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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面臨全球化環境的快速衝擊，台灣正努力調整國家整體的發展方向。近期行政院推動

的「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便初步揭示台灣未來發展的願景。其中，如何迎接全

球化的挑戰？如何面對中國大陸的競爭？如何建構人本的綠色矽島？如何因應國家組織再

造與社會人才供需結構的改變？如何滿足台灣運籌的國際視野？這些問題，都呈現出未來

台灣發展過程所必須面臨的挑戰。而列入國家十大重點投資中的 e 世代人才培育、文化創意

產業發展、國家創新研發基地、產業高值化、數位台灣計畫、全島運輸骨幹整建計畫、以

及水與綠建設計畫等，1則對應的反映出國家以科技研發為本的規劃理念。 

                                                         
♦ 本文之完成得力於東吳大學法律系碩士生李子聿同學及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生錢逸

霖同學之實質貢獻。 
* 作者范建得為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兼所長；莊春發為淡江大學產業經濟系教授。 
1 其他三個為觀光客倍增計畫、營運總部計畫及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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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國家發展以及培植新興科技產業之企圖心始終如一，而共同研發則更是規

劃中之必要措施，這其中，不論在以基礎科技研發為重的國家型計畫或在強調產業應用之

研發聯盟俱然。尤其在我國加入 WTO 後，如何調和科技政策與國家競爭福祉、維護不同產

業間之競爭利益，以及維持市場競爭機能並排除限制競爭，均使得共同研發因牽涉及聯合

行為之規定，而成為十分關鍵之重點課題。由於我國對於聯合行為採行原則禁止例外許可

之制度，從而究竟在我國大力發展科技之際，如何同時維護一樣攸關國家福祉之競爭秩序，

已然成為公平法施行以來持續為各界所重視之課題。 

就我國產業發展之經驗來看，不論支撐傳統產業升級之中心衛星工廠體系、高科技廠

商的共同研發或國家型研究計畫所推動之研發成果共享，如國家基因體計畫之核心設施子

計畫，以及近來積極推展中的光電產業聯盟；這些都是承續我國過去之產業發展政策，以

資源分配及共享為核心來引領重點產業發展之規劃。 

然則不可諱言者，對於已正式加入 WTO 的我國而言，人為的資源配置及其後所衍生的

市場力量分布，終將對於市場機制產生影響。尤其在產業間或技術間之資源競用過程中，

被納入資源共享圈之技術或機構通常享有較優勢之競爭地位，且隨國家或產業同業公會積

極推動必要之資源、技術、設施等事項之合作或分配，往往更使新興科技之研發成果落入

少數事業之掌握，甚至隨其研發成果之市場化，轉而成為扭曲市場競爭機能之限制競爭條

件。當我們肯認共同研發乃持續創造台灣產業生命力之泉源時，其可能對於競爭產業、技

術或事業產生之負面效果仍不可小覤；而這也正是歐美日等國之競爭法也始終對於共同研

發投以相當關注之由來。 

整體而言之，就我國競爭法之角度來看，共同研發之例外許可應係一個十分核心的研

究課題，其研究除應重視註釋及比較法學之探討外，更重要的是研判例外分際所應依賴之

經濟分析及其評斷邏輯。此外，我國公平法第十四條所設定之總體經濟利益與公共利益權

衡標準，往往是比其後各款之門檻規定更為複雜而繁複之分析，若不能嘗試將經濟分析之

內容與過程某種程度之規範化，以利執法者與受規範者之互動，則例外許可審理過程之不

確定性與可能之延宕將嚴重傷害國家整體福祉。是以，共同研發之例外許可及其經濟分析，

應係本研究最根本之課題所在。 

 
關鍵詞：聯合行為、共同研發、例外許可、經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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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公平法對於共同研發之規範與基本理念 

 

一、法源及公平法於共同研發之適用 

 
依據公平法第十四條：「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而有益於整體經濟

與公共利益，經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一）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

效率，而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者。（二）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

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或市場者。…」   

整體而言之，在現行的公平交易法規範下，共同研發顯然必須依據前開法律規定提出

申請並獲得事前許可。由於公平交易委員會在進行許可與否之審查時必須行使其行政裁量

權，並就共同研發是否「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為判斷，是以如何讓受規範者與執

法機關之間能具備彼此合理溝通之基礎，進而讓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作成之處

分能符合行政程序法之要求，且真正符合交易法管制聯合行為（共同研發）之目的，爰有

就共同研發行為許可與否擬定審查原則及基準之必要。 

 

二、共同研發之定義 

 
形式上，所謂的「研究開發」，是指以透過對事務之分析所得之系統知識為基礎，進一

步地以現有資源為基石或另行創新之謂。是故，「共同研究開發」（共同研發）即是在進行

開發之主體上作為與研究開發不同之認定。申言之，凡有二以上之主體共同參與研究開發

之行為，即是所謂的共同研發。然而，此定義僅止於共同研發形式上之意義而已。就共同

研發之實質意義上作探討，則需進一步將共同研發之實質研發內容，加以界定。依我國公

平交易法第十四條第二款：「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共同研究開

發商品或市場者。」是以，所謂的「共同研發」，當是指二以上之組織對於商品或市場加以

創新或改良，冀以獲致組織之目標利益而言。2又此複數事業不能僅以共同研究開發之形式

上名義而認定，需以是否實際參與共同研究開發之行為來判斷，乃屬當然。依據 Katz（1986）

之理論，係將共同研發定義為成員廠商共同設立一研究室，在共同進行研發行為之前，協

議共同分擔此研究室所需成本及共享研發之後的成果，此應屬最為廣義者；至於就我國之 
 

                                                         
2 此外，亦有認為所謂的共同研發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組織，基於某些政策的考量，合作
進行研發工作，共享成果，以實現目標利益。參徐木蘭/朱文儀，產業聯盟管理面的挑戰﹣﹣
從國內企業共同研發談起，臺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15 卷第 5 期，1992 年 5 月，頁 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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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言，共同研發除有與前述一般之定義相契合之處外，亦有其特殊之處。基本上，二家

以上（含以上）廠商參予，共同提供資金、人才或技術，自行從事研究發展活動；或數家

廠商聯合委託研究機構，如工研院、資策會及學校等，代為開發共通性技術（generic 

technology），由廠商派遣研發人員參予或技術的投入，並取得技術移轉3者均應屬之。其次

也有認為策略聯盟因係二個或二個以上的企業透過合資、技術交流、共同研發、生產或行

銷、產能交換、相互技術授權或以上活動之組合而達到互利互惠的合作關係，4從而亦應屬

之者。 

 

三、公平法之適用範圍 

 
依據我國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第二款之定義可知，得適用公平法之規定申請許可者當

以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或市場者為限。準此，

共同研發之對象包括商品及市場之研發，而就生產程序而言，一般則認為雖在文義尚有異

於商品，然鑑於其乃研發商品或市場之效果必然涵蓋之範圍，故而並無將之與商品或市場

作差別待遇的理由。故此，在解釋上，我國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第二款所適用之共同研發，

當及於商品、生產程序（技術）及市場三者。5而就前二者言，則又可區分為新產品之研發

與既有產品之改良以及新技術之研發與既有技術之改良。茲以簡表述之。 

 

 

 

 

 

 

 

 

 

 

 

 

                                                         
3 王健全，產業特性對研發聯盟的影響，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15 卷第 5 期，1992，頁 32-35。 
4 黃孝寬，推動企業策略聯盟擴大開發國際市場，華商貿易，第 317 期，頁 12-15。 
5 劉華美，聯合行為例外範圍之探討，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 5 月，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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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適用聯合行為規定之共同研發類型 

 
依據經濟理論之分析，共同研發會因其類型之差異而有不同之市場效果，從而會影響

審查之基準。故此，特參考一般學理將足以影響審查基準之執行之類型分別案主體、性質、

目的、實施方法、協議內容區分如下：6 

 

（一）以參加者之關係區分 

本類型即是以參加主體而加以區分，可細分如下：A、事業和大學或政府；B、事業與

事業相互間。後者可再區分為（a）相同事業類別；（b）不同事業類別。其中，不同事業類

別可再行區分為：Ⅰ、上游和下游等，對於產品等有繼續交易關係之事業所為之共同研發；

Ⅱ、對於產品無繼續交易關係事業所為之共同研發。茲以簡表說明之。 

 

 

 

 

 

 

 

 

 

 

 

 

 

 

 

 

 
本類型之區分法，係屬公平法上適用主體之範圍，如上述 A，是否有違公平交易法，

即在於大學或政府是否為公平交易法規範之主體？一般以為，行政機關介入研發，通常為

                                                         
6 許永欽，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第二款共同研發意義初探，公平交易季刊，第 3 卷第 2 期，1995
年 4 月，頁 71-75。 

依

主

體

區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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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事業與事

業相互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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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研究且風險大與所需成本高，且以事業單獨完成顯具困難為前提而參加，因而大多無

涉於公平交易法。惟由聯合之觀點以觀，上述 B（a）即屬產品市場上之聯合行為，因而需

加以注意，同時，因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七條及第十四條所規範者乃是水平的聯合，因而有

加以檢討之必要，不得不加以注意。至於上述 B（b），此類型雖不屬公平交易法上規範之聯

合行為，因其非屬於同一水平之競爭者，從而，仍需進一步探究其對競爭市場是否會造成

影響而阻礙競爭。 

 
（二）依性質區分 

依性質區分，有下列幾種類型： 

1.基礎研究 

一項實驗的或理論的創見性工作。其特性有：一種新知識之發展；未預期有任何特殊

應用；可作學術論文發表。 

2.應用研究 

一項基礎研究所發現新知識的實際應用。其特性有：一種新方法或新用途的發明；以

某一特定的實用目標或目的為其主要導向；成果可發表論文或申請專利。 

3.發展研究 

一項從新發現或新發現所得之知識中，有系統的加以應用。其特性有：新產品的開發；

作業程序之改善；提高生產效率等。 

上述 1、2、3 之發展有其階段性，而為此類型區分之目的，乃在於判斷共同研發於產

品市場上對競爭之影響是直接或間接。如就上述 3 而言，其成果因為是直接對於產品市場

造成影響，即有檢討之必要。至於不以特定產品開發為對象之基礎研究，即使為共同研發，

也不會對產品市場之競爭造成影響。 

 
（三）依目的區分 

此一區分約有下列幾種類型： 

1.對既存技術、產品的改良或對與既存技術、產品相競合技術、產品之開發為目的。 

2.以開發與既存技術、產品不相競合之技術、產品為目的。 

此類型之差異，從公平交易法之觀點，於檢討因共同研發而受到影響的市場範圍，變

成為依各重要因素。如上述 1，如產品或技術研發成功，變成為市場上之新競爭者，從而對

處競市場競爭即有貢獻；而 2 之類型，乃在開發一個新技術、新產品，假如研發成功，可

能會造成一個新獨占狀態，對市場結構之改變，非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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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實施方法區分 

倘依實施方法而區分，可分為四種類型： 

1.在參加事業者之間彼此分擔研究活動。 

2.參加事業共同地設立實施研究活動之組織為之。 

3.研究活動由事業團體為之。 

4.參加事業一方提供資金；另一方面為實施研究活動。 

此一區分類型的差異乃在關係到公平交易法適用範圍之問題上，如上述 1，在寡占市場

中為聯合行為時，如何解決？上述 2，以共同方式設立組織為研究開發，涉及到結合與聯合

之重疊問題？又關係企業與母公司得否為聯合行為？上述 3，事業團體得否成為公平法聯合

行為之主體？等均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另外，在上述 4 中，如參加事業，一邊提供資金，

僅他方為實施研究活動，可謂是一種基於一定之對價而全部取得研發成果，此種方式，不

具有所謂事業共同行為之性質，應該是有如民法上單純的以技術開發為目的之承攬契約（民

法第四九十條）或是類似技術買賣契約（民法第三四五條）。因此，不被認為屬於一種共同

研究開發。 

 
（五）依協議內容而區分 

共同研發如以其協議內容區分，可區分為單純的共同研發協議與包含附隨協議的共同

研發，附隨協議在此又可區分為為確保研發協議完滿實現者，或係關於研發成果如何使用

分配，亦即涉及研發後之生產、銷售與專利商標取得的附隨協議。經濟實務上，事業訂立

單純研發協議的情形較少，包含附隨協議的情形較多。因此，德國實務上共同研發常與專

業化協議或其他合理化協議併同作成，並依各該款與以正當化。在我國共同研發既經立法

者規定為獨立例外類型，並由此顯現本款與其他各款主要規範目的之差異，因此即使研發

協議與其他附隨協議併同作成時，除共同研發不構成限制競爭而得僅就個別附隨協議內容

分別判斷外，應使整個契約或協議整體併受本款之評價。 

如上所述，共同研發有不同之各種面貌，不同類型的共同研發對於市場競爭也有不同

之影響，其所被規範之要件亦不盡相同，因此，在判別共同研發是否為競爭法所規範，首

務之急，應先了解事業間之聯合研發屬何種類型，之後，才就其影響競爭層面加以評估，

而決定是否容許其存在。 

 

五、公平交易法之於共同研發行為及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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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進學說認為，研究開發之行為毫無疑問地是競爭的手段，也是競爭的客體，7因此自

然受公平交易法第七條之限制。詳言之，共同研發一方面作為事業針對現時或未來產品市

場的競爭參數，符合事業以研發為手段，在產品市場上以較有利之條件爭取交易機會的性

質，只不過這種競爭參數與其他競爭手段的投入不同，並不直接以市場過程表示，但市場

關係的徹底改變卻往往植基於這種手段的成果；另一方面亦存在單純的研究競爭，亦即不

直接牽涉產品市場的研究市場，研究開發本身即是競爭的客體，此通常以技術競爭的形式

表示，在比較屬於基礎研究的領域特別明顯。換言之，研究開發本身具有競爭的性質，不

因其標的之不確定或僅是前產品及當然不受競爭法之限制。8再者，共同研發既是二以上之

事業為了開發產品、技術及拓展市場之公同活動，因此，複數事業基此目的必須為相互提

供技術、資金及勞務等以為能夠共同研究開發活動而達成共同合作之目標。 

綜上，共同研發具有兩種性質，9其一：就宏觀面言，共同研發既是達成共通之目標所

為的活動，此活動以共同行為方式為之，因此可知以共同行為方式為之在公平法上即屬聯

合行為。10其二，共同研發的第二個特質則需由每個參加成員來看，其乃提供資金、技術、

勞務等而接受成果之人，因此需由微觀面來盱衡參加成員間之種種行為是否構成不正競

爭，蓋因為了達到共同研發之目標，參加成員間經常締結種種條款以規範彼此，但此規範

行為可能在行為上限制第三人參與競爭機會，或效果上影響到，但也有可能參加成員間彼

此受限制，可是此種限制卻顯不合理或失其均衡，因此，當從不正競爭觀點來逐一探討每

一限制行為之種類。 

此外，需進一步探討的是共同研發具有整體限制競爭之性質，亦有參加成員相互間或

與第三人間為個別限制競爭之性質，於此兩者性質孰輕孰重，為共同研發時兩者需合併觀

察或個別為之呢？一般而言，此二者雖屬不同之性質，但從共同研發一體性以觀，應全盤

且同時考量此二種性質所帶來對競爭之衝擊性，因整體競爭雖然重要，個別競爭之秩序維

持亦不容忽視，不應分裂為二。 

                                                         
7  此即所謂的聯立模式(simultaneous model)，其認為固然企業創新確實含有設計、生產、行銷

等序列活動，但因其同時涉有其他各種經濟主體或組織，彼此不具有上下游之垂直關係。因
此，研發人員必然會有緊密的結合，以從事於製造、行銷等，以迅速的回饋到產品生產的過
程。 
基此，企業創新在此即是只能夠迅速的利用既有的科技成果設計商品而言，儘管這項商品化
的創新在科技地位並不具有領先地位，但是這樣並不會妨礙到企業的成功。參張升星，從國
際競爭論企業結合之法律問題，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頁 86-87。 

8  劉華美，聯合行為例外範圍之探討，台大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 5 月，頁 92-93。 
9  許永欽，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第二款共同研發意義初探，公平交易季刊，第 3 卷第 2 期，1995

年 4 月，頁 64-67。 
10 聯合行為，一般以為其具有行為共同性與約束相互性。參賴源河編審，公平交易法新論，元

照出版，2000 年 9 月，頁 22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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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總體經濟利益與公共利益之考量 

 
（一）促進或限制競爭之效果併存 

依據公平法第十四條之規定，公平會在從事許可與否之審查時，必須本諸於「有益於

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之判斷，而就共同研發言，其對於競爭產生之主要效果有相對的兩

個面向；亦即一方面有促進競爭之效果，另一方面則同時會有限制競爭之疑慮。 

1.促進競爭之效果 

面對當前變遷快速之科技市場，市場普遍存在著高度進入障礙，循此，對所有企業而

言，共同研發顯得格外重要，因共同研發具有下列優點：（1）共同分擔風險、成本；（2）

技術互補；（3）保持技術之優勢；（4）達成規模經濟11。 

換言之，廠商藉由彼此間補充性技術之整合，將可突破技術上之障礙，也因此優勢非

為個別廠商所得獨立完成，所以共同研發即產生了極大之促進競爭之效果，這就大部分研

發成果所產生之效率而言，實屬相當可觀。基本上，經由彼此間的技術和資金資源之整合，

合資可避免浪費和重複在產品開發上之研究，並加速新產品的開發，而且通常研發合資企

業亦鼓勵廠商在新科技方面作投資。是以無論就社會有限資源的運用或社會價值的衡量，

甚至產業之進步而言，共同研發皆具有正面之意義。12 

2.限制競爭之效果 

然就在共同研發活動之本身而言，在市場上仍有許多研究發展活動，係個別事業仍能

獨自為之者，而共同研發之存在，即可能使事業過分依賴而喪卻其本身之研發能力。此外，

共同研發中彼此拘束之條款約定，往往也會發展成為拘束參與者或妨礙第三人之效果，對

技術市場或產品市場而言，並非妥適。13同時，本諸公平交易委員會於籌備時期所擬之「聯

合行為例外許可核駁標準衡量預擬表」可知，其負面影響計有：（1）共同開發市場後，可

能自行劃分市場，將會導致限制市場競爭之情況；（2）縱使不劃分市場，亦容易形成市場

進入障礙，限制市場競爭；（3）業者可能在其開發市場上濫用市場地位；（4）業主經營、

產銷策略可能約束。14 

 

                                                         
11 陳振興，共同研發、外溢與專利授權，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頁

5-6。 
12 汪智楊，合資在反托拉私法規範中適用與豁免之研究－－試從美國與歐洲共同體現行法觀

察，東吳大學碩士論文，1993 年 6 月，頁 66。 
13 許永欽，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第二款共同研發意義初探，公平交易季刊，第 3 卷第 2 期，1995

年 4 月，頁 70-71。 
14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委託東吳大學法學院研究，聯合行為例外許可核駁標準及進度管理計

畫，1994 年 4 月，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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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政策及研發法規之影響 

在台灣，因產業投入研發之規模遠不及先進國家甚至其他新興工業國家，國家乃積極

就此加以銜接，近年來除持續就資源之投入繼續有所成長外，更積極的就研發成果之擴散

加以著墨。例如經濟部本於健全研發成果運用之法制環境、促進研發成果有效運用、簡化

行政程序，乃依科技基本法第六條第二項之規定，於民國 89 年 12 月 6 日發布修正「經濟

部科學技術委託研究發展計畫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目的即在以「藏技於民」之精神，

貫徹科技基本法所揭櫫之「公平」與「效益」原則，將研發成果與智慧產財權移轉業界，

期能達成提升產業技術水準與促進整體產業發展之目的，厚植產業界的研發能量。 

由於共同研發具有分攤成本、降低風險、減少技術開發時程、避免重複投資等益處，

故可提供業界技術提升或改進製程之捷徑。而在我國研發經費投入相對偏低的情況下，引

進國外先進技術，並有效運用國內自有技術，將是未來科技專案的重點工作之一。而透國

共研發之規劃，成功的進行技術移轉，更將有助於產業提升技術水準；且適當的技術引進，

除可彌補自行開發之不足外，更希冀在建構完善的技術移轉機制的同時，快速取得先進技

術並有效消化運用，於承接技術後，發展出自有的技術競爭力。  

此外，為協助民間從事研究發展，並充分運用科技專案建置之人力、技術、資訊與設

備等，經濟部經多次與產、官、學、研代表諮商，特委由工研院、生物技術中心、紡織中

心、金屬工業中心、食品所、中科院等單位，提供開放實驗室及創業育成中心之空間，作

為企業及個人從事技術研發及科技創業之用，期能促進國內業者投入研發活動，提升整體

產業之技術層次及產品競爭力，這些都是當前國家之重要工作。 

開放實驗室之運作模式有技術共同研發模式與創業育成兩種：（1）合作研究模式：由

廠商就特定之研究主題與研發機構進行合作，並派遣研發人員進駐開放實驗室中，期能充

分利用研發機構之各項研究軟硬體資源，並藉由研發人員彼此間密切接觸產生之默契，以

提升研發品質與研究水準；（2）創業育成模式：針對具有技術研發能力，且有新創業或跨

入新事業領域之科技人員或中小企業，提供良好之研發環境，並協助有關商品化生產、管

理訓練及資金挹注等各項服務，希望能將創業初期或跨入新事業領域之風險降至最低，以

期創業順利成功。這些都是在我國政策工具使用下，所呈現出的另一種共同研發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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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例外許可之審查原則與基準擬議 

 

一、聯合行為之認定與公平交易法之適用 

 
依據公平法第七條規定: 「本法所稱聯合行為，謂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

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另依公平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

公平交易法第七條之聯合行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

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為限。 

在法律解釋上，公平交易法第七條及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之聯合行為可解釋為下列要

件：15 

1.聯合行為主體：有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 

2.聯合行為方式：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3.聯合行為內容： 

（1）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 

（2）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 

4.聯合目的：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 

5.聯合效果：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從公平交易法第七條所描述的聯合行為特色來看，凡事業有「共同決定」及「相互拘

束」事業活動內容之行為，均屬於聯合行為，並依施行細則第二條之規定，聯合行為之主

體縮限為：「具有水平競爭關係間之事業主體之間」，換言之，必須是在同一產銷階層的水

平產業聯合，而不及於不同階層的垂直產業聯合。其次，依據公平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

聯合之限制競爭效果，若不影響市場上供需關係時，並不構成法律所禁止的聯合行為，申

言之，公平法有意將不會影響市場功能之聯合行為（如市占率極低）排除在外。然而，公

平法第七條第二項之要件，性質上畢竟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在欠缺具體化之明確標準或

依據可供遵循之情況下，事業根本無從預為判斷所為之合作行為是否會落入聯合行為之管

制範疇，最終仍取決於公平會之個案審查，此無形中提高廠商風險評估之成本，也浪費許

多政府管制的行政成本。 

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對於事業間之聯合行為，採「原則禁止，例外許可」，因此，除能

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二條第一項規定解釋，認該事業相互約束活動之行為，非屬於第

                                                         
15 黃茂榮，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植根法學叢書，初版，1993 年 10 月，頁 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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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條所稱之聯合行為外，皆必須向公平交易委員會申請許可。但聯合行為之態樣極多，亦

不乏有對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有益者，不宜完全否定其存在價值。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

但書即就聯合行為列舉七款類型化的例外情形，允許事業先向公平會申請許可。 

現行公平法對共同研發的規範係規定於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從條文規定來看，必

須是參與事業以「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為目的，才能申請許可。

且參與事業需是屬於同一產銷階段有競爭關係之事業始為適格主體。一般而言，參與事業

之所以參與共同研發主要目的在於避免風險過大，或者本身技術、資金不足之情況之下，

才會與他事業共同為之，因此上述四種目的應是主管機關准駁與否的考量因素，參與事業

共同研發之目的乃在於希望能創新或改良產品或技術，藉此取得市場競爭優勢。 

又根據公平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共同研發的對象有二：一為商品，一為市

場，商品指的是具有經濟性性質，得成為交易對象之客體即屬之，因此，凡是有形產品及

無形勞務皆涵蓋在內。另以歐盟 2659/2000 規則為例，其第一條係將產品與製程包括在定義

中；而日本研發準則認為只有技術、產品之研發屬之。準此，同前揭所述在我國，共同研

發對象仍應以包括產品和技術（製程）為宜。至於我公平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包括

之共同研發「市場」，似乎更具現代科技競爭的意義，一來增加市場上的競爭度、強化競爭

結構，特別是保障中小企業聯合開發新市場，二來鑑於國內市場有限，宜積極拓展國際市

場，故予以正當化，16三者，更能契合前瞻科技發展下對於研發、技術與產品市場之區分方

式。 

 

二、聯合行為構成要件之於共同研發 

 
誠如前述，共同研發在我國公平法之下屬於聯合行為之類型，若未經許可，自屬違法。

有謂，倘廠商所共同研發係一「全新之產品」可解釋為非聯合行為，因為各廠商尚未生產

新產品（因尚在研發階段），自無現在之競爭關係，而第七條係規定「與有競爭關條之他事

業‥」，其應限於現在之競爭關係，而未包括「將來之競爭關係」。會有如此解釋之原因，

乃是因法制不健全，為緩和公平法對共同研發過度干預之權宜之計。然無可否認者，何謂

「全新之產品」自是十分抽象，例如在卡帶盛行的時代，研發 CD 算不算全新之產品？而

DVD 在無人生產時，是不是也算全新之產品？類似之，外國已在累積多年之實務經驗後制

定出具體而實用之法規範，值得我們在相關法規範上作補足與修正以免廠商卻無所適從。 

第二個值得探討者為會構成聯合行為之共同研發主體範圍是否包括研究機構（如工研

院）、學術機構和政府機關？聯合行為之主體為有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因此關鍵在於上述

                                                         
16 劉華美，聯合行為例外範圍之探討，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 5 月，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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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爭議性之機構是否與另一事業有競爭關係，根據公平法第四條規定：「本法所稱競爭，謂

二以上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之行

為。」依台灣目前之狀況，教育部登記有案之大專院校、依特別法所設立之財團法人以及

政府機關，均不會以其主體與他事業產生競爭之行為，因此解釋上原非構成聯合行為之共

同研發主體。然則基於研發機構仍有可能藉由前述之產學合作扮演足以影響市場競爭之研

發角色，加以其同樣有參與廠商爭取研發資源之身分，這些都將導致其仍有適用聯合行為

規範之可能。凡此均有待後續個案上之處理。 

第三個問題為公平法第十四條第二款與第七款之關係為何？公平法第十四條第七款乃

規定中小企業之聯合，其目的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率，或加強其競爭能力。其共同行

為態樣有： 

1.引導生產力向上之手段； 

2.改善對大企業的交易關係之手段； 

3.確定健全合理的交易規則之手段。17 

我國產業結構以中小企業占事業絕大多數之比例，因此，如中小企業共同為研發，究

應依第二款或第七款為申請許可呢？第七款乃沿襲德國法，主要是指中小企業之合理化聯

合和行銷聯合，18而共同研發則專係指合理化聯合下之狹義合理化聯合，因立法之初，有意

將其獨立作一類型而有別於其他行為，因此，如中小企業共同為研發，亦應先依第二款為

申請許可始合乎立法體系。相同見解為：凡符合第十四條第七款意義下之企業者，固不妨

礙其仍可能符合其它六款之許可事由，即使不具備其餘六款之特定行為態樣，亦得僅以增

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率或加強競爭能力為理由申請許可，只要其行為之結果有助於總體經

濟或公共利益，即係正當而應予保障之聯合行為，是以第十四條第七款相較於其他例外類

型而言，在設計上即已隱藏了可能的「擴大適用」空間，提供了法律適用者對於本款的判

斷上更為寬廣的自由。19 

最後，雖然公平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聯合行為以「足以影響生產、商品或服務供需

市場功能者」為限，然而業者是否得以確信自己之聯合行為並無限制競爭誠屬疑問，因此

造成了如需確信本身之聯合行為合法，唯有申請一途，但行政機關的審查往往費時許久，

一方面有礙研發時效性之疑慮，另一方面也有導致行政資源浪費之可能。尤有甚者，若競

爭者間之合作行為不屬於第十四條列舉之七項情形之一，儘管該合作行為「有益於整體經 
 

                                                         
17 賴源河編審，公平交易法新論，月旦出版社，1994 年 11 月，頁 291。 
18 黃茂榮，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植根法學叢書編輯室，1993 年 10 月，頁 250-252。 
19 台大法學基金會，公平交易法行為主體之研析，八十二年度行政院公平會委託研究計畫案

四，82 年 6 月，頁 25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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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與公共利益」，亦根本無從向公平會申請「例外許可」，而落入所謂「原則禁止」之列。

由於此種行政不效率與法規範不健全之現象，導致民間業者成本大增，因此，目前業者普

遍是自認有正當理由之競爭合作，不向公平會申請許可便私下進行共同研發。如此一來法

規範形同具文，而願守法者反而受到不利益，長期而言，對於台灣之科技發展具有不利之

影響。惟這些都有賴未來法規之調整，並非透過審查基準之建立即能解決者。 

 

三、共同研發之經濟效果 

 
（一）正面效果 

1.共同研發可擴大研究規模，提高廠商研發成功的機會 

共同研發係集眾多廠商之資金、人力、物力，投入研究之工作，相對而言，它所能提

供的資金、人力、設備，必然比個別廠商單獨所能提供的要多、要廣，在充足的物資的支

援下，研發成功的機會就比較大。尤其是處於當前高科技主導市場的時代，充足的資金，

充足的人力，絕對是研發是否能夠獲得具體成果的必要條件。共同研發制度乃提供研發成

功的平台。 

2.共同研發使廠商間互補技術能夠產生綜效之效果 

參與共同研發的廠商，原則上係來自同一產業，或同一產品的上下游產業的廠商，他

們所擁有的技術形式，也許極為接近，甚至幾乎雷同，但不可否認的，他們彼此之間在不

同的技術之間，仍有強弱或相對優勢或弱勢。藉由共同研發的平台，將能產生互補之機制，

截長補短，大大的提高共同的研發能力，提昇研發成功的效果。 

3.減輕技術專用的問題 

共同研發所產生的技術，或產生的新產品（product）或新製程（new process），將歸於

參與廠商所共享，因此參與廠商均可接近新技術、新產品、新製程的機會，不會形成技術

封閉於少數廠商手中，無法發揮全面效果之弊病。 

4.技術的功效可以全面普及 

共同研發，若非全部廠商均參與，仍然會產生搭便車（free rider）的效果。未參與廠商

能有可能藉由技術的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而獲得好處。但是共同研發制度的確有它的

正面效果。第一，參與廠商由於可立即使用該技術，因此將使研發的結果，產生新產品或

節省生產成本的功效。第二，共同研發使知識變成共同資產（common asset），有利於技術

訊息的普及於整體社會，它將使研究發展的成果，能為社會所共用，有益整體社會福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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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20  

 

（二）負面效果 

1.降低個別廠商研發的努力程度 

共同研發是以眾多廠商努力的方式，從事新產品、新生產製程發現的工作。但是就市

場的本質而言，「研發」本來就是個別廠商所能採行的競爭策略之一，廠商以共同研發取代

個別研發，勢必使市場上廠商間研發競爭的可能被排除，不利於整體社會。21 

2.降低社會創新的步調 

許多正式的 R＆D 共同研發模型22證實了，共同研發會降低整體社會創新的步調

（pace），但它卻對整體社會則有福利增進的效果，它的出現是反熊彼德主義（Un－

Chumpeterian）的。之所以會產生反熊彼德現象的理由是，眾多參與共同研發的廠商會有投

機的行為，提供較少的研究投入，仍有機會共同享受其他廠商研發的成功。因此形成整體

社會研發投入的減少，不利於產業創新的提高。但在另一方面卻由於共同研發共享成果的

機制，使得每位參與研發之廠商有機會使用新的技術，從而使研究出來的技術立即能夠獲

得發揮，整體社會福利因而上升。換言之，它顯現新產品的供給或新技術的使用，產生相

互對抗之效果，最後則因後者效果大於前者之效果，使社會上之消費者受益。 

3.可能形成生產或配銷上勾結的平台 

共同研發的過程，不可避免的參與廠商在技術上或其他管理動作上，必須相互協調，

交換訊息，而這些行為很可能延續於生產產品上，甚至延伸到產品的配銷上，使市場績效

由寡占朝向獨占的發展。如同 Katz（1986）所述：「合作性的 R＆D 安排，可能提供廠商們

                                                         
20 基於共同研發帶來上述的正面效果，許多政策決策者與經濟學家均主張，政府部門尤其是反

托拉斯部門內，應改變對共同研發的看法，採行鼓勵的態度，這些學者包括 Ordover, J. A. and 
R. D. Willy(1985), Antitrust for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Assessing Research Joint Ventures 
and Merger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 28：311－333；Grossman, G.. M. and C. 
Shapiro(1986), Research Joint Ventures：An Antitrust Analysis,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2, 315－337；Brodley(1990), Antitrust Law and Innovation Cooper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4：97－112；Jorde，T. M. and D. J. Teece(1990), Innovation and 
Cooperation：Implications for Competition and Antitrus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4, 75
－96；Shapiro, C. and R. D. Willig(1990), on the Antitrust Treatment of Production Joint Ventur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4, 113－130. 

21 Nelson, R.R. (1961), Uncertainty、Learning and Economics of Paralle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ffec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3(4), 351－364. 

22 d’Asprement, C. and A. Jacquemin(1988), Cooperative and Noncooperative R＆D in Duopoly with 
Spillover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5(5), 1133－1137；________(1990), Cooperative and 
Noncooperative R＆D in Duopoly with Spillovers：Erratu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3),641－642；Henrigues, I. (1990), Cooperative and Noncooperative R＆D in Duopoly with 
Spillovers：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3),638－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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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面，在一起討論產品市場勾結方法的機會」，此懷疑觀點，亦為學者 Pfeller ＆ Nowak

（1976）所強調。而該情形亦為學者 Berg ＆ Friedman（1980）所實證。 

大致而言，非經濟學界的工程師、科學家及管理學界較傾向於支持共同研發的活動，

但相對的在經濟學界仍有不少質疑之聲，如 Sharpiro ＆ Willig（1990），Brodley（1990），

均懷疑廠商可能利用共同研發、聯合開發之方式，在生產甚至行銷階段進行勾結、剝削消

費者，導致社會福利的降低。此外，共同研發的組織、管理過程相當困難，業者之目標分

歧，加上道德風險（moral hazard），整合不同廠商之科技資源非常困難，因此他們抱著反對

之意見。23 

4.成為參與者處罰競爭同業的手段 

Brodley（1982）以為共同研發可能成為某些廠商處罰競爭合夥廠商的工具。有些廠商

可能會藉由抑制達成共同研發的持續性的合作，而處罰過度競爭的合夥廠商。24 

此外，Goto ＆ Wakasugi 之（1988），也從另外一個面向討論共同研發可能帶來的負面

效果，他們認為共同研發已成為參與廠商的共同資產（common asset），它們可能會鼓勵參

與廠商藉共同研發成果提高對手進入市場的成本，以達成阻止潛在廠商進入市場的目的。25

學者 Vickers（1985）也持相同看法，認為共同研發所造就的共同資產，將只利於所有參與

共同研發之廠商。26 

（三）經濟理論就不同研發類型之評價 

總之，由以上經濟學界對共同研發的研究，發覺共同研發的確在發現新產品、新技術、

新製程上，它的確有減少風險與不確定的效果，為參與廠商帶來生產成本的降低，從而鼓

勵廠商增加研發支出之效果。該制度之施行除有助於社會對新產品的發現，新技術、新製

程的發覺外，最重要的是它促進新技術的快速使用，有利於廠商生產效率的提高，增進整

體社會的福利。 

但在相反的角度而言，共同研發廠商合作的機制，可能在技術產品的銷售上，以及產

品的生產與配銷上，進一步形成合作之可能，不利於原有競爭機制之運作。換言之，共同

研發即使為社會的研發提升有正面的貢獻，但不可否認的，該活動的運作，也可能為參與

廠商提供進一步共用合作之平台，可能從而形成共同杯葛、勾結等不利市場競爭之行為， 
 

                                                         
23 王健全，影響台灣製造業共同研發活動之因素及其可行性之探討，台北：中華經濟研究院經

濟彙編，1993，頁 13。 
24 Brodley, J. F.(1982), Joint Ventures and Antitrust Policy, Harvard Law Review, 95(7),1530-1. 
25 Goto, A. and R. Wakasugi(1988), Technology Policy in Ryoctaro Kamiya, Masahiro Okuno, and 

Kataro Suzumura, eds., Industrial Policy of Japan. New York：Academic press, 199. 
26 Vickers, J.(1985), Preemptive Patenting Joint Ventures，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3(3), 26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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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吾人同意共同研發時，所不得不擔憂，以及不樂見其發生。惟以上之探討通常係概括

的以共同研發為課題加以檢討，並未就研發及其闊及於產製或市場交易行為時之影響加以

探討，其實這後述兩者正屬公平法必須特別加以關注者。以下謹就經濟分析上較為關切之

問題歸納如下： 

1.共同研發安排擴及於生產階段之疑慮 

共同研發的經濟分析裡，大部分經濟學者同意廠商共同研發對社會的正面貢獻，但卻

擔憂其延續於生產時合作帶來的負面效果。以上之看法只是臆測，是否真的如此呢？國內

何志峰（1992）的研究可提供一明確的答案。 

何文假設市場有 n 家生產同質產品的對稱廠商，每家廠商的成本函數為本身產量、本

身研發水準、對手廠商研發成本的函數，廠商的研發具有規模報酬遞減的性質。然後作者

依據（1）研發與生產階段均採競爭，（2）研發階段採共同合作方式，生產階段維持競爭，

（3）研發與生產兩階段均採合作方式等三種假設，分別分析其最後之最適研發水準與產出

水準，並比較其間之關係，他獲得下列之結果： 

只有在研發階段合作而生產階段維持競爭的產業，研發水準恆大於兩階段皆合作條件

下的研發水準。但若細究之下，則可以發覺兩階段均採合作下的「有效」研究水準卻是最

高的。是項結果顯示兩階段均採合作下，廠商將最能有效率的分配研發水準，減少研發重

複投資浪費的程度。 

在產業產出的分析結果，則兩階段均採合作時，其產出水準在三種條件下，呈現出最

低之結果，表示其最不利於消費者之消費。 

廠商利潤水準的比較上，則發覺兩階段均採合作時，廠商的利潤水準，恆大於只有研

發階段合作的利潤水準。由此情況之瞭解，即可體會廠商為何在研發合作的許可下，還想

進一步的取得生產也能在共同合作下進行的理由。在估計靜態社會福利時（即生產者剩餘

加上消費者剩餘），則發現兩階段合作條件下的社會福利最低。其形成之理由是兩階段合作

雖然使廠商有效率的分派研發投入，從而產生研發成本節省與利潤增加之效果。但同時間

內也因為產出水準因合作機制而受到抑制，造成消費者剩餘受到嚴重之傷害。因此，最後

形成消費者剩餘減少效果大於廠商利潤增加的效果，顯現出社會福利淨損的結果。換言之，

兩階段均予以合作的特權，將形成廠商利益增加，消費者福利減少的不公平結果。若以消

費者福利最大為衡量指標判斷，理論上當然不支持兩階段均採合作之方式。反之，若以社

會福利水準高低衡量該行為之正當性，也一樣呈現社會福利水準降低之效果，認為兩階段

合作不利於社會福利之增進。 

參與共同研發獲得成果的廠商，若面臨未加入研發廠商的威脅，則參與研發廠商可能

將彼此的外溢比例訂到技術上可以到達的程度。而且共同協議有可能成為成員廠商排擠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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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廠商，以及阻止新廠商參與的有效手段。 

綜上，吾等可以理解為何大多數先進國家對於廠商採行共同研發策略，基本上是持肯

定的態度，因為該策略將產生社會有效率配置研發投入的結果，可避免社會重複投資的浪

費，且對個別廠商而言，亦可因為研發成本的節省而獲得利潤提高之效果。然而，若允許

此合作行為延續於生產階段時，一方面由於限制產出效果的產生，將不利於消費者福利的

提升。二方面則由於該行為將產生廠商利潤增加消費者福利降低之相反效果，最後則由後

者之效果主導（dominant）前者之效果，形成社會福利水準的降低。因此不管以消費者福利

水準極大化，或是以社會福利水準極大化為衡量指標，它顯示的結果均不支持允許廠商在

研發水準合作，爾後又可將此合作行為延伸於下一階段的生產或配銷階段。 

2.共同研發安排擴及於商品銷售或其他市場交易之疑慮 

共同研發的成果基本上可創造出兩項產品，一是研發本身所獲的「技術」，它的功能可

能從而產生新產品的出現，或使舊產品的改良。它產生的效果，基本上是以產品形式表示。

當然就廠商本身而言，獲得新技術之後，它不一定要以產品的形式彰顯研發效果，它也可

以直接以「技術」本身做出售品的標的物，它呈現的方式是新技術與舊技術的改良。 

根據以上的認知，共同研發成果擴散（使用）的分析，應當將其區分為產品市場與技

術市場分別討論。可能產生的限制競爭行為： 

（1）技術市場 

I.獨占性訂價 

共同研發的推動，參與成員一般都是聚集了同業之成員，例如 DVD 的光儲存聯盟，3C 

Group，由 Philips、Sony、Pioneer 三家大廠組成，6C Group 由 Toshiha、Hitachi、Matsushita、

Mitsubishi、Time Warner、JVC 等 6 家大廠組成。而且有能力與夠資格參與的廠商，大都為

該業的大廠，例如台灣目前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TFT－LCD）產業聯盟，參與廠商幾乎

網羅業界的主要廠商：友達光電、中華映管、翰宇彩晶、元太科技工業、奇美電子、廣輝

電子、統寶光電、工研院電子研究所等八家公司與研究單位。 

未來這些廠商共同研發成功，創造出新的「技術」產品出來，未參與此研發聯盟的廠

商，或是生產相近想進入此行業的相關產業廠商，若想向進入該行業，或能夠持續存活於

該產業，則必須向該研發聯盟購買獨一無二的「技術」投入。基於共同研發成員由有能力

夠資格的廠商組成，這些廠商若以集體方式出售其「技術」時，必然具有市場之優勢地位

（dominant position），其售價可能採行如獨占性訂價為訂價，則容易產生公平法第十條的違

反。 

若「技術」由參與共同研發廠商各自獨立出售，仍須檢視個別廠商之市場地位，以及

其出售之價格水準而定，若個別廠商具有市場優勢地位符合公平法第五條之一的條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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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之售價又高得出奇時，則很可能為交易相對人指責為「獨占性訂價」之行為，從

而違反公平法之第十條「對產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 

II.拒絕交易 

參與共同研究發展之廠商，在獲得產業上獨占之技術時，立即會有兩種人有意取得同

樣技術，一是原產業未參與共同研究的廠商，亦即外面廠商（outsider firms）可能為能在該

產業與其他廠商競爭，能夠存活下去，必須向共同研發廠商購買技術，二是相關產業之廠

商或新廠商評估該產業未來發展樂觀，因此必須向共同研發廠商們購買。當然站在共同研

發廠商的立場而言，它可能就是想利用該新技術創造市場進入障礙，一方面對未加入研發

的小廠商產生市場淘汰的效果，二方面則希望藉此阻止潛在廠商進入市場。因此對新技術

的銷售態度上，會採行拒絕出售（refusal to deal）的策略。 

果真共同研發廠商有此行為，而其本身不管是個別廠商或是群體廠商，又在市場上具

有顯著之優勢地位時，則其均可能符合公平法第十條第一款：「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

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的要件，將有受罰之可能。 

III.差別待遇 

共同研發組織對於「新技術」產品的銷售，有可能採行利潤中心的方式，成立一銷售

組織，負責新技術使用費用的收取，而共同研發組織在訂定新技術的使用價格時，若對組

織內成員廠商與組織外成員廠商或新廠商，收取不同之價格，組織內成員價格較為便宜，

相對的非組織成員的價格較高，將造成組織成員與非組織成員因技術使用成本的不同，而

造成市場競爭的不公平。若共同研發組織具有市場優勢之地位，則將因違反公平法第十條

第二款而有觸法之虞。反之，若共同研發組織成員不具市場優勢地位，該項差別取價之行

為，亦將可能形成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二款的差別待遇行為。當然，是項行為是否屬於不當，

仍須依據施行細則第二十六條之規定，應審酌（1）市場供需情況，（2）成本差異，（3）交

易數額，（4）信用風險、（5）其他合理之事由等五項條件，評斷共同研發組織之行為的正

當性。 

IV.杯葛 

共同研發組織在銷售「新技術」產品的過程，有可能由個別廠商取得銷售之權利，但

在銷售的對象上，則可能產生「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而促使他事業斷絕供給」；從而符

合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之行為。而該行為又無法以施行細則第二十六條的合理理由以為

解釋，則可能有違反第十九條第一款而觸法。 

V.聯合行為 

若出售「新技術」之情節與杯葛所描述相同，而係由個別取得技術權利之廠商分別為

之。若新技術之出售價格均相同統一由共同研發組織所訂定者，則可能符合公平法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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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聯合行為之定義，以及第十四條之禁止規定。因為這些個別廠商係屬同一產業，屬於公

平法第七條之水平聯合之規定。如前所述，參與共同研發廠商均屬市場上主要廠商，是項

「新技術」之交易，也必然產生「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為公

平法聯合行為禁止中所欲規範之對象。 

VI.限制交易相對人與之交易之行為 

共同研發的成果－創造了「技術」的新產品，新技術的所有者，所有參與共同研發的

專利權人，在銷售其產品－「新技術」時，仍有可能產生對專利權購買人，限制其購買對

象，形成獨家交易的結果，也可能對其專利的使用要求地區限制、使用限制、客戶限制，

從而形成地域限制、顧客限制、使用限制的情形。當然「專利」產品可能並非一種，在銷

售專利技術時，這些專利權人，可能會強制專利購買人必須另外購買他不想購買的專利為

要件，從而形成銷售上的搭售行為。這些行為經公平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的

檢驗：「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

之影響」證實說當行為屬於不正當時，即有公平法第十九條之違反可能。 

（2）產品市場 

我國共同研發之許可原則上和世界其他國家的規範類似，只同意當事人單純就研發部

分允許其有共同之行為，不容許其共同行為為延伸至生產行銷的部分。例如台灣國際商業

機器股份有限公司（即 IBM）與摩扥羅拉股份有限公司（Motorola）申請成立「技術服務中

心」聯合一案，在許可內容六，公平會即明示：「雙方不得藉該技術中心從事或與客戶從事

任何聯合促銷產品、議定價格或市場調查等行為」禁止業者進一步共同行銷之行為。在許

可內容七中指陳：「威力晶片技術服務中心係屬服務性質，應依所申請成立宗旨不予收取費

用，或從事其他形式之交易行為」此即禁止參與共同研發之當事人共同利用研發成果之行

為，亦即禁止當事人「共同生產」之活動。是故，我國競爭政策主管機關所採之原則是，

共同研發之「共同行為」僅止於研究活動，不能逾越制生產或行銷階段。 

職是之故，我國參與共同研發廠商，取得研發成果－「新技術」之後，生產階段的部

分，參與共同研發廠商只能獨立操作，各自進行，不能再像共同研發時一樣大家有「一致

之行為」。即使是做這一層限制，新技術在實際運用上仍然極有可能產生下列之限制競爭行

為。 

I.聯合行為 

參與共同研發廠商，使用相同之技術生產相同的產品（可能為零組件，可能為最終產

品），在進行銷售時，很可能藉由共同研發的平台，共同協議產品的銷售對象、地區，甚至

是訂定統一訂價，而由新技術所生產出來的產品，在競爭市場上一般又很容易達成「足以

影響市場功能」之效果，滿足聯合行為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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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獨占力濫用行為 

若參與共同研發廠商，若開始即為公平法所稱之獨占事業，或在新產品的相關產品市

場（relevant product market）上成為獨占事業時，其銷售新技術產品的價格若過高，或者訂

定差別取價，或以低價打擊既有之替代產品，則有被質疑為獨占力濫用的可能。 

III.不公平競爭行為 

共同研發廠商出售新技術產品之情況，如同前面單純出售「技術」產品一樣，可能藉

由其市場若干壟斷力，而進行杯葛、差別待遇、搭售、獨家交易、地域限制、使用限制等

之行為，均可能因此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之規定。 

 

參、總體經濟利益與公共利益之分析芻議 

 

一、分析行為之法律屬性 

 
就比較法之角度來看待此種分析，在美國反托拉斯法的架構下，對於廠商間損害或限

制交易市場貿易或商業之共謀行為，均屬違法之行為，而對於廠商間彼此之合作行為，在

符合這樣的概念要求下，亦必須受到相同的規範。 

1980 年間，美國即制定國家合作研發法（NCRA），對廠商間之共同研發之行為採取較

為寬鬆之態度，已如前述。然而，因 NCRA 僅限於基礎之研發行為，並不符合現今之經濟

需求及競爭力之提昇，從而，針對共同研發之規範，美國司法部於 2000 年 4 月即公布了競

爭者合作指導原則，其內容係對於策略聯盟、合資等合作行為加以規範，並針對整體競爭

行為，進行補充性、全面性之規定。是以，就現今美國執法而言，該指導原則具有高度參

考之意義所在。而就此一原則之法律屬性而言，於我國法制上之對照，則相當於我國行政

程序法第一五九條第二項第一款27中的作業性之行政規則。28 

然就歐盟之法令來看，因 EC 條約、研發協議集體豁免規則，及歐盟水平合作協議適用

準則均屬於歐盟競爭法規，EC 條約第八十一條可視為是規定共同研發協議之母法，理事會

                                                         
27 行政程序法第一五九條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規則，係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

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
抽象之規定。(第一項)行政規則包括下列各款之規定︰一  關於機關內部之組織、事務之分
配、業務處理方式、人事管理等一般性規定。二  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
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第二項)。」 

28 然而，此時吾人所面臨的問題時，對此一操作性基準，其所生之法效果如何，是因遵循此一
操作基準後即可推定合法抑或是僅具參考基準而已；反之，若未遵循此一基準，其所生之法
效果就真的可以將之推定為違法乎，再再皆值得吾人關注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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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根據母法之基本精神，授權執委會制訂共同研發協議之集體豁免規則，另外，共同研發

屬於水平協議的一種，因此亦受到歐盟執委會所制訂頒布的「水平合作協議適用 EC 條約

第八十一條準則」的拘束，該準則係用以補充集體豁免規則之不足，並確定該協議之本質。

在法律位階上，EC 條約相當於我國的法律，研發協議集體豁免規則相當於我國的法規命令，

水平合作協議適用準則提供評估水平合作協議的原則性規範，其性質較類似我國之職權命

令。 

最後就日本法之角度看，「獨占禁止法上關於共同研究開發之準則」乃是關於共同研發

及其實施的附隨約款，將公平交易委員會的考量方法加以明確化，其目的不但是為了讓共

同研發不會阻害競爭以及促進更深一層的競爭，並且不能變更獨占禁止法向來的解釋和運

用基準。 

另外，因共同研發當在多種情形下有促進競爭的效果，因此，限於共同研發有產生競

爭限制效果之虞時，始在獨占禁止法加以檢討。該準則性質相當於在我國的職權命令。 

就本國法之角度言，由於原則性的禁止聯合行為，其本質上不同於美國法係以足以產

生限制競爭效果之聯合行為為規範客體，從而不若美國法嗣後的指導原則可以解釋為具有

我國行政規則之屬性；其次，我國法也並未提供集體豁免之法律基礎，是以也難以解釋為

相當於我國之職權命令。最後就日本法的角度來觀察，因其亦係在共同研發有產生限制競

爭效果時始加以分析，這點亦不同於我國之原則禁止規定，必須就所有符合定義之聯合行

為加以分析，故此也無法援引日本法之經驗以此種分析為職權命令。整體言之，在法制基

礎欠缺，且規範面較為廣泛之前提下，此項指導原則應屬權責機關基於依法行政所設計之

內部行政作業規範視，並不宜以之為具行政程序法意義之行政處分行為。 

 

二、總則性考量 

 
綜合歐美國家及我國既往之經驗，在斟酌共同研發可能牽涉之聯合行為例外許可時，

其總體經濟利益或公共利益之分析應建立在下列之總則性考量基礎上： 

 
（一）以市場影響之存在為前提 

雖然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聯合行為之規範採行原則禁止之態度，然依據公平法第七條

第二項之規定並綜合參考歐美之經驗，在審查系爭之共同研發是否容有例外許可之空間

時，執法機關仍應先針對系爭行為是否足以影響市場加以分析，以之作為後續論斷其行為

之總體經濟利益或公共利益效果之基礎；例如，美國不論在 1980 年間制定之國家合作研發

法（NCRA），或其司法部於 2000 年 4 月公布之競爭者合作指導原則，其分析均係始之於協

議本質及市場結構之判斷，相同者，歐盟自 1985 年起即制頒之合作研發集體豁免規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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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最近 2001 年實施的新法中大幅鬆綁，僅保留了所謂之黑色條款，而就豁免規範之適用加

以分析，則很明顯的市場競爭結構之顯著性亦為重點之一。29 

 
（二）延續公平會既有之考量因素 

這些考量因素如下30： 

 

行為類型 衡量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應考量因素 

標準化聯合行為： 

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

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

品或規格或型式者。 
 

 生產成本降低之程度。 
 生產效率提高程度。 
 產品品質改良程度。 
 消費者便利性。 
 商品價格變化預估。 
 參與聯合事業之市場占有率。 
 對未參與聯合事業之阻礙程度。 

合理化聯合行為： 

為提高技術、改良品

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

率，而共同研究開發商

品或市場者。 

 研究發展成本降低程度。 
 技術水準提高程度。 
 生產效率提高程度。 
 產品品質改良程度。 
 產銷量變化預估。 
 產品價格變化預估。 
 參與聯合事業之市場占有率。 
 業者有無濫用市場地位之虞。 
 業者產銷策略是否受約束。 

專業化聯合行為： 

為使聯合事業間採取適

當之專業分工，以擴大

個別專業發展之規模，

增進效率者。 

 產銷成本降低的程度。 
 產銷效率提高程度。 
 商品品質改良程度。 
 生產技術提高程度。 
 產銷量增加程度。 
 參與聯合事業之市場占有率。 

輸出聯合行為： 

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

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

以約定者。 

 出口成本降低程度。 
 出口價格變化預估。 
 有無不當侵害國內一般消費者及其他相關事業利益之虞。 
 外國政府報復之可能性。 

                                                         
29 歐盟權衡總體經濟利益的方式主要是根據市場占有率來判斷。依照共同研發協議集體豁免規

則(2659/2000/EC 規則)，共同研發協議參與事業之生產或改良商品，在特定市場總占有率須
低於 25%以下，始得適用集體豁免規定。 

30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增定九版，2002 年 9 月，120-1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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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聯合行為： 

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

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

同行為者。 

 進口成本降低程度。 
 影響國內產業發展之程度。 
 產業經營成本降低程度。 
 有無不當侵害國內一般消費者及其他相關事業利益之虞。 

不景氣之聯合行為： 

經濟不景氣期間，商品

市場價格低於平均生產

成本，致該行業之事

業，難以維持或生產過

剩，為有計劃適應需求

面而限制產銷數量、設

備或價格之共同行為

者。 

 總體景氣狀況。 
 商品市場價格持續低於平均生產成本之程度。 
 是否該行業之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成本或生產過剩。 
 是否經事業之合理化經營，仍難克服不景氣之困擾。 
 有無不當侵害國內一般消費者及其他相關事業利益之虞。 
 參與聯合事業之員工人數。 

中小企業之聯合： 

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

效率，或加強其競爭能

力所為之共同行為者。 

 是否符合中小企業之認定要件。 
 中小企業聯合後，其經營效率或競爭能力是否顯著提升。 
 參與聯合之事業，以個別之努力難以增進經營效率，或加

強競爭能力。 
 有無不當侵害國內一般消費者及其他相關事業利益之虞。 

 
（三）確認國際間有關研發管制鬆綁之趨勢 

當前國際間普遍對於科技研發賦以高度之重視，是以歐美對此均有積極鬆綁之傾向；

例如美國因其 1980 年間之國家合作研發法（NCRA），對廠商間共同研發之鬆綁原則僅適用

於基礎研發行為，不符合現今之經濟需求及國家競爭力之提昇，從而，在美國司法部 2000

年 4 月公布的競爭者合作指導原則中，將其鬆綁之範圍擴及於策略聯盟、合資等合作行為。 

其次，歐盟在此方面隻鬆綁態度更是積極，首先歐盟法制對於合作研發及所簽訂之協

議，最早係採原則禁止，例外得申請許可之制度31，但經過實務運作加上產業經濟環境變遷

等因素之影響，歐盟理事會及授權執委會針對許多限制競爭程度較輕之合作研發協議，制

訂出合作研發集體豁免規則，嗣後並針對競爭者水平合作協議制訂適用競爭法的準則，使

參與合作者較容易預期其行為之適法與否。若再加上其近來針對集體或免規則所作之調

整，更可以明顯看到此種鬆綁的趨勢，例如在詮釋集體或免規則之適用上，在 2000 年起實

施的新規則中，便僅保留了黑色條款，質言之，歐盟在先前對於合作研發協議所採之豁免

審查規則中，與一般鬆綁理念相似，較側重於合法條款之說明，換言之係採所謂「正面表

列」原則，而今在經過多年之運作後，由於廠商的共同研發環境與態樣可能不復以往單純，

                                                         
31 這與我國立法之初繼受之法律相關。而今歐洲法律既然有如此重大之變革，我國除在審查之

基準上應有所調整外，更應就整體聯合行為之管制原則思有所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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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僅針對違法情形列出「負面表列」名單而直接排除其適用豁免規則之改變，很明顯的

在實質上悖離於最早的原則禁止態度。 

至於日本的實務處理，更是早已將如何協助廠商進行合乎競爭理念的共同研發納入其

規範體制下。例如，早期日本公平交易委員即已制頒「獨占禁止法上關於共同研究開發之

準則」，將各種考量的方式予以說明及例示，肆後，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更特別針對共同研

發，設置事前諮商制度，來提供擬從事共同研發者之個別諮商，使廠商可避免因錯誤所可

能帶來的法律風險，也讓權衡總體利益的方式及內容更為明確。 

綜上，我國在衡量有關共同研發之例外許可所涉總體經濟利益與公共利益之考慮時，

應同樣秉持鼓勵並協助廠商從事合乎競爭理念之行為，進而促進國家科技發展並強化國家

競爭力之基本態度。 

 
（四）總體經濟利益與公共利益應就共同行為涵蓋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基本上，共同研發可以就廠商之作業過程以及科技之擴散流程區分為「共同研發」、「共

同生產」及「共同將研發成果商品化」三大部份，而其中每一階段所涉及之正負面考量因

素不同。32就共同研發部份言，一般而言其正面之經濟效果較為顯著，而對於共同產製部分，

則影響競爭之可能性提高，至於在其合作擴及於技術商品之市場交易後，則許多限制競爭

效果將會具體呈現。故此，在鬆綁之餘，仍應對於共同研發行為之不同屬性有其不同之觀

察與權衡。其詳細容將分析於後。 

 

三、共同研發行為之審查 

 
（一）科技之共同研發 

1.共同研發經濟效果的分析 

研究與發展依據其不同的屬性，大致上可分區分為基礎研究（basic research）、應用研

究（applied research）、發明（invention）、創新（innovation）以及擴散（diffusion）等五個

                                                         
32 由經濟學界對共同研發的研究來看，共同研發的確在發現新產品、新技術、新製程上，有減

少風險與不確定的效果，也為參與廠商帶來生產成本的降低，從而鼓勵廠商增加研發支出之
效果。該制度之施行除有助於社會對新產品的發現，新技術、新製程的發覺外， 重要的是
它促進新技術的快速使用，有利於廠商生產效率的提高，增進整體社會的福利。但在相反的
角度而言，共同研發廠商合作的機制，可能在技術產品的銷售上，以及產品的生產與配銷上，
進一步形成合作之可能，不利於原有競爭機制之運作。換言之，共同研發即使為社會的研發
提升有正面的貢獻，但不可否認的，該活動的運作，也可能為參與廠商提供進一步共用合作
之平台，可能從而形成共同杯葛、勾結等不利市場競爭之行為，它是吾人同意共同研發時，
所不得不擔憂，以及不樂見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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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大部分的基礎研究是學術單位、非營利機構與政府部門所執行。33私人廠商主要是從

事於研究發展的後三個階段：發明、創新以及擴散。 

在發明與創新階段，由於投入成本非常的龐大，以及研究發展可能有極高失敗的機率

與風險性，共同研發（Research Joint Venture）的制度乃因應實務上的需要而被發展出來。

該制度產生的基本動機乃在於藉由許多廠商的參與，從而減輕個別廠商的成本負擔與風

險。其次，參與研發廠商亦可藉此共同享受研究之成果。惟對整體社會而言，它的存在固

然可以解決若干問題，帶來正面的效果；但不容否認的，它也可能因此為社會帶來不好的

負面效果。以下係公平會在權衡研發行為之許可時會考量之經濟因素： 

（1）正面效果 

A. 共同研發可擴大研究規模，提高廠商研發成功的機會 

B. 共同研發使廠商間互補技術能夠產生綜效之效果 

C. 減輕技術專用的問題 

D. 技術的功效可以全面普及 

（2）負面效果 

A. 降低個別廠商研發的努力程度 

B. 降低社會創新的步調 

C. 可能形成生產或配銷上勾結的平台。 

D. 成為參與者處罰競爭同業的手段 

2.審查原則與程序 

本諸前述之論述基礎，對於單純的研發行為，其審查將採取原則許可之態度，只要依

據公平法規定提出申請者具體說明其共同研發僅限於基礎或應用科技之研發而不涉及產銷

層面，經公平會確認後，即給予許可；除非有具體事證，包括公平會依職權取得或其他市

場上競爭者之舉發者，具體證明系爭申請案確有前述限制競爭疑慮，否則公平會將不進行

實質審查，而逕行推定其申請案符合總體經利益與公共利益。公平會並將定期公布經許可

申請案之內容，並據以建立正面表列名單，34以利社會大眾參考。至於當這些申請案屬政府

或學研機關等非營利機構所主導時，35則可透過公平會與其他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間的 
 

                                                         
33 美國 1996 年基礎研究支出中，學術單位與非營利機構占了 57.1﹪，相對的政府部門內占了

19.1﹪，二者共占了 76.2﹪。 
34 此相當於美國之安全港原則或日本之參考違法行為類型之作法。 
35 如國家型計畫、政府出資超過 50%或依契約政府享有否決權之科技研發專案或計畫、研究機

構出資超過 50%或依契約研究機構享有否決權之產學合作計畫，或其他政府權責機關如經濟
部、交通部、財政部、國防部等基於公共利益需求所推動之共同研發計畫等均屬之。惟公平
會就此仍保有行政裁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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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於政策擬定或推動之初即先給予許可同意。 

3.審查基準及指標 

有關於本項研發行為之審查，公平會之審查基準及指標如下： 

系爭共同行為之適用範圍是否及於產製及市場擴散之交易。36 

系爭共同行為，是否基於其他公共利益目標所採行，且必須接受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之監督。37 

系爭共同行為之類型及其參與者，是否在過去有從事違反公平交易法限制競爭或不公

平競爭行為之紀錄。38 

申請人過去的共同研發績效，及其對於福祉提昇之貢獻。39 

申請案是否涉及特定產品或服務之開發。40又是否以開發與既存技術、產品不相競合之

技術、產品為目的。41 

 

 

 

 

                                                         
36 若不及之，則除非有其他事證或具體之舉發，否則原則上傾向於許可之。 
37 如其然，則公平會得藉由諮商與該機關協調，並據以為考慮先期核給之可能。 
38 若其然，則這些紀錄將被認為屬於公平會必須加以斟酌之「其他具體事證」，此種安排有助

於提供合法進行聯合行為者之自律誘因。 
39 以我國的產學合作為例便已經有不少收穫，如繞射式雷射光學尺系統之研發，在研發過程

中，即已申請二十四件專利，除四項光學尺專利外，同時完成了超過二十項之系統開發與檢
測相關技術及專利。雷射光學尺為一超精密定位系統，利用微型光學系統、次微米光柵尺及
創新積體電路應用，發揮光機電與信號處理晶片電路之整合特質來達成次奈米定位量測精
度，為包含半導體步進機、平面顯示器製程設備等高精密生產設備之關鍵子系統，開發完成
不僅大幅提升我國關鍵系統之自製能力，對提升我國全球競爭力及協助我國產業界往微笑曲
線之上端遷移亦有極大助益。其他如經濟部，其多年來推動科技專案，達成以促成知識密集
型產業的發展、提升研究機構研發能力、加強創新前瞻研發、促成產業科技之創造、流通與
加值為總體目標，期強化國內產業技術競爭優勢之同時，持續帶動產業界投入研發，有效提
升產業研發能力及開創新興科技產業。其他再如農委會之共同研發亦有不少收穫，如 90 年
之「開發芽菜生產、穴盤育苗及瓜果嫁接自動化機械農業生產自動化之研究」。 

40 例如產品研發涉及之市場行為階段言，可以有基礎、應用及發展三者之分，而為此類型區分
之目的，乃在於判斷共同研發於產品市場上對競爭之影響是直接或間接。如就發展研究而
言，其成果因為是直接對於產品市場造成影響，即有檢討之必要。至於不以特定產品開發為
對象之基礎研究，即使為共同研發，通常也不會對產品市場之競爭造成影響。 

41 原則上，若共同研發係以針對既存技術、產品的改良或對與既存技術、產品相競合技術、產
品之開發為目的，其產品或技術研發成功，將變成為市場上之新競爭者，從而對處競市場競
爭即有貢獻；而相對者，若開法者與既存技術、產品的改良或對與既存技術、產品並不能競
合，而係開發一個新技術、新產品，此時假如研發成功，可能會造成一個新獨占狀態，對市
場結構之改變，非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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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必須進行實質審查時，若申請人彼此之間有競爭關係存在，則除非共同研發所產出

產品或技術之市場占有率預期達 25%以上，42否則對於系爭行為仍得在無其他具體反競爭之

事證前提下，逕行予以許可。 

當必須進行實質審查時，指標如下： 

A. 正面效果部份： 

a.共同研發可擴大研究規模，提高廠商研發成功的機會。 

b.共同研發使廠商間互補技術能夠產生綜效之效果。 

c.是否有助調和技術專用的問題。 

d.是否有助於技術功效之全面普及。 

 B. 負面效果部份： 

 a.是否降低個別廠商研發的努力程度。 

b.降低社會創新的步調。 

c.可能形成生產或配銷上勾結的平台。 

d.成為參與者處罰競爭同業的手段 

（8）對於公平會已有許可經驗之案例，在申請案實質內容相似且無其他具體反競爭事

證前提下，系爭申請案得援例獲得許可。 

包括共同產製之共同研發 

1.經濟效果分析 

誠如前揭分析，一般的經濟研究確實傾向認為共同研發延續於生產時合作時會帶來的

負面效果。 

然則這些基本的經濟分析並不能滿足當前國際間激烈競爭的科技研發需求，依據前述

之經濟模型分析結果顯示，固然參與共同研發廠商在研發與生產兩階段均採合作之方式，

或將廠商的合作模式由研發擴充至生產，容易產生負面效果大於正面效果，而整體社會福

利降低的結果。在政策的含義上，明顯的支持共同研發侷限於研發階段，對社會是最適的。 

然而回顧這些經濟理論，有關於共同研發的效果，大都以技術是否帶來外溢效果

（spillover effect）為基礎，例如 Kamien et , al（1992）的分析即將兩家對占（duopoly）市

場廠商的成本函數，設立如下。（1）、（2）式分別代表兩家廠商的成本函數。第一家廠商的

生產成本內容 

 

                                                         
42 此係參考歐盟之規定而得。依據其規則，若事業間具有市場競爭關係，則必須在簽訂共同研

發協議時，所有參與協議事業依研發成果所生產或改良之產品，在特定市場上的總占有率不
超過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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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 c-x1-βx2 (1) 

C2 = c-x2-βx1 (2) 

中，均包含固定成本 c，自身的研究發展投入 x1；以及對手廠商研究發展投入 x2。同理以廠

商 2 的立場觀察亦同，亦受本身固定成本 c，本身研究發展投入 x2，以及對手廠商研究發展

投入 x1 的影響。三種變數對成本的影響方向為，固定成本愈高，生產成本愈大，本身研發

投入愈高，對手研發投入愈高，生產成本將愈低。亦即研發投入多寡與廠商生產成本的關

係，存在負向關係。β值愈大表示對手廠商研發投入對特定廠商成本將有更大的降低效果，

反之則否。 

單看製造成本的部分，可以發現這些學者對廠商的生產是採固定規模報酬不變（constant 

return of scale）的假定。表示廠商生產愈多，其單位成本並不會隨之而上升，亦即在此假定

下，其邊際成本為固定的。而實務上廠商的實際生產可能並非如此。因此仍存有廠商共同

生產仍有利於社會福利的空間。 

2.審查原則與程序 

基於經濟分析之呈現對於兩階段並存之共同研發有較大之疑慮，故此，回歸管制之基

本態度恆有其必要，然不可否認者，包括製造在內之共同研發仍有產生社會福利之空間，

而實際上參考歐盟 2000 年以後的規範方向，43以及美國的進一步鬆綁，44吾等均可以發現國

際間對於共同研發涉及製造部份並非當然排斥，且大多係將規範重點置於其行為之實際安

排是否有壟斷之效果上。45準此，針對包括共同產製在內的共同研發而言，審查將採負面表

                                                         
43 依據歐盟 2659/2000/EC 規則；得享有豁免之規範客體包括： 

共同研發產品或製程，以及共同運用(exploitation)該研發成果； 
相同事業間共同運用根據先前協議所研發之產品或製程； 
共同研發產品及製程，但未共同運用該研發成果； 
而只有在其行為有第 5 條第 1 項所列舉黑(負面表列)條款之情形時，方被排除。 

44
 例如美國在 1993 年，通過國家共同生產法案修正法(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Amendments of 1993；NCPRA)，修正 NCRA，並且將之重新設計為 NCPRA，其
中將合理原則延伸至生產合資，並將因違法而生之損害賠償調整為一倍而非原來之三倍；另
一方面，該法也提供生產設備給在美國境內的生產合資，讓生產合資可藉由告知方式(notified)
向執行機關提出，基本上住屬於原 NCRA 的延伸。 
NCPRA 主要有兩個科技政策目標： 
(1)增加美國廠商的共同研發和生產合資； 
(2)增加美國廠商在關鍵性領域的研究、發展和生產的競爭力。 

45 此點在日本之「獨占禁止法上關於共同研究開發之準則」中「關於不公平交易的判斷方法」
項下，便具體的指陳：在執行共同研發時，根據共同研發的實際情形，可區分為「有關共同
研發之實施事項」、「有關共同研發成果技術事項」及「有關利用共同研發成果技術的產品事
項」等三階段，然後再依「原則不屬於不公平交易者」、「可能屬於不公平交易者」及「大多
屬於不公平交易者」等分類方式，盡可能將獨占禁止法上的考量因素明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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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之方式進行，46換言之，當共同研發行為含括產製部分時，申請人除應先就系爭行為之效

益為說明外，更應具體就其是否有負面表列名單之適用為舉證，若公平會確認其並非其名

單所涵蓋者，則只要申請案確有具體之效益，即可予以許可。其次為促進審查之效率，公

平會得視情就涉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之此類研發行為進行諮商，並據此作為許可

與否之輔助審查資料。 

3.審查基準與指標 

有關於本項研發行為之審查，公平會之審查基準及指標如下： 

（1）負面表列名單：47 

A.限制參加事業獨自或與第三者合作，從事與共同研發不相關領域之研發工作；或於

共同研發完成後，從事相同或相關領域之研發； 

B.禁止在研發完成後，對當事人在共同市場所持有或關於研發之智慧財產權的有效性

（validity）提出異議（challenge），或於研發協議終止後，禁止對當事人在共同市場所持有

且係用以保護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權的有效性提出異議。以上所述之前提為其中一參加者

對前述智慧財產權的有效性提出異議時，不會對終止研發協議有不利之影響； 

C.限制生產或銷售； 

D.限制以約定價格銷售研發成果之產品給第三者； 

E.在研發成果之產品於共同市場問市 7 年後，限制參加事業服務之顧客；  

F.禁止在保留給其他當事人之特定區域內，對研發成果之產品進行被動的銷售計畫； 

G.禁止將共同研發成果之產品提供至市場上，或禁止其他事業在研發成果之產品上市 7

年後，於共同市場中的特定區域進行主動的銷售計畫； 

H.要求不得授權其他廠商生產共同研發成果之產品或應用共同研發成果之製程，使至

少一參與共同研發之一方無法運用共同研發之成果； 

I.要求參與共同研發之事業不得滿足位在各參加事業所在區域內，可於共同市場上其他

區域內行銷研發成果產品之使用者和經銷商（resellers）之需求； 

J.要求讓使用者或經銷商在共同市場內，不易自其他經銷商處取得研發成果之產品，特

別是以行使智慧財產權等手段阻止使用者或經銷商取得或上市業已經由其他當事人或其同

意下之合法流通於共同體市場之產品。 

                                                         
46

 其理念近似美國之「安全港」(safe harbor)概念，也與日本所採列舉式之參考行為態樣理念相
通。 

47 下列之名單系綜合參考歐美日之規範所彙整，為基於我國之產業規模與研發能量均遠不及於
者些國家地區，故宜將其原本列為排除豁免之因素調整為是否進行實質審查之依據，一方面
提供國人學習之空間，另一方面在保有競爭機關審查機會之前提下，原則性的支持國家科技
能量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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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限制在共同研發主題以外之主題為研發開發，或限制參加者從事生產或販賣共同研

發成果產品以外具競爭關係之產品。 

L.對於研發之改良發明成果，課以向其他參加者為讓渡或向其他參加者為專屬授權之

義務。 

凡符合負面表列名單之申請案均應接受實質之審查，反之不具備負面表列名單定義

者，即便其共同研發同時含括產製行為在內，仍得援用前項「科技之共同研發」所採審查

基準與指標來加以處理。 
 
（2）負面表單之審查 

至於被納入負面表列名單所示申請案，則申請人有義務就下列事項加以說明或舉證，

以利公平會之審查： 

A.市場占有率？ 

B.運用系爭研發成果產製之產品或提供之服務其固定生產成本如何？48 

C.廠商間是否存有技術互補之情形？49 

                                                         
48 新產品若因研發投入而被發展出來，在科技產品的生產上，為能效率的生產，或為使用特定

技術的生產，在生產之前可能需要投入龐大的資本與成本，購入特定屬性的設備，對於單一
參與研發的廠商而言，可能很難獨力承擔，尤其是當前處於電子、光電等高科技的產業，特
別是呈現如此情況。 
處於上述資本需求或設備需求的瓶頸下，以競爭政策主管機關的立場，為使廠商共同研發的
成果，得以以生產的 後步驟實現，使研發的目標畢竟於一功，似乎應當在許可廠商共同研
發之後，進一步的允許參與共同研發之廠商，在生產上以共同投資方式，購買生產所需的必
要設備，然後進行共同生產。 
單純的僅為防止廠商之共謀，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即斷然的禁止廠商所有共同一致的行為，就
上述之情況而言，係屬不智，也不合情理。是項處置也將使社會福利無從實現提高之效果。 
是故，若共同研發後，為應用新技術需龐大固定成本，而此資本又非單獨一家廠商所能支持
時，應在合理的條件，例如新投資金額遠遠超過既有廠商之資本額，實應在共同研發之後，
允許參與研發廠商進一步的在生產階段，再以合作方式進行，以使研發成果產生應有的社會
價值。當然允許進一步在生產階段上可以以合作方式進行的許可，應當有一定之門檻標準把
關。換言之，生產階段的合作原則禁止，在高額投入資本下參與廠商又難獨力完成的特殊情
況下，允許有例外許可的情形。 

49 共同研發之後，可以允許參與廠商在生產階段合作的理由，是參與廠商彼此之間，在新產品
的生產上，或是新技術的應用上，他們在技術上具有互補之效果。在當前科技產品的生產上，
廠商間可能各自在不同階段，或是不同類型產品的生產上，具有優勢。一旦新產品被生產出
來，或新技術被發覺出來，若一味的強制個別廠商，只能獨力使用，可能將使產品生產不順
利，或產生瑕疵品增加的不利結果。若基於技術互補與經驗共享的考量，允許參與研發的廠
商，截長補短進行生產技術交流，去蕪存菁的各自貢獻 強的生產階段，它將在生產上產生
綜效之效果。 
當然如同高額固定成本的情況，廠商間存有技術互補之效益，必需由廠商主動向公平交易委
員會提出申請，並經公平會的審核，通過後才得以進行共同生產之行為。換言之，舉證責任
由廠商為之，認定則由競爭政策主管機關，聘請外面之技術專家審查衡量提出看法，再由公
平交易委員會決定該等廠商在新產品的生產或新技術的應用，是否確實存在技術互補之效
果，許可其共同生產以形成有利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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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是否有規模經濟之考量？50 

其他：例如合作研發是否有助於達成共同分擔風險或保持技術優勢等目的。51 

（3）與結合關係之釐清： 

由於涉及產製之共同研發協議往往會被納入足以影響市場競爭結構之結合案件中，是

以有特別加以釐清之必要；52原則上，凡符合下列條件之申請案，將被認為屬於水平結合案

件，而同時有結合規範之適用： 

參予者是相關市場中之競爭者； 

合作關係之形成涉及相關市場中經濟活動效率提昇之整合； 

透過此一整合，將使參予者消除了在相關市場中所有的競爭關係； 

對於此一合作，並未設有足夠的期間限制來加以終止合作關係。53 

（三）包括共同從事市場交易行為之共同研發 

1.經濟效果分析 

共同研發的成果基本上可創造出兩項產品，一是研發本身所獲的「技術」，它的功能可

能從而產生新產品的出現，或使舊產品的改良。它產生的效果，基本上是以產品形式表示。

                                                         
50 新產品的產出或新技術的應用，雖可能為社會帶來正面的利益，但在應用的過程中，往往可

能如前所述需投入龐大的固定資本，而龐大資本的回收或降低成本的需求，經常需要大規模
生產為必要條件。否則將因少量生產的關係，致生產成本提高，無法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競爭。 
若硬要求個別廠商各自設立生產設備生產產品， 後將因生產規模太小，無法大幅降低生產
成本，例如生產手機的模具可能 低以 100 萬隻為單位，若個別廠商的銷售不足以達到 100
萬隻時，將會因為每單位手機所需支付之固定成本偏高，無法在國際市場上與競爭廠商之產
品抗衡。若由參與廠商共同生產，只使用一套設備，使生產規模得以實現規模經濟之效果，
將使每位參與研發廠商， 後所能提供之產品，在市場上具有相當之競爭力，如此共同研發
之功能將能徹底的發揮，實現合作之功能。 
當然，如同前面兩項因素，廠商在要求以實現規模經濟為訴求，請求公平交易委員會核准其
共同生產許可時，仍需由業者負舉證之責任，而公平交易委員會則承擔審核許可之任務。 
總之，廠商聯合研發之後，原則上應要求廠商分別各自應用研發所獲得的技術生產產品，不
得延續合作之行為於生產上，以避免因共同生產而於市場上施行聯合行為。但在例外情況，
如生產需投入高額固定資本、廠商間生產技術具有顯著之互補效果，以及生產具有明顯之規
模經濟現象時，則在原則之外，應允許廠商在生產階段中，繼續其合作行為，以使生產中的
經濟效益，因合作而得以持續之發揮。惟有許可與否，業者仍需負舉證之責任，向公平交易
委員會申請，並獲得許可之後才得以施行。 

51 陳振興，共同研發、外溢與專利授權，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頁
5-6。 

52 這是美國司法部於 2000 年 4 月及公布了競爭者合作指導原則中特別列出者。由於我國所採
規範態度將在單純之科技研發部份大幅鬆綁，故此並無特別在前項部份就此加以說明，然因
納入產製之共同研發，往往會是企業結合案件中一個重要的協議環節，故此有特別加以說明
之必要，以利公平會在針對聯合行為加以管制時就系爭行為實質上同時應有結合管制之適用
者一併加以斟酌。  53 Section 1.3 of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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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就廠商本身而言，獲得新技術之後，它不一定要以產品的形式彰顯研發效果，它也可

以直接以「技術」本身做出售品的標的物，它呈現的方式是新技術與舊技術的改良。 

根據以上的認知，共同研發成果擴散（使用）的分析，應當將其區分為產品市場與技

術市場分別討論。以下即根據此分類，所呈現在共同研發所獲得的成果在市場上進行擴散

時，可能產生的限制競爭行為：54 

（1） 技術市場部份 

A.獨占性訂價 

B.拒絕交易 

C.差別待遇 

D.杯葛 

E.聯合行為 

F.限制交易相對人與之交易之行為 

（2）產品市場部份 

A.聯合行為 

B.獨占力濫用行為 

C.不公平競爭行為 

2.審查原則與程序 

雖然共同研發成果在市場上之擴散，依然具有高度之反壟斷疑慮，然綜合歐美日之規

範趨勢，顯然均已傾向按合理原則來處理，而非當然以之為反壟斷行為。至於在處理上則

顯然個別行為之違法與否來加以論斷。準此，針對涉及市場技術或產品擴散之共同研發而

言，應回歸傳統的個案分析，換言之，案審查原則所關切之未法行為類型及其考量因素來

加以審酌，並進行實體的判斷。原則上，申請人應就審查所關切之考量因素加以說明並未

必要之舉證。整體言之，有關於此部份之審查仍必須回歸公平法原本所關切之聯合行為限

制競爭疑慮，所不同者，主要在於審查因素的指標化，55以利申請人之預期與規劃。原則上，

此部份之審查得參考美國之經驗，先行判斷係爭行為對於市場之可能影響，並可自其所涉

市場占有率之情形來決定是否必須進一步就市場因素加以分析。當發現申請之行為確有產

生限制競爭之疑慮且其行為之利益並不當然大於不利益時，則公平會將針對申請案所涉市 

 

                                                         
54 其理論及分析請參見前揭之經濟分析。 
55 日本認為因共同研究開發多由複數的事業共同為之，且由於研發的共同化，可能對市場的競

爭產生實質地限制。另隨著共同研究開發協定的實施，可能不當的拘束參加者的事業活動，
或是阻礙共同研發成果的技術市場或產品市場的公平競爭之虞。故藉由公平交易委員會明示
的一般的意見，其執法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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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之條件加以分析。至於在在調查後若確實發現申請案有發生限制競爭危害之虞時，主管

機關則需進一步再檢視該相關之協議所得之利益是否大於反競爭之不利益。56至於利益之權

衡應如何進行，歐盟係以經濟利益之評估、限制競爭之必要性、不具備排除競爭之效果三

者為核心，在執法之邏輯上與美國之執法程序具有銜接效果。至於在進行審查時得參考之

基準，57詳如後揭所述。 

3.審查基準與指標 

（1）基本考量指標58 

A.參與者之市場占有率以及市場之集中度。59 

B.技術水準提高程度。 

C.生產效率提高程度。 

D.產品品質改良程度與成熟度。60 

E.產銷量變化預估。 

F.產品價格變化預估。 

G.研究發展成本降低程度。 

H.業者有無濫用市場地位之虞或增加其限制競爭之可能。61 

I.業者產銷策略是否受約束，及其採行限制之必要性。62 

J.系爭行為是否增加參與者之市場力量或使之容易實行其市場力量。63 

 

 

                                                         
56 張向昕，競爭法對策略聯盟之規範－從科技產業之「競爭且合作」思維論競爭者合作在競爭

法上之規範，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6 月，頁 76。 
57 Commission Regulation No. 2659/2000/EC. 
58 以下除另有說明外，參見，行政院公平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增定九版，2002 年 9 月，

120-122 頁。 
59 本點之後段之「集中度」係參考美國司法部之審查原則。而依據美國之審查原則，若市場集

中度未超過 20%，則可以不加以禁止。 
60 2659/2000/EC 規則重點則在於：1、以市場占有率為基準，規定共同研發協議參與事業之生

產或改良商品，在特定市場(relevant market)總占有率須低於一定標準之下，始得適用豁免規
定。2、列出不適用集體豁免的共同研發協議條款，也就所謂的違法條款或黑條款。整體而
言，目前之豁免規則簡化了 418/85/EEC 的內容，適用上也較以前容易。 

61 美國司法部之審查原則是以協議之性質、協議所影響之市場、市場占有率及市場集中度、合
作成員之經濟能力和誘因及合作後之競爭情形、市場進入之情形、合作生產之競爭力利益及
綜合評斷之方式，建立分析架構。 

62 日本鑑於研發之風險與成本日增，事業無法單獨負擔，與他事業共同進行研發即有其必要
性，獨占禁止法上問題之產生可能性即不高。 

63 美國主管機關一般以定義相關市場範圍、計算市場占有率及集中度為判斷的第一步，檢測該
協議是否增加其市場力量或容易實行其市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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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參與者是否有自行研發之可能或市場存在有其他替代研發之誘因。64 

L.係爭相關市場之進出難易程度。65 

M.共同研發之必要性及限制期間之長短。66 

N.共同研發對於特定市場之整體影響。67 

（2）其他具體正負面指標68 

A.正面效果部份： 

a.共同研發可擴大研究規模，提高廠商研發成功的機會。 

b.共同研發使廠商間互補技術能夠產生綜效之效果。 

c.是否有助調和技術專用的問題。 

d.是否有助於技術功效之全面普及。 

B.負面效果部份： 

a.是否降低個別廠商研發的努力程度。 

b.降低社會創新的步調。 

c.可能形成生產或配銷上勾結的平台。 

d.成為參與者處罰競爭同業的手段 

（3）結合規範之適用與前項就產製相關之共同研發規範同。 

                                                         
64 美國司法部審查原則認為在創新市場中，除合作外，若上有三家以上獨具有獨立研究能力

者，並有誘因去從事替代可替代該合作協議之研發活動時，主管機關也不會對此一情形加以
挑戰。 

65 在美國審查之架構中，市場進入之情形是評價的重要指標之一。 
66 日本在判斷共同研究開發對於市場競爭所造成之影響，對於研發合作之對象、範圍與期間即

有加以考慮。因為就對象、範圍與期間明確之共同研發，較未定範圍、期限之合作研發協議
而言，其對市場競爭所造成的影響較小。。 

67 在評估研發協議所造成的效果以定義出特定市場時， 重要的部分即在於識別研發協議所產
生之產品、技術或研發成果，因為這些都會對合作成員造成限制競爭的效果。若將所有的情
況比喻成一個光譜(spectrum)，在光譜的一端，創新研發可能產生與現存產品或技術市場相
互競爭之產品或技術，例如，針對特定產品稍加改良或變化所產生之新式樣，這種情形即可
能影響到現存市場的產品。而在光譜另一端，創新成果可能創造了全新的產品，形成新市場，
例如，開發先前無法治癒疾病的新疫苗。在此情況下，除非現存市場與此創新有關才會被視
為是特定市場。因此，共同研發所產生的創新成果會造成何種影響，就必須經過評估。然而，
大部分的例子均介於光譜的中間，亦即某種創新成果可能創造新的產品或技術，但經過一段
時間漸漸取代現存產品。舉例而言，CD 產品不僅代表創造出新市場，也產生對現存卡帶市
場取代的作用。綜上觀之，研析共同研發對市場的影響時，必須針對現存的產品與技術市場，
以及創新市場加以分析。 

68 與前述「共同研發」之實質審查部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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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近十年以來，隨著市場全球化以及資訊迅速普及的趨勢，導致合資，策略聯盟及其他

形式的競爭者合作之現象，也變的越來越頻繁與必要。從而，為促使我國產業技術升級，

透過技術移轉、共同研發與技術引進相輔相成，將可使現今高科技產業於技術突破上立於

不敗之地。對於已正式加入 WTO 的我國而言，人為的資源配置及其後所衍生的市場力量分

布，終將對於市場機制產生影響。尤其在產業間或技術間之資源競用過程中，被納入資源

共享圈之技術或機構通常享有較優勢之競爭地位。 

隨著國家或產業同業公會積極推動必要之資源、技術、設施等事項之合作或分配，往

往更使新興科技之研發成果落入少數事業之掌握，甚至隨其研發成果之市場化，轉而成為

扭曲市場競爭機能之限制競爭條件。當我們肯認共同研發乃持續創造台灣產業生命力之泉

源時，其可能對於競爭產業、技術或事業產生之負面效果仍不可小覤；而這也正是歐美日

等國之競爭法也始終對於共同研發投以相當關注之由來。 

簡言之，競爭與合作，兩者不可偏廢，在衡量一切之要件後，抉擇方有正確之可能。

共同研發既涉及國家之經濟命脈，斷然以公平交易法限制之，自有不妥，這也是各國採取

較為寬鬆之審查態度之緣由；然而，交易秩序之維持與消費者之權益保護，兼之公平競爭

之維持，複亦未能忽視。準此，在共同研發管制方面，判斷上應可參酌國外立法例，本諸

我國法制、產業環境下之特性，尋求一個適合我國的法規範價值秩序。 

關於共同研發之公平交易法規範而言，我國僅有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為其規範依

據。然則如前所述，共同研發之促成實為國家經濟命脈之所在，如何提昇產業競爭力，並

得在國際上占有一席之地，共同研發實為不可欠缺之手段。然而，現今架構下之法規範，

並不能為此帶來一妥適之評價基準，是以，如何得致一個適切於我國的制度，則仍賴先進

賢達之共同努力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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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is now promoting a new national development scheme--“challenging the year of 

2008.”Among variable goals to be achieved narrated in the scheme, to keep up the pace with the 

global trend, to cop with the competition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to build up a new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and e-Taiwan can hardly be implemented without subject to cooper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technology based industries has long been government’s policy. In 

turns, joi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ecomes essential to most of the major R & D plan, 

including the basic science research, national R & D plans & industry R & D alliance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after Taiwan becomes a member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 

harmonization betwee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olicy and national competition welfare, the 

protection of competition benefits among different industries fairly and the maintenance of market 

competition mechanism all share the same antitrust concern, viz. the possible collusion. 

According to the Fair Trade Law of Taiwan, the joint R & D between competitors has been 

generally prohibited unless the plan is pre-approved by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Therefore, it 

becomes necessary to figure out the way to gain a balance between the goal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welfare of competition policy. Indeed, this has been the core issue to be 

covered in the research project. 

In this research, taking the US, European and Japanese legislative trend as well as their 

regulations into consideration, a proposed guideline for reviewing R & D cases was recommended. 

In principle, this guideline follows the global trend of deregulation in dealing with a joint R & D 

case. 

 
Key words：Collusion, Joint R & D, Exemptions, Econom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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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蘇教授永欽（政治大學法律系） 

本文主題「聯合研發」是聯合行為例外許可七種類型之一，其重點主要在擬議「聯合

研發」的審查原則與基準。對於不是那麼容易擬議的一個審查原則與基準，本篇論文已建

立了理論基礎，也提出十分具體的標準，雖然尚未具體到能逐條列出，但是骨幹都已具備

了。本文的理論基礎大概從最基本的條文概念分析、規範目的等，一直討論到所存在的若

干規範的疑義。此外，很重要的是本文中也就一些對經濟有研究的法律學者及國外經濟學

者，關於這一類研發的經濟理論、政府的效益等，做了很好的引介，以及從國際競爭法協

調的角度，將國際上重要的相關法律領域、目前的政策取向等，做了很好的介紹，並以這

些作為基礎，研提出審查原則。 

因為題目的限制，以下的意見其實不是對這篇論文的要求，如果是要求，可能是我對

兩位作者無理的要求。第一，談到「審查原則」，一個法律規定禁止的行為，其例外許可的

行為，經由事前的行政管制，已經向公平會提出申請，公平會內部應如何審查。因此，要

能做到其功能是要讓行政機關內部有統一的審查作法；第二，一個裁量基準的行政規則要

發布，讓它要規範的對象能夠很透明地預見審查的原則。，我認為本文已經將研發聯合所

需的理論基礎、外國法制及政策的發展，都已有完整的論述，如果不只是作一個審查原則，

而是對法律政策及前述問題有一些相關的意見，對公平會可能會有更大的助益。 

在本文第 15 頁，我們看到目前業者普遍自認為有正當理由做競爭合作，而不向公平會

申請許可，目前這類事前管制的案件並不多，其原因何在？是否真的有很多業者在合作，

其中有合法、也有不合法的，而文中僅一句話帶過，亦即有這個事實存在，這個事實經由

這個理論來舖陳，與這個審查原則相當的，例如第十四條第七款及便利商店的結合等，都

是「事前管制」的審度原則的擬訂。至於業者不來申請例外許可的原因，也許不在審查原

則本身，可能有下列原因：其一是在申請時的行政障礙就太大，以致業者規避；其二是「微

小不罰」的原則不清楚，如果此一原則能透明的話，業者可能比較有願意向公平會申請。

因此，若能找出這些障礙，讓它更透明化，或許就不單是一個「審查原則」，而是近似「違

法行為的禁止」的「處理原則」。其次，或配合其他措施，如修改施行細則，甚至提出修法

建議，從前經濟部有一度就「聯合研發的聯合準備」採「異議制」，但後來此案打消。本文

如果能提出這樣的建議，如就「純粹研發」推定合法，為何不在法律面上在審查原則就直

接排除掉；如改為「申報制」或「異議制」，而「負面表列」部分是否修法或修正施行細則，

公平會可以藉此機會作一檢討。有這套禁止的機制，而沒有發揮作用，其實值得討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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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原則應該是最後端的討論。 

本文內容清楚指出三種類型的研發聯合，應該採取不同的原則去審查，不知能否針對

不同產業，做不同的審查？因為不同產業有不同的特色，如科技產業生命週期很短，更可

以合理化「聯合研發」，或針對技術發展的階段，做不同審查？不知在國外是否有此種考慮？

另外本文提到一些規範面的問題，例如政府與學術機構，在這一類的聯合行為中，經常扮

演其中一個角色，這在管制上該如何處理？這其實是蠻大的一個問題。我通常是採較保守

的看法，就是硬把政府或大學解釋為事業而加以處罰，其實給自己造成很大的困難，我認

為不是那麼必要把他們納入行為主體，重點反而應該是會不會因此構成保護傘，保護其他

的行為人，這涉及公平法第四十六條的問題。 

在這篇論文第 37 頁中，提到共同產製的研發與結合關係的釐清，如果符合幾個要件，

就認定是水平結合案件，同時有結合規範的適用，我想這個地方是不是有省略？另外，構

成結合的話，現在結合管制已改變為申報異議制，不再是事前的許可，與聯合行為是變成

二選一，還是同時有規範的適用？這會不會造成一些問題，這是我比較不清楚的地方。綜

合而言，讀完本文，我對這個制度在國外運作的情況，以及我們應該如何去管制，獲益良

多。我個人認為，這是很成功的一篇文章。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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