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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從「消費者福利」的定義之爭出發，探討消保政策與競爭政策在保障

及提升「消費者福利」過程中，二者相輔相成及衝突之處，並進一步思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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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該衝突。本文主張應以「競爭」政策作為實現「消費者福利」之依據，並

分析市場自我矯正機制、私人訴訟、及公部門執法在解決競爭政策所無法含蓋

的「界限外」案件的優缺點。本文以初步研究心得，提出對我國公平法的幾項

看法與建議作結。

「消費者福利」（consumers welfare）一詞，不僅是反托斯法及政策中，
經常被運用到的概念，其更是消費者保護政策所欲保護的最重要利益。但其實

質的具體內容為何？則人言言殊。有從經濟學的操作定義切入，認為消費者福

利是消費者實際支出的價格，跟它在需求線上最高點價格的差距所形成的三角

形區域，也就是「消費者剩餘」（consumers surplus）；但也有採較廣義，而
認為反托拉斯法上的「消費者福利」指的是「整體福利」的概念，也即應包括

行為對廠商所產生的福利效果以及「效率」的考量。作為一個競爭主管機關，

公平會在實際的案例中，處理了很多本質上與「消費者保護」息息相關的案

件，不實廣告即是其中最為人所知者。而在公平法第一條「維護消費者利益」

的立法目規定下，社會上也普遍期待公平會對於有損消費者權益之經濟行為應

有所作為，這其中最受矚目與具爭議性者，乃公平會對物價上漲應否介入規

範，以及其介入的方式與程度為何的問題。因此，若能就「消費者福利」一語

在公平法下的意義有一比較清晰的思維脈絡，則後續的分析應會較有條理、層

次，而可以提供未來處理相關案件時的參酌標準。

本文擬就此一議題，從學理與實務的角度進行研析。更具體而言，如何透

過法律的實施，以保障或提升消費者的利益，不論對競爭或消保政策而言，均

是重要的議題。但由於背後所隱含的「消費者福利」內涵的不確定，所以相關

法律會隨著對於消費者福利的認知不同，而可能出現不同的解讀與執法態度。

另外，不少人認為消保與競爭政策可以是相輔相成的，而在一定範圍內，此一

觀點可資贊同；但不可否認的，競爭政策與消保政策在個自的理念基礎上，仍

存有潛在而難以調如的衝突。因此，當這些衝突出現在實際案例中時，公平會

該採何種執法態度？是該對市場競爭多一點信心，認為長期而言，只要市場競

爭不受約束，消費者最終必然會在企業競相吸引消費者青睞的過程中獲利？抑

或採「長期而言，［消費者］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consumers] are all 
dead!）1

的保留態度，而選擇能在短期內改善消費者利益，而忽略競爭效果評

估必要性的作法？這是本文所擬深入探討的二大議題。綜言之，本文認為，公

1 Keynes,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ch.3 (1923), available at http://www.bartleby.
com/66/8/32508.html. (last visited November 26,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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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會應以「競爭」作為其闡釋與執行公平法的核心目標，此一態度也應適用於

公平法中較具消保色彩的條文。換言之，於公平法下，「消費者福利」或「消

費者利益」的保護或提升，應被定位為是實現競爭政策下的附隨利益，而非公

平會應在個案中獨立出來進行審視與權義微調的法益。當然，在此一看法下，

必然會產生部分涉及消費者保護爭議的案件，將被排除於公平法的保護範圍

外；不過，筆者認為，此部分「界限外」案件，應透過其他消保法規來規範，

或利用私人訴訟進行救濟，始能符合執法效率要求，以及避免因法規內部邏輯

的衝突，所產生的執法困擾。

壹、「消費者福利」在政策上之重要性及其內涵

「消費者福利」一詞已為許多實行反托拉斯法或競爭法的國家列為所追

求的主要立法目的之一，此可從「國際競爭網絡」（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ICN）在2006年的年會中，與會各國所提出的33篇報告中，有30篇均
明白作此表示得知。 然而，對於何謂「消費者福利」？則仍未見有一致的看
法。以競爭法執法經驗最豐富的美國為例，即便實務界均普遍接受「消費者福

利」是該國反托拉法規所追求的最主要立法目的，
2
其具體定義為何，則仍是

該國反托拉斯法學者所尚未能取得共識的爭點。雖有部分論者認為，此純屬學

術上之探討，對於實務操作的結果並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3
但綜合學理上相關

2 例如美國聯耶最高法院於Brown Williamson一案中，明白表示傳統美國反托拉斯
法所關切者，乃“消費者福利及價格競爭。”See Brooke Group Ltd. V. Brown & 
Williamson Tobacco Corp., 509 U.S. 209, 221 (1993)；另外，在Atlantic Richfield Co. 
v. USA Petroleum Co.一案中，聯邦最高法院表示，“低價有利於消費者，不論該等
低價是如何形成的。”(“Low prices benefit consumers regardless of how those prices 
are set.”), See 495 U.S. 328, 340 (1990). 此一看法也獲美國競爭主管機首長的普遍支
持，例如前聯邦交易委員會主席Deborah Platt Majoras女士認為，“保護及提升消
費者福利是現代反托拉斯法所確認的目標。”Statement of Deborah Platt Majoras, 
Chairman,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before the Antitrust Modernization Commission 
(March 21,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speeches/majoras/060321antitrustm
odernization.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17, 2008)；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助理檢察
長Thomas Barnett亦肯定“就競爭法及其執行而言，消費者福利是正確的試金石
（touchstone）。”See Antitrust Modernization Commission, Public Hearing (March 21, 
2006), available at http://govinfo.library.unt.edu/amc/commission_hearings/pdf/060321_
FTC_DoJ_Transcript_reform.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17, 2008).

3 Thomas O. Barnett, Maximizing Welfare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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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所謂的「消費者福利」仍有「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及「總
剩餘」（total surplus）或「總福利效果」（total welfare effect）二大不同的解
讀，而隱含在此差異背後者，實與論者所著眼者究係反托拉斯法的「長期」或

「短期」效果，以及其所重視的究係反托拉斯法的「配置」或「生產」效率，

抑或是其「分配」的功能息息相關。

一、「消費者剩餘」v.「總剩餘」

對「消費者福利」採「消費者剩餘」解釋者，很自然的會認為競爭法所應

關切的核心問題，應是事業之行為對相關市場中消費者所產生之效果，而競爭

法下責任的有無，將取決於市場競爭行為是否將使賣方取得更大的市場力量，

而得以對消費者因交易原可獲得之經濟利益進行強制性的移轉。以先前所提及

之經濟學操作定義觀之，競爭法的功能在於避免供給者透過市場力濫用及實施

不當的競爭手段，進而縮小了原先屬於消費者的三角形面積。

從「實證」（positive）理由來看，美國支持「消費者剩餘」的學者有從立
法史及立法沿革的角度觀察，認為修曼法（Sherman Act）於立法之初，國會議
員所關切者，就是「消費者剩餘」而非「總剩餘」或是效率的概念；其中法案

起草人修曼（Sherman）參議員將獨占者的「超額取價」（overcharge）比喻為
是「勒索式財富」（extorted wealth），即可見一般！4

除相關的發言紀錄外，

Lande教授也提出以下幾點支持其看法的理由：一、在1890年該法制定之時，
經濟學尚未有發展出市場力與市場無效率的相關理論；二、修曼法的通過，

是政治下的產物，經濟學家並無實質的影響力；三、立法過程中，看不到有任

何關於經濟理論，像「配置效率」等的論辯；四、立法時，國會所關切的卡特

爾是非常有有效率的，但國會仍通過本法；五、從國會的論辯紀錄可知，立法

者當時所關心的是市場力所產生的非競爭價格；而若立法時所謂的「效率」或

「總福利效果」等經濟概念尚未出現，則得明顯的可以推出立法者原意應是市

場力所生之不公平的財富移轉。
5
另有論者認為，從司法實踐的角度來看，美

to the George Mason Law Review, 11th Annual Symposium on Antitrust, (October 31,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speeches/227291.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17, 2008). 

4 相關國會議員的類似發言，請參考Robert H. Lande, Chicago’s False Foundation: 
Wealth Transfers (Not Just Efficiency) Should Guide Antitrust, 58 Antitrust L. J. 631, n. 27 
(1989). 

5 Id., at 6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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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多數的法院及聯邦執法機關，均傾向於採「消費者剩餘」標準。Salop教授
舉「結合」及「掠奪性訂價」為例，前者依FTC和DOJ所制定的「結合審理準
則」（Merger Guideline），二大執法機關只要在結合案會導致市場價格上漲
時，即可介入，而無需先行確認該結合行為是否具有降低生產者成本的效果。

至於在「掠奪性訂價」行為，Salop認為若採「總剩餘」的看法，則低於成本
的訂價必然是「無效率」的，而無須考量掠奪者事後「回收」（recoup）掠奪
損失的可能性有多高的問題；而以事後掠奪者有無能力提高價格回收損失作為

行為是否違法的要件之一，正足以突顯最高法院所關心的正是消費者剩餘會在

後續回收期間會受到剝奪的問題。
6
另從較為「規範」性（normative）的角度

來看，主張「消費者剩餘」標準者認為，反托拉斯法無法對等地保護市場的買

方與賣方；而如果必須要有所選擇的話，應以保護市場的消費者為其要務，主

要原因在於相較於需就買方與賣方利益進行抵銷的「總剩餘」標準，「消費者

剩餘」是實務上較有可能被操作及相對明確的標準。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委員

Thomas Rosch即曾表示， 不論「總剩餘」理論有多精闢，實務上反托拉斯責
任的建立，仍取決於不具專業背景陪審員對個案事實的認定。

7
過於複雜的標

準，實不利於競爭效果評估的進行。而對持反托拉斯法的最終目的是財富移轉

的學者而言，
8
將「消費者福利」的規範性意義與「消費者剩餘」等同視之，

實屬論理上的必然。

主張「總剩餘」或「總福利效果」者，則一樣從「實證」與「規範」面

提出其等之理由。就立法者原意及沿革的解釋部分，其中最具代表性者當屬

Robert Bork法官, 他在綜合分析了許多當初修曼法制定過程中的立法辯論後9
認

為，國會於立法時所關心的問題，是在如何避免業者利用聯合行為、結合、及

其他方法取得得以對消費者收取高價的市場力，據此，其進一步提出了修曼法

6 Steven C. Salop, Question: What is the Real and Proper Antitrust Welfare Standard? 
Answer: The true Consumer Welfare Standard, presented to the Antitrust Modernization 
Commission (November 4, 2005).

7 J. Thomas Rosch, Monoposony and the Meaning of “Consumer Welfare”: A Closer Look 
at the Weyerhaeuser, speech before the 2006 Milton Handler Annual Antitrust Review 
(December 7,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speeches/rosch/061207miltonhandle
rremarks.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19, 2008)

8 See e.g Lande, supra note 6; see also Lande, Wealth Transfers as the Original and 
Primary Concern of Antitrust: The Efficiency Interpretation Challenged, 34 Hastings L. J. 
65 (1982).

9 See Robert H. Bork, The Antitrust Paradox 57-66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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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消費者福利的處方＂（consumer welfare prescription）的看法。10
至於所謂

的「消費者福利」所指為何？Bork在後續的論述中，很明顯的是認為「效率」
或更具體而言，「配置效率」，才是其最主要與最值得追求的目標，故其認為

「當社會的經濟資源配置到可以讓消費者在技術限制允許下充分滿足其需要

時，消費者福利也是最大。在此意義下，消費者福利只是國家福利的另一項用

語而已。反托拉斯因此對於物質繁榮有內建的偏好，但其不應涉及繁榮該如何

分配或使用。那是其他法律的事情。」
11
故在Bork的定義下，消費者福利應指

市場中所有人之福利加總，而市場參與者在反托拉斯法下的評價也應是平等，

而不應有特別偏向保護某一特定團體的差別待遇。

至於在司法實踐上，不論是競爭主管機關或聯邦法院，均未明白表示爾等

支持「消費者福利」應指「消費者剩餘」的態度。再以結合為例，美國克雷頓

法（Clayton Act）第7條的文義規定來看，結合行為的競爭效果評估，應以行
為是否對「任一市場商業活動」（in any line of commerce）產生實質減損競爭
的效果，文字中並未提及「消費者」，且從規定的整體文義觀之，其重點應在

於「競爭」之維護，而非「消費者」利益的保護。
12
以上述FTC和DOJ所制定

的「結合準則」為例，雖然競爭主管機關得不用考量結合的降低成本效果，

逕行進行管制；但準則中也明白表示主管機關得依其裁量，對特定類型的結合

案件，將發生於結合行為所在相關市場外，但與其具有密不可分關聯之其他市

場中之效率因素列入考量；特別是當結合行為的管制，無可避免地將導致該另

一市場的效率喪失時。何以發生在他市場的效率，得列為足以影響結合行為是

否違法之審查因素？一項合理的解釋是，競爭法對結合行為所關心者，應非只

是狹義的避免相關市場中的消費者不會因結合後所產生之高價不利益；「競

爭」或「潛在競爭」對於結合後市場漸趨集中的制衡效果，也是重要的考量因

10 Id., at 66. 
11 Id., at 90. 原文如下：“Consumer welfare is greatest when society’s economic resources 

are allocated so that consumers are able to satisfy their wants as fully as technological 
constraints permit. Consumer welfare, in this sense, is merely another term for the wealth 
of the nation. Antitrust thus has a built-in preference for material prosperity, but it has 
nothing to say about the ways prosperity is distributed or used. Those are matters for other 
laws.”

12 Kenneth Heyer, Welfare Standards and Merger Analysis: Why not the Best?, (Discussion 
Paper, Economic Analysis Group, Antitrust Divisi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March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abanet.org/antitrust/at-source/pdf/references/heyer-ken-
06-8.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20,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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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13

另外就「掠奪性訂價」行為而論，Salop教授以「總剩餘」標準應直接認
定低於成本的訂價行為是無效率而禁止之，進而推論法院之所以要考量「回收

可能性」的原因，乃出於保護「消費者剩餘」目的的論點，似仍有進一步商榷

之處。依同樣的論證邏輯，若法院真以「消費者剩餘」為其認定基準，則「掠

奪性訂價」應屬當然合法的行為。當然，論者可反駁之所以要考量「回收」的

可能性，是在避免掠奪者於後掠奪時期以高價剝奪消費者利益之「長期」效果

考量，但此是否真的是法院判決背後的思維？就筆者個人淺見認為，美國聯

邦最高法院就掠奪性訂價所建立的判斷標準，深受「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對此一議題看法的影響。之所以對於低於成本之價格尚需進行後續的
損失回收檢視，主要在突顯當市場處於競爭狀態時，掠奪性訂價本質上是不理

性的競爭策略，其會令意圖掠奪市場的廠商陷於需不斷進行成本下訂價的惡性

循環，而永無回收損失之日。故沒有一個理性的廠商會在充分競爭的市場中發

動低於成本的價格戰。而當實施價格掠奪者享有高市占率，其所在市場之參進

障礙高，而讓其得以在後掠奪期間進行高價回收損失的行為時，法院運用反托

拉斯法介入的理由，與其說是在乎消費者剩餘會因此而減少，毋寧是關切因市

場掠奪導致掠奪者市場力進一步擴大，產出進一步限縮的結果，將使社會整體

因獨占訂價所蒙受的「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也隨之擴大，本質上仍
是「配置效率」的問題。這項觀察，可以進一步由美國法院向來對具市場支配

地位廠商之「榨取訂價」（exploitative pricing）行為，不願在維護消費者利益
的考量下，以反托拉斯法進行干預，而較傾向於以市場競爭與結構是否真無法

解決所謂的「不當高價」問題的態度，間接得到佐證。

Gregory Werden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發現，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史以來，
只有在5件案件的多數意見書中，使用「消費者福利」一詞，但均未明白定義
其內容為何：有直接引述Bork教授「消費者福利的處方」但未析論之者，有
認為「低價」將有利於提升消費者福利，也有認為反托拉斯法若強迫供應商

改採較無效率的生產方式，將有害「競爭與消費者福利」，而美國各州所制

定用以保護小型零售商的「公平交易法」（fair trade law）， 已偏離了「競爭
與消費者福利」原則。

14
在此情況下，Werden認為「消費者福利」不應作過於

13 Id.
14 Gregory J. Werden, Competition, Consumer Welfare, & the Sherman Act, 9 Sedona 

Conference Journal 87, 91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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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義的解釋為只包括產品或服務最終使用者的福利，方能與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傳統上所強調之反托拉斯法在於保障競爭（competition），而非「競爭者」
（competitor）之基本理念並容。15

最後從較「規範」面的角度來看，關於計算「剩餘」的成本過高的問題，

同樣會出現在適用「消費者剩餘」標準的情形。法院或競爭主管機關需要關於

消費者反應在需求線上的需求偏好相關資訊與數據，方有可能計算出消費者會

因價格上漲而受有多少的福利損失；
16
而有趣的是，當這些數據可透過一些方

法取得時，其同時也將降低計算「總剩餘」的困難度與成本。
17
對採「消費者

剩餘」標準或認為其應是反托拉斯法所追求的最主要目標者，另一項不可忽

略的適用成本乃如何定義「消費者」。現代經濟活動下的買方，有許多並非

是產品或服務的最終使用者，而是中間商。對上游供應商而言是「消費者」，

而在其加工後或直接轉售產品的市場中，其地位又是賣方。故於計算消費者剩

餘時，究應只是「部分均衡」式的計算最終產品部分的消費者福利變動，還

是應將上游市場的消費者剩餘也列入計算？更具體的以獨買（monoposony）
為例，獨買或獨買卡特爾以「消費者」身分刻意壓低原料購買價格所增加的

「剩餘」，需不需要與其後續因提高最終產品售價至非競爭水平，對下游市場

「消費者」所減少的剩餘相抵銷？其理由又為何？均是採「消費者剩餘」標

準所需面對的問題。至少在外國的司法實務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2007年的
Weyerhaeuser Company v. Ross-Simmons Hardwood Lumber一案中，18

大法官以

全體一致的判決，告訴美國反托拉斯法的執法機關，在競爭法裡面是不能偏袒

15 Werden引用最高法院在相關判例中大法官之理由論述，認為Sherman Act “does not 
confine its protection to consumers, or to purchasers, or to competitors, or to sellers .... The 
Act is comprehensive in its terms and coverage, protecting all who are made victims of the 
forbidden practices by whomever they may be perpetrated.” Id.  

16 See Heyer, supra note 13, at 15-16. 
17 實務上最常涉及福利效果計算問題者，非「結合」行為莫屬，特別是其中關於結合
的「單方效果」的評估部分。對此，絕大多數國家的競爭主管機關多依據市場結構
面的相關資訊，間接推論結合後相關市場中的價格上張的「可能性」高低。其中最
著名的例外，當屬美國FTC在1997年禁止美國二大文具量販店Staple及Office Depot
的結合案。FTC的經濟學家於該案中利用量販店收銀機所掃瞄的歷史價格數據，
透過計量分析，算出結合後相關市場中價格上漲以及結合行為提升效率的具體百
分比；而結合當事人也提出了其所估算但與FTC有相當差距的計量分析數據。 本
案的相關說明與討論，可參考The Antitrust Revolution : Economics, Competition, and 
Policy 61-68 (John E. Kwoka, Jr. & Lawrence J. White ed., 4thed., 2004).

18 127 S.Ct. 1069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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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特定的法益，必須對供給與需求面同時評估。
19

二、學理爭執之實益與「競爭」價值之確立

從以上簡要的比較說明，當不難了解，即便從相同的「實證」或「規範」

相關判準（立法原意或司法實踐等）出發，持「消費者剩餘」論與「總剩餘」

論者，均各言之成理且各有堅持，實難以定奪誰是誰非。從比較法的觀點來

看，學者研究發現，目前除少數國家如加拿大及紐西蘭等明白採「總剩餘」理

論外，美國許多法院及其他多數國家似乎均傾向於以「消費者剩餘」作為定義

「消費者福利」之依據。
20
不過這項學理爭議就反托拉斯案件實質審查部分來

看，差別不大；畢竟在多數的情況下，具生產或配置效率的行為，往往也具

有提升消費者剩餘的效果。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沒有一個具成熟競爭法規與

執法經驗的國家，會採最純粹的「消費者剩餘」標準，全然不論行為對供給者

19 Weyerhaeuser這個案子，牽涉到掠奪競標行為。Weyerhaeuser是美國西太平洋地區
一個很重要的鋸木公司，享有相當的市場力量，主要是以競標的方式向伐木公司取
得其所需的木材原料。本案原告主張其是Weyerhaeuser掠奪性競標的行為下的受害
者，它認為Weyerhaeuser在需求未達到之前，不斷以高於市場理應出現的價格進行
競標，而使其無法承受競標損失而被迫退出市場。就如同掠奪性定價以低價來驅
逐競爭者，獨買者，也可以高價來提高競爭對手的競爭成本，大幅削弱其競爭能
力。，這個案子在第一審、第二審都判原告勝訴，一個很重要理由，就是被告在訴
訟當中所提出掠奪性競標的標準，應該跟掠奪性定價的法律標準是一樣的，也即市
場力、價格低於平均變動成本、回收可能性三個要件，應一視同仁的適用於掠奪性
競標的案件。但一審及上訴法院的看法不同，均認為掠奪性競標跟掠奪性定價是不
一樣的，特別是針對消費者利益而言，因為掠奪性定價一旦實施以後，消費者直接
享受到好處，就是市場價格因掠奪行為而降低，但是這種低價利益沒有辦法反映在
掠奪性競標的行為；獨買者會在要素市場回收其掠奪損失，而非在最終的產品市
場，也即在掠奪競爭成功將競爭者趕走後，Weyerhaeuser再大幅壓低其競爭價格，
且此一要素成本降低的效果，不當然會以較低的價格反映在消費者的市場。本案上
訴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後改判被告勝訴。就消費者利益部分，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沒
有理由對掠奪性定價與掠奪性競標二者適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法院認為二者的分析
重點應仍是在於市場結構允不允許掠奪者成功的進行損失回收，至於消費者是不是
會因掠奪行為或其後的回收行為而受有低價的利益，不是分析的重點。Id., at 1076-
78. 

20 See John Kirkwood, Consumers, Economics and Antitrust, 21 Research in Law and 
Economics 1 (2004); Dennis W. Carlton, Does Antitrust Need to be Modernized? 
(Economic Analysis Group Discussion Paper,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January 2007) 
2, 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eag/221242.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21,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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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福利效果，而以「消費者」是否將因此而受到高價剝削，作為其論斷行為是

否違法的唯一標準。此可從各國對於聯合行為及獨占力濫用等傳統反托拉斯案

件類型，均存有程度不一的豁免或除外規定，或是運用所謂的「合理原則」

（rule of reason）使法院或主管機關得適度引入供給面的效率考量得知。即便
在「不公平競爭」領域，供給面的效率考量也並不當然被排除在違法性判斷過

程之外，此將於後詳述。

綜言之，筆者個人認為，「消費者福利」內容的學理之爭，其差別與其說

是在於供給面的效率（如成本降低）該不該被列入考慮，不如說是供給面效率

在福利計算中被考慮的方式與程度如何的差異。採「總剩餘」理論者，將行

為所減損後之消費者剩餘與效率視為二個相互獨立且法規範評價中性的比較選

項，而實務上採「消費者剩餘」理論的國家，並非全然排除供給面效率的考

量，只是其更重視所謂的「效率」出現的可信度，以及其必須有相當比例會轉

嫁至相關市場中的消費者，而可提昇整體的消費者剩餘。至於效率發生與轉嫁

的機率要至何等程度始不違反競爭法，則取決於各國對競爭法政策功能與目標

作如何的定位。支持「消費者剩餘」解釋者，必然是較傾向於從「短期」、

「靜態」（static）與「分配」（distributional）的角度，來定位競爭法的功能
與目標；反之，持「總剩餘」看法者，則側重競爭法在促進如因創新所帶動的

「動態」（dynamic）及「配置」（allocative）效率所可扮演的角色，故必定
是較為「長期」的觀察與評估。簡單舉例而言，關心「消費者剩餘」理論者，

比較在意社會上有沒有比較便宜的CD隨身聽；而支持「總剩餘」理論者，則
較關心會不會有品質更佳，功能更強的音樂播放器（如iPod）出現。因此，假
設競爭法關於福利效果可能的評估態樣平均分佈於如圖的光譜上，光譜的二個

極端分別是最嚴格的「消費者剩餘」（即完全不論供給面的福利效果），以及

全以供給面福利效果為評估標準的「供給者剩餘」，則絕大多數國家實務上所

採行者，應是以「總剩餘」為中心，依不同的競爭政策思維，而游離於左右二

個極端間的所形成的一定範圍。個人認為，也許「非嚴格意義的總剩餘」標準

會較上述二個名詞更能反應實務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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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定義之爭外，另一個更重要的相關問題，即是實現「消費者福利」的手

段選擇。對此，美國及其他執法經驗較為豐富的國家則有相當程度的共識，也

即不論對「消費者福利」採何種看法，競爭法應以確保市場「競爭」不受扭曲

為其實現立法目的最主要的手段。誠如歐盟競爭委員會主席Neelie Kroes女士所
強調的:「消費者福利是委員會用以衡量結合，或違反條約關於卡特爾或獨占
規定行為之確立標準。我們的目標很簡單：保障市場中的競爭，以作為提升消

費者福利及確保資源有效配置的一項手段。」
21
「競爭」價值的確立，對執行

反托拉斯法或競爭法規至少有二點重要的啟示：一、當涉及減損消費者福利的

行為出現時，競爭主管機關首應判斷者，應是市場競爭的現況，是否有能力抑

制該行為朝對消費者福利有害的方向發展，而非從道德、社會、或其他非經濟

因素來判斷該行為在競爭法下之可非難性；二、若市場競爭強度不足以進行自

我矯正的功能時，主管機關也應以回復市場競爭作為其進入干預的主要手段，

藉由重新導入或強化競爭壓力，一方面促使事業降價或降低生產成本，二方面

也可讓消費者因而得享有更多消費選擇機會，而非於個案中進行直接管制，試

圖取代市場，對供給面或需求面進行競爭行為的微調。持平而論，競爭主管機

關是市場「競爭」的專家，但不見得掌握有足夠的資訊得以判斷何者對特定產

業之生產效率有利或不利，遑論高度多元的消費者偏好！

貳、「消費者福利」作為競爭與消保政策之最大公約數—規範作為

之融合

一、保護法益「對稱性」作為定義依據

於進一步論述消保規範與競爭規範在促進消費者福利功能上可能融合之處

前，首先釐清者，乃二項政策在規範意涵上有何不同。本文擬以規範本身保護

的法益是否對供需雙方是否對稱作為定義的標準，所謂「對稱」也即保護的法

益是不是對等平衡，還是一種傾斜偏重於交易當事人一方權益保障之立法。由

於競爭政策及法規的規範核心在於市場競爭，而非個別競爭者之權益保護，性

質上屬於保護法益平衡型之政策。消保政策及法規則由於其明顯的傾向消費者

21 Neelie Kroes, Presentation: European Competition Policy—Delivering Better Markets 
and Better Choices. European Consumer and Competition Day, London, September 5, 
2005. 轉引自Heyer, supra note 13 n.2.（粗體字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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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保障，故是一種法益保護不對稱的政策。依此標準觀之，我國公平法中關

於限制競爭的規定，為競爭政策的範疇；而不公平競爭中的部分條文規定，如

第21條的不實廣告規定，以及第24條適用於關於事業「資訊揭露」義務案件類
型時，即帶有相當程度的消保色彩。

二、規範作為融合之可能性與態樣

在本文的定義標準下，嚐試在保護法益「對稱」與「不對稱」的二項政策

規範中尋求相輔相成的共同處，實非易事，而可能需先從消保政策及規範其所

欲保護的「消費者權益」的具體內容為何著手思考。

對此，美國前總統約翰。甘乃迪（John F. Kennedy）於1962年3月15日致
函美國國會，要求其等應強化消費者利益保護，其中所提及之4項消費者應受
保護的權利，至今仍經常為世人所引用作為消費者享有「消費基本人權」的

依據：1.要求安全的權利（the right to safety）；2.被告知的權利（the right to 
be informed）；3.選擇的權利（the right to choose）；以及4.被聽見的權利（the 
right to be heard）。22

其中第2與第3點，關於消費者有被告知的權利及選擇的
權利，除了彰顯「消費者主權」的價值外，也與競爭政策中強調透過競爭，

增加市場之消費資訊與產品或服務選項的精神有相當程度的重疊，也較有可能

去探討二者的融合可能性及具體作法。至於第1、4點，就個人而言，本質上明
顯是屬消保政策，競爭政策中即便認為提供更安全的產品有利於消費者福利的

提升，其具體的規範作為，也會較著重在如何營造一個可以讓提供安全產品的

廠商得到消費者的青睞，而不提供者，會受到唾棄的市場環境，這與常見於消

保政策法規，以預設的產品最低安全標準作為強制賣方遵守，不遵守即有可能

受到制裁的作法，顯有不同。至於“被聽見的權利＂，其法益保護的不對稱性

更為明顯。於競爭政策的規範邏輯下，買方可以用拒買來讓對其需求「充耳不

聞」的賣方得到警愓，即便在獨占市場的情形，競爭法介入干預的出發點也是

在維持市場中買方「發聲管道」的暢通，而非出於消費者有「權利」要求賣方

聽他需要什麼。

綜上，我們不難看出，「資訊之充分揭露及正確性」應是二項政策規範的

共同核心價值。另外，在要求「資訊」揭露的程度上，競爭政策並非在要求資

22 John F. Kennedy, 93-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Protecting the Consumer Interest 
(March 15, 1962),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9108 
(last visited Novermber 22,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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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揭露的程度，需到達讓市場上的選擇機會極大化的地步，而是在規範具潛在

降低市場理應出現的交易選擇的不當競爭行為；同理，消保政策並非在確保消

費者有最充分的資訊（perfect information），而是在避免其受脅迫、欺罔、或
其他難以防免之不實資訊的影響，而作出錯誤的消費決定。而透過上述價值的

實踐，以「維持消費者選擇的機會」及「確保消費者得進行有效的選擇」，則

是二者出現融合的可能態樣。 從競爭政策的角度來看，維持最大選擇的機會，
就是讓這種機會不會因特定的人為市場操縱而消失，所以競爭法關心勾結、獨

占力濫用、或結合等行為的規範，因為這些行為均有可能導致市場過度集中，

消費者選擇交易相對人進行價格或品質比較的機會減少。在消保政策部分，消

費法規對定型化契約的規範，除了其公平性的考量外，另一項重要的考量應與

其剝奪了消費事先選擇或與他方當事人協商對其最有利交易內容的機會有關，

二者呈現的是同一個思維邏輯。 而即便選擇機會存在，若所呈現的資訊有誤
或被刻意隱瞞或扭曲，則消費者所為的最終選擇也非有效的選擇。 消保法規
或我國公平法第21條關於廠商「不實廣告」的規定，即是消保政策確保有效選
擇的具體規定。在競爭政策中，反托拉斯法禁止具市場力的廠商進行不當「搭

售」，即在避免消費者因被強迫需購買被搭售產品（tied product），而無法精
確判斷主要產品（tying product）之效用，及作出對其最適之消費決定。23

另

外，學理上對「轉售價格維持」（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RPM）約定，普遍
認為其具有避免競爭者從事「搭便車」（free-riding）誘因，有利於下游經銷
商進行各類「售前服務」之非價格競爭，故不應視其為當然違法。

24
從「售前

服務」（如產品性能的說明，試用等）本質上可視為「資訊」提供的一種類型

來看，RPM在競爭法上到底該不該允許，是可以從消費者資訊取得成本，以及
是否能因此而進行更有效的消費選擇的角度來思考。而了解此一邏輯思維後，

我們也不難理解何以學者會認為，當一個新產品剛上市的時候，由於消費者對

其不熟悉。廠商為期經銷商能促銷這個產品，往往必須以確保下游經銷商利潤

的作為，來增加其推銷該產品的誘因，同時消費者也可得知有新型產品問世，

23 此一情形在搭售契約所涉及產品是耐久財（durable goods）及高科技精密產品時，
因消費者於購買之初，難以對產品的產品週期，維修成本，以及主要產品及被搭售
產品搭配購買的必要性及效用等進行成本-效益的分析，故會使無法進行有效選擇的
問題更為嚴重。

24 Lester Telser, Why Do Manufacturers Want Fair Trade? 3 J. L. & Econ.（1960）公平法
現行規定對於轉售價格維持約定，到採「當然違法」原則（第18條）。不過，修正
草案已允許廠商未來得提出「正當理由」以推翻違法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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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這類型產品市場中實施RPM的正當性要高於已家喻戶曉的產品市場。25

參、競爭政策與消保政策在實現「消費者福利」之衝突

在反托拉斯法的實際操作過程中，不乏競爭與消保政策在同樣追求「消費

者福利」目的的過程中卻產生衝突的例子。據個人觀察，衝突出現的類型，大

致可歸類為以下二種：其一、因對「消費者福利」定義的看法不同所生的衝

突；其二、在追求政策實現的手段上，二者所依賴的方法及手段不同所生的衝

突。

一、因對「消費者福利」定義看法不同所生之衝突

如前所述，競爭政策較著重總福利效果，不管是聯合行為及獨占力濫用、

結合、垂直交易限制等，在世界各國分析這些行為的過程中，不會只就消費者

這個部分來判斷，行為本身所產生的生產效率、成本的降低等等，都會列為是

考慮的因素之一。相對的，在消保部分，就比較偏向於消費者剩餘及評估。此

一差異，最常反應於特定爭議行為，是否應由政府介入處理的看法不同上。

二、因實現「消費者福利」的政策手段選擇不同所生之衝突

縱使競爭與消保政策均關心「資訊」揭露與提供的問題，但在競爭政策中

所使用的實現手段比較是傾向於「水平」與「供給面」的手段；簡言之，即是

透過「競爭」來實現資訊提供的目標。因此，縱使市場出現不實或誤導的資

訊，但只要市場存有競爭的可能性，而正確無誤的資訊也是消費者於消費決定

時所必需者，則自私與追求利潤之廠商，即有經濟上的誘因投入成本，讓真正

的資訊出現在市場當中，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此除了可以實現維持消費者選

擇權利的最終目的外，供給面的福利效果也可因此而獲得進一步的改善。反

之，在消保政策上，對同一議題的作法，會較傾向於由主管機關直接判斷爭議

訊息的實質內容真偽，以及該資訊對交易的重要程度為主要的規範手段，本質

上較傾向於「垂直」與「需求面」的管制方式。影響所及，二者後續所呈現之

規範管制風，也有相當大的不同。

從近年來國際間對消費者保護的最新發展趨勢來看，此一政策實現

25 See F. Mathewson & R. Winter,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13 J. 
INd. Org. 57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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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的差異及衝突，於未來似有更加加大的趨勢。例如「經濟合作暨開

發組織」（OECD）中的「消費者政策委員會」（Committee on Consumer 
Policy; CCP），曾分別於2005年及2006年召開二次「消費者政策經濟學」
（Economics for Consumer Policy）的圓桌會議，討論「行為經濟學」
（behavioral economics）對消保政策未來發展的啟示。26

會議的主軸在突顯傳

統消保政策只侷限在市場存在的資訊到底充不充分、正不正確這樣的關切，

其實是不足的，應進一步考量消費過程中消費者所可能出現的消費「偏差」

（bias）行為。27
不同於傳統經濟學的「理性」假設，行為經濟學理論認為，這

些「偏差」肇因於消費者於消費過程中所普遍在存在的主觀不理性。例如，消

費可能過度關心損失的風認，而傾向於不任意轉換交易對象；也可能對消費決

定的利益有過於自信的期待，或偏好短期可實現的利益勝過長期更高的利益，

或是追求時尚或在同儕壓力下所為之倉促或非理性的消費決定等，其與消費決

定時市場中的資訊是否充分不見得有必然的關聯。 再者，從理論上看，資訊
的充分程度，也可能超過了其最適規模，而非但無助於消費者作出最有利的選

擇，反而讓消費者更加混淆等。

其實對於上述消費者不理性所產生之不利消費結果的問題，競爭政策並非

全然漠視。例如競爭法上近來已開始討論消費者如何因「轉換成本」過高，而

不得不被套牢於既有的交易關係中，而使具市場力量的廠商得免受市場競爭之

制裁。而關於資訊過度充分所生的混淆效果，美國FTC更是早在80年代，針對
早餐即食麥片（cereal）公司的品牌擴散（brand proliferation）策略，是否導致
產品過度差異化，除無助於消費者的購物選擇外，也可能構成妨礙其他競爭者

進入市場的不公平競爭手段等問題，進行調查與分析。不過，除了競爭法學理

上對於所謂「套牢」、「轉換成本」、及判斷產品「過度差異化」的標準何在

等問題，仍有高度爭議外，競爭法在評估這些問題的方法上，似乎仍會回到市

場面的判斷上，如市場力量的有無，市場參進障礙高低等。對於OECD的會議

26 OECD Committee on Consumer Policy, Round Table on Demand-Side Economics for 
Consumer Policy: Summary Report (20-April-2006), DSTL/CP(2006)3/FINAL,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dataoecd/31/46/36581073.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23, 2008); 
OECD Committee on Consumer Policy, Round Table on Economics for Consumer Policy: 
Summary Report (26-July-2007), DSTL/CP(2007)1/FINAL,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
org/dataoecd/5/38/39015963.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23, 2008). 

27 OECD Committee on Consumer Policy, Round Table on Demand-Side Economics for 
Consumer Policy: Summary Report (20-April-2006),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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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未來是否會逐步內化為各國消保政策之考量因素以及以何種方式內化，

筆者無法預測；但若仍以傳統消保政策較為「垂直」與「直接」的規範手段來

解決不理性的消費偏差行為，
28
則消保政策的「干涉主義」（paternalism）色

彩將更為鮮明，而與植基於「自由放任」（laisser faire）精神的競爭政策間的
差距或衝突也可能因此而加大。

肆、競爭與消保政策衝突之解決模式

在了解二項政策可能產生衝突的原因與態樣後，接下來可以討論的問題乃

有何解決衝突的模式。不過，可以先思考者，乃或許競爭與消保本即是各自獨

立的政策目標，並無所謂解決衝突的必要性，事實上在很多國家是由不同主管

機關依不同的法律來執行相關的政策。 但由於我國公平法中同時包括了競爭與
消保政策的規範，且需在相同的立法目的（公平法第1條）下被執行，故當這
兩個政策產生衝突的時候，應該強調哪一種政策？到底應該強調競爭多一點、

還是消保多一點？這是一個很困難的選擇。簡化的說，當公平法涉及到法規中

具消保政策之規定時，其究應否以消保政策的精神為其釋法與執法的上位依

據？本文以下分別從引入該原則的妥當性、消保政策不對稱規範手段之具體問

題、以及以競爭政策實現消費者福利（包括消保政策意下的「消費者剩餘」）

的功能與界限問題。

一、消保政策作為減緩衝突上位依據之妥當性

是否該以消保政策作為競爭政策實現消費者福利的上位準則，首應思考

者，乃何以消保法會不對稱地偏向「需求面失靈」的規範思維？而用以支持類

此管制思維的理由，於現今的市場環境是否有調整的必要？消保政策與規範的

出現，與傳統認為在自由經濟體制下，相對於賣方，買方永遠是弱勢的一方的

思維有關。賣方不僅可藉由對產品資訊掌握程度遠高於買方的優勢，誇大或刻

意隱藏產品的優缺點，進而誤導消費者作出錯誤或不利於已的消費決定；當消

費爭議出現時，消費者主張權利所需之相關事證也多數在賣方的實際支配之

下，難以取得或取得需付出可觀的成本，再加上消費者散居各地，且個別所受

之消費損害可能不大，缺少追究或訴訟的誘因，故即便消費爭議所生之總損害

28 例如立法明定賣方有義務於買方結帳時，向消費者進行消費決定再確認的義務，或
是大幅延伸消費者得不附理由逕行退貨的期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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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賣方也可能不會因其欺騙行為而受到應有的制裁。消保法的相關規定

與機制，如「無過失責任」、「團體訴訟」、「加倍損害賠償」等，可視為

是立法者出於解決「資訊不足」及消費者缺少起訴誘因之「集體行動二難」

（dilemma of class action）困境所為的設計。
時至今日，筆者不否認市場中仍存有與賣方享有產品資訊優勢所引發之消

費爭議，但其程度是否如過去所想像的那麼嚴重？值得進一步探究。過去數十

年來國內外消保運動與政策的倡議，非旦成功地讓消費者於消費爭議發生後，

得以明確知悉權利內容與主張權利之程序，「消費者主權」概念的建立，也讓

消費者更有意願於事前進行消費相關資訊之搜集與比對的工作，而資訊科技的

日新月異，如網路的出現，更是大幅降低了消費者取得資訊的成本。據2008年
11月7日「美國今日報」（USA Today）的一項調查顯示，美國人於購買新車的
過程中會使用網路進行比價或搜集資訊者，從1998年的25％大幅上升至2008年
的75％；29

另外，各類消費情報雜誌、產品的品質與價格比較網站，或消費者

消費經驗分享的討論群組或部落格（blog）等，不但讓消費者得以快速且全天
候的取得與交易相關的資訊作為消費決定的參考，網路訊息流通的快速，更可

讓消費者透過「口耳相傳」（word-of-mouth）方式推薦優良商品，撻伐不肖業
者的功能發揮的更淋漓盡致！換言之，對於擬以散佈不實資訊方式欺罔消費者

的廠商，其「商譽」的損失，可能會是一項比法規更具實效的制裁手段。

對於筆者的看法，也許有人認為過度樂觀，畢竟確認網路資訊的真偽也需

投入時間與成本；但不可否認的，上述現象的確足以讓我們省思，隨著科技進

步所帶動的資訊散佈的便利性及更為強化的資訊提供誘因，也許消費者並非

傳統我們所想像的那麼無助，而廠商也非得隨心所欲的濫用其所掌握的資訊優

勢，而無庸付出任何代價。故在規範手段的選擇上，應有必要修正以往高度偏

向消費者剩餘的「垂直」與「直接」的管制方式，而引入多一點供給面競爭的

「水平」考量。事實上，如果我們再把以下政府基於保護消費者利益所為的直

接管制措施的風險與成本列入考量，則修正的必要性似乎也隨之增高。

二、消保政策規範手段之風險與成本

（一）過度介入市場交易之風險

從競爭政策強調透過「競爭」使正確資訊出現的觀點來看，消保政策直

29 Most Car Shoppers Use the Web, USA Today 1A (November 7,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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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介入觀察資訊本身到底正確與否，以及消費者的選擇究竟是不是一種錯誤

的選擇的作法，隱含某種程度的管制風險。舉例而言，美國FTC在1978年時
曾經制定過“Kid Video Rule＂，用以規範電視甜食產品廣告。其背後的理由
在於，在當時有不少的學者、牙醫生認為過多的廣告吸引了無辨識廣告真實

性的孩童購買糖果或其他甜食，而使蛀牙的比率增加，但事實上並沒有實證

的證據建立此一關聯性。
30
但這個規則還是在沒有實證證據的支持下通過了。

規則頒佈後，與FTC關係相當友好的華盛頓郵報，用了“保姆國家＂（Nanny 
State）來形容FTC的作為，是對人民生活的一種“荒謬的干預＂（preposterous 
intervention）！31

事實上，這個規則可能不僅無助於降低蛀牙的比率，反而減

少了消費者本可享有的選擇機會，因為其讓許多產品根本沒有辦法作廣告。

此一規則於1981年被廢止。比較1978年的制定理由和1981年的廢止理由，可以
很清楚的發現，FTC顯然是在對「廣告」的經濟與市場效果尚未分了解的情況
下，匆促地進行管制。

32
與其因此讓社會在未蒙管制之利前先受其害，不如多

信賴市場競爭的資訊提供功能。對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Justice Harlan，
在FTC v. Proctor& Gamble一案中所提出的協同意見，正足以展現這樣的觀點：
“正當的廣告透過教育消費者知悉可得的替代選擇，是市場一項合法且重

要的目的。……不可否認的，廣告有時會被用來作為創造不理性的品牌偏好，

且誤導消費者關於產品間的真正差別，但我們很難去判斷廣告散布到何種程度

就不再是良性競爭的一個面相。FTC的功能不是在決定哪些「產品」所合法提
供給消費者的要素是有用的，而哪些應被視為是產業的「病態」。＂

33

（二）資訊「現實性」（reality）與「相關性」（relevance）的判斷成本

30 William MacLeod, Elizabeth Brunins, & Anna Kertesz, Three Rules and A Constitution: 
Consumer Protection Finds its Limits in Competition Policy, 72 Antitrust L.J. 943, 955-56 
(2005). 

31 Id., at 955. 
32 See id., at 957. 
33 386 U.S. 568, 603-04 (1967)(Harlan, J., concurring). (“Proper advertising serves a 

legitimate and important purpose in the market by educating the consumer as to available 
alternatives ....Undeniably, advertising may sometimes be used to create irrational brand 
preference and mislead consumers as to the actual differences between products, but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discover at what point advertising ceases to be an aspect of healthy 
competition ....It is not the Commission’s function to decide which lawful elements of 
the “product” offered the consumer should be considered useful and which should be 
considered the symptoms of industrial ‘sic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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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的市場交易，普遍存在著資訊不完全充分的現實（real）問
題，但並非所有這些未充分被揭露的訊息，均與消費者之最終消費決定相關

（relevant），遑論是法律所應強制交易當事人提供者。如果消保政策較強調資
訊的直接判斷與評估，則政策制定者也必須有能力進行資訊「現實性」與「相

關性」的區分，始能進行妥善的資訊管制。惟資訊「現實性」與「相關性」的

區分並非易事，因其涉及管制者能否判斷消費者對不同消費相關資訊之依賴程

度如何。以行動電話的購買行為為例，影響消費者是否購買某一類型的手機之

資訊可能高度的多元，從手機的大小、重量、樣式、功能、到流行度等，均可

能是其購買的主要原因。簡言之，對在乎手機是否易於隨身攜帶者而言，手機

是否是最“in＂的款式或是能否無線上網，可能並非其消費決定的「相關」資
訊；同理，對於只在乎周杰倫是否用某一型手機的消費者而言，手機是否有隨

撥隨聽功能，或待機時間究為廠商所聲稱的150小時，還是120小時等，並不影
響其購買該手機的意願。另外，即便「相關」資訊得以被確認，其影響消費決

定「程度」如何，可能是另一項更為複雜與難以確認的資訊。面對資訊不可能

完全充分的「現實」，消費者對搜尋與確認「相關」資訊所願意投入的時間與

資源，仍受限於搜尋與確認資訊所生之「邊際利益」（marginal benefit）是否
等於其「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之經濟法則。我們只要想想，即使手機
的「功能」對消費決定是最重要的「相關」資訊，現實生活中，會有多少消費

者會在購買手機後，一字不漏的看完產品說明書，即不難理解此一論點。當

「詳閱」說明書使消費者得以對該手機功能有額外了解的利益，遠低於投入額

外時間閱讀說明書之機會成本（如因此而沒有時間閱讀本論文！）時，對多數

消費者而言，其最適的選擇應是在了解手機功能的達一定程度後，即選擇當一

個「理性的無知者」（rational ignorant）。
討論資訊「現實性」與「相關性」的目的，在於突顯管制者若基於保護消

費者權利的目的，擬要求廠商應明確標示產品資訊時，其必需有能力區隔這些

資訊之相關性與相關程度，始能為最妥適的管制。否則，要求或禁止廠商提供

之資訊，可能與消費者之消費決定無關；而過度直接管制的結果，除徒增管制

成本卻未創造出等比例的管制利益外，在某些情況下，也可能限縮了廠商在行

銷產品手段上的靈活度與消費者選擇機會。

（三）忽略手段「成本-效益」分析之風險
消保政策偏向以「需求面」失靈的不對稱規範手段，很容易忽略了解決

「消費者福利」被剝奪的「最低成本防免者」（least-cost avoider）， 可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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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者，而是市場競爭機制，甚或是消費者本身！再就資訊提供的例子來看，

在許多情況下，解決「不實資訊」的最好方法很可能是透過競爭者來進行查

證，而不是由政府部門告訴消費者什麼資訊才是正確的，因為公部門對於資訊

的判斷受限於諸多難以精確掌握的因素，譬如資訊「相關性」的問題，可能散

布不實資訊者的競爭者會比政府更有能力知道特定資訊是否錯誤，或與消費決

定的相關程度如何。曾如本文前所強調者，一個充分競爭且無不法勾結存在的

市場，任何擬以散佈不實資訊限制競爭或妨礙市場公平競爭者，將提供其競爭

對手一項「見縫插針」的機會，得以利用提供正確或質疑的資訊，提醒消費者

重新思考其消費決定以免受害，並爭取交易機會。

另外，消費者本身也可能是解決不實資訊問題成本最低之一方。以「自誇

性廣告」為例，對於廠商帶有吹噓效果的廣告，競爭法上向來均採較為寬鬆的

評價標準，其主要理由即在於消費者可以輕易判別其自我膨脹的用語而不致被

誤導。
34
另「自誇」往往是廠商促銷產品所難以避免的現象，有時更是行銷創

意的展現，故與其由政府來判斷何種廣告用語已超越合理行銷過程所得使用的

範圍，消費者相對較低的防免成本，是同時兼顧「商業言論自由」與消費者利

益的保護的最適管制作法。

從規範手段成效分析的角度，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另一項從保護消費者立

場出發的管制作為—電話行銷（telemarketing）的問題。美國FTC在2003年針
對電話行銷行為制定了相關的規範原則。在該規則下，消費者若不想受到這類

型電話的騷擾，可以向FTC所建置的資料庫系統來登記。對於已登記的電話用
戶，若業者仍持續進行電話行銷，即有可能因違反該規則而受到處罰。我國公

平會在2005年也制定了「電話行銷案件之處理原則」，但相對於美國，我國是
以比較簡單，主要以規範發話人於電話行銷過程中相關資訊的揭露為主要規範

重點。不過，從選擇的角度來看，電話行銷也可能提供有利消費者的資訊，如

優惠貸款機會等；過度的約束電話行銷同時也剝奪了消費者原可享有的選擇機

會。而就管制手段成本而言，美國的FTC建置該資料庫即涉及很高的行政維護
成本。因此，解決行銷電話騷擾問題，有無可能是由消費者自已把關，不接聽

沒有來電顯示或號碼不明的電話？
35
值得探討。 

34 Louis W. Stern & Thomas L. Eovaldi, Legal Aspects of Marketing Strategy: Antitrust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Issues 375 (1984).

35 如我國公平會所制定的「處理原則」第三點即規定：「事業從事電話行銷行為時，
應將發話人電話號碼或其他足資識身分之資料，顯示於受話人之接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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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低成本避免者」之標準，保護消費者不受市場不實資訊及不公平競

爭手段所害之成本-效率分析方法，其實已明定於美國FTC Act關於不公平競爭
行為的管轄規定中。此一規定是在1994年正式由原先美國FTC處理不公平競爭
行為的政策說明（policy statement），移入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的法條
規定中。依該條之規定，FTC在在判斷行為是否構成「不公平」（unfairness）
時，應判斷以下三項因素：其一、消費者是否受有「實質」（substantial）的
傷害；假設傷害輕微，也可能不會構成違法；其二、因不公平行為所生之損害

無法由競爭的利益及消費者利益所抵銷。這其實是相當競爭政策導向的規定；

其三、消費者本身無法合理避免該不公平行為所生之損害。而能否「合理」避

免，即包含有消費者避免之成本-效益考量在內。

三、競爭政策實現消保目的之功能與界限

相對於消保政策及規範手段之問題與成本，以競爭政策作為實現消費者保

護及福利之主要依據，其可能之優點或功能有三。

首先，可降低執法錯誤之成本。競爭政策既是以競爭方式來促使資訊揭露

或制裁提供不實資訊的競爭者，主管機關即可將規範焦點置於市場結構面的觀

察（競爭或獨、寡占），判斷有無可能期待透過競爭來解決不實與誤導資訊對

消費者產生不利益的問題。筆者認為搜集、分析與市場結構之相關資訊，如營

業額、市占率、及市場中是否存有難以克服的參進障礙等，就其客觀性與正確

性而言，均較判斷與個別消費者主觀消費偏好相關之資訊相關性及程度等要來

得高，而有較低的錯誤成本。

其二、得建立正確的「消費者主權」概念。依筆者個人淺見，所謂的「消

費者主權」，除了積極面的強調維護消費者有效選擇的權利外，也應包括消極

面的要求消費者只要是建立在正確資訊上所作出的選擇，就必須承擔其選擇

的後果。過於偏向強調需求面失靈的消保政策，讓消費者在過度期待國家干預

保護下，有進行事後「投機行為」的誘因。也即消費者對於與資訊正確性或相

關性無涉之消費決定，於消費結果與原先消費者的預期有落差時，基於不對稱

的政策法規保護，其可能有於事後主張該消費是基於某項未被揭露之資訊所為

者的一項「道德風險」。藉由競爭而非國家直接介入的手段，以達到廠商自動

提供正確且與消費者有關之資訊，可以讓消費者於交易之初更加謹慎評估交

易之利益，不要因過度依賴國家的干預保護，而讓自已成為「衝動的買方」

（passionate bu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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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由於我國現行公平交易法同時包含了「競爭」與「消保」色彩的條

文在內，故實務上常見公平會處理了看似非競爭主管機關所該處理的問題。以

競爭政策作為適用與解釋法律的主導依據，有助於提高公平法執法之一致性及

可預測性。

當然，以競爭政策做為實現消保目標的作法，有其力有未逮之處，也即可

能會出現在執法架構上所沒有辦法規範到的界限外案件。第一種情形可能會發

生在雖然市場非常競爭，有利於正確資訊的出現，理論上得採消極不執法的態

度， 但社會上仍可能存在有少數因誤信不實資訊而受害的消費者。譬如即使
貸款市場非常競爭，有銀行、各種金融機構等管道，借貸條件的資訊也十分公

開，但社會上還是不時傳出有人受詐騙集團或地下錢莊所誘，而陷入高利貸的

借貸關係中。對此一部分消費者，競爭法有無介入規範的必要？若無，有無其

他的解決機制？

另一類在理論上可能出現的界限外案件，乃市場雖競爭，但是同時受害者

也很多。學理上較常被談到的例子，即是本文稍早曾提及之具高「套牢成本」

及「轉換成本」之產業。論者有謂，於此類市場中，廠商相較於其他競爭者，

雖不具市場力量，惟一旦消費者進入特定的交易關係後，即便事後發現為該特

定廠商之不實訊息所騙，也可能無法以更換交易廠商的方式來達到制裁不實訊

息廠商的目的，因為消費者有很高的轉換成本、無從跳脫。對此，筆者有一些

不同的想法。首先，一個透過散佈不實資訊套牢消費者, 但也只能讓散佈資訊
廠商取得極些微市占率（假設5％）的市場，其所代表的正是競爭機制促使競
爭者願意提供正確的資訊，而讓市場上其他95％的消費者得不受錯誤資訊的誤
導。至於被套牢的5％的消費者，是否應受競爭法的保護？其問題的本質與解
決方法與上述第一種界限外案件雷同。反之，若一個廠商得以不實資訊套牢市

場中的多數的消費者，則從資訊提供的角度來看，其所代表者，乃市場上並不

存在有足夠的資訊競爭，得以讓消費者進行替代選擇。其在競爭法的意涵，很

可能是「相關市場」的縮小，及廠商「市占率」的增加，進而得被視為是「不

競爭」的市場，而一樣可以在本文所主張的以「競爭」作為規範主軸的架構

下，由主管機關介入檢視。故本質上，這類型的案件，仍是「界限內」的案

件。簡言之，所謂的不具市場力（假設以市占率為標準）的廠商，得利用套牢

消費者的方式，產生在競爭法上足以被關切的消費者損害，與競爭法下的「競

爭」及「相關市場」的概念，實有衝突且值得重新檢視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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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競爭政策實現消保目標，「界限外」案件之可能處理模式

上述第一種「界限外」案件類型該如何處理？選項之一即是不處理，也即

將損害的風險與成本，由受害的消費者承擔，畢竟其所占人數仍屬少數，且可

藉此督促其自我警覺與保護（Buyers beware!）。不過，可預見的是，此一選
項應非政治上或國家於政策制定過程中會被優先考慮者。

不過，即便界限外案件基於政策考量仍有保護的必要時，在本文所主張

的分析架構下，仍應先思考「市場」是否已全然沒有自我矯正的功能。 競爭
法出現的主要原因在於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但其目的並非在取代市場，而

是對市場中的競爭束縛鬆綁後，讓其自由去運作。因此，如前所述，「聲譽」

（reputation）的制裁或許是一項有效但可能較為長期的解決之道，特別是在資
訊發達的時代，任何廠商想必均得重視此一制裁力量。當然，採行此一信任市

場的作法所需面對的風險，即是我們無法排除有些廠商是「打了就跑」（hit-
and-run）的投機廠商，根本不在乎「聲譽」！對此，競爭法所能著墨者有限，
尚有待其他法規，如產業管理法規，透過對廠商退出市場之管制措施，提高其

投機成本來相互配合。

第二種可能的解決方法，即是透過私人訴訟的方式，利用法庭上的辯論攻

防與審判程序，來檢驗資訊是否不實與具誤導效果，其正確性應會高於公部門

的認定，因為訴訟中的當事人對於訴訟成敗的直接利害關係人，必會極盡所

能來協助法院判斷資訊的真偽，以及資訊相關性的問題。私人訴訟的另一項優

點就是主張權利成本的「內部化」，可以抑制當事人投機行為而避免濫訴。不

過，私人訴訟最大的限制應該是個別當事人起訴誘因不足的問題。對此，其實

法律上已有一些配套機制存在，如三倍損害賠償的規定，公平法與消保法裡面

都有，可提高個別消費者起訴的誘因。另外，透過集體訴訟制度，由律師來主

導相關訴訟的進行，可以省去消費者不少麻煩。即便有時候消費者對於訴訟的

勝算沒有把握，而影響其起訴的意願，但也可透過與律師達成勝訴後按賠償金

額一定比例支付訴訟費，即contingency fee來解決。
另外一項對私人訴訟的質疑，則是在於個別原告彼此間可能存有搭對方便

車的想法，換言之，即由別人承擔訴訟之成本，自已享受訴訟後所生之相關利

益。 如果這項負面誘因沒有受到控制，最後可能沒有人願意提起訴訟。類似
這種訴訟利益（如正確資訊的出現，不公平行為的去除等）無法為承擔訴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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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之人全然內部化的負面誘因問題，當然是主張私人訴訟制度者所需面對者。

不過，從理論上來看，此一對私人訴訟中「搭便車」行為的關切，乃建立在所

有消費者對訴訟所產生之外部利益，均賦與相同價值的前提下；但回到本文先

前所提到的資訊「相關性」的問題，顯然對於訴訟所產生之正確資訊的價值，

對不同的消費者可能是有高度差異的。因此，有無意願起訴，可能取決於對正

確資訊賦予最高價值的消費者；對於這群消費者而言，起訴與否，仍在於對其

「個人」而言，其利益是否大於訴訟成本；至於勝訴後的利益會不會外溢到其

他消費者，可能不會是其所關切者。
36

第三個解決界限外案件的方法，就是回歸到公部門的執法。Posner法官曾
提出三項界限外的行為由公部門來處理的可能理由。

37
譬如很多消費者受害的

案件面，在私人訴訟的相關法律原則下沒辦法獲得救濟的，但公部門可以用比

較機動的方式來進行調查及處罰。再者，就專業的程度、證據的證明力及救濟

手段等，行政主管機關不同於法院。法院會比較費時，而行政機關的專業程度

可能會比法院高一點；不論是罰鍰或直接命令停止，或是用行規則等方式來告

訴消費者及廠商如何遵守法規，行政機關可運用的規範與救濟手段也比較具有

彈性。第三個理由就是獨立委員會較不受政治干擾，比較能客觀公正的處理相

關的消費者保護問題。不過，獨立委員會不管怎麼獨立，還是要由行政部門來

任命，而預算也由國會所控制。另外，委員的任期不長，從接管會務、到上手

後，可能又要離開了，所以即便他很獨立與專業，經驗可能沒有辦法傳承。這

也是Posner擔心獨立委員會的專業性及不受干擾性，在現實中難以實現。如果
再加上公部門執法所可能造成私人濫行檢舉的誘因，以及消費者偏好與資訊相

關性的難以判斷等問題，
38Posner還是較傾向於消保問題由法院以訴訟的方式

36 此即經濟學上對於具正面外部效果的公共財，是否必然要由公部門來提供，私人有
無提供公共財之誘因等相關理論之運用。西北大學法學院David Haddock教授，對
於私人提供公共財的可能性，有相當深入的論述。See David D. Haddock, Irrelevant 
Externality Angst, 19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ECONOMICS 3 (2008). 

37 Richard A. Posner,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 Retrospective, 72 Antitrust L. J. 
761, 765 (2005). 

38 於論文中，Posner提到：“A further point is that different consumers have different 
information about particular products and different abilities to absorb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misleading to some consumers is informative to others, and ‘dumbing down’ 
advertising to protect some consumers may increase the information costs of others. So 
while the regulation of labeling and advertising does some good, it also does harm.” Id, at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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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處理較為妥適。
39

筆者個人也同意，解決界限外的部分，是應把競爭政策與消保問題盡量去

脫鉤，在不同的立法目的與不同的法律程序，來做一個妥適的處理會比較好。

即便未來仍期待公平會能在消保政策上扮演一定的角色，仍有必要將公平法現

行具消保色彩的條文於公平法中抽離獨立立法，以避免衝突與混淆。

陸、對我國執行公平法之幾點初步想法—代結論

首先，就「消費者福利」概念，在我國公平法中究處於何種地位的問題，

公平法第一條所提及之「消費者利益」，學者認為，應從「公共利益」而非個

人法益之觀點，解釋為「一般消費者利益」或「消費者整體利益」，而且，係

透過公平競爭所促成者為限，不應與個別消費者在個案交易中的實際利益相混

淆。而在實際操作經濟分析時，福利經濟學上的「消費者剩餘」概念，應可作

為「消費者利益」的具體內涵。
40
據此，我國公平法對消費者福利的看法，應

是採「消費者剩餘」說。至於在實現消費者福利或利益的手段上，則似與本文

所主張以「競爭」作為依歸的看法較為接近。只不過，實務上公平會在處理第

21條與第24條之案件時，仍多集中在資訊本身真實性及行為本身公平性的「垂
直」面判斷，而很少論及二項條文中的「競爭」要件，如訂於第21條「處理原
則」第5點及第6點，要求不實之廣告需在程度上足以引起一定數量的消費者產
生誤認或被誤導等。

至於資訊之「相關性」問題，也即不實資訊對消費者的消費決定而言，到

底重不重要的問題，則更少出現在公平會相關的案件論理中。實務上公平會曾

處分過廠商於廣告中聲稱其電腦內建的晶片模組是市場最低價，但事後發現廠

商因未參考最新出版的晶片市場價格行情報導，而出現不實的案例。但理由中

並未論及，有多少消費者係因相信該電腦的內部零件是最低價而購買之？對多

數消費者而言，影響其消費決定者的相關資訊，究係電腦的「總價格」或是內

部個別零件的價格？廠商若是因一時疏失而未能掌握晶片模組的最新市場行情

而受罰，是否會導致廠商為避免違法，於刊登廣告之初，投入過多的資源去蒐

集一些消費者根本不在乎的資訊，而出現無效率的現象？

在公平法第24條部分，公平會一樣過於集中在判斷行為的「欺罔」效果及

39 Id. 
40 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頁51-52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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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失公平性」，不僅忽略了涉案行為所處市場結構可能都存在有高度的競

爭，可以制衡行為的潛在負面效果，也未能將行為所具有之風險分擔功能列入

考量。不少消保政策上所關心的不公平或顯失公平的行為，其實可能是當事人

間透過契約以達分散未來不可預見之交易風險的安排，特別是契約雙方，對於

在締約之初雙方均無法預見之資訊，彼此透過風險分擔的條款，讓這個契約可

以順利被完成。從消保的角度來看，這類約款可能直覺的會被認定是處於弱勢

一方的消費者，在資訊未對等的情況下所完成者。但是從商業的現實來看，少

了這些約款，可能會大幅增加當事人間的契約協商成本，甚至於讓契約無法完

成，剝奪了消費者透過該契約原可享有的利益。

公平會處理過的關於銀行貸款契約中的「加速條款」是否構成顯失公平行

為的案例，即是很好的說明例子。所謂的「加速條款」乃指銀行於借款予消費

者時，在契約書中針對借款人於未來未能清償其分期貸款及利息，在符合契約

中所定之條件下，銀行得將未到期之債務，視為全部到期，喪失分期付款的利

益。特別是這些條款中若涉及有概括性的條件，如若有「其他情事」足以顯示

借貸人未來「有無力清償之虞」時，銀行就可視為全部到期的約款，即很有可

能被認定為是銀行濫用對消費者相對優勢地位的不公平行為，而被禁止之。

從本文的立論，這類案件可以從以下的角度作不同的思考。事實上，若以

市占率來看，國內金融業者在消費貸款市場中普遍市占率都不高，是一個競爭

的市場，消費者的替代選擇多。再者，對於消費者將來的償債能力，契約當事

人雙方，沒有一方是可以百分百確定的，在此一情況下，未來債務不履行的潛

在風險該如何控管與分散，即會影響金融業者貸款的意願與程度。由於對於借

貸人清償能力於締約後的變化，借貸人是能夠以較低成本得知與加以控制的一

方，我們大概很難期待銀行每天盯著借貸人，監控其平日的消費行為是否會導

致其於未來無法清償貸款。就未來履約可能性而言，借貸人相較於銀行，反而

是有資訊上的相對優勢的一方！從風險分散的角度來看，利用這種不確定條

款，把責任放多一點在消費者身上，也許銀行也比較願意把錢借給消費者，否

則可能會讓銀行在貸款時更加的保守與謹慎，甚至於最後不願意提供貸款。

最後，謹以美國聯邦第9上訴巡迴法院於1997年的一項關於不實廣告的判
決中的理由，總結本文所擬呈現的觀點。法官認為當面對市場上出現可能誤導

消費者的資訊，而需判斷其是否有排除競爭之可能性時，基於資訊的散佈與流

通不論對消費者或對市場競爭均有其不可抹滅的正面效果，再加上法院難以

判斷資訊的真偽，比較妥當的作法是先推定它對市場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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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is）。原告需能舉證證明涉案廣告具有以下六種特質，始有推翻此一推
定而勝訴的可能：1.明顯錯誤（clear false）；2.對於消費者的消費決定是明顯
實質（clear material）的資訊；3.明顯可能會引誘合理的信賴（clearly likely to 
induce reasonable reliance）；4.廣告是向對主題不具知識之買方所為（made to 
buyers without knowledge of the subject matter）；5.廣告資訊的散佈持續相當
時間（continued for prolonged periods）；且6.無法由競爭者來加以平衡或抵銷
（not readily susceptible of neutralization or other offsets by rivals.）41

第6點清楚地
呈現了本文所提及之資訊「相關性」，避免誤導的可能性及最低成本避免者、

以及競爭者透過競爭對不實資訊所可發揮之矯正功能，對思索如何在競爭政策

的架構下實現消保政策目標，實具相當之啟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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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ginning with the debate on the meaning of “consumer welfare” in antitrust 
law, this paper intends to discuss the different functions provided by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policies in the furtherance of consumer welfare. It will 
show both the harmonization of the two policies in fulfilling the goal as well as 
their conflicts. This paper endorses the view that “competition” should be the main 
concept underly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evaluation of whether consumer 
welfare has been decreased by acts under review in both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policies. In conclusion, I consider the feasibility of relying on market 
force, private litigation, or public enforcement to resolve cases fall outside this 
framework and make preliminary policy suggestion to the enforcement of the Fair 
Trade Law with respect to this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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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陳院長榮隆（輔仁大學法律學院）

主持人林委員、報告人陳委員、劉教授、評論人鄭董事，以及各位先進大

家好，今天回到公平會非常高興，看到我們辦的研討會這麼多人參加，因為研

討會最怕的就是出席的人少，設宴容易請客難，今天看到這麼多人很高興。

今天討論的議題，就公平法跟消保法兩邊的一個關係，事實上這是一個非

常有趣的問題，因為消保法在第1條就強調它是為了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
民消費生活的安全，跟提高國民消費的生活品質，來制定消保法，公平法也在

第1條講說，它是為了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
安定繁榮，而制定公平法，所以兩邊一個很大的交集就是在消保的部分，我們

知道公平法一般稱它是經濟憲法，或者稱它為競爭的基本法，那消保法我們稱

它為消費者保護的憲法，所以兩個的位階都是相當相當高，也就是一個是消保

的根本大法、一個是維護公平競爭的根本大法，這兩個位階都這麼高的時候，

當兩個互相重疊、競合的時候，到底應該哪一個優先？非常非常麻煩的一件事

情，大家一定會講說，假如它是跟交易秩序有關的，應該是依公平法，如果它

是偏重在消費者保護的時候，那應該是依消保法，可是具體個案上面是非常非

常困難，一般而言通常會認為說，具體個案只是一個消費個案的話，應該是消

保法的問題，但是跟整個交易秩序有關的時候，才會是公平的問題，也就是一

個是林、一個是樹的問題，見林見樹的問題，但是當樹在一起的時候，它就變

成林了，所以這兩個在判斷上往往相當困難，也就是剛剛劉教授所講的問題，

你到底是不是看到一棵樹的時候稱它為樹、看到兩棵樹的時就稱它為林，那看

到三棵的話就稱它為森，那看到五棵才叫森林，所以這會是一個相當有意思的

問題，像以往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案例就是Gordon的事情，快閃五十幾秒，那
個案子當時在消保上面，Nike是跟消費者達成協議，可是後來公平會還是去處
分這個案子，Nike都已經跟消費者達成最後的和解，為什麼公平會還要去處分
這個事情，可能這個案子是牽涉到不是只有一個人，而是很多人的問題，可能

跟交易秩序就有點關，公平跟消保，它們在很多情況下是相輔相成，甚至在很

多同樣理念的地方是相得益彰、相映成輝，但相反的在有些地方，他們又相生

相剋、相互衝突，所以這是一個相當有意思的問題，我看兩篇大致上最後的結

論都有點接近，就是說它們在融合交織的情況之下，應該可以分進合擊，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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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聯合戰力的一個作用，因為我看陳教授最後還是提到界線外糾紛的處理，

大致上整個結論就會跟劉教授的結論非常非常接近，雖然陳委員在分析上面來

講，他最後還是比較傾向是一個競爭政策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他還是

認為競爭政策當它有極限的時候，還是可以透過相當的機制來配合，而使這個

變的更好。

我想這個消費者福利、消費者利益，在保護上來面來講，就消費者保護方

面來看，是愈多愈好，其實縱使是離開了消保法，還是有很多我們民法上的基

本理論可以去解決很多消保的一些問題，只是消保它會是一個特別法的位階，

在處理上面會有更多一些保障，再看陳委員這篇報告的時候，我就覺得非常精

采的就是說，它把經濟法的精神完全充分的顯現出來，也就是它裡面做了很多

經濟分析，也包括它整個，不管是在供需理論的理論去看它，或者是在成本

的效益上面，或者是在風險的控制上面，都把這個問題做了一些相當深入的

分析，我想這是非常非常佩服的地方，中間也提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

說，究竟是一個競爭政策？還是一個消費政策？我們知道我們的消保法規範之

下，我們的消保會事實上是一個有將無兵的單位，我們的消保會主要是在做

一個政策的擬定，還有整個消保工作的分工協調，，所以在消保法第6條規定
說，有關本法的主管機關，在中央是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以不是消保會，

消保會不是主管機關，是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才是，在這種情況之下，你要期

待這個單位去發揮非常大的功能，這是不太可能的。我記得當年我在公平會的

時候，我們曾經去訪問幾個國家，有些它們在消保的編制上是多到很嚇人，幾

千人都有的，那以我們目前的消保會，由原來的23人到現在30多個，這麼少的
人確實它是很難去發揮這些功能，所以大致上只能在消費政策上去做一個擬

定，但是這邊就會產生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就是說我們的消保主管機關是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可是這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常也是我們產業政策的決定機

關，所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時，是消保的主管機關，同時也是產業政策的機

關，所以這種形之下就會讓它的角色有點混淆，這時候再加上一個競爭政策的

主管，所以這種情況之下可能就會發生這3個政策彼此之間杆格的一些問題，
我想這是一個在解決這些問題上面，另外在我國另外一個可能比較難以兼顧的

一個部分。

陳委員的這篇文章，它最後還提到一些有關我們在公平法執法上面的一些

看法，我看劉教授的部分後面也提了一些，事實上這是一個相當有意思的問

題，也是未來公平會可能必須面對的一些問題，我想這篇報告，我主要是評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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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那邊，剛剛可能你們兩個都報告了，交織了很多，所以有些地方也提到了

劉教授的這一部分，事實上這篇文章不但在學理上有很大的貢獻，在未來應用

上面也有很大的貢獻，我記得以前年輕的時候喜歡看古龍的小說，古龍的小說

經典就是流星蝴蝶劍、天涯明月刀，每個地方都讓人覺得峰迴路轉、引人入

勝，這次看陳教授這篇文章，它是消費者福利、消費者保護及競爭政策，看起

來有點像流星蝴蝶劍的作品，內容一樣是精采，所以對這篇文章予以高度的肯

定，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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