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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結合管制的規範原則

一、各國競爭法對於結合的規範原則

(一)公共利益檢定(public interest，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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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公平交

易法第13條第1項)結合准駁標準取決於經濟效率。

(二 )顯著影響競爭檢定 (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e s s e n i n g  o f 

Competition，SLC )

結合准駁的主要考慮因素為結合案是否有產生限制競爭的顧

慮。因此，只要結合可能形成市場力量，導致產品價格上漲，不

利於消費者，執法機關就會駁回。

綜觀各國競爭法對於結合的規範原則，多數國家採用「顯著

影響競爭檢定」。然而，在探討Williamson理論之前，最重要的

準備工作是釐清兩個關鍵性的概念：(1)整體經濟利益的定義；

(2)競爭法的立法目標。

二、整體經濟利益的定義

競爭法的整體經濟利益是指交易的經濟利益，亦即生產者與

消費者透過自願性交易，對整個社會所產生的福利。理論上，透

過市場競爭(或稱市場機制)可以達到經濟效率，並使社會福利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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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大。因此，整體經濟利益、社會福利、經濟

效率指的都是同一件事。

而整體經濟利益又因主體不同而分為生產者

福利與消費者福利。前者包括參與結合廠商的福

利；後者包括所有消費者、同一(或不同)產業的

其他廠商的福利。使社會福利同時涵蓋生產者與

消費者利益。

結合案所形成之綜效必定有利於生產者利

益，否則廠商根本不會結合。但另一方面，廠商

是否會將綜效所帶來之成本減少，透過降價回饋

給消費者，卻存在變數，甚至產品價格可能會因

廠商市場力之提高而上漲。

依此而論，有助於整體經濟利益(效率)的結

合案，雖然一定能提升生產者利益，但卻不見得

有助於消費者利益(公平)。此時，競爭法主管機

關對於效率與公平間之取捨，就必須以競爭法的

立法目的為依歸。 

三、競爭法的立法目標

競爭法規範市場交易的競爭性與公平性，前

者在於保障經濟效率，後者在於保障分配正義。

但是，許多學說往往將維護經濟效率當作是競爭

法的唯一目標。然而事實上，無論是美國或歐盟

的競爭法立法目標，除了提高經濟效率以加速經

濟發展外，其實還包括了許多非經濟因素。 

根據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ICN)的整理歸類，各國競爭法的立法目標大致

分為：確保市場競爭環境、提高經濟效率、確保

經濟自由、促進市場整合、配合民營化與自由化

政策、提高全球市場競爭程度、積極地推動消費

者福利、消極地保護消費者、創造中小企業公平

競爭環境、推動社會公平正義等10項。其中前6

項旨在促進經濟效率，後4項則在於保護消費者

與弱小的競爭者，以維持社會公平正義。因此，

維護市場競爭或經濟效率其實只是競爭法目的之

一，而非全部。

貳、Williamson理論

依據PI原則：如果整體經濟利益=生產者利

益+消費者利益>限制競爭的不利益(價格提高產

出減少所形成的無謂損失)，則主管機關不得禁

止其結合。

然而，Williamson理論認為：所有結合案的

綜效(成本減少)必定大於無謂損失，亦即所有結

合案的整體經濟利益都大於限制競爭的不利益，

否則廠商根本不會結合。

雖然結合後廠商市場力提升，恐導致其提

高價格，價格上漲一定導致資源無謂損失。但

Williamson模型指出：事業結合只要能促成小量

的成本減少，就足以抵銷大幅價格上漲所肇致的

資源無謂損失。當ε=2(市場獨占力弱)，成本只

要減少0.25%，就足以抵銷5%價格上漲所造成

的無謂損失；而當ε=0.5(市場獨占力強)，成本

更僅只要減少0.06%，就足以抵銷5%價格上漲

的無謂損失。因此在規範經濟學上，Williamson

理論有深遠的政策意義。

如果Williamson所提出結合綜效必定大於無

謂損失理論是正確的，則在採行PI原則下，政府

必須核准所有結合案，使結合管制形同虛設。因

此，PI原則僅考慮經濟效率，而忽視經濟力集中

對政治公平的影響，效率大於公平。

相反地，各國大多採取SLC原則處理結合

案：只要結合導致獨占力增加，造成產品售價上

漲，使消費者必須增加更多支出，導致所得分配

惡化，不論是否產生經濟效率或是整體經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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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政府就應加以管制，因此，公平大於效率。

基此，效率與公平何者重要，需進一步探討

競爭法之立法目的。反托拉斯是不確定性甚高的

法律概念，且反托拉斯兼具行政特性，屬於公共

政策的之一環，其執法標準必須與時俱進，依照

經濟與政治發展環境變遷，適時調整。因此，效

率與公平何者為重，自然不可能有定於一尊的答

案。執法者需因時制宜，才能制定適合社會需求

的政策。

參、馬克思主義與溫和社會主義

本節以此兩種角度探討效率與公平何者為

重，以釐清競爭法的上位概念。

一、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之前的古典學派服膺於賽伊法則，認

為生產過剩不可能出現，供給一定會創造需求，

每一個人生產不是為自己生產而是為別人生產。

貨幣只是一種交易媒介，即使花不完的錢，也會

以儲蓄的型態存入銀行，而商人都在銀行排隊，

只要一有存款，就會借出來投資買機器、蓋廠

房。因此，商業交易屬於物物交易的型態。 

到了馬克思時代，工業革命益趨成熟，機器

被大量應用於生產過程之中，廠房規模越來愈

大，建廠時間愈拖愈久。從蓋工廠、雇工人、進

原料到賣出產品，中間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遞

延。因此，產品更不可能當日生產、當日賣掉、

當日收到貨款、當日又去買其他東西，商人的資

源與財富有相當比例，以貨幣型態持有。此時，

貨幣除了作為交易媒介外，還具有價值儲藏與金

融投機功能。 

馬克思認為，在貨幣經濟體系下，賽伊法則

根本無法成立。雖然窮人是賺多少錢就花多少

錢，符合賽伊法則的供給創造需求；反之，有錢

人則是錢多到消費不完，也投資不完，必須有一

部分貨幣閒置在銀行。然而，只要今天有人不買

東西，社會上就一定有人生產出來的財貨賣不出

去，導致生產過剩(需求不足)，最後，形成一連

串的危機，直到資本主義崩潰為止。因此資本家

剝削勞工導致貧富不均，以致社會沒有充裕的購

買力買回資本家所製造出來的財貨，造成生產過

剩。

此外，在經濟成長過程中，機器資本愈來愈

多，勞動與資本間存在替代關係，而非互補的關

係。機器的本質就是為了取代人力，廠商一定是

經過仔細評估認為機器成本低於勞動成本，才會

花大筆鈔票購買機器。因此，工業的資本化一定

會導致工人被機器替代，形成長期持續性的工人

失業，使生產過剩問題更為惡化。

二、費邊社：溫和社會主義

馬克斯認為建立於自利動機與私有財產的資

本主義，雖能刺激工作誘因、創造大量財富並使

效率提升，但分配不公所導致的生產過剩，必將

產生矛盾，使資本主義自我毀滅。效率提升與分

配不公兩者就如同金庸小說裡面，相生相剋的情

花與斷腸草，緊鄰相隨，有情花就有斷腸草。因

此，資本主義成也私有財產、敗也私有財產，貧

富差距永遠伴隨著資本主義，即使政府採取任何

措施，都無法避免資本主義的自我毀滅。 

費邊社承認問題的嚴重性，但他們對資本主

義仍深具信心，認為只要各國能夠體察時勢，提

高資本利得稅賦用於社會救濟，舒緩貧富差距並

維護中產階級利益，問題仍能迎刃而解。但是，

如果政府置之不理，就可能引伸出長期問題與經

濟危機，威脅到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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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邊社認為，人類自私自利的動機，雖可刺

激個人努力誘因，創造出更多財富，達到經濟效

率；但對個人財產權的絕對保障與對市場的高度

尊重，另方面卻也導致財富分配的不公，違反了

公平。後來的凱因斯跳過了最困難、最窒礙難行

的加稅，直接主張政府以負債的方式，增加公共

投資，至於財政的破產則是下一代的長期問題，

他並不在意，原因很簡單：「In the long run, 

we all die.」。 

三、國家權力的沒落

社會主義主張增加資本稅負，但在現實政治

環境下，這是不可能的任務，全球化對國家主權

的侵蝕，讓個別國家根本無法「單獨」採取所

得重分配制度。富人的資本具有高度國際移轉能

力，個別國家增稅，必將導致資本外流，反而嚴

重影響自身經濟發展。此一外部效果不但迫使各

國課徵不到累進的資本稅負，反而使資本所得稅

呈現累退性質，越有錢的人稅率愈低。

以法國為例，2010年，該國所有稅負(含直

接稅與間接稅)占國民所得比重47%，下層社會

(所得排序50%以下)賦稅占其所得比率約40-45%

之間；中產階級(所得排序50-90%)略為提高到

45-50%；但是，資本階級(最富有的5%、1%、

0.1%)所繳的稅僅占其所得35%。也就是一個中

產階級的工程師賺100塊錢，有45到50塊錢要交

稅，但老闆賺100塊錢，卻只有35塊錢要交稅。 

即使法國總統歐蘭德帶上鋼盔宣布開戰，課

徵富人稅。但引起富人們強烈反彈，紛紛出走，

有趣的是，不但老闆走人，連遊艇都跑到西班

牙或比利時註冊，變成別國的遊艇。結果非但稅

收不到還拖垮整個社會主義政黨，這次總統大選

社會黨候選人阿蒙得票率僅6.36%。因此，各國

如果不能齊心齊力，共同對資本所得課徵累進稅

率，單一國家單獨針對資本所得課稅，恐將導致

國內資本外流，反而得不償失。

肆、競爭法與反托拉斯

理論上，反托拉斯重點應著重於防止資源濫

用之無謂損失，而非改善所得分配，且政府有太

多優於競爭法的政策工具可用於改善貧富差距。

但是不容否認的兩點事實是：(1)當前我國

財富集中問題益形嚴重，而租稅政策非但束手無

策，且囿於各方利益團體壓力，對資本利得與遺

贈稅稅基訂出各式減免漏洞，使多數租稅負擔集

中於中下階級之勞動所得，而非上層階級之資本

所得，惡化貧富差距。(2)競爭法不論就目標與手

段而言，均可紓解市場壟斷與產業控制，間接防

止財富集中。

因此，提出二項原因，強調競爭機關不宜坐

視貧富差距對政治安定的影響，並建議公平會採

取美國SLC做為結合准駁的執法原則，略為舒緩

財富集中對民主政治所形成的壓力。  

一、SLC為國際潮流趨勢

事業透過結合取得綜效並獨吞成本降低的好

處，完全不降價回饋給購買者，已屬不該。更何

況該等事業還變本加厲利用結合後的市場力量，

提高產品售價，進一步取走原本屬於買方的消費

者剩餘，此一壟斷行為在法律上自然具有可非難

性。以美國司法部的水平結合指導準則為例，只

要執法機關分析事證發現：結合案可能影響物價

上漲對消費者不利時，即使該案有助於整體經濟

效率，但行政機關仍應介入管制。

SLC為國際潮流，在先進國裡面，除英國曾

經短暫地對於結合准駁採取PI原則外，其餘多採

取SLC做為結合案准駁依據，以保護消費者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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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上漲的剝削。

至於德國聯邦卡特爾法（GWB第42條第1

項）本質上，PI原則只是一個具有例外性質的特

別規定：「德國經濟部長針對卡特爾署已經禁止

之企業結合案件，倘仍認為該結合案對於整體經

濟利益大於其對於競爭之限制，或其結合存在可

維護重大公共利益之合理事由者，得例外給予申

請許可。」雖然該條款允許具有限制競爭效果的

結合案，得以專案獲得許可，但重點是：該項立

法本質上仍只是一個例外原則，不能說德國法是

採取PI原則。

因此，德國與其他國家同樣採用SLC原則，

只要結合有影響市場競爭之虞者，政府即不應

無條件許可，經濟效率只有在政治力量介入的

個案情況下，方能列入考慮。此外，德國近十

餘年來結合申報與駁回件數，其駁回比率為

0.28%(1995-2014)。 

另就立法趨勢而言，德國最初於1957年所

制定之「限制競爭防止法」（GWB：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重點

在於：禁止事業濫用獨占力量與取締卡特爾，並

未嚴格規範事業結合。但嗣後由於企業兼併風

潮日盛，導致產業益趨集中，此非但促使德國

政府於1973年第二次修法之際，新設結合管制

規定（當時法第23條第2項、現行法第37條第1

項），更於其後五次修法歷程中持續增加對結合

之管制規範。

二、保護消費者是經濟政策的最終依歸

最後，人本位(Human oriented)是民主政治

與自由經濟的基礎，政府一切施政必須以人民福

祉為依歸，而最能代表人本的經濟單位就是消費

者。Adam Smith在「國富論」指出：「消費為

所有生產之唯一目標與目的，生產者利益僅在具

有促進消費者利益必要時才應予以考量。此一命

題乃是自明之理，不需特別證明。然而在重商主

義體系中，消費者利益卻幾乎始終被生產者利益

所犧牲；這是因為重商體系認為生產才是所有工

業、商業的最終目標及對象。」此時，即使保護

消費者福利不能做為競爭法的唯一目標，起碼應

是重要目標之一，競爭機關實不宜機械式地將經

濟效率做為准駁結合的唯一標準。

（本文係講座106年5月18日假公平會發表

之演講內容，經國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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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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小陳通過一連串A加盟總部面談、評核、教

育訓練等過程，準備接手經營便利商店門市。

但加盟後，總部的門市輔導幹部三不五時指導小

陳如何陳列商品，以呈現商品的質感及量感，並

要求配合訂購一定數量的新品、促銷商品、節慶

商品，以提升門市業績。然而商品在效期內未售

出，使小陳每月負擔上萬元不等的報廢成本。而

當小陳考慮不再依循指導，但又擔心因此遭到解

約，百般思量後也只能無奈地接受。

「建議」還是「限制」

便利商店內陳列多樣且齊全的商品，以滿足

消費者即時需求為競爭核心。因此，便利商店業

者為了避免商品缺貨，導致顧客變心轉向其他通

路消費而損失商機，無不竭力維持商品充分、完

整陳列。

本案在調查過程中，A加盟總部認為輔導幹

部是就各門市特性提供商品訂購建議，由加盟店

與輔導幹部共同討論，至於要不要訂購商品與訂

購數量，最後仍是由加盟店自主決定，且從來沒

有以加盟店不依訂貨指導為由，向加盟店寄發存

證信函或解約。

然而，公平會透過向多家加盟店進行問卷調

查及訪談瞭解，在加盟店對總部要求訂購的商品

項目或數量提出意見的情況，有為數不少加盟

店表示總部會拒絕接受反映或不予處理。又曾拒

絕總部訂貨指導的加盟店，常會遭到輔導幹部增

加訪店次數、要求參加檢討會、查核缺貨將列記

缺失等。因此，公平會認定A加盟總部的商品訂

購指導並非是單純的建議性質，實質上已經對加

盟店訂購商品的自主意思構成加盟經營關係之限

制。

A加盟總部於加盟店經營期間，實施有訂購

商品的限制，卻沒有在簽訂加盟契約前，以書面

揭露相關的限制資訊，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已

經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結語

公平會為了維護加盟交易秩序，訂有「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

則」，規範加盟業主須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或預

備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提供9款加盟重要資

訊給有意加盟者審閱。加盟業主如果事先充分且

完整地揭露加盟體系的相關資訊，尤其是限制事

項的資訊，讓「願者才上鈎」，也是避免加盟糾

紛的途徑之一。

願者上鈎─加盟經營關係限制資訊須揭露
便利商店加盟總部如果要求加盟店要配合指導訂購商品及訂購數量，加盟總部就必須在簽約前以書面

揭露相關限制事項資訊，否則可能會踩到公平交易法規範的紅線。

■撰文＝林政羽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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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案申報事業為自然人L君，L君透過致捷有

限公司等5家事業持有德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德

昱公司)70%股權，由德昱公司與美商McDonald’s 

Restaurant Operations Inc.締結股份買賣契約，

藉此取得台灣麥當勞餐廳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

麥當勞公司)100%股權，為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

項第2款規定之結合型態。

鑒於L君持有德昱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已超過

半數，對德昱公司具有控制性持股，依公平交易

法第11條第3項視為結合規定之事業；且台灣麥當

勞公司於西式速食餐飲市場，其市場占有率達四

分之一，合致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規定

事業結合之申報門檻，且無公平交易法第12條規

定除外適用情形，爰由L君提出結合申報。

市場分析

公平會指出，本案僅涉及台灣麥當勞公司之

股權結構改變及經營權之移轉，且參與結合事業

彼此間並不具有水平競爭或垂直交易關係，屬多

角化結合型態，台灣麥當勞公司的市場占有率並

未因本結合案而有所改變，結合後西式速食餐飲

市場之市場結構與集中度不致產生變化；另西式

速食餐飲業之經營，並未受到法令或技術之限

制，不會對其他事業跨業經營西式速食餐飲產生

困難，尚無顯著限制競爭疑慮。

至於結合申報過程中，曾有媒體報導指出L君

擔任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賓大飯店公

司)總經理，本案恐涉及餐飲業結合等疑慮，據公

平會調查瞭解，L君及其兄長雖於申報當時分別擔

任國賓大飯店公司總經理及董事長，但2人持股比

例合計未達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4項控制性持股情

形，故並未認定國賓大飯店公司等事業為本案參

與結合之事業。

結語

經公平會評估後，因結合後對於市場結構及

競爭情形尚無顯著限制競爭之疑慮，因此依公平

交易法第13條第1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

台灣麥當勞經營權轉讓，公平會不禁止
申報人透過德昱公司取得台灣麥當勞100%股權之結合案，公平會不禁止。

■撰文＝蔡專員靜慧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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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中油公司)

於民國79年及98年分別在高雄永安及臺中港完成

國內前2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之建置，隨著國內

天然氣需求逐年成長，為充分供應國內液化天然

氣市場及配合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

公司)「穩健減核，打造綠能低碳環境，逐步邁

向非核家園」新電力政策，積極於北部地區覓地

興建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東鼎液化瓦斯興業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東鼎公司)原擬於桃園市觀音區設

置觀塘工業區，建置液化天然氣氣化廠及工業港

以進口液化天然氣，因未能取得台電公司天然氣

採購標案而未開發該工業區，故中油公司吸收合

併東鼎公司以興建第3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充

分供應北部所需，並順勢構建國家級天然氣能源

供應系統。

結合型態及申報門檻

台灣中油公司以現金為對價合併東鼎公司，

並以台灣中油公司為存續公司，東鼎公司為

消滅公司，屬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1款

「與他事業合併」之結合型態，又台灣中油公

司於液化天然氣市場為獨家供應，市場占有率

100%，且該公司於其他石化產品之市場占有率

亦符合申報門檻，依公平交易法規定應向公平

會提出結合申報。

不禁止結合

本案參與結合事業台灣中油公司雖有產銷各

類油氣及石化產品，東鼎公司係以液化天然氣為

其主要營業項目，且取得觀塘工業區及工業區

內液化天然氣專用港之經營，故東鼎公司於液化

天然氣產品與台灣中油公司處於潛在水平競爭關

係，本結合所涉相關產品僅限於液化天然氣。

液化天然氣主要用途係供各電廠發電及公用

天然氣事業轉售民生使用，由於各類型電廠發電

機組本即不同，故所需之發電能源尚不具替代

性，另液化天然氣與液化石油氣，其產品成分及

熱值不相同，輸配通路亦不同，兩者亦不具替代

性，且液化天然氣經由遍及國內境域之輸氣管線

進行配銷，故本案相關市場界定為我國液化天然

氣進口及生產市場。

公平會經綜合評估本結合不影響我國液化天

然氣之市場結構，該市場之訂價仍受政府管制，

單方效果不顯著，亦無共同效果，抗衡力量不受

影響及相關市場參進程度影響有限等限制競爭之

考量因素，並衡酌本結合有益於公眾利益、可達

成政府施政計畫目標及避免資源浪費之整體經濟

利益，故認其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不禁止其結合。

中油吸收合併東鼎─構建國家級天然氣能源供
應系統
為落實執行政府能源政策，本結合可避免資源閒置且具有廣大公共利益，故公平會不禁止其結合。

■撰文＝洪進安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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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公平會為瞭解藥局產業競爭問題，進行產

業深耕調查，透過問卷及實地訪查方式，發現

A公司就選定合作的藥局簽訂合約，並設置「A

專櫃」。不過，據A專櫃藥局表示，A公司疑似

有限制其轉售商品(藥品、保健食品等)價格之情

形，公平會遂主動立案調查。

違法事證

依據A專櫃藥局表示，向A公司購買商品後，

商品所有權就移轉到藥局。又藥局銷售A專櫃商

品係考量自身利益訂定售價，以自身名義開立發

票，進貨價與售價間之差額為藥局經營可獲之利

潤，A公司並未支付藥局佣金，這些事證足以證

明藥局與A公司間屬於買(賣)斷關係。

公平會發現，A公司以合約書約定，藥局如

果有未依照雙方協議或A公司建議售價銷售商品

之行為，A公司得逕行終止合約、取消贈藥或取

消回饋。另外依據多家A專櫃藥局表示，A公司

業務人員如果發現A專櫃商品售價低於A公司建

議售價表之建議價，會要求、提醒或勸導藥局

改善，而且確有多家藥局因此調漲A專櫃商品售

價，可見A公司合約書約定及業務人員作為，屬

於公平交易法規範之限制商品轉售價格行為。又

A公司雖表示未曾對藥局採取終止合約之違約措

施，不過，藥局如果違反A公司合約書約定，可

能遭到A公司取消贈藥、回饋或提早終止合約等

處罰，對藥局之心理容易形成壓迫。因此，有關

A公司合約書約定及業務人員作為，已限制藥局

自行決定轉售A專櫃商品零售價格之自由。

限制轉售價格並無正當理由

A公司提出為維護品牌及商品通路形象，提

供由專業藥師介紹商品之服務品質，作為該公司

限制藥局轉售商品價格之理由，並未提出事證說

明該公司如何以限制藥局轉售商品價格的方法達

到「促進品牌間之競爭」之積極效果，且各藥局

事業規模、營運模式及管銷成本都不相同，限制

轉售商品價格已抑制藥局自行訂定商品售價，並

削弱品牌內之競爭。故公平會認定A公司所稱，

非屬與維持競爭秩序有直接關連之合理或必要性

事由。

因此，公平會認定A公司限制藥局轉售A專櫃

商品售價，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經考量A公司營業額、違法行為持續期間超過3

年、合作藥局達1,066家且遍及全國等因素後，

除要求A公司應立即停止違法行為外，並處250

萬元罰鍰。

限制商品轉售價格合法嗎？
隨著我國人口高齡化加速，醫療需求及支出更是逐年增加，我國製藥產業產值多年來維持穩定成長，

藥廠更是積極布局國內藥局通路。當藥廠提出為維護品牌及商品通路形象，而限制藥局轉售商品之價格，

合法嗎？

■撰文＝蔡聰勇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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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A公司於廣告中就「經營類」宣稱被比較對

象「『無』多頻裝置與電視互動(可操控電視：玩

遊戲、看電視、看影片)」，就「服務類」宣稱被

比較對象「影片數量稀少且老舊」，以及就「投保

類」宣稱被比較對象「有無危險性不敢保證」，疑

涉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規定。

某一部分之優越而主張全盤優越之比較

案關廣告宣稱被比較對象「『無』多頻裝置

與電視互動(可操控電視：玩遊戲、看電視、看

影片)」等語，經公平會調查，被比較對象之服

務內容中雖「玩遊戲」之功能無法透過行動裝置

與電視同步互動，但具有「看電視、看影片」等

功能，A公司卻逕就「多頻裝置與電視互動(可

操控：玩遊戲、看電視、看影片)」宣稱被比較

對象「無」，顯係就某一部分之優越而主張全盤

優越之比較，致整體印象上造成不公平之比較結

果，是案關廣告就自己及他事業經營品項為比

較，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與品質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21條規定。

就他事業服務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

示或表徵

案關廣告就「服務類」宣稱被比較對象「影

片數量稀少且老舊」等語，經公平會調查，被比

較對象提供之影片數量並未少於A公司自稱可提

供之影片數，且被比較對象提供之影片中亦有更

新或於首映後6個月即上架其隨選視訊服務，未

如系爭廣告宣稱老舊之情事，是案關廣告就自己

及他事業經營品項為比較，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服務內容與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規定。

未經證實或查證之比較項目以懷疑、臆

測、主觀陳述為比較

案關廣告就「投保類」宣稱被比較對象「有

無危險性不敢保證」等語，經公平會調查，「有

無投保」與「有無危險性」分屬二事，而A公司

就被比較對象商品有無危險性並無提供任何實

據，卻逕宣稱被比較對象「有無危險性不敢保

證」，易引致消費者對被比較對象商品有無危險

性產生懷疑，復被比較對象提供予用戶使用之商

品亦有投保產品責任險，是案關廣告就自己及他

事業經營品項為比較，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

務內容與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

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規定。

商品或服務超級比一比！
事業為突顯自身商品或服務之優勢，通常會將自己與他事業之商品或服務做比較，但應避免以不當

比較廣告誤導交易相對人。

■撰文＝曾惠怡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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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了嗎？W建案所規劃的社區空間超漂

亮！

F建設公司為銷售W建案，於建案廣告之外

觀情境示意參考圖規劃景觀庭園、水池、社區道

路、停車位等空間，給消費者的印象是購買W建

案房屋可以合法的享有廣告內容呈現之空間。嚮

往田園生活的你，想不想擁有它！

農牧用地需符合農地使用，景觀庭園、水

池、社區道路、停車位通通都不行！

據地方政府之專業意見表示，W建案於廣告

內容規劃為景觀庭園、水池、社區道路、停車位

等空間不符農牧用地使用，係違反農業發展條例

第69條規定，故W建案若依廣告內容將農牧用地

規劃為景觀庭園、水池、社區道路、停車位等空

間使用，將遭主管機關處以罰鍰，並勒令變更使

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其地上物恢復原狀等情形。

如果消費者誤認廣告內容中之空間設施可合法使

用，進而購買該建案房屋，卻不知日後仍有遭罰

鍰及強制拆除之風險，公平會認為F建設公司之

廣告已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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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慎選標的，購屋前應再三查證！

公平會呼籲，消費者於購屋前除需考量建案

價格、週遭環境、生活機能等因素外，應小心注

意建商廣告呈現內容及土地使用分區等是否符合

相關法規，以保障交屋後可以合法使用。

農牧用地用來規劃景觀空間，合法嗎？
建商在銷售預售屋時，常以情境示意圖等廣告來呈現建案的設施以吸引消費者購買，但您是否想過廣

告所呈現的設施是否都能合法使用？

■撰文＝戴玉宜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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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6年6月14日修正公平交易法第11條

規定，修正內容分為兩部分：

一、事業結合審查期限由日曆天修正為工作日：

依原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7項及第8項規定，

公平會審查結合申報案件期限，係自事業提

出完整申報資料之日起算30日，若有必要可

再延長審查60日，該審查期間係以日曆天計

算。雖然實務上公平會均在法定期間內審查

完竣，惟若遇有連續假期，該審查期間即受

壓縮，尤其對於有限制競爭疑慮之結合申報

案，確實需要較充裕時間進行資料蒐集、意

見徵詢與競爭評估。因此，本次修正將前開

規定之日曆天均修正為「工作日」，俾符實

務需求。

二、強化結合審查程序之周延性：本次修正增訂

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0項及第11項規定，

明定公平會審查結合申報案件時，必要時得

委請外部學術研究機構提供產業經濟分析意

見，作為案件研析、評估之參考。另外在非

合意併購情形，公平會須徵詢被併購方之意

見，並應依第13條規定作成決定，以強化結

合審查程序之周延性。

三、本次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

修正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結合規定
事業結合審查期限由日曆天修正為工作日，並強化結合審查程序之之周延性。

■撰文＝洪　萱 
（公平會法律事務處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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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6.14公平交易法第 11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106.6.14)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 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先向主管機關提

出申報：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

有率達三分之一。 

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

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 

三、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

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

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 

      前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應

將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控制

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及與參與結

合之事業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

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之銷售金

額一併計入，其計算方法由主

管機關公告之。 

       對事業具有控制性持股之

人或團體，視為本法有關結合

規定之事業。 

       前項所稱控制性持股，指

前項之人或團體及其關係人持

有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

資額，超過他事業已發行有表

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

數者。 

       前項所稱關係人，其範圍

如下： 

一、同一自然人與其配偶及二

親等以內血親。 

二、前款之人持有已發行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

超過半數之事業。 

三、第一款之人擔任董事長、

總經理或過半數董事之事

業。 

四、同一團體與其代表人、管

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

及其配偶與二親等以內血

第十一條 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先向主管機關提

出申報：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

有率達三分之一。 

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

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 

三、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

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

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 

      前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應

將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控制

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及與參與結

合之事業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

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之銷售金

額一併計入，其計算方法由主

管機關公告之。 

       對事業具有控制性持股之

人或團體，視為本法有關結合

規定之事業。 

      前項所稱控制性持股，指前

項之人或團體及其關係人持有

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

額，超過他事業已發行有表決

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

者。 

       前項所稱關係人，其範圍

如下： 

一、同一自然人與其配偶及二

親等以內血親。 

二、前款之人持有已發行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

超過半數之事業。 

三、第一款之人擔任董事長、

總經理或過半數董事之事

業。 

四、同一團體與其代表人、管

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

及其配偶與二親等以內血

委員廖國棟等 17人提案： 

一、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結合型

態未能作出區分，市場上事

業之結合，除了合意結合

外，尚有敵意併購（hostile 

acquisition）意指併購者之

收購行動遭被併購公司經營

者抗拒時仍強行收購，或未

事先與經營者商議即逕提公

開收購要約。 

二、當敵意併購發生時，若兩家

事業國內市場佔有率超過二

分之一時，需要充分的時間

進行事業結合的研究與討

論，經濟部更須對產業結合

的影響進行各類評估，也應

讓行政機關能有時間進行經

濟分析、產業分析，也需要

讓被併購者能有答辯與防禦

的機會。 

三、現行條文規定三十日內必須

做出決定，時間上讓敵意併

購方出現可操作的時間漏

洞。舉例來說，民國 105年 2

月份有九天的春節連假，以

及 3 天的 228 連假，加上 2

月只有 29 天，單純的用 30

日進行計算時，實際作業時

程僅 16天，趕時間的作業方

式，很可能造成評估失誤，

也可能簡化作業程序，造成

不必要的錯誤發生。 

委員蘇震清等 18人提案： 

一、有鑑於本法對事業結合並未

區分合意或非合意結合之審

查方式，如參與結合事業之

一方，係屬遭敵意併購之事

業，逕行同意其結合，恐嚴

重影響該事業之經營與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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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6.14公平交易法第 11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106.6.14)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 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先向主管機關提

出申報：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

有率達三分之一。 

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

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 

三、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

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

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 

      前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應

將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控制

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及與參與結

合之事業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

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之銷售金

額一併計入，其計算方法由主

管機關公告之。 

       對事業具有控制性持股之

人或團體，視為本法有關結合

規定之事業。 

       前項所稱控制性持股，指

前項之人或團體及其關係人持

有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

資額，超過他事業已發行有表

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

數者。 

       前項所稱關係人，其範圍

如下： 

一、同一自然人與其配偶及二

親等以內血親。 

二、前款之人持有已發行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

超過半數之事業。 

三、第一款之人擔任董事長、

總經理或過半數董事之事

業。 

四、同一團體與其代表人、管

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

及其配偶與二親等以內血

第十一條 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先向主管機關提

出申報：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

有率達三分之一。 

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

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 

三、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

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

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 

      前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應

將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控制

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及與參與結

合之事業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

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之銷售金

額一併計入，其計算方法由主

管機關公告之。 

       對事業具有控制性持股之

人或團體，視為本法有關結合

規定之事業。 

      前項所稱控制性持股，指前

項之人或團體及其關係人持有

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

額，超過他事業已發行有表決

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

者。 

       前項所稱關係人，其範圍

如下： 

一、同一自然人與其配偶及二

親等以內血親。 

二、前款之人持有已發行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

超過半數之事業。 

三、第一款之人擔任董事長、

總經理或過半數董事之事

業。 

四、同一團體與其代表人、管

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

及其配偶與二親等以內血

委員廖國棟等 17人提案： 

一、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結合型

態未能作出區分，市場上事

業之結合，除了合意結合

外，尚有敵意併購（hostile 

acquisition）意指併購者之

收購行動遭被併購公司經營

者抗拒時仍強行收購，或未

事先與經營者商議即逕提公

開收購要約。 

二、當敵意併購發生時，若兩家

事業國內市場佔有率超過二

分之一時，需要充分的時間

進行事業結合的研究與討

論，經濟部更須對產業結合

的影響進行各類評估，也應

讓行政機關能有時間進行經

濟分析、產業分析，也需要

讓被併購者能有答辯與防禦

的機會。 

三、現行條文規定三十日內必須

做出決定，時間上讓敵意併

購方出現可操作的時間漏

洞。舉例來說，民國 105年 2

月份有九天的春節連假，以

及 3 天的 228 連假，加上 2

月只有 29 天，單純的用 30

日進行計算時，實際作業時

程僅 16天，趕時間的作業方

式，很可能造成評估失誤，

也可能簡化作業程序，造成

不必要的錯誤發生。 

委員蘇震清等 18人提案： 

一、有鑑於本法對事業結合並未

區分合意或非合意結合之審

查方式，如參與結合事業之

一方，係屬遭敵意併購之事

業，逕行同意其結合，恐嚴

重影響該事業之經營與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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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五、同一團體及前款之自然人

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

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

之事業。 

      第一項第三款之銷售金

額，得由主管機關擇定行業分

別公告之。 

       事業自主管機關受理其提

出完整申報資料之日起算三十

工作日內，不得為結合。但主

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將該期

間縮短或延長，並以書面通知

申報事業。 

       主管機關依前項但書延長

之期間，不得逾六十工作日；

對於延長期間之申報案件，應

依第十三條規定作成決定。 

       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七項

但書之延長通知或前項之決定

者，事業得逕行結合。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逕行結

合： 

一、經申報之事業同意再延長

期間。 

二、事業之申報事項有虛偽不

實。 

      主管機關就事業結合之申

報，得徵詢外界意見，必要時

得委請學術研究機構提供產業

經濟分析意見。但參與結合事

業之一方不同意結合者，主管

機關應提供申報結合事業之申

報事由予該事業，並徵詢其意

見。 

       前項但書之申報案件，

主管機關應依第十三條規定

作成決定。 

親。 

五、同一團體及前款之自然人

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

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

之事業。 

      第一項第三款之銷售金

額，得由主管機關擇定行業分

別公告之。 

       事業自主管機關受理其提

出完整申報資料之日起算三十

日內，不得為結合。但主管機

關認為必要時，得將該期間縮

短或延長，並以書面通知申報

事業。 

       主管機關依前項但書延長

之期間，不得逾六十日；對於

延長期間之申報案件，應依第

十三條規定作成決定。 

       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七項

但書之延長通知或前項之決定

者，事業得逕行結合。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逕行結

合： 

一、經申報之事業同意再延長

期間。 

二、事業之申報事項有虛偽不

實。 

 

秩序，且對我國整體經濟產

生重大不利益，是以增設主

管機關針對非合意結合案

件，於進行結合審查前，應

先行提供疑遭敵意併購之事

業必要資料，並徵詢其意見

以探求真意之必要審查程

序。若主管機關認為對我國

整體經濟恐有產生重大不利

益之虞，必要時亦得委請學

術研究機構提供產業經濟分

析意見作為審理參考依據，

爰增列本條第七項規定。 

二、事業結合之審查屬於影響事

業競爭之重大事項，應予主

管機關一定之審查期間，避

免因連續假期等由變相壓縮

審查期間，導致倉促審查，

爰修正本條第八項、第九項

期日規定為「工作日」，以資

明確。 

三、配合本條增列第七項關於非

合意結合事業之審查程序，

修正第十項前段引用項次文

字，並為避免遭敵意併購之

結合事業對我國整體經濟造

成不利益，應將其列為不得

逕行結合之除外情形，爰增

列本條第十項但書第三款事

由。 

審查會： 

一、第七項及第八項之起算日文

字修訂正「工作日」，餘均照

委員廖國棟等提案通過。 

二、為期被併購方有得知併購相

關資訊及表達意見之權利，

爰採用委員蘇震清等提案之

要旨，惟酌作文字修正並將

修正部分列為第十項及第十

一項。 

 



14

公平交易通訊   NO.077    中華民國106年9月號FTC

2 
 

親。 

五、同一團體及前款之自然人

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

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

之事業。 

      第一項第三款之銷售金

額，得由主管機關擇定行業分

別公告之。 

       事業自主管機關受理其提

出完整申報資料之日起算三十

工作日內，不得為結合。但主

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將該期

間縮短或延長，並以書面通知

申報事業。 

       主管機關依前項但書延長

之期間，不得逾六十工作日；

對於延長期間之申報案件，應

依第十三條規定作成決定。 

       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七項

但書之延長通知或前項之決定

者，事業得逕行結合。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逕行結

合： 

一、經申報之事業同意再延長

期間。 

二、事業之申報事項有虛偽不

實。 

      主管機關就事業結合之申

報，得徵詢外界意見，必要時

得委請學術研究機構提供產業

經濟分析意見。但參與結合事

業之一方不同意結合者，主管

機關應提供申報結合事業之申

報事由予該事業，並徵詢其意

見。 

       前項但書之申報案件，

主管機關應依第十三條規定

作成決定。 

親。 

五、同一團體及前款之自然人

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

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

之事業。 

      第一項第三款之銷售金

額，得由主管機關擇定行業分

別公告之。 

       事業自主管機關受理其提

出完整申報資料之日起算三十

日內，不得為結合。但主管機

關認為必要時，得將該期間縮

短或延長，並以書面通知申報

事業。 

       主管機關依前項但書延長

之期間，不得逾六十日；對於

延長期間之申報案件，應依第

十三條規定作成決定。 

       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七項

但書之延長通知或前項之決定

者，事業得逕行結合。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逕行結

合： 

一、經申報之事業同意再延長

期間。 

二、事業之申報事項有虛偽不

實。 

 

秩序，且對我國整體經濟產

生重大不利益，是以增設主

管機關針對非合意結合案

件，於進行結合審查前，應

先行提供疑遭敵意併購之事

業必要資料，並徵詢其意見

以探求真意之必要審查程

序。若主管機關認為對我國

整體經濟恐有產生重大不利

益之虞，必要時亦得委請學

術研究機構提供產業經濟分

析意見作為審理參考依據，

爰增列本條第七項規定。 

二、事業結合之審查屬於影響事

業競爭之重大事項，應予主

管機關一定之審查期間，避

免因連續假期等由變相壓縮

審查期間，導致倉促審查，

爰修正本條第八項、第九項

期日規定為「工作日」，以資

明確。 

三、配合本條增列第七項關於非

合意結合事業之審查程序，

修正第十項前段引用項次文

字，並為避免遭敵意併購之

結合事業對我國整體經濟造

成不利益，應將其列為不得

逕行結合之除外情形，爰增

列本條第十項但書第三款事

由。 

審查會： 

一、第七項及第八項之起算日文

字修訂正「工作日」，餘均照

委員廖國棟等提案通過。 

二、為期被併購方有得知併購相

關資訊及表達意見之權利，

爰採用委員蘇震清等提案之

要旨，惟酌作文字修正並將

修正部分列為第十項及第十

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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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歐盟執委會今（2017）年6月的新聞稿

指出，線上搜尋引擎Google因濫用市場優勢地

位，提供自身產品購物比價服務（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s）不法利益，違反歐盟反托

拉斯法，而受罰24.2億歐元。Google需於該決

定提出後90天內停止其違法行為，否則其母公

司Alphabet公司將面臨最高平均每日全球銷售額

5%之懲罰。

歐盟執委會競爭事務委員M a r g r e t h e 

Vestager女士提到，Google提出許多創新的產

品與服務而使我們的生活有所不同，那自然是好

事；但Google於其購物比價服務的策略，並非僅

藉由提供比競爭對手更好的產品來獲得消費者青

睞，相反的，而是濫用於搜尋引擎市場的優勢地

位，來提升該公司購物比價服務的搜尋結果，而

使其他競爭者難以受到消費者的關注。

Google購物比價服務策略

Google的旗艦產品為Google搜尋引擎，

其幾乎90%的收益來自於廣告收入。2004年

Google以Froogle進入歐盟購物比價市場，後於

2008年更名為Google Product Search，並自

2013年起再改名為Google Shopping。Google

這項服務可讓消費者於網路比較產品與價格，同

時亦可直接與網路各類零售商進行交易，包括製

造商的網路商店、各種購物平臺（如Amazon與

eBay）以及其他代理商等。

Google於2004年剛以Froogle搶進歐盟時，

市場上已有為數眾多的競爭者，所以其初期經營

績效實在乏善可陳。由於購物比價服務需依賴大

量的交易流量進行競爭，因此，更多的流量將可

引導更多次的點擊並產生收益，進而更多的交易

流量也會吸引更多的零售商將他們的產品展示在

購物比價服務。依照Google在一般網路搜尋的優

勢地位，其搜尋引擎對購物比價服務而言，無非

是項重要的流量資源。

故自2008年起，Google開始大幅調整於歐

盟市場的策略，來提升其於購物比價服務的存在

感，該策略所依賴的是Google於一般網路搜尋

之優勢地位，而非比較服務市場的競爭價值。

Google系統性地為其自身所擁有的購物比價服務

提供顯而易見的搜尋結果，而將競爭對手貶放於

後段；亦即經由Google的搜尋結果，Google的

服務較易為消費者所看見，相反的，對手的服務

則常被忽略。證據顯示，消費者較常點擊更為易

見的搜尋結果，例如搜尋結果前10名會出現在第

1頁，通常可獲得近95%的點擊，而出現在第2頁

的前段搜尋結果可能只獲得1%的點擊。這並不

Google購物比價服務因濫用市場地位受歐盟處
以新高罰鍰

 繼歐盟執委會於2009年5月以Intel濫用市場優勢地位開出10.6億歐元罰鍰後，今(2017)年6月，線上搜

尋服務巨擘Google亦因濫用市場優勢地位受歐盟執委會祭出24.2億歐元罰鍰，刷新歐盟執委會罰鍰金額歷

史紀錄。

■撰文＝陳淑芳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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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釋第1頁的搜尋結果較為相關，因為證據亦

指出，如將原本列於第1頁的搜尋結果移至第3頁

的話，將減少該結果的點擊近50%。此即說明，

藉由提供其購物比價服務明顯的搜尋結果並貶低

競爭對手，Google購物比價服務已獲得重大的

利益。

Google違反歐盟競爭法事實與影響

G o o g l e自 2 0 0 8年起於整個歐洲經濟區

（European Economic Area, EEA），即歐洲

31個國家除捷克共和國以外之一般網路搜尋市場

具有優勢地位。此項評估係根據Google搜尋引擎

於大部分的EEA國家約具有90%的市場占有率，

Google進行前開違法行為至少自2008年起就已

經開始。此外，該市場亦具有相當高的進入障

礙，部分是基於網路效應，亦即越多消費者使用

某一搜尋引擎，則越能吸引更多廣告主的注意，

而搜尋引擎所獲得的利潤，則可用來吸引更多的

消費者。相同的，搜尋引擎所蒐集到的消費者資

訊，亦可用來提升其搜尋結果。

Google藉由提供自身購物比價服務違法利

益，為自身擁有的購物比價服務置於搜尋結果明

顯的位置，而將競爭對手的服務，放在較為後段

的搜尋結果，這個行為已扼殺購物比價市場中對

於價值的競爭。

Google違法行為已對其自身及競爭對手的

購物比價服務產生顯著的競爭影響，該違法行為

使得Google的購物比價服務透過對手付出成本

並損害歐洲消費者來獲得重要的流量利得。依據

Google在一般網路搜尋市場的優勢地位，其搜尋

引擎為一項重要的流量來源，因此，Google的違

法行為使得Google購物比價服務的流量明顯的增

加，而對手則長久以來承受大量的流量損失。

歐盟決定的結果

歐盟執委會依據歐盟運作條款（TFEU）第

102條以及EEA禁止濫用市場優勢地位協議第54

條對Google處以24.2億歐元的天價罰鍰，正說明

了Google違法的期間與嚴重性，依歐盟2006年

罰鍰處理原則，該罰鍰已根據Google在EEA國家

購物比價服務的收入基礎進行計算。歐盟執委會

要求Google於該決定提出後90天內停止違法行

為，並避免使用可達到相同或相似目的或效果之

措施；特別的是，該決定亦命令Google須遵守對

自身與競爭對手的購物比價服務提供相同待遇之

簡單原則。

Google除須確實遵守歐盟決定並說明如何達

成歐盟的各項要求，暫且不論Google後續會選

擇何種作為，歐盟執委員會將繼續監控Google

是否嚴格遵守相關要求，同時Google有義務持續

告知歐盟執委會其相應作法。如果Google無法遵

守歐盟的裁定，其母公司Alphabet公司將負擔最

高平均每日全球銷售額5%之不遵法懲罰（non-

compliance payments）。最末，Google並將面

對可由任何受其反競爭行為影響之個人或公司於

歐盟會員國法院提起集體民事損害賠償。

除本案外，歐盟執委會目前仍就Google濫用

市場優勢地位相關案件進行調查，包括行動裝置

Android操作系統案以及AdSense第三方合作網

站案等，歐盟與Google間之攻防仍有待持續觀察

相關後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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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相關係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是用來描

述X和Y兩個變數之間的線性變化，它的公式可

表達如下：

ρxy ：表示兩隨機變數的相關係數

Cov(X,Y)：表示兩隨機變數的共變數

Var(X)：表示隨機變數X的變異數

Var(Y)：表示隨機變數Y的變異數

相關係數的數值結果介於 -1至1之間，當

ρxy 之範圍介於0與1時，代表兩隨機變數呈現同

向變動即X和Y同時增加或同時減少。當ρ xy 之

範圍介於0與-1時，代表兩隨機變數呈現反向變

動，亦即X增加時Y減少，或X減少時Y增加。

而當ρ xy =1時，代表兩隨機變數為完全正相關

(perfect positive correlation)，當ρxy =-1時，則

代表兩隨機變數為完全負相關(perfect negative 

correlation)，ρxy =0則代表兩隨機變數為零相關

(zero correlation)，而零相關係指兩隨機變數無

線性相關，但並不是完全沒有相關性。

相關案例

相關係數被廣泛應用在不同領域，本文謹整

理美國法院近來審理運用相關係數分析不同產品

之價格或售予不同客戶群之價格間的關係等案

件，並說明美國法院在該等案件中，對相關係數

分析所持之態度。

一、陰極射線管反壟斷訴訟案
１

陰極射線管 (Ca thode  Ray  Tube，簡稱

CRTs)是舊式映像管電視機跟電腦螢幕等的核心

零組件，而且有不同的種類和規格，其中彩色圖

像管(Color Picture Tubes，簡稱CPTs)係應用

於須更明亮的螢幕之電視機，彩色顯示管(Color 

Display Tubes，簡稱CDTs) 則應用於監視器和

自動提款機(ATM)等需高解析度之設備，但CDTs

和CPTs的基本技術相同。

本案被告LG Electronics、  Samsung、 

Panasonic、 Chunghwa Picture Tubes等事

業係陰極射線管的主要製造商，渠等於2000年

至2006年間，掌控整體陰極射線管產業80%

以上之產能。原告Arch Electronics、  Dash 

Computers Meijer、 Meijer Distribution等則為

採購已裝置陰極射線管(包含CDTs和CPTs)之最

終產品的事業。原告指控被告於1995年3月至

2007年11月間成立一個國際卡特爾組織並以定

期召開會議的方式，聯合操縱特定種類陰極射線

管(CDTs和CPTs)之價格，致使原告遭受數十億

美元的損失。

相關係數在反托拉斯案件之運用
 近年美國法院對於以相關係數分析案件所持的態度並不一致，執法機關於使用相關係數分析時須謹

慎為之，且需搭配其他證據同時進行推論，方可得到較為嚴謹之結果。

■撰文＝張志弘 
（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員）

1 In re Cathode Ray Tube (CRT) Antitrust Litig, MDL No. 1917 (N.D. Cal. Jul. 8, 2015).

1 

相關係數在反托拉斯案件之運用 

近年美國法院於審理以相關係數分析呈現的結果所持的態度並不一致，執法

機關於使用相關係數分析時須謹慎為之，且需搭配其他證據同時進行推論，方可

得到較為嚴謹之結果。 

撰文 張志弘 

(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員) 

前言 

相關係數(correlation coefficient)是用來描述X和Y

兩個變數之間的線性變化，它的公式可表達如下： 

��� � ������ ��
������� ∗ ������� 

其中 

���：表示兩隨機變數的相關係數 

Cov(X,Y)：表示兩隨機變數的共變數 

������：表示隨機變數 X的變異數 

������：表示隨機變數 Y的變異數 

相關係數的數值結果介於為-1 至 1 之間，當���之範圍

介於 0與 1時，則代表兩隨機變數呈現同向變動即 X和 Y同

時增加或同時減少。當���之範圍介於 0 與-1 時，代表兩隨

機變數呈現反向變動，亦即 X 增加時 Y 減少，或 X 減少時 Y

增加。而當��� � �時，代表兩隨機變數為完全正相關

(perfect positive correlation)，當��� � ��時，則代表

兩隨機變數為完全負相關(perfect negative correlation)，

��� � �則代表兩隨機變數為零相關(zero correlation)，而

零相關係指兩隨機變數無線性相關，但並不是完全沒有相關

性。  

 

相關案例 

相關係數被廣泛應用在不同領域，本文謹整理美國法院

近來審理運用相關係數法分析不同產品之價格或不同客戶

群之間的資料之案件，並說明美國法院在該等案件中，對相

關係數分析法所持之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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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提出之專家報告試圖證明其確因被告之

聯合行為而遭致損害，該專家報告指出整體陰極

射線管產業具有高參進門檻之特性，且被告掌控

有整體陰極射線管產業80%以上之產能，不同

陰極射線管生產線可以快速轉換，是以被告確有

意圖藉由定期召開會議之方式，操控特定種類陰

極射線管產品價格，影響整體陰極射線管產業價

格。而相關係數分析結果顯示特定種類陰極射線

管實際價格(actual price)變動與目標價格(target 

price)具高相關性(相關係數達0.98)，被告之聯

合行為確實影響到特定種類陰極射線管實際價

格，而目標產品(targeted CRT products)價格與

非目標陰極射線管產品(non-targeted products)

價格也呈現高度的相關性(相關係數達0.8)，顯

示目標陰極射線管產品價格實際影響整體陰極射

線管價格。法院於審視前項證據後指出：「相關

分析已成為提供反托拉斯集體損害賠償證據的方

法」( correlation analysis is well established 

as a means of providing class-wide proof of 

antitrust injury and damages)。

二、光碟驅動器反壟斷訴訟案
２

光碟驅動器是一種寫入紀錄及存取資料光

碟(CDs、DVDs、Blu-Ray Discs)的設備，可分

為內建式(built-in)光碟驅動器及獨立式(stand-

alone)光碟驅動器，主要應用於各種消費電子設

備中，如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遊戲機、

攜帶式攝影機等。被告Sony、 Hitachi-LG Data 

Storage、 Panasonic Corp.、 NEC Corp 、

BenQ Corporation、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等事業為光碟驅動器之主要製造商。

原告則為直接或間接購買光碟驅動器的事業及個

人，其中Dell及HP的購買量占被告光碟驅動器

之銷售量的一半以上。原告指控被告於2003年4

月至2008年12月間涉嫌聯合操控光碟驅動器價

格，對目標下游廠商(Dell、HP和Microsoft)所欲

購買的光碟驅動器進行圍標(bid rigging)，進而

影響到整體光碟驅動器市場競爭，致使原告遭受

損害。

原告提出之專家報告認為被告彼此間長期

具有專利集管 (patent  pool)、共同投資 ( jo int 

ventures)等紀錄，形成有利彼此聯合行為的因

素，而2003年4月至2008年12月間光碟驅動器價

格持續性下跌，增加被告聯合減緩光碟驅動器價

格下跌速度的誘因，報告指出被告針對目標下游

廠商協議遂行聯合行為的協議文件，其內容為協

議各自出價範圍及產品占有率，且交換彼此的敏

感營業資訊(sensitive business information)。

該份報告並沒有提出被告透過圍標而影響整體光

碟驅動器市場之具體證據，因此原告專家另分別

對被告售予目標下游廠商(Dell和HP)及其他非目

標下游廠商的光碟驅動器價格進行相關性分析

(兩者皆具有長期下跌趨勢)，試圖證明被告確實

影響整體光碟驅動器市場之競爭，其結果顯示兩

者具有高度相關性(strong correlations)3，因此

原告認為被告操控價格的行為同時也影響到其他

下游廠商(other customers)的光碟驅動器價格，

使整體光碟驅動器市場的競爭都受到損害。但被

告提出質疑，認為其他下游廠商所購買的光碟驅

動器價格資料區間廣泛，顯示並沒有受到目標下

游廠商購買價格的影響，且高度相關性本來就會

在整體光碟驅動器價格下跌的期間中出現，因此

分析結果將有偏誤。

本案法院對相關係數分析的解讀較為嚴格，

法院認為高度相關可能來自於具廣泛衝擊之共

同證據的影響(common proof of class-wide 

2 In re Optical Disk Drive Antitrust Litigation , case no. 3：10-md-2143 RS (N.D. Cal. Oct. 3, 2014)3 參考自Orbach, Barak, Hub-and-Spoke Conspiracies (April 15, 
2016). 15 Antitrust Source, no. 3, 2016, at 1.; Arizona Legal Studies Discussion Paper No. 16-11.。

3 據原告專家指出，若沒有聯合行為的因素，此價格相關性會更高(without a conspiracy I would expect to see high correlation of prices across customers in thi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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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如光碟驅動器價格長期價格下降的趨

勢、或其他市場競爭因素，因此原告仍需要提

出更充足的證據來證明此共同因素是原告所造

成的。

三、蛋類產品反托拉斯訴訟案
4

被告蛋類生產聯盟(United Egg Produce)是

美國主要雞蛋生產商組成的組織，會員包括美國

96%的雞蛋商產商。原告T.K. Ribbing’s Family 

Restaurant、ZaZa Inc.、Kroger Co.等則為直

接購買雞蛋或雞蛋製品的事業及間接自原告購買

雞蛋的事業。原告指控被告透過長期及短期的措

施，於1999年至2008年間共同減少上游雞蛋的

供給，提高雞蛋的價格，致使原告付出高於平均

市價而遭致損失。

原告指出被告以短期措施(如過早催熟及屠

宰母雞)及長期措施(過度提倡動物福利、以低於

市場價格將雞蛋出口至國外等)限制雞蛋供給，

並要求聯盟成員提供產銷資料以供查證。此外也

提出專家報告證明不同地區、不同大小、不同顏

色雞蛋，彼此間的價格確實具高度相關性，原告

專家認為此種高度相關乃源自於上游生鮮雞蛋減

少供給而來。但被告專家指出縱使不同雞蛋間的

價格具有高度相關，但不能表示引起兩者價格變

動的因素是相同的，也就是未必是被告的措施造

成兩者的高度相關。另外也指出原告專家的分析

忽略下游零售商彼此間的成本差異，而以平均

價格資料分析的方式忽略不同品質雞蛋的價格

變化。但原告專家認為零售商彼此間的成本差

異非生鮮雞蛋供給所致，因此被告專家所強調

的成本差異影響分析結果正確性的觀點並不足

採，而採平均價格分析可以顯示出共同趨勢，

並消除極端值的影響。

本案法院對相關係數分析的解讀則持中間態

度，法院認為原告專家的分析提供有限的價值

(limited value)，並認為相關係數可以證明不同

的雞蛋彼此具有相似的價格走勢，此表示不同的

雞蛋的價格確實會受到共同因素的影響，但共同

因素卻有不同的來源，如飼料價格變化等。因此

單以不同產品價格間具有高度相關的分析結果，

僅能提供有限的判斷價值，但是若能提供聯合行

為前後的比較、同時考量其他的證據，則可以增

加其解釋力。

結語

相關係數固然是簡易且常被使用的統計分析

方法，但綜合上開案件可知，美國法院對於利用

相關係數所分析的結果，其所持的態度並不一

致，但持平而論，相關係數僅是分析工具，考量

不同的案件具有不同的背景條件和理由，是以運

用相關係數進行分析時，仍需搭配其他證據同時

進行推論，方可得到較為嚴謹之結果。

4In re Processed Eggs Antitrust Litigation, multidistrict litigation no. 08-md-2002 (e.d. pa. sep. 18,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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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1日上任的公平會委員洪財隆博士，

向來行事低調，但對於公平法案件之審查，往往

在公平會委員會議上提出其獨特見解並捍衛主

張，一點都不低調，這就是洪委員。他生長於彰

化芳苑的農家，因此對土地有一份自發且濃厚的

感情。家中有1兄長、2個姊姊，手足情深，特別

是父母親生前給的愛夠完整，讓他擁有足夠的勇

氣來面對人生起伏。

洪委員高中3年在臺中度過，青春歲月泰半

花在應付聯考壓力，其餘則思索未來前途。在他

高二升高三那年，臺灣的經濟學界發生了一場相

當著名的「王蔣論戰」，由媒體社論界名筆王作

榮領軍，對戰蔣碩傑等中研院財經院士，雙方針

鋒相對，熱烈激辯臺灣經濟發展的政策走向。這

場論戰對洪委員造成深遠影響，「有為者，亦若

是」，除了期待自己提昇眼界、練好文筆之外，

並讓當時唸高三自然組的他，不顧家人反對，決

定改考社會組，雖然當時距離大學聯考的時間已

經不多。這就是洪委員，常常聽到節奏不一樣的

鼓聲。

民國73年負笈北上，就讀國立中興大學法商

學院，陰錯陽差先進法律系讀了2年，後3年則改

讀原本就想念的經濟系，接著在經濟研究所完成

碩士學位。在法商領域讀了7年，既有修習法學

的因緣，又有嚴謹的經濟理論與量化訓練，加上

參與學校新聞社的社團經驗，為他日後的公共政

策參與打下深厚基礎。這段求學期間，也剛好是

臺灣政經社會環境脫胎換骨的時刻，洪委員躬逢

其盛，不僅深受本土化與民主化浪潮的洗禮，甚

至身體力行，有一段時間，同時身兼學校地上和

地下刊物的發行人。

民國85年洪委員把自己空飄到歐陸，赴德

國曼海姆（Mannheim）大學國際經濟關係研

究所就讀，之後於90年取得奧地利茵斯布魯克

（Innsbruck）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洪委員在

歐洲德語區的6年，可謂是一場豐富的學習之

旅，除了對歐洲經濟整合的各項議題，包括貿

易、投資、市場管制與競爭政策的「調和」有

所體會之外，歐陸豐富的人文景觀與社會民主

體制的核心內涵，一直到現在，也都常讓他低

迴不已，歐陸也因此成了洪委員重要的知識和

心靈故鄉。

回國後進入台灣經濟研究院任職，服務時間

超過8年，所承接的政府委託案，涵蓋全球化、

區域經濟整合、中國大陸經濟崛起，以及臺商對

外投資等議題，洪委員對臺灣所面臨的諸多挑戰

公平會委員洪財隆特寫

■撰文＝李月嬌 
（公平會秘書室簡任視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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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突圍之道，也慢慢有了整套系統性的看法。民

國99年6月，正值兩岸政策劇烈變動階段，洪委

員認為兩岸經貿固然應該開放，但不能操之過

急。他也因為堅持此一想法而付出不小代價，現

實的職場壓力讓他身心備受煎熬，最後離開自己

所喜歡的研究工作，整整兩年多除了一開始接受

基金會的研究案贊助之外，大致過著只替報紙寫

社論和在大學兼課的低度就業生活。體會過什麼

叫做「米缸見底」的經濟不安，也深知失業對人

的打擊有多麼深沈。後來很願意積極幫助別人介

紹工作，應該也和這段經驗有關。

走過人生谷底，民國101年暑假，他因緣際

會踏入政黨服務。貢獻所學之餘，也親炙許許多

多國內外秀異人士，更因此對未來臺灣所可能遇

到的議題，有了近乎全方位的認識和體悟，尤其

是必須重視政策的「社會需求面」，亦即問題解

決與任務導向至為重要，不能只考慮個人或學術

的「供給」角度。

洪委員的專長在於國際經濟及產業政策、經

濟方面，他曾在世新大學及清華大學教授產業經

濟學及兩岸經貿與區域經濟整合等課程，對於區

域經濟有獨特研究。他將15年來的研究、教學及

工作心得及體會撰寫成書，在今年一月間出版了

「邊緣戰略：台灣和區域經濟整合的虛與實」，

以臺灣被邊緣化的國際處境為起點，探討內部應

做哪些準備才能降低後遺症，特別是公部門的治

理改革和對外連結政策，臺灣都需要更清楚的戰

略觀，否則只會流於不停地抱怨（中國大陸、彼

此），然後眼睜睜看著國力日益衰退。

有機會能來公平會服務，洪委員說他終於完

成父親的遺願，能以公務員的身分來貢獻社會，

對於委員職務更有相當高的自我期許。同時擁有

經濟和法律的雙背景，對產業動態也相當熟稔，

洪委員自認能夠勝任這份工作，尤其是對個案的

評斷和對競爭法發展趨勢的掌握。除了相關市場

界定等傳統議題之外，其他像是大數據與平台經

濟所衍生的問題，消費者保護如何嵌入競爭法，

或者如何應用行為經濟學等，都是洪委員所關心

與未來研究重點。此外，如何強化國內法規與國

際接軌，也是他個人極感興趣的領域。

除了專業領域的鑽研，洪委員從年輕時即喜

歡閱讀文學作品，曾是個標準文青，這個嗜好一

直到現在仍是他工作外生活的寄託。除了大量閱

讀外，平日下班後與朋友相約打桌球、假日三五

好友出外踏青爬山、偶與電腦網路下下西洋棋，

擁有不錯的生活內容和步調。

最後，在扮演好委員任務之餘，洪委員期許

自己能在工作崗位上，有機會也為台灣的年輕人

多做一些事。當然，最根本的仍然是透過好的個

案裁量與政策論述，吸引更多優秀的新世代投入

公平交易法此一領域。



22

FTC 公平交易通訊   NO.077    中華民國106年9月號

公平會針對可能涉及公平交易法、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等主管法規進行調查，若有違法則對事業或個

人作成處分，以維護社會交易秩序，確保市場公平競爭。依據公平會統計，本(民國106)年1-8月結案之

檢舉案或公平會依職權主動調查案以處分方式辦結73件，其中檢舉案22件，主動調查51件（圖1），計

發出處分書73件（其中處以罰鍰72件），受處分事業達91家，處分罰鍰金額計6,385萬元。

圖1　處分案件─按案件類型分

自民國101年累計至本(106)年8月底（下稱近5年），因違反公平會主管法規，發出之處分書計924

件，依處分書所載行為態樣觀察（涉及多項違法行為案件採重複計算），以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

為474件（占51.3％）最多，其次為非法多層次傳銷行為220件（占23.8％）、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108

件（占11.7％）、聯合行為48件（占5.2％）（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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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近5年處分書案件－按違法行為別分

另以維持處分罰鍰金額觀之，本(民國106)年1-8月維持處分罰鍰72件，罰鍰金額以100萬元以下51件

最多（占70.8％）；近5年維持處分罰鍰案件計876件，其中100萬元以下758件（占86.5％），100萬元

至未滿1,000萬元95件（占10.8％），1,000萬元至未滿1億元17件，1億元以上之罰鍰案件6件（表2）。

表2 近5年維持處分罰鍰案件－按罰鍰金額級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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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7月12日及19日分別赴嘉義縣布袋鎮東港社區發展協會及新北市瑞芳區公所舉辦「交易陷阱面面
觀」活動。

■ 7月18日於臺中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液化石油氣分裝業與零售業垂直整合或共同經營之規
範說明(草案)」座談會。

■ 7月21日邀請公平會顏廷棟委員專題演講「限制轉售價格規範之回顧與前瞻」。

■ 7月26日邀請世新大學經濟學系廖培安教授講授「經濟量化分析軟體－Ｒ軟體基礎操作及實作演
練」教育訓練課程。

■ 7月28日於臺北市舉辦「醫療器材產業競爭與發展宣導說明會」。

■ 7月28日於新竹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廣告之規範說明會」。

■ 7月28日至31日於臺中市「2017台中休閒美食展」舉辦宣導活動。

■ 8月10日邀請美國 Compass Lexecon經濟諮詢公司資深副總裁王曉茹博士演講「競爭損害賠償之
計算：聯合訂價」。

■ 8月11日於臺北市舉辦「藥品產業競爭與發展宣導說明會」。

■ 8月18日於高雄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液化石油氣分裝業與零售業垂直整合或共同經營之規
範說明(草案)」座談會。

■ 8月24日邀請公平會張宏浩委員演講「平台商業模式之競爭分析：一個實證經濟學家的觀點」。

■ 8月24日、25日於桃園市舉辦「106年度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地方機關協調聯繫會議」。

■ 8月25日於臺北市舉辦「與其不明就裡，不如主動出擊—9項加盟前就該搞懂的重要資訊」說明會。

■ 8月25日於雲林縣舉辦「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規範說明會」。

■ 8月29日邀請東吳大學經濟學系邱永和教授專題演講「結合之事前效率評估」。

民國106年7、8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1.公平會於臺中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液化石油氣分裝業與零售業垂直整合或共同經營之規範說明(草案)」座
談會。

2.公平會於新竹市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廣告之規範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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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平會於臺北市辦理「藥品產業競爭與發展宣導說明會」。
4.公平會於桃園市舉辦「106年度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地方機關協調聯繫會議」。
5.公平會於臺北市辦理「與其不明就裡，不如主動出擊—9項加盟前就該搞懂的重要資訊」說明會。
6.公平會邀請東吳大學經濟學系邱永和教授專題演講「結合之事前效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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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1日及19日分別參加ICN結合工作小組及卡特爾工作小組第2分組電話會議。

■ 8月2日參加「第20屆臺史(史瓦濟蘭)經技合作會議」，經濟部並安排史瓦濟蘭官員於8月1日拜訪公
平會彭副主任委員紹瑾。

■ 8月2日至3日印尼商業競爭監督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率團來臺，並與公平會進行知識分享座談會。

■ 8月19日及8月25日至26日分別出席於越南胡志明市舉行之APEC「亞太自由貿易區能力建構FTA競
爭章節談判技巧研討會」及APEC「經濟委員會第2次會議(EC2)」。

民國106年7、8月份國際交流活動一覽

1.史瓦濟蘭王國工商及貿易部次長Siboniso Nkambule拜訪公平會彭副主任委員紹瑾。
2.印尼商業競爭監督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率團來臺與公平會進行知識分享座談會。
3.公平會參加於越南胡志明市舉辦之APEC「亞太自由貿易區能力建構FTA競爭章節談判技巧研討會」。
4.公平會參加於越南胡志明市舉辦之APEC「經濟委員會第2次會議 (E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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