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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企業併購使企業能創造「規模經濟（ e c o n o m i e s  o f 

scale）」與「範疇經濟（economies of scope）」，提高企業

經營效率，最佳化有限資源配置、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國內三大

結合案，包括美光收購華亞科、荷商艾司摩爾（ASML）收購漢

微科以及日月光矽品結合，顯示半導體產業結合已開始展開。

為了評估事業結合案對市場競爭影響，依公平交易法第13

條：「對於事業結合之申報，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

制競爭之不利益者，主管機關不得禁止其結合。」亦即，評估整

體經濟利益和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兩大因素：

一、限制競爭效果。根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

理原則，水平結合限制競爭效果，得考量下列因素，以評估

該結合之限制競爭效果：1.單方效果 2.共同效果 3.參進程度 

4.抗衡力量 5.其他影響限制競爭效果之因素。

二、整體經濟利益。根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

處理原則，水平結合整體經濟利益得考量下列因素：1.經濟

效率 2.消費者利益 3.參與結合事業原處於交易弱勢之一方 

4.參與結合事業之一屬於垂危事業 5.其他有關整體經濟利益

之具體成效。

然而過去各國執行機關，已能用UPPI(upward  pr ic ing 

pressure index)來衡量單方效果，Moresi et al (2015)也利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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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模型提出CPPI (coordination pricing pressure 

index)作為未來各國執行機關衡量共同效果之參

考；而參進程度和抗衡力量，各國也有指標加以

運用。

但是，整體經濟利益之效率分析，為各國

執行機關最難以測度，故各國皆會設定一些效

率評估條件。歐盟考慮效率評估要件有三：1.對

消費者有利2.結合特有(merger specif icity)3.

可證明(verif iabi l i ty)。美國水平結合處理原則

( 2 0 1 0 )考慮效率評估要件有二：1 .結合特有

(merger specificity)2.可察覺效率(cognizable 

efficiency)。我國公平交易法考慮效率評估要件

有三：1.可證明在短期內實現2.無法透過結合以

外之方法達成3.可反映至消費者利益。但上述效

率評估皆沒有量化分析。

從過去許多文獻，對效率的量化分析，

大部分從事後效率評估，如Chen (2002)  、 

Shih (2006)、Kwon et al. (2008)、DeYoung 

et al. (2009)、Kedia et al. (2011)、Sufian et 

al.(2012)、Wang et al.(2013)、Lee(2014)及

Sami(2014)等，但事後效率評估，無法作為各國

執行機關在審查結合案中之考量。

然而 B o g e t o f t  a n d  W a n g ( 2 0 0 5 )、

Bagdadioglu et al.(2007)、Wu (2011)、Hakos 

and Tzeremes(2013)、Eschi l le(2015)  及 

Hakos et al.(2016)，利用經濟學規模範疇理論，

建立了結合後潛在利得(merger potential gains)

實證模型，從事事前效率評估，可做執行機關效

率評估之參考。

因此，為了更準確評估結合是否可提高其效

率，本文運用Tone(2013) Resample SBM VRS 

和 Hakos and Tzeremes(2013) 結合後潛在利得

模型，進行潛在廠商結合後效率利得(efficiency 

gain)推估。 

貳、文獻回顧

結合之效率分析主要方向有二，一為事後效

率評估，即評估結合後，可否提升廠商效率。二

為事前效率評估，即評估未來結合廠商，是否可

提升廠商效率。

針對事前效率評估，從B o g e t o f t  a n d 

Wang(2005)文獻中可知，依經濟學規模範疇理

論，即兩家結合一起生產，比各自廠商生產，可

以降低成本，提升效率(see Baumol (1985) and 

Fare、Grosskopf and Lovell (1994))。本文建

立了結合後潛在利得實證模型，同時將結合利得

(merger gains)區隔為技術效率影響(technical 

efficiency effect)，規模經濟或大小影響(scaling 

or s ize effect)和規模範疇，一致或混合影響

(scope, harmony or mixture)三種。收集丹麥農

業諮詢服務71家各地區辦公室，利用資料包絡分

析法，進行潛在辦公室結合分析，結果顯示潛在

結合辦公室，確實可得到潛在利得(已知那些廠

商要結合)。

Bagdadioglu et al.(2007)依Bogetoft and 

Wang(2005)建立了結合後潛在利得實證模型，分

析土耳其21家電力公司潛在結合廠商之結合利得，

實證結果顯示，潛在結合廠商確實可提高效率。

Kristensen et al.(2010)以2004年丹麥36家

潛在結合醫院為研究對象，使用bootstrap資料包

絡分析法，評估潛在結合技術效率，規模經濟及

規模範疇。實證結果顯示，潛在結合醫院確實可

提高技術效率，但結合後規模太大，導致規模不

經濟及無法達成規模範疇。

Wu(2011)發展出動態資料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簡稱DEA)和隨機邊界法

(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簡稱SFA)，評估

加拿大銀行潛在結合技術效率、規模經濟及規模

範疇。實證結果顯示，潛在結合銀行確實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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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Eschille(2015)收集德國2006年364家自來水

公司，利用bootstrap資料包絡分析法去評估潛在

結合自來水公司之效率，結果顯示，潛在結合自來

水公司確實可提高其效率，其中較小自來水公司，

結合較能提高規模效率(已知那些廠商要結合)。

Hakos and Tzeremes(2013)依Baumol et 

al.(1982)規模範疇理論，建立了結合後潛在利得

實證模型，利用bootstrap資料包絡分析法，進行

分析2007-2011年希臘45家銀行事前效率評估，

實證結果顯示，潛在結合銀行無法提高效率(假設

最有效率廠商結合)。

Hakos et al.(2016)收集日本2000-2008年日

本97家區域銀行，利用bootstrap資料包絡分析

法，進行事前效率評估，結果發現潛在結合小銀

行比潛在結合大銀行，其效率表現較好(假設最有

效率廠商結合)。

參、研究方法

一、績效評估介紹

效率主要在闡述投入要素與產出之間的關

係，透過效率衡量可瞭解一組投入要素轉換成產

出過程的績效表現。

(一)財務比率分析法

財務比率分析法係從投入與產出項中找出一

些比率值，用來比較各受評單位的經營績效，財

務比率則包含流動比率、負債比率及資產報酬率

等。財務比率分析法是傳統上常用的方法之一，

由於其簡單且容易瞭解，但是往往會因為主觀因

素的影響，導致績效較好的受評單位無法顯現出

其優勢。

(二)最小平方法

最小平方法，可同時考慮多種投入與多種產

出，所以使用上比財務分析法廣。但是最小平方

法必須假設生產函數為線性型態，計算出的迴歸

直線為最小平方迴歸直線，所以得到的是全部受

評單位的平均值，因此無法找出一組完全效率比

較基點，是該方法使用上的缺點。

(三)邊界分析法

在計量經濟學中，常以迴歸分析方法探究產

業及廠商的生產效率及其影響因素。此法是以產

業或廠商的某一產出變項當作應變數，而將多個

投入變數當作自變數，即可得知各個投入變項對

於產出變項的影響程度，且可從投入變項來預測

產出的大小。

根據Farrell的理論，藉由估計所得之生產邊

界，廠商若非完全具有效率，其生產點將會落在

生產邊界下方，而形成具有一殘差項之生產函

數，根據殘差項的假設不同，生產邊界實證模

型又分為確定性無參數邊界模型（deterministic 

nonparametric frontier model）、確定性參數

邊界模型（deterministic parametric frontier 

model）、確定性統計邊界模型（deterministic 

stat ist ical  f ront ier  model）、隨機邊界模型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前三種模型統稱

為確定性邊界法，第四種則稱為隨機邊界法。

二、資料包絡分析法

Farrell(1957)首先提出以生產前緣來衡量效

率的概念，由於Farrell所提出的效率評估模型，

只在單一投入和單一產出之狀況下適用，但在現

實生活之中，廠商於實際生產過程中包含許多的

投入和產出項。

F a r r e l l認為一個決策單位的效率係由兩

個部分所組成：（1）技術效率（ t e c h n i c a l 

eff ic iency，簡稱TE），即在給定的投入集合

下，所能獲得最大產出的能力；（2）配置效率

（allocative efficiency，簡稱AE），即在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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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與生產技術固定下，使用最適比率投入組合

的能力；而兩者之乘積即為整體效率（overall 

eff iciency），又稱為總經濟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簡稱EE）。

(一)CCR模型

Charnes et al（1978）所提出的，此一模

式確定了資料包絡分析法模式的架構，而且根據

Farrell所提出的效率評估理論基礎，即單一投入與

單一產出的模式，在規模報酬固定之情形下，對於

多項投入與多項產出以線性規劃方式求解。

(二)BCC模型

Banker et  a l .  (1984)加入線性組合之凸

性限制（產出擴張或投入縮減權數加總等於

1），以變動規模報酬（VRS）取代固定規模報

酬（CRS）的假設，提出著名的BCC-DEA模

式。不同於資料包絡分析法，為在可透過等比

例調整已達經濟效率下的績效衡量方式，將總

技術效率分解為純粹技術效率（pure technical 

e f f i c iency，簡稱PTE）及規模效率（sca le 

efficiency，簡稱SE），且純粹技術效率與規模

效率之乘積即為總技術效率(即TE=PTE*SE)。

(三)SBM模型

Tone（2001）首次透過差額（slacks），

提出非射線（non - rad ia l）與非導向（non -

oriented）的估計方式，以解決投入或產出，無

法藉由等比例調整，來達到效率最適的問題，稱

為差額變數基礎模型(slacks-based measure，

簡稱SBM)。

自CCR、BCC與SBM提出後，後繼學者

提出了許多方法來改善效率評估方式，例如：

Super DEA、Hybrid DEA、Network DEA、

Two stage DEA、模糊DEA、三階段DEA等。

綜合上述效率評估方法，大致可分為兩種：

射線效率（radial efficiency）以及非射線效率

（non-radial efficiency），此兩者之間的差異在

於：射線效率，主要是假設投入或產出之數量，

可藉由等比率之調整以達至生產完全有效率，其

缺點為忽略非射線差額（slacks）的存在，代表

之模型為CCR和BCC模型；非射線效率，主要

是直接處理差額變數，投入與產出並非等比率調

整，其缺點為忽略了投入與產出的射線特徵，代

表模型為SBM模型。

三、執行步驟

本研究執行步驟有六：

(一)利用SBM投入模型，推估出有效率的廠商。

(二)將有效率廠商，做不同結合廠商組合，同時

將不同結合廠商之投入與產出，各自加總，

成為潛在結合廠商。

(三)將原來廠商和潛在結合廠商，利用SBM投入模

型，推估原來廠商和潛在結合廠商其效率值。

(四)將原來廠商和潛在結合廠商，利用Triangular 

Model（Resample），推估原來廠商和潛在

合併結合廠商Resample效率值。

(五)找出Resample DEA誤差及誤差調整估計值。

Resample DEA誤差公式:

誤差調整估計值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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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將有效率廠商，做不同結合廠商組合，同時將不同結合廠商之投入與產出，各自加總，

成為潛在結合廠商。 

(三)將原來廠商和潛在結合廠商，利用 SBM 投入模型，推估原來廠商和潛在結合廠商其效

率值。 

(四)將原來廠商和潛在結合廠商，利用 Triangular Model（Resample），推估原來廠商和

潛在合併結合廠商 Resample 效率值。 

(五)找出 Resample DEA 誤差及誤差調整估計值。 

Resample DEA 誤差公式: 

������ ������(��� ��)� � �����∗������(��� ��) −
�

���
�����(��� ��) 

誤差調整估計值公式: 

������(��� ��) � �����( ��� ��) − ������ ������(��� ��)� 

(六)利用 Fare(1986) 提出之 DES（degree of economics of scope）求出潛在結合廠商

之潛在利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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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資料來源與變數說明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以臺灣封裝及測試產業之上市櫃及公開發行公司為案例，包含日月光、矽品、

華泰、菱生、超豐、京元電子、典範、頎邦、力成、矽格、南茂、福懋科、華東、精材、

欣銓、同欣電、台星科、全智科、逸昌、立衛及久元等 21 家上市櫃及公開發行公司，自

2013 年至 2016 年共 4年公告之年報及財報資料公開或公告之資料，作為本研究的評估單

位評估其效率表現值。 

(二)變數說明 

表 1 投入項等變數之定義 

變數 定義 

投入項 員工 公司全體員工人數 

固定資產 公司當年度認列於政府相關財務公報中

之固定資產總值或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營業費用 公司銷售產品、自製半成品和提供勞務

過程中所發生的費用 

產出變數 利潤率 本年度淨益/營業收入*100% 

營業收入 銷貨收入淨額或營業收入合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投入項中，無論員工、固定資產及營業費用，最大值皆為日月光，最小值主要集中於

逸昌和立衛二家廠商；產出項中，利潤率最大值主要為逸昌，全智科及台星科三家廠商，

最小值主要集中於立衛。 

 

二、結合後潛在利得分析 

    本文利用 SBM VRS 找出最有效率廠商為潛在廠商（包含日月光和矽品結合），四年中，

潛在廠商結合後效率利得，有正有負，代表結合後，沒有保證一定會有效率利得，此結果

和 Hakos and Tzeremes(2013)及 Hakos et al (2016)一致。 

    四年中，日月光和矽品結合及日月光和福懋科結合，每年結合後效率利得皆為正，存

在有效率利得；四年中，日月光和力成結合，福懋科和立衛結合及逸昌和立衛結合，每年

結合後效率利得皆為負，不存在有效率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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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資料來源與變數說明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以臺灣封裝及測試產業之上市櫃及公

開發行公司為案例，包含日月光、矽品、華泰、

菱生、超豐、京元電子、典範、頎邦、力成、

矽格、南茂、福懋科、華東、精材、欣銓、同欣

電、台星科、全智科、逸昌、立衛及久元等21家

上市櫃及公開發行公司，自2013年至2016年共4

年公告之年報及財報資料公開或公告之資料，作

為本研究的評估單位評估其效率表現值。

(二)變數說明

投入項中，無論員工、固定資產及營業費

用，最大值皆為日月光，最小值主要集中於逸昌

和立衛2家廠商；產出項中，利潤率最大值主要

為逸昌，全智科及台星科3家廠商，最小值主要

集中於立衛。

二、結合後潛在利得分析

本文利用SBM VRS找出最有效率廠商為潛

在廠商（包含日月光和矽品結合），四年中潛在

廠商結合後效率利得有正有負，代表結合後，沒

有保證一定會有效率利得，此結果和Hakos and 

Tzeremes(2013)及 Hakos et al (2016)一致。

四年中日月光和矽品結合及日月光和福懋科

結合，每年結合後效率利得皆為正，存在有效率

利得；日月光和力成結合，福懋科和立衛結合及

逸昌和立衛結合，每年結合後效率利得皆為負，

不存在有效率利得。

三、日月光與矽品結合後效率利得

為了進一步瞭解日月光與矽品結合後效率利

得，以原來21家廠商再加上日月光與矽品結合共

22家，進行廠商結合後效率利得推估，2013年

到2016年之日月光與矽品結合後效率利得，如

表2所示，日月光與矽品結合後效率利得皆為正

值，代表日月光與矽品結合後存在有效率利得，

從年度來看其效率利得程度也有上升現象，由

0.167上升至0.2017，顯示日月光和矽品結合確

實可以提高經營效率。

伍、結論與建議

經收集臺灣封裝及測試產業21家上市櫃及

公開發行公司之2013年到2016年資料，利用

Tone(2013) Resample SBM VRS模型，進行潛

在廠商結合後效率利得推估。實證結果可得：

(一)從投入項中，規模最大為日月光，最小集中

於逸昌和立衛2家廠商；產出項中，日月光營

業收入最大，但利潤率最大值為逸昌、全智

科及台星科。

(二)四年整體效率平均值是0.7505，其中2013、

2014、2015和2016年度平均效率分別為

0.8068、0.7899、0.7148及0.6906，改善空

間有20%-32%之間，廠商仍有努力空間。

(三)從潛在利得實證模型結果顯示，2013至2016

年，潛在廠商結合後效率利得有正有負，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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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廠商結合後，沒有保證一定會有效率利

得，此結果與Hakos and Tzeremes(2013)

及Hakos et al (2016)一致。

(四)潛在廠商結合後效率利得中，日月光和矽品

結合及日月光和福懋科結合後，每年效率利

得皆為正，可降低成本，最適合結合；而日

月光和力成結合，福懋科和立衛結合及逸昌

和立衛結合後效率利得皆為負，不存在規模

範疇，不具有降低成本，最不適合結合。

(五)日月光和矽品結合存在規模範疇，確實可以

達到降低成本，提高經營效率。

（本文係講座民國106年8月29日假競爭中

心發表之演講內容，經政治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楊

宗霖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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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公平會於民國94年9月26日核准陽明海運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陽明海運公司)等船舶運送業者聯合

承運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口物資器材，期

間為3年，之後歷經97年、100年、103年，3次許

可展延至106年9月28日止，故陽明海運公司等13

家事業於聯合行為例外許可期限屆滿前，依據公

平交易法第16條規定申請聯合行為許可延展5年。

競爭分析

確保自由公平的競爭是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

的，因為自由公平的競爭環境可以促進產業進

步、提高資源分配及使用效率，進而擴大社會的

整體福利。如果事業間彼此藉由聯合行為之合作

關係，限制各自原本在自由市場可採取之競爭手

段，從而削弱市場競爭機能，則社會大眾享受不

到合理的物價。因此，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

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但是，符合但書所

列8款之一，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經

申請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所謂「有益整

體經濟」，係指因聯合行為所帶來經濟利益之受

惠者，不能僅侷限於聯合行為之參與者，其正面

效益影響之程度及範圍，應超越聯合行為參與者

之間，而使交易相對人或社會大眾也能夠合理分

享因聯合行為所帶來之經濟利益。所謂「公共利

益」，則係指該利益不限於經濟效率之範疇，亦

包含經濟效率外之其他社會價值，例如：重要的

產業政策、環境保護、文化多元或國家安全等。

聯合行為例外許可之准駁判斷，在於以下兩項檢

驗：1、聯合行為之實施，是否有助於「整體經濟

利益」與「公共利益」之實現；2、聯合行為對競

爭之限制，是否超越了達成前述目標之合理必要

範圍。

本案聯合承運之內容，其核心運作機制係中

華民國海運聯營總處經確認國輪業者有承運政府

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口物資器材之意願後，依

照國輪業者之「運能」計算其國輪權重，嗣依國

輪權重決定各批次國輪業者之承運比例，再向採

購機關推薦。因個別業者獲分配運量，係依照其

運能占全部聯合行為參與者總運能之比例決定，

故個別業者會擴充運能，藉以增加本身能分配到

之運量，因此可增加整體國輪船隊之規模，達到

發展我國海運事業之產業政策。此外，因為國輪

業者間之競爭模式，將從「產量的競爭」轉變為

「產能的競爭」，故能提供更穩定之運能供給。

且因各業者承載之運量並非依照價格機制分配，

可以避免貨源集中在少數國輪業者手中，所以可

維持國輪業者的家數，而有助於戰時物資運送之

風險分散，具有公共利益。另海運服務不若一般

商品具有可儲藏性，海運業者之運能，也無法配

船舶運送業者聯合承運進口物資器材，公平會
許可延展
聯合承運有助於穩定運能，減低運價等經濟利益，有益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依法得申請聯合行為例

外許可。

■撰文＝余韋蓁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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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貨運需求量之變化迅速調節，本案得以聯合提

供船期與艙位，將可彈性調度船舶因應海運市場

可能之失調現象，穩定所需貨源，有助於提供更

穩定之運能、減低運價波動等經濟利益，且該經

濟利益可由交易相對人及社會大眾合理分享，亦

具有整體經濟利益。

本案聯合行為之內容並無涉及對於運價之共

同決定、劃分交易對象等限制。至於各參與者

依照運能分配運量之協議，雖屬於產量限制之類

型，但其係基於達成前述穩定海運運能、發展國

輪船隊及分散戰時物資運輸風險等整體經濟及公

共利益之必要措施。而且運量分配只是依照各業

者之運能分配載運量之比例，並未限制總運量規

模，此與透過減少供給量以提高價格，獲取超額

利潤之聯合減產情形顯屬有間，故未超越達成正

當目的之合理必要範圍。

結語

公平會審查結果認為，陽明海運公司等13家

事業申請聯合承運延展許可，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1項但書第5款「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

國外商品或服務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者」規定，

有益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且該聯合行為未限制

參與者只能透過運量分配的管道，承運政府機關

及公營事業機構的進口物資器材，仍有足夠誘因

持續相互競爭，未超越達成正當目的的範圍，因

此，准予延展期限5年，許可期限至民國111年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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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事業不得為聯

合行為，惟符合但書所列8款之一，而有益於整體

經濟與公共利益，經申請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

此限。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福懋公司)等事

業為聯合採購合船進口玉米，自民國82年起即向

公平會申請聯合行為例外許可，經附加負擔予以

許可，並於期限屆滿前陸續申請延展聯合行為許

可迄今。因該聯合行為例外許可之期限將屆，福

懋公司等32家事業乃依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申請

延展許可期限。

競爭分析

公平會認為，聯合採購合船進口玉米之共同

行為，可降低進口成本，分散風險，避免增建倉

儲設備，減少儲存原料耗損，降低利息支出及積

壓資金。合船進口有計劃、有秩序之進口，可減

少碼頭壅塞，便利提貨及減少延遲卸貨，有助於

降低社會成本。合船進口採購量大且穩定，可促

使供應商提供良好品質之原料，確保飼料品質。

又因進口業者眾多、市場競爭激烈，參與事業有

誘因將節省之成本反映在調降售價及較穩定的供

應量上，進而使中、下游飼料廠、畜牧業者得以

合理分享聯合行為之經濟效益，有益於整體經濟

及公共利益。

其次玉米為自由進口物資，事業之進口資格

並未受限，進口業者亦可自由選擇另一合船進口

組「大成長城組」，亦可自行以貨櫃方式進口，

或直接向穀物供應商採購，進口管道多元，且非

集中於少數事業，原料玉米取得並無困難，本聯

合行為進口玉米對相關市場之影響尚屬有限。

結語

公平會審查結果認為，因福懋公司等32家事

業聯合採購合船進口玉米，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5

條第1項但書第5款「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

外商品或服務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者」規定，有

益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且其對競爭之限制，未

超過達成整體經濟利益與公共利益之合理必要範

圍，故許可延展期限5年，許可期限至民國111年2

月28日。另申請人不得利用本許可從事其他聯合

行為，或限制任一申請人自由決定其聯合採購進

口之數量，或禁止任一申請人自行採購進口，或

無正當理由，拒絕他事業加入本聯合採購。

飼料廠聯合採購合船進口玉米，公平會許可
延展
聯合採購合船進口玉米，有助於降低玉米進口成本，穩定國內禽畜飼料價格，有益整體經濟與公共利

益，依法得申請聯合行為例外許可。

■撰文＝徐倬園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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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民國107年2月23日有媒體報導衛生紙業者將

於3月中旬漲價，漲幅1至3成，市場上預期心理發

酵，引發消費者恐慌性搶購，公平會於當日立即主

動立案調查，持續派員赴各大通路業者瞭解衛生紙

供貨情形。

調查事實

經公平會調查後發現，A公司對媒體發送衛生

紙漲價訊息為造成此波搶購之始，該公司為推銷於

民國107年2月23日至2月27日之衛生紙促銷檔期，

在2月23日上午以公關手機及電子郵件發送自行撰

擬的「衛生紙確定大漲30%  賣場業績急飆5倍」

乙則訊息予各大媒體。

若從A公司所發送的新聞訊息整體觀察，標題

為「衛生紙確定大漲30%」，內文進一步提及漲價

可能時點及幅度等，其後帶出A公司於2月23日至

27日衛生紙促銷方案，並宣稱其將繼續維持衛生

紙低價策略。前後文對照，A公司先行以上游大廠

衛生紙確定漲價之未經證實訊息，再說明促銷方

案，試圖趁機拉抬消費者青睞促銷方案的意圖甚為

明顯。

此外，此新聞訊息內文所稱「叫得出名字」的

品牌衛生紙、「漲幅還不是1%、3%而已，而是高

達10%至30%間」、「調漲時間點最快落在3月中

旬，最慢4月前必漲」等用語，但A公司與上游衛

生紙製造商於發布訊息當下並未完成價格協商，A

公司對於確定調漲時點、調漲幅度區間等，均未提

出佐證資料，故其以誤導消費者之不實訊息進行促

銷行為事證明確。

對市場造成之影響

公平會詢問競爭同業及衛生紙製造商所得，依

據業界交易習慣，農曆春節後為衛生紙銷售淡季，

本次造成搶購風潮實有別以往。對於衛生紙市場失

序情況，通路業者為此緊急採取預購措施，因而接

發布衛生紙漲價不實訊息進行促銷，通路業者
踢鐵板！
事業在進行促銷行為應謹慎小心，避免發布尚未確定之不實訊息，若引發市場失序，恐有違反公平交

易法之虞。

■撰文＝簡浩羽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2

消費者因正常消費行為受到干擾，亦耗費額外時間、交通費用等成本。A 公司發布衛生紙

漲價之不實訊息，確實已造成製造商、競爭同業及消費者所衍生出額外成本的增加或不利

益，嚴重影響市場交易秩序。 

 

結語 

公平會認定 A 公司以誤導消費大眾之衛生紙漲價訊息，進行不實促銷，導致衛生紙市

場突發性供需失調之異常現象，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行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故處以 A 公司 350 萬元罰鍰。 

經過此次風波，公平會提醒業者在發布企業新聞訊息時，應秉持企業社會責任，確認

訊息之真實性，尤其新聞訊息與促銷行為進行連結更應謹慎為之，以免造成市場失序而觸

法。 

 

 

 

 

 

 

 

 

 

 

 

 

公平會派員赴量販店瞭解衛生紙供應情形 

(照片來源：公平會) 

 

 

 

 

公平會派員赴量販店瞭解衛生紙供應情形(照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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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大量客訴；上游衛生紙製造商因存貨周轉不及，

致生產成本增加；消費者因正常消費行為受到干

擾，亦耗費額外時間、交通費用等成本。A公司發

布衛生紙漲價之不實訊息，確實已造成製造商、競

爭同業及消費者衍生出額外成本的增加或不利益，

嚴重影響市場交易秩序。

結語

公平會認定A公司以誤導消費大眾之衛生紙漲

價訊息，進行不實促銷，導致衛生紙市場突發性供

需失調之異常現象，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

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故處以A公司

350萬元罰鍰。

經過此次風波，公平會提醒業者在發布企業新

聞訊息時，應秉持企業社會責任，確認訊息之真實

性，尤其新聞訊息與促銷行為進行連結更應謹慎為

之，以免造成市場失序而觸法。

 3

 

 

 

 

 

 

 

 

 

 

 

 

 

 

民眾搶購情形 1 

（照片來源：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348517） 

 

 

 

 

 

 

 

 

 

 

 

 

民眾搶購情形 2 
民眾搶購情形（照片來源：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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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公平會接獲民眾檢舉，L公司於網站上刊登講

座活動廣告，宣稱G講師為臺灣大學博士、臺灣記

憶力比賽冠軍，並具有美國NGH高階催眠師及美

國ABNLP高階執行師資格，涉有廣告不實。

講師學經歷不實，引起一般大眾錯誤認知

L公司於網站上刊登講座活動廣告，宣稱G講

師為臺灣大學博士、臺灣記憶力比賽冠軍，並具

有美國NGH高階催眠師及美國ABNLP高階執行師

資格，予人產生G講師擁有國立臺灣大學博士學

位、在全臺灣規模之記憶力競賽中獲得冠軍、具

有美國NGH高階催眠師及美國ABNLP高階執行師

資格證照之印象。

經公平會調查發現，據臺灣大學畢業生離校

規定，研究所畢業生應繳交學位論文並上傳完畢

通過審核後始得完成離校手續，惟依臺灣大學圖

書館館藏網站及圖書館碩博士論文資料庫皆未能

查得G講師之博士學位論文，且經L公司自承G講

師博士學位仍未完成，僅具學士學位證書。另就

廣告宣稱G講師為臺灣記憶力比賽冠軍部分，經調

查發現實際上係L公司所自行舉辦之記憶力比賽，

該比賽並未對外公開宣傳，僅予L公司之學員參

加，其廣告宣稱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認知

之虞。此外，L公司亦自承G講師確實未具有美國

NGH高階催眠師及美國ABNLP高階執行師證照，

故該等廣告表示亦與事實不符。

講座為免費性質，但講座之舉辦場地訂有

低消規定！

對一般大眾來說，參加講座活動之動機除講

座主題外，講師之相關學經歷亦為誘因之一，多

數人並不會主動查證講師學經歷是否屬實，而確

信廣告上所羅列講師之學經歷。本案雖非付費課

程之廣告，惟其舉辦之場所為L公司旗下休閒咖啡

廳，並訂有參加講座之最低消費100元規定，故不

完全為免費講座活動，其藉由講座活動廣告，吸

引消費者前往咖啡廳消費，L公司因該活動獲有利

益，增加營業收入之機會。是故，L公司所為廣告

內容之表示與事實不符，並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服務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21條第4項規定準用第1項規定。

廣告不實宣稱講師學經歷─可能觸法？
坊間有許多業者收費開設培訓課程或專題講座，消費者除選擇自身需求課程外，亦會參考講者本身之

學經歷或所獲有之相關證照，作為選擇參加與否之依據。倘為招徠消費者而於廣告上誇大不實宣稱講師之

學經歷，刊登者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呢？

■撰文＝巫柏禹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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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教材好貴，你買對了嗎

公平會在一場關於幼兒教材爭議的公聽會

中，接獲民眾提供資料檢舉，經過調查後發現，

近年來在臺北、臺中、高雄各都會區頻繁參加

婦幼展，設攤銷售「格連杜曼學習系統教材」

的G公司，不僅並非創設美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

(The Institutes for the Achievement of Human 

Potential)的知名兒童智力發展學者格連杜曼博士

(Dr. Glenn Doman)所開設，該公司所推銷每套定

價高達12萬元的學習教材，也非格連杜曼博士或

人類潛能發展協會所編寫。

學習教材究竟是誰編的

G公司在民國101年8月前原名超級小天才股

份有限公司，其負責人於91年即已創作並銷售國

語文、英語文、數學、百科知識圖畫卡等4種學習

教材。該公司不僅未經格連杜曼博士同意就在臺

灣註冊「格連.杜曼 GLENN DOMAN」商標，更

在101年赴新加坡向美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授權處

理亞洲業務之代理商GD Baby's Programs (S) Pte 

Ltd（下稱GD Baby's）取得格連杜曼博士及珍娜

杜曼博士一共7本書籍的中文翻譯與發行授權後更

改公司名稱，將上述4種學習教材自行命名為「格

連杜曼學習系統教材」，於103年至106年間陸續

於北中南各都會區參加婦幼展，並於展場張掛載

有「美國格連杜曼教育學院」、「天才寶寶杜曼

胎教法」等顯著文字及格連杜曼博士肖像等具有

招徠效果之海報布條，推廣銷售G公司負責人早期

自行創作之教材。至於該公司獲得授權翻譯及發

行的7本格連杜曼博士等人的書籍，一向透過U公

司由書店的管道銷售，從來不在婦幼展銷售。

看似知名的教材到底有沒有授權

G公司雖然在調查過程中提出與美國人類潛能

發展協會及GD Baby's簽訂之各項合約及授權書，

惟經檢視相關文件內容，該公司所獲授權範圍僅

有格連杜曼博士等人之7本著作，並未涉及該公司

負責人自行創作的學習教材。況該公司亦承認銷

售展場海報布條上所寫的「格連杜曼教育學院」

根本不存在，是該公司自行編造以利銷售學習教

材，「天才寶寶杜曼胎教法」亦純為該公司代表

人自創，與格連杜曼博士無關。

假造與知名專業人士間關係屬於違法行為

G公司為有利於推廣銷售其代表人自行創作之

「格連杜曼學習系統教材」，於相關婦幼展銷售

展場張掛海報布條，使人誤認該學習教材與美國

人類潛能發展協會、其創辦人格連杜曼博士、虛

構之「美國格連杜曼教育學院」及自創之「天才

寶寶杜曼胎教法」有關，係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誰編寫的學習教材？
「讓你的孩子贏在起跑點」是許多為人父母者的共同心願，更是少子化年代最強效的廣告宣傳用語。

許多家長從幼兒教育階段就積極買教材、上課程、尋名師、搶登記學校，心血耗費無數，一擲千金在所不

惜，甚至想從胎教開始栽培未來的龍子龍女。這種迫切的需求，正提供了幼教業者大量的商機。

■撰文＝徐宗佑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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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有價值的資源不再是石油，而是

數據」，此為2017年5月出版的經濟學人的封面

文章標題，因此數位經濟時代下，大數據蒐集、

分析及運用的能力，已被認為將影響事業的競

爭力。對於大數據可能引發的競爭疑慮，以及既

有競爭法架構是否足以規範等議題，德國、法

國、日本等國之競爭法主管機關相繼提出研究

報告，而加拿大競爭局亦於2017年9月18日發布

諮詢文件徵詢各界意見，並於2018年2月正式發

表「大數據與創新―加拿大競爭政策之關鍵主

題」(Big data and innovation: key themes for 

competition policy in Canada)研究報告，揭示

該局對大數據議題的觀點及執法立場。

結合及獨占

在處理結合及獨占案件時，加拿大競爭局原

則上運用傳統分析方法進行市場界定、市場力分

析及競爭效果評估。然當大數據作為不進行銷售

及定價的投入要素(input)時，基於平臺特性及網

路效果等考量，競爭分析工具及方法可能須予以

調整，但不管案件是否與大數據有關，在競爭法

執法上仍會面臨相同的困難及爭議，包括：

一、大部分的競爭法在本質上具有不確定性，這

些不確定性並非僅存在於變動劇烈的產業，

而是競爭法執法的一般特性。

二、競爭法適用於不同事實的個案，故無法亦不

應僵固地使用特定的分析方法。例如，市場

占有率有可能高估或低估業者的市場力，也

可能無法完全反映競爭者間的競爭態勢；市

場界定的步驟不一定是必要的，尤其當假設

性獨占分析架構的適用受到限制時。前開論

點均已闡明於加拿大競爭局所訂之結合案件

處理原則中，並不限於與大數據有關之案

件。

三、由於數據可能促進產品或服務的創新，大數

據相關案件的非價格效果須特別加以關注，

例如在部分案件中，消費者可能將隱私視為

品質的重要考量因素。雖其他主管機關就商

品或服務品質的某些面向(如個人隱私)已進

行監管，但並不會因此限縮加拿大競爭局執

法之權責。

四、針對任何特定結合或違法行為案件，並沒有

公式可檢驗出矯正措施之設計是否適當。

加拿大競爭局對於可能會扼殺創新動機的

強制交易義務(duty to deal)，在使用上會

特別謹慎小心，無論該案件是否與大數據

相關，只有在例外情況下才會使用該類型

的矯正措施。

五、結合可能會因共同效果而減緩競爭，大數據

可能促使競爭者間的協同互動，亦可能促進

競爭，然無論競爭者間的協同行為是否由大

加拿大競爭局對大數據之研究報告
加拿大競爭局於今年發布大數據研究報告，認為掌控大數據業者的出現，的確使競爭法主管機關在

執法上面臨新的挑戰，但大數據本身並非是該議題受到關注的原因。

■撰文＝張心怡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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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或演算法所促使，共同效果之評估仍須

視個案而定。

聯合行為

大數據及演算法使實施及監督卡特爾協議的

方法更為創新及複雜，然大數據並未改變競爭者

間須存在合意之聯合行為構成要件，因此，欠

缺合意的平行行為，並不能被認屬違法的聯合行

為。部分評論者認為人工智慧技術影響了競爭動

態，而需要針對卡特爾協議透過人工智慧達成而無

人為介入的情形，進一步訂定一套執法的處理原

則，然加拿大競爭局迄今並未發現有前開勾結型態

出現的證據，因此，訂定處理原則的時機還不夠成

熟，但該局仍會注意科技及事業行為的發展演變。

此外，加拿大競爭局在聯合行為的執法上，

促進行為(facilitating practice)可能被視為競爭者

間協議存在的信號。促進行為在大數據出現前早

已存在，例如在競爭者間傳閱定價清單、事先宣

布價格的變動，以及採用與競爭者相似之定價系

統。因大數據技術仍持續演進，目前尚難預測大

數據促使反競爭行為或代表反競爭協議存在的方

式，因此仍須就個案認定之。

欺罔之行銷行為

加拿大競爭局須防止欺罔之行銷行為，以確

保廣告的真實性，並確保資訊充分揭露，以供消

費者進行決策。大數據的生命週期可分為蒐集、

匯集統整、分析及運用等4個階段，蒐集階段有

時會顯示原始數據資料的來源，運用階段則為業

者使用大數據進行商品及服務的促銷，故與消費

者有關者，大部分為前開2個階段。評論者咸認

加拿大競爭局目前對於欺罔行銷行為之規範已足

以處理大數據相關案件，而該局對於數據的蒐集

及運用之執法立場如下：

一、與數據蒐集相關之欺罔行為：業者須誠實的

呈現相關資訊，使消費者得以在資訊充分下

進行消費選擇。另有關隱私部分，加拿大個

人資料隱私專員公署(Canada´s 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OPC)目前係透

過個人資料保護法及電子文件法等法規保護

有關資料蒐集、使用及揭露的個人隱私權，

因此，加拿大競爭局在此範疇的權責似與

OPC有重疊之處，兩機關將會進行協調合作

以保護消費者權益。

二、與數據運用相關之欺罔行為：大數據為業者

提供了促銷商品及服務的新途徑，因而在透

過數據運用以觸達消費者時，可能會出現各

類的欺罔行為，這些行為在現行法規架構的

適用上與過去並無差異，業者同樣須避免引

人錯誤的行為發生。

結論

競爭法執法並非全新的，在過去的歷史上已

適用在不斷變化的商業行為及技術上。加拿大競

爭局相信掌控大數據的業者將對競爭法執法產生

新的挑戰，但大數據本身並非是該議題受到關注

的原因。對執法者而言，對於數據蒐集運用的工

具及方法可能較不熟悉，而該局仍將以傳統的競

爭法架構持續進行執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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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數據(big data)的運用與整合是當前產業

發展的浪潮，數據種類和型態循著產業特性不斷

被創造，事業蒐集分析數據資料的能力亦顯著成

長。因此競爭法主管機關在評估結合案件時，如

何處理與大數據整合相關的議題，以及是否發展

出可預測的分析架構，亦引起關注。以下將從大

數據與市場界定、水平結合與非水平結合等3個

面向的關係，從實務案例的彙整與回顧，觀察歐

盟執委會(以下簡稱執委會)的執法方向1。

大數據與市場界定

依據執委會市場界定通告 ( the  no t ice  o f 

market definition)規定2，所謂市場界定是識別並

界定廠商間競爭範圍的工具(market definition is 

a tool to identify and define the boundaries of 

competition between firms)。這個方法論上的敘

述也同樣適用在與數據相關的案件，因為執委會

在處理與數據相關的結合案時，市場界定仍是結

合競爭評估的基礎。雖然執委會並未針對大數據

議題訂定特別的市場界定規範，但在相關案件已

經分析不同產業所涉及的資料庫，包括衛星導航

地圖資料庫、線上廣告、消費通訊、健康照護和

銷售解決方案。這些資料庫以及他們在個案上所

扮演的角色，已在具體實際個案中分析，並整合

至不同產品市場的功能。

較早評估市場界定與數據交互影響的案例是

TomTom/Tele Atlas案。執委會在該案中發現，

為維持真實和準確的導航地圖資料庫的水準，導

航地圖資料庫由不同的市場組成，而且要包含多

種多樣的地圖來源，並透過駕駛數百萬公里的道

路，不斷更新和充實資料庫。而在IMS/Cegedim 

Business一案，執委會討論健康照護的專業資料

庫和銷售追蹤數據，也論及是否要區分基本市場

研究(primary market research；PMR)數據與真

實世界證據(real-world evidence；RWE)數據的

市場，以及上游的PMR和RWE服務的市場。此

外在Microsoft/LinkedIn一案，執委會界定銷售

情報解決方案(sales intelligence solution)市場，

包括個人和公司確定新的潛在客戶和銷售機會的

某些數據。這些案例顯示，從競爭法的觀點而

言，數據本身可以在產品市場定義下進行分析並

界定為特定的數據產品(data product)，而且執

委會仍是以考量傳統需求替代和供給替代等因素

來界定市場，同時也將產業特性以及個案調查所

得之可利用資料來分析數據產品。

結合管制與大數據—歐盟案例簡介
面對大數據的浪潮，歐盟執委會應用既有成熟的分析工具評估與數據相關的結合案件。在市場界定

方面，考量需求替代與供給替代及產業特性等因素，而在競爭評估時，「能力-誘因-競爭影響」仍是有用

的分析架構。

■撰文＝陳韻珊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簡任視察）

1 本文參考文獻：Massimiliano Kadar & Mateusz Bogdan, "Big Data" and EU Merger Control- A case review, Journal of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and 
Practice(2017)。Hanna Stakheyeva & Fevzi M. Toksoy, Merger Control in the Big Data World: To be or not to be revisited?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Review, 
Issue 6(2017)。

2 COMMISSION NOTICE on the definition of relevant market for the purposes of Community competition law(97/C 37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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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整合與水平結合

當參與結合事業持有大量數據資料庫或數據

時，可能產生與數據相關的結合議題有二，其

一是數據整合後提高市場力，其二是結合雖未

涉及數據整合但有潛在減少競爭的威脅。依據

歐盟水平結合處理原則(the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規定3，某些結合案件可能會讓合併

後的公司有能力(ability)和誘因(incentive)使小

公司和潛在競爭對手的擴張更加困難，或者限制

其與同業競爭者競爭的能力。換言之，在數據整

合情況下，競爭危害將來自事業在結合後擁有更

大和更豐富的資料庫而導致的市場力增加。而數

據整合也可能導致競爭對手參進和擴張的障礙更

高，因為競爭對手不具備有效運作或競爭所需的

規模。再者，當參與結合事業的雙方沒有技術手

段或經濟利益來整合資料庫時，結合仍可能提高

競爭減損的疑慮，因為結合前參與結合事業可能

會在各自掌控的數據而彼此競爭，但這種競爭將

因結合而消失。這種危害理論(theory of harm)將

延伸到未來的競爭，也就是參與結合事業目前不

使用自己的資料庫進行競爭，但結合後可能會開

始利用它來從事競爭。

上述的原則具體應用在Google/DoubleClick

的結合案。執委會在進行水平分析時，評估是

否會消除Google與DoubleClick間的潛在競爭，

特別是客戶資料是否使DoubleCl ick成為可能

的競爭對手，因此執委會聚焦在能力和誘因的

分析並仔細審查結合的影響。執委會觀察到結

合前DoubleCl ick在契約上被禁止使用客戶資

料，而且也沒有足夠的市場力改變這些契約條

款。其次，如果可以使用客戶資料可能會危及

DoubleClick的市場地位，因為客戶不願分享資

料且可能轉向競爭對手。即使DoubleCl ick可

以有效利用客戶資料而獲利，也未必會引起關

注，因為其他公司可以藉由線上廣告公司觸及與

DoubleClick同樣大且有價值的客戶資料庫。

在Microsof t /L inkedIn結合案，執委會亦

運用相同的分析方式進行評估。在Microsof t / 

LinkedIn案，執委會分析結合後事業所擁有的數

據與線上廣告相關的數據，是否可能引起2項限

制競爭疑慮，一是參與結合事業提高在該數據相

關市場的市場力或參進障礙，二是利用彼此的資

料庫消除競爭的限制。執委會最後駁回上述疑

慮，並指出參與結合事業在結合前並未將數據提

供給第三方做為廣告用途，大型數據資料庫在結

合後仍可存續利用，而且Microsoft和Linkedln是

線上廣告方面的小公司，彼此只能在有限的範圍

內相互競爭。

數據整合與非水平結合

至於與數據有關的垂直結合會引起關注，主

要是在當數據是競爭對手的重要投入(input)，是

否會產生封鎖效果(foreclosure effect)。亦即，

事業在結合後可能提供某些利用數據組合的新產

品或服務，使競爭者無法配合新產品規格，進而

無法提供相關的產品或服務從事競爭。針對垂直

封鎖的議題，執委會在非水平結合處理原則(the 

Non-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亦明訂分析

架構4，也就是當非水平結合可能改變參與結合

事業與其競爭者競爭的能力和誘因，而且對客戶

造成危害，就可能產生封鎖效果。實務上，執委

會先評估垂直結合後事業是否有能力和誘因並透

過數據從事反競爭的封鎖行為，假設有垂直封鎖

行為，則再評估該行為的可能影響是否顯著。

3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horizontal mergers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 Official Journal C 031 
, 05/02/2004 P. 0005 - 0018。

4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non-horizontal mergers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2008/C 26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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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icrosoft / LinkedIn案所涉及多角化與垂

直結合部分，執委會於多角化結合評估時，考量

Microsoft是否有能力和誘因將Linkedln的銷售情

報解決方案產品與其客戶關係管理(CRM)軟體捆

綁銷售。執委會發現Linkedln在銷售情報解決方

案市場的市場力不高，其產品只是許多可用產品

之一，替代的數據來源依然存在，而且Microsoft

不太可能有誘因將Linkedln的數據產品與其CRM

軟體一起提供。因此Linkedln的銷售情報解決方

案與Microsoft的CRM之可利用性，不大可能促

使客戶轉向Microsoft或者封鎖其他規模較大的

CRM供應商。而在垂直結合評估中，執委會分析

Microsoft是否可能限制接續Linkedln的銷售情報

解決方案產品的完整數據(full data)，以剝奪競

爭者開發CRM軟體的機器學習功能之重要投入要

素。執委會發現Linkedln 在結合前未向第三方提

供的完整數據，不可能成為開發CRM機器學習的

重要投入，這些數據僅是構成與CRM軟體有相同

用途的數據類型之一，且可能僅特定使用在某些

行業部門，有很多第三方和內部數據來源已經足

可使用，未必要使用Linkedln的完整數據。執委

會指出，目前還不清楚Microsoft是否有誘因限制

接續LinkedIn用於機器學習的完整數據，因為不

一定會在CRM軟體市場得到收益補償。在分析效

果時，執委會發現，鑑於Linkedln機器學習的完

整數據的特定相關性，拒絕接續Linkedln的完整

數據後仍有其他數據來源，競爭對手開發機器學

習功能的CRM軟體之能力不會受到阻礙。

結語

從以上的案例可知，歐盟執委會在評估與數

據相關的結合案時，是從不同的角度分析競爭的

影響，並應用既有成熟的分析工具針對與數據

相關的案件做出更好的決策。在市場界定方面，

執委會仍從需求面和供給面的考量因素，以及產

業特性與個案調查所得資料來界定與數據有關的

市場。而處理水平結合的重點則是關注數據整合

後，市場力提高是否會形成參進障礙或消除競爭

限制，既有的「能力-誘因-競爭影響」(ability-

incentive-effect on competition)仍是有用的分

析架構。在多角化與垂直結合方面，則著重數據

在市場的重要性以及是否有其他可利用的數據

來源，並微調「能力-誘因-競爭影響」的分析架

構，而且要證明是否有防止結合的法律或技術障

礙的存在，或是有大量替代數據來源或競爭對手

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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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不動產交易金額龐大，業者為了吸引更多的消費者購買，設計各式廣告來提升買氣。消費者將

其一生之積蓄投入後，才發現廣告宣稱的健身房、交誼廳，原來規劃為停車場；明明是電機設備空間，

卻標示成居室空間；而距離捷運半小時的路程，卻誇大5分鐘就能到。像這樣涉及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的不動產廣告究竟有多少？

依據公平會統計，自民國102年累計至107年4月底（下稱近5年），檢舉案及主動調查案經處理結

案之不動產業涉及公平交易法案件（即剔除因涉及刑事案件、民事案件、他機關職掌及程序不符等因素

而停止審議之案件）計251件，其中涉及不實廣告行為（公平交易法第21條）198件，相當於每10件不

動產業案件即有7.9件涉及不實廣告。（圖1）。

圖1　不動產業涉及公平交易法案件統計

不動產不實廣告案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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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年不動產業涉及不實廣告案計466件，經處理結案作成處分者136件（函送處分書140件），不

處分61件，行政處置1件，因涉及刑事案件、民事案件、他機關職掌及程序不符等因素而停止審議者

260件，予以併案處理8件（表1）。    

表1　不動產業不實廣告案件處理結果統計

近5年公平會對不動產業不實廣告行為作成違法處分而發出處分書140件，其中不動產開發業111

件，不動產經營及相關服務業29件；另處分家數計202家，處分罰鍰金額達9,270萬元，平均每家處分

罰鍰45.9萬元（表2）。

表2　不動產業不實廣告處分罰鍰統計

5 466 136

140 61 1

260 8

1  

 
(102-107 4 ) 

466  136 140  61  1  260  8 

102   44  22 22  21 -  1 - 

103   49  26 30  12  1  8  2 

104   115  31 31  10 -  74 - 

105   128  31 31  13 -  84 - 

106   127  25 25  4 -  92  6 

107 1-4   3  1 1  1 -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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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22 33 1,140 34.5 

103  30 37 1,345 36.4 

104  31 43 1,240 28.8 

105  31 48 2,300 47.9 

106  25 40 3,205 80.1 

107 1-4  1 1 40 40.0 

 

5 466 136

140 61 1

260 8

1  

 
(102-107 4 ) 

466  136 140  61  1  260  8 

102   44  22 22  21 -  1 - 

103   49  26 30  12  1  8  2 

104   115  31 31  10 -  74 - 

105   128  31 31  13 -  84 - 

106   127  25 25  4 -  92  6 

107 1-4   3  1 1  1 -  1 - 

   
( ) 

    
    

( ) ( )   
 

(102-107 4 ) 140 202 9,270 45.9 

102  22 33 1,140 34.5 

103  30 37 1,345 36.4 

104  31 43 1,240 28.8 

105  31 48 2,300 47.9 

106  25 40 3,205 80.1 

107 1-4  1 1 40 40.0 

 



21

TAIWAN FTC NEWSLETTER
｜會務活動｜

■ 3月12日邀請美國伊利諾理工大學芝加哥肯特法學院特聘教授David Gerber專題演講「全球競爭法
整合匯流中尋找經濟學恰當的角色定位」。

■ 3月15日至18日於臺北國際烘焙暨設備展辦理公平交易法宣導活動。

■ 3月17日與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於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共同舉辦該學會「107 年度第一次學術
研討會」。

■ 4月19日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師生參與「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 4月20日於臺南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國民中小學教科書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宣導座談會。

■ 4月27日邀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顏雅倫教授專題演講「金融科技與其方興未艾之競爭法議題」。

民國107年3、4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3

1

4

2

1.公平會邀請美國伊利諾理工大學芝加哥肯特法學院特聘教授David Gerber專題演講「全球競爭法整合匯流中尋找經
濟學恰當的角色定位」。

2.公平會與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於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共同舉辦該學會「107 年度第一次學術研討會」。
3.公平會於臺南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國民中小學教科書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宣導座談會。
4.公平會邀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顏雅倫教授專題演講「金融科技與其方興未艾之競爭法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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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日至6日赴巴布亞紐幾內亞參加「APEC經濟體採行之結合管制制度最佳措施資訊分享研討
會」、「競爭政策/法小組」會議及「經濟委員會」第1次會議。

■ 3月5日至9日赴韓國濟州島參加OECD-韓國政策中心競爭計畫「能源部門之競爭法規」研討會。

■ 3月8日參加ICN倡議工作小組電話會議。

■ 3月20日至23日彭副主任委員紹瑾率團赴印度新德里參加ICN年會及相關會議。

民國107年3、4月份國際交流活動一覽

1.公平會赴韓國濟州島參加OECD-韓國政策中心競爭計畫「能源部門之競爭法規」研討會。
2.公平會彭副主任委員紹瑾率團參加ICN年會及相關會議，並與英國競爭與市場局（CMA）執行長Andrea Coscelli先
生合影。

｜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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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通訊

公平會新建置「公平交易APP」，於106年12月27日上架於iOS「App store」及Android
「Google Play」。「公平交易APP」設有「檢舉信箱」、「法規專區」、「宣導專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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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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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講座等訊息，歡迎民眾踴躍下載。

 
※「公平交易APP」之QRcode如下，歡迎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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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5時；服務項目包括開放閱覽、圖書借閱及網路查詢等，歡迎參觀使用。

公平會「電子報」設有「專題報導」、「焦點案例」、「活動＆最新消息」及「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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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oid             iOS

公平交易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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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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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區」、「宣導專區」及「最新消息」等專區，俾供民眾能不受時、地及設備等

限制向公平會提出檢舉，亦可隨時查閱公平會主管法規，即時獲悉公平會針對重

大案件之說明、多層次傳銷之警訊、法令修正、講座等訊息，歡迎民眾踴躍下載。 

  

※「公平交易 APP」之 QRcode如下，歡迎下載： 

Android 

 

Ios 

 

公平交易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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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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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區」、「宣導專區」及「最新消息」等專區，俾供民眾能不受時、地及設備等

限制向公平會提出檢舉，亦可隨時查閱公平會主管法規，即時獲悉公平會針對重

大案件之說明、多層次傳銷之警訊、法令修正、講座等訊息，歡迎民眾踴躍下載。 

  

※「公平交易 APP」之 QRcode如下，歡迎下載： 

Android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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