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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專利權行使與競爭法關係

關於專利權行使與競爭法之關係，於不同時期涉及之議題與

爭點亦有所不同。在技術授權契約、技術移轉涉及之限制競爭或

不公平競爭議題方面，執法規範包括美國智慧財產授權之反托拉

斯指導準則1、歐盟關於確保技術轉讓協議遵守競爭準則2、日本

及韓國之類似處理原則（Guideline）以及我國公平交易法第45

條暨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理原則等。

在標準必要專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下稱SEP）

之限制競爭議題方面，涉及不作為請求權行使 ( I n j u n c t i v e 

Relief)及公平、合理及無差別待遇(Fair, Reasonable and Non-

discriminatory,下稱FRAND)授權/拒絕授權等，各國同樣有執法

規範之公布，包括日本專利局涉及SEP的談判許可指南3、世界

知識產權組織FRAND替代性爭議解決機制指南4、歐盟對SEP的

審視標準5及美國司法部和專利商標局發布關於SEP的補救措施

的政策聲明，但必須遵守（F）RAND承諾6。

二、我國公平會處分或決定之SEP與FRAND案件

在國際間重視通訊裝置之SEP及FRAND議題前，我國實則

公平會電子報歡迎上網訂閱，網址：www.ftc.gov.tw

1 USA,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1995, 2017修正).
2 EU, TTBER（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316/2014 of 21 March 2014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3)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ategorie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

3 JPO, Guide to Licensing Negotiations Involving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June 5, 2018).
4 WIPO, Guidance on WIPO FRAND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 (2017).
5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and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Setting out the EU Approach to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November 2017).

6 DOJ & USPTO, Policy Statement on Remedies for Standards-Essential Patents Subject to 
Voluntary F/RAND Commitments (January 2013)（已於2019年1月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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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有相似案件。於2001年1月20日起，公平會針

對飛利浦CD-R專利聯盟（聯合授權）案作成數

個處分，包含公處字第090021號處分書、公處

字第091069號處分書、公處字第098156號處分

書及公處字第104027號處分書，其後由最高行

政法院於2017年12月14日以106年判字第690 號

行政判決確定。本案涉及獨占地位濫用（舊公平

交易法第10條第2款、現行公平交易法第9條第2

款），亦即獨占之事業不得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

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其中，每一個

SEP構成一個獨立的相關市場，SEP於相關市場

具有市場力量及獨占地位（關鍵設施）。

One-Blue專利聯盟結合案，涉及事實上的

技術標準，其核心為SEP授權事宜，公平會於

2011年3月31日以公結字第100002號決定書附

加負擔不予禁止，其負擔內容為一般授權契約所

應依循。

Microsoft與Nokia裝置及服務部門之結合

案，涉及法律上標準之S E P授權，公平會於

2014年2月19日以公結字第103001號決定書附

加2項負擔不予禁止。其負擔內容為「Microsoft

不得於與智慧型行動裝置相關之專利授權為不當

之價格決定或差別待遇，妨礙智慧型行動裝置製

造商自由選擇行動作業系統」及「Nokia 對於標

準必要專利之授權，應持續遵守公平、合理及

無差別待遇(FRAND)原則。Nokia若將標準必要

專利讓與他事業，應確保受讓事業於授權時遵守

前述之原則。」Microsoft與Nokia對此等負擔不

服，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經最高行政法院於

2016年8月3日以105年度判字第403號判決，維

持公平會決定。

美商Qualcomm Incorporated(下稱高通)行

動通訊SEP授權案，公平會於2017年10月20日

以公處字第106094號處分書，認定高通濫用獨

占地位之行為予以處分，歷經智慧財產法院106

年度行公訴字第1號公平交易事件，進行訴訟上

和解。

三、FRAND承諾與不作為請求權行使（

Injunctive Relief）

專利權之權利內涵為消極性排他權，並非實

施發明之積極權，僅為消極性的權利（negative 

right），依專利法第58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

專利權人依法所擁有之權能乃排除他人未經其同

意而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進口之

行為。於此等權利內涵下，專利權的價值反映在

二個面向：其一，排他權所保護發明具體化後的

經濟利益，亦即專利權人自行實施發明、抑或以

有償或無償方式將專利權讓與或授權他人、訂定

信託契約或設定質權，以發揮財產權之功能。其

二，係於排他權行使下對於前述經濟利益的管

控，對未經同意而實施發明之人，行使除去或防

止侵害之不作為請求權及損害賠償請求權。其

中，不作為請求權為專利排他權之核心，而損害

賠償乃針對「既已發生之損害」填補之。

關於SEP不作為請求權行使之限制競爭疑

義，衡酌SEP之技術乃市場參與者提供商品或服

務所不可或缺，專利權人因而具有獨占地位。若

使SEP權利人行使排他權，可能產生「箝制」

（hold up）之結果，阻礙或限制事業進入市場、

參與競爭，限制相關市場之自由競爭或競爭秩序

之形成，SEP權利人能透過專利排他權（不作為

請求權）行使，獲取超額權利金，導致不作為請

求權行使構成獨占地位濫用，標準實施者若有意

願以FRAND取得授權，SEP權利人難以准予不

作為請求權（獲准禁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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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之相關實務案件，包含：德國橘皮書

案7、歐洲法院Huawei案8、英國Unwired Planet

案9等，並非完全否定不作為請求權，僅在闡明

能否及如何以FRAND授權請求來抗辯專利排他

權，而標準實施者若有FRAND授權意願，在

FRAND條件決定前，法院不會准予禁制令。

關於FRAND承諾及適用關鍵設施理論之目

的，專利法未課以權利人積極實施發明之義務，

即便是參與技術標準制定及曾為FRAND承諾，

僅表示專利權人準備好要與標準實施者訂定授權

契約，不等同於專利權人已因FRAND而放棄不

作為請求權或損害賠償請求權，亦不代表標準實

施者已有「契約上的請求權」，因而能合法實施

發明。而2019年2月德國Düsseldorf聯邦高等法

院在Unwired Planet案10之見解，認為SEP受讓

人亦負有義務，承擔FRAND承諾。此外，SEP

性質及FRAND承諾，僅在「適度限制」排他權

行使，避免競爭對手或其他事業無法進入市場、

hold up、權利金過高等，而FRAND承諾之重

點，不在課以SEP權利人強制授權之義務，例如

歐洲電信標準協會之知識產權指南（ETSI Guid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明確指出，參

與標準制定之成員就其所擁有之智慧財產權，享

有完整的權利及利益，包括拒絕授權之權利。

四、結論

SEP及FRAND議題仍有諸多待釐清議題，有

待競爭法主管機關及司法機關詮釋與發展。關於

智慧財產權乃「無體財產權」之性質，專利法賦

予之權利內涵乃「消極性排他權」（不作為請求

權），專利權人原則上無積極實施發明之義務，

亦無授權義務，此為專利制度運作之基礎。

競爭法介入排他權行使不能撼動專利制度之

基礎，不同產業領域之競爭秩序規範，仍需尊

重及考量各該產業之特性與立法目的，例如：競

爭法如何介入能源事業、醫藥產業或出版業。其

次，競爭法於審酌智慧財產行使之適法性時，對

專利權及專利制度之鼓勵創新研發、獎勵先行者

投入研發及承擔失敗風險之立法目應納入考量。

如同德國聯邦最高法院（Bundesgerichtshof）

在 S p u n d f a s s 1 1及橘皮書案之謹慎態度，

仍依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 ( G e s e t z  g e g e 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規定及禁止獨占

地位濫用之理論，分析專利權是否具市場力量、

不作為請求權行使與競爭法抗辯之關係、要件及

舉證責任，但判決脈絡與法律適用結果，仍未悖

離專利制度之本旨，亦未逾越專利法鼓勵創新研

發之立法目的。

（本文係講座民國108年5月23日於公平會發

表之演講內容，經政治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楊宗霖

摘要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7 BGH, Urt. V. 6.5.2009-KZR 39/06/, GRUR, 694 – Orange-Book-Standard(2009).
8 C-170/30 Huawei/ZTE.
9 Unwired Planet v Huawei [2018] EWCA Civ 2344.
10 Unwired Planet v. Huawei, I-2 U 31/16.
11 BGH, Urt. V. 13.7.2004-KZR 40/02/, GRUR, 966 – Standard-Spundfas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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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經營某加熱滷味品牌加盟店的業者小鄭，一

日來到公平會提出檢舉，加盟業主R事業在和小

鄭簽訂加盟契約時，在契約後所附的「加盟店管

理規章約定書」中訂有湯組最低訂購數量及相關

罰則，而簽約當時，R事業要求小鄭簽完約後再

自行慢慢審視，並沒有給予小鄭足夠時間審閱相

關加盟資訊，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

調查事實

R事業在公平會調查過程表示，加盟店購買

的湯組，依照其規定的比例加水調配後製作的湯

頭，約可供1萬元左右的營業額所用，因此要求

旗下的加盟店，如果6日平均營業額在1萬元以

下，應該至少訂購1組(6罐)湯組，而6日平均營

業額1萬元以上，就應該至少訂購2組湯組。R事

業並表示前述經營的要求，都已經揭露在加盟契

約後附的「加盟店管理規章約定書」，並沒有未

揭露加盟資訊的情形。

然R事業到會說明其加盟招募流程時亦表示，

其與有意加盟者正式簽訂加盟契約前，會先與有意

加盟者簽署加盟合作意向書，並收取3萬元履約保

證金，此時才會提供加盟契約，以及包含加盟店管

理規章約定書等的相關資料，給有意加盟者審閱。

何謂「預備加盟經營關係」

依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

為案件之處理原則」第2點第4款規定，所謂「預

備加盟經營關係」，係指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

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由交易相對人支付一定

費用，並簽訂草約、預約單、意向書等加盟相關

文件，且約定如退出將沒收已繳費用或負賠償責

任之關係。

構成顯失公平行為

如果加盟業主招募加盟過程，有符合「預備

加盟經營關係」的情形，相關加盟重要資訊就必

須在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提供。而這

樣的規範目的是在防免有意加盟者因擔心已支付

的費用，將遭加盟業主沒收或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等不利結果，使有意加盟者在欠缺充分完整交易

資訊下，仍不得不繼續履行後續正式加盟契約的

簽訂，對有意加盟者交易與否的決定自由產生拘

束，並影響其作成正確交易決定的判斷。

因為R事業的加盟合作意向書約定，有意加

盟者倘未能於期限內，簽訂正式加盟契約，則履

約保證金不予退還。公平會認為，R事業與有意

加盟者簽訂加盟合作意向書並收取費用後，有意

加盟者倘反悔而不想簽訂加盟契約，履約保證金

對的時間提供對的加盟資訊就對了！
加盟業主如果基於管理的需要，對加盟店的經營行為有所限制，這些限制的內容應該在招募加盟過程

中適時揭露清楚。

■撰文＝林政羽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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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沒收，這情形將對有意加盟者的交易決定產

生相當的拘束壓抑。且R事業為了確保加盟店使

用其湯組來熬製湯頭，以維持品牌的一貫風味，

該要求加盟店平均營業額達一定金額，即需訂購

最低一定數量的湯組，對未聽從的加盟店將有處

罰規定之情形，已對加盟店的經營行為有所限

制，構成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因此R事業應該

在與有意加盟者簽訂加盟合作意向書前，就提供

有關湯組最低訂購數量的資訊給有意加盟者審

閱，否則即構成顯失公平行為。

結語

加盟業主在招募加盟過程，倘與有意加盟者

有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的情形，需要特別留意資

訊揭露的時點，應該在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10

日前、個案認定合理期間或雙方約定期間，就將加

盟重要資訊提供給有意加盟者審閱，以免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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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環華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環華證金公

司)基於其代理證券商逐年減少，且有價證券擔

保放款業務規模難以大幅提升等因素，故以營業

讓與方式將融資融券、轉融通及有價證券擔保放

款等業務讓與元大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元大證金公司)，並於營業讓與完成後，依法定

程序辦理公司解散清算。元大證金公司及環華證

金公司於108年4月25日簽署營業讓與契約書，

環華證金公司將主要部分營業讓與元大證金公

司，合致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3款「受讓或

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結合

態樣。因為參與結合事業併計與其具控制從屬關

係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已達公平交易法

第11條第1項第3款之申報門檻，且無同法第12

條除外適用情形，所以依法於結合前向公平會提

出申報。

競爭評估

元大證金公司及環華證金公司均屬證券金融

事業，在融資融券業務、有價證券擔保放款業

務、轉融通業務及有價證券借貸業務等市場具有

水平競爭關係。其中融資融券業務、有價證券擔

保放款業務及有價證券借貸業務之市場參與者，

除證券金融事業，還有證券商、銀行等金融機

構。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於融資融券業務、有

價證券擔保放款業務及有價證券借貸業務等市場

占有率增加有限。至於轉融通業務因現行法規規

定，只有證券金融事業得辦理對證券商之轉融通

業務，結合後將僅存元大證金公司辦理轉融通業

務，惟轉融通業務之營業收入占二家公司總營收

之比重甚低，況且，自辦融資融券業務之證券商

本身籌資能力足以支應其融資金額，實務上尚無

證券商向證券金融事業辦理「轉融資」之情形，

均為「轉融券」，故券源不足之證券商除向證券

金融事業轉融券，亦可向臺灣證券交易所借券中

心及其他證券商或投資人借券(雙向借券) 等券源

管道支應融券需求，尚無顯著限制競爭疑慮。

結語

經公平會綜合評估後，認為本結合對於融資

融券業務、有價證券擔保放款業務、轉融通業務

及有價證券借貸業務等市場不具顯著限制競爭

之疑慮，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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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不禁止其

結合。

環華證金將主要部分營業讓與元大證金，申
報結合
事業讓與主要部分營業予他事業，如達結合申報門檻，依法仍須申報結合。

■撰文＝賴心儀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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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英商GlaxoSmithKline plc(下稱GSK，即葛

蘭素史克)與美商Pfizer Inc.(下稱Pfizer，即輝瑞)

各將其全球消費者保健事業整併至合資新設公司

旗下，共同經營並直接控制合資新設公司之業

務經營與人事任免，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

項第2款、第4款及第5款之結合型態。又GSK在

「系統性疼痛管理產品」市場占有率超過四分之

一，且參與結合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均

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之申

報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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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市場

GSK主要從事於全球處方藥、消費者保健

產品及疫苗等3大領域之研發、製造及行銷；

Pfizer主要從事於創新藥品研發、製造及行銷。

本結合具水平結合樣態，對我國市場有影響之產

品計有水平競爭產品「非麻醉藥品止痛劑及散熱

劑」、「複方抗感冒及流感用製劑」。本案結合

後是否對我境內相關產品市場產生反競爭影響為

關注重點；另因參進者多為國際大廠，相關產品

運輸成本低且無特殊關稅障礙，亦併同考量全球

競爭情形。

競爭評估

本案經進一步檢視，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在

水平競爭產品「非麻醉藥品止痛劑及散熱劑」與

「複方抗感冒及流感用製劑」較無向上調價之可

能，尚難認結合後有顯著之單方效果，且市場內

尚有國內外眾多廠商參與，亦無積極事證顯示有

顯著之共同效果；另本結合案所帶來之國內市占

率增長甚小，尚不足以改變國內相關市場現存競

爭動態，且國內外競爭事業超過75家業者產品與

參與結合事業產品競爭，消費者仍有眾多選擇，

故本結合案不會導致任意漲價之能力。又因消費

者保健產品之費用通常由消費者自行負擔，故其

對價格較敏感，且多屬學名藥，市場上有不同品

牌可供消費者立即轉換之替代產品，顯示本結合

案不會導致任意漲價之誘因。再者，製造非處方

藥所需之技術於產業中已標準化，一旦主要產品

專利期間屆至，一般公司皆得投入複方抗感冒及

流感用製劑等產品市場，並可研發後續配方、製

程等專利，不會對消費者保健業務造成重大參進

障礙。此外，GSK及Pfizer之交易相對人係大型

跨國公司、國際集團成員或上市公司，具備制衡

參與結合事業於本結合案完成後漲價之能力。

英商GSK與美商Pfizer成立合資公司，創造1＋
1＞2綜效
英商GSK與美商Pfizer各自分割其消費者保健業務至合資新設公司，透過雙方高度互補之消費者保健品

牌組合，進一步創造產品發展及創新之新機會。

■撰文＝吳建興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科員）



8

FTC 公平交易通訊   NO.091    中華民國109年1月號

經公平會函詢產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

關產品競爭同業及下游交易相對人意見，並以

產業資料綜合研判，認為本結合實施後尚不致

對我國案關產品市場之結構及競爭情形產生顯

著影響，對整體經濟應有所助益，不具有顯著

限制競爭疑慮，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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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禁止其結合。

 
 
 
 
 
 
 
 
 
 
 
 
 
 

 

GSK Pfizer GSK Pf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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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企業)擬透

過其新設之凱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亞食

品)向陸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陸仕企業)購買

其主要營業之臺北廠及鮮食製造相關配方，符合

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3款結合型態。又因參

與結合事業市場占有率超過四分之一，合致公平

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且無同法第12

條規定除外適用情形，故依法向公平會提出事業

結合申報。

市場界定

本案所涉相關產品市場為鮮食產品。公平會

過往曾針對連鎖超商之便當、三明治及熱食銷售

狀況進行調查而具相關統計資料，經評估分析

後，將產品市場界定為「連鎖超商鮮食製造市

場」。至於鮮食產品保存期限短，係以國內銷售

為主，且連鎖超商在各縣市均有營運據點，故地

理市場為全國。

競爭影響評估

陸仕企業為統一企業所屬關係企業統一超商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超商)之既有鮮食代工業

者，雙方簽有代工合約，本即有合作關係，陸仕

企業臺北廠以鮮食製造為主要營收來源，且銷售

收入多由統一超商及其關係企業所貢獻，推估陸

仕企業臺北廠之鮮食銷售額所占連鎖超商鮮食製

造市場之比重不高，故本結合完成後，對於既有

鮮食製造市場之競爭程度未有改變。

再者，縱然統一企業所屬關係企業統一超商

為超商鮮食主力業者之一，但統一超商各類型之

鮮食產品代工來源眾多，並不依賴單一廠商，其

他鮮食製造業者亦有其他交易對象可供選擇，因

此結合後難認將影響現存合作之鮮食代工業者。

本結合讓消費者在傳統餐飲業之外有替代選

擇，並藉由供應鏈垂直整合，更能及時反應消費

者需求變化，激勵各家連鎖超商競相提升產品

品質、研發並提供更符合市場需求之多元產品。

此外，統一企業並得直接對鮮食產品進行監督管

理，有效強化食安管理及檢驗密度，期能更加保

障食品安全，應有助於整體經濟利益。經公平會

綜合評估各項因素，認為本結合尚無顯著限制競

爭疑慮，故依公平交易法第13條第1項之規定，

不禁止其結合。

統一企業收購鮮食加工廠陸仕企業臺北廠，
公平會不禁止其結合！
現代生活步調緊湊，曾幾何時好好坐下來吃一頓飯，悠閒地翻閱書報雜誌，享受吉光片羽，已是生

活中不可多得的小確幸。國內食品業龍頭積極涉入鮮食市場，連鎖超商複合式的經營，將引領新的飲食

文化。

■撰文＝簡浩羽 
（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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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徐上個月升職成為W傳銷公司的行銷經

理，在他的努力之下，W傳銷公司舉辦中秋節期

間限定商品促銷優惠吸引買氣，業績大幅成長近

5成，正當小徐偷樂著即將入袋的績效獎金時，

W傳銷公司竟因此被公平會調查？！到底怎麼

了？

案例背景

公平會派員赴W傳銷公司營業所現場調查，

查悉業者透過網站公布「產品好康福利活動」，

舉辦單筆訂單購買商品買3送2及買10送10等內

容，另變更傳銷商原須按月固定重消商品以領取

獎金之方式，改為不須按月重消商品即可依原訂

購單之序號領取獎金。W傳銷公司實施前揭促銷

活動及傳銷制度，均未事先向公平會報備，涉有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7條第1項規定。

報備是傳銷事業依法所負之義務，應以

善處避免受罰

經公平會立案調查，W傳銷公司「產品好康

福利活動」，提供單筆訂單傳銷商品買3送2及買

10送10等促銷活動，因該等搭贈的組合商品價格

與個別單品價格之加總金額有所差異，應視為不

同品項的商品，但未事先向公平會報備；另W傳

銷公司所實施傳銷商不須按月重消商品仍可領取

獎金的制度，顯與報備資料不符，已變更傳銷制

度之內容，亦未事先向公平會報備。故W傳銷公

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及銷售商品，

未事先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7條

第1項規定。

值得一提的是，依據公平會網站公布之多層

次傳銷處分案件資料，其中涉及違反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第6條及第7條法定報備義務者達9成，顯

見公平會對於傳銷事業是否依法完成報備程序，

向來為重要查處項目之一，事業在從事多層次傳

銷行為前，或已報備之傳銷事業在推出新獎金制

度、銷售商品以及促銷活動前，務必確認是否向

公平會完成報備或變更報備程序，避免受罰。

傳銷法令疑問，請參考公平會網站

為使相關大眾更簡易認識及瞭解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規範，公平會歸納常見問題，於全球資訊

網（https://www.ftc.gov.tw）建置「多層次傳銷

的10個重要知識」宣導簡報、多層次傳銷法令規

定及事業違法案例等宣導資訊。另建議民眾加入

傳銷組織後應確實瞭解解除契約及終止契約時效

及規定，並妥善保存相關交易憑證與適當運用各

項諮詢及申訴管道，以保障自身的權益。

傳銷事業舉辦商品促銷活動，是否須報備?
傳銷事業如變更傳銷制度、銷售商品或服務等內容，應注意依法事先向公平會報備。

■撰文＝楊翔宇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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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屋前先釐清建地是商業用還是居住用

公平會接獲地政機關反映，某建案案址坐落

分區為「商業區」，依該市府公告實施之都市計

畫案，明訂該建案所在之商業區用途係一般商

業、商業購物中心及觀光旅館，不允許作住宅使

用。然而該建案廣告涉及訴求一般住宅使用，疑

涉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

經過調查發現，本案廣告主雖稱相關廣告用

語係描述所裝設智慧家庭系統平臺功能，然檢

視廣告內容所使用「花園城堡」、「住居」、

「居家」、「智慧生活」、「智慧家庭」、「家

裡」、「不在家的時候」、「到家前」、「慢生

活」、「一個人住」、「兩個人住」、「小家

庭」、「人文雅居」、「生活」、「『家』的溫

暖」、「在蟲鳴鳥叫中醒來」、「自慢生活」、

「豪宅」、「居所」等用語，確實已賦予社會大

眾該建案是作為一般住宅使用的印象。

廣告對於建物用途之描述，影響交易相

對人之決定

公平會指出，建案銷售廣告對於建物用途之

描述，影響交易相對人作成是否購買該建案之決

定，而規範建物用途之相關法令，更攸關交易相

對人購買建案後能否合法使用。倘交易相對人獲

悉案關建案作為住宅使用，恐與建物核准用途

相違背，致有遭處罰鍰、停止違規使用、停止供

水、供電等風險，自會影響其作成是否購買該建

案之決定。

本案廣告將位於商業區之建案作為一般住宅

使用，是否違反都市計畫法令及其違反之法律效

果，涉及相關法令之解釋及認定，尚非不具專業

知識之一般大眾在閱覽廣告時所得判斷，為避免

一般大眾受不實廣告之誤導前往交易致權益受

損，廣告所為之表示當與事實相符，然本案廣告

之內容及用途與事實有極大差距，已逾一般大眾

所能接受之程度，而足以引起一般大眾錯誤之認

知或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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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業區擁有數位智慧的住家？
廣告鼓吹房屋擁有數位智慧家庭系統，可以透過手機或平板遠端遙控家裡的電器，開燈可防盜、冷氣

先消暑，兼顧居家安全與生活便利，但購屋人真的買到了住家？

■撰文＝徐宗佑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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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0月31日公平會修正發布「多層次傳

銷保護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下稱本辦法）第

3條、第16條、第28條及第29條條文，其中有關

傳保會之任務與功能修正重點如下：

一、除「輔導」任務外，新增傳保會之

「評鑑」任務（修正第3條第8款規

定）：

傳保會係依照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38條設立

之保護機構，其主要業務之一，即為調處已完成

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業」（下稱傳銷事業）與

其「傳銷商」間之多層次傳銷民事爭議。而為使

雙方當事人向傳保會申請調處前，能透過傳銷事

業內部所建置之紛爭解決管道先行溝通、協商，

以助於增進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之互信、預先消

弭爭端，並達成產業自律，是以本辦法於108年3

月29日修正發布時，業於第3條第8款增訂了傳保

會「輔導」傳銷事業建立其與傳銷商間之紛爭處

理機制之任務，108年10月31日復就該款規定修

正為「辦理輔導及『評鑑』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

紛爭處理機制之相關事項」，進一步賦予傳保會

辦理「評鑑」傳銷事業紛爭處理機制之任務，期

能透過同儕比較、標竿學習之評鑑機制，以提升

傳銷事業主動建立紛爭處理制度之誘因，並激勵

傳銷事業檢視自身紛爭處理制度之實行成效。

二、明定受理調處主體，並修正傳保會

召開調處會議之期間規定為「工作

日」（修正第28條第2項規定）：

依本辦法原第28條第2項規定：「調處委員

應於收到前項書面調處請求後15日內開會。必要

時或經爭議雙方當事人同意者，得延長7日。」

實務上傳銷事業或傳銷商係先以書面向「傳保

會」請求調處後，始由傳保會之調處委員依調

處程序召開調處會議，故修正本辦法第28條第

2項規定之受理調處主體為「保護機構」（即傳

保會），以符實際；另為避免實務上因遇連續假

期等因素，致召開調處會議之作業期間不足之問

題，因此本次修正將前開規定之日曆天均修正為

「工作日」，俾符實際需求。108年10月31日多

層次傳銷保護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修正條文（第

3條及第28條部分）對照表如附：

修正「多層次傳銷保護機構設立及管理辦
法」部分條文
新增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下稱傳保會)辦理傳銷事業內部紛爭處理機制之「評鑑」任務，

並修正傳保會召開調處會議之期間規定為「工作日」。

■撰文＝張為智 
（公平會公平競爭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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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國競爭委員會(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與德國聯邦卡特爾署(Bundeskartellamt)在2019年

11月6日共同發布了「演算法與競爭」(Algorithms 

and Competition)報告1，呼籲競爭法主管機關應

「不斷的對演算法促進或掩蓋共謀的能力保持警

惕」。這是德、法二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2016年

共同發表「競爭法與大數據」2的報告後，於2018

年再度共同開始進行的一項研究計畫。該研究指

出，儘管學術研究對此問題有所啟發，但對於解

釋在現實市場條件下的演算法勾結提供了「很少

的實際見解」。

報告共分前言（Introduction）、演算法概

念、種類及其應用領域（Algorithms - notion, 

types and fields of application）、演算法及勾結

（Algorithms and collusion）、調查演算法之實

務挑戰（Practical challenges when investigating 

algorithms）及結語（Concluding remarks）等五

大部分述明，重點如下：

報告內容重點

（一）演算法概念、種類及其應用之領域

 德、法此一報告係針對因演算法所導致之

潛在經濟結果，特別是對於競爭之衝擊所作之

研究，並探討動態價格設定演算法。此類案件

可能因為演算法運用於執行不同工作，因此，

報告中將演算法依照其所運用之工作、輸入之

參數及其運用或其所涉及之學習方法而予以分

類。

報告中特別討論到演算法在動態價格設定

之運用，這些演算法可能依事業自身成本、產

能、需求情形而調整價格，但也會依另一演算

法所監控之競爭對手價格調整價格，另外，研

究報告中也將自我學習調整的演算法一併納入

考量。

（二）演算法與勾結

報告分析了水平勾結的經濟原理，包括演算

法對於勾結的產生及其穩定性。其次，在考慮3

種不同情境下討論運用價格訂定運算，對於競爭

法之潛在影響：

1.水平勾結的經濟原理

雖然經濟學研究中，對於勾結定義或有些許

差異，但一般的理解是：事業採用獎懲機制，對

德法競爭法主管機關發布演算法與競爭報告
德法競爭法主管機關繼2016年大數據研究報告之後，於2018年開展延續計畫，並於2019年11月發布

聯合研究報告，籲請競爭法主管機關應對演算法干預市場競爭運作的潛在能力保持警覺。

■撰文＝林文宏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科長）

1 “Algorithms and Competition,＂ November 2019,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Berichte/Algorithms_and_Competition_
Working-Paper.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5

2 “Competition Law and Data,＂ 10th May, 2016,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DE/Berichte/Big%20Data%20Papier.pdf?__
blob=publicationFile&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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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遵守非競爭結果的競爭者給予獎勵，並對偏

離者加以懲罰。經濟研究與個案實務認為影響勾

結穩定的因素，有：市場事業家數、既有參進障

礙、互動頻率及市場透明度，演算法則透過部分

前開因素來影響勾結的穩定，可能的影響如下：

至於事業是否能在不透過人與人溝通的情況

下進行勾結？在理論研究上，常見動態賽局因均

衡而存在焦點（focal point）─各事業經理人在

相同認知的基礎上（例如：取整數或依相似產品

設定價格）或跟隨領導廠商的行為，而演算法即

扮演促進監視競爭者價格與自動回應該價格的角

色。另有學者提出不存在聚焦點時，演算法可分

析取捨並進行勾結的情境及強化學習演算法等，

但何種演算法較易促進合謀的出現，仍待進一步

實證。

2.不同情境下的演算法運用

按歐盟運作條約（TFEU）101條及相關法律

禁止聯合行為，競爭法違法要件為事業間存在溝

通聯繫。反之，事業有權對既有或預測之競爭者

行為調整自身步調。於此，爰就演算法在下述3

種情境的運用加以探討：

(1)演算法作為「傳統」反競爭行為的促進者

傳統反競爭行為係人與人之間已先接

觸，演算法僅扮演促進執行、監控的後續

角色。除水平勾結，演算法也常被運用在

垂直協議，例如：被用以偵測偏離限制轉

售價格或製造商對未遵守建議價格的零售

商進行報復。由於此類聯合行為或協議已

為歐盟運作條約101條所評價，尚無須對

演算法進一步考量。

( 2 )涉及第三方之競爭者間的演算法驅動

（algorithm-driven）勾結

第2種情境是第三方（例如：外部

諮商或軟體設計者）提供完整或部分相

同的演算法予競爭者，而競爭者彼此間

未有直接溝通或接觸，卻產生相當程度

的一致性結果。這樣的一致性結果可能

產生軸輻式（hub and spoke）的協議

（以演算法居間協調，與上游或下游廠

商進行垂直交易限制，即以演算法作為

資訊交換的工具）。更有甚者，第三方

提供軟體「促進蒐集、處理及評估公開

可得資訊」亦可能構成違法的資訊交

換。此外，市場覆蓋的範圍（marke t 

coverage）亦是競爭法主管機關裁量的

評估因素之一，當參與事業家數愈多、

在相關市場運用演算法交換資訊的比例

增加，對限制競爭的影響也愈大。

(3) 個別演算法平行使用所引發的勾結

首先，事業能否利用演算法從事外觀

近似的行為﹖歐盟法並未禁止有意識的平

行行為，倘一演算法僅單方對公開的競爭

者演算法進行觀察、分析及採取行動，只

能認為其依市況進行智慧調整而非勾結。

再者，自我學習演算法能否歸責於

事業﹖有學者認為應將演算法行為視為

是事業員工的行為，事業應對導入與使

用演算法而致反競爭行為負責；另有學

者則認為僅在事業違反合理管理之標準

時，始得課責。但可確定的是，事業在

2 

 

   

1.  

focal point

2.  

TFEU 1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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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演算法時，應思考如何確保反托拉

斯之遵法計畫。

（三）對於調查演算法的實務挑戰

研究報告中也探討了在調查演算法時的實際

挑戰。報告中敘明在獲取違反競爭法的證據種類

方面，可從相關資訊與演算法的角色及運作著

手。例如：資訊與演算法的目的、執行過程及隨

時間改變等關係。其次，競爭法主管機關除可發

動調查權（要求提出資訊、檢查及約談）來蒐集

與演算法關聯的輸出與決策資訊外，亦可對於演

算法的運作採取與其環境及界面相關的原始碼分

析、實際（過去）輸出/輸入比較、演算行為模擬

或與其它演算法進行比較等。

結語

該報告認為，現行歐盟運作條約101條及相

關法律架構已足以讓競爭法主管機關指出可能

的競爭疑慮，故於處理各類涉及演算法的個案

上，尚無法律適用的困難。雖有部分學者認為

應更廣義解釋歐盟運作條約101條，然在未來競

爭法主管機關將面臨何種類型案例仍未明朗之

際，仍無法預測是否有重新檢視目前法律體制

的需求。數位市場不斷演進，競爭法主管機關

應持續透過彼此交流、與企業界、學術界及其

他管制機關互動，並投注更多資源，來因應數

位化帶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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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8年11月，美國最大的「全球訂位通

路系統」（Global Distribution System，下稱

GDS1）分銷商Sabre公司宣布將以3.6億美元併

購Farelogix公司，而美國司法部(DOJ)經過調查

後，在2019年8月針對此項結合案向法院提起訴

訟。2美國司法部認為該結合案將減損Sabre公司

與Farelogix公司在GDS服務市場的相互競爭與

技術創新，進而損害美國航空公司與消費者的利

益。除美國外，英國競爭與市場管理局（CMA）

也於2019年6月宣布，針對Sabre與Farelogix之

結合案展開調查。3

案件背景

據美國司法部調查，美國機票有高達50%是

透過旅行社進行預訂與銷售，而航空公司透過眾

多旅行社銷售機票，需要一套完整的訂位服務系

統，才能將各種航線、機票售價與數量變化情

形即時提供給旅行社，並即時處理訂單。目前

美國的航空公司主要是採用Sabre、Amadeus

及Travelport等3家業者所提供的GDS服務。美

國司法部調查發現，前述3家主要業者的創新能

力不足，並向航空公司收取高額費用，相對的

Farelogix則是該市場的新進創新者，Farelogix

研發了新一代的機票訂位服務方案（N e w 

Distribution Capability,簡稱NDC），使得航空

公司可以跳過GDS服務系統，直接與旅行社聯

繫，並為透過旅行社訂位的旅客，提供例如優先

登機，機上WiFi與機上餐飲等更豐富與彈性的個

人化服務。Farelogix為航空公司提供了另一種選

擇，使他們有能力談判較低的GDS服務費用，並

減少對GDS的依賴。據美國司法部調查Sabre內

部文件顯示，Sabre多年來一直試圖將Farelogix

逐出市場，包括向航空公司施加壓力要求不得使

用Farelogix的服務等。美國司法部起訴書認為， 

Farelogix的創新技術對於Sabre原先具有的市場

優勢地位已形成極大威脅，Sabre併購Farelogix

是試圖消除具有破壞性的競爭對手，此項結合可

能大幅降低該市場的競爭及創新，並導致GDS服

務的價格上漲及品質下降，進而損害美國航空公

司與旅客的利益。4

市場界定與競爭影響評估

一、市場界定 

美國司法部透過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進行

結合與創新—U.S. v. Sabre案簡介
參與結合事業若具高度競爭關係，結合後價格是否上漲固然是重要的考量因素，然而結合後如果失

去創新誘因，或者失去研發更高品質產品的競爭，同樣值得關注，尤其是在高科技與技術領域，競爭的

本質通常不在於價格，而在於產品特性。

■撰文＝王性淵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視察）

1 按GDS又可稱為「全球航空旅遊電腦訂位系統」，是套用於航空公司與整體旅遊業者間的大型電腦資訊服務系統。通過GDS，全球各地的旅遊銷售業者可以即時

的從航空公司、旅館、租車公司、旅行社等業者獲取大量旅遊相關產品資訊，從而為旅客提供快捷、便利、可靠的訂位服務。
2 參考美國司法部於2019年8月20日所發布之新聞稿https://www.justice.gov/opa/pr/justice-department-sues-block-sabres-acquisition-farelogix
3 參考英國競爭與市場管理局（CMA）網頁資料，https://www.gov.uk/cma-cases/sabre-farelogix-merger-inquiry
4 參考美國司法部針對本案的起訴書，  https://www.justice.gov/atr/case-document/file/1196836/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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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價格調漲測試（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

SSNIP）後發現，美國機票主要是透過傳統旅行

社，及網路中介業者等二大管道進行銷售，而這

二種銷售管道的替代性並不高，因此界定本案之

產品市場分別為「透過傳統旅行社銷售機票的訂

位服務市場」，以及「透過網路中介業者銷售機

票的訂位服務市場」。

(一)透過傳統旅行社銷售機票的訂位服務市場

在透過傳統旅行社銷售機票的訂位服

務市場中，Sabre的市占率超過50%。根

據美國司法部的調查，Sabre與 Farelogix

結合後，將導致該市場的集中度指標

「赫芬道爾－赫胥曼指數（Herfindahl-

Hirschman Index，下稱HHI）」超過

3,500。儘管Farelogix的市占率很低，但

Farelogix在市場中一直具有破壞性創新行

為，且已經對於主要業者形成相當的競爭

壓力。因此，在這個高度集中的市場，倘

任由Sabre與Farelogix結合，將可能會顯

著減少市場競爭。

(二)透過網路中介業者銷售機票的訂位服務市

場

一般旅客經常透過 E x p e d i a或

Priceline等網路中介業者預訂機票、飯店

甚至租車。透過網路中介業者銷售機票

的訂位服務市場約占美國機票訂位市場

的20％，而Sabre之市占率約達50％。據

美國司法部調查，Sabre與Farelogix結合

後，將導致該市場的△HHI達350以上，

結合後之HHI則超過4,000。

二、競爭影響評估

根據美國司法部的調查與評估，認為本結合

案可能導致2項重大的限制競爭疑慮：

(一)價格上漲

S a b r e於2 0 1 8年報中坦承，隨著

Fare log i x所研發新一代機票訂位服務

（NDC）的持續擴展，使得航空公司能夠

向Sabre等傳統GDS事業取得更多的談判

優勢。然而此結合案則可能消除Sabre與

Farelogix間之競爭，根據參與結合事業的

內部文件顯示，此項結合將導致相關產品

的價格上漲。

(二)減少創新

Farelogix是該產業技術創新的領導

者，藉由Farelogix所研發NDC等服務技

術，美國航空公司可針對不同旅客的需

求，提供專屬的個人化服務，而Sabre所

採用的GDS服務技術則無法提供相關服

務。目前Farelogix與Sabre在機票預訂銷

售服務與技術研發等方面競爭激烈，如

果沒有持續來自Farelogix的競爭壓力，

Sabre在創新技術的研發與投資動力將會

減弱。

綜上，美國司法部認為，此項結合案將會消

除Sabre與Farelogix間原本之競爭態勢，並將導

致相關產品市場價格上漲及減少創新等情形，因

而反對此項結合案，並向法院提起訴訟。

創新與結合審查

傳統的水平結合案件審查分析多集中於價格

競爭，即結合後的事業是否因此取得提高價格或

減少產品數量的能力。然而近來對於非價格競爭

（例如結合後的事業可能降低產品品質或創新的

能力）已成為結合審查的重要面向。美國2010

年所公布的水平結合處理原則第6.4節，即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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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如何審酌相關產品的創新與產品多樣性加以說

明：「競爭通常激勵廠商創新，競爭法主管機關

可審酌結合是否可能鼓勵結合事業減少在創新活

動上的努力，使其低於沒有結合時的水準，從而

減弱了創新的競爭。此種減少創新的型態可能包

括降低維持現有產品研發努力的誘因，或者降低

投入新產品研發的誘因。」

關於結合對於「創新」的影響，美國也有相

關案例可供參考。例如U.S. v.Bazaarvoice案，
5該結合案雖未達美國結合申報門檻，但因該結

合可能降低美國產品評分及評論平台市場的競爭

與創新，2014年4月，美國司法部與業者達成和

解，Bazaarvoice同意出售相關資產。而2015年

4月Applied Materials與Tokyo Electron之結合

案，美國司法部則認為，由於2家事業所提出的

結合補救措施，無法解決該結合案所可能減損的

市場競爭，特別是關於下一世代半導體產業設備

的研發與創新，參與結合事業最終宣布放棄此項

結合。

結語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前主席M a u r e e n 

Ohlhausen曾指出，參與結合事業若具高度競爭

關係，結合後價格是否上漲固然是重要的考量因

素，然而結合後如果失去創新誘因，或者失去研

發更高品質產品的競爭，同樣令人擔憂，尤其是

在高科技與技術領域，競爭的本質通常不在於價

格，而在於產品特性。從相關實務案例中可發

現，審查結合案件對於創新的影響已越來越受到

重視，以本文所簡介的U.S. v. Sabre案為例，

美國司法部於起訴書中已運用相關市場調查報告

及結合事業內部文件等資料，就結合對於創新可

能產生的影響，進行完整的競爭影響評估分析，

而本案後續的法院判決及發展，亦值得我們持續

關注。

5 參考美國司法部網頁，https://www.justice.gov/atr/case/us-v-bazaarvoice-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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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與史瓦帝尼王國競爭委員會(Eswatini 

Competition Commission，下稱ECC)之互動始

於2018年6月，指派3位講師赴ECC講授競爭法

執法通則、產業行為態樣及消費者保護等主題；

同年12月，雙方透過外交部及相關單位的協助，

簽署了「競爭法適用瞭解備忘錄」。為延續備忘

錄之精神，公平會持續與ECC進行交流，並於

2019年11月安排為期1週之課程訓練與3週之工

作實習。

課程訓練（11月4日至11月8日）

依據ECC所提出之課程需求並考量公平會實

務經驗，本次安排的課程內容包含: 公平會組織

概況與我國競爭政策最新發展、不實廣告及多層

次傳銷相關規範與實務、服務業重要競爭法案例

(包含平台、行動支付及運輸產業等個案)、民營

電廠聯合行為案、製麵廠及衛生紙漲價案，及國

際反托拉斯規範與企業遵法、公平交易法之規範

與最新發展等，最後並介紹經濟分析在結合案例

中之運用及如何使用R軟體進行實務分析。其間

並安排拜會史瓦帝尼王國大使館，由史瓦帝尼王

國駐臺大使H.E. Thamie Dlamini接見5名ECC人

員，嗣後一同拜會外交部西亞及非洲司，針對本

計畫之內容進行交流及分享心得。

工作實習（11月11日至11月28日）

鑒於史國經濟尚待開發，競爭法執法經驗

不足，除安排訓練課程外，另規劃3週之工作實

習，由ECC指派3名學員至公平會各處室進行實

習，瞭解案件調查實務並就執法經驗進行交流，

相關處室安排實習之內容如下:

1.綜合規劃處

介紹公平會與各國競爭法執法機關之互

動與合作情形；參與公平會於新北市政府

舉辦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家電廣告之

規範與案例說明」宣導說明會；介紹公平

會施政計畫及各項績效管考、競爭政策及

競爭法之研究發展，並參訪立法院；介紹

公平會競爭中心、APEC競爭資料庫及公平

交易通訊，並研讀英文版公平交易通訊之

相關案例等。

2. 服務業競爭處

導覽臺北松山機場、臺灣高鐵臺北站、

臺北捷運站、臺北轉運站等大眾運輸服務

及設施，參觀超商及量販店，並解說相關

競爭議題；進行數位經濟相關個案演練，

包含個案研讀與討論、援引競爭理論模擬

作成最終決定。

3.製造業競爭處

參訪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藥妝店；介紹金屬製品製造業、電子產品

製造業、礦業、土石採取業等之獨占、結

合及聯合行為調查處理。

公平會對史瓦帝尼王國進行技術援助活動
■撰文＝梁珮玟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助理員）

｜分享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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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平競爭處

參訪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

了解其設立目的及工作任務，並分享不實

廣告等執法實務經驗。

5. 法律事務處

參訪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說明提出上訴

書狀之流程、簡介法庭配置以及科技法庭設

備等，並進行行政救濟及法務行政工作之交

流。

6. 資訊及經濟分析室

進行計量經濟軟體操作及模擬案例演

練，研讀經濟文獻與個案，並介紹產業資

料庫資訊相關業務及電腦機房設備等。

ECC人員於活動結束後提供心得分享並給予

公平會正面之回饋，且均表示藉由在各處室之工

作實習能深入了解公平會的組織運作，並透過個

案討論、產業參訪等活動對於競爭法的實務操作

更能進一步的了解。

結語

公平會自2002年起持續提供開發中國家競爭

法技術援助，透過受援助國所提出之訓練需求安

排課程，並於活動結束後以問卷進行統計分析，

提升援助活動之品質。ECC為我國與非洲國家簽

訂的第一宗競爭法適用瞭解備忘錄，本次技術援

助活動亦為ECC首次來臺與公平會進行實務上之

執法交流，除有效提升ECC業務之推動外，亦有

助於未來雙方在執法層面上的進一步合作。

2 
 

2 
 

3 
 

3 
 

公平會辛主任秘書志中(左5)接見5位ECC學員。

ECC學員參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家電廣告之規範
與案例說明」宣導說明會。

外交部亞西及非洲司羅副司長靜如(左4)、史國駐臺大
使H.E. Thamie Dlamini(左5)與學員合影。

向ECC學員介紹大眾運輸服務產業，並講解競爭法相
關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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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向ECC學員介紹我國
紡織產業。

ECC學員參訪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同仁與ECC學員合影。

安排ECC學員參訪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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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為提升經營效率及國際競爭力，藉由合併、共同經營、出資等方式進行結合，以達規模經濟

之利益，但為避免事業規模擴大後，可能導致市場過於集中、妨礙競爭效果，公平交易法規定，事業

達到一定規模之結合，必須事前向公平會申報結合，但因應我國經濟發展趨勢與國際潮流，公平交易

法全文於民國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其中結合定義、範圍、申報內容、審理期間等規定亦作相當幅

度之修訂。

依據公平會統計，民國108年申報結合案64件，經處理結案60件；依處理結果觀察，不禁止結合

26件，禁止結合1件，停止審議33件；自91年2月（公平交易法於91年2月6日修正，將結合「申請許

可制」改為「申報異議制」）至108年底止，經處理結案1,013件，依處理結果觀察，不禁止結合499

件（占49.3%），禁止結合9件（占0.9%），停止審議499件（占49.3%），併案6件（表1）。

表1　結合案辦結統計-按處理結果分

另民國108年經由公平會審議不禁止結合計26件，按結合型態分析（結合型態適用2種以上採重複

計算），以持有或取得他事業股份或出資之行為（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計22件居冠；其次

為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第5款）計17件、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

業委託經營者（第4款）8件、受讓或承租他事業之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第3款）計4件、

與他事業合併者（第1款）2件（表2）。    

結合案件統計 

104 2 4

 

108 64 60

26 1 33 91 2 91 2

6 108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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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 49.3% 6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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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禁止結合案件統計

民國108年不禁止結合案26件，依行業別觀察，以製造業14件（占53.8%）為最多，電力及燃氣

供應業、金融及保險業與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各3件（占11.5%）居次；自91年2月

累計至108年底止，不禁止結合499件，依行業別觀察，以製造業254件（占50.9%）為最多，其次為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105件（占21.0%），金融及保險業57件（占11.4%），三者合

計占不禁止結合案件8成3（圖1）。

圖1 不禁止結合-按行業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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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2日於臺北市舉辦「108年度公平交易法專題講座-國際潮流下我國反托拉斯執法規範與走
向」。

■ 11月14日邀請Baker & McKenzie 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井上朗博士專題演講「最新日本獨占禁止法
之修正及其對在臺灣營運可能之影響」。

■ 11月15日、22日及29日於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舉辦「南方菁英公平交易法與案例研習營」。

■ 11月19日及28日分別赴屏東縣竹田鄉竹南社區發展協會及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舉辦「交易陷
阱面面觀」活動。

■ 11月20日於臺中市政府舉辦「108年度國高中公平交易法種子教師研習營」。

■ 12月6日於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舉辦第26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

■ 12月13日赴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舉辦「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活動。

民國108年11、12月份會務活動一覽

1.公平會於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舉辦「南方菁英公平交易法與案例研習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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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2.公平會於臺北市舉辦「108年度公平交易法專題講座-國際潮流下我國反托拉斯執法規範與走向」。
3.公平會赴屏東縣竹田鄉竹南社區發展協會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4.公平會赴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舉辦「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5.公平會於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舉辦第26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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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11月4日至28日辦理史瓦帝尼王國競爭委員會(ECC)派員來臺進行「課程訓練」及「工作實習」合
作事宜。

■ 11月7日參加ICN「機關成效工作小組」電話會議。

■ 11月12日至14日派員至韓國首爾參加OECD-韓國政策中心競爭計畫「卡特爾案件調查技巧」競爭
法規研討會。

■ 11月14至15日派員至墨西哥墨西哥市參加ICN「單方行為研討會」。

■ 12月2日至6日洪財隆委員率團至法國巴黎參加「OECD競爭委員會」12月例會及全球競爭論壇相關
會議。

■ 12月4日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國際事務官Andrew Heimert先生到公平會拜訪。

■ 12月12日參加ICN「倡議工作小組」 網路研討會。

民國108年11、12月份國際交流活動一覽

1.公平會赴韓國首爾參加OECD-韓國政策中心競爭計畫「卡特爾案件調查技巧」競爭法規研討
會。

2.公平會辛主任秘書志中(右四)與到會拜訪之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國際事務官Andrew Heimert
先生(右三)及出席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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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印刷：鴻遠數位文化有限公司

 電話︰（02）2768-2833

 地址︰10566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602號9樓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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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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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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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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https://www.ftc.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