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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基於我國並無專責機關負責各法規命令對市場競爭限制的檢視工作，更

基於此一工作於我國將屬先期推動，因此本計畫將以設計簡約清晰容易上手

之檢視手冊為主軸，提供各部會於既有與新設法規之檢視工作，一個易懂的

初步操作型圖冊。所謂初步檢視，就是透過本計劃所羅列設計之查核樣態問

題，一一思考並回答，若該有任一樣態問題之回答，呈現出“有可能＂顯著

限制市場競爭之結果，則該政策就必需進一步做更詳盡的衝擊評估（Impact 
assessment），並且提出各可能替代方案，尋出能夠達成相同目標但衝擊競爭
最小的方案，以為執行依據。這一競爭評估檢視手冊（Competition assessment 
toolkit），其目的不在於反對或撤除它部會或許必要的管制設限，而是在於促
使各部會對於所擬定或所執行之管制設限，能夠對市場競爭構成的限制壓縮達

到最小，因而有利於國家經濟成長或社會安全目標的最大化。

壹、前言

市場競爭可以分剖兩個面向。其一，市場內廠商間的競爭，此類行為必需

予以規範以維持競爭與公平，並防範處理諸多涉及不當競爭或不競爭之行為。

其二，政府對於產業所規範的相關法規命令，對市場競爭產生衝擊，可能形成

市場內廠商間的不公平限制，其中尤以入場機制之扭曲、間接保護既存廠商市

場力的影響為大。

政府於實現特定競爭政策目標時，採取了對市場競爭具最少限制的政策施

為，即所謂之“最適管制設限＂，或謂“極小化限制競爭之管制＂、“極大化

競爭效益之管制＂。當第一面向達致效率時，是既定政策環境下之效率；假若

第二面向也能達致效率（即最適管制設限），則整個市場之最大可能福利，將

更為往上提升。這兩面向同時趨近效率時，市場競爭必趨極大，市場創新與生

產效率隨之增加，社會福利與經濟成長獲致更大的推動力量
1
。

1 市場競爭之增加會提高效率與繁榮，已是全球一個普遍的認知（Aghion and Griffith, 
2005）。Baker（2003）指出，凡阻礙競爭者，亦會阻礙創新、成長、與繁榮；
Lewis（2004）則透過不同國家之產業別比較，解釋兩國之生產力發展異同，很明
顯的取決於市場競爭程度之不同。更往前推溯，Baltagi et al.（1995）利用Panel data
研究，指出解除管制（Deregulation）促使結構更有效率，因而刺激了生產管理技
術的改變。因此，進一步加強市場競爭，對經濟表現與福利增值，有其顯然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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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面向，公平會為主管機關，近二十年來執法有成。第二面向，我國目

前並無任何行政機關專責對法規命令在競爭上之影響進行檢視，因此仍有研究

與進步之空間。OECD諸國近年於管制改革（regulatory reform）積極鼓吹與推
動，許多研究也證實管制效率與改革確實對國家經濟表現與福利增加明顯相

關。針對第二面向進行初步研究與評估，此其時也。

基於我國並無專責機關負責各法規命令對市場競爭限制的檢視工作，更

基於此一工作於我國將屬先期推動，因此本計畫將以設計簡約清晰容易上手

之檢視手冊為主軸，提供各部會於既有法規之檢查、或新設法規之預檢，一

個易懂的初步操作型檢視。所謂初步檢視，就是透過本計劃所羅列設計之查

核樣態問題，一一思考並回答，若有任一樣態問題之回答，呈現出“有可

能＂顯著限制市場競爭之結果，則該政策就必需進一步做更詳盡的衝擊評估

（impact assessment），並且提出各種可能替代方案，尋出能夠達成相同目標
但衝擊競爭最小的方案，以為執行依據。這一競爭評估檢視手冊（competition 
assessment toolkit），其目的不在於反對或撤除它部會或許必要的管制設限2

，

而是在於促使各部會對於所擬定或所執行之管制設限，能夠對市場競爭構成的

限制壓縮達到最小，因而有利於國家經濟成長或社會安全目標的最大化。

貳、競爭評估的重要性

八零年代全球興起解除管制，根據OECD 1997年的報告，至九零年代止，
解除管制已經帶來各國經濟效益。報告顯示，美國實行的管制解除措施為其

每年增加420億至540億美元的效益；歐洲採統一標準替代原各國不同標準的措
施，使其自1987年至1993年間的GDP平均年成長1.5％；日本解除國家經濟管
制，也使消費者年收入增加了0.3％（即等於約360億美元）。然而經過解除管
制，許多產業自由化民營化後，卻仍然深受著政府不少的規範與管制措施，其

目的在於確保政府所欲達成的社會目標
3
。

政府基於職權，為達成社會安全福利目標，干預與管制常常是不得不為的

性。
2 管制設限（Regulations and restrictions），包含法律、規章、行政命令、行政措施、
條例細則等等。可參見National Competition Council, AU（2005），page 4.1。

3 OECD在1997年的報告中就曾指出，“儘管現今幾乎所有經濟活動已在競爭開放市
場中，但削弱競爭扭曲價格的經濟管制政策仍是十分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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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措施，例如控制導致市場失靈的市場內外因素、監管與分配公共資源及公

共財貨、限制市場力量並處理訊息不足或不對稱所衍生的市場競爭弱化問題、

提高全民健康水準、維護社會穩定治安、以及保護自然生態環境。政府管制時

的政策目標範圍極為廣泛，然卻有其不得不為的正確性。

正因政府具有正當職權與不得不為之正確性，政府之管制措施，往往易流

於氾濫與過當，從而遏殺市場開放與競爭、發展與創新。在公共政策目標的實

踐上，管制措施是一個無法取代的手段，然而此等手段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市

場高度競爭、阻礙了市場效率。“管制革新＂雖不排除政府因社會福利目標而

採用管制的必要性，但卻主張政府該有反省手段、評估替代方案，企求干預市

場程度能夠愈小愈好的管制措施。亦即，視政府管制為“必要之惡＂，務必追

求此“惡＂最小化的達成社會目標，此即是最有效率的管制政策，也是“管制

革新＂之過程。

一、推升經濟成長

OECD近十年來，積極推動管制改革，就是此一理念下的產物，其所積極
提倡的“管制衝擊評估（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RIA）＂，旨在檢視政
府或產業公會所實施的各項管制措施，是否會對競爭造成可能的危害。雖然評

估競爭有利於提高管制品質與國民經濟表現，但是各國具體的評估方式仍有很

大的差異，這是由於明確而詳細分析的競爭評估概念、方法與架構，均尚缺乏

嚴謹透明的實施架構所致。管制政策對市場競爭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分析，不

易執行量化分析途逕，因此大抵各國皆從定性分析著手，以進行管制對競爭影

響的判斷。

澳洲自1995年起，即開始進行各級管制法規之全面檢視，用以剔除反競爭
的可能效應，尤其在能源、運輸、電力、鐵路上影響最鉅。為鼓勵各級政府

厲行此等檢視，澳洲政府還特別製定獎金支出
4
。英國之改革，可最早追溯至

1980年代，然而其改革持續不斷，晚近於2000-01年中，仍然通過天然氣與電
力必需揭露市場力風險之改變；而更廣泛全面競爭法變更，則顯然表現於2003
年通過的企業法（Enterprise Act 2003）中。荷蘭於1998年開啟全面競爭法之訂

4 根據澳洲財政部統計，政府獎勵各級檢視反競爭管制法規之總支出，由1997-98年
的396百萬美元逐年上升，至2005-06年度，支出已高達802百萬美元（Productivity 
Commission (AU),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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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十年間重建產業與零售業之競爭體系，並於2005年正式成立專責機構5
。

OECD的積極管制改革，也促使許多學者針對管制改革績效進行研究。根
據OECD（2007b）報告，澳洲的GDP自2000年以來，成長率常達3％至4％，許
多的OECD國家也都有相同的經歷。Krakowski（2005）也指出，凡愈高度競爭
之經濟體系，都比低競爭之經濟體系來得富有；OECD於1997年的研究指出，
尋出最適管制以支持競爭體系的國家，都經歷了不錯的經濟表現

6
。例如，降

低價格效應促成日本約0.8％的GDP成長，研發創新效應則估計約帶給日本與
德國1.7％之經濟成長，勞動生產力之提升有美國的0.5％高至德國的3.5％，資
本生產力之提升則有美國的0.5％高至日本的4.3％。OECD在2007年的報告更指
出，外資管制設限之改革，已平均創造出OECD國家約3％的利得。

二、新經濟制度產品興起

網際網路交易市場，已是日趨生活化的行為。網際市場、電子市場的急速

興起，其方式有別於傳統的交易“市場＂，是當代的新興市集方式。政府或產

業公會對這類新型市場所實施的各項管制措施，要能既達成政策目標，又維護

市場競爭，是一種新的挑戰。

面對這一新興的“虛擬＂市場，公平交易委員會於2003年訂定了“電子市
集之規範說明＂，利用既有的公平法框架解讀新興的電子市場，說明公平法依

舊可以有效應用於此等市場，唯應用中仍需謹慎判別各類因子的不同類型呈

現。

以電子市集而言，別於傳統市場，它有幾個特色：(1)除了市場內商品競爭
外，還有市集本身的競爭。電子市集是一個技術創造的虛擬交易平台，因此，

凡具有充足技術者，理論上即具備開闢市集的能力，這使得“市集＂本身成為

一個競爭的實體。科技因素在網路交易上，決定了交易的安全性、可親性、流

動性、與服務性，這些特性統稱之為交易平台的服務品質，是構築各產品忠誠

度與與消費者轉移成本力量。因此，一市集的某一廠商，其競爭對象是同一市

集中的同類產品、不同電子市集裏的異質化同類產品、以及傳統市集裏的同類

產品
7
。(2)電子市集的交易，會隨著該市集的交易人口愈多而使其中個別使用

5 OECD（2007b）。
6 OECD（1997）。
7 公平會為了對電子市場競爭進行規範，於2003年訂定了“電子市集之規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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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使用效用愈高，此即為網路外部效益（Network externalities）8
。當電子市

集使用人口達到某一水準後，網路外部效益的加乘效應，會使該市集提供給使

用者滿足感愈大，而加速對消費者的吸引力量，甚至可能發展成壟斷。(3)電子
市場交易完全透過通訊，交易者留下的所有資訊，透過資訊共享協定，快速且

完整的為市集參與者所擁有。這些資訊範圍甚廣，可以包含供應商售價、購買

者採購價量、交易者特殊資料、交易者財務狀況等等。一方面，這可以有助於

市場媒合更多適配的供需、達成經營更有效率；另方面，這容易造成明示暗示

的同業意思聯絡行為，造成價格上勾結。

電信市場也是新經濟制度下，必需留意管制政策是否傷害市場競爭的另一

個市場
9
，其特它為：(1)各種新舊通訊系統，彼此替代性愈來愈高，因此各種

電信服務的相關市場界定愈來愈模糊。例如，傳統語音服務與網路電話、傳統

行動數據與無線上網、電信事業與有線電視影音服務等等。(2)樞紐設施的存在
構成新廠參進的莫大阻礙，因此政策上政府往往會要求既存廠商開放樞紐設施

予新廠使用
10
。(3)電信法規定，為確保任何電信用戶間的互聯性及電信市場的

有效競爭，電信事業間有網路互聯之義務，並就接續費用、相關帳務處理進行

協議，因而增加資訊交換機會。(4)如電子市集一般，也具有網路外部效益。
因應新經濟制度時代，新興產品充斥經濟社會，管制政策也因之而生。然

而，管制政策企圖達成政策目標之餘，是否可能壓縮了該產業的競爭狀態？也

就是說，面對陌生的新興經濟挑戰，政府管制政策是否效率？政策擬定者必需

費心留意進行評估。

三、公平會責無旁貸

當前我國並無專責機關負責各法規命令對市場競爭限制的檢視工作，然依

公平法第9條第2項的規定：本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由行政院公

8 請參見Katz and Shaprio（1985）。
9 公平會為了對電信市場競爭進行規範，於2000年五月制定通過“電信事業之規範說
明”。

10 依據公平會2000年的電信事業規範說明，所謂樞紐設施，指電信的實體設施、服
務、能力、功能、或資訊，系獨占擁有控制者、系競爭者無法於短期內以經濟合理
且技術可行的方式複製者、系競爭者無法使用者、系擁有控制的一方有能力提供予
其它競爭者使用者。競爭者若無法以公平合理的交易條件取得該樞紐設施之使用，
則完全無法於市場上與擁有該設施者競爭，形成競爭條件的不對等，嚴重傷害市場
競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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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易委員會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此規定意涵著：(1)公平法制定後，仍有產
業政策與競爭政策調和的空間；(2)公平會於法規競合時，負責折衝工作，以落
實競爭政策。因此，依據此法條，公平會於當前環境下，是唯一可以負起“效

率管制＂檢視工作的政府機關。

事實上，公平會曾於1996年12月成立“解除管制促進市場競爭專案小
組＂，對於選定的市場開始積極推動市場自由化，並對於現有法規中涉有不必

要的管制，而有礙市場公平競爭的規定進行檢討
11
。不過，這樣的檢視行為，

並非十分明確的被列為職掌業務之一，況且依現行公平會之規模，似乎也難以

對所有現行法規進行相關檢視。

本計畫以簡約清晰容易上手之檢視手冊為主軸並輔以分析，各相關機關於

相關管制措施上，能夠據以進行檢查或新法預檢，藉以尋求限制競爭最小的替

代方案，因而有利於國家經濟成長或社會安全目標的最大化。

參、政策影響廠商的數量與範圍

政府進行市場干預或管制，都有其良善的社會目標
12
，然而本文所欲探討

的對象，並非管制政策與原理，而是在於檢視管制政策對特定市場競爭環境的

衝擊
13
。

管制政策會規範限制了市場的競爭狀態，因此，對培養健康競爭環境、鼓

勵創新品質、增長社會福利與民生經濟，具有深遠影響。例如：入場最低資本

額設限、入場後營業產品種類與區堿範圍之規範、如執照或許可證之必要條

件、市場總家數之設限等等，會深深的影響廠商參進能力（entry decrease）；
又如，政策上規範管制產品價格、廠商行銷手段、或者設定品質標準（如正字

標誌、食品及藥品GMP、最低學歷等）及入場必要之新技術等等，則有削弱廠
商可能競爭能力（competitiveness decrease）；再如，廠商間聯合平台、客戶轉
換定型化契約設計等等，則很容易促成合作廠商間不為競爭之勾結，降低彼此

間相互競爭之誘因（incentive decrease）。
為了幫助政策擬定者，尋找完成政策目標又傷害市場競爭最小的“最適管

11 趙楊清（1999）提及對於12個特定市場及其相關法規之檢視或立法之建議。
12 誠如MacAvoy（1992）所說，政府各項管制政策，都立基於改善社會經濟的良好出
發點。

13 欲了解管制政策與原理的讀者，可參閱Viscusi, Harrington and Vern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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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設限＂替代方案，本文針對政策所影響的市場競爭介面，逐一於本節（第參

節）、第肆節、第伍節剖析後，再於第陸節整理檢視表格，做為政策擬訂管制

措施時的簡易先期檢察。

首先，本節將分析管制政策可能壓縮廠商數量或產品服務地區之類型。例

如某些政策使得廠商進出市場成本提高、特許某一（些）廠商提供某商品服務

權利、建立營運執業證照或許可證、限定事業參與採購標案的資格與機會、限

定廠商提供產品服務之地理範圍等。這些類型的管制政策，直接的限制了市場

中廠商數目、或者限制了市場中廠商產品與服務範圍。分析這一類型問題，我

們從“市場參進能力＂、“授與獨占權利＂、與“商品服務流動性＂三方面切

入，分別敘述於后。

一、限制了市場參進

新公司進入市場，可能引發價格競爭、激勵創新動機、提高生產效率、提

高品質服務、增進多元化等影響，總體而言，激勵出更高度的健康競爭。因

此，若新事業很容易進入一市場，則該市場的既存事業就不大可能有太大的市

場力量，因為既存事業若有機會行使市場力量、提高價格，以賺取高額利潤，

則新事業將快速湧入以致於吞沒分食市場既有利潤。

新廠參進的門檻將影響一市場之競爭程度，因此管制政策中對申設新廠的

諸多條件與限制，終將限制該相關市場的競爭發展，不利於市場效率。但為達

成管制政策之既定目標，則需思索最佳替代方案，期能降低對市場競爭限制至

最小。因此，政策之競爭限制評估，必須進行詳細而審慎的論證程序。底下列

舉一些相關的實務管制政策，說明其在參進能力上壓縮。

（一）申請核準期間與資金

申請核準參進市場，辦理各種官方手續所需之時間與所投入之資金，是

新廠參進的官方阻礙（Djankov, La Porta, Lopez-de-Silanes, and Schleifer, 2002; 
DLLS）。這等門檻愈低，則新廠參進愈為容易，更能帶來市場的競爭與創
新。但為確保消費者權益與安全，審核仍有其必要者，當求儘力降低審核所

構成的門檻。依DLLS（2002）研究顯示，取得核準平均需時最短者為加拿大
（兩個月），最長者為莫三比克（174個月）。1997年資金成本占平均每人國
民生產毛額，最低者為紐西蘭（0.42％），最高者為奈及利亞（100％）、塞內
加爾（100％）、布吉納（100％）。其它國家在平均需時與平均資金成本的統
計，例如美國（七個月，1％）、德國（90個月，8.5％）、與澳洲（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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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藥局的直接管制

用藥涉及人民生命安全，因此對於藥局之設立的審核與管制，有其必需。

一般而言，對藥局據點位置加以管制的理由，在於提供統一服務，然就市場機

能而言，卻會限制市場競爭。對藥品價格管制，用意在於確保生命可以獲得

醫療，但卻也容易影響服務、種類、品質、與創新，也是市場健康競爭的被扭

曲。例如，匈牙利規定每五千名居民的居住範圍才能設立一家藥局；瑞典自

1970年起，由國家大藥廠Apoteket向全國統一供應藥品，各州藥局數量並受到
嚴格控制，私營藥局可能構成違法行為。研究顯示，德國廢除許多限制政策之

後，市場便出現了服務多元化的競爭。

（三）中醫人數之限制 
台中市、台中縣、南投縣、彰化縣的中醫師公會，共同訂定「96年度中區

醫師數管控實施方案」，一方面藉著權益基金提高入會門檻、希望能遏止新增

加的醫師數目，另一方面提供補助的誘因，企圖鼓勵醫療院所中止健保特約，

以人為的方式，增加市場參進障礙或是減少市場競爭者數目。公平會調查後

認為，此已經違反公平法規定，並分別處這四個縣市的中醫師公會五萬元罰

鍰
14
。

（四）保護小零售商

許多國家為了保護小零售商或家庭式零售商，制定了一些法規政策，限制

大零售商的營業時間與地點。擬定此類法規時，應多加評估其對市場競爭與經

濟成長所造成的損害。Bertrand and Kramarz（2002）研究顯示，管制大型零售
商店的營運與擴張，阻礙市場參進，影響法國零售業的成長率並降低就業率。

日本於1974年通過大零售商店法案，用以保護小型獨立零售商。到90年代，日
本又對該法規進行修改，放寬相關限制，使得大零售商店的數量也從1989年的
794家增加至1990年的1667家，1996年則高達2269家。廢除對大零售商店的限
制政策後，零售業蓬勃發展

15
。

（五）電纜網路之分享

電纜網路系統所構築的參進障礙相當高，新事業短期內不易建構，因而

14 請參考公平會098057號處分書。
15 日本定有「大規模小売店舗立地法」，其立法目的，並非僅是單純的限制大型零售
商數量，還重視該大型零售商所在地週邊地區的生活環境，以促進零售業的健全發
達，同時達到國民經濟及地區社會的健全發展，提升國民生活水準。



第 1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98

新事業參進或經營變得非常困難與劣勢。若強制既存事業與競爭者分享電纜

網絡，將打壓業者提供新產品投資與新服務的動機，不利於總體產業發展與

創新，但另一方面，此政策可以鼓勵潛在事業參進，促進市場競爭與發展，

避免既有廠商持續擁有巨大的市場力量。2005年8月，美國聯邦電信委員會
（FCC）支持現有電信通訊業者，不用提供自己既有的數位用戶寬頻電纜網路
給競爭者使用。FCC認為，強制既存事業與競爭者分享電纜網絡的做法，將打
壓新產品投資與新服務提供的動機。不過，卻也導致參進變為困難，既有廠商

持續擁有巨大的市場力量，市場競爭減少，DSL消費者會面臨更少的選擇、更
差的服務品質、與更高的價格。

聯邦委員會此次並不強迫既有廠商提供網路給新進參競者，有其原因。先

前美、日、韓各國，為了加速產業競爭，刺激產業成長，刻意壓抑領導業者，

令其以極低價格開放迴路以扶植後起業者。此一做法卻導致主導業者虧本營

運，從而不願再投入巨資維護與興建新網路，搭便車的後起業者坐享其成，更

不願興建自已的網路。結果，國家總體網路相關產業，資本累積不足，建設不

前
16
。

2000年5月，台灣公平會制定通過電信事業規範說明，擁有樞紐設施者必
需以公平合理的交易條件，給予競爭者使用其樞紐設施。因為，競爭者若無法

以公平合理的交易條件取得該樞紐設施之使用，則完全無法於市場上與擁有該

設施者競爭，形成競爭條件的不對等，嚴重傷害市場競爭發展。所謂樞紐設

施，指電信的實體設施、服務、能力、功能、或資訊，係為獨占擁有控制者、

係為競爭者無法於短期內以經濟合理且技術可行的方式複製者、係為競爭者無

法所使用者、係為擁有者有能力提供予其它競爭者使用者。

二、授與獨占權利

特許經營權，授與一（些）廠商特有的經營權利。某些國家採用特許經營

權的原因，在於該行業之自然獨占、或者經營者需具有規模經濟方能有利潤動

機。特許制度，直接限定了廠商家數，廠商的市場力量變大，市場競爭程度受

限，因此政府必需小心授與，並透過其它手段(例如限制其價格與利潤率)，以
緩合限制市場競爭的不利結果。

專利權之授與，也是屬於獨占權的授與行為，也有其政策依據
17
。一般而

16 陳柏謙（聯合報民意論壇，2004年4月15日）。
17 特許權與專利權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唯本文以“獨占權之授與”而予以涵括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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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專利獨占權期限到期後，廠商會試圖申請延長獨占權利，此舉容易對市場

其它磨拳擦掌準備生產拼搏的廠商構成入場阻礙，是否准予延長常常成為學

界與業界的爭議，並廣泛討論與注意。以製藥公司的專利藥品而言，僅管它廠

具有生產技術與知識，甚至更具效率，但受到專利權保護，它廠是不能生產

的，唯有等待專利權期限截止。若該專利藥品又準予延長專利期限，則消費者

還得再承受支付該藥品較高的價格；對已具know-how且技術可能更好的競爭
廠商而言，卻又被摒除予外，市場競爭被壓抑，對長期競爭造成明顯的負面影

響。同時，潛在參進廠商，一來研發生產必需小心避免侵權，二來，也隨時應

負專利權持有者侵權訴訟策略運用，造成沉重的成本負擔。往往既有廠商資金

雄厚，潛在廠商則因資金不足而無法負荷累訟費用。潛在競爭者在這樣的市場

中，進場難度非常之高。

例如，巴西規定，凡藥品專利持有人，必需於巴西設廠製造該藥品，方能

保有藥品於巴西的專利。由於藥品的製造生廠非常昂貴，並非每一公司皆能於

每處隨特設生產工廠，因此，這一規定將造成市場競爭的莫大扭曲。

三、限制了商品服務資本流動

限制商品服務之地區流動，目的可能有幾個：(1)保護特定區內的特定產
業；(2)保護區內消費某特定財貨的消費者權益。管制政策立意良善，但做了過
頭，則反而造成市場競爭與多元的傷害，故政策之擬定必需權衡利與弊，再擇

取最佳替代手段。

無可諱言的，促使商品、服務與資本跨區自由流動，絕對是使消費者獲得

更高效用、使市場更能具持續高度發展動能的必要條件；反之，限制商品服務

於不同區間流動，將使市場被分隔阻絕，競爭變小、價格變高、式樣不具多

元，因而不利於消費者，也不利於總體市場之長期發展。

因此，政府應審慎評估欲擬實施任何關於商品服務流動的限制，審慎的衡

酌政策對預期成本效益與市場競爭的影響程度。一般原則，儘可能完全廢除此

類制度。底下一些實務案例，用以說明其對市場競爭之影響。

（一）限制農產品自由流動

限制農產品自由流動的優點，在於確保各區農糧自足以及農民收益；其缺

點則是，品質與服務無法提升，限制農民自由售予更高價收購者的可能性，同

時市場消售價格可能偏高，損及消費者權益。例如，美國佛州限制葡萄酒跨州

運輸，禁止廠商在其他州購買葡萄酒、或加入其他州葡萄酒俱樂部，再將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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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運回佛州。根據佛州法律此行乃為重罪。這樣的法規賦予特權，保護州內零

售商與分銷商。

（二）限制車流

許多國家基於避免城市擁塞、控制污染、或各種其它理由，對貨車之運輸

設下許多限制。由於貨車運輸商品在許多國家是重要的流通工具，對其限制，

不僅造成財貨流動性減小，也可能造成市場區隔獨立，結果是嚴重傷害市場競

爭。例如，英國倫敦在2003年開始實行「入城費」，以緩解中心地區的交通擁
擠狀況。駕車在尖峰時間進入倫敦市中心區，須付出16美元。在2002年到2006
年，進入倫敦市中心的車輛減少了7萬部。但「倫敦商會」的一項研究卻顯
示，在實行「入城費」計劃後，零售連鎖店的利潤減少了22％，獨立商戶的利
潤減少了53％之多18

。

（三）限制專業跨區服務

各國最普遍的，莫過於限制專業服務的跨區流動。限制廠商跨區服務，其

結果會封閉並切割市場，廠商可不必擔心潛在可能競爭者，個別廠商市場力量

變大，價格趨高，同時產品財貨與服務無法多樣化，總體而言，不利於市場

競爭。歐盟許多國家都有限制專業服務的流動性，且各有不同規定，後來推動

「相互承認原則」，承認各會員國的專門職業執業資格認證，結果使得消費者

能以更低的價格取得更多的專業服務。

我國醫師、律師等的專門職業亦須通過專門考試。律師執業須符合律師法

第3條之要件始可擔任律師；律師法第7條第1項規定，律師得向各地方法院及
其直接上級高等法院或分院聲請登錄，方能於該地區執業。

台灣與美國在法律執業上，最大不同在於美國的分權制度，各地方產生許

多不同於聯邦的法律規章，因此，律師執業會有地區專業化的現象。在台灣，

幅員小且地方自治法規不發達，律師執業幾乎只有中央法規，因此不存在地

區專業化的問題。如果限制台灣的律師只能於登錄地區執業，勢必限制整體市

場的競爭與效率，品質不齊的執業人員很容易存在。第7條之規定，有商榷餘
地。

醫師執業，根據醫師法第8條之2規定，應於所在地主管機關核準登記之醫
療機構為之，但急救、醫療機構間之會診、支援、應邀出診、或經事先報准

者，不在此限。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醫師執業，其登記醫療機構以一處

18 星島日報（2008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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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

由於醫療業務專業特殊性，必需醫師親自在場主持，醫療機構及交易方能

運作，不同於律師、會計師、建築師等職業，加上當前報備支援制度採網路方

式，方便且迅速，並不妨礙急救或支援跨區看診
19
。是故，前揭限制規定是有

其影響競爭之疑慮，然而當前做法確實也已經緩和限制競爭的程度，未來此法

修正時，仍需針對這一項做一評估。

肆、政策影響廠商的競爭行為

提高市場競爭，可以促進市場生產效率、降低成本、提升品質服務、增進

多元，從而產業獲得發展，經濟表現獲得增長。然而，政府與產業公會組織所

制定的管制政策，卻常常反而是削弱競爭、提高價格、減少消費者多元選擇，

進而讓商品服務品質下降。

一、限制廣告宣傳行銷

廣告的目的在於傳輸資訊（生產者篩選後的資訊）給消費者，激勵消費者

購買欲望。廣告所傳輸的訊息，是生產者本身想要給消費者獲知的訊息，因而

可能部分實情、部分不實、或者可能刻意隱瞞而只揭露部分實情。正因如此，

文獻上關於廣告是否真能增進消費者福利的論戰，一直未有停歇。

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訊息不對稱，在經濟文獻中研究相當之多，其結果

往往是導致市場“劣幣驅逐良幣＂以及價格攀高。由於消費者對產品認知與訊

息，相對處於弱勢，並無足夠能力來對廣告承載內容準確性進行判斷，因而容

易被誤導與詐欺。

廣告傳達的訊息可能是不實的、是訴諸於情感的，因其所承載內容不盡然

為事實揭露，僅是訴諸情感與偏好之改變，消費者實質上並未因為廣告而獲得

更好的購買環境，廠商卻因競爭而加重廣告支出，既形成資源浪費，也可能轉

嫁此等廣告成本，使消費者付出相對較高的價格。

廣告也可能有助於消費者獲得更多資訊，從而做出更好的選擇。因此，一

定程度的廣告限制，可阻止廣告誤導與欺騙消費者，減少過度資源浪費，保障

公共利益、保護消費者利益。但是限制廣告必然減少資訊流動、限制市場競

19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審議案，98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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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與降低消費者福利，甚至制約事業創造品牌、創造知名度的能力，從而限

制市場進入、減少市場多元產品的可能性。

廣告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比較廣告，第二類是非比較廣告。比較廣

告，重點在突顯與宣揚自己產品與它廠產品所不同的特性為主，藉以打動消費

者改變偏好，往往是具有較為明確可比較的具體結果。例如，汽油供應商利用

實測數據(例如單位里程數)說明其所供應的油質確實比它廠好；冷氣製造商採
用變頻控制技術精確控制電壓頻率變化，優於它牌的省電功效；汽車製造商引

用科學碰撞測試結果，說明產品優於它牌的安全性。補習班於報紙、廣告文宣

及廣告布條，就學科滿級分人數等比較，以突顯其教學能力
20
。

非比較廣告，則在於突顯自身產品特點，而不去與它廠比較。例如突顯品

質的進步、產品的獨特性、產品合理價格。例如電腦製造商可以僅宣傳其電腦

優點及其電腦價格；又如台灣日立股份有限公司於廣告型錄、平面媒體與電視

廣告及網站，宣稱其冷氣機是「唯一8度榮獲日本省能源大賞」、「唯一榮獲
日本平成19年省能源大賞」及「連續18年銷售第一」21

。

Stephen 和Love（2000）研究指出，取消廣告限制將降低從業人員服務
費。亦即，廣告的高度競爭是屬於市場競爭的一種手段，它可以有效降低財貨

服務的價格；反之，限制廣告的規定的確形成競爭限制。台灣具有廣告宣傳與

行銷的管制，這些管制制度具有多種形式，對於不同產品的管制方式亦有所差

異，但卻沒有明確的方法可以為廣告分級。

（一）消費者訊息相對弱勢的產品廣告

許多國家對於某些產品的廣告，也都有極為嚴格的管制，我國亦不例外。

例如，菸草廣告、醫療廣告、藥品廣告、酒精類廣告、醫師律師類廣告等其他

特別法中，各依其立法目的而進行規範廣告。這些類型產品之所以廣受各國政

府關注，主要在於幾個特色：(1)消費者不易獲知這些極為專業的知識，難以判
別廣告真偽，可能導致錯誤消費而延誤身體診治、或傷及健康生命。如醫療廣

告、藥品廣告、醫師律師廣告等。(2)廣告易誘發消費量，消費量多則易造成健
康問題，增加社會成本與醫療成本。如酒類、菸草、與健康食品、藥品廣告。

(3)藥品廣告誘發的不僅是濫用藥品，更廣泛的效果，還足以延誤正確診治，或
者引起消費者產生過度擔憂身體健康的情緒，都將對消費者健康生命不利、引

發更大的社會醫療成本。

20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新聞稿，2009年3月4日）。
21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新聞稿，2009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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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對藥物廣告的管制方式，採嚴格之事前核准制。雖然如此嚴格的管制

方式，難免會影響到藥物銷售、市場競爭、甚或銷售者的言論自由權，但大法

官第414號解釋認為，藥物廣告涉及商業上意見表達之性質，惟因與國民健康
有重大關係，基於公共利益之維護，應受較嚴格之規範。各國對藥物廣告之思

維，都相同於此，都認為對其嚴格管制，旨在確保藥物廣告之真實，以維護國

民健康、增進公共利益
22
。

（二）網路廣告的新規範

網路與通訊發達的當代，直轟消費者的行銷手法，更為方便。或者是利用

電子郵件、或都透過手機通話、手機簡訊、傳真資料，都能達到直擊消費者的

目的。當然，傳統的傳單或郵寄方式，還是被使用著。

與電視廣告和專業雜誌廣告相比，這種廣告形式具有成本較低的優點，同

時，直接接觸產品服務的目標群體，因而較受許多事業的偏好。這類形式的廣

告，當然有其缺點，它可能會侵犯隱私問題。基本上，一般人往往不願意在閒

暇時間接到擾人的行銷電話，事業也不願意收到灌爆信箱的電子郵件或傳真廣

告。尤其，廣告電子郵件常常會塞爆信箱、帶來病毒、損害電腦系統，而致資

料毀損、傷害工作效率。

目前，不論大公司、小公司、甚或是個體商，都已非常依賴這種網路通訊

的宣傳方式。尤其小公司或個體戶，因為資金不深，無法於雜誌或電視上廣

告，因此特別偏好利用這種相對很便宜的網路通訊廣告。這當然提升了市場的

競爭程度，更重要的，小公司或個體戶變得可容易參進市場來競爭，對總體市

場之發展而言，是有正面意義的。台灣已逐漸開始留意監控電子郵件、傳真

與電話的直銷手法。行政院於2005年1月19日通過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
草案，明訂濫發電子郵件侵害收信人權益者，須負損害賠償責任，賠償總額以

每人每封郵件新台幣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計算，總額最高以二千萬元為

限
23
。

（三）專業職業公會的自律廣告規範

專業服務廣告行銷，除了政府政策限制之外，尚面臨到同業公會的內部規

範。因為“專業＂，故由內部進行規範，最能確保執業品質、確保市場秩序、

提供消費者滿意服務，因此也時常賦予產業公會組織自律規範廠商競爭行為的

22 由於一般食品或健康食品並非藥品，但因宣稱療效，仍有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第19
條以及健康食品管理法第14條的問題。

23 行政院（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管理條例草案，2005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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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然而公會內部規範，往往因為對成員具有強大的約束力量，甚或可以排

除不遵守規範的成員，因而容易形成同業結盟甚或勾結，而為保護既得利益從

事不競爭行為。

實例中，我們發現，當產業公會企圖不為競爭時，經常運用廣告宣傳的限

制措施，藉以減少競爭、甚或排除不服者。由於專業職業公會或有權可以取消

違規從業人員的執業資格，因而使得公會企圖不為競爭的措施，很容易被會員

遵守，從而達致不為競爭、提高市場力量的勾結。當然，這樣的企圖是不利於

社會福利的，因為它嚴重的限制消費者可獲取的資訊量。

在台灣，根據醫療法第85條規定，醫療廣告內容限於：(1)醫療機構之名
稱、開業執照字號、地址、電話及交通路線；(2)醫師之姓名、性別、學歷、經
歷及其醫師、專科醫師證書字號；(3)全民健康保險及其他非商業性保險之特約
醫院、診所字樣；(4)診療科別及診療時間；(5)開業、歇業、停業、復業、遷
移及其年、月、日；(6)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容許登載或播放事項。
台灣衛生署於2009年8月公告實施“醫療機構網際網路醫療廣告管理辦

法＂草案，規定醫療院所不能在網路上以折扣或特價優惠來吸引患者，也不能

利用網路問答或諮詢，招徠業務；醫師自己架設部落格，直接跟患者溝通，若

透過這部落格而招攬病患，可依違反醫師法第廿五條處理。違規醫療院所最高

可處以新台幣廿五萬元罰鍰，情節嚴重時，甚至還可勒令停業、吊銷執照。草

案也規範醫療院所在網路上的廣告內容，而醫療院所的網頁內容、跟醫療院所

相連的部落格、電子郵件或是超連結等，也都有相關規範。網路上的醫療廣告

型態太多，不易一網打盡
24
。網路討論區直接出現藥名、藥品價格的討論，目

前無法規範，但根據規定，藥物廣告須事前審核。

醫療乃專業知識，廣告卻只能透過膚淺的說詞訴諸情感，傳輸給消費者扭

曲的訊息，誤導消費者延誤診病，甚致引發社會高度健康成本，因此對其管制

有所必要。世界上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幾乎都禁止或嚴格限制醫療廣告。管制

是一刀兩刃，它減少或避免此類廣告所可能引發的問題，諸如降低公司工作效

率、引發公司作業困擾、可能涉及侵犯隱私，卻也使得市場競爭下降，小公司

或個體商的參進與競爭能力被壓縮。因此，尋找較佳的政策措施，平衡這兩個

面向，即是本文所追求的最適管制政策。

二、限制產品成分品質

24 聯合報（2009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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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中廠商競爭不外乎兩個面向：價格競爭與非價格競爭。所謂非價格競

爭，指的是品牌、品質、效能、地點、包裝、特性、安全…等等非價格面向的

競爭，敘述上，我們常統稱之為“品質競爭＂。所謂產品異質化，即是產品品

質上的差異。市場上產品種類多、產品差異化大，則競爭程度高、創新程度也

相對會較高，消費者可以由這樣的市場各取所需，消費其覺得最適當位階的產

品式樣與水準，從而創出更為滿足的社會。

例如，汽車種類多，從高價品質大型豪華車，到低價品質小型車都有，則

購買力高、買好車意願高的消費者，可買前者；購買力低、買高級車意願低的

消費者，就買後者；介於中間者，會選擇介於中間的品質位階來購買。又如，

在這各高度競爭的大市場中，不同供應商（或品牌）可以供應不同品質水準或

式樣的各種瓶裝水產品，或許是礦物質含量不同、包裝不同、訴求對象不同、

大小不同、口味不同、安全性不同，但無論如何，消費者購買時，基於不同的

偏好以及不同的願付價格，都可選擇出其最佳的標的產品。

政府制定品質管制政策，大多是基於保護生命安全與人身健康，此等管制

有其必要。各種具有公信力的標記（mark），就是用來彰顯某產品達到某一
品質水準要求的註記。例如國際行銷的ISO9001、ISO14001、JIS、GE、UL…
等國際驗證標記；國內行銷的標章，例如CAS優良食品標誌、健康食品標章、
GMP優良製造標準食品標章、安全蔬果吉園圃標章、鮮乳標章、屠宰衛生檢查
合格標誌、GMP藥品優良製造規範、ISO產品安全標誌、正字標記（品管評鑑
符合規定、產品檢驗符合國家標準CNS）、安全玩具標章、環保標章等等，經
由第三者公正機構授予的標記均包含之。

管制品質的政策目標，具有合理性。但是多元異質的市場因此而受到傷

害，也是事實。太高的標準，消費者的多樣化需求會被剝削，也因價格跟漲，

邊際消費者被迫無法消費；部分供應商因提高成本，或者被迫退出、或者轉嫁

成本至消費者；新廠面臨更高的生產成本，可能卻步。結果是，市場競爭程度

減少、參進障礙變大，引發價格上揚、產品種類減少，對總體福利大為不利。

因此在制定品質與成分內容之標準時，應當衡酌拿捏標準程度。政策擬定

時，必須審慎權衡制定產品內容與品質相關標準的政策，其收益與成本的大

小，求出該政策之淨效果，尋得最大淨效果時的標準。

三、新法不及舊廠之條款

所謂“新法不及舊廠＂條款，就是美國所謂的“祖父條款（grand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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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亦即，政府允許在舊有建制下已存的事物，可不受新通過條例約
束的特例。所以，新廠參進時，必需馬上符合最新的高標準法規，而舊廠則可

免於規範，依舊循舊制營運。這樣的制度，造成新參進者相對較高的成本，阻

撓潛在參競爭者的參進意願，使得市場競爭程度下降，扭曲市場競爭環境；同

時，既存事業受到舊制保護，免於新增投資，也將誘使舊廠不為新技術投資，

而以以相對落後的技術繼續生產供應，如此一來，生產效率較低者反而免於受

到市場淘汰，市場遭到扭曲而失靈，整個市場技術水準無法全面提升。當然，

市場因為競爭減少，價格可能攀升。

Stavins（1995）研究美國1963年至1992年期間的許多產業，新設投資是否
受到政府管制的影響。研究顯示，美國空氣清淨法新能源審核的規定，嚴重

阻撓新廠建立、而使舊廠繼續存活運作。以有機化工製品業來說，Becker and 
Henderson（2000）發現，祖父條款提高舊廠存活率、降低廠房轉手率、使無
利潤的廠商繼續經營，其結果空氣污染更為加劇、空氣品質改善變緩。其結論

指出，政府應採用一致性的反污染策，並應一致對待廠商且要求提早改善；意

味著，祖父條款創造新廠參進障礙、抑制新投資、而且加劇不效率。

台灣的機場相關設施分配，也存在祖父條款的影子。在台灣空運市場管理

與資源分配，包括旅客報到櫃台、航廈行政空間、機門、停機坪、維修廠棚、

機場起降時間帶與配額…等，均極為強調“歷史優先權＂（此即祖父條款）。

然而隨著經濟發展、運輸需求增加，機場設施容量逐漸供不應求，祖父條款分

配機場設施資源，造成新業者參進障礙、也不利於公平競爭，嚴重擠壓新加入

市場業者的生存空間，破壞市場競爭機制。

當然，祖父條款的制定，也必定有其政策目的與其政策合理性。既存事業

是在舊制度下投資建設生產設備而營運，全然適用新的管制規則，因此而大規

模更新生產設備與改造生產結構，所引發的成本可能非常龐大。也可能，新

法技術更新對舊廠的跳躍太大，舊廠無法負擔，任其關門，浪費既有資源與產

能，是社會資源的浪費。

因此，對既存事業授予一定的豁免權，或給予一定期限讓其逐步更新以符

合標準，相對是折衷的方案。例如，要求老舊建築符合新防震標準或安裝滅火

灑水系統的做法會耗費過多，這也是授予老舊建築豁免權的原因。而政府會要

求多數紙漿與造紙事業，須逐漸符合更為嚴格的汙染控制標準。祖父條款十分

廣泛複雜，哪些生產事業可享有祖父條款待遇、在什麼時間期限內達到標準等

等，均有許多不同規定，具體規定須取決於事業生產技術成本高低、資產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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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生產規模大小、符合新標準所耗成本大小等等因素
25
。

四、影響市場價量

許多國家對電力、有線電視、醫療保健、電信通訊、航空、計程車、房屋

租賃等許多市場的商品服務，直接對價格進行控制。自然獨占是各國價格管制

政策最普遍著力的例子。由於獨占，如果政府沒有進行干預，則市場價格將高

於邊際成本甚多，廠商因此圖取暴利。政府介入，壓低價格，以保護消費者。

然而我們發現，許多國家在放寬航空業、電信通訊業的市場價格管制之

後，產品種類與服務品質開始產生下降趨勢。甚至有許多研究指出，美國航空

市場解除管制之後，高度競爭的結果，利潤變小，內部控制管理因而出現不足

的現象，導致解除管制之後的失事率相對變高。由此可知，假若政府對一些產

業進行價格管制，不應該只是一味壓低價格，只想把廠商財富轉移到消費者身

上。因為一旦廠商利潤不足，品質服務也將隨之降低，最終還是傷害消費者。

是故，相關管制措施應予以審慎檢視，儘可能避免實施價格管制。

實際案例，例如，依據「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51 條規定，系統經營者應
每年向縣市政府申報收視費用，由縣市政府依審議委員會所訂收費標準，核准

公告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的第二條則明定，頻道收費以每月

每戶 600 元為上限，系統經營者將節目頻道分級收費時，各級收費總和上限仍
需依前項規定。

另外，專門職業，例如醫師、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獸醫師等，

因交易產品服務涉及專門知識，不易為一般消費者所了解，因而容易成為供給

者“機會榨取＂的對象。榨取的方式，不外乎是高價格或低品質。加上這些行

業涉及的交易產品服務，對於民生安全與財產保障都相對重要，因此，為了確

保這些訊息不對稱的交易產品之服務品質，許多國家都會對這類型行業予以規

範。其中，酬金標準的設定，是一個普遍現象。台灣會計師法第34條第6款、
建築師法第37條第1項、律師法第16條第6款、技師法第32條第8款，皆規定公
會章程應載明承辦事件之酬金標準，其中會計師法並要求載明酬金最高額限

制、技師法並要求訂定最高最低額之限制。

OECD於1999年重申，允許專門職業公會訂定費用與收費，明顯地是在排
除競爭。歐盟執委會2003年11月3日通知比利時建築師公會，謂其所設之最低

25 規模大者可能比較有能力應付新規定所要求的新投資，而規模較小的事業，則將相
對容易因處於資金劣勢而被市場排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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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收費標準已違反歐盟競爭規則，並於2004年指出，價格管制為最有可能傷
害競爭之管制手段。2005年12月5日OECD公布的專業服務管制條件指標，指
出多數國家(英、美、加、澳洲、日本等)已認為，酬金競爭不一定當然導致服
務品質減損，而酬金標準的設定，既無法保證服務品質，更限制市場競爭機

能
26
。

伍、政策影響廠商的競爭動機

產業的不斷成長進步，對經濟與社會絕對是正面意義。同一產業內的廠

商，若能共同激勵相輔，而且避免訊息不對稱所產生的資源浪費，則能夠更加

增長產業與經濟。因而，建立溝通交流平台或方式，無可厚非。這種交流平台

的作用，大抵分成兩類：(1)為了產業間的資訊共享：藉以提高客戶服務品質、
減低不確定性、提升營運效率、增進產品開發速度、與縮短交貨時間等。例

如，農產品集體產銷合作組織、對外貿易協會、聯合開發組織等。(2)為了產
業內的自律規範：建立產品標準規範、或維護職業道德、協助推動政府政策。

例如，律師公會制定執業標準、收費標準，產業公會制定產品品質標章、安全

性、相容性等等。然而，溝通交流平台方便於競爭者彼此合意，降低廠商彼此

競爭的動機意願。

降底競爭廠商的競爭意願的，尚可以來自於政策上的排除競爭法適用，也

可以來自於消費者被廠商套牢而不易轉換供應商所致。本節分別敘述“自律規

範體系＂、“資訊共享體系＂、“競爭法之例外許可＂、“轉換成本＂這四個

構面，藉以呈現管制政策如何的降低廠商競爭動機。

一、自律規範體系

自律規範則是由政府賦予一產業協會或公司，可以豁免於競爭法之規範，

26 美國最高法院1975年認定，州律師協會所訂定之酬金下限規定，違反競爭行為。從
此確認專業服務並無豁免反托拉斯規範。日本建築師協會事先決定會員設計行政費
與報酬，日本公平會認定違法。1981年8月7日，日本公平會具體規定，醫師公會
統一訂定診療費用或醫療文件費用者，原則上屬違法行為；但若只是提供會員一個
公正客觀的比較參考資料，原則上並不構成違法行為。執業律師酬金標準之相關規
定，依律師法，須經日本律師公會聯合會同意。依會計師法規定，酬金標準係由日
本會計師協會訂定之。建築師酬金，依日本建築師標準法規定，由建設省訂定，並
經中央建築師審查委員會之同意建議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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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其自行管理與設定標準，藉以有效率的刺激良性發展，增進產業發展。自

律規範體系，有許多的潛在優勢：(1)事業更加合作的配合管制政策：政府制
定管制政策時，由具有聲望且為專業組合的產業公會協會積極參與，不僅可以

提高管制政策的可信度、適合性、與效用，同時有助於政策被遵守與配合的程

度。例如醫師公會、律師公會皆是具有極大公信力的專業協會。(2)降低政策執
行成本：讓產業或其他有興趣的團體參與政策擬定過程，同時允許其參與監督

執行政策的程序，可以達到最低的執行成本，達到事半功倍。(3)政策可以更為
效率：由於專業的產業，其管制政策牽涉產業專業知識，由產業專業人士與公

司直接參與管制政策的擬定，必定更能精準適切的以最小管制幅度來達成政策

目標。(4)政策制定過程更具彈性化：可以更容易的根據逐漸浮現之問題，隨時
進行修改更新。

然而，自律規範體系給予產業合法的溝通平台，從而使彼此競爭的廠商可

以合法的坐下來談，正是蘊釀彼此不為競爭的絕佳溫床。明示、默契、授意、

心照不宣、遵循等等名目形式的合意策略，就很容易在這樣的平台中產生。一

致合意不降價格、一致合意不傾倒產量、或者地盤分隔、客戶分類等等意願終

將提高，也就是競爭的動機終將愈小。合作與勾結可以剝削消費者，不必彼此

辛苦競爭撕殺，還能獲得相對更高利潤，當然會削弱彼此競爭動機。例如，美

國藥物研究與生產聯合會於2002年制定自律規範，進行事業促銷行為之監控，
但是相關規範一直被批評規定模糊、且無執行力量。Lexchin（2003）指出，
聯合會的目的是要增加銷售量與利潤，所以聯合會制定規範時，必然會有意

制定模稜兩可的規範、且盡量減少涵蓋範圍，給予了廠商誤導性廣告存在的空

間。

自律規範是政府管制政策的一種方式，政策制定者在草擬或修改管制制度

時，在企圖達成政策目標的同時，仍應留意該規範或平台可能對市場競爭產生

的傷害。例如，規範的執行強度大或市場集中度高，則自律規範對市場限制競

爭會較大，同時，自律規範容易保護既得利益而設法讓新廠參進困難。

二、資訊共享體系

產業間資訊共享，可以藉此減低市場不確定性、避免過高的存貨成本；可

以掌握市場需求動態，提高客戶服務品質；可以了解產業發展空間與趨勢，增

加產品開發速度、及時更新技術；可以產生類似於群聚的外溢效益，促進群體

同時發展；可以互相激勵，提升營運效率、改進管理制度、縮短交貨時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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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相規範，發揮同儕制裁壓力，免於市場產生不健康競爭。總體而言，它的

好處不少，一言以蔽之，可以促進產業發展、經濟增長。

因此，許多國家的競爭法，在禁止事業參與價格、產量、市場占有率等市

場策略合作或聯盟的基本原則上，總是有例外情況可被允許，例如：農業合作

組織或策略聯盟，專業執業人員協會；貿易組織與協會；統一標準與規格；聯

合研究開發：為了促進創新而允許事業進行聯合研究與開發，台灣最近積極想

成立的TMC即是此例。
雖然政府有充分合理的政策依據，可允許與鼓勵這些合作形式，但是這樣

的聯合平台，卻可能增加競爭者彼此間交換價格與產量資訊的機會，或者會因

為價格資訊揭露條款，而使公司間更便於傳遞資訊，從而大幅增加聯合行為的

可能性。因此，這類型的管制政策，仍需嚴密分析其所可能誘發的勾結合作可

能性。

新經濟制度下的電子市集，是最為突顯的例子。電子市集中的資訊共享協

定，使得交易訊息快速且完整的為市集參與者所擁有，其內容範圍甚廣，可以

包含供應商售價、購買者採購價量、交易者特殊資料、交易者財務狀況等等。

資訊流通共享，可以有助於市場媒合更多適配的供需、達成經營更有效率，但

卻也容易造成明示暗示的同業意思聯絡行為，而在價格或其它策略上進行勾

結。

政策擬定時，仍需謹記在心：集中度愈高或者家數愈少的市場，則賦予某

種特殊政策目標的聯合組織，就愈容易、愈可能、愈有動機降低競爭。不論如

何，管制政策應該盡量避免促進企業可以合作的機會。

三、競爭法之例外許可

許多國家基於某些政策目標，可能會授予某些公司或產業公會，可以不適

用競爭法。豁免權的給予對象，可能是整個產業，或僅是某部分特殊交易、運

作、或事件。基本上，給予整個產業豁免權的，在經過1980年代的反管制潮流
後，已經變得很少，在美國，現在也只剩下五個產業：保險業，海運航業、農

業、漁業、與工會
27
。

對於一些特殊交易或事件而給予豁免的，則比較多。例如，美國1989年通
過，允許天然氣供應者於市場供應短缺時可以採取聯合分配；在國家危急時，

27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pp 34-37,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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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備產品的採購，得以不受限於反托拉斯法管制。為了解決機場雍塞問題，美

國國會於2203年通過，容許在地區檢察官同意下，航空公司可以於指定的機場
會面商談合作。1995年，美國國會同意汽車搬運公司，可以免於反托拉斯法關
於共同訂價行為。OECD於 1997年的報告中指出，許多市場均利用了排除適用
競爭法的手段，例如能源與公營事業、運輸業、通訊業與農業。

政府排除適用競爭法的管制政策目標，大抵上在於促進出口競爭力、保護

弱勢戰略性產業、維持市場穩定。有些產品服務只有在企業獲得排除適用競爭

法情況下，才有可能出現在市場上；然而給予排除適用競爭法的這些產業，

其所提供的品質服務，往往相對較低。例如政府賦予的自然獨占公司，台灣高

鐵、台灣鐵路等皆是。因此，政府在擬定政策給予某些產業或公司豁免於競爭

法時，應仔細評估其可能不利於市場競爭的面向。

美國於1996年通過了電信通訊法，特別加入了“antitrust savings clause＂，
凡是電信通訊業的任何行為，都適用於受反托拉斯法，無所例外

28
。美國

McCarran-Ferguson Act法案（1945）設定，只要州政府有管制，則保險公司就
可豁免於聯邦反托辣斯法管轄，但不得從事聯合抵制與限制交易，此一豁免權

是基於保險公司必需收集資料用以訂定匯率。結果，許多人認為，這使得保險

公司得以限定價格
29
。King（2003）就指出，保險公司利用此等豁免法規，提

高保險價格、縮小保險範圍、同時還從事了一些在其它產業被視為非法的反競

爭行為。由於法律明文豁免，使得限制價格的訴訟，在法庭上也得不到勝訴。

2009年起台灣實施的會計十號公報，初步排除中小企業適用。十號公報前
之會計，存貨是按「總額」評價，十號公報新制下，則必須逐項評價或分類評

價，而且跌價損失，必須認列到損益表上，使廠商原本隱藏在業外項目或因

總額比較法不需提列的存貨損失，將直接反應在廠商毛利率，同時，「未實現

利益」也將無法認列成為損益表上的獲利，影響企業每季發布的獲利數字。因

而，十號公報的實施，普遍被認為對企業獲利的「負面影響」因子。

四、轉換成本

當消費者正使用某一品牌服務，而打算轉用另一品牌時，其所可能引發的

成本，即為轉換成本。轉換成本可分為直接與間接成本兩類。直接成本即在轉

換過程中，舊廠所可能收取的違約金；間接成本則是源自於產品特質或種類

28 Huber, Kellogg, and Thorne (1999).
29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 pp35,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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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好與適用。例如，綁約時間愈長，則使得使用者愈不習慣使用它牌，因而

愈難轉換其它供應商；產品的相容性愈小，則轉換後重新適應新品牌時，所要

付出的心力與財力成本愈大，因此轉換成本相對較大；預付的費用愈高，則轉

換成本也是愈大。不論是直接成本或間接成本，凡是使得使用者轉換新供應商

時，其所面臨因難度更大，都是一種市場流動性的減少，都視為轉換成本較

大。亦即，轉換成本愈大，則消費者轉換供應商愈為困難，導致市場消費者流

動性被削弱，市場競爭減弱，不利於市場發展與社會福利。

例如，關閉某家銀行帳號而到其他銀行開戶，具有高額轉換費；更換電腦

軟體的過程具有高額學習成本。當航空公司給予消費一定里程數飛行後的部分

免費搭乘優惠，則該客戶就愈難轉乘其它航空公司，否則將喪失該等優惠，此

等優惠喪失是其轉換時該思考的成本之一。又如，在售後服務的部份（如修理

產品、續約服務等），因為轉換新牌就很難從原來廠商處取得應有的服務，故

而使得轉換變得較不易實現。

再如，具綁約期限的限制性合約，使消費者因轉換成本變高而不易轉向它

事業，使它事業在吸收客戶時，相對的得用更優惠的措施來彌補客戶的轉換成

本，才能吸引客戶進門，間接增加了競爭對手之經營成本，這種合約常見於電

信通訊業、天然氣與電力、及銀行等產業。在這樣的合約下，如果消費者想更

換服務商，即不得不損失之前已支付給供應商的費用。徵收轉換費因此有利於

既存企業、削弱競爭，增加市場進入的難度。

以違約金而言，其合理性大抵建立在兩個理由：(1)已享用優惠措施的補
貼：例如門號制度係電信業者為刺激消費，提供消費者一定的購機補貼、或者

大幅折扣活動，藉以吸引消費者簽署長期合約。因此，當客戶違約時，必需索

回此類優惠支出（或成本），此即為一般所謂的“違約金＂
30
。(2)作業成本：

有時把客戶從作業系統中釋出，必需牽涉到不小的作業過程，必需動用人力來

執行，因此耗費公司成本。這一部分的索取，只要不過分，也可合理化。

違約金或轉換費的大小，應建立在契約成本上。契約成本來源，就是前述

的兩個支出：第一，給予客戶的優惠措施；第二，解約的作業成本。如果索取

的轉換費大於合理的契約成本，則代表業者濫用市場力量剝削消費者；如此，

市場機能受到扭曲，消費者剩餘被剝削。過高的違約金，同時造成市場上消費

者流動性受到限制，市場競爭受到嚴重的限制，市場發展不易。在台灣，多數

30 在評估恰當的違約金時，綁約期限也是轉換其它供應商時需考慮的成本之一。綁約
愈長，則客戶流動愈難，也就是轉換成本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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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公司的違約金仍採用固定式的金額。然而，電信業者透過收取長期間月租

費，已經回收大部分的消費者補貼成本，但消費者違約時，竟還收取全額違約

金（曾志超，2008）。
不過根據公平會2003年的電信事業規範說明，當前並不認為行動電話業者

對於用戶的綁約行為已構成不當的長期契約或限制轉換對象，但要求業者必須

揭露必要的交易資訊，以提供消費者作理性判斷。

許多國家解除電力市場管制制度後，轉換費即為決定市場競爭機制的重要

因素。因為既存供應商設定轉換費門檻，使消費者不能轉換供應商而削弱市場

競爭。有鑒於此，許多國家都著眼於簡化轉換過程以降低銷消費者承擔的成

本。例如，可攜式號碼，消費者轉換服務供應商時仍可保留現有門號，在行動

通訊業中，它可以降低轉換費，因此成為非常重要的市場競爭前提條件。如果

號碼不可攜，消費者將被限定於既存的企業網絡中，轉換費成本變高，對既存

企業有利，成為既存企業市場力量的來源。於是1999年，英國立法通過號碼可
攜；2002年底起，德國通過強制性號碼可攜。
但需注意的是，轉換費之分析，並不限於對待那些剛從管制產業中解除出

來的事業，只是那些事業特別容易出現轉換費的問題。例如，根據Gartner所設
定的成本模式中，將舊版Windows程式轉換至.Net平台，所需的成本將達初期
開發程式費用的40％—60％。這對於成本控管嚴格的企業資訊系統部門而言，
是相當沉重的負擔

31
。

陸、政策影響競爭之檢視架構

本章著眼於一個政策思考者如何針對手上標的案尋得切入面，並展開逐步

分析，亦即著眼於廣泛而全面的分析架構展列。

管制政策目標是不可偏離的，但如何以最小損失市場競爭為代價來完成此

一政策目標，正是我們的思考中心。進行管制政策之競爭評估，第一要務當在

掌握與確認政策目標，唯有如此，有效率的替代方案才得以正確的被思考。

確立政策目標後，就可以開始尋索管制政策可能對市場競爭不利的類型，

這一部分就得利用本文第參節、第肆節、第伍節為分析基礎，把可能不利因素

類型逐一羅列分析之。根據前述各節，我們整理出一張檢視表格（如下表），

31 　 Wilcox（ZDnet.com.tw, 2002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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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列各種思考面向的子題，並予以評列顯著性等級。檢視表格共分七項大類構

面（七張小表格），使用者於每一構面之下依子問題逐一作答。若“肯定很明

顯的＂，得分2；“認為是明顯但不很強烈的＂，得分1；“不明顯的或者是不
肯定明顯的＂，則得分0。
每一構面中，凡得2分的該子題，都必需再進一步量化審慎分析。假若一

構面中各子題皆無得2分者，但該構面得分總和大於n/2，n為該構面題數，則
必需針對該構面再仔細研判。其它則可不進行詳細的量化分析。

針對一個管制政策的競爭影響分析，其影響可能是多方面而且交互關聯。

如果只留意某一特定面向的分析，往往容易失去全面性的關照，因此，本章試

擬出各面向上可能產生的反競爭疑慮，一來，可以單點切入，二來，可以全面

觀照。檢視擬實施的管制政策時，須充分體認到影響因素的複雜性，才能適切

的理解潛在問題。

2 ≡ 很肯定明顯　1 ≡ 大概明顯　0 ≡ 不明顯或不肯定明顯

一、檢視：影響既有廠商營運

（一）檢視：增加既有廠商成本負擔 2 1 0

1 管制政策直接增加既存廠商的成本負擔，且其幅度很大。

2
管制政策增加既存廠商的成本負擔，且對小型企業的成本增加

衝擊會較大。

3
管制政策增加既存廠商的成本負擔，且對資產相對陳舊的公司

所造成的成本增加衝擊相對較大。

（二）檢視：造成既存廠商退出市場 2 1 0

4
管制政策因增加廠商成本負擔，導致市場中較小規模的廠商退

出。

5
管制政策因增加廠商成本負擔，導致市場中較舊資產的的廠商

退出。

6
管制政策因增加廠商成本負擔，導致市場中廠商退出，但並易

判別是否上述兩類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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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視：削弱既存廠商競爭行為 2 1 0

7 管制政策限制廠商的競爭策略選擇。

8 管制政策限制廠商的競爭地理範圍。

9 管制政策會壓縮廠商的產品種類或品質的提供。

10 管制政策會促成廠商間更方便於進行聯合行為。

11 管制政策會限制廠商商品服務的流動性。

12
管制政策會限制消費者選擇供應商的彈性(即消費者的轉換替
代性)。

二、檢視：影響新廠參進能力 2 1 0

13 管制政策限制新廠允許參進的地理區域。

14 管制政策直接間接的增加了新廠的投資額或資本額。

15 管制政策直接間接的阻礙了新產品面世管道。

16 管制政策直接間接的提高了新廠參進資格設限。

17 管制政策拉長了申設流程時間。

18 管制政策直接間接禁止新設廠商。

19 管制政策直接授與某(些)廠獨占權利。

三、檢視：影響特定市場價量 2 1 0

20 管制政策直接間接的限制了市場價格。

21
管制政策造成業界更多資訊交流合作機會，因而易於從事聯合

勾結行為。

22
管制政策導致市場價格上升，且其主因是該政策造成業界採取

聯合行為以減少彼此競爭做為因應對策？

四、檢視：影響市場商品品質 2 1 0

23
因管制政策導致廠商退出，使市場產品供應的種類或品質減

少。

24
因管制政策導致新廠參進變難，使市場產品供應的種類或品質

減少。

25
雖非前二題所述，但總之，管制政策確實使市場產品供應的種

類或品質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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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視：影響廠商創新意願 2 1 0

26
因管制政策導致新廠參進變難、市場競爭削弱，使既存廠商降

低了創新動機。

27
因管制政策導致廠商退出、市場競爭削弱，使廠商降低了創新

動機。

28
因管制政策導致廠商營運成本負擔提高，而使其刪減創新投

入。

29
因管制政策提供一些廠商長期保護致市場參進變難、市場競爭

削弱，使廠商降低了創新動機。

30
因管制政策降低了產品訊息流通、導致市場競爭降低，使廠商

降低了創新動機。

31
因管制政策限制了商品服務流動性致區內競爭削弱，使既存廠

商降低了創新動機。

32
因管制政策限制了商品廣告宣傳策略致市場競爭降低，使既存

廠商降低了創新動機。

六、檢視：影響市場長期發展 2 1 0
33 管制政策可能大幅增加市場中所有廠商的成本。

34 管制政策可能提高潛在廠商的進入門檻，因而阻礙市場競爭。

35
管制政策可能延緩了廠商在生產銷售與廠房機器設備上的新投

資。

七、檢視：影響相關市場狀態 2 1 0

36 管制政策對上下游相關市場產生了明顯的影響。

完成一既定政策目標的途徑可能多個，羅列後逐一評估其對市場競爭的影

響，凡限制競爭效果較低，卻能達到相對較大政策效果者，排序優先。但是有

些政策，涉及的層次與問題相對複雜，必需仔細謹慎的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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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管制政策擬定之前進行的競爭評估，目的在於達成政策目標的前提下，選

出最不限制市場競爭的措施，如此，市場就能夠維持其競爭、效率、與創造

力，經濟方能持續發展。公平交易委員會在市場競爭機制上，付出許多心力予

以維護。然而，其所維護的，是相關產業主管機關在擬定相關產業法規後，該

市場的競爭環境。就創造一市場更高度競爭而言，該市場的產業法規政策擬

定，仍需予以高度關注，此即本文尋找最適管制政策替代方案之旨意。近年

來，許多國家政府對此管制影響競爭之評估，開始覺醒，OECD是當中推動這
一概念最為積極的國家組織。

本國對於這樣的概念，尚未於政府組織中予以法定化，因此，尚無相對主

管機關或法規來進行這樣的工作推動。故本文之目標，是提供一本手冊予政府

各主管機關，讓工作人員確實了解管制政策對競爭可能的限制與傷害、管制政

策避開對市場競爭傷害的重要性、管制政策前如何能先行檢易評估對市場競爭

狀態的影響。

在運用本文所介紹的概念與簡易檢視表後，若發現某方案對市場競爭果真

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量時，必需再進行更進一步的數據量化分析，確認它的

影響力，也可以就此著手尋找達成相同目標的替代方案。這些更進一步的工

作，需要主管機關有意識的投入分析，才能確保尋得最有效率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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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Due to no authority for general regulation review, the purpose of this briefing 
paper is to provide guidance by a practical method for regulators to identify important 
competitive restrictions. The guidance uses a set of threshold questions to check 
whether proposed regulations may have significant potential harm to competitions, 
which is then termed as “competition assessment toolkit.” A brief summary of 
the competition assessment toolkit is made as a competition checklist, which help 
policymakers review potential competition issues at an early stage in the policy 
development process. Once the checklist shows that situations more likely harm to 
competition, an in-depth competition assessment is required and possible alternatives 
that may minimize potential harm to competition while continuing to achieve the 
desired policy objectives need to be identified. The competition assessment toolkit 
in the paper has no intent to oppose or remove the idea of regulations. Instead, it 
helps regulators to find an efficient way, which minimizes impact on competition 
and then maximizes the benefits of economic growth, social security, or other policy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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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楊副教授秉訓（淡江大學經濟學系）

主持人、發表人、各位先進、學者跟來賓：

陳教授這篇計畫主要有幾個貢獻，第一就是蒐集了非常多的案例，這點剛

剛他已經重複很多次，雖然我們在這篇文章當中看不出來。它的案例是有需要

收集很多的，因為我們需要知道管制措施影響市場競爭的層面或是它的種類，

這項工作的基礎就是資料和案例的收集，這件事他做得非常的多，為什麼這個

很重要？因為我們做經濟分析的常常會忽略實務，而研究實務層面的人可能又

忽略了理論基礎，所以這兩個是需要配合的，要作跨領域的結合，這個部分他

的貢獻很多。第二個部分就是檢視表格的設計，我想他已經打下了一個良好基

礎，方便以後的人可以進一步來改善或進行研究。

但是我這裡還是有幾點意見提出來供大家討論，第一個就是，因為這計畫

的主要目的是要設計一個檢視的表格，要讓評估人員，他也許沒有經濟分析的

背景，甚至連法律背景也都沒有，他只是一個工作人員，要讓他只從表格就可

以直接、清晰地判斷出來。這是屬於操作的部分，有關檢視表格操作的條件當

然要求具體、清晰、簡單。關於這部分，雖然這篇文章刪掉了原計劃書的第三

章經濟分析的基礎，不過市場競爭的種類，當然要先把它分得很清楚，讓工作

人員很容易瞭解和區別。因為本文把它刪掉了，我們就沒有辦法看到裡面的市

場型態分類的一些小缺陷。第二就是標題文字，應該清晰簡單。我想有一個例

子大家可以參考，比如我們做的心理測驗，這些表格就很簡單，可能只有一二

頁，它的標題文字都很簡單清晰，我們的目的應該是要設計出那樣的表格。有

關範例的歸類，剛剛講到作者蒐集了很多範例，它們的歸類當然也要清楚。我

有個建議，比如說某一個管制措施影響到市場的競爭，也許影響的是廠商的市

場參進能力，也就是廠商是否很容易加入市場來生產產品，有些管制措施可能

是反向的、阻礙廠商的進入，因為我們現在講的是管制革新，所以有些也許是

放鬆的措施，使得廠商進入市場變得更容易。所以案例的分類應該要分成兩種

影響方向，就是正向的或反向的，這樣操作人員就能清楚知道，這種管制措施

屬於哪一類影響。我另外建議，是不是可以做一個歸類的樹狀圖，因為很多歸

類一定是從某個大類進入到某個小類，應該可以用一個樹狀圖去跑。一項一項

判斷，跑到最後你就知道現在的管制措施是屬於哪一種影響。這是關於設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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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可操作的檢視表格的意見。

第二個意見是這個檢視表格裡的一些相關問題。陳教授剛剛有提到我曾經

給他的一個意見，因為摘要裡提到，這個檢視手冊的目的是要給各部會檢視既

有的法規跟新設的法規，我的問題是，如果是新設法規，因為還沒有實施，

你完全不清楚，它的實際影響如何？因為這些影響都是未來的，是要預估和預

測的。有些題目，比如關於管制措施如何影響廠商進入市場，因為法規是新設

的，所以我們要預測，可是我們怎麼知道未來它會怎麼影響？這時候操作人員

也許只能很主觀的去判斷，說不定亂猜，這樣的話會對評估的精確性造成困

擾。對於既定法規的評估應該比較沒有問題，因為有一些經驗，有現實的案例

可以瞭解。可是新設法規就會出現這個問題，這是檢視表格適用於新設法規

時，可能會出現的問題。第二就是，有些問題可能無法檢驗，他剛剛有提到我

給的意見，如果影響是阻礙新產品的上市或是研發，可是新產品我們現在都看

不到，將來會不會有新產品上市？那是未來的事情，現在如何知道新產品的上

市被阻礙了？所以不管是既有法規或是新設法規，關於這個問題都很難判斷，

這是另一個問題。你知道有影響新產品上市的可能，可是新產品要在未來才會

看到，所以現在無法判斷新產品上市是否被阻礙，這個是一個困擾，這是有關

問題設計的意見。第三就是這個檢視表格，陳教授剛剛提到，幾分以下要如何

如何。我剛才提到的心理測驗，一般在表格下面都會註明，你得0分到1分代表
什麼，2分到3分又是什麼。我們應該要在表格裡頭清晰地陳列出來，在表格下
面註明，並作簡短的解釋，讓操作人員知道現在得到了幾分，應該要採取什麼

措施，接下去要做什麼。

最後，因為檢視表格的問題都是比較屬於定性的，如果要進一步研究分

析，可能需要一些量化的問題，就是要有一些數值。那這時候需要採用什麼量

化的方法，這個計畫還沒有觸及到那個階段，但是也許可以預先思考，提供初

步的構想。因為如果真的要進行操作和評估，可能也必須進入到進階的量化階

段。所以量化工具的選擇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這是我的一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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