同層次的試驗、測試、檢驗或驗證，基本上都是評鑑

的一部份，因此評鑑在此乃是一個較屬綜合、全方位的衡量的用詞；認證在ISO的符
合性評鑑當中則是屬於其中末端的一個程序，例如發給受評單位合格證書給予正式認

可，證明其「有能力」執行某特定工作之程序。

為了避免評鑑與認證的混淆，「評鑑」與「認證」可區分為，評鑑是由一個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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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的機構，以一組表現、品質與成果指標來評估某一個組織的過程，評鑑的主要功

能在於提供評鑑委員作為「通過」與否之依據。而認證則是評鑑的最終程序的表現形

式，是通過評鑑之後，授予合格單位某種的肯定形式。

(二) 評鑑的目的
不同產業評鑑各有不同目的，例如ISO-9000系列認證是藉由品質保證與品質管理

系統之運作，使供應商從設計、生產至服務之各階段中，防止不符合之情事發生，

以獲得顧客之滿意(洪鉛財等人，2006）。外勞仲介服務品質評鑑，是鼓勵從事外籍
勞工人力仲介業務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注重經營管理及提昇服務品質，以維護外

籍勞工仲介市場秩序，並作為雇主選任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依據。優良服務作業規範

（GSP）則是協助企業提昇服務品質，強化商業服務業者自我提昇能力，進而促進整
體商業的健全發展。

各產業評鑑目的各不相同，基本上可以歸納為以「興利」、「除弊」或提升服務

品質為目的。但是對於多層次傳銷的弊害態樣眾多，無法均以法律條文因應（公平交

易委員會，1991），因此若是從「興利」角度，讓直銷公司願意更加嚴格規範其直銷
商行為、更愛惜自己的羽毛，相信「評鑑」辦法將能發揮若干效果。

二、自我評鑑

(一)自我評鑑的定義與目的
國際高教評鑑大師 H. R. Kells 在其《大學自我評鑑》一書中對自我評鑑定義有

以下的描述：「組織在各種外部或其他訪視進行前，由成員對組織的情境、意圖、過

程和結果的一種描述或分析；基本上，此過程會提出報告，俾便後續的訪視能順利進

行」(王保進譯，2002)。
「自我評鑑」一詞，其原本指涉的英語用詞，包括＂self-study＂和＂self-

evaluation＂。兩者意涵有所不同，＂self-study＂著重在「自發性」，即重由組織內部
自主發動之自我評鑑，又稱為「自發性自我評鑑」。也就是說，組織透過內在動力的

驅使，自主地實施評鑑工作。＂self-evaluation＂則屬於因應性或配合性的自我評鑑，
即著重在組織配合外部發動的訪評所執行之自我評鑑。也就是說，組織的主動性與自

主性低於前者(潘慧玲，2005）。
(二)自我評鑑的必備條件與流程

一個有用的自我評鑑過程所應具備的必要條件需要有(1)領導者的支持，(2)專門
技術，(3)資源，(4)發展成員的內在動機，(5)機構需求的診斷；Kells並將自我評鑑的
流程整理如圖一所示(李惠美，2004），包含以下五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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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準備與設計的過程：前置準備活動和評鑑實施的成功有高度正相關，可說是所
有過程最重要的步驟；此階段需要有上述五個必要條件。

2.組織評鑑的過程：包括成立「推動自我評鑑指導小組」、透過評鑑知能的成
長，提升成員間的信賴感與危機處理能力、確保各種資源，以及成員間充分的協助、

建立協調與溝通機制，不開不必要的會、提供各種資料蒐集之管道並注意職員工作的

重要性。

3.執行時期：為了達成自我評鑑的目的，須在妥善掌控過程、檢討相關紀錄文
件、就組織內外部蒐集相關資料、提出有關之問題、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或處方、產

生新的理念或構想、對理念與構想達成共識、設計相關評鑑活動的草案、充分討論

此草案、徵求對評鑑活動的書面意見與反應、對相關資料進行編輯、提出評鑑後的文

件，並對結果進行討論，並加以執行、以及監控結果執行之措施的事先安排等工作。

4.決定評鑑報告處理方式及結果運用：評鑑結果之運用須與評鑑目的密切相關，
使成為組織整體品質管理機制的一部份。但自我評鑑也可能產生副作用，包括評鑑

結果未追蹤、報告書淪為裝飾品以及產生造假及自我誇大的不良風氣（徐鳳禎，

2002）。
5.制度化時期：「制度化」是將政策完全融入組織並固定「我們在這裡做事的方

式」（Fowler, 2000）。

 

 

圖一 自我評鑑過程圖(李惠美，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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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國「國家品質獎」則將企業的自我評鑑區分為表二的三個階段。

表二 企業自評三階段
階  段 自   評   內   容

準備階段
1.視評估流程為策略。
2.評估流程的設計。
3.設定評估階段。

評估階段

4.領導者瞭解與支持的程度。
5.組成評估團隊，訓練評估技術與方法。
6.蒐集資料、晤談、關鍵文件、瞭解現狀—即如何經營與管理。
7.發展評估報告，有關組織的長處與改善機會。
8.呈送評估報告，使領導者知道所要負的責任。

改善階段

9.發展改善計畫：確認須改善的重要問題的優先順序，並作為變革的
依據。
10.實施與追蹤：確定計畫是否執行恰當，是否達成預期的成果。
11.完成第一階段的評估，發展新願景，規畫下一循環的評估。

(三)自我評鑑過程的潛在效益
自我評鑑的過程中會產生以下的其他潛在效益(李惠美，2004)：
1.參與分析的過程對新進人員，特別是行政主管而言是一種有效的訓練。
2.過程若經適當設計或熱誠引導，可促進成員達到「心理凝聚」（psychological 
cement），有助於拉近個人和組織目標間的鴻溝。
3.可提升機構的開放性（例如改善溝通型態、信賴、傾聽、和團體運作等）。
4.可改善機構整體的效能（例如定期診斷問題、謀求解決方案，及運用策略以管

理變革等）。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傳銷業採行自我評鑑可達成的效用有二，一為目標達

成的程度，以供外部檢查(公平會)或評鑑的依據；另一為問題的解決，是由組織所有
的成員參與，在組織內高層的領導下，經由內而外、自主的機制下進行評鑑工作，藉

以達到組織精進的目的。傳銷業採用自我評鑑是最易執行且因為是依自己特點整理、

提供相關資料，具備最能反映自我特色與增進自我瞭解的優點；但缺點是容易淪為主

觀，過於高估或低估組織或組織成員的自我表現。

參、前揭直銷「評鑑指標」適用多層次傳銷事業自
我評鑑之評估

一、前揭「評鑑指標」與多層次傳銷事業實務上關注事項契合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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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95年度委託研究報告提出之「評鑑指標」，經本研究與傳銷業者、高階
傳銷商、專家學者舉辦的座談會討論後認為，該「評鑑指標」係以降低交易雙方因資

訊不對稱而產生的交易成本為主要方向，設計包含自我評鑑(資訊揭露完整性與合法
性)與實地訪視(公司管控度落實程度)兩大部份，同時將多層次傳銷事業對直銷產業之
「貢獻」與「傷害」列入加減分項目。整體而言，該指標涵蓋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實

務所須關注之事項，例如產品品質、獎金制度與參加人退出退貨等重要事項，在評鑑

上也都給予較高的權重；另外四項評鑑指標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實務，都有其重要

的意義與實務上的需要。本研究認為此「評鑑指標」與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實務所須

關注之事項有很高的契合度，多數具規模之多層次傳銷事業亦有相同看法。

二、前揭「評鑑指標」適用於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之可行

性評估

經與各界討論後，基本上大多認為前揭「評鑑指標」內容都適用於多層次傳銷事

業之自我評鑑上；惟多層次傳銷事業對於自我評鑑指標之若干內容與推行仍有疑慮，

茲分述如下： 
(一)評鑑指標之權重不宜固定  

多層次傳銷事業的經營規模大小差異性很大，產品也包含有形、無形等很多不

同種類，因此評鑑指標之權重不宜「一視同仁」，例如在「公司管控度落實程度」

構面2.7(資訊系統與作業規定，權重為4%) 主要在衡量多層次傳銷事業的「資訊化程
度」，這對規模較小的多層次傳銷事業是很不公平的，因為公司規模小資訊化程度當

然有限。因此在衡量構面權重方面宜參考ISO精神、大學評鑑方式，由自我評鑑公司
依公司之發展方向、規模等自行訂定各指標之權重(仍然以滿分100為準則)。
(二)多層次傳銷事業違規記錄宜加入成為主要自我評鑑指標之一

傳銷所以需要特別立法加以規範，主要原因在此通路容易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由於傳銷不是以媒體廣告為主的行銷方式，較其他行業封閉性高，消費者不易從各項

媒體中瞭解多層次傳銷事業的經營狀況，因此確認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合法傳銷行為是

很重要的。本研究認為，若僅將多層次傳銷事業對傳銷產業的「貢獻」與「危害」列

入加減分項目，不足以說明其重要性，因此宜將傳銷公司對傳銷產業的貢獻(如公益
活動等)與危害(如違規記錄)，加入自我評鑑指標內。
(三)多層次傳銷事業對自我評鑑之疑慮

經調查發現若干多層次傳銷事業並不贊成推動評鑑制度，因此對於推行自我評鑑

仍然有些疑慮，怕相關單位在推行自我評鑑後的下一步就是辦理評鑑；而評鑑對於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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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經營的多層次傳銷事業最大疑慮仍在於該公司的財務報表、直銷商資訊等重要資料

的外漏。再者，若要推行評鑑制度，則無異是將現行的報備制推向許可制。 

肆、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之設計

洪永泰（1995）認為指標是對某種狀況給予數據判斷，是一種測度，藉以顯示該
狀況的水準，指標的建構方法可分為「質化」與「量化」兩部分。評鑑指標應是藉由

某些相關的標準或參數對評鑑的對象或主體作價值評定與判斷。由以上評估指標的定

義及原則可知，評估指標是一種反應現況事實的參數，其中包含量化的數據及質化的

敘述。建構或使用指標要符合以上原則，並排除一切可能干擾的因素。在人員的選取

上，應邀請具該專業領域的專家參與，並歸納專家的意見，以確保指標準確性及合理

性。

洪財鉛等(2006)以降低交易雙方因資訊不對稱而產生的交易成本為主要方向，建
立「多層次傳銷事業專業評鑑指標」，該指標內容包含自我評鑑(資訊揭露完整性與
合法性)與實地訪評(公司管控度落實程度)兩大部份，同時將直銷事業對直銷產業之
「貢獻」與「傷害」列入加減分項目。整體而言，該指標涵蓋直銷事業經營實務所須

關注之事項，例如產品品質、獎金制度與參加人退出退貨等重要事項，在評鑑上也都

給予較高的權重；各項評鑑指標對直銷事業經營實務都有其重要的意義與實務上的需

要。本研究因此以該指標為藍本，收集多層次傳銷業者的意見和專業判斷來研擬自我

評鑑指標。

一、自我評鑑指標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在問卷調查方面，本研究以公平會95年度委託研究報告提出之「評鑑指標」為
問項，在公平會例行北、中、南的宣導活動場所委託發放，扣除條件不符合的研究

對象，及問卷答案勾選尺度皆相同者，和回答不完整等之無效問卷，有效問卷計186
份。本研究採用Cronbach′s α係數檢驗量表信度，並以Nunnally(1987)所建議0.7為信
度標準。經檢驗結果各構念信度Cronbach′s α值由0.83至0.93，均達0.7以上，顯示各
構念具有一致性且在可接受的範圍內。在效度方面，問項內容係以洪鉛財等人(2006)
論文之內容為主，故有一定的內容效度。另外，本研究亦以One-Way ANOVA檢定不
同受訪者之職位、人口統計與問項間之關係，結果均不顯著，可知不同職位、學歷、

年齡之受訪者在自我評鑑指標上之看法並無差異。

在186份有效問卷中，有154位受訪者認為多層次傳銷事業辦理「自我評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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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信社會大眾，提升多層次傳銷事業的經營績效。對傳銷商而言，多層次傳銷事業若

能通過公正單位(最好是公平會)的認證，無疑是增強了傳銷商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的信
心與鼓舞，因此八成以上的受訪者對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採正面的看法。另外，

有六成(115位)的受訪者認為以自願參加的方式來辦理評鑑較合適，受訪者認為鼓勵的
方式會比強制方式好。

本研究以「自我評鑑指標之認同度」為依變數，以「資訊揭露完整性與合法性」

構面之問項為自變數，經由逐步迴歸方法分析發現(表三)，多層次傳銷事業愈清楚的
揭露其獎金制度、產品品質、直銷商權益、合法傳銷資訊，則自我評鑑指標之認同度

愈高(R2=0.509，F=46.34 )。

表三 自我評鑑指標之逐步回歸分析
預測變數 B Std. Err. β t P-value
常數 0.884 0.265 3.333 0.001
獎金制度 0.286 0.078 0.293 3.676 0.000***
產品品質 0.146 0.060 0.169 2.433 0.016*
直銷商權益 0.160 0.049 0.206 3.269 0.001**
合法傳銷 0.208 0.088 0.205 2.377 0.018*
註：* 表 p<0.05 ，** 表 p<0.01，*** 表 p<0.001

本研究以「自我評鑑指標之認同度」為依變數，以「公司管控制度落實程度」之

問項為自變數，經由逐步迴歸方法分析發現(表四)，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獎金制度、產
品品質、直銷商權益、合法傳銷等之控制落實程度愈高，則自我評鑑指標之認同度愈

高(R2=0.407，F=41.601 )。

表四 自我評鑑指標之逐步回歸分析
預測變數 B Std. Err. β t P-value
常數 1.509 0.270 5.590 0.000
產品品質 0.225 0.080 0.250 2.833 0.005**
直銷商權益 0.214 0.072 0.249 2.956 0.004**
獎金制度 0.216 0.082 0.220 2.638 0.009**
註：* 表 p<0.05 ，** 表 p<0.01

在自變項(產品品質、直銷商權益、獎金制度、合法傳銷)共線性方面，本迴歸模
式各變數間之相關係數皆在0.8以下，變異膨脹因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值
小於10，且條件指數(conditional index；CI)小於30，因此模型中各因數間無共線性的
問題(Belsley et al., 1980)。另外本迴歸之R2值皆在0.4以上，具有一定的解釋能力。

由受訪者在評鑑指標上最重視(1) 傳銷商的進入/退貨權益問題( =4.55)，(2) 多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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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傳銷事業的獎金制度( =4.50)，(3)多層次傳銷事業的產品品質( =4.38)，印證了實
務上傳銷商所重視的主要問題，故此三項評鑑指標，應是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的

重要指標。

二、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之建立

本研究依前揭之評鑑指標，經徵詢多層次傳銷事業、問卷調查分析、專家學者會

談後，建立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如表五所示，各指標之權重在各限定範圍

內由自評事業決定(總分仍以100為準則)。

表五 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

自我評鑑指標 細項自我評鑑指標

1.充分揭露確保產品品
質、性能、安全無虞之
資訊
(權重：10-16%)

1-1. 公司各項合法產品品類(項)，是否符合相關主管單位之
各項規範。
1-2. 公司服務性商品或遠期商品是否符合主管單位規定。
1-3. 有形產品、服務性商品或遠期商品之各項產品優越性訴
求之證明。

2.充分揭露傳銷組織架
構及獎金制度之資訊
(權重:10-15%)

2-1. 公司之傳銷組織架構資訊。
2-2. 公司傳銷獎金、佣金制度資訊揭露。
2-3. 公司揭露其參加人獎金發放方式與時程。
2-4. 公司財務報表揭露。

3.充分揭露參加人從加
入迄退出攸關其權益之
各項資訊
(權重:9-14%)

3-1. 公司最近二年報備之書面契約、報備回函及異動條文對
照表。
3-2. 公司最近二年報備之事業手冊、報備回函及異動條文對
照表。
3-3. 參加人與公司簽訂之餐加契約及事業手冊應各自留底，
以讓參加人可以查閱其簽訂條文之內容。 
3-4. 公司對傳銷商之租稅義務宣導事實。 

4.充分揭露參加人應瞭
解之商品及進貨/退貨流
程與規定之資訊
(權重:10-15%)

4-1. 公司充分揭露確保參加人充分瞭解商品或勞務之品項、
價格、用途、來源、產品責任保險及其有關事項之實施方
式。
4-2. 公司對參加人充分揭露公司進貨流程與規定。
4-3. 公司讓參加人瞭解一般商品退貨、瑕疵處理規定與流程
之資訊。
4-4. 公司讓參加人瞭解退出退貨之處理規定與流程之資訊。
4-5. 公司透過適當機制充分對參加人揭露「預付型商品(服
務)」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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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指標 細項自我評鑑指標

5.充分揭露對參加人教
育訓練制度之資訊
(權重：5-10%)

5-1. 公司是否充分揭露教育訓練制度之資訊。
5-2. 公司是否充分揭露最近一年教育訓練實際實施之資訊。
5-3. 公司是否充分揭露對高階參加人自行舉辦教育訓練之資
訊。

6.充分揭露參加人及消
費者服務品質之相關資
訊
(權重：3-8%)

6-1. 公司是否充分揭露攸關參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之資
訊。
6-2. 公司是否以專責組織專門人員處理參加人各項服務需求
之作業制度。
6-3. 公司是否能提供參加人服務下線所需之資訊。

7.確保參加人及消費者
服務品質管控制度落實
程度 
(權重：5-8%)

7-1. 公司 0800 客訴中心、意見信箱或其他類似單位之運作
情況。
7-2. 公司專人專責處理客訴問題之運作情況。
7-3. 公司提供參加人服務下線所需資訊之運作情況。
7-4. 公司研議減少客訴問題之具體制度。
7-5. 公司解決客訴問題之處理紀錄與成果。
7-6. 公司服務現場之展示空間、清潔、服務態度。

8.推行傳銷業務所揭露
資訊之合法性
(權重：7-12%）

8-1. 公司推行傳銷業務所公佈之媒體、刊物合法性。
8-2. 公司傳銷商在招募下線與銷售商品之合法性。

9.內控稽核組織與作業
規定
(權重：3-8%)

9-1. 公司是否設立內部稽核組織並揭露公司組織層級、人員
配置，組織運作情況。
9-2. 公司內控稽核作業規定並舉例說明個別作業之實際執行
情況。

10.資訊系統與作業規定
(權重：3-8%)

10-1. 公司資訊系統建置與管理情況。
10-2. 公司實地查核資料處理、資訊系統運作情況。

11.有助益多層次傳銷事
業之事實
(權重：5-8%)

11-1. 公司提供任何助益多層次傳銷事業形象之事實。

12.無危害多層次傳銷事
業之事實
(權重：5-8%)

12-1. 公司無危害多層次傳銷事業形象之事實。
 

三、不同規模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

由公平會歷年來的多層次傳銷事業違規統計，可發現傳銷行業最可能引發消費者

疑問，或者讓消費者誤入及離開多層次傳銷事業的部分，主要有三項：(1)傳銷商退
出退貨問題，(2)獎金制度，(3)產品品質和價值。因此未來制定多層次傳銷事業「自
我評鑑」時，這三項指標應該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本研究經與多層次傳銷事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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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認為不同規模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區分，可依(1)經營規模，或(2)報備年資，來區
分為3級；在經營規模方面以傳銷業之年營業額來區分以新台幣一億元以下、十億元
以下以及十億元以上為基準，而若以報備年資則以1年、3年以內及3年以上為基準。
各自評指標之權重由自評事業依各自之規模與重視程度來自行決定，但需在設計的比

例範圍內。針對不同規模之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分析如下：

(一)大規模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
大規模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傳銷商與消費者人數動輒數十萬人或具有多年傳銷

經營實務，對社會安定、民生經濟有重大的影響，因此在推行自我評鑑時，上述所有

「自我評鑑指標」均需加入成為自我評鑑內容，確實執行。

(二)中規模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
中規模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自我評鑑指標，宜包含上述指標1至5項及第9、12

項，即涵蓋傳銷商退出退貨問題、獎金制度、產品品質和傳銷業內部稽核等指標，主

要目的是在協助傳銷事業自我檢測，發現問題、改善經營效率。其他細項自我評鑑指

標應可依規模等實際情況適度調整。

(三)小規模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
小規模之多層次傳銷事業由於規模小或進入傳銷產業時間不久，能否繼續生存並

逐漸穩定成長，是該事業當前面臨的挑戰，因此自我評鑑指標宜包含上述指標1至3項
及12項。此時自我評鑑目標應在於自我成長與檢查無危害傳銷產業之事實。其他細項
自我評鑑指標應可依規模等實際情況適度調整。

伍、多層次傳銷事業藉由自我評鑑之效益

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目的是以「興利」與提升服務品質為目的，讓傳銷公司

願意更加嚴格規範其直銷商行為、更愛惜自己的羽毛。再者，因為是由公司所有的成

員參與，在公司高層的領導下，經由內而外、自主的機制進行評鑑工作，可以達到組

織精進、改善體質的目的。

多層次傳銷事業在自我評鑑的過程中會產生以下效益：

1.對事業本身有體檢與員工教育訓練的作用，改善流程提高經營效率。
2.自我評鑑過程若設計適當，有助於拉近傳銷商和傳銷事業目標間的代溝，
提高服務品質，提升企業形象。

3.從自我評鑑過程可發掘出傳銷事業人員配置與組織運作之缺失，進而運用策
略、改善缺失，提高經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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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經由持續的自我評鑑可適時診斷出問題、謀求解決方案，取信於消費者。

陸、促進多層次傳銷事業進行自我評鑑之誘因

對企業而言，雖然推行自我評鑑有諸多的好處，但也可能因此造成員工人仰馬

翻，抱怨連連。因此對於願意進行自我評鑑的多層次傳銷事業，有必要給予適度的鼓

勵與誘因。自我評鑑對多層次傳銷事業有諸多好處，它讓此產業能更透明的展現在消

費者面前，讓消費者更了解傳銷產業，自然也更會接受傳銷。為鼓勵多層次傳銷事業

進行「自我評鑑」需有誘因，相關單位可考慮：

(1)由公平會印製「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手冊」發給所有報備的公司，鼓勵
他們每年定期進行自我評鑑，並保存評鑑報告作為改進的證據。

(2)對於自我評鑑報告製作確實、完整的公司，給予減少業務檢查項目或在一定
期間免除業務檢查。

(3)鼓勵公正的第三單位在直銷事業樂意進行自我評鑑之後，接受多層次傳銷事
業的申請，根據其提供的自我評鑑報告，經過實地考核之後給予認證，並對外公佈認

證的傳銷企業。

柒、結 論

在追求卓越與高度績效表現的知識經濟時代，對「專業」的高度重視，已成為人

類社會中各個職場領域的共同訴求與生存規範(陳建銘，2006)。    本研究以公平會95
年度委託研究報告提出之「評鑑指標」為依據，透過與多層次傳銷事業、專家、學者

研討後制定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自我評鑑」指標，近日亦將完成「自我評鑑」手冊，

提供作為多層次傳銷事業執行「自我評鑑」之參考。

一個有效的自我評鑑過程，所應具備的必要條件需要有負責人的支持、技術、

資源，員工動機與企業的需求。經本研究團隊與我國前10大多層次傳銷事業訪談後發
現，多層次傳銷事業負責人對於「自我評鑑」並不支持，他們認為自我評鑑無急迫需

求，加上擔心其賴以為生之傳銷商與公司財務資料可能會因此曝光，因此對於自我評

鑑或評鑑仍有所疑慮，這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多層次傳銷事業的自我評鑑制度如果能建立起消費者的信心，對於傳銷事業的

營運可以帶來加分的效果。一套合適的自我評鑑制度，可以鼓勵、促使多層次傳銷事

業將資訊透明化、公開化；讓推行自我評鑑的公司能建立消費者對它的信心，也會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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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進入傳銷市場的公司都能努力的推行自我評鑑，如此一來非法傳銷事業將無立足

之地，傳銷市場也會蓬勃發展。從這個角度來看，傳銷業者應該改變抵制、排斥的心

態，共同努力來落實直銷行業的評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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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lti-level marketing (MLM) is an efficient marketing channel. If it is practiced 
carefully, it could shorten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producers and the consumers. It can 
also economize channel cost and let the consumer enjoy a high-quality and low cost 
service.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self-evaluation＂in MLM business is to improve their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image. Self-evaluation can help MLM business examine each 
department›s performance. It can also find out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of the business. 
Simultaneously it may help distributors and consumers have an in-depth cognition and 
positive confirmation effect to the MLM business. This research conducted a sample survey 
among people who attended the regulation workshop organized by FTC, to analyze the 
“evaluation indexes＂proposed in the report of a project sponsored by FTC in 2006, to 
see whether they fit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MLM business. This research also evaluated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the “evaluation indexes＂ to the self-evaluation of MLM business. 
The experiences of self-evaluation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lated industry were 
examined for our references. Some top managers of MLM companies were interviewed 
to understand their position toward the self-evaluation of MLM. In the meantime, this 
research considered from the position of the consumer and the company to establish the self-
evaluation index of MLM business. Finally, some inducements were proposed to encourage 
MLM companies to adopt the self-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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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方院長文昌（台北大學商學院）

主持人、陳教授以及王教授，就這個題目而言，雖然我的領域在行銷，但我的

評鑑經驗是則是參與過大學評鑑，相較於王教授與陳教授兩位在多層次傳銷方面的專

家，我來評論他們的論文，並不是很妥當，我粗淺的看法是兩位教授的研究非常完

整。

文中對政府如果決定要進行評鑑多層次傳銷，則將採取他評或是自評這個部分整

理得很詳盡。如果採自評，應由哪各單位來進行？如何進行等相關問題，資料相當完

整。

首先，兩位教授的評鑑指標做得非常清楚，也告訴我們說，在不同狀況下，譬如

營業額或是資本額，也設計不同的權重來處理。

我其實更想跳開這個層次，思考作這個評鑑是好或是不好。剛剛王教授有提到，

其實全世界這種評鑑沒有人在做，就是告訴大家，如果要做，可能台灣是第一個。

我們再思考一下，這樣做下去是不是妥當的事情，那是找別人來評鑑還是自己來

評鑑，如果是找別人評鑑，那是找公平會，假使公平會是找陳教授來評鑑，那是代表

公平會的意見，還是學者自己的意見。如果公平會的意見的話，是代表是好的多層次

傳銷，是會賺錢的，還是它是合法的？當然，假使我們找公正第三者，就是由業者自

己組成的協會或是學會等等，或是前一年參與這種研究工作的管科會。我參與過一些

業界的評鑑，譬如連鎖加盟協會本身，其實他是由業界代表組成，這樣是不是好的？

教育部的評鑑，花了不少經費，尤其就評鑑而言，要有蘿蔔、也要有棒子，教

育部的棒子就是恐嚇學校說，如果你辦不好，就要把學校關掉，但這樣的處罰機制，

是不是真的發生過？教育部的另一個棒子，尤其是對私立學校，就是手中握有一個叫

做獎補助款，也就是告訴學校說，如果你作不好，我是不會給你獎補助款的。就教育

的評鑑而言，美國是作認證。但在多層次傳銷裡面是採取什麼較好呢？是排名好呢？

或是認證好？也許我們希望的是排名。或是其實消費者要的是認證？或是告訴消費者

說，一但經我認證，你就是賺錢的？或是我給你一個認證，表示你是很好的商店？我

在想這是更值得討論的。

單純從生產者角度來看，我們確實需要一個評鑑機制，所以弄出來了，那所有的

消費者，包括業者本身，其實不會多珍惜這樣的評鑑制度。如果參與的業者評鑑結果

是好的，大家都很高興，但出現一些問題的時候，冤有頭、債有主，那是要找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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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因為是公平會告訴我說他是好的，所以我聽你的話去參加了。

最後，我給這一篇論文相當高的評價，告訴我們如果真的要評鑑，這樣的指標是

可行的，尤其是浮動指標制度的建立，會讓所有的業者各得其所，以上報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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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與公平交易法之交錯-論標準制定涉
及之專利權行使與限制

李素華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助理教授
*

壹、前言

貳、技術標準對產業發展及市場競爭秩序之影響

　　一、技術標準與產業發展

　　二、技術標準與競爭秩序

參、競爭法與專利法檢視下之專利宣言

　　一、專利宣言概述

　　二、聲明未擁有關鍵專利權或同意不行使專利權

　　三、揭露申請中專利及相關資訊

　　四、事前同意關鍵專利之授權

肆、技術標準關鍵專利之近用機制

　　一、標準所涵蓋之專利權同時具有排他性與獨占性

　　二、以關鍵設施理論近用關鍵專利

伍、結論

摘要

知識經濟與網絡效應發揮時代，技術標準制定組織（S t a n d a r d  S e t t i n g 
Organization, SSO）運作及技術標準對於產業發展與促進競爭有其重要意義。但在網
絡效應之助益下，標準制定後可能較以往更容易產生經濟力集結現象，繼而因個別專

利權人之權利行使或不行使而產生限制競爭情事。基於鼓勵競爭秩序形成及消費者利

益，競爭法主管機關就SSO專利宣言對於參與者之要求及專利權行使限制，包括參與
者應揭露關鍵專利權、申請中專利及事前同意授權，基本上持較肯定之態度；就與技

術標準應用有密切關連之關鍵專利，權利人之拒絕授權行為，競爭法主管機關亦有以

關鍵設施理論為基礎作成強制授權決定；惟除了競爭政策考量，個案判斷上亦不容忽

略專利制度之本旨與鼓勵創新研發之目的。本文在簡述技術標準與產業發展、市場

競爭秩序之關連性後，分別從競爭法與專利法角度，探討國外重要SSO之專利宣言內

* 本文發表於第1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2007年12月4日及5日；部份內容
經修改及通過審稿後，以「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以近用技術標準之關鍵專利為中
心」之名刊登於公平交易季刊，第16卷第2期，2008年4月，頁85-122。



第1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80

容，最後再研析於何等範圍及標準下，關鍵設施理論能作為近用技術標準相關專利之

措施。

關鍵字：技術標準（technical standard, standard）、標準制定（standard setting, 
standardization）、關鍵設施理論（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獨占地位濫
用（abuse of monopoly）、專利權濫用（patent misuse）、拒絕授權（refuse to 
license）、強制授權（compulsory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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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代化的產業與專業分工細膩下，對於不同產品或技術之相容性有高度需求，商

品或服務必須以相同的技術標準（technical standards）為基礎，此尤以網際網路、資
訊通訊等高度依賴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1之產業為然。蓋建立於相同技術標準

之產品或技術，可避免消費者及事業因技術規格不相容而須付出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此外，在某種程度上，技術標準亦扮演著確保產品或技術符合一定安全性、
品質或環保需求之功能2。從促進國際間之自由貿易角度，技術標準亦為不可或缺，

其可避免跨國商品交易或服務提供之技術性貿易障礙3。

技術標準不僅為達成產品及技術相容性所必要，就產業發展與市場競爭，亦使

各事業在相同的技術基礎上從事商品或服務之競爭。惟技術標準雖有促進競爭之功

能，卻亦有事業結合智慧財產權之排他性力量，藉由參與標準之制定過程，以不當

方式掠取日後從事競爭之優勢地位。美歐近年來之產業實務個案，諸多乃關於技術

標準涉及之專利保護與權利行使爭議，2006年8月2日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認

1 所謂網絡效應，係指經濟活動已不限於一對一的交易型態，而是多邊且交錯模式，因
此，特定商品或服務會因使用者增加，而強化該商品或服務所產生的效益；對使用者而
言，該商品或服務之效益大小，與同一網絡中使用者數目多寡有密切關連，傳真機、
Internet電子郵件等網際網路相關商品或技術應用即為重要例子。David A. Balto, Standard 
Setting in a Network Economy (2002), http://www.ftc.gov/speeches/other/standardsetting.htm 
(last visited November 10, 2007); Sören Delf, Innovation-Standardisierung-Recht (Das Beispiel 
Internet), in INNOVATION UND RECHTLICHE REGULIERUNG (Martin Eifer & Wolfgang 
Hoffman-Riem, Herg., 2002), S. 174 ff.

2 從而在學說分類上，依據技術標準之制定目的或功能，可將其區分為兩類：網絡
技術標準或相容性技術標準（network, compatibility or interface standards）、品質技
術標準（quality standards），前者諸如由美國技術標準組織JEDEC (Joint Electron 
Device Engineering Council)基於促進SDRAM（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Access 
Memory Chips）應用而建立之標準，後者諸如美國FFIEC（Fede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xamination Council)要求提供網路銀行之業者必須達到一定的標準，以符合交易安全及
防止駭客入侵。關於技術標準分類及功能之討論，參見Sören Delf, a.a.O. (Fn. 1), S. 173 f.; 
Janice M. Mueller, Patent Misuse through the Capture of Industry Standards, 17 BERKELEY 
TECH. L.J. 623, 631, 632 (2002).

3 例如：基於促進商品及服務自由流通，避免技術規格成為障礙，歐盟制定93/34/EC之
技術標準與規範指令（Directive 98/34/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2 June 1998 laying down a procedure for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in the field of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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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SDRAM（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Access Memory Chips）設計大廠Rambus 
Incorporated參與技術標準制定之不當行為構成優勢地位濫用4。由於當事人被控反競

爭行為乃事業內部常見之專利布局（patent portfolio）及專利策略，因而本案在科技
產業受到高度重視。

藉此，本文擬從標準制定涉及之專利保護5、權利行使與限制，探討專利權

與競爭法之交錯問題6。在簡要述及技術標準與產業發展及市場競爭秩序之關連性

後，分別從競爭法與從專利法觀點，檢視為一般技術標準制定組織（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 SSO）7所廣泛採納之專利宣言（patent policy）或智慧財產宣言（IP 
policy）重要內容8。最後，再從技術需求者角度，探討技術標準若涵蓋特定專利權，

競爭法如何促進專利技術之近用（access）。

貳、技術標準對產業發展及市場競爭秩序之影響

所謂的技術標準，係指提供或企圖提供技術之特定規格，以使商品、服務或製造

程序能有共通的設計或相容性（compatibility; interoperability）9；技術標準決定了特

定商品、服務、製造程序、品質或材料應具備之特性10。部份標準涉及相當複雜的技

4 In the Matter of Rambus Incorporated, Docket No. 9302。關於本案在美國FTC之案件發展
及相關資料下載：http://www.ftc.gov/os/adjpro/d9302/index.shtm (last visited November 6, 
2007).

5 技術標準涉及之智慧財產權保護或權利行使問題，不以專利為限，著作權亦屬可能。例
如：在軟體產業所建立之技術標準，可能及涉及著作權保護之電腦程式或原始碼；又如
標準制定過程往往有相當多的文件或技術報告，此等資料為著作權保護之標的。另外，
商標權所保護之文字、圖形、記號、顏色或聲音等，雖然不可能成為技術標準之內容，
但技術標準制定組織可能會以特定圖案申請商標權，藉以區別商品或服務是否符合該等
技術標準，例如：德國最重要的技術標準組織DIN（Deutsches Institut für Normung e.V.）
即有 商標之註冊。據此，技術標準與著作權及商標權亦有交錯之可能。本文以下之討
論，僅限於技術標準與專利權之交錯問題。

6 除了專利權行使外，技術標準制定參與者間以協議之方式合作、技術標準組織之形成，
亦可能涉及競爭法之聯合行為、結合行為或獨占地位濫用等規範。關於此等討論，參見
李素華，<技術標準制定之競爭法規範與調和>，東吳法律學報，第15卷第1期，2003年8
月，頁136-151。

7 亦有稱為SDO（standar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8 不論是＂patent policy＂或＂IP policy＂之英文直譯應為「專利政策」或「智慧財產政
策」，但二者往往係由私人組織性質之SSO所公布及施行，為避免誤解而認為其有國家
公權力色彩或為專利專責機構所訂定者，本文以下均逕稱為「專利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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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規格，但其亦可能僅為簡單的商品或服務規格，諸如日常生活所用的電器插頭及插

座規格、輸出入電壓。惟不論是屬於複雜或簡單的技術標準，均可能影響產業發展及

市場競爭秩序。

一、技術標準與產業發展

數位經濟（digital economy）與網絡經濟（network economy）發展下，由於網絡
效應之影響，技術標準更有其重要性。技術標準與網絡效應間實乃一體兩面關係，亦

即網絡效應有助於技術標準充分發揮作用；反過來說，網絡效應之發揮，亦仰賴於技

術標準之制定。舉例而言，在完全的數位化時代，網際網路相關產業、互動式平台之

發展，必須建立在一致性的技術標準，諸如電子支付（electronic payments）、數位交
易之安全服務及其基礎設施、金鑰認證機構（key certificate authorities）、資料整合
與近用管控（data integrity and access control）、電子著作權權利管理系統（electronic 
copyright management systems）；同樣的，前述技術標準在網際網路應用及網絡效益
影響下，則可發揮最大的使用效益。

不僅技術標準與網絡效應間有互為依存關係，事業的市場力量（market power）
與網絡效應亦有相同關係。詳言之，特定商品或服務若獲得消費者青睞，在網絡效應

之助益下，該商品或服務將迅速流行、攻占市場，進而使商品或服務提供者立即累積

市場力量，該等市場力量亦較以往更容易維持。前述情形係因網絡效應之發揮，使得

事業獲益而居市場控制地位；反之，事業亦可能利用網絡效應來積極取得或擴大其市

場力量。

據此，在網絡效應的串連下，擁有技術標準即與擁有市場力量具有正面的發展關

係。諸多實務運作結果亦顯示，有網絡效應特性之產業，其市場力量往往由持有技術

標準之單一事業所主導，或由共同持有技術標準之一群事業所掌握。

二、技術標準與競爭秩序

技術標準雖可能造成市場力量集結現象，但其非完全不利於市場競爭秩序之形

成。從競爭秩序角度來看，技術標準可能兼具促進競爭與限制競爭效果。

9 Mark A. Lemle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s, 90 CAL. L. 
REV. 1889, 1896 (2002); Joseph Scott Miller, Standard Setting, Patents and Access Lock-In: 
RAND Licensing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40 IND. L. REV. 351 (2007).

10 Sören Delf, a.a.O. (Fn. 1), S. 173; Matthew N. Kriegel, Would You Go to Work if You Weren´t 
Paid? The Problem of Incentives for Participants in Standard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 84 
WASH. U. L. REV. 211, 215-216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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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促進競爭效果

技術標準可能產生促進競爭效果，例如：所制定之標準乃開放的，不受任何智

財權保護或任何人在不歧視的條件下得近用之。此時，不僅市場上的既存事業可立於

同一技術條件而相互競爭，對於新競爭者，亦無進入市場之技術障礙；上下游事業或

消費者可在相同的技術基礎上，選擇品質、功能較佳的商品或服務。另外，標準制定

後，可加速相關技術與產業發展、利於上下游產業技術之研發與應用。在特定技術及

其相關產業尚屬萌芽階段，若由個別事業分別進行技術研發，可能會出現規格不一的

商品或服務，因而不僅不利於該產業整體發展，上下游業者或消費者亦因商品或服務

之技術規格不一而產生不便11。

技術標準對於降低授權協商成本或減少專利爭議上，亦有其重要意義。標準制定

後，賦予事業近用該等技術之可能性；即便技術標準涵蓋特定專利權，諸多SSO亦透
過專利宣言使技術需求者能以適當條件下取得授權，因此，標準制定可減少技術移轉

所需之費用或時間成本。此外，市場上尚無通用的技術規格前，事業各自投入研發、

相關技術百家爭鳴，不免有專利侵權情事，由專利侵權所生之爭議解決程序不僅耗費

時間，衍生的訴訟費用及損害賠償亦相當可觀，從而及早確定技術標準可降低侵權爭

議發生。

（二）限制競爭效果

從另一方面而觀，技術標準亦可能對有效競爭有不利影響。首先，個別技術本身

受到智財權保護後，已取得法律所賦予的排他權，若進一步被納入技術標準，可能使

市場力量集中於單一或少數事業，整體對外關係上即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優

勢，因而在特定市場形成獨占地位，此時相當容易發生獨占地位濫用而阻礙市場上的

有效競爭。

此外，技術標準亦可能不利於技術創新與研發。一般而言，SSO成員為特定市場
之參與者，彼此間往往具有競爭關係，因而高度關切所制定標準及產業未來會廣泛使

用之技術內容12。技術標準制定後，若SSO能使技術需求者以無償或合理方式實施該
等技術，可能降低參與者、競爭者或上下游事業持續投入新技術規格研發之誘因，阻

礙新的技術、商品或服務之發展、降低技術改良之可能性13，亦使技術市場或創新市

11 James J. Anton, Dennis A. Yao, Standard-Setting Consortia, Antitrust, and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64 ANTITRUST L. J. 247, 248-249 (1995); David A. Balto, supra note 1; Maurits 
Dolmans, Standards for Standards, 26 FORDHAM INT´L L. J. 163, 166 (2002).

12 Matthew N. Kriegel, supra note 10, 216-217.
13 Sören Delf, a.a.O. (Fn. 1), S. 186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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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之競爭秩序受到限制。

再者，觀察國外諸多個案可以發現，標準制定固然能達成商品或服務之相容性，

但企圖將其他競爭者排除於特定市場、或為了阻礙新加入者而提高進入市場門檻，

有時反而為制定技術標準之主要目的。於此情形，SSO參與者在對外關係上形成卡
特爾（cartel）之聯合關係14或杯葛行為15，尤以封閉性的技術標準（closed standards; 
proprietäre Standards）16為然，其對特定市場之競爭秩序有甚為不利的影響。

參、競爭法與專利法檢視下之專利宣言

一、專利宣言概述

從實務發展可知，不論特定技術規格被選定為標準之過程為何17，技術標準可能

全部或部分涵蓋他人所擁有的專利權，一般稱之為「關鍵專利」（essential patent）
18。專利權的排他特性與緊密的控制性（tight control），在本質上即與技術標準之自
由近用（free access）特性有所衝突19，蓋基於智慧財產權之排他特性，關鍵專利可

能對市場參與者近用技術標準產生限制，諸如拒絕授權或主張過高的權利金數額。另

外，就SSO運作而觀，欲制定之技術標準若涉及關鍵專利權，在SSO參與者間較不易
取得標準制定之共識，從而延宕建立技術標準之時機；若關鍵專利之權利人同時為

14 參見我國公平法第7條關於聯合行為定義之規定。
15 參見我國公平法第19條第1款。
16 封閉式的技術標準乃相對於開放性的技術標準（open standards; offene Standards）。前
者係指技術標準由單一或少數事業所制定，非所有的競爭者或市場參與者均能參與標準
之制定過程或近用該標準。開放性的技術標準則乃市場參與者均有機會參與標準制定及
近用技術。David A Balto, supra note 1; Mark A Lemley, supra note 9, 1962, 1963; Priscilla 
Caplan, Patents and Open Standards, National Information Standards Organization (NISO), 
2003, at 3-4.

17 依據技術標準之制定程序或SSO之組織運作，可分為事實上的標準（de facto standards）
與法律上的標準（de jure standards）；後者又可再區分為政府部門所制定及私人組織所
制定之標準。關於其內容及實務個案介紹與討論，參見李素華，<技術標準制定之競爭法
規範與調和>，東吳法律學報，第15卷第1期，2003年8月，頁123-129。

18 所謂的關鍵專利，係指基於技術上的考量（technical grounds），諸如技術應用實務或當
時的技術發展狀態，不論是製造、販賣、處分、修理、使用或操作符合技術標準之設備
或方法，必然會侵害到該專利權；因商業考量（commercial grounds）而必須實施特定專
利技術者，仍非關鍵專利。參見§ 15.6 of the ETSI IPR Policy (November 22, 2000); § 1.5 
of the ETSI Guid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eptember 1, 2004); § 10.2.1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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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O參與者，在對內及對外關係上易生利益衝突疑義。據此，為了避免受限於特定專
利權、確保所制定的標準為開放性（open），能由技術需求者廣泛使用，SSO在內部
通常會採行專利宣言。

專利宣言所欲達到之目的在於，及早發現標準可能涵蓋之專利技術與確保專利權

人同意授權，以利標準制定程序之進行與標準實施20；從而專利宣言可謂在公眾實施

技術標準之需求與智財權人之權利行使間，尋求平衡21。歸納而言，專利宣言之主要

內容乃要求SSO參與者揭露與技術標準相關之專利權或申請中專利，並表明日後是否
及如何行使該等權利。關於專利宣言之性質，學說22及SSO實務運作23大抵認為，其

屬私法規範（private ordering），亦即事業在參與SSO時，專利宣言乃參與契約之一
部份，因而對於SSO參與者發生私法契約之拘束力。據此，若SSO之專利宣言明訂，
參與者未履行關鍵專利之揭露義務，日後若專利技術被納入標準，其法律效果乃標準

使用者能以無償授權方式實施關鍵專利。於此情況，事業一旦同意加入該SSO，在契
約關係上即負有專利宣言所課以之無償授權義務24。

另外，有認為25特定專利技術屬於標準之內容時，在專利權人與技術實施者間可

謂成立默示授權（implied license）之關係。再者，SSO參與者若違反專利宣言而於日
後行使關鍵專利權時，可能受到專利法上的禁反言（equitable estoppels）或誠信原則
26之限制。例如：事業參與技術標準制定過程，本於誠信（on a bona fide basis; make a 
good faith）而聲明無相關專利權或無行使權利之意願，日後若違反該聲明而向技術實
施者主張侵權或要求權利金時，技術實施者可以禁反言或誠信原則抗辯。

19 Joseph Scott Miller, supra note 9, 352-353.
20 § 1.1 of the ETSI Guid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eptember 1, 2004); § 10.1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21 § 1.1 of the ETSI Guid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eptember 1, 2004).
22 Mark A. Lemley, supra note 9, 1910-1912; Joseph Scott Miller, supra note 9, 360.
23 § 12 of the ETSI IPR Policy (November 22, 2000)。由國際間重要的技術標準制定組織

IS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及IEC（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所制定之技術標準，亦屬自願性的契約履行及遵從，參見http://isotc.iso.org/
livelink/livelink/fetch/2000/2122/3770791/customview.html?func=ll&objId=3770791&objActi
on=browse (last visited November 10, 2007).

24 §10.4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25 Mark A. Lemley, supra note 9, 1918-1926.
26 我國專利法及實務雖無禁反言原則，但應可從民法第148條誠信原則規定得到支持：權利
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第1項）。行使權利、履行義務，
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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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下觀察國外重要SSO，包括ANSI（American Nat 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IS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及IEC（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ETSI（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VITA Standard Organization及JEDEC（Joint Electron Device Engineering 
Council），歸納其專利宣言中涉及專利權行使之內容，並從新近國外競爭法主管機
關處理之技術標準個案，討論SSO參與者違反專利宣言而被競爭法主管機關非難之各
該行為態樣，且試著從專利法角度檢視該等行為之妥適性。

二、聲明未擁有關鍵專利權或同意不行使專利權

（一）專利宣言之內容

衡諸SSO之專利宣言，有要求參與者在決定或同意SSO所選定之技術作為標準
前，應聲明（disclaimer）未擁有及未預期會擁有關鍵專利權27。在具體適用上，可能

是SSO或工作小組選定技術將進行表決程序前，參與者應為該等聲明；抑或是SSO在
例行性的會員通訊資料中，促使參與者履行揭露義務28；另外，SSO參與者就研擬中
的標準提出技術建議同時，亦可能就被課以揭露關鍵專利之義務29。應揭露之關鍵專

利應涵蓋國內外專利權，參與者應告知SSO之資訊包括專利權人及專利名稱、專利字
號、專利權人之聯絡資訊、准予專利之國家、該等專利與所制定標準具有關連性之

資訊，必要時亦應提供相關文件。惟對於參與者所揭露之關鍵專利資訊30，SSO僅在
內部保存及對外公告31，原則上不主動確認所揭露之資訊是否正確、關鍵專利是否有

效，亦不主動展開專利檢索以確認是否有其他關鍵專利32。

從SSO運作及技術標準制定程序來看，若能及早使參與者揭露關鍵專利及聲明其

27 § 3.1.1 of the ANSI Patent Policy (March 2003); § 4.1 of the ETSI IPR Policy; § 2.14.2 of 
the ISO/IEC Directives (Patent Policy); § 10.2.1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VITA的專利宣言明訂，成員若未揭露關鍵專利，即乃同意該專利技術將以無償授權方式
使第三人使用。§ 10.4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28 Guidelin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SI Patent Policy (March 2003), at 3; § 10.2.3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 5.1 of the JEDEC Manual of Organization and Procedure (December 
2006)。ETSI之具體作法為，標準制定工作小組之會議均以Call for IPRs為開始程序，亦
即在會議進行前，

29 § 10.2.3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30 Guidelin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SI Patent Policy (March 2003), at 3-4; § 10.2.2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31 § 3 of the ETSI Guid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eptember 1, 2004).
32 § 3.2.1 of the ETSI Guid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eptember 1,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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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行使之限制，可使標準制定與程序進行更有效率；該等揭露亦能使其他SSO參與
者有更多的時間與機會評估，是否將專利技術納入標準，甚而先與專利權人進行合理

授權條件之協商事宜33。

SSO在制定技術標準時，雖然儘可能的避免納入關鍵專利，但SSO的專利宣言通
常亦明確表示，不因特定技術已受到專利權保護而排除之，只要基於技術考量有選定

為標準之合理基礎，仍可能決定關鍵專利為技術標準34。

（二）競爭法觀點

1、隱匿擁有關鍵專利可能構成獨占地位濫用

專利權人雖享有一定期間的排他性權利，亦即對於未經同意而實施專利技術之第

三人，專利權人得禁止之35。惟專利制度僅賦予率先投入研發而有具體智慧財產成果

者能主張排他權，並無意創設權利人在市場上的獨占性（monopoly）；單純擁有專利
權之事實不代表擁有市場力量，專利權行使亦不等同於獨占地位之濫用行為，此乃目

前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及學說之見解36。蓋專利權之權利行使方式與一般財產權並無

不同，擁有此等權利並不當然對市場競爭秩序產生不利影響，甚而其本質上乃有利於

競爭秩序之形成與發展37，因此，應以相同的競爭法標準來審視其適法性。

惟專利保護之技術若被納入標準，專利權人所享有之權利內容，則由排他權進

一步擴展為獨占權或優勢地位38。由於市場參與者必須使用SSO所制定之技術標準，
採用不同標準之商品或服務往往無法與上下游其他商品或服務相容，難以為市場所

接受，因而必須取得關鍵專利之授權以實施專利技術。另外，在標準涵蓋下，關鍵專

33 Guidelin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SI Patent Policy (March 2003), at 3.
34 參見§ 2.14.1 of the ISO/IEC Directives (Patent Policy); § 3.1 of the ANSI Patent Policy 

(March 2003) ; § 8.2 of the JEDEC Manual of Organization and Procedure (December 2006)。
但依據ISO/IEC的專利宣言，僅在例外狀況始會選定專利保護之技術為標準。

 基於競爭法考量，SSO亦不宜因特定技術已受到專利權保護而當然排除之。蓋SSO參與
者通常包含特定市場之參與者，不論是否具有競爭關係，若以群體力量排除優異的專利
技術而不選為標準，可能會構成杯葛之聯合行為。

35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56條規定：物品專利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
其同意而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物品之權（第1項）。
方法專利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使用該方法及使用、
為販賣之要約、販賣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方法直接製成物品之權（第2項）。

36 參見美國FTC及DOJ於1995年頒布之反托拉斯法智慧財產授權行為準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Section 2.2、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審
理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理原則（以下簡稱「公平會專利授權處理原則」）第三點。

37 關於專利法與競爭法之關係，參見楊宏暉，<創新誘因的維護與競爭法規範-以專利拒絕
授權為例>，公平交易季刊，第12卷第2期，2004年4月，頁74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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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技術成為通用技術，與其具有競爭關係之其他技術無法與之抗衡，關鍵專利權人在

特定市場因而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具有可排除競爭之能力39。惟同樣

的，在競爭法主管機關眼中，單純獲得或擁有獨占力量，亦不具有非難性，例如：因

較高超之技巧（superior skills）或先見之明（foresight）而取得市場力量。競爭法所
欲禁止者，乃不當掠奪獨占地位或濫用獨占地位之行為。

在SSO情況，專利權人若於標準之制定過程，以不當方式使其專利技術被納入，
即可能構成以不當方式獲取市場經濟力之獨占地位濫用。美國FTC在Dell案40認定，

SSO參與者若刻意隱瞞擁有關鍵專利之事實或未充分揭露，日後又積極行使其專利
權，構成反托拉斯法所禁止之獨占地位濫用41。

2、Dell參與VESA技術標準案

1992年VESA技術標準協會（Video Electronics Standards Association）制定了電腦
硬體的VL-bus標準，其主要功能在整合CPU及其周邊設備的傳送指令，對於電腦及周
邊設備製造商而言，只有在不同商品內容能彼此相容之情況，始能增進商品效率與銷

售量。Dell代表者在參與VESA技術標準制定過程曾聲稱，就VL-bus標準並未掌握任
何專利權；但當VL-bus標準廣泛為電腦製造商使用，且個人電腦銷售量達一百四十餘
萬台時，Dell開始向VESA成員行使其於1991年獲准之專利權。

對於Dell之前揭行為，FTC認為Dell不當誤導VESA，使VL-bus成為技術標準；
Dell企圖搭技術標準制定之便，利用專利權所賦予的排他性來妨礙市場競爭。Dell故
意未揭露擁有關鍵專利權，FTC基於此一事實認定Dell有濫用獨占地位之主觀意圖，
而故意隱瞞關鍵專利進一步導致日後的獨占地位濫用結果。FTC認為，Dell之不當行
為對競爭秩序產生不利影響，包括關鍵專利近用問題懸而未決將阻礙產業界接受VL-
bus標準及妨礙技術標準之廣泛使用可能；VL-bus標準之市場接受度不明，將增加VL-
bus標準之應用成本及開發競爭性技術之支出，甚而降低事業日後參與技術標準制定
之意願。

本案最後由美國FTC與Dell達成協議收場，Dell承諾對於事業使用VL-bus標準而

38 Kamiel J. Koelman, An Exceptio Standardis: Do We Need an IP Exemption for Standards?, 
IIC 2006, 823, 825-826 (2006); Johann Verbruggen & Anna Lõrincz, Patente und technische 
Normen, GRUR INT 2002, 815, 820 (2002).

39 參見我國公平法第5條第1項。
40 FTC File No. 931 0097 (1995); Dell Computer Settles FTC Charges, Won´t Enforce Patent 

Rights for Widely Used Computer Feature, http://www.ftc.gov/opa/1995/11/dell.shtm (last 
visited November 10, 2007).

41 15 U.S.C.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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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專利實施之行為，不會主張專利權；就Dell參與技術標準過程中未揭露之專利
權，Dell亦同意不行使之。
（三）專利法及實務觀點

不論是從競爭法觀點，甚而是基於權利行使應符合誠實信用原則之基本法理，

SSO成員若有故意隱匿或惡意而未揭露其擁有關鍵專利權之事實，乃試圖設下專利圈
套（patent ambush）、操控（manipulate）技術標準制定活動，確實具非難性42。惟

從專利法及實務觀點而論，為履行關鍵專利之揭露義務，SSO成員勢必需進行相關專
利之檢索與鑑定。從而本文認為，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判斷SSO參與者是否構成獨占地
位濫用時，應考量專利檢索（patent search）及鑑定之困難與既有專利制度之公開機
制，審慎認定專利權人是否具有違法之惡意。

1、專利檢索及鑑定之困難

雖則諸多SSO之專利宣言揭示，要求SSO成員揭露關鍵專利權，不等同於使其負
有義務，就自己或其他人之專利檔案（patent portfolio）進行專利檢索43。惟本文認

為，若不進行技術比對及專利檢索，何能確認SSO參與者是否擁有與所欲制定標準相
關之專利權、所擁有專利技術之權利範圍或內容與所欲制定的技術標準有無關連，從

而SSO成員在某種程度上，仍應為一定的專利檢索與鑑定工作44。

從智慧財產權之管理實務可知，專利檢索及認定系爭技術之實施是否為特定

專利權所涵蓋，必需綜合判斷圖式、發明說明、摘要、申請專利範圍及其各請求

項（claim）、請求項之釋義（claim interpretation）、文字之文義解釋45；均等論

（doctrine of equivalents）46、逆均等論（reverse doctrine of equivalents）47及專利檔案

42 Edward G. Biester III, Ground Ruled and Hot Topics in Antitrus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228-
JUN N.J. LAW 18, 22 (2004); Johann Verbruggen & Anna Lõrincz, a.a.O. (Fn. 38), 822.

43 參見Guidelin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SI Patent Policy (March 2003), at 3; § 4.2 of the 
ETSI IPR Policy (November 22, 2000).

44 相同見解：LARRY M. GOLDSTEIN & BRAIN N. KEARSEY, TECHNOLOGY PATENT 
LICENSING: AN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ON 21ST CENTURY PATENT 
LICENSING, PATENT POOLS AND PATENT PLATFORMS 38 (2004).

45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56條第3項：發明專利權範圍以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為準，於解
釋申請專利範圍時，並得審酌發明說明及圖式。

46 均等論適用下之專利範圍解釋，應認為申請專利範圍不僅包含所有在申請說明中表達之
構成要件，亦包含其均等物。亦即，侵權物如以實質上同一手段而發揮實質上同一功
能，並獲得同一結果者（it performs substantially the same function in substantially the same 
way to obtain the same results），仍可認為構成專利權之侵害。楊崇森，<<專利法理論
與應用>>，修訂二版，2007，頁359以下；黃文儀，<<專利實務：第二冊>>，第4版，
2004，頁1003-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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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反言（file wrapper estoppels）48等原則之適用，亦屬必要。據此，專利檢索與鑑定

實具有高度的專業性及複雜性；欲有完整而詳盡的檢索結果，尤其當參與SSO之事業
擁有數百或數千個國內外專利權，檢索所耗費的費用及時間更鉅49。此外，建立特定

技術標準往往歷時數年，針對討論中的技術規格進行相關專利權之檢索與鑑定，將更

增添其困難度。

SSO若要求參與者必需進行縝密的專利檢索及分析，將造成事業過鉅的財務負
擔，進而降低事業參與技術標準制定或投入創新研發意願；但事業若因不認同SSO作
法而未能參與技術標準制定過程，又可能使其處於競爭上的不利益，亦有礙市場競爭

秩序之形成。據此，不論是從SSO運作或競爭法觀點，僅能使SSO參與者在合理範圍
內進行相關專利檢索；SSO不應對參與者現有或未來的技術研發與商業化產生不確定
性。為避免專利宣言引發限制競爭疑慮，SSO應使外界明確知悉所欲制定的技術標準
內容為何、參與者應檢索及認定的技術範圍為何。另外，檢索義務不能造成參與者的

財務負擔，諸如要求SSO參與者徹底檢索其所擁有的專利技術50。

2、專利制度之公開機制

衡諸目前各國之專利制度，有環環相扣的公開機制設計。首先，專利申請人在

說明書及圖式中，應明確而充分揭露技術內容，使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能瞭

解及可據以實施51；其目的在使公眾能知悉及近用專利技術之內容，亦能共同檢視系

爭技術是否符合可專利性之要件。其次，專利申請日起十八個月後，專利專責機關原

則上會公開專利申請案52；申請案經核准，又會公告所准予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及圖

47 依據逆均等論之內容，被控專利侵權者若能證明，後發明或改良發明雖然仍會落入系爭
申請專利範圍之文義內容，但其透過實質上完全不同的方式，後發明或改良發明已徹
底改變系爭專利保護標的所表現之相同或相似功能者，法院應就申請專利範圍為縮小
解釋。蔡明誠，<<發明專利法研究>>，第二版，1998，頁191；楊崇森，前揭註46，頁
364；Maureen A. O´Rourke, Toward a Doctrine of Fair Use in Patent Law, 100 COLUM. L. 
REV. 1177, 1193-1194 (2000).

48 專利檔案禁反言亦稱為專利申請歷史禁反言（patent prosecution history estoppels），係
指申請人要受到專利申請過程各個決定之拘束，包括申請人與專利專責機關在申請程序
中，一來一往間的整個檔案歷史，諸如任何修正（amendments）、陳述（statement）或
答辯（replies）。從而專利權人於日後對第三人主張權利時，不得將申請過程曾表示縮
限的申請專利範圍再度擴張。楊崇森，前揭註46，頁491-493。

49 LARRY M. GOLDSTEIN & BRAIN N. KEARSEY, supra note 44, 88, 110.
50 Maurits Dolmans, supra note 11, 181, 182; David J. Teece & Edward F. Sherry, The Interface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Antitrust Law: Standards Setting and Antitrust, 87 
MINN. L. REV. 1913, 1946 (2003).

51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至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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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該等內容乃任何人均得閱覽、抄錄53。前揭專利公開機制不僅適用於內國專利，

甚而是國外專利及專利技術之內容均可經由網際網路與資料庫而瞭解之。

在既有專利制度之公開機制下，單純未揭露關鍵專利之事實是否能逕認為有不當

掠取獨占地位、專利權濫用之主觀意圖，實宜由競爭法主管機關審慎評估；非有足夠

的客觀證據證明，不宜據以認為SSO成員有惡意之非難性。蓋持平而論，即便專利權
人在參與技術標準制定過程未揭露其擁有關鍵專利之事實，SSO或其他SSO參與者基
於專利制度之公開機制，仍有知悉該等事實之可能。

在Dell參與VESA技術標準制定案中，於FTC決定持不同意見的FTC委員Mary L. 
Azcuenaga，其認為，該案並無足夠證據證明Dell有惡意之主觀意圖；能否基於競爭
法而新增SSO成員應負擔之責任，尤其在SSO僅為私法上組織及當事人間為契約關係
下，義務違反即課以競爭法之制裁責任，對此Mary L. Azcuenaga亦持保留態度54。另

外，針對FTC處分Rambus之決定55，上訴審法官在2004年2月17日作成之行政裁決56，

就SSO（該案為JEDEC）及其成員可否（或應否）合理的信賴Rambus檢索及揭露結
果，行政裁決官（Administrative Law Judge）持否定態度。亦有學者57認為，各國或

重要國際組織目前均已建立完善的專利資料庫，SSO實無必要課以參與者檢索義務；
由SSO進行相關之專利檢索與認定，可能更有效率。若參與者未揭露關鍵專利權易被
競爭法主管機關認定構成反競爭行為，反而會導致SSO成員儘可能提出有關或無關的
專利資訊，其結果反而不利於SSO運作或技術標準之制定58。

三、揭露申請中專利及相關資訊

（一）SSO之專利宣言
除了SSO參與者揭露關鍵專利有其重要性外，申請中的專利資訊亦與技術標準日

後能否為市場參與者所廣泛使用有密切關連，因此，諸多專利宣言亦要求SSO成員，

52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36條第1項。
53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45條第1項及第2項。
54 Dell Computer Settles FTC Charges, Won´t Enforce Patent Rights for Widely Used Computer 

Feature, http://www.ftc.gov/opa/1995/11/dell.shtm (last visited November 10, 2007).
55 FTC File No. 011 0017, Docket No.9302；本案在FTC之相關文件，參見http://www.ftc.gov/

os/adjpro/d9302/index.htm (last visited November 10, 2007).
56 Order of the Administrative Law Judge Dismissing the Complaint.
57 David J. Teece & Edward F. Sherry, supra note 50, 1945-1948; Mark A. Lemley, supra note 

9, 1905; Robert M. Webb, There Is a better Way: It´s Time to Overhaul the Model for 
Participation in Private Standard-Setting, 12 J. INTELL. PROP. L. 163, 215-220 (2004).

58 David J. Teece & Edward F. Sherry, supra note 50,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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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有揭露申請中專利之義務59，避免技術標準制定後始有「U-Boat專利」之出現60。

惟所制定之標準是否能因揭露而避開申請中專利，有其不確定性，蓋申請中專利

的最終權利範圍為何，仍屬未知。美國Unocal案61及Rambus案顯示，專利申請人可能
藉由參與SSO過程，配合所制定之標準而修改申請專利範圍，最終仍對技術標準之近
用產生限制。

（二）競爭法觀點

1、隱匿申請中專利及修正申請案可能構成獨占地位濫用

技術標準涵蓋關鍵專利可能影響競爭秩序，已如前述；SSO成員故意隱匿或惡意
未告知申請中之關鍵專利，甚而配合制定中之標準而修改說明書及圖式，同樣亦會被

認為乃不當獲取市場經濟力而構成獨占地位濫用。惟SSO課以成員揭露申請中專利之
妥適性，近年來因Unocal案及Rambus案而在美國引發熱烈討論。FTC在前揭案件先否
定隱匿申請中專利及修正申請案之適法性，但第二審的行政裁決官則認為乃正當的智

慧財產權確保行為；最後，各該案件到第三審又為聯邦貿易委員會判定，該等行為乃

欺瞞行為（deceptive conducts），亦即對於SSO之誤導（misrepresentations）及不作為
（omissions）。

2、Unocal參與CARB技術標準案

自八０年代起加州政府為改善空氣污染問題，由CARB（California Air Resources 
Board）開始推動新汽油淨化標準之制定工作，1991年11月CARB公布新的標準，
其於1996年強制適用於加州境內所有汽油產品。Unocal（Union Oil Company of 
California）在1990年至1994年間參與CARB，並於1990年就汽油成分相關發明提出專
利申請；1992年7月間得知專利申請案有獲准可能，1994年2月取得美國5,288,393號專
利（簡稱為´393專利）。Unocal在獲准專利之初，未對外為任何表示，至1995年1月
底加州政府公布將強制適用CARB新汽油淨化標準前夕，Unocal始揭露該技術標準涵
蓋´393專利，並聲明專利技術實施者應取得授權及支付權利金。
隨後Unocal開始向Atlantic Richfield、Chevron、Exxon等公司主張專利權及追索

權利金，該等石油公司反訴´393專利無效，亦質疑Unocal參與標準制定程序之正

59 Guidelin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SI Patent Policy (March 2003), at 4; §§ 10.2.1, 
10.2.2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60 「U-Boat專利」係指，專利權人一直潛在暗處，直到市場上有事業開始提供與專利技術
有關之商品或服務後，專利權人始出面主張權利，其行為與潛水艇相似，因而稱之。
Johann Verbruggen & Anna Lõrincz, a.a.O. (Fn. 38), 822.

61 FTC File No. 011 0214, Docket No. 9305；本案在FTC之相關文件，參見http://www.ftc.gov/
os/caselist/d9305.htm (last visited November 10, 2007).



第1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4

當性，其認為，CARB在制定汽油淨化新標準過程，曾與諸多石油業者進行意見交
換與諮詢，Unocal亦屬之，但Unocal實際上已就發明提出專利申請，卻未向CARB
或其他業者揭露該等事實；待CARA所公布之技術標準涵蓋´393專利後，相關石油
業者陷入強制性環保規定與專利追索之雙重困境。對於Unocal行為，輿論亦批評其
乃挾´393專利權及其效力之名，行搶劫與扭曲州法之實（hijack and distort the state 
regulatory process），藉由參與州政府制定技術標準之行政程序，壯大其獨占力量。

Atlantic Richfield等公司所提出的確認專利無效訴訟，在第一審及第二審均告敗
訴後，FTC對本案展開調查，於2003年3月正式向Unocal提出獨占地位濫用之限制競
爭控訴。但行政裁決官在2003年11月底做成初步裁決（initial decision），駁回FTC
控訴。首先，裁決官肯定當事人行為有Noerr-Pennington原則適用而豁免於競爭法規
範，蓋CARB制定汽油淨化新標準乃政府公權力行使行為62。其次，裁決官Chappell認
為，標準制定參與者行使權利之正當性與否，分析重點均為專利法的核心議題，應回

歸探討專利權之本旨，此非競爭法主管機關之權限。FTC不服初步裁決結果，提出異
議，繼而依據FTC Rule of Practice § 3.52 (a)規定由聯邦貿易委員會審理，2004年7月
委員會決議又推翻初步裁決內容63，否定本案適用Noerr-Pennington原則，認定Unocal
的誤導行為應受競爭法非難，且從各項論證肯定FTC有權決定專利權行使之競爭規範
爭議。

3、Rambus參與JEDEC技術標準案

JEDEC自九０年代開始發展及公布電子產品記憶體、SDRAM等技術標準，其在
上下游商品及服務應用廣泛，不論是手提電腦、個人電腦、數位相機或PDA等產品，
均以該技術標準為平台。1992年2月Rambus加入JEDEC，持續參與標準制定至1996
年6月正式退出。在Rambus仍為JEDEC會員期間，JEDEC已著手研擬DDR SDRAM標
準，並於1996年12月建立技術標準；其中有四項被納入標準的技術，在Rambus參與
期間即已開始討論。1999年下旬Rambus開始向美國DRAM大廠主張專利權，Infineon
及其他晶片製造商發現，由JEDEC建立且於產業界廣泛運用的DDR SDRAM標準，部
份技術已有專利保護，其乃Rambus在1997年至1999年間所提出，並在專利申請過程
經由專利分割程序所衍生，Rambus並多次修正申請專利範圍。對於Rambus主張專利
權，部份晶片製造商，諸如Matsushita、Samsung、NEC、Toshiba及Mitsubishi於1999

62 關於Unocal是否適用Noerr-Pennington競爭法豁免問題，非本文討論重點，詳細內容參見
FTC File No. 011 0214, Docket No. 9305, 本案之聯邦貿易委員會決定, http://www.ftc.gov/
os/adjpro/d9305/040706commissionopinion.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10, 2007), at 10-28.

63 聯邦貿易委員會決定內容，參見 
 http://www.ftc.gov/os/adjpro/d9305/040706commissionopinion.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10,2007)



專利權與公平交易法之交錯-論標準制定涉及之專利權行使與限制 195

年間陸續與Rambus簽訂專利授權協議。惟仍有部份SDRAM製造商拒絕支付權利金，
Rambus乃正式展開專利侵權訴訟64，亦對外表示，對於不願平和簽署授權協議者將主

張更高額權利金，在專利侵權訴訟敗訴之廠商，Rambus則會拒絕授權。
在Rambus積極展開專利侵權訴訟之際，FTC亦開始調查Rambus參與SSO過程是

否構成反競爭行為，並於2002年6月正式提出控訴。FTC認為，Rambus為JEDEC成員
期間刻意隱瞞已就相關發明提出專利申請，JEDEC及其他成員從未知悉Rambus申請
中專利之事實。Rambus雖抗辯，從其退出JEDEC的聲明信中，JEDEC及其他成員應
可瞭解Rambus就相關技術已有申請中的專利。惟FTC未接受前述主張，認定Rambus
未善盡揭露義務，此已違反JEDEC之運作規則與程序，亦違反誠信原則（in good 
faith），不實且故意導引JEDEC及其他成員有錯誤想法，Rambus行為已實質的危害競
爭秩序與消費者利益，蓋SDRAM廠商採納JEDEC所建立的技術標準後，在經濟上及
時間上根本無法轉而改用其他替代技術。FTC認為，JEDEC所制定的標準涵蓋Rambus
專利權後，Rambus可從上下游相關事業獲取權利金。該等行為除了構成限制競爭，
亦會產生諸多反競爭效果，例如：增加商品及服務成本、降低上下游事業之生產意

願、減損該技術標準之使用與SDRAM晶片產出、降低上下游事業日後參與JEDEC或
其他SSO意願、降低SDRAM及其他產業對於SSO之信賴。

FTC向Rambus提出反托拉斯控訴後，雙方進行長達一年半的言詞與書面攻防，行
政裁決官在2004年2月17日做成初步裁決，駁回FTC指控。行政裁決重點包括：

--JEDEC僅鼓勵參與者及早與自願性的揭露關鍵專利，Rambus並未違反專利宣言
或參與者之義務。

--不論從法律上或事實上來看，Rambus在參與JEDEC期間修改申請專利範圍，並
無任何不當；Rambuss乃採取合法的權利確保措施，而非排除競爭行為。

--無事實證據顯示，Rambus在知悉已違反JEDEC揭露要求下有意誤導JEDEC；
JEDEC制定技術標準與Rambus取得獨占力量間，並無因果關連；FTC並未充分證明
Rambus的行為導致反競爭或消費者負擔較高費用的結果，亦未證明無其他技術替代
之可能性。

--JEDEC及其成員實際上並未信賴（rely on）Rambus被指控的不作為（未揭露）
與誤導行為；即便有該等信賴，亦屬不合理的。

64 例如：Rambus與Infineon間之專利侵權訴。相關內容參見Rambus Inc. v. Infineon Techs AG, 
164 F. Supp. 2d 743 (E.D. Va. 2001); Rambus Inc. v. Infineon Techs AG, Federal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 65 U.S.P.Q. 2d 1705; Micron Tech., Inc. v. Rambus Inc., 189 F. Supp. 2d 201 (D. 
Del., February 27,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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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初步裁決結果，FTC於同（2004）年3月提出異議。歷經兩年半，本案於
2006年8月有戲劇化發展，上訴審的聯邦貿易委員會認定Rambus不當獲取獨占力量，
以隱匿的行為妨礙半導體產業之有效競爭。2007年2月進一步作成決定，不僅Rambus
應將SDRAM 及DDR SDRAM相關專利授權予採納JEDEC技術標準之事業，且明定授
權金比率之上限，例如：就實施JEDEC SDRAM標準之關鍵專利授權，Rambus能主張
之第一期權利金不得超過被授權人產品銷售淨額的0.25％65；另外，為了確保Rambus
日後參與SSO不再有反競爭行為，Rambus之專利權行使行為必須受到FTC所指派監督
員（compliance officer）之監督66。

（三）專利法及實務觀點

同於關鍵專利揭露義務之論述，本文同樣認為，競爭法主管機關在認定申請中專

利之權利人是否有獨占地位濫用行為，仍應考量專利制度與智慧財產權管理實務67。

誠如我國公平法第45條所揭示：依照…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
定。

1、早期公開前專利申請人有權決定是否公開申請案

相異於Dell案，Unocal案及Rambus案之當事人在參與技術標準制定時，已履行揭
露關鍵專利權之義務，但未告知SSO及其他成員申請中的專利，此等行為被評價為獨
占地位濫用之限制競爭行為。值得注意的是，受理本案第二審的行政裁決官卻認定，

Unocal及Rambus係採取合法的權利確保措施，而非排除競爭行為；從專利法及實務
觀點，某種程度上確實能支持前揭見解。

首先，在現行專利制度下，新穎性及進步性乃取得專利保護之要件。特定發明在

申請專利前，若已見於刊物、已公開使用或已為公眾所知悉，則喪失新穎性要件68；

發明若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者，則不

具進步性69。從而發明人過早與第三人分享或交換技術資訊，可能導致日後在專利申

請時，被專利專責機關認定已為公知而不新穎性不備，抑或被認定所交換之技術資訊

乃先前技術（prior art），因而喪失進步性，據以駁回專利申請案70。

65 詳細內容參見：FTC Final Order, http://www.ftc.gov/os/adjpro/d9302/070205finalorder.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10, 2007).

66 2007年9月7日FTC已核定Rambus之監督員，http://www.ftc.gov/os/adjpro/d9302/070829ltrap
provecomplianceofficer.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10, 2007).

67 David J. Teece & Edward F. Sherry, supra note 50, 1964.
68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22條第1項。
69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22條第4項。
70 OddzOn Products Inc. v. Just Toys Inc., 122 F.3d 1396, 1402, 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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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採取早期公開制度71的國家，諸如我國，專利主管機關在接獲專利申請後

一定期間，應將該申請案公開；在公開前，專利申請人得撤回申請案72。從而即便專

利申請人已提出專利申請，於法定期間內仍能再次評估，若認為申請案准予專利之可

能性較低，抑或繼續以營業秘密方式保護更適宜者，仍可及時撤回申請案，避免公開

後第三人可知悉發明之技術內容，或競爭對手能因此而推知申請人進行中的研發方向

與專利布局等。

據此，現行專利法允許發明人在一定期間內繼續保有技術之秘密性，甚而可改變

心意而撤回專利申請案。競爭法主管機關審視SSO參與者有無故意隱匿或惡意不揭露
申請中專利時，應尊重專利制度之規範；此外，基於競爭法而欲於專利制度外課以申

請人公開發明之義務，亦宜審慎。

2、專利制度允許申請人補充、修正或更正說明書或圖式

衡諸Unocal及Rambus在參與SSO過程修正說明書，被競爭法主管機關認定乃不
當獲取市場力量之獨占地位濫用行為。惟從各國專利法規定來看，申請人在專利審定

前，於符合一定要件及程序下，有權補充或修正說明書或圖式；亦即只要補充或修正

未超出申請時原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73，此等補充或修正在實務上甚為常見。

另外，即便專利申請已經核准，專利法亦允許專利權人在一定情況下申請更正說明書

或圖式之內容74；專利更正制度在專利侵權訴訟程序有其重要性，其乃專利權人對抗

他人舉發其專利權之措施75。

71 早期公開制度與專利審定後之公告制度相同，均是藉由公開方式，使第三人能協助專利
專責機關共同檢視發明是否符合專利保護之可專利性要求及其他實體或程序瑕疵是否存
在，See ALAN L. DURHAM, PATENT LAW ESSENTIALS: A CONCISE GUIDE 34 (2d ed. 
2004)。另外，早期公開制度可使大眾及早取得技術資訊，相同技術領域從事創作之發明
人，可藉由早期公開之內容評估是否繼續投入研發、既有研究成果是否提出專利申請、
是否撤回已申請之專利案或請求實體審查。楊崇森，前揭註46，頁256-258。

72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36條：專利申請日後18個月，專利專責機關公開申請案（第1項）。專
利申請日起15個月內，申請人得撤回申請案（第3項第1款）。

73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49條：申請人得於發明專利申請日起15個月內，申請補充、修正說
明書或圖式；其於15個月後申請補充、修正說明書或圖式者，仍依原申請案公開（第2
項）。發明專利申請日起15個月後，申請人仍得於一定期日或期間內補充、修正說明書
或圖式（第3項）。

 依據我國專利法第49條第4項規定，申請人所為之補充、修正，不得超出申請時原說明書
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惟在美國專利法35 U.S.C. § 251之reissue制度下，專利權人只要
未在發明說明書及圖式中增加新的事實資料，甚而可擴張申請專利範圍或新增申請專利
範圍；在第三人受到信賴利益保護下，修正後的專利權溯及至申請日生效。詳細內容參
見JANICE M. MUELLER, AN INTRODUCTION TO PATENT LAW 244-256 (2d ed.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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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依據現行專利法及產業實務，專利申請人在合於法定期限及範圍內得就申

請案之內容提出補充或修正；即便專利權已經核准，專利權人亦有更正說明書或圖式

之可能。基於此等觀點，亦不難想見Unocal案及Rambus案第二審行政裁決官，會認
為當事人就專利申請案之補充或修正行為，乃合法的權利確保措施。

3、專利布局及智慧財產權管理策略應受到尊重

審視SSO參與者未揭露申請中專利及修改說明書是否構成限制競爭行為，亦不能
忽略事業為了維持競爭力所採取之專利布局與智慧財產權管理策略。

不可否認的，事業參與SSO並非加入紳士名流俱樂部（gentlemen´s club），對
於事業而言，SSO毋寧為擴展技術競爭優勢及確保其專利權日後能有效攻擊或防禦之
商業戰場76。從而在專利申請結果未明之際，事業對於發明採取保密措施、不對外公

開專利申請事實，或為正確及適當的智財權管理策略，尤其在SSO所面對者往往為市
場上具有競爭關係之其他事業；過早公開專利申請事實，可能使專利申請人處於競爭

上的不利地位。申請中專利一旦公開，有被競爭對手仿冒或實施的風險，專利申請

人對此幾乎無法採取任何權利確保措施，亦無法主張專利侵權之損害賠償77；過早公

開專利申請案，亦可能不利於准予專利後之權利主張78。另外，知識經濟時代下，專

利及其他智慧財產權乃確保事業具有競爭優勢之重要利器。在電信、生技或其他高科

技產業，所需投入之研發成本甚鉅，就重要發明申請專利及獲得最完整的權利內容，

以利後續商業化利用或對抗專利侵權行為，均為專利布局及智慧財產權管理策略所應

採取之必要措施79。蓋在專利制度下，發明人應使其研發成果符合專利保護之要件與

要求，進而於獲得專利權後，權利人始能享有法律所賦予排除他人實施專利技術之權

74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64條：發明專利權人僅就特定事項，包括申請專利範圍之縮減、誤記
事項之訂正或不明瞭記載之釋明，得申請更正專利說明書或圖式（第1項）。所允許之更
正，不能超出申請時所揭露之範圍，且不得實質擴大或變更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更
正經公告後，溯及自申請日生效（第4項）。

75 黃文儀，前揭註46，頁620。
76 LARRY M. GOLDSTEIN & BRAIN N. KEARSEY, supra note 44, 26.
77 除非該申請案已公開，且符合一定要件，專利申請人始能於取得專利權後，請求適當的
補償金。參見我國專利法第40條。

78 此等不利結果在美國尤為明顯。學者認為，於SSO過早公開專利申請案之內容，日後之
專利侵權或無效訴訟過程，可能在事證開示程序（discovery）揭露下，構成不利於申請
專利範圍之解釋與權利界定。LARRY M. GOLDSTEIN & BRAIN N. KEARSEY, supra note 
44, 106, 107.

79 ALEXANDER J. WURZER, PATENTMANAGEMENT: EIN PRAXISLEITFADEN FÜR 
DEN MITTELSTAND, 2004, S. 17; Johann Verbruggen & Anna Lõrincz, a.a.O. (Fn. 38), 821; 
LARRY M. GOLDSTEIN & BRAIN N. KEARSEY, supra note 4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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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使專利權人能經由授權實現經濟上的利益80。

對於研發型事業，諸如曾為JEDEC成員之Rambus，其乃從事晶片記憶體設計業
務，擁有SDRAM關鍵專利，並將專利授權Micron、Infineon等晶片製造商以收取權利
金，為主要的營運收入來源，亦可因此而確保有足夠的經費持續投入後續研發。因

此，Rambus欲保持在SDRAM領域之技術領先地位，除了積極進行研發外，在專利法
允許範圍內修改發明說明及申請專利範圍，以確保所准予專利權之最大有效性與效

益，亦為Rambus經營之首要任務。又，Rambus在1996年6月17日即將退出JEDEC時，
曾以書面方式表明其可能擁有相關專利權、申請中專利及保留日後行使專利權之聲明
81。本文認為，誠然Rambus過晚揭露申請中專利，某種程度意涵其有故意隱匿或誤導
之嫌，但在判斷是否構成限制競爭行為時，其他客觀事實亦不容忽略，包括Rambus
是否確為惡意抑或是基於智慧財產權管理策略之權利確保行為、JEDEC及其他成員是
否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而未察覺Rambus擁有關鍵技術之事實。

歸納Rambus被FTC認定為限制競爭之行為，主要內容包括82：提出專利申請、公

司內部高階主管就競爭對手之策略或其他產業環境變遷而商討應對措施、配合事業經

營方向及市場需求修正發明說明與申請專利範圍、在（合法）的商業場合獲悉競爭對

手之商業布局而調整專利策略或修正申請案之說明書、事業為維持商業競爭優勢而基

於專利布局與智財權策略採取保密措施。前揭行為甚常見於事業內部智慧財產權管理

部門，今因事業參與私人性質之SSO或相似組織，競爭法應否對於事業所為之前揭行
為予以截然不同的評價與非難、競爭法在何等範圍內可強制事業揭露其專利布局及智

財權管理策略、在專利制度之本旨下競爭法應否適度容許專利權行使對於競爭秩序之

影響83，此等問題未來在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領域，仍應有詳加討論之空間。

四、事前同意關鍵專利之授權

（一）SSO之專利宣言
SSO專利宣言所常見者，乃要求參與者在知悉其所擁有之專利或技術被納入標準

80 Matthew N. Kriegel, supra note 10, 230.
81 Opinion of the Commission, http://www.ftc.gov/os/adjpro/d9302/060802commissionopinion.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10, 2007), at 45-46.
82 參見Opinion of the Commission, http://www.ftc.gov/os/adjpro/

d9302/060802commissionopinion.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10, 2007), at 36-48.
83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之發展與公平交易法之互動關係>，律師雜誌，第315期，2005年

12月，頁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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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應於一定期間內（諸如三個月內）同意，將以無償（royalty-free）或公平合理且
非歧視條件（free,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terms, FRAND）84授權與技術標準

之使用者85；所同意之授權內容當然以非專屬（non-exclusive）授權為限。另外，有
些SSO之專利宣言進一步要求，前揭授權同意聲明乃不可撤回（irrevocable）86。

關於FRAND之內涵，學者認為應分別從公平、合理及非歧視條件審視。所謂
「公平」（fair）的授權條件，係指授權協商的程序應合理適當（due process），在程
序上兼顧雙方當事人之利益及可預期性87。授權條件「合理」（reasonable）與否之判
斷則是側重於結果，而非程序；亦即授權協商之結果是否對雙方當事人而言乃可接受

的（acceptable），各該事業亦能在此等結果下提供商品或服務88。「非歧視」的授權

條件所指者，不僅對SSO成員而言，甚而是對未參與SSO之事業，亦應有等同對待。
非歧視授權條件之意義不在於每一位被授權人享有完全相同的授權條件與內容，而是

各個被授權人在與專利權人進行協商時，授權條件之決定基礎應為相同的89。

從有效達成標準制定目的及落實標準應用之角度而觀，若專利權人不同意無償

或合理授權條件，SSO仍有機會考量是否採納其他替代技術90。另外，對於專利權人

而言，其所擁有的專利權若能為技術標準所涵蓋，代表該專利技術日後有廣泛運用可

能，從而亦能為專利權人帶來穩定的權利金及授權金收益；基於此等利益考量，或可

促使SSO參與者有足夠誘因及早就合理授權事宜為同意之意思表示，進而有利於技術
標準之制定91。

84 學說上亦有稱為RAND授權條件，亦即合理且不歧視之授權條件（reasonable and non-
discriminatory terms, RAND）。

85 § 2.14.2 of the ISO/IEC Directives (Patent Policy); § 3.1.1 of the ANSI Patent Policy 
(March 2003); § 6 of the ETSI IPR Policy (November 22, 2000); §10.3.1, § 10.3.2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 8.2, Annex A.1 of the JEDEC Manual of Organization and Procedure 
(December 2006).

86 § 6 of the ETSI IPR Policy (November 22, 2000); §10.3.2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87 LARRY M. GOLDSTEIN & BRAIN N. KEARSEY, supra note 44, 27.
88 LARRY M. GOLDSTEIN & BRAIN N. KEARSEY, supra note 44, 27.
89 LARRY M. GOLDSTEIN & BRAIN N. KEARSEY, supra note 44, 27-28.
90 ETSI的專利宣言明確揭示，若專利權人拒絕授權，技術標準制定小組應尋求替代技術，
參見§ 8.1.1 of the ETSI IPR Policy (November 22, 2000)。

90 § 3.2 of the ETSI IPR Policy (November 22, 2000).
91 Guidelin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SI Patent Policy (March 2003), at 4; Kamiel J. 

Koelman, supra note 38, 838。惟不可否認的，專利權人若認為其所擁有之專利具有技術上
的重要性或優勢性，且SSO所制定之標準無法迴避其專利權，抑或無其他替代技術存在
時，可能就不會同意無償或FRAND授權，而欲尋求標準制定後更龐大的授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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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體運作上，SSO無權限干預專利權人之權利行使，SSO工作小組及會議不僅
不會就FRAND內容進行討論92，專利權人原則上亦無義務在工作小組中揭露其具體授

權條件93；關鍵專利權之FRAND授權條件及內容，是在SSO運作外，由技術需求者與
專利權人進行授權協商。據此，SSO就專利授權之角色，僅是及早賦予及鼓勵SSO成
員（亦即專利權人）同意以FRAND授權專利技術，諸如確保SSO成員充分瞭解專利
宣言內容及向專利權人闡明同意授權之優點，進而加速所制定標準在產業界之具體落

實94。另外，SSO在公告技術標準同時，亦會註明該標準涉及專利技術及專利權人同
意FRAND授權事宜，且表明SSO對於專利權之有效性及專利權行使方式未採取任何
特定立場95。

（二）競爭法觀點

為標準所涵蓋之關鍵專利，往往攸關標準能否被廣泛使用、上下游產業能否在該

標準的基礎上建立良性競爭環境，競爭法主管機關通常樂見專利權人在標準制定前或

後，同意將其專利技術授權他人實施；競爭法主管機關甚而認為，基於技術標準實施

之效率及利於授權協商之進行，SSO應在標準制定完成前，亦即專利技術取得市場經
濟力前，先促使專利權人同意以FRAND條件授權96。

另外，從競爭法角度來看，關鍵專利權人若能事前表態是否同意無償或FRAND
授權，或聲明其授權契約中限制性最高之條款（the most restrictive terms），諸如欲主
張之最高權利金數額（the maximum royalty rate）97，此舉亦可有效促進關鍵專利權與

92 § 2.14.2 of the ISO/IEC P Directives (Patent Policy); Guidelin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SI Patent Policy (March 2003), at 4; §10.3.4, § 10.3.2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從實
際面來看，代表事業參與SSO者，通常為技術領域之專家或技術人員，往往未擁有進行
專利授權協商之法律或經濟專業知識及權限，因而亦不宜在SSO會議決定FRAND之條件
或內容。§ 4.1 of the ETSI Guid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eptember 1, 2004); Robert 
A. Skitol, Concerted Buying Power: Its Potential for Addressing the Patent Holdup Problem in 
Standard Setting, 72 ANTITRUST L. J. 727, 734 (2005).

93 § 2.2 of the ETSI Guid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eptember 1, 2004).
94 Guidelin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SI Patent Policy (March 2003), at 5, 6.
95 § 3.1.3 of the ANSI Patent Policy (March 2003); § 7.1, § 7.2 of the ETSI IPR Policy 

(November 22, 2000) ; § 8.3 of the JEDEC Manual of Organization and Procedure (December 
2006).

96 Para. 225 of the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 (OJ C 101, April 27, 2004, p. 2-42); Roland G. Zahn, Normung und 
technische Schutzrechte, GRUR 1980, 157, 159 (1980).

97 諸如VITA之專利宣言，其要求關鍵專利權人在揭露專利及同意FRAND授權同時，必須告
知欲主張之最高權利金數額；VITA亦鼓勵關鍵專利權人能儘早提出日後欲採行之專利授
權契約書。§ 10.3.2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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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性技術間之良性競爭。蓋各個替代性技術之權利人揭露其授權條件後，SSO及其
成員可綜合考量不同技術間之技術優劣、授權限制條款或其他商業條件，選擇最妥適

的技術內容，例如：決定採納技術品質雖非最佳、但授權成本最低者作為標準98。反

之，若所揭露之授權條件內容不足，SSO及其成員往往較難預期技術標準之實際使用
可能，或容易因關鍵專利權行使而造成所制定之標準無法為市場參與者使用或接受。

惟應注意者為，競爭法雖鼓勵專利權人事前揭露可能之授權條件，但仍不宜因此

而剝奪專利權人及其他被授權人對於個別授權條件、權利金數額之協商自由99。

（三）專利法及實務觀點

專利制度之本旨在鼓勵創新研發，因而賦予發明人一定期間之排他權，以使其

能透過專利實施方式獲得報酬。此一基本原則，亦應同樣適用於被納入標準之專利

技術100；如同歐洲電信標準制定組織ETSI在專利宣言之揭示：SSO成員應享有智慧
財產權制度所賦予之權利及利益，包括拒絕授權之權利（right to refuse the granting of 
licenses）101。因此，本文認為，專利宣言對於SSO參與者所做之無償授權或FRAND
要求，其主要功能及重點應在於，使關鍵專利權人「同意授權」、「同意第三人近用

專利技術」或「防止專利權人禁止他人實施標準相關之專利技術」102。至若是否使第

三人無償使用、具體之授權條件及內容為何，仍應於個案留待專利權人與技術需求者

協商；SSO或專利宣言本身不宜不當限制專利權之行使，抑或介入產業界之授權實務
103。

1、無償授權對於創新研發誘因之影響

本文認為，參與SSO或技術標準制定程序，不代表專利權人日後即不能行使權
利及主張權利金，部份SSO在運作上課以關鍵專利權人承諾無償授權之義務，諸如

98 Thomas O. Barnett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DOJ Business Review Letter, October 30, 
2006, at 9.

99 Para. 225 of the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 (OJ C 101, April 27, 2004, p. 2-42); LARRY M. GOLDSTEIN & BRAIN N. 
KEARSEY, supra note 44, at 36.

100 § 3.2 of the ETSI IPR Policy (November 22, 2000).
101 § 1.1 of the ETSI Guid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eptember 1, 2004).
102 相同見解，Joseph Scott Miller, supra note 9, 358, 363。Miller尤其強調FRAND在專利實
務之重要性，認為只要關鍵專利權人已先承諾FRAND授權，即可免除日後其以禁止令
（injunction）限制標準實施者近用專利技術之風險。Id., 374-378.

103 惟SSO是否應涉入授權實務而決定FRAND之授權條件、促使FRAND內容更為具體，學
者間有不同看法；有批評現行SSO僅要求參與者事前為FRAND授權承諾而放任專利權人
及技術需求者協商授權條件之作法。參見Joseph Scott Miller, supra note 9, 357-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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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的專利宣言規定，成員若未揭露關鍵專利或事先表明其欲主張之專利授權條
件，即生同意無償將專利技術授權第三人之法律效果104。對於此等限制專利權行使之

專利宣言，本文持保留態度。

以Rambus為例，積極研發、使研發成果獲得專利權保護及將專利授權下游製造
商以收取權利金，乃Rambus此類研發型或技術服務類事業之經營模式與收入來源。
若僅因Rambus為SSO成員或曾參與技術標準制定過程，即使其不能行使專利權或主
張權利金，絕非妥適之競爭政策，亦違背智慧財產權制度鼓勵創新研發、賦予先驅發

明人研發誘因之意旨；甚者，無償授權措施無疑是對技術創新者（innovators）之不
當處罰，剝奪其透過授權回收研發投資之機會105，其結果可能使擁有關鍵專利權之事

業，對於參與SSO及標準制定活動避而遠之106，最終亦不利於SSO運作。
整體法律制度適用之結果，不應發生智慧財產權法鼓勵發明人或創作人而賦予一

定期間之排他性權利，並使其可獲得經濟上利益，但另一方面又透過競爭法處罰率先

有具體研發成果及取得智財權保護之發明人或創作人107。

2、FRAND強制授權對於專利權人競爭地位之影響

即便是有償授權之情況，亦即要求關鍵專利權人事前同意FRAND授權條件，在
性質上亦對專利權人構成強制授權之要求。衡諸專利法的強制授權制度108，僅限於特

定事由及依循特定程序後，始能由專利專責機關作成決定，因而其適用是審慎的；

部份國家諸如美國，在專利法甚而無強制授權制度109。另外，競爭法雖能以強制授權

更正反競爭行為及作為恢復市場競爭秩序之手段110，但適用上亦為競爭法主管機關在

判斷個案事實後所作成之行政處分。以Rambus案為例，FTC即便認定Rambus構成獨
占地位濫用，競爭法主管機關最終亦僅界定其能主張之最高權利金比率，而未直接

104 § 10.4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105 Johann Verbruggen & Anna Lõrincz, a.a.O. (Fn. 38), 821.
106 Sören Delf, a.a.O. (Fn. 1), S. 187.
107 Giovanni B. Ramello,  Copyright and Antitrust  Issues,  http:/ /papers.ssrn.com/

SSRNonlineimages/Stanford_dow_over.gif (last visited November 10, 2007), at 14; Kamiel J. 
Koelman, supra note 38, 831.

108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76條至第78條。
109 美國國會認為，發明人在取得專利權後可能因發明實施之商業利益有限、市場上已有更
便宜或更高品質之商品或服務、原材料無法以合理價格取得或專利權人欠缺資金等各種
因素，因而無法或不願意實施專利；基於財產權之確保及安定性，避免專利權人輕易失
去排他性權利，因而於1978年刪除專利法之強制授權規定。劉珮玟、許智誠，<論專利權
之強制實施-制度析述>，經社法制論叢，第4期，1989年7月，頁267。

110 在我國應屬公平法第41條第1項更正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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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Rambus決定專利授權之權利金數額。因此，建立於私法關係及僅具契約拘束力之
SSO與專利宣言111，欲對關鍵專利權人課以FRAND強制授權義務，應有更審慎之考
量與合理性基礎。衡諸1993年3月ETSI所公布之專利宣言，要求標準制定之參與者應
同意FRAND授權條件，此一內容旋即於6月22日受到CBEMA（Computer and Business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質疑，認為其可能違反EC條約（EC Treaty）第
85條及第86條禁止聯合行為與優勢地位濫用之規定112。

考量FRAND合理性之另一個不可忽略事實在於，專利宣言之FRAND要求，係使
SSO成員事前同意FRAND授權條件，其代表專利權人負有義務，將研發成果與競爭
對手分享，使競爭對手與其處於相同的技術基礎113，蓋在私法關係下所運作之SSO，
其成員乃特定市場之參與者，彼此間往往有競爭關係，因而高度關切所制定標準及產

業未來將廣泛使用之技術內容114。SSO以契約關係強制關鍵專利權人將專利技術授權
競爭對手，某種程度實已脫溢專利制度賦予專利權人排他性權利、決定是否行使權利

或權利行使對象之內涵。

據此，不論是競爭法主管機關或SSO以FRAND授權條件限制專利權之行使時，
仍應考量其正當性，避免過度介入個案之授權協議而扼殺智財權制度所欲建立之創新

研發本旨。

肆、技術標準關鍵專利之近用機制

SSO在標準制定完成前，以具有契約拘束力之專利宣言確保技術標準能為市場參
與者廣泛使用，儘可能的防止標準使用不受限於關鍵專利權；專利宣言之揭露要求避

免專利權與標準使用間之衝突，事前同意無償或FRAND授權則可促使標準實施者近
用專利技術。至若所制定之標準若涵蓋諸多專利技術，且專利權人均為SSO成員時，
實務上常見以聯合授權（patent pool）方式推廣及擴散技術標準115。

惟制定之標準涵蓋專利技術後，對於同屬SSO成員之關鍵專利權人，若有拒絕
授權或索取高額權利金之情事，SSO及其成員固然能主張違約或依據契約請求專利權

111 從而本文認為，技術標準制定參與者應負擔之關鍵專利揭露義務、事前同意授權等內
容，應隨著SSO為私人組織或由政府機關所主導，而有不一樣的拘束力與效果。

112 European Union Parliamentary Questions, OJ C 76, March 28, 1995, p. 5。本案因ETSI自行
修改專利宣言內容，因而歐盟執委會對於SSO之FRAND強制授權問題，從未正式表示意
見。

113 Joseph Scott Miller, Standard Setting, supra note 9, 355.
114 Matthew N. Kriegel, supra note 10, 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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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履行契約責任，但對於非屬SSO成員之標準使用者，是否有任何途徑可以近用關鍵
專利？另外，技術標準所涵蓋之關鍵專利，其權利人若非SSO成員或為退出SSO之事
業，就專利權與標準實施間之衝突、專利技術近用困難等問題，亦無法在SSO內部或
以契約責任方式獲得解決116，法律制度上必須賦予第三人能近用關鍵專利，此等問題

乃目前實務最關注之焦點。雖然有部份SSO要求參與者，一旦知悉所制定標準可能涵
蓋第三人之專利技術時，同樣應向SSO揭露117，藉以在標準制定之初即先行採取迴避

措施；惟此等揭露仍無法解決在標準制定完成後始發現關鍵專利存在及其近用困難之

問題。

本文以下就此一問題，探討在競爭法架構下118，關鍵設施理論（Essential 

115 諸如數位動畫技術標準之MPEG LA即乃聯合授權之成功案例，關於MPEG對外授權之
運作與內容，參見http://www.mpegla.com/aboutus.cfm (last visited November 10, 2007)。另
外，在我國及國際間受到矚目的飛利浦CD-R專利授權案，其本質上亦是以聯合授權對外
實施技術標準，由飛利浦、日本新力及太陽誘電等關鍵專利權人先行達成內部之聯合授
權協議，再由其一專利權人對外進行授權協商事宜；相異於一般技術標準制定案，本案
所涉及乃事實上的技術標準，亦即各該技術係由市場參與者廣泛使用後而成為產業界所
接受之標準。關於本案案由與發展，參見范曉玲，<專利權人權利行使與公平競爭之平
衡-以台美專利訴訟的幾個近期重要案例為核心>，月旦法學，第139期，2006年12月，
頁229-231；何之邁、林怡君，<荷蘭皇家飛利浦光碟案判決評析-以公平交易法對於「獨
占」之規範為中心>，月旦民商法雜誌，第11期，2006年3月，頁91-105；黃銘傑，<專利
集管（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第三家事業技術授
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案>，月旦法學，第87期，2002年8月，頁122-148。

116 ETSI於其專利宣言包含標準若涵蓋第三人專利權之處理程序。亦即ETSI先非正式的要求
專利權人同意授權，若遭拒絕，則由ETSI技術標準制定小組尋求替代技術之可能；若迴
避該專利技術確屬不可能，ETSI再以同業間的溝通，試圖使關鍵專利權人為授權之意思
表示；若溝通仍無果，最後由ETSI主動請求歐盟執委會出面協助。§ 8.2 of the ETSI IPR 
Policy (November 22, 2000)。

117 § 10.2.4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118 除了競爭法架構下之關鍵專利近用機制外，專利制度之強制授權亦有適用可能，惟有其
侷限。以我國專利法為例，能主張強制授權之事由限於因應國家緊急情況、增進公益之
非營利使用、

 當事人無法於相當期間內以合理商業條件達成授權協議、專利權人確有反競爭行為或不
同專利技術間具有依賴關係；在技術標準情況，應僅能適用當事人無法於相當期間內以
合理商業條件達成授權協議或專利權人之反競爭行為，其主張可能性甚低。對於專利
法強制授權制度之適用困難，有學者建議於專利法新增技術標準之強制授權事由，See 
Kamiel J. Koelman, supra note 38, 838。其次，專利法准予強制授權之程序，亦難以適用
於技術標準狀況，亦即個案上需由技術需求者逐一向專利專責機關提出申請，進而經專
利權人答辯後，始由專利專責機關作成決定，實務上實難要求市場參與者逐一提出強制
授權申請，且每一個案經由專利權人答辯所需時間，亦會延宕技術標準使用時機及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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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lities Doctrine; Lehre von den wessentlichen Einrichtung）119適用於技術標準使用者

近用關鍵專利之可能性。

一、標準所涵蓋之專利權同時具有排他性與獨占性

如本文前述，專利制度賦予發明人之權利內容，僅為一定期間與一定範圍內之

排他權，亦即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實施專利技術之權利；獨占力量並非專利權之內

涵，蓋第三人可使用替代技術而在同一市場提供相同的商品或服務、從事相同的經濟

活動，原則上專利權人無法基於智財權而達到其乃特定市場上唯一商品或服務供應者

之狀態120。在通常情況，因專利權而使權利人能實質上享有獨占力量者，僅發生於該

專利技術為解決技術困難最佳或最便宜的手段121，此時即構成所謂的事實上技術標準

（de facto standards），諸如在國際間及我國受到矚目之飛利浦CD-R專利技術122。

在標準係由SSO所制定，專利技術若被該標準所涵蓋，且無其他替代技術可以實
現該標準時，專利權人所享有的排他權亦會因而擴大為獨占權。專利權人若非SSO成
員，則其市場經濟力之獲得應無涉於不當掠取獨占地位問題，惟其日後專利權行使或

不行使之決定，甚易引發獨占地位濫用之疑慮。蓋基於技術標準之特殊性，該專利權

之性質已不純然為智慧財產權法律架構下之排他性財產權。

關鍵專利權之排他性轉為獨占性之事實表現於兩方面。其一，由於SSO制定的標
準會由市場參與者廣泛使用，此一結果將使專利技術成為通用技術，與其具有競爭關

係之其他專利權人無法與之抗衡；關鍵專利權人在特定市場上乃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

有壓倒性地位123。一般而言，技術標準之內容愈複雜、技術愈前瞻創新、轉換標準所

需費用愈龐大，關鍵專利權人則愈容易被認定具有獨占力量124。其次，由於市場參與

者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必須符合SSO所制定之標準，否則即無法與上下游其他商品或

技術需求者使用標準之意願。關於我國專利法強制授權制度之內容、程序進行及專利專
責機關新近作成之強制授權處分檢討，參見劉孔中，<以關鍵設施理論限制專利強制授
權之範圍>，公平交易季刊，第15卷第1期，2007年1月，頁31-36；李素華，<論強制授權
制度在醫藥專利權之適用>，台灣大學法律學院科技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心，生物倫理通
訊，第21期，2006年6月，頁57-75。

119 亦有稱之為樞紐設施理論、基礎設備理論、瓶頸設施理論或瓶頸原則（Bottleneck 
Principle）、瓶頸獨占理論（Bottleneck Monopoly Theory）。

120 Kamiel J. Koelman, supra note 38, 825.
121 Kamiel J. Koelman, supra note 38, 825.
122 參見前揭註115。
123 參見我國公平法第5條第1項。
124 Maurits Dolmans, supra note 11,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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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相容，因而標準之使用者以取得專利授權為必要；專利權人若拒絕授權或主張不

合理的授權條件，則可維持其在特定市場的獨占地位，使第三人無法提供相同的商品

或服務，其結果亦使專利權人具有可排除競爭之能力。

二、以關鍵設施理論近用關鍵專利

肯定為技術標準所涵蓋之關鍵專利權具有獨占性後，進一步應判斷之問題為，於

何種情況下專利權行使或不行使構成獨占地位濫用，亦即專利權人對於技術標準使用

者主張過高權利金或拒絕授權時，能否援引傳統競爭法的關鍵設施理論糾正專利權濫

用行為。競爭法架構下之關鍵設施理論，原先係適用於基礎設施設備，關鍵設施擁有

者無正當理由拒絕第三人近用時，以此理論作成強制近用之基礎，改正反競爭行為及

達到市場上有效競爭之目的；關鍵設施理論目前為電信產業重要的法律規範。惟近年

來此一理論能否及如何適用於智慧財產權領域，亦即援引關鍵設施理論作成強制授權

決定，在國內外學說與實務有諸多討論，尤以歐洲為然，歐盟執委會亦有相當數量的

處分案件。

（一）關鍵設施理論之意義

所謂的關鍵設施，係指進入特定市場所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或設備

（infrastructure），若無該基礎設施或設備，即無法提供商品或服務，此等情況常發
生在電信125、交通（特別是航空業）及金融銀行等產業。至若設備或設施是否不可或

缺，應判斷事業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在特定市場上是否有其他替代可能性；技術上或

法律上無替代可能性固屬之，使用替代商品或服務在經濟上顯不相當（wirtschaftliche 
Unzumutbarkeit）者，亦同。但單純拒絕近用設備或設施而使交易相對人產生競爭上
的不利益，仍未達不可或缺之程度126。

關鍵設施理論起源於美國司法實務，一次大戰以前十四家鐵路公司協議共同控制

密西西比河上最重要的兩座鐵橋，前往St. Louis的所有鐵路運輸均需利用之；1912年
經美國最高法院認定本案之兩座鐵橋，為通往鄰近市場的「關鍵設施」。本理論其後

125 參見我國電信法第31條：第一類電信事業從事其固定通信網路管線基礎設施之建設時，
於通信網路瓶頸所在設施，得向瓶頸所在設施之第一類電信事業請求有償共用管線基礎
設施（第1項）。前項共用管線基礎設施之請求，被請求之業者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之
（第2項）。

126 Andreas Lober, Die IMS-Health-Entscheidung der Europaeischen Kommission: Copyright 
K.O.?, GRUR INT 2002, 1, 11 f. (2002); Holger Fleischer & Hartmut Weyer, Neues zur 
“essential facilities＂- Doktrin im Europaeischen Wettbewerbsrecht- Eine Besprechung der 
Bronner-Entscheidung des EuGH, WUW 4/1999, 350, 357 ff.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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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由法院實務發展，在競爭法適用上，關鍵設施理論成為違反休曼法第二條獨占地

位濫用之強制授權依據，相對而言，本理論之嚴格要件亦成為限制濫用強制授權之法

律基礎127。大西洋彼岸的歐洲亦在競爭法領域接受關鍵設施理論，1998年德國營業競
爭限制防止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aenkungen, GWB）第六次修正時，於
第19條第4項第4款明定關鍵設施擁有者之拒絕提供商品或服務行為，構成優勢地位濫
用。

美國及歐洲之競爭法實務與理論，目前皆已承認關鍵設施理論適用於獨占地位濫

用之非難，然其要件略有不同，亦即歐洲法院於2004年在重要的IMS案128指出，關鍵

設施擁有者拒絕第三人使用設施，必須有阻礙新產品之出現，始該當EC條約第82條
之優勢地位濫用129。除了在歐洲地區另有＂new-product-requirement＂要求外，一般
而言，關鍵設施擁有者在符合如下嚴格要件下，即負有以無歧視條件提供關鍵設施之

義務130：

--關鍵設施由獨占者所控制（control of the essential facility by a monopolist）；
--競爭者無法實質的或合理的複製該關鍵設施（a competitor´s inability practically 

or reasonably to duplicate the essential facility）；
--關鍵設施擁有者拒絕競爭者使用該設施（the denial of the use of the facility to a 

competitor）；
--獨占者提供該設施係屬可能者（feasibility of providing the facility）。

（二）德國Spundfass事實上的技術標準案
衡諸關鍵設施理論應用於智慧財產權領域，在美國仍有相當多的質疑聲浪，即

便已有諸多處分案件的歐洲，迄今仍用於糾正著作權濫用為主，包括Magill案131、

Bronner案132及IMS案，乃至於新近的Mircosoft案133,134。2004年德國聯邦民刑事最高

127 中文文獻關於關鍵設施理論之探討，參見劉靜怡，<從美國法制經驗看網際網路時代的
反托拉斯法：政府管制介入科技創新發展的迷思？>，政大法學評論，第67期，2001年9
月，頁227-288；紀振清，<基礎設備理論於醫療事業之適用與探討>，收錄於<<第七屆競
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0，頁513-525；張玉山、李淳，<由競爭
法之觀點論供油業者之關鍵設施共享>，收錄於<<第七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2000，頁11-23。

128 Case C-418/01, 35 IIC 564 (2004); GRUR 2004, 524。關於本案之中文介紹，參見劉孔中，
前揭註118，頁44-46；李素華，<競爭秩序維護與智財權行使正當性之關係-以美歐技術
標準制定案之最近發展為例>，萬國法律，第134期，2004年4月，頁23-33。

129 Kamiel J. Koelman,supra note 38 , 828-829.
130 MCI Communications Corp. v. AT&T Co., 708 F. 2d 1080, 1132-1133 (1983); GWB § 19 IV 

N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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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BGH）在Spundfass案135認定，技術標準之關鍵專利權人負有授權義務，本案

之重要性不僅在首次將德國GWB第19條第4項第4款關鍵設施理論用於改正智慧財產
權行使（專利權濫用），且BGH在判決中捨棄歐洲法院關於強制授權應滿足＂new-
product-requirement＂之見解136。

1、案由

Spundfass案之原告為工業容器製造商（Industriefässer），其於1993年取得歐洲專
利局（EPO）515390號專利，該發明乃關於裝載及運用化學品之緊口瓶材料；本案被
告乃義大利容器製造商在德國之子公司。1990年初德國化學工業協會VCI（Verband 
der Chemischen Industrie e.V.）基於安全考量，擬就裝載化學品容器之材質制定技術
標準，當時除了本案原告外，另有K、L及S三家業者提出符合VCI要求之技術提案，
最後在原告的專利技術基礎下，VCI制定了新的標準，德國境內銷售之化學品容器需
符合所公布之標準；於此同時，原告亦承諾無償授權K、L及S三家業者實施緊口瓶專
利。

除了K、L及S取得緊口瓶專利授權外，歐洲其他容器製造商亦與原告簽訂有償之
專利授權協議。惟本案被告之義大利母公司於1996年向原告要求專利授權，被拒絕後
乃轉而向德國專利法院（BPatG）提起專利無效訴訟，2000年法院認定專利有效。於
此同時，原告則向民事法院提出專利侵權訴訟，主張被告製造及販賣容器行為構成緊

口瓶專利侵害，被告抗辯，認為基於原告在VCI公布技術標準時之承諾，負有無償授
權之義務；1999年Düsseldorf邦法院判定原告主張有理。本案經上訴第二審程序，最
後由最高法院之BGH受理。

BGH認為，原審法院僅認定原告不負有無償授權義務因而判定被告敗訴，但法院
忽略了被告請求原告有償授權之主張；原告是否負有義務以有償方式將系爭專利授權

131 Case C-241/91 P, C-242/91 P [1995] ECR I-797, [1995] 4 CMLR 718。關於本案之中文介
紹，參見劉孔中，前揭註118，頁41-43。

132 Case C-7/97 [1998] ECR I-7791, [1999] 4 CMLR 112。關於本案討論，Holger Fleischer & 
Hartmut Weyer, a.a.O. (Fn. 126)；本案之中文介紹，參見劉孔中，前揭註118，頁43-44。

133 COMP/C-3/37.792; Case T-201/04 R.
134 關於專利拒絕授權之類型、美國及歐洲學說理論討論，參見楊宏暉，前揭註37，頁89-

106。
135 BGH, Urt. v. 13.7.2004 – KZR 40/02, GRUR 2004, 966 – Standard-Spundfass.
136 若依循歐洲法院見解，關鍵設施理論尚應符合＂new-product-requirement＂要求始能作
成強制授權決定，必然大幅限制關鍵設施理論在技術標準制定案之適用可能。Kamiel J. 
Koelman, supra note 38, 828-829.

137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之發展與公平交易法之互動關係>，前揭註83，頁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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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乃本案專利侵權事實是否成立之前提問題（Vorfrage）。
2、BGH准予強制授權之理由

BGH認為，本案原告所擁有之專利技術在被納入VCI標準後，即使專利權人在一
定範圍內負有授權義務。觀察產業實務可以確定，不符合VCI標準之容器無法為德國
化學產業所接受及無任何銷售可能，而欲採用VCI標準來製造及銷售化學品容器，又
以實施緊口瓶專利為前提。不論是VCI或任何SSO在選定技術標準時，會儘量避免以
特定專利技術為基礎，避免陷入前揭標準實施與專利授權之衝突；VCI既然決定採納
原告之專利技術，必然是因為原告同意授權，否則VCI、原告及其他技術標準參與者
即有利用標準制定程序而杯葛或濫用獨占地位之嫌。其次，依據VCI公布之技術標準
內容，除了原告的專利技術外，無法實施其他替代技術以符合VCI之標準要求，於此
情況，使得原告有能力透過專利權之行使或不行使將第三人排除於市場。據此，原

告將專利技術授權K、L、S及其他容器業者，卻拒絕被告母公司之授權要求，已構成
GWB第20條第1項差別待遇之違反。

在肯定原告行為構成歧視而對被告負有授權義務後，BGH進一步判斷該義務之
內容為有償或無償。被告認為，基於GWB第20條第1項禁止獨占地位事業為歧視行為
之規定，主張原告既已將專利技術無償授權K、L及S等三家事業，被告亦應受到相同
對待（Gleichbehandlung）。對此BGH之看法為，唯獨K、L及S三家業者獲得無償授
權，被告或其他市場參與者則需支付對價始能實施專利技術，此等作法有其合理性基

礎，在該範圍內不構成獨占事業之差別待遇行為。衡諸VCI制定技術標準過程，K、
L、S及原告同時投入研發且有具體的成果，但最終原告之專利技術被選為標準。因
此，即便同為技術需求者，K、L及S仍較其他事業付出較大的成本，蓋其為了協助標
準能順利制定而致力於新技術之開發，基於研發經費與時間之支出，原告將專利技術

無償授權予K、L及S，但其他事業則為有償授權。原告比較其與K、L及S三家事業之
競爭關係、考量不同事業在市場上之經濟功能（ihrer wirtschaftlichen Funktion），因
而為無償或有償之授權決定，有其合理基礎，不構成差別待遇。

綜合而言，BGH在Spundfass案認為，基於技術標準與緊口瓶專利間之關連性，
原告得因專利權行使而有排除競爭之能力，具有獨占地位；拒絕被告（及其母公司）

之授權要求構成獨占地位濫用，因而直接援引GBW第19條第4項第4款關鍵設施條
文，認定被告能取得緊口瓶專利之有償授權。

（三）關鍵設施理論應可用於近用技術標準之關鍵技術

考量智慧財產權制度之鼓勵技術創新，美歐競爭法主管機關利用關鍵設施理論來

矯正專利權人之拒絕授權行為，向來持謹慎態度。相較於有體財產之交易與協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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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競爭法在某種程度上似乎賦予智財權人較大的空間。以專利授權協議限制約款之適

法性為例，授權協議中分不同區域進行授權（劃分地理市場），美國、歐盟及日本之

競爭法主管機關雖認為該協議會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但屬專利權行使之合理範圍138。

又如，競爭法允許技術擁有者，能限制被授權人僅在製造、使用或銷售範圍實施授權

技術（劃分商品或技術市場）139。此外，技術擁有者亦可與被授權人約定，專利實施

費用之支付以分期付款或實施後之後付方式支付，被授權人於專利期滿後仍應支付其

已使用授權技術之實施費用；非因可歸責於授權人事由致專門技術被公開，被授權人

仍須於一定期間依一定方法繼續支付實施費用，至授權協議失效或終止140。從而即便

權利行使無所附麗，在一定情況下競爭法仍使專利權人繼續保有經濟上的利益與優

勢。

針對關鍵設施理論適用於智慧財產權領域，美國法院實務亦較保守，避免降低

競爭相對人之研發意願。即便是一般的競爭法案件，以關鍵設施理論而要求特定事業

開放近用鄰近市場之必要設施或設備，通常對消費者亦未必有利，蓋商品或服務之

價格及產出（output）往往相同，但賦予競爭者有權分享獨占利益，反而會降低競爭
者之改良與研發意願，怠於自行發展鄰近市場之設施或設備。在以研發創新為發展基

礎的智慧財產權案件，關鍵設施理論對於技術創新可能有更不利的影響與衝擊。美國

法院實務認為，事業原則上並無義務向競爭對手揭露經營知識或秘密，擁有較優越的

（superior）知識，不當然構成關鍵設施；事業所擁有的較優越知識若必需與其他競
爭者分享，將會毀損（undermine）著作權法或專利法所賦予之創新誘因；不論是擁
有較優越知識之事業或競爭相對人，其創新意願均會降低141。

歐洲地區對於關鍵設施理論適用於智慧財產權領域，同樣亦持謹慎認定。如同

歐洲法院在Magill、Bronner、IMS及其他智財權拒絕授權案件之意見表示：僅在極
為罕見（very peculiar）或例外的情況（under certa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亦即欠缺此等智慧財產權極可能使特定市場之競爭完全消彌（be likely to eliminate all 

138 但我國公平會專利授權處理原則第七點第一項第一款將之列為可能違法行為類型。
139 參照我國公平會專利授權處理原則第五點第一款。
140 參照我國公平會專利授權處理原則第五點第四款。
141 美國諸多智慧財產授權或侵權爭議案之技術需求者有援引關鍵設施理論，但此等主張
被法院所接受者甚少。Gregory V.S. Mccurd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Does 
the 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 Shed Any New Light ?, E.I.P.R. 2003, 25(10), 472, 473, 475 
(2003)。反對以關鍵設施理論作成強制授權之學者亦質疑，競爭法機關或法院是否有足
夠能力判斷技術「關鍵性」或重要性；欲認定哪些技術乃關鍵性或重要性，涉及高度專
業性，競爭法主管機關或法院實無能力決定此等技術問題。若真要進行，不可避免的將
延緩或使爭訟審理混亂（delay and confusion）。Id.,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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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始應准予強制授權。在涉及技術標準時，可能較容易該當「罕見或例
外」情況，認定該智慧財產權成立關鍵設施理論之關鍵設施或設備。

德國BGH在Spundfass案作成之判決，於解決技術標準與專利權衝突上有其重要
意義，其不僅肯定技術標準所涵蓋之關鍵專利有獨占地位，且無正當理由之拒絕授權

構成獨占地位。更重要的是，BGH指出，關鍵專利權人並無義務使所有的技術需求者
享有相同的授權條件，此一見解可釐清SSO專利宣言課以參與者同意FRAND授權條
件之合理性及個案授權協商是否構成歧視。據此，即便專利技術因被標準所涵蓋而使

關鍵專利權人有授權義務，但專利權人仍能採取不同的授權條件與內容。

最後，本文認為，競爭法主管機關在認定有無關鍵設施理論之適用時，不能忽略

如下重要事實：專利技術之擁有者是否為SSO參與者或是否曾經參與標準制定過程。
關鍵專利權人若因先見之明、獨到的研發策略與規劃或優異的市場行銷方案，而使其

技術被採納成為SSO所制定之技術標準或為市場上所通用之事實上技術標準，判斷其
是否負有授權義務時，應有別於關鍵專利權人為SSO成員或曾參與SSO而在契約上曾
為授權之承諾。蓋對前者作成強制授權處分所產生之創新研發衝擊，更甚於後者，亦

更容易造成處罰先驅發明人及技術創新者之觀感。

（四）關鍵設施理論之適用無涉於專利法之強制授權制度

關於競爭法之關鍵設施理論與專利法之強制授權制度，在適用上是否相衝突、擇

一或併存行使、何者適用具有優先性問題，本文認為二者乃截然不同的法律制度，可

以併存之行政處分，適用上並無優先性或認為專利強制授權之審定更適宜由公平會負

責之理142。蓋競爭法與專利法（智慧財產權法）有相異之立法目的、法律適用及應否

准予處分之考量基礎143。

對於專利授權爭議案件，競爭法主管機關應否以關鍵設施理論之強制授權恢復或

建立市場競爭秩序，必須先判斷系爭專利技術在市場上是否有排除競爭之經濟力量、

除了排他權外專利權人是否同時擁有獨占權而居市場上之獨占地位，繼而始再依據專

利法之規定與內涵，判定權利行使行為是否構成專利權濫用（亦即獨占地位濫用）。

在前揭判斷過程，系爭專利涉及之商品市場、技術市場或創新市場之認定、上下游整

體市場之競爭需要、特定市場有無其他替代性技術、特定市場進出難易度、相關產業

或國際慣例等事實144，均為重點。反之，專利專責機關在審核是否有准予強制授權之

142 學者劉孔中（前揭註118，頁54-55）認為，專利強制授權審定應由公平會負責。惟美國
有學者反而質疑，競爭法主管機關是否有足夠的專業，判斷特定技術（尤其是專利權）
對於商品或服務是否為「關鍵」，參見前揭註141。

143 BGH, Urt. v. 13.7.2004 – KZR 40/02, GRUR 2004, 966, 967.
144 參見我國公平會專利授權處理原則第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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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則應依申請強制授權之理由，判斷個案是否有該等事由之存在，包括國家緊

急情況、增進公益之非營利使用必要、於合理期間及條件下無法達成授權協議、不同

發明間有依賴關係145；判斷是否該當前揭不同事由所應審酌之事實，則有各種不同可

能，當然亦不以技術替代可能性、市場需求為限，諸如涉及醫藥專利權時，公共衛生

利益反而為其核心146。例外當公平會或法院已就專利權人之權利濫用行為作成處分或

判決確定時，專利專責機關始無須判斷個案事實，逕依申請而作成強制授權決定147。

再從同樣作成強制授權決定之內容來看，競爭法主管機關認定有關鍵設施理論

之適用，而令專利權人負有強制授權義務，該決定乃一體適用於所有市場參與者及技

術需求者。反之，專利專責機關作成之強制授權處分，則為個案之決定，其他技術需

求者欲據此而實施專利技術，仍應證明專利法強制授權事由之存在，且單獨再提出申

請。

據此，競爭法之關鍵設施理論與專利法之強制授權制度，所欲達到的立法目的並

不全然相同，無法有替代或由單一機關全權負責之理。不同行政機關依其行政權限判

斷是否有作成處分之必要，此一行政權分立如同電信、醫藥、農業等不同機關間之分

工。誠然在法律實務上，可能因偶然與例外狀況而出現競爭法與專利專責機關分別依

據關鍵設施理論與專利法而同時作成強制授權之決定，抑或二個主管機關處分達到相

近之目的與結果。

145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76條第1項及第78條第5項。
146 諸如2005年12月智慧局准予之克流感（Tamiflu）藥品專利強制授權案（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審定書，智法字第09418601140號，2005年12與8日）。關於醫藥專利強制授權問題及
本案評析，參見李素華，前揭註118，頁57-75。

147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76條第2項。有學者（劉孔中，前揭註118，頁54；何愛文，<<論專
利法制與競爭法制之關係-從保護專利權之正當性談起>>，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
所，92年度博士論文，頁275）主張，專利法第76條第2項應刪除公平會處分或法院判
決「確定」之要件，蓋此等要件已逾越TRIPS協定第31條規定，且公平會處分或法院判
決確定往往歷時多年，專利權人難以等待數年。惟本文認為，為使TRIPS協定能一體適
用於產業技術發展水準不一之WTO會員，TRIPS協定在制度之初即已確立係採最低標準
（minimum standards）之立法技術，從而WTO會員可依據內國產業與經濟需求，為更
嚴格之要件規定，諸如美國專利法並無強制授權規定，德國與我國專利法雖明訂強制授
權，但適用要件仍有不一，德國法准予強制授權之要件比我國更為嚴格。其次，專利法
之強制授權係對於專利權行使之限制，屬例外情況，法律要件上本來即應嚴格，否則即
悖離專利制度保護發明及鼓勵創新研發之意旨。最後，如本文所述，以專利法第76條第2
項作成強制授權之申請事由時，專利專責機關無須為個案事實認定，只要已有公平會或
法院之反競爭處分或判決確定，即應准予之，從而專利專責機關之准予強制授權決定，
自宜以其他行政或司法機關就個案事實已有嚴密的審核及判斷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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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國的飛利浦CD-R專利強制授權案為例，同樣針對事實上技術標準之關鍵專
利授權行為，公平會審理重點之一在於，過高的權利金主張是否顯不合理而構成獨

占地位濫用，惟專利專責機關之判斷則著重當事人先前的授權協商過程，是否已符合

「技術需求者曾以合理商業條件在相當期間內仍無法與專利權人達成授權協議」之事

實；專利專責機關諮詢產業經濟及競爭法學者之意見，亦是因個案事實之偶然需求，

衡諸同為強制授權申請之Tamiflu醫藥專利爭議案，專利專責機關之諮詢對象則改以公
共衛生、醫藥領域之專家學者。專利專責機關認定個案仍未該當「於合理期間及條件

下無法達成授權協議」之事由而不准予強制授權之決定，不必然代表系爭專利技術在

特定市場不構成關鍵專利或拒絕授權不會產生競爭秩序消彌之結果，競爭法主管機關

仍得判斷是否有獨占地位濫用之事實，進而決定是否基於關鍵設施理論作成強制授權

之改正處分。

伍、結論

知識經濟與網絡效應時代，SSO運作及技術標準對於產業發展與促進競爭有其重
要意義。但在網絡效應之助益下，標準制定後可能較以往更容易產生經濟力集結現

象，繼而因個別專利權人之權利行使或不行使而產生限制競爭情事。因此，產業政

策、競爭政策與智慧財產權制度間如何取得平衡，實為國內外學說及實務面對技術標

準而亟待解決之課題。

「所有權絕對」及「契約自由」是重要的私法原則，但進入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

世紀，各國民法在維護契約自由並保障私有財產同時，亦漸漸重視權利的社會化及

公平正義原則。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及植物品種權等智慧

財產權乃由法律規範所承認且賦予一定期間、一定範圍內之排他權，其性質上亦有社

會化之特定，以該權利作為交易內容或權利行使上，亦非採絕對契約自由原則148。反

之，即便智慧財產權人負有社會責任，但在憲法第15條財產權保障的基礎上，不論是
競爭法或其他主管機關欲限制之，甚而以行政權介入解決私權爭議，仍應有厚實的法

理及社會公益基礎。

基於鼓勵競爭秩序形成及消費者利益，競爭法主管機關就SSO專利宣言對於參與
者之要求及專利權行使限制，包括參與者應揭露關鍵專利權、申請中專利及事前同意

授權，基本上持較肯定之態度；就與技術標準使用有密切關連之關鍵專利，權利人之

148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之性質與特徵>，月旦法學教室，第2期，2002年12月，頁135。
149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之發展與公平交易法之互動關係>，前揭註83，頁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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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授權行為，競爭法主管機關亦有以關鍵設施理論為基礎作成強制授權決定。惟競

爭法主管機關在判斷個案之非難性時，亦宜兼顧智慧財產權制度之內涵，避免因過度

介入而對技術創新者造成懲罰，消彌發明人投入創新研發之誘因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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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謝教授銘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

張委員、李教授以及各位來賓大家好，那剛剛李素華教授對這個問題做了非常

詳細地說明，包括從美國法的觀點及實務觀點，以及歐洲新見解，對於專利權與標準

之間的關係，有非常詳細的說明，那從論文裡面也可以看得出來，到底用什麼角度來

看這個問題是比較適當的，前兩天我辦一個數位內容相關的研討會，裡面聽了很多非

智慧財產界的人對於智慧財產的看法，他們認為不只是國內，在國外也是，他們認

為說智慧財產的存在是社會的例外，也就是不是原則，而是一個例外。所謂的例外是

相對什麼來說，我是覺得說智慧財產權賦予他的是排他權，就是排除競爭，因此比較

重要的就是說，社會發展應該是自由競爭，但是因為產業的發展犧牲了一部份自由競

爭，讓這些產業透過對於市場上的壟斷獲得經濟上的利益，然後誘使他們從事研發，

帶動整個產業的發展，因此智慧財產權的賦予本身有其矛盾的地方，一方面是排他權

而反自由競爭，另一方面又是要促進社會發展所不得不的社會誘因。在這兩者的衝突

底下，今天如何來看這個問題。從剛剛的觀點來看，其實標準是很重要的。標準制定

的目的不在於製造壟斷，它是在讓大家能夠節省更多的競爭成本底下，能夠提供一個

更好的競爭環境，那這才是重要的。談到標準這件事，幾乎沒有人反對，有問題的

是，應該如何選取標準，當今天標準有專利權卡在裡頭的時候，專利權代表的是排他

權，那大家要用這個標準怎麼辦？大家一定要用到這個專利，那標準與專利之間的衝

突應如何解決，是很棘手的問題，我認為在李教授的報告裡頭，分成幾個來看，一個

就是標準的組織，會有組織宣言，成員有沒有揭露義務或是檢索義務，如果他沒有揭

露有專利權或是有專利在申請中，則標準制定之後，他再去主張專利權，這對於其他

組織內的成員成影響，到底是怎樣？如果我沒理解錯誤，美國的案子幾乎都是成員裡

頭的，後來被說成是濫用市場地位。在這裡李教授提到檢索的義務，我認為重要的是

說，有專利的人應該要主動揭露，萬一這個專利變成標準的一部分的時候，對於專利

權人是非常有利，但是對其他人卻很不利，所以必須要充分揭露，讓他人知道他願意

在什麼情況之下釋出專利，如果同時有幾個技術或其他相關技術在衡量，那要選擇哪

一個作標準時候，也要看哪一個專利權人願意釋出的條件是比較可以被接受的，因此

我認為揭露這件事應該是最重要的，美國的案子也都是因為他沒有揭露，被認為是惡

意、濫用市場地位。有時候惡意不去揭露這件事，會不會是因為有些公司專利實在太

多了，多到自己也不曉得自己的專利與標準有關係，李教授提到檢索的義務，這牽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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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是由誰來檢索，假使由組織來檢索，那問題會很大，因為每一個廠商專利都很多，

那廠商也很多家，專利範圍到底如何，對於組織來說是非常大的負擔；那如果要求廠

商來進行檢索，檢索結果以為沒有，但是標準制定出來之後居然落入我的專利權範

圍，那這時後會不會就是沒有惡意，在美國法上不構成市場地位的濫用，就是說在這

種情形底下主觀要素－是否惡意這件事是重要的，是否已經進行了檢索義務，所以沒

有主觀問題，那專利被綁進去標準而造成優勢地位，但也不算是濫用市場地位，可能

這是可以考慮的。

另外，很多公司擁有許多專利的情形底下，對於他要去揭露或是檢索，都有百

密一疏的情形，那是否有可能要求這些成員對於未揭露的專利事先訂立一個授權的條

件，就好像在德國專利法，如果專利權人事前把授權條件公佈出來，以這條件授權

的話，我都同意，用這種自願性的方式來宣示說如果揭露有遺漏，那一律同意用這樣

的方式來授權，或者是說要不要有仲裁機制，如果並不是惡意不去揭露的情形，那

造成其他成員使用技術時專利條件談不攏，那這時候是不是有可能有一個仲裁的條款

來處理？基本上因為這都是組織內部，應該要看組織內部怎樣去約束彼此之間的權利

義務。另外，比較大問題的是組織外的成員，你今天制定這個標準，那對於組織外成

員的拘束力，因為是標準，所以他就必須用，那如果這是標準又卡到專利權，那組織

內的人可不可以對組織外的人說你必須付專利權權利金，或者組織外的人主張說要

access這些專利，你必須要授權給我使用；如果專利是組織外頭的人的專利，我覺得
說回歸到我一開始所談的，就是要考慮自由競爭的市場它是重要的，縱使你不是組織

成員，但你的專利被綁進去標準裡頭，那在這種情況之下，你的專利跟別人的專利是

不一樣的，別人的專利你可以高興不授權就不授權，但你今天不授權可能會影響到廠

商進入市場的可能性，因此在這種情形底下，我想專利權人的權益我們也要考慮，不

是說既然被綁為標準，那就必須算你歹命，你必須無償授權給人家，這對專利權人真

的是不公平，因為他花了很多研發成果，而且技術真的是很好，所以被選為標準，但

卻變成公共財，那這就不合理。我在想，這裡他應該是負有一個授權的義務，不能隨

意拒絕授權，否則會造成市場壟斷，或者是說他不可以隨便去作差別待遇，因為去作

差別待遇的話，也會影響到市場競爭，德國那個案子允許差別待遇是因為它有它的正

當理由，那些人有先前參與研發，我們一方面確保專利權人的權利，但另一方面也認

為他沒有去任意拒絕授權或作差別待遇的權利，當然這時候也會有權利金高低擺不平

的問題，那既然選取這個專利作為標準，那是否應該要有這個義務去提供仲裁機制協

助他人處理這方面的問題。以上是我個人看法，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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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警示」對不公平交易的影響 
不實陳述的「著作權警示」 

—最新形態之欺罔和顯失公平的商業行為

林利芝
＊

中文摘要

美國著作權人為了保護著作權，通常會在著作上刊登「任何未經著作權人授權

之重製、散布或傳送著作全部或部分內容的行為，皆構成著作權侵害」的制式「著作

權警示」，警告消費者不得侵害著作權。這些長久以來一直被美國民眾認為是著作

權人在主張著作權的「著作權警示」，事實上可能構成對消費者過度誇大美國著作權

目　　次

壹、前言

貳、 美國著作權法與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禁止不公平競爭之概括性條
款的關係

參、不實陳述的「著作權警示」

　　一、對消費者主張及行使著作權人尚未真正確認的著作權

　　二、對消費者過度誇大美國著作權法所賦予著作權人的專屬權利

　　三、 蓄意隱瞞消費者享有合理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利
　　四、對消費者重大錯誤陳述美國著作權法的規定

　　五、對消費者虛偽主張著作權人已經耗盡的「散布權」

肆、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禁止不公平競爭之概括性條款的適用性

　　一、不實陳述「著作權警示」的欺罔行為

　　二、不實陳述「著作權警示」的顯失公平行為

伍、結論

陸、建議

*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 作者感謝本文於公平交易委員會「第十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發表時
評論人王中一教授提供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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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賦予的專屬權利、蓄意隱瞞消費者享有合理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利，並且

以民、刑事責任恫嚇消費者不得侵害著作權的不實陳述。這些行之有年的「著作權警

示」讓美國民眾以為任何未經著作權人授權的著作使用都是違法，所以即使在美國著

作權法允許之「合理使用」的情況下，也因為「著作權警示」的誤導而影響到消費者

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益，因此衍生出不實陳述的「著作權警示」是否構成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的商業行為而違反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禁止不

公平競爭之概括性條款的爭議。本文從「原創性」、「事實不受著作權保護」、「合

理使用」、「構思/表達二分原則」以及「散布權耗盡原則」等方面，分析幾則頗具
爭議之「著作權警示」是否構成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陳述，並且探討美國聯邦交易

委員會法第五條禁止不公平競爭的概括性條款可否規範著作權人利用不實陳述之「著

作權警示」誤導消費者的不正當行使（濫用）著作權行為。筆者最後結論，不實陳述

之「著作權警示」可能有違反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禁止不公平競爭之概括性

條款的疑慮。雖然我國著作上常見刊登之「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的制式「著作權警

示」大多只是用於宣示「著作權」，但是這樣的「著作權警示」無法提供消費者有關

著作權之歸屬、內容以及權利範圍的正確資訊，所以也可能誤導消費者而致使消費者

合理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益受損，進而影響交易秩序，筆者因此建議公平交易委

員會也必須正視不實陳述或引人錯誤之制式「著作權警示」對不公平交易可能造成的

負面影響。

關鍵詞： 著作權人、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著作權警示、著作權侵害、重製權、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的商業行為、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

禁止不公平競爭之概括性條款、原創性、事實不受著作權保護、合理使用、

構思／表達二分原則、散布權耗盡原則、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陳述、不正

當行使（濫用）著作權。

壹、前言

由於現行美國著作權法已不再規定註冊登記與附上著作權標示©為著作取得著作
權保護的要件1，為了避免著作使用人誤以為沒有著作權標示©的著作是不受著作權
保護而可以任意使用，著作權人通常會在著作上刊登「著作權警示」以主張「著作

1 17 U.S.C. § 401 (2006).



「著作權警示」對不公平交易的影響 223

權」。著作權人以「著作權警示」向民眾主張「著作權」固然可謂為正當行使著作權

之行為，但是如果著作權人在「著作權警示」中不實陳述著作權保護範圍，因而影響

到消費者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益，則不實陳述的「著作權警示」就可能涉及美國

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為保護消費者權益而禁止著作權人不正當行使（濫用）著作

權的不公平競爭行為2。

今年八月美國電腦及通訊工業協會向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提出申訴，主張美國

足球聯盟、美國職棒大聯盟、環球製片公司等著作權人透過著作上刊登的制式「著作

權警示」，對消費者不實陳述著作權保護範圍與美國著作權法的規定，並且以民、刑

事責任恫嚇消費者不得侵害著作權，致使消費者以為任何未經著作權人授權的著作使

用都是違法，所以即使在美國著作權法允許之「合理使用」的情況下，消費者也因為

「著作權警示」的誤導，而影響到消費者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益3。美國電腦及

通訊工業協會認為這種罔顧消費者權益的「著作權警示」，違反了美國聯邦貿易委員

會法第五條禁止不公平競爭的概括性條款4。由於我國著作上大多刊登「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的「著作權警示」，這樣的「著作權警示」是否只是宣示「著作權」，還

是不實陳述著作權保護範圍而可能衍生與美國類似的不公平競爭爭議仍有待商榷，因

此筆者於本文將僅探討美國著作上刊登之制式「著作權警示」是否構成虛偽不實或引

人錯誤的陳述，以審酌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禁止不公平競爭的概括性條款對

不實陳述而影響消費者權益之「著作權警示」的適用性。筆者會將我國著作上常見刊

登之「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的「著作權警示」是否構成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陳述

而受到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或第二十四條規範的相關問題，作為後續深入研究

的主題。

貳、美國著作權法與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
禁止不公平競爭之概括性條款的關係

美國著作權人透過制式的「著作權警示」對消費者不實陳述著作權保護範圍而致

2 15 U.S.C. §45 (a).
3 Request for Investigation and Complaint for Injunctive and Other Relief, In re Misrepresentation 

of Consumer Fair Use and Related Rights (Fed. Trade Comm’n Aug. 1, 2007) [hereinafter CCIA 
Complaint] available at http://www.groklaw.net/articlebasic.php?story=20070831145639691 
(last visited November 20, 2007).

4 CCIA Complaint, supra note 3, paras 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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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消費者權益受損所衍生之不公平競爭的爭議，主要在於著作權人以不正當行使（濫

用）著作權的方式限制著作使用人使用合法取得的著作。要解決「著作權警示」所衍

生的不公平競爭，就必須先釐清美國著作權法與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禁止不

公平競爭之概括性條款的關係。

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項第八款的「著作權與專利權條款」授權美國國會制定著作

權法，賦予著作人在有限期間內享有對其著作的專屬權利，以促進知識與實用性技術

的發展5。依據此憲法授權，美國國會於1976年修正的著作權法第106條賦予著作權人
享有重製著作物、製作衍生著作、散布著作物、公開展示著作和公開表演著作等多項

專屬權利6。

然而美國著作權人有時並非僅是正當行使美國著作權法所賦予的專屬權利，而是

利用那些專屬權利去逐步擴張那些權利的範圍，或是取得美國著作權法並未賦予的其

他權利7，例如著作權人在電腦軟體授權契約中約定被授權人不得自行研發或協助研

發任何類似的電腦軟體，以利用軟體的著作權取得類似專利的壟斷權8。美國著作權

人利用著作權不當限制創作或是阻礙知識與實用性技術之發展的行為，被法院視為是

不正當行使（濫用）著作權的行為9。由於美國著作權法只禁止著作利用人的著作權

侵害行為，並未禁止美國著作權人本身濫用著作權的行為，因此當濫用著作權而擴張

那些專屬權利範圍的著作權人指控著作利用人著作權侵害時，美國法院最初是以衡平

法的「不潔之手原則」駁回著作權人請求的著作權侵害救濟10。但是近期美國聯邦上

訴法院紛紛沿用專利法的「專利權濫用原則」11，承認著作利用人的「著作權濫用」

抗辯，並且將著作權人濫用著作權那段期間的專屬權利裁決無效12。

但是著作利用人的「著作權濫用」抗辯也只是阻卻著作權侵害，而且美國法院對

5 U.S. Const. art. I § 8 cl. 8.  
6 17 U.S.C. § 106 (2006).
7 Victoria Smith Ekstrand, Protecting the Public Policy Rationale of Copyright: Reconsidering 

Copyright Misuse, 11 Comm. L. & Pol’y 565, 585-87 (2006).
8 Lasercomb Am., Inc. v. Reynolds, 911 F 2d 970, 978 (4th Cir. 1990).
9 DSC Communications Corp. v. DGI Technologies, Inc. 81 F 3d 597, 601 (5th Cir. 1996); 

Practice Mgmt. Info. Corp. v. AMA, 121 F 3d 516, 520 (9th Cir. 1997).
10 Morton Salt Co. v. G. S. Suppiger Co., 314 U.S. 488, 494 (1942). 
11 Ben Sheffner,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Technology: 1. 

Intellectual Property; A. Copyright: 2. Defenses: a) Copyright Misuse: Alcatel USA, Inc. v. DGI 
Technologies, Inc., 15 Berkeley Tech. L.J. 25, 32-33 (2000).

12 DSC Communications Corp. v. DGI Technologies, Inc. 81 F 3d 597, 601 (5th Cir. 1996); 
Practice Mgmt. Info. Corp. v. AMA, 121 F 3d 516, 520 (9th Ci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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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濫用著作權之著作權人的制裁，也只限於將著作權人濫用著作權那段期間的著作權

裁決無效，而不是將著作權人的著作權完全裁決無效，著作權人仍可在濫用著作權的

期間結束之後，再度對著作使用人提出著作權侵害訴訟13，所以「著作權濫用」抗辯

對於制裁著作權人的濫用著作權行為，效果十分有限14。尤其當美國著作權人罔顧著

作權法賦予著作權人專屬權利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促進知識與實用性技術的發展」，

以不當人為因素而非提升著作品質的濫用著作權行為，排除或限制其他競爭者進入市

場、影響原本公平競爭的自由市場運作，進而對交易秩序造成負面衝擊時，著作權人

這樣不正當行使著作權所產生的反競爭效果，就不是美國法院在著作權侵害訴訟中承

認著作利用人的「著作權濫用」抗辯，並且將著作權人濫用著作權那段期間的專屬權

利裁決無效所能解決。在此情況下，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通常會希望藉由規範交易秩

序的反托拉斯法來解決。不過著作權人的濫用著作權行為若僅是對消費者不實陳述美

國著作權法所賦予之專屬權利而尚不足以構成休曼法或克萊登法禁止的獨占、結合或

聯合行為，就沒有休曼法或克萊登法的適用15。這時，反托拉斯法中禁止任何人或事

業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的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禁止不

公平競爭的概括性條款，就成為制裁不正當行使（濫用）著作權之著作權人的另一項

利器16。

參、不實陳述的「著作權警示」

以往為了取得著作權保護，美國著作權人會將著作註冊登記，並且附上「著作權

標示©17」。但是自從美國於1988年修正著作權後，著作權標示©和註冊登記就不再
是著作取得著作權保護的必要條件18，只要是著作具有「原創性」，著作人於著作完

成時即享有著作權保護19。為了避免著作使用人誤以為沒有著作權標示©的著作是不

13 Lasercomb Am., Inc. v. Reynolds, 911 F 2d 970, at 979 (4th Cir. 1990); 參閱謝銘洋、張懿云
著，著作權法與公平交易法關係之研究，公平交易委員會「第十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
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30-331（2003年5月）。

14 Kathryn Judge, Note: Rethinking Copyright Misuse, 57 Stan.L. Rev. 901, 931 (2004).
15 Ilan Charnelle, The Justification and Scope of the Copyright Misuse Doctrine and Its 

Independence of the Antitrust Laws, 9 UCLA Ent. L. Rev. 167, 191-197 (2002). 
16 15 U.S.C. § 45 (a).
17 Copyright Act of 1909, 35 Stat. 1075.
18 17 U.S.C. § 401 (2006).
19 17 U.S.C. § 102(a)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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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著作權保護而可以任意使用，美國著作權人通常會在著作上刊登「著作權警示」以

主張「著作權」。

所以每當美國民眾讀一本書、在電影院看一部電影、在家裏看租來的光碟影片，

或是看電視轉播的球賽時，都會看到內容大同小異的「著作權警示」。舉例而言，電

視轉播美國足球聯盟球賽時頻頻出現的「著作權警示」內容為：「本電視轉播球賽節

目的著作權為美國足球聯盟所有。除了提供電視觀眾私人觀看本節目以外，未經美國

足球聯盟的授權而使用本節目或本節目的任何照片、敘述或描述，一律禁止20。」電

視轉播美國職棒大聯盟精彩球賽時出現的「著作權警示」內容為：「本電視轉播球賽

節目不得以任何形式重製或再度播送，任何未經美國職棒大聯盟明示書面同意而敘述

或描述本節目的行為，一律禁止21。」美國國家廣播電視台與旗下環球製片公司製作

之電影和電視的「著作權警示」內容為：「本節目所有內容享有美國著作權法以及全

世界各國之著作權法的保護。本節目的全部著作權為美國國家廣播電視台所有。

任何未經美國國家廣播電視台授權而展示、散布或重製本節目全部或部分內容

（包括配樂）的行為，構成著作權侵害，侵害著作權者必須負擔嚴苛的民事與刑事責

任22。」哥倫比亞電影公司製作之電影的「著作權警示」內容為：「本DVD影片之內
容僅供家庭及私人觀賞。任何未經授權之重製、剪輯、修改製作、出租、出借、交

換、公開展示或公開播放本DVD節目全部或部分內容之行為皆嚴格禁止。違反者將
負起民事責任，情節重大者將追訴刑事責任23。」

20 電視轉播美國足球聯盟球賽時出現的「著作權警示」原文內容如下：
 “This telecast is copyrighted by the NFL for the private use of our audience. Any other use of 

this telecast or any pictures, descriptions, or accounts of the game without the NFL›s consent is 
prohibited.”

21 電視轉播美國職棒大聯盟精彩球賽時出現的「著作權警示」原文內容如下：
 “The telecast may not be reproduced or retransmitted in any form, and the accounts and 

descriptions of this game may not be disseminated without express written consent.”
22 美國國家廣播電視台與旗下環球製片公司製作之電影和電視的「著作權警示」原文內容
如下：

 “All material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l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Any unauthorized exhibition, distribution, or copying of this film 
or any part thereof (including soundtrack) is an infringement of the relevant copyright and will 
subject the infringer to severe civil and criminal penalties.”

23 哥倫比亞電影公司製作之電影的「著作權警示」原文內容如下：
 “This DVD film has been licensed for private home use only. All other rights are reserved. Any 

unauthorized copying, editing, exhibition, renting, exchanging, lending, public performance, 
diffusion, and/or broadcast of the DVD, or any part thereof,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nd any such 
action establishes liability for a civil action and may give rise to criminal pros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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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則頗具爭議的「著作權警示」，在在警告美國民眾只要他們使用著作的方式

是屬於著作權人的任何一項專屬權利，例如錄製電影、電視中的任何內容（重製權）

或傳送電影、電視中的任何內容（散布權），著作使用人就必須徵求著作權人的同意

或授權，否則便構成著作權侵害。由於這些「著作權警示」在日常生活中經常出現，

美國民眾對於這些「著作權警示」的內容並不陌生，不過即使如此，並不是所有的美

國民眾都了解「著作權警示」的內容和著作權人在「著作權警示」中所主張及行使的

專屬權利。

雖然美國著作權人表示他們僅是為了防範著作權侵害，而以「著作權警示」提

醒消費者尊重著作權，並且那些「著作權警示」均已行之有年，也符合美國著作權

法的規定24，然而這些以強烈措詞恫嚇消費者「任何未經著作權人授權之重製、散布

或傳送著作全部或部分內容的行為，皆構成著作權侵害」的「著作權警示」，事實上

卻可能構成著作權人過度誇大美國著作權法所賦予之專屬權利、蓄意隱瞞消費者享有

合理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利，並且以民、刑事責任恫嚇消費者的不實陳述，因為

美國著作權法與諸多美國最高法院案例皆規定許多無須經過著作權人授權的著作使用
25，例如使用著作中因缺乏原創性而不受著作權保護的內容26、合理使用27、對著作中

之「事實」或「構思」的任意使用28，以及允許消費者得以行使物權（例如轉售、出

租、出借、交換、贈與或甚至丟棄）的方式任意散布其持有之合法著作重製物（除錄

音物和電腦軟體外）29等，均不構成著作權侵害。

一、對消費者主張及行使著作權人尚未真正確認的著作權

美國著作權法第102條(a)項規定：「附著於任何有形媒介，並可藉此媒介被外界
感知、重製或傳達具有原創性之任何『表達』的著作，皆得享有著作權保護30。」也

就是說，任何著作要取得著作權保護，必須是由著作人所原創，因此只要是著作具有

「原創性」，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保護。就美國著作權法而言，這個

24 John Eggerton, NBC U: Copyright Warning Complaint is Frivolous, Broadcasting & Cable, 
Aug. 1, 2007, http://www.broadcastingcable.com/article/CA6464843.html (last visited 
November 20, 2007). 

25 See 17 U.S.C.A. § 107-121 (2006).
26 17 U.S.C. § 102(a).
27 17 U.S.C. § 107.
28 17 U.S.C. § 102(b).
29 17 U.S.C. § 109(a).
30 17 U.S.C. § 1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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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性」要件是指該著作為著作人所獨立創作，而非抄襲其他著作，並且該著作必

須具有最低程度的創意。

由於美國現行著作權法已不再規定著作註冊登記與附上著作權標示©為取得著作
權保護的要件，著作已不再需要經過任何形式審查即可享有著作權保護，所以著作人

之著作是否真正具有「原創性」而得享有著作權保護，著作人自己並無法確定，通常

是必須等到著作人控告他人著作權侵害，或是他人控告著作人著作權侵害時，才有可

能經由法院依據美國著作權法的規定，來認定著作權的歸屬、內容以及權利範圍。但

是即便著作人在控告他人著作權侵害的訴訟中勝訴，或是在他人控告著作人著作權侵

害的訴訟中勝訴，這只代表法院認定著作人的著作權在訴訟雙方間存在，而並不代表

著作人的著作權就其他人而言是真正確實存在。然而幾乎所有美國著作權人都在著作

中以「著作權警示」對消費者主張及行使著作權。美國國家廣播電視台與旗下環球製

片公司製作之電影和電視節目的「著作權警示」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

美國國家廣播電視台與旗下環球製片公司製作之電影和電視節目的「著作權警

示」部分內容為：「本節目所有內容享有美國著作權法以及全世界各國之著作權法的

保護。本節目的全部著作權為美國國家廣播電視台所有。」當美國國家廣播電視台製

作之電影和電視節目等視聽著作的著作權歸屬、內容以及權利範圍會因為著作的性質

（例如原創動畫電影或是新聞報導節目）而取得不同的著作權（例如動畫電影的著作

權或是新聞報導的編輯著作權），卻在這些著作權歸屬、內容以及權利範圍皆尚未經

過任何形式審查或法院確認之前，美國國家廣播電視台就貿然以「著作權警示」對消

費者主張及行使著作權，包括主張享有美國著作權法以及全世界各國之著作權法的保

護，美國國家廣播電視台的「著作權警示」可能構成對消費者主張及行使美國國家廣

播電視台尚未真正確認之著作權的不實陳述。

二、對消費者過度誇大美國著作權法所賦予著作權人的專屬權

利

雖然著作要取得著作權所需要的「原創性」相當低，所以絕大多數的著作因為

具有些許創意，很容易就可以取得著作權。但是即便著作只需少許創意就可取得著作

權，還是有些著作因為無法通過這個門檻，而無法享有著作權保護，例如電話公司若

只因業務之便就可取得所有電話用戶的姓名、住址以及電話號碼等事實資料，並將這

些事實資料按照用戶姓氏字母順序編輯在黃白頁電話簿的白頁部分，就被美國最高法

院認定為缺乏「原創性」，而無法使電話公司編輯的電話簿白頁部分享有編輯著作的

著作權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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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在Feist Publications,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 Inc.一案明白
表示「事實」因缺乏「原創性」而不受著作權保護，並且在公布後即為大眾可任意使

用的公共資源32，因此即使未經授權而自他人著作取用大量的事實資料，也不會構成

著作權侵害。然而許多幾乎完全由「事實」資料構成著作內容的著作，卻在「著作權

警示」中禁止消費者使用該著作的任何內容，包括不受著作權保護而大眾可任意使用

的「事實」資料。電視轉播美國足球聯盟球賽節目時出現的「著作權警示」就是一個

這樣的例子。

電視轉播美國足球聯盟球賽節目的「著作權警示」內容為：「本電視轉播球賽節

目的著作權為美國足球聯盟所有。除了提供電視觀眾私人觀看本節目以外，未經美國

足球聯盟的授權而使用本節目或本節目的任何照片、敘述或描述，一律禁止。」看到

這則「著作權警示」的美國民眾會以為美國足球聯盟所取得電視轉播球賽節目的著作

權，可以禁止民眾使用、敘述或是描述美國足球聯盟電視轉播球賽節目的任何內容，

這正是美國足球聯盟想透過「著作權警示」傳達給消費者的錯誤著作權觀念，並藉由

「著作權警示」主張著作權而佔有電視轉播球賽節目中不受著作權保護的球賽內容

（「事實」）。

任何一場美國足球聯盟球賽均為兩球隊間精采的攻防戰，比賽過程可能因為球

員在球場上廝殺時的身體狀況、情緒、教練的指示、天候、場地狀況、裁判的判決或

任何突發狀況而瞬息萬變，球場上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是球賽的「事實」，而這些「事

實」皆非美國足球聯盟所原創，美國足球聯盟僅是安排導播、攝影師、主播和球評共

同轉播和記錄一場球賽。美國足球聯盟雖然享有電視轉播球賽節目的著作權33，但是

美國足球聯盟所取得的著作權僅及於主播和球評生動地敘述或評論球賽並配合導播和

攝影師的取鏡所呈現整體具有「原創性」的電視轉播球賽節目34，而不及於幾乎完全

由參與球賽的球隊、球員、現場觀眾、比賽實況以及賽局得分等「事實」資料所組成

的球賽內容35。

當美國足球聯盟只對電視轉播球賽節目的取鏡、評論和編輯部分享有非常有限的

著作權，卻在「著作權警示」中禁止美國民眾在未經美國足球聯盟授權下不得使用、

31 Feist Publications,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 Inc., 499 U.S. 340, at 364 (1991).
32 Id. at 348. 
33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 v. Motorola, Inc., 105 F 3d 841, 847 (2nd Cir. 1997).
34 H.R. No. 94-1476 at 52, reprinted in 1976 U.S.C.C.A.N. at 5665.
35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 v. Motorola, Inc., 105 F 3d 841, 847 (2nd Cir. 1997); See also 

Andrea Freeman, Notes: Morris Communications v. PGA Tour: Battle Over the Rights to Real-
Time Sports Scores, 20 Berkeley Tech. L.J. 3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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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或是描述美國足球聯盟電視轉播球賽節目的任何內容，包括不受著作權保護而大

眾可任意使用的「事實」資料，美國足球聯盟的「著作權警示」可能構成對消費者過

度誇大美國著作權法所賦予之有限專屬權利的不實陳述。 

三、蓄意隱瞞消費者享有合理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利

美國著作權法第107條規定：「儘管本法第106條與106A條賦予著作權人享有重
製、改作、散布、公開展示、公開表演其著作36，以及禁止他人不當改變其著作內容
37等多項權利，但為批評、評論、新聞報導、教學、學術或研究等目的而重製受著作

權保護之著作物或是錄音物的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權侵害38。」因此並非受著作權

保護之著作的任何使用都必須徵求著作權人同意，也並非任何未經著作權人授權的使

用都構成著作權侵害，著作使用人可以不侵害他人著作權的方式，重製合法取得之著

作物的部份內容，例如為了課堂教學使用或學術研究而影印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的部

份內容39。

甚至在某些情況下，著作使用人即使重製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的全部內容，美國

法院審酌美國著作權法第107條列舉的四個判斷事項，包括使用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
的目的與性質（是營利目的使用還是非營利目的的教育使用）；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

的性質；使用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的量與質，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的比例；使用受著

作權保護之著作對於這個著作的潛在市場或商業價值的影響等因素後，仍可能認定著

作使用人的「重製」行為，為不構成著作權侵害的「合理使用」，，例如美國最高法

院就將美國民眾使用錄放影機錄製播放當時不能收看的公共電視節目以供日後觀看的

「錄製」行為，認定為不構成著作權侵害的「合理使用」40。

美國最高法院在Sony Corporation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一案明
白表示任何人在「合理使用」的範圍內重製受著作權保護的著作，不構成著作權侵

害，因此即使消費者使用Betamax錄放影機從頭至尾錄製播放當時不能收看的公共電
視節目以供日後觀看，消費者的錄製行為也屬於不會構成著作權侵害的「合理使用」
41。然而幾乎所有的著作在「著作權警示」中都禁止消費者使用該著作的部分或全部

36 17 U.S.C. § 106.
37 17 U.S.C. § 106A. 
38 7 U.S.C. § 107.
39 17 U.S.C.A. § 108.
40 Sony Corporation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464 U.S. 417, at 455 (1984).
4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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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並且蓄意隱瞞消費者享有合理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利。電視轉播美國職棒

大聯盟球賽節目時出現的「著作權警示」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

電視轉播美國職棒大聯盟球賽節目的「著作權警示」內容為：「本電視轉播球

賽節目不得以任何形式重製或再度播送，任何未經美國職棒大聯盟明示書面同意而敘

述或描述本節目的行為，一律禁止。」筆者認為美國職棒大聯盟的「著作權警示」因

為三點理由而有重大不實陳述美國著作權法之規定的疑慮。第一，美國職棒大聯盟在

「著作權警示」中「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形式重製電視轉播的美國職棒大聯盟球賽節

目」，當然也包括了禁止消費者使用錄放影機錄製播放當時不能收看的電視轉播美國

職棒大聯盟球賽節目以供日後觀看，但是美國最高法院在Sony Corporation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一案裁決消費者使用錄放影機錄製播放當時不能收看的公
共電視節目以供日後觀看的錄製行為，屬於不構成著作權侵害的「合理使用」42，因

此美國職棒大聯盟的「著作權警示」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形式重製電視轉播的美國職棒

大聯盟球賽節目，顯然與美國最高法院在Sony案的裁決相抵觸，而可能構成對美國著
作權法之規定的重大不實陳述。

第二，美國職棒大聯盟在「著作權警示」中「禁止任何人未經美國職棒大聯盟

明示書面同意而敘述或描述電視轉播的美國職棒大聯盟球賽節目」，當然也包括了禁

止美國民眾與家人、朋友或同事敘述美國職棒大聯盟球賽的精彩內容、禁止網友在網

路上熱烈討論洋基隊投手張伯倫在季後賽出戰印地安人隊時遭遇的「蟲蟲危機」、禁

止脫口秀的節目主持人對某一場美國職棒大聯盟球賽的評論，或甚至於禁止任何新聞

媒體對美國職棒大聯盟球賽的報導等，但是美國著作權法第107條明文規定任何人基
於評論、新聞報導或言論自由等目的而在「合理使用」的範圍內重製或使用受著作權

保護的著作，不構成著作權侵害43，因此美國職棒大聯盟的「著作權警示」蓄意隱瞞

消費者享有合理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利，顯然與美國著作權法第107條明文允許
「合理使用」的規定不符，可能構成對消費者重大不實陳述美國著作權法的規定。 

第三，當美國職棒大聯盟也和美國足球聯盟一樣，只對電視轉播球賽節目的取

鏡、評論和編輯部分享有非常有限的著作權，卻在「著作權警示」中禁止美國民眾在

未經授權下以任何形式重製、敘述或描述美國職棒大聯盟電視轉播球賽節目的任何內

容，包括消費者基於言論自由、評論或新聞報導等目的而在「合理使用」的範圍內重

製美國職棒大聯盟電視轉播球賽節目的任何內容，因此美國職棒大聯盟的「著作權警

示」也和美國足球聯盟的「著作權警示」一樣，可能構成對消費者過度誇大美國著作

42 Id.
43 17 U.S.C.A. §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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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法所賦予之有限專屬權利的不實陳述。

四、對消費者重大錯誤陳述美國著作權法的規定

美國著作權法第102條(b)項規定：「在任何情況下，具有原創性之著作的著作權
保護，僅及於該著作的『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的構思（概念）、程序、製程、

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以及發現，不論該著作的陳述、詮釋，例證或具體表

現之形式為何44。」因此任何著作人皆不得以其所敘述的「構思」或「概念」取得著

作權，只有著作人對該「構思」或「概念」的原創「表達」才能取得著作權，這就

是「構思/表達二分原則」45。所以著作使用人可自他人著作中不受著作權保護的「構

思」或「概念」擷取靈感來創作自己的著作，不會構成著作權侵害，但若是著作使用

人抄襲著作中著作人對某「構思」或「概念」的原創「表達」，則著作使用人的行為

構成著作權侵害。例如燈具製造商並未自行創作燈座的人物雕像，而是在未經授權下

完全仿製另一燈具製造商所原創製作的燈座人物雕像，就被美國最高法院認定為構成

著作權侵害的重製行為46。

美國最高法院在Mazer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一案明白表示著作權僅保護著
作人對某一「構思」的原創「表達」，而不保護「構思」本身，因此即使未經授權而

自他人著作取用著作人的「構思」來創作自己的著作，也不會構成著作權侵害47。然

而許多著作卻在「著作權警示」中禁止消費者使用該著作的任何內容，包括不受著作

權保護的「構思」或「概念」。環球製片公司製作之電影「史瑞克」的「著作權警

示」就是這樣警告消費者。

環球製片公司製作之電影「史瑞克」的「著作權警示」內容為：「本節目的全部

著作權為環球製片公司所有。任何未經環球製片公司授權而展示、散布或重製本節目

全部或部分內容（包括配樂）的行為，構成著作權侵害，侵害著作權者必須負擔嚴苛

的民事與刑事責任。」看到這則「著作權警示」的消費者會以為任何未經環球製片公

司授權而重製電影全部或部分內容的行為，都構成著作權侵害。這正是環球製片公司

透過「著作權警示」想傳達給消費者的錯誤著作權觀念，並藉由「著作權警示」主張

著作權而佔有電影中不受著作權保護的「構思」或「概念」。

當環球製片公司只對電影「史瑞克」的原創「表達」享有著作權，卻在「著作

44 17 U.S.C. § 102(b).
45 Mazer v. Stein, 347 U.S. 201, at 217 (1954).
46 Id. at 219.
4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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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警示」中警告消費者任何未經環球製片公司授權而重製電影全部或部分內容的行為

構成著作權侵害，包括消費者自電影「史瑞克」中取用不受著作權保護的「構思」或

「概念」來創作自己的著作，因此環球製片公司的「著作權警示」顯然與美國著作權

法第102條(b)項規定的「構思／表達二分原則」不符，而可能構成對消費者重大錯誤
陳述美國著作權法的規定。

五、對消費者虛偽主張著作權人已經耗盡的「散布權」

面對生活中到處都是著作物，而著作權人又擁有這些著作物的專屬「散布權」，

若著作權人不當壟斷其享有的專屬「散布權」，將會阻礙著作物的流通和利用。為了

調和著作權人之專屬「散布權」與物權所有人之「物權」的關係，美國國會除了在著

作權法第202條闡明「著作」與「著作物」不同而著作物的「著作權」也與著作物的
「物權」不同外48，也將美國最高法院在Bobbs-Merrill Co. v. Straus一案制定的「散布
權耗盡原則」明文規定在著作權法第109條(a)項，允許合法著作重製物的物權所有人
得以在未經著作權人授權下，任意散布其持有之著作重製物49。

依據美國著作權法第109條(a)項「散布權耗盡原則」的規定，一旦著作權人將合
法著作重製物或錄音物的物權移轉，即喪失該著作重製物的專屬「散布權」。因移轉

繼受取得該著作重製物的物權所有人基於物權，得以將該著作重製物銷售給他人或任

意處分，而無須徵求著作權人的同意或授權50。換句話說，著作權人有權對其合法著

作重製物或錄音物的第一次銷售或散布加以限制，但是一旦著作重製物的物權已從著

作權人移轉給他人時，著作權人就不得對其著作重製物再主張「散布權」，著作權人

也不得禁止著作重製物的物權所有人將著作重製物轉售、出租、出借、交換、贈與或

甚至丟棄。然而許多視聽著作卻在「著作權警示」中禁止消費者以行使物權（例如轉

售、出租、出借、交換、贈與或甚至丟棄）的方式散布合法購買的視聽著作。哥倫比

亞電影公司製作之電影「達文西密碼」的「著作權警示」就是這樣警告消費者。

哥倫比亞電影公司製作之電影「達文西密碼」的「著作權警示」內容為：「本

DVD影片之內容僅供家庭及私人觀賞。任何未經授權之重製、剪輯、修改製作、出
租、出借、交換、公開展示或公開播放本DVD節目全部或部分內容之行為皆嚴格禁
止。違反者將負起民事責任，情節重大者將追訴刑事責任。」看到這則「著作權警

示」的消費者會以為他們必須徵求哥倫比亞電影公司的授權，才能出租、出借，或

48 17 U.S.C. § 202.
49 Bobbs-Merrill Co. v. Straus, 210 U.S. 339 (1908).
50 17 U.S.C. § 1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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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交換他們合法購買的DVD影片「達文西密碼」。這正是哥倫比亞電影公司想藉由
「著作權警示」去限制消費者對其合法持有之視聽著作行使物權或甚至排除視聽著作

的二手市場，以維持視聽著作新品的銷售量。

當哥倫比亞電影公司對合法售出的視聽著作已經不再享有專屬「散布權」，卻

在「著作權警示」中禁止消費者在未經哥倫比亞電影公司授權下以行使物權（例如出

租、出借，或是交換）的方式散布合法購買的DVD影片「達文西密碼」，哥倫比亞
電影公司的「著作權警示」確實有對消費者虛偽主張哥倫比亞電影公司已經耗盡之

「散布權」的疑慮。

肆、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禁止不公平競爭
之概括性條款的適用性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第(a)項第(1)款規定：「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不公
平競爭方法以及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不公平或欺罔之行為或手段，構成違法51。」

其構成要件有三：(1)足以影響交易秩序；(2)「欺罔」之行為；(3)「顯失公平」之行
為。

一、不實陳述的「著作權警示」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的欺罔

行為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於In re Cliffdale Associates, Inc.一案中制定判斷某一商業行
為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的三個要件：（1）對消費者不實陳述或隱匿資
訊；（2）此一不實陳述或隱匿資訊行為會誤導一般消費者的合理判斷；（3）此一不
實陳述或隱匿資訊行為會嚴重影響消費者的權益52。

美國民眾在視聽著作中常見的制式「著作權警示」有兩種版本，內容如下：

「聯邦著作權法針對任何未經著作權人授權而重製、散布或展示受著

作權保護的影帶或影碟，處以民、刑事責任。刑事著作權侵害由聯邦調查

51 15 U.S.C. § 45 (a). 原文內容如下: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and 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are declared unlawful. 美國
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第(a)項第(1)款規定與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類同。

52 In re Cliffdale Associates, Inc., 103 F.T.C. 110, 174-184 (1984); see also FTC Police Statement 
on Deception, October 14,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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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調查。構成重罪的刑事著作權侵害，最高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

美金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本節目所有內容享有美國著作權法以及全世界各國之著作權法的

保護。本節目的全部著作權為著作權人所有。任何未經著作權人授權而展

示、散布或重製本節目全部或部分內容（包括配樂）的行為，構成著作權

侵害，侵害著作權者必須負擔嚴苛的民事與刑事責任。」

這些「著作權警示」一方面向消費者刻意強調「聯邦著作權法針對任何未經著作

權人授權而重製、散布或展示受著作權保護的影帶或影碟，處以民、刑事責任」，另

一方面卻蓄意隱瞞消費者有關美國著作權法明文允許著作使用人許多無須經過著作權

人授權的著作使用，包括「合理使用」，讓那些對美國著作權法一知半解的消費者以

為任何未經著作權人授權的重製、散布或展示著作的使用都是違法，所以即使在「合

理使用」著作而無須徵求著作權人授權的情況下，也因為「著作權警示」的誤導，而

影響到消費者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益。另外，這些「禁止任何未經著作權人授權

而重製、散布或展示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的「著作權警示」，讓消費者以為任何未

經著作權人授權的重製、散布或展示著作的使用都是違法，而不敢使用不受著作權保

護的「事實」資料或「構思」，所以即使在無須徵求著作權人授權即可任意使用「事

實」資料或「構思」的情況下，也因為「著作權警示」的誤導，而影響到消費者自由

使用不受著作權保護之「事實」資料或「構思」的權利。再者，這些「著作權警示」

動輒以「刑事著作權侵害，最高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美金二十五萬元以下罰

金」恫嚇對美國著作權法不甚了解的消費者，讓消費者以為著作的任何使用都必須經

過著作權人的授權，否則便構成著作權侵害，所以即使在消費者的使用完全符合美國

著作權法的規定而無須徵求著作權人授權的情況下，也因為「著作權警示」的誤導，

而影響到消費者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益。更令人憂心的是，絕大多數的著作都刊

登內容雷同的制式「著作權警示」，著作權人藉由這些行之有年的「著作權警示」灌

輸消費者錯誤的著作權觀念，久而久之讓一般消費者真的對美國著作權法的規定產生

錯誤的認知，而危害其「促進知識與實用性技術發展」的最終目的。

綜上所言，美國視聽著作權人在著作上刊登的制式「著作權警示」可能因為虛偽

不實或引人錯誤的內容誤導消費者，而影響到消費者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益，因

而有構成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禁止之「欺罔行為」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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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實陳述的「著作權警示」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的顯失

公平行為

美國國會於1994年修正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並於該法第五條（n）項中明文
規定判斷某一商業行為是否構成顯失公平行為的三個要件：（1）此一商業行為致使
或可能致使消費者的權益遭受嚴重損害；（2）消費者無法合理避免此一商業行為；
（3）此一商業行為沒有造福消費者或相對競爭的重大公共利益53。

這些「著作權警示」對消費者主張及行使著作權人尚未真正確認之著作權的「著

作權警示」，讓消費者無法了解著作權的歸屬、內容以及權利範圍而可能因此誤觸美

國著作權法的規定，招致民、刑事責任。另外，這些禁止消費者在未經著作權人授權

而展示、散布或重製合法取得之著作之任何內容的「著作權警示」，讓消費者無法對

其合法取得之著作「合理使用」、自由行使物權或言論自由權，嚴重影響消費者權

益。雖然這些不實陳述的「著作權警示」對消費者個別權益的損害程度不同，但若是

考慮到幾乎每一份著作都刊登這樣引人錯誤的「著作權警示」，和長久以來美國著作

權人透過「著作權警示」誤導消費者有關美國著作權法的規定，以達到著作權人恫嚇

消費者不得侵害著作權並且限制消費者使用著作的目的，消費者整體權益顯然已經遭

受難以估計的嚴重損害。尤其近年來美國視聽著作權人在影碟中內建VOD科技，強
制DVD錄放影機播放「著作權警示」，致使觀看影碟的消費者無法操作錄放影機的
快進鍵快轉影碟中的「著作權警示」，而被迫全程觀看視聽著作權人不實陳述的「著

作權警示」。美國視聽著作權人運用最新科技強制播放「著作權警示」，讓消費者除

了閉上眼睛或是離開座位以外，無法合理避免視聽著作權人不實陳述的「著作權警

示」，而被灌輸了許多錯誤的著作權觀念，危害美國著作權法以「促進知識與實用性

技術發展」為最終目的的重大公共利益。

綜上所言，美國視聽著作權人在著作上刊登的制式「著作權警示」可能因為虛偽

不實或引人錯誤的內容誤導消費者，而影響到消費者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益，因

而也有構成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禁止之「顯失公平行為」的疑慮。

伍、結論

隨著數位科技的革新，美國民眾接收資訊和傳遞資訊變得更加方便，但也更容易

53 15 U.S.C. § 45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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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分享資訊而侵害他人的著作權，尤其是最新的點對點檔案分享軟體Foxy的盛行，
使得侵害著作的行為如野火燎原般失控。不過在美國著作權人全面撻伐著作權侵害和

譴責著作使用人不尊重著作權的同時，美國著作權人本身也罔顧美國著作權法賦予著

作權人有限專屬權利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促進知識與實用性技術的發展」，而頻頻不

當行使美國著作權法所賦予的「著作權」。長久以來，美國著作權人假借制式「著作

權警示」提醒消費者尊重著作權，實際上卻是對消費者灌輸錯誤的著作權觀念，致使

消費者合理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益受損。筆者認為美國著作權人在「著作權警

示」之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陳述，可能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和顯失公平的

商業行為，因而有違反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禁止不公平競爭之概括性條款的

疑慮。

陸、建議

雖然我國著作上常見之「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的「著作權警示」大多只是用

於宣示「著作權」，但是這樣的「著作權警示」無法提供消費者有關著作權之歸屬、

內容以及權利範圍的正確資訊，所以也可能誤導消費者而致使消費者的權益受損，進

而影響交易秩序，筆者因此建請公平交易委員會也必須正視不實陳述或引人錯誤之制

式「著作權警示」對不公平交易的影響，以及審酌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或第

二十四條對「著作權警示」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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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ticompetitive Effect of Copyright Warnings 
Exaggerated Copyright Warnings – A New Pattern of Unfair 

and Deceptive Trade Practices 

Li-Chih Lin

Abstract

Ever since copyright registration and copyright notice were ceased to be the 
prerequisites for copyright protection, copyright holders in the U.S. have displayed 
boilerplate copyright warnings in their copyrighted works to vindicate copyright. For years, 
by expressly prohibiting any unauthorized reproduction, distribution or transmission of any 
part of copyrighted works, those boilerplate copyright warnings mislead the general public 
into believing that any use of copyrighted works without express consent from copyright 
holders is strictly illegal and copyright infringers could be prosecuted for severe civil and 
criminal liability. As a result, consumers are misled into refraining from using any part of 
copyrighted works they legally acquired for fear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even when they 
are merely making permissive use of copyrighted works under the U.S. Copyright Law. 
Those exaggerated copyright warnings have stirred up a heated controversy of whether 
the allegedly false or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s made by copyright holders in those 
boilerplate copyright warnings constitute unfair and deceptive trade practices, in violation 
of Section 5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This article will expose the possible 
misrepresentations in some notorious copyright warnings by discussing issues of originality, 
uncopyrightable facts, fair use, the idea/expression dichotomy, and the first sale doctrine. 
This article will then explore the applicability of Section 5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to regulate such misuse of copyright by copyright holder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allegedly false or misleading nature of those boilerplate copyright warnings may constitute 
unfair and deceptive trade practices, sufficient to invoke the application of Section 5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The author also suggests that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should look into the possible anticompetitive effect caused by those blanket copyright 
warnings commonly displayed in copyrighted work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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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王教授中一（東吳大學法律學系）

各位先進大家好，本人很榮幸被指定為評論人，那在各位專家面前不敢多作評

論，尤其是像謝老師這樣的專家，那趕鴨子上架勉強跑來了，我是因為某些原因而

涉獵一些，那從林老師的演講，我們知道他對這個問題有深入瞭解，分析也非常詳

盡，那從他的文章裡面，感覺架構非常連貫而且完整，那從林老師的序言到結論相互

輝映，那序文當中她就指出文章的範圍，緊接著指出美國的連邦交易委員會法的第五

條，及美國某些代表性判例，詳細地加以分析有關著作權人不當利用著作權警示來達

到不當利益的目的，誤導使用人在不知情的狀況下給著作權人很多不當利益，譬如在

第三章有不同角度來分析著作權人運用著作權警示來達到目的，尤其林老師在第三

章利用原創性、合理使用等等原則來分析，用美國案例加以解說，那到了第四章，

是回去配合第二章，然後作一個建議，所以組織是很嚴密的，那參考資料也非常豐

富，當然參加這樣的研討會，本人學到很多東西，至於其他的，我對林老師的這篇文

章，雖然她在序言裡面是界定說她是依照美國FTC的第五條以及美國最高法院的判例
來加以分析，但我盼望如果林老師可針對特定地方搭配我們的法律來加以說明，可能

可以讓大家更加瞭解，林老師提到美國著作權法第107條有關合理使用的四個判斷原
則，與我國著作權法第65條項目之間有什麼關聯？精神上與構成要件及適用上有無
差別？那我們的第44條到66條的項目之間，那剛剛林老師提到我國公平法第24條這
方面的關聯，因為林老師主要是就美國法律談到這個關聯，是不是符合國FTC法律的
第5條，或者其他的標準，林老師也分析了美國反托斯法與修曼法及其適用對象、層
次及區別，那我們沒有這麼多法律，所以對我們參考上面有什麼幫忙？同時像我們的

公平交易法當中，在第24條與美國FTC的第5條的基本精神是不是有點一致，那這方
面有些學者在論述，另外，談到我們公平法規定或是著作權法或專利法，特別不是用

公平法，但是我們知道公平法第24條概括規定，有沒有辦法用第24條這種概括辦法來
解決問題？另外，著作權警示可能是有人替著作權人印的廣告或是標示也好，或者製

造人、印製人在這一方面有沒有法律責任，那因為現在電腦科技發達，所以很多人都

很注重保護權利，在這種情形之下經常擴大權利來限制競爭者，那可能有間接侵害權

利的問題，這些牽涉到我們公平法第21條第4項規定廣告代理業者及設計者責任，明
明知道廣告內容誤導，但還是去印製、去設計，這種情況之下，是不是要與廣告主負

連帶的責任，當然如果無限擴大，顯然有很多案件還待學者判斷，如果林老師年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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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以再加以研究。

那我最後感覺到，不管是著作權或是商標法、公平交易法，都會有保護使用人

（老百姓）的目的，那中間這些可能都會有所關聯，那像林老師這方面的貢獻很多，

當然還有別的學者對於專利法或消保法的都有研究，那如果林老師有興趣，還可以

往這個方向作，那我是自己不會，但專門喜歡別人作，這種智慧財產權法限制性的法

律，一方面保護原創人科技的發達、或者文學創造、藝術方面等等，提高人類生活文

化，另一方面也要保護權利人的權利，那之間的調和非常重要，像是剛剛說的著作權

警示不能達到促進文化，反而讓一般老百姓覺得動輒則咎，有礙文化發展，所以這一

方面的問題還要大家多多研究，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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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台灣有線電視產業的競爭政策

莊春發
*
、柯舜智

**

摘要

依據經濟理論競爭文獻的研究，「競爭」基本上可區分為：市場競爭、產業競爭

與潛在競爭等三種層次。欲達成市場競爭的效果，市場上必須擁有充分的廠商數，以

及每家廠商的決策必須是獨立的。產業競爭的達成條件則必須市場的進出，沒有法律

等政府公權力的干預障礙，以及排除廠商主觀的人為所創造的是進入障礙，例如限制

價格的施行、沉入成本、過多產能、產品增殖的策略、以及關鍵原料的控制。

根據上述競爭理論為基礎，探究我國長期以來有線電視的競爭政策發展，研究的

結果發現：就市場競爭內涵而言，過去政策上似乎忽略了有線電視最適規模特殊屬性

的考量，使得市場的劃分並不適當。其他產業競爭引進，直播衛星電視可能由於法制

時程的延宕、設備價格太高、欠缺夠吸引消費者的節目、控制於相同的業者手上等原

因，最後僅成為偏遠地區民眾的收視工具。

由電信產業跨業經營的中華電信公司的MOD服務，則由於法制上未能配合，致
使在實際經營的過程當中引發許多的爭議，耗損相當的社會資源成本，與直播衛星一

樣，由於欠缺殺手級的節目頻道，在消費者市場上一直無法有太大的突破。同樣的理

由，最近因為技術進步帶來的其他網路電視，若不能在頻道的取得上有所突破，前景

似乎也不甚樂觀。

目　　次

壹、緒論

貳、競爭政策的競爭內涵

參、有線電視屬性與市場結構－市場競爭

肆、產業競爭的引入---直播衛星
伍、產業競爭的再引入—隨選視訊

陸、潛在競爭的引入---網路電視
柒、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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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奘大學大眾傳播系助理教授。E-mail: scketw@gmail.com



第1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46

是故，就市場競爭問題的解決，本研究建議政府政策上應當重新劃分有線電視經

營區。對於產業競爭的部份，建議未來政策上對業者上下游的垂直整合似乎應當予以

更高的關注，若政策上允許任何業者垂直整合，則在附帶的配套措施中，應使其他的

平台業者有公平購買關鍵頻道的機會，免得因此形成「人為」的市場進入障礙，造成

產業競爭效果的無法發揮。

關鍵字：產業競爭、市場競爭、潛在競爭、有效競爭、內部競爭、外部競爭。

壹、緒論

經由長期的研究與觀察，學界或一般社會大眾均體認到獨占市場的運作，對社會

福利會有不利之結果，然而文獻上對此問題的解決策略，在政策上卻常衍生兩種截然

不同的政策建議。一是主張採用競爭法為規範手段，促進市場的競爭，以消彌市場的

壟斷程度；二是由政府給予廠商特許獨占（franchised monopoly），然後再對該獨占
廠商進行直接的管制（direct regulation）1。前者即為一般所稱的「競爭政策」，後者

則將其歸類為「產業政策」。

然而，主管機關對於特定產業決定到底要適用那一種政策時，則需事先瞭解該特

定產業的生產技術條件，以做為決策的基礎。若該產業的技術條件允許競爭性市場的

存在時，則主管機關可採行以競爭法為手段的競爭政策；反之，若產業生產技術條件

不適合競爭性市場時，主管機關所應採行之政策則為直接管制的產業政策，先允許廠

商特許獨占，然後再以直接管制手段為規範，以確保交易相對人–消費者的權益。
決策者在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之間的取捨準則，是先對該產業的客觀條件 – 生產

技術的屬性進行充分的理解，然後在該技術狀況前提之下，正確地決定採行那一種適

當之政策。如果決策者未能清楚體認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施行立基的分野，貿然採行

不適當的政策，則錯誤的決策，很可能造成社會更大的損失，最後的結果一方面不利

於該產業的正常發展，二方面則不利於消費者利益的保障。

我國有線電視產業自民國82年合法化以來，主管機關新聞局一開始即將全國規劃
為51個專屬經營區，每個經營區並限定至多允許5家廠商經營。前項之專屬區域之劃
分，以及限制經營者事先必須向主管機關申請，以取得經營許可的制度設計，即屬於

前述之主管機關直接管制之「產業政策」，但每個經營區至多只允許5家廠商申請經

1 Blair and Kaserman（1985），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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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執照，主管機關之立意似乎又想藉由市場存在較多廠商的條件，維持廠商間彼此的

競爭，以達成社會福利最大之目的，則屬於「競爭政策」的思維。

然而，該雙元制度施行的結果，最後似乎並未達成原有制度設計的目標。有線電

視產業結構發展的情形，與主管機關或社會之期待，甚至存有相當之落差。在存在有

線電視廠商的47個經營區當中，有32個區已由原有寡佔的市場結構逐漸演化為獨占市
場結構，剩下的15個區亦由原有的寡佔市場結構慢慢收歛為偶佔市場結構2。主管機

關欲藉由多數廠商的存在而發揮市場競爭（market competition）之效果，以達成消費
者更多保障之目的，看來是已如「明日黃花」。

緣於前述目標的落空，主管機關乃積極思慮藉由既有有線電視之外的平台，

發展所謂的直播衛星（Direct Broadcast Satellite 簡稱DBS），企圖以引進產業競爭
（industrial competition）為手段，達成促進競爭之目的。惟可惜的，衛星電視在國內
的發展結果並不理想，截至目前為止，其所吸納的消費者尚不及2萬戶3，與有線電視

市場目前約496萬戶4的規模比較，根本無法撼動有線電視之市場，形成市場有效競爭

之效果。

在企圖引進直播衛星提高競爭的政策失敗後，主管機關則進一步推動跨業經營

之手段，由電信市場的大型中古廠商（established firms）—中華電信，引進所謂的
「多媒體隨選視訊」（Multimedia On Demand，簡稱MOD）參與有線電視市場的競
爭。但是限於法令制度的不完備，以及中華電信在市場上無法取得關鍵性的節目內容

（content），到民國96年第一季為止也只能在市場上爭取到28萬個客戶5，對既有有

線電視市場的競爭，初步看來效果似乎也不大。

此外，隨着科技之進步，在視訊市場上，因為電腦的普及，以及傳播通路平台的

多元化，有所謂的網路電視（IPTV）的發展與出現，正逐步形成另一個消費市場，
可望成為有線電視的強力競爭者。惟如同直播衛星與隨選視訊的發展一樣，其成功與

否仍須經由長期之觀察才能知道其結果。

本文研究之目的，係由競爭政策的觀點出發，探討我國有線電視產業的發展政

策，應由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中的那一個政策主導較為適當，並由各類型的競爭引進

2 依據新聞局的研究，此15區市場實質上只有2個區為真正的偶占，而其他的13區的市場
名目上為偶占，但均屬於同一個老闆為實質上的獨占。因此有線電視市場之結構47區當
中，已有45區屬於獨占之結構。

3 見柯舜智（2004）的研究報告。
4 截至民國96年6月份資料。
5 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站資料。http：//www.NCC.tw/Chinese/News_detai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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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討論競爭機制引進失敗的原因，然後提出解決之政策建議。期冀此研究結果能

提供政府機關的參考，一方面有助於我國有線電視產業之發展能夠從此步入正軌；二

方面可將此研究心得提供政府部門其它相關管制產業的借鏡。

本文研究結構的安排，除本章為緒論之外，第貳章依據產業經濟文獻建立競爭模

型架構，先將競爭區分為「市場競爭」、「產業競爭」與「潛在競爭」三種層次，然

後詳細說明不同競爭模型下，為達競爭目標所需具備的客觀條件。第參章則回顧我國

有線電視十幾年來的發展軌跡，並以競爭理論與衍生之政策結果，檢討其利弊得失。

第肆章則以直播衛星電視的引入為核心，先介紹直播衛星電視的發展沿革，然後分析

該政策之所以失敗的原因，以及背後的政策涵義。第伍章則以中華電信MOD的引進
為研究對象，先討論有線電視與電信產業互跨的法制爭議問題，然後分析MOD收視
戶成長不易的原因，並對其產生的問題提出解決對策。第六章則以網路電視引進產生

之競爭效果為核心，探討未來可能產生之效果，以及其對競爭政策的意義。最後一章

則為本文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貳、競爭政策的競爭內涵

自由經濟體制下「競爭制度」的可貴與重要性，在於藉由市場上每個經濟人私利

的追求，最終使整體社會獲得公益最大的結果。所以從整體社會公共利益角度觀之，

「市場競爭狀態」的維持，不可避免的是政府機關競爭政策落實的必要手段之一。然

而緊接的問題是「市場競爭狀態的維持」要如何達成？不過在回答上述問題前，首先

要解決的更重要問題可能是「競爭」本身定義為何？基本上它包含幾個層次？各層次

的滿足條件為何？以下即按經濟文獻的分類，將「競爭內涵」分為三種層次分別加以

說明。

一、市場競爭6

「競爭概念是由一般的知識躍入經濟學領域變成專有名詞，長久以來，人們一

直以為競爭就是獨立的二人或多人的相互敵對。亞當斯密當初試圖解釋『供給減少會

導致價格上漲』的現象時，便曾提及『競爭會立刻開始於眾買者之間。』相反的，當

供給過多時，價格也會下跌，至於價格下跌的幅度，就得視賣方的競爭程度，以及商

6 這裡接受Stigler（1957）的分類，將競爭的層次先區分為「市場競爭」與「產業競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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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需要立即脫手的程度而異，競爭愈激烈及愈需要及時脫手者，其價格下跌幅度也愈

大。」7由以上學者史蒂格勒（Stigler）詮釋亞當斯密的競爭概念裏，可以發覺競爭顯
然是市場的一種動態的過程，經濟人競爭的主要目的在於爭取有限的供給（有超額需

求時），或者為避免自己成為過多的供給者（有超額供給時）。

（一）市場要有充分的參與者

在上述市場競爭過程的描述，可以進一步引申說明。基本上「市場競爭」的獲

得有兩項條件必須滿足：第一，市場上參與競爭的事業主體，必須要有相當的人數。

第二，每家廠商的決策過程必需是獨立的。處於超額需求時，買方市場要有足夠的買

者人數，競爭的效果才會顯現。反之，存在超額供給時，賣方市場也要有夠多的供應

商，競爭之效果才會產生。換言之，「市場競爭」的形成的第一要件是市場內供需雙

方必須要有充分的廠商人數參加。

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論巨著裡，曾兩度提到有關市場參與人數與市場競爭的關

係。第一次提到參與人數時，他說：「由少數人運作的交易，勾結起來的可能性很

大。」8由此看，亞當斯密的心中深刻暸解，市場交易人數不足時，參與者很可能形

成勾結的結果，使市場「競爭」的機制無從產生。第二次提到市場參與人數時，他說

到：「如果把足以在一鎮交易的資本分由兩家雜貨食品店持有，則競爭的結果，將驅

使二者的價格，比資本由一家持有的情況便宜；如果把它分成二十家商店持有，則他

們的競爭將趨於更為激烈，因而使他們勾結起來提高價格的機會減少。」9可見市場

有充分的參與廠商，是「市場競爭」產生的最重要條件之一。

瞭解充分的參與者是「市場競爭」形成的必要條件之後，接著要問的問題是，

市場存在的廠商數，到底要多到什麼樣的程度，才算「充分」才會產生競爭效果呢？

在文獻上經濟學者的研究並沒有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不過基本上它的探究可以由

兩方面來瞭解：第一，是由怎樣的市場結構最容易產生勾結的情形，由負面的角度

出發，找出市場競爭的所必需的廠商數。第二，是由正面的角度出發，從有效競爭

（effective competition）觀點，探求市場至少要有多少家廠商，才能產生「競爭」之
效果。

怎樣的市場結構最容易產生勾結結果的負面研究，可以由反托拉斯共謀個案中

的統計資料加以探求，觀察市場門檻廠商數與勾結發生的關係。文獻上Hay與Kelly

7 見Stigler（1957），p.1
8 見Smith（1937）p.126
9 見Smith（1937）p.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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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的共謀研究，以美國司法部1963至1972年間62個共謀個案為研究對象，勾
結發生個案的廠商平均數為7.25家，顯現市場上廠商數較少時，確實比較容易產生市
場競爭機制受阻的情形。Fraas與Greer（1977）的研究相同的以美國司法部共謀個案
為研究對象，不同的是他們的研究時間拉長為62年（1910－1972），在606個個案當
中，參與共謀個案的廠商平均數為16.7家，廠商數比前者的結果多，不過若觀察指
標改為中位數則廠商數降為8家，若觀察指標改為眾數時則市場廠商數再降為更少的
4家。如果區分不同產業加以觀察，其中位數分別為天然資源業13家、製造業7家、
配銷業11家、建築業15家、金融業4家、運輸業4家、服務業8家，顯現廠商數的確較
少，不同產業亦有不同之結果。

國內公平法聯合行為的統計分析，學者莊春發（2005）的研究結果則發現在非公
會介入的46個個案中，平均廠商數為8.13家10，若剔除樣本中的極值市場平均廠商數

則降為7.06家，該數據和國外的研究結果頗為類似，即發生勾結行為的市場，廠商數
一般均呈現較少的傾向。不過這種廠商數較少的粗略印象，只能獲得市場競爭必須有

充分廠商數的間接支持。

至於正面研究市場競爭需要多少廠商數才能形成「有效競爭」，相對於勾結負

面的研究結果則要明確得多。文獻上這種研究大部分發生於近年美國有線電視改革的

費率議題上。Dertouzos與Wildman（1990）的研究發現，電視市場上至少必須存在五
個非重覆視訊，才能形成市場有效競爭，超過第五個之後的非重覆視訊，對當地有線

電視費率並不產生降價的效果。Bykowsky和Sloon（1990）的研究，也發現類似的結
論，電視市場必需存在六個非重覆視訊的電視台，有線電視的費率，才會產生有效競

爭的效果。Grandall（1990）的研究也發覺相同的情況，非重覆視訊由一家逐次增加
到五家時，每增一家對有線電視的費率均有降價的效果，不過其影響力則呈遞減之現

象，如果非重覆視訊的家數到達五家時，則再增加一家非重覆視訊，對有線電視的費

率則不產生降價影響。11

國內學者莊春發（2000）研究國內有線電視的費率，也發現類似的現象，當區域
內的有線電視家數，由一家增加為二家，或由二家增加為三家時，以半年費率或年費

費率所顯示的數據均有顯著之差異。若區域內市場廠商家數由三家提高為四家，或四

家提高為五家，或三家提高為五家時，市場費率並沒有顯著的差異12。進一步採用迴

10 見莊春發（2005）廠商人數、公會與聯合行為一公平會處分案的研究。公平交易季刊 ，
第13卷第4期 頁1—31。

11 見Robinovitz（1993），P.4
12 見莊春發（2000），有效競爭與市場廠商數－台灣有線電視的研究。中央大學產業經濟
研究所 第三界產業學術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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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分析法，也發現市場廠商數三家為一關鍵值，表示台灣地區同一地區有線電視市場

的廠商數必需超過三家廠商的家數，市場才能達到有效競爭之結果13。

（二）市場參與廠商的決策必需是獨立的

市場競爭的形成除需市場的參與者，尤其是供給一方的廠商，必需要有二家以上

的充分廠商人數外，另外形成市場有效競爭的重要條件是，這些參與者的決策必需為

獨立的，以及彼此之間具有敵對性，否則市場參與者人數即使再多，廠商相互競爭之

效果將無從產生。例如過去台灣焦碳產業，市場上的供應廠商有啟業、新竹、興南三

家廠商，依據廠商數條件，似乎在市場應當會有若干競爭效果的產生，可是這三家廠

商卻利用組成一家「礦聯」公司的方式，獨家代銷三家公司產品的策略銷售產品，個

別廠商在市場上不能單獨銷售焦碳。礦聯公司在焦碳市場上儼然為獨占廠商，致使焦

碳的銷售市場根本沒有任何競爭機制的產生，雖然表面上焦碳的生產存在三家廠商。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預拌混擬土業與紅磚業兩個產業上。民國七十二年北部

地區二十一家預拌混凝土廠商，籌組三家代銷公司共同經營各家廠商預拌混凝土的銷

售業務，並各自劃分經營地區。以劃分市場和代銷方式銷售預拌混凝土的策略，將

二十一家預拌混凝土廠商的市場競爭消彌於無形，原因在於每家廠商在市場的銷售上

並沒有獨立決策的事實。

民國七十四年五月桃園縣磚瓦業公會，於當年三月成立貨款代收處，並獲桃園縣

政府核準。基本上該組織之成立，亦有藉由代收處的成立與運作，控制桃園地區磚瓦

廠磚瓦量的生產與發貨量的控制14的企圖。造成桃園地區磚瓦市場，名目上雖然有充

分廠商參與競爭的條件，可是事實上由於透過貨款代收處的約制，廠商彼此間並無競

爭可言，市場競爭之效果即無從發揮。

是故，由競爭政策觀點而言，「市場競爭」目標的達成，首要之務必須讓市場存

在相當的競爭者人數。其次，這些競爭者的市場決策，必須為各自獨立，不能有聯合

行為的發生，否則市場競爭效果無法產生。

二、產業競爭

以上所討論的競爭內涵，是屬於市場內部競爭（internal competition）的層次15，

13 目前全省五十一區大都為獨占或寡占，其費率大都以新聞局規定的上限為費率。1998年
高雄市南區與北區的費率，由於市場上存有三家有線電視公司，形成有效競爭，月費費
率則維持在每月新台幣三佰元左右，是當時全省有線電視市場的異數。

14 見莊春發（1994）同業公會與廠商聯合行為關係的研究。
15 見Singleton（1986），C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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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市場「競爭效果」的產生，寄望於已存在於市場廠商相互的敵對行為。換言之，市

場競爭的討論是建立於廠商市場進出不存在的時空條件。然而，除內部競爭之外，

市場長期若出現超額利潤時16，市場外的其他潛在廠商，則可能因此被誘引進入市場

參與超額利潤的競逐，此種廠商市場進出帶來的競爭效果稱之為外部競爭（external 
competition）。外部競爭的力量，可能比內部競爭的力量更大17。在討論競爭內涵

時，它更是不能忽略的因素，根據史蒂格勒（1957）的分類，這種廠商市場進出所帶
來的競爭效果，稱之為「產業競爭」（industrial competition）。
（一）產業競爭的內涵

「產業競爭」的內涵，基本上建立於廠商進出市場，以增加市場的廠商數，最

後形成「市場競爭」的效果。所以在前提上必須假定廠商的市場進入很快速，也很容

易，沒有任何障礙，分析的時間則需夠長，這些假定在正常的情況裡大概都沒有問題
18。

因此，由「產業競爭」發生效果的前提裡，可以做兩項引申，第一，廠商市場進

入與退出，必須如預期，具備快速與容易的特性，如此才能因應市場的現況。第二，

廠商市場進入或退出的發生，必須要給予相當足夠的時間。換言之，「產業競爭」的

效果，是在長期才會產生。

（二）產業競爭的法律障礙

藉由廠商進入市場參與競爭，以獲得競爭的效果，在實際社會裡，尤其是政府存

在的社會，可能並不容易。仔細觀察實務的結果，往往可以發現，廠商的市場進入，

擁有強制力的政府部門，經常會經由立法管制對市場進入採取干預的態度。例如民國

八十二年，公平法施行之初，在服務業公佈了十個市場十九個獨占事業，根據當時的

法律規定，可以發覺十個市場的進入，政府都設立法律限制的規定，非經政府的許

可廠商是無法進入該市場從事經營之工作。這些管制法律包括電信法、鐵路法、商港

16 在市場競爭與產業競爭內涵的討論當中，均假設市場訊息為完全的，市場內的參與者廠
商與消費者對產品價格、品質、因素來源、產品取得區位均能瞭若指掌。相關詳細說
明，見莊春發（2001）競爭內涵與公平交易法規範，第二章分析。

17 Baumol, Panzar & Willig（1982）的競爭性市場（contestable market theory），最重要的主
張，即強調外部競爭效果功能，在極限時，即使市場只有一家廠商，因為外部競爭效果
的發揮，市場的績效如同完全競爭，廠商只能享有正常利潤，不會擁有超額利潤。

18 古典經濟學派的競爭內涵，基本是這樣主張的，亞當斯密以為資源的所有者，長期間應
該能夠在鄰近地區，完成對各種資源就業情況的瞭解，勞動與資本不同應用的產出總合
有利與不利的相等性，只有發生在普通情況，或者稱之為這些應用的自然狀態。自然狀
態必然是經過長期移動或調整的結果，這些資源的有效應用，也只有在長期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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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航空站地勤管理規則、公路法、保險法、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廣播電視法19。

公平會公告的另外二十三個製造業市場，二十一個獨占事業當中，有十七個的市場進

入受到法律的限制，有兩個市場則由主管機關授意才能進入，也相當於由政府部門設

立進入障礙。只有對苯二甲酸、大客車、機車、平板類玻璃等四個市場的市場進入，

政府沒有設立市場進入障礙20。綜合觀之，公平會八十二年公告的三十三個市場裡有

二十九個市場，占所有公告市場的88﹪，受限於政府法律或行政命令，使其他潛在競
爭者根本無法進入市場參與競爭，因此也就無法發揮「產業競爭」的效果。

這些受到法令管制的市場，其法令管制有些係為規模經濟的理由，例如第一類

電信市場，鐵路客運市場，證券交易所市場，均屬於此類型的市場。其他有相當部分

市場的法令管制，則係屬政府部門其他政策的考量而訂定進入障礙。可見市場要獲得

「產業競爭」之效果，並非像古典學派學者所認知的可以很快也可以很輕易的達成。

（三）產業競爭的策略性障礙

「產業競爭」效果的實現，除受阻於以上法律障礙客觀條件的限制外，也可能

因為市場內既有廠商採行各種經營策略的關係，使市場進入不易形成另外的進入障

礙，產生阻止潛在廠商進入市場的效果。若廠商採行的障礙策略成功，則市場上產生

「產業競爭」的希望也將隨之破滅。文獻上這類的研究頗多，依廠商採用的手段，

大致可區分為：（1）限制價格（limited pricing）為手段的進入障礙，（2）過剩產能
（excess capacity）為手段的進入障礙，（3）產品增殖（product proliferation）為手段
的進入障礙，（4）沉入成本 （suck cost）為手段的進入障礙，（5）關鍵性原料投入
的控制。以下分別詳細說明如下：

1.限制價格進入障礙

限制價格進入障礙21的理論，係假定新進廠商預期進入市場之後，既有廠商會維

持原有產量水準的前提下，潛在廠商會在事前評估其一旦進入市場，參與生產加入市

場競爭之後，它對市場價格的影響程度如何？然後再估計其是否值得進入該市場。

依據該假說，學者Sylos-Labini（1962）以為既有廠商會以「價格變動」為競爭的手
段，制定一個使潛在廠商認為進入市場後無利可圖，甚至使其產生損失的價格，藉以

獲得阻止潛在廠商進入市場參與競爭的效果。

動態限制價格（dynamic limited pricing）進入障礙理論，則將分析延伸至長期動

19 見莊春發（1993）獨占事業與市場進入障礙－台灣服務業的研究。
20 見林慈柔（2000）獨占事業獨占地位的取得與維持－以公平會公告獨占事業為例。
21 限制價格的貢獻者有Modigliani（1958），Sylos-Labini（1962），Gaskins（1970），前
者兩者屬於靜態限制價格進入障礙，後者則為動態限制價格進入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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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考量，主張既有廠商不但會以動態的限制價格做為阻止潛在廠商進入市場的手段，

而且會進一步的利用該策略，控制市場上的廠商數，使市場的價格與市場參與廠商數

之間形成一替換關係。在此兩種變數均在控制的條件下，追求個別廠商長期利潤折現

值的最大。換言之，動態限制價格理論的提出者，以為既有廠商不會完全以阻止潛在

廠商進入市場為唯一目的。相反的，他會借力使力的，在各期實現利潤與市場佔有率

減少中做一替換之動作，求取各期最適價格的制定，並在此最適價格的時徑上，達成

長期總現值利潤的最大。

由此觀之，限制價格理論主張「既有廠商」會以價格的調整為手段，進行阻止潛

在廠商進入市場。在價格調整的過程當中，即使潛在廠商未能進入市場，既有廠商與

其他競爭廠商最終仍能在既有市場內達成「市場競爭」的效果。

2.過剩產能的進入障礙

在一成長產業內，既有廠商經常會在需求形成前，事先擴充生產的產能，以使

產品銷售所需的產能與所擁有產能比較，造成過剩產能的現象。過剩產能所宣示的目

的，在於潛在廠商一旦表示有進入市場的企圖時，既有廠商可立即宣告：若潛在廠商

進入市場，既有廠商將充分使用其既有產能大量生產，並發動價格競爭，該策略將使

潛在廠商處於不利的局面。換言之，過剩產能進入障礙理論，係利用事前宣示產生嚇

阻的效果，以達成阻止其他廠商市場進入的目的22。二十世紀東西方冷戰期間，美蘇

雙方均以大量製造核武，以及核武的投射航空器，基本的原理即利用此相互毀滅的宣

示效果，使發動戰爭者（即潛在進入廠商）預期最後結果並不能佔到便宜，最後停止

發動攻擊之企圖。

3.產品增殖進入障礙23

既有廠商比潛在廠商早進入市場，經常具有先進的優勢（ f i r s t  m o v e r 
advantage），有較充裕的時間，採行產品差異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的策略，
利用多品牌的創造，使同類產品有各種不同品牌的產品，預先佔據可能的商品空間，

例如同類產品推出高、中、低三種價位的產品，或按顏色、或按口味、或按添加劑，

製造出不同類型的產品，在實務上香煙、肥皂、清潔劑、速食麵都可以看到類似的情

況。

既有廠商先占為王策略的目的，在於事先縮小競爭者的商品空間，潛在廠商除非

能夠在進入市場的同時，推出相同多種商品或相同多品牌的商品，與既有廠商的多產

22 詳細分析見Spence（1977）。
23 見Schmalensee（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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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多品牌抗衡，否則以單一產品或單一品牌產品進入市場，一般在市場並不易站穩

腳步，吸引消費者的注意。換言之，既有廠商利用產品增殖之方法，藉以提高潛在商

品進入市場的成本支出，從而達成阻卻潛在廠商的進入市場的目的。

4.沉入成本的進入障礙

為使宣示效果更具威脅性與真實性，既有廠商也會像採行如同政治領域一樣的決

策，利用某種手段彰顯其宣示的可信度。在政治領域裏，一國可能大幅降低其傳統武

器的投資，而致力於核武研究的支出，以表明以核武作為報復的決心與可能性。同樣

的，在產業經濟學領域的分析，學者Spence（1983）也提出既有廠商可能從事無法反
轉的投資，購買無法重售的設備，或建築殘值極少的建築物，以宣示其阻礙潛在廠商

進入市場的決心，潛在廠商評估進入市場失敗時，可能必需支付龐大的潛在成本而退

縮，則既有廠商阻卻潛在廠商市場進入的目的就成功了。

大量廣告投入是沉入成本進入障礙最明顯的例子，它逼迫潛在廠商進入市場前，

必須選擇事先支付龐大的廣告費用。此外，購置只能做特定使用的機器設備，也具有

相同之效果。這些商場動作基本上在讓潛在進入者，認知進入市場失敗後支付的成本

將很高，從而產生威嚇與阻卻潛在競者市場進入的效果。

5.關鍵性原料投入的控制

市場上有些產品的生產，是必需投入某特定原料不可，否則無法將該產品無法生

產出來。這種關係出現於甘蔗之於蔗糖的生產，石灰石之於水泥的生產。因此在類似

的產業裏，新廠商或既有廠商一旦無法取得該關鍵性原料時，廠商即無法進入市場或

繼續留存於市場。所以廠商擁有關鍵性原料而又控制在本身手上不外流的策略，也是

阻止其他廠商進入市場的良好對策。以台灣水泥產業為例，西部礦源枯竭政府停止西

部石灰石的開採，而轉進東部開採與生產時，台灣水泥與亞洲水泥兩家公司控制了台

灣地區92％的石灰石礦源24，其他環球、嘉新水泥等公司，即很難在台灣地區從事水

泥之生產，即為關鍵性原料控制的最佳明證。

在西方的美國國內，最大的製鋁公司Alcoa，它擁有美國境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鋁樊土礦石的所有權，其他廠商因為欠缺製鋁所需的鋁樊土礦石，因此很難進入製鋁

市場。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瞭解，從法律制度角度與既有廠商採行的競爭策略觀察，「競

爭政策」所想要獲得的「產業競爭」，並非如古典學派所假設的，市場進入可以很快

24 見莊春發（1992）公平交易法與水泥業發展之研究，公平交易委員會第一屆競爭政策學
術研討會論文。



第1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56

速和很容易；相反的，它還相當困難。在制度面上常有政府部門強制力的干預，在主

觀條件上既有廠商則會利用各種經營手段，創造市場進入的障礙，阻止潛在廠商的進

入。不過若時間夠長，上述的障礙，潛在廠商還是可以透過法律的改變、生產技術

的改變、新產品的創造，達成市場進入的目的。所以「產業競爭」的效果，不可廢言

的，它是屬於長期層次的「競爭內涵」。

三、潛在競爭

「產業競爭」的討論，是以事實上廠商極有可能進入市場為前提，討論市場進

入對「競爭」的影響。但有些時候，市場競爭效果的產生，並不一定要有實際市場進

入為前提，只要有進入市場的可能性存在時，它對特定市場既有廠商的競爭即有顯

著之影響。例如進口品進入國內時，與國內廠商生產產品相互競爭，其它尚未進入國

內的外國產品，不一定要進入國內市場，但它的存在對國內市場仍會產生一定的影

響，這種有可能進入市場實際上又不一定發生進入市場的影響，即稱為「潛在競爭」

（potential competition）效果。它是競爭政策追求的第三層次的競爭內涵。
「潛在競爭」的效果，係以未實際發生的經濟行為影響為前提，既未發生其市場

影響效果多大，一般不易加以量化，也不易說服人，如同法律的施行，它的確產生無

限的威嚇效果。這種潛在的效果在實務上是很難估計，不過它的確是存在。它也像總

體經濟所討論的預期效果一樣，經濟活動在市場尚未出現，不過大部份的人對該活動

有相同方向的預測，必然的，它對人們的經濟行為會產生相當的影響，例如股票市場

裏，中央銀行因為經濟不景氣而有降息的可能，雖然央行還未正式發佈消息，但在股

票市場上該消息即有激勵市場行情的效果，立即會反應於股票市場的買賣雙方的交易

效果上。

大家也許能夠接受潛在競爭影響的存在性，但是它對市場影響程度有多大，也

許是「競爭政策」決策者更想知道的內容。換言之，潛在競爭研究的議題，所有的人

也許相信它存在，以及它的影響方向（direct），但是大家更想知道該影響的幅度或
程度（degree），這才是潛在競爭研究最困難之處。例如油品未開放進口前，大家都
清楚開放油品直接進口，想必然油品進口之後，國內的油價會朝向較低的方向移動，

但是決策者更想知道的是，它可能變動多少比例是大還是小？更重要的是，目前若油

品進口，表示外國油品已突破國內的法律障礙和貿易障礙，在國內可以與國內自製的

油品競爭，其他尚未進入國內市場的油品，只要願意理論上應當也像已進入國內的油

品一樣，隨時可以進入國內市場參與競爭，它對國內油品市場的可能影響，才是潛在

「競爭內涵」所關注的內容。因此，實務上要評估此「潛在競爭」對市場的影響的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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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可以確認的，它的確存在，而且對市場的競爭顯然是一重要的影響因素。

四、小結

從以上的分析，大致上可以瞭解「競爭政策」所追求的市場競爭維持，依據時間

長短，與是否允許有新廠商進入或退出市場，可以將競爭內涵區分為「市場競爭」層

次與「產業競爭」層次，進一步將市場未實際發生但有明顯的影響效果納入分析，則

可將競爭內涵再增加「潛在競爭」的層次。是故，粗略的劃分，就競爭政策的目標而

言，其所追求的競爭內涵，應包含為「市場競爭」、「產業競爭」與「潛在競爭」等

三種層次。

「市場競爭」層次的競爭內涵，為達成有效的市場競爭，市場內存在充分的廠商

人數，與每家廠商獨立決策的條件是不可避免。而所謂的充分廠商數，依據有效競爭

概念的進一步引申，隨著不同產業狀況，產業所處發展期間，產業成本結構，應會呈

現不同的廠商數。由勾結發生的負面觀察或由既有實際研究有效競爭的結果，發現市

場僅需少數廠商數，即可獲得相當的競爭程度。至於廠商獨立決策部分，由實務觀察

可發現廠商為規避競爭帶來的不安全性與風險，仍會藉助於各種制度的建立形成共同

決策，無法滿足廠商獨立決策的條件。

「產業競爭」內涵的分析，所獲得的初步看法是，市場的進出條件可能與古典

經濟學派所認知的：可以很快速與也很容易，有相當的落差。實際市場的進入事實上

是充滿許多障礙，最嚴重的是擁有強制力的政府，可能因為自然獨占、外部性、公

共財、公用事業等理由，制定法律管制市場進入，形成絕對封鎖式的障礙。由公平會

八十二年公告的獨占事業市場研究，即可驗證上述事實。三十三個市場中有二十九個

市場存在法律上的市場進入障礙。主觀上既有廠商也可能利用限制訂價，剩餘產能、

產品增殖、沉入成本、關鍵原料投入的控制等策略，形成市場進入障礙。不過即使如

此，若分析時間夠長，潛在廠商仍可藉由法律的修訂、生產技術的改變、新產品的發

現等方式，突破市場進入障礙，以獲得「產業競爭」的效果。

「潛在競爭」是競爭政策第三個「競爭內涵」的層次，它們探討尚未實際發生，

但對市場確實有影響效果的經濟活動。大家大都能夠接受潛在競爭存在的事實，惟欲

如何衡量其對競爭影響的程度，仍有待吾人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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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有線電視屬性與市場結構—市場競爭

一、有線電視興起之沿革

台灣有線電視的發展，早期限於欠缺法律的規範，大部份的業者，除社區共同天

線業者由交通部取得合法經營權之外，其他第四台或民主台25，大都屬於違法經營形

態。到了民國82年8月有線電視法公布施行，主管機關新聞局依據自然環境，行政區
域、人文分布及經濟狀況等因素，將全國劃分為51區26，每區至多為5家廠商。鑑於
過去第四台屬於違法經營，新聞局為有效管理，爰依有線電視法第69條，公布「有線
電視播送系統暫行管理辦法」，期冀第四台業者循該辦法，取得登記證，正式成為合

法的有線電視播送系統業。

其後播送系統業依據有線電視法申請籌備許可，經審議委員會之審核，成為正式

合法的有線電視業者。由於第四台業者，規模、素質及經營能力較差，以及慮及合法

經營成本的增加，獲利可能減少，許多業者在管理辦法公布後即紛紛自動退出市場，

或為避免於審核遭到淘汰，而以轉讓經營、入股等方式與其它業者重新整合。

 民國82年12月向新聞局登記的全省有線電視系統家數共計611家27，但經由不斷

整合後到了民國86年，市場上有線電視系統家數只剩下149家28，見表一。83年依法
向新聞局申請籌設有線電視公司之業者共有229家，新聞局最後共核發156張有線電視
籌設許可，爾後又撤銷83張許可執照，市場上僅剩73張許可執照。

25 台灣有線電視的起源大致上區分三類，一是民國58年始於花蓮豐賓地區，以及台中大
甲、清水、南投埔里等地的社區共同天線。二為起源於基隆地區以色情影片、摔角招萊
顧客的第四台，三為發源於台北市中山區的民主台。相關文獻，見張煜麟（1998）台灣
有線電視系統先驅者之研究―社區共同天線系統業者記錄（自1962至1993）。頁10。蔡
念中（1995）中華民國新聞年鑑，頁135~141；江德利（1992）「台灣有線電視過去，現
在與未來」頁27。謝穎青（1996）「有線電視立法總檢討」頁256。

26 見有線電視法第12條規定。 
27 見林靜宜（1996）台灣有線電視產業之垂直整合1992-1994―政策法規之探討。
28 見新聞局，86年，廣播電視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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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歷年台灣有線電視及有線電視播送系統家數統計

年度 有線電視系統家數 有線電視播送系統 中華MOD 合計

82 0 611 0 611
83 0 520 0 520
84 0 344 0 344
85 0 195 0 195
86 0 149 0 149
87 0 135 0 135
88 35 98 0 133
89 62 27 0 89
90 62 16 0 78
91 64 6 0 70
92 64 5 0 69
93 63 5 1 69
94 64 4 1 69
95 62 4 1 67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2003）：廣播電視白皮書；本研究整理。

有線電視早期的目的主管機關—新聞局，基本上認為有線電視與瓦斯、自來水等

公共事業的性質相似，在布線、電纜、設備等需支出高比例的固定成本，屬於自然獨

占的產業29。因此 原始設計上即以一區一家為政策，其理由為若一區同時存兩家，可
能產生互相剪線、削價競爭或其他不擇手段的惡性競爭。一區一家之後可避免頭端、

網路重覆投資，造成社會成本的浪費。因此，各區有多家系統經營，新聞局則鼓勵它

們相互合併，變成一區一家的理想境界30。

然而，該一區一家之政策並未獲得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的支持。

理論上新聞局的主張，必需建立於實證上證明有線電視確實為自然獨占（nature 

29 見85年4月12日公平會「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整合與市場競爭座談會」新聞局代表發言。以
及民國86年1月20日，中華民國有線傳播發展協會，有線電視與公平交易法適用問題探討
協調會，新聞局代表發言。民生報 86年1月9日 「電視系統合法，需先申請許可。」

30 新聞局支持一區一家的另一項理由，是參酌美國有線電視系統的經營，發現一區一家的
情況，占美國系統的極大部份。依據學者江耀國的研究，美國1991年共有10704個系統，
其中只有53個區域同時存在二家有線電視業者，因此獨家經營的情形為99.5％，見江耀
國（1998），「美國有線電視的特許，整合與競爭管制―市場與法律政策的分析」，頁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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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poly）之產業。然而新聞局在決定政策之前，似乎並未有此嚴謹的分析，其主張
的根據主要為有線電視與瓦斯、自來水有相似的特性，以及參酌美國現有大部分地區

發展的結果，最後均呈現一區一家的情況31，因此所下的結論。相對的，競爭政策的

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新聞局推動的一區一家政策並不認同，建議一區應

維持二家以上為原則。希望在此種市場結構下，一方面可以維持市場的適度競爭，二

方面可讓消費者有選擇的機會32。

然而台灣地區的有線電視市場，最後似乎多數是朝向新聞局的觀點，朝向一區一

家發展；能維持公平交易委員會所建議的，市場起碼維持兩家以上的廠商，以保持市

場的適度競爭，長期下來大約僅存15區的市場區域存有兩家廠商。但在15區兩家經營
的市場中，只有兩個區是真正的偶占區，其他13個市場雖然名目上是偶占，但是實質
上兩家公司均屬於同一各老闆，與獨占無異。所以以實質觀點觀察，台灣地區有電視

51區中49區屬於獨占區，占全部的96％，實質上不屬於獨占的區域僅有區區2區，占
全部的4％。

二、有線電視發展的現況

早期有線電視產業的發展，一方面受限於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另一方面則因主管

機關未能有統計之概念，所以台灣有線電視的收視戶統計資料要到民國88年才有比較
完整的統計數據，如表二。以有線電視家數而言33，由民國88年開始算起，家數由96
家逐年下降，至95年時市場即使加入中華電信的MOD，也只有67家，幾乎少掉三分
之一的家數，可見有線電視市場的巨幅變化。表二第三欄的有線電視總收視戶數據，

由民國88年的306萬戶增至民國95年的480萬戶，增加約57％，增加幅度相當驚人。
平均每家有線電視公司的收視戶則由31902戶，增加為71752戶，增加的幅度為原有
戶數的2.24倍，以每百戶家庭訂定有線電視的普及率觀察，8年來則由46.87％，增為
65％，增加的幅度也讓人印象深刻。

31 以1998年為例，美國有線電視全國系統數為10719家，1998年6月只有在149個有線電視分
區中為重疊經營（一區兩家系統），其他區域均為一區一家，占所有區域的98.6%。見江
耀國（1999）年，頁5。

32 見經濟日報86年1月21日的報導。86年1月20日，中華民國有線傳播發展協進會，有線電
視與公平交易法適用問題探討協調會，公平會代表發言

33 它包含1、有線電視公司，2、有線電視播送系統，3、MOD三種有線電視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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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近年來有線電視廠商家數、收視戶、普及率統計

年度
系統商家數
（家）

收視戶總數（戶）
平均每家業者收
視戶數（戶）

全國總戶口數
（千戶）

普及率
（％）

88 96 3062608 31902 6532 46.87
89 81 3531538 43599 6682 52.84
90 79 3709324 46953 6802 54.52
91 73 3933892 53888 6925 56.79
92 69 4113679 59618 7047 58.36
93 69 4319540 62602 7180 60.15
94 69 4511753 65387 7293 61.85
95 67 4807437 71752 7395 65.00

資料來源：1. 民國88、89兩年電視總收視戶數來自中華民國有線電視發展協進會。

　　　　　2. 民國90—95年資料來自行政院新聞局及N.C.C.統計資料。

說　　明：1. 民國93年中華電信開始進入市場。

　　　　　2. 民國90-95年有線電視播送系統家數分別為7、6、5、5、4、4家。

　　　　　3. 上述總收視戶資料均以年終為計算基礎。

再以有線電視市場結構變化觀察，如表三數據，可見在民國88年時，一區一家的
市場只有11區，僅占全區的22％比例並不高；一區兩家有21區，占全區41％；其他尚
有一區三家10區、一區四家4區、一區五家2區、一區六家1區、一區八家2區，乍看之
下，當時的有線電視市場並不算太集中。可是第二年的89年，市場的情形即產生了很
大的變化，一區一家的市場躍升為29區，占全區的56.8％屬於最多的市場情況。到了
民國91年全區僅剩下一區4家廠商之市場，其餘均為獨占或偶占之市場。之後的4年，
台灣有線電視市場就僅剩下獨占與偶占兩種結構，而隨時間的過去獨占不斷的增加，

偶占市場則不斷的減少，形成獨占佔多數的局面。如前所述，若進一步考量實質控制

權時，獨占結構事實上是站更多數的49區，而偶占結構僅存2區。

表三：有線電視市場結構變化

每區家數

年

一區
一家

一區
二家

一區
三家

一區
四家

一區
五家

一區
六家

一區
七家

一區
八家

合計
（家）

88 11 21 10 4 2 1 0 2 51（96）
89 29 18 3 0 0 0 0 1 51（81）
90 31 17 2 0 0 0 0 1 5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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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31 19 0 1 0 0 0 0 51（73）
92 33 18 0 0 0 0 0 0 51（69）
93 34 17 0 0 0 0 0 0 51（69）
94 35 16 0 0 0 0 0 0 51（67）
95 35 16 0 0 0 0 0 0 51（67）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李宛靜，1999：18、本研究整理。

三、有線電視市場的最適規模

有線電視市場是不是具有規模經濟屬性的研究是重要的議題，因為它關係著市場

制度設計的方向。如果研究結果發現有線電視市場的確具有規模經濟的屬性時，則在

制度上可制定一區一家的政策，讓規模經濟的效果能夠實現，以免形成社會生產資源

的浪費。相反的，若研究的結果呈現市場不存在規模經濟效果時，則市場制度的規劃

即可讓多家廠商一起經營，讓市場的競爭效果得以發揮。可惜的，政府主管機關過去

在規劃此市場制度，並未考量此重要因素，或者曾考量此重要因素，但未曾以實際數

據加以估計，而只是以主觀的態度認定，即倉促對政策下結論，以至於所訂定的政策

並不符合社會福利最大的目標。

蔡金宏（2005）蒐集我國有線電視產業民國90年至92年，64家系統商之財報及
年報資料，共192筆，做為分析之基礎。其中由於若干變數無詳細之資料，以及基於
資料建構的可用性（availability）與可靠性（reliability）的考量，並扣除創業年間之
有線電視系統商資料。最後該研究共獲得之時間序列與橫斷面合併資料（unbalance 
panel data）有61家系統商共164筆。

之後，蔡文選擇超越對數函數（translog function）做為成本函數估計的型
態，成本函數估計出來之後，在計算規模經濟之前，成本函數除須滿足一階齊次

（homogeneous）與對稱條件（sysmmetric）的特性之外，估出之成本函數尚須滿足
1).成本函數必須為要素價格得非遞減函數（nondecreasing function），2).生產函數的
自身價格效果必須為非正的（nonpositive）條件。經估計勞動與節目的要素價格參
數估計值，在1％水準均能通過檢定。至於生產要素勞動與節目的價格彈性參數估計
值，勞動在5％水準下可通過檢定，節目則在10％水準下可通過檢定。因此作者利用
估計出的參數，計算規模經濟與最小有效規模。

作者依Caves et al（1984）定義之規模經濟，分別估計考慮與未考慮網路特性之
規模經濟。未考慮網路效果之規模經濟其定義如（1）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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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考慮網路特性之規模經濟，則為在要素價格固定下網路（N）與產出（Q）同
時，增加對成本之影響，其定義如（2）式：

 ……………………………………………………… （2）

RTS大於1表示廠商生產存在短期有規模經濟，小於1表示短期有規模不經濟，等
於1則為短期存在固定規模經濟，亦即廠商此階段為最小有效規模。

根據（1）式與（2）式利用成本函數所估計出之參數，可估計出規模經濟結果如
表四所示：

表四：規模經濟之估計值

平均數 標準差

RTS（未考慮密度經濟） 1.0320 0.0394
RTS（考慮密度經濟） 1.0836 0.0281

分別對估計值結果作t檢定t34，發現未考慮密度經濟下，RTS的參數估計值並不顯
著大於1，而在考慮密度經濟下RTS則是顯著大於1的。也就是說有線電視產業生產並
未具有規模經濟，而是具有密度經濟，提升網路水準比增加產出更能使廠商產生節省

成本的效果。

在估計最小有效規模時，同理，可根據實證出之成本函數參數與樣本統計量，代

入（3）式中求得：

 …………………………… （3）

此外，由於有線電視產業各系統商間有城鄉之差距，此結構型態的不同，將造成

系統商間成本結構的不同。故該研究除考量網路變數的影響外，還需思慮地理因素的

影響。不過在計算最小有效規模的結果時，仍以所有系統商之平均最小有效規模產出

為依據。經計算後估得國內有線電視產業之最小有效規模為 186,660戶。
如前所述，最適廠商數受地理區域影響甚大，故在考慮地理因素下，依國內地

理位置劃分為北、中、南三區，估計各區之最適家數。北部區域（台北縣市、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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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桃園縣、新竹縣市、宜蘭縣、花蓮縣）總訂戶數為1,950,020戶，可得最適廠商
數約為11家。中部區域（台中縣市、苗栗縣、彰化縣、雲林縣、南投縣）總訂戶數為
845,189戶，可得最適廠商數約為5家。南部區域（嘉義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
屏東縣、澎湖縣、台東縣）總訂戶數為1,072,899戶，可得最適廠商數約為6家，總計
國內有電視產業最適廠商數應為22家。

四、小結

根據以上的實際市場情況觀察，以及規模經濟與最適規模的分析，可以理解台灣

有線電視市場並不具備規模經濟之屬性，但該市場仍具有密度經濟之效果，是故，就

有線電視市場而言，並不一定要如許多公用事業一般，一市場只能容許一家廠商的存

在。在市場的設計上，可依據廠商最適規模而決定市場數，即區域的劃分可依據最適

規模而決定有多少個市場。此外，依據前面的市場競爭分析結果，為確保市場競爭的

維持，每個市場應維持三家有線電視廠商的存在。

肆、產業競爭的引入—直播衛星

一、直播衛星的定義、特質與崛起

直播衛星（Direct Broadcasting Satellite，DBS）係利用高功率的直播衛星，將地
面電台發射的電視廣播節目訊號，經過衛星轉頻器放大處理，再將訊號直接傳送到家

庭或社區；用戶端只要裝設小型碟型天線及數位解碼盒，即可接收到高品質的視訊影

音節目。這種視訊接收方式，不同於有線電視業者在頭端以大型碟型天線接收衛星訊

號，將衛星訊號轉換處理後，再將節目訊號透過線纜傳送到收視戶家中。因此，直播

衛星又被稱為「直播到家」（Direct to Home，DTH），強調經營者與用戶的直接接
觸性以及對通路的掌控權。

上述提及的DBS或DTH，即是我國衛星廣播電視法所指涉的「直播衛星廣播電視
服務經營者」（簡稱服務經營者）而非「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前者是指直接

向訂戶收取費用，利用自有或他人設備，提供衛星廣播電服務之事業；後者則是單純

34 ，t1=0.032/0.0394=0.812，t2=0.0836/0.0281=2.975。因此t1不顯著大於1，t2在

1％水準下顯著大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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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節目內容提供者，利用自有或租賃的衛星轉頻器或頻道，將節目經由衛星傳送給直

播衛星服務經營者、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或無線廣播電視台。

由於直播衛星可以直接將電視節目傳送到家，因此可取代無線電或線纜（cable）
來傳輸資料與電視節目，根據van der Heyden（1998）的歸納，利用直播衛星來傳輸
電視訊號具有下列特點：1).不受地理位置影響，每位閱聽人皆可享受到最佳品質的電
視節目與音樂。2).無時差地域的限制，全國皆可「同品質、同時間」的收視。3).具
高畫質與CD級音效。4).電視節目選擇多樣化。5).可提供付費電影、計次付費節目、
小眾節目與其他特別節目，服務項目多元化。6).除了影視節目之外，直播衛星還可提
供視訊會議、遠距教學、醫療通信、金融資訊與網際網路擷取等多功能的即時服務。

事實上，衛星傳播因具有幅員遼闊且無須中繼的特點，早已廣受日本、印尼、

菲律賓等群島性國家，以及美國、印度、大陸及歐盟等大陸性國家所採用。在這些國

家中，有些是為了傳遞電視訊號而採用衛星傳播，如東南亞諸國、印度及中國等；有

些國家則是運用衛星傳輸所具有的超頻寬特性，將電子廣播的科技技術層次提昇，使

廣播的影音效果往高傳真、高畫質的方向發展，以提高生活視聽品味，例如日本、美

國等。這二種不同的思維對於直播衛星的定位、節目供應及市場發展策略等，皆有關

鍵性的影響。也因此，在東南亞、印度及中國大陸等地區，直播衛星被定位於「功能

性」角色，用於取代收視不良的無線電視及線纜鋪設未及的有線電視區；但在日本與

美國等地區，直播衛星所被賦予的角色，就不僅僅是「傳遞」視聽訊號的載具，更重

要的是提昇視聽訊號的品質以及提供更豐富、更多元的節目內容（柯舜智，2004）。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地區直播衛星的崛起，與日本、美國或印尼、印度等國家

不同，既不是用於取代收視不良的無線電視及線纜鋪設未及的有線電視，也不是為

了熱切的追求高視聽品質以及更豐富多元的節目內容。台灣地區的直播衛星起源於

1980年代接收日本溢波的節目開始（李宗勵，1985），也就是「免付費」的誘因以
及對外來節目的「好奇」，是吸引民眾採用直播衛星的主要動機。當時極度盛行利

用「小耳朵」（即碟型天線）接收日本溢波的衛星節目，初期是NHK，接著日本的
WOWO台；1988年漢城奧運的直播節目，將台灣架構小耳朵的風潮推到最高峰。據
交通部在1988年底所做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地區的小耳朵數量已超過十萬具（林正
宏，2001）。此外，當時台灣的有線電視市場並不成熟，亦無法令規章的管理，民眾
對多元電視節目的需求僅能從直播衛星電視來獲得，間接助長小耳朵的裝設，一度讓

政府十分憂心直播衛星的外來節目對台灣的通俗文化產生影響（潘家慶、王石番，

1989）。
直播衛星與有線電視都是提供民眾接收電視訊號的方式，雖然兩者的傳輸方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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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投資成本與視訊品質也有差異，但陳清河（2000）認為兩種媒體可因傳輸與市場
的互補特性，形成兩種通路相互依存又相互抵制的矛盾。McCarthy（1995）的研究結
果顯示，美國有50％的直播衛星電視訂戶是從有線電視系統移轉過來的，顯見直播衛
星對有線電視具有取代性的競爭力。

回顧過去的文獻發現，在衛星廣播電視法正式公告施行前，許多人看好台灣直播

衛星市場。例如1998年由新加坡太空暨電信系統公司在台灣成立「Spacetel Asia」，
宣布要設立一個涵蓋台灣、中國及東南亞的直播衛星公司，同時預估在2009年可在台
灣擁有123萬個訂戶（游醒人，1999）。直播衛星與有線電視是相互競爭的，美國的
直播衛星推出之後，「有線電視市場獨占好景不再」（吳若蘭，1998），直播衛星似
乎是有線電視的「殺手」（游醒人，1997）。至於國內的直播衛星是否與有線電視產
生市場競爭？首先必須瞭解國內直播衛星發展的狀況。

二、台灣直播衛星的發展歷程

透過文獻整理與分析，我們可將台灣直播衛星的發展歷程劃分為三個時期：

（一）1999年衛星廣播電視法公告施行前，對直播衛星的樂觀預估期；（二）衛星廣
播電視法通過之後的市場競爭期；（三）與有線電視競爭之後的式微期。

（一）對直播衛星的樂觀預估期—1999年之前
隨著社會的開放與全球化的潮流，國人對多元節目的需求日趨強烈。因此，1988

年漢城奧運時期，為了接收日本直播衛星電視的溢波，以便收看奧運直播節目，國內

的直播衛星曾創下超過10萬個小耳朵（接收器）的記錄（林正宏，2001）。社會大眾
對多元節目的強烈需求，加上社會開放、經濟成長等因素，國內的電視產業一度成為

熱門的產業，促使有線系統與直播衛星的投入。

由於有線廣播電視法在1994年即通過施行，「合法的」有線電視業者可以理直氣
壯搶食多元節目的市場大餅，「非法的」直播衛星在有線電視的競爭下，原來的用戶

紛紛轉向頻道更多的有線電視。直播衛星的小耳朵，一具具的從屋頂消失，有線電視

的線纜則是一條條的蔓開延伸。

儘管有線電視系統已經大舉入侵電視產業，但是當時有線電視動輒「斷訊」的服

務品質，使許多人士仍對直播衛星寄予厚望。例如1997年舉辦的「第七屆衛星與有線
電視國際研究討會」，直播衛星優越的數位影音品質、廣大的傳輸覆蓋面積、以及可

以容納多元頻道與資訊的超大頻寬、便於發展付費電視的數位科技，不僅引發熱烈討

論，甚至被認為是「新一代的電視」（張成軍，1997）。再加上當時美國、歐洲、日
本等地直播衛星的成功發展經驗，均發現直播衛星是有線電視的強勁對手（游醒人，



論台灣有線電視產業的競爭政策 267

1997），更加樂觀化國內的直播衛星發展前景。
例如1997年CIT Research公司預估台灣的直播衛星電視在1998年應有15.5萬戶，

2000年可達36.9萬戶，2006年接近90萬戶（魏金水，1999）；Multichannel News 
International Press（1997） 則預測台灣直播衛星電視的滲透力在2001年時可達24
萬戶，2003年達36萬戶，2005年達60萬戶（游醒人，1999）。甚至到了1999年，
Spacetel Asia公司的董事長Thomas Van der Heyden仍然相當看好台灣的直播衛星電視
市場，除了頻頻來台考察之外，公司也預估台灣的直播衛星電視市場至少有200萬戶
的潛力，預計該公司推出服務的前6個月即可在台灣爭取到7萬5千個訂戶，到2000年
底訂戶數可達22萬5千戶，2009年的訂戶總數則可達到123萬戶（游醒人，1999）。

在這種樂觀預估的氛圍中，「太空電視」（Space TV）於1997年宣布開播，是國
內第一家正式公開經營直播衛星的公司。但礙於當時衛星電視法尚未通過，太空電視

的初期目標市場是美國地區的華人，提供包含四家無線電視及宗教、財經等十個頻道

（游醒人，1999）。但因「企業體系不健全、海外市場拓展不易，加上華衛直播衛星
的競爭」（王俊雄，2002），太空電視於1998年停播北美市場，由「新媒體集團」接
手經營。

接收太空電視經營權的「新媒體集團」，係由多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共同投資成

立，包括新唐城、信和、西海岸、興雙和、今光、全南投、紅樹林等7家，由CASA
頻道總經理唐 明擔任總經理，並將太空電視的經營重心轉移到大陸與東南亞地區

（衛星與有線電視，1998）。
繼太空電視之後，「華衛直播衛星系統」（C-Sky-Net）於1998年7月成立，以

「台灣小耳朵」的名稱推出直播衛星電視服務，以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地區為主要市

場，提供5家無線電視台、東森系統頻道以及華人音樂、華人商業台等約20餘個頻道
（游醒人，1999）。由於1999年國內第一家合法的直播衛星「太平洋衛視」正式開
播，華衛開始面臨強大市場競爭壓力，也開啟國內直播衛星發展的第二階段 – 市場競
爭期。

（二）直播衛星市場競爭期—衛星廣播電視法立法至2002年
1999年2月3日「衛星廣播電視法」正式公布實施，直播衛星進入合法的市場競

爭，同時宣告直播衛星與有線電視爭奪電視產業的肉摶戰開打。林明煌（1999）觀察
當時國內的直播衛星，認為市場上不僅是「煙硝瀰漫戰況慘烈」，根本是「自相殘

殺」。

當時除了太空電視、華衛直播衛星之外，1999年第一家真正合法經營的直播
衛星「太平洋世代直播公司」（俗稱太平洋衛視），也正式開播加入戰場。林明煌



第1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68

（1999）發現這三家直播衛星因為同質性太高、市場定位不明、節目頻道不足，加上
旗下的經銷商相互詆毀漫罵，台灣的直播衛星幾乎看不到未來。

事實上，雖已開播但尚未取得合法執照的華衛直播衛星，即因市場競爭激烈，不

敵太平洋衛視的積極搶佔市場，於2000年由東森媒體科技集團併購華衛51％股權，再
結合三立、木喬、非凡、國興、JET、好萊塢及華衛等衛星電視頻道業者，共組「東
豐衛星網路公司」，以直播衛星、衛星頻道訊號上鏈以及數位有線電視為主要業務

（張婉珍，2000）。
開播時期雄心萬丈的太平洋衛視，採取不同於太空電視以北美及東南亞等海外華

人為目標市場的經營策略，直接以台灣地區為主要的經營目標，推出基本頻道、精選

頻道、成人付費頻道及遠距教學等節目，企圖區隔直播衛星與有線電視市場。但是當

時國內有線電視系統的普及率已高達60％，國內民眾對於衛星電視提供的節目內容、
品質與收費價格的接受度不如預期，太平洋衛視大手筆的投資僅吸引2萬多名客戶，
距離5萬至6萬的目標用戶尚有一段距離。隨後太電集團發生財務危機，2000年11月由
東森媒體科技公司掌控的「東豐衛星網路公司」與太平洋衛視策結盟合組「卜樂視公

司」（柯舜智，2004）。
接手太平洋衛視的卜樂視公司，股權結構複雜，除了經營有線電視系統的東森

媒體科技集團，以及原本經營直播衛星的太電集團之外，尚有台亞衛星通訊公司、士

林電機公司及三立、非凡與華衛等十幾個衛星頻道業者。由於股權結構中與有線電視

業者的關係太過密切，成為卜樂視無法全力衝刺直播衛星市場的重要主因（柯舜智，

2004）；同時由於這些股東的利益無法一致，2004年1月該公司改組，董事長兼總經
理由年代電視董事長練台生擔任，公司易名為「弘開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此外，經營節目頻道的聯意製作公司（TVBS集團），鑑於每年與有線電視系統
業者換約、洽談授權費與頻道位置等事宜，受到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諸多箝制，於是

有了規劃直播衛星的動機，企圖尋求另一個節目頻道播出的通路；此外該公司更對直

播衛星的功能寄予厚望，期待直播衛星電視可以補強有線電視的不足，提供更多個人

化的服務（柯舜智，2004）。聯意公司於1997年開始籌備，1999正式以「星際傳播股
份有限公司」名義提出申請，2000年2月取得合法執照。惟該公司取得執照之後，因
為無法得到大部分節目頻道業者的支持（即缺乏節目內容），以及衛星受到微波干擾

的情況未解決等因素，星際公司並未正式對外營運，僅接受TVBS頻道或年代公司的
委託而播出節目，並免費提供全國麥當勞餐廳播放TVBS的節目。

經過短短三年的市場競爭，直播衛星經過內部市場競爭，以及外部與有線電視

產業競爭的結果，事實上僅餘太空電視與弘開數位科技提供國內少數民眾直播衛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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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披露直播衛星市場急速衰落的式微現象。

（三）與有線電視競爭後的式微期—2003至今
2004年新聞局進行直播衛星服務經營者的營運狀況調查，發現當時全國的訂戶

收僅一萬餘戶，且超過60％的訂戶是因為「居住地區沒有有線電視的服務」以及「地
處偏僻收視不佳」而選擇直播衛星；這些訂戶在將來有機會重新選擇收視系統時，有

80％的訂戶會轉向有線電視（柯舜智，2004）。這充分說明，大多數的用戶是在別於
選擇的無奈狀態下，成為直播衛星訂戶，也證明直播衛星是有線電視替代品的輔助性

角色。兩者果然存在著「相互依存又相互抵制的矛盾」（陳清河，2000）。
不過，直播衛星若是與有線電視清楚區隔，各自提供具差異化的服務產品，也許

是另一種發展途徑。國內第4家取得直播衛星服務經營者執照的「國際先進音樂股份
有限公司」，於2002年獲得新聞局許可，2003年12月正式開播，以提供公共場所（如
銀行、餐廳、百貨公司、理容院…）「音樂節目」為主要業務。由於該公司的市場定

位清楚，所提供的服務與有線電視或其他直播衛星以影像為主的視訊服務有明顯區

隔，反倒找到市場的利基。

2003年第5家取得直播衛星執照的侑瑋公司，開始經營直播衛星業務。初期以衛
星節目中繼業務為主，直至2005年才正式推出直播衛星電視的服務，目前該公司提供
約30個基本頻道，包含新聞、綜合、戲劇、兒童、宗教、購物、港片與日片等類型頻
道，以及4個成人付費頻道；唯國內用戶仍然稀少，海外的華人與台商反倒是直播衛
星的主要客戶群。

國內的直播衛星自1980年代發展至今，由初期蓬勃發展到目前幾乎全面退出電視
產業的窘境，與有線電視的競爭及政府的政策有密切關連。

三、直播衛星產業的發展現況

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07年4月30日公布的資料顯示，目前國內合法的直播
衛星服務經營者計有五家，各家的發展現況如表五。

太空電視兼具「直播衛星服務經營者」與「衛星電視節目供應者」的雙重身分，

後者是製作或代理電視節目，供應直播衛星或有線電視系統播放。該公司的直播衛星

市場以東南亞及大陸為主，國內訂戶十分稀少。

星際傳播股份有限公司自取得執照開始，並未曾真正經營過直播衛星，僅免費授

權麥當勞公司進行公開播放，沒有家庭或個人收視戶。2003年因長期經營虧損，資本
額由新台幣11億5千萬元大幅減資為3億9千3百萬元，編制人員則自92年10月之後，僅
編列2名員工負責行政業務（柯舜智，2004），幾乎呈半歇業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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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目前國內訂戶數最多的弘開數位科技公司，約提供18個基本頻道與3個成人
付費頻道戶，雖有1萬餘收視戶，但主要營收來源是衛星節目中繼業傳輸服務（即代
衛星頻道業者上鏈）（柯舜智，2004）。2006年2月，公平會通過台亞衛星公司取得
弘開數位科技公司92.88％股份的併購案，台亞即超越中華電信，成為全國衛星節目
中繼業務傳輸服務業的最大廠商，市場占有率約63％（公平交易委員會，2006），對
閱聽眾提供直播衛星電視訊號的服務，成為該公司「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

僅提供音樂服務的國際先進音樂公司，亦擁有「直播衛星服務經營者」與「衛星

電視節目供應者」的雙重身分，由於該公司不提供影視節目，與有線電視以影視節目

為主的市場有明顯區隔，用戶群亦以銀行、餐廳、飯店等公共場所為主，反倒開拓直

播衛星另類市場。目前該公司以販售器材、收取訂戶費用為主要營收來源。

第5家取得直播衛星服務經營者執照的侑瑋公司，早在2000年即取得交通部核發
的衛星節目中繼業務執照，以提供衛星電視節目訊號上鏈服務為主要業務。之後於

2003年取得直播衛星服務經營者執照，2005年開始提供直播衛星服務，提供中天新
聞、TVBS及東森購物等約30個頻道，主要訂戶仍是以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台商及華人
為主，國內訂戶數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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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國內直播衛星業者概況表

太空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

星際傳播
股份有限
公司

弘開數位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國際先進音
樂股份有限
公司

侑瑋衛星通訊股份有
限公司

正式開
播時間

1999.11 2000.9 2001.3 2003.12 2005.5

基本
頻道

約12個

中 視 、 華
視、民視、
民視新聞、
公 視 、 慈
濟大愛、生
命電視台、
SAVOIR、
中 天 國 際
台 、 三 立
國 際 台 、
M E G A 電
影、情人頻
道（成人）

3個

TVBS、
TVBS-N、
TVBS-G

約18個

台 視 、 中
視、華視、
民 視 、 公
視、非凡新
聞、亞洲旅
遊、華人商
業、華人戲
劇、中華企
業、國會衛
星、恆生財
經、運通財
經 、 迪 士
尼、好萊塢
電 影 、 東
森 新 聞 、
人間衛視、
法 界 衛 星

40個

國語流行／
懷 念 老 歌
／ 精 選 排
行、台語流
行／老歌、
日本／西洋
排行榜、日
本流行偶像
／搖滾／強
打／紅白對
抗…古典、
爵 士 、 歌
劇 、 輕 音
樂、搖滾、
抒情、交響
樂 、 室 內
樂、童謠…

約30個

T V B S、 T V B S - G 
TVBS-N 、中天新
聞、中天綜合、中天
娛樂、東森新聞台、
東森新聞S台、 東森
綜合、東森戲劇、東
森幼幼、東森電影、
超視、國興衛視、龍
祥電影台、民視、公
視、三立國際台、慈
濟大愛、好消息電
視台、  東森購物一
台、東森購物三台、
東森購物五台、衛
視體育台、ESPN、
A X N、高點育樂
台、高點綜合台、
TVB-8、TVB 、星河
頻道、World Fashion

付費
頻道

無 無

HOT
（成人）
快樂頻道
（成人）
玩家頻道
（成人）

另有加值型
80個頻道、
120個頻道

彩虹頻道（成人）  
彩虹E台（成人） 
彩虹M台（成人） 
彩虹LOOK台
（成人）

基本收
費情形

月繳420元， 
年繳4800元 
器材與裝機
費另計

無
月繳550元
器材與裝機
費另計

商業客戶每
月1000元，
個人訂戶每
月800元，器
材與裝機費
另計

月繳500元
年費6000元

器材與裝機費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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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戶
情形

以中國大陸
與東南亞台
商、華人為
主，國內訂
戶數極少。

僅提供麥
當勞免費
播放，無
個人訂
戶。

國內訂戶數
約有一萬
戶。

以公司企業
為主訂戶，
個人訂戶持
續成長。

以中國大陸與海外台
商/華人為主要訂戶，
國內收視戶極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直播衛星與有線電視的產業競爭分析  

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布的資料顯示，有線電視的訂戶數呈現逐年增加趨

勢，截至2007年6月底止，總訂戶數為496萬餘戶，接近500萬戶；然而直播衛星的用
戶在2004年的調查則不超過2萬戶（柯舜智，2004），兩種產業規模呈現極大的強弱
差異，未能達到促進電視產業競爭的目的。至於直播衛星無法實現與有線電視達成產

業競爭的原因，可以歸納下列四點：

（一）政府法令的不對稱發展，造成直播衛星的進入障礙。

在整體社會對多元節目有強烈需求之際，有線電視與直播衛星皆能提供大量且多

元的節目，直播衛星更因技術先進之利，能提供更高影音品質的節目。然而當年政府

將產業發展重心置於有線電視，於1994年通過有線電視法，讓業者有規範可遵循，也
讓政府可以依法扶植產業發展。但是衛星廣播電視法則遲至1999年方公布施行，5年
時光的延宕，造成直播衛星錯失進入市場的黃金時期。

（二）無法獲得節目供應者的支持，形成產能不足的進入障礙。

由於直播衛星與有線電視雖具有相互取代的特性，有線電視業者在面對直播衛星

進入市場之際，即採取圍堵封殺的政策，讓直播衛星無法取得節目來源。由於頻道內

容是決定直播衛星是否能順利進入消費市場的關鍵，在消費大眾已習慣付出五、六百

元即能看到100個頻道的有線電視服務，除非直播衛星能提供吸引觀眾的節目，否則
根本無法與有線電視競爭（吳美璋，1998）。不幸的是，國內的有線電視勢力龐大，
再加上直播衛星業者的重要股東皆與有線電視有不同程度的重疊，致使頻道節目供應

者不敢提供直播衛星節目，深怕遭到有線電視的反彈與抵制，或者形成「自己打自

己」的窘境（即直播衛星VS.有線電視）。在缺乏內容的情況下，直播衛星只能提供
免費的無線電視台、宗教頻道、財經頻道、購物頻道或自家代理的頻道，乏善可陳的

「內容」成為直播衛星進入電視產業的一大障礙。

（三）直播衛星的高價格與低品質產生的進入障礙

節目來源不足，致使直播衛星難以落實分級收費、付費電視與計次付費電視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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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價格策略，每家業者所能提供的頻道不超出30個，欠缺大多數民眾喜愛的HBO、
STAR集團、三立家族等頻道，無法與有線電視動輒90個、100個頻道的品質相比較。
再加上民眾使用直播衛星的成本較高，除了每個月與有線電視相當的收視費之外，尚

需要一萬元左右的硬體設備費與裝機費，價格更難與有線電視競爭，造成直播衛星

「價格居高不下但品質無法提升」的困境，形成直播衛星進入電視市場的另一個障

礙。

（四）有線電視業者也投資直播衛星，形成直播衛星的進入與發展障礙

直播衛星與有線電視除了具有高度的相互替代性之外，直播衛星與有線電視亦有

相互輔助的功能，在有線電視線纜難以到達的偏遠地區或崎嶇地形，便可使用不受地

形限制的直播衛星，所以美國的有線電視業者看到直播衛星的發展潛能之後，「乾脆

加入直播衛星一起發展」（吳若蘭，1998）。國內的情況亦同，有線電視業者站在同
食市場大餅的心態下，「今天你不做，別人就做了！所以我們只好做，因為我們已經

投資這麼多在有線電視，所以我們一定要做直播衛星，以防客戶流失，就只有這個理

由。」（陳光毅，1997）。也因此種搶佔市場的情結，目前國內的5家直播衛星皆與
有線電視業者難分難解，造成直播衛星的發展處處受限於有線電視，兩者難以形成有

效競爭。

四、小結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台灣直播衛星電視的經營之所以不成功，基本上受到

下列幾項因素的顯著影響，第一，在合法的時程上，因為落後有線電視若干時日，在

市場上有線電視先搶得先機，後進的直播衛星電視失去「先進先贏」的契機。第二，

直播衛星電視業者在市場與有線電視競爭失敗之後，紛紛退出市場時，大多由有線電

視業者接手。就市場經營策略的觀點而言，廠商如果同時擁有兩種產品出售，而此

兩種產品又具有密切的替代性時，以廠商節省成本的立場，最終他將技術性的讓直播

衛星衛電視的業務萎縮，將電視的經營集中於有線電視產業，而放棄直播衛星電視的

經營。第三，直播衛星電視的接收機具－小耳多並不便宜，和有線電視的裝機成本比

較相對的貴很多，一般消費者不容易接受，更何況直播衛星電視的節目品質又沒有比

較好。第四，即使直播衛星電視由非有電視業者經營，不致有前述第二點的問題，但

目前國內在市場上具有吸引力的頻道，絕大部分都控制在有線電視業者的手上，直播

衛星電視業者即使有意積極經營擴大市場範圍，但限於沒有具有吸引消費者的節目內

容，在市場上很難與有線電視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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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產業競爭的再引入－隨選視訊

政府主管機關欲藉由直播衛星電視的建立，企圖引進產業競爭的力量，以提升電

視市場的競爭策略失敗之後，似乎感受到欲藉由市場的「新廠商」介入市場，以增加

市場上的競爭程度可能並不可靠，畢竟電視產業的投資龐大，所要求的技術水準相當

高，社會一般中小企業可能不易勝任，因此在策略上轉而向相關產業的「中古廠商」

動腦筋。在技術上具有一定水準的電信廠商－中華電信，一方面由於其財力足以負擔

龐大的投資，二方面則因為技術匯流的關係，電信公司已經建立的網路立即可做為傳

輸的設備，三方面則因電信公司藉此業務的拓展，可獲得更高的附加價值提供的收

入。在各方面均能配合之下，即由政府主管機關允許中華電信公司進入電視市場，以

多媒體隨選視訊（Multimedia On Demand，簡稱MOD）方式進入市場。

一、中華電信MOD進入市場的問題

（一）產業身分的認定與適用規範法律的爭議

依據電信法第二條，電信的定義為：「利用有線、無線、以光、電磁系統或其他

科技產品『發送』、傳輸或『接收』符號、信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性質之訊

息」，而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二條，則將有線電視定義為：「以設置纜線方式『傳播』

影像、聲音、供公眾直接視、聽。」由於電信定義中有「發送」、「接收」等動詞，

而有線電視定義中僅有「傳播」之動詞，故中華電信認為電信公司所提供的電視服務

為雙向服務，而有線電視所提供者為單向服務。又依行政院於民國89年9月6日臺89交
字第26333號修正發布之「第一類電信業務項目及範圍」，其服務包括語音、數據、
文字、影像及多媒體等服務。因此，中華電信認為MOD服務屬於第一類電信業者現
行電信法規下得經營之營業項目內容，無須另外取得有線電視營運執照35。

對於上述主張，有線電視業者深表不滿，相關之協會組織－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

會即主張，MOD服務係透過不同科技提供相同於有線電視之內容予閱聽大眾，但對
消費者而言，相同的服務背後之技術差別並無意義。在相關法規未修正前，中華電信

如欲經營MOD業務，應依照有線廣播電視法向主管機關申請執照36。

另一個有線電視協會團體－台灣有線視訊寬頻網路發展協進會，則認為不論從文

35 江耀國（2003）有線電視市場與法律，頁305.
36 同上註，頁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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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解釋、體系解釋、目的性解釋、比較法解釋，中華電信提供的MOD服務應受有線
廣播電視法的規範。依據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條的規定，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業者經營

「電信」業務，應依據電信法相關規定辦理。然而電信法對於電信業者跨越經營電視

業務，應如何處理，並無明確之規定。MOD服務為利用纜線電話線路傳播影像、聲
音公眾直接視聽，同時符合電信法及有線廣播電視法之定義。因此，MOD服務適用
之法律規範涉及規範競合之情形。同一行為，同時有兩個以上的法律規範，將導致不

同的法律效果。由於電信法與有線廣播電視法屬於同一法律位階，並無特別法優於普

通法的關係，因此二法應同時適用37。

新聞局法規委員會於2002年7月9日，就電信業者經營MOD業務是否取得新聞局
的許可証做成決議。該決議之內容為，電信業者經營MOD業務，如符合以有線傳輸
網路提供節目、廣告服務，即應受到有線廣播電視法的規範。因此，電信業者如欲經

營此項目時，應先取得新聞局的營運許可證始得營業。如有違反者，新聞局可依據有

線廣播電視法加以處罰38。

為此議題，新聞局與交通部則在2002年9月以開會協調的方式，嘗試以變通的方
式讓中華電信MOD服務能夠推出。該決議內容為：MOD服務中的線上遊戲、卡拉
OK、商務資訊等部份，中華電信可立即開辦。但是計次付費的電影播出以及即時的
電視頻道服務，則將以實驗性質方式在管理辦法訂定後，才能開始提供服務39。

對於MOD服務的提出，主管機關新聞局最終仍於民國93年2月4日、民國94年3月
21日、民國94年7月19日，分別給予中華電信「固定通信綜合網路經營者跨越經營有
線電視業務分期營運許可」的北中南三張執照，同意MOD服務的經營。
（二）黨政軍退出媒體的困境

中華電信在目的主管機關新聞局的堅持下，不得不向其申請營運許可，並取得

「固定通信綜合網路經營者跨越經營有線電視業務分期營運許可」的執照，可以在合

法的條件下經營MOD的服務。但是，民國92年廣電三法修法後，將黨政軍退出媒體
的規範列入正式的條款，如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十九條第四款：「政府、政黨、其捐

助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系統經營者」，第五款「本法修正施行

前，政府、政黨、其捐助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有不服前項所定情形者，應自本法修

正施行之日起二年內改正。」

37 同上註，頁306.
38 同上註，頁307.
39 同上註，頁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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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的政府股權雖然因為釋股之關係，政府的股權已由民國95年的41.37％
減為96年的35.48％，但是仍然有相當的政府股權在內。即使中華電信公司在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成立前，已由行政院新聞局手中取得營運執照，仍然會因為政府股權存

在的關係，而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規定。長期而言，中華電信公司

亦不可能因為為提供MOD服務而將政府股權全部出售，所以中華電信MOD服務的提
供在新法制的條件下，處於兩難的困境。為解決此困境，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必須另謀他策。

（三）平台開放與營運模式改造，讓MOD在技術上變身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一方面希望維持MOD繼續存在於電視市場，以促進市場之

競爭機制，另一方面則為規避MOD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黨政軍退
出媒體之規定，要求中華電信之MOD服務於系統頭端與用戶端開放，則在行政的權
限上認定MOD服務屬於開放之平臺，不再是屬於有線電視業者，其服務僅為「傳輸
平台服務」，從而規避黨政軍退出媒體之限制。對於營運模式之改造則以「固定通信

業務管理規則」修正加以處理。換言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係以技術與營運查核的

方式，讓中華電信的MOD不再是被認定為傳統的有線電視業，而跳脫了黨政軍退出
媒體的金箍咒。

二、MOD的經營現況

中華電信自民國93年3月開播以來，用戶數並不多，民國93年底僅開拓了4萬戶
用戶數，民國94則成長為12萬戶，民國95年底則進一步提升為25萬戶，民國96年藉由
ADSL的促銷，截至今年3月底用戶數累積為28萬戶，與有線電視相同時間的用戶數
480萬戶相比較，顯得微不足道。

表六是95年度中華電信MOD費率申報與核定表，其基本頻道費率大都介於100-
200元之間，最便宜者為台南市的75元，費率最高者為新竹市的250元，此外，裝機
移機的核定費率除高雄縣及高雄市外，11個縣市的費率為：裝機費800元、復機費200
元、宅外移機300元、宅內移機200元；高雄縣的裝機費核定為500元，其他與11縣市
相同，高雄市的裝機費最便宜為300元，其他費率與11縣市亦相同。

以表六的資料觀察，表面上看起來MOD的基本頻道費率似乎相當便宜，應當對
一般消費者會有吸引力，而且頻道數共有33個頻道，應當能夠滿足一般家庭之需求，
但是MOD的收視戶卻相對偏低，其理由可能要觀察MOD所提供的33個基本頻道的內
容才能見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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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MOD的內容無法吸引消費者

表七是中華電信公司互動電視處MOD服務所提供的基本頻道，檢視其內容基本
上為無線電視頻道，以及原住民頻道、客家頻道等頻道所組成，由消費者的觀點而

言，這些頻道內容似乎很難具有吸引力。

表六：95年度中華電信MOD費率申報與核定表

縣市別 申報日期
基本頻
道數

核定日期
基本頻道 
核定費率

裝移機 
核定費率

備註

台北市 94/8/30 33個 94/11/24 160元 裝　機：800元
復　機：200元
宅外移：300元
宅內移：200元

台北縣 94/8/30 33個 94/11/30 150元 如上

基隆市 94/8/30 33個 94/12/9 150元 如上

宜蘭縣 94/8/30 33個 94/11/30 200元 如上

桃園縣 94/8/30 33個 94/12/5 150元 如上

新竹市 94/8/30 33個 94/12/13 250元 如上

新竹縣 94/8/30 33個 94/12/12 150元 如上

台中市 94/8/30 33個 94/11/28 135元 如上

台中縣 94/8/30 33個 94/11/25 150元 如上

台南市 94/8/30 33個 94/11/30 75元 如上

台南縣 94/8/30 33個 94/11/16 220元 如上 新聞局代審

高雄縣 94/8/30 33個 94/12/26 120元 裝　機：500元
復　機：200元
宅外移：300元
宅內移：200元

高雄市 94/8/30 33個 94/11/30 100元 裝　機：300元
復　機：200元
宅外移：300元
宅內移：200元

資料來源：中華電信公司互動電視處

之所以形成欠缺吸引消費者的頻道，基本上是吸引消費者的頻道均掌握在有線

電視電視系統業者所投資的頻道商手上，有線電視為阻止MOD服務形成有利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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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採用拒絕出售之手段，讓MOD業者無法取得該吸引一般家庭的頻道，如HBO、
ESPN、Star Movie、Discovery、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三立家族、TVBS家族
等頻道。

表七：MOD基本頻道

頻道
號碼

頻道名稱
頻道
號碼

頻道名稱
頻道
號碼

頻道名稱

2 節目總表專用頻道 16 原住民語頻道 50 中視新聞台

3 公用頻道 17 客家電視 55 iN News
6 民視 25 靖天卡通臺 76 Australia Network
7 人間 26 i NTV 77 法國TV5
8 台視 27 Sound Track CH 78 CNBC
9 大愛 30 靖天資訊臺 79 Bloomberg TV

10 中視 32 台視家庭臺 91 佛衛慈悲臺

11 華視教育頻道 33 中視生活臺 92 華藏衛視

12 華視 34 知性臺 97 MOD英語使用說明
13 公視 40 靖天戲劇臺 98 歡唱98
15 好消息 45 靖天日本臺 99 MOD國語使用說明

資料來源：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四、小結

從以上之分析，很清楚的可以觀察到政府主管機關，在引進MOD服務產業競爭
的過程中，面臨許多的問題：第一，由於法制未同時配合，以至於造成業者間嚴重的

爭議，有線廣播電視法要求系統業者如欲經營電信業，必須依據電信法向電信主管機

關申請營業許可，相對的，電信業者如欲跨越經營電視業，電信法卻欠缺明文向有線

電視主管機關申請營業許可之規定，形成管制上的不對稱性。第二，給予電信業者

跨越經營電視業之後，在法制上卻又通過黨政軍退出媒體之條款，造成MOD業者違
反新訂之黨政軍退出條款，使得新成立的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面臨左右為

難的困境，最後則以行政權要求MOD業者開放網路的頭端與用戶端的方式，以及營
運模式改造，宣稱MOD不再具有媒體之身分，從而避開黨政軍退出媒體之規範。第
三，由於具有吸引消費者的頻道控制在有線電視上游的頻道商手上，MOD業者即使
有意從事有線電視的經營，參與市場的競爭，但限於無法取得具有吸引力的頻道內

容，因此其競爭成效並未顯著，由中華電信MOD目前僅擁有區區的31萬戶40收視戶觀

察，即可看出其中端倪。第四，政府部門在引進產業競爭的過程裡，似乎必須在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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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先予以改革，其次在市場關鍵性投入的管制也必須予以考量，產業競爭的引進才可

望達成其效果。否則以MOD服務跨越經營有線電視的例子，整體社會未蒙其利，卻
造成更多的紛擾與爭議，政府草率的決策，絕非社會之福。

陸、潛在競爭的引入—IPTV

當社會邁入網路時代之後，許多應用都有了網路版的解決方案，即使如看電視這

種日常活動，也因為寬頻網路的普及以及電視數位化技術的日趨成熟，而有了網路電

視，目前廣被討論的「IPTV」即是典型代表。

一、IPTV的定義與特質

IPTV（Internet Protocol TV）簡言之，是指一種經由寬頻「網路基礎建設」
（Network Infrastructure）與利用「網際網路協定」（Internet Protocol），向使用者提
供的「電視內容」的服務（工業技術研究院，2006）。在這個定義的基礎上，可以延
伸三個重要的關鍵概念，藉由這三個概念的探討以釐清IPTV的指涉意義。

上述定義中所宣稱的「網路基礎建設」，並不特別指明是何種傳輸網路，只要

能提供寬頻連結的傳輸網路皆可提供IPTV服務。目前IPTV寬頻網路雖以xDSL（即
ADSL、VDSL）與光纖（optical fiber）有線連結的傳輸網路為主，但隨著技術的發
展，如WiMax無線寬頻傳輸網路、3G與4G行動網路、行動電視網路或衛星通訊網
路等，均可提供IPTV寬路連結。至於「網際網路協定」的意涵，是指IPTV的服務基
本上是以IP封包（IP packet）來傳遞，但是依據不同的服務需求，如即時實況廣播
（real-time broadcast）、資訊下載、互動廣告購物等，在Internet上所可能使用到的通
訊協定在IPTV也會用到，如RTP（Real-time Transport Protocol）等。至於IPTV提供的
電視內容的服務，仍是以影音多媒體（Audiovisual Multimedia）為主，如電視廣播節
目服務、互動電視服務、隨選多媒體服務（on-demand multimedia services）等；但是
有些IPTV的業者另外提供通訊服務，如視訊會議與網路電話、網際網路資訊瀏覽與
下載等服務。

綜合言之，IPTV即是經由寬頻網路連結（Broadband Connection），以「電視機
＋機上盒」為主要終端設備，為使用者提供包括電視節目在內的互動式多媒體服務的

寬頻增值業務，包括點播、廣播、直播、視訊通信、簡訊、資訊與遊戲等服務（林宗

40 此為民國96年6月NCC所公佈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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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2007），是融合電信產業技術（IP）與廣電產業（TV）的科技產物。
值得觀察的是，由於產業陣營利益的不同，營運商對IPTV的定義存在「選擇

性」的解讀。在電信產業，IPTV普遍被理解為寬頻增值業務，即IP所承載的的寬頻
業務是電視節目（TV over IP）；強調的是IP承載，IPTV是電信產業利用電視節目與
電視終端機擴大寬頻用戶的一種方式。但在廣播電視的領域，則普遍認為TV才是主
體，IPTV是另一種傳輸電視內容的方式。

不論IPTV的定義該如何歸屬，科技匯流的全球趨勢，使得產業界線的分野越來
越模糊，使得寬頻網路、電信與多媒體產業逐漸整合為數據、語音與視訊等三合一

（triple play）經營者的服務快速成長，IPTV即是這個整合趨勢的應用產物。
此外，隨著傳播科技的發達以及閱聽人多元的要求，傳播市場的概念已由

早期一對多的「廣播」（broadcasting），逐漸演變為重視分眾需求的「窄播」
（narrowcasting），到現今尊重每位閱聽人不同需求的「微播」（microcasting）時
代。IPTV同時擁有電視的功能、電信的服務與量身打造的個人化服務等多重特質，
格外具有市場競爭潛力。再加上IPTV主要是以電視為終端接收器，並使用大多數
民眾熟悉的遙控器來操作，讓一般閱聽眾可以輕鬆自在的享受數位多媒體生活，使

IPTV成為2007年德國漢諾威電腦展的重頭戲之一（林育立，2007），也使傳統有線
電視與衛星電視面臨強大的挑戰與競爭（李至勤，2007a）。

二、IPTV服務內容與產業鏈

目前IPTV所提供的產品服務項目，不外乎四種類型。第一類是視訊節目，即電
視、電影、運動、音樂等影音節目頻道；第二類是高速上網服務；第三類是VoIP，即
網路電話；第四類則是互動式遊戲。這些服務項目充分突顯IPTV獨具的高度互動性
與自主性，以及網際網路提供語音與資訊傳輸的特質，創造1＋1（電信＋電視）大於
2的產業價值。
進一步分析目前各家IPTV提供的服務項目，可以發現視訊節目中的即時電視與

隨選視訊是首選業務，接著是公共資訊的提供、電視商務與網際網路與電信服務（國

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科技產業資訊室，2005）。而這些服務項目
通常以捆綁服務（bundle service）的模式，為用戶提供語音、數據與視訊的三合一服
務，而這種產品服務模式可以組構成各式各樣的付費組合方案，包含不同的網路頻

寬、各種網路服務、基本頻道、付費頻道與隨選視訊節目等，如美國的U-verse、德
國的T-Home、日本的FLAT’S、英國的BT Vision等IPTV業者，皆提供不同價格的套裝
服務，滿足各種消費族群的不同需求，讓原有電信網路用戶能夠保持使用的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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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大大提高營業者的每戶收入（工業技術研究院，2006）。
而這些套裝組合的服務價格大部分會參考當地有線電視或直播衛星電視的服務價

格，因為IPTV的主要競爭者還是有線電視與衛星電視（李至勤，2007a、2007b）。
當年香港電訊盈科推出「NOW Broadband TV」時，即因為收費較有線電視便宜，
成功吸引數十萬網路客戶變成首批的IPTV用戶（王曼娜，2007）。可見定價策略是
IPTV進入電視產業的重要考量點之一。

瞭解IPTV的產品服務內容，便可釐清IPTV的基本架構與產業鏈，圖一可看出
IPTV的基本架構。

由圖一可得知IPTV包含了內容提供者（contents provider）、服務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網路提供者（network provider）與消費者（customer）等四大面向。

圖一：IPTV系統架構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2006：13）

（一）內容提供者，負責節目內容的製作與供應，包含電視、電影、音樂、遊

戲、資訊、購物、遠距教學、保全監控等；國際知名的HBO、Discovery、國家地理
頻道、CNN，本土的華視、民視、緯來體育台、東森電影台、三立電視台、八大電視
台等均歸屬此類。

（二）服務提供者，主要負責內容與服務的整合工作，因此又稱為內容整合業者

（content aggregator）；即將數位內容進行後製加工與影像壓縮，並增加額外資訊與
加值服務。或者與不同的內容提供者進行頻道與節目播放的簽約、協商及管理，建立

整合標準界的IPTV平台，並進行廣告插入、計費、服務認證、內容壓縮儲存、網路
傳輸與監控管理等，如中華電信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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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提供者，即提供有線或無線，實體寬頻網路連接的業者，各國的電信

業者是主要的供應者，如中華電信、台灣固網ADSL等。（四）消費者，即IPTV使用
者，使用者必須具備寬頻接取數據機、IPTV機上盒及數據語音分歧器等設備，即可
經由電視、電腦或電話等終端接收器享用IPTV經營者所提供的服務。也因為IPTV不
僅整合了傳統電視產業價值鏈中上游的「內容產製」、中游的「內容匯集」及下游的

「播放平台」，更涵蓋網路傳輸業者與電信服務者，使得IPTV被視為「具有拉高影
視相關產業營業額的潛力」（陳常鵬，2005）。

三、IPTV經營者類型及台灣現況

IPTV由於具有電視與電信產業的雙重背景，給予電信業務經營者提供網際網
路服務的業者跨足電視產業的機會。例如美國的SBC公司於2005年購併AT&T（美
國電報與電話公司），成為全美國最大的電信服務公司；並於2007年推出網路電視
「U-verse」的服務，提供超過300個包括數位音樂、地方電視、電影、運動等類型的
頻道，以及25個高畫質電視頻道、超過1萬2千小時的隨選視訊節目（VOD），預期
在2008年底前達到1900萬個訂戶（李至勤，2007a）。

又如目前擁有全球最大IPTV市場的香港電訊盈科公司（PCCW），該公司的前身
是香港電話公司，2003年開始推出「NOW Broadband TV」，讓已是該公司寬頻網路
的客戶免費試看一個月的電視節目，之後再以優惠價格讓這些用戶正式訂購IPTV電
視頻道。目前該公司擁有15個純音樂頻道、6個自選影像服務頻道、20個無線收費電
視頻道、以及包含Discovery、HBO、國家地理雜誌等國際知名的136個頻道，至2007
年第一季已有超過87萬個訂戶（佔香港總家戶數的34％），收益達7億3千9百多萬港
元（約合台幣32億5千多萬元）（王曼娜，2007）。香港電訊盈科的經營模式亦是由
電信業跨入電視產業的例子。

其他如英國的IPTV「BT Vision」，是由英國電信公司（British Telecome）於2006
年宣布啟動，將電視業務與寬頻相互結合，提供民眾個人化的電視節目服務。德國

則是由德意志電信（Deutsche Telekom）於2006年推出結合網路電話、寬頻漫遊與網
路電視的「T-Home」，全面進攻IPTV市場（工業技術研究院，2006）。其他的歐洲
國家如比利時電信、法國電信、義大利電信、西班牙電信、瑞士電信，以及亞洲的

日本電信、中華電信等公司，均跨足經營IPTV，積極搶攻電視產業市場（李至勤，
2007b）。 

此外，提供網際網路服務的公司，也紛紛涉入IPTV產業。例如日本Yahoo BB
公司於2003年即推出「BBTV」的網路電視；又如Skype創辦人Janus Friis與Nick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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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nstrom亦創辦了「Joost」網路電視，提供網路電視服務（余懷雋，2007）；微軟
公司亦於2007年宣布將在近期內投入大筆資金在IPTV的中介軟體，希望能隨著IPTV
的一躍沖天獲得更大利益（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科技產

業資訊室，2007）。
不只是電信公司與網路公司投入IPTV，電視產業原有的有線電視或直播衛星電

視經營者，為因應三合一（triple play）跨業經營時代的到來，亦加入IPTV的競爭市
場，以穩固原有用戶並開拓加值服務的機會。這類型的經營者如台灣東森集團的「數

位電視」與年代電視公司的「I’m TV」（工業技術研究院，2006）。兩者原本都是電
視產業的經營者，東森集團應用光纖同軸網路（Hybrid fiber coaxial, HFC）提供消費
者多頻道節目收視與寬頻上網服務；年代電視則是以衛星來傳送影音資料，免費讓會

員利用網路連線來使用IPTV的影音視訊服務。
目前台灣共有7家業者提供IPTV的服務，主要經營者有隸屬電信領域的中華電

信、數位聯合電信（Seednet），有歸屬於有線電視與衛星電視產業的東森媒體集團
與年代電視公司，也有提供網際網路服務的銀河網路集團、蕃薯藤、澤峰科技等業

者。此外影視相關產業的唱片公司、影片公司與通路公司（如百視達）亦加入IPTV
的經營。各家業者的狀況如表八。

上述這七家IPTV經營者仍是以個人化的隨選影音節目服務為最主要業務，費用
的收取分為「按片計次」與「每月收費」等兩者方式；前者由每片30元、50元至百元
皆有，每月收費的金額則由80元、150元、199元至799元或上千元皆有，端視消費者
的個人需求而定。

表八：國內IPTV經營者概況

IPTV業者 主要經營者 服務內容特色 目前用戶數

中華電信MOD
（multimedia on demand，
多媒體隨選視訊）

中華電信

提供有線電視服務內容、
可自行組合有線電視頻
道、隨選視訊、雙向互動
功能、彈性收費方式

285,111141

41 資料來源：NCC96年3月底統計資料，參考網址 :  http:/ /www.ncc.gov.tw/chinese/
files/07052/557_1808_070525_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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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家庭中心」（DFC, 
Digital Family Center）

銀河互動網路集
團、互動王視訊
科技等

提供有線電視頻道、隨選
視訊影音服務、股市財經
與生活資訊服務、家庭電
視相簿、數位通訊等

2006年突破
5000戶42

「Seednet.TV」 數位聯合電信
（Seednet）等

主要提供影音節目隨選視
訊服務

NA

「yam天空」 天空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

43

影音節目隨選視訊服務、
提供用戶個人部落格、相
簿與視訊空間等

超過820萬名
註冊會員及
8 0萬名付費
收視戶

44

「數位電視」 東森媒體集團 影音節目隨選視訊服務 約10萬戶45

「I’m TV」 年代電視公司
隨選視訊、新聞資料、個
人影音部落格等

NA

「@TV互動電視」 澤峰科技公司
提供教育／購物 /生活資
訊／音樂／電影等各種頻
道、隨選視訊等

NA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IPTV跨入電視產業的障礙

由於IPTV的建置是應用既有的網路骨幹來提供電視功能的加值服務，與有線或
無線電視相較，進入門檻相對較低（電子技術雜誌編輯部，2006），但是IPTV由電
信產業跨入電視產業的進入障礙仍然存在。

IPTV跨入電視產業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網路頻寬（林宗輝，2007）。弔詭的
是，IPTV的問市與發展是因為寬頻網路的普及與技術的純熟，但IPTV是否能成功進
入電視產業的第一個障礙仍是網路頻寬問題。 根據林宗輝（2007）、與陳暉仁（電
子技術雜誌編輯部，2006）的觀察，影視節目的品質與網路頻寬有密切關聯。以目前
新一代的編碼格式對電視節目進行編碼時，雖然可以將頻寬效率提高2至3倍，即傳送
一般的標準畫質節目（SDTV）只需要1.5至2Mbps的頻寬，高畫質節目（HDTV）的
傳送也只需要8Mbps即可。問題在於目前的寬頻用戶以2Mbps為主流，如果一個家庭

42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2006：51。
43 由網路數碼公司（webs-tv.net）、蕃薯藤入口網站（yam.com）、Giga ADSL寬頻上網服
務、台灣百視達影視連鎖店等公司合組而成。

44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2006：54。
45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2006：57。



論台灣有線電視產業的競爭政策 285

中不只有一台電視，那麼即使全面使用目前高頻寬的8Mbps，頻寬仍顯不足。此外，
IPTV提供的服務不只限於影視節目的觀賞，尚有語音、數據資料與互動遊戲等項
目，就使用者的觀點而言，許多活動是同時進行且不能相互干擾的，此時2Mbps的頻
寬將發生捉襟見肘的窘境。因此日本、韓國與歐美等國家，早已進行寬頻的佈建，將

網路頻寬提昇至20Mbps，以因應三網合一（網路、電信與多媒體）時代的來臨（郭
更生，2006）。

而解決上述技術性進入障礙的方法，即是電信業者必須投入資金改善網路頻寬。

例如法國的Neuf電信提供8Mbps的寬頻網路以及多元方案的促銷方式，短短一年即有
40萬個IPTV用戶（劉家瑜，2007）。德國的德意志電信瞭解網路電視的服務品質植
基於「夠大」的頻寬，因此德意志電信在推廣IPTV之前，已投入資金建置綿密的超
頻寬網路（VDSL，20Mbps），讓消費者可以透過超高頻網路來觀賞影視節目，果然
成功開拓市場，預估IPTV用戶到2007年底可達100萬個（林育立，2007）。但是改善
網路頻寬的龐大資金成本，恐將成為電信或網路產業跨業經營IPTV的經濟性障礙之
一。

由電信產業跨入電視產業的另一個障礙是影視節目內容的取得問題。2004年中華
電信推出MOD，用戶數始終難以成長的最主要原因，即是缺乏廣電節目內容，無法
吸引消費者訂閱（何旭如，2007）。郭更生（2006）的研究也指出，IPTV成功的關
鍵因素之一是必須「突破有線電視業者的包圍」，提供「多樣且豐富的服務內容」。

以香港電訊盈科成功經營「NOW Broadband TV」為例，該公司因為有營運衛星電視
的背景，本身不受節目內容制約，可以取得包括Discovery、HBO、國家地理頻道等
國際知名影視頻道的節目內容，以及本地頻道與其他電視台的支持，才能推出多樣化

與高品質的電視節目組合（王曼娜，2007）。
此外，節目內容若是匱乏不足時，也不易彰顯IPTV可以量身訂作的個人化服務

功能。當今是重視個別民眾不同需求的「微播」（microcasting）時代，IPTV高度互
動與隨選的特性，可以提供不同用戶的個別需求，當節目內容多元且充分時，用戶便

容易由中挑選可以滿足個人需求的節目，體現IPTV客製化與多樣化的服務功能，這
也是IPTV與有線電視服務產品差異化的具體呈現。此外，當個人化內容出現之後，
「分眾行銷」的廣告便可針對個人特質進行有效的行銷，達成廣告主與消費者雙贏的

局面（郭更生，2006）。
另一個與IPTV服務內容連環緊扣的是訂價策略。價格競爭是進入新產業的重

要干預策略，價格亦是取決業者是否能夠生存的重要因素。例如香港電訊盈科公司

（PCCW）當初推出IPTV「NOW Broadband TV」，實行彈性收費方式，除免費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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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採取逐台收費模式，每個頻道的月費由幾元至幾十元港幣不等，讓閱聽眾自由

選擇或更新自己所喜愛的頻道，結果大受消費者歡迎，因為一般閱聽眾經常收視的頻

道大約二十個，可大幅節省每月收視費（王曼娜，2007）。可見訂價策略是IPTV進
入電視產業的另一個經濟性障礙。

五、IPTV與有線電視的競爭

方興未艾的IPTV除了被各國電信業者視為極具成長潛力的新興網路服務模
式，紛紛挹注資金之外；原本的網路經營者，如Skype創辦人Janus Friis與Nicklas 
Zennstrom亦創辦了「Joost」網路電視，提供網路電視服務（余懷雋，2007）。許
多研究機構更是預測IPTV的全球產值呈倍數成長、營業額與使用人口都會快速攀升
（李至勤，2006）。那麼IPTV的引入是否對傳統有線電視產業產生衝擊？或者IPTV
是開發另一種消費型式，無法取代有線電視原有功能與角色？

就技術層面而言，寬頻技術愈來愈成熟，壓縮編碼技術亦越來越進步，IPTV的
雙向及時互動性與個人化特質，賦權消費者可以選擇自身需求的影音多媒體節目或

資訊，「未來網路電視可能取代有線電視」（郭玫蘭，2007）。再加上寬頻網路的
高覆蓋率，以及整合語音（voice）、數據（data）與影視媒體（video,包含VOD & 
broadcast）等服務的全球發展趨勢，IPTV擁有的科技能力顯然較傳統有線電視具有更
佳的競爭力，IPTV是可以取代有線電視的（林三井，2007）。

再以有線電視與IPTV提供的服務項目進行分析，林三井（ibid）以SWOT模式分
析有線電視業者面對電信業者競爭的優劣勢，發現有線電視業者的最大優力是「熟悉

內容及應用服務」以及「內容議價能力高」，而這兩點相對是IPTV的劣勢。因此，
若是IPTV可以掌握多元與豐富的內容，則可取代有線電視。郭家蓉（2005）也認為
內容差異化是IPTV的服務關鏈與生存發展的重要契機。

雖然目前IPTV的主要經營者大多是電信業者，對於廣電產業的內容並不熟悉，
但電信業者與電視業者結盟之後，正可補強IPTV對內容掌控度的弱勢。例如德意志
電信與德國公視一台和二台達成協議，消費者可利用德意志電信的寬頻網路收看包含

公視十多個頻道及超過100個頻道的網路電視（工業技術研究院，2006）。而香港的
電訊盈科則因發展出一套多層網路的安全架構，可以完全杜絕翻版複製，「吸引三十

多家著名電視節目供應者爭相提供高素質的節目」，「成功奠下穩固的基礎」（王

曼娜，2007）；中華電信則是「跳過代理商, 直接找國外片商洽談版權」（何旭如，
2007）。顯見IPTV愈來愈擁有掌握節目內容的能力，一旦IPTV掌握內容的程度愈
高，取代有線電視的可能性就愈高。



論台灣有線電視產業的競爭政策 287

然而就目前國內各家IPTV所提供的內容仍明顯欠缺許多重要的頻道，在台灣廣
受歡迎的HBO、Discovery、STAR家族頻道、三立、八大、緯來、中天、東森等家族
頻道，IPTV均無法取得播映。各家IPTV業者遂以隨選視訊為主要業務，大量提供MV
影片、電影、動畫、購物、理財等內容供消費者選擇。也因此，IPTV與有線電視的
行銷層面出現明顯的產品差異與市場區隔。

表九「有線電視與中華電信MOD的用戶數成長表」清楚顯示，中華電信MOD用
戶數逐季增長，2006年第一季的用戶數僅11萬餘戶，一年後增加近17萬戶，成為28萬
餘個用戶；一年之間，中華電信MOD的用戶數即成長了142％。同一時期，全台灣有
線電視的用戶數亦呈現逐季增加的趨勢，2006年第一季為445萬餘戶，2007年第一季
的用戶數成長至459萬餘戶。同樣一年之內，有線電視的用戶數增加了137,788戶，並
未因MOD訂戶數的增加而呈現下降的現象。顯示IPTV在技術層面雖可全面取代有線
電視，但實際情形卻出現兩者的用戶數同步成長，並未出現取代效應。足見國內的有

線電視與IPTV因為提供服務的內容差異， IPTV側重於小眾且異質的選取視訊服務，
有線電視則提供大量且同質的頻道，兩者並未出現正面衝擊的直接競爭關係，反倒成

為功能互補的角色。

表九：有線電視與中華電信MOD用戶數成長表

時間 有線電視用戶數 中華電信MOD訂戶數
2006年3月底 4,459,084 118,058
2006年6月底 4,489,301 156,870
2006年9月底 4,518,857 205,491

2006年12月底 4,558,234 249,203
2007年3月底 4,596,872 285,111

2006.3 VS. 2007.3
成長率

＋137,788
（3.1％）

＋167,053
（142％）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參考網址：http://www.ncc.tw/chinese/news.aspx?site_content_
sn=557&is_history=0

柒、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經由以上有線電視市場的市場競爭與產業競爭分析，可以獲得以下的結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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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有線電視市場而言，過去的區域劃分的確有所不當，首先是政府決策前並未進

行廠商最適規模的分析，因此將每個市場區域的範圍劃分得太小，無法容納政策上規

定的5家廠商。其次，為考慮有線電視市場的規模經濟或密度經濟的屬性，而在政策
上只是主觀認為在管制政策之外，還想藉由每區5家廠商的政策，達成「市場競爭」
的目的。本研究引用蔡金宏的研究結果，認為目前之有線電視區域應當重新劃分為22
區，為達成密度經濟效果，每區則僅允許1家廠商經營。

第二，就直播衛星電視的「產業競爭」引進而言，本研究則發現政府政策因為法

律制定的延宕，使得直播衛星電視在國內電視產業市場喪失先進先嬴的契機。其次，

在政策上未阻止有線電視業者同時經營兩種產業，致使直播衛星電視的所有權幾乎都

落入有線電視業者的手上，有線電視業者為防止兩種電視服務互相競爭，乃在技術上

讓直撥衛星產業萎縮，以達成市場壟斷之目的。此外，直播衛星電視接收所需要的設

備－小耳朵，價錢遠遠高於有線電視的裝機費，對消費者而言，並不具備競爭力。最

後，即使以上問題均可以解決，但具吸引的電視頻道均控制在有線電視業者的手上，

以至於直播衛星的內容無法與既有的有線電視節目相抗衡。是故，國內衛星電視最後

則淪為偏遠地區收視戶的電視管道。

第三，政府政策想藉由「中古廠商」－中華電信，由電信業跨越經營有線電視，

提供MOD多媒體隨選視訊的服務，以使市場產生「產業競爭」之效果。但限於法治
規範的缺陷，例如有線電視跨越電信業必須依照電信法向目的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但

電信業若跨越經營電視產業，在法制上卻闕漏相關的必要規定，形成管制上的不對

稱，造成兩業者跨越的爭議。電視主管機關－新聞局發給中華電信「固定通信綜合網

路經營者跨越經營有線電視業務分期營運許可」執照之後，卻又因為黨政軍退出媒體

條例的修訂，而造成MOD服務經營違法的困擾。以致於法制的訂定未能跟上媒體匯
流的技術趨勢，最後則造成各方業者的爭執，形成社會成本的浪費。

即使上述問題均能解決，但限於具有消費者吸引力的頻道集中控制於有線電視系

統業者的手上，MOD的服務仍然無法獲得消費者的青睞，形成一定的競爭效果。觀
察中華電信MOD服務收視戶總戶數的緩慢發展趨勢，即可看出電視內容對業者經營
的重要性。

第四，網路電視的發展因為媒體多元化平台的建立，似乎是另一個形成有線電

視產業「產業競爭」效果的可能來源，但究其實務觀察，既有市場業者經營的現況而

言，似乎也不甚樂觀，其主要原因仍在於沒有殺手級的頻道吸引消費者青睞。展望未

來，網路電視除在平台上給予消費者更方便的接取方式外，如何找到具有賣點的頻道

以吸引消費者，可能是未來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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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就競爭的目的而言，本研究對有線電視產業的競爭政策有下列之建議：

1.  有線電視市場應當重新劃分，以符合有線電視產業的特有屬性，原則上將台
灣劃分為22個有線電視市場，以滿足最適有效之規模，每區因應密度經濟的
特性，建議讓一家廠商獨占經營，然後政府再利用其他政策配套措施，予以

嚴密之監督以保障消費者之權益。

2.  有線電視系統商與頻道商的經營，在政策上除非業者能夠證明上下游的垂直整
合，能夠產生成本節省等經濟效果。否則政策上，應當對系統商經營頻道進行

嚴格之約束，以免造成對其他平台業者取得重要頻道的障礙。即使系統台擁有

關鍵頻道的所有權，主管部門仍應在政策上制定相關規定，讓其他平台業者有

平等購買關鍵頻道的機會，否則「產業競爭」之目標在實務上永遠會落入「緣

木求魚」的境況。

3.  對於電信業跨越電視產業的經營，應比照電視業跨越經營電信業的法律規範，
跨越經營時，應受被跨越產業主管機關的約制，以求取管制上的平衡。

4.  就產業競爭的引進而言，政府主管機關應當協助新進業者，在公平、合理的條
件下，能夠取得必要的資源，進行公平之競爭，如此產業競爭的效果才能發

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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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 Policy of Taiwan’s Cable Television 
Industry 

Chuen-Fa Chuang, Shun-Chih Ke*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ecomomic theory, the connotations of 
“competi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market competition, industrial competition 
and potential competition. The ways to accomplish market competition are sufficient 
manufacturers and these manufacturers can make decision independently. The conditions 
of succeed in doing industrial competition are that, without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and 
removing the entry barriers which include limit pricing, sunk cost, excess capacity, product 
proliferation strategies and essential material dominating. 

This article is base on the above competition theories and examines the competition 
policy of Taiwan’s cable television industry. The result show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 competition, government policy seems to neglect the most optimal scale of cable 
television market. As for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competition, because of slowly proclaimed 
Satellite Broadcasting Act, high price of DBS equipment, lack of attractive programmes and 
the ownership dominated by cable television, finally the DBS is just the broadcasting signal 
receiver for secluded area. 

Due to deficient in appropriate regulations and popular contents, the MOD service 
provided by Chunghwa Telecom has caused of social dispute and expended huge resources 
cost, but which marketing share is still much lower than cable television. The same reaso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PTV which is well known as network television will be 
concerned, if IPTV couldn’t able to obtain the major contents.

* Chuen-Fa Chuang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 Jinwe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pei, Taiwan. e-mail: cfchuang@just.edu.tw

 Shun-Chih Ke i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Hsuan Chaung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e-mail: scket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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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ce, this study emerges three suggestions. First, government should re-divide market 
scale of cable television to deal with market competition problems. Second, government 
must pay more attention to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cable television in order to make fair 
industrial competition. Finally, if policy allows vertical integration, then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complete plan which guarantees all television platforms having same opportunity 
to access the major contents to avoid the “artificial＂ entry barriers, thus industrial 
competition can be effective.

Key Words： industrial competition , market competition, potential competition，effective 
competition，internal competition，external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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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單教授驥（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

主席、莊教授、柯教授在座各位先進大家早安，我想兩位教授論文裡面傳達出來

的訊息，最主要是以前新聞局時代把台灣劃分成這麼小的區，希望有所競爭，當然實

務上並非如此，實務上每一區都是有線電視廠商在裡面形成獨占，那之後我們希望一

些新媒體進來，包括無線電視、IPTV等等，可是在這裡面都碰到很大困難，因此台
灣在目前的有線電視情況是個困局，看起來沒有這麼快解決，那從這樣的發展經驗，

我們看到在政策上面造就奇怪的恐龍，叫做有線電視，面對頻道商，他是頻道商的獨

買者，除了把節目賣給他之外沒有其他辦法，那面對消費者的時候，又變成獨賣者，

因為我們的生活裡面要看有線電視，一定要跟有線電視買，所以奇怪的動物集三千寵

愛於一身，所以在經濟學理面所說的雙邊獨占等等統統可以用上，那現在這個動物扮

演的角色非常多元，他可以涉入無線電視業者，像是衛星電視等等，所以在這面他有

所有的理由可以繼續獨占市場，我就是隨著兩位教授的立論，所以他可以摧毀衛星電

視的機制，也可以摧毀其他可能出現的機制，當然IPTV本身有一點問題，但是中華
電信本身的Mod在這裡是不是有一些問題，這在兩位教授的文章裡都有討論，那難道
我們沒有辦法處理嗎？那莊教授與柯教授在文章裡面提出可能的建議，那我也對這些

建議提出一些想法。

那在論文第23頁裡面，作者提出每一家有線電視的最小規模大約是18.6千戶，因
此根據這樣的調查，是不是把台灣重新劃區，一方面有規模經濟，一方面就讓它去

作一個獨占，那這是一種建議，另一種，整個數據算起來大約是北部地區可以容納11
家、中部地區容納5家、南部地區是容納6家，那就像我們選舉大選區的制度一樣，那
如果北部地區是一個市場，那每一家約是18萬戶、將近19萬戶的話，那我就讓北部地
區這11家去作一個彼此的競爭，這是一種用競爭解決問題的方式，因此我所提出來的
觀念跟兩位稍微有一點不同，也請大家來作思考。

另外，如何處理有線電視的廠商，現在他們站在獨買者及獨賣者的關鍵地位，

有關兩位教授的建議或是類似大選區的方式，那都是解決一部分問題，那對消費者來

說，最重要的問題是我想看的頻道是不是可以取得，那這是最重要的，那中華電信

的Mod裡的頻道，不是對很多消費者的胃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這邊就必須去突
破，那公平會以前有這種案例，就是航空燃油的案子，那航空燃油的業者叫做文九

公司，想要進入航空公司加油的市場，就要去跟中油公司買油，但是中油公司拒絕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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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那拒絕報價的結果讓這一家公司無法進入航空燃油的市場，所以他就跟公平會抱

怨，那公平會就依照違反公平法第10條處分中油公司，因為拒絕報價就是拒絕文九公
司可能進入航空燃油的市場，這是公平會實際處理的案子，那這個案子的情形與我們

現在看到有線電視的情形一樣，那個因為有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所以可以拒絕交易？

譬如中華電信我要去買這個節目，就要用你的市場價格來買這個節目，你可不可以拒

絕交易？我覺得這是有意思的問題，同樣的，歐盟也有同樣的案子，就是生產滑雪板

非常有名的廠商，拒絕供貨給某一家業者，後來在歐盟裡面，那歐盟的法律就判這一

家業者沒有理由拒絕供貨給那一家體育用品店，因為無正當理由拒絕供貨的話，我的

顧客一定會認為說你這一家體育用品店是比較低層的，因為這邊應該有的名牌你怎麼

都沒有呢？所以這個案子在歐盟也成立，所以我認為要解決這樣的問題，我們現有的

案子也都提供給我們參考，如果是這樣，就可以解決新進業者無法取得節目的問題，

然後進入相關市場，第一個，我們用大選區的方法讓有線電視業者作競爭，加上有線

電視業者可能要跟其他的，像是IPTV、或是衛星作競爭，所以競爭本身可以解決一
大部分的問題，另外，就是要解決智慧財產權或是進入障礙這裡面所要解覺的問題，

當進入障礙的問題以解決，競爭的機制也能夠活化之後，我相信這對我們國內有線電

視的市場是一個新的局面，以上是我的意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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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頻譜市場管制模式之探討 
—以頻譜財產權制度為核心

林俊宏
*

中文摘要

早在十九世紀以來，無線電頻譜因其需求性及技術的發展，使如何分配頻譜以

發揮最大效益的議題，一直是經濟學者及通訊科技專家所關注的焦點，也因理論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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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實務操作的差異，各國政府於如何建立起一套完備的頻譜管制模式亦有不同的操

作方式，在美國主要由政府以授權方式進行，後因技術發展，美國在1938年開始創先
以無須授權方式管制頻譜以來，已發展出一套無須執照政策的特殊方式來適應實際

的考慮。經濟學家Ronald Coase在1959年發表一篇有關頻譜經濟學的論文，以類似財
產權的觀點，在無線電頻譜分配及執照發放的議題上，以次級市場（Secondary Mar-
ket）之概念，認定其為頻譜分配最佳、最好的使用方法，雖然許多評論家擴張其理
論，但如何去定義使用頻譜的權利仍是有其困難性。頻譜管理應建立一個最有效率的

頻譜使用架構，且廣為各方接受，但因頻譜具有數種獨特性質使這項任務更加複雜，

適當的頻譜政策必須用以確保頻譜的有效使用，而最適的頻譜政策可能視科技狀況而

定，但頻譜使用範圍隨著時間改變，故有效率的制度必須與時調整以反應科技進展與

市場條件的改變，而頻譜管理制度透過進入成本、市場結構及私有利益等變數影響通

訊產業的演化，但即使大力推行頻譜資源市場化，頻譜管理模式仍有不同的作業型

態，這些不同的型態有不同的定義方式去選用不同的管制模式，其訂價、投資與創新

過程也不相同，由於不同方法都具有無可取代之利弊，且無單一方式能夠優於全體，

故本文希望藉由不同類型的頻譜管理模式，提供電信產業關鍵意涵的比較分析，而作

出一妥適建議。

關鍵詞：無線電頻譜、頻譜經濟學、頻譜財產權、次級市場、頻譜公共性

壹、前言

從1927年開始，無線電頻譜已開始在美國由聯邦政府作分配使用，主要是以授
權方式進行，包括電台廣播、微波通信系統、電視廣播、衛星、警用和國防需要及其

他使用者等利用頻譜資源，而被授權者擁有執照，在某一特定頻率、特定功率準位及

某一方位下，進行電信服務，比如說計程車派遣工作；大部份執照都是有時效性的，

但可以展延；而領有執照的人只能在某種特定目的才可使用頻譜，但不能出賣或轉租

予其他人。後因技術發展，美國在1938年開始創先以無須授權方式管制頻譜以來，已
發展出一套無須執照政策的特殊方式來適應實際的考慮。在學術界，經濟學家Ronald 
Coase在1959年發表一篇有關頻譜經濟學的論文，以類似財產權的觀點，在無線電電
頻譜分配及執照發放的議題上，以次級市場（Secondary Market）之概念，認定其為
頻譜分配最佳、最好的使用方法，當其達到經濟化及效率化，則消費者及業者也因而

獲利。自Ronald Coase以後的經濟學家，成功地說服了大眾，由政府管制分配稀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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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譜資源，並不太有效率；故應建立一個頻譜次級市場，讓擁有者可以買賣、細分和

整合這些頻譜，使這些稀有資源在利用上更有效率。

 美國在此基礎下，自從1993年以來，利用拍賣方式給予更多新的頻譜使用
者，以利分配更多頻譜及更有彈性地使用頻譜，但這些市場化的頻譜分配方式，僅佔

大部分有用頻譜大約10%的量而已，故經濟學家持續地要求市場化更多有用的頻譜資
源，使之更有效率。雖然許多評論家擴張Coase的理論且將之視為促進頻譜資源市場
化的最佳路徑，但如何去定義使用頻譜的權利是有困難性的，像地理區域劃分和鄰近

頻道外溢的問題，使定義頻譜財產權利及如何評量違規使用的決定顯得更加困難；不

像大部份的實體財產權，可以用二項或三項特性來評斷財產權之範圍及定義，目前通

訊科技專家以技術認定衡量無線電頻率包含數種特性，而最佳評量此特性的方式卻尚

未確定，其問題包括是否使用無線電波傳導的統計模式，干擾的實際量測，或混合兩

者以決定頻譜權利範圍等議題。近來無線電頻譜利用技術有實質進展，包括如超寬頻
1、靈敏無線電2（Agile Radio）、和網狀網路3（Mesh Network），藉由這些技術的開
發，使現有政府頻譜管制方式之排他特性逐漸消除，故將頻譜使用權利公共化，使其

消除原有之排他性，可能使頻譜之使用會更有效率。

從通訊科技發展及現實管制經驗狀況顯示，以實務經驗為主的通訊科技專家與

固守於理論的經濟學者對頻譜之經濟特性有不同的認知。基本上，他們皆同意現有的

頻譜分配方式是無效率及浪費有限資源，且無法解決經濟發展的需求，但在需要用何

種方式取代現有管制方式，則有不同的看法。經濟學家認為應將頻譜資源市場化，使

1 超寬頻（Ultra-wideband，簡稱UWB）是一種具備低耗電與高速傳輸的無線個人區
域網路通訊技術，適合需要高品質服務的無線通訊應用，可以用在無線個人區域網
路（WPAN）、家庭網路連接和短距離雷達等領域。它不採用連續的正弦波（sine 
waves），而是利用脈衝訊號來傳送，並加上時間調變技術，這令其傳送速度可以大大提
高，而且耗電量相對地低，並有較前精確的定位能力。超寬頻的傳輸距離都是在十公尺
之內，它的傳輸速率高達480Mbps，是藍芽的159倍，是Wi-Fi標準的18.5倍，非常適合多
媒體資訊的大量傳輸。它原本用於軍事用途，直到2002年美國聯邦傳播理事會（FCC）
才發布商用化規範。摩托羅拉2005年7月8日已經在台灣成立亞洲第一座超寬頻無線通訊
研發中心。其優點有: 低耗電、高速傳輸、高安全性（脈衝短，難以被偵測）、低干擾
性、低成本、使用零件較少。

2 A software-defined radio (SDR) system為一種傳輸方式，SDR can tune to any frequency 
band and receive any modulation across a large frequency spectrum by means of programmable 
hardware which is controlled by software.

3 Mesh Network是一種點對點的無線網路架構，透過此架構可節省實體網路至AP端的成
本，透過這種新架構，Mesh Network為無線網路服務供應商減少70%-75%的營運、安裝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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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更有效率；通訊科技專家則認為應使之公共化，方可促進頻譜使用之有效率結果。

由於部份經濟學家對新的無線電通訊技術產生誤解，部份通訊科技專家對真正市場化

和財產權制度的疑問，所造成的二分法可能無法完全解決現實的問題。由於無線電頻

譜管理左右著通訊傳播產業之發展，相關電信政策討論，有以市場導向方式進行分析

者，有以公共財方式所為之分析，市場分析方式配合財產權理論以執照授權制為管制

模式，公共財方式分析則以無須執照授權為模式，由於行動服務需求成長導致全世界

重新審視已建立之頻譜管理方式，而目前潛在的缺點包括行政死板、長期延遲，以及

頻段的分配不足或是過度分配。目前的一般趨勢傾向一個較以市場導向為主的方式，

而也有愈來愈多的國家採用市場化之頻譜競標方式而不再使用行政授權的程序，但僅

純粹討論卻沒有系統性的研究對選擇妥適的頻譜管理方式也是有風險的。由回顧過去

頻譜管制方法，並討論由不同的頻譜管制方式所建構的財產權制度，本文希望藉由頻

譜對通訊產業演化的影響，及不同類型頻譜管理的模式對提供電信產業關鍵意涵的比

較分析，而得出一較完善的結論。

貳、頻譜資源之特性

一、無線電波的物理特性

十九世紀後，科學家發現無線電波的物理特性並開始加以利用4，且以電子裝置

之調整和改變給定無線電波的頻率，即可在長距離下溝通資訊而不需電線或其他媒介

實體。無線電頻譜之物理特性在於其使用可以在波段、時間和空間上作不同目的地

分享5，特別是某一範圍的頻譜可以被用來做長距離且不需要接線或其他實體媒體為

介質來傳遞資訊6，更顯著的是提供者可使用特別的30kHz頻道不間斷地提供類似行動

4 為了紀念其中一位科學家，Hertz，無線電頻譜的單位，即頻率，就是以Hertz或Hz為代
表。One kHz is one thousand Hz, one MHz is one million Hz, and one GHz is one billion Hz.

5 無線電頻譜在空中旅行的電磁波，其頻率範圍在每秒3,000周到每秒4,000億周。這些「頻
率」，以Hertz 為單位，組成無線通信的基礎。舉行動服務為例，30kHz 的語音頻道可以
提供足夠的頻寬建立可靠的通信連接。

6 KHz, Hz, MHz, GHz 解釋為不同之傳輸單位。One KHz is one thousand Hz, one MHz is 
one million Hz, and one GHz is one billion Hz. Historically, the greater number of frequencies 
used for a particular communications link correlated with greater power levels and increased 
bandwidth.  Accordingly, a transmission for a broadcast television station uses 6 MHz, or 200 
hundred times as much bandwidth as an analog cellular voice channel.  As we discuss below, 
new digital technologies have begun to undermine these historic patterns of spectrum 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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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服務，亦即頻譜資源反覆使用不致耗竭，而可以無限制的更新7，例如在類比無

線電傳輸中，頻率範圍在30kHz寬度下就可以提供足夠的波段寬度建立可靠的通信聯
接，若在一天內已使用30kHz以提供服務後，仍可有相同的頻譜數量供下一個工作天
使用，此乃指頻譜可以無限次更新使用。尤其是透過聰明的「感知無線電」（Cogni-
tive Radio）技術的使用8，可以大大增加頻譜使用的彈性；但即使利用這些技術的優

點，實際成本考量及其複雜性，仍限制了在固定區域範圍及時間內可以服務的使用者

數目；因此，相對而言，無線電頻譜是一種稀少資源，不論其可無限制地更新特性，

頻譜大致有顯著的經濟價值，特別是在強烈需求無線通信的區域上，若二個傳輸體使

用同一頻率、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可能造成干擾另一傳輸體傳送的現象，故基於

其經濟價值及易受干擾的特性，無線電頻譜即需設計適當的制度加以管理。

針對無線電頻譜管理之議題，一般都集中在商業服務的頻段上，因無線電頻譜波

段上有不同技術特性，某些波段對某些特定目的用途較有效率，使用頻率在300MHz
到3 GHz範圍內，因其天線物理特性需求關係，其傳送和接收裝置成本較低，且該波
段較不具物理敏感性，不致為自然界或人為的障礙物阻擋而變弱其傳送9，但現今科

技改變可將自然界及人為的頻譜干擾阻礙減到最小，且使用頻譜範圍也因科技進步而

與時進展。頻譜管理的概念包括分配某些波段給某種用途，如電視廣播、陸上行動電

話系統、或無特別指定用途之無須執照頻譜等，又如指派予授權之自然人或法人以使

用某一特別波段的頻譜，一般通常透過拍賣程序，亦包括制訂相關無線電規則及行政

命令以管制個別頻道或集體頻道，如最大的傳送功率，及加強相關被採用的規則等工

作程序10，但一般所謂頻譜管理，大多集中在前兩項管理活動，即頻譜分配及指派，

7 頻譜資源因可能受不當干擾，亦有“被污染＂的可能。Like air or water, however, the 
radio spectrum resource can be “polluted” by interference generated by natural sources of 
electromagnetic waves (e.g., lightning strokes) or by spurious emissions from radio transmitters 
or other man-made devices (e.g., florescent lights).

8 感知無線電是新興智慧型無線通訊技術，可搜尋及連接附近的開放無線電頻率，為使用
者提供最佳服務。因此，感知無線電應該能由受干擾而斷訊的無線電頻帶跳至可用的
頻帶，以完成傳輸連線，這項功能在緊急時格外重要。Cognitive radio is a paradigm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in which either a network or a wireless node changes its transmission or 
reception parameters to communicate efficiently without interfering with licensed or unlicensed 
users. This alteration of parameters is based on the active monitoring of several factors in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radio environment, such as radio frequency spectrum, user behaviour and 
network state. 

9 Philip J. Weiser, Dale N. Hatfield, “Policing The Spectrum Commons”, Fordham Law Review, 
Vol. 74, No 2, pp 663-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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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較忽視後兩項，即頻譜監控與執行的活動。雖然政府部門高度集中管制方式可以使

頻譜資源達到更有效的配置，但政府部門幾乎不能正確地預測科技的發展，故政府的

高度集中管制不見得能創造最有利的頻譜資源配置。

二、頻譜生產需求要素與消費評估

在一個普通的競爭市場情況下，任一生產因素的消費有效性及其平衡價格決定於

該因素的需求與供給曲線交叉點，生產因素的需求曲線是一個「衍生的」需求，因為

生產因素的價值僅從其有益於生產最後一個產品時所衍生，就像公部門雇用的勞工及

資本，頻譜使用需求來自納稅人，包括國防、科學研究、和其它保護生命和財產的部

門需求。假使所有的生產因素，除了頻譜外在短期都是固定的，則政府應消費更多的

頻譜，只要政府利用該資源，且頻譜是在效率化市場上交易得來的價格，社會邊際收

入產品所增加的社會效益將大於頻譜的社會機會成本11。然而，在大部分的例子中，

政府在短期內使用的頻譜是固定的，因為頻譜的投資是固定的，但在長期，所有因素

都是可變的，政府可利用不同的通訊技術和政策使輸出標準達到最大。假使某一生產

因素價格上升，此因素的替代效果將導致該因素的需求降低，因為其他相當的因素可

能比這個因素更具吸引性，雖然政策之制定可能參考公部門或私部門的頻譜需要，但

影響價格的因素在市場的收入和預算分配所衍生結果可能有重大的不同，要頻估頻譜

資源多寡，需要知道公部門及私部門共佔用了多少頻譜，或相反地，有多少頻譜可以

讓私部門應用。然而，問題不是那麼直接的；首先，在某些頻譜中大部分波段是政府

與非政府組織共享的，像海上通信及空中交通管制，波段分享明顯是要便利兩部門的

通信作業，電力系統與國內和國際電力系統互相連接，且民間空中巡航對電台與軍事

通信，在其他例子中，像一些衛星應用，政府與非政府使用者透過同樣波段，但不清

楚哪一方使用者使用較多。

三、頻譜價格需求

基本上政府頻譜使用的程序大致為政策或同行評審（peer review）12，當頻譜的

需求增加，政府即須開始行政審查以鼓勵更有效的頻譜政策。大部分的經濟學家認為

10 For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se functions, see Jonathan E. Nuechterlein and Philip J. Weiser, 
Digital Crossroads: American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in the Internet Age, pp. 231–39. 
(Cumberland, RI: MIT Press, 2005)

11 For discussion of factor markets see standard microeconomics texts such as Microeconomics, 
by M. Katz and H. Rosen, Irwin , Irwi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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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效率地方式是讓市場決定頻譜資源的價格，除了價格機制，包括讓頻譜資源利用

更透明化，例如現場稽核是否確實利用已指派之頻譜，以及利用頻譜預算所報告的頻

譜使用統計數字來衡量頻譜價值，因此所有機關可在發展新系統時更仔細分析頻譜需

求，除此之外，以頻譜共享方式如以發展中繼式無線電系統，可以整合不同機關團體

單位之使用。

（一）頻譜短期價格需求彈性

在評估頻譜短期價格的可能價格基礎前，須先考量達成行政機關的期待價格，就

是如何反應頻譜價格的增加或不同種類相對價格的改變。假設每一頻譜指派皆有一個

價格，而該價格依管制機關公布的時程而定，則指派權利的架構和價格間的相互作用

就非常重要。頻譜計費之設計方式是一可將頻譜資源更加效率化的機會，故考量更有

效率之頻譜計費方式，包括高價值頻譜之指派比低價值的頻譜收取較高費用等方式。

由於短期使用者的預算和資本都是固定的，頻譜價格增加，如行政規費的增加，可促

使使用者更謹慎評估其所需頻譜，若因而使頻譜計費與指派架構地正確，高費用將使

使用者利用其所需最少頻譜組合而更謹慎修改其指派需求。更重要地，對行政機關而

言，使用者申請需高度管理注意且需精確地控制頻譜指派，因而對機關而言，最理想

的過剩頻譜指標即是頻譜的價格函數，至少勞力和頻譜的花費是可替代的，而由短期

到中期是降低頻譜費用使其他人可以短暫地分享這些「未充分加以利用的」頻譜。然

而，較高頻譜價格可使管制機關從事較複雜的分享指派工作，指派和價格架構必須允

許管制機關，利用不同權利，如空間、時間、方向、頻率、和電波調變等方式，來降

低其在頻譜上的淨花費，但指派和價格架構必須非常精密，且潛在的行政管理的經濟

效率定價體制應能直接與之交易。

（二）頻譜長期價格需求彈性

在長期情況下，使用者可以調整技術與資本，所以比起短期來說，頻譜需求更

具彈性。若價格設定是有效率的，且採購分析的水平時間是正確的，長期使用者即可

將此價格納入資本投資決策中，且當資本翻轉後，可逐步使頻譜的使用達最大化。長

期的主要政策目標是達到有效價格預期，且在有用的頻譜裝備上將股本轉換達最理想

12 同行評審（Peer review，在某些學術領域亦稱「審查，refereeing」）是一種審查程序，
即一位作者的學術著作或計劃被同一領域的其他專家學者評審。在出版單位主要以同行
評審的方法來選擇與篩選所投送的稿件錄取與否，再而資金提供的單位，也是以同行評
審的方式來決定研究獎助金是否授予。同行評審的程序主要針對的是讓作者的著作使之
符合一般的科學與學科領域的標準。在許多領域著作的出版或者研究獎金的頒發，如果
沒有以同行評審的方式來進行就可能比較會遭人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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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就像私部門的投資，而最理想的公部門投資應該能反應長期價格信號，而不是短

期波動，此意味著快速且無法預期的費用轉換將導致反效果；同樣地，假使無線電系

統有較長的生命週期，則最有效的政策可能是可預期隨時間斜線上升的費用，而不是

僅大幅上升一次。長期價格可將更有效的信號與頻譜消費無線電系統和有線通信做更

好的轉換，如有線服務比無線服務的資本需求較高，且當頻譜的機會成本納入計算的

話，在成本上考量將可能更有效率，同樣地，軍方採購決策通常其增加以使用周期為

基礎反射出頻譜成本，因此真實地預估價格效率是有必要的。而在長期，特別因素能

讓頻譜需求價格彈性更高，如物理學的基本原理決定某些頻率對科學是有用的，特別

是對用來作為無線電天文學和遙測耗用的波段；又如國際頻譜的協定和規則，像是空

中和海上通信，可能需要保留頻率予該類特殊用途作使用；而某些頻率可能有特別情

報和安全上的應用，例如雷達或衛星通信；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公共安全部門間亦需

保留部份頻譜，以為公共安全相關使用。而行政定價的長期效應大部分由價格信號持

續多久而定，假使每一管制機關自動接受預算授權去抵償頻譜使用費，則沒有新的有

效性動機，更重要的是部份機關使用的大部份頻譜與其預算有相對應的義務要執行，

因此可能大部分就無視行政定價的效果，但另一方面，假使僅將機關預算縮減來減少

頻譜成本，則其誘因將漸漸地受到損害。

四、頻譜之經濟效率與技術效率

經濟學在定義「有效率」的分配時，是指當資源分配後，該資源達到的淨社會

利益為最大時即可13。頻譜不像土地等實體財產權一樣，頻譜財產權可能需建立起比

其他實體財產權更複雜的體制，如何界定其與實體財產權之不同，如何設立一定義清

楚、具區別性的財產權制度，就有其重要性。而許多政府活動的效益，例如國防軍

事、科技發展需求、環境保護和空中飛航安全等目的，都很難將之量化，更難將之以

金錢表示其價值，基於追求經濟效益，政府應將佔用有價值的頻段，卻未產出相同比

例社會效益的部分，轉換到更高或更好效用之上。故政府的頻譜政策關係頻譜資源之

最佳經濟配置，因現代社會及產業持續利用無線電通信和寬頻網際網路接取傳輸資

料；再者，無線電頻譜在國防，國土安全和其他重要服務，像衛星輔助氣象預告等扮

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在無線通信的例子上，能有更確定的頻譜接取是十分重要的，

因為無線電頻譜是所有此類通信的必要條件，而頻譜政策也會影響寬頻網際網路的接

13 Adele Morris, “Getting the best out of public sector spectrum,” presented at the 33rd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Research Conference, on Sep. 24, 2005, at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in Arlington,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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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故成為寬頻網路消費者在數位用戶迴路14和電線電纜服務選擇之因素；但對那些

無任何有線寬頻服務和其他寬頻選擇的偏遠地區，頻譜政策改造可以使無線寬頻業者

成為另一個網際網路接取的主要來源。頻譜政策改造對不同的人意義不同，一方面其

意味著舊有的頻譜控制使用的限制結束，但另一方面，則意指須朝向頻譜公共性或發

展一套類似財產權制度來對頻譜資源進行有效管理15。

部份學者主張讓頻譜更有效率的方式是利用特別的技術，像窄頻技術16。的確，

許多技術可用少量的頻譜來提供無線電通信服務，稱為「技術性效率」。成本效率

技術可降低頻譜使用，且可讓頻譜更有效率地被應用，此種新技術可以改善經濟效

率。然而，開發新技術的成本可能非常昂貴，或其他如輕便、可靠、持久、安全、功

率需求、維修成本的特徵，都影響技術的有用性。頻譜使用的經濟效率必須考量所有

成本跟效益因素，包括任何使用新技術所新增的成本。當在改善技術效率的同時，可

能在某些例子上，有其他更有經濟效率的方法，且某些時候，應用更好的技術效率可

能使收入越來越少，最後反而變得經濟上更不效率。在經濟學術語上，當降低頻譜使

用的機會成本大於讓頻譜在下一個更有效使用的邊際效益的點，即上述所謂的經濟不

效率。經濟效率可能產生某部份頻譜不被使用的可能性選擇價值，而該選擇價值可從

轉移波段的使用者到其他波段中衍生出來，但仍有其不確定性，而在較彈性且已改善

14 數位用戶迴路（Digital Subscriber Line或簡稱DSL），是通過銅線或者本地電話網提供數
位連接的一種技術。它的歷史要追溯到1988年，貝爾實驗室一位工程師設計了一種方法
可以讓數位信號載入到電話線路未使用頻段，這就實現了不影響話音服務的前提下在普
通電話線上提供數據通信。但是貝爾的管理層對這個並不熱心, 因為如果用戶安裝兩條線
路會帶來更多的利潤。這一狀況直到1990年代晚期有線電視公司開始推銷寬頻網際網路
訪問時才得到改善。當意識到大多數用戶絕對會放棄安裝兩條電話線訪問網際網路，貝
爾公司才搬出他們已經討論了10年的DSL技術，來爭奪有線電視網路公司的寬頻市場佔
有率。到2005年, DSL技術是線纜數據機向歐洲和北美的家庭用戶的提供寬頻接入主要競
爭對手。

15 Technically, the Communications Act does not allow any individual or firm to possess a 
property right in radio spectrum. See 47 U.S.C. § 301; Nonetheless, the FCC, with the support 
of Congress, has moved toward a “property rights-like” treatment of spectrum licensees. 
Consequently, we will often use the phrase “property-like” rights, but we will also use the less 
precise (and often used) terms of “property rights,” “property rights” advocates, or “property 
rights” model.

16 Narrowband refers to a situation in radio communications where the bandwidth of the message 
does not significantly exceed the channel›s coherence bandwidth. It is a common misconception 
that narrowband refers to a channel which occupies only a “small” amount of space on the radio 
spec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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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裝備可利用情形下，讓頻譜資源在不確定期間中不被使用似乎不應是一個理想的決

定。因此管制機關可採取公佈頻譜價值或收取頻譜的行政管理費用，而該費用訂價方

式能儘可能觀察市場價格而定。其次，保證預算做成程序允許使用者可從頻譜經濟中

獲取利益的誘因，進而減輕軟預算問題，並建立較一般性規則，使頻譜使用可透過租

賃或交易方式超越公私部門的界限，最後並要執行週期性的頻譜使用稽核。

五、頻譜管理之發展及其重要性

無線電一開始主要是運用在航海通信上，使海上航行船隻可利用摩爾電報碼與

陸地間互通信息17；1912年Titanic海難的呼救訊息失敗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忽視海軍無
線電通信益處等因素，導致美國海軍在1919到1921年間，決定加強海軍無線電通信的
改善方案，並組成一個卡特爾企業聯盟組織18。廣播無線電亦在同時興起，第一家廣

播電台在美國New York和Pittsburg間利用「礦石收音機」19傳播給數以千計的聽眾；

由於廣播聽眾人口快速地成長，緊接廣播相關產業幾乎立刻跟著興盛起來；但廣播的

興盛也造成干擾的問題，尤其是兩個或多個使用者在同一城市，且用同樣或很靠近的

頻率傳送時，皆會干擾其他人的信號，而導致雙方於傳遞時皆不順利。故從1926年開
始，美國商業部及部份地方法院已開始認可一種「優先使用」的事實上財產權，即認

可第一位使用者「擁有」該頻率，而下一位使用者只能在別處使用20。1926年，因兩
個法院的判決反對此種「優先使用」的作法，故美國商業部秘書長據此乃禁止支持此

優先分配的方式，但卻造成當時市場混亂，而在主要的無線廣播電台傳輸無法令規

範下，新設電台紛紛搶佔主要的廣播頻道，因而彼此間之干擾變得習以為常。因其

造成收訊品質低落，國會乃在1927年通過廣播電台法案，設立聯邦廣播官署（Federal 
Radio Agency，FRA），專責管理全國頻譜分配及授予單一頻道廣播獨家播送權，隨
後其他國家亦仿照美國以設立國家管理機關的方式來分配頻譜的使用。

在歷史上，在1910及1920年代的無線電科技發展下，確立了專有權執照制度，

17 The historical material presented here is drawn from Hazlett (1998), to whom the authors are 
indebted for his work in spectrum economics spanning over a decade, and from Benkler (1997), 
who presents a somewhat different view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radio.

18 Gerald R. Faulhaber and David Farber “Spectrum management: Property rights, markets, and 
the commons”

19 礦石收音機第一次由Greenleaf Whittier Pickard在約1900年時製造，並使用條形晶體礦石
來探測無線電信號。

20 Gerald R. Faulhaber and David Farber “Spectrum management: Property rights, markets, and 
the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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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頻譜管理工作依照國家的行政程序而完成頻譜的使用控制及分配。但隨著管制及行

政遲延等缺點，使該管制模式因缺乏經濟誘因愈來愈沒效率，故許多國家在核照上

便採取更具彈性的方式，如競價拍賣及開放部份頻帶等作法，以創造更廣泛的頻譜

所有權或具公共性的頻譜管理制度。其後美國在1934年，通過聯邦傳播法案（1934 
Federal Communication Law），並設立聯邦傳播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賦予FCC原屬FRA之頻譜分配的權利，並廢止FRA21。之後

FCC即相當廣泛地擴張其「國家頻譜管理者」的職權及角色。「頻譜管理」的概念一
般與監管執照經營廣播電台等同，但目前無線電技術使用頻譜的重要性和FCC管制體
制已大幅超過1934年的傳播法，故當FCC仍使用舊有的命令和管制模式來管理頻譜時
即發生許多問題。由於使用者持續進入頻譜市場並提供新的服務，故原來的命令與管

制模式一直受到質疑，傳統上來說，FCC利用重新分配頻譜道方式讓頻譜可達最佳利
用狀態，並遵循「有能力為公眾做最好的決定」的標準22，如FCC長期以來，在行動
通訊業務需求更多頻譜情形，仍保留一大部分的頻譜給廣播業者，包括大部份沒被利

用的UHF頻率，故FCC在重新分配已被指派的頻譜鮮少成功的原因，乃在於極少既有
執照持有人會放棄已有的執照，即既有執照持有人與潛在使用者間的競爭，是一種競

租的方式，為管制決定頻譜執照帶來壓力，而使「經濟租」提高23。領有執照的人並

不擁有任何頻譜的財產權利，權利人不能使用該頻譜執照進行未認許的服務。若因執

照被其他人購買或因購併其他公司而有執照移轉則必須經過FCC的認許。目前稀有頻
譜的執照持有人多年前從政府手中獲取時，無需取得成本且預期該頻譜將永遠為其所

屬，此類執照持有人包括電視廣播業者、微波轉播系統電話公司、警察和消防隊、國

防部、計程車分派及傳呼公司。而當零成本轉換對許多執照持有人代表意外收益時，

對大多數其他人而言，這是一種公眾服務義務，非其不得提供的。

FCC早期的命令與控制模式的缺陷長期以來為許多經濟學者詬病，Coase在1950
年所觀察的FCC 頻譜命令與控制模式不能用所謂「柏拉圖效率」交易方式取代24，尤

21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retained control over all spectrum us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is authority is now vested in the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gency 
(NTIA) within Commerce.

22 Douglas W. Webbink, Frequency Spectrum Deregulation Alternatives, FCC WORKING PAPER 
10 (October 1980), available at http:/www.fcc.gov/Bureaus/OPP/working_papers/oppwp2.pdf.

23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rent-seeking aspects of spectrum regulation, see Thomas W. Hazlett, 
The Wireless Craze, the Unlimited Bandwidth Myth, the Spectrum Auction Faux Pas, and the 
Punchline to Ronald Coase’s “Big Joke”:  An Essay on Airwave Allocation Policy, 14 HARV. J.L. 
& TECH. 335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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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假使FCC允許既有執照持有人，例如UHF廣播業者賣出或出租其頻譜執照，而無
任何使用限制，則可能有較多的具生產力的頻譜使用者，如行動電話業者可買回該

類執照，也進一步強化消費者的福利。的確，從1950年代到1990年代，FCC沒有採納
這種財產權利模式，使許多經濟學者嚴厲批評FCC誤導頻譜的管制25，在此情勢下，

FCC不僅開始依此建議採取行動，而且已開始考量修正傳統頻譜管理體制的其他基
礎。經濟學者Coase在1950年代主張的頻譜資源應建立起私有財產權的制度，這個模
式現在已被重視，私有化必須是在一開始就將私有財產權作分配，一般而言是利用市

場機制，像是頻段的競價。對已擁有執照業者，學者建議透過競價的作法將既有的使

用權轉成所有權26；原則上，私有財產化的模式同時解決市場力量趨使的分配27、指

派、動態調整等頻段管理的問題，頻譜資源可達到有效分配的相關內容，包括有關公

眾部門的生命安全任務，非市場因素、資訊不完全、利益衝突、和資金籌措程序，這

些都可能扭曲價格信號和屈服於政治壓力之下。為了未來良好的運作，無線電頻譜市

場必須是一個非常具有流動性及有輔助的市場，理想的頻段是要付出機會成本28，但

當機會成本及利潤損失的關係是正向的，則面臨競爭的頻段所有人就會使用此頻段。

然而，一個私有化的市場機制會引起相關的財產權的議題，許多這樣的議題可能要再

藉由更適當的相關機制加以設計才能克服，私有化及市場化並不是一種萬靈丹，故如

何兼顧市場化和政府管制之頻譜管理有其重要性。

24 Ronald Coase,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2 J. Law & Econ. 1 (1959).
25 Ellen P. Goodman, Spectrum Rights in the Telecosm To Come, 41 San Diego L. Rev. 269, 271 n.3 

(2004) (listing property rights advocates).
26 Spiller, P. T. and Cardilli, C., “Towards a Property Rights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s 

Spectrum,” 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 16(1): 53-83, (1999).
27 Forces drive allocation（市場力量趨使的分配）：意思是非政府單方面的指派（分配）譜
段給某特定人，而是經由自由市場的交易機制，而達成的交易。

28 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是經濟行為裡很關鍵的觀念。簡單說，我們把人力、物力用
在某一件事（例如看電影要花錢買票，還要花時間），就會放棄其他機會（例如時間可
以用來看書、逛街或睡覺，錢可以買其他東西），這些放棄了的機會就是看電影的機會
成本。那到底是「看書」「逛街」還是「睡覺」才是看電影的「時間」機會成本呢？答
案是端視何者較大，例如考試前的時間，看書比睡覺更有價值，那麼看電影的「時間」
機會成本就是看書！「機會成本」就定義為「其他最佳選擇」（the best alternative）的價
值。還有，門票當然也是成本。所以此例中看電影這個「行為」的機會成本，就包括人
力（看書的價值）與物力（入場門價）等各種資源的成本。大紀元時報，台大張清溪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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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頻譜財產權制度

一、頻譜財產權概念和類似財產權制度

FCC多年管制無線電頻譜的經驗最為人詬病之處，是其在無效率的管制模式，除
須向FCC提出煩瑣的申請程序以使用頻譜外29，亦限制其買賣或出租頻譜之權利。而

此模式違反了經濟學家Coase所提出的如何讓有限資源更有效使用之理論，其主張為
在面對低交易成本時，個人應被允許有議價空間，且能與其他人交換，以市場化方式

達成經濟化的使用，此即為結合法律與經濟理論的「Coase定理」30，該理論強調對

政府而言最重要的角色是定義及強化財產權制度，而該種財產權應以合理管控方式，

以考量交易成本的市場運作方式處理。而以Coase定理檢討FCC的管制方式，可發現
FCC既有官僚程序讓使用者尋求最適替代行為產生，即FCC的頻譜管制措施使使用者
要求取得和保護其競爭優勢及相關利潤，即經濟租的發生31，因其管制使競爭受到限

制；其次，FCC為既有使用者之利益，深怕可能的干擾在相鄰兩使用者間產生，因此
制定一系列預防措施，包括使用特殊波段來避免干擾；而在實施時，干擾與尋求最適

替代行為同時出現，因而既有使用者尋求保護加強其既有頻譜的價值，以遭受干擾為

由尋求法律保護來避免其頻譜被新進入者使用。另一方面，FCC禁止頻譜被授權人間
交易，而兩相鄰的財產權擁有人，應共同協議以最大化其財產使用，但FCC無視於此
種雙贏的議價方式，而自行決定最大化的使用和技術要求，因而忽視了兩造可相互達

到最有利雙方條件的可能性。

在1990年代，Coase發表的論文引發廣泛的討論32，這些討論終於引導FCC發表
「頻譜政策工作報告」書，且進行一連串頻譜政策改造的研究發現及建議33。這份報

29 FCC管制 式阻礙在UHF廣播電視電台和其他無線通信操作之被授權人，其申請程序須
持續一冗長段時間，且申請人必須詳細敘述頻譜將如何被使用。

30 如同他在1959 年的論文中所解釋及其最近的文章中，兩相鄰的財產擁有人，牙醫和糖果
糕餅商，應該可以共同協議以最大化其財產使用。例如，對糖果糕餅商而言，可能由他
來安裝隔音設備以避免牙醫遭受糖果糕餅製造時的噪音。然而，FCC無視這種雙贏的議
價方式，FCC自行決定最大化的使用和技術要求。因此，在上述牙醫及糖果糕餅商的假
設若應用在頻譜政策上，FCC將自行決定是否和在何種狀況下，這兩個關係人可以同時
存在。為了可以這樣做，FCC一般都忽視兩造可相互達到最有利雙方條件的可能性

31 R. H. Coase,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Commiss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 
(1959):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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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結論是頻譜政策的主要失敗不是可用頻譜稀少，而是行政僵化使頻譜資源無法達

到有效利用34。幾乎所有的頻譜政策議題都著重發展一套完善的頻譜範圍定義和可實

施的財產權制度，用以促進經濟化無線電頻譜的使用為核心，若既有財產權人發生有

害其權利行使之行為，使用者通常不可能會作長期投資，以開發頻譜使用創新及高科

技品質的產品及服務，由於頻譜權利無法清楚被定義，且頻譜特性也與實質財產權不

同，故設計一個正確的頻譜財產權制度，以更詳細的分析頻譜權利的使用是必須的。

財產權制度設計的本質即在排除他人使用，而達到專屬且獨佔使用的權利，在Coase
主張中，已有許多評論家尋求發展如何「財產化」無線電頻譜；Arthur Devany在1960
年代後期曾提案發展頻譜財產權利35，其後不少評論家將頻譜財產權之爭議擴大並加

強其論述，但亦產生忽略、輕視或延緩處理實際無線電頻譜的傳輸問題，及如何定義

頻譜財產權範圍及與實施產生關聯的弊病。頻譜財產權之性質並不像土地等實質財產

權，也不像發明或創新作品等之智慧財產權一般，在現有法律中，FCC僅讓被授權人
有使用頻譜的權利，而不是獨佔的擁有某一段頻譜。儘管如此，FCC已承認某部份的
頻譜被授權人之權利和義務，包括不同程度的排他使用或干擾之防止等。然而，該制

度尚未表現出承認這種執照為類似財產權之制度，但是否該允許擁有頻譜之類似財產

權制度則仍在持續爭論中，1997年美國國會強調其承諾新的頻譜執照採許可拍賣方式
進行36，但2003年美國最高法院申明此一政策已限制FCC授權執照之管制權力37，因

而其後FCC 決定以類似財產權之制度提供被授權人的彈性運用空間，即允許被授權
人更大的頻譜交易權利，尤其是其在次級市場上之買賣及出租行為38，可見FCC在某
種程度下已實施頻譜財產權方案。首先，FCC解除既有的頻譜使用權利之限制，允許

32 For a listing of some of the leading scholarship in  the  wake  of  Coase’s  critique,  see  Ellen  
P. Goodman, “Spectrum Rights in the Telecosm to Come,” San Diego Law Review 41 (2004): 
271, n.3.

33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Spectrum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November 2002, 
http://hraunfoss.fcc.gov/edocs_public/att achmatch/DOC-228542A1.pdf.

34 Ibid., pp. 14–15.
35 Arthur S. DeVany et al., “A Property System for Market Allocation of the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A Legal-Economic-Engineering Study,” Stanford Law Review 21 (1969): 1499.
36 “Implementation of Sections 309(j) and 337 of the Communications Act of 1934 as Amend- ed,” 

FCC Record 15 (2000): 709.
37 FCC v. NextWave, 537 U.S. 293 (2003).
38 See “Promoting Efficient Use of Spectrum through Elimination of Barri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Markets,” FCC Record 18 (2003):604; see also FCC Secondary Markets Initiative 
Web page, http://wireless.fcc.gov/licensing/secondary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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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用途的頻譜執行特定形式的服務規則，即原本之特定頻率可朝更高價值的方式作

使用；其二，FCC允許被授權人能更具彈性地使用頻譜，而不再具體要求特定技術的
使用。

另一方面，Arthur DeVany在其1969年的論文中，承認建立明確和可實行的頻譜
權利的重要性，DeVany提出以時間、地理區域、和頻譜波段等特性的權利，排除在
某一段時間（Time）、在某一段部份區域（Area）、及某範圍的頻率（Spectrum）
產生電磁波的權利39，主張允許被授權人自由交易其使用執照，及選擇其使用頻譜的

方式，藉以讓頻譜使用達成Coase所主張之有效率的使用。但DeVany也承認以在原
有的基礎外使用頻譜權利，將帶來顯著的技術因難，DeVany認為使用無線電波訊號
不需考慮時間、地點及頻譜界線，特別是要讓無線電波訊號之特性以實質財產權制

度來作規範將更困難。而Robert Matheson所發表的論文，則主張建立完整的頻譜財
產權模式，並在針對實施此模式時管理所受到的挑戰和限制作出最完全的討論40。

除了DeVany以時間、地理、空間、和頻率來界定頻譜財產權，Matheson另外提出
一以七項特性來界定財產權之模式，包括頻率、經度、緯度、高度、時間、方位角

及高度角之方式以降低「頻譜」範圍之不確定性，此一模式即所謂的「電子空間」

（Electrospace）模式41，Matheson強調頻譜財產權的技術彈性化及自由交易特性，特
別是主張頻譜財產權之擁有者可自由地分割或結合在任意電子空間特性上之頻譜，但

Matheson加入的彈性做法也產生了新難題，就像在同一方向設立天線以聚焦所有傳送
能量，和製造傳送器將所有傳送能量侷限在一個頻率範圍或頻道上一樣不切實際，是

否必須指定最大功率來避免鄰近頻道干擾問題時，Matheson發現功率侵害接收系統是
重要的議題，因此必須管制在地面上或某個地點接收到的真實功率42，Matheson解釋

39 The terms frequency and spectrum are some- times used interchangeably. Here “S” refers to the 
frequency  dimension  of  the  spectrum  resource, not the resource more generally.

40 Robert J. Matheson, “Flexible Spectrum Use Rights  Tutorial,”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Advanced Radio Technology, 2005, http://www. its.bldrdoc.gov/pub/ntia-rpt/05-418/05-418_ 
matheson.pdf.

41 因為Matheson認為一個頻譜執照擁有者可能選擇賣出或出租地面基地系統上空的「空氣
權」，因此增加第三度空間「高度」的特性。就到達的方向而言，Matheson 將之射程一
個特性是因為一個接收器可以分出從不同方向來的無線電波。特別是，利用定向天線，
接收器可以收集大量從同一方向傳來的能量，且可減少或排除不同方向送來的信號。

42 Matheson改造Kwerel和Williams的方案，他發現功率侵害接收系統是重要的議題，因此必
須好好管制在地面上或某個地點接收到的真實功率。這樣的方案將管制結果而不是執行
及活動，因此讓頻譜執照被授權人有更大的彈性去符合相關限制，當仍然提供在干擾危
險可能下對接收器提供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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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譜財產權如何被正確指定是有極大困難的，特別是設定每一頻譜的外溢限制和最大

功率準位，如在鄰近區域的嚴苛限制外溢效果，將迫使權利擁有人降低功率，因而造

成邊界附近產生「漏洞」，或迫使權利擁有人選擇一個蜂巢架構，有許多低功率低天

線高度場地，以便於控制外溢結果，並提供需要的覆蓋範圍。相反地，一般化的限制

鄰近地區之外溢結果，將強加越過邊界使用者的成本，使之採取更耗費的干擾減輕技

術，雖然上述學者積極以各種理論及方式界定頻譜財產權之權利範圍，但Matheson等
學者卻忽略了無線電傳播的本質上應用在建立類似財產權利模式的許多不同定義困難

之處43。

二、無線電波傳播及其在頻譜財產權制度之效果

無線電波隨其由傳送器向外行走，其信號變弱，在自由的空間中，無線電波其

信號變弱的方式是均勻且可預測的，其比率隨頻率變化44，特別是當頻率越高，信號

變弱的越快。在實際的世界中，情形更為複雜，無線電波連接會被地球本身周轉、大

氣、地形及人造物件的影響，而影響的大小有很大的比例係相關頻率所造成的；而

不論其需要更穩定的特性，無線電頻譜受制於許多不可捉摸的行為，使信號強度變化

態樣十分廣泛，信號受制於包括大氣的折射、障礙物的邊緣所產生的繞射、自然和人

為障礙物產生的反射45。因無線電傳送有許多不同的路徑，需要的信號強度和干擾信

號常是獨立變化的，而所謂干擾可能出現一下，而下一秒又不見了，這種變化意味著

需要的信號和干擾信號的強度，在某一特別的地點經過統計分析後可以被預測，但部

份評論家依然掩飾這個重點，咸認信號強度在邊緣部份是可靠且穩定的，可以像處理

土地侵權行為一樣管理無線電議題，例如調幅（AM）無線電台是第一個受到商業、
立法機構及管制者注意的無線電頻譜範圍，由於調幅無線電在傳輸狀況下有極廣的態

樣，結果呈現以財產權定義其頻譜範圍產生一些困難46，更重要的是其證明為何財產

權制度無法正確處理這個議題的核心問題所在。

43 Hatfield, Dale N. and Weiser, Phil, “Toward Property Rights in Spectrum: The Difficult Policy 
Choices Ahead”

44 Free space is a theoretical concept of unlimited space devoid of all matter. Here the 
term implies remoteness from material objects that could influ- ence the propagation of 
electromagnetic waves. See the definition of free space in Federal Standard 1037C, Glossary of 
Telecommunications Terms, http://www.its.bldrdoc.gov/fs-1037/.

45 Gerald R. Faulhaber and David Farber “Spectrum management: Property rights, markets, and 
the comons.”

46 Carol M. Rose, “Crystals and Mud in Property Law,” Stanford Law Review 40 (1986):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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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立和實施財產權之使用性能預測

頻譜財產權不能與實質財產權的操作方式完全相同，除了頻譜有其複雜性外，

其權利制度與其要處理的場域因素亦有不同；在某些情況下，因相關資訊無法詳細取

得，使工程人員大都倚賴「一般場域」模式，但一般場域模式可能會產生預期信號

強度沿著傳送器地點輻射出去，而隨著場域往外遞減，而信號強度隨著距離增加而下

降。實際上，真實的地形建築物所在及其他市區雜亂之物都可能影響信號強度，造

成在某些地區有「陰影」產生，即訊號接收不良。在其他空曠的區域，如山頂傳送器

的地點或較佳視線的路徑上，可能比一般簡單的模式所預期的信號有顯著地增加，故

簡單地以一般場域模式定義頻譜使用性能描述，及設立和實施財產權制度可能不夠明

確。以往使用的管制模式係以命令控制的模式，且控制干擾的技術規則反應出可能的

干擾將危害到有價值服務的實行可行性，因此應該不計成本禁止它，這種事前管制模

式常在避免造成即使可能性極微小的干擾上，其造成的錯誤使此模式具有弱點，因其

視新進入者對現有執照者產生威脅多大而定，或迫使現有執照者要求其出租原頻譜，

而此頻譜管理方式以財產權模式運作，Coase理論中之頻譜財產權議價制度，在該理
論下操作真實的頻譜外溢將形成界限爭議基礎，故其地理邊界仍不是那麼可預期及可

控制的，如在AM波段和其他較不穩定的波段，若僅是處理外溢效果本身，則事後實
行將對設立類似財產權制度有因難。

（二）財產權益使用預測性模式

建立如電視廣播等無線電傳輸服務，可能發展出一套以預測信號強度為基礎的頻

譜使用系統，地理上界限可被建立，而擁有頻譜的人有權利將其使用的某一限度外溢

到鄰近區域，超過其限度則視為影響鄰近使用者的財產權利，故與其在界限標示信號

倒不如將外溢量之等級準位利用傳播模式加以計算。此一理論之管制系統可能因要建

立其界限準位及接收器天線高度以預測傳送器的真實準位而有困難，在設計一個合適

的頻譜使用權利制度可能需要將預測模式納入相關權利的定義。再者，是否讓預測模

式可以提高交易成本，並超過可接受的管理要求，是有商議空間的，姑且不論相關的

問題，採用使用預測性模式而非在地理界限上量測有兩個優點，其一此為一相當簡單

的方式，即管制者可能提供鄰近使用者比相對實際干擾更大複雜程度之準位；其二此

方案的成本花費較低，因為其使用預測的電腦計算模型而非昂貴的場地測量，如在廣

播電視和行動無線電服務的例子中，此模式已在使用且運作的相當好。由於此制度非

常重視事前預測及事後發現實際干擾，故在預測系統提供管制機構自由裁量權時，其

決定的特殊預測模式將造成現有既得利益者的求取租賃之收益行為。被授權人將不能

從預估的模式得到所要的確定性，因而可能要求採取額外的測量方式，當預測值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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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界限所得測量準位有矛盾時，將無法解決以預測為基礎的系統及如何實施財產權制

度。為了更確定其準位，除非預測值相當接近真實值外，應允許其實施安全性測量。

干擾問題與頻譜財產權制度建立十分有關，主要集中在鄰近地理區域之頻率外

溢問題、傳送器的雜散放射問題、傳送器和接收器相互協調問題、及接收器因為強波

外信號而降低其敏感度等問題，這些議題都須在建立起頻譜財產權制度時被確定及

解決。相關限制信號強度的問題時，也強調真實信號強度在地理界限之顯著性，特別

是接收器天線高度和相近區域接收器的變化都造成不同的結果，在AM無線電中，信
號強度因天數、季節、日光、和路徑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變化，故不確定性和模糊性地

理界限因信號強度隨傳播效應影響而變化，使許多使用者很難同意接受管制機關所謂

合理的安排來避免干擾，因其反而可能成為管制的高信號準位，或其信號越過地理界

限，都可能成為使用者爭執頻譜財產權範圍的申訴理由。因Coase等經濟學者認為以
市場機制方式仍將繼續主導無線電頻譜之管制模式及未來改革方向，部份評論家亦支

持該主張以授權方式來建構頻譜執照市場，及實施頻譜財產權制度。然而此一模式，

因在定義頻譜的使用權利相對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可能無法達成其目標，故由於在目

前尚無法解決所有在定義頻譜權利的相關議題，因而距離成功建立起頻譜財產權體系

的目標仍有一段差距。

肆、頻譜公共性模式

一、頻譜公共性模式之歷史發展

在Coase提出上述看法之後四十年後，FCC開始修改傳統的頻譜管理制度，且對
發放執照的方式較趨向財產權模式處理，特別是FCC開始留意1990年早期要求修改的
建議，依照本文前述，美國國會的要求進行頻譜執照的拍賣，並投入一系列將頻譜

政策導向財產權模式的工作。此外，FCC在頻譜政策工作報告書中，規劃建立頻譜次
級市場47，但目前市場基準的修改仍面臨一系列的阻礙，許多都是有關如何從命令和

控制模式轉換到市場化的架構，尤其是政策制定者持續爭論是否允許既有執照持有人

額外的自由買賣，或租賃頻譜予其他較可將該頻譜賦予更高價值者，或避免既有使用

47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Spectrum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ET Docket No. 
02-135 (Nov. 15, 2002), available at http://hraunfoss.fcc.gov/edocs_public/attachmatch/DOC-
228542A1.pdf; Report and Order, Promoting Efficient Use of Spectrum Through Elimination of 
Barri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Markets, 18 FCC Rcd. 20,604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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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使主要使用者維持其在頻譜權利的危險，從額外彈性的附加價值中獲取利潤48。因

應此一制度上之變革，包括網路專家David Reed和法律學者Yochai Benkler和Lawrence 
Lessig開始主張將頻譜視為「公共財」的頻譜管理模式49，此模式擴張了FCC保留給
無需執照使用的頻譜，如2.4GHz 波段，而任何人皆可以接取該頻譜或設定頻道，只
要遵守規則，此即為「頻譜公共性」的理論50，在公共性理論基礎上，許多評論家突

顯數位科技技術，將使頻譜更有效率且可避免早期無線電無法做到的「干擾」問題，

如「展頻頻譜」51和「感知無線電」52兩者可以避免頻譜產生未使用或未被完全利用

的波段，最顯著的是此種無線電可以用軟體定義及控制，與傳統硬體為基礎的無線電

相反53。雖然這些技術通常須忍受品質、設備複雜性、或電池生命週期等不便，但當

48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transitional challenges in moving toward the property rights model, 
see Digital Crossroads, supra, at __; see also Gerald R. Faulhaber & David Farber, Spectrum 
Management: Property Rights, Markets, and The Commons (http://rider.wharton.upenn.
edu/~faulhabe/SPECTRUM_ MANAGEMENTv51.pdf) (“Spectrum Management”); Evan 
Kwerel & John Williams, A Proposal for a Rapid Transition to Market Allocation of Spectrum, 
OPP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8, at iv (FCC 2002) (http://hraunfoss.fcc.gov/edocs_public/
attachmatch/DOC-228552A1.pdf).

49 For an early articulation of this position, see Yochai Benkler, Overcoming Agoraphobia:  
Building the Commons of the Digitally Networked Environment, 11 HARV. J.L. & TECH. 287 
(1998). For later ones, see David Reed, Why Spectrum is Not Property, The Case for an Entirely 
New Regime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Policy (Feb. 27,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reed.
com/dprframeweb/dprframe.asp? section=paper&fn=openspec.html; Lawrence Lessig, The 
Future Of Ideas 222 (2001).

50 有些像牧羊人在共有土地上放牧一樣、或是公園、或是打獵那種任何人都可以去的地
方。而且為了推行這種頻譜管理模式，公共性代言人也加入財產權代言人的行列，一起
批判命令與控制模式，但提出不同的藥方來解決該模式的僵硬與無效率。

51 展頻頻譜應用數位技術將信號展開成一個寬波段頻譜，有時候可以使信號避免與某特殊
頻道的頻率相同。將原窄頻的電波訊號，利用不同的調變技術將訊號變成較寬的寬頻訊
號發送出去，這主要目的是為了避免訊號被竊聽。展頻技術主要可分為直接序列展頻
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 (DSSS)以及跳頻展頻Frequency Hopping Spread Spectrum 
(FHSS)。The two most common types of spread spectrum, 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 
and frequency hopping spread spectrum, both involve the widening of the basic signal and fall 
within the FCC´s definition of the term.  See 47 C.F.R. § 2.1.

52 感知無線電是一種獨特的創新。而不一定會跟展頻頻譜共同使用。感知無線電可以讓
使用者操縱傳送裝置或那些自動設定好的裝置，以便於可在任何頻率、功率準位、調
變技術、或傳送格式上操作。See generally 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 Facilitating 
Opportunities for Flexible, Efficient, and Reliable Spectrum Use Employing Cognitive Radio 
Technologies, 18 FCC Rcd 26,859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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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隨著功率持續下降後，這些技術可能變得更加重要。然而，公共性頻譜使用者無

法確信不被其他人干擾；再者，公共性接取頻譜必須服從特定的技術標準，如最大功

率限制和符合特殊的要求，如偵測某頻道被使用時，不能在該頻道頻率上傳送信號，

這些要求制定在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規則第十五章（FCC Rule Part 15）中，此規則一
般是透過認證方式執行，廠商必須展示其裝置符合規格，而FCC Rule Part 15也要求任
何無需執照裝置若對需執照裝置產生干擾時，應立刻停止操作。

FCC Rule Part 15的頻譜管理模式於無需執照裝置的使用是管制最少的典範，主要
目的是讓無需執照的頻譜使用者可以在不造成需執照頻譜干擾傷害下操作。FCC Rule 
Part 15規定任何授權裝置的功率許可需求，以確保困擾不致發生，而製造商無法遵守
認證要求時須負起責任，這些規則在1980年晚期和1990年早期修訂時，FCC 將功率
準位需求提高以配合展頻技術在某些無需執照波段的應用，且增加波段給無需執照者

使用54。而FCC Rule Part 15的管理模式除了帶動更多新技術的無線電話發展外，也讓
下一階段的WiFi系統快速成長。也因WiFi的成功使公共性理論的支持者認為使用公
共性接取頻譜的的技術，可以更快速地激勵創新。的確，像目前最受歡迎的應用，如

E-mail、網際網路、即時訊息、和檔案分享等的進展就是如此55，而透過分享新技術

可加速頻譜使用的效率，且更大的服務發展如內容創造、分派、和消費決定等控制權

也擴展到一般大眾手裡。當FCC保留2.4GHz給無需執照使用時，根本沒有料想到WiFi
此種無線寬頻技術的產生，但在最近的頻譜政策討論中，與會者已有廣泛的認知FCC
將決定提供更多公共性頻譜給使用者，以激勵增加寬頻的連接。FCC並已開始認知可
能需要為公共性頻譜修改其管制規則，以保護公共性接取使用者干擾其他頻譜使用

者，若在沒有額外的監控情形下，公共性頻譜的擴張將使所謂的「公共財悲劇」可能

性升高56；當個別使用者增加其資源消費時，不去確保其是否過度使用該資源時，公

53 The FCC recognized the development of software defined radios and set forth a certification 
policy for them in Report and Order, Authorization and Use of Software Defined Radios, 16 
FCC RCD 17373 (2001).

54 See, e.g., First Report and Order, Revision of Part 15 of the Rules Regarding the Operation of 
Radio Frequency Devices Without an Individual License, 4 FCC RCD 3494 130 (1989).

55 As Andrew Odlyzko has observed, “[i]n spite of many attempts, the established service 
providers and their suppliers have an abysmal record in innovation in user services. The real 
‘killer apps,’ such as email, the Web, browsers, search engines, IM, and Napster, have all come 
from users.”  Andrew Odlyzko, Telecom Dogma and Spectrum Allocations 7 (June 20, 2004) 
(http://wirelessunleashed.com/ papers/TelecomDogmas.pdf).

56 Stuart Benjamin, Spectrum Abundance and the Choice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Control, 78 
N.Y.U. L. REV. 2007, 2031 (2003).



無線電頻譜市場管制模式之探討—以頻譜財產權制度為核心 319

共性頻譜的使用將易於受到破壞57。為避免引起更多干擾的花費及降低通信連結的效

能，行政管制機關應先尋求避免此種惡性循環的產生後，才可採用完全公共性頻譜管

理的模式。避免公共財悲劇產生解決方式端賴不同形式的規範，包括可限制某種形式

的社會規範、可創造動機執行或反對某些行為的市場秩序、限制可能行為範疇的技術

架構、處罰某種行為的傳統法律的加強58。

二、公共管制和超越傳統頻譜管制模式

在特別的技術架構下，增加軟體定義的使用和較有彈性的無線電定義方式將促

成規避管制協議之結果，使監督個別使用者變得非常重要，而不是僅注意裝備製造

商，即公共性模式要成功須仰賴管制公共財悲劇的功能，及注意公共性頻譜使用的反

效果。一些不同於法律管制的強制力在處理公共財悲劇議題上不太可能完全有效，此

非意味社會規範和技術架構及市場反應的角色不重要，反而僅是建議其本身若無法律

強制執行力為後盾，將無法有效地處理相似議題；因此即使沒有法律上強制執行的幫

助，公共性頻譜也可能使用地很有效率。在管制頻譜時，FCC集中在加強認證需求，
限制功率準位使其不致對有執照者產生干擾，當頻譜經濟效率重要性增加時，且當

被用來提供加強電信業者的服務時，FCC即面臨評估限制頻譜競爭使用者間干擾的壓
力。FCC Rule Part 15的認證體制，有兩個重要的前置需求，即頻譜規則的限制負擔和
資料庫註冊需求，而FCC傳統執行頻譜的努力與確保遵從FCC Rule Part 15認證需求的
角色有關59，有許多種可能的情況，從不匹配的裝備到故意的干擾，都會危害到公共

性頻譜的使用，即使認證過的裝備都很容易擾亂鄰近頻譜的使用，結果所面臨的問題

是FCC是否可以承擔並解決干擾申訴的仲裁角色，但公共性頻譜使用者的裝置基本上
與被授權頻譜的裝置不同，讓FCC執行評價的努力變得十分困難。首先，真正裝置數
目和分散式本質的網路使管制機關很難完成須執行的活動60，處理資料網路上的干擾

可能本身很明顯或呈現較不規則的形式，常使干擾來源不容易去確定，而辨別被侵入

或惡意干擾不是那麼容易，更遑論證明其遭受干擾61，故確認干擾及進行干擾申訴不

如想像中容易。

57 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162 SCI. 1243 (1968).
58 See Lawrence Lessig, The New Chicago School, 27 J. LEGAL STUD. 661 (1998).
59 See, e.g., Datel Design and Development, Inc., 19 FCC Rcd. 17 (2004) (fining Datel Design and 

Development $10,000 for importing equipment that radiated emissions beyond that authorized 
by the Part 15 rules).

60 See, e.g., Verizon v. RIAA Internet Services, 351 F.3d 1229 (D.C. Ci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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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堅守前置需求與監管惡意使用的公共性頻譜，FCC已強化其公共性頻譜的執
行能力和加強與其他監管團體的執行62，特別是標準設定團體、頻率協調和自願協調

等所提供給FCC在公共頻譜使用的所有模式。從歷史的角度來看，FCC 限制公共性接
取頻譜的實施策略都集中在裝備認證需求、特殊的操作規則、和處罰非法使用頻譜，

但當使用者不容易確認時，這樣的施行方式應該有所改變，增加公共性接取頻譜的提

議者，尚未發展出確保公共性接取頻譜提供商業服務，而不致造成公共財悲劇的解決

方案63。而建立社會共同規範，以合作發展相關規定，透過制定標準的機關，像電氣

與電子工程師協會（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IEEE）64或FCC，
以目前的技術認證體制FCC Rule Part 15可以避免這樣的問題產生65，但對防護管制此

類損害可能性較留意的人則建議由普通法法院的侵權行為判決來取締公共接取頻譜的

干擾使用66，但其他建議尚有由授權於當地頻譜財產權擁有者，依其本身所制訂或以

61 This challenge relates more generally to the difficulties associated with defining “harmful 
interference.” See R. Paul Margie, Can You Hear Me Now?:  Getter Better Reception From The 
FCC’s Spectrum Policy, 2003 Stan. Tech. L. Rev. 5.

62 Stuart Buck argues for a spectrum commons with rules enforced by local management 
associations.  See Buck, supra note __, at para 76.  While we believe that such an approach must 
be coupled with other measures as well, both his argument and our endorsement of such a point 
appreciate that there are considerable benefits to relying on subsidiary entities to enforce basic 
standards announced by the FCC. See Philip J. Weiser, Federal Common Law, Cooperative 
Federalism, and the Enforcement of the Telecom Act, 76 N.Y.U. L. Rev. 1692, 1698-1703 (2001).

63 Yochai Benkler, a leading advocate of a spectrum commons approach, readily acknowledges 
that he has not addressed such issues and that they are “an important area of study.”  Yochai 
Benkler, Overcoming Agoraphobia:  Building the Commons of the Digitally Networked 
Environment, 11 Harv. J.L. & Tech. 287, 361 (1998); see also Stuart Buck, Replacing Spectrum 
Auctions With A Spectrum Commons, 2002 Stan. Tech. L. Rev. 2, 39 (noting that Benkler´s 
advocacy of a spectrum commons is not coupled with a description “in any great detail” of the 
measures necessary to make it work).

64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EEE is the world›s leading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The IEEE name was originally an acronym for 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nc. Today, the organization›s scope of interest has 
expanded into so many related fields. The IEEE was created in 1963 with the merger of its two 
predecessor societies, the AIEE (American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Engineers, formed in 1884) 
and the IRE (Institute of Radio Engineers, formed in 1912).

65 See, e.g., Stuart Buck, Replacing Spectrum Auctions With A Spectrum Commons, 2002 Stan. 
Tech. L. Rev. 2.

66 See, e.g., Kevin Werbach, Supercommons:  Toward a Unified Theory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 82 Tex. L. Rev. 863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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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 所設立的標準來管理公共性接取頻譜，以避免未來公共財危機等議題67。在持續

變動的科技環境下，公共性頻譜的的前途是一不可預期的發展，FCC必須仔細考慮採
取何種測量方式來管制公共財悲劇，且發展出一套可以信賴的有效模式，故FCC應繼
續執行不同的前置和反應評價，使其提供使用者確信重要的公共性頻譜不致有干擾、

擁擠及無效率情形68。

許多網際網路時代的問題，像垃圾信件，評論家認為自由市場的方式可以解決且

排除公眾管制的需求69，但亦有評論家認為有競爭性的私人機構提供發展一種可降低

達到通信、協調、和同意支援在網路交易的成本70，以市場為基礎限制在使用公共性

接取頻譜間的干擾是不需要公眾管制的，市場化理論的支持者必須證明市場化對處理

垃圾郵件上更有效率；若此技術可以達到相當大量的採用，甚至在本地區域，可大概

最小化接受鄰近使用公共性接取頻譜的交易成本，而此技術可以確保不同信號不會重

疊且產生互相干擾。本質上，市場機制處理使用公共性頻譜干擾的挑戰是，是否可以

克服數量龐大的距離問題，以更有效處理這些議題，市場發展者可能加強參與者的能

力，使其容易接觸另外一個參與者，以找出雙方都可接受的協議71。

三、公共性與無須執照的管制模式

（一）無須執照管制模式之歷史發展

67 We note that there are two other forms of spectrum commons that we will not address explicitly 
in this paper, although those contexts raise some related issues to the ones we address here.  In 
particular, the FCC has begun to consider whether to make available “spectrum underlays” 
within licensed bands (such as those made available for ultrawideband technology) and whether 
to authorize opportunistic uses of otherwise licensed spectrum when not being used by the 
licensee.  See First Report and Order, Revision of Part 15 of the Commission’s Rules Regarding 
Ultra-Wideband Transmission Systems, 17 FCC Rcd. 10505 (2002) (authorizing underlays 
for ultrawideband); 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 Facilitating Opportunities for Flexible, 
Efficient, and Reliable Spectrum Use Employing Cognitive Radio Technologies, 18 FCC Rcd 
26,859, 36 (2003) (inquiring into possible uses of cognitive radios to facilitate opportunistic 
uses of licensed spectrum).  Similarly, we do not discuss the issues raised by “private commons” 
that are managed by a firm with a spectrum license.

68 Philip J. Weiser, Dale N. Hatfield, “Policing The Spectrum Commons,”
69 See David Post, What Larry Doesn’t Get: Code, Law, and Liberty in Cyberspace, 52 Stan. L. 

Rev. 1439, 1440-42 (2000) (arguing for market responses to spam).
70 Gillian K. Hadfield, Privatizing Commercial Law:  Lessons From ICANN, 6 J. Small & 

Emerging Bus. L. 257, 287 (2002).
71 See supra note Philip J. We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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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首先在1938年發展出無須執照裝置的行政規則，以處理1934年通信法在對低
功率電磁發射特性中的失敗管制，此規則並非基於任何經濟理論基礎，而僅是反應製

造業者和使用者的異議72。美國國會決定所有頻譜本質是州際的而且應該受到聯邦政

府的管轄，但將像電子開關的許多裝置，在最低度的電源發出電磁波的裝置排除在管

制範疇內，因為製造業者也開始製作許多通信裝置，特別是在非常短距離發射能源的

醫學裝置，結果，FCC決定必須發展規定處理這些裝置，因此無須執照的規則因此產
生。在1979年制定無須執照的規則時，FCC採用必須控制可能來自電腦裝置干擾的最
小管制原則，因FCC考慮工業使用者的範圍，故藉由允許高功率裝置在產業應用時，
無須執照的方式來達成這些原則。FCC在1990年代中期將900百萬赫茲頻帶所發展之
產業納入無須執照使用規則中，戶內的裝置如無線電話和嬰兒監視器，皆無須執照許

可，但戶外用的裝置，如監聽汽車、卡車和其他的車輛的裝置則必須執照授權73。第

一位呈現FCC Rule Part 15規則有財產權假設的是一位工程師Mike Chartier，在 2001
年注意到公共性理論的要求和FCC Rule Part 15規則的真實應用之間的差異，Chartier
承認無須執照的低功率裝置無法覆蓋寬的區域，而且無法替代須執照的高功率裝置，

因此Chartier保持FCC規則中對無須執照的低功率裝置的概念74。不管FCC在2000年代
早期對財產權和公共性的比較，FCC仍舊保持其傳統上對無須執照財產權的概念，僅
限於低功率裝置，如授權新的超寬頻（UWB）無須執照服務75，該寬頻的信號可比

72 The author interviewed long-time FCC Part 15 engineers Art Wall on August 22, 2006 and John 
Reed on August 24, 2006 to confirm this hypothesis.

73 E.g.， see generally In the Matter of Amendments of the Commission’s Part 90 Rules in the 
904-909.75 and 919.75-928 MHz Bands， WT Docket No. 06-49.

74 Mike Chartier: “Enclosing the Commons: A Real Estate Approach to Spectrum Right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resented at the AEI-Brookings Joint Center Conference “Practical 
Steps to Spectrum Markets,” November 9, 2001. Chartier later developed aspects of this 
idea more fully in “Local Spectrum Sovereignty: An Inflection Point in Allocation,”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dvanced Radio Systems, March 2-4 2004, 
Boulder Colorado: ISART 2004, pp. 29-36.

75 超寬頻（Ultra-wideband，簡稱UWB）是一種具備低耗電與高速傳輸的無線個人區
域網路通訊技術，適合需要高品質服務的無線通訊應用，可以用在無線個人區域網
路（WPAN）、家庭網路連接和短距離雷達等領域。它不採用連續的正弦波（sine 
waves），而是利用脈衝訊號來傳送，並加上時間調變技術，這令其傳送速度可以大大提
高，而且耗電量相對地低，並有較前精確的定位能力。超寬頻的傳輸距離都是在十公尺
之內，它的傳輸速率高達480Mbps，是藍芽的159倍，是Wi-Fi標準的18.5倍，非常適合多
媒體資訊的大量傳輸。它原本用於軍事用途，直到2002年美國聯邦傳播理事會（FCC）
才發布商用化規範。摩托羅拉2005年7月8日已經在台灣成立亞洲第一座超寬頻無線通訊
研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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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Hz大部份須執照的頻譜可以傳佈的範圍還要大，但因它是在低功率下操作，因此
信號不會對超過30呎之遠須執照的裝置產生干擾76，且該信號也被限制在戶內使用，

UWB可以提供500 Mbps77的速度主要是用來替換連接電腦及消費性電子產品的線束，

故UWB裝置造成戶外實體財產擁有者須執照服務損害性干擾的風險相當的低。其
後，FCC頻譜政策工作小組（FCC Spectrum Policy Task Force）在2002年11月發表在
頻譜管理模式上有影響力報告，採用強勢行政權力和公共性理論來解釋其授權政策方

式，財產權模式與有彈性的授權使用方式、而公共性理論與無須執照的使用方式相提

並論78。

（二）無須執照管制模式與頻譜財產權的批評

經濟學者Ronald Coase在1959年中提出無線電頻譜應該像其他稀少自然資源被對
待，而且應經由市場機制加以分配，而政府的角色應被限制在定義及執行頻譜財產權

的地位79。Coase理論主要乃針對像收音機和電視廣播高功率且涵蓋巨大的區域的通信
而言，因此聯邦政府擁有頻譜管制權力絕大部分乃基於頻譜資源的本質是州際間的假

設80。但Coase沒有考慮到未來科技的發展，即主要低功率通信裝置的發明，Coase也
沒有考慮到在實體財產權上附加頻譜財產權，其交易費用可能會更低，而且假若頻譜

財產權的占有從實體財產權的占有被分離出來，賣予獨立實體使用將使頻譜更有效率

地被利用。有關此概念上錯誤的例子是「進步與自由基金會」81在2006年3月發行的
「新頻譜政策工作小組的報告」，這份報告由許多目前著名經濟學者及頻譜財產權理

論家並同聯名發行，在報告中，並不區分公共性和無須執照模式，而視其為一整體，

76 First Report and Order In the Matter of Revision of Part 15 of the Commission’s Rules 
Regarding Ultra- Wideband Transmission Systems, ET Docket 98-153, April 22, 2002.

77 Mbps:Mega Bits per Second，每秒傳輸速率達百萬位元組。
78 See generally “Spectrum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ET Docket No. 02-135. (Washington, DC: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November 2002)
79 R.H. Coase: “The Federal Elections Commission;”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 

Oct. 1959, p. 32.
80 Second Report and Order and Second Memorandum Opinion and Order In the Matter of 

Revision of Part 15 of the Commission’s Rules Regarding Ultra-Wideband Transmission 
Systems, ET Docket 98-153, Dec. 16, 2004.

81 The Progress & Freedom Foundation, a major Washinton, DC telecommunication policy think 
tank, is a market-oriented think tank that studies the digital revolu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y. Its mission is to educate policymakers, opinion leaders and the public about 
issues associated with technological change, based on a philosophy of limited government, free 
markets and individual sovereig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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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否認無須執照模式包括財產權和公共性模式，而端賴是否無須執照使用者，可用權

利遭受侵害之法律理論來主張其占有使用。從財產權模式而言，權利的確定是透過限

制其他無線電的使用來直接執行，或間接透過權利侵害的法規範來確保，但報告對於

頻譜管理在哪一範圍下，無須執照財產權模式或是須執照財產權模式是比較有效率的

模式，是否財產權利先分配給上述任一種財產權利模式，在哪一種範圍下，將有差異

性，報告中並無評述。該報告支持Coase的理論認為交易費用的存在將會使財產權的
最初配置變的非常重要，但Coase本身並沒有嚴肅地調查不同財產權模式的意涵。然
而，此份報告認可公共性模式似乎在低功率裝置情形下顯得較具公平性，頻譜使用費

用應該要能反應邊際阻塞成本，要是某一頻譜的範圍已經被分配至某一使用群組時，

邊際成本可能是零，而此種情形在非常低功率使用時十分明顯，如車庫開關器在低功

率波段所產生的逐漸增加的邊際阻塞成本為零82，但本文認為此報告仍陷入一基本謬

誤，即無須執照的裝置並非不能在不產生公共財悲劇的情況下，提供寬廣區域服務的

的假設。因為低功率裝置個別地只涵蓋一小區域，不可能被集合起來形成一個涵蓋更

寬區域的網路，只有當無須執照的裝置傳送遍及寬廣區域時，才有公共財悲劇的適用
83。

伍、經濟及技術效率上之批評

一、經濟效率上的批評

經濟學者Ronald Coase在1959年，就過去FCC頻譜資源分配政策提出的主要批評
在於FCC之管制模式乃利用蘇聯計劃經濟理論來支配管理稀有資源84，而以Coase為首
的經濟學者主張市場化是一個較行政管制及官僚體系更能有力且有效的分配資源方

式，因為其高度資訊分散的關係，有效的市場化更可顯示其有效分配的力量。市場價

格經由買賣雙方在市場的互動，確保需求與供給是相當的，市場價格平衡所有需求

82 “Report from the Working Group on New Spectrum Policy” (Washington, DC: Progress and 
Freedom Foundation, Mar. 2006) pp. 6-7.

83 Jesse Drucker et al.: “Google’s Wireless Plan Underscores Threat to Telecom;” Wall Street 
Journal, 3 Oct. 2005, p. A1.

84 Coase 在1991年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在他諾貝爾自傳上寫著以下有關一段話:「我做了
一項有關FCC 在美國管制廣播產業的研究，包括無線電頻率頻譜的分配。我在1959 年發
表了一篇論文，內容探討委員會的程序，然後建議最好依價格系統決定頻譜使用，且讓
最高價投標者得到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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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供給的資訊能力，故遠比中央集權規劃的方式，不論其規劃及分配的設計多麼精密

複雜，都要來得有效率。在美國，大部分的經濟活動都仰賴市場化方式以分配其資

源，且市場操作地相當完美無瑕，故為什麼要在頻譜分配上要利用無效率、蘇聯式的

政府許可制呢？Coase的理論是設計完善的頻譜財產權制度，由政府將頻譜資源賣予
私人，使頻譜資源可以自由地買賣和出租，即建立起法律上所謂的「絕對所有權」

（fee simple）制度85。在此制度下，頻譜資源可以因市場消費者的需要任意整合或分

割，因而所有的頻率將往最高使用價值方向作利用86，如閒置的超高頻（UHF）頻率
所有權人可將此一頻率賣出或出租予行動電話業務使用者，該轉換價格將依照頻譜需

求與供給決定；因為某些頻譜對某些急需的使用者非常有用，因此，此類頻率在市場

上相對其他頻率有較高的評價87。

有效的市場原理基礎是資源或財貨「不足」，假如資源並非不足，則消費者可

85 Fee simple is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ownership (usually applied to real estate, more generally 
any ownership) that allows the owner to have unlimited control over a property.  Black›s Law 
Dictionary (6th ed., St. Paul, Minn.: West Publishing Co. at p. 615, 1990) defines fee simple as 
follows: “A fee simple estate is one in which the owner is entitled to the entire property, with 
unconditional power of disposition during one›s life, and descending to one›s heirs and legal 
representatives upon one›s death intestate.  Such estate is unlimited as to duration, disposition, 
and descendibility.”

86 Ownership generally confers two social benefits: (i) the owner has an incentive to deploy his 
or her assets in a way that maximizes the value of that asset, including selling or leasing it, 
which ensures that the asset is employed in its most valued use; (ii) the owner has a stewardship 
incentive to improve the asset (or not let it depreciate) if that increases its net value, such 
as improving land (in some cases, net value may be increased by permitting the property to 
depreciate).  Spectrum ownership would satisfy the first but not the second condition, as it is 
neither improvable nor depreciable.  While ownership permits spectrum assets to move to their 
highest valued use, the lack o f a stewardship function may lead spectrum owners to be viewed 
as mere rentiers or “middlemen,” an economic function historically held in low regard by the 
general public.

87 In some cases, a use may be highly valued publicly but not be amenable to private production.  
For example, PBS is a public broadcasting network that produces TV shows that might otherwise 
be produced but have some public benefit and so receives both governmental and charitable 
support.  There are, of course, other examples of worthy endeavors that require governmental 
or charitable support, such as live opera. In a market model, PBS (or a similar service) would 
buy its spectrum with government/charitable funds if the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believed this 
to be the best use of their fu nds for the public benefit. If they believed some other use superior, 
then PBS may not survive. But this is a decision best taken by this venture’s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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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任意使用資源或財貨，而不致使資源或財貨耗盡，故假若有無限的頻寬，則根本就

不需要市場，因為市場建立需要組織、管理和維持等成本的支出。但隨著人口擴張，

之前資源或財貨的不虞匱乏變成不足，故須設法分配這些不足的資源，例如海洋資源

的變遷，漁業在早期如同國際的公共財，而現在各國近海或遠洋魚貨量必須籍由國際

協商來作分配，故在資源稀少狀態下，市場化是最有效的分配資源機制，而由政府集

中管制經濟資源分配的結局都不盡樂觀。當資源擁有者希望透過用新科技使其財產更

有價值時，市場化對技術創新者來說相當有利的，若由政府管制領有執照的人只能在

指定的工作目的下使用頻率，則新技術的優先性並不明顯，但若新技術可以增加頻率

的容量，因此服務更多人群時，則其創新動機就特別明顯，例如現有衛星波段執照擁

有者就有動機將波段轉成地面數位行動（Terrestrial Digital Cellular）使頻譜使用較有
效。但並非所有市場都是完美的，有許多學說理論探討所謂「市場失敗」的議題，其

中因財產權常被探討的市場失敗問題即為「過剩」（Spillover）的問題，即在於財產
權的擁有者將為他人帶來耗費成本或額外利益的結果88，對頻譜而言，過剩的問題是

以波段外功率形式存在，其對相鄰的頻率是非常重要的，若謹慎地定義財產權範圍，

一般來說都是可被控制的。在現今的體制下，頻譜必須在功率、發射的地方、發射方

向、發射時間等一系列技術限制下操作，在財產權體制下，這些限制將被整理成一套

技術規則，使所有頻譜財產權擁有者都應遵循之規範，若有違反，則將面臨民事處罰

或行政制裁。頻譜使用權利的限制通常被定義在目前執照上的技術限制，包括使用限

制和裝備限制，而過剩帶給相鄰波段的干擾問題，可透過正確地限制財產所有人使用

頻率的方式來加以避免。因此，若有人因為違反使用限制造成他人受損害，將會面臨

訴訟求償或行政處罰。

（一）頻譜干擾之問題

從經濟觀點來看，無線電的干擾是政府控制頻譜使用的主要理由，在市場中干擾

就是限制財產權使用的主要原因。當財產權使用都聚焦於傳送器無線電能量，則干擾

的問題在傳送器及接收器上，傳速器的限制包括波段內的功率限制，以防止干擾某距

離內，其他的傳送器和波段外的功率限制，以控制其他人使用的發射頻率，但這些限

制都倚賴相對的接收器能過濾掉不要的雜波，例如早期的電視信號接收器幾乎都無法

過濾相鄰電視廣播頻率的干擾，因而頻譜的「監視波段」就被設計在每一個使用的波

段，以避免波段外滲漏損害及侵犯到相鄰的信號，但「監視波段」的設計實則浪費頻

88 工廠可能製造污染，使他人受害；相對地，蘋果果園的擁有者可能對住在隔壁的蜜蜂園
主人帶來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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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傳輸功能，但以目前的技術而言，影像傳輸裝置安裝過濾波段外漏損的裝備非常便

宜，故雖然只要一個複雜的調頻器及能解決過濾波段外漏損問題的現在，但因成本的

考量，「監視波段」仍然存在運用，而造成繼續浪費頻譜的情形89。目前對干擾的技

術規則可能變成未來頻譜財產權，以傳送器和接收器的技術為基礎，雖然當科技更加

進步，藉由許可制度更改技術規則時，頻譜能更有價值地被利用，但對任何財產權制

度最重要的問題仍是財產權利如何隨著科技發展好好地被利用。

（二）頻譜財產權制度之施行

所有財產權制度都必須去執行，否則就失去意義，通常財產權制度皆賦予權利所

有人對侵犯其權利之人提出異議及排除其侵害之權利90。以目前FCC的程序是領有執
照的人可向管制機關提出異議，管制機關即針對異議進行調查，若屬實則處罰侵犯權

利的人，在所有權制度下，所有權人會對侵害權利人提起訴訟91，在某些例子中，如

專利訴訟，現在由特設的智慧財產法院來審理，因此類案件需要專業知識的判斷。在

美國，FCC為頻譜所有權制度的執行單位，但可納入特殊的「頻譜」法庭或由一般法
庭來議決有爭議案件，因在財產權制度下有許多不同型態的執行模式，審判地點及法

院之適當與否，端賴個案的交易成本多寡決定。一般法院系統有較大及普及的優勢，

然而，假如需要訴求技術複雜的頻譜權利則以特殊的法院，或由FCC等管制單位來作
裁決就可能有此需要性，但假如財產權利內容較簡單及清楚，則以一般法院應為較佳

的審判地點。

（三）絕對所有權之假設

早期廣播使用頻譜執照權利是一種絕對所有權的權利制度，此權利主要表現在高

權及專有頻率上，在相關地理區域，發射是在足夠高的功率下運作，若有超過一個發

射器使用相同或極類似的頻率，則至少會對其中一個發射器造成傷害性的干擾。在許

多案例中，廣播要在任何時地狀況下，都沒有任何干擾頻率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大部

分的廣播都是在某一個頻率下發射或一組限定的頻率，這樣簡單的接收器能夠容易地

將它們定位。在一些假設下，將某些頻率設定給某些所有人或被授權人，對干擾問題

是一個有效率的對策。絕對所有權權利與現在的執照授權制度不同的是，以市場為基

89 In fact, all modern TV sets have digital filters, simply because they are now cheaper and produce 
a better picture quality than the older filters.

90 如打一通電話通知警察，有人闖入他的土地且不願意離去；或是項專利權人可以起訴他
人侵犯了他的專利。

91 Public enforcement, such as the police, is usually only available if there is an immediate threat 
to life or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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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的制度是一個使頻譜資源的配置較有效率的一種機制，因其為所有權人本身利益的

管制方式，而非依賴官僚程序的高權管制，但新技術快速的發展，已開始動搖原有高

權與專有頻率的絕對所有權假設。

二、技術效率上的批評

從1938年開始，FCC通過規則FCC Rule Part 15允許未授權者使用某類型發射器，
像車庫門開關器和無線電話92，但此類發射器被限制在僅能使用某些頻率波段且在相

當低的功率下操作，這些限制主要需要廠商配合其所製造的產品係符合FCC所限制的
頻率和功率上，但製造商必須將產品送交FCC或FCC認可的實驗室去測試，進口商品
和國內製造的電子商品一樣都需要通過認證。而調查數據也顯示93，FCC Rule Part 15
此種認證制度進行頗為順利，其在控制干擾及廠商在設計控制干擾裝置上相當成功。

FCC Rule Part 15的開放使得在頻譜使用方面促進創新發展，工程師與科學家已開發多
種新的頻譜技術，如無線電話、無線寬頻網路、短距離無線區域網路94（LANs）網路
和無線家庭網路95（WiFi）。而目前最成功的寬頻技術應用是將頻譜擴展，應用在許
多無線電話上。靈敏無線電則利用機動分配頻譜創造效率，而非如同目前執照體制或

財產權體制下靜態分配的方式。在許多目的下，靜態分配是一種有效率的解決方式，

如AM-FM和電視廣播將持續性內容傳送到大基地且相當簡單的接收器，仍將是一個
重要的頻譜業務，但某些動態配置可大幅改善頻譜配置效率，比起現有執照體制的無

92 Part 15 rules were originally adopted to cover “wireless phonograph,” a device whose time has 
not yet arrived. It was later used to govern “unintentional emitters,” such as televisions and 
personal computers, whose operation caused the emission of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The 
rules limited both the power and the frequency of the emissions of such devices.

93 John Reed, Senior Engineer Technical Rules Branch, FCC, personal conversation 4/10/02.
94 區域網路（LANs: Local Area Networks），區域網路指覆蓋局部區域（如辦公室或樓層）
的電腦網路。早期的區域網路網路技術都是各不同廠家所專有，互不相容。後來，IEEE
（國際電子電力工程師協會）推動了區域網路技術的標準化，由此產生了IEEE 802系列
標準。這使得在建設區域網路時可以選用不同廠家的設備，並能保證其相容性。這一系
列標準覆蓋了雙絞線、同軸電纜、光纖和無線等多種傳輸媒介和組網方式，並包括網路
測試和管理的內容。隨著新技術的不斷出現，這一系列標準仍在不斷的更新變化之中。

95 Wi-Fi全名Wireless fidelity，是IEEE定義的一個無線網路通信的工業標準（IEEE 
802.11）。IEEE802.11沒有具體定義分配系統，只是定義了分配系統應該提供的服
務（Service）。整個無線區域網定義了9種服務，5種服務屬於分配系統的任務，分
別為，聯接（Association），結束聯接（Diassociation），分配（Distribution），集
成（Integration），再聯接（Reassociation）。4種服務屬於站點的任務，分別為鑒權
（Authentication），結束鑒權（Deauthentication），隱私（Privacy），MAC 數據傳輸
（MSDU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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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這種方式將是一種很重要的改善。此外，FCC Rule Part 15建構起公共性的財
產權制度，視頻譜資源為一可供所有人使用的資產，且其管制對一般人一視同仁96，

但許多學者批評既然該制度有助技術創新，卻限制該制度之適用範圍是令人失望的政

策。

（一）新技術和財產權制度

當新技術對有效使用頻譜創造機會時，使用任一種新技術似乎會對現有執照的權

利人造成侵權行為，且似乎也與現行市場機制的頻譜管制體制不相容。但支持者主張

以公共性模式來執行，讓所有人隨時都可依需要使用頻譜，但遵守不干擾原有的頻譜

使用者即可，可見此類新技術的發展者，想將此創新技術實施在快速和有效的公共性

體制的企圖心。畢竟，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在FCC Rule Part 15無需執照的公共性頻譜管
制體系下進行；再者，此類新技術顯然並不容易與高功率廣播之商業模式方式互相調

和，因此，新技術的創新與公共性的管制模式是緊密結合的97。在市場化或公共性間

做選擇的核心是「稀有」及「交易成本」，假使一稀有資源有極高需求性時，在公共

性體制下會產生「公共財悲劇」，因為稀有資源將被過度使用，從技術層面來說即產

生所謂的「干擾」。故在面對稀有問題上，財產權制度利用配給方式分配稀有資源，

資源有其價格而可依市場機制解決。然而，若資源不是稀少的，則公共性體制運作將

非常順利，不會招致提高財產權制度的成本，而在財產權制度下，當資源非稀少的，

則資源的邊際成本就會降到零98。故交易成本的結構及高低決定有效體制間的界線，

假使財產權制度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則公共財悲劇的成本也會相當高，因此需要利用

市場機制來合理化該成本；假使財產權的成本相對地較低，則市場機制也可能比公共

性體制更有效率，故可就財產權及公共性兩個體制在釋放市場和新的分享技術的力

量，來改善頻譜使用的效率。

1.絕對財產所有權

在不受干擾的絕對財產所有權體制下99，使用者可以買賣和出租特定頻率，依照

功率和其他技術限制，擁有隨時不受干擾的發射權利。其它發射人只有在不干擾原所

96 We oversimplify; restricted sharing is permitted in certain other bands, in which low power 
devices are permitted to emit radiation in licensed bands.

97 A number of technical and legal scholars have made this argument persuasively, including 
Lessig (2001), Benkler (1997), Jackson (1999), Ikeda (2002), and Reed (2002).

98 In the case of a property rights regime for spectrum,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all spectrum would 
carry a zero price; there may be legacy uses of certain frequencies in certain locations that 
would continue to carry a high price.  But it does mean that should spectrum not be scarce, then 
some spectrum would be available at a near-zero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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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頻譜下，也可使用該頻譜100。在這種體制下，頻譜是可以被擁有的，只要其他

使用者不會有意干擾所有者的頻譜使用權利，則就不會被排除其使用，而結果就將所

有頻率轉換為具有公共性頻譜，且在所有地點形成一特殊的型態，即不被干擾的使用

型態。

2.單純財產所有權

在這種體制下，使用者可以買賣和出租特定頻率，依照功率和其他技術限制，

且排他使用的權利，其它發射者只能在付費給所有權人後，才得以使用該頻譜，分享

費用可能涵蓋不同的選擇方式，如從整個波段的長期租約給靈敏無線電不會干擾的情

況下使用，費用將隨租約安排而定，靈敏無線電使用者可以協調長期租用一個波段101

或協調現在使用的波段102，而這兩種市場的價格是不同的。在頻譜的現貨市場下，交

易成本將相當重要，因為代表著所有權人必須監控所有使用者，而不只是干擾者而已
103。如同靈敏無線電傳送器需廣播一個獨特的代碼，所有權人也需廣播使用的價格，

如此靈敏無線電傳送人可以「購買」最便宜的頻率104。這種體制一般來說較上述權利

有較高的直接交易成本，而可能對一些不產生干擾的使用者無鼓勵作用，非直接的交

易成本大小也不清楚；而因使用權利所產生的訴訟成本可能很費時又花錢。

這兩種財產權體制將重心擺在發射的無線電能量，新技術在某一波段使用必須使

用特別接收器且在新技術下的波段才可運作無虞，因此也需要升級成本。例如接收器

的調諧器僅能在相鄰波段辨識發射波，當接收器升級到能濾掉這些發射波時，則利用

99 We use the term “easement” somewhat freely, to indicate a restriction on ownership that 
specified others may use the property for specified purposes under specified conditions.

100 因此，UWB 發射者保持功率水準在雜訊門檻下，則不會成為干擾者。靈敏無線電發射者
可以在一微秒的時間，立即騰出所有者的廣播頻率，因此也不會成為干擾者。相反地，
若UWB 發射超過它的功率範圍或靈敏無線電騰出頻率的時間過久時，則將成為干擾者必
須受到處罰。

101 長期租用的方式如同一種期貨契約一樣。
102 租用現在需要的波段如同現貨市場買賣一樣。
103 Obviously, such measuring and metering devices do not exist today, as there is no use for them 

in the current licensing regime. The technology to create such devices is well within today’s 
state of the art; if produced in volume are likely to be low cost. However, they do represent a 
transaction cost to operating a market system.

104 This plan is quite similar to that suggested by Eli Noam, “Spectrum Auctions: Yesterday’s 
Heresy, Today’s Orthodoxy, Tomorrow’s Anachronism,” J. Law & Econ, XLI (Spring), 765. 
Noam’s plan involved a government-operated central monitor and market-making computer to 
clear all transactions. We envision each owner implementing such a system (if economically 
feasible).  See also a critique of this plan by Thomas Hazlett, “Spectrum Flash Dance: Eli 
Noam’s Proposal for ‘Open Access’ to Radio Waves,” J. Law & Econ, XLI, Spring,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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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波段的新技術將不會造成干擾，通常在升級議題方面，許多所有權人不願升級其接

收器。然而，目前的無線電產業已經成功地在製造商方面推動「自動標準設定」，這

主模式的焦點在於製造商的接收器，而非終端使用者的接收器，特別是在接收器及發

射器都使用該製造商的晶片，假若產業界同意靈敏無線電的引入，在接收器上增加過

濾能力的成本，將帶給所有參與者更多的商機，製造商可能會同意立即為新的接收器

設立新的強化標準，假使這種裝上強化標準接收器的平均使用週期是三年，則靈敏無

線電服務提供者可使用這樣的新技術兩倍於上述的平均使用週期，而當電腦傳輸系統

有新的匯流排架構，軟體廠商及電腦週邊設備廠商將依新標準製造產品，但仍然保有

可與舊標準相容一段時間，最後，當與舊有規格相容的產品都停止時，新技術產品繼

續下去，目前這種模式的發展應該也會不斷地推展。

三、財產權與公共性之關係

財產權制度之建立並不是即代表公共性的消滅105，公共性即頻譜分享可以存在所

有權體制下，而不受干擾的絕對財產所有權可透過地役權建立公共性。若有必要讓公

共性在可能干擾的環境下使用，則政府管制手段可能是開放特定區段頻譜讓所有一般

大眾在FCC Rule Part 15規定下使用該區段的頻率，例如任何地方政府都可設立一個
「公園」讓所有人免費使用，只要使用者遵守公園的管理規則，這與公共用地極為類

似，而私有基金也能建立像這樣的公共用地，但由私人維護，但須付一次費用或會費

來加以使用。在頻譜資源上，例如網狀網路的製造者可選擇「緊急紓困方式」106，在

不同地區設立公用頻譜區段來增加裝備的銷售。

（一）稀有、市場和新科技

經濟學家和工程師都同意現有的管制體制造成頻譜資源使用之無效率，若頻譜

地役權的體制可以建立，則「頻譜乾涸」的現象將可能變成「頻譜滿溢」的狀況，大

量使用率低的頻譜將被釋放出來，像超高頻電視（UHF TV）未被善用的頻譜會被釋
出107，滿足立即的需求。短期內除了一些特別有用的頻率波段外，過剩的需求將轉為

過剩的供給，在此情況下，頻譜的邊際成本將可能為零或非常接近零108。這種短期供

給過剩的情況不會一直持續下去，而新的無線電頻譜使用需求相當快就會產生，新

105 Benkler, Yochai, 1997, Overcoming Agoraphobia: Building the Commons of the Digitally 
Networked Environment , 11 Harv. J. L & Tech. 287, Winter 1997-98；Ikeda, Nobuo, 2002, 
“The Spectrum as Commons: Digital Wireless Technologies and the Radio Policy,” 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02-E-002 (March)；Reed, David, 2002, “Comments for FCC Spectrum 
Task Force on Spectrum Policy,” filed July 10 at  http://gullfoss2.fcc.gov/prod/ecfs/retrieve.
cgi?native_or_pdf=pdf&id_document=6513202407

106 “prime the pump”：對不景氣的事業或產業注入資金，以刺激景氣的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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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術如超高速行動寬頻技術109（UWB）、靈敏無線電和網狀網路將並行出現，且
這些新技術也將造成供給過剩的結果。在長期，新的技術會將這些過剩的頻譜使用殆

盡，需求與供給將達到平衡，而頻譜需求將成長地非常快速，當需求成長到與可用的

供給相近時，新的「無限制的頻寬」將變成有限的110，而頻譜市場本質將改變。在非

人為造成的長期頻譜短缺時，價格將不會是零，但公共性模式無法運作，當空中通信

產生擁擠時，最好的解決方案就是將頻譜市場化。在長期，公共性的頻譜部分，包括

不被干擾的絕對財產權部分將相當擁擠，使用者將轉移到有財產權的頻譜來確保通信

品質，在一個實際頻譜稀少的狀態，頻譜財產權所有者將投資計量裝置，向使用者收

費，確保頻譜分配妥當、即時且在最高價值使用狀態。

（二）純公共性體制

高功率的頻譜使用對任何系統長期來說可能都是固定的，因為無法保證不致干擾

其他高功率使用者，故在公共性模式下，高功率的使用不是那麼成功。若所有的使用

者都必須升級改裝高成本的靈敏無線電或UWB，則短期內，公共性模式應可運作，
只要稀有的問題沒有產生，然而只要新裝置、新使用者相繼產生，頻譜稀少問題即將

浮現檯面111。在長期，公共性頻譜體制將有限制，市場化的體制會取而代之，當現在

107 At present, UHF stations are broadcasting and virtually no one is watching; the reason is the 
FCC’s “must carry” rule: any local station doing over-the-air broadcasting must be carried by 
local cable television. Therefore, any station broadcasting, even though no one is watching 
the over-the-air broadcast, get carried on cable TV, where lots of households are watching. We 
would propose that the FCC grandfather the “must carry” rule for all currently broadcasting 
stations; without requiring them to continue this unnecessary activity.

108 Not all spectrum will be priced near zero; for example, FM radio station frequencies and cellular 
wireless frequencies will continue to command a premium. Our assertion is that some spectrum 
will be available at low cost.

109 UWB係一強調超高傳輸速度的短距無線通訊技術，使用不同於大部份無線電通訊的無
線電波技術來傳輸資料，透過更廣的頻率寄出許多又短又高的資料脈衝（pulse），因此
能夠以相對上較少的電力在短距離內傳送大量的資料。其可提供有如固網的資料傳輸品
質，因此適用於需要更高資料傳輸速率的消費電子裝置。例如，可容納多部MPEG-4電影
的媒體播放機，就需要每秒可傳1Gb的UWB功能，才能在數秒之內傳送完整部電影。

110 The pre -1996 Internet community was particularly fond of the “unlimited bandwidth” vision 
of the Internet. Everything could be free, it was argued, because the bandwidth of the Internet 
was virtually unlimited. Post-1996, the phenomenal growth of Internet traffic quickly dispelled 
the notion of unlimi ted bandwidth; new applications engendered new demand that quickly 
exhausted what had appeared to be unlimited supply, and then some. Similarly, we have great 
faith in electronic engineers and entrepreneurs to create a demand for spectrum that will fill 
every nook and cranny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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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上有大量沒有被善加利用的頻譜，而新的科技將增加這些頻譜的使用量，工程師

相信新科技技術可將此頻譜的使用發揮到極致。在長期，使用頻譜使之達到有效利用

狀態的解決方案將發展出來，但到最後頻譜又會呈現稀少狀態112，市場導向且不受干

擾的財產權體制與新技術如UWB、靈敏無線電和網狀網路相容，在不久的將來，這
樣的體制將使許多頻譜釋放出來，而使頻譜資源供給過剩。長期來看，當資源變的較

有效率但漸漸稀少，具有財產權性質的頻譜將變成非常有吸引力，而到時可能須用更

好的稀少資源管理模式。

（三）交易成本和反公共財悲劇

有兩種形式的交易成本應該被考量，包括頻譜買賣雙方的「直接交易成本」和

爭議解決產生的「間接交易成本」。因干擾所產生的爭議在公共性或財產權制度都會

產生，法院可能會被要求解決爭議，也可能會被要求較有效率地去處理財產權利管轄

問題。然而，頻譜財產權之上的地役權在完全建立清楚時，必須經過一長串的訴訟才

可能確定其界限，因而單純所有權有較低的間接成本，無干擾地役權之所有權有次低

的間接成本，而公共性則有較高的間接成本；而直接成本的排行順序與間接成本的排

序剛好相反，公共性制度則幾乎沒有直接成本113，財產權制度在買賣頻譜當中產生正

常交易成本，應該不會太大114，但在較新技術下的所有權人與使用者之間的交易可能

產生較高的直接成本，如果買賣雙方較喜歡現貨市場的話，可在幾微秒中電子化識別

和溝通的裝置中部署，而其間成本及技術就需與高級裝置的成本、技術相當。現貨市

場是否較長期合約需求多，目前尚未明朗，但可知的是現貨市場所需的裝置成本將影

響需求數量，較嚴重的問題是「反公共性悲劇」，是Heller在1998年假設的理論115，

假設一財產權有太多所有權人，而要讓與該財產前須經過全部的所有權人同意，但每

個所有權人都可能試圖阻礙其他所有權人得到更多利益，因此妨礙了財產權的真實價

值。Benkler利用「反公共性悲劇」概念到無線電頻譜上，主張若所有權人堅持其頻
譜財產權利，則財產權制度的交易成本將高到令新科技者不敢問津，假設頻譜被完全

111 這種現象對受歡迎的頻譜，如行動電話所使用的頻譜，最可能產生。
112 A more subtle point is that technological advances can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with which we use 

spectrum. But if more spectrum is available at zero cost, then it doesn’t pay to invest in using 
spectrum more efficiently. Only as spectrum becomes scarce (as it is now, artificially, and as it 
will be in the future, for real) does it pay to invest in more efficient use.

113 This may not be true; if the government is the controller of the commons, it may assess a fee to 
all users to cover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including dispute resolution costs.

114 Such transactions occur in all other sectors of the economy: the owner of a factory in New 
Jersey (or of 20 Mhz of spectrum in New York City) may sell this asset to another party as a 
normal commercial 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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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出，則一使用者在某一區域擁有頻率波段，則在UWB傳送情況下，需要數以百計
頻率波段來發射信號，若UWB必須與這些所有人一一協調訂約，取得全部所有者的
同意才能開始廣播服務，則此交易成本勢必非常高而不太可能會成功116，「反公共性

悲劇」確信將使單純所有權體制在UWB上產生相當高的直接成本，因為這個理由，
絕對財產所有權將優於單純財產所有權。

（四）市場機制之轉移

以市場為基礎的體制與公共性體制相比，在經濟層面上將更具有吸引力，尤其

是在買賣及租賃制度下，更可彰顯出其效率及經濟利益，而任何從現行制度轉換到市

場體制，無疑地都會產生輸家和贏家，當然，輸家將反對轉換，贏家較喜歡轉換，

且希望從中獲取更大利益。換句話說，整個轉換過程將會非常政治性且必須確保在轉

換時，大部分相關人士沒有受到傷害117，故一個較有效率且可行的轉換計畫即有其必

要。

1.財產權範圍之定義

欲建立起頻譜財產權制度，則財產權的範圍必須在經濟上可行，以避免產生反

公共財悲劇，但範圍亦不能太大以免造成市場壟斷。DeVany曾在1969年時就這個議
題，發表詳細探討定義財產權的論點118，White同樣也做了相同的回應119，主要建議

為技術、地理區域、功率限制及頻率綜合起來考量以頻譜財產權，因技術、經濟、和

政治上的不同觀點，故決定頻譜財產權之定義有其難處，因而事前的溝通協調有促進

其效率性的功效。現有的執照發放模式是經濟上可行的方式，因執照的技術要求為財

產權利組合的開端，但執照制度也有使用上的限制，在某些情況下有裝備的限制，而

115 Heller, Michael, 1998,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Propert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arx 
to Markets;” 111 Harvard Law Review, 621, 622-25. Heller和Eisenberg 在1998年將之申請生
物醫學的專利，Heller 在1999年將之形成一個私人財產權界線的一般理論。

116 Note that this problem does not arise at all in the ownership with easement regime.
117 Inevitably, that means perceived inequities that have been built into current system will not be 

“corrected.” Some may view certain current licensees as undeserving of reward, either because 
they received their licenses through questionable political dealings or from corporate power. We 
believe that moving toward a more efficient regime of spectrum allocation i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correcting for perceived inequities in the current allocation of licenses.

118 DeVany, Arthur, Ros Eckert, Charles Meyers, Donald O’Hara, and Richard Scott, (1969), “A 
Property System for Market Allocation of the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A Legal-Economic-
Engineering Study,” 21 Stanford Law Review 1499-1561 (March).

119 White, Lawrence: “‘Propertyzing’ the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Why It›s Important, and How 
to Begin,” in J.A. Eisenach and R.J. May, eds., Communications Deregulation and FCC Reform: 
Finishing the Job, Kluw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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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限制不應被放在財產權利組合中，在某些情況下，目前的執照必須在特殊狀況下

使用，例如點對點的微波執照有地域性的限制，所以微波的市場大受限制。在成為市

場基礎的體制前，此異常現象必須被改正。

2.市場化

學者Kwerel和Williams曾就市場基礎體制提出轉換計畫構想120，此轉換計畫目

的在於帶動市場基礎且創造技術體制雙贏的開始。此轉換計畫的主要特徵為(1)、由
政府主導分配方式轉向市場基礎體制，(2)、目前執照擁有者部份必須為自願性質，
(3)、讓現有的執照持有人有動機使其財產權自由轉換，(4)、消除所有使用限制且保
持技術限制。轉換程序為頻譜管制機關如FCC，宣布在年終將拍賣所有技術可行的頻
譜，包括所有政府持有的國防、警用、消防、和其他公眾安全使用及未使用的「空

白」頻譜；另一方面，每一個執照持有人亦可選擇將其原有執照拍賣，若不參與拍

賣，則在五年期間內，不能買賣或出租原有頻譜，且僅能在其原有的執照設定範圍

內使用。執照持有人只須通知FCC其拍賣決定，而所有人都可以投標，包括目前已有
授權人的頻譜121，假使現有執照持有人的頻譜得標，則此執照持有人將得到所有的標

金，得標者則取得該執照之地役權，除了技術限制外，可以任意使用得標頻譜，現有

執照持有人仍可不接受得標並拒絕拍賣122，假如現有執照持有人決定保留部分或全部

頻率，則此部份仍為有其財產權利，即除技術限制外，就無使用限制。經過拍賣後，

次級頻譜市場將產生，頻譜財產所有人可自由交易，而此轉換計劃中的一次性拍賣所

有頻譜的目的是為了確保流動性，並帶動大型產業的投資及注意力123。

3.政府角色

政府在拍賣上的角色主要為主導拍賣或參與拍賣；在參與拍賣方面，政府可依其

目的如國防等限制部份頻譜使用，或開放所謂公共性頻譜，供所有人使用。拍賣完之

120 Kwerel, Evan R. and John R. Williams: “A Proposal for a Rapid Transition to Market Allocation 
of Radio Spectrum”  presented at “Practical Steps to Spectrum Markets” November 9, 2001,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 (2001).

121 It would be preferable for bidders to be permitted “combinatorial” bids, in which they may bid 
on combinations of existing licenses. 

 See http://wireless.fcc.gov/auctions/31/releases/milgrom_reply.pdf for a description of 
combinatorial bidding in the context of licenses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122 It would appear that there is no economic reason to hold spectrum back from the auction, as the 
current incumbent always has the right to refuse all bids. This is correct; incumbents are better 
off placing their spectrum into the auction than not. The holdback option gives all incumbents a 
pure “no change” option, and can help focus managers and shareowners on the benefits of using 
the auction process to value their asset and possibly monetize it.



第1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36

後，政府也可在次級市場，視其需要，買賣其頻譜，故公共性頻譜可視為政治性考量

的一種財產權124。在拍賣後，原執照持有人可決定將部分或全部的頻譜換取資金，若

最後決定保留，則仍可以使用原來頻譜125。故以市場化為基礎的財產權，同時對市場

及技術都沒有束縛，且能將頻譜使用依市場需求方式有效率地被利用，而轉換為市場

化財產權的程序，可以得到買賣或租賃雙贏的結果，且政策上也是可行的，而將頻譜

管制模式改成市場化財產權制度可能將頻譜的成本顯著地降低，在許多情況下將變為

零，而實際運作中，公共性模式和市場化模式都可以同時存在。

在頻譜資源管理議題上應採財產權利或公共性模式的爭論已有悠久的歷史126，很

不幸地，當學者將財產權理論及公共性理論應用在 FCC 既有的「須執照」與「無須
執照」的頻譜管理模式時，並無考量到許多重要的轉換中資訊，而使其結論有所偏頗
127。在未針對財產權及公共性建立相關經濟理論時，FCC已經把頻譜管理分為授權即
須執照和無須授權即無須執照的模式，學者則指出須執照的頻譜管制模式應視為財產

權體制的基礎，無須執照的頻譜管制模式則為公共性體制，財產權利和須執照的模式

及公共性和無須執照的模式之間是有關聯，但並非如學者所述般的緊密連結，因發射

器的不同、傳送功率的不同，則其頻譜管制模式即有區別。財產權或公共性模式支持

者都同意在二個模式之間的最初分配有長期的效率意涵，但財產權模式支持者認為頻

譜起始分配的權利在財產權模式中不會有效率配置方面的長期效果，此一論點可能須

仰賴最小的交易成本和沒有特殊化資產來佐證128，但重點是這些學者認為頻譜資源配

123 A similar situation obtains in the public sector. A police chief has little incentive to put his or her 
excess public safety band in an auction; however, his mayor and city council might consider a 
partial sell-off of police bandwidth a good budgetary tradeoff.

124 Our proposal is perfectly analogous to land use. All land in the US is owned,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the largest owner of land in the country. Some of this land is owned for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much is owned as a public resource. How much land is committed to 
each use is a political decision, implemented through real property markets.

125 However, the process may result in some parties being made worse off, compared to the existing 
regime. For example, if we are correct that the price of spectrum at the margin will decline, then 
parties with large investments in current licenses will see the price of their asset decline.

126 John Locke and Karl Marx were respectively famous progenitors of property rights and 
commons theories. Sophisticated recent theorists include on the property rights side: Armen 
A. Alchian and Harold Demsetz, “The Property Rights Paradigm;”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3, Issue 1, March (1973), 16-27; and Yoram Barzel,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And on the Commons side: 
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and David Bollier, Silent Theft: The Private 
Plunder of Our Common Wealth,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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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以授權制度為之，可使頻譜資源加速其使用效率或讓與更有效率的使用者，若補充

性的資產最初被分派成獨立性資產，或獨立性資產最初被分派成補充性資產，則其長

期效率的意涵或有疑義129。在頻譜管理中，當長期效率分配的頻譜權利較現有頻譜授

權及使用者佳，此即須執照的財產權利模式，若數以萬計的實質財產擁有者被允許賦

予頻譜權，將會造成現今許多廣播和行動通信業者花費相當高昂的代價去重新獲得頻

譜使用的權利，僅所有談判費用將會是個天文數字，若廣播或行動通信服務區域面對

只有一個頻譜財產權擁有者時，該擁有者可以任意否決廣播或行動通信服務，並以此

吸取壟斷租金。同樣地，若最有效率長期分配的頻譜權利予有形資產是互補性的低功

率使用者較佳，則展現的經濟效益將會被顛倒過來，數以萬計的頻譜權所有者必須從

廣播和行動通信業者手中，獲取本身的頻譜使用權利。因此，假若在無須執照的和須

執照的財產權模式之間，其財產權最初分配在經濟效率方面有重要的長期影響時，則

估計頻譜財產權最有效率長期分配模式將是最重要的。

陸、結論

頻譜管理制度應建立一個最有效率的頻譜使用架構，且廣為各方接受之共識，

但因頻譜具有數種獨特性質使這項任務更加複雜，不同於其他自然的資源有其可更新

性，頻譜信號的覆蓋使得使用者間存在著相互依賴關係，在傳統的無線電通訊架構

下，頻譜的容納量有其限制，故其為稀少的。因而有效率的頻譜管理必須滿足三個相

互關連的問題；首先，各個使用目的及使用層級需要分配足夠的頻段；其次，必須分

配使用權利予某些使用者或某類使用者；第三，科技發展與市場化的逐步形成下，須

127 Earlier versions of many of the ideas in this paper can be found in: J.H. Snider “FCC Lets the 
Telecom Giants Steal from You: Via Eminent Domain, Fat Cat Donors Get Airwaves - Worth 
Billions -- In Our Homes,” Sacramento Bee, April 7, 2002; J.H. Snider: “The Economic Case 
for Re- Allocating the Unlicensed Spectrum (White Space) Between TV Channels 2 and 51 to 
Unlicensed Service;” Issue Brief #18 (Washington DC: New America Foundation, February 
2006).  None of those works was geared to an academic audience.

128 See “Report from the Working Group on New Spectrum Policy” (Washington DC: Progress and 
Freedom Foundation, March 2006) p. 9.

129 舉例來說，假設在聯邦通信委員會允許將頻譜所有權給予獨立個體後，現有廣播和行動
電話使用者，可能向實質財產擁有者收取在自家通信的費用？大多數的人可能將立刻占
有，不但是毫無效率的財產權利分配而且改正它將可能是很昂貴的。通信和管線配置許
可將可以吸取壟斷租金，而且從獲得許可的人到屋主的權利移動的協調可能在時間和錢
方面將非常昂貴。相反地，想像一個屋主擁有天空權，則將會讓航空公司和每一個這些
屋主的領空權商議時花費極大的成本。一些領空擁有者，如一個郡或州，也可以此吸取
壟斷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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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調整目前政策。適當的頻譜政策必須被設計來確保頻譜的有效使用，而最適的頻

譜政策可能視科技狀況而定，有效率的使用意味著目前科技的情況，頻譜傳輸其最大

生產性的使用。頻譜政策應創造使頻譜使用更有效率之誘因，且擴展頻譜的可使用範

圍，而頻譜使用範圍隨著時間改變，一個有效率的制度必須使交易成本降到最低，使

這些調整相結合，但頻譜政策仍負有追求其他非市場的目的，如國家安全，安全平等

的議題。無效率的狀況會在任何一個頻譜管理環節上發生，不注意頻段的分配將扭曲

有效率分配方式130，即使一個有效率分配方式的建立，仍必須持續地調整以反應科技

進展與市場條件的改變。一般而言，新的應用在尚未使用的頻帶較已使用的頻帶調整

上產生較少的問題，因為在已使用的頻帶上，現存的使用者將必須遷移到其它頻帶或

全部移除且可能要補償其已付出的投資，本文所討論的頻譜使用權利、分配、指配與

動態調整之方式，可將政府管制、市場化機制與公共性模式三種頻譜配用方式來作區

分。在傳統政府管制的執照發放方式，無論是在分配、指配或動態調整，都是經由政

府管制與規劃，發放專有使用權利之執照，隨著頻譜需求的增加，在頻譜管理上導入

市場機制，利用拍賣競標的方式指配執照，同時給予執照擁有者部分彈性使用頻譜的

空間，另一種模式是賦予頻譜私有財產權，透過市場機制，讓所有權人得以自行運用

頻譜，另外則是頻譜公共性模式，使用者沒有專有使用的權利，而是所有人共同分享

頻譜資源131。

頻譜財產權制度須界定大量不同的財產權模式及使用情形，雖然頻譜和其他公

有財資源，例如漁業或森林資源在形式上不同，但在公共財之架構中132，根據分配權

利區別出四種不同的模式，分別是經授權的使用者、有請求權的人、經營者及所有權

人，經授權的使用者於使用資源僅具有有限的權利，有請求權之人除了使用權也可以

加以管理，所有權人則除了上述權利外，加上出賣與出租其使用之權利。對純粹私有

財產權而言，唯一的差異在於公共性資源通常限制讓公共財以私有化使用，在私有財

產權制度下，頻譜所有者可以實行其所有之權利，但若將其視為公共財，則每個人可

以使用頻譜資源，但沒有使用者可以獨佔擁有任何權利。對頻段管理的模式從財產權

模式到公共性模式不一而足，而頻譜管理的主要問題在於如何在這些選擇中獲取最大

效益，與如何影響產業表現。

在政府管制分配指配執照的方式下，關於頻率的使用、內容與格式與通訊協定

130 Melody, W. H., “Radio Spectrum Allocation: Role of the Mark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2): 393-397, 1980. 

131 羅莊鵬，「頻譜管理政策研究——以美國頻譜管制的歷史與發展為例」，經社法制論
叢，第三十二期，頁363-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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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訂定等，政府都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而市場機制之獨占財產權制度，則將主要的

決策者，從政府移轉到執照擁有者的身上，而共用模式則是把大部分的決策權利，都

給予終端使用者133。透過行政的或市場為導向的授權而獲有專有使用權利之方式也有

共有財產模式的特色，在財產權的模式，只要符合資格，證照都能暫時授予個人或

企業專用使用權，大多數的執照也可以被移轉到第三方，只要這些相同資格被滿足，

但此可移轉性不同於完整的所有權授與轉讓的權利，被授權者沒有直接權利參與頻譜

資源的管理，也沒有直接決定誰應該被排除在頻譜使用之外，就公共財性質而論，領

有頻譜執照者類似經授權的使用者之角色，假如行政授權可以被完美無瑕地執行，且

追求非以價格為目標的效率方式，則或許行政授權方式是最可行的，但除了城市國家

或極具行政效率的國家，行政授權幾乎在是不可能被這麼理想的實行，一些行政授權

的缺點可經由競價而加以修正，競價的好處是透明化且不易被操縱134；然而，競價還

是藉由呆板的行政程序架構下進行，例如頻段分配不效率或價格因為頻段稀少而被抬

高，則無法反應頻段的真實價值。此外，最近的研究也開始質疑競價方式之基本前題

假設，就是競價方式無法促進市場的發展，因為競價所付出的進入成本是收不回來的
135，雖然這些研究結果尚無法否定競價方式所存在的優點，但仍指出包括在比較績效

評估中的額外成本。

不同的制度建立了不同的所有權及處分權內容，頻譜管理制度透過進入成本、

市場結構及私有利益等變數影響通訊產業的演化，頻譜管理制度對於進入成本及通訊

服務提供者有直接的影響；在行政授權下，存在有處理程度上耗時的間接成本，在頻

段競標的制度下，進入成本包括競爭激烈的競價所耗費的成本，各種公共財產的制度

下，代表著不同的進入成本，包括從免費進入及激烈競價，但除了進入成本，此類

成本的本質也各自有很大的差異，例如在競標的模式中，是存在沉沒成本的，然而，

沉沒成本可能導致市場集中度提高及其相關的壞處。頻譜管理制度也直接影響通訊產

業的市場結構，市場結構及產業績效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尤其是市場結構對通訊產

業創新模式的影響，若頻譜市場化能使使用者利用頻譜以增進更多的創新技術，則即

使在創新過程具有高風險，創新過程仍是有益的。但即使大力推行市場化，頻譜管理

132 Stevenson, G. G., Common Property Economics: A General Theory and Land Use Applic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Also see 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33 羅莊鵬，同前引註。
134 在美國，採用競標的方式，平均而言，授權的時間從48個月縮短成4個月。
135 Offermann and Potters (2001)發現競價的方式導致價格過高。Bauer也發現：取得推出GSM 

and PCS服務的價格超過授權費（證照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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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仍可以在多重模式作挑選，這些不同的模式有其不同的定義，選用不同的管制模

式，在無線通訊產業其訂價、投資與創新過程也都不一樣，在大量使用頻段的狀況

下，一種模式便可通用各種情況是不可能的，市場基礎為導向的模式及公共基礎為導

向的模式都有其優勢，跨機構的規劃安排頻段管理便容易瞭解無線通訊市場形成所造

成的影響。採用不同頻譜管理制度之間應顧及其抵換關係，這些不同的性質應視不同

的無線產業特性而加以適用，而非找尋一個在任何狀況都一體適用的管理制度，找尋

不同的方法來決定制度的配套措施反而是更重要的。

傳統的政府管制方式的確存在某些缺失與問題，若單就效率的觀點而言，無線電

頻譜由政府管制的授權執照制度，有些不合時宜，隨著科技與經濟的發展，頻譜的相

關應用服務日益多元，需求也與日俱增，目前以如何最有效率運用無線電頻譜成為最

重要之課題。財產權模式支持者認為，此一方式可以促進經濟效率，而公共性模式則

認為，此一方式有助於技術的創新，促進頻譜效率，且因頻譜不是被獨占擁有，因此

頻譜共用者會有動機發展新科技，如跳頻技術、展頻技術等，可藉此充分利用閒置的

頻譜，更用以促進頻譜使用效率136。然而，大部分學者都認為，沒有一種模式適用於

所有的狀況下，因此如何在這些模式中取得一個平衡點，更顯重要，但目前仍缺乏清

楚的實證研究與資料，可以顯示出獨占財產權市場模式與公共性模式間之優劣，由於

每一種管制模式受到頻譜特性、科技環境與其歷史背景所影響，或許將來最佳的頻譜

配用模式是以上不同種模式的綜合，而頻譜管理方式的選擇範圍從完全私有化到創造

公共財的管理結構都有，缺少交易成本，將使所有權和支配權便變得不再重要，在此

情形下，有效的解決方式也不會自然的出現，在現實條件下，交易成本及策略行為的

權力分配將可能影響無線電市場的發展，故本文認為爭論的重點應將財產權制度的本

質與公共性移轉到是否須由政府授權或無須由政府授權之財產權模式，而回答的關鍵

在於頻譜是否是一個補充性質的資產？或可與實體財產占有獨立存在的？因而以不同

財產權制度進行分配，同時支援市場需求和快速成長的無線電技術，進而引導至更有

效的分配方式才是探討的核心所在。本文因此建議由於不同方法都具有無可取代之利

弊，且無單一方式能夠優於全體，故最理想的頻譜政策將必須在這些方式中決定出正

確的組合，而不是採用單一模式，而健全的頻譜管制政策必須瞭解頻譜市場化及達成

其經濟效率性的核心，並考慮到不同制度的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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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Market Mechanisms for Spectrum 
Management with the Concept of “Spectrum Property 

Rights”

Chun Hung Lin

Abstract

Since 1927, the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has been allocated to uses and users by the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 in several countries, covering radio broadcasting, television, 
satellites, police and national defense needs, among many others. By the means, assignees 
receive a license to broadcast certain material at a specified frequency and a specified 
power level and direction. For many purposes, this license is always renewed and with 
limited rights for the specified purposes. Economists since Ronald Coase (1959) have 
argued strongly and persuasively that allocating a scarce resource by administrative fiat 
makes little sense; establishing a market for spectrum, in which owners could buy, sell, 
subdivide and aggregate spectrum parcels would lead to a much more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this scarce resource. Economists had continuously pressed for “marketizing” spectrum and 
using the concept of “spectrum property rights” as the surest means to use this important 
national resource efficiently. Meanwhile, the primary obstacle to recognizing property 
rights in spectrum is either a lack of economic sophistication or political will by the relevant 
policymakers. 

However, the transition to a property rights model for spectrum is far more complex 
than commonly portrayed. Unlike real property, radio spectrum does not allow for 
clear boundaries, as radio waves propagate in varying ways depending on a variety of 
circumstances and practical filtering constraints prevent total isolation between adjacent 
frequency bands. And most significantly, any workable 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 will need to 
rely on the predictive models that generally govern how spectrum is used today. It cannot be 
founded for answers that how a property rights system for spectrum would work in practice. 
It also could not simply resolved by the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 to enforce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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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at the geographic boundary of a coverage area as well as at the boundaries of different 
frequency bands. 

Recently, the developers of radio technologies undermine the current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allocation of exclusive-use licenses, and call for an “open range,” or 
commons, approach to the spectrum that would do away with exclusive use. “Removing the 
fences,” in this view, will lead to more efficient use of the spectrum. While both economists 
and radio engineers believe the present system of spectrum allocation is inefficient and 
wasteful, they appear to have diametrically opposed views of what should replace it. 
Economists seek to unleash the power of the market to achieve efficient outcomes; engineers 
seek to unleash the power of the commons to achieve efficient outcomes. With such debates, 
the article questioned that this is a false dichotomy, based on a misunderstanding by some 
economists of the new radio technologies and a misunderstanding by some engineers of the 
flexibility of property rights and market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oncept of property 
rights in spectrum that might simultaneously support both markets and the rapid diffusion of 
the new radio technologies, leading to a far more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this important and 
limited national resource. However, believe that the overly simple assumptions underlying 
the claims of most property rights advocates could lead to unfortunate results an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To avoid such results, those integrating technological, economic, and legal 
expertise need to engage on the merits of a critically important policy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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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林副教授廷機（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謝謝林委員、林教授以及與會貴賓，那林教授這一篇文章，其實他之前說請我評

論時，我實在是受寵若驚，因為這是我沒有研究過的領域，對我來說是很難的挑戰，

但是卻之不恭，所以我就提出我的意見，我一直想知道的是，林老師特別提到頻譜的

這種資源，但是這種資源的利用性以及政策管制上面有許多問題的存在，物理學家發

明之後大家都受益，特別是在無限的探討上面，那wireless及telecom這一方面的法律
專家本來就是稀有動物，那我很難理解說，從頻譜的分配與指派這裡面，到後面監控

執行的部份，那不管是那一種財產權都會有監控與執行，如果說比擬到不動產物權的

話，有公共的及私有的，都很清楚，那我國的制度，我們不是ITU的會員國，那頻譜
有很多的討論都是在這種國際協議的探討產生，那我們沒有辦法參與的時候，那在你

的論文並看不到說如何根據這些發展來因應，那目前以您的研究，我國的電信法與廣

電法以及被當成重要樞紐設施，像是中華電信以及這些業者，在交通部的管理之下，

我們的現行制度是不是可以讓頻譜的利用以及頻譜的機會變成我國的財產權制度，一

般在我國財產權制度其實是趨向保守與嚴謹，那這個制度與我國物權法上的調和又是

如何，您的預見又是如何，那台灣在這種科技技術上面對於頻譜的出現可能性會有什

麼情況？

那頻譜的使用是一種許可，當然您提到有一些是在某一些波段就放出來，有點

像高速公路或是公共財這樣的東西，那它會不會像是空氣或是水資源一樣，譬如你擁

有一塊地，然後你說地下水資源是我的？或者國家可以說這些礦產都不是私人的，所

以這些東西都不可以去探求，我國體制下會有怎樣的衝擊？在論文的技術性部份，當

然這一篇文章有很好的深度，將來在很好的期刊會看見你的大作，有些地方我在想

說，可不可以提供一些citation，因為您講說海上電子通信、空中交通的管制，那很明
顯是便利兩部門的通信合作使用，有沒有任何官方意見來支持您的看法，或者這種資

訊讓大家知道說它是怎樣的形成？還有第7頁的citation十五的部份，我突然間看不見
authority，這只是一個陳述，那這是代表作者個人的陳述還是什麼？這種地方讀者想
要清楚的知悉。

您提到Fee Simple引起我很大的興趣，那這在美國與台灣是完全不一樣的，那美
國發展出來的，在台灣可以利用嗎？或說可以繼受，最難的部份，是我想到特許或是

一些貿易的證照，他有沒有可能是一種證照的許可而已，如果是的話，他又如何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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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或拍賣，或在法律上常常有爭議，譬如國際貿易法，您也是專家，經濟學者認為

quota簽證或是進出口簽證這些配額制度，它到底是一個機會承讓或是一個權利，大
部分通說的解釋會認為說它是一個機會承讓，如果你不用的話，會被政府收回或是讓

給其他廠商，我的問題在這裡。

那您最後提到要定義頻譜財產權非常困難，我也很贊同，那您預見將來有沒有可

能有一個像智慧財產權的共識，這是我對您的一些問題與請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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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型流通業之買方力量日益提高，其中最明顯的現象之一，即是向供貨製造商

收取附加費用。本論文從經濟理論之觀點，研析大型連鎖便利商店收取附加費用之現

況、學理上對市場結構之影響，並以歷年來依公平交易法處分之個案作解析，以探究

不當收取附加費用行為之相關違法案例之審酌原則。本研究發現，多數供貨廠商認為

流通事業雖係依據雙方事先訂定之書面契約收取附加費用，惟多數供貨廠商認為附加

費用對商品銷售無助益且超過其可直接獲得利益。而供貨廠商與流通事業雖簽訂附加

費用等相關契約，惟因中小企業廠商對流通事業依賴，年度合約倘無法完成議約，商

品將遭下架停售，是供貨廠商處於期待維持既有業務關係之壓力下，唯有接受流通事

業之要求而支付附加費用。緣於國內產業結構特性，以及流通事業與供貨廠商之間的

資訊不對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行為可能有造成反競

爭效果之虞。從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的案件及進行行政訴訟的法院判決當中，

可歸納出在將具體案例涵攝於法條時，必須判斷三個要件：第一，事業之行為是否屬

欺罔或顯失公平；第二，事業是否濫用其所具有之市場優勢地位；第三，事業之行為

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關鍵詞：附加費用、流通事業、連鎖便利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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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1999)所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1，流通業產業

結構已從中小型業者轉變成為以連鎖加盟經營或大型賣場為主流之結構。就後者而

言，有部分OECD的會員國，其前五大超級市場零售業者之市場占有率（即CR5）超
過50%2。因此，上游製造商與下游零售商的垂直交易交易關係中所衍生之問題，在

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中均廣泛的被討論。

在流通業市場結構轉向高度集中之情況下，流通事業已不再僅扮演製造業者與

最終消費者間之媒介角色，而是具有所謂之「買方力量」(buying power)。對於大多
數製造業者而言，倘無此類大型流通業者，其商品將無法順利拓展，公司的存續在某

種意義上亦不得不仰賴此等流通業。此一趨勢影響到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執法方

向，由過去著重防止大型製造業者濫用市場地位，轉為如何避免流通事業利用其買

方力量，不當榨取製造業者之利益及影響消費者福利。流通事業對上游製造業者濫

用其「買方力量」之行為所衍生的競爭法問題，較常被討論者有五點：(1)價格與非
價格的差別待遇(price and non-price discrimination)；(2)低價銷售(selling below costs)；
(3)垂直交易限制(vertical restraints)，包括排他性的區域限制(exclusive territories)、排
他性的供貨契約(exclusive supply contracts)、搭售(tying)、維持轉售價格(resale price 
maintenance)、收取上架費及其他附加費用 (slotting allowances and listing fees)；(4)優
勢地位之濫用(abuse of dominance position)，包括法律上的優勢(dominance laws)及經
濟依賴(economic dependence)上的優勢；(5)製造商和流通業者之間的水平結合、垂直
結合及多角化結合3。

近年來，我國流通事業隨著外國大型流通事業進入我國市場，並引進更多之業

種業態及新的經營技術。惟我國企業規模多屬中小企業（約占90％以上），而國內市
場供貨廠商又以中小企業居多，其與流通事業間具緊密之依存關係，是對中小企業之

供貨廠商的互動將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例如倘流通事業大型化後，挾其市場優勢地

位，向供貨廠商或其他交易相對人濫用其市場力量，涉有不當收取附加費用、不當限

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等行為，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依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

1 OECD, “Buying Power of Multi-product Retailers＂, DAFFE/CLP(99)21,詳見 http://www.
oecd.org/dataoecd/1/18/2379299.pdf , 1999.

2 這些會員國包括德國、英國、瑞士、法國、愛爾蘭、瑞典、奧地利及芬蘭，同註1。
3 同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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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近年來之資料觀察，流通事業被檢舉之違法行為態樣，包括：限制供貨廠商產品

售價、不當收取附加費用、要求供貨廠商給予最優惠價格、下架條件未透明化、未明

確訂定缺貨責任之歸屬、不當計算缺貨罰款等等，其中又以不當收取附加費用行為備

受爭議，值得進一步探討。然而，迄今為止，探討單一附加費用如上架費者較多，而

綜合探討附加費用者則甚少(鍾谷蘭，1995；黃營杉、吳師豪，2002)4。

為深入探討我國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之問題，以及我國在執行公平交易法過程

中所面臨之問題及未來處理方向，本研究首先就經濟理論相關論文對於附加費用究竟

會促進競爭或是造成反競爭的效果作一回顧；其次研析我國流通事業中之連鎖便利商

店產業狀況及其收取附加費用之現況，並以問卷調查方式瞭解流通事業與供貨廠商對

附加費用所持看法之異同，從中分析不同經營型態之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行為之差

異性；最後則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行為之規範及案例加

以分析，從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的案件及進行行政訴訟的法院判決當中，比較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及法院見解之異同，據以對未來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針對附

加費用收取行為之處理方式做一建議。

貳、文獻回顧

基本上，附加費用(listing fees)係屬發生在流通事業與供貨廠商間「垂直交易限
制」（vertical restriction）行為中「非價格限制」（non-price restriction）行為的一
種，乃是下游事業向上游事業所收取之費用，而有別於權利金係上游對下游的收費，

但在文獻上卻未若其他垂直限制行為如搭售（tying）、維持轉售價格（resale price 
maintenance）等受到廣泛的討論。直到學者Shaffer(1991)以賽局理論探討附加費用的
福利效果後，有關附加費用的議題在理論上才進入新的階段。由於發生附加費用的雙

方當事人並不全然具有同業競爭關係，而附加費用之收取人（即零售商或流通事業）

相較於交易相對人（即製造商或供貨廠商），或具有相對優勢地位，但在此垂直交易

關係中，流通事業向供貨廠商收取附加費用之行為，在不同的市場結構之下，究竟可

4 鍾谷蘭 (1995)，「上架費之賽局理論分析」，臺大管理論叢，第6卷第2期，頁61-81；
黃營杉、吳師豪（2002），大型連鎖零售業收取附加費用行為之研究，東吳經濟商學學
報，第38期，頁1-35。

5 按該二篇論文係探討供貨廠商與零售商分別在不同市場結構時，收取附加費用行為所產
生的競爭效果就會有所不同。

6 參考美國FTC的二份報告“Report on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Workshop on Slotting 
Allowances and Other Marketing Practice in the Grocery Industry＂, March 2001及“Slo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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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競爭（鍾谷蘭 ，1995；王呈嘉，2005）或造成反競爭效果（劉瀚榆，2000；謝
勝傑，2003）5，國內外的文獻並無定論，二種不同的論點均各有其學理依據6。

一、附加費用之收取可促進競爭之理論
7

學理上有三種理論認為上架費之收取可以促進競爭，分別是藉由發出新產品品質

訊號、藉由從眾多產品中的篩選決定放置何種產品，以及藉由增加製造商的誘因以強

化投資來促進競爭8。

（一）訊號(Signaling)理論：訊號理論是假設製造商對於新產品的成功率較零售
商擁有更多的資訊，當製造商相信其產品有較高成功可能性時，基於未來銷售所得的

利潤可彌補所支出的費用，將會比較願意支付較高的上架費用。反之，製造商對於產

品成功的可能性抱持相當的懷疑時，將不願意支付較高的上架費用。因此，零售商會

認為如果製造商願意支付較高的上架費用時，新產品比較可能成功，從而有意願放置

支付較高上架費的產品。而對零售商而言，收取較高上架費用亦同時意味著零售商預

期該項產品是高需求產品，消費者對其有較高評價，且可產生較高的利潤。所以訊號

理論認為，上架費用確保新產品係高需求產品，其成功銷售可能性越高，越有可能被

零售商放置於貨架上9。

（二）篩選(Screening)理論：篩選理論對於上架費的前提條件與訊號理論類似，
即基本上假設製造商對於其新品成功的可能性較零售商具有更多的資訊10。零售商要

在眾多新產品中進行篩選，有兩種主要方式：第一，零售商提供契約選單，其中包括

上架費用及製造商可能選擇的交易條件。藉由架構適當契約條款，能確保在製造商相

信其產品可以成功銷售時才會作選擇，並同意零售商所提供的契約條件。第二種方式

Allowances in the Retail Grocery Industry: Selected Case Studies in Five Product Categories＂, 
Nov. 2003.

7 上開報告所論及之附加費用指第一次上架銷售所收取的費用（一般稱為「上架費」），
至我國對附加費用之定義係指除貨款價金項目外，流通事業向供貨廠商收取或自應付貨
款扣除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要求供貨廠商負擔之各種費用，其範圍較「上架費」廣泛。

8 本節內容所提到的零售商即為本文所論及之流通事業，製造商即為本文其他章節所述之
供貨廠商。

9 Chu, W. (1992) “Demand Signaling and Screening in Channels of Distribution＂, 11 
Marketing Science, 327-347.

10 無論是訊號理論或是篩選理論，其重點是附加費用可以做為解決製造商與零售商之間訊
息不對稱（asymmetry information）問題的工具，進而從許多具有潛力的產品中選出新的
產品置於貨架上，但二者最主要的不同點在於，前者是由製造商先提供交易條件（例如
批發價格）由零售商決定是否與其交易，後者則是由零售商先提出附加費用的交易條件
後，再由製造商決定是否與其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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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零售商從許多製造商的喊價中保留有限貨架的拍賣權，並且將貨架空間提供給願意

支付特定上架費及承諾其他條件的製造商。藉由製造商間彼此爭取有限貨架空間的方

式，零售商可以篩選出何種產品對消費者能產生高價值又最有可能成功地銷售。因

此，無論是由零售商提供契約選單，或是藉由拍賣有限的貨架空間，上架費用可使貨

架達到有效的配置11。

（三）提高誘因(Increasing Incentives)理論：對於品牌知名度較高的產品而言，
消費者相當依賴製造商對該產品之品質與品牌形象的投資。但若零售商未察覺這些投

資，則很難讓製造商與零售商直接簽約，然而製造商在這種投資誘因下與零售商簽

約，部分是因為支付附加費用之後不但可賺取更多利潤，而且透過附加費用可以將產

品的相關訊息經由製造商傳遞給零售商，同時亦將產品創新的風險在二者之間重新分

配，從而反映在較高的批發價格上。在製造商訂定較高的批發價格以彌補支付給零售

商上架費用情況下，上架費用將有助於提高製造商投資創新的誘因，雖然較高的批發

價格有可能導致零售價格之提高，但若消費者對於製造商願意投資創新並增加產品供

給予以正面評價時，上架費用就可提高消費者福利12。

二、附加費用之收取造成反競爭之理論

認為上架費會造成相當程度或具有潛在反競爭效果之理論有二，一為上架費用可

能是緩和競爭而導致較高價格的助長行為；第二種理論認為上架費可能會助長排除競

爭者。

（一）助長行為(Facilitating Practice)理論：助長行為理論假設製造商及零售商對
於產品價值有完整的資訊，且製造商不會執行誘因投資。因此，在傳遞品質訊息、從

不好的貨品中篩選好的貨品或強化投資誘因上，上架費用並沒有扮演任何角色。取而

代之的是反競爭理論純粹將重點集中於上架費用對價格的影響，以及在缺乏促進競爭

動機的環境中對生產及產品多樣化的影響。

基本上，零售市場是不完全競爭的市場，零售商雖會因為商店位置、產品品質

而具有優勢，但並不因此形成獨占。由於零售商的貨架空間有限，製造商彼此之間的

競爭即決定哪一項產品會放置於零售商的貨架上銷售，若缺乏上架費用，則該競爭將

會以批發價格的形式為之。在此理論之下，具有較低批發價格之製造商將被認定為擁

11 參閱Chu, W.（1992）及Sullivan, M.（1997）＂Slotting Allowances and the Market for New 
Products＂, 40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461-493.

12 Kelly, K.,(1991),＂Antitrust Analysis of Grocery Slotting Allowances: The Procompetitive 
Case＂, 10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rketing, 18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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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高的競爭力，並轉為較低零售價格。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如果零售商是處於

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則零售價格將會比獨占價格為低。假設製造商可以利用上架費

補償零售商時，製造商就有誘因提高其產品批發價格以減緩競爭。所以製造商支付較

高的批發價格，就會導致零售商承擔較高零售價格的風險，同時導致競爭對手在提高

價格方面採取較不積極的行為。在此理論之下，收取上架費最後將透過零售價格的提

高，轉嫁給消費者並降低消費者福利13。

（二）排他(Exclusion)理論：排他理論主要是檢視上架費會提高多少市場參進成
本以及排除次要的競爭者，並說明上架費如何影響價格及產品種類。這個理論假設零

售市場有兩個零售商，而製造商也有二個，分別為優勢製造商及具潛力的次要製造

商，再進一步假設零售商因為貨架空間的限制，只能放置一個製造商的產品，最後，

假設優勢製造商取得第一個零售商的供貨權利。在這些假設之下，我們可以推論在優

勢製造商及次要製造商之間對第二個零售商供貨權的可能出價。優勢製造商由於較有

可能取得第二零售商的出價，而避免與次要製造商在批發價格上競爭，然而當優勢製

造商已經贏得第一零售商的供貨權時，次要製造商只願意支付可以彌補與優勢製造商

競爭所得的利潤金額。相較於次要製造商只願意支付與優勢製造商競爭的費用而言，

優勢製造商對獨占零售商的貨架空間常較願意支付較多費用。因此製造商將藉由支付

上架費而取得第二零售商供貨權，次要的製造商則被排除於市場之外。所以排他理論

認為，優勢製造商利用上架費提高市場參進成本，進而排除較小的製造商，最後並導

致產品價格的提高及減少貨架上的產品種類14。

叁、連鎖便利商店收取附加費用現況

一、連鎖便利商店市場結構

根據調查顯示，94年連鎖便利商店營業據點數達8,656店，如表1所示。而近10
年來國內連鎖便利商店之總店數持續增加，惟總店數成長率幅度近5年來逐年減緩，

13 Shaffer, G.（1991）,＂Slotting Allowances and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 Comparison of 
Facilitating Practices＂, 22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135.

14 Shaffer, G.（2005）,＂Slotting Allowances and Optimal Product Variety＂, 5.1 Advances in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 Article 3, http://www.bepress.com/bejeap.

15 AC尼爾森「消費者購物行為調查」，http://www.acnielsen.com.tw/news/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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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88年25.38％一路下滑至94年7.01％。然儘管店數成長趨緩，其營業額之成長率，
仍居綜合商品零售業（包括百貨公司、超市、便利商店、量販店等細業）之首，而

依據經濟部統計處資料顯示，94年連鎖式便利商店營業額之成長率為8.88％，95年為
8.85%，成長率均較其他業態為高。另一方面，我國也是亞洲地區便利商店最密集的
地區，平均每2,600人就有一家便利商店，有超過85％的城市消費者去便利商店的次
數約為一週3至4次，突顯連鎖便利商店市場競爭白熱化及其激烈程度15。

表1  連鎖便利商店市場結構與集中度
　 店數 市占率(%) 市占率平方

統一超商 4,037 46.64% 2175 
全家便利 1,851 21.38% 457 
萊爾富 1,159 13.39% 179 
來來超商 860 9.94% 98 
福客多 360 4.16% 17 
中日超商 151 1.74% 3 
界揚超商 206 2.38% 6 
台糖蜜鄰 18 0.21% 0 
每一日 14 0.16% 0 
合計 8,656 100% 2,935(HHI) 
資料來源：依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新聞稿資料整理。

※統一超商至96年9月底止，總店數已達4651店。

（一）連鎖便利商店家數及分布

統計至94年底，受訪之連鎖便利商店系統營業據點數達8,656店。85年至94年之
國內連鎖便利商店系統店數變化，雖總店數持續增加，惟總店數成長率幅度近5年來
逐年減緩，由88年25.38％一路下滑至94年7.01％。如按縣市地區別觀察連鎖

便利商店分布情形，超過半數連鎖便利商店營業據點集中於北部地區（包括台

北縣市、桃園縣、新竹縣市、苗栗縣及基隆市），共有5,021家店，占58.01％，其中
又以台北縣之1,787家店，占20.64％，居全國各縣市之冠，其次為台北市之1,414家
店，占16.34％。南部地區（包括嘉義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及屏東縣）1,793家
店，占20.71％次之。中部地區（包括台中縣市、彰化縣、南投縣及雲林縣）1,543家
店，占17.83％居第3位。東部地區（包括宜蘭縣、花蓮縣及台東縣）僅269家店，占
3.11％，離島地區僅30家，分別是澎湖縣21家店及金門縣9家店，合計占0.35％。 
（二）市場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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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店數計算，各連鎖便利商店系統之市場占有率以統一超商4,037家店居首
位，占連鎖便利商店總店數之46.64%；全家便利1,851家店次之，占21.38％；萊爾富
1,159家店位居第3位，占13.39％；來來超商860家店居第4位，占9.94％。其次，福客
多360家店，占4.16％，居第5位。界揚超商206家店，居第6位，中日超商151家店，
居第7位；台糖蜜鄰18家店，居第8位；每一日便利商店14家店位居第9位。

（三）市場集中度

如以雙赫指數(HHI)評估市場集中度，並以全國作為地理市場，則按照店數計算
之HHI為2,935(如表2)，可見我國連鎖便利商店市場可視為高度集中之市場。如將全
國分為北、中、南、東等4個地理市場，以店數計算之HHI分為2,634、3,353、3,493及
5,599，則人口較不密集之東部地區，其集中程度愈高，有可能係因獲利、交通等因
素，一般業者到該地區設店之意願不高所致。

表2  各地理市場之集中度

地理市場 雙赫指數(HHI)
全國 2,935
北部地區 2,634
中部地區 3,353
南部地區 3,493
東部地區 5,599
資料來源：依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新聞稿資料整理。

二、連鎖便利商店收取附加費用現況

由於便利商店主要以滿足消費者之即刻需求為理念，故在店鋪設計、商品結構、

消費客層、交易特性等均有其特殊之處。其中，在商品結構上，便利商店商品單價

較低，因此商品包裝也以少容量、少數量為主，而為使商品週轉率提高，在商品陳

列上，以各品類之暢銷品加上少量多樣來達成。就調查統計之數據資料顯示，在連

鎖便利商店整體銷售商品結構中，最主要銷售商品為香菸，平均占營業收入比例高達

26.47％，其次為食品，平均占營業收入比例18.84％。再其次是飲料，平均占營業收
入比例18.77％，再者是酒品，平均占營業收入比例6.74％，其餘像家庭用品及服務
性商品類等則占營業收入的比例相對較低。就商品品項數而言，多者高達4,700個品
項，少者亦有800個品項。如此眾多的商品項數，相對供貨廠商亦為數不少，而在有
限的貨架空間中，供貨廠商如何爭取貨架空間以及便利商店如何確保商品確為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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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需並獲取利潤，此時附加費用的功能與角色最益形重要，因為雙方透過協商談判

的過程中，除了貨款支付方式、供貨期間外，最重要的交易條件之一就是各種附加費

用的項目與金額。以下就連鎖便利商店收取附加費用現況予以說明。

台灣連鎖便利商店在93年及94年向供貨廠商收取之附加費用項目計有新品陳列
（上架）費、固定退佣（新貨折扣）、附條件退佣、DM促銷費、燈箱費、發票廣告
費、端架陳列促銷費、節慶促銷費、新店開幕贊助費、週年慶贊助費、損耗品折扣、

不退貨折扣、入倉代送費（物流費用）及資訊服務處理費等14項。如依附加費用對商
品銷售助益之關聯性，可分為與商品銷售業績直接相關、與商品銷售業績間接相關、

替代減輕供貨廠商管銷費用、與商品銷售業績無關等4種類型，說明如下（表3）16：

（一）與產品銷售業績直接相關：即收取項目與供貨廠商商品銷售有直接關係或

有促進商品銷售之機會。包括新品陳列（上架）費、舊品陳列費、端架陳列促銷費、

DM促銷費、燈箱費、發票廣告費、固定退佣折扣、附條件退佣（目標獎金）及新店
開幕贊助費等項目。

（二）與產品銷售業績間接相關：即收取項目與供貨廠商商品銷售無直接關係，

但預期可能增加商品銷售機會，如週年慶贊助費之項目。

（三）替代減輕供應商管銷費用：即收取項目之本質雖與銷售業績無關，但可替

代減輕供貨廠商原本需負擔之管銷費用。包括入倉代送費（物流費用）、損耗品折扣

及不退貨折扣等項目16。

（四）與商品銷售業績無關：即收取項目與供貨廠商商品銷售無關或未能增加銷

售機會，或屬於流通事業本身經營管理必須負擔之費用。包括資訊服務處理費及退貨

處理費等項目。

如依附加費用的功能做分類，大致可分為上架費、風險或成本轉嫁、廣告費、獎

金（折扣）、及賠償等5種類型17：

（一）上架費：此類型附加費用係流通事業就供貨廠商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除

轉售差價或代銷佣金外，另外收取的其他對價，包括新商品上架、對於陳列貨架之特

殊位置、或定期於貨架上銷售商品，項目名稱有上架費、端架陳列促銷費、新品陳列

費、特殊陳列費、促銷陳列費、促銷陳列折扣等均屬之。

16 參考鄭優、羅昌發、黃營杉、黃銘傑(2000)，「競爭法對流通業經營行為之規範—以附加
費用收取行為為中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89年度合作研究報告分類，該分類並不
代表附加費用之收取是否具有合法性。

1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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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連鎖便利商店收取附加費用分類與產品銷售關聯表

　
　

與產品銷售
業績直接相關

與產品銷售
業績間接相關

替代減輕供應商
管銷費用

與產品銷售
業績無關

上架費

端架陳列促銷費
新品陳列費
特殊陳列費
促銷陳列費
促銷陳列折扣
促銷處理費
新商品推廣費

　
　
　
　
　
　
　

　
　
　
　
　
　
　

　
　
　
　
　
　
　

風險或
成本轉嫁

新店開幕贊助
收銀台承租
DEMO費用

週年慶贊助
百店慶
店面改裝費

物流配送費
入倉代送費

手提袋贊助折扣
盤差補助費
資訊處理費
新商品印刷費
三節尾牙贊助

廣告費
新商品推廣費
DM廣告費
燈箱廣告費

　
　
　
　

　
　
　
　

折扣
(獎金) 年度目標獎勵

賠償 訂單缺貨罰款
損耗品折扣
壞品折扣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

（二）風險或成本轉嫁：此類附加費用係為使供貨廠商分攤流通事業開設之新

店、更新設備或改裝，或日常營運與設備使用之營運成本，項目名稱有週年慶贊助

費、節慶促銷費、資訊處理費、店面改裝費、百店贊助費、新店贊助費、入倉代送

費，及物流費等均屬之。

（三）廣告費：此類附加費用係流通事業為推廣促銷商品或服務之知名度及商

譽，而向供貨廠商收取之附加費用，包括DM廣告費、燈箱廣告費、促銷商品費、新
品廣告贊助費、新店廣告贊助費等均屬之。

（四）折扣（獎金）：流通事業通常與供貨廠商間多採取先進貨，事後結清貨款

之交易方式，此類附加費用係流通事業定期向供貨廠商結清貨款時，依實際銷售業績

給予之折扣或獎金，或締結契約時約定之折扣，項目包括固定退佣、附條件退佣、獎



第1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60

勵金折扣、數量折回獎勵等均屬之。

（五）賠償：此類附加費用係流通事業因為供貨廠商的行為，所增加的支出或受

有的損失，實際上不屬使用該銷售通路所支付之費用，項目名稱如壞品折扣、損耗品

折扣、訂單缺貨罰款、商品耗損等均屬之。

三、供貨廠商支付給連鎖便利超商附加費用情形

附加費用發生在流通事業與供貨廠商的垂直交易關係中，因此如僅針對單方面調

查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情形，或僅針對供貨廠商支付情形調查，將不易獲致公正客

觀之結果。因此本研究分別對供貨廠商及流通事業就附加費用之支付及收取情形，於

93年10月以問卷方式進行調查，總計發出120份問卷，有效問卷25份。以下就調查結
果彙整說明18。

（一）供貨廠商支付附加費用之方式

計92%供貨廠商事先訂定書面契約，支付連鎖便利超商附加費用，計80%的供貨
廠商係採直接扣減貨款方式，支付連鎖便利超商附加費用，計76%的供貨廠商事先取
得連鎖便利超商扣款帳單明細資料，始辦理扣款。

（二）供貨廠商支付附加費用佔總營業額之比例

供貨廠商在93年所支付給連鎖便利超商「附加費用」佔總營業額之比重，13%供
貨廠商支付比例介於16~20%；33%供貨廠商支付比例介於11~15%；21%供貨廠商支
付比例介於5~10%；17%供貨廠商支付比例介於5%以下。
（三）供貨廠商支付連鎖便利超商之附加費用項目

多數供貨廠商支付連鎖便利超商之附加費用項目分別為上架處理費（18家）、
新品陳列費（18家）、退佣（17家）、資訊處理費（17家）、入倉代送費（16家）、
DM廣告費（15家）、新店開幕（15家）、不退貨折扣（14家）及週年慶（13家）。
（四）供貨廠商認為前揭費用是否對商品銷售有助益及超過其可直接獲得利益之意見

（詳表4）：
1.上架處理費：有3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有助益；有10家供

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無助益；有7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超過
其可直接獲得利益；有3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未超過其可直接獲得利益。

2.新品陳列費：有6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有助益；有9家供貨
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無助益；有6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超過其

18 為保護個別事業重要營業資料，本節的分析儘量以百分比或平均值的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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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直接獲得利益；有5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未超過其可直接獲得利益。
3. 退傭：有1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有助益；有10家供貨廠商

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無助益；有3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超過其可直
接獲得利益；有3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未超過其可直接獲得利益。

4. 資訊處理費：有2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有助益；有9家供貨
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無助益；有3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超過其
可直接獲得利益；有3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未超過其可直接獲得利益。

5. 入倉代送費：有3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有助益；有6家供貨
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無助益；有3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超過其
可直接獲得利益；有4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未超過其可直接獲得利益。

6. DM廣告費：有10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有助益；有4家供貨
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無助益；有2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超過其
可直接獲得利益；有5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未超過其可直接獲得利益。

7. 新店開幕：有3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有助益；有3家供貨廠
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無助益；有4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超過其可
直接獲得利益；有5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未超過其可直接獲得利益。

8. 不退貨折扣：有1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有助益；有6家供貨
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無助益；有3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超過其
可直接獲得利益；有3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未超過其可直接獲得利益。

9. 週年慶：有4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有助益；有4家供貨廠商
認為該項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無助益；有4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超過其可直
接獲得利益；有4家供貨廠商認為該項附加費用未超過其可直接獲得利益。

綜合而言，供貨廠商支付給連鎖便利商店之附加費用共有23項（表4），累計36
家次認為有益商品銷售，77家次表示無助益，雖說供銷雙方本有利益之爭，但供貨廠
商大多仍傾向認為對商品銷售不一定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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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供貨廠商支付連鎖便利超商附加費用項目表
                                                        單位：家次

附加費用
項目名稱

有支付該項
認為該項附加
費用

認為該項附
加費用

認為該項附
加費用

認為該項附
加費用

附加費用之
對銷售商品有
助益

對銷售商品
無助益

超過供貨廠
商可直

未超過供貨
廠商

供貨廠商家
數

 之供貨廠商
家數

之供貨廠商
家數

接獲得利益
之家數 利得者家數

退傭 17 1 10 3 3
上架處理費 18 3 10 7 3
新品陳列費 18 6 9 6 5
 DM廣告費 15 10 4 2 5
資訊處理費 17 2 9 3 3
發票廣告費 2 0 1 2 0
端架 4 1 0 1 0
燈箱廣告 1 0 1 0 0
結帳櫃台 1 0 0 1 0
試吃台 1 0 0 1 0
商品耗損 10 1 6 3 0
新店開幕 15 3 3 4 5
週年慶 13 4 4 4 4
節慶促銷費 8 1 2 4 1
店面改裝贊助
費 6 0 2 2 1
現金折扣 4 0 2 2 0
不退貨折扣 14 1 6 3 3
入倉代送費 16 3 6 3 4
禮券處理費 2 0 1 1 1
付款明細費用 3 0 1 2 0
盤差補助 1 0 0 0 0
棧板處理費 1 0 0 0 0
優惠毛利 1 0 0 0 0
累計 --- 36 77 54 38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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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平交易法對收取附加費用行為之評價

一、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介入之理由與相關處理原則

相較於過去傳統通路型態，連鎖便利商店可以享有以下四種競爭優勢：一為連鎖

便利商店具有「規模經濟」的效益，因為其可匯集眾多的顧客，隨著顧客及銷售量的

增加，平均每項產品所負擔的賣場租金、運送及存貨、人事管銷等固定成本會逐漸下

降，因此可享有規模經濟的效益；其二為連鎖便利商店具有「範疇經濟」的效益，因

為連鎖便利商店產品線較傳統零售商店完整，可以滿足消費者購物需求與消費習慣，

因此可以獲取「範疇經濟」的效益；其三為具有「垂直整合經濟」的效益，連鎖便利

商店取代部分傳統批發商、中間商所提供的協調交易雙方、價格發現、匯集個別需求

的功能，亦即所謂「去中間商」(de-intermediaries)，縮短商品從生產者到消費者的通
路距離，進而節省商品在通路過程中層層轉售所產生的費用；其四為連鎖便利商店具

有較大的「買方力量」(buying power)，因為其匯集眾多個別消費者的買方力量，較
傳統通路商有更大的議價能力，在與供貨廠商談判過程中，可獲取較為有利的價格或

交易條件，具體的表現在較低的進貨價格及收取的附加費用。

對競爭法主管機關而言，上述連鎖便利商店所具有的「規模經濟」、「範疇經

濟」及「垂直整合經濟」等競爭優勢，純粹係反映其經營效率，連鎖便利商店的發展

雖導致許多傳統通路商被迫退出市場，但是競爭法或競爭政策的目的是「保護競爭，

不保護競爭者」（protect competition, not competitor），所以競爭法主管機關不用也不
能加以干涉，較有爭議的部分是在連鎖便利商店運用買方力量方面。對市場競爭或消

費者福利而言，連鎖便利商店一方面藉由其買方力量，在與供貨廠商談判過程中，將

獲取較為有利的價格或交易條件，假設通路市場具有足夠的競爭性，則流通業者在與

供貨廠商談判過程所獲得的買方剩餘，將會反映在較低的零售價格，而有利於消費者

權益。但另一方面，連鎖便利商店業者如果濫用買方力量，長期而言將會造成上游較

不具談判力量的小型供貨廠商被迫退出市場，或是形成市場進入障礙，使上游供貨廠

商市場的集中化或缺乏競爭，進而使商品批發價格上漲，連帶造成較高的零售價格，

而損害消費者福利。因此在連鎖便利商店市場具有買方力量時，供貨廠商與連鎖便利

商店之間上、下游垂直交易關係中收取附加費用的課題，則顯得益形重要。

19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第125次、153次、173次委員會議討論決議。
20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第375次、420次、437次、467次、470次等多次委員會議討論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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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費用的收取可否有提昇經濟效率或是損害競爭，相關的文獻或實證迄今仍未

有定論，在國外實務上也出現迥然不同的評價。我國則對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行為

採取較為折衷的評價，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一方面並不全面禁止流通事業收取附加

費用行為，另一方面則致力於有效規範流通事業「不當」收取附加費用行為，因此從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成立伊始，即訂有「大型流通業經營行為導正內容與期限」，

其後並訂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關於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案件處理原則」19(以
下簡稱附加費用處理原則)20，並規定不當收取附加費用行為將以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
條第6款或第24條規定論處。

至於上開附加費用處理原則中，對於判斷是否構成「不當」收取附加費用行為，

隱含二個檢驗原則：「優勢地位原則」與「直接關連性與比例性原則」。至於「優

勢地位原則」原則之判斷，必須檢視流通事業相對於其供貨廠商是否具有優勢市場地

位，進行這項檢驗的原因在於附加費用的協議，若是基於供貨商與流通事業間平衡的

市場力量(即談判力量)運作的結果，則雙方自願性的交易結果(即附加費用的支付與收
受)係符合經濟學所謂「柏雷圖改進」(Pareto improvement)。因此只有流通事業相對於
供貨廠商具有優勢地位時，流通事業挾其強大的談判力量，要求供貨廠商支付附加費

用，因為此時附加費用的協議多少帶有強制(cohesive)性質，才需要進一步檢視是否
構成不當收取附加費用。至於「直接關連性與比例性原則」則是審視流通事業收取的

附加費用「用途」是否有助於促進供貨商的商品銷售，及附加費用的「額度」是否超

過供貨商所能獲取的利益。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基於競爭法主管機關之立場，在公平交易法法條及其訂定

之附加費用處理原則下，歷來已收辦並處分諸多涉及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之案例，

臚列如表五。流通事業不當收取附加費用之行為係被認定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
而在將具體案例涵攝於上開法條時，必須判斷3個要件：第一，事業之行為是否屬欺
罔或顯失公平；第二，事業是否濫用其所具有之市場優勢地位；第三，事業之行為是

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以下則依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案例及相關行政法院判

決予以分析21。

二、附加費用收取行為之違法構成要件及案例分析

（一）事業之行為是否屬欺罔或顯失公平

如依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就此行為要件之決議，將其處理連鎖便利商店案例

（表5）予以分類，可分為二大類型：一為同時收取不同名目附加費用之合理性予以

21 95年5月9日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重要案例研討會引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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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連鎖便利商店收取附加費用相關處分案例一覽表
被處分人 處分事實及理由 罰鍰金額 處分書文號

統一超商
股份有限
公司

新店開幕贊助金分為「新開店」及「百店」
兩種，當店數滿百整數時，被處分人除收取
「新開店」之附加費用外並收取「百店」附
加費用。

(處分，無
罰鍰規定)

86.03.22 
(86 )公處字
第036號

家福股份
有限公司

被處分人向供應商收取上架服務費後，另又
以大量專案採購之優勢以低價取得相同商
品，排除供應商依約參與競爭，卻未於合約
條款中就促銷專案可能排除向供應商進貨之
情形預為說明，致供應商未能預見該項經營
風險而遭受經營困境，足以影響該商品供銷
業務之交易秩序。

(處分，無
罰鍰規定)

87.04.30
（87）公處
字第098號

家福股份
有限公司

於全國補充合約中，訂定「補充固定退佣」
之交易條款，向供貨廠商收取不當附加費
用，該費用與商品銷售無直接關係。

400萬元
89.11.04
（89）公處
字第178號

福客多商
店股份有
限公司

於交易協議書中，訂定「新開店協贊費」及
「週年慶贊助費」，於新開店數滿百整數
時，除收取「感恩(百店)慶贊助費」之附加
費用外，並重複收取「新開店慶協贊費」附
加費用，對促進商品販售，並無提供重複效
益。

60萬元
90.07.20
（90）公處
字第087號

萊爾富國
際股份有
限公司

於「交易推廣合約書」中，訂定「百店慶贊
助費」及「新開店促銷推廣分攤費」，於開
店數滿百整數時，除收取「百店慶贊助費」
之附加費用外，並重複收取「新開店促銷推
廣分攤費」附加費用，對促進商品販售，並
無提供重複效益。

100萬元
90.07.20
（90）公處
字第088號

惠康百貨
股份有限
公司

於「業務協商」定型化契約中，訂定「新舖
開張贊助金」、「新舖開張折扣」、「店舖
改裝重新開幕贊助金」、「改裝店開張折
扣」等項目，強制供貨廠商重複負擔該等附
加費用，係加諸於供貨商之重複額外負擔。

200萬元
90.07.20
（90）公處
字第089號

家福股份
有限公司

1.與供貨商簽訂「全國性合約」前，未就全
年度促銷活動進行協商，逕自訂定收取顯超
過供貨廠商可直接獲得利益之「全國性促銷
費」。
2.以單方制定之「新店開幕贈品承諾書」及
「重新改裝新開幕贈品承諾書」，強制供貨
廠商重複負擔與「全國性合約」中所載「開
幕特別條件」及「店面改裝新開幕特別條
件」用途相同之附加費用。

500萬元
90.12.07
（90）公處
字第19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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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連鎖便利商店收取附加費用相關處分案例一覽表(續)
被處分人 處分事實及理由 罰鍰金額 處分書文號

富群超商
股份有限
公司

供貨廠商為取得上架機會，已支付被處分人
一定金額之上架費，被處分人卻恃其相對優
勢地位，於其單方制定之「新商品廣告費協
議書」定型化契約中，訂立抽象不明確之下
架條件，並將商品下架，利用供貨廠商普遍
處於期待維持既有業務關係之壓力下，迫使
供貨廠商接受該項不公平交易條款，而使市
場競爭本質受到傷害，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顯失公平行為。

60萬元
91.11.29
公處字第
091193號

大潤發流
通事業股
份有限公
司

於採購合約中訂有「最低贊助金額」規定，
不論被處分人當年度實際採購金額有無達到
預估採購金額，供貨廠商至少須繳納予被處
分人之附加費用，未考量供貨廠商在年度中
所遇之不可抗力因素致銷售金額有所變化，
成為供貨廠商在期待與被處分人持續往來業
務下，不得不接受之交易條款，且儼然成為
保障被處分人至少可以獲得之利益，顯不合
理，同時供貨廠商銷售商品情形愈不佳者，
相對地須繳交更高比例附加費用，超過供貨
廠商可直接獲得之利益。

120萬元
94.05.20
公處字第
094053號

資料來源：依據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及新聞稿資料整理。

判斷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其次為附加費用收取及其相關條件之揭露予以判斷是

否違反公平交易法。茲分別說明如下：

1.同時收取不同名目附加費用之合理性

案例1：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新店開幕贊助金分為「新開店」及「百店」兩
種，當店數滿百整數時，除收取「新開店」之附加費用外並收取「百店」附加費用。

（86公處字第036號）
案例2：福客多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於交易協議書中，訂定「新開店協贊費」及

「週年慶贊助費」，於新開店數滿百整數時，除收取「感恩(百店)慶贊助費」之附加
費用外，並重複收取「新開店慶協贊費」附加費用。（90公處字第087號）

案例3：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於「交易推廣合約書」中，訂定「百店慶贊助
費」及「新開店促銷推廣分攤費」，於開店數滿百整數時，除收取「百店慶贊助費」

之附加費用外，並重複收取「新開店促銷推廣分攤費」附加費用，對促進商品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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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提供重複效益。（90公處字第088號）
上開3案中，被處分之便利商店業者均係於新開店時，已向供貨商收取新開店

之附加費用，而至新開店數為滿百整數時（即新開店適逢第100家、第200家、第300
家…），並再重覆收取「百店」附加費用。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不論被處分

人新開之店面係第99家或第100家，對於供貨廠商而言，均僅增加1個零售點，對促進
商品販售，並無提供重複效益，故該等便利商店業者實係另立名目重複收取相同關聯

性之附加費用，係屬不當。

上開3案之被處分人均提起訴願而遭駁回，其中福客多及萊爾富進一步提起行政
訴訟，該二公司一審勝訴22，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將原

判決廢棄發回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23，經更審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行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勝訴24，於訴訟程序中，爭點主要在於被處分人優勢地位之認定，法院並未

對相關費用是否屬相同關聯性而不當重複收取乙事表示意見。

2.附加費用收取及其相關條件之揭露

案例1：富群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向供貨商收取上架費，卻未將下架條件明確化
案。（公處字第091193號）

該案中，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富群超商向供貨廠商收取之附加費用本身

雖無不當，但供貨廠商為取得上架機會，已支付一定金額之上架費，惟富群超商在契

約中對於商品下架條件卻僅規定「當新商品『銷售不佳』經富群超商刪除下架時，供

貨廠商於接獲富群超商通知後，應於14天內前往富群超商各店辦理退貨…」，而對於
「銷售不佳」之下架條件、標準、時點等並未明確定義，亦未提供相關財務資料佐

證，即逕於供貨商新商品上架銷售數月後，自行判定「銷售不佳」並將責任全然歸於

供貨廠商，致供貨廠商產品突遭下架，於短期之內亦難另尋其他替代通路，對供貨廠

商帶來不能預計之不利益，屬濫用優勢地位之行為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該案富
群超商提起訴願遭駁回，其後未再提起行政訴訟。

（二）事業是否濫用市場優勢地位

1.市場優勢地位之認定

由於流通事業與供貨廠商間為垂直交易關係，因此認定事業具有市場優勢地位

有別於一般所謂具絕對性市場力量(market power)之獨占事業或具有市場支配地位

2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2年10月7日91年度訴字第2485號、第1625號判決。
23 最高行政法院94年4月14日94年度判字第00542號、第00543號判決。
24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4月13日94年度訴更一字第00093號、第00094號判決。
25 單驥、何之邁、吳秀明(1999)，「從依賴性理論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以公平法立場研
析適用」，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88年度合作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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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dominant position)之事業。而競爭法對於具有市場優勢地位事業之管制，應探
究者為「相對於」某事業是否具有市場力，亦即其市場力量僅存在於特定交易相對人

之間，而非如獨占事業之獨占力於一般市場均普遍存在。從依賴性理論之觀點認為，

市場力量之「相對性」則具體表現在交易相對人對於具有市場優勢地位事業之「依賴

性」上，而依賴性之有無，應以交易相對人是否具有所謂「足夠且可期待之偏離可能

性」作為判斷依據25。流通事業與供貨商之上、下游間「相對優勢」之產生，係供需

雙方交易活動之結果，由於供貨廠商與流通事業屬繼續性之交易關係，此種持續穩定

的交易，對上游供貨廠商而言，有助於掌握未來銷售數量，以便事前規劃原料採購、

生產規劃及庫存作業；對下游流通事業則可收穩定供貨來源，避免價格波動及節省庫

存管銷成本等功效，是以雙方均可從穩定交易中獲利。但是當通路市場集中度較高，

而供貨廠商市場集中度相對較分散時，供貨廠商可選擇之替代通路將較少，而流通事

業可選擇之貨品來源將較多；其次當雙方建立長久以來的交易關係，形成交易上專屬

投資關係 (relationship of specific-investment)時，就供貨廠商而言，即便有其他替代通
路存在，轉換交易對象將面臨前述專屬投資的損失，而下游之通路業者極有可能利用

對方之依賴性，進行所謂機會主義行為榨取對方，供貨廠商在此情形下，即形成所謂

套牢(hold-up)問題26。因此從經濟效率之觀點來看，市場相對優勢地位係指在特定交

易關係中取得更大的談判力量27。

無論從依賴性理論觀點或經濟效率觀點，依據附加費用處理原則第4點規定，行
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認定流通事業是否具有市場優勢地位時，所審酌的因素包括：

流通事業相對於供貨廠商之營業規模及市場占有率、供貨廠商對事業於交易上之依賴

程度、供貨廠商變更商品販售通路之可能性以及該特定商品之供需關係。而在諸多案

例中亦不難窺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判斷連鎖便利商店是否具有相對優勢地位，

除考量供貨廠商於該便利商店之銷售金額外，尚審酌事業之市場地位、營業規模、供

貨廠商對其依賴程度及供貨廠商變更商品販售通路之可能性以及該當商品的供需關係

等各項要素等因素綜合判斷28，且無須以該流通事業是否具市場支配地位為前提，僅

須以其與垂直之交易相對人之關係上，居於相對優勢為已足。

上開判斷原則適用於具體個案時則為（90）公處字第087號、第088號福客多及萊
爾富不當重複收取附加費用，綜合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向行政法院提出之答辯理由

及行政法院判決之理由如下：

26 最高行政法院94年11月17日94年度判字第01786號判決。
27 同註24。
28 (90)公處字第087號、第088號二案之行政訴訟中公平會答辯理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

4月13日94年度訴更一字第00093號、第00094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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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市場行銷實務上，供貨廠商之商品倘屬新參進品牌，在口碑尚未建立、消
費者大量採購之機率甚低之情況下，新商品曝光展示機會之多寡為銷售成敗之重要因

素，而由於連鎖性便利商店具有營業據點眾多、可同時上架銷售之特點，亦使連鎖便

利商店成為供貨廠商兵家必爭之地，而為菸酒零售點、超級市場及大型量販市場無法

取代。

(2)該案供貨商乃經營香煙商品為主之供貨廠商，而國內煙品之消費習慣，多為
消費者親至香煙零售點選購，致香煙供貨商對末端通路依賴甚深。而福客多及萊爾富

全國總店舖數各有200多及500多家，意謂供貨廠商之商品一經渠等同意銷售，全國立
即會有200多個或500多個零售點同時將該商品上架陳列，此一通路特性正符合香菸供
貨業者所需，而在掌控末端通路市場等同掌控零售市場之經濟現況下，便利商店業者

顯為其重要交易相對人。

(3)就商品銷售而言，鋪貨點之普及與消費習慣之建立，事涉企業長期經營與績
效良窳，絕非以某時點之銷售量即得判斷，且供貨商倘欲變更與其交易之連鎖便利商

店，除非其商品為利基商品，否則能否以較佳之交易條件與其他連鎖便利商店締約之

決定，非其所得掌控。況就該案供貨商與連鎖便利商店之締約情形以觀，其原有之連

鎖便利商店經銷通路係包括統一超商、全家便利商店、萊爾富、富群及福客多等五大

便利商店系統，惟最後卻僅剩中日超商一家，益證連鎖便利商店相對於新參進品牌之

供貨廠商握有締約及商品上、下架之主導權。

2.市場優勢地位濫用行為之認定

於認定流通事業具有市場優勢地位後，其次即須判斷其行為是否該當「濫用」前

開優勢地位。根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所訂定之處理原則之規範目的，以及相關案

例之處分書及行政訴訟答辯書狀，可歸納出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認定標準如次：

(1)交易之長期性與持續性。蓋於長期性或持續性交易，因交易當事人對於未來
長期交易之期待，時而須做出一定之投資，以節約交易成本並促使整體交易能更有效

率之進行，倘遇有具相對優勢地位之事業濫用其市場地位，勢將導致交易相對人因心

生疑慮而不敢從事合理投資，從資源配置效率之經濟分析觀點，此時即有必要藉由法

律強行介入規範。

(2)供貨廠商負擔之附加費用若為不合理，其何以於簽約時仍同意該項條款。蓋
供貨商之所以願意在流通業並未支付同等對價之情況下，支付附加費用，乃是懼怕若

拒絕支付，可能遭致斷絕交易關係之報復，使自己蒙受經濟損失，此種非自願性支付

之附加費用將可能使事業不去從事具有經濟效率之投資，並導致整體交易成本提高，

使資源配置之達成受到不當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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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附加費用本身之性質、用途亦為考量因素之一。蓋流通事業之營業利益應由
銷售商品而來，其欲謀求獲利之增加，應經由調高零售價或降低進貨成本，不可藉由

收取附加費用之方式不當保障其獲利。

上開判斷原則適用於福客多及萊爾富之個案時，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即認為被

處分人以制式合約強制重覆收費之情形，其對所屬供貨商之交易相對人而言，係加諸

於供貨廠商之重覆額外負擔，增加供貨廠商之營業成本，從而剝削其正常經營利潤，

且該強制重覆收取附加費用對促進商品之販售，並無提供重覆效益，僅係利用供貨廠

商普遍處於期待維持既有業務關係之壓力下，迫使供貨廠商負擔該項附加費用，而使

市場競爭本質受到傷害，其行為已具有商業競爭倫理之非難性，再依該公司與檢舉人

之市場相對優勢地位而論，前開強制重覆收取附加費用行為，屬一種對交易相對人

為不當壓抑，強迫交易相對人接受不公平交易條款的行為，亦足以影響市場交易秩序
29。

然而於福客多及萊爾富重複收取附加費用2案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就該案中之相對優勢地位認定有所疑義，判決表示：「所謂相對優勢

地位者，既言『相對』，則非以事業居市場之『絕對』勢力衡量，而應以供給與需求

雙方於特定交易關係中是否生「相對」經濟依賴關係，而為評斷」、「依原告之營業

規模及上揭市場占有率以觀，檢舉人非無變更商品販賣通路之可能性，是原告之於檢

舉人是否果居於優勢地位，已屬可疑」30。

但上開判決其後遭最高行政法院廢棄發回，最高行政法院認為「茲因多數相對經

濟力量薄弱之中小企業廠商，縱使對本身將造成顯著不利益之情形下，亦不得不同意

負擔該等附加費用……則被上訴人是否以其具有優勢交易地位侵害競爭秩序所欲實現

資源分配之效率性及競爭行為賴以存立之健全交易社會，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
規定，並非無再探求之餘地。原判決以進貨金額不高，檢舉人對於被上訴人於交易上

之依賴程度仍屬有限，且檢舉人非無變更商品販賣通路之可能性，被上訴人之於檢舉

人是否果居於優勢地位，不無可疑，已嫌速斷」31。該二案經發回更審後，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認為，福客多及萊爾富等連鎖便利商店因握有締約及商品上、下架之主導權

而具有相對優勢地位，檢舉人並無特殊交易條件排除其相對優勢地位，於定型化契約

中，並無明文約定保證供貨廠商可使用新開店之通路，且系爭附加費用系在新開店滿

百時，另立名目重複收取相同關連性之附加費用，而該附加費用對促進商品銷售並未

29 (90)公處字第087號、第088號處分書。
30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2年10月7日91年度訴字第2485號、第1625號判決。
31 同前註，最高行政法院94年4月14日94年度判字第00542號、第00543號判決。
3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4月13日94年度訴更一字第00090號、第00093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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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雙倍效益，其收取行為實欠缺正當合理性，因此認定福客多及萊爾富已濫用相對

優勢地位32，雖福客多及萊爾富分別又提起上訴，然最高行政法院已駁回萊爾富之上

訴33。

（三）事業之行為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自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案例中，可歸納出其判斷個別流通事業之行為是

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依據，主要考量下列三點因素：

1.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營業規模及展店家數。因此等資料顯示個別流
通事業在相關市場上所具有之市場力量，亦代表其影響力高低程度。於所有處分書

中，均可看到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提出統計資料，顯見上揭因素為不

可或缺之判斷要素。

2.事業行為影響所及之交易相對人數量。按行為之普遍性愈高、涉及之交易相對
人愈多，即代表其對市場交易秩序之影響愈廣；尤其在流通事業以制式定型化契約訂

定不當收取附加費用條款之情形下，不但可推知其對絕大部分既存之交易相對人從事

濫用優勢地位之不公平交易行為，更顯示該等行為如不予以處罰扼止，則日後其行為

將持續影響其他潛在交易相對人。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書中，亦常見論及

此點，並輔以既存之交易相對人數量予以佐證。

3.事業行為對於個別廠商是否已發生實質之損害。由於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構成
要件僅須「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即為已足，倘若行為確已發生影響交易秩序之實害，

更可確證其該當上開構成要件。例如於家福公司向供貨商收取上架服務費後，又向製

造商大量採購取得相同商品以低價促銷乙案中，家福公司之行為實質上已造成供貨商

因未能預見經營風險而遭受經營困境並結束該項商品之供銷業務，即為適例。

而司法機關對此項要件所表示之見解，以最高行政法院於家福公司重複收取附加

費用乙案判決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勝訴定讞之判決中所示內容，最為明確34：「上

訴人於判斷事業有無濫用權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行為，自須就事業與個別交易相

對人之市場力進行個案審查。原判決認以公平交易法第24條僅針對通案而言，而非針
對個別廠商之個案為判斷，未察交易行為於不同事業間有其個別差異存在，已有可

議。且流通事業不當收取附加費用，將使供貨廠商無法成為有效的競爭主體，傷害市

場公平競爭本質，且所增加供貨廠商之成本負擔將反映於商品最終零售價格，對消費

者利益產生負面影響，據此，上訴人雖依個別事業之檢舉展開調查，然因對個案所為

33 最高行政法院95年11月6日95年度判字第01756號判決。
34 同前註，最高行政法院94年11月17日94年度判字第01786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

4月13日94年度訴更一字第00090號、第00093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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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將使被上訴人或其他流通事業之類似行為產生警惕作用，自屬處理原則第5點所
稱『影響整體交易秩序』之判斷因素之一，與公平交易法第24條所規定『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要件尚無不合」。而在福客多及萊爾富重複收取附加費用2案中，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均認為35，該二連鎖便利商店相對於檢舉人係具有相對優

勢地位，在其以訂定不當收取附加費用條款之制式定型化契約與眾多交易相對人締約

之情形下，其對絕大多數交易相對人重覆收取附加費用之行為，確實足以對交易秩序

造成一定之影響，且該等行為如不予以遏止，則日後其行為將持續影響其他潛在交易

相對人，對交易秩序構成更大損害。

伍、結論與建議

台灣連鎖便利商店在93年及94年向供貨廠商收取之附加費用項目計有新品陳列
（上架）費、固定退佣（新貨折扣）、附條件退佣、DM促銷費、燈箱費、發票廣告
費、端架陳列促銷費、節慶促銷費、新店開幕贊助費、週年慶贊助費、損耗品折扣、

不退貨折扣、入倉代送費（物流費用）及資訊服務處理費等14項。而供貨廠商對於附
加費用的看法，多數供貨廠商認為流通事業雖係依據雙方事先訂定之書面契約收取附

加費用，惟多數供貨廠商認為附加費用對商品銷售無助益且超過其可直接獲得利益。

而供貨廠商與流通事業雖簽訂附加費用等相關契約，惟因中小企業廠商對流通事業依

賴，年度合約倘無法完成議約商品將遭下架停售，是供貨廠商處於期待維持既有業務

關係之壓力下，僅能接受流通事業之要求而支付附加費用。

緣於國內產業結構特性，以及流通事業與供貨廠商之間的資訊不對稱，行政院公

平交易委員會認為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行為可能有造成反競爭效果之虞，因此行政

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基於競爭法主管機關之立場，在執行公平交易法相關條文及其依法

所訂定之規範下，歷來已處理不少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行為案件，違法案件中均以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論處。從處理的案件及進行行政訴訟的法院判決當中，可歸納
出在將具體案例涵攝於法條時，必須判斷三個要件：第一，事業之行為是否屬欺罔或

顯失公平；第二，事業是否濫用其所具有之市場優勢地位；第三，事業之行為是否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

在連鎖便利商店相關案例中，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均可自附加費用之名稱、實

際收取後之使用用途、收取數額等事實予以具體判斷，並說明認定其不符「直接關連

35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4月13日94年度訴更一字第00090號、第00093號判決；最高行政法
院95年11月6日95年度判字第01756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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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比例性」之理由，且行政法院之判決無論判哪一造勝訴，均不曾對附加費用

本身之合理性有所論述，惟被處分之事業於行政訴訟程序中，絕大多數均將爭點置於

市場優勢地位之認定上，然而，「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之認定，具有高度個案判斷性

質，且因收取附加費用行為係發生在流通事業與供貨商之間，而與個別連鎖便利商店

在連鎖便利商店市場之占有率認定其市場力量有別，因此審酌重點包括供貨廠商於該

便利商店之銷售金額、事業之市場地位、營業規模、供貨廠商對其依賴程度及供貨廠

商變更商品販售通路之可能性以及該當商品的供需關係等各項要素等予以綜合判斷。

基於具有市場優勢地位及濫用優勢地位之行為，涉及到個案發生時相關市場如何

界定，以及流通事業相關產業資料的蒐集與調查，因此本文建議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在有限行政資源下，對於流通業相關市場如便利商店、超級市場、量販店、百貨公

司乃至於新型態之大型購物中心等，漸次進行固定之產業結構調查，並建立完整產業

資料。其次，為維持流通業與供貨廠商之間的交易秩序，以及建立公平競爭的交易環

境，與產業界舉辦競爭議題座談會或研討會，聽取業界之意見，並配合產業發展現況

適時檢討修正相關處理原則或規範說明，亦為未來努力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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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Behavior of Collecting Additional Fees 
by Convenience Chain Stores

Yu, Chao-Chuan, Wu, Cheng-Wuh and Chen, 
Yuhn-Shan*

Abstract

The buying power of large chain stores is tremendously increasing in recent years. 
One of the obvious evidences is that they collect additional fees from the supply firm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arge convenience chain store to review the actual collections of 
additional fees. We discuss the theories of the impact on market structure. We then analyze 
the cases that were fined due to the violations of Fair Trade Act since the act was put to use. 
The judicial decision principles hence will be deducted.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most supply firm admit that large convenience chain stores collect additional fees 
based on the written contract, but they also claim these fees are not helpful for the sales 
of goods and the amount of the fees are higher than their direct gains from the sales of 
goods. The supply firms have to sign annual contracts that inferred various additional fees 
before they can supply their good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at most small/medium-sized 
supply firms are eager to maintain the existing channels, these firms generally accept these 
requirements for additional fees. The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TFTC) believes that 
these additional fees, including slotting allowance, might impose anti-competition effect. 
After reviewing the illegal cases fined by TFTC and judicial decision issued by courts 
of different levels, three conditions have to exist for the specific case to be fined. Firstly, 
the behavior of requiring additional fees is false, untrue or misleading. Secondly, the 
convenience chain stores abuse their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Thirdly, the behavior has 
already influences on the trade order.
Key words：additional fees, slotting allowance, convenience store, chain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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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吳教授秀明（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主持人、報告人陳科長還有在座各位先進大家好，今天很榮幸來參與第15屆的
公平法學術研討會。公平會持續辦理這樣的研討會，對於國內產官學的交流甚有助

益，實應予以肯定。回到這一篇文章，本文是我們的副座、主秘及陳科長三位的集體

創作，我想這是處理這樣一個實務發展之案例類型很好的研究組合。從這篇論文的內

容來看，也頗具有學術的品質與內容。對於這篇論文，我第一個感覺是處理問題的面

向很完整。本文第一個是處理經濟分析的部分，對於附加費用的收取，分析其經濟上

的利弊得失，扼要的歸納整理一些相關的經濟理論。再來就是，從經濟角度轉到事實

面的考察，將連鎖便利商店在我國的整體發展，有一個非常提綱契領的描繪，也就是

把我國便利商店的市場狀況，包括家數、集中度……等等，對於想要瞭解便利商店市

場問題的人有極大幫助。第三個則是法律層面的分析探討。在這部分本文基本上有兼

顧到下列面向：第一是規範制度面的處理，這裡主要是牽涉到所謂「相對市場優勢地

位」的要件與解釋適用之問題；其次，就是相關案例之研究。本文除了對於重要議題

整理出表格之外，也特別挑出具有爭議性的案例來深入探討，所以我覺得以上各層面

的組合，讓這一篇文章具有可讀性，這是不容易的。

在肯定之餘，以下幾點意見，是我看到或許可以再進一步研究的地方，謹予以提

出，目的是使本文能夠更臻完美。一篇論文的良窳，我們大概會從形式完整及內容充

實兩方面來看。在形式上本文有幾處引註到本會的研究計畫，個人建議應將該計畫的

作者註明，畢竟這是學術引註的慣例，不宜省略。其次在圖表方面，有些圖表未註明

資料來源，也宜補充。如果圖表是作者自行整理的，習慣上還是會註明由作者自行整

理，讓大家了解這是作者辛苦的心血。

在實質內容部分，第一個問題就是市場劃定的問題。本文是以連鎖便利商店作為

一個市場來討論，但是在討論到相對市場優勢地位的時候又提到包括大賣場及百貨公

司超商等，似乎有一些不一致，而這一直是我們在處理連鎖便利商店市場力濫用時的

難題。今天我們是把它放在第24條或是19條的架構之下談，但其實我們都沒有去觸及
到第10條獨占管制之問題。這裡就是涉及到市場劃定，如果把市場只劃在便利商店，
那麼統一的市占率已經快要超過二分之一了，就算他自己沒有超過，但是加上全家的

話，一定超過公平法第5條的獨占管制門檻，而且其銷售額基本上也都超過10億。但
是如果與所有其他的大型流通業者劃入同一市場，則其市場占有率可能就不到獨占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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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門檻。大型流通業之市場劃定，當然有一定的難度。是不是24小時的便利商店可
以獨立劃出一個「次市場」，實不無疑問。這些業者基本上都是銷售不同種類多樣商

品的零售商，但是其與大賣場仍有很多的不同。這些特色是不是可以導致區隔出不同

產品市場，值得進一步做研究。過去因為一直把它與大賣場、百貨公司等劃在同一個

市場，所以一直沒有辦法構成一個獨占事業。其結果就是永遠會放在相對市場優勢地

位的架構下去處理，所以這一點是個人認為本文可以進一步討論的地方。

第二點是關於文獻回顧之部分。當我看到這個標題時，本來以為作者會去談有

關連鎖便利店規範的相關文獻。結果讀其內容，談的是附加費用究竟是促進或反競爭

的經濟上爭議的問題，並無處理任何國內外相關之法律文獻。所以個人建議這一個部

分之標題或可略做調整，以反映它的實質內容。因為其實作者並沒有去談整個題目所

涉及的相關文獻，只是談經濟部分的文獻回顧問題，所以標題也許可以作些調整。再

來就是第21頁這邊，在處理相對優勢地位的構成要件分析這裡，談到第一個是欺罔或
是顯失公平的問題，第二個是濫用市場優勢地位，第三個是足以影響市場競爭。這是

作者認為在第24條的架構下處理相對市場優勢地位時，要從上述三個要件切入。其實
第一個與第二個要件有所重疊，因為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之濫用基本上就是欺罔或是顯

失公平的一種類型。我們說第24條是一個概括條款，需要透過類型化才能具體化其內
涵，公平會為此也訂定有處理原則。根據處理原則，其實相對市場優勢地位的濫用是

欺罔或顯失公平一種類型，所以這兩者在邏輯上是不能並列為要件的。關於這點，似

宜作一些新的安排。

回到相對市場優勢地位或是附加費用的問題，本文把關鍵案例中雙方攻防的重點

作出整理，生動地告訴我們案例發展情況。我們可以看到附加費用的收取，甚至拉到

更上位的相對市場優勢地位濫用，其實已經成功地發展成為第24條的一種行為類型。
這種行為類型已經清楚地獲得我國法院之認可，而且在學界也可以看到數篇文章肯定

這種行為類型。此一確立類型化的工作，可以說是公平會多年實務努力的功勞，也成

為我國公平法第24條的特色之一。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相對市場優勢地位的處理在某
些地方的爭議性與難度，其實是比獨占管制還高。因為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不是一種絕

對的市場支配地位，當事人間的意思自治應獲得較高度的重視。雙方當事人一般透過

彼此的簽約行為，其實對於約定之內容是有所同意的。但是這邊會涉及到本文所說的

「不得已」，就是說因為彼此間存有高度的經濟依賴關係，而使得一方在非常心不甘

情不願的情形下還是簽了。因此在法律上我們必須去看有哪些「情非得已」的情況是

我們應該以法律予以介入的；而哪些另外的情況則是我們該把它留給契約自由的。記

得當年與單委員、何委員一起做依賴性理論的計畫時，單委員就曾特別提醒我說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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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優勢地位之諸多情況是你情我願的，這是要特別要謹慎的地方。就這一點而言我

們認為相對市場優勢地位的認定，比獨占事業的認定還要困難。本文有處理一些具體

標準，學界的一些文章也有所探討，但我一直認為這部分是可以再努力加強的。構成

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基本上只是一種主體資格，本身並不違法，必須再加上濫用其地位

才會違法，可是這個優勢地位的認定標準，還要再深化其研究。本文在這點上，整理

多於創新，仍有一些加強的空間。

簡單舉本文所處理之福客多、萊爾富的案子，它本身有幾百家加盟店、菸酒銷

售占百分之多少，其實並非關鍵，如果我可以很輕鬆地找到別人交易的話，法律就沒

有必要介入。關鍵乃是否「非你不可」或「沒你我會很慘」，也就是我對你有無高度

的依賴性，譬如套牢等等情形。經濟上依賴性的重點，第一個應該是說我若偏離你的

話，是否還可以找到其他的交易對象，即這個轉換可能性是否開放與存在；第二個

是，如果有此可能，那我的轉換成本的高低如何？如果高到我付不起，那也等於是關

閉轉換管道。再來，就算我可以在一定的成本下轉換，對於我的競爭條件，也就是供

貨商之間的競爭條件有何影響，會不會因為轉換到另一家事業，競爭上就會變得很不

利？其實這才是依賴性理論真正的判斷重點，這一點我們可以再一起思考，而本文在

這些問題上也似乎仍還有不少發揮之餘地。我的評論意見，大致上就是這幾點。總體

而言，我要肯定這一篇論文的貢獻，我在準備時非常愉快地閱讀，而且在閱讀之後也

收穫很大。當然，這個議題還有待理論與實務繼續耕耘的地方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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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之提出—公司控制權市場中可能產生之競
爭法議題

近年來，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議題為公司法學界關注之焦點，各方
亦無不努力希望藉由種種機制，促進公司治理目標之達成。從獨立董監事制度之引

進、董監事責任之確立、審計委員會的設置、股東會與股東權之強化等內部治理機制

的建構，到制定企業併購法、增修證交法等強化公司控制權市場（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等外部治理機制，我國公司治理相關架構已逐步完善與確立。

其中公司控制權市場（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對於公司治理的正面意義亦
為各方所肯認1。透過公司控制權市場之運作，使公司控制權能移轉至更有效率之經

營團隊，從而達成公司價值極大化之目的。而公司控制權移轉（change of control）的
方式很多，我國於2002年修正證券交易法新增第43-1條之公開收購（tender offer）為
其中之一，近年來也頗為常見。

本文擬以公開收購下，公司控制權市場各方參與者間，所可能從事各種競爭與合

作行為，是否應受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之檢驗，同時其檢驗之標準為何等問題進行分

析，以進一步了解我國公平法與公司、證券法規間之交錯關係。

一般而言，倘論及公司控制權市場下，競爭法與公司、證券法規間的關聯性時，

論者多能立即聯想公司間進行併購時，除應符合公司證券法規之規定外，尚應受競爭

法下結合行為之相關規範，然除了結合行為管制外，恐怕再難想像其間還有何關聯性

了。

然以下幾例卻顯示，公司控制權市場中各方參與者之行為，亦有可能引發競爭法

下聯合行為與不正當競爭行為之思考：

【例一】1988年年初，美國Campeau與Macy兩家公司對於Federated百貨公司進行
競爭收購，雙方都勢在必得，導致收購價格節節上升。同年四月初，Campeau與Macy
這兩家競爭收購者深覺如此競爭下去，將使兩敗俱傷，故雙方達成協議，由Macy放
棄競價，以交換Campeau承諾支付Macy為參與此一公開收購所支出的成本，包括律師
費、財務顧問等費用共計6千萬美金，Campeau同時承諾在取得Federated經營權後，
將同意出售Federated的兩個部門給Macy公司。Campeau與Macy兩家公司皆大歡喜，

1 黃銘傑，台灣公司法制關於敵意併購與防衛措施規範之現狀與未來，月旦法學第129期，
頁134，135-36（200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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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惹惱了Federated之股東，股東們認為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破壞了競價
的市場競爭機制，造成股東之損害，故以協議行為違反謝爾曼法為由提起訴訟。美國

聯邦最高法院於本案中2，認為反托拉斯法不應涉入公司控制權市場，本案應受證券

法規規範，而現行證券法允許此一協議，從而判定原告敗訴。倘此類案例發生在我國

又將如何呢？

又由本案衍生的另一個問題是，倘目標公司Federated百貨之經營團隊為防止敵
意併購者收購成功，從而導致其經營權之喪失，故採取各種防禦措施（anti-takeover 
tactics/defensive tactics）用以逼退敵意併購者。例如Federated經營團隊與收購者間約
定，由Federated以高價買回收購者所持有之Federated股份（此即為美國實務上常見的
greenmail，有稱之為「綠票訛詐」）。Federated經營團隊此一行為亦可能產生如同前
述Finnegan v. Campeau Corp.一案中Campeau與Macy間停止競爭協議所造成之限制競
爭結果，所不同的僅在於協議之當事人由競爭收購者間轉為目標公司經營團隊與收購

者而已。

美國法向以受託義務作為董事等公司經營團隊行為之司法審查標準。然目標公司

之經營團隊面對經營權爭奪的終局契約階段（the end-game period），縱在其負有受
託義務（fiduciary duty）的情況下，亦有為一已之利而採取防禦措施以維持經營權之
誘因，而其相關防禦措施是否會造成限制競爭之結果，或者確係在受託義務下，促進

公司價值極大化之舉措？此一傳統上由公司法受託義務規範的防禦措施行為，倘造成

限制競爭之效果，是否亦受競爭法之規範？公司法與競爭法於此之規範目的與救濟效

果是否有所不同？有無互相援引借鑑之可能性？

目標公司經營團隊於面對敵意併購時倘採行防禦措施，必定產生限制控制權競

爭之效果，然此一限制競爭之目的，係在避免股東集體行動困難、囚犯困境或其他因

素而在追求公司價值極大化，或係經營團隊在面臨經營權爭奪的終局契約階段（the 
end-game period）所為之自利行為，實難區辨。美國法長透過Unocal、Revlon等案
件，已逐步形成目標公司經營團隊在面臨敵意併購競爭時，董事受託義務之司法審查

標準。

簡言之，在公司控制權市場中，目標公司董事所為之限制競爭行為，在美國係以

公司法董事受託義務所為審查標準，然對於前述【例一】由競爭收購者間所為之限制

競爭行為之規範又是如何呢？是否如同本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稱證交法已為充分

2 See Finnegan v. Campeau Corp., 722 F. Supp. 1114 (1989), 915 F. 2d 824 (1990), 499 U.S. 976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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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效率之規範呢？也就是說，法規範究竟應否對於競爭收購者間之限制競爭行為予

以規範，此即為本文研究之重點。

不僅美國，以下【例二】至【例五】顯示，我國之公司控制權市場亦有相類似的

問題。

【例二】 2006年之前轟動一時的凱雷私募基金集團併購東森媒體媒體股份有限
公司一案中，凱雷集團先是以每股台幣32.5元向東森媒體之大股東力霸集團王令麟
家族購得「控制性股份（controlling shares）」後，再以每股26元之對價進行「現金
逐出式合併（cash-out merger）」。由於小股東與大股東間存在有每股6.5元之價差，
引發小股東之不滿，並依我國企業併購法第12條主張「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
（appraisal right）」，請求法院裁定股份之公平價格，小股東主張，基於股東平等原
則，凱雷集團至少應以同一價格每股32.5元逐出小股東。2007年1月本案承審法院台
北地方法院於基於公平原則，裁定股份收買請求權之公平價格為每股32.5元3。本案法

院判決是否為我國公司法、企業併購法下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之合理適用，誠屬

焦點4，然凱雷集團以不同價格取得東森多媒體股份，是否可能該當公平法下的差別

待遇？針對此案，是否會出現公司法與競爭法下不同之判斷結果？當論者訴諸「股東

平等」之主張時，競爭法下關於商品或市場之界定，是否可以提供另一個思考方向？

也就是說，控制性持股與非控制性持股是否屬於同類商品而在同一市場中5？

3 參閱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95年度司字第840號。
4 關於現金逐出時收買請求權之公平價格如何認定之問題，詳見朱德芳，效率、併購與
公司治理—以敵意併購法規範為核心，中原財經法學第十七期，頁195-259（2006年12
月）。

5 有關兩階段併購時，股份收買價格不同，或者併購者向控制股東購買控制性持股與非控
制性持股間之價格不同，是否構成差別待遇？本文初步認為，從競爭法的角度，或者可
供公司法學界一些思考。本文認為，控制性持股與非控制性持股屬於不同商品，其市場
不同（買方與賣方均有不同）、成本不同（控制性持股人其所付出之單位監控成本與非
控制性持股人來的低；併購者一次性向控制股東購買控制性持股所需之成本，比向散戶
投資人多次交易後取得控制性持股之成本低），故應非差別待遇。然此一價格上的不同
待遇，可能會產生「生產效率」—即控制權流入較有效率經營者手中，但是否會造成財
富移轉，即掠奪「消費者剩餘」之問題呢？本文認為，倘第二階段少數股東現金逐出的
價格訂價得當—即少數股東取得不少於併購前其股份價值之價格—即可相當程度減緩所
謂財富移轉問題。而此一定價，則可以透過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appraisal right）
來達成。同時，兩階段併購的不同定價搭配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的機制，也可防止
併購者在不同市場間，透過交叉補貼的方式，所可能產生的福利淨損失—即以超高價格
取得控制性持股，以低於真正價值之價格逐出少數股東，此時，則可相當程度確保併購
者為有效率之經營者。關於公平法下如何確定商品與市場，請詳見黃銘傑，聯合行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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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 久津公司為知名的老牌飲料公司，擁有包括波蜜果菜汁在內的知名商
品，但由於轉投資高科技產業失利，致使公司財務陷入困境，經法院裁定准予重整。

為籌措資金，久津公司之重整人於2007年8月間採公開招標方式辦理現金增資，引起
食品飲料大廠統一、味全的注意，總共有5家業者投標，底標為13億元，最後由咏慶
以58億元得標，取得95％的股權6。倘在招標過程中，如發生圍標、綁標等不公平競

爭之情事，是否有公平法之適用？

【例四】 中國力霸公司於2007年11月26日舉行集團旗下「衣蝶百貨營業讓與」
之公開標售。本標案之底標為18億元，僅新光合纖一家參與投標，投標金額為7.05億
元，與底標差距甚大，故最後以流標收場。後經中國力霸公司股東會決議將底標調

降至7.05億元後，於2008年4月28日再舉行公開標售案，最後由僅有新光合纖參與投
標，並以7.05億元得標。

由前述相關實例，吾人可以發現在我國公司控制權市場中，似有逐漸採用不同於

以往一對一的契約議價模式，而改採公開收購、公開招標等訂價與競價形式之趨勢，

倘發生圍標、綁標，或其他不正當之競爭行為時，公平法應否介入規範？還是因為其

所涉及之標的為「公司股份」，似與過去公平法所處理之「商品或服務」不同而應認

為無適用之餘地？

限於篇幅，本文擬以前述Finnegan v. Campeau Corp.為模型，論述公開收購下，
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是否該當我國公平法下之聯合行為，並以此作為研究競

爭法與公司、證券法規之間關聯性的起點。本文第貳部分首先介紹美國法下實務見解

 立與市場界定、影響市場功能認定間之理論與論理（上）—評最高行政法院九二年度判
字第一三三六號判決—，台灣本土法學雜誌，68期，頁17，24（2005年3月）（“公平
會在界定市場時，通常應先考慮「供給者與需求者二者對價交換的客體為何—亦即商品
（服務）為何—的問題。不同需求者對不同商品（服務）有不同的需求，當商品（服
務）間不具有替代關係、或有『幅度雖小旦有意義且非短暫的價格漲幅』惟消費者仍
不會轉而購買其他商品（服務）時，各該商品（服務）乃構成依特定商品（服務）市
場。惟應注意者，即使是同類商品（服務），亦可能因其價格、品質、功能、規格等之
差異，而各自組成其特定市場，例如高價進口車與低廉國產車、專業相機與傻瓜相機
等。」＂）

6 「久津招親，統一、味全都落榜，咏慶58億元高價得標」，楊伶雯／台北報導，
2007/08/20，ET Today。久津實業在發生財務危機下市後，經板橋地方法院裁定重整，
採公開招標辦理現金增資，押標金2.6億元，投標底價13億元，吸引統一、味全、私募基
金、久津總裁陳忠義組成之投資公司，以及一直對於久津經營權保持高度興趣的咏慶等5
家業者投標，主要是看中久津所擁有的波蜜果菜汁品牌價值，加上完整的代工生產線，
還有兩岸的代工佈局等。根據久津的重整計畫，將辦理減資，由資本額30億元減資成
6000萬元，再辦理增資，預估得標的公司將可取得95％的股權，掌握實際經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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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者評析，此對於我國尚無具體判決出現前，應有相當之啟示作用。第參部分論述

公開收購下之公司控制權市場的特性，分析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是否會造成

限制競爭之結果？是否會影響資源配置效率與引發財富分配不公平等問題？公開收購

下目標公司股東面臨之應賣壓迫問題，對於公開收購的效率結果有何影響？因之，公

開收購下之競爭機制應作如何之調整？倘法規範限制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

是否會因而降低公開收購的總體數量，從而不利於目標公司股東與社會整體效率之提

升？又公開收購所採取的類似英國式招標(English auction)的訂價與競價方式，與工程
招標常使用之密封式招標（sealed auction），以及一般商品的牌價市場（posted-price 
market），這三種常見的訂價與競價方式，對於競爭限制之敏感度如何？對於其間參
與者之聯合行為，例如價格拘束（price fixing）等，是否應採取不同的競爭規範？本
部分希望透過對於公開收購下公司控制權市場特性之觀察，了解競爭規則於其中應扮

演之角色。本文第肆部分則分析我國法下競爭收購者間之協議是否應受公平法聯合行

為之管轄，此主要涉及公平法第46條的問題，亦即公平法與證交法間之交互關係。第
伍部分為結論。

貳、公司控制權市場下公司法與競爭法之交錯 
—公司本質理論下之觀察

如前所述，過往，倘論及競爭法與公司、證券法規間的關聯性，論者多能立即

聯想到公司間進行併購時，除應符合公司證券法規之規定外，尚應受競爭法下結合行

為之相關規範。除此之外，恐怕就很難想像其間還有何關聯性了。畢竟一般多認為，

此三法規之規範目的不相同。我國公平法之規範目的在於維護交易秩序、保護消費者

利益，並以調整整體效率與配置公平為核心7；而公司法則以一公司組織內部利害關

係人間的權利義務配置與利益衝突為規範核心；至於證券交易法規，則主要規範以有

價證券為金融工具之資本市場，以促進證券市場的效率、衡平市場參與者的關係為重

點。雖然公平法與證交法均係以市場為規範對象，但或有論者認為公平法所規範的商

品或服務市場，與證交法所規範的有價證券市場不同；也就是說，公司所生產製造之

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市場受公平法規範應屬無疑，但公司之股份與其所製造之商品或

服務不同，應不受公平法之規範。各法規彼此之間，各有管轄場域、互不相干涉。因

此，無論是公司法學界或競爭法學界，面對前述五個案例，最初步的反應可能都是應

7 賴源河編審，公平交易法新論，元照出版，頁27-34（2005年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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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競爭法之適用。

但此一看似清楚明白的法規範管轄場域之界限，近年來在美國卻受到不少質疑。

最主要係受到美國公司法學界關於公司本質理論（the nature of the firm）改變之影
響。現今美國公司法學界多採「公司契約理論（contract theory）」8，認為「公司為

一連串明示或默示契約所形成之連鎖點（nexus of contracts）」9。在此一概念下，公

司係藉由各種各樣的契約與市場參與者進行資源之交換，這些市場參與者包括上下游

供應商、消費者、股東、債權銀行、經理人、員工等。則什麼是公司內契約，又什

麼是公司外契約呢？公司規模與影響力，透過分割、外包（outsourcing）、融資租賃
（financial leasing）、轉投資、合併、策略聯盟或合資契約（joint venture）等方式，
或大或小，公司內外的界限逐漸模糊，因之，以公司內外作為區別公司法與其他規範

之依據，即失其依恃。不僅理論上無從區辨公司內外，過往被稱之為「黑盒子」的公

司組織，伴隨著資本市場對於公司治理的要求、揭露規範之重視與科技之發達（資訊

揭露成本降低且較快速），外人難以一窺其堂奧之情況，已逐漸改變。

當然，接下來的問題便是，在公司契約論下，契約自由、當事人意思自治之界

限，與法規範介入之必要性與強度為何。也就是說，既然認係「契約」，則法規範介

入的正當性為何？

以我國法規範為例，公司與員工間之契約，由於存有人力資源的專屬性投

資（firm-specific investment）、締約地位不平等，及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等特性，全然放縱當事人自由訂約或依尋市場競爭機制，往往反而造成
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故有勞工法等相關法規加以調整，而公司法涉及員工者
也不在少數，例如公司法第235條員工分紅10，以及第267條第1項員工優先認股權11

8 William T. Allen, Contracts and Communities in Corporate Law, 50 Wash. & Lee. L. Rev. 1935, 
1400 (1993); Melvin A. Eisenberg, The Concept that the Corporation is a Nexus of Contracts 
and the Dual Nature of the Firm, 24 J. Corp. L. 819, 821 (1999).

9 Melvin A. Eisenberg, The Concept that the Corporation is a Nexus of Contracts and the Dual 
Nature of the Firm, 24 J. Corp. L. 819, 821 (1999); Frank H. Easterbrook & Daniel R. Fischel, 
The Corporate Contract, 89 Colum L. Rev. 1416, 1418 (1989).

10 公司法第235條：「股息及紅利之分派，除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各股東持有股份之比例為
準。 章程應訂明員工分配紅利之成數。但經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定者，不在此
限。 公營事業除經該公營事業之主管機關專案核定，並於章程訂明員工分配紅利之成數
外，不適用前項本文之規定。 章程得訂明員工分配股票紅利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
之從屬公司員工。」

11 公司法第267條第1項：「公司發行新股時，除經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定者外，
應保留發行新股總數百分之十至十五之股份由公司員工承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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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透過公司法以強制規定之手段達到公司價值極大化之目的；至於勞動力之供給

與需求所形成之市場，一般則認為並非商業化之商品或服務，同時為了保護勞工賴以

為生之勞動力，其相關規範例，如集體勞動契約之談判，係以限制競爭為手段，以達

成維持勞工與雇主間之力量對等，是以勞動契約原則上不受公平法之規範12。

又以公司與銀行間之授信契約為例。銀行作為公司之債權人，受股東僅負有限責

任之影響甚深，縱使銀行可以透過契約條款調整可能產生之風險，且銀行與公司間往

往被視為力量對等之契約當事人，然契約本身亦有其成本，為降低公司取得借貸資金

之成本，公司法即規定有第167條禁止公司買回自己之股份13、第237條盈餘公積之提
列等14，以及第282條以下，公司進入重整程序後，債權人與股東權利義務調整之設
計。此外，即使一般認為契約自由性質最強的公司與銀行間之授信契約，近年來也受

到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其經營行為可能涉及公平法下結合行為、聯合行為或不公平競

爭行為之關注15。

也就是說，過去認為界限分明的公司內與公司外的法規範劃分方式，已逐漸式

微，取而代之的應該是，倘公司為契約之連鎖點，則在契約自由與市場價格機制功能

之侷限性下，法規範應否介入與如何介入，才是吾人應予關注之焦點。

除此之外，吾人尚可以在一些看似典型的公司案例中，窺見競爭法的身影。以美

國公司法學界討論公司董事受託義務（fiduciary duty）與企業社會責任的經典案例—
Dodge v. Ford Motor Co.16為例，可以協助吾人思考不同法領域間之微妙關係17。

Dodge v. Ford Motor Co.一案中，Henry Ford為福特汽車公司（Ford Motor Co.）

12 劉孔中，公平交易法，元照出版，頁15（2005年）。劉教授亦特別指出，德國通說認
為，倘勞工欲以集體勞動契約為手段，達成勞工法以限制競爭維持勞工與雇主間之力量
對等以外之目的，則此超越勞動法保護勞工之目的，而與其他限制競爭之協議無異，則
應回歸公平法之適用領域。

13 公司法第1 6 7條第1項：「公司除依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一、第
一百八十六條及第三百十七條規定外，不得自將股份收回、收買或收為質物。但於股東
清算或受破產之宣告時，得按市價收回其股份，抵償其於清算或破產宣告前結欠公司之
債務。」

14 公司法第237條：「公司於完納一切稅捐後，分派盈餘時，應先提出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
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 除前項法定盈餘公積外，公司得
以章程訂定或股東會議決，另提特別盈餘公積。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規定，不提法定
盈餘公積時，各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

15 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金融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http://www.ftc.gov.
tw/，流覽日期2007/12/23）。

16 Dodge v. Ford Motor Co., 170 N.W. 668 (Mich. 1919).
17 See Robert Clark, CORPORATE LAW, 602-604 (Aspen,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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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股東，持有58.5%的公司股份，Dodge兄弟則持有10%的股份。福特公司當時經營
得非常成功，故持續多年發放高額股利。突然有一年，過往高額的股利大幅縮水，而

Henry Ford主導之公司董事會所給予的理由是，必須以公司盈餘作為擴建廠房之用，
以便更大規模的生產汽車，促使汽車售價降低，使得一般的美國人民都能以更為便宜

的價格購買汽車。此一說法顯不為公司其他股東所接受，Dodge兄弟即以此舉違反董
事對於公司之受託義務為由，提起訴訟。本案法院最後以公司董事的受託義務應以股

東利益最大化為由，認定董事會拒絕發放股利之作法違反董事對於股東之受託義務。

然有學者觀察後發現，此一社會公義大旗的戲碼背後，恐另有故事。哈佛大學

Clark教授指出，Dodge兄弟的公司向來為福特汽車公司的重要零組件供應商之一，
由於Dodge兄弟希望能調高零組件之供應價格，然為福特公司所拒絕，Dodge兄弟從
而設立自己的汽車製造公司。時逢Dodge兄弟成立自己的汽車公司的初期，需錢孔
急，Henry Ford冠冕堂皇的社會福利說，可能的目的卻在阻礙Dodge兄弟獲得汽車公
司發展所需之資金，同時藉此削弱Dodge兄弟的談判地位，使得Henry Ford後來得以
較低的價格取得Dodge兄弟所擁有的Ford公司之股份（蓋股利變少，股份價格自然降
低）。Clark教授即評論，Ford的行為可能涉及反托拉斯法的相關問題18。

倘此一觀察為真，則單單從福特公司價值極大化的角度來說，Henry Ford想盡一
切辦法防止Dodge兄弟的汽車公司坐大，不僅正當的，恐怕也是其作為公司負責人之
義務。然而，相關行為卻可能對於社會整體利益產生負面影響。姑且不論本案究竟有

無競爭法之適用，但吾人由此可知，市場參與者的種種舉措，縱使包裝在一公司內

部事務處理的範疇下，其背後都可能隱含有影響競爭的「動機」，或造成限制競爭之

「結果」。

競爭法與公司法於此是否存有衝突？應如何調整呢？研究公司法的學者們顯然

也無法忽略競爭法於此之影響。蓋公司負責人在受託義務下，亦有「遵行法令之義

務」，公司負責人必須以符合包括公平法在內之法令為範疇，從事各項有利於公司與

股東之經營行為。是故，問題仍然回到，競爭法切入公司法場域的界限何在。

參、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協議是否應受競爭法之規
範？—美國法下之分析

關於競爭收購者間對於停止競爭的協議行為，是否會生限制競爭之效果，從而產

1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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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財富分配問題與資源配置問題。針對此一問題，由於我國似尚未見有相關實務見解

或學者予以評析，故以下先就本議題於美國法上的討論予以介紹，以為我國法下分析

之借鏡。

應先敘明者，此一議題在美國之研究，相較於其他競爭法或公司法議題，亦尚不

多見19，美國學者Professor Rock分析，這可能與在美國同時講授公司法與競爭法的學
者為數不多有關。本文亦認為，此亦可能係受到以下兩個因素影響20。

首先，如前所述，「公司契約理論」成為公司法學界關於公司本質理論之通說也

不過是近十幾年的事21，學者透過契約理論逐漸解開公司此一組織之「黑盒子」，並

且重新審視公司組織的本質以及其與其他市場參與者間之關聯性。因之，過去將股份

買賣視為公司內部事務而認為不受競爭法管轄之看法，才逐漸受到挑戰。

其次，關於「公司股份」是否為美國Sherman Act（有譯為「謝爾曼法」或「休
曼法」，下稱「謝爾曼法」）之規範客體，美國聯邦巡迴法院曾有不同意見。首先，

聯邦第三巡迴法院於1985年Kalmanovitz v. Heileman一案中認為，公司股份並非謝爾曼
法第一條所謂之 “trade or commerce”，是故股份買賣應不受競爭法之管轄22；然聯邦

第二巡迴法院於1990年Finnegan v. Campeau Corp.一案中卻採肯定說，並認為否定說將
不當地限縮謝爾曼法之適用範圍23。聯邦最高法院於駁回本案上訴之理由書中認為，

第二巡迴法院於本案之判決並未與聯邦最高法院的見解牴觸，亦未與其他巡迴法院之

見解相衝突，故維持本案二審判決24。意即，公司股份為謝爾曼法所規範之 “trade or 
commerce” 此一爭議問題，在Finnegan v. Campeau Corp.一案中業已確立。

19 See Joshua M. Fried & R. Preston McAfee & Melanie Stallings Williams & Michael A. 
Williams, Collusive Bidding in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79 Neb. L. Rev. 48, 54 (2004) 
(“The jurisprudence interpreting the Sherman Act has been refined over the past century in the 
context of its application to alleged antitrust violations. However, the interplay of antitrust laws 
with other federal laws and regulations, particularly statutes governing corporat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has received considerably less attention.”).

20 See Edward B. Rock, Corporate Law through an Antitrust Lens, 92 Colum L. Rev. 497 (1992).
21 William T. Allen, Contracts and Communities in Corporate Law, 50 Wash. & Lee. L. Rev. 1935, 

1400 (1993); Melvin A. Eisenberg, The Concept that the Corporation is a Nexus of Contracts 
and the Dual Nature of the Firm, 24 J. Corp. L. 819, 821 (1999).

22 769 F.2d 152 (3d Cir. 1985).
23 本案中，第二巡迴法院肯認公司股份為謝爾曼法的管轄客體，但以謝爾曼法於本案中因
「默示除外原則（doctrine of implied revocation）」，而應適用美國聯邦證券法而非謝爾
曼法，從而判決Federated百貨公司之股東Finnegan等人敗訴。

24 499 U.S. 976, 111 S.Ct. 1624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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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2007年Billing v. 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 Ltd.一案
中，亦可視為再次確認股份為競爭法之管轄客體。本案中係一群購買IPO股份之投資
人以銷售IPO股份給他們的證券承銷商為被告，主張承銷商之間約定僅能出售IPO股
份給同意 “laddering agreement” 或 “tying agreement” 之投資人之協議行為，違反謝爾
曼法第1條、Clayton Act（有譯為「克萊頓法」）第2條與州反托拉斯法25。本案中，

法院與訴訟當事人已經未對公司股份是否應受競爭法管轄之問題予以著墨，雙方當

事人之論辯與法院判決均集中在分析競爭法之「默示除外原則（doctrine of implied 
revocation）」於股份買賣及證券市場之適用判斷。亦即，針對具體個案中，競爭法
與其他部門法如證券法之關聯性為何？法院應如何判斷是否構成具體個案中適用競爭

法將會破壞聯邦證券法規對於該行為或市場之規範目的（即競爭法與其他相關法規存

在「明顯衝突（plain repugnancy）」），故縱使聯邦證券法規並未明文排除競爭法之
適用，法院仍應基於「默示除外原則（doctrine of implied revocation）」排除反托拉斯
法之適用26？

本文認為，分析美國聯邦法院從Finnegan v. Campeau Corp.一案至Billing v. 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 Ltd.一案以降，美國競爭法於股份買賣與公司控制權市場下之運
用，已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碑：除已經確認公司股份為競爭法之規範客體外，可預見

的是，未來將會有更多的案件挑戰與定義競爭法與公司證券法關於「默示除外原則

（doctrine of implied revocation）」之適用標準。美國法上之發展，對於尚未經過相關
案例洗禮之我國而言，或者仍認為競爭法應僅規範商品或服務市場之公司法或競爭法

界，應深具啟示作用。

25 127 S.Ct 2383, 2387 (2007) (“A group of buyers of newly issued securities have filed antitrust 
lawsuit against underwriting firms that market and distribute those issues. The buyers claim 
that the underwriters unlawfully agreed with one another that they would not sell shares of a 
popular new issue to a buyer unless that buyer committee (1) to buy additional shares of that 
securities later at escalating prices (a practice called ‘laddering’), (2) to pay unusually high 
commissions on subsequent security purchases from the underwriters, or (3) to purchase from 
the underwriters other less desirable securities (a practice called ‘tying’).”)

26 915 F.2d 824, 828 (1990) (quoting Gordon, 422 U.S. at 682, 95 S.Ct. at 2611) (“…repeal 
by implication is not favored and not casually to be allowed. Only where there is a ‘plain 
repugnancy between the antitrust and regulatory provisions’ will repeal be implied.”). 又，
Billing v. 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 Ltd.一案中，關於聯邦證券法與競爭法是否存在「明顯
衝突」，各方見解不一。本案中一審判決被告勝訴，二審判決原告勝訴，三審判決被告
勝訴，但亦有不同意見書。顯見美國法院對於競爭法與證券法間之適用關係，仍存有許
多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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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別就第一「公司股份是否為謝爾曼法的規範客體」，與第二「聯邦證券法

規對於公司控制權市場之規範，是否應優先（preempt）於謝爾曼法的適用，以及證
券法規是否肯認競爭收購者之停止競爭協議之存在」兩大議題，分析介紹美國實務見

解之演進與學者看法。

一、公司股份是否為謝爾曼法的規範客體？

（一）美國聯邦第三巡迴法院於Kalmanovitz v. Heileman一案之判決
關於公司控制權市場是否受反托拉斯法的管轄，早期美國聯邦法院判決多採否定

說，以最具代表性的Kalmanovitz v. Heileman27一案為例，聯邦第三巡迴法院援引聯邦

最高法院1940年於Apex Hosiery Co. v. Leader一案28，認為謝爾曼法第1條所謂的 “trade 
or commerce”，係指 “commercial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ing of goods or services”，而
本案中投資人間買賣股份之行為，並不符合反托拉斯法下所定義的商品或服務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stock by investors does not fit easily within the definition of goods 
or services as used by the antitrust laws. A seller of shares of a particular company is not 
engaged in the business of selling shares as an ongoing trade or business”）29。

（二）學者評論

對此，有學者批評認為，聯邦法院之前述判決，事實上是不當地限縮了美國國

會關於反托拉斯法的立法意旨。也就是說，美國國會基於美國憲法中商業條款（the 
commerce clause）對於州際商業（interstate commerce）的廣泛立法權限的前提下制定
反托拉斯法，故其適用範圍，除非立法者另有指明外，應無由排除公司控制權市場

之適用30。事實上也有不少聯邦法院判決肯認反托拉斯法下 “trade or commerce” 之定
義，應該涵蓋所有國會基於商業條款下的權限範圍31，而很顯然的是，國會的立法權

包含州際的公司控制權市場，此亦為美國國會得以制定1933年證券法、1934年證券交

27 769 F.2d 152 (3d Cir. 1985).
28 310 U.S. 469 (1940).
29 769 F.2d 152, 156-7 (3d Cir. 1985).
30 See Edward B. Rock, Antitrust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77 Calif. L. Rev. 1367, 

1388 (1989).
31 See e.g. McLain v. Real Estate Bd. of New Orleans, Inc., 444 U.S. 232 , 241 (1980) (along 

with Congress› broad power under the commerce clause, the Court “has often noted the 
correspondingly broad reach of the Sherman Act”); Tarleton v. Mcharry Medical College, 717 
F.2d 1523, 1529 (6th Cir. 1983) (“The reach of the Sherman Act extends as far as Congress› 
power to regulate interstate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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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法與1968年針對公開收購的威廉斯法案（the Williams Act）。
Professor Rock進一步指出，第三巡迴法院於Kalmanovitz一案中援引1940年美國

聯邦最高法院於Apex Hosiery Co. v. Leader一案之判決，而該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將商品
或服務（goods or services）的概念引入於反托拉斯法中，其目的必非在限縮反托拉斯
法之適用範圍，而係在將反托拉斯法的管轄範圍—商業活動（commercial activities）
與非反托拉斯法的管轄範圍—政治或勞工活動（political or labor activities）予以明
確區別32。也就是說，第三巡迴法院在未提出何謂謝爾曼法下適用的「商品或服務 
（goods or services）」的明確標準之情況下，即認定股份並非商品或服務，從而作成
公司控制權市場並非反托拉斯法的管轄範圍之判決，不具合理性33，其亦錯誤解讀聯

邦最高法院關於謝爾曼法下「商品或服務」之見解。

（三）美國聯邦第二巡迴法院於Finnegan v. Campeau Corp.一案之判決
除學者對前述第三巡迴法院於Kalmanovitz v. Heileman一案中認定公司股份並非商

品之見解有所批評外，晚近美國聯邦第二巡迴法院於Finnegan v. Campeau Corp.34一案

中亦採反對見解。第二巡迴法院認為，本案一審法院（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於判決中引用第三巡迴法院在Kalmanovitz中對於Apex 
Hosiery一案最高法院之判決係屬誤解（misperceived）。

第二巡迴法院認為，公司股份為謝爾曼法第1條 “trade or commerce” 衍生而來的 
“goods or service” 應屬無疑，並不因為公司股份為無體物（intangibles）而非有體物
（tangible commodities）而被排除在商品的認定範圍之外。第二巡迴法院同時認為，
聯邦最高法院於數件案例中，對於商品之定義係採較為寬泛（boarder）之解釋，例如
United States v. Socony-Vacuum Oil Co.一案中，最高法院認為限制州際貨物交易價格的
“契約＂應受反托拉斯法之管轄；United States v. Philadelphia Nat’l Bank一案中，最
高法院認為「銀行」並不會因為所提供者係信用或其他無實體之服務而非有實體之商

品，而排除反托拉法之適用。

32 See Edward B. Rock, Antitrust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77 Calif. L. Rev. 1367, 
1390 (1989).

33 Id., at 1389. 再者，第三巡迴法院以商品或服務的賣方是否為 “merchant”，做為該交易
是否符合謝爾曼法第1條 “trade or commerce”之條件，學者認為本案法院也忽略了本案
的股份買方—競爭收購者—為merchant的因素。Id. See also Joshua M. Fried & R. Preston 
McAfee & Melanie Stallings Williams & Michael A. Williams, Collusive Bidding in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79 Neb. L. Rev. 48, 65-66 (2004).

34 915 F.2d 824, 827-828 (1990). 但應注意者，第二巡迴法院最後仍以駁回原告之訴，理由為
證券相關法規於本案應優先適用。Id., 828-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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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聯邦證券法規對於公司控制權市場之規範是否應優先

（preempt）於反托拉斯法的適用？

（一）實務見解

美國聯邦第三巡迴法院於Kalmanovitz v. Heileman一案認為，倘於公司控制權
市場下適用反托拉斯法，將會破壞聯邦證券法規對於公司控制權市場的規範目的，

故即使聯邦證券法規並未明文排除反托拉斯法之適用，然法院基於「默示除外原則

（doctrine of implied revocation）」，仍應排除反托拉斯法於此之適用。聯邦第三巡
迴法院同時認為，所謂的「公開收購」，通常係指任何人（an individual）或一群體
（group），以高於市場之價格對於目標公司之股份進行要約收購之行為35。也就是

說，公開收購本質上並不排除數人透過公開收購之方式共同取得目標公司之股份，因

之，倘本案行為倘受公平法的規範，將會破壞或妨礙（frustrate or conflict）證交法的
規範目的。

聯邦第二巡迴法院於Finnegan v. Campeau Corp.36案中，亦採相同見解。第二巡

迴法院首先說明，本案關於競爭法是否於證券交易法相關案件中有所適用的問題，

將依聯邦最高法院於Silver v. New York Stock Exchange37、Gordon v. New York Stock 
Exchange38，與United States v.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39等三個案件

中所確立之「默示除外原則（doctrine of implied revocation）」判斷之。聯邦法院認
為，默示除外原則排除競爭法於具體個案下之適用並非常態情況，而僅於競爭法於

其他相關法規有明顯的衝突（plain repugnancy）時，始有此一原則之適用（“…repeal 
by implication is not favored and not casually to be allowed. Only where there is a ‘plain 
repugnancy between the antitrust and regulatory provisions’ will repeal be implied.”）40。

簡言之，當競爭法與其他規範沒有衝突時，則不應排除競爭法之適用；而當競爭

法與其他規範有衝突時，則應排除競爭法而優先適用其他法規範。所以重點即在於，

35 Kalmanovitz v. G. Heileman Brewing Co., 769 F.2d 152, 158 (3d Cir. 1985) (“The tender offer 
normally consists of a bid by an individual or group to buy shares of a company — usually at a 
price above the current market price.”).

36 915 F.2d 824, 827-828. 但應注意者，第二巡迴法院最後仍以駁回原告之訴，理由為證券相
關法規於本案應優先適用。Id., 828-832.

37 373 U.S. 341, 83 S.Ct. 1246 (1963).
38 422 U.S. 659, 95 S.Ct. 2598 (1975).
39 422 U.S. 694, 95 S.Ct. 2427 (1975).
40 915 F.2d 824, 828 (1990) (quoting Gordon, 422 U.S. at 682, 95 S.Ct. at 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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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情況始構成所謂「競爭法於其他相關法規間之明顯衝突時」？第二巡迴法院藉由

對於前述三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之分析，來確定默示排除原則於本案之適用情況。

Silver一案中，紐約證券交易所（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拒絕繼續提供非
會員連接使用交易所的報價系統（stock ticket service），聯邦最高法院以美國證管會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欠缺對於證交所此一系爭行為之監督
權為由，認定並無競爭法應予排除適用之情況41。

Gordon一案中，最高法院以SEC依照1934年證交法之規定，對於紐約證券交易
所有關制定固定佣金費率之行為具有管轄權，且相關費率之制定必須經過SEC之許
可，從而認定紐約證券交易所此系爭一行為應專屬SEC管轄，競爭法於此應默示排除
適用42。法院認為，競爭法之目的在於保護競爭，然倘於本案中適用競爭法，將可能

破壞SEC基於健全證券市場發展所制定之相關政策與法規範（“conflict with the SEC›s 
policy of safeguarding the economic health of the securities market.”）43。

於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一案中，最高法院認為，證券商公會制
定有關銷售共同基金的行為規範，依相關證券法之規定，應受SEC之管轄與允許後，
始得有效拘束公會會員，故本案亦無競爭法之適用44。

41 Id., at 828-829 (“In Silver,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denied its members’ request for 
direct telephone connections to nonmembers located in Texas. Because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 lacked authority to supervise the Stock Exchange›s rules on direct 
telephone connections the antitrust laws were not revoked by implication. The holding in Silver 
was expressly limited to cases involving Stock Exchange rules and orders that lay outside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SEC, leaving open the possibility of implied revocation in other contexts.”)

42 Id., at 829.
43 422 U.S. at 661, 668-669 (“There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ruling in dispute-establishing 

a system of fixed commission rates-was subject to regulation and approval by the SEC under § 
19(b)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1934 Act), 15 U.S.C. §78s(b) (1988). 422 U.S. 
at 685, 95 S.Ct. at 2612. In Gordon the elements of implied repeal were met because allowing 
the antitrust laws to play a role in the area of commission rates would unduly interfere with the 
operation of the securities law.”).

44 Id., at 829 (“The Supreme Court held that because the SEC had the power to authorize such 
restrictions on sales and distributions under § 22(f) of the Investment Company Act of 1940, 
15 U.S.C. § 80a-22(f) (1988), and because there was ‘no way to reconcile the Commission›s 
power to authorize these restrictions with the competing mandate of the antitrust laws,’ there 
was an implied repeal of the latter laws.”). See also 422 U.S. 694, 734 (1975) (the Court held 
“the SEC was properly charged with regulating the Association›s rules and had maintained a 
vigorous and continuous presence in the field of monitoring rules with9in the purview of its 
regulatory authority.”) 另值注意的是，本案中有四名大法官持不同意見。Id., at 7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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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述三個判決，可知聯邦法院在判斷具體案件中競爭法是否應默示排除適用

的重點在於，倘其他法規範或主管機關，對於系爭行為已有嚴密的法規範或監督，且

該規範允許係爭行為，而競爭法禁止該行為時，競爭法即應無適用之餘地。

回到Finnegan v. Campeau Corp.一案，關於係爭行為—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
協議行為—是否應受競爭法規範之關鍵點，則在於此一停止競爭協議行為是否已受證

券法與證券主管機關的完整規範與監督，且在該法規範下是否允許係爭行為，而倘競

爭法禁止此一行為則將破壞證券法的有效實施時，也就是證券法規與競爭法有明顯衝

突（plain repugnancy）時，競爭法應予排除適用。
對此，第二巡迴法院認為應有「默示除外原則（doctrine of implied revocation）」

之適用。其認為競爭法與國會於1968年為規範公開收購行為（tender offer）所制定的
the Williams Act（下稱「威廉斯法）」之立法目的明顯不一致，且為使威廉斯法與其
他證券法規得以順利實施，競爭法之排除適用將是必要的45。茲分述第二巡迴法院之

理由如下：

1.證券交易法允許收購者基於共同取得目標公司股份所為之合意行為 
第二巡迴認為，威廉斯法中Section 14(d)賦予SEC制定相關規範以保護公開收購

時目標公司股東應知悉相關資訊之權利。根據此一授權，SEC要求公開收購者必須申
報Schedule 14 D-1，其中即要求公開收購者之申報事項中，必須包括 “... Describe any 
contract, arrangement, understanding or relationship ... between the bidder ... and any person 
with respect to any securities of the subject company (including ... joint ventures ...), naming 
the persons with whom such contracts, arrangements, understandings or relationships have 
been entered into…”46也就是說，倘公開收購者與其他公開收購者之間有任何協議時，

均應予以揭露。

此外，第二巡迴法院亦指出，依據1934年聯邦證券交易法第14(d)(2)條之規定47，

「When two or more persons act as a partnership, limited partnership, syndicate, or other 

 (“…in the absence of clear immunization or exemption from antitrust laws, private business 
agreements are subject to antitrust scrutiny notwithstanding the fact that another regulatory 
agency has the authority to regulate the conduct in question.”) 也就是說，不應僅因係爭行為
受其他法規範管制，就認定競爭法應予排除適用，而仍應以檢驗競爭法與該法規範是否
有所衝突。

45 915 F.2d 824, 829 (1990) (“In the case at bar, the antitrust laws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Williams Act and implied repeal is necessary to make the securities regulations work.”)

46 17 C.F.R. §240.14d-100 (1989).
47 §14(d) (2) of the 1934 Act, 15 U.S.C. § 78n(d)(2) (1988).



公司治理與競爭法之交錯—以公開收購下競爭收購者間停止競爭協議之法律規制為核心 395

group for the purpose of acquiring, holding, or disposing of securities of an issuer, such 
syndicate or group shall be deemed a “person” for purposes of this subsection.」也就是說，
倘二人以上基於共同取得目標公司股份之目的而為結合時，無論所採取的結合形式為

何（例如以契約方式），在本條規範下均被視為同一人。

基於此，第二巡迴法院認為，在1934年證交法之規範下，本來就允許收購者間進
行協議行為以共同取得目標公司之股份。而針對本案原告主張應將收購者之協議行為

區分為係在開始公開收購程序前所為之共同收購協議，或係在公開收購進行中所為之

停止競爭協議，而主張公開收購程序前所為之協議行為，始為相關證券法規範所允許

之協議行為，第二巡迴法院則認為，威廉斯法與SEC相關規則並未將收購者間之協議
行為予以區別，故原告此一主張無理由48。第二巡迴法院進一步認為，倘公開收購進

行過程中，競爭收購者間達成協議行為，此時只要依證券相關法規完成更新申報內容

之程序49，即完成證券法規以資訊揭露之方式保護投資人之立法目的50。

2.SEC有權制定相關規則以禁止競爭收購者間停止競爭協議，但SEC並未制定
此外，本案原告亦主張SEC並無權限同意或禁止如同本案競爭收購者間的停止競

爭協議，蓋證券法規僅授權SEC就公開收購的資訊揭露部分制定相關規則，是故原告
主張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應回歸競爭法之管轄，第二巡迴法院也否定原告此

一主張。第二巡迴法院認為，從SEC陸續制定了許多公開收購的相關規則來看，例如
目標公司的股東有撤回其應募之權（withdrawal right），以及公開收購必須對目標公
司所有股東為之，而不能僅對特定股東為之的規範（the all holders rule）來看，這些
規範本質上與資訊揭露並無直接的關聯性51。也就是說，SEC有權制定禁止競爭收購
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之相關規則，而其係有意地選擇不禁止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

48 915 F.2d 824, 830 (1990) (“…appellant contends that these provisions authorize only those 
agreements made by bidders prior to engaging in a contest for control of a target company, not 
agreements made by rival bidders during the bidding process such as was the case here. We are 
unable to agree with this view because neither the Williams Act nor the SEC regulations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joint bids made by parties prior to entering a battle for control of the target 
and those made by parties who are rival bidders at the outset.”)

49 Id., (“We would think the SEC justified in deeming an agreement such as that alleged here to be 
a joint bid and to require the parties to file amendments to their existing filings under Schedule 
14D-1, see 17 C.F.R. §240.14d-3(b) (1990).”)

50 Id., at 829 (“The twin aims of the Williams Act were therefore protection of target shareholders 
and neutrality as between bidders and target companies...These goals are to be reached through 
the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mandated under the Williams Act.”)

51 Id., at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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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時，競爭法基於默示排除原則應予尊重並排除適用52。

3. 倘禁止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將會打擊市場參與者進行公開收購之誘
因，從而違反威廉斯法的立法意旨

第二巡迴法院指出，美國國會係在體認公開收購作為一有效監控目標公司經營團

隊經營效率之手段，從而不應被壓抑的前提下，制定威廉斯法53。競爭法介入禁止競

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之協議行為，將會打擊公開收購活動之進行，且將破壞威廉斯

法期能達到尋求目標公司、目標公司股東、目標公司經營團隊與公開收購者間權利義

務平衡的政策中立原則（neutrality）。第二巡迴法院認為，倘競爭法介入干預，將使
目標公司股東取得優勢，且會因公開收購數量之下降而導致有利於目標公司現任經營

團隊繼續掌握公司控制權時54，此絕非立法者所樂見者之結果55。

基於前述理由，聯邦第二巡迴法院在Finnegan v. Campeau Corp.一案中，雖肯認公
司股份為謝爾曼法第1條 “trade or commerce” 衍生而來的 “goods or service”，但最後仍
以「默示除外原則」判斷本案應受證交法而非反托拉斯法之管轄。本案原告Finnegan
針對第二巡迴法院關於「默示除外原則」之適用問題向聯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之聲請

（petition for writ of certiorari），聯邦最高法院最後以第二巡迴法院適用法律並未違
反最高法院之見解為由駁回本案原告之上訴之聲請；至於公司股份是否為謝爾曼法下

之商品，由於原告Finnegan並未以此為聲請上訴之理由，故最高法院最此一爭點並未

52 Id., at 831 (“...the SEC has chosen not to prohibit agreements between rival bidders as fraudulent 
or manipulative practices once shareholders are properly informed of them, does not reduce 
the SEC›s supervisory authority over such agreements…Consequently, because the SEC has 
the power to regulate bidders› agreements under § 14(e)...and has implicitly authorized them 
by requiring their disclosure under Schedule 14D-1 as part of a takeover battle, ... to permit an 
antitrust suit to lie against joint takeover bidders would conflict with the proper functioning of 
the securities laws.”).

53 Id., at 831 (“Congress realized ‘that takeover bids should not be discouraged because they serve 
a useful purpose in providing a check on entrenched but inefficient management.’ S. Rep. No. 
550, 90th Cong., 1st Sess. 3-4 (1967).”)

54 Id., at 832 (“Allowing antitrust suits to rule out agreements between rival bidders would give 
target shareholders undue advantage in the takeover context and discourage such activity. Fewer 
takeover attempts ultimately favor incumbent management whose entrenched position is thereby 
less subject to challenge.”).

55 Id., at 831 (“If the antitrust laws were applied to prohibit agreements between rival bidders, it 
would discourage potential bidders from making a tender offer...Certainly this would discourage 
takeover activity-an end Congress sought to avoid in enacting the Williams Act. See Statement 
of Senator Will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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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意見56。

（二）學者評論

1.對第三巡迴法院之判決評論
Professor Rock則認為，第三巡迴法院顯然對於本案中原告的主張有所誤解。本

案原告所主張被告們違反競爭法的行為，並非數人約定共同進行收購要約之聯合公開

收購行為（join bidding），而係公開收購下之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的協議行為。
Professor Rock進一步分析，此兩種共同行為看似相近，實則不同。後者為競爭者間的
價格約定（price-fixing），為典型的限制競爭行為（naked restrains of trade），在反托
拉斯法的評價下，往往會被認定為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除非有合理原則（the 
rule of reason）之適用；而前者則可能產生促進競爭之效果（procompetitive），例如
聯合公開收購行為可能有促使規模較大的公司也有可能成為公開收購下之目標公司，

使得原本不可能透過一己之力參與公開收購競爭的市場參與者，透過合作而參與，從

而增加了公開收購下的競爭機制57。

Professor Rock進一步分析，由於包括威廉斯法在內的聯邦證券法規，並未明文
排除反托拉斯法的適用，故依聯邦法院向來的見解，默示排除原則之適用應予以相

當之限縮58，僅於反托拉斯法與證券法規間有明顯牴觸（repugnancy），而適用反托
拉斯法將會破壞證券法規規範範圍之計畫時，始得排除反托拉斯法的適用59。而於本

案中，聯邦證券法規之規範目的，與反托拉斯法並無衝突，威廉斯法中特別強調公開

收購過程中的資訊揭露機制，事實上也是為了強化競爭機制所作的降低交易成本之安

排。是故學者認為，反托拉斯法於本案仍應予適用。

亦有學者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United States v. Philadelphia National Bank60一案

中判決，來反駁法院於Kalmanovitz一案之謬誤。Philadelphia National Bank一案中，
聯邦最高法院特別指出，本案的關鍵點在於，反托拉斯法是否適用於銀行合併案中，

56 499 U.S. 976, 111 S.Ct. 1624 (1991).
57 See Edward B. Rock, Antitrust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77 Calif. L. Rev. 1367, 

1393 (1989).
58 蓋默示排除是美國法院判決對於反托斯法適用範圍的解釋結果，倘適用上太過寬泛，勢
必將破壞立法者旨意。倘立法者有意排除某一特定市場於反托拉斯法的適用，其可在
反托法斯法或其他相關法規範上作如此限制。謝爾曼法明文排除適用的規定，例如15 
U.S.C. §1108 (1995) (exempting newspaper agreement from antitrust law)。

59 See Edward B. Rock, Antitrust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77 Calif. L. Rev. 1367, 
1391-2 (1989).

60 374 U.S. 321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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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在美國國會於1960年針對銀行業之合併，制定有1960年銀行合併法（the 1960 
Bank Merger Act）。法院最後強調，縱使銀行之合併行為應受銀行合併法之規範，然
而該法並無明文排除反托拉斯法適用，同時適用Clayton Act亦不會與銀行合併法產生
衝突或牴觸61。也就是說，即使國會以特別法對於銀行之合併行為進行廣泛地管轄，

只要該法與競爭法並無衝突，即無排除競爭法適用的理由。

2.對於第二巡迴法院之評論
Fried等教授亦認為，從Finnegan一案來看，證券法與競爭法之規範目的本來不

同，兩法係在解決與處理不同的問題，而非有所衝突，是故應無競爭法應默示排除之

情況62。其認為，競爭法的目的，主要係在防止限制競爭行為影響市場競爭秩序；而

1934證券交易法的規範目的，則係透過資訊公開以防止市場詐欺行為，市場參與者之
行為是否會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的情況，向來非其所關注者63。是故，SEC之所以
選擇未制定相關規則以禁止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行為，並非有意侵入其他部門法

的規範範疇而創造一個不受競爭法規範的交易市場，其係在證券相關法規的規範目的

下，制定相關之規則。

61 Id., at 305-51, 354(“The Court reasoned that had Congress wished to create a special exemption 
from the reach of antitrust law for the banking industry, it would have done so through 
legislation. The Court chose to focus on the lack of express intent by Congress that antitrust 
laws were not applicable in the arena of bank mergers. Instead, the Court articulated the test for 
whether antitrust causes of action were maintainable in the presence of other federal legislation 
when Congress is silent as to antitrust exemption. The Court stated that in the absence of 
a statutory exemption by Congress, antitrust laws were applicable unless there was a plain 
repugnancy between the antitrust and regulatory provisions.”). See Joshua M. Fried & R. 
Preston McAfee & Melanie Stallings Williams & Michael A. Williams, Collusive Bidding in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79 Neb. L. Rev. 48, 56 (2004).

62 See Joshua M. Fried & R. Preston McAfee & Melanie Stallings Williams & Michael A. 
Williams, Collusive Bidding in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79 Neb. L. Rev. 48, 70 (2004) 
(“each policy is aimed at preventing a different, yet not incompatible, economic problem.”).

63 See Joshua M. Fried & R. Preston McAfee & Melanie Stallings Williams & Michael A. 
Williams, Collusive Bidding in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79 Neb. L. Rev. 48, 70 (2004) 
(“…curbing excessive restraints of trade and monopolistic businesses was never the intent of the 
securities regulations…Thus, the SEC was neither empowered nor inclined to assert regulatory 
authority over companies which engage in predatory pricing or otherwise unreasonably restrain 
trade. The SEC has chosen to instead concentrate on disclosure and the prevention of fraudulent 
and deceptive practices governing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This was the policy behind creation of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Act of 1934, the Williams Ac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EC as 
the supervising regulatory authority in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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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文見解

本文認為，前述美國法下實務見解與學者見解之分歧，應從兩個層面予以分析。

首先，證券法與競爭法間究竟是否存在衝突？其次，倘有所衝突，是否應從立法上尋

求解決？也就是說，倘存有衝突，此一衝突是否在立法者之規劃內？或者，是否為最

佳之立法政策選擇？本文擬從第二層面分析著手，蓋從應然面（第二個層面）的角度

或者也可提供各方在實然面（第一層面）各說各話的矛盾衝突的一個思考方向。

首先，本文認為應予以釐清的是，第二巡迴法院所稱介入禁止競爭收購者間之

停止競爭協議將減少公開收購的數量，是否屬實。縱使為真，但僅為公開收購的數量

增加，但品質未增加的情況，是否為立法者所樂見？本文認為答案應是否定的。如同

第二巡迴法院於判決中所言，立法者認為公開收購為汰換公司無效率經營者的重要工

具，顯然立法者希望鼓勵的是能促進效率、增加公司價值的公開收購行為，同時遏止

效率減損的公開收購，而非一昧地追求數量之增加。本文認為立法者期待尋求目標公

司股東、經營團隊，與併購者間之權利義務平衡，也應在促進有效率之併購行為發生

的前提下開展。

否則，倘僅追求利害關係人間之形式上的平等，則立法者也無必要在威廉斯法

下，賦予目標公司股東可隨時撤回其應賣之權利（the withdrawal right），同時要求收
購者必須遵循相關資訊揭露原則與程序（disclosure rule and procedure）、必須以同一
價錢購買原則（the same price rule）等規則之制定。也就是說，立法者顯然了解公開
收購下各個參與者間所形成之公司控制權市場，必定存有其特殊性，使得此一市場無

法單靠資訊揭露與參與者間的行為，自動地達成效率的目的，為了矯正此一市場失靈

(market failure)、促進市場之有效率運作，才有訂立除了資訊揭露以外相關規範之必
要。

再者，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就如同一般典型的圍標行為—水平價格聯合

行為(horizontal price-fix)，均會因限制競爭而產生資源配置無效率，以及財富分配不
公平等問題，則在圍標行為多半被視為「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的情況下，除非另
有堅強之理由，否則無由給予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不同之對待。也就是說，

究竟是何理由可以正當化公司控制權市場不受競爭法之規範？還是公開收購下的公司

控制權市場應其特殊性，反而更應維護其市場競價機制？本文以下即從公開收購下公

司控制權市場之特性進行分析，並進一步分析公開收購下的公司控制權市場與一般的

圍標行為之異同為何，以及競爭收購者之停止競爭協議所產生之資源效率或財富分配

結果為何。



第1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400

肆、公開收購下公司控制權市場之特性分析 

本文認為，由於公開收購下的公司控制權市場有以下之特性，故維護此一市場的

競爭機制、防止競爭收購者間進行破壞競爭之協議行為，將是十分必要的。

一、公開收購下目標公司股東之應賣壓迫效果

一般而言，併購者以公開收購方式進行目標公司之股權收購時，收購價格自然

會較市價為高，但卻未必會高於目標公司股份之現在價值（即目標公司在現任經營者

手中所產生之價值）。而只要收購價格比股份現在價值(value)低，縱使高於股份市價
(market price)，此一併購仍可能會造成價值減損(value-decreasing)之結果。面對此一情
況，為了達成效率極大化之結果，目標公司之股東應拒絕應賣，不讓經營較現任團隊

更無效率之併購者取得公司之經營權。然無論美國或台灣許多研究結果皆顯示，目標

公司股東仍相當有可能會同意以低於股份價值之收購價格，應賣其股份64，此即所謂

應賣壓迫效果（coercive effect）。
茲分析此一應賣之壓迫效果產生原因如下65：

（一）首先，目標公司股東未必知悉股份之真實價值。在收購價格高於市價的情

況下，必有股東會因此而將股份應賣予併購者。同時，何時發動公開收購之時間點取

決於併購者，根據美國的經驗可知，併購者往往於目標公司股價處於相對低檔時進行

公開收購，股東應賣之誘因因而增加。

（二）就算某些股東知悉此一收購價格低於股份真實價值，此一訊息亦未必能在

股東間充分傳播，也未必能獲得多數股東支持，並且以一致地行動拒絕應賣，來抵制

併購者之低價併購66；同時，併購者無須取得目標公司全部股份才能獲得控制權，在

64 See generally Lucian Arye Bebchuk, The Pressure to Tender: An Analysis and A Proposed 
Remedy, 12 DEL. J. CORP. L. 911(1987). Bebchuk教授雖然認為此一壓迫多僅發生於股權分
散型的公司，但鑒於我國股權結構偏向少數控制型，故本文認為，此一壓迫於我國仍會
發生。中文資料，請見林仁光，公司合併與收購之法律規範，萬國法律第105期，頁23，
33-34（1999年）；張心悌，從法律經濟分析觀點探討強制公開收購制度，輔仁大學財經
法律學系主辦公司證券法制學術研討會，頁158-160（2004年）。

65 本部分相關論述請見前揭註4，朱德芳，頁195，219-29。
66 See Reinier R. Kraakman ET AL, THE ANATOMY OF CORPORATE LAW, 160 (They all 

involve exploitation by the acquirer of the co-ordination problems which dispersed shareholders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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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較為分散之公司，併購者往往只要取得20％的股權，再透過委託書徵求等其他機
制之配合，即可有效控制目標公司股東會與董事會。

（三）同時，股東間對於股份價值高低或有不同意見，也就是說，可以預期的

是，只要收購價格高於市價，總是會有股東應賣其股份，個別股東很難影響公開收購

之結果。

（四）因此，在預測其他股東極可能會應賣股份導致收購者公開收購成功而取得

目標公司控制權的情況下，對於知悉收購價格事實上低於股份價值之股東（假設為A
股東）而言，即陷入是否要應賣之囚犯困局（prisoner’s dilemma）。A股東一方面明
知收購價格低於股份價值，其不應該應賣，另一方面，A股東會發現，倘其不應賣而
成為公開收購成功後目標公司的少數股東時，其將處於更為不利之地位，理由有二：

首先，A股東知悉收購價格低於真實價值，表示併購者並非較有效率之經營者，
所以倘其不應賣，則其在目標公司股份之價值亦將低於公開收購前之價值。如此一

來，A股東不僅沒有取得高於市價之收購價格，其所持股份價值也將低於公開收購前
之價值，對A而言，不應賣將面臨雙重損失。

其次，收購者在以公開收購方式取得控制性持股後，往往會接續進行目標公司與

併購者間之合併，並且多會以現金作為對價，進行第二階段的逐出式合併（cash-out 
merger）。由於收購者已經取得目標公司之控制權，其對於此一目標公司與併購者間
之合併條件，例如合併時間點與合併價格，具有決定之實力，併購者也有相當動機，

選擇對自己較有利之時間點與條件與目標公司進行合併。例如，併購者會選擇目標

公司股價較低之時刻進行合併，甚至刻意操弄目標公司之盈餘以創造目標公司之低市

值。

綜上所述，未必知悉股份真實價格之股東，極有可能會因為公開收購價格高於

市價而應賣其股份；而知悉公開收購價格低於股份價值之股東，會發現不應賣相較於

應賣，其個人之財富將會減少，從而做出應賣之決定。也就是說，因為收購價格低於

股份價值，雖然他會希望此一公開收購破局，但由於體認到集體行動問題（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其會希望在他應賣下，其與股東都不要應賣，因為如此一來，一方
面可以使公開收購破局，一方面可以防止萬一公開收購成功時，他也不會因為變成目

標公司之少數股東而受到更差之待遇。當然，一旦目標公司股東都這麼想時，無論收

購價格是否高於股份價值，收購者之收購勢必馬到成功。也就是因為收購者亦會利用

目標公司股東此一集體行為問題之難點，所以在提出公開收購價格時，勢必只需要高

於當時市價，而不論有無高於股份價值了。這不僅將造成目標公司股東之損失，亦可

能使公司控制權流向反而會減損公司價值的經營團隊的手中。但倘此時有競爭收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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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則目標公司股價即有可能因為競價機制而往上攀升，使公司控制權得以流向較

有效率之經營者手中，目標公司股東也可以因此獲得較高之利益。

以上分析可以說明，為何證券市場單單僅以揭露（disclosure）原則為規範模式，
實無法有效達成健全證券市場、促進公司價值極大化之目的，本文認為促進公司控制

權市場的競爭機制，在第一階段透過競價機制，促使可以極大化目標公司價值之併購

者出現，應是另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

二、公開收購下競爭收購的效率結果分析

（一）對目標公司股東、競爭收購者、目標公司，與目標公司經營團隊之影響

如前述Finnegan v. Campeau Corp.實例可知，競爭收購者間之協議行為會產生以
下的利益衝突結果。首先，對於達成協議之競爭收購者而言，當然有利，藉此停止競

爭之協議，壓制可能節節高升的收購價格，降低併購成本。然而，對於目標公司股東

而言，卻喪失其可透過公開收購之市場競價機制，以獲取較高價金的機會。同時如前

所述，Professor Bebchuk認為，面對公開收購要約，目標公司股東由於集體行動困難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與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之影響，目標公司股東
往往被迫接受收購者所提出高於市場價格（market price），但往往低於股份真實價值
（true value）的收購價格。由於此一應賣壓力（coercive effect），Professor Bebchuk
因此認為，維持公開收購下的競爭機制即十分重要67。

而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不僅會大幅降低目標公司股東之利得68，也由

67 參見前揭註4朱德芳，頁220-221; See also Lucian Bebchuk, The Case for Facilitating Tender 
Offers, 95 Harv. L. Rev., 1028, 1039-41 (1982). (demonstrating that the pressure on shareholders 
to tender and its implications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in When each small shareholder decides 
whether or not to tender, he will realize that the effect of his decision on the tender offer›s 
success in attracting a majority of shares will be insignificant. The shareholder will therefore 
consider whether, supposing the offer is successful, he will be better off tendering or holding 
out. He will choose to tender because it is expected that, following the expiration of a successful 
offer, the value of nontendered shares will be lower than the offer›s value; for one thing, a 
successful offer may well be followed by a freezeout in which the value of the consideration 
paid to nontendering shareholders will be lower than the offer›s value. Thus, the shareholders 
will be pressured to tender even if acceptance of the offer is not in their collective self-interest. 
Consequently, if competing bids are impeded, an offeror will be able to acquire a target for 
a low premium constituting only a small fraction of the takeover›s gains-a premium that the 
shareholders would likely reject were they able to organize. )

68 世界各國的統計數據顯示，競爭收購要約下的收購價格通常比僅有一單一收購者的情況
來的高。See Bradley, Desai & Kim, Synergistic Gains from Corporate Acquisitions and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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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破壞公開收購下的價值競爭機制，使得最後取得公司經營權的收購者，不一定為在

價格競爭中出價最高者，也就是說公司的控制權將無法確保移轉至能將公司資產運用

最大化的經營者的手中，從而影響目標公司價值極大化的結果，甚或可能使公司資產

落入比現任經營團隊更差的併購者手中。

簡言之，公開收購制度的核心價值，除欲使目標公司之股東有機會於併購

者以公開收購方式取得控制性持股的交易時，能分享其股份高於市價的溢價收入

（premium）外，另一個重要的目的在於，公開收購方式有機會創造競爭性公開收
購，使公司控制權透過市場價格機制，達到有效率移轉之結果。

此外，如前所述，倘此一公開收購係在未獲目標公司現任經營團隊的同意下展

開，即所謂的「敵意式的公開收購」，此時目標公司的經營團隊往往會採取各項防禦

措施（defensive tactics）。其動機可能有二：一是經營團隊面臨控制權可能喪失的終
局契約（end-game period）階段，希望藉由防禦措施，拉高併購者之併購成本，也就
是達到限制競爭之效果；另一可能動機是，由於如前所述，目標公司股東面對公開收

購，由於缺乏集體行動的可能性，所以各自為自利行為的結果，反而造成整體的不

利益，此時，就必須由經營團隊從公司價值極大化之高度，擊退無效率的併購者，而

達到避免效率減損之結果，或者藉由防禦措施的使用，拖延敵意併購者的公開收購時

間，以便引發更多的競爭收購者加入，而達到創造競爭市場、增加競爭的效率結果。

也就是說，目標公司經營團隊的各項防禦措施，也有可能發生競爭法上所關注的限制

競爭結果，美國法上係以受託義務作為審查經營團隊行為之標準，規範之目的在，即

在促使公司價值極大化、資源配置優化之目的，而美國法下對於競爭收購者間之限制

競爭行為卻不加規範，顯見其立法上或法律適用上之不平衡。

（二）對於「財富分配」與「資源配置效率」之影響

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行為將會產生「財富分配（wealth transfer/
distributional effects）」與「資源配置效率（efficiency/allocation effects）」兩種競爭

 Division Between the Stockholders of Target and Acquiring Firms, 21 J. Fin. Econ. 3, 21025 
(1988) (Indicating that the target shareholders receive a premium of 42-46% in multiple-
bidder tender offers, compared to a premium of 26-30% in single-bidder offers.); see also 
Elaine Hutson, Our Iron Takeover Law, Why Australia needs a mandatory bid rule, 6 (www.
elainehutson.ie/jassa2000.pdf, visited 2007/11/17) (“The evidence in Australia…In a study 
examining the premiums for a sample of 616 Australian targets during the period 1985 to 1994, 
the average premium for multiple-bidder takeovers was 51.5%, compared with 39.9% for single-
bidder takeo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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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關注的影響69。

先從財富分配的角度分析。倘競爭收購者以協議方式停止競爭，則目標公司股東

與收購者間即產生財富分配的利益衝突問題。也就是說，收購者間保留了原本將移轉

至目標公司股東之利益。收購者間之協議在財富分配議題上所產生之事後效果(ex post 
effect)，十分明確，然而，收購者之協議對於財富分配之事前效果(ex-ante effect)有何
影響，美國學者間卻有不同看法。Professor Easterbrook & Fischel認為，倘不允許競爭
收購者間為停止競爭之協議，則可能會降低公開收購之數量，但Professor Bebchuk與
Gilson則認為，停止競爭協議之禁止並不會影響公開收購的總體數量70。關於此一部

份，詳見本部份以下第四點之論述。

再從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分析。以下茲舉一例說明，為何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

爭協議將有遏阻其他競爭收購者加入競爭的效果，而且可能造成可將目標公司極大化

的收購者無法取得公司控制權之不當結果。

假設目標公司Target目前股價為20元，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00股，公司大股
東Controller持股20股，平時藉由委託書等方式，可以實質控制公司運作。現有三組
人馬欲對Target進行公開收購，即Bidder A、Bidder B與 Bidder C，各分別持有15股，
而根據Target股權分散程度，任一股東只有持有35股以上，即可相當穩定地掌握公司
控制權。假設在一允許競爭收購者間進行停止協議的法規範管轄範圍內，Bidder A出
價每股25元，Bidder B出價每股30元，Bidder C出價每股32元，各自均先表明收購5股
(收購者不一定會在第一次出價時即表明預購買取得控制權的必要股數，而可能會先
觀察市場反應與競爭對手的出價行為，同時對於之後的收購策略，預留彈性空間)。
倘今Bidder A與Bidder B達成停止競爭、互相合作之協議，由Bidder B繼續參與競爭收
購，而Bidder A所持股份將支持公開收購結束後，Bidder B當選公司經營團隊，以交
換Bidder B將填補Bidder A因此所受之損失（假設為50元）並承諾在成為公司經營團
隊後，將Target兩個部分轉售予Bidder A。且為確保決議之有效實施，雙方並成立表

69 See Edward B. Rock, Antitrust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77 Calif. L. Rev. 1367, 
1372-1373 (1989).

70 See Lucian A. Bebchuk, The Case for Facilitating Competing Tender Offers, 95 Harv. L. Rev. 
1028, 1034-41 (1982); Lucian A. Bebchuk, The Case for Facilitating Competing Tender Offers: 
A Reply and Extension, 35 Stan. L. Rev. 23, 30-39 (1982) ; Frank H. Easterbrook & Daniel R. 
Fischel, The Proper Role of a Target´s Management in Responding to a Tender Offer, 94 Harv. 
L. Rev. 1161 (1981); Frank H. Easterbrook & Daniel R. Fischel, Auctions and Sunk Costs in 
Tender Offers, 35 Stan. L. Rev. 1, 7-9 (1982); Gilson, Seeking Competitive Bids Versus Pure 
Passivity in Tender Offer Defense, 35 Stan. L. Rev. 51, 52-62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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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權信託（voting trust）71，以便日後共同行使投票權。此時，Bidder A與Bidder B合
計持有target股份已達30股，只要透過公開收購再取得至少5股即可達到控制target所需
的35股。而倘Bidder C預與A、B一較長短，則其至少必須取得15股以上，倘Bidder C
仍維持原本每股32元的出價，則Bidder C取得控制權的成本至少為480元。而競爭收購
者A與B間之合作協議，將使Bidder B只要再取得5股，即可掌握公司經營權，顯然此
時Bidder B可以輕易地出高於Bidder C的收購價格，取得其所需之股數。其結果是，
Target之控制權未必能由最有效率之經營者所取得，未能達到效率極大化之目的。

當然，容有疑問的是，前例中，有無可能是由Bidder A或Bidder C間達成協議
呢？此時是否反而有促進效率之結果？更進一步的說，競爭收購者間是否可以透過契

約達到資源配置優化之效率結果？本文認為，此時契約調整資源配置之功能極為有

限。理由茲分述如下：

首先，以本例而言，倘Bidder C不願意於併購後將Target的兩個部門釋出予Bidder 
A，則兩方的契約可能即無由成立。

其次，由於公司控制權市場中關於公司價格會產生所謂「偏好不確定

（preference uncertainty）」之情況，所以此時以利用市場競價模式將比契約模式更可
以達到資源配置優化的結果。蓋公司控制權市場與大豆等商品市場有所不同。大豆市

場是由較多的買家、賣家所產生、商品數量龐大，也具有高度之可取代性，商品透過

多次不斷重複的交易，形成一個客觀存在的市場價格，此一市場參與者僅為價格之接

受者（price takers）。此時任一賣方與任一買方以一對一的契約進行交易時，賣方很
容易知道其商品是否以極高價出售（亦即是否貼近市場價格），賣方也可以以交易成

本極低的方式，在市場中找尋其他買方。此時，契約機制即可協助賣方將資源轉讓予

極佳的受讓者手中。

而公司控制權市場則有所不同。首先，此一市場之參與者是有限的，市場上的每

一家公司均有其獨特性，很難找到完全相同的兩家公司。其次，公司控制權市場較難

產生一個客觀存在的市場價格（price）。蓋市場價格相當程度取決於買賣雙方關於目
標公司價值（value）之認定，而公司價值之高低係透過經營團隊對於公司資產配置
安排所決定。也就是說，在不同經營團隊之經營下、與不同組織進行不同之資源整合

等因素，均會影響公司價值之高低。亦即，公司控制權市場下，不同併購者對於公司

71 我國企業併購否第10條之表決權信託制度，降低了Bidder A與B間訂定合作協議之成本，
也增加雙方簽訂協議之動機，由此亦可以檢討此一表決權信託制度是否應有相當的限
制。



第1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406

價值將有不同評價，且其間之差距可能頗大72。

因之，在此公司價值不確定（preference uncertainty）的情況下，倘以契約方式進
行公司控制權交易，賣方往往會陷入「我不知道賣價是否極高，只知道比我高」的

情況，契約機制使價格極大化的期待即受到相當之限制。而從效率角度，吾人期待的

是以極低的交易成本，促使資源朝向極佳的方向流動的規範設計，透過競爭收購的機

制，可以使所有可能的市場參與者，在交易成本極低的情況下，揭露其對公司價值之

評價，從而增加公司資源配置極大化的可能性。

另應補充說明的是，由前述目標公司Target之例吾人亦可知，即使在公開收購的
競爭機制下，出價最高之收購者有時也未必為可將目標公司價值極大化之經營團隊。

蓋收購者在公開收購時出價的高低，除了取決於併購者對於目標公司價值高低的評價

外，亦受各收購者在公開收購之前所取得目標公司股份數量之多寡與總成本多少(取
得股份之總支出)之影響。也就是說，併購者在公開收購前持有目標公司股份之數量
越多、成本越低者，該收購者在公開收購時的優勢越強，蓋此時取得控制權所需的股

數較少，即可以較高之價格取得其所需之股數。也就是說，收購者之總成本決定誰最

接近價值極大化者，能支出總成本越高者，其越接近價值極大化者；然公司控制權的

取得係取決於所得掌握之股數多寡（包括自己持有的股數或透過契約或信託支持自己

的股數）。股份取得之總成本與所得掌握之股數間並無必然之關聯性，蓋公司股份漲

漲跌跌，取得股數最多者不一定總成本最高，故不一定為價值極大化者；而取得成本

最高者，未必持股最多，從而不一定能成為經營者73。

倘公開收購下出價最高者，並不一定是價值極大化者，則是否仍有維護公開收購

下競爭機制之必要性？本文認為在限制或促進競爭的兩種政策選擇上，仍是以後者為

較佳之規範模式選擇，理由如下。

首先，競價機制仍是協助確定股份此類具有偏好不確定之商品，尋找出能極大

化股份價值之市場參與者的重要工具。維持競爭機制，可以促使能支付最高成本的

收購者，較有機會取得目標公司之控制權，也就越貼近價值極大化的效率目標。蓋

如前例，競爭收購者透過停止競爭之協議，可能因此降低其取得目標公司股份之總

成本。此外，也可以降低公司控制權市場中，出現並非真心取得Target經營權的收購
者，其係僅欲藉由等待與其他併購者間的合作協議以取得好處的投機者。此類投機

72 這也就是為什麼像古董等亦具有偏好不確定之商品，也多採競標方式決定價格之原因。
73 公開收購此一收購價格最高但卻不一定是價值極大化者的情況，將不會發生在以公司營
業讓與或全部或主要資產之控制權移轉（包括所有權或經營權之移轉）方式進行公司控
制權移轉的情況下，此時原則上出價越高，越應為價值極大化之控制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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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之存在，將嚴重破壞市場的價格機制，同時增加市場參與者的競租行為（rent-
seeking）。

另外一個值得附帶一提的問題是，是否只要確保公司控制權市場的競爭，就可以

確保結果必為有效率的，也就是說目標公司之控制權即會由效率極大化的併購者所取

得呢？其實不然。如前所述，由於公開收購者以高於股份市場價格進行收購，多係運

用兩階段併購策略（two-tier merger），致使目標公司股東在集體行動困難所產生的
囚犯困境的情況下，往往會產生應賣的壓迫效果（coercive effect）。也就是說，縱使
併購者之出價低於公司目前的真實價值（value），目標公司股東在追求個人價值極
大化的情況下，仍會應賣其股份，則公司控制權則可能流向無效率經營者之手中。此

不僅僅產生財富分配的問題，也會造成資源配置無效率的情況。然，透過健全公開收

購市場有效率的競爭機制，也可能某一程度的矯治前述目標公司股東選擇扭曲現象。

簡言之，本文此處所欲強調者為，要促進公司控制權市場成為公司治理的有效工具，

尚須有許多措施之配合，而控制權市場競爭機制有效率維持，將是十分重要的一環。

三、公開收購與其他訂價、競價形態之異同

如前所述，以一對一的契約方式欲達到資源配置極大化的目標，往往有其侷限

性，故市場會根據標的物之屬性不同與市場參與者之屬性不同，也存在有不同之商品

定價或競價方式。

例如有些商品係屬於賣方對於商品價格訂有牌價者（posted price），例如牛奶、
藥品的零售市場。屬於此類之商品與市場，大多屬於商品內涵較為簡單，而且買方數

量較多、且一次商品需求量低者，故買方對於商品之價格並無議價之能力。又或者

在工程招標案中，往往採取的是密封式投票（sealed auction），而取最低標或最有利
標。前述兩種市場倘發生市場參與者之水平價格拘束行為，無論在美國或台灣，吾人

常見競爭法主管機關管制的身影。

而公開收購的定價與競價方式，則比較類似一般所稱之英國式拍賣法（oral 
ascending bid），亦即競標者出價由下往上喊，喊價最高者得標。公開收購也是，收
購者在目標公司之股份市價（相當於拍賣中之底價）的基礎上，往上競價，由出價最

高者取得其所需之股份。此外，由於前述公開收購對於目標公司股東所造成之應賣壓

迫效果，公開收購往往多會成功。

市場參與者依循標的物不同的特性，設計出不同類型的競價模式，每一種競價模

式均有其優缺點（trade-offs），本文研究目的不在討論以公開收購的方式是否為最符
合效率之控制權移轉方式，或者本文第壹部分所討論的久津公司出售95％股權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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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應採取密封式招標或英國式拍賣法。然而根據研究，相較於前面兩種定價與競價機

制，公開收購所採取的英國式拍賣法較容易發生競爭收購者間之協議行為而破壞其競

爭機制74。主要原因如下。

在具有牌價的商品市場中，賣方倘欲以聯合行為約定商品之價格，其往往會面

臨如何確保所有參與者均能遵守協議的困境，例如不以低於約定之價格出售商品，蓋

此時任一參與者基於自利動機，往往會有違反約定之傾向（tempted to cheat on cartel 
rules），以便自己能在其他參與者以較高價格出售商品時，反而能以較低之價格賣出
較多的商品以取得高額利潤。此外，屬於此類之商品與市場，大多屬於商品內涵較

為簡單，而且買方數量多、且一次商品需求量低者，故買方對於商品之價格亦無議

價之能力75。是故，參與者所為違反約定之行為，往往不容易被發現。所以，為確保

所有參與者均能遵守協議，必定會產生相當之監督成本（monitor cost）與剩餘損失
（residual loss）。

而在公開收購下，由於各收購者係藉由合作而取得原本在競價機制下，應給付予

目標公司股東之利益，而將保留之利益分配予參與合作的收購者，也就是說，參與合

作之收購者因合作而利益，與前述於具有牌價的商品市場中，個別參與者係因不合作

而取得利益有所不同。故顯然，公開收購下之收購者較有動機遵守協議內容。此外，

公開收購係在一段時間內，對於同一目標公司股份所為之競價行為，各個收購者之投

標行為如何一目了然，其違反約定之動機自然也較低。

也就是說，在吾人首先肯認競爭收購者間之協議行為會對資源配置與財富分配產

生不良之影響的情況下，倘公開收購市場下競爭收購者多有動機進行協議行為，且此

一協議行為之成本極低，則在如牛奶、藥品等市場或工程招標中，競爭法均關注其市

場參與者之聯合價格拘束行為的情況下，則更容易受參標者之協議行為影響的公開收

購市場，是否亦應受相關法規範管制，則值得吾人深思。

74 Robert Marshall & Michael Meurer, Bidder Collusion and Antitrust Law, 72 Antitrust L.J. 
83, 85 (2004) (“First-price sealed-bid auctions share many of the properties of posted-price 
markets in terms of their vulnerability to collusion--it can occur, and often does, but not without 
considerable cost and effort by the cartel members. By contrast, oral ascending bid auctions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o collusion. We recommend that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carefully 
scrutinize oral ascending bid auctions for signs of collusion.”).

75 Robert Marshall & Michael Meurer, Bidder Collusion and Antitrust Law, 72 Antitrust L.J. 83, 
86 (2004) (“Posted prices are usually found in markets with relatively simple products and 
numerous, anonymous, and low-volume buyers who passively take the price as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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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倘規範上促進公開收購下之競爭收購，是否會使公開收購
發生之數量與機率降低？

Professor Easterbrook & Fischel兩位美國公司法學界的知名學者，於1981年哈佛
法學評論（Harvard Law Review）的論文「The Proper Role of a Target’s Management in 
Responding to a Tender Offer」中，關於公開收購下競爭收購將不利於併購效率的論述
76，引發了美國公司法學界的一番論戰。Professor Bebchuk 與Gilson針對Easterbrook & 
Fischel前揭文，分別於1982年先後發表文章予以評論77，並認為，公開收購下之競爭

收購有利於併購效率。而Easterbrook & Fischel亦於1982年為文回應，並與Bebchuk的
第二篇評論刊於同期之Stanford Law Review中78。

首先，雙方均認為，公開收購作為公司治理的外部手段，對於市場參與者個體與

整體財富之極大化均有其好處，所以應鼓勵與促進公開收購的產生。然而，一旦有收

購者（the initial bidder）對目標公司進行公開收購時，法規範是否應促進其他競爭收
購者（competing bidders）之出現（無論是否為目標公司之經營團隊所引動者），雙
方則有不同看法。

Professor Easterbrook & Fischel採否定說，其基本論點為，公開收購之相關規範倘
有利於競爭收購之形成，則將使市場上潛在收購者（prospective acquirer）喪失搜尋
適合進行公開收購目標公司的誘因，從而最終將導致公開收購數量之減少。蓋競爭收

購者之出現，將使最初收購者（the initial bidder）所支出之搜尋目標公司的成本無法
回收。基於這樣的觀察，Professor Easterbrook & Fischel認為，相關法規範應作限制競
爭收購產生之設計，包括目標公司的經營團隊在面臨公開收購時，應依採取消極作法

（passive role），不應積極採取積極的防禦措施。這樣的見解，很明顯地影響了第二
巡迴法院於Finnegan一案之判決結果，法院於判決中即認為，倘不允許競爭收購者為
停止競爭的協議，將會妨礙公開收購之產生。從而第二巡迴法院認為，允許競爭收購

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之法規範，始有益於目標公司股東與社會整體效率。

Professor Bebchuk則力駁上述論點，其除係基於前述分析認為目標公司股東在公

76 Easterbrook & Fischel, 94 Harv L. Rev. 1161 (1981).
77 Bebchuk, The Case for Facilitating Competing Tender Offers, 95 Harv. L. Rev 1028 (1982); 

Gilson, 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Corporations: The Case Against Defensive Tactics in Tender 
OFFERS, 33 Stan. L. Rev 319 (1981).

78 Easterbrook & Fischel, Auction and Sunk Costs in Tender Offers, 35 Stan. L. Rev. 1 (1982); 
Bebchuk, The Case for Facilitating Competing Tender Offers: A Reply and Extension, 35 Stan. L. 
Rev. 23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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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收購時將面臨應賣壓力，從而主張應促進公開收購下的競爭收購之產生，Professor 
Bebchuk亦認為競爭收購者之出現，並不會使最初收購者之搜尋成本無法回收，相反
地，最初收購者反而可能因為競爭收購者之出現而增加其獲利。

本文基本同意Professor Bebchuk之主張，主要基於以下理由：
首先，最初收購者之蒐集成本是有限的。蓋收購者往往會委請投資銀行或顧問公

司進行目標公司之搜尋與分析，而此一費用通常係以成功報酬（successive fee）的方
式設計，也就是說，倘收購成功時，收購者再行支付較高之顧問費用，且此一費用往

往相當具有彈性79。

其次，公開收購者在進行公開收購前，多半已先持有目標公司的部分股份，此舉

一方面可以增加取得控制性持股之可能性，此外尚可為避險（hedge）之用。亦即，
倘其收購因尚有出價更高的收購者存在，而使其收購失敗時，其亦可將其所持有目標

公司之股份應賣予出價更高之收購者，從而賺取其間之價差。

再者，最初收購者所為之出價分析，基本上也很難為其他競爭者所引用，致多僅

能唯一參考指標而已，也就是說，此處最初收購者所為出價評估之外部效益較少。蓋

倘收購者係因認為其取得目標公司控制權後，將可增加目標公司之價值而為公開收購

者，此一收購所為之出價，基本上係因各個收購者之狀態、所營事業、目標公司之資

產與營業可與收購公司之整合程度等等因素而有所不同；倘收購者係因市場低估目標

公司股份價值而為公開收購者，也就是說，其係為賺取差價而非意在長期持有目標公

司之控制權，則競爭收購者所帶動之競價效果，反而可以使其迅速獲利。

Easterbrook & Fischel認為，由於最初收購者將適合之公開收購標的—目標公司—
從眾多的公司挑選出來，從而減少其後競爭收購者搜尋的成本。這種可能性不能說完

全不存在，但應屬有限。蓋在係為取得目標公司經營權而為之公開收購下，不論是最

初收購者或其後之競爭收購者，多半都是與目標公司所營事業相關之公司，例如係為

垂直或水平關係，彼此間無時無刻不在注意彼此之動向、佈局、股價變動與股權變動

之狀況。也就是說，潛在之目標公司與收購者往往都不是一夕之間突然出現的。所以

要說目標公司是因為最初收購者慧眼識英雄的結果也許是言過其實的。

基於以上論述，本文認為，部分學者主張公開收購下的競爭收購將減少公開收購

之數量，恐言過其實，且未必與現實狀況相吻合。本文認為在實際的運作上，最初收

購者縱使未能收購成功，亦往往能從過程中獲取相當之補償，甚或利得。

79 Bebchuk, The Case for Facilitating Competing Tender Offers, 95 Harv. L. Rev 1028, 1036-7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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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公開收購下公司控制權市場之競爭機制是否應予維

護？

本文認為，在公開收購下所形成之公司控制權市場，由於存有賣方很多、買方有

限、價值（偏好）不確定、應賣壓迫效果、競爭收購者間進行協議行為之動機高且成

本低、可能產生資源配置無效率與財富分配不均等特點，是故規範設計上，應以維護

市場競爭機制為原則，始為對所有市場參與者均有利之較佳選擇。

伍、我國現行法下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協議是否應
受規範？

至此，本文研究認為，法規範應促進公開收購下公司控制權市場的競爭機制，是

否對於競爭收購者間之限制競爭行為應以法規範予以適度限制。本部分首先分析，在

我國公平法與證交法的架構下，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協議行為是否應受公平法規範，

再分析立法論上之可能性。

一、現行法下之分析

（一）是否有公平法第46條除外不適用（豁免適用）本法規定之情況？ 
在我國法之適用上，是否亦會產生如同美國法院因「默示排除」原則而認應適用

證交法而排除競爭法之情況？此即應分析我國公平法第46條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行
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者，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之

規定」與公平法第9條第2項規定「本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由行政院公
平交易委員會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

公平法第46條曾於1999年修正為現行條文80，其修正理由為「擴大本法之適用並

確定競爭政策優於其他政策。」此一修正係確立公平法為「經濟基本法」之立法意

旨，其他法律須在不牴觸本法之立法意旨之範圍（調合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促進

整體經濟利益）使得排除適用公平交易法。學者並認為，本條規定使得公平會對於其

他法律關於競爭行為之另行規定，擁有檢視其具體適用是否與公平法之立法目的相容

之審查權81。也就是說，在本條規定修正前，事業合乎其他法律之行為當然排除公平

80 舊公平法第46條為「一、事業依照其他法律規定之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 二、公營
事業，公用事業及交通運輸事業，經行政院許可之行為，於本法公佈後五年內，不適用
本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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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適用，但本條規定修正後，公平會擁有該事業行為是否排除公平法適用之審查權
82。在現行公平法第46條的適用下，倘事業之競爭行為應有其他法律規範，且其他法
律規範並無牴觸公平法之立法意旨，才可優先適用其他法律。否則只要其他法律無規

定，或者其他法律之規定與公平法有所牴觸，均應適用公平法。由此可知，我國法下

關於公平法與其他法規範間適用問題的處理方式與美國有極大的不同。

是故，競爭收購者之停止競爭協議行為在公平法第46條下，與證券相關法規之適
用關係有以下之可能性：

(1) 倘競爭收購者之停止競爭行為為公平法所禁止，亦為證券相關法規所禁止，
則應非第46條之適用問題，而僅生競合與機關協商執法的問題83。

(2) 倘競爭收購者之停止競爭行為為公平法所禁止，但為證券相關法規所許可，
則應依第46條判斷證券法規是否有牴觸公平法之立法意旨，在未牴觸之範圍
內，應優先適用證券法，否則即應適用公平法84。

(3) 倘競爭收購者之停止競爭行為為公平法所許可，則無論是否為證券相關法規
所許可，均無公平法適用的問題，自亦無第46條之問題。

至於在判斷前述第(2)點公平法與其他法規是否牴觸之標準上，學者認為公平法
第46條係授權公平會在個案中，「站在以市場競爭制度為基本原則之立場，嘗試調
合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並以『促進整體經濟利益之最大發展』為最終目的。」85亦

即，在此一前提下，判斷究竟是「執行公平法或優先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更能促進

整體經濟利益之發展？86」至於具體判斷標準上，除了本條修正理由中所謂「應考慮

特別法與普通法之法律適用原則、其他法律之立法時間與立法目的」等因素外，學者

亦提出其他判斷因素，包括市場集中度與市場進入的障礙、參與競爭者之數量與市場

績效、市場規模、競爭素質（價格、品質、服務）、交易成本、生產效率與資源配置

81 前揭註7，賴源河編審，頁112-13。
82 吳秀明，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頁376（2004年）。前揭註7，賴源河編
審，頁120。論者認為，事業之行為是否適用公平法，應以公平會最後之政策考慮，故宜
由公平會主動向各事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詢問該事業之行為在各該法律之法律效果，
及各該目的事業主關機關之政策考慮後，再由公平會作最後之法益權衡。

83 洪禮卿等人主持，公平交易法第四十六條修正後之適用問題研究，公平交易委員會
八十九年度合作研究報告十二，頁20（2000年12月）。

84 另應注意者，有學者指出，公平法第46條之除外規定範圍，僅限於公平法下的反托拉斯
法部分，而不能排除本法不正當競爭部分，否則將造成「鼓勵事業從事不正競爭」之結
果。前引[7]，賴源河編審，頁103。

85 吳秀明，前揭註89，頁377。
86 吳秀明，前揭註89，頁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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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消費者福利、其他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例如對於人身安全、環境保護、國

防機密）87、其他法律是否已經有維護競爭秩序的內涵88，以及其他法律之管制機關

的管制有效性與能力等因素89，均應加以考量。

縱上所述，關於公開收購下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是否違反公平法之判

斷，應依循以下兩個步驟處理之。

(1)首先，此一行為是否為公平法所禁止？
(2)其次，此一行為是否為證券相關法規所禁止？
茲分述如下。

(1)公開收購下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是否為公平法所禁止？
也就是說，競爭收購者間停止協議行為是否屬於公平法第7條聯合行為90，從而

應在第14條禁止之內91？

我國公平法下所謂「聯合行為」，依學者見解，係指經濟上企業主體從事阻絕或

減少市場競爭之共同行為而言92。有鑒於聯合行為將產生限制市場競爭的結果，可能

造成資源配置的生產無效率，以及奪取消費者剩餘的配置無效率問題，故公平法第7

87 洪禮卿等人主持，前揭註90，頁78-81。公平法學界似乎以公平法立法目的多元價值論為
主流。賴源河編審，前揭註7，頁34。論者認為，現行公平法為一涵蓋防止限制競爭、不
正競爭與消費者保護三種性質之法律。其並建議，關於限制競爭部分，應以經濟效率為
主要目標，倘效率之有無不甚明顯時，則可考慮其他次要目標，如保護中小企業、財富
分配、消費者利益等；不正競爭部分，則應先以營業之善良風俗為考量，而已明顯的效
率提升或消費者利益，作為阻卻違法的事由；消費者保護方面，則應以消費者保護為基
本訴求，倘涉有重大消費者利益，如安全、健康等，則應認為其高於效率與營業者之利
益。

88 洪禮卿等人主持，前揭註90，頁80（2000年12月）。論者認為，倘其他法律已經明顯植
入競爭導向的新經濟政策，則該法可視為公平法之補充，如果該法已經適當地反映了公
平法之立法目的，則公平會採取低度審查即可。

89 吳秀明，前揭註89，頁378。吳秀明教授認為，倘其他管制機關之人員、專業經驗、經費
等管制資源較多、管制效率較佳時，公平會對相關事宜宜採低度審查，或逕行認定其他
法律之規定不牴觸本法之意旨；但倘若其他管制機關並無足夠之管制資源、管制成本過
高，或明顯懈怠或根本不為管制時，公平會仍得予以管制。

90 公平法第7條：「本法所稱聯合行為，謂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
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
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 前項所稱聯合行為，以事業在同一產
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 第一項所
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
致共同行為者。 同業公會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
業活動之行為，亦為第二項之水平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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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首先規範聯合行為之定義，並於第14條明定關於聯合行為，係採「原則禁止、例外
許可」之原則。

①股份是否為公平法第7條所稱之「商品或服務」？ 
由條文觀之，我國公平法第7條關於聯合行為之規定，似係以「商品或服務」作

為適用條件。由於美國實務見解的啟示，使得吾人亦必須就公司股份是否為「商品或

服務」進行探究。

亦即，公平法第7條以「商品或服務」作為聯合行為構成要件之必要性與意義何
在？倘從公平法第1條所確定之「維護交易秩序」之目的，來思索「商品或服務」之
意涵，則吾人是否可以想像有任何可以被交易之標的物，並非「商品或服務」？又或

者本條所謂之「商品或服務」係有其特定範圍？其範圍又是如何？「商品或服務」是

否為一個實質存在的條件？而學者普遍認為做為第14條聯合行為之補充規範的第19條
第4款93，卻未與「商品或服務」結合之理由又何在？ 

如前所述，美國聯邦巡迴法院間對於公司股份是否為競爭法所規範之商品或服務

存有不同見解。而公司股份是否屬於公平法第7條下所稱之「商品或服務」，截至目
前為止，似尚未見有相關實例，故無法確知主管機關與法院對此之看法為何。然本文

認為，公司股份應可認係公平法第7條所稱之「商品」。理由如下：
首先，倘依前述美國第二巡迴法院於Finnegan一案中之見解，股份為具有財產價

91 公平法第14條：「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
利益，經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一、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
率，而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者。二、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
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或市場者。三、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者。四、為
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者。五、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
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者。六、經濟不景氣期間，商品市場價格低於平均生產成本，
致該行業之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畫適應需求而限制產銷數量、設備
或價格之共同行為者。七、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率，或加強其競爭能力所為之共同
行為者。 中央主管機關收受前項之申請，應於三個月內為核駁之決定；必要時得延長一
次。」 

92 賴源河編審，前揭註7，頁231。
93 吳秀明，前揭註89，頁115。公平法第19條：「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或妨
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一、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
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二、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
為。三、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
四、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或聯合之行
為。五、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取他事業之產銷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
其他有關技術秘密之行為。六、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
易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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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可為轉讓之商品。再者，公平法並未排除公司股份作為商品而不受公平法之檢

驗。亦有學者解釋第7條第2項之「商品交易」認為，指就「廣義之商品，包括有體
物及無體物，以其經濟價值有償為對價交換行為」。股份當屬涵括在此一解釋之內無

疑。至於倘有認為股份雖係商品，但應由證券相關法規規範，則屬公平法第46條適用
之問題，與本條之分析無涉。

最後，根據本文第參部分之分析可知，在公開收購下，競爭收購者間為具有競爭

關係者，其透過停止競爭之協議，限制了目標公司股份此一商品之價格，將嚴重影響

目標公司股價透過公開收購競價機制的形成，從而產生公平法所關注的資源配置無效

率與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倘有認為公司股份並非公平法所規範之對象，公司控制權

市場並非公平法所規範之市場，則應提出合理之論述，說明為何此一市場內之競爭行

為不受公平法之檢驗。

②是否為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 
依公平法第7條第2項之規定，「事業在同一個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始該當第

7條之聯合行為。就公開收購下因股份收購與應賣所形成之市場而言，競爭收購者當
然屬於同一產銷階段—均為目標公司之股份需求者，且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應無疑

義。

而本條第1項所謂「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
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

言」，依學者見解，此處所謂「約束事業活動」即為限制競爭之意94，而「價格、數

量、產品」等係為立法者用以說明聯合行為限制競爭之內容與常見之類型，故僅為例

示之聯合行為類型95。本文認為，倘係所有的競爭收購者均參與停止競爭之協議，則

此一協議即為價格聯合行為；縱使並非所有的競爭收購者均參與協議，也就是說對於

最後的收購價格未必有絕對之決定，但如前所述，其將減少未參與協議之其他競爭收

購者勝出的機會，或者嚇阻其他競爭收購者之出現，是故，仍會造成限制競爭之結

果。

③是否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公平法第7條第2項尚以競爭收購者之協議行為必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

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使足該當聯合行為。此時之判斷標準為何呢？也就是說，公

開收購下目標公司股份之收購與應賣行為，是否會受到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

之影響？

94 賴源河編審，前揭註7，頁245。
95 吳秀明，前揭註89，頁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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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炳俊教授引介德國Emmerich教授見解認為，「（德國）通說在實務上所要求
的『市場效果實查』並無必要。事業基於理性締結聯合行為合意，必然是衡諸其對市

場之認識，可望發生一定的市場影響效果，若局外人必須就此舉證，顯然不合事理。

只有在當事人限制競爭之目的無法證明時，才有審查對市場影響之必要，然而在此情

形下，通常事業在契約締結時早已將限制第三人競爭之效果計算在內，結果只要符合

限制營業競爭之要件便可認為有影響市場關係之效果96。」故有學者認為，Emmerich
教授的「推定市場影響存在論」較符合我國規範適用，亦即聯合行為之成立只要符合

第7條第1項之要件，公平會無須對於本條第2項之市場效果為審查，而由當事人舉證
其行為對市場無影響而主張免責97。

黃銘傑教授亦指出，關於獨佔地位之濫用、結合及差別待遇等垂直競爭限制規

範上，必須以「市場佔有率」作為判斷該等行為是否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市場（支

配）力」之工具；然對於聯合行為，則應認為「當事業決意組成聯合行為時，實際上

即可推論其共同擁有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市場力或占有率」98，蓋倘參與聯合行為之

事業若無法確信聯合行為將有其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效果，則此一聯合行為反而將使

交易相對人轉而向其他未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進行交易；也就是說，倘事業不能成功

地因為聯合行為而影響（限制）市場其他參與人之行為，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反而將

因此受損害。

黃教授同時強調，雖然並非所有聯合行為均應適用此一推定市場佔有率理論而以

「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繩之，某些聯合行為尚應經所謂「合理原則（the rule 
of reason）」之審查，但對於限制價格、產量、分割市場此等「惡質卡特爾」，由於
其實施之目的，即在透過對於商品或服務價格等「競爭參數」之控制，達到限制競爭

之目的，故應屬當然違法之聯合行為。而歐盟亦因考量此類行為限制競爭之本質與競

爭法執法的成本與效益，明白表示倘事業其整體市場佔有率未達10%時，其聯合行為
不會對競爭產生實質之限制的同時，亦強調限制價格、產量、分割市場等惡質卡特爾

並不適用此一除外原則99。

另外，吳秀明教授認為，可參考德國法上之「可察覺性」理論，將聯合行為是否

影響市場功能以「量」與「質」之標準，綜合判斷之。所謂「量」的標準，乃係於劃

96 賴源河編審，前揭註7，頁253。
97 賴源河編審，前揭註7，頁253。
98 參見黃銘傑，聯合行為成立與市場界定、影響市場功能認定間之理論與論理（下）—評
最高行政法院九二年度判字第一三三六號判決—，台灣本土法學雜誌，69期，頁19，21 
（200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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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關市場後，測定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在該市場之市場佔有率為何，德國實務上係

以市場佔有率5%作為認有影響市場功能之門檻；而所謂「質」之標準，則係衡量事
業以聯合行為限制競爭參數在本質上會對限制競爭之程度與傾向有多高為斷，也就是

說「愈屬核心限制競爭手段（如訂價）之排除，被認為影響市場功能之可能性也就愈

高」。

此外，實務界與學界亦特別指出，採購或工程招標等案件中之聯合行為有其特殊

性。依公平會1998年11月18日第367次委員會議決議，認為投標廠商之圍標行為「因
悖於參標者應經由公平自由競爭機制以決定得標者以及得標價格之招標制度機能，故

該圍標行為本身即屬直接限制競爭之行為，毋庸具體論究圍標行為所足以影響之市場

範圍層級；凡可能參與投標者達成相互約束事業之合意時，即得認該圍標行為足以影

響各該招標市場之競標機能。」100

縱上所述，我國實務界與學術界關於公平法第7條第2項「足以影響生產、商品
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之認定標準，見解並不完全一致。然大致有以下幾種意

見：

第一，採「可察覺性理論」。以聯合行為之質—限制競爭參數之內容為何，與

量—事業市場佔有率高低，來判斷該聯合行為是否足以限制競爭。

第二，採「市場影響推定論」。先論該聯合行為是否為限制價格、產量等惡質

卡特爾，倘是，則應推定該聯合行為即符合影響市場功能之要件，而由事業舉反證免

責。

此兩種分類是否適用於所有聯合行為分析，本文不敢妄論，但在競爭收購者間之

停止競爭協議中，本文認為，在所有競爭收購者均參與停止競爭協議的情況下，因係

惡質卡特爾，且必定造成如工程圍標般的影響，此時應無庸考量市場佔有率，應即認

係當然違法之聯合行為；然在非所有競爭收購者均參與協議時，本文認為此時仍應推

定該聯合行為具有市場影響力，而由事業以市場佔有率等因素提出反證免責（雖然極

難想像，倘競爭收購者間之協議行為不能對其他收購者產生影響的情況下，其為何要

進行此一聯合行為）。

又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協議行為是否可能該當公平法第19條第4款之「以脅迫、
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或聯合之行為」之不公

平競爭。例如，倘一方以補償他方參與公開收購所需之費用，同時給予其他之報償，

99 參見前揭註105，黃銘傑，頁19，22。
100 學者見解請參閱參見前揭註5，黃銘傑，頁23；前揭註89，吳秀明，頁76。吳秀明教授認
為，此時亦非不能以量之觀點認定市場功能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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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為他方不為競爭之條件時，是否該當本款？

本條於個案中依具體情況可能有所不同，但應注意者，學者雖認為公平法第19條
為第14條之重要補充規範，然兩者之重要差異，在於第19條係規範一方意志強加在他
方行為之結果，而第14條則係在規範競爭者間之合意行為101。由於第14條與第19條之
法律責任不相同102，故在法條適用上應注意兩者間之差異性。

(2)公開收購下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為證券相關法規所允許或禁止？
我國證券相關法規並未明文規範競爭收購者之停止競爭協議行為，故本文擬從證

券法規對於公開收購法制的核心規範、相關法規對於公開收購下之競爭機制之態度，

以及公開收購下之「共同取得」制度的意義與內涵等三方面，來說明證券法規對於停

止競爭協議行為所可能採取的態度。

①我國公開收購法制之立法目的與核心規範

我國在1988年修正證交法時，增訂第43-1條，加入關於公開收購之相關規範，在
當時尚無實際案例的情況下，相關立法主要係參酌其他國家之立法經驗。而各國公開

收購法制或有不同，但大都一方面肯認公開收購為一有效之公司治理外部機制，一方

面從各國實證經驗可知，公開收購市場倘放任不管，將嚴重影響證券市場之效率，是

故「資訊公開原則」與「保護目標公司股東」即為各國公開收購法制的兩大核心。前

者係指收購者相關資訊揭露之規範，後者則為應募股東得隨時撤回應賣、收購條件一

致等規範。我國立法也大致遵循此一方向。2002年修法時，再增訂證交法第43-2條至
第43-5條，並授權證券主管機關制定「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下
稱「公開收購辦法」）」以及「公開收購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兩個行政規則。

②證券法規對於公開收購下之競爭機制之態度

本文認為，我國證券相關法規，對於應維護公開收購下之競爭機制應係採肯認態

度。理由如下：

首先，我國證券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下稱「證期

局」），根據證交法第43-1條第4項所頒佈之「公開收購辦法」第7條第2項規定，
「對同一公開發行公司發行之有價證券競爭公開收購者，應於原公開收購期間屆滿之

日五個營業日以前向本會辦理公開收購之申報並公告。」顯見我國證券法規，肯認競

爭收購之價值。劉連煜教授對此分析認為，「……法令之所以允許二以上之主體競爭

公開收購，除了係為維持公平競爭之機會外，也因競爭收購關係，可為標的公司之股

101 吳秀明，前揭註89，頁84。
102 吳秀明，前揭註89，頁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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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帶來更高之出價，對股東更為有利103。」

此外，為進一步強化競爭收購之效果，前述「公開收購辦法」第18條規定，原則
上公開收購期間為10-50日間，倘「有第七條第二項之情事（按：即有競爭收購之情
況）或有其他正當理由者，原公開收購人得向本會申報公告延長收購期間。……」此

一允許原公開收購人得延長收購期間之規定，目的即在給予原公開收購人可再為競價

之機會。

第三，證交法第43-5條第3項規定，倘公開收購人未能於收購期間內完成預定收
購數量者，除有正當理由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其於一年內不得就同一目標公司進

行公開收購。本條設置之目的，在於避免有心人士藉公開收購擾亂其他公司之正常經

營，也就是以公開收購之名，行影響市場價格之實104，或藉此來要脅目標公司經營團

隊給予好處以獲取一己之利。然「公開收購辦法」第24條規定，則將「參與競爭收
購」作為前述證交法第43-5條第3項之公開收購人得在就同一目標公司進行公開收購
之「正當事由」。顯見，主管機關意在為目標公司創造競爭收購之可能性。

由以上相關規定可以得知，主管機關顯然相當肯認競爭收購的正面價值。依循此

一邏輯，則維護公開收購下之競爭機制則十分重要。

③公開收購下之「共同取得」制度的意義與內涵 
如前所述美國聯邦法院判決認為，由於威廉斯法明文允許兩人以上「共同取得」

目標公司之股份時，應視為同一人，且應予以申報，從而美國法院認為，由於聯邦

證券法規範下的公開收購行為，本身即容認數人協同進行公開收購，故倘反托拉斯法

介入，則將破壞聯邦證券法的設計，此時，縱使證券法並未明文排除反托拉斯法之適

用，反托拉斯法基於「默示排除」原則而無所適用。

然在我國法下，證交法第43-1條第1項與第3項的「共同取得」制度，是否應得出
與美國法院相同之見解？也就是說，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與數人之聯合公開

收購協議是否有所不同？本文持與美國法院不同之見解，且認為競爭收購者間之協議

行為，應與共同取得制度下之協議行為有所區別。理由如下。

首先，本文認為，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與聯合公開收購協議所產生之效

率情況有所不同。前者除了明確地造成目標公司股東原可依競爭機制取得較高溢價利

得之減損外，也可能產生使目標公司之控制權無法透過公開收購方式移轉到可將公司

103 劉連煜，新證券交易法實例研習，元照出版，頁190（2007年2月增訂五版）。
104 吳光明，證券交易法論，三民出版，頁75（2006年增訂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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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極大化之收購者手中。

而至於聯合公開收購協議，卻較有可能達到促進競爭（procompetitive）之效果。
例如聯合公開收購行為可能促使較大規模的公司也有機會成為公開收購下的目標公

司，使得這類公司有機會藉有公司控制權市場作為外部公司治理的工具；或者使得原

本不可能透過一己之力參與公開收購競爭的市場參與者，透過合作而參與，從而增加

了公開收購下的競爭機制；或者聯合公開收購的參與者各自對於目標公司的部分資產

或營業具有優勢的管理能力或可與其各自目前的資產或營業予以結合，以發揮更佳的

綜效。

綜上分析可知，競爭收購者間之協議行為與共同取得制度下之協議行為，兩者在

限制競爭或促進競爭之效果上，有相當程度之不同，從法規範的角度言，應予分別處

理。

再者，證交法下之「共同取得」制度，其目的並非在鼓勵或促進潛在之競爭者或

現實之競爭者進行公開收購事前或事後之共同行為。

我國證交法第43-1條第1項規定，「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取得任一公開發行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份者，應於取得後十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

其取得股份之目的、資金來源及主管機關所規定應行申報之事項；申報事項如有變

動時，並隨時補正之。」又同條第3項規定，「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取得公
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達一定比例者，除符合一定條件外，應採公開收購方式為

之。」此外，依主管機關頒布之「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依第一項取得股份申報事

項要點」第2點規定，證交法第43-1條第1項所謂「任何人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
份」，係指「包括其配偶、為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明意持有者」；所謂「與他人共同

取得股份」，依前述要點第3點，係指「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取得公開
發行公司以發行股份。」

本文認為，證交法有關股份「共同取得」的情況應予申報，以及強制公開收購門

檻的股份應合併計算的規定，其目的乃係考量，大量股權取得之管理，對於公開收購

制度下的資訊揭露義務與目標公司利害關係人之權益保障，均有重要影響105，為避免

有心人士，利用他人名義持股或以與他人協議由他人取得股份的方式，藉以逃脫相關

資訊揭露及公開收購進行之程序規定，從而有本條之設置。

也就是說，「共同取得」制度之目的，並非在於鼓勵或促使市場參與者進行聯合

公開收購行為；證券交易法對於「共同取得」之容認態度，並不表示其亦容認市場參

105 劉連煜，前揭註110，頁17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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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藉由共同取得之協議或行為，以達成限制競爭之目的。蓋如前述，證交法與主管

機關十分肯認公開收購下的競爭價值與市場機制之重要性，故倘係認為因證交法規範

有「共同取得」，從而認定證交法係允許市場參與者得藉由共同協議以達成限制競爭

之目的者，則應屬對於本規範之錯誤理解。

(3)小結
縱上所述，本文獲致以下結論：

第一，本文認為我國現行之證券相關法規，對於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行為並

無明文規範。此可能亦與證券法規向來之立法目的與規範範圍，並未曾考慮併購者間

之合縱連橫行為，可能會產生限制競爭或不正當競爭之可能性有關。在公平法為我國

經濟基本法的前提下，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應回歸公平法之管轄應無疑義。

第二，縱有論者認為證交法之相關規範應係容認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存

在，如前所述，在特定行為為公平法所禁止而個別管制法規允許的情況下，尚必須檢

驗證交法允許此一停止競爭協議是否不牴觸公平法之立法意旨。就此，本文認為，倘

證交法有任何允許競爭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之意，此一規範亦將因違反公平法之立法

意旨，而應依公平法第46條之規定不予適用。 
第三，從競爭法之角度而言，應區別公開收購開始後之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

爭協議行為，與公開收購開始前即為之共同取得股份之聯合收購協議行為。蓋前者關

於限制競爭之動機、可能性與危險性顯然較為明顯，而後者則較可能產生促進競爭

（procompetitive）之效果，從而可能不符合公平法第7條關於聯合行為之要件。 
也就是是說，共同取得下之聯合公開收購行為將可能產生促進競爭與限制競爭的

效果併呈的情況。此時，究應如何判定其是否有「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

需之市場功能」？本文認為，公平會過去處理關於工程招標案件中「聯合承攬」是否

構成聯合行為的相關判斷準則，值得參考。

以下就公平會函釋（81）公貳字第00376號之內容，擇要摘錄如下：
（一）實務上工程招標所為之「聯合承攬」是否構成公平交易法第七條所規定之

「聯合行為」，不能僅從名稱加以認定，仍須具體認定其是否符合該條之要件，包括

(1)是否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2)二以上之事業是否「具
有競爭關係」、(3)是否共同決定價格等。如不符合以上三要件及其他聯合行為之要
件，縱名為「聯合承攬」或「共同承攬」亦非「聯合行為」，而無公平交易法之適

用。

（二）聯合承攬事業，如符合下列第1.項之基準，且符合第2.項(2.之(1)(2)(3)須同
時具備)或第3.項基準之一者，不構成聯合行為，但發包機構不得有涉及不公平競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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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1. 須個案聯合承攬  
聯合承攬按每件工程分別成立，其聯合承攬關係於工程完工後即消滅者。

2. 關於是否影響市場功能之要件
(1)具有市場地位之發包機構（如政府機構、公營事業及其他具有獨占地位之事

業），要求投標或承包事業所為之聯合承攬。

(2)發包單位衡量國內外水準及供需關係等因素認為有聯合承攬之需要，且於招
標須知中載明聯合承攬相關規定者（聯合承攬人不足影響市場功能）。

(3)非投標或承攬事業所積極發動，而係被動配合第(1)項發包單位之要求，依第
(2)項規定而為之聯合承攬，且意圖不在限制競爭，且無使發包單位受損之虞者（即
意圖不在於共同決定價格及其他交易條件以限制競爭）。

3.關於「競爭關係」之要件
在未聯合投標之情形下，聯合承攬團體中之個別事業各自均不符發包單位之投標

資格者。二以上事業因組成聯合投標團體而符合投標資格，因此增加投標事業或聯合

投標團體之競爭者。

前述關於工程招標案件聯合承攬是否構成聯合行為的判斷基準，倘適用於聯合公

開收購行為時，應注意之事項仍有待進一分析，但縱觀公平會此一函釋可知，公平會

允許工程招標案件中的聯合承攬行為的基本核心準則在於，此一聯合行為目的是在促

進競爭，或是限制競爭，此一基本原則在吾人進一步分析應如何判斷促進競爭之聯合

收購協議行為時，仍深具參考價值。

二、立法論下的可能性分析—應由公平會或金管會管轄？

基於以上研究結果，本文認為，公開收購下競爭收購者間之限制競爭協議確係

應受法規範，且依本文對於我國公平法與證交法之分析得出，現行法下應由公平法之

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依公平法第14條聯合行為之禁止加以處斷之結論。然立法論
上仍可思考，應由主管證券市場之金融管理監督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或者公平交易委

員會為管轄機關較為合適，或者是否應由證交法另行增訂關於公司控制權市場之競爭

規範以為公平交易法之特別法，均值討論。蓋此乃涉及公司控制權市場之競爭秩序問

題，且現行證交法亦有聯合公開收購行為的相關規範，例如「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

之依第一項取得股份申報事項要點」第2點規定第2項之規定，「取得人與他人共同取
得股份者，如有書面合意，應將該書面合意併同向主管機關申報。」

倘從我國現行公平法與其他法規範間之關係觀察之，亦不乏由公平會以外之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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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處理特定市場的競爭問題。例如公平會函（88）公貳字第88044951001號，說明
「按有關圍標行為之規範，現行「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條定有明文；

復依本會與公共工程委員會，就「公平交易法與政府採購法之適用問題」協商會議決

議：『「（一）政府採購爭議事件涉及競爭秩序之行為，發生在政府採購法施行前

者，依公交易法處理……（四）政府採購爭議事件涉及競爭秩序之行為，發生在政府

採購法施行後者，由當事人循政府採購法途徑解決。」（附件一）據此，倘相關疑義

係發生於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政府採購法施行後者，建請貴處另行函請公共工程委

員會解釋。」』也就是說，關於政府等公部門採購涉及競爭秩序之問題，政府採購法

為公平交易法之特別法，並以公共工程委員會而非公平交易委員會為主管機關。

本文對於涉及公司控制權市場之競爭規範，於立法論上應由何法或何機關為管轄

尚無定論，倘依我國現行法規則應為公平法與公平交易委員會無疑。然應注意者，公

平交易法第9條第2項之規定：「本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由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

陸、結論

本文以美國Finnegan v. Campeau Corp.一案所引發公開收購下敵意併購者之停止
競爭協議所涉及的市場競爭，以及競爭法與證券法之交錯問題談起，分析美國法院判

決之演變與分歧，以及學說見解，得出法規範應維護公司控制權市場之競爭機制之初

步研究結論。

此一議題之討論深具實益。一方面可以促使公司法與競爭法學界與實務界，重

新思考公司控制權市場之特性、其對於公司治理與價值極大化之重要性，以及各個利

害關係人於此一市場中之行為，對於其他利害關係人與公司價值之可能影響。另一方

面，我國雖然尚未出現類似Finnegan之案例，然如本文分析，在台灣資本市場與逐步
與全球接軌、相關敵意併購手段之法律規範逐漸完善，以及我國控制權市場有逐漸採

行市場競價機制趨勢之際，未來類似Finnegan之案例極有可能在我國發生。相關法規
範應如何正確適用、立法上應有何亟待完善之處，即有深入研究之必要。

本文拋磚引玉，針對公開收購下競爭收購者間之停止競爭協議之競爭法問題提出

觀察與分析。事實上，關於競爭法與公司證券法規間的關係，尚有許多有趣的議題值

得討論。除了本文前述所提的各項案例外，目標公司經營團隊於面臨敵意併購所採取

的防禦措施，也都可能有限制競爭或者促進競爭之動機或效果。例如目標公司經營團

隊與收購者間約定由公司買回收購者所持有之公司股份的greenmail行為，從競爭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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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可能就會造成限制競爭之結果，但另一方面卻也有可能因此逼退無效率之併購

者。現行公司法係以經營團隊是否符合受託義務為判斷防禦措施合法與否之界限，而

違反受託意義所為之防禦措施，由於係非為公司價值極大化而為，其行為應係出於目

標公司經營團隊自利之動機，是否可由此認定經營團隊係欲藉由防禦措施限制併購者

與之進行控制權之競爭，從而應以競爭法加以論處？

此一討論自有其實益，蓋比較適用公司法受託義務與競爭法規範之不同，吾人可

以發現，受託義務僅經營團隊對公司負責，而在公平交易法下，受有損害的人得向從

事聯合行為的參與者主張損害賠償責任，並且可以為懲罰性賠償之主張106。此對於某

些公司法學者主張，現行公司法第23條不區別忠實義務與注意義務，一律課以損害賠
償責任應係立法上之錯誤107，也就是說公司負責人違反忠實義務的賠償責任，應不能

僅限於所受損害，而應擴大致行為人的所得利益，意外地提供的一個有利的支持。當

然，完整的受託義務的配套措施，尚應包括美國法院所發展出來的商業判斷原則，司

法系統對於涉入公司經營決策應有一定節制之架構，此對於競爭法應否介入公司經營

決策應亦有相當之啟示作用。

公司控制權市場下就應如何調合公司、證券法與競爭法間之適用關係，不僅關乎

一國公司治理的良窳，亦係對於競爭法制之挑戰。本文期拋磚引玉，引發公司法與競

爭法學界與實務界對於本議題之進一步研究與關注。

106 公平交易法第31條：「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第32條：「法院因前條被害人之請求，如為事業之故意行為，得依侵害情節，酌
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三倍。 侵害人如因侵害行為受有利益
者，被害人得請求專依該項利益計算損害額。」

107 曾宛如，公司管理與資本市場法制專論（一），元照出版，頁31-32（2007年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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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王教授文宇（台灣大學法律學系）

謝謝主席、朱教授，因為時間有限，所以我就直接評論，題目可能相對來說是

需要比較高的層次，那朱教授報告的論點或從實體法規定等等，可能熟悉公平交易

法的同仁會很陌生，我來看這個問題，我們從反托拉斯法從美國出現約有100年以上
的歷史，假使從這個歷史角度來看，其實反托拉斯法的思想架構大概是說以廠商、公

司作為分析對象，其實在100年前在反托拉斯法剛建構的時候，其實企業是當作自然
人在處理，也就是說企業或是公司是一個黑盒子，傳統上公平法沒有去想企業內部的

問題，當然這樣的發展也許程度是很幼稚，就是公平法所談的這些主體，卻把公司法

人當作自然人一樣，所以一些內部的問題就是而不見，當然這背後就是隱含企業內部

的事項，譬如股東協議書等，那大家會認為說這公平交易法不會去過問，那當然本文

所探討的比較廣的一個面向就是說什麼叫做企業內、外，事實上是從近代、就是六、

七十前才開始有人再談這個問題，也因為這樣，所以慢慢去思索公司內部變動與狀

況，今天報告福特這個案子，有引到說學者認為這觸及到公平交易法的問題，不過就

我的瞭解，簡單的說就是公報私仇，公司與特定股東之間有利害關係，所以以拒發股

利為由，那這個案子法院也支持少數股東，所以以這個案子作為探討企業內與企業外

的開端，那我個人覺得似乎這個案子是在公司法體制內得到一個解決，就是董事在作

決定的時候必須要有一個標準，那從判決結果來看還算是一個恰當的解決方式，公平

交易法在這裡有學者指出來是相關，但到底他的相關性是怎樣，那國內有一些類似的

情境，譬如公平會對於採購行為，後來我們通過採購法，那公平法對於政府採購、相

關投標作業等等問題就處於比較補充性地位，那這是公權力問題，其實有很多公法上

的問題，所以我認為這種作法是很恰當的。

回到說這篇報告，什麼叫做公司內、什麼叫作公司外，譬如有一家公司要透過

公開收購來取得經營權，或者幾家企業都要作這種事情，或者幾家企業都透過公開收

購來影響經營權，那關於這一點朱教授引美國判決，討論到所謂美國法下面的買賣股

票、有價證券是屬於美國法下面商品勞務的買賣，這是美國法下的議題，我個人認為

這個問題的本質，是在反托拉斯法或是公平交易法對於企業經營權的變動，這應該由

公平法較積極介入或是留在證交法或是公司法，那這些規範是不是足夠，那朱教授提

到說有案例說意圖併購者之間作一些協議，那看起來從競爭上面是做了一些限制，所

以這是不是規範上面的漏洞？應該由公平法來填補，就我的理解，這一塊在反托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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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公司法的學者可能會認為說這是市場的行為，聯合的協議與聯合的外觀，但是又

涉及到公司經營權的變動，那一般證交法對於公司經營權的變動已經有所規範，那反

托拉斯法是不是要進來就變得很複雜，這一篇文章有提到一些例子，我把它類型化，

第一個是聯合承攬，過去公平會對於聯合承攬也有表示意見，看起來是好幾家廠商有

聯合行為，至少這個聯合承攬不會涉及到公司經營權的變動，還有一類行為，就是同

樣參與公司經營權變動的，意圖併購者透過合縱連橫去達成一些協議，看起來也是聯

合，不過就是它涉及的背後的行為目的好像是涉及公司經營權的變動，還有一些是公

司的經營者與外面的意圖併購者去作一些約定，股份買回等約定，然後希望打擊另一

方的併購者，我會覺得說這裡有很多法令涉及公司經營權變動的，那證交法或公司法

會優先規範，那某種程度涉及到公平交易法的問題，但這也不是傳統公平法一言可以

說清楚的。

因為時間關係，我這裡就做一個總結，我就這種論文在國外是讀過的，但是在國

內這是第一篇，所以這個論文貢獻很大，它讓我們去思索這個問題，那這一篇論文是

一個開端，那所以我也說不上是贊成或反對，那假使公平交易法要介入的話要考慮我

所提供的淺見，包括規範順序、企業活動、包括企業外但是涉及到企業內經營權變動

的，那這幾種類型裡面這篇文章特別提到合縱連橫行為，這是很重要的，那至於是由

金管會或是公平會來歸範，可能是需要更宏觀或是系統性的研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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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式　林委員益裕致詞

各位貴賓、各位先進、各位同仁：

經過一天半熱烈研討，第1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即將圓滿結

束。在此，謹代表公平會感謝各位的參與。特別是在本次研討會中，擔任主持人、論

文報告人及評論人的所有學者專家，本人在此代表公平會感謝各位的鼎力支持，讓這

場研討會能夠順利完成。

為有效防止事業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行為，並因應國內外環境情勢變化，自

公平交易法施行，迄今已進行三次修法，目前本會仍積極推動相關修法工作，期完成

兼具「全球接軌，在地實踐」特質的競爭法，以建立市場自由、公平的競爭環境，提

升產業及國家競爭力。其中經參酌各國執法經驗，增訂聯合行為之「寬恕條款」是本

次修法重點。為此，本次研討會安排了一場有關「寬恕政策實施子法」相關之研討。

另外，為有效管理並充分嚇阻非法多層次傳銷，本會亦積極研擬建構多層次傳銷專法

體系，以健全國內相關產業經營環境。本次研討會繼去年就多層次傳銷「專業評鑑制

度」及「專業評鑑指標」之建立等相關問題研討後，今年更進一步就「多層次傳銷事

業自我評鑑之建立與執行」進行更廣更深的研討，相信這對於本會制定相關政策絕對

具有其正面的參考價值。

其次，「限制競爭」與「產業競爭」向來是本會執法上極為關切的重點，而隨著

經濟環境的改變，事業間交易行為態樣不斷變化，其間所涉及競爭法相關爭議也值得

我們加以探討。本次研討會對「標準制定」、「著作權警示」、「公司治理」與「便

利商店收取附加費用行為」，以及金融業、4C產業所涉及之競爭議題，亦有相當深

入的研討。

在今天的研討會中，各位學者專家都發表了極精彩的報告，並提出了多項重要的

建議，均將成為本會未來施政的重要參考依據。整體而言，這次研討會發表的論文，

無論在資料的蒐集或問題的探討方面，都相當豐富且論理深入，對於本會在辦案實務

上或政策擬訂上，都有很大的助益，相信本會同仁在聽取各位的寶貴意見後，一定能

有深切的領悟與豐富的心得。

最後，謹代表公平會再度感謝大家熱烈的參與，也希望大家繼續給我們支持與鼓

勵。敬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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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價格行為認定方法之研究

　吳秀明

加速公營獨占事業開放之研究

　施俊吉、林啟智、周崇輝

產物保險共保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之適用關係

　廖述源

價格決定機制之研究

　施俊吉、劉孔中

反傾銷與競爭政策之關係

　劉孔中、施俊吉、朱雲鵬

多層次傳銷評鑑系統之驗證與修正

　陳立信、張正賢、楊明宗

WTO架構下智慧財產權與競爭法之關係
　羅昌發

公用事業營業章程與公平交易法關係之檢討

　黃茂榮

「政府採購與公平交易法之相關性」研究

　范建得

交通運輸業與電信業有關解除管制及競爭法適用問題之研究

　王國樑

各國解除管制工作之研究

　朱雲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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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論公平法結合管制對加盟連鎖行為之規範―以統一超商為例

　范建得

便利商店反托拉斯市場的界定

　莊春發

加盟事業便利商店市場的界定及其行銷通路之探討

　李仁芳

公平法有關不公平競爭行為，應如何適用「合理原則」或「當然違法」原則

　林廷機

智慧財產權耗盡問題與公平交易法

　林克敬

我國與各國多層次傳銷事業退貨條件與處理原則之比較

　李仁芳、張愛華

參加多層次傳銷事業支付一定代價之研究

　范建得

公平法第三十六條「先行政後司法」之法律分析

　陳櫻琴

公平交易法案件之團體訴訟

　陳洸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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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聯合行為構成要件之研究―第一部分：同業公會聯合行為之責任

　蕭文生

　
聯合行為構成要件之研究―第二部分：避難到不公平競爭的聯合行為管制

―公平法第十四條與第十九條第四款適用關係之釐清

　吳秀明

公平交易法第七條有關聯合行為之規定究屬概括規定或屬列舉性規定之研究

　吳秀明

有線電視頻道節目業者與播送系統業者垂直結合之競爭規範及許可衡量標準

之研究

　石世豪

區域性獨占、區域性整合與自然獨占：有線電視業涉及公平交易法之問題

　柯伯昇

有線電視產業之通路競爭、福利分析與政策效果

　吳基逞

電信市場競爭政策與法律問題

　劉紹樑

　
論推薦廣告之規範―以美國經驗為例

　范建得

當前關於結合管制之重要問題

　黃茂榮

　
公平會獨立性相關問題之研究

　陳櫻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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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性定價認定方法之實證研究：Areeda-Turner成本基礎法初探
　單驥、莊春發、馬泰成、謝仁弘

我國油品市場相關問題之研究

　許志義

　
我國油品市場管理法規相關問題之研究

　范建得

國內新聞報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李仁芳、陳文玲

　
台灣職業證照制度與市場競爭

　李誠、郭穎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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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網際網路發展與競爭法相關問題

　石世豪、程宗明

　
論網路上智慧財產權之保護與不公平競爭―商標與著作權爭議為例

　馮震宇

電子商務不公平競爭行為規範的幾個初步觀察

　劉靜怡

　
公平交易委員會關於廣告之規範政策與實務的檢討

　黃茂榮

　
比較廣告之案例研究―以公平會調查程序為中心

　陳櫻琴

　
競爭政策下的民營化策略―以電力事業為例

　林克敬

　
「公平交易法」對結合案件之境外管轄權問題研討

　林宜男

　
房屋仲介業之市場結構與行為管制―兼論公平交易法之規範

　本會第一處

　
策略聯盟於公平交易法之探討

　彭康麟

電信業價格上限管制之誘因機制

　蔡蕙安

台灣電信產業競爭化的市場結構設計

　林健次、蔡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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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國家對專業人員服務競爭問題規範之研究
　王文宇、劉孔中

　
我國公平交易法垂直限制行為執法實務之檢討―兼論歐盟、德、法、美、日

垂直限制規範

　本會第二處

　
國際化與自由化政策下，產地標示與不公平競爭之關係

　本會第三處

　
競爭政策之內涵及其於國家經濟發展應扮演之角色

　本會法務處

　
競爭政策與貿易政策之互動

　本會企劃處



附　　錄 435

第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從公平競爭觀點論電業自由化之發展願景與管制制度之建立

　許志義

　
從日本解除管制經驗檢視我國解除管制作法與方向

　紀振清、黃銘傑

　
未受「專利法」保護之標的是否可受「公平交易法」之保護

　林宜男

聯合採購的型態與適用條件

　王忠宗

　
從依賴性理論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以公平法立場之研析適用
　吳秀明

　　
OECD對競爭政策的處理及其對多邊體制之影響
　黃立

　　
BOT招標階段資格限制與公平交易法之研究
　莊春發、徐芳霞

公平交易法與政府採購法對「BOT中交易相對人選擇自由與融資」
的規範

　謝杞森

　
事業垂直限制行為之公平法適用問題研究―以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為核心

　黃營杉、范建得

圖書限制轉售價格法制

　王銘勇

　　
論美國反托拉斯法對搭售安排「個別產品」要件之認定標準

　陳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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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電信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劉紹樑、劉崇堅、莊春發

四C整合趨勢下有線電視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石世豪、蔡志宏

網際網路之發展及其競爭規範初探-技術與法律之分析
　陳光禎、劉孔中

從競爭觀點來觀察電子商務產業環境

　謝穎青

合作研發與國家創新系統

　李仁芳

桶裝瓦斯勞務配送中心與公平交易法相關分析

　莊春發

公平交易法不實廣告與詐欺罪之界限

　王銘勇

不實廣告保護法益之研究-「廣告詐欺罪」之省思
　陳櫻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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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就競爭法觀點論供油業者之關鍵設施共享

　張玉山、李淳

加油站區域市場劃分暨垂直性限制條款與公平交易法之相關性分析

　梁啟源

我國家用液化石油氣市場開放後之結合競爭問題與公平交易法之關係

　莊春發

數位網路產業之競爭政策與競爭規範

　劉孔中

競爭法對流通業經營行為規範之研究―以附加費用收取行為為中心

　黃營杉、黃銘傑、吳師豪

教科書及參考書市場交易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之適用性研究

　吳秀明、趙義隆

跨國事業結合競爭相關問題及其經濟影響之分析

　陳坤銘、吳秀明

仿冒未受專利保護之新式樣與不公平競爭規範

　張懿云、林廷機

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修正後適用問題之研究
　蘇永欽、范建得

寡占市場「一致性行為」之證據認定方法及其濫用市場地位行為規範

―由 Container Corp.案探討交換資訊行為
　張明宗

醫療市場競爭規範之建立初探

　陳志民

基礎設備理論於醫療事業之適用與檢討

　紀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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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產業自由化、國際化與競爭政策：兼以台灣石油及石化業為例

　許志義

從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職掌探討公平會的組織調整

　胡祖舜

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替代與互補

　莊春發

競爭政策與管制政策之取捨與協調：以公用事業為例

　張玉山、李淳

公平交易法對贈品贈獎促銷行為之規範

　鄭家麟

網路傳銷組織之研究-案例觀察與評析
　陳櫻琴

上游廠商標示建議價格行為與公平交易法第18條之關係
　王銘勇

我國 IC 產業與其相關市場廠商競爭行為之研究-以事業結合行為為例
　施錦村

我國及先進國家對瘦身美容案件之處理實務及法規依據

　朱蔚菁、李文秀、殷世熙、杜幸峰



附　　錄 439

第九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公平交易法在知識經濟發展中的角色

　吳榮義、劉孔中、林欽明

WTO 新回合談判我國關於競爭政策應有之立場
　羅昌發、楊光華

公平交易法對金融機構結合行為之規範及審查原則之研究

　薛琦、劉紹樑、李存修、張明宗

電腦印表機、電梯等事務機器之主產品與其耗材、零組件及維修服務等附屬產品間市

場交易行為與公平交易法適法性之研究

　方文昌、謝立功、蘇聖珠、陳芳萍

網路產業發展與策略聯盟競爭環境

　承立平、陳菁瑤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4 條適用於仿冒商品（服務）外觀案件之研究
　劉孔中、謝杞森

公平交易法對於加盟契約適用之研究

　趙義隆、陳志民、吳瑾瑜

參加人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退貨之權利保障對多層次傳銷管理之必要性研究

　陳得發、楊芳玲、王昭雄

事業以聯合行為或濫用市場地位調漲價格經處分後，要求回復原價之探討―美國反托

拉斯法之分析

　陳志民

從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觀點，檢討現行行政爭訟制度

　蔡秀卿、陳榮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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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知識型新興產業之公平競爭規範

　范建得

網路不公平競爭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以Hyperlinks、Frames、Meta-Tag、Keyword- 
Advertising為例
　林克敬

公平交易法對網域名稱規範之檢討

　王銘勇

聯合行為之採證與例外許可項目之研究

　劉孔中、黃茂榮

信用卡業務聯合行為之研究―聯合信用卡中心運作現制之檢討

　王文宇

人造纖維製造業市場行為與公平交易法適用性研究

　陳榮隆、林燾

油品市場自由化與限制競爭因素的探討

　張玉山

著作權法與公平交易法關係之研究

　謝銘洋、張懿云

經濟理論的競爭觀在執行反托拉斯管制上的定位與應用

　莊春發、李顯峰

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管制革新中應有的角色

　曾明煙、胡祖舜、許俊雄

我國自來水市場解除管制可行性之研究

　虞國興、康世芳、胡名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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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廣告資訊揭露完整程度與不正競爭相關問題研究

　趙義隆、祝鳳岡、謝杞森

公平交易法對多層次傳銷定義相關問題之研究

　徐火明、張芳嘉、鄭啟揚

加入 WTO 後，我國汽、機車產業競爭行為與公平交易法適用之探討
　李培齊、張紘炬、張力、李家悅、黃凱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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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小麥聯合進口制度及其管理方式之探討

　劉孔中、馬泰成

寡占市場廠商價格跟隨行為規範之研究

　陳坤銘、溫偉任

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

　王銘勇

事業共同研發聯合行為例外許可申請審查原則及其基準之擬議

　范建得、莊春發

我國民生氣體燃料市場競爭機制之引進與公平交易法之關係

　莊春發、陳志民

公平交易法對流通事業垂直交易限制行為之規範

　許英傑、黃銘傑、黃慧玲

公平交易法對公司名稱規範與保護及範圍

　林國全、馮震宇

公平交易法對廣告隱藏條件、負擔、限制等行為之規範研究

　何之邁、劉美琪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應用於競爭政策之可行性研究

　李秉正、徐世勳、林國榮、楊浩彥

公平交易法對金融控股公司之規範

　王泰銓、王志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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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海運同盟國際卡特爾與競爭政策之關係

　林克敬

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參考書相關市場管理及公平交易法對其市場銷售行為規範之研究

　黃銘傑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有關廣告行為主體認定之研究
　劉姿汝

公平交易法、銀行法及刑法詐欺罪對吸金行為規範競合之研究

　王銘勇

台灣媒體在廣告市場競爭關係之研究

　莊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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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日本獨占禁止法對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之規範

　顏廷棟

事業結合規範之再檢討

　劉姿汝

維持轉售價格的研究

　莊春發

禁止營業誹謗之研究

　張麗卿

不法比較廣告之研析― 2004 年台灣案例
　余朝權、林金郎

不動產不實廣告建商與代銷商法律責任之研究

　李憲佐

因應行政罰法施行，公平交易法與其他行政法規競合問題之研究―以不實廣告為中心

　張其祿

交通運輸產業之競爭規範

　張懿云、賈凱傑、陳麗娟

　
保險仲介人之居間行為與公平交易責任研究

　冉弘毅、謝紹芬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之司法審查範圍―以認定事實為核心

　王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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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我國獨立機關建制之商榷

　蔡茂寅

建立多層次傳銷事業專業評鑑制度及評鑑指標之研究

　洪鉛財、羅彥棻、池曉娟

著作權仲介團體與卡特爾規範之研究―以德國及歐盟卡特爾法為中心

　張懿云

論水平結合管制的準則―總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不利益

　莊春發

全球100大銀行及100小銀行之績效―台灣的銀行與它們的相同與相異及台灣的銀行競
爭程度

　沈中華

台灣有線電視產業成本特性與市場力量之探討

　王國樑、張美玲

國內油品產業結構、廠商行為與競爭法規範

　許松根、馬泰成、顏廷棟

健保十年，醫療服務產業的演化

　蔡偉德、劉育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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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台灣金融業結合案例之經濟效益評估-金控公司範疇經濟衡量
　黃美瑛

金融產業與公平競爭 
　謝易宏

銀行業虛偽不實廣告之研究 
　莊春發、林宗鈞

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 
　顏廷棟

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之建立與執行研究 
　陳得發、王昭雄

專利權與公平交易法之交錯—論標準制定涉及之專利權行使與限制

　李素華

「著作權警示」對不公平交易的影響 
　林利芝

論台灣有線電視產業的競爭政策 
　莊春發、柯舜智

無線電頻譜市場管制模式之探討—以頻譜財產權制度為核心

　林俊宏

連鎖便利商店收取附加費用行為之探討 
　余朝權、吳成物、陳韻珊

公司治理與競爭法之交錯—以公開收購下競爭收購者間停止競爭協議之法律規制為核

心

　朱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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