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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分析方法於垂直結合之探討專題報導

經濟分析方法於垂直結合之探討

焦點案例

 加盟業主沒有告訴你的事—首批原

物料費用是多少？

  國內業者向外資取得中嘉集團經營

權，公平會不禁止！

 抽中活水機了，好康大放送？

 統一與維力三度叩關申報結合，公

平會SAY NO！

 交易細節要小心－客廳如果是停車

空間，您能接受嗎？

 廣告刊登「能源效率」是舊分級還
是新分級？

國際動態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決定禁止Facebook
濫用市場力不當處理用戶資料之行為

 限制轉售價格的高露潔原則

公平交易統計

檢舉案件統計

會務活動

民國108年1、2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國際交流

民國108年1、2月份國際交流一覽

                      中華民國108年3月號

086

壹、背景

根據全球企業動態連結網的歸納，2017年多起全球企業併購

案最終完成。

JAB Holdings宣布，將以72億美元收購連鎖麵包店Panera 

Brand Co.，創下有史以來美國最大餐飲收購交易。Panera在美

國擁有約2,000家麵包咖啡廳，標榜新鮮烘培，吸引注重健康的

消費客群。JAB為德國富豪家族Reimann旗下的投資事業，此次

對Panera的收購將是北美地區第二大規模的餐館交易，僅次於漢

堡王（Burger King）以115.3億美元收購加拿大咖啡連鎖店Tim 

Hortons的交易。

美國醫療器械供應商碧迪(Becton Dickinson，BD)將以240億

美元現金加股票收購巴德醫療科技(C.R. Bard,Inc.)，以擴大腫瘤及

外科設備的產品組合。這是製藥和醫療設備行業的大規模整合。

法國奢侈品巨頭路威酩軒(LVMH)將以65億歐元的價格收購

其控股公司－法國克里斯汀迪奧集團(Christian Dior SE)的全資

子公司迪奧時裝(Christian Dior Couture)，以增強其盈利。收購

完成後，阿爾諾家族將擁有迪奧集團100%股份，迪奧品牌也將

在幾十年來首次全部歸於LVMH集團旗下。

歐美競爭法執法之相關人員或研究人員，已經將經濟方法分

析運用於反托拉斯與消費者保護的調查與訴訟，基本上，經濟實

證分析(empirical analysis)等工具與概念運用於反托拉斯案件，

公平會電子報歡迎上網訂閱，網址：www.f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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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成為趨勢，且有實際操作經驗。

近年來，我國公平會順應國際趨勢，採用經

濟方法進行個案研究。涵蓋範圍，包括：市場界

定、市場力、獨占、結合、聯合行為、垂直交易

限制等之經濟分析方法之原理邏輯，並運用經濟

分析精準陳述。

貳、經濟分析方法於水平結合

結合之基本概念，係基於「是否產生反競爭

效果」之思維，亦即考慮結合後所產生(1)反競

爭效果：如市場參進障礙程度等；以及(2)正面

經濟效益，如成本節省，消費者與整體社會福利

之提升。

併購分析中的競爭效應，傳統上以市占率

和集中度比例為基礎，如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這些特別

措施與反競爭問題沒有直接聯繫，集中度高不必

然代表廠商會提高價格，需要市場界定。因此，

這些簡單的競爭性效應依賴於市場定義的實踐，

這種實踐往往不清楚，缺乏嚴謹性，並且不允許

競爭性約束的分級。

其中，傳統方法Salop and Mores (2011)利

用集中度指標來衡量，HHI利用合併前與合併後

來判定，且美國與歐盟皆設立Safe Harbors門

檻，其缺點主要有3項：(1)沒有很直接對應反競

爭關心議題；(2)公式簡單，但要有市場界定，然

而市場界定難；(3)市場界定永遠不完整。

另外，近期的價格壓力指數（Price Pressure 

Indices，PPIs）為合併公司及其競爭對手在水平

和垂直合併方面的訂價激勵提供數值分數。生產

者價格指數基於合併分析的嚴格經濟模型，與傳

統的基於市占率的方法相比具有各種優勢：(1) 

PPIs與企業的訂價激勵直接相關；(2)他們不依

賴於市場定義；(3)他們可以納入合併的一些效

率收益。

在新方法上，可利用PPIs進行探討，其優

點： (1 )結合之價格上漲的誘因可用數字來說

明； (2)有嚴謹的經濟模型推導； (3)不需市場

界定；(4)可分析effiency benefits，例如成本

節省。

水平結合，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水平競爭

之關係者，依歐美主要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所採

用之水平結合案件考量要點為：反競爭效果分析

(單方效果與共同效果)、抗衡效果、參進分析、

效率分析。

我國水平結合案件考量要點，依據「公平交

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下稱

結合處理原則)第9點，一般作業程序之水平結

合申報案件，公平會得考量下列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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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單方效果

單方效果，是指事業結合後某種程度上改

變了市場之集中度，增加結合後事業之市占

率，集中度及市占率的增加使得事業有能力藉

由市場力改變價格或產出。依結合處理原則第

9點之定義，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因消除彼此

競爭壓力，而得以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

能力。

單方效果所關注的是事業結合後價格是否上

漲，歐美許多國家之經濟測量方法，主要為向上

調價壓力指標(Upward Pricing Pressure Index，

UPPI)，其中以 Farrell-shapiro (2010) 提出之 

GUPPI (向上調價壓力毛指標) 或 UPPI (向上調價

壓力淨指標)為主，其優點為不需市場界定，且以

追求利潤最大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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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GUPPI 

Mj為廠商j獲利率(profit margin)：(pj−cj)/pj。

向上調價壓力即可透過移轉率(Dij)、獲利率

(Mj)、與價格比率(pj / pi)三者估計得出。

替代利得=(產品j獲利)×(產品i移轉至產品j數

量)= (pj - cj )×∆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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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提高價格導致數量流失的單位機

會成本；若再除以產品i價格 (pi)，則為單位機會

成本占價格之比例，其值越大，代表著廠商向上

調價的壓力愈大。

(二) UPPI

成本節省漏失=(產品i單位成本節省)×(產品i

流失量) =e×ci×∆qi

∆Π i=替代利得-成本節省漏失=(pj-c j )×∆q j-

e×ci×∆qi

當UPPI為正(UPPI>0)，代表事業因結合有

價格向上調整的可能，若UPPI為負(UPPI<0)，

代表結合所產生的效率提升大於價格向上調價的

壓力，結合後，無向上調價的可能。

二、共同效果

依結合處理原則第9點定義，共同效果是指

結合後，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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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國家經驗

累積而整理出易造成結合後之共同效果的因素，

主要以市場結構因素、需求性因素、供給性因素

為主。

市場結構因素，包括：市場事業家數、參進

障礙、事業間互動頻率、市場透明度。需求性因

素，包括：需求成長、需求有顯著波動或景氣循

環。供給性因素，包括：產品同質性、事業間之

成本對稱、產能設備及創新。

近年來，國際學者之經濟分析，主要利用

CPPI（Coordination Priceing Pressure Index）

和cGUPPI 來衡量「共同效果」，其中 Moresi, 

Reitman, salop and saraf idis (2014) 提出

CPPI。Moresi, Reitman, Salop and Sarafidis  

(2015)提出cGUPPI 。

三、抗衡力量

依結合處理原則第9點定義，抗衡力量指交

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箝制參與結合事業提

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能力，OECD認為買方抗

衡力量，需符合以下３個條件：(1)買方在買方市

場有相當大的市占率(2)買方市場存有參進障礙

(3)供給彈性小。

Blair & Harrison(2010)提出：Buying power

S：買方市占率

ε：供給者市場彈性 

 ηGF：Competitive fringe自身價格需求彈性

四、參進程度

依結合處理原則第9點之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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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美國「水平結合處理原則」，指出參進容

易與否要看參進是否及時(timely)、可能(likely，

指參進必須有利可圖)、充分(sufficient，指及時

和可能的參進可充分的使市場價格回到結合前的

水準)，並藉以判斷事業是否擁有市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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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濟分析方法於垂直結合

垂直結合，係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上、

下游關係者而進行之結合型態。垂直結合對於

競爭存有正面及負面兩種效果。在正面效益方

面，交易相對人所產生之外部性予以內部化，

化解「雙重邊際化」，帶來價格降低及產量增

加等正面效果。在負面效益方面，反競爭效果

為「市場封鎖效果」，故主管機關會依二效果

作一綜合考量。

依結合處理原則第11點，垂直結合限制競爭

效果之考量因素，一般作業程序之垂直結合申報

案件，公平會得考量下列因素，以評估該結合之

限制競爭效果：

一、結合後其他競爭者選擇交易相對人之可能

性。

二、非參與結合事業進入相關市場之困難度。

三、參與結合事業於相關市場濫用市場力量之可

能性。

四、增加競爭對手成本之可能性。

五、導致聯合行為之可能性。

六、其他可能造成市場封鎖效果之因素。

近年來，國際學者之經濟分析可以利用垂直

向上調價壓力指標(vGUPPI)來衡量垂直封鎖效

果，Moresi and Salop（2013）提出vGUPPI進

行以下分析，假設不考慮投入代替性，vGUPPI

有主要3種公式：

一、vGUPPIu：代表合併之上游廠商對下游之競

爭對手之價格誘因(提高)，可用於分析，合

併後提高價格誘因為何。(類似單方效果)

二、vGUPPIr：下游一競爭對手之價格誘因，可

用於分析競爭對手。

三、 vGUPPId：合併之下游廠商之價格誘因。

肆、垂直結合經濟分析:vGUPPI之公式分析

vGUPPI可用作垂直合併的初步反壟斷，可

能會增加投入性問題。該方法評估垂直合併對

合併各方，提高競爭對手成本的單邊訂價激勵

的影響，這可能導致下游價格的壓力。該方法

產生訂價激勵的直接證據，數值分數表示為等

價的邊際成本增加，並且比全面合併模擬模型

更容易實施。

基於vGUPPI方法的競爭的經濟模型表現

於差異化的產品競爭，並假設規模不變，有3種

類型的vGUPPI，即上游的vGUPPIu、下游的

vGUPPId、下游對手的vGUPPIr。

DRUD : 上游合併廠商對下游合併廠商之垂直

轉換率(vertical diversion ratio)。

MD : 下游合併廠商邊際利潤。

PD : 下游合併廠商之產品銷售價格。

WR : 為上游合併廠商對下游競爭對手之售價。

舉例言之，下游競爭對手減少向上游

合併廠商購買 1 0 0單位的投入商品，而 1 0 0

單位中有 4 0單位轉移到下游合併廠商，則

D R U D = 4 0 %  ，假設下游合併廠商邊際利

潤所增加之比率M D = 5 0％， P D /  W R = 2，

vGUPPIu=0.4×0.5×2=40%。

PTRU : 上游合併廠商的價格與成本轉嫁率。

PR : 下游競爭對手之產品銷售價格。

承接上例，上游合併廠商的價格與成本轉嫁

率為PTRU =50%，假設下游競爭對手之產品銷售

價格等於下游合併廠商之產品銷售價格PR=PD，假

設下游競爭對手投入價格成本增加為原來的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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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WR/PR=0.5，vGUPPIr=0.4×0.5×0.5=10%。

DRDU : 下游合併廠商對上游合併廠商之垂直轉

換率。

WU : 上游合併廠商商品價格。

MU : 上游合併廠商邊際利潤。

MUD : 上游合併廠商對下游合併廠商銷售之邊

際利潤。

WD :  上游合併廠商對下游合併廠商銷售之

價格。

(vGUPPId2係為修正vGUPPId1而產生)

舉例言之，假設下游合併廠商，提高價格

導致銷售減少100單位，市場重獲率 (marke t 

recapture percentage)為75%，使下游合併

廠商從原本應減少的1 0 0單位銷售尋回7 5單

位，這75單位中有25單位使用上游合併廠商

所提供的投入，下游合併廠商對上游合併廠

商之垂直轉換率D R D U= 2 5％，假設上游合併

廠商邊際利潤M U=50%，且WD/PD=0.5%，則 

vGUPPId1=0.25×0.5×0.5=6.25%。

伍、個案分析

一、永豐餘造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豐餘)與中

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紙漿)結合案

永豐餘分割旗下價值6.68億元紙與紙板（文

化用紙）事業部，併入中華紙漿，換得華紙6.41

億股新股，使永豐餘持股華紙比率從8.9%大增至

55%，直接持有中華紙漿持股過半成為大股東，

同時轉型為投資控股架構，改名「永豐餘投資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中華紙漿成為永豐餘旗下子

公司，這樁股權合作案，使永豐餘成為東南亞最

大紙廠。

中華紙漿收入占營收為9.91%，永豐餘收入

占營收為28.39%，正隆收入占營收為38.28%，

永豐餘與中華紙漿參與結合事業所營業務範圍

重疊的，為文化用紙之製造銷售業務，另外中華

紙漿從事紙漿製造銷售業務，屬文化用紙上游產

業，此結合案兼具水平與垂直兩種結合型態。

中華紙漿為上游合併廠商，永豐餘為下游合

併廠商，正隆為下游競爭對手，關係如下圖：

先計算vGUPPIu上游之中華紙漿合併廠商，

再計算vGUPPIr下游之競爭對手正隆，最後計算

vGUPPId下游之永豐餘合併廠商。所得數值均小於

10％，因此，本結合案不會有限制競爭的疑慮。

(一)vGUPPIu

假設: PD / WR = 2

(二) vGUPPIr

假設:  PTRU  = 50%、WR / PR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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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vGUPPId

假設: WU / PD = 0.5、WD  / PD = 0.5

二、AT&T與Time Warner結合案

2016年美國通訊業者AT&T宣布以規模854

億美元收購案，買下旗下擁有知名媒體品牌

HBO、華納兄弟（Warner Bros）和美國有線

電視新聞網（CNN）的時代華納集團（Time 

Warner），成為當年全球最大規模的併購案。

其中Ti m e  Wa r n e r收入占營收為1 6 . 3 6 %，

AT&T收入占營收為32.33%，Verizon收入占營

收為35.07%，為媒體和通訊產業間之垂直結合

案。

Time Warner為上游合併廠商，AT&T為下

游合併廠商，Verizon為下游競爭對手，關係如

下圖：

先計算vGUPPIu上游之Time Warner合併廠

商，再計算vGUPPIr下游之競爭對手Verizon，

最後計算vGUPPId下游之AT&T合併廠商。廠商

結合後，可以發現市占率與利潤都很高。

(一)vGUPPIu

假設: PD / WR = 2

(二) vGUPPIr

假設:  PTRU = 50%、WR / PR = 0.5

(三) vGUPPId

假設: WU / PD = 0.5、WD / PD = 0.5

陸、結論

隨著全球併購風潮越來越興盛，競爭法已逐

漸獲得各國的重視與運用，競爭法案例的判決，

也受到各產業的重視。

再者，經濟分析方法運用於競爭法，已逐漸

獲得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的重視與運用，隨著經

濟分析模型不斷的發展，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

案例的判決，也有越來越多的運用，特別是在結

合議題上，仰賴經濟分析的方法。

（本文係講座民國107年7月13日假公平會

發表之演講內容，經政治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楊宗

霖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8 
 

 

9 
 

 

9 
 

 

9 
 

 

9 
 

 

9 
 

 

9 
 

 

10 
 

9 
 

 

8 
 

 



7

TAIWAN FTC NEWSLETTER
｜焦點案例｜

前言

有關加盟「開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營

運期間之各項費用」，牽涉加盟投入資金的多

寡、加盟營運期間須持續支出的費用等，當有意

加盟者評估是否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或選擇加盟業

主時，相關費用資訊即有可能影響有意加盟者的

決定。而前開費用資訊中，加盟業主最容易忽略

的往往是原物料費用，包括開店前必須支付的首

批商品或原物料費用，以及在加盟營運期間，加

盟店必須陸續向加盟業主或其指定廠商購買的商

品或原物料費用。

案例說明

公平會經調查發現，A公司是一擁有相當數

量加盟店之早午餐輕食品牌業者，於締結加盟經

營關係前，並未向有意加盟者揭露「開始營運前

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加盟

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

等加盟重要資訊。除非有意加盟者主動詢問，否

則A公司於簽約後之教育訓練期間，才會提供載

有細項金額之「物料訂購單」予加盟店。

考量A公司相對於有意加盟者，為具有資訊

優勢地位之一方，卻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未為

充分且完整的資訊揭露，將妨礙交易相對人作成

正確的交易判斷，並容易使競爭同業喪失締約機

會，因此公平會認定，A公司未揭露加盟重要資

訊之行為，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

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結語與建議

公平會提醒加盟業主，如果要求加盟店於開

始營運前或加盟營運期間，必須向加盟業主或指

定廠商等購買商品或原物料，針對加盟店於開店

前應負擔的首批商品或原物料費用，以及店舖營

運期間應購買的商品或原物料品項等，加盟業主

必須提供其費用金額資訊予有意加盟者。

另據公平會瞭解，目前有部分加盟業主，是

直接將加盟店訂購原物料時所使用的訂貨單(或

稱報價單)，於招募加盟過程中即提供予有意加

盟者，使有意加盟者知悉後續實際營運時究竟有

哪些原物料必須向加盟總部或指定供應商購買，

以及其費用金額是多少，來避免爭議。

加盟業主沒有告訴你的事—首批原物料費用
是多少？
小智有意創業加盟早餐店，經評估A品牌加盟條件後，決定投入所有存款加盟A品牌，但是，直到開店

前才知道，首批原物料還要支付5萬元⋯。

■撰文＝蔡靜慧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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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過去2 0多年來，我國有線電視產業因為

獲利豐厚，深獲私募基金青睞，凱雷、安博凱

(MBK)、麥格理相繼投資國內前3大多系統經營

者(Multiple System Operator，MSO)，凱擘、

中嘉及台灣寬頻(TBC)，此3家外資合計一度擁

有國內五成以上收視戶，占我國有線電視系統台

半壁江山。直到民國98年台灣大哥大公司透過子

公司入主凱擘，以及105年悅視界公司投資TBC

上層管理公司，拿下TBC管理權之後，有線電視

系統台目前就只剩下歷經100年旺中、103年頂

新、104年摩根士丹利等3次交易均未成功之中嘉

仍由外資經營。

中嘉集團背景

中嘉集團所屬之中嘉網路公司、全球數位媒

體公司、中嘉寬頻公司分別為國內有線電視多

系統經營者(MSO)、頻道代理業者及網際網路服

務提供者(ISP)。其中中嘉網路公司持有之有線

電視系統經營者，包括吉隆、長德、萬象、麗

冠、新視波、家和、北健、三冠王、慶聯、港

都、數位天空等11家，為我國5大MSO中訂戶數

最多之業者，截至民國107年9月底訂戶數高達

107萬5,043戶；全球數位媒體公司主要業務為

自上游有線電視節目供應者取得有線電視頻道授

權後，轉授權予MSO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

目前代理TVBS歡樂台、TVBS新聞台、TVBS、

中天綜合台、中天娛樂台、中天新聞台、八大第

一台、八大綜合台、八大戲劇台、八大娛樂台及

Discovery等11個頻道；中嘉寬頻公司則主要經

營固網寬頻上網服務業務。

結合型態及申報門檻

本次泓策創投公司擬透過多層次控股方式

向馬來西亞商Evergreen Jade SDN BHD、

Goodwill Tower SDN BHD及國內股東盛開投資

公司收購渠等所持有之安順開發公司及博康開發

公司之100%股份，並間接持有安順開發公司、

博康開發公司所直接及間接控制之公司(包括中

嘉集團所屬吉隆等11家有線電視業者及1家獨立

系統經營者雙子星有線電視公司)近100%股權，

從而間接控制該等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

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及第5款所規

定的結合型態；另泓策創投公司委託振瀚資本公

司經營管理其所取得之事業，並得以間接控制該

等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亦符合公平交

易法第10條第1項第4款及第5款所規定的結合型

態。因參與結合之既有11家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

(不含數位天空)於所屬經營區之市場占有率均超

國內業者向外資取得中嘉集團經營權，公平
會不禁止！
公平會對於泓策創投公司、振瀚資本公司與中嘉集團結合申報案，決定不禁止其結合，但為確保整體

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不利益，仍附加負擔。

■撰文＝沈立委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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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四分之一，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

須向公平會申報結合之門檻規定，且無同法第12

條規定除外適用情形，故依法向公平會提出結合

申報。

競爭評估及結論

因本結合案僅涉及中嘉網路公司、全球數位

媒體公司、中嘉寬頻公司及12家有線電視系統

經營者的上層股權結構變動及經營權之移轉，結

合實施後，對參與結合事業所屬相關市場之占有

率、市場結構及市場集中度均無明顯影響。經審

酌多角化結合申報案件的考量因素，本結合案尚

不致對市場競爭產生實質減損效果，但有助於被

結合事業提供有利於消費者多元選擇服務及加速

數位匯流服務等整體經濟利益。因此，依照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6點

第2項規定，得認其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

制競爭之不利益。但是，考量被結合事業整合有

線電視系統及頻道代理業務，對議價能力較弱之

新進、跨區或獨立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不排除

有透過強制方式搭售頻道的動機及可能性，或就

代理頻道的授權交易條件有差別待遇之疑慮；以

及有線電視系統與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即MOD)

長期存在之跨平臺公平競爭問題。為消弭限制競

爭疑慮，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依公平交易法第13條第2項規定，共附加6項

負擔不禁止其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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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公平會接獲民眾檢舉，其在百貨賣場購物並

參加摸彩活動，之後接獲A公司通知抽中市價上

萬元的活水機，但須支付3,800元廣告費；公平

會同時發現媒體報導有活水機業者結合在地水果

攤辦抽獎活動，而接獲活水機中獎通知的消費者

以為免費，卻需付廣告費3,800元，質疑為變相

銷售。因二案事實雷同，中獎產品又屬同一品牌

活水機，因此公平會一併調查是否有違反公平交

易法的情形。

摸彩活動二重送

民國105年至106年間A公司計與店家合辦4

次「大樂透+摸彩」活動，每次活動分為二重，

第一重「對大樂透加價購」 (即以對中大樂透

號碼數決定可加購之獎項，有店長獎、回饋獎

等)，第二重「免費送」(即以抽獎方式免費贈送

家電獎項)。

第一重「對大樂透加價購」部分，公平會根

據大樂透發行事業台彩公司提供中獎機率、A公

司分送之摸彩券張數及活動店家之實際參加摸彩

人數計算，對中店長獎應至少有2至3張中獎，但

A公司卻稱無人中獎，所以A公司是否確實提供

該獎項之兌獎，不無疑義。另A公司始終無法提

供各次活動對中回饋獎（即活水機）的名單。又

據公平會電訪接獲中獎通知而安裝活水機者多數

表示未曾對獎，更有消費者表示經對獎後未中任

何號碼仍接獲中獎通知，顯見A公司藉民眾射倖

心理，辦理摸彩，取得個資以電話爭取推廣行銷

活水機之事實甚為明確。

第二重「免費送」部分，A公司雖有贈送事

實，惟其辦理該摸彩活動主要係為從事活水機商

品之銷售，而活水機商品於摸彩活動中為加價購

買的回饋獎商品，獲獎者須另支付3,800元，非

屬無償商品，且於安裝時另銷售濾心，顯然A公

司欲以摸彩贈送低價商品為釣餌，利用消費者射

倖心理，進而隱匿銷售活水機及濾心之目的。

假摸彩真銷售

A公司於摸彩券上載稱活水機市價上萬元，

惟進貨成本遠低於A公司宣稱的市價，顯然誇大

活水機的商品價值，不無令民眾對商品品質產生

錯誤期待並有射倖心理。另A公司並於民眾安裝

活水機後推銷濾心更換方案，因民眾於同意安裝

後始知濾心更換之費用，無從於事前比較更換濾

心之價格，立於資訊不對等地位，9成以上中獎

民眾受訪表示，若無中獎通知，並不會採購活水

機。故A公司整體銷售活水機及濾心的行為，屬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抽中活水機了，好康大放送？
活水機事業與店家合辦摸彩活動，參加者紛紛接獲中獎活水機通知，但為何還要付錢？以後還有更換

濾心的費用？就知道，天底下怎麼可能有如此好康的事！

■撰文＝馬明玲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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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統一公司曾於民國97年及99年擬與維力公司

結合進行申報，經公平會二度禁止結合。而第二

次申報時，統一公司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救濟，經纏訟多年，最高行政法院於102年8月

15日以102年度判字第500號判決維持公平會原

決定。

本次統一公司於民國107年擬再行收購維力

公司股份，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及

第5款之結合型態。另參與結合事業銷售金額及

速食麵市占率達到申報門檻，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1項各款規定，且無同法第12條規定之除

外適用情形，故依法提出結合申報。

市場界定

針對速食麵的市場界定，公平會曾於民國99

年進行分析，認定速食麵構成單獨之產品市場，

惟時隔多年，為求審慎，公平會特於107年9月

7日、9月28日召開「速食麵事業結合之市場界

定及相關競爭議題」公聽會及座談會，就所聽取

的各界意見，納入案件審議參考，並輔以經濟分

析，最終仍認定速食麵為單獨之產品市場。

競爭影響評估

股份買賣為私契約行為，事業藉由水平結合

可實現規模經濟以發揮互補性綜效，對於降低成

本、改良品質、提升競爭力等應有所助益，惟結

合管制之目的，在於結合後將對市場結構造成不

可逆的改變，若經客觀分析足資證明結合後將抑

制市場競爭，則公平會應適時介入，以確保市場

競爭秩序的維持。

檢視統一公司為國內速食麵市場龍頭，其與

乾麵一哥維力公司相互為主要競爭同業，藉由各

項客觀資料佐證分析後，公平會認為2家公司於

結合後漲價之可能性提高，彼此間之競爭壓力將

有所消減，市場集中度更形顯著，使得2家公司

於結合後單獨漲價之單方效果，及競爭同業追隨

調價之共同效果均無法排除。

觀察國內速食麵整體市場已趨於飽和，2家

公司長期建立之品牌形象，消費者對其產品具有

忠誠度，縱使近年來隨著韓劇、日劇流行，讓日

韓速食麵獲得部分消費者青睞，及具南洋風味之

東南亞速食麵相繼進入我國市場，使得異國速食

麵琳瑯滿目，惟其所占國內整體速食麵銷售比重

仍低，對於既有業者尚不足以形成及時、有效之

競爭壓力。

統一與維力三度叩關申報結合，公平會SAY 
NO！
泡麵四大天王(統一肉燥麵、維力炸醬麵、味味Ａ排骨雞麵及味王紅燒牛肉麵)是伴隨著你我從小到大

熟悉的好味道，但當二強合而為一後，這熟悉的老味道、合理的價位是否還能夠維持？

■撰文＝簡浩羽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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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速食麵依賴通路銷售程度極高，統一

公司所屬連鎖超商通路為速食麵主要銷售通路之

一，結合後市場力量提高，更難期待下游通路業

者有箝制2家公司提高商品價格之能力。經公平

會綜合各項因素評估所得，不足以認為本結合對

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故依公平

交易法第13條第1項規定，禁止2家公司結合。

 2 

 
 

 
107 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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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A君2年前好不容易省吃儉用存了人生中的

第一桶金，想說終於買到了心目中理想的房子，

沒想到交屋後，才發現當初建案廣告所載1樓客

廳其實為停車空間，及建案周圍外牆其實為違建

等，與使用執照圖說不符，涉有廣告不實，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21條規定。

家具配置參考圖與使用執照圖說不符，

小心二次施工問題

公平會調查後發現，B建商於「家具配置參

考平面圖」所載1樓客廳、孝親房、廚房、前院

停車空間，及廣告圖冊所載社區牌樓、圍牆，足

使消費者誤認該等空間設施可依廣告內容比照規

劃及合法使用，並據此認知做成交易決定。然據

地方政府之專業意見表示，該建案廣告所載1樓

客廳、孝親房在竣工圖為停車空間，倘依照廣告

施作，將違反建築法

第73條第2項擅自變

更使用；又倘依照廣

告施作廚房、社區牌

樓、圍牆，涉及違反

建築法第2 5條擅自

增建之規定；又該私

人庭院停車空間為留

設退縮騎樓地 (兼具

法定空地性質 )，倘

作為停車空間使用，

涉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規定。是該建案廣告表示內容將使人

誤認該等空間規劃用途之合法性，其與實際之差

異，足以引起一般大眾錯誤之認知，核屬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且足以影響交易決定，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購屋前注意廣告與建照圖說是否相符

公平會呼籲，消費者於購屋前應請建商提供

建造執照、建照圖及檢視契約內容，並仔細比

對與廣告內容是否相符，以保障購買到合法使

用空間。

交易細節要小心－客廳如果是停車空間，您
能接受嗎？
買到完美的住宅，是每個購屋人心中的夢想，但交屋後，發現是夢想成真，還是美夢醒了？

■撰文＝陳建宇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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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刊登能源效率是1級，實際卻是3級

S公司於公司網站刊載電冰箱商品，廣告刊

登「能效等級1」，但查詢經濟部能源局能源效

率分級標示管理系統網站，登錄資料卻是「能

效等級3」，該廣告表示與事實不符，疑涉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能源效率分級修正，廣告應同步修正

S公司於廣告刊登「能效等級1」，予人印

象為該商品皆獲有經濟部能源局能源效率第1級

認證，並透過能源效率第1級而辨識該商品為同

品項中，具有最佳之能源效率等級。但依據經

濟部能源局表示，自民國107年1月1日起，依

經濟部106年5月10日公告修正「電冰箱容許耗

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

檢查方式」之標準，S公司之該電冰箱已非能源

效率第1級商品，而為能源效率第3級商品，但S

公司仍於公司網站持續刊載能源效率第1級之表

示而未予修正，已足以引起消費者錯誤之認知

或決定之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

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消費者購買前宜再三查證

公平會呼籲，消費者於購買節能商品前，

建議仍至經濟部能源局網站再次認欲購買商品

型號所登錄之能源效率級數，以確保所選購之

商品，是否具有最佳之能源效率等級，以保障

自身權益。

廣告刊登「能源效率」是舊分級還是新分
級？
身為精打細算的消費者，購買家電商品時，當然會選擇能源效率等級數字愈小之商品。經濟部對電冰

箱及除濕機等家電商品公告修正能源效率標準級別後，原本的能源效率1級之商品可能變成能源效率3級，

而廣告刊登「能源效率」是舊分級還是新分級？

■撰文＝戴玉宜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科員）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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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聯邦卡特爾署（Bundeskartel lamt）

依據德國競爭法（German Competition Act，

GWB）第19條第1項之規定，於2019年2月6

日作出決定，禁止Facebook運用其社群網路，

有條件地蒐集居住在德國的Facebook個人用

戶，使用Facebook旗下提供其他服務之資料，

例如WhatsApp、  Oculus、  Masquerade或

Instagram之資料，且在未經用戶同意下將所蒐

集到之資料與用戶在Facebook.com之帳戶資

料整合之行為。此外，該署也禁止Facebook運

用其企業管理平臺工具（Facebook Business 

Tools）之程式設計介面，在未經用戶同意下，

蒐集用戶所造訪網站或第三方行動應用程式

（Apps）之相關資料，並將資料整合於用戶在

Facebook.com之帳戶中，予以運用之行為。

考量以廣告為收入來源之社群網站通常須蒐

集處理大量之個人資料，以招徠廣告業主，並運

用所蒐集到之用戶資料，為廣告業主針對社群網

路用戶進行目標行銷，因此，德國聯邦卡特爾署

原先並無立場在競爭法規範下認定Facebook處

理及使用註冊用戶資訊，構成濫用市場優勢地位

之行為。惟本案經調查後，德國聯邦卡特爾署認

為Facebook個人化行銷之商業模式所生之效率

並未超過社群網路處理用戶造訪第三方網站或

Apps所生資料之利益，因此，倘用戶無法充分掌

控個人資料被處理或配置在Facebook個人帳戶

之情形時，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則可因Facebook

之市場優勢地位及資料處理政策已超出歐盟「個

人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對於資料保護規範之限

度，而有正當性以競爭法處理Facebook不當使

用用戶數據之行為。

事實陳述

Facebook建置與經營多樣數位產品、線

上服務及智慧手機之應用程式，其中社群網路

Facebook.com為其核心產品，個人用戶可透過

Facebook網站或行動裝置App連結至社群網路

Facebook.com，與其他在Facebook註冊的朋

友及認識的人聯繫或分享用戶在Facebook個人

頁面上之動態內容。此外，Facebook亦提供企

業、協會、社團或個人業主在社群網路上創建專

屬頁面，讓企業、社團等在頁面上刊登並發布資

訊予追蹤頁面或按讚的個人用戶，Facebook並

依不同個人帳戶資料，媒合事業發布之線上廣告

給對廣告內容有潛在興趣的個人用戶以獲取利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決定禁止Facebook濫用市場
力不當處理用戶資料之行為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於2019年2月6日作出決定，禁止Facebook濫用市場力，在未經用戶同意下，運用

社群網路有條件地蒐集用戶使用其他Facebook旗下所提供服務，如：WhatsApp、Oculus、Masquerade及

Instagram之資料1。

■撰文＝徐曼慈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專員）

1 參考德國聯邦卡特爾署於2019年2月15日發布之個案摘要（case summary）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Entscheidung/EN/Fallberichte/
Missbrauchsaufsicht/2019/B6-22-16.pdf;jsessionid=55C8C8275C9A5B39757E6C72F0DCC01E.1_cid378?__blob=publicationFile&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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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Facebook尚提供「Facebook企業管理平臺

工具」免費供網站經營者、建置者、廣告業主及

其他企業整合他們的網站、App及線上內容，並

運用管理平臺工具進行企業管理分析，追蹤訪客

行為，以優化廣告之轉換率2。

除社群網路之外，F a c e b o o k旗下亦有

Instagram、WhatsApp、Masquerade等商業服

務，分別提供註冊用戶拍照上傳照片及短片、線

上即時通訊，以及使用濾鏡與面具等特效編輯分

享照片之服務。

Facebook用戶在註冊加入社群網路時皆須

同意Facebook所訂定之服務條款，服務條款中

即列示Facebook處理個人資料及使用cookie3之

相關政策，依據這些政策條款，Facebook可藉

由「Facebook企業管理平臺工具」蒐集用戶及

用戶所使用裝置上與Facebook無直接相關之活

動資料，以及處理用戶使用Facebook旗下所提

供商業服務產生之資料。Facebook認為這些資

料之蒐集與處理，是為了優化其所提供之服務及

實現Facebook正當利益所必要採取之政策。

法律評估

一、市場界定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首先檢視Facebook之商

業模式及多邊網路市場之特性，將Facebook

社群網路多邊的使用族群概分為個人用戶、

廣告主、在個人專頁上發布內容之發表者

（publisher）、使用應用程式介面將網站或App

與Facebook整合之建置者（developer）。鑑於

廣告主、發表者及建置者等使用族群，皆與個人

用戶使用Facebook之需求不同，且德國聯邦卡

特爾署在分析其他多種可歸類為社群網路之線

上服務後，亦發現如：Youtube、Snapchat、

Twitter、Pinterest等所提供之服務功能可能在彼

此之間或與Facebook及旗下商業服務互相略有

重疊之處，但仍具有相當程度的產品差異性，不

必然具有競爭關係，因此，依據需求可替代性，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將本案產品市場界定為「個人

用戶之社群網站市場」，地理市場則因考量社群

網路用戶主要仍以國內之用戶為主要互動對象，

而將本案地理市場界定為「德國」。

二、市場優勢地位

為評估Facebook是否具有市場優勢地位，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以用戶使用社群網站的時間

及密集程度為指標，衡量Facebook在社群網

站個人用戶相關市場的市場地位，結果發現

在每日活躍使用社群網站之個人用戶相關市場

中，Facebook的市場占有率超過95%。此外，

Facebook以個人用戶身分為基礎所衍生之網路

效果，亦對用戶產生鎖定效果，使用戶難以轉換

使用其他社群網路，也讓Facebook在許多經營

社群網路之事業參進又退出市場後，用戶數仍居

高不下。另Facebook以廣告為收入來源之商業

模式，亦須藉由維持一定規模數量的用戶及掌握

大量個人資料，才能產生間接網路效果，吸引線

上廣告業主投入資金利用Facebook平臺刊登廣

告，而此情形亦對其他同樣以刊登廣告為獲利來

源的平臺，在無法同時招攬一定規模的用戶及線

上廣告業者下，產生市場參進障礙。因此，在

綜合考量以上因素後，德國聯邦卡特爾署認為

Facebook在德國的個人用戶社群網站市場中具

有市場優勢地位。

三、資訊濫用

在調查本案的過程中，德國聯邦卡特爾署

持續與德國資料保護之主管機關聯繫，並檢視

2 廣告轉換率係指多少廣告受眾變成顧客的比例。

3 Cookie 是網站用戶在瀏覽網站時，網站傳送給瀏覽器的一小段文字，可讓網站儲存用戶的瀏覽資訊 (例如偏好語言和其他設定)，方便用戶下次瀏覽相同網站時套

用同樣的設定或是為您提供更實用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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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聯邦法院過去之判例，以確認具市場優勢

地位事業涉及違反歐盟「個人資料保護規則」

（GDPR）之行為，除須受資料保護法規之規

範外，亦得由競爭法主管機關以競爭法檢視

之。確認此前提後，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即進一

步檢視Facebook所實行之資料處理政策是否

違反GDPR規定。經過調查研析，德國聯邦卡

特爾署認為，Facebook在未經用戶同意下，

逕行處理用戶透過網路使用第三方商業服務及

「Facebook企業管理平臺工具」之個人資料，

已違反GDPR之規定，縱使Facebook主張蒐集

處理用戶的個人資料，有助於提升用戶個人服

務之效率及利益，但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在考量

第三方、用戶之利益、Facebook資料處理之類

型與方法，以及用戶的合理預期後，並不認為

Facebook所聲稱之效率及利益足以支持其資料

處理之正當性，且Facebook之市場優勢地位亦

使其擁有相較於用戶更強的談判能力，讓用戶無

法在註冊使用Facebook且同意Facebook訂定之

服務條款後，有效地自主掌控Facebook處理個

人資料的內容及範圍。同時Facebook不當掌握

及處理大量用戶資料之違法行為，又更加促成其

競爭優勢，不僅增加市場其他競爭者之參進障

礙，亦使Facebook市場力更加穩固。 

決定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綜合以上研析及裁量

後，決定禁止Facebook對用戶實施的資料處

理政策，包含：F a c e b o o k服務條款中有關

個人資料處理及使用cook ie  之相關政策，並

命令Facebook終止其不當處理用戶資料之行

為。F a c e b o o k將不得在未經用戶同意下，

蒐集用戶及用戶裝置上使用其他商業服務及

「Facebook企業管理平臺工具」之個人資料，

並與Facebook社群網路之個人用戶資料進行整

合。此外，Facebook尚須於12個月內調整及改

善其資料與cookie政策，並於4個月內針對其政

策調整內容遞交實施路徑圖予德國聯邦卡特爾

署。Facebook目前已就本案之決定向法院提出

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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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事業限制轉售

價格之行為，所採行的管制措施與立法例多不

相同，如歐盟對於垂直交易限制設有安全港門

檻，至於日本及美國則尚無以市場占有率低或

銷售數量低，即逕認具有正當理由而排除違法

性。另美國法院於1919年高露潔公司(Colgate)

案中，發展出所謂的「高露潔原則」(Colgate 

Doctr ine)1，讓事業可以單方面拒絕交易為手

段，間接、迂迴的限制其產品的轉售價格。惟該

原則自1919年迄今，相關事業、學者與法官對

於何種行為屬於事業的單方行為，何種行為則屬

於事業相互間之協議等問題一直存有爭議，加以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2007年Leegin案，廢棄以

往對於限制轉售價格所採取之「當然違法」原

則，改採「合理原則」，使得學者也開始以合理

原則的精神來檢討「高露潔原則」的合理性2。

本文將簡介美國法院關於「高露潔原則」之適用

情形，做為我國之參考與借鏡。

高露潔原則

高露潔公司是一家在美國生產銷售肥皂與衛

浴清潔產品的公司，該公司要求經銷商必須依照

其所指定的價格銷售其產品，倘有經銷商以較

低的價格銷售，高露潔公司即終止供貨予該經

銷商，直到該經銷商保證遵守高露潔公司的訂

價政策為止，美國政府據此起訴高露潔公司限

制轉售價格。然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則認為，

高露潔公司僅是事前通知經銷商其訂價政策，

性質上屬於單方行為(unilateral action)，並非合

意。詳言之，美國休曼法（Sherman Act）第1

條強調「協議/約定」(agreement)之存在，因此

供應商只要不具有獨占地位或者無意圖建立獨占

地位，在未與經銷商有協議之情形下，單方面

(unilaterally)公布建議價格或者宣示訂價政策，

對不同意配合建議零售價格之經銷商則拒絕供

貨，並不違法。由於公布訂價政策時與經銷商並

無訂定任何協議，嗣後拒絕供貨行為本身不構成

限制競爭行為，此即所謂「高露潔原則」。

美國法院判決

在限制轉售價格法律規範下，垂直交易限制

的「協議」概念長期困擾著美國法院，因為根據

美國休曼法的規定，限制轉售價格行為的違法構

成要件之一是需要達成「協議」，然而實務上要

確認供應商與經銷商之間是否存在「協議」，則

限制轉售價格的高露潔原則
供應商單方面公布建議價格或者宣示訂價政策，並拒絕供貨予不同意配合建議零售價格之經銷商，

倘供應商公布訂價政策時與經銷商並無任何協議，則其後續拒絕供貨之行為並不構成限制競爭行為，此

即所謂「高露潔原則」。

■撰文＝王性淵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視察）

1 United States v. Colgate & Co.,250 U.S.300(1919)
2 Thomas K. Cheng，Announcing the Death of Colgate: The Form and Substance of Vertical Price Fixing Agreement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Business Law, 2018, v. 20 n. 1, p.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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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困難。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19年高露潔公

司案中，揭示了「高露潔原則」，這個案例奠定

了供應商單方面公告施行限制轉售價格的行為，

並不違反美國休曼法的規定。然而在1919年高露

潔公司案之後的限制轉售價格相關案件3，美國

聯邦最高法院一直試圖確定哪些行為是合法的單

方面行為，以及供應商與經銷商之間的非法協議

行為又為何。

在2 0世紀8 0年代，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就

垂直交易限制案件中的協議概念有兩件重要的

判決，分別是1984年Monsanto Co. v. Spray-

Rite Service Corp.案(下稱孟山都案)，以及

1988年Business Electronics Corp. v. Sharp 

Electronics Corp.(下稱夏普案)，茲就這兩個案

件分述如下：

一、孟山都案

在孟山都案，原告Spray-Rite係被告孟山

都多年的大盤經銷商，但遭孟山都終止經銷。

Spray-Rite主張，其係因為採行價格折扣而被終

止經銷，且其他經銷商也曾向孟山都抱怨該公司

所採行價格折扣之行為。被告孟山都則主張，其

終止原告經銷非基於價格折扣，而是因為原告缺

乏足以促銷產品的專業人員。本案爭點即在於被

告是否因為價格折扣因素或是缺乏專業促銷人員

而終止原告之經銷權，而陪審團認為並非價格

折扣因素。事實上，Spray-Rite並未僱用專業人

員，營運成本較低，所以能採行價格折扣，亦即

有所謂搭便車之情形。孟山都案的判決重點在

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限縮了終止折扣商經銷權

被認定為價格合意的見解，亦即法院不能僅從有

經銷商的抱怨，或者有終止經銷的事實，即認定

供應商與經銷商間就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有合意的

存在，而是必須有證據顯示雙方有「意識的承

諾」(conscious commitment)。法院指出，供

應商倘因某一經銷商之抱怨而將其他經銷商終止

交易，或許只是因為該經銷商有違反地域限制的

事實。簡言之，在孟山都案之後，供應商有更多

空間運用終止經銷權，以間接達到限制轉售價格

之目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本案中再次肯認了

「高露潔原則」，將供應商之單方行為與價格合

意作出明確的區分。

二、夏普案

在夏普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同樣明確指

出，僅因為經銷商就價格折扣的抱怨，並不足以

證明存有「價格共謀」（price conspiracy）。

該案證據指出曾有經銷商向被告抱怨原告的低價

格經銷，並威脅被告若不終止原告經銷權，其將

停止販賣被告的產品，被告乃終止原告經銷權。

法院認為，雖然本案有合意存在，但卻非價格合

意。法院並指出，事實上所有經銷商抱怨其他經

銷商，幾乎都會用到價格折扣的字眼，且價格折

扣與一些服務折扣方法經常是緊密相連的。因此

法院要求供應商與經銷商必須有「特別的價格合

意」（specific agreement）， 而該合意為經銷

商必須遵守，更具體的說，限制轉售價格除非包

含「價格或價格區間」（price or price levels）

之合意，否則並非「當然違法」。

對於高露潔原則的檢討

對於希望採行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但又要避免

違法的公司而言，採用「高露潔原則」是一個相

對安全的做法，但由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歷

審判決中，對於「高露潔原則」下所謂協議概念

的範疇一直有所修正，致使一般事業倘要管理合

法的限制轉售價格行為，通常需要詳細與持續的

法律建議，甚至有學者因此製作了如何在「高

3 1920年United States v. A. Schrader´s Son Inc.案1921年Frey & Son v. Cudahy Packing案、1922年FTC v. Beech-Nut Packing案、1944年U.S. v. Bausch & 
Lomb Optical案、1960年United States v. Parke, Davis & Co.案、1968年Albrecht v. Herald Co.案、1968年Perma Life Mufflers v. International Parts Corp.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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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潔原則」下實施限制轉售價格行為的實用指

南4。美國反托拉斯研究所（American Antitrust 

Institute）在研究隱形眼鏡限制轉售價格案例時

也指出，實施單方限制轉售價格政策的困難在於

監控和執行成本高昂。

相較於在水平價格聯合行為中，事業間是否

存有協議是非常重要的法律構成要件，因為它可

以用來區分合法的平行行為與非法的勾結行為。

然而在垂直交易限制的背景下，不論供應商與經

銷商之間是否存在協議，都會產生相同的經濟效

果。因此在垂直交易限制的案件裡，單純以是否

具有協議來作為判斷違法之要件並不恰當，因此

有學者提出要廢除「高露潔原則」之建議。特別

是在2007年Leegin案後，美國限制轉售價格案

件轉為適用合理原則，因此協議存在與否就顯得

更不重要，因為協議不是確定競爭損害的必要條

件，法院判決的關鍵並非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是否

經由協議來施行，而是該行為對市場競爭效能所

造成的影響。

結語

綜上，美國限制轉售價格之「高露潔原則」

自1919年以來已達百年之久，期間美國法院也累

積了許多重要判決，在2007年Leegin案後，美

國限制轉售價格案件轉為適用合理原則，法院判

決的關鍵已轉為該行為對市場競爭效能所造成的

影響，而非是否存有協議，是以「高露潔原則」

在適用百年之後，或許將不再成為轉售價格案件

的重要審查因素，而逐漸走入歷史。

4 Brian R. Henry & Eugene F. Zelek, Jr.,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an Effective Minimum Resale Price Policy: A Colgate How-to, 17 ANTITRUST 8, 9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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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案係指檢舉人對於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等公平會主管法規之情事，以書

面（含電子郵件、傳真等）或言詞（經作成紀錄或反映單）具體陳述事實，向公平會具名檢舉或由他

機關移來具名之檢舉案件。依據公平會統計本（民國108）年1-2月收辦檢舉案262件（占全部案件7成

7），進行審理案件計395件（含107年未結案件133件），自103年累計至本年2月底（下稱近5年）收

辦檢舉案計8,162件。

本年1-2月檢舉案經處理結案263件，其中作成處分者4件，不處分15件。近5年收辦檢舉案經處理

結案計8,243件，作成處分231件，不予處分計629件，行政處置5件，另因涉及刑事案件、民事案件、

他機關職掌及程序不符等因素而停止審議7,050件。（表1）

表1　近5年檢舉案收辦情形統計

觀察近5年停止審議案類型，以反映單位撤回申訴或未依規定補送資料、無法與反映單位聯絡、被

檢舉案件統計

 

 

 

 

 

 

  

 

 
   

 

 

 

 

 

 

 

 

       
(103-108 2 ) 8,162 68.8 8,243 231 629 5 7,050 1 327 

103  1,538 64.8 1,642 77 199 2 1,275 - 89 

104  1,302 62.3 1,283 37 101 - 1,108 - 37 

105  1,587 68.7 1,545 42 129 2 1,327 1 44 

106  1,671 73.0 1,728 36 104 1 1,485 - 102 

107  1,802 73.0 1,782 35 81 - 1,617 - 49 

108 1-2  262 77.3 263 4 15 - 238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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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者身分不符公平會主管法規規定等程序不符3,469件（占49.2％）最多；非屬公平會主管業務，或

依公平會與他機關協議，移送他機關處理者等計1,962件（占27.8％）居次。（表2）

表2　近5年停止審議案類型統計

另以近5年檢舉案處分書所載之行業別分布，以批發及零售業141件（占57.8％）最多，其次為

不動產業28件（占11.4％）、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19件（占7.8％），三者合占

77.0％。（圖1）

圖1　近5年檢舉案處分書所載之行業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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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8日於臺北市舉辦「鮮乳產業發展與交易公平調和宣導座談會」。

■ 1月19日於花蓮縣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實廣告及多層次傳銷規範說明會」。

民國108年1、2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1

1.公平會於臺北市舉辦「鮮乳產業發展與交易公平調和宣導座談會」。
2.公平會於花蓮縣舉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實廣告及多層次傳銷規範說明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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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6日參加ICN卡特爾工作小組第1分組有關「數位卡特爾及演算法」之電話會議。

■ 1月17日及2月2日分別參加ICN結合工作小組有關「亞太地區零售業結合」、「歐洲地區零售業結
合」之電話會議。

■ 2月26日至28日以遠距方式參加OECD「藥品市場之競爭及智慧財產最新挑戰」、「競爭開放日」
研討會及「公共資金資助市場之競爭」研討會。

■ 2月28日赴智利聖地牙哥參加APEC「水平及非水平結合之經濟分析研討會」。

民國108年1、2月份國際交流活動一覽

公平會赴智利聖地牙哥參加APEC「水平及非水平結合之經濟分析研討會」。

｜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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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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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通訊

公平會新建置「公平交易APP」，於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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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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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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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