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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自由經濟體制下之市場產業類型固然複雜多樣，但大致而言，可粗分為主
要依自由市場競爭機制來決定交易結果，而相關法規僅在消極維持市場交易秩
序的不被扭曲，讓市場參與者可以在一個公平競爭環境下，透過效能競爭，為
社會整體創造更高經濟福祉的產業類型，暫且稱之為「非管制型產業」。相對
的，各國基於經濟與非經濟之考量因素，同時也將不少產業歸類為「管制型產
業」，並制定相關之產業管制法規，針對產業中之市場交易價格、數量、人數
限制、內容、事業之市場進入與退出義務、產品或服務之行銷手段等，為積極
與具明顯市場侵入性之管理規範，其目的往往非僅止於維持市場之公平競爭環
境而已，在更多的情況下，這些法規透過對公部門或準公部門的授權，允許其
得直接以專業判斷，取代市場機制之自我調整與篩選功能，並決定最終之交易
結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競爭法」與「產業管制法」必然存在著一定的衝突
關係。如何從學理上來加以調和此一潛在衝突，實有高度的重要性。特別是在
今日這一個科技創新日新月異，全球化浪潮席捲各國的時代，愈來愈複雜的產
品及市場交易模式，以及其伴隨而生之法律問題，往往讓各國之政策制定與執
行者相信，單以「競爭法」維持市場之競爭機制與自我矯正功能，是緩不濟急
與不切實際的，應以更多的特別管制法規來因應。不過，在此同時，我們卻也
同時觀察到市場參與者運用無窮的創意，搭配新興之科技與不同以往之商業思
維，解決了這些看似非管制法規介入，將無法有效維持與回復市場秩序之交易
問題。因此，若未能明確競爭與管制二者之界線，非但政府出於善意所為的市
場規整行為，反而成為效能競爭之絆腳石，管制法規諸多基於「產業特色」與
「產業發展」所制定之競爭例外規定，也往往會為受管制產業業者所利用，作
為合理化其反競爭行為之護身符，甚至於讓競爭主管機關成為協助相關產業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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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利益競租行為之工具而不自知！
基於此一議題之重要性與迫切性，本文擬從學理與實務的角度，就管制型
產業於面臨競爭法調查時，依管制法規之規定或精神所提出之抗辯理由為深入
的探討。本文將以「電信與有線電視產業」、「金融與保險業」、以及「專
門職業」等三大類型為研究之主要對象。從經濟分析觀點，檢視管制理由之必
要性，以及公平法對於管制法規所關切問題所可扮演之角色及可能的限制。另
外，也將從學理上分析，公平法在適用上之侷限性，是否即等同於管制法規在
解決競爭問題上，必然優於公平交易法。再從比較法的觀點，搜集整理美國及
歐盟之法規與案例，並嚐試歸納與分析其與經濟理論間之關聯性，進一步從中
匯整出可資我國執法參考的一般性理論原則。

壹、前言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Steven Breyer曾針對反托拉斯法與競爭法之關係
表示，反托拉斯法的主要目的在促進競爭，但「管制」（regulation）本質上卻
是在限制競爭。因此，雖然期待二者得以相輔相成，共同維持市場交易秩序之
公平性，是多數政策制定者與執法者的共同初衷，但於實際法規運作過程中，
常見涉嫌違反競爭法規之被管制事業，試圖以管制法規中所規定之競爭豁免條
款，或引申管制法規之立法精神，作為其行為不違反競爭法之理由，甚至於管
制型產業主管機關，也往往會以產業特殊性或扶植產業發展為由，質疑公平會
的執法「撈過界」，將有礙於國家競爭力或整體經濟發展。
從傳統關於經濟管制的文獻來看，此一潛在的衝突，事實上並不令人意
外。「管制經濟學」（economics on regulation）雖已提出諸多市場管制必要
性之具體原因，不過總合而論，這些理論大抵是建立在「市場失靈」（market
1

failure）的概念上。 簡言之，管制產業與管制法規存在的目的，乃在於解決因
2

市場失靈所生的不完美性。 在此理論思維下，電信及有線電視產業由於涉及
管線鋪設等高固定成本的投入，有規模經濟的要求，故自然獨占成為此類產
業必然會出現之市場結構，競爭反而讓市場出現無效率之結果。管制法規在
限制廠商人數的同時，也必須另以費率管制（rate regulation）來預防自然獨占
1
2

W. Kip Viscusi, John M. Vernon & Joseph E. Harrington, Jr, Economics of Regulation and
nd
Antitrust 2-3 (2 ed. 1996)
See Richard J. Pierce, Jr. Economic Regulation: Cases and Materials Chapter II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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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濫用其地位，任意的決定價格，影響消費者應有之權益。另外，金融與保
險市場中的各類系統性風險（systemic risk），以及因金融與保險機構與消費
者間因資訊不對等現象，所衍生之諸如「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問題，
使得在完全競爭市場下，市場參與者得在掌握「充分資訊」的環境中，進行足
以提升雙方福利效果之理想交易結果受到挑戰。再加上金融機構出現問題後，
後續所引發的連鎖效應，將嚴重影響國家金融體系與整體經濟發展的穩定，金
融機構「太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金融業應以「監理」為主，「競
爭」為輔的思維，不僅為多數人所接受，且也反映在為數眾多與複雜的金融管
3

制法規中。 同理，資訊不對等的問題，在專門職業中可能更加明顯。於經濟
學理上，類似律師、醫師、或會計師等服務，常被歸類為是所謂的「信賴財」
4

（credence goods）。 換言之，由於此類服務內容的高度專業性，服務的需求
者不但難以於交易前掌握服務品質的優劣，即便於消費後，亦可能無法判斷服
務對其之效用如何，而使得不肖之專業從業人員得以規避市場消費者之抵制制
裁。「管制」或授權「自律」同樣也取代了「競爭」，成為這類型產業所接受
之主流規範機制。競爭法或反托斯法的出現，當然也與「市場失靈」有關。不
過，其與「管制」主要的不同，在於解決的手段強度。就管制法規而言，雖然
其中也不乏較為「誘因」導向，以處罰或補助之手段，提供被管制事業自我約
束與遵守政策動機之規範方法，但在更多的情況下，管制法規是以直接要求被
管制事業相關市場行為作為其主要的規範工具，此與競爭法不介入競爭內容之
規劃，而應以排除市場機制之「路障」，讓理想市場中那一雙看不見的手，得
以再度發揮其功能的思維，有明顯的不同。我們甚至於可以很化約的說，「競
爭法」的目的在「回復」競爭，而「管制」的目的往往是取代市場競爭機制，
以達預定之管制目標。
就法規面而言，「競爭」與「管制」產業間之潛在規範衝突，最常以管制
產業業者及主管機關，以管制法規中之特別規定，對不符合市場競爭原理之行
為或約定，主張應排除於公平法之管轄範圍之外。
以電信及有線電視事業為例，依電信法第20條規定，交通部得依不同地區
及不同服務項目指定第一類電信事業提供電信普及服務，而普及服務所生虧損
3
4

參閱王文宇著，「金融法制與金融監理」，收錄於王文宇主編，「金融法」，元照
出版公司，六版 ，第一章，2011年9月。
Michael R. Darby & Edi Karni, Free Competition and the Optimal Amount of Fraud, 16 J.
L. & Econ. 67, 68-69 (April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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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必要之管理費用，由交通部公告指定之電信事業依規定分攤並繳交至電信事
業普及服務基金。此等普及服務義務之規定係基於保障國民基本通信權益之政
策，但對於個別電信業者之競爭並非有利，蓋電信業者一方面必須從事不符收
益成本考量之建設（例如鋪設線路至偏遠地區）、另一方面必須支付普及服務
基金之分攤額，從透過競爭以達社會資源最有效率配置的角度來看，此實與自
由競爭的機制相悖。再者，依「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37條之規定，經營
者或取得籌設同意書者從事其固定通信網路管線基礎設施之建設時，於通信網
路瓶頸所在設施，無法於合理期間自行建置或無其他可行技術替代者，得向瓶
頸所在設施之固定通信業務經營者，請求共用管線基礎設施。此等規定故可加
速新進業者參與競爭之步調，俾利帶動整體電信市場之競爭度；但其同時也剝
奪了既存業者對於本身設施運用之自由營業決定權，且可能造成新進業者怠於
自行建設，反不利於整體市場長遠之競爭發展及經濟利益。另外，像有線電視
業者對特定頻道的「必須承載」（must-carry）規則，以及頻道上下架應向主
管機關申請並經其同意後始得為之等規定，均與自由經濟體制下，廠商應有決
定交易對象、內容、以及市場進出等基本精神相左。

5

又如在金融保險業中，產險公會為配合主管機關之「產險市場費率自由化
時程計畫」第1階段實施，經主管機關要求，而於民國93年8月20日第3屆理事
會第1次會議通過商業火災保險自律規範（含「產險費率自由化監控小組組織
及作業準則」等6種自律規範），管控國內產險公司承保費率，涉有聯合訂價
之虞。於公平會調查過程中，公會除主張相關自律規定係主管機關授權所為
外，另也從產業特色，提出相關之抗辯：「保險係運用大數法則，聚合多數人
資金共同分擔少數人未來風險損失之制度，倘未能收足依理論與統計所精算出
之風險，重大保險事故發生時，業者容易喪失清償能力；再者，保費不足夠，
亦難獲得國際再保公司支持，風險無法分散轉嫁，一旦業者宣告破產倒閉，必
然損及被保險人權益。主管機關推動產險市場費率自由化，唯恐產險公司假費
率自由化之名而行惡性殺價之實，損及清償能力與被保險人權益，爰責成產險
公會站在第一線，訂出自律規範，主管機關並鼎力支持業者自律機制。而產險
公會之自律規範係經主管機關認可，由業者共識相互約制惡意殺價破壞市場行
為，應無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之虞。」主管機關金管會也認為：「保險販售商
5

這些管制例外規定，有部分是基於非經濟面之社會或文化多元政策考量下的產物。
對此之限析，可參考Sidney A. Shaprio& Joseph P. Tomain, Regulatory Law and Policy:
Cases and Materials Chapter 12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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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係屬對保戶未來之承諾，需於約定期間內維持其清償能力。保險費之計算涉
及統計、精算，大致可分為危險保費與附加費用，附加費用為營業成本，危險
保費則屬合理之危險對價，倘出單費率低於危險保費，則可能危及保險業之正
常經營，最終將導致消費者權益之受損。為避免價格影響被保險人權益，實無
法以一般市場自由競價之機制達成對消費者最有利之局面，而尚難以一般審理
自由經濟市場之機制衡量。金管會自成立以來，除以相關法令規範保險業者
6

外，並期透過業者自律功能約束不當競價之行為，以達市場安定。」

又如在公平會第966次委員會議中，針對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
聯合會研擬之「金融機構辦理金融服務收費原則（草案）」是否涉及公平交易
法聯合行為疑義案，主管機關金管會認為，該草案第4條對金融機構受理客戶
申辦金融服務所必須提供之物件，列舉不得收費之項目，內容並非針對商品或
服務訂定價格，爰無涉及價格因素，且該條但書針對客戶個人保存不當及有個
別需求須申請者另訂有得收費之規定，已尊重市場機能運作，應無影響市場競
爭疑慮。上開收費原則之擬訂，主要在於促進各金融機構合理收取各項金融服
務費用，除兼顧市場公平競爭外，並衡平金融機構及消費者權益，且因金融服
務費用項目、收費計價單位及收費金額等資訊如充分揭露，可利消費者比較決
定，進而促進金融機構與客戶間之信賴，並減少爭議。原則中明列業者計算成
本參酌之項目，係考量具體之經營成本方為合理收費之基礎，以促請業者對於
服務項目之收費標準應合理化，此應有規範之必要。
至於在專門職業部分，公平會近年來基於「競爭倡議」（competition
advocacy）的精神，積極與各專門職業公會及主管機關進行協商，並就可能涉
有限制競爭疑慮之相關法規提出修法的要求，也處分了部分違法之專門職業公
會，但成效似手不如預期。在公平會最近所處理的相關案件中，仍呈現了專門
職業人員，對於自由經濟體制下基本「競爭」的內涵為何，存有不少的誤解。
例如在民國100年的關於會計師公會涉及製發「本會會員與客戶討論案件須收
取諮詢費」等文字文件，並分送所屬會員，有約束事業活動，及影響市場供
7

需之虞一案， 公會所提之理由，乃相關文字係針對會計師法第39條法定業務
之稅務諮詢所為，至於會計師與客戶討論案件是否收取諮詢費及其費率，得由
會計師自行決定。另外，其等也主張，印製該文件已經公會理事會討論通過，
決議認為，依會計師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會計師受託辦理事件，得合理收
6
7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第700次委員會議。
公處字第100015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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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與委託人約定之酬金。」且執行業務者提供專業服務收取費用，乃理所當然
之事，爰決議比照辦理。類似以特別產業管制法規為由，主張限制競爭行為已
獲授權故不受公平法管轄之抗辯，也出現在稍早的「法易通」一案。針對公平
會認為律師公會以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為由，禁止所屬會員加入網路法律諮詢服
務，已違反公平法第14條聯合行為規定之處分，律師公會於抗辯中，除強調律
師具「公益」色彩，非公平法第2條所稱之「事業」外，也強調基於律師法之
授權，公會本即可制訂「倫理規範」要求所屬會員遵守，會員律師加入法易
通，本質上與支付第三人佣金，以招攬訴訟無異，已與「倫理規範」第12條之
禁止規定有違，公會有義務告知所屬會員，並要其等退出，以免因違法而受公
會懲戒。公平會應尊重門律師公會基於授權自律下之準立法與司法權之行使，
不應貿然以一般規範商業行為之公平法相繩。
從實證法規定的角度來看，上列問題的核心，乃環繞在公平法第46條之：
「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者，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
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涵蓋範圍有多廣，特別是其中「不牴觸本法
8

立法意旨」之解讀。對此，公平會已有初步的學理研究及看法。 只是相關的
研究，仍無法擺脫傳統重形式與法體系和諧的法學思維方式，過於著眼於公平
法與管制法規之法位階關係，藉由邏輯推演試圖找出法規間優先適用的順序；
或是探討管制法規及其制定機關之法律屬性，是否已該當是國家行為，不適用
公平法； 或是從文字釋義與比較法制度的觀點，探討公平法的「立法意旨」所
指為何，再推演涵攝相關管制規定與其產生扞格的可能性高低。這種「概念法
學」式的分析手段，看似提供了公平會及管制產業主管機關一項具體明確的法
適用界限依據，但如果就較為實質與問題導向的觀點來看，其往往無法讓執法
者與政策制定知悉，究竟是「競爭法」或是「產業管制法規」，才是解決特定
產業中，市場機制所無法處理之市場失靈問題的最適法律規範。簡言之，單以
法邏輯推演而出之選法標準，並無法讓我們從市場功能面的角度得知，公平會
是否在諸多理應堅持公平法優先之案件中，過於謙卑地將管轄權禮讓予管制機
關；或是在理應尊重管制機關權限的情形下，過於堅持機關對案件之管轄權。

8 參考洪禮卿、何之邁、單驥、蘇永欽、范建得、陳丁章主持，「公平交易法第四十六條修
正後之適用問題研究」，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89年合作研究報告十二，2000年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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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管制型產業行為競爭法抗辯之學理分析
本節首先運用法律經濟分析方法，從「市場失靈」此一上位概念，敘述何
以市場中會出現特定產業，需另有特別管制法規來規範產業中之競爭行為，並
嚐試從研究過程中，歸納與建構出一項較整合性的分析架構，並在該架構下，
9

探討「競爭法」與「管制法規」間之互動關係。

一、市場典範（market paradigm）作為整合經濟法規分析架構之依據
從法律經濟分析之觀點來看，若人類社會的運作，能如同經濟學之父
Adam Smith所假設的那麼美好，則經濟法規實無存在之必要。蓋於一完全充
分競爭的市場中，人類對於商品或服務之需求均可透過市場中之自願交易而獲
得滿足，社會稀少資源的配置也可透過市場達到最有效率之配置結果。國家制
定相關之管制經濟法規，企圖影響市場朝一定之方向運作往往會因缺乏足夠之
管制資訊而適得其反。因此，我們之所以會在現實生活中仍會觀察到綿密而複
雜的經濟管制法規，其立法目的及必要性或可從解決市場無效率現象之角度來
觀察。自法律及經濟觀點而言，建立於理想完全競爭市場假設之市場典範，也
可提供執法者與政策制定者衡量法與政策實效性之一項更客觀具體之判準。具
體而言，法律乃係用以調整偏離典範所期待之最適市場交易結果之市場失靈現
象。綜合法律經濟分析文獻，主要之市場失靈類型可歸納如下：外部性、資訊
10

不對等、少數問題與交易成本。
1. 外部性（externality）

外部性乃指市場經濟互動過程中所生之部分成本或效益，由第三人所負擔
9

10

本節以下論述乃摘要自陳志民所著“Understanding Economic Law Using the
Methodologies of Law and Economics: A Suggested Framework and Related Implications”
一文。See Andy C. M. Chen, Understanding Economic Law Using the Methodologies
of Law and Economics: A Suggested Framework and Related Implications, in Financial
Crisis, Globalization, and Regulatory Reform 197 (David A. Frenkel & Carsten GernerBeuerle ed. 2012)
rd
See Robert Cooter& Thomas Ulen, Law & Economics 40-43 (3 ed. 2000); Robert B.
Ekelund, Jr. & Robert D. Tollison, Economics: Private Markets and Public Choice 94-97
th
(6 ed.,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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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享受之現象，依其性質又可分為負的外部性及正的外部性。所謂負的外部性
即指市場交易之部分成本溢出，而由非從事交易之第三人所承擔，最常提及之
例子即是環境汙染。相較而言，正的外部性乃係指交易當事人無法完全享有交
易所生之外部利益，最典型之例子即為果農與鄰近養蜂戶之關係。11從經濟分
析之觀點而言，外部性之存在將出現私人之邊際成本或利益與社會之邊際成本
12

或利益不一致之情形， 進而誤導市場參與者過度為一定之經濟行為，或缺少
為一定經濟行為之誘因。而不論過與不及，均無法實現最適配置社會資源的目
的。金融市場中之系統性風險或專門職業市場等均有明顯的外部性問題。
2. 訊息不對等（information asymmetry）
完全競爭市場下所期待之互利交易，取決於交易雙方對於交易結果皆握有
完整之資訊，然而，現實生活中交易雙方資訊不對等之問題卻隨處可見，於取
得、驗證、處理契約上重要資訊時屢受限制，舉例而言，通常情形下，買方
對於二手車品質之好壞並不如賣方清楚、雇主所揭露工作場所安全性之資訊，
亦時常阻礙勞工正確評估該工作之潛在危險及足以補償該危險之薪資。由此觀
之，資訊之不完全及不對等將導致行為人判斷錯誤而進行非最適之交易行為。
資訊不對等問題一方面將誤導資訊弱勢當事人賦與交易結果過高之保留價格，
誘使其過度參與交易行為。另一方面，當資訊弱勢當事人在得知其有過度支付
（over payment）之可能時，爾等將以交易之期待利益（expectation value）為
基礎，設定其最終所願支付之最高價格。惟上述價格往往過低，不足以吸引優
質產品供給者進入市場，但卻可能高於劣質產品供給者所需之價格水準。如此
情形下，將逐漸導致市場充斥劣質產品，產生學理上所謂之逆選擇（adverse
13

selection）問題。 專門職業市場所涉及之高度專業與複雜之交易產品是資訊不
對等問題之代表性市場。
3. 少數問題（the small-number problem）
市場上存有足夠之經濟參與者可供替代乃經濟行為人自交易中獲利、確保
交易結果出於效能競爭之先決條件。然而，現實生活之中少數問題卻隨處可
見。例如，具規模經濟特性之事業，如電信業及公用事業等市場，即未必存有
11
12
13

See J. E. Mead, External Economies and Diseconomies in a Competitive Situation, 62
Econ. J. 54, 56-57 (1952).
rd
Robert Cooter& Thomas Ulen, Law & Economics 41 (3 ed. 2000).
See George Akerloff,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84 Q. J. Econ. 488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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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競爭者。於此類市場中，參進管制往往限制了消費者之選擇。此外，少數
問題亦可能因人為之非法手段而產生，透過競爭者間之勾結或支配事業濫用市
場力量排除潛在參進者之行為，乃競爭法所關切之重點議題。惟無論少數問題
之成因為何，由於替代選擇之減少，將導致消費者福利更趨減損，社會亦將招
致無謂之損失。
4.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
如同健全的婚姻一般，一項增進社會福利之交易，需要在最適的時間，尋
求最適當之交易人選，並建立彼此能相互理解之紛爭解決方法。過程中之每一
階段皆需要投入相當時間和努力。舉例而言，在資訊不對等之情形下，尋找足
以信賴之締約相對人可能相當困難，再加上人類有限預見未來之能力，也使得
約定明確之契約條件更富挑戰性。類此之契約前成本（pre-contractual costs）
即反映了締約及確保其履行之困難。而於涉及締約成員眾多之交易關係中，交
易成本問題也將因成員達成共識所需之時間與協商成本，而更趨明顯，勞動契
約之締結即屬一例。
縱使於契約簽訂後，履行過程中，亦可能出現無法被忽略之後契約成本
（post-contractual costs）。舉例而言，契約義務之履行通常需要投入相當之成
本，以滿足契約相對人之特定需要，該項履約投資將逐漸轉變為一項關係資產
（relational asset），隨著契約關係之延續而不斷累積其價值。關係資產之特性
在於，一旦契約期滿或終止後，其殘餘價值可能相當低，此一現象，將限制投
資方適應締約後出現情事變更之能力，而其交易相對人下可利用投資人調整彈
14

性降低，而鎖定並剝削投資方。 此外，於單方經濟行為下，法律權益之追求
將刺激交易成本之浮現。舉例而言，當財產權係以先後順序為認定基礎時，欲
取得權利之人將花費相當資源以競爭，甚至耗盡此些財產權之未來預期效益。
此一競賽問題（racing problem）提供部分智財權法規之所以出現之原因。不論
是在金融、電信或專門職業市場中，均可能觀察到明顯的契約前或契約後交易
成本，而影響了市場自由競爭之運作。

二、市場典範分析架構下之競爭法與產業管制法規
就法學研究之體系架構而言，包含競爭法與產業管制法規在內之「經濟
14

See Benjamin Klein, Robert G. Crawford, & Armen A. Alchain, Vertical Integration,
Appropriable Rents, and the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Process, 21 J. L. & Econ. 297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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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法」概念的出現，實已模糊了傳統私法與公法之界限。 然而，經濟法並非
僅是與經濟課題相關之法律之總合；相對的，其自治之價值在於其本身之分
析模式之上。對於經濟法起源之大陸法系國家而言，類似之觀點及分析模式
並不陌生，歐洲學者早已承認經濟法規與經濟體系間有其密不可分之關係，
舉例而言，Farjat教授認為於現今經濟結構下，經濟法乃是市場高度變動行為
之邏輯適用，乃為一模糊私法與公法界線之法律，而適用於所有落入此法定
16

義範圍內之行為。 儘管如此，縱使大多數法律學者嚐試建立經濟法自主之
法規範價值與分析方法，但其中絕大多數仍以大陸法系傳統之法釋義方法作
為論述之依據。

17

相對的，法律之經濟分析方法則從「效果」與「功能」的角度思考此一議
題。舉例而言，Behrens教授認為「經濟法」所欲解決，乃市場歸因於資訊不
對等、外部性與公共財現象所生之問題，其進一步將經濟法規區分為「授權法
規」（enabling law）與「糾正規則」（corrective regulations）兩大主要成分。
前者乃包含為市場功能先決條件之法律，諸如契約法或財產法。後者即為設計
18

去改善此三種市場失靈類型之法律。 雖然此一區分相當明確，惟基於下述理
由，其與本計劃所擬採行之分析途徑，仍有不同。首先，「授權法規」可能並
非先於市場而存在，反之，是市場機制之不足，讓人類有訂定各類相關具強制
19

性質之法規，用以矯正各類失靈問題。 此外，「糾正規則」一詞隱含，於現
實生活中，只要市場中出現妨礙市場機制之失靈現象時，政策上即有制定法規
予以糾正之必要，而忽略了在現實生活中，基於成本效益考量，有可能政策上
的最適選擇是選擇容忍或適應市場失靈現象。再者，Behrens教授對於不同經
濟法間之比較優勢之判斷亦未見明確。
在從市場典範出發所建立之分析架構下，法規之立法目的既然在於排除市
15
16
17

18
19

FrédéricColin, Droit Éconmique Publique 18 (2008).
Id.
Frédéric Colin, Droit Éconmique Publique 19 (2008). Thomas Cottier, The
Constitutionalism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in Economic law as an economic good:
its rule function and its tool function in the competition of system, 317, 318 (Karl M.
Meessen, Marc Bungenberg & AdelheidPuttler ed. 2009).
Peter Behrens, Economic Law Between Harmonization and Competition: the Law and
Economics ApproachinMessen, Bungenberg&Puttler, id.,45, 46-47.
See David H. Haddock, Force, Threat, Negotiation: the Private Enforcement of
RightsinProperty Rights: Cooperation, Conflict, and Law 168 (Terry L. Anderson & Fred S.
McChesney ed.,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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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障礙，讓利用市場之交易行為，其結果能儘可能貼近理想之充分競爭結果，
故其目標在於「回復」而非「取代」市場競爭。故在我們所主張之分析架構
下，將競爭法視為經濟法規中揭櫫自由經濟體制下全面與一般性之經濟活動原
則，而具有類似「憲法」地位應是合乎邏輯的。至於非屬競爭法之其他管制法
規，則可視為是替代或補充競爭法之規範機制。
1. 市場典範分析架構下競爭法之憲法化
競爭法不同於經濟法下之其他法規，其渴望擺脫國家意圖取代市場機制之
管制，而透過”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市場。於此觀點出發，競爭法之實行乃係為
維護市場經濟下三個主要之基礎原則：個別財產權之保護、充分資訊之交易、
自願行為之歸責原則（accountability）。在我們所主張之架構下，少數問題反
映了我們對於財產權保護之關切，有限之選擇導致強迫交易之發生，妨礙財產
權保護所欲追求資源配置效率實現之重要目的；在充分資訊之原則下，資訊之
不對等顯示出市場上資訊流動平衡之必要性；歸責原則即指出應將外部性予以
內部化，以避免無效率之經濟行為。
舉例言之，卡特爾規範禁止競爭者為一致之行為、事業結合之審查防止市
場結構更趨集中、處罰獨占事業之濫用行為係為保護及鼓勵效率之市場參進。
此些規範皆有助於避免人為之少數問題及彰顯競爭法應如何有助於控制外部
性之問題。獨占事業或卡特爾組織就其商品或服務所定之非競爭價格將造成無
謂之損失，而減少產出水平，亦將發生不適之選擇造成資源之浪費。此即為獨
占者、卡特爾或社會就具體經濟行為之邊際效果認知差異所導致負的外部性類
型之例子。相較之下，競爭法為確保正的外部性，而對於涉有反競爭疑慮之協
議，採取較為寬鬆之審查標準。其中，競爭主管機關接受轉售價格維持得以控
20

制下游市場潛在之搭便車行為之抗辯即為一例。

而就資訊不對等之管制而論，僅有於不對等之資訊對於經濟決策密切繫屬
相關時，競爭法始有介入之必要。而當資訊係作成合理商業決策之關鍵時，相
關資訊之供給將隨之提升。在競爭市場下，事業將勇於提供買方所需之所有資
訊，而當資訊之增加達到平衡時，交易成本將隨之降低。
2. 非競爭法規與市場失靈問題
雖然在傳統之經濟法分類下，非競爭法規可大致區分為私經濟法（private
economic law）與公經濟法（public economic law），但在本文所主張之整合性
20

Lester G. Telser, Why Should Manufacturers Want Fair Trade? 3 J. L. & Econ. 86, 91-92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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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架構下，二者的區分在於解決市場失靈之方式與途徑不同，而非在於法律
所管制之標的性質。依上述所言，由於契約法、財產法及商事法提供一項法律
範本（template），以利當事人據以協商或作為紛爭解決之一項基礎平台，其
途徑顯然是較趨向於以私的手段來解決市場失靈問題，而應歸於私經濟法。相
對的，銀行法、稅法或電信法等，由於主要係依賴較多公部門市場介入之手段
來達成同一之結果，故應屬公經濟法。
2.1. 外部性
21

於財產權未被適當界定或根本未被定義時，外部性即隨之發生。 因此，
私經濟法與公經濟法就財產權之界定顯現出不同之管制程度。首先，考量環境
汙染問題之控制。財產法提供一個法律之框架，用以界定相關財產權之基本形
式及內容，並透過受影響當事人間之協商，判斷最適之環境汙染管制者。相反
地，環境法規乃係對於與汙染有關之衝突利益預設一項強制之界線，汙染或不
被汙染之權利已於環境法規制定過程中預先被決定。
關於正的外部性，智財法及稅法即為兩個顯著之例子。無形產品之生產者
面臨嚴重之搭便車問題，而專利法與著作權法即有助於維護創造者持續開發上
22

述產品之誘因。 相反地，強制授權或合理使用規則之實行將改善後續創作之
保護範圍過廣之問題。總而言之，智財法有助於減輕正外部性之問題，亦產生
提高福利之管制結果。
而公共服務之供給，諸如國防或教育亦同樣面臨類似之搭便車問題。稅法
23

即是用以要求公共服務之使用者支付其使用之機會成本。 此類型之方法亦可
適用於以資源分配為目的之稅收上（資產稅），乃一種公共財，以便達到較穩
定及公正之社會利益。
2.2. 訊息不對等
於私經濟法下，契約法及商事法提供數個事前及事後之機制以解決資訊不
對等之現象。舉例而言，契約法下行為能力之要求，得以減輕決策者無能力收
集相關資訊而進行劣質商業決策之數量。而產品保證及禁止欺騙、不實之條款
即提供一致性與誤導性交易改善交易受阻之補救措施，除此之外，保險法之重
要部分即是以控制前述所曾提及之逆選擇問題為其目的，藉由保險利益之規定
及不承保事件之排除，得以減低保險人以保險契約活化風險，而非分散風險之
21
22
23

See Ronald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3 J. L. & Econ. 1 (1960).
th
Richard A. Posner,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43 (5 ed. 1998).
Id., at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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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
而於公經濟法下，消費者保護法乃與改善資訊不對等問題最為相關之法
規。舉例而言，消保法對於詐欺行為處以行政罰鍰。除此之外，消保法內亦有
24

相關規定要求產品資訊之揭露，尤其是涉及精密產品之情形。 由此觀之，消
保法採取嚴格責任之理由亦可有所理解。鑑於產品相關資訊受到產品供給者之
控制，故以此原則減輕消費者取得相關資訊證明產品供給者過失之繁重負擔，
將可能誘使供給者於交易前提供較多之產品資訊。
另資訊不對等問題之改善亦說明了銀行法中相關之重要規定。銀行之風險
傾向之不確定性，可能將導致消費者進行無效率之存款或投資決定。為了維持
銀行之穩定經營，銀行法通常設有授權許可進入市場之要求、報告之義務、資
25

本及流動資金之下限、貸款多樣性之要求等等。
2.3. 少數問題

在獨占或寡占市場結構下解決少數問題時，私經濟法規較公經濟法規不具
有管制之侵略性，舉例而言，契約法通常不處理市場結構問題，儘管如此，由
於少數問題時常導致不合理之契約，故於此情形下，契約法將免除當事人一方
之契約義務。
相較之下，公經濟法規是典型地較具市場侵入性之機制。舉例而言，台灣
之電信法規對於有線電視服務之收費即設有上限並定期審視調整。而具支配地
位之電信事業對於市場之潛在競爭者亦負有開放接取義務，且原則上亦負有普
及化之義務。而當獨占市場浮現少數問題時，例如政府採購，將難以透過其他
買方力量制衡腐敗或貿易保護之不公平競爭現象，故政府採購法為解決少數問
題，即藉由於出價過程中強化資訊之透明來加以因應。
2.4. 交易成本
契約法內訂有契約有效成立之構成要件，有利於促進契約之協商及履行。
而損害賠償之規則即提供違約之可預見成本，使契約當事人在契約之實現或違
約之間，得以權衡其行為之成本及利益。而此一損害賠償規則也提供契約雙方
和解之機會，省卻留待法院判斷，導致時間成本及訴訟費用之增加。
公司法之功能亦大同小異，舉例而言，公司可被視為是一系列之契約關係
26

之聯結點， 於單一組織下整合重要之生產要素，且減低單獨收購之成本。而
24
25
26

John W. Head, General Principles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Law 130 (2008).
Id., at 72.
Frank H. Easterbrook & Daniel R. Fischel,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orporate Law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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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節省成本之功能，即反映於公司法下數個規則之中，包含將公司視為獨立
之法人、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之原則，及經理人對於股東之信託責任。
交易成本之分析亦同樣適用於破產法之中。一般而言，破產法具有兩個目
27

的：提供債務人更生及平等對待同等權利之債權人。 遺憾的是，於債務人收
入不足以支付全部債務且被免除進一步債務責任之情形下，此些目的之協商即
非常費時，而破產法將透過其詳細之配置規則及單一代理人之協助（破產管理
人）調和協商。

三、市場典範分析架構下，競爭法與產業管制法規間之替代關係
在本文的架構下，第一個可資觀察議題，乃經濟法中競爭法與非競爭管制
法規間可產生如何之替代關係，而得以更有效率地解決市場失靈問題。總的來
說，經濟法下內部法規間之替代，即應視個別法規就同類型之市場失靈現象改
善之效率來加以判斷。
1. 競爭法與非競爭法規間之替代
於判斷是否應優先適用競爭法或非競爭法規時，衡量實施不同法規所可能
產生之錯誤成本是首應被考量之重要因素。競爭法過度強調以市場力量存在，
作為行為違法之條件，或許常被批評將導致威嚇不足，而有損法律之威信。但
這並不當然意味著非競爭法規必然優於競爭法而應優先適用。市場失靈固然存
28

在，惟並不代表所有之失靈現象皆關係重大或有解決之必要。 一般來說，當
內化外部性之成本過高時，相關當事人之理性決策有可能是容忍外部性之存
在；而當搜尋資訊所增加之利益低於其所增加之成本時，人們將理性地選擇
「無知」。故如擬以管制法規取代競爭法規時，管制者必須能充分掌握社會可
容忍之外部性數量或資訊不對等之程度等資訊，否則，管制法規往往即可能創
造出立法者所未能預見之過度嚇阻效果。
2. 非競爭法規間之替代
一旦市場失靈之現實與相關性間之差異是顯著的，經濟法下非競爭法規間
可能在於不同之情形下產生相互替代之關係。
2.1. 私經濟法v.公經濟法
契約法通常是公經濟法之替代，尤其於後者取得所需管制資訊成本過高之
27
28

(1991).
John W. Head, General Principles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Law 42 (2008).
See David D. Haddock, Irrelevant Externality Angst, 19 J. Interdisciplinary Econ.3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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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下更是如此。於環境汙染案例中，主管機關即需對於損害有完整之
認識，始得正確地就汙染行為課稅。另外，契約法相較於消費者保護法
而言，就資訊不對等現象之解決亦較可能較具有效率。於不同之資訊接
收者無法辨別資訊相關性之變動時，消保法內命令或禁止某種資訊之提
供，將可能導致過度之威嚇或威嚇不足。儘管如此，同前所述，相關資
訊之需求將導致資訊供給之產生。舉例而言，因為資訊取得之問題，故
長期以來，台灣之二手車市場主要係透過熟人間之口耳相傳以取得產品
之資訊。惟隨著二手車需求之增加，專門從事二手車買賣之經銷商數量
亦隨之增加，經銷商公司間為爭取顧客，遂透過電視廣告、提供較長之
保固期限、免費售後維修及保養，及國際組織作標準化之品質認證以進
行效能競爭。
2.2. 國內經濟法v.國際經濟法
回應特定市場失靈類型之成效將影響國際經濟法之適當形式。而國際條約
29

將提供成員國具體且不具拘束力之實體或程序規則，以解決國際爭端。 此些
規則類似契約法或商事法，且於其解決交易成本之問題上亦應受到重視。除此
之外，當市場失靈問題跨越國界時，解決外部性或資訊不對等資訊之限制將更
為嚴重。故於所需資訊內容受影響之國家間達成共識可能將付出極高之成本。
然而，由於國內法體系通常對於實施管制權衡、管制競爭具有較明確之實體或
30

程序機制，相較於國際條約或協定可能較為適切。

四、市場典範分析架構下，競爭法與產業管制法規間之互補關係
競爭法與非競爭法規之所以出現互補適用之需要，主要受到兩個因素之
影響，其一，單一經濟法規被不適當之適用，故後續仍需以其他之法規解決
管制失靈之問題。其二，內部法規間之互補適用，會較單一法規之適用更具
成效時。
1. 競爭法規與非競爭法規間之互補
作為一項類似經濟憲法之法規，競爭法補充了所有經濟法下之其他法規。
31

舉例而言，競爭法刺激技術之進步，使財產法就財產權之定義更為精準。 而
29
30
31

Karl M. Meessen, Economic Law in Globalizing Markets 40 (2004).
See id., at 44.
See Harold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57 Am. Econ.Rev. 347, 350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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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之妥善定義及保護亦將有利於市場之競爭。同樣地，一個沒有少數問題
疑慮之競爭市場將促進契約法所追求之配置效率之實現。另一方面，契約法亦
減低了保障交易機會不受競爭影響、強化事業競爭誘因之交易成本。
就公經濟法而言，競爭法將提升管制資訊之流通及促其適用。舉例而言，
雇主間於勞動力市場中，就關於工作場所安全性之最適標準及最低工資水準資
訊進行競爭，將有助於勞工法建立強制之安全規定及勞工之最低工資水準。儘
管如此，公經濟法有時亦會增加競爭法實行之強度，最顯著之例子即為於電信
市場下開放接取之規定將有助於參進障礙之排除。

32

2. 非競爭法規間之互補
非競爭法規間類似之資訊強化功能，將有助於解釋此些法規間之互補。競
33

爭法透過不可預知之”發現程序”促進管制資訊之提供， 而非競爭法規即透過
由上而下及預設之法律規定來決定市場中可得之流通訊息為何。再以環境汙染
問題為例，於環境法下建立明確之財產權規則，將促進外部性之察覺，且此亦
為汙染權買賣制度實行之前提要件。相較之下，環境法對於汙染定義之明確及
技術性之規則可能將減低私經濟法規實行之成本。舉例而言，分貝（decibel）
標準將省卻普通法法院判斷噪音是否可能被視為財產法或侵權法下之「侵害」
所需投入之執法時間及資源。於缺乏此一客觀標準之情形下，法院可能將專注
於主觀標準上之判斷，諸如個人忍受噪音之能力，而作成較不客觀之裁判。
另外，亦有論者主張商譽之負面影響或下跌之股價將迫使公司更具環保意
識。上述懲罰效果之可能性，即取決於消費者或投資者對於汙染知情之程度。
證券法上預先揭露重大資訊之義務，例如公司因環保問題遭團體訴訟之事實
等，對於環境法較有效率之實行，亦可能扮演著重要的補充角色。

五、小結
本節除提出一項整合性之分析架構外，對於若干涉及競爭與管制政策法適
用爭議，也有不同於傳統看法之政策啟示。舉例而言，於探討公平法第46條之
適用問題時，「特別法優於普通法」此一法律解釋上之原則，經常是討論的重
點之一。然而，如何判斷法規之「特別性」，則是該原則較具爭議之前提法律
要件。傳統上使用之判準包括相互競爭法規間之標題、內容、立法背景、立法
32
33

Karl M. Meessen, Economic Law in Globalizing Markets 118 (2004).
See F. A. Hayek, 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y Procedure, 5 Q. J. Austrian Econ. 9 (translated
by Marcellus S. Snow,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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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及立法目的等。相對的，本章之架構，乃係於搜尋法規間適用順序時，先
行定義系爭案件所涉及之市場失靈問題類型，再進一步思考與評估各相關法規
間所提供之解決措施的實效，並決定應優先適用何一法規。
惟本節之分析架構可能引起兩個主要之批評，第一，法律之制定通常係用
以解決數個市場失靈問題，並同時滿足不同之立法目的，故無法在不同立法目
的間決定其優先性。惟上述批評乃是建立於靜態之立法目的觀點上，實際上
立法目的優先性的判斷是一項動態的觀察過程，會隨法律運作環境之改變而變
動。舉例而言，智財法之制定乃係為解決搭便車及無效率權利競逐（racing）
問題。於早期之技術發展尚未成熟的階段，搭便車行為及其在創新上所造成之
衝擊，應係執法人員主要之關注重心。反之，隨著技術發展之進步，無效率權
利競賽問題將取而代之，成為智財法應優先關心之議題，於此階段，交易成本
問題應是首待解決之問題。第二，本分析架構並未考量經濟法規重分配之目
的。然此一複雜之爭議已遠超出本文討論之範圍。儘管如此，重分配效益可
視為是公共財，而於正的外部性之討論下分析。如同Tratchman教授所強調：
「重分配僅是另一項［無形］財貨……。有許多我們所知之利他之理由，皆可
34

能被廣義地視為開明之利己。」

參、電信與有線電視事業行為之競爭法抗辯
一、電信與有線電視之市場特性與管制概況
網路型產業（network industry）一般而言包括通訊、傳播、網際網路、
電力輸配電網、瓦斯管道以及鐵道之鐵軌與廠站等具備基礎傳輸設施之產
業，其產值、規模均非常可觀，亦是其他產業之平台、載具，具有策略性產
業之特質。

35

由於該類產業之本身特性，其所引發之「網路效益」（network effect），
因網路規模愈大、愈多人使用、愈難更改使用習慣（或言轉換成本較高），原
有網路之價值亦愈高，相對而言，其所形成抑制市場競爭的「市場失靈」之可
能性也愈高，造成新進業者愈難進入市場與既有業者競爭，而形成「大者恆
34
35

Joe P. Tratchma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Revolution, in Vol. 1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3, 19 (Asif H. Qureshi&XuanGao ed. 2011).
劉孔中，通訊傳播法：數位匯流、管制革新與法治國家（以下簡稱通訊傳播法），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頁3，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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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局面。此外，網路型產業尚有「瓶頸設施獨占」的特性，這些網路設備
需事前投注大量沉沒成本（sunk cost）、經營時亦必須投入相當的維運成本，
在此巨大的網路資本投資中，新進業者無法於合理期間自行建置或無其他可行
技術替代，故非向既有業者請求共用無法從事生產或提供服務，而形成事業競
爭之瓶頸。以電信產業為例，市內用戶迴路即屬網路瓶頸所在設施。倘若瓶頸
設施持有業者以此為工具，進行閉鎖市場或將競爭者排除在外，將使業者間事
業經營能力產生重大差異，進而產生市場支配力量，形成寡占或獨占市場。

36

過去對於電信事業與有線電視事業均認為具有經濟上之「自然獨占」
（natural monopoly）特質，意指在一產業中單一廠商較複數廠商可以更低的成
本，提供相同數量的產出，其主要繫於「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之
故，也因此政府對於這類產業給予特許獨占，不過這種方式遭受經濟學上的挑
戰，由於獨家經營或許有成本上的節省，但對於提供給終端消費者的價格卻偏
高，特許獨占不見得符合經濟效率。

37

有鑑於此，由於網路產業關乎人民日常生活與其他產業發展甚鉅，政府對
於事業違反市場競爭的情形亦認為有加以介入管制之必要，惟政府介入管制之
38

目的並非取代市場競爭，而是排除市場失靈之情形。 以下謹簡要說明我國電
信事業與有線電視產業之發展與管制現況。
1. 電信事業
過去世界各國認為電信事業具有自然獨占特性，多以國營事業方式經
營，並限制其他事業非經許可不得經營電信事業，然而這種獨占局面則因技
術發展、使用者需求以及自由貿易等原因，逐漸開始鬆動。1980年代電信自
由化風潮的吹襲，各國對於電信事業開始採取鬆綁管制、鼓勵競爭的態度，
39

我國陸續於1996與1999年修正電信法，廣納市場競爭的概念， 隨後，行動
通信業務、衛星通信業務、國內陸纜電路出租業務、數位低功率無線電話業
務、固定通信綜合網路業務、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
等服務逐漸開放。
根據電信法規定，電信事業區分為第一類與第二類電信事業（電信法第
36
37
38

39

劉崇堅、黃銘傑，電信事業不公平競爭行為規範—台灣與日本之比較分析，經社法
制論叢，第41期，頁181，2008年1月。
江耀國，有線電視市場與法律，元照出版公司，頁15-16，2003年10月。
rd
Ian Walden (ed.), Telecommunications Law and Regulation (3 . ed.) 56 (2009).
有關當年電信法修正之概念與說明，參見劉孔中，電信管制革新與數位網路產業規
範，太穎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二章，200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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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條參照），目前我國第一類電信事業，主要包括固定通信網路業務與行動
通信網路業務，前者計有：綜合網路業務（4家）、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
（4家）、國內陸纜電路出租業務（62家）、市內網路業務（4家）；後者計
有：行動電話業務（3家）、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5家）、數位式低功率無
線電話業務（1家）、無線電叫人業務（3家），以及無線寬頻接取業務（6
家）。此外，不隸屬上述兩類者為，衛星固定通信業務，目前僅6家經營，
40

主要係經營直播衛星與衛星電視訊號上下鏈之業務。 目前，在固定通信業
務中僅中華電信一家被公告在市內網路業務、長途網路業務及國際網路業務
41

為市場主導者， 而在行動通信業務（2G）中交通部曾於2000年公告中華電
42

信與台灣大哥大為市場主導者， 遠傳電信則於NCC成立後與2007年始被公
43

告為市場主導者。 近來，NCC已同意將三家第三代行動通信（3G）業者公
告為市場主導者。

44

我國電信事業規範，係根據電信法及其授權由主管機關制定之各項管理規
則為主，除無線電台與專用電信（第四章）等規範外，主要監管事項包括：電
信業者之經營執照（第12條第1、2、6、7項、第13、14、17、18條）、暫停
或終止經營或事業合併之事前核准（第15條）、網路互連與爭議裁決（第16
條）、會計分離（第19條）、普及服務（第20條）、電信號碼管理（第20條之
一）、費率審議（第26條）、不對稱管制（第26條之一）、電信建設與設備管
理（第三章），以及無線電頻率管理（第48條）等。
由於電信事業係網路型事業之典範，於同一網路架構下可分別提供不同類
型之服務，隨著使用人數越多而邊際成本遞減的網路效益情況下，「大者恆
大」是該類事業的主要特性。我國與其他主要國家相同，在自由化之前皆有國
營電信事業存在，而於電信市場開放後，由國營事業所轉型之民營事業，以及
其與其他新進業者間的競爭情形，乃電信管制規範的重心所在。因此，我國電
信法於市場開放後陸續修正之內容，均以打破網路效應抑制競爭效果為其管制
45

目的，主要採取三大具體措施：
A.實施不對稱管制
40
41
42
43
44
45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名單暨其業務項目一覽表（2012/4/5）。
交通部88年12月30日交郵88(一)字第067448號公告。
交通部89年10月31日交郵89字第061079-1號公告。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96年3月15日通傳營字第09605010500號公告。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490次委員會議紀錄，第五案，2012年6月20日。
劉孔中，同註35，頁129-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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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既有業者，特別是承繼過去國營事業階段擁有市內用戶迴路之中華
電信，以及市場開放後行動通信業務的三大主要業者，對於其與其他業者之
間之相互競爭，電信法特別針對此類「市場主導者」，採取「不對稱管制」
（asymmetric regulation），嚴禁市場主導者濫用其市場地位進行不公平競爭
行為。電信法第26條之1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不得有下列行
為：一、以專有技術直接或間接阻礙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提出網路互連之請
求。二、拒絕對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揭露其網路互連費用之計算方式及有關資
料。三、對所提供電信服務之價格或方式，為不當決定、維持或變更。四、無
正當理由，拒絕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租用網路元件之請求。五、無正當理由，
拒絕其他電信事業或用戶承租電路之請求。六、無正當理由，拒絕其他電信事
業或用戶協商或測試之請求。七、無正當理由，拒絕其他電信事業要求共置協
商之請求。八、無正當理由，對其他電信事業或用戶給予差別待遇。九、其他
濫用市場地位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不公平競爭行為。前項所稱市場主導者，由
主管機關認定之。」另根據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第10條第1項規定：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指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本會公告之第一類電
信事業：一、指控制關鍵基本電信設施者。二、對市場價格有主導力量者。
三、其所經營業務項目之用戶數或營業額達各項業務市場之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者。」不過，事業管制機關NCC大多僅援引第三項標準逕行認定，導致行動通
信三家業者均被認定為市場主導者之不合理現象。
B. 開放瓶頸設施
瓶頸設施（或稱關鍵設施、樞紐設施，essential facility）係競爭法判斷獨
占事業是否濫用其市場地位之理論依據，指事業若經過合理期間之談判，仍無
法使用獨占事業所擁有之重要設施，將因法律或事實上理由無法在上下游市場
與該獨占事業競爭，而該獨占事業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以合理條件允許或授
權其他事業使用該瓶頸設施，否則將導致相關上下游市場之競爭遭致排除。

46

該瓶頸設施理論已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所採納，
於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 GATS）底下所形成
之「參考文件」（Reference Paper），除明定瓶頸設施之定義外，亦規定主導
業者於網路互連時之諸項義務。
46

47

47

林淑娟，電信產業網路互連競爭議題之研究—美國與我國法制之比較，世新大學法
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劉孔中，同註35，頁1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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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37條之規定：「經營者或取得籌設同意書者從
事其固定通信網路管線基礎設施之建設時，於通信網路瓶頸所在設施，無法於
合理期間自行建置或無其他可行技術替代者，得向瓶頸所在設施之固定通信業
務經營者，請求共用管線基礎設施。前項共用管線基礎設施之請求，被請求之
經營者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之……第一項所稱之瓶頸所在設施，由主管機關
核定之。」目前主管機關所陸續核定之瓶頸設施，包括橋樑、隧道、用戶大樓
引進管、電信室（上述四項於2000.7.12由交通部公告）、建築物屋內垂直水平
管線（2002.2.6由交通部公告），以及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2006.12.14由NCC
48

公告）， 其中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出租費率，應採成本計價方式。
C. 管制電信資費
電信之資費管制，主要係針對零售價格，過去電信自由化之前係採取投
資報酬率管制法（rate-of-return regulation），自由化之後則採取價格調整上限
制（price cap regulation）。按電信法第26條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之資費管
制，採價格調整上限制。前項價格調整上限制，係指受管制電信事業之管制業
務資費調整百分比，不得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指數之
年增率減調整係數（即效率因子X值）……第一類電信事業之資費訂定，不得
有妨礙公平競爭之交叉補貼。」主管機關透過X值的調整，引導相關資費的調
降。有趣的是，此資費管制對象不區分是否為市場主導業者，一律適用，反造
成管制目的模糊。
2006年NCC成立之後遂委託學者研究合理零售價格之訂定，並再由NCC重
新核算，決議實施兩次三年制的逐年調降措施（分別自2007年4月1日2010年3
月31日以及自2010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惟此項費率調降頗受爭議，
特別是固網業務以及電路出租因零售價格調降所產生之短期利益，卻使得中華
電信因連續降價對於其他三家固網業者造成擠壓效應，反而造成中華電信固網
49

業務仍持續獨占該市場，危及消費者長期利益。 實則，價格調整上限制原意
係防範獨占業者獲取超額利潤，故大多適用於市場由獨占邁向自由化競爭的過
渡階段，市場倘若已產生競爭情形，則應停止適用，而應改以業者間之中間價
格（批發價格、互連接續費及其他非提供終端用戶服務之價格）且僅對市場主
50

導者進行管制， 實為正解。2012年由NCC所草擬之電信法修正草案（尚未送
48
49
50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128次委員會議紀錄，2006年12月14日。
劉孔中，同註35，頁319。
同上註，頁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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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行政院審議定案）第33條，已將上述零售價格管制修正為僅規範市場主導
者，且要求市場主導者應提供中間價格。

51

另外，電信自由化後新進業者不斷進入市場，初期因管溝、路權與消費
者反對等因素，使得新進業者必須仰賴既有業者之電路等基礎設施，因而有
電路出租與轉售等業務，然而該如何使用（租用）既有業者之電路，及其費
用計算方式，電信法提出兩種主要方式：網路元件細分化（unbundled network
element, UNE）以及批發價格管制（wholesale price regulation）。
由於電信事業多為上下游垂直整合之企業，通常係由單一業者自行經營提
供相關電信服務，倘若有其他業者本身因建設未達之區域（例如第一類電信事
業），或因無該網路基礎設施（例如第二類電信事業），但為提供特定電信
服務，得向該擁有網路基礎設施之業者要求租用部分網路元件。網路元件細分
化係指電信事業於計算租用電路之費用時，必須將其網路元件及其成本加以拆
分，而租用其電路之其他業者僅需就實際使用之網路元件支付費用，可避免搭
52

售之弊端。 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17條第1項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市
場主導者應將其網路元件細分化；至於費率之訂定，第18條第2項規定：第一
類電信事業對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出租細分化網路元件之費率，除法令另有規
定者外，由雙方協商定之。但屬網路瓶頸所在設施者，其費率應按成本計價。
由於過去採取投資報酬率管制，電信事業大多布建過剩之網路，因此自由
化之後主管機關均會設計各種措施引導市場主導者將其過剩能量提供其他業者
使用，一方面可增加市場競爭，另方面可提升市場主導者網路的使用率。以前
者而言，批發價格的設計係為使其他新進業者取得較低價格並將其轉售給終端
使用者賺取差價，但批發價格與零售價格的制定應有連動關係，倘若市場主導
者持續對零售價格降價，但對批發價格維持不變，則對租用電路之業者會因價
格擠壓效應（price squeezing）無法賺得足夠利潤而被迫退出市場。第一類電信
資費管理辦法第九條之二明定，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就其提供予其他電
信事業之電信服務，應訂定批發價格，其批發價格之首次訂定與調整應以零售
價格扣除可避免成本及費用，並不得高於其促銷方案。
2. 有線電視

51
52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電信法修正草案總說明及對照表—公聽會版，2012年5月
18日。
劉孔中，同註35，頁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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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4

有線電視在台灣的普及率達85%以上， 訂戶數約五百餘萬戶， 已是台灣
民眾不可或缺的資訊來源管道之一。早期由於法令未備，在無線三台壟斷寡占
電視市場的年代，被稱作「第四台」的有線電視已是民眾額外取得節目資源的
通路。1993年有線電視經營正式步入法制化階段，惟當時立法將有線電視定位
為具有「自然獨占」、「地方媒體」等特性，而將全國劃分為51個經營區，

55

56

而有線電視法則在各方角力下，劃定一區不得超過5家業者的限制。 由於各區
規模過於狹小，所謂「自然獨占」除經濟原因外，人為因素亦為其咎，並逐漸
57

演變為「一區一家」的經營現況。 有線電視管制機關為NCC，面臨產業發展
與數位化電視政策推動上的困境，已針對分區獨占現況進行檢討，擬打破目前
58

經營區之限制，以減低因分區獨占所產生之負面影響。 不過，由於目前法律
對於系統業者設有「雙層」水平集中限制，亦即：系統業者與其關係企業及直
接、間接控制之系統業者之總訂戶數不得超過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一，且全國
系統業者總家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1條參照），而該項規
定除於2012年行政院版函送立法院之修正草案（下稱有廣法修正草案）當中為
因應經營區限制解除而取消全國總家數之限制外，仍維持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
一的限制。

59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為發揮綜效並提升與頻道業者議價之能力，各地區之獨
占業者亦逐漸整合為多系統經營集團（Multiple System Operator, MSO），迄今
53
54

55
56

57

58
59

施俊吉、許志義、劉孔中、鍾俊文，有線廣播電視市場結構調查及競爭政策分析研
究，行政院新聞局委託研究計畫，頁15-16，2005年。
參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站，統計資料專區，101年第1季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
(101.5.8)，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1979&is_
history=0&pages=0&sn_f=24634（瀏覽日期：2012年7月13日）。
黃書禮，台灣地區有線電視分區之研究，行政院新聞局委託中興大學都市計畫研究
所研究計畫，1991年。
戴伯芬，無法執法與有法放任：臺灣有線電視產業的制度論分析（1983-2000），人
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19卷第2期，頁169-201，2007年6月。
兩家以上系統經營者，由於各自收視戶數會比一家獨占系統為少，若長期平均成本
隨收視戶增加而不降低，則收視戶數較多的業者經營效率高，具有較多的籌碼可與
頻道業者進行談判，並提供較低的價格與多元節目的服務予收視戶，因此系統之間
將不斷併購，最後僅剩下少數獨占業者。See Daniel L. Brenner, Was Cable Television
a Monopoly? 42 Fed. Comm. L.J. 365, 407-11 (July 1990).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告有線廣播電視經營地區劃分及調整以及受理申請經營有
線廣播電視業務（2012年6月18日通傳企字第10140018100號公告）。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行政院函請審議「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案，院總第
1562號，政府提案第13078號，草案第24條第1項，2012年3月21日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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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五大MSO，包括凱擘、中嘉、台固媒體、台灣寬頻、台灣數位光訊等，
相對MSO以外之業者稱之為「獨立系統業者」。在系統業者之供應鏈上游為頻
道供應者（頻道業者），目前有東森、緯來、衛視、聯意、八大、中天、年代
與三立等主要品牌，而MSO與頻道業者之間交叉持股與相互經營的情況很多且
複雜，各頻道為提升與系統業者議價能力，亦集結成為所謂「頻道代理商」，
而代理商變動幅度相當大。為避免系統與頻道業者之間過度集中化，有線廣播
電視法因而限制節目頻道由系統業者及其關係企業所經營者，不可超過可利用
頻道數量之四分之一（該法第42條第3項參照）。由於系統業者頻頻利用其上
下游市場垂直整合力量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情形，上述2012年有廣法
60

修正草案將四分之一限制下修至十分之一。

主管機關對於有線廣播電視產業的管制，目前係依據有線廣播電視法之規
定，對於系統經營者之營運管理、節目管理、廣告管理、費用、（訂戶）權利
保護等事項進行監理管制，其中有關營運管理與費用審核等監理，主要包括以
下項目：
1. 營業執照（許可）
2. 系統業者之組織結構：系統業者之組織型態，外人投資比例限制、最低
實收資本額、董監事資格，以及黨政投資限制，均有嚴格限制（有廣法
第19、20條）。
3. 系統業者之水平與垂直集中限制：針對全國總訂戶數、同一行政區域之
總家數、全國總家數、系統業者與關係企業之頻道總數量等，均有其限
制（有廣法第21條、第42條第3項）。
4. 營運計畫：業者於申請籌設或取得營運許可後其經營內容變更者，均應
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或變更（有廣法第22、26條）。對於業者所提出之
營運計畫，應每三年評鑑一次（有廣法第36條）。
5. 經營區之劃分、調整與重新開放申請：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地方主管機
關審酌一定條件後，辦理經營區之重劃，或針對競爭不足之經營區開放
其他新業者申請經營（有廣法第32、33條）。
6. 無線電視節目必載規定：明定系統業者應同時轉播無線電視台之節目與
廣告，並列為基本頻道（有廣法第37條）。
7. 費用審定：採取雙層審核方式。先由中央主管機關按所公告之收費標準
60

同上，草案第25條第1、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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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制定基本頻道收視費用上限（每
戶每月六百元），次由地方主管機關每年根據上述收費標準，核定系統
業者所申報之收視費用（有廣法第51條）。
8. 普及發展：系統業者每年須提撥營業額百分之一之金額，提繳至有線電
視特種基金，由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運用於普及發展或地方文化與公共
建設使用（有廣法第53條）。

二、競爭法與產業管制法規範之適用關係（競合）
對於產業管制規範，大致可分為產業特別管制法規（sector-specific
regulation）與一般競爭法規（general competition rule），前者係指為因應產業
本身之特殊性質而個別制定之管理法規，諸如本章所論及之電信法、有線廣播
電視法等均屬之，此類管制規範著重「事前規範」（ex-ante regulation），如透
過網路互連、會計分離、普及服務、資費管制等措施（電信法第16、19、20、
26條以及有線廣播電視法第51條參照），或對經營規模之限制（有線廣播電視
法第21條參照），防止或降低反競爭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後者則是透過查處事
業所進行限制競爭（獨占、結合與聯合行為）或不公平競爭行為，強調以「事
後規範」（ex-post regulation）以維持市場之競爭秩序。此二類規範各自有不同
的規範目的。
然而，倘若某管制產業行為若同時違反競爭法與產業管制法，該如何處
置？按公平交易法第9條第2項規定：「本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
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同法第46條規定：「事業關
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者，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
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後者係於1999年所修訂，其主要在確立公平交易法
為經濟基本法之地位，並調和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有鑒於管制產業市場動態
與事業行為的複雜性，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針對此類管制產業，例
如四Ｃ事業（電信、有線電視、電腦網路、電子商務），分別公告「公平交
61

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線電視相關
62

事業之規範說明」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
61
62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2012年3月9日
公服字第1011260206號令公告）。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線電視相關事業之規範說明（2012
年3月8日公服字第1011260197號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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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明」 等處理原則，俾利業者充分瞭解公平交易法規範，以降低違法行為發生
之風險，並使競爭主管機關和產業主管機關得以進行政策協調和配合。
針對特定產業管制規範與公平法若干規範意旨相符或不相符者，究應如何
適用？按公平法第46條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者，
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上述規定究
係以該產業管制法之規定不牴觸公平法之立法意旨為其停止條件而優先適用其
他法律，抑或僅論就特定事業行為是否違反公平法，至判斷結果若與其他法律
有所扞格後再進一步探討不同法律間之適用問題，此二解釋方法均有見地，且
與公平會實際收辦案件之程序判斷有關，值得討論。
1. 優先適用其他產業法規範
公平法第46條除確立公平法為經濟基本法外，亦要求公平會於執法時，應
一併檢視其他產業政策是否就事業競爭行為進行規範，以及該規範有無牴觸公
平法之規範精神，以求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相互調和。據此，公平會於收辦案
件時，如可知所涉行為有其他法律加以規範者，即應先探究該等規範是否有悖
於公平法之立法意旨，並判斷該產業政策規定與公平法立法意旨有無牴觸，如
無牴觸，則依公平交易法第46條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規定，而不再適用公平交
易法。
以規範第一類電信事業主導業者為例，電信法第26條之1係針對第一類電
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反競爭行為之規範，立法目的為防範既有業者或具有市場主
導力量之電信業者，濫用市場力阻礙或排除競爭，其規定與公平交易法之立法
意旨相符。因此，倘若一事業於相同市場中同時被認定為公平法上之獨占事業
以及電信法之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且行為涉及電信法第26條之1規範
內容時，則優先適用電信法第26條之1，而不再論以公平法。
不過由於公平會與電信事業主管機關NCC於個案市場界定上未必一致，倘
若在收辦案件初期因事實未明而不能即時判斷相關市場，則仍宜先行調查瞭解
案關事實。例如中華電信MOD服務與有線電視系統服務是否處於同一產品市
64

場，是否具有顯著之替代可能性。 至於案關事實是否涉及電信法第26條之1
或其他相關電信法令規定，宜徵詢並尊重NCC之專業判斷，避免二機關見解歧
異，降低法律競合適用之風險。
63
64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
（2012年3月9日公服字第1011260208號令公告修正公告）。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結字第097003號決定書，2008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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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案關事實雖經NCC表示涉及電信法第26條之1，但最終判斷結果NCC
仍認並無違反該條規定時，公平會是否仍得回頭適用公平交易法？頗滋生疑
義。以公平法第10條各款行為觀之，其既可以電信法第26條之1第1項第9款概
括規定予以評價，且電信法所稱之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認定門檻較公平
交易法之獨占事業為低，則在立法目的相符、規範行為相同、且電信法26條之
1規範對象較廣之情形下，以舉輕明重法理，電信事業之行為若不符電信法第
26條之1之構成要件，則應亦當然不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0條之構成要件。
因此，電信事業之行為如同時涉及公平法第10條及電信法第26條之1規
定，則不論依公平法第46條去判斷應優先適用電信法規定、抑或依二法規範
內容予以解釋，均應優先由NCC判斷該行為是否構成電信法第26條之1之反
競爭行為。惟因公平法具經濟基本法之地位，因此在特定爭點涉及重要競爭議
題時，公平會仍可基於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地位，積極就該行為對市場競爭造成
之影響提出意見，俾供產業政策主管機關NCC參考，並建立機關間對於競爭規
範見解之一致性。同理，電信法除第26條之1外，尚有諸多與競爭議題有關之
事前規範，例如資費管制、網路互連、平等接取、會計分離、號碼可攜等；
由於該類事項涉及高度專業技術，NCC據其對電信產業具有之專業知識及瞭
解，可透過事前資料蒐集、使用多重管制工具及非正式爭議調處程序等，達
成較為迅速且及時之補救效果。實務上NCC亦採積極介入處理之態度。職是
之故，關於此類事項之爭議於電信法令訂有相關競爭行為規範時，應優先適
用電信法處理。
2. 優先適用競爭法規範進行具體判斷，再按公平法第46條判斷適用何法律
另一種解釋方法，即公平會於審查個案時，應先基於公平法之規範立場探
究該行為是否符合公平法相關禁制規定之構成要件，如符合該禁制規定構成要
件卻為其他法律所容許，始進一步探討該規定有無牴觸公平法之立法意旨，再
依公平法第46條規定決定適用何種法律。不過這種解釋方法有以下幾項問題：
(1)公平法第46條既已明示特定要件下應優先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則解釋
上公平會能否將其他法律之競爭規範置於不顧而逕自適用公平交易法，
頗有疑義。又依此見解，則公平法第46條規定似僅在事業行為係公平法
所禁止，惟另一方面又為其他法律予以容許時，始有適用之餘地。如
其他法律與公平法均對事業之反競爭行為有所規範時，因二法均在禁止
反競爭行為，於規範上並無衝突，似無公平法第46條孰為優先適用之問
題。但此是否符合第46條規範原意，有待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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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實際收辦案件上，按此解釋方法，公平會就個案事實必須先進行實體
審查後並作出具體判斷，且判斷結果亦認為事業行為已符合特定禁制規
定構成要件後，始有論及第46條規定之必要，而非於判斷前即以概括方
式先研析所涉行為有無其他法律予以規範。此等處理程序與公平會目前
實務收辦案件情形洽有未合。實則，於收辦初期即可判斷有無優先適用
其他法律規定之情形，較符行政效率要求。

三、美國法與歐盟法之規定
美國法涉及通訊產業與競爭法規範的主管機關，主要有聯邦通信委員會
（FCC），司法部反托拉斯局（DOJAD）與聯邦交易委員會（FTC）。進入通
訊匯流時代之後，通訊傳播業者之間的結合已成趨勢，然而企業的結合必須向
FCC及DOJAD申請核准，惟依照1948年備忘錄附件A之分工，有關媒體與娛樂
65

事業、電信服務與設備均劃歸DOJAD管轄； 而通訊傳播產業之結合依通訊法
之規定，亦須向FCC申請核准方可。故其衝突便產生於FCC與DOJAD之審核意
見不一致。
FCC對於產業結合有兩個法源依據，第一，因通訊產業之合併均涉及執
照之轉移，故依據1934年通訊法第214條之規定，共同載具業者須就其結合案
向 FCC 提出申請，而其重點在於結合必須符合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之考
量，例如對於普及服務、國家安全、頻率使用效率、科技創新的影響等，這也
是落實通訊傳播政策的體現；第二，通訊傳播產業之結合有可能造成競爭減損
或壟斷之虞時，FCC可依據克萊頓法第10條之授權，依據同法第7條及第11條
之規定進行調查。
由此可知，FCC與DOJ在產業合併之審查上，有其重疊之處，亦有其個別
獨立考量之處，相對於FCC，DOJAD僅為競爭管制機關，並無通訊傳播政策之
考量，僅就該結合案是否有害於產業競爭而判斷之，較重視市場狀況。縱然產
業競爭上有相似的考量，但FCC除市場競爭狀況之外，需整體考量通訊傳播政
策之推展，故即使可能減損競爭，只要其結合符合公共利益，FCC仍能准其結
合。此外FCC基於促進市場競爭之思維，為了快速導入各種促進競爭之措施，
即便優勢業者並未達於獨占，仍賦予其他之附加義務，使業者負擔競爭法上所
無之義務，凡此即可能產生與FTC或DOJAD不同的決定。
65

See Appendix A, Overview of the FTC/DOJ Clearance Agreement, http://www.ftc.gov/
opa/2002/04/clearanceoverview.shtm (last visited July 10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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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JAD審酌企業合併之主要考量為「不得實質減少市場上之競爭」，較
少參酌其他公共利益的因素。然而，基於1996年電信法賦予FCC更多開放管制
與促進市場競爭機會之任務，在電信業者合併案件之審核時，基於結合案對
促進競爭及鼓勵創新的影響，FCC必須有較為積極的作為，例如附加其他的條
件，以矯正容許合併後可能產生市場競爭上之不利益。
另外在鼓勵創新部分，FCC認為應推動誘因，促使業者增加新興通訊服務
的投資與建設，但亦需避免優勢業者之差別待遇行為，故FCC會增加了許多附
加條件防止差別待遇的發生，FCC對於電信結合案雖然通常給予准許，但往往
課予結合之當事人許多附加條件，對於FCC附加條件的合法依據便非常重要。
歷經許多法院與DOJ的訴訟案例與機關間之互動，FCC的競爭分析態度也
有所轉變，參酌法院與DOJ之意見，避免在反托拉斯法與電信法重疊的領域中
66

重複審查與做出不一致的結論或要求。 在許多案例中，DOJ與FCC對於個案
之競爭分析結果大致相同，只是 FCC考慮的競爭影響範圍更廣，FCC對於DOJ
達成的和解命令也大都表示支持態度，目前FCC通常會在DOJ發布其結合案審
查結果之後才會公佈其自身的審查結果。
即便如此，仍有許多學者認為此種雙重的審查機制僅依靠FCC之自我調節
是不足的，仍可能造成執法資源的虛耗，建議仿照FTC與DOJAD所建立的許可
聯絡機制與協調執法原則。但進一步思考此間之差異性，首先FTC與DOJAD均
為反托拉斯之執法機關，其根源均基於反托拉斯法，在經濟與市場分析上協調
一致有其需求。而FCC身為產業專責管制機關，與FTC/DOJ之基本角色不同，
不僅有公平競爭之考量，更牽涉其政策的規劃執行，與FTC/DOJ之專業判斷有
不同之處，且於審查範圍之差異性更大，此種聯繫合作機制或許無法適用於
FCC與FTC/DOJ此類有著專業上根本差異的機關之間。
67

至於歐盟競爭法主體是由歐盟條約第101、102條 以及理事會139/2004號
「事業結合條例」所構成，前二者更是最核心的條文。第101條係規範事業
間的協議，第102條則係規範事業市場優勢地位的濫用。現行電信管制架構
指令係於2002年通過，包含架構指令為主五個指令所構成之通訊管制架構，
其主要精神有二，其一是為因應媒體匯流發展，以「電子通訊（Electronic
66

67

Issues Memorandum for March 1, 2000, Transactions Team Public Forum on Streamlining
FCC Review of Applications Relating to Mergers, available at http://www.fcc.gov/
transaction/issuesmemo.html.
2009年12月13日「里斯本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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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s）」之概念，建立涵蓋通訊網路與通訊服務之整體管制架構；
其二是針對具有「顯著市場支配力量（Significant Market Power，SMP）」之
業者建立事前管制之依據，其他市場則全面採行事後管制，並確保與歐盟競爭
法之整合性。
在固有管制和競爭法的整合方面，按照歐盟競爭法的規範，當發生競爭爭
議時，首要的程序為進行市場界定，將被判定為市場主導業者的違法行為予以
排除。因此在通訊管制指令中，引進競爭法上市場主導和市場界定的概念，使
競爭法與通訊法在關於市場之構成要件的處理上能夠趨於一致，然而通訊管制
指令係屬於事前管制，目的在預防市場主導業者不正競爭之可能性，此仍與競
爭法的原則有所不同。
由此可知，歐盟通訊法與競爭法在執行之結果上，仍有可能出現通訊法事
68

前管制與競爭法事後管制的「雙重管制」 的問題。與美國的法規架構相比，
歐盟在法律制度層面上進行調整，與競爭法源則進行整合，即便仍有問題未
解，但法規上的整合即是歐盟的特色之一。
歐盟競爭法主要是由歐盟執行委員會實施，歐盟委員會是歐盟的行政機
構，負責執行歐盟部長理事會制定的法律框架，以及其中之各項政策。歐盟法
院則為訴訟救濟機關，對因不服歐盟執行委員會處分而提起訴訟之案件進行處
理、解釋和適用歐盟競爭法，並通過判例彌補法律中的不足，因而也影響歐盟
競爭法的實施與發展。
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EC，下稱執委會）是由20個成
員組成，與理事會相比，是一個獨立於會員國外之行政執行機關，代表歐盟的
整體利益，而委員會最終對外公布之意見，均為委員們集體討論共同作出。
執委會在競爭法的執行上，係在其下設立競爭局（Directorate General for
Competition），並指定一名委員負責政策指導，競爭局另有常任局長，並有下
69

屬機構負責執行。競爭局是具體執行機關，其下設有9個處， 其中包括一個資
源與登記綜合處、一個競爭政策與戰略處（負責反托拉斯和合併交易的政策制
訂、國家援助政策的制訂、對歐洲競爭網路的管理、國際關係的接洽與建立並
處理與消費者的關係問題，一共有6個辦公室）、一個卡特爾處（涉及對縱橫
向限制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和合併集中案件的處理工作，其中包括5個辦
68
69

高凱聲、劉柏立，歐盟2003年通訊法之研析，經社法制論叢，第35期，頁333，
2005年1月。
http://ec.europa.eu/dgs/competition/directory/organi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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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一個國家援助與研究發展處、5個市場與案件處（分別涉及能源與環
境、資訊與通訊、金融與衛生、基礎工業與農業、交通與郵局）。另外競爭局
還設一位首席經濟分析師和一位聽證顧問。首席經濟分析師和聽證顧問直接受
競爭局局長的領導，負責向競爭局報告有關案件中的經濟分析結果，以確定相
關市場、市場地位和反競爭行為之危害。聽證顧問的職責是監督聽證程序的合
法性，例如保證當事方的口頭辯論權、查閱案件權等聽證權利。
為了確保歐盟競爭法的統一適用，解釋及執行法律之權限幾乎全部集中於
執行委員會，歐盟委員會除了具有授予企業豁免反競爭協議之權力、審查合併
申報的相應權力外，還擁有強有力的調查權與罰款權。執委會下另有通訊網
路、內容與科技局（Directorate General for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Content
and Technology），負責通訊政策之制定與執行，也是管制政策之執行單位，
但並不負責競爭事務之處理。實際上由於執委會是一個整體單位，競爭局或通
訊局都僅為執委會下的單位，在執行職務上並不發生職權衝突之狀況。
在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管轄中，美國與歐盟的法規與執行機關呈現出兩種面
貌：歐盟是由單一機關管轄，而美國則是由不同的機關管轄；在法規架構上，
美國反托拉斯法與電信法並立，法規間並無謂位階或優先之分且互不干涉，
而歐盟通訊法則有與競爭法源則相互協調之設計，使兩者在處理產業競爭問題
時，價值趨於一致。兩者共同之處，在於儘管機關與權限劃分上有所不同，但
法規之制訂卻未明確分隔，而是相互補充支持並有不同之政策考量，且在行政
實務或法規設計上進行協調。
多數國家都對行政機關的權責管轄的進行明文分配與規範，各有不同的
組織法與主管之管制法，法律與產業相互之間的影響有大有小。在美國，由
於法院對於訴訟均採取中立、實質審查的立場，儘管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和聯
邦貿易委員會這兩個專責機構的功能明顯，但法院的立場亦深深影響行政執
行之內涵。
歐盟則把調查、適用競爭法的權力集中於歐盟執行委員會，執委會是一個
多功能的大型行政組織，競爭局與通訊局都僅是次級單位，無論決策過程如
何，對外都是以執委會之名義進行事務，在這樣的架構設計之下，自然不會產
生如美國DOJ、FTC與FCC之間的權責衝突。
在調查程序之相似性方面，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在啟動調查程序後，有
權搜查企業的場所並扣押文件證據，這種做法類似於歐盟委員會為獲取違反
歐盟競爭法（歐盟條約第101、102條）的證據而實施的「拂曉突襲」（da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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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ds）。
在非正式和解程序方面，歐盟的非正式和解程序與美國一樣都是作為競爭
法執法的補充。歐盟的非正式和解程序主要是「同意函（comfort letter）」。
同意函是一種簡易的、臨時的結案，執委會在同意函中通知企業，它們向執委
會提出的對處分不服之申訴或請求豁免義務的申請，目前執委會並不會處理，
用意在去除業者心中可能觸法的疑慮與風險。在同意函中，執委會指出在必要
的情況下仍可能對該企業的違法行為發佈相關的決定，同意函不等於執委會認
定合法或或給予豁免，不具有法律效力，但一般來說，執委會原則上不會對發
送同意函的企業進行干預。而相比之下，DOJ與FCC的同意裁決更具有要式性
和公開性，因為同意裁決在經法院批准後，可避免對所指控的行為之全面訴
訟，具有實質法律效力。

肆、金融與保險產業行為之競爭法抗辯
金融產業具有獨特性質，例如財務高槓桿、存款戶（投資人）高度分散、
資產不具透明性、訊息不對稱等等，因此，投資人不易對金融機構（或經理
人）監督，金融機構因而普遍存在道德風險問題。加上金融機構與企業之間具
有價值鏈勾串，一家金融機構的失敗，會對其關聯廠商產生負面衝擊，甚至一
家金融機構的資本減縮，就可能足以造成信用緊縮從而對實質產業企業造成嚴
重瓦解。金融機構之失敗（或破產）所引發潛在系統風險之社會成本相當巨
大，但這一社會成本，並未由金融機構負擔（亦即未由金融機構內生化），因
而產生過多的冒險行為、導致市場失靈。同時，由於當代複雜的支付系統、同
業間市場交易、及衍生性金融商品大量推出，一家金融機構的失敗將由此一複
雜關聯結構產生網路外部效應（network effects），向外傳遞負面衝擊而波及其
他金融機構，形成金融機構間持續的傳染效果（contagion effects）。當市場集
中度高、金融機構家數少時，則任何一家金融機構失敗，其負向外部性與傳染
效果將會更大（即社會成本更大）。是以，「穩定（stability）」總成為金融產
業政策制定上的中心思考，而「競爭」之對於「穩定」的影響是正是負則成為
學政界爭論之議題。發展至今，許多國家已體認「穩定」與「競爭」同樣該為
金融產業之政策目標，雖然此二者許多時候是不相容的兩個概念。
不論是理論或實證，金融業之競爭程度與其穩定度之間的關係，迄今仍
未能達成一致結論，或主張競爭促進穩定、或主張競爭導致脆弱。19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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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後，許多工業國家對於銀行設點或營業行為訂下諸多限制，明白限
制金融產業的競爭；直到1970年代與80年代之際，金融自由化風起雲湧，工
業國家之金融產業都幾乎進入無管束競爭之狀態（unchecked competition；
unfettered competition），成為其後金融不穩定局面之苛責理由，也是造
成美國晚近次貸市場（subprime mortgage market）風暴的原因之一。一些
研究即曾指出，過度競爭（excessive competition）將導致金融體系脆弱性
（fragility），適度限制競爭對於維持金融體系之穩定有其必要性。另一方
面，金融產業之競爭與效率之關係，文獻也多有分歧。或者指出，如同其
他產業一般，競爭亦是金融產業達致效率的必要條件；或者主張，壟斷力
（monopoly power）之存在方能使銀行具有較高誘因投資於較小或較不透明
的潛在有利公司，方是社會效率提升的力量。
基於這些研究與理論，基本上各國對於金融產業是採行管制的，於是，競
爭法在金融產業中是否具有功能與角色？是否依法還可以適用？又或者，是否
還是毫無節制的適用於該產業中？這些議題存在於學術研究，亦見諸於歐美
法院判決書。本章企圖循著歐美理論與判例，歸納歐美競爭法之於金融市場的
適用發展與趨勢，然後引為參考借鑑，分析我國公平法之於金融產業的應用。
因此本章節次之安排將依「理論」、「案例」、「應用」三大部分，闡述金融
產業於管制政策之下的競爭法空間。首先，聚焦探索金融產業「競爭」與「穩
定」兩者之間關係，經濟學論證與研究；然後，彙整歐美台之金融產業與競爭
法相關的爭訟，競爭法適用或不適用之法院案例判與論證，與其發展趨勢，最
終，則提出在台灣金融產業中適用公平法之抗辯論據，同時提出政策或執行方
法上的建議。

一、競爭與穩定之論證
競爭程度與市場穩定之間的關聯，是正向或負向？研究結論並未一致。傳
統看法，金融市場競爭愈小則有較高利潤充作破產緩衝，金融機構就比較不
會為了圖取利潤而進行高風險投資，亦即比較不會「過度冒險行為（excessive
70

risk-taking）」，此為「特許權價值（charter value）」之觀點， 而支持了「競
70

The worth of bank’s capacity to continue operating; the value of a bank being able to
continue to do business in the future, reflected as part of its share price。請參考Chan,
Y-S., Greenbaum, S., and Thakor, A., Information reusability, competition and bank
asset quality.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0, 243-253(1986); Keely, M.C.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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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脆弱說（competition-fragility hypotheses）」。另外，訊息不對稱是金融市
場核心本質，客戶處於有限訊息的一方，而銀行一方則具有完全訊息，客戶搜
尋成本（searching cost）因而很大，當市場金融機構家數愈多時，金融產品之
71

訂價必然愈高、品質愈低。 在貸款方面剛好相反，金融機構是有限訊息的一
方，而貸款企業是充分訊息的一方，掌握企業客戶訊息則能剝削客戶之「訊息
租（information rent）」，當市場競爭程度愈高時，訊息租愈小故而金融機構
72

查察放款對象之誘因變小，形成金貸款投資之「逆選擇」， 整體銀行授信品
質變差而增加失敗（脆弱性）風險。
存款戶之協同問題（coordination problem）也可能誘發失靈。存款戶之流
動性需求是私有訊息（private information），流動性需求不足形成提領或解
73

約，其協同行為易致擠兌而使金融機構破產。 當金融市場競爭程度較小時，
74

金融機構就較能與存款戶建立長期關係以確保滿足流動性需求。 另一方面，
當代金融體系錯綜複雜，當某一金融機構遭遇短期流動性短缺時，同業間之支
付系統即可助其渡過難關，不過Allen and Gale（2000）認為，當所有金融機構
都是價格接受者時（即處於高度競爭之下），將無任何一家金融機構有意願或
有能力對遭難金融機構施予援手，該金融機構終將倒閉並且對整個市場構成負
面衝擊。相反的Saez and Shi（2004）則證明，當金融機構數目較少時，金融機
構可以策略性的合作、採取行動、幫助遭難金融機構渡過短暫流動性短缺。

75

因此，競爭造成了金融市場的脆弱性。
競爭能夠增益金融市場穩定的說法（競爭穩定說；competition-stability
hypotheses）與研究亦有不少。我們從三個大類分析。第一，借貸者風險

71
72
73

74
75

insurance, risk and market power in bank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 1183-200.
(1990)
買方對賣主的產品品質僅具有限訊息，因而使得市場產品質平均變差，即為文獻上
所謂的「檸檬問題（problem of lemons）」。
亦有文獻稱此為銀行的「贏者詛咒（winner&s curse）」。
傳統銀行擠兌破產，主要是由於大規模存款戶個別提款所致，而當代的銀行擠兌
破產，則主要是因為同業市場（interbank market）的短期信貸不再展期所致。例如
Northern Rock案例、以及2007年SIV擠兌破產案。
Matutes, C. and X. Vives Competition for Deposits, Fragility, and Insur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Vol. 5, 184-216. (1996)
Allen, F., and D. Gale Financial contag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8, 1–33(Feb
2000)； Saez, L.and X. Shi Liquidity pools, risk sharing and financial contag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25, 5-23. (2004)

第 19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378

（borrowers’ risk）。Boyd and De Nicolo（2005）認為，重點不是金融機構選
擇資產之風險性，而是借款廠商利用借款進行投資之風險性，並證明集中度愈
高的市場（金融機構壟斷力愈大）則放款利率會愈高，借款廠商會為了償還高
額本息而往相對較具風險處進行交易與投資（此為借貸者之moral hazard），
76

故其失敗機率變高，市場脆弱性將愈高。 然而該文少考慮了一個因素，當競
爭程度愈高而利率愈低時，金融機構獲利的下降會降低特許權價值，其失敗機
率提高。綜合言之，競爭程度愈高，實質上對金融機構失敗機率之作用，一
者降低、一者提高，因此Martinez-Miera and Repullo（2008）就認為，競爭程
度與銀行失敗機率，應該是一條U型關係曲線，競爭程度愈高，銀行的失敗機
77

率，是先遞減後上升。 另一方面，市場集中度高則市場放款平均利率較高，
急需獲得貸款的企業（很可能就是當前相對較低品質或較高風險的企業）會更
積極想盡辦法取得貸款而終究獲得貸款，結果整個市場放款（投資）將傾向集
中於品質相對較差、風險相對較大而急需資金的企業（此為借貸者之adverse
78

selection）， 總體放款（投資）品質變得較差，金融市場脆弱性增加。
大到不能倒補貼（too-big-to-fail subsidies），也支持了「競爭穩定說」。
集中度高的金融市場會出現少數幾家大型金融機構支配現象，規模愈大則其產
品形式、交易關聯、資金流動更為複雜，實質上更難以監管，同時傳染風險
79

（contagion risk）也勢必更大。 一旦它們出了問題就是等於整個金融體系出
了問題，政策制定者往往會有支持這些大金融機構的優惠措施，以免它們出
了問題或倒閉，形同補貼，即所謂「大到不能倒補貼」。此行為增加了金融機
80

構道德危險、提增其冒險行為誘因，增加了市場脆弱性。 Maes and Kiljanski
（2009）認為大到不能倒所誘發出的道德危險是當前金融危機主要原因之
81

一。 實證上，Allen and Gale（2000）透過跨國金融系統比較，進行歷史資料
76
77
78
79
80
81

請參考Boyd, J. H., and G. De Nicolo The theory of bank risk-taking and competition
revisited. Journal of Finance, Vol. 60, 1329-1343. (2005)
請參考Martinez-Miera, D. and R. Repullo Does competition reduce the risk of bank
failur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 23(10), 3638-3664. (2010)
順便說明一下，借貸廠商於拿到資金後，大量投資於高風險資產，此即為借貸者之
moral hazard。
傳染風險是一家失敗銀行對於金融部門甚或實質部門所產生的負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
Mishkin, F.S.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Dangers and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3: 675-91. (1999)
Maes, S. and Kiljanski, K. Competition and the financial markets: Financial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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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他們發現，歷史上美國存在相對較大數量的銀行家數，而英國與加拿大
的金融市場則主要是為極少數大型銀行所主宰的狀態，但比較上，美國金融體
82

系長期比英國與加拿大不穩定。 他們認為，美國比英國與加拿大之金融市場
更傾向於支持「競爭脆弱假說」。

二、金融管制與競爭政策之衝突與合作
「管制」與競爭機關措施有所差異，主要在於「管制」的解決手段較強。
就管制法規而言，雖然其中也不乏較為「誘因」導向，以處罰或補助之手段，
提供被管制事業自我約束與遵守政策動機之規範方法，但在更多的情況下，管
制法規是以直接要求被管制事業相關市場行為作為其主要的規範工具，此與競
爭法不介入競爭內容之規劃，而應以排除市場機制之「路障」，讓理想市場中
那一雙看不見的手，得以再度發揮其功能的思維，有明顯的不同。我們甚至於
可以很化約的說，「競爭法」的目的在「回復」競爭，而「管制」的目的往往
是取代市場競爭機制，以達預定之管制目標。管制措施之於金融產業，旨在保
持市場「非過度競爭」，而競爭機構之措施則在於既有的管制環境下，追求最
大競爭水準。如果，管制手段與目標都正確的話，則金融市場於政府管制設限
下的最大可能競爭水準，就該等於圖一所示的「最適競爭水準」；如果競爭主
管機關的競爭政策與目標都正確的話，則金融市場就能達成最大可能競爭水
準，亦即達到圖一所示之市場最適競爭水準。
慎險管理（prudential regulation）可以做為競爭的互補工具，而管制機構
與競爭機構在金融市場上，則處於分工合作的狀態，一者規劃最大可能競爭水
準，避免市場過度競爭，導致失靈破產；另一者則於既有的環境限制下，追求
達成給定的最大可能競爭水準，促成市場處於安全而最適的最大競爭水平，創
造社會福利。惟爭論點當在於「最適競爭水準」的確實衡量，這有賴於管制與
競爭兩機關充分合作研析，以確保不致於過度壓縮金融市場之競爭空間。不論
是「非過度競爭」或「最適競爭水準」，都是一個無法量化的概念指標，兩機
構間的措施將具潛在對立衝突性，而依法也常依管制法規之特別規定，雖不符
合市場競爭原理之行為或約定，但仍主張應排除於公平法之管轄範圍之外。
OECD於1980年代以來即有普遍的共識，認為為了保持金融系統的穩定性，金
82

conditions and competition policy. COMPETITION 1: 12-16 (2009).
Allen, F., and Gale, D. COMPARING FINANCIAL SYSTEM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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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融市場不能處於過度競爭， 一些具有相對高度集中的國家，面臨這波金融危
機，加拿大與澳洲展現出相當大的應付彈性，而瑞典與荷蘭則呈現出左支右絀
的艱難局面。
在金融產業中，競爭本身不是問題，然而，在不充分管制的金融產業下，
競爭就可能會是個問題。可以說，金融危機是來自於失敗的管制，而非來自於
84

競爭的出現。 因此，金融產業之競爭法適用，具有增益金融市場競爭力與穩
定時之效益，惟在管制法令之下，有賴於更強勢更獨立的競爭機關去發揮。在
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金管會諸多管制措施，若有違反公平法之疑慮者，
應該根據公平法第9條第2項「本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由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管制之主要目的在於維持市場穩定，
惟易失於過度限制競爭；公平法之主要目的在於促進公平競爭，惟易忽視管制
產業之管制需求。透過這兩股力量（兩個權力單位）之折衝權衡、激盪妥協，
正可以兼顧管制與競爭，而獲致金融市場的「最適競爭水準」，此即為公平法
第9條第2項所欲實行者。前賢立法深諳理論意涵，令人欽佩。

三、金融管制下之競爭法案例
歐盟自1980年代起，競爭法是否適用於金融產業，即已陸陸續續出現於
85

判例之中。在Gerhard Züchner（1981） 一案中，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ECJ）即已明白拒絕銀行業務豁免於競爭法。該案中，ECJ認為
銀行於客戶轉帳業務上的重要性，並不能自然的使其合於86(2)條之資格。
此為歐體「反托拉斯法及於金融機構」觀念之始，而於1987年Verband der
86

Sachversicherer（1987） 一案中再次確立。Verband der Sachversicherer e.V協
會為重建穩定可行之該市場而提出系列建議，這一行為被法院拒絕具第17號管
制法（Regulation No 17）第2條與EEC條約第85(3)條之豁免權，並認定其違反
EEC條約第85(1)條之競爭法規定。基於保險產業的特殊性，無限制的競爭將導
83

84
85
86

OECD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in retail banking, Series Roundtables on
Competition Policy, No. 69, OECD, Paris.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
dataoecd/44/18/39753683.pdf.
OECD Competition Committee. Competition Issues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Key Findings.
(2011)
Case C-172/80, Gerhard Züchner v. Bayerische Vereinsbank AG [1981] ECR 2021
Case C-45/85, Verband der Sachversicherer e.V.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87] ECR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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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一些保險業者風險增加而無法生存，因此德國反限制競爭法（Paragraph 102
of the Gesetzgegen Wettbewerbschränkungen）中規定，凡涉及聯邦監理機關之事
務，則反限制競爭協議與決定並不適用。不過，執委會於1987年最終裁定，歐
洲共同體條約87(2)(c)條並無相關於保險產業之說明規定，因此競爭法原則上
適用於經濟體之任何機構，當然可以無設限的用於保險產業；同時認為，該協
會擁有全境之保險業者，其建議確實提高了全境之保險費率，其費率計算條款
強化了固定價格、限制競爭的效果。
自Verband der Sachversicherer（1987）一案之後，競爭法適用於金融產業
87

之概念持續加強並且進入21世紀。German banks cartel（2006） 發生於2000年
初期，CFI（the European Court of First Instance）發現德國許多銀行於1999年
全歐統一歐元前夕，共同參與組合了一個卡特爾組織，固定調高各貨幣兌換歐
元紙幣匯率於不低於3%手續費的水準，此一行為被判定為非常明顯而嚴重違
88

反歐盟競爭法，故而對該五家大銀行處以合計10億8百萬歐元之高額罰款。 本
案中競爭機關執行官Mario Monti 說到：「銀行可以自由訂定貨幣兌換或其他
服務業務之收費水準，但不能夠共同議定該收費水準，這行為是極為嚴重抵觸
89

競爭法規而該給予嚴厲處罰的。」Lombard Club（2002） 則起因於八家銀行
CEO每月固定聚會商討訂價事宜（被稱為Lombard Club），執委會決議針業參
與價格卡特爾的銀行予以重罰124億26百萬歐元。Mario Monti 宣稱：「銀行業
必須毫無懷疑的確知其之受限於歐體競爭法一如其他產業，事實上，考慮及銀
行產業對於消費者、商企業及經濟體中資源之效率分配的重要性，則維持銀行
產業之競爭就變得異常關鍵。」
進入21世紀，執委會之競爭法於金融產業的應用，則以信用卡及結算交割
服務為主要對象。執委會於2007年的報告中指出，這兩個市場缺乏充分健全的
競爭，其原因來自於高度入場阻礙、市場分割（market fragmentation）、信用
87

88
89

Kristien Geeurickx,, The German banks cartel case: The CFI rules on standard
of proof in cartel cases. Competition Law Insight, 24 October 2006. http://www.
competitionlawinsight.com/industry-sector/finance/the-german-banks-cartel-case-9268.
htm
EurActiv.com, Heavy fines for German bank cartel, 13 December 2001. http://www.
euractiv.com/competition/heavy-fines-german-bank-cartel-news-207220
Brussels, Commission fines eight Austrian banks in “Lombard Club” cartel case.
Brussels, Europa.eu, 11 June 2002.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02-844_
en.htm?local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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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發行者高度集中；同時發現，成員國的金融業訂價策略趨於一致，顯示出低
度競爭的事實。過去金融產業因屬於管制產業，因此成為競爭政策豁免之地，
這項調查報告透露出執委會對競爭政策應用於金融產業之興趣漸高。2004年
90

Clearstream（2004） 拒絕提供Euroclear Bank SA（EB）某些證券之結算交割
服務，同時對EB之訂價較對其他客戶訂價嚴苛而涉及價格差異，EC認為此等
91

92

行為違反EC條約82款。 Morgan Stanley（2007） 一案的MasterCard支付組織
（含MasterCard Incorporated, MasterCard International Incorporated 及 MasterCard
Europe SPRL）違反EEC條約81條及EEA（European Economic Area）協議53
條，以交換手續費退回方式實質達到訂定企業必須支付收單銀行（acquiring
banks）一個最低價格，從而限制了收單銀行之間的競爭，推升了企業支付成
本，執委會令其於6個月內改正，若否，則將依執委會管制規則處以MasterCard
93

94

全球每日營收之3.5%一年。 另外GCB（2008） 則是因Groupement des Cartes
Bancaires（GCB）透過提高新進者發卡成本，維持法國CB卡價格較高於自由
競爭下的水平，同時限制卡片供應數量，降低市場競爭，經執委會於2008年10
月認定違反歐盟條約81款，但並未處以罰款。
95

美國則遠在Philadelphia National Bank et al.（1963） 一案之銀行合併行為
就已經引起關注，並為最高法院所禁止。此案中，總數約42家商業銀行的美國
費城都會區，其第二大銀行（聯邦立案銀行）依銀行合併法（Bank Merger Act
of 1960）合併第三大銀行（州立案銀行），合併後市佔率估計將高達該都會區
33%以上，金融檢查總長（Comptroller of Currency）仍予以核準通過。美國政
府提起「該合併案違反Clayton法案第7款」訴訟予以禁止。法院認為，銀行合
併法（1960）引導銀行主管於核可合併案時進行競爭因素之思考，但並不能就
此排除反托拉斯法之應用於該合併案。
90
91
92
93

94
95

Clearstream Banking AG（或稱Clearstream Banking Frankfurt；CBF）及其母公司
Clearstream International (CI)合稱為“Clearstream”。
Case COMP/38.096—Clearstream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http://eur-lex.europa.eu/
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52009XC0717(02):EN:NOT
Case COMP/D1/37860—Morgan Stanley/Visa International and Visa Europe.
Case COMP/34.579—MasterCard, Case COMP/36.518—EuroCommerce, Case
COMP/38.580—Commercial Cards. 此一判決並不適用於商務卡之MasterCard’s MIF業
務，這一市場仍需委員進一步調查。
Case COMP/D1/38.606.
U.S. Supreme Court, United States v. Philadelphia National Bank et al. (1963). http://
caselaw.lp.findlaw.com/scripts/getcase.pl?court=US&vol=374&invol=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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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之不公平競爭行為也早在60年代就引為爭議點，惟多數被判決豁免於
96

反托拉斯法。Silver（1963） 一案中，兩家位於德州的櫃檯證券買賣經銷商控
告紐約證券交易所（依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謂「整個交易中心
會員們合意一致拒絕持續提供電話連線業務」，這是一種群體杯葛與剝奪個
體與其他經銷商有效競爭的重要商業服務管道，違反Sherman法案第1條。法
官指出，只有當排除反托拉斯法是維持證券交易法持續運作的必要手段時，
才可排除反托拉斯法，其基本原則就是「只有當反托拉斯法明顯與管制法相
抵觸（plain repugnancy）時，管制法才隱含著反托拉斯法的排除」。上訴後，
巡迴法官則認為，證券交易法賦予委員會對於會員於證券櫃檯買賣的所有權
力，因此交易中心取消私人電話連線是在這權力的一般範圍之內，此等行為
當然就免於Sherman法之管轄。此一觀點（證券交易法之券商行為可豁免於反
97

托斯法），持續流行並進入了70年代。在1975年，Gordon（1975） 政府提
出訴訟，謂全國證券交易商公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NASD）與部分共同基金自營商（dealer）及經紀商（broker），共同決議限
制共同基金股權流通市場於自營商間、投資者與自營商間、經紀商經紀的投
資人間交易的銷售與轉售價格，違反Sherman法案第1條而尋求予以禁止。
然而法院認為，根據投資公司法（Investment Company Act, 1940）第22(f)條
賦予共同基金對股權議價與轉移的權力，只要不違反證交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保護持股者利益的相關規定即可，而Maloney法
案（1938）則賦予成立合作性自我規範（self-regulation）之自營商經紀商公會
法源，故法官認為被告者所有行為可以豁免於反托拉斯法。另外，1975年，
Mr. Gordon代表一群小投資人控訴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美國證券交易所，認為他
們共同固定額度小於50萬美元交易之手續費，違反Sherman法第1及第2條。法
院認為建基於證券交易法（1934）第19(b)(9)條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具
有可否決定交易手續費之完全力量，故固定手續費是完全於SEC的監理之下，
於是超越於反托拉斯法。
96

97

98

98

U.S. Supreme Court, Silver, Doing Business as Municipal Securities Co., et al. v.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373 U.S. 341 (1963). http://caselaw.lp.findlaw.com/scripts/getcase.
pl?court=US&vol=373&invol=341
U.S. Supreme Court, U UNITED STATES v.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INC., ET AL., 422 U.S. 694 (1975). http://caselaw.lp.findlaw.
com/scripts/getcase.pl?court=US&vol=422&invol=694
Supreme Court, Gordon v.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Inc. - 422 U.S. 659 (1975).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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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聯合行為直到20世紀結束前，多數被豁免於反托拉斯法。進入21世
99

紀後，「豁免」仍然是一般流行觀點，而以Credit Suisse（2007） 的豁免理由
總合其成，於美國證券法豁免論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其見解被持續引
用。該案發生於2002年元月，十家主要銀行之旗下證券承銷公司（underwriting
firms）被控操縱買賣分配新發行證券違反反托拉斯法，而歷經地方法院之「排
除」、上訴法院之「適用」及至高等法院之「排除」反托拉斯法。2007年6
月，最高法院認為在高度管制的環境下，只要適用反托拉斯法將可能衝突到這
個環境既有管制法規之運行，則此類行為是可豁免於反托拉斯法，而本案確
實存在抵觸。這一看法邏輯實是源自於Silver（1963）一案之地方法院原則，
「只有當反托拉斯法明顯與管制法相抵觸（plain repugnancy）時，管制法才隱
含著反托拉斯法的排除」。此一判決影響很大，其所揭示的是「凡受到積極而
精緻管制的產業，即可豁免於反托拉斯法」。
法官之思衡確實有其道理。就事實而言，美國一些管制法規確有明文是否
排除反托拉斯法之適用，例如Webb- Pomerene法第62條（輸出貿易與反托拉斯
法）即明白表示排除反托拉斯法。然而，電信法第152條則明文表示反托拉斯
法仍然適用，因此Verizon（2004）案中基於此一保留條款，最高法院法官即
認為，僅管電信業之管制措施執行給予豁免反托拉斯法之最佳理由，但仍須受
100

限於反托拉斯法。 問題在於，當管制法規中並無提及反托拉斯法之適用與否
時，就有賴法官分析思衡其是否隱含排除適用，而目前普遍被法院採納的判斷
原則，即前述之「只有當反托拉斯法明顯與管制法相抵觸（plain repugnancy）
時，管制法才隱含著反托拉斯法的排除」。
台灣方面，在產物保險公會商業火災保險自律規範之訂定（2004）

101

一

案，公平會認為涉有聯合限制保費標準、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條禁制規定之
虞，故循公平交易法第9條第2項規定，與金管會進行協商。產險保費分為兩部
分，一為危險保費（risk premium）又稱純保費（net premium），作為危險事
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422/659/.
Supreme Court, Credit Suisse Securities (USA) LLC, FKA 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
LLC, et al., Petitioners v. Glen Billing et al. (No. 05-1157), 426 F. 3d 130, reversed. June
18, 2007. http://www.law.cornell.edu/supct/html/05-1157.ZO.html
100
Verizon Communications Inc. v. Law Offices of Curtis V. Trinko, LLP, 540 U.S. 398
(2004).
101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第00700次與弟00725次委員會議決議。民國94年4月7日與
民國94年9月29日。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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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發生時給付保險金之用，是根據事故發生機率所計算出來的被保戶預期損失
額；另有附加費用（又稱附加保險費；loading），是完成保險交易過程所引發
的一切必須費用，包含業務支出、佣金支出、巨災準備、賦稅、及預期利潤等
等。前者可透過產業公會內部自律規範而稍有規範，後者之附加保險費涉及公
司是否效率經營，可由市場自由競爭。然而產險公會於民國93年理事會通過商
業火災保險自律規範，明定產險公司招攬大額商業火險業務（即投保金額在新
臺幣30億元以上者）。公平會認為已經產生實質約束業者於該商品的訂價能
力。顯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條禁制規定之虞。循公平交易法第9條第2項規
定，與金管會進行協商。
102

另外2010年，銀行公會「金融機構辦理金融服務收費原則」（2010） 一
案，因恐涉及了聯合行為而函請公平交易委員會討論。此案發生源於金管會因
應媒體輿論及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民國98年5月27日之臨時提案，而責請金管會
要求銀行業者停止收取不合理之費用並制定相關費用收取之管理辦法，金管會
函請銀行公會研擬「金融服務收費原則」，明定業者計算成本之項目，以及不
得收費之服務項目。銀行公會認為該草案如為自律規範性質，恐涉及聯合行為
疑義，故請公平會表示意見。公平會認為銀行公會直接針對價格訂定限制，很
明顯的，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條禁制規定之虞。此等收費原則不應由公會自
律規範訂定。銀行公會自律規範亦有涉及信用卡與現金卡推廣贈品金額上限之
103

訂定（2005） ，而涉及聯合行為者。該草案經民眾檢舉是否涉有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14條聯合行為禁制規定之虞。銀行公會是遵循金融主管機關指示而研議
該條款，而獲金管會同意備查，同時金管會也已經發佈行政規則明文禁止現金
卡附送贈品與獎品，故先行依公平交易法第9條第2項規定，與金管會等機關進
行協商，以期妥善解決涉及限制競爭疑慮之相關爭議。

四、金融管制下競爭法抗辯與政策建議
由歷史演變觀之，歐體對於受管制的金融產業，已多偏向於反托拉斯法
可無虞適用，而美國的發展，則尚處於變動階段，上下級法院見解也往往不
一致。German banks cartel（2006）及Lombard Club（2002）兩案中競爭機
關執行官Mario Monti之說法，似乎已對往後歐體競爭法適用於金融產業之
102
103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第00966次委員會議決議。民國99年5月12日。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第00712次與第00730委員會議決議。民國94年6月30日與
民國94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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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起了定調。他說：「銀行業必須毫無懷疑的確知其之受限於歐體競爭法
一如其他產業，事實上，考慮及銀行產業對於消費者、商企業及經濟體中資
源之效率分配的重要性，則維持銀行產業之競爭就變得異常關鍵。」如此一
來，僅管金融產業受管制於各相關法規，但其適用競爭法規則與一般產業並
無差異。這一趨勢並未引起管制機關基於兩法衝突的太多論辯與反抗。這是
因為歐洲共同體條約在歐體功能運作上具有特許權力，其中關於競爭法的
101條與102條自然就具有較高法律位階。就國家法律而言，歐洲法院的高度
限制了各國管制法規的反抗。
美國的見解，仍有諸多差異。一派主張，各金融相關法規之訂定，自當已
是考慮該產業不宜過度競爭的特性而予以規制，因此，管制法規自然隱含排
除競爭法之適用；而另有一派則認為競爭法是否適用，端視其與管制法是否
產生抵觸為依據。前者例如Silver（1963）的上訴巡迴法官，認為證券交易法
賦予委員會對於會員於證券櫃檯買賣的所有權力，因此交易中心取消私人電
話連線是在這權力的一般範圍之內，此等行為當然就免於Sherman法之管轄；
而後者則如Silever（1963）的地區法官之見解，「只有當反托拉斯法明顯與管
制法相抵觸（plain repugnancy）時，管制法才隱含著反托拉斯法的排除」，而
這一概念持續被沿用而至Credit Suisse（2007）一案時更為清晰。Credit Suisse
（2007）之最高法院法官認定證券交易法支配反托拉斯法，同時提出確認證券
104

交易法與反托拉斯法不相容（Incompatible）的四個判斷因素 ：「(1)是否該
特定市場確實是證券交易法管制的項目內？(2)是否具有證券交易委員會法定權
力來管制這一行為？(3)該行為是否已經在積極而持續的主管機關管制之下？
(4)是否反托拉斯法與管制法之間存在著嚴重的衝突、或潛在未來衝突？」第
(4)點亦可解釋為：管制產業行為若適用公平法，則是否將干擾該產業管制法令
所欲達成的目的？若否，則適用之。這四個判斷因素最早明確的被應用於隨後
的Electronic Trading Group（2009）訟案，尤其第(4)點時常是決定性力量。
105

Electronic Trading Group LLC（2009） 是一家「賣空（short sales）證
104

Todd Fishman, Olivier Fréget, and David Gabathuler, U.S. and EU Antitrust Enforcement:
What Role in a More Heavily Regulated Financial Sector?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Vol. 7. No. 2, Fall 2011.
105
Electronic Trading Group, LLC v. Bank of America Secs., LLC, 588 F.3d 128 (2d Cir.
2009). http://www.lawupdates.com/commentary/ielectronic_trading_v._banc_of_america_
i_federal_securities_laws_preclude_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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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券」的公司 ，它提出訴訟指控一些供給賣空交易的金融仲介機構，共謀對一
些較難借得（hard-to-borrow）的特定證券設定最低融券價格（高於其他證券
之融券價格），違反Sherman法。上訴巡迴法院法官全面逐一應用Credit Suisse
（2007）的四個判斷因素，認為(1)賣空確實是證券交易法中所管制的行為，
因而是證券管制的中心項目；(2)雖然目前並無相關規定明示證券交易委員
（SEC）會可以管制融券費用，但SEC確實具有管制證券經紀商與其訂價的公
權力；(3)僅管SEC並未特別著重於融券價格之管制，但其對經紀商於賣空市場
之一般性管制確實持續存在；(4)由於券商被允許彼此溝通證券之價格其效益，
若課責以反托拉斯法，將會產生實質及潛在的衝突，因為反托拉斯法之適用將
約制了SEC對經紀商所允許之行為以及賣空市場之效率運作；同時，若SEC基
於職權而進行經紀商之融券價格管制，則勢必產生與反托拉斯法之潛在衝突。
因此，反托拉斯法於此案中不適用。
在這一潮流中，只要是在管制法架構下的行為，則反托拉斯法是常常被判
107

排除的。不過晚近Dahl（2008） 一案涉及併購與圍標，被控告違反Sherman
法第4條及Clayton法第4及第16條，卻有了冏異的結果。被告認為，在Credit
Suisse（2007）案中已說明，凡被質疑行為是為證券交易法所管制下的行為，
則不再適用反托斯法，故請法院撤銷該案。但法院認為依Credit Suisse所揭示
的第四點原則，他認為反托拉斯法與證券交易法並無不容，故不贊同被訴者建
請法院撤案的申訴。美國最近的發展亦有「適用」反托拉斯法的可能傾向，值
得關注。因應2008年次貸風暴造成的金融危機，美國國會通過Dodd-Frank Act
108

（2010） ，企圖在金融市場內降低風險、增加透明度、促進市場完善，因此
賦予管制機構更大的監理控制權力。若根據Credit Suisse（2007）以降的傾向，
則勢必反托拉斯法絕無見容於管制法之餘地，然Dodd-Frank Act本身則又於第6
條訂定了「一般反托拉斯保留條款」，為往後金融市場適用反托拉斯法開了一
扇法定大門，正如Verizon（2004）案於電信產業一般。
我國則有異於歐美。我國法源清楚，雖不如歐制之其最高法律位階歐洲
共同體條約中的競爭法，但也非美規的以管制優先之判例決議。在金融產業
106

賣空又叫做空或空頭，是高拋低補以賺取差價的操作策略。當某股票看跌時，投資
者便從經紀人手中借入該股票拋出，而在實際交割前再將賣出股票如數補進，實際
交割時則只結清差價。若日後該股票價格果然下降，再從更低的價格買進股票歸還
經紀人，從而賺取中間差價。
107
Dahl v. Bain Capital Partners, LLC. 589 F. Supp.2d 112 (2008).
108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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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各主要法律中，幾乎沒有排除公平法適用的明定，而只散見於處理危急公
司的資產讓與（合併），例如銀行法第62-4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19條、與
保險法第149條之7。除了這些危急條款之外，相關產業法規幾乎沒有排除公
平法適用之相關規定，而公平交易法卻有積極應用公平法於相關管制產業的
條文。公平交易法第46條明文：「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
者，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本法
立法意旨即第1條所揭示「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
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特制定本法。」亦即，事業管制單位之管制法規若
符合公平法第1條之立法意旨，則豁免應用公平法，否則公平法依舊可以介
入該管制產業。這一邏輯恰與美國Credit Suisse（2007）所揭示的第(4)點判
斷原則相反，該原則認為「若反托拉斯法之應用抵觸產業管制法令時，則不
應用之。」我國公平法所揭示的則是「若管制產業之管制法令抵觸公平法立
法要旨時，則公平法可應用之。」前者以金融管制法為優先，反托拉斯法必
須不干擾其法令目的運行才可適用；後者則以公平法為優先，產業管制法令
必須不違反公平法立法要旨方可豁免於公平法。因此，我國公平法之適用於
管制產業（如金融產業）絕無疑義。
但任由金融機構自由高度競爭而致利潤微薄，無力應付任何風險出現的危
機、更無餘力操作徵信而惡化訊息不對稱風險，適當管制確實有其必須。因
此，金融產業之公平法應用，必須兼顧市場特性所需之穩定措施，而穩定措施
乃管制機關之職權與專業，是故兩方單位共商議決，方能尋得金融產業之最適
管制與最適競爭，這正是本章第一節所極力陳述的觀點，此一觀點也被展現於
公平交易法第9條第2項，其謂「本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由行政
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亦即，公平會因管制法令不能體現
公平法立法意旨而欲介入時，必須以涉權相關主管部會合議共商為之議決，程
序較為繁複但卻能融合「管制機關」與「競爭機關」之見解，確保「穩定」與
「競爭」兼顧，正是達到第一節理論闡述之「最適管制」狀態的模式。公平法
立法先賢於此端之設計，其遠見令人讚賞。
更進一步比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之宗旨在於四項目標：「維持金
融穩定、落實金融改革、協助產業發展、加強消費者與投資人保護與金融教
育」，同一般產業管制目的相同，不外乎於保護消費者、穩定市場、促進經濟
繁榮；而公平法第1條立法旨意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
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兩者之間唯一不同者，在於公平法的「確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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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競爭」，此一目標其實正是公平交易委員會的核心旨意，亦為管制產業之
主管機構之所無者。根據公平法第4條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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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凡金融機構之市場競爭行為，其公平與否並非管制機關之目的，公
平會當可介入審度或共商議決者。誠如本章第一節理論所示，管制單位對於產
業之管制，基於維持市場穩定與發展，必然多致「公平競爭」或「促進競爭」
之壓抑而偏離公平交易法之立法旨意，公平會當即可依第46條介入，並依第9
條與管制單位協同商議。因此，公平法就不能像對待一般產業般的無時無刻介
入，而須與主管機關聯席共商，達成「市場穩定」與「市場競爭」兼具的最適
管制水準。

五、小結
金融產業中，競爭可能促成市場穩定、也可能導致市場脆弱，為了維持金
融市場穩定，各國都有相對應的主管機關予以管制或監理，其目的即在於防止
金融市場過度競爭而致市場脆弱。然而，管制機構之專業與職志在於市場「穩
定」，並非「競爭」，因此，金融市場是否達到「最適競爭水準」，並非其留
意的目標的，結果，往往管制或太過、或太少，使得市場競水準或太小或太
大。是故，管制產業之下，競爭機關的目的就在於盡力推至市場最大可能競爭
水準，終而達到「最適競爭水準」。依我國公平法之規定，則是「金融產業之
管制法令是否確實同時達到公平法立法旨意，若否，則公平交易法即可應用，
惟於應用公平法時，需邀請其主管機關金管會共同合作研議」，以獲致金融市
場之最適競爭與管制水準。

伍、專門職業行為之競爭法抗辯
一、專門職業與市場競爭
1. 專門職業之定義
專門職業一詞規定於我國憲法第86條第2款：「左列資格，應經考試院依
法考選詮定之：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之中，惟就其具體含
意，立憲者並未加以說明，僅賴司法院大法官透過解釋，逐步勾勒出專門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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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意涵之雛形， 直至大法官釋字第453號始對專門職業有較明確之定義：「憲
法第86條第2款所稱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係指具備經由現代化教育或訓練
之培養過程獲得特殊學識或技能，而其所從事之業務，與公共利益或人民之生
110

命、身體、財產等權利有密切關係者而言。」

惟有學者認實務解釋過於寬鬆，主張必須從職業團體自治原則中尋找適當
的限制，具體言之，應以「與公共利益或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等重大法益
有密切關係之職業，其執業以具備專門之知識與經驗為要件，並且國家依法賦
予其同業參與懲罰會員之自治地位的職業，為專門職業」為其認定標準，依其
解釋檢視我國有懲戒規定之法律，僅於律師、會計師、醫師、建築師、技師法
規有相關規定，然建築師、技師懲戒委員會之組成排除同業之參與並不恰當，
且與大法官釋字第378號解釋之精神不服，應檢討修正。職此，依其見解，專
111

門職業應僅限於律師、會計師、醫師、建築師、技師。

上述立論固然有其參考之價值，惟必須陳明的是，專門職業所涵括之範
圍，對於公平法之適用並不影響，公平法所關心的乃是事業對於市場競爭秩
序之影響，故只要專門職業項下之個體符合公平法第2條所謂之「事業」之概
念，即應受到公平法之檢視，自此角度觀之，專門職業之「法」形式定義為
何，與公平法所重視之競爭議題無涉，更不應以此作為專門職業相關執業行為
豁免公平法之依據。對競爭主管機關而言，其在面對涉及專門職業案例所應考
量者，當屬特定職業之所以「專門」之相關原因，在競爭法下評價其對市場競
112

爭影響程度為何。

依我國公平法第2條事業概念之規定：「本法所稱事業如左：一、公司。
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三、同業公會。四、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
易之人或團體。」參專門職業於市場上之型態，並不符合前三款之規定，故僅
109

諸如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268、352、360、453、547、555、655、682等釋字
但有學者批評此定義似不具可操作性，「現代化教育或訓練」、「特殊學識或技
能」仍嫌抽象，而「公共利益」、「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等權利有密切關係」
應是管制專門職業之理由，而非專門職業之認定要素。參李建良，專門職業人員
之依法考選與記帳士之執業資格/釋字第655號解釋，台灣法學雜誌，第124期，頁
192，2009年3月
111
劉孔中，專門職業服務解除管制及其競爭規範之研究，律師雜誌，第141期，頁
70，1999年10月
112
關於專門職業之定義，詳細論述可參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82號解釋蘇永欽大法官
協同意見書，頁2-4；張哲元，自由業之初探，軍法專刊，第52卷第2期，頁53-65，
2006年4月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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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就本條第四款之概括條款出發，檢視專門職業是否符合公平法之事業概念。
就專門職業人員之業務活動而言，乃係依其自主之決定，而以交易為前提，對
交易相對人提供無形之勞務，並以此為其經常性之行為，雖然專門職業人員未
必如同公司或工商行號乃以營利為其目的之一般事業，惟參公平法之立法目的
在於維護交易秩序、公平競爭，只要行為對於一定商品或服務供需之市場秩序
或競爭關係有所影響，皆應為公平法之規範對象，故不論專門職業是否具有營
利之目的，仍不影響其為事業之屬性。

113

專門職業人員為公平法下所謂之事業，並無疑義。惟專門職業公會是否屬
於公平法下同業公會概念之範疇，而應受公平法之檢視，亦曾引發爭論。首先
就公平法第2條規定下同業公會之概念而言，學說上多所討論，其範圍可分為
下述解釋：

114

A.狹義說
同業公會僅包含工業團體法第3條第1項第1款及商業團體法第3條第1項第
1款至第3款所規定之同業公會及其聯合會，而不包括區域性之工業會或商業
會，甚至不包含同屬產業公會性質之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B. 廣義說
所有依據工業團體法及商業團體法所設立之公會團體皆屬之，縱是上開之
工業會或商業會，皆屬於本款所稱之同業公會。
C. 最廣義說
除上述兩說所指之範圍外，其他以事業或事業團體為成員，依法強制成立
而具有濃厚公法人色彩之職業團體均包括之，諸如律師公會、會計師公會、建
築師公會，乃致農會、漁會均包括在內。
雖然學界之推論不盡相同，惟其對於同業公會之概念範圍已有部分共識，
皆肯認專門職業公會應包含於公平法下所謂之同業公會之範疇。另參公平會於
113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規範之事業概念-第二條之詮釋-，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
自刊初版，頁26-27，1994年2月；黃茂榮，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自刊初版，頁
61-62，1993年10月
114
惟我國學界就同業公會之學理解釋及結論不盡相同，本文乃參考蘇永欽教授之見
解，蘇永欽，事業團體之聯合行為，經濟法的挑戰，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初
版，頁184-185，1994年5月；亦有僅分狹義、廣義兩說者，參魏千峰，公平交易法
之適用範圍及除外規定，收錄於賴源河主編，公平交易法新論，元照初版有限公
司，三版，頁88-89，2005年3月；吳秀明，聯合行為理論與實務之回顧與展望-以
構成要件之相關問題為中心，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學術論文集，元照出版有限公
司，初版，頁19-23，200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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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操作上，亦認為專門職業團體該當於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3款「依其他
法律規定所成立之職業團體」規定，亦屬公平法下所謂同業公會概念之一。
而專門職業法規內多設有組成專門職業公會之規定，一般分為地域性及產
業性，各職業設立之門檻均大同小異，其目的皆為制定相關公會章程以健全產
業整體之發展，原則上我國各專門職業公會法，同商業團體法、工業團體法皆
採行強制入會之制度，規定專門職業人員若欲行使職務，則須以加入公會為其
115

前提，同時亦規定公會不得拒絕專門職業人員之加入。 雖此一制度有助於產
業政策及產業自律之執行，惟公會依法舉行大會，透過會員或理監事決定許多
涉及同業利益之事務，且其享有懲戒之權限，對於所屬會員產生相當之拘束力
量，得以監督並維持卡特爾組織之穩健，在這樣「快速合意，一體遵行」之結
116

構下，導致專門職業多傾向透過公會此一平台達成合意遂行聯合行為。
2. 專門職業與競爭法

由於專門職業具有高度之專業知識，傳統之見解乃市場供需雙方資訊地位
極度不對等，故專門職業服務具有需取得消費者高度信賴之特質，而其服務亦
具有外部性，將影響不特定多數人之權益，例如司法制度、財務審核、建築安
全、公共健康等。傳統見解即認為專門職業服務市場之資訊不對等、外部性等
所造成之市場失靈現象，得以管制手段代替競爭，藉由限制市場參進門檻、價
格、廣告、服務區域等執業自由之方式，來達到解決相關市場失靈的問題。基
此論點，論者進一步主張，公平法對於專門職業並無適用之餘地。持不同見解
者則認為，專門職業人員於執業時，仍會對市場供需產生影響，而市場機制在
解決因知識高度專業所衍生之相關問題上，未必較管制要來得不具成效。
2.1 競爭法規範之排除
主張應限縮或排除競爭法於專門職業中適用者，主要之論點可歸納為非經
濟（non-economic）與經濟（economic）面的考量。前者最常見者，乃專門職
業具有高度的公益色彩，非公平法所擬規範之以追求利潤極大為目標之私部門
事業所得比擬，應有較高的倫理要求與較大的自治空間。而經濟上的理由，則
以專門職業所提供之服務內容與品質，因事涉公益與高度專業，非一般人所得
115

此乃「業必歸會」制度，於我國各專門職業公會法亦有相關規定，諸如醫師法第9
條、律師法第11條第1項、會計師法第50條以下、建築師法第28條等等。可參林明
鏘，同業公會與經濟自律-評大法官及行政法院相關解釋與判決，台北大學法學論
叢，第71期，頁10-12，2009年9月
116
蘇永欽，跨越自治與管制，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初版，頁91，19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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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判斷； 故若放任市場機制來決定其供需，極可能出現濟學上所關切之「外
部性」或「資訊不對等」等「市場失靈」問題。
A.排除適用之非經濟上理由
支持專門職業不受競爭法規範者，非常強調專門職業之「公益」性質。爾
等認為，由於專門職業之服務理念，有濃厚之實踐倫理道德與增進公共利益之
要求，而提供服務予缺乏專業知識之人，更是專門職業執業者所應承擔之社會
責任。此類公益目的的實現本質上不需要競爭，當然亦無須透過外在之競爭法
117

規來規範其相關之執業行為。 支持者據此進一步主張，由專門職業自己擔負
管制之責任，將最能發揮管制之功效，畢竟於專門職業領域內，僅有專門職業
本身最易取得管制之資訊，且觀專門職業服務乃具有隨個案變動之特性，此獨
特性質更加深管制之難度，故應透過自治規範約束專門職業人員之行為，免於
競爭法之干預，消費者也得以合理之成本享受一定品質之服務。

118

B. 排除適用之經濟上理由
專門職業服務因涉及複雜之專業知識，一般人對於相關知識之欠缺，可能
導致消費者不但難於交易前掌握服務品質之優劣，即便於消費後，亦可能無
法判斷服務對其之效用如何，故消費者僅得選擇信賴專門職業人員為其提供
119

服務。經濟學家將此類此交易產品稱之為「信賴財」。 「信賴財」之交易市
場，可能出現以下二種對自由市場機制之挑戰。
從消費者之立場來看，當消費者於購買服務前後均無法辨別品質之情形
下，其將以買到優質或劣質服務之機率，以及其所願意支付之最高價格，求得
購買服務之平均值，作為最終之支付價格，但此最終價格對於優質服務之提供
者可能低於成本，卻遠高於劣質服務之提供者之成本，可能迫使優質服務之提
供者退出市場，導致市場上充斥劣質服務之提供者，如此惡性循環，將產生劣
120

幣驅逐良幣之效果； 而於服務提供者之立場而言，既然消費者無法辨別其所
117

Philip C. Kissam, Antitrust Law and Professional Behavior, 62 TEX. L. REV. 1, 6,(1983)
王文宇，從經濟觀點與美國法論專門職業人員之規範，民商法理論與經濟分析，元
照出版公司，初版，頁387，2000年5月
119
Michael R. Darby & Edi Karni, Free Competition and the Optimal Amount of Fraud, 16 J.
L. & ECON. 67, 68-69 (1973)
120
此即經濟學上所謂之逆選擇問題。參陳志民，競爭法下之「資訊不對等」問題－以
「法易通」及「丹堤加盟」案為例之分析架構，第十ㄧ屆行政法實務與理論學術研
討會，頁95，100年11月；Alessandra Caron, The legal profession between regulation
and competition, 6(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luiss.it/siti/media/1/20080121-Caron_
Competition-legal-profession.pdf (last visited on May 10,2012); Hayne E. Leland, Quacks,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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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服務之質量時，專業人員即生道德危機降低服務品質、收取不合理高價、提
供過度服務之誘因，將消費者當「肥羊」任意宰割，進行無效率之服務。此資
訊不對等之現象，導致交易雙方難以正確評估財貨或勞務之交換效用，導致當
事人締結不利於己，或放棄能為雙方創造更高福利效果之交易行為，對於雙方
121

而言皆是一大傷害。

另外，由於消費者資訊上之弱勢，於服務過程受到外在因素干擾之情形
下，可能導致專門職業服務之投入與結果之間並不具有正向變動關係，而當服
務結果不如需求者預期時，即可能引發服務品質欠佳之不實認知，進而誤導消
費者之消費選擇，排除較具效率之事業，例如專業知識卓越之律師即使十分努
力，仍不免敗訴；而當服務結果並非基於專門職業服務之努力卻達到需求者之
預期時，反將不具效率之事業留存市場，例如專業知識缺乏之醫生，可能因為
病患身體強健而痊癒之結果。一來一往之情況下，將使專門職業人員產生降低
服務品質之誘因，若再允許價格自由競爭，將使價格不斷降低，隨之帶動服務
品質之下降，因此許多專門職業的酬金標準是經由法規或協議產生，而非透過
122

市場競爭。

123

專門職業行為具有明顯之外部性， 也是另一項常用以作為專門職業市場
不應受競爭法規範之理由。例如，Landes及Posner認為，優質的法律服務，是
國家的一項無形資產，不僅其委託之當事人受益，其對健全國家法制有其正面
124

的功能。 但此一正面效益，卻無法作專屬與排他性之使用，而出現學理上因
行為之「正面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而導致相關產品或服務供給量
不及最適水平的問題。舉例言之，律師透過訴訟改變或建立了一項法律原則，
其結果除了個案委託當事人獲得勝訴之利益外，也可能同時降低了社會上後續
相同或類似訴訟當事人之起訴與訴訟成本，或讓社會上一般人因此而享有更公
平生活環境。當個案委託當事人及律師未將該外溢效果列入考量，或基於防免
Lemons, and Licensing: A Theory of Minimum Quality Standard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87,no.6, 1329(1979)
121
此即經濟學上所謂之道德危機問題。Alessandra Caron, Id , p7
122
劉孔中，同註111，頁70
123
所謂之外部性係指人們的經濟行為有一部份之利益不能歸自己享受，或有部份之成
本不必自行負擔者。簡言之，即一行為本身對自己以外之第三人所造成之影響，而
又可細分為外部利益與外部成本。參張清溪、許嘉棟、劉鶯釧、吳聰敏合著，經濟
學：理論與實踐（上冊），五版，頁299，2004年8月
124
See W. M. Landes & Richard A. Posner, Legal Precedent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19 J. L. & ECON. 249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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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搭其努力便車，而降低其起訴及提供法律服務之誘因。相對的，雖然專門
職業服務可能影響不特定多數人之利益，然專門職業與消費者在決策時，通常
不會將服務之外部性納入考量，舉例而言，當投資人或銀行於決定投資或借貸
決策時，通常會倚重公司所公布之財務報表，然會計師是公司所請，故可能美
化公司之財務資訊，然卻未將其因此而誤導投資者或債權人之成本列入考量，
使社會中出現了過多無效率之「負面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
基於上述非經濟與經濟之理由，專門職業似無法放任市場來決定其交易內
125

容，而有進行管制之必要。 在此一思維下，可發現專門職業人員之廣告及行
銷自由，多受到各專門職業法規之限制，其目的即在保持這些專業人員之獨?
性與職業道德，確保公益目的實現，以及避免因市場失靈所衍生之相關問題。
也由於此類思維，社會上也存在著既然專門職業具有專業知識與公共服務之理
念，交由專門職業自己擔負管制之責任，將最能發揮管制之功效，畢竟於專門
職業領域內，僅有專門職業本身最易取得管制之資訊，且觀專門職業服務乃具
有隨個案變動之特性，此獨特性質更加深管制之難度，故應透過自治規範約束
專門職業人員之行為，免於競爭法之干預，以確保於資訊不對等之情形下，消
126

費者得以合理之成本享受一定品質之服務，藉以保障消費者之權益， 亦符合
管制之成本效益。
2.2. 競爭法之適用
上述排除競爭法之相關理由論述，隨著經濟理論之發展，以及專門職業市
場在管制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而漸受質疑。
A. 自利之本質
拜經濟理論之進步，經濟學家發現過去對於專門職業之認知過於「理想
化」，忽略專門職業亦有自利之本質存在，甚至自利之追求更可能導致公共服
務理想之脫軌，縱專門職業係以公益為其服務之動機，絕大多數仍為專門職業
127

人員滿足利潤後所為之， 故於其追求利潤極大化之同時，其與一般事業並無
不同。既然，專門職業仍以追求私益為其服務之前提，當然亦應受到競爭法之
規範。

128

B. 經濟效益之提高
125

王文宇，同註118，頁400
王文宇，同註118，頁387
127
張清溪、許嘉棟、劉鶯釧、吳聰敏合著，註15，頁170
128
Philip C. Kissam,, Supra note 117 ,at 11-12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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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管制之手段意味著競爭之受限，導致服務價格之僵固、品質之
低落，甚至長期之管制更會減少事業創新之誘因，服務品質成長之停滯或延
緩。不可否認，管制或對於市場失靈之現象有其功能性存在，惟管制是否最佳
之解決手段，仍有待斟酌。雖然需求者對於專門職業之品質、價格無法清楚了
解，惟透過需求者間之資訊交換，有時亦可能比較出專門職業人員服務品質之
好壞，故此種建立於信賴關係上之服務，其「聲譽」或「知名度」，遂成為市
場用以平衡或彌補資訊不對等之矯正機制，對專門職業人員而言，更成為吸引
129

消費者購買之最佳利器，長期來說，有利較具效率之專門職業人員。

市場之過度干預，將使市場機制之停擺，導致市場上充斥過多不具效率之
服務提供者，浪費社會之資源，亦影響產業之創新、進步，不利於產業整體競
爭力之提昇，最後所有之不利益仍由消費者所承擔。故僅有回歸市場競爭秩
序，促進事業間效能之競爭，始有可能降低專門職業之服務費用或提昇服務之
質量，增進整體福利效果。
C. 職業道德與競爭法之併行
專門職業之管制手段並不會因競爭法規之介入而有所影響，管制與競爭並
無絕對之衝突，仍得兼併採行，舉例而言，違反職業倫理之事業一方面可能會
受到自治團體之懲戒、另一方面亦可能喪失市場上競爭之優勢。故競爭法規範
130

專門職業之行為並不會破壞專門職業之自治規範與消費者之信賴。
D. 專門職業自治亦應受競爭法之檢視

專門職業既無法證明公益之追求為其服務之動機，其行為即有可能出於自
利而損害公共之利益，故專門職業之自治亦有可能出於私益之磋商，藉由自治
131

規範之制定達成專門職業人員間之資訊交換，促成聯合行為。 既然我們無法
得知自治組織之規則是否出於公益動機，亦無法得知有關品質或價格之規範是
否合理之情形下，專門職業自治對於專門職業人員之制衡效果即難以期待，倘
允其排除競爭法之適用，將使專門職業更有遂行反競爭行為之誘因，損害市場
整體利益。
綜上論述，過去專門職業雖一向以其行業之特質而主張以管制取代競爭法
之規範，惟細究其追求自利之傾向，與市場上之一般事業並未有異，既然如
此，專門職業仍應受到競爭法規範之檢視，透過自利之追求，來降低價格並提
129

劉孔中，同註111，頁72
王文宇，同註118，頁388-389
131
王文宇，同註118，頁389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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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服務之質量。
3. 公平交易法規範專門職業之法律要件分析
綜觀公平交易法之立法背景及目的，可得知公平交易法在我國現行經濟法
制下扮演經濟體制基本規範之角色，具有一定的「總則」性地位，就其規範
對象而言，廣泛涵蓋各種產銷階段的產業，就規範時地而言，亦沒有任何特
別限制，故原則上只要符合本法第2條對於「事業」之定義皆得適用本法之規
定。

132

惟出於特定產業之特性及發展，各專門職業法規中多制定有具體容許或容
認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競爭例外規定，此些規定是否皆得藉此產業政策理
由而無限上綱，排除公平交易法之檢視，容有討論空間。
公平交易法為尊重政府基於某特定目的之考量所制定之其他法律，故於公
平法第46條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於不牴觸本法
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及其立法理由中明文肯認
其他法律就涉及競爭行為事務之規定，在其規範範圍內，應屬競爭行為事務之
特別法。明示在符合一定條件下，公平交易法必須作出讓步，而優先適用各專
門職業人員法規，意指專門職業人員之行為得於相當限度內豁免於公平交易法
之規範範圍之外。雖然此一規定有利於政府產業政策之推動，惟實務上應如何
操作本條規定，用以界定公平法與各專門職業法規間之明確區隔標準，仍有不
少論辯的空間。以下僅先就本條適用之主體、客體、行為態樣、情狀等要件為
一簡要之說明。
3.1. 事業.
所有法律皆有其所欲保護及追求之目標，公平交易法亦然，本法之規範目
的乃在維持市場之公平競爭環境，由此觀之，本條規定所謂之事業，即公平
交易法所欲規範之主體，參見本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事業如左：一、公
司。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三、同業公會。四、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
事交易之人或團體。」即明文規定僅有合於本法第2條規定之事業主體，始有
適用本法之可能。
當然，由於本條規定乃事業之競爭行為可能同時落入公平交易法及其他法
律之範疇所生之兩法競合時之適用問題，故就「事業」之認定不僅應符合公平
法下之定義，尚應為其他法律下所規範之主體，始符合本條適用之前提。
132
133

133

洪禮卿等，同註8，頁37
黃銘傑，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三)第二十五條至四十九條，公平交易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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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關於競爭之行為
公平法之創設雖是以市場競爭秩序之回復為其主要基礎，然並非所有規範
皆與事業之競爭行為有所關連，參本法23條至23-4條多層次傳銷規定及第24條
規定於類似不公平契約之消費者保護案件之適用，皆屬於無涉競爭之行為。

134

若嚴格解釋關於競爭之行為之文義，將得出其規範客體僅限於事業所為之限制
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之結論。
惟就公平法第24條規定對於類似不公平契約之消費者保護觀之，相較於限
制或不公平競爭行為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較為輕微、間接，倘後兩者之行為皆
可能豁免於公平法，依舉重以明輕之法理，亦應將無涉競爭之行為納入。且公
平法24條規定之適用亦需符合「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可見縱為消費者
保護出發，實質上仍具有保護競爭之意涵，故於判斷何謂關於競爭之行為時，
應自行為對於市場競爭之效果面著手，如此之下，公平法下規範之所有行為，
除多層次傳銷規定外，皆應屬關於競爭之行為。
3.3. 其他法律
其他法律之用語，基本上應指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惟實務上公
平會認為本條所謂之法律應包含「法律」及「依法律授權發布之法規命令」，
其餘諸如各產業主管機關所作之行政規則判例、行政處分或行政指導，乃至妾
身未明之職權命令，皆不為本條規定所謂之法律，不可排除公平法之適用。

135

此外，於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不當收取交易資訊使用費等案中，公平會即以主管機關僅就系爭行為予以
「備查」，故未實質審查其內容，當然亦未就系爭行為是否會影響市場競爭
秩序，加以衡量，因此不得排除公平法之適用。似顯現公平會於實務運作上，
對於『得』排除公平法適用之法律規定，採取類似美國反托拉斯法上州行為除
外之見解，要求事業依其他規定所為行為，應有其他法律主管機關的「實質監
136

督」，方能適用公平法第46條之規定， 惟所謂之「實質監督」得以行證法用
語上「核定」、「核備」等較積極之方式作為其他法律之主管機關實質監督之
依據，而於其他法律已有主管機關積極監督時，始有排除公平法適用之虞，惟
會委託研究報告，頁607，94年12月
吳秀明，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第十八條至二十四條，公平交易法委員會
委託研究報告，頁488-490，93年12月
135
洪禮卿等，同註8，頁21-22
136
黃銘傑，同註133，頁608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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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其他法律之立法目的、產業特性、經濟效率等因素，且我國於行政用語並
非十分謹慎，亦無統一之立法定義，以此區分公平法第46條規定之適用可能，
似有未洽，毋寧探求法規之真意，而不應拘泥於用語之文字。

137

3.4. 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
就本條規定之構成而言，此不牴觸公平法之立法意旨要件可謂最關鍵之
處，究竟本法之立法意旨何屬，參本法第1條規定即開宗明義宣示：「為維護
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特制定本
法。」就維護交易秩序、確保公平競爭可得知，公平法重視保障競爭制度之自
由與公平；另就消費者利益之保護可知對於消費者利益之重視，惟須注意的
是，此之消費者利益係指「消費者剩餘」、或「消費者整體利益」等概念，非
個別消費者權益之意涵，故公平法對個別消費者或競爭者之保護，僅是以保護
競爭自由及公平之方式來間接保護之，其概念實已脫離個別消費者主觀權利之
138

問題，而係趨近於客觀、整體的「公共利益」之概念， 而公平法之終極目的
即為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139

然此四項立法宗旨仍具高度不確定性，操作上存有疑慮，此「立法意旨」
解釋若過於寬鬆，將導致其他法律規定阻卻事業違反本法的機會大幅減少，造
成法安定性之破壞及人民法確信之衝擊；若解釋過於嚴格，將大量錯放其他牴
觸本法意旨之法律規定，導致市場競爭秩序之破壞。而實務上公平會就本條立
法意旨之解釋，於第537次委員會議所通過的「公平會第46條之判斷準則與適
用流程」說明：「於判斷有無牴觸本法立法意旨方面，自以本法第1條之立法
宗旨（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為準，至於其具體落實於個案時，對於是否「合於公平交易法立法意旨」之判
斷，則須就個別情況依下列基準為綜合判斷：
(1)競爭手段：應以價格、數量、品質、服務等作為競爭手段。
(2)市場範圍：市場範圍應以擴大為佳。
(3)參與競爭者之家數與市場績效：參與的競爭者原則上應有相當之家
數，且應將市場績效納入考量。
137

陳敏，行政法總論，自刊七版，頁908，2011年9月
黃銘傑，同註133，頁609
139
劉孔中，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二卷第三期，頁5-7，83年7
月；黃銘傑，同註133，頁609-611；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與保護之法益第一條之詮釋，公平交易季刊，第一卷第一期，頁7-10，81年10月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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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場集中度：相關市場的集中度，愈低愈有利於競爭。
(5)市場進入障礙：市場進入障礙愈少、程度愈低，愈有利於競爭。
(6)經濟效益率（生產效率、配置效率及動態效率）：若能提高經濟效
率，且不致對競爭造成負面影響時，亦較佳。
(7)消費者利益：若能提高整體消費者福利，且不致對競爭造成負面影響
時，亦較佳。
(8)交易成本：若能降低交易成本，且不致對競爭造成負面影響時，亦
較佳。
(9)其他與本法立法意旨有關之各種情形。
而在公平會為具體審查時，針對不同因素之審查密度上，則須考慮是否基
於經濟因素考量、立法時點先於或後於公平法、立法原則有無維護競爭秩序之
140

宣示、有無公平會之決策協商等因素，決定應採取低密度或高密度之審查。
3.5. 優先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此處所指之優先，依其文義解釋，乃指其他法律關於競爭行為之規定，於
不抵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於公平法的適用，即此時公平法對系
爭行為即無適用餘地。參照本條規定之立法理由，明文表示將公平法定位為普
通法，而其他基於特定目的而訂定之法律，其中涉及競爭行為事務者，在該特
別法之規範範圍內，自應屬競爭行為事務之特別法，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
規定，自上述條件成就時，即得先行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而例外於公平法之
規範。

二、專門職業管制與競爭之衝突
承上述所言，現今多數國家皆將專門職業納入競爭法規制之範疇，惟亦同
時留有相當之管制法規，一方面便於推動產業政策，另一方面亦與競爭法規共
同管制專門職業之行為，然隨著競爭法制之理論、經濟之累積，漸漸顯現管制
手段對於競爭秩序之潛在風險，且觀我國專門職業法規多於競爭法前制定，於
當時背景下，立法者就事業間競爭之維護並未有相當之概念，當然即未考慮到
管制之潛在反競爭效果，長期以來使得受管制之專門職業缺乏競爭意識，並存
有不同於市場上其他事業之自豪感，導致違反競爭法規範之事件頻傳。
鑒於上述衝突，本文擬就專門職業之現況及其違反競爭法之實際個案作一
140

蘇永欽、范建得，公平交易法第四十六條修正後的適用問題，第七屆競爭政策與公
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37-438，200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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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歸納專門職業之違法型態及其行為抗辯，輔以學理之分析，釐清管制與
競爭之界線，由兩者之間尋求反競爭行為之適用依據。最後，就各專門職業法
規所藏有之反競爭性作一評估，探討管制手段於現今環境下是否仍屬合宜，而
有其存在之必要性，或是重行斟酌之餘地。礙於本文篇幅，僅就專門職業中挑
選律師、會計師、建築師三大產業進行上述分析，詳論如下。
1. 專門職業之管制現況及競爭法實務案例之檢視
A.律師業管制現況及其案例
現行之律師法條文關於律師之管制規定，大致於民國80年代已底定。隨著
經濟環境的大幅改變，商業模式之創新及多元，市場交易頻繁，紛爭隨同大量
增生，對於律師服務之質量要求，導致市場競爭越趨激烈，律師法中的管制規
定與市場競爭間之衝突日趨明顯，倡議律師業應回歸由市場競爭法則調節，放
寬甚或解除法規管制之呼聲因應而起。但我國律師法規範並未因此而有明顯的
改變，且律師公會就競爭之概念與意涵有其自己之一套解釋，於實務案例上之
抗辯可發現專門職業人員仍相當強調其產業之特殊性，並以其作為合理化限制
相關執業行為規定之依據。以下僅依公平會近年來針對律師業所為之代表性案
例為例，說明與分析此一議題。
I. 律師公會製發「本會會員與當事人討?案情須按章收取談話費」等文字
141

之文件案

台北律師公會依據律師法第16條第6款，律師公會章程應規定之事項包括
律師承辦事件之酬金標準，製發「本會會員與當事人討論案情須按章收取談話
費」等文字之文件予所屬會員，約束事業活動且足以影響服務供需之市場功
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
被處分人曾抗辯該文件僅係作為參考及提示之用，並無任何強制力，會員
得基於個案情形自行決定是否收取及收取若干談話費。惟查系爭文件之文義易
致會員應依章程規定收取談話費之誤解，有促使會員律師須向客戶收取談話費
之意旨，影響律師服務之需求者與會員律師是否收取談話費之選擇自由，不符
被處分人所稱僅作為會員參考之意旨，顯見此對競爭參數之限制將影響市場功
能之充分發揮。
再就上開律師法第16條第6款規定，其法條文義亦並未明文表示必須收取
談話費，且上開文件實有阻礙競爭之自由性及公平性，扭曲價格競爭機能之效
141

公處字第1000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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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亦有違公平交易法立法意旨，自無豁免公平交易法第46條規範之正當性。
但台北律師公會不符處分提起訴願，訴願會以訴願人制定酬金標準，乃
係依據律師法之授權與要求訂定，應得適用公平法第46條規定，且系爭文
件既未限定酬金之上限、下限、方式或項目等，乃係以消極、被動方式印製
文件而由會員索取，與同業公會藉章程、大會決議或與所屬會員間以契約、
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有間，未必扭曲價格競爭機
能，予以撤銷。

142
143

II. 法易通案

法易通股份有限公司，乃與電信業及律師合作提供法律服務，並對外招收
一般會員。當民眾有法律問題時，即可透過行動電話或網路即時諮詢合作律
師。而法易通公司與律師訂有「律師服務通路整合計劃合作契約」，依「電
信」或「網路」服務，區分一定比例收取費用，例如網路部分，律師可得民眾
使用服務之總費用之60%，法易通公司數位匯流費用則為40%。
然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認法易通之經營模式已涉及抽佣之情形，
以「法易通之諮詢服務係以手機通話費方式收費，並由法易通與參與律師從中
抽取一定比例。故律師參與該平台提供服務，性質上即容許法易通就其法律諮
詢服務費用抽成，與『支付介紹人報酬』無異，應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12條律
師不得以誇大不實之宣傳支付介紹人報酬、聘雇業務人員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
144

招攬業務之規定。」 作成決議並函請各地方律師公會轉知所屬會員退出該法
律諮詢服務平台。
公平會認上述行為已約束事業活動且足以影響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其處分理由乃以律師倫理規範雖係被處分人
依律師法第15條授權訂定，其目的係為維護律師職業尊嚴及榮譽，並擁有解釋
之權限，惟其性質非屬行政機關所訂之法律、法規或命令，關於事業競爭行
為，自應優先適用公平交易法之規定。且觀被處分人之行為已約束事業活動，
足以影響法律服務市場之供需功能，顯與公平交易法之規範意旨有所違背，難
以適用公平法第46條之規範。
142

院臺訴字第1000104923號訴願決定
公處字第099060號
144
律師倫理規範第12條已於2009年9月19日修正。修正後條文為：律師不得以下列方
式推展業務：一、作誇大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宣傳。二、支付介紹人報酬。三、利用
司法人員或聘僱業務人員為之。四、其他不正當之方法。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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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經查律師法並未就律師提供法律諮詢之主要管道設有相關規定，且
被處分人有嚴謹之律師懲戒制度，因此當被處分人以上述行為可能違反律師倫
理規範而發函各地方律師公會，實已約束律師選擇提供法律服務之管道，阻絕
律師參與競爭之機會，扼殺市場經由科技平台所發展出服務供需的創新，亦減
少消費者透過不同管道接受法律服務之選擇。是被處分人上開行為，已逾越維
護自律之範圍，且產生實質限制競爭之效果，應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而應認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
後被處分人不服提起訴願，主張律師法第15條第2項以法律明文要求律師
公會應自訂倫理規範，故律師公會對於倫理規範享有適用及解釋之權限，以實
現律師自治，應認律師公會乃準行政機關，故倫理規範之制定、解釋及移送懲
戒之性質屬公權力之行使，與公平交易法規範之私經濟行為有別，且律師公會
肩負重大之公益目的，並非以營利為目的之行業所成立之同業公會所得相提並
論，縱產生限制市場競爭之效果，亦非公平交易法上之事業。再者，律師公會
既屬依法令有權解釋倫理規範，依行政罰法第11條規定應予不罰。更主張律師
公會發函之行為僅屬單純之建議與遵循建議，不符公平交易法第7條之規定，
受建議之律師仍有能力就訴願人及所屬公會所為法律適用之建議自為判斷，未
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
訴願會肯認律師公會之行為乃立於保護所屬會員免受懲戒之立場，應屬依
律師法授權而為之解釋及於懲戒前所為勸告行為，而公平會之處分未慮及訴願
人所為決議及發函行為具有適用律師倫理規範及公平交易法之衝突情形時，究
否具備相當於阻卻違法之事由，不無斟酌餘地。爰將原處分撤銷。

145

其後，公平會再次以律師公會系爭決議及發函行為仍構成聯合行為為由，
而作出第二次之處分決定，並於處分書中進一步補充其論理依據。

146

首先，律師公會非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2項規定所稱之行政機關，所訂規範
自非屬機關內部之行政規則。且其對於律師倫理規範違反與否之決定並未具有
實質效力，亦未因此取得行政訴訟上之被告當事人能力，自與公權力之行使有
間，尚難依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3項取得相當於行政機關之地位。再就律師倫理
規範之法律性質而言，由法務部之覆函以觀，律師公會並非行政機關，且未如
行政命令係依一定之法定方式及程序訂定，故非屬行政命令，亦與行政程序法
第150條所稱法規命令之要件不符，尚難據以認定係屬法規命令，而有排除公
145
146

院臺訴字第0990106262號訴願決定
公處字第10105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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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易法適用之可能。
雖然法務部亦表示，律師公會基於律師自治之精神，函請各地方律師公會
轉知律師退出法易通公司平台服務，自屬律師團體自律自治之範疇。然查被處
分人實未經我國法制或實務上肯認具有公法人性質，就其所為之自律自治行
為，參照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違法之處理，亦難排除國家其他法律之適
用，縱係基於律師法之授權，於必要範圍內制訂倫理規範，惟其解釋、施行倘
已逾越母法，甚至違反國家其他法律規定，仍非不得予以介入。律師公會逕以
其判斷發函各地方律師公會退出檢舉人平台服務，實非律師法明定之規範手
段，且其決議及發函行為已構成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當屬公平交易法禁制之
違法聯合行為。
147

再者，參照國外相關案例及研究， 阻卻公平交易法之前提，仍須檢視
該自律規約是否被濫用，且其取代競爭之目的是否係為保障明確之公共利
益。而律師公會依律師倫理規範所為之決議發函行為，其限制性解釋及規範
手段除未為律師法所明定外，亦未能證明法易通平台是否已產生實質損害而
具有維護公共利益之必要。另即使律師成員透過該服務平台對其當事人造成
損害，而具有限制之必要，所採行之手段亦須符合比例原則，即除該手段須
符合公益目的之要求，並不得逾越必要範疇外，尚須與所欲達成之目的間保
持一定之比例。惟律師公會在未舉出實際損害之際，逕採取全面禁止律師成
員加入檢舉人平台或命其退出之手段，封鎖特定服務提供管道，顯已逾越律
師法之授權範疇。律師公會系爭行為既已阻礙網路平台業者提供法律服務之
意願，並減少消費者透過不同交易管道選擇法律服務之機會，進而產生實質
限制競爭之效果，且亦難謂為實現社會公益所必要，故難依公平交易法第46
147

以美國為例，自1975年Goldfarb v. Virginia State Bar案中即確立了提供法律服務亦屬
一種商業行為，律師公會此類專門職業團體應受競爭法管制，除非該限制行為係屬
國家權限之行使，即應符合明確揭示並受到國家機關積極監督等要件；美國司法部
及聯邦交易委員會於2002年並針對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所提
出之Model Definition of the Practice of Law表示，法律解釋所產生之限制行為倘對
於競爭造成損害，解釋上尚須證明該限制性解釋確為保護消費者免受損害所必須，
即應具有保護公共利益之必要，並將所造成之反競爭效果降到最低。另據歐洲共同
體委員會（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2004年所提出之專門職業服
務競爭研究報告（Report on Competition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亦指出，對於專門
職業團體所作出之自律規約是否構成違法必須通過比例性審查測試（proportionality
test），即應視該限制是否係為達到法所明定之公益目的、其限制是否係為達該公益
目的所必須，以及是否已無其他更小限制手段可達到該公益目的。同前註，頁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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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排除公平交易法之適用。
律師公會再次提起訴願，訴願會認為律師公會依律師法第15條第2項規定
之授權，具有律師倫理規範之制訂權及解釋權。其本於律師倫理規範之解釋
權，認定律師加入法易通公司提供法律諮詢服務之費用分配架構，違反律師倫
理規範第12條規定，函各地方律師公會轉知律師會員退出法易通公司之法律諮
詢服務平台，既係依據律師法之授權與律師倫理規範之要求，依行政罰法第11
條第1項規定，依法令之行為，不予處罰，且公平交易法第46條亦規定另有其
他法律規定者，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是訴願人之決議及發函行為，係
屬依法令之行為，具有阻卻違法之正當理由，自未符公平交易法所欲規範之聯
合行為，原處分機關未審及訴願人對會員之規制行為，既未逾越律師倫理規範
之範疇，仍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規定，難謂符合行政罰法第11條規
148

定意旨。故將原處分撤銷。

B. 會計師業管制現況及其案例
主張會計師與其他行業有本質上明顯差異者認為，會計師可謂是事業遂行
競爭不可或缺之要角，其工作範疇包括財務、會計、成本、審計、稅務策劃、
投資分析及管理等，掌管事業內部財務，其財務報表之查核簽證報告，除影
響事業會計資訊之公信力外，更攸關債權人、投資人、員工之權益及國家稅賦
之徵收，具有高度之公益性質，實際上會計師執行職務係隱含輔導與監督之內
149

涵， 其服務深植於各大大小小之事業之中，在越是成熟進步之經濟環境對於
會計師之需求越是明顯。而會計師之專業不但有助於事業取得資金來源，進而
強化競爭能力，對於國家財政之健全亦有相當之影響力，此觀會計師法第2條
促進經濟發展之使命即可得知其濃厚之公益價值，可謂專門職業中與經濟發展
淵源最深、最直接相關之事業。
論者進一步指出，有鑑於會計師行業涉及專業知識，縱有初淺會計知識之
人皆未必能分辨會計師服務之品質與其所收取之報酬是否合理。基於消費者之
資訊弱勢，此項專業卻可能成為不肖之會計師業者侵害消費者權益、擾亂國家
經濟秩序之利器，近年來利益主義之薰陶加上競爭壓力使得會計師業者漸漸忽
150

視其社會責任，作假帳、挪用公款等事件層出不窮，2001年美國安隆案 之爆
148

院臺訴字第1010144559號
陳憬德，會計師酬金標準VS.公平交易法，稅務旬刊，第2130期，頁20，2010年
11月
150
安隆公司是全美第七大產業，破產前為美國最大的能源供應商，雖然負債累累，然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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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撼動全球金融界，國內2006年的力霸集團弊案亦渲起不小之波瀾，顯現會計
師對於公共利益之影響力及其所產生市場失靈現象有管制之必要。 惟管制可能
導致會計師個體專業能力缺乏進步之誘因，無法提升其服務品質及效率，不利
於市場經濟之發展，於經濟自由化、國際化之背景下，競爭之限制更可能將使
151

得國內之會計師無法與他國業者抗衡，長期下來恐將面臨淘汰。

I. 會計師公會製發「本會會員與客戶討?案件須收取諮詢費」等文字之
152

文件案

台北市會計師公會依會計師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會計師受託辦理事
件，得合理收取與委託人約定之酬金。」開會決議製發「本會會員與客戶討論
案件須收取諮詢費」等文字之文件予所屬會員，約束事業活動且足以影響服務
供需之市場功能。惟公平會認上開會計師法條文僅規範會計師受託辦理事件，
得合理收取與委託人約定之酬金，而非必須收取酬金，被處分人決議製發之系
爭文件，客觀上有促使會員會計師應向客戶收取諮詢費之意旨，即限制會計師
服務業務之需求者與會員會計師之交易，並對會計師服務業務市場之供需功能
有所影響。
惟被處分人聲稱系爭文件僅供參考，並無拘束會員會計師之意，惟公平會
派員赴被處分人所屬會員營業處所之調查結果，受訪者中有會計師於營業處所
現場張貼或懸掛系爭文件，顯見被處分人製發之系爭文件確已為會員會計師所
引用，且足以影響會計師服務業務市場之供需功能，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
條第1項之規定。後被處分人不服提起訴願，訴願會支持公平會之見解，而予
153

以駁回。

被處分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主張製發之系爭文件，係單純為服務會
員，並未強制規定遵守，亦鮮少會員因而收取費用，無導致共同行為之虞。且
會計師未收取對價與當事人討論案件應定性為「好意施惠關係」，非公平交易
其借用會計上的預付帳款的手法和技巧把公司的財務實際情形加以掩飾，而引爆了
一場對財務會計可信度的質疑風暴，其中負責安隆公司簽證的ArthurAndersen會計
師事務所，為全球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ArthurAndersen因涉及協助偽造不實資
訊、逃稅，並銷毀會計資料，而受到美國司法部的起訴。參安隆事件的反思（200205），http://www.cheers.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25444 (2012/05/31)
151
陳櫻琴，公平交易法與經濟政策，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初版，頁356，2000年
10月
152
公處字第100015號
153
院臺訴字第100009894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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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規範之交易，因未造成競爭秩序之變化，對會計師服務業務市場之供需功
能亦無影響之虞。而依公平交易法第7條觀之，系爭文件並未涉及決定商品或
服務之價格，或限制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事業
活動，即非限制競爭。
並進一步主張會計師收取諮詢費應可增進服務品質或效率，有助消費者
利益，縱認該決議有限制競爭之效果，且足以影響會計師服務業務市場之供
需功能，亦因不牴觸公平交易法之立法意旨，依公平交易法第46條之規定，
應優先適用會計師法及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之規定。更主張應援引前述律師
公會製發「本會會員與當事人討論案情須按章收取談話費」等文字之文件案
之訴願會見解。
嗣經高等行政法院以系爭文件僅有應收取諮詢費之宣示，並無其他酬金收
取上限或下限之標準或限制，且亦無任何違反之效果說明，事實上亦未發現不
遵循決議之會員受有不利益之對待或懲處，故實質上無從發揮拘束會員事業活
動之效果。且價格乃為商品或服務之對價，依常情而言，於不敷成本而有賠累
情況之供給之情形，非屬一般具有對價關係、獨立性、經常性之交易，故公平
會將不收取諮詢費之行為，解釋為一般事業活動之行為，難認有據。且公平會
僅泛稱會計師公會所為係屬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並未能將之歸類於公平
交易法第7條例示之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任一列
舉項目，此乃因會計師公會所為應收取諮詢費之建議，本係一般服務交易之當
然結果，並非屬另於交易外附加之限制條件，故其就「相互約束事業活動」此
項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解釋及適用，不具法條中列舉行為之特性，且無合理之適
用原則，難認適法。
再者，公平會未充分審酌專門職業之特性，亦未斟酌原告作成決議之動機
及原因，其認定無償提供諮詢服務為原告會員應從事之價格競爭，將有違專門
職業人員法制對於公共利益及人民財產權益之保障，且衡觀此案與前開?師公
會製發「本會會員與當事人討論案情須按章收取談話費」等文字之文件案之行
為相同，雖會計師法無類似律師法明示公會於章程中訂定酬金標準之規定，
惟因專門職業人員之特性所致，會計師收取酬金之原則，亦可見於其自律規範
中。既訴願機關於該案表示公平會適用法律容有瑕疵，公平會於本案中亦應受
154

其拘束，故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 後公平會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最高行
154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訴字15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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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政法院支持高等行政法院之見解，予以駁回。

156

II. 會計師公會以會員收取酬金偏低，請其承諾放棄未來不確定之交易案

台北市會計師公會以系爭會員接受公營事業委託財務簽證收取酬金偏低乙
事，決議書面糾正並請系爭會員出具書面承諾放棄未來不確定之交易，否則交
付懲戒之行為，似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經查會計師法第34條第6款：「會計師公會章程應載明會計師承辦案件之
酬金標準及其最高額限制。」授權會計師公會訂定酬金標準，亦授權會計師公
會將違反公會章程之會員交付懲戒，惟並未賦予公會對於違反公會章程之會員
有限制其營業活動之權限。被處分人強制要求系爭接受公營事業委託簽證之會
員出具承諾書，承諾未來不再接受同一公司之財務簽證，甚至擴及所屬會計師
事務所之其他會員，並以會員出具承諾書，預先承諾放棄不確定之交易機會，
作為是否交付懲戒之條件，該行為顯不正當，且已逾越其維護自律之範疇，並
限制事業參與市場價格競爭，嚴重妨礙市場之公平競爭，其所具之非難程度，
已至為明確，核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之規定。
C. 建築師業管制現況及其案例
建築師乃為負責設計建築物平面圖之專門職業，建物之起造自確定基地開
始，即須考慮包括業主需求、使用機能、附近基地環境、天候條件、造型美觀
等因素，更與人民之生活需要、生命安全及國家整體環境密切相關，乃一融
合眾多知識，所完成之高度綜合性之產品。而在國家總體建設中，乃是配合經
濟成長，都市建設、闡揚藝術文化，提昇國民居住品質及充實生活內涵之角
157

色。 故建築師提供之服務，除富有經濟重要性外，其公益價值更不容忽視。
自其職務內容可知，建築師對於公共利益有較為直接之影響，建物之安全
性與否亦將造成人民及社會安全之恐慌，而其服務之高度專業知識更是一般人
無法理解，且其服務品質之辨別相較於其他專門職業而言，有更長時間之發
現過程，通常需待特定條件之成就或長時間之累積其服務之瑕疵始有顯現之可
能，惟此時對於公共利益通常已造成相當之損害，鑒於上述弊端之防免，建築
師亦為產業管制之一員，由管制機關為其服務品質把關。
然建築師專業不若律師有地域性之限制，在國際化之經濟環境下，國內之
155

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705號
公處字第126號
157
中國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http://www.naa.org.tw/webinfo.php?item=2(瀏覽日期：
2012年4月25日)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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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業者面臨亞洲、歐美地區業者之強大競爭，導致建築師業者不得不加強
自身之專業能力而與之抗衡，惟苦於國內建築環境尚未健全及管制法規之設
計，使得建築師未能於市場競爭中獲得資源以持續提升服務品質，雖然管制帶
來相當程度之建物品質，惟專業能力之提升卻相當緩慢，難以應付競爭之壓
力，是否應適度地開放競爭，引起不少討論。
I. 建築師公會發函所屬會員勿受理系爭省有學產地後續工程之委託設
計案158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依該會章程第6條第2、4款之規定研訂「會員設計權益
維護辦法」，並據以該辦法第9條：「經本會維護設計權益之案件，在未銷案
前，本會其他會員不得接辦，違者以違反公約論處。」發函所屬會員勿受理系
爭省有學產地後續工程之委託設計，導致該學產地之後續工程未能委託完成設
計，嚴重妨礙市場之公平競爭。
惟查上開會員設計權益維護辦法，僅屬內部私權自律之抽象規定，尚無涉
公益問題，且該辦法第9條之規定，顯已逾越其內部私權自律之範疇，並直接
限制所屬會員建築師為特定交易行為。系爭公會不當發函要求所屬會員建築師
勿受理系爭工程之委託設計在先，嗣雖撤案；卻仍以間接之方式促成其會員建
築師共同拒接前揭工程委託設計。準此，公會之行為亦難謂非以不正當方法，
使他事業參與聯合之行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之規定
159

160

161

II. 台北市建築師公會、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訂
定建築師酬金標準及各種代辦事務費收費標準案
系爭建築師公會依建築師法第37條規定：「建築師公會應訂立建築師業務
章則，載明業務內容、受取酬金標準及應盡之責任、義務等事項。……」藉會
員大會及理事會分別決議訂定建築師酬金標準及各種代辦事務費收費標準，並
於公會章程、公約等載明相關懲戒條款，所屬會員倘以減低酬金爭取業務或違
反業務章則、公約或決議時，將可能遭受退會之處分，促使會員間不以價格競
爭為手段，已有拘束會員須依建築師酬金標準表計算應收受酬金之虞。
經查系爭建築師公會訂定之「建築師設計監造外之各種代辦事務收費標
準」，雖被處分人曾抗辯該收費表僅屬參考性質，不具強制性，惟查該收費表
158

公處字第143號
公處字第092007號
160
公處字第092008號
161
公處字第092009號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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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收費標準多為固定或下限標準，縱無拘束力，事實上已可導致共同行為，
有足以影響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之虞，該當同業公會藉理事會議決議所為之約
束事業活動之聯合行為。
另就公平交易法第46條之適用性，公平會主張建築師法第37條並未考量建
築師自由公平競爭問題，依據現行公平交易法第46條規定，應優先適用公平交
易法規定。再者，建築師公會統一訂定業務酬金標準，已然對於建築師市場產
生限制價格競爭效果，明顯牴觸公平交易法立法意旨，自不得豁免於公平交易
法的規範。故系爭建築師公會上開行為，已有影響建築師服務市場供需之虞，
限制會員為價格競爭及影響市場供需之意圖，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事
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之禁止規定。
後被處分人不服公平會之處分，紛紛提起訴願，獲行政院訴願會撤銷原處
分之決定，其主要理由乃在於建築師法第37條所明定之業務章須經內政部之核
定始生效力，故訴願人本身尚無法自行決定酬金標準，與公平交易法第7條第4
項所定同業公會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式所為達成調
整商品或服務價格之行為，尚屬有間。且訴願人執行酬金標準既於法有據，倘
以公平法相繩，恐有損訴願人之法確信。再者依公平交易法第9條第2項規定本
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由公平會商同各該主管部會辦理之。惟公
平會卻以無商同辦理必要回絕，是否妥適，仍待斟酌等上述理由，予以撤銷原
162

處分之決定。

III. 中華民國建築公會等之建築師公會統一代收業務酬金案

163

系爭建築師公會訂有統一代收業務酬金規約，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
經公平會第75次委員會議決議認該統一代收業務酬金規約應於文到後次日起六
個月內配合公平交易法精神依法予以調整，逾期不為調整者，建築師公會不得
再沿用統一代收業務酬金規約。
164

惟系爭建築師公會不服，提起訴願， 主張該統一代收業務酬金規約並無
涉及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限制，應不構成公平
交易法第7條之聯合行為，且該規約對業主選任建築師之自由權，不生任何影
響，從而對建築師服務供需之市場關係無任何影響，符合公平交易法保護效能
162

院臺訴字第0920091031號(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院臺訴字第0920090584號(臺灣省建
築師公會)；院臺訴字第0920087462號(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163
公壹字第五○八三七號函
164
公訴決字第○三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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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之本旨。再者，該統一代收業務酬金規約乃為維護建築師間效能競爭及工
程品質公共安全，其以業主為私人者為限而代收代管之建築師酬金，即足以佐
證該規約確係維護建築師間效能競爭及工程品質公共安全之必要良善制度，且
該規約乃依據建築師法第37條規定，並經主管機關核准，應可依公平交易法第
46條規定不適用公平交易法。
惟訴願委員會認公平法第7條規定乃係「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之例
示，訴願人等之「統一代收業務酬金規約」係相互約束業務酬金收取之時間、
額度、方法，若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仍屬「相互
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該規約乃強制會員對其交易對象須預繳百分之百酬
金由公會統一代收，則在該公會所在省、市全部建築物興建之付款方式同受限
之情形下，影響相當廣泛，足以限制競爭，該當聯合行為。
再者，「統一代收業務酬金規約」之訂定背景及目的，在為防止建築師為
爭取業務，應業主要求不依建築師法第37條規定收取報酬，致影響工程品質及
公共安全，以及保障建築師之酬金收取與維護業主於建築師違約時得以收回已
付酬金等權益，此與公平法所謂之「效能競爭」之意義並不相符，故訴願人應
係對公平法之「效能競爭」有所誤解。
最後，「統一代收業務酬金規約」，於本會原處分時，並非訂定於「建築
師業務章則」中，故不能認為公會統一代收業務酬金係依建築師法第37條規定
而為之行為，且建築師法第37條並未規定可由公會統一代收所屬會員之業務酬
金，事實上亦無任何事證足以證明由公會統一代收業務酬金與確保建築工程品
質維護公共安全有必然之關係，故應無公平法第46條規定之適用，綜上論結，
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2. 專門職業排除適用競爭法規之學理評釋
歸納上述處分案例可知，在我國專門職業之反競爭行為多由公會所主導，
而所提出的抗辯理由，也大致在反映本章先前所介紹之主張專門職業應豁免於
公平法之外之學理論述。換言之，被處分人之理由主要乃：其一、專門職業
以追求與實現公益為其天職，非一般追求利潤最大之私部門企業所可比擬，故
非公平法所擬規範之主體；其二、專門職業市場潛藏著因服務供需雙方高度資
訊落差所生之嚴重市場失靈問題，故無法透過自由市場機制來達成最有效率之
資源配置結果。關於這二項抗辯理由之評析，容後再述。不過，訴願委員會與
行政法院在面對涉及專門職業團體反競爭行為時所展現之高度「自制」與尊重
「產業自律」之執法傾向，頗令人感到意外。其實就案件本質來看，訴願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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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或行政法院所處理之爭議類型中（治安、交通、公共工程、稅務、環保
等），專業與複雜程度與專門職業相當，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者，不在少數。
何以類似像「比例原則」此一在行政救濟程序中扮演相當重要與關鍵的審理原
則，在涉及專門職業的公平法案件中，均鮮少看到法院或訴願會有較深層的著
墨，反而多以較為法形式與嚴格文義解釋之方式，作為其判決的主要理由？頗
值後續持續觀察與研究。
舉例而言，在上述「法易通」一案中，訴願會在面對公平會與律師公會各
自所提出的不同理由時，最後也只以律師倫理規範及公平法產生衝突情形時，
「究否具備相當於阻卻違法之事由，不無斟酌餘地為由」寥寥數語，而撤銷本
處分。而在會計師公會制發文件，要求會員必須收取諮詢費一案，高等行政法
院以文件中並未明確就價格的上限或下限要求會員遵行，故僅屬於一種宣示，
並無實質約束力，此一僵化與形式的理由，實乃對競爭法規範聯合行為的架構
內涵之誤解與扭曲。依高等行政法院的邏輯，似乎會計師公會只有於文件中明
確要求會員「提供諮詢服務時，其收費應在新台幣0元以上」，方有可能構成
價格聯合。在此一標準下，公會可如何輕易地透過文字的操縱，來規避公平法
聯合行為之規定，不言可喻！
A.「公益」目的作為排除專門職業適用公平法之評析
以「公共利益」作為專門職業豁免公平法規範之依據，在學理上有幾項值
得檢討之處。固然，一般認為專門職業有較高公益之要求；但職業的「公益
性」並非專門職業所專有，社會上各行各業均直接或間接地與公共利益的實現
相關，只是其程度不同而已。故「公益」本身（per se）無法作為專門職業豁
免於法規範之外的理由。從公平法的角度與學理來看，政策決定者除了要檢視
何以市場之自由交易無法實現所期待之公益目標外，也應評估讓專門職業於豁
免於競爭法規後所採行之替代規範手段，如產業自律規範，必能較市場更能
體現該公益目標。特別是，歸納上述相關個案中各專門職業公會所提之抗辯理
由，公會一方面強調其等行業與公益有關，非以追求利潤為目的，另一方面也
指出，個別會員仍存在有為追求私利，而不惜犧牲公益的誘因，故有加以監督
限制其相關執業行為之必要。很顯然的，「追求公益」是一項對專門職業的
「外來期待」，非其「內生特質」。因此，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是，何以當
專業人士集合同儕組成公會後，原本個別具有悖離公益考量誘因之成員，會轉
而以公益為圭臬？如果專業資訊的高度落差，確實是專門職業不同於其他行業
之主要特質，則我們該如何確認公會自律規定及其對規定執行與解釋是符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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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要求，而非在追求集體的利潤極大化？而當我們把確認之困難與成本也列入
考量後，有無可能包括市場競爭與現存對專門職業從業人員從事欺罔或其他違
反專業要求之懲處法規在內之「他律」機制，才是解決所謂專門職業市場中
「市場失靈」問題的最適手段？諸如此類議題的釐清，均遠比泛泛以「公益」
之名作為排除公平法適用要來得重要。再者，從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對各國專
門職市場業務擴展與利潤之明顯影響來看，過度強調專門職業之公益性及其與
市場機制之距離，恐係與現實不符。此亦可能為近年來，國際間逐漸將較為市
場導向之立法與管制機制引入專門職業市場之趨勢，獲得進一步的佐證。

165

對於以「公益」作為豁免專門職業受競爭法規範之議題，美國聯邦最高法
166

院於1977年多年前Bates v. State Bar of Arizona案中， 即已明確表達了美國法
的立場。該案涉及州律師公會禁止律師從事收費價格廣告，被指控違反美國反
托拉斯法。州律師公會主張，價格廣告將「商業化」律師之服務，以利潤為依
歸之服務態度，也將降低律師對專業之堅持，以及一般民眾對律師之信任。

167

律師公會認為，律師業與一般商業行為不同，肩負重大的公益目的，故與營利
為目的所成立之同業公會不同，不受競爭法理之規制。不過，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則認為，此一理由，隱含有律師應向當事人隱匿，律師也是依賴提供服務收
取對價謀生的行業之一，而一般民眾更可合理期待律師應免費提供服務，等和
165

例如，2011年美國知名智庫「布魯金斯研究中心」（Brookings Institution）出版
了一本對美國律師公會（ABA）對律師業之相關執業限制規定，以及美國政府因
利益團體遊說，而制定新法規，擴大律師服務的市場需求，對律師收入的影響，
以及美國社會因此所付出的福利損失的研究報告，在美國引發廣泛的討論。See
CLIFFORD WINSTON, ROBERT W. CRANDALL, & VIKRAM MAHESHRI, FIRST
THING WE DO, LET’S DEREGULATE ALL THE LAWYERS 14-23, CHAPTER 5 &
7(2011). 英國在今年修訂「法律服務法」(Legal Services Act)後，在英格蘭和威爾斯
地區，律師亦可與業者合作，在銀行或超級市場提供特定的法律服務。Supermarket
’law shops’ to sell legal services, BBC News UK, October 6, 2011, available at http://
www.bbc.co.uk/news/uk-15187154?print=true (last visted on November 14, 2011)。對
於律師自律與市場競爭之關係，可參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競爭委
員會2007年6月的「競爭政策圓桌會議」。OECD, Competitive Restrictions in Legal
Professions,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dataoecd/12/38/40080343.pdf (last visited
on November 15, 2011). 另外，為促進歐洲服務業自由化，歐盟執委會於2004年開始
要求各會員國對國內專門職業進行現代化的工作，以期服務內容能更多元化、增加
消費者選擇、降低收費、促進市場就業、進而刺激經濟的發展。http://www.europa.
eu.int/comm/competition/liberal_professions/final_communication.
166
433 U.S. 350 (1977).
167
Id., at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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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有所出入之思維。而社會上其他類似銀行家或工程師等專業人士，並無禁
168

止價格廣告之規定，但也不影響其專業堅持與信任度。 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認為，禁止律師廣告的作為，是同業間之「禮儀」（etiquette）而非「倫理」
（ethics），乃源自於早期英國律師自許為「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s）的
提供者，而非以法律謀生的執業者，並據此區隔出其與「商業」（trade）行為
不同的習慣與傳統（habit and tradition）。但習慣與傳統無法充分回應法律或
169

憲法上的挑戰。 時至今日，「我們不輕視一個人究竟是靠臂膀的力量或是心
智的能耐來謀生。……認為律師從某方面來說是『超越』（above）商業的想
170

法，已成為一種時代錯誤（anachronism）。」
B. 公平法下之「競爭」概念

依公平法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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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個別事
業間之競爭，乃透過價格、品質等效能競爭之手段，篩選出較具效率之事業，
透過不斷之競爭創造市場經濟之進步。
細究上述職業公會之抗辯，可發現專門職業對於競爭概念之誤解，相較公
平法下之競爭概念，管制乃因產業保護、政策推動而生，其所謂之競爭，較偏
向於保護產業整體之競爭，而限制產業個體間之競爭，換句話說，專門職業之
管制較偏向保護「競爭者」，而非保護「競爭」，或與專門職業公會深信開放
競爭將導致惡性競價，反倒降低服務品質密切相關，故可發現管制手段傾向於
禁止或妨礙專門職業人員相互之競爭。
次就市場需求面而言，各專門職業法規皆以證照之取得作為專門職業參進
市場之門檻，實際上導致專門職業服務並無其他產業之競爭者，故無法透過其
他事業之威脅而促其降低價格、提升品質，僅得透過專門職業人員相互間之競
爭行為始得促使專門職業人員之服務及價格達到最適之效率。再者，專門職業
法規縱有特別規定時，仍應以不牴觸公平法之立法意旨為前提，否則仍應回歸
公平法，而其所謂之競爭應係指專門職業人員相互間透過效能競爭之過程，惟
有導正競爭之概念，管制機關始得於正確之起點上推動產業政策並達其目的。
168

Id., at 369-70。
Id., at 372.
170
Id., at 372-73.判決原文如下：“In this day, we do not belittle the person who earns his
living by the strength of his arm or the force of his mind. Since the belief that lawyers
are somehow ‘above’ trade has become an anachronism,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 for the
advertising restraint crumbled.”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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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公會決議拘束力之抗辯
事業間透過人為之串連、勾結並達到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聯合行為，為市
場上盛行已久之競爭手段，具有短期內排除或減少市場競爭機制之顯著效果，
故現代各國之競爭主管機關皆予以禁止或管制，並以「當然違法原則」檢視事
業間之聯合行為。
於專門職業領域，強制入會制度之設計使得各專門職業公會成為專門職業
之核心組織，有利於專門職業透過公會遂行反競爭之行為。不過，並非只要
經由公會章程或決議等方式而形成之與競爭相關決定，皆得直接認定屬聯合
行為。依我國公平法第7條規定，縱使聯合行為具有反競爭之疑慮，仍需具有
「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時，公平會始得認定違法
而干涉，也即當事業具有一定市占率，且其合意內容具有限制市場競爭之危險
可能時，方屬聯合行為。至於合意內容有無法律上的拘束力、合意之後有無執
171

172

行行為， 或業者有無取得實際利益等無涉， 簡言之，即僅要具合意即可，
毋庸以實踐為必要。

173

自上述處分案中，被處分人一再抗辯其決議並無強迫會員遵守之性質，並
主張縱公會擁有懲戒之權限，但從未對於不遵守該決議之會員行使，以酬金標
準為例，皆抗辯僅屬建議收費，所屬會員實質上仍擁有決定價格之自由，應
不致於有害市場之競爭。惟細究公會所製發之酬金標準，乃經由會員以多數決
之方式製成，屬水平競爭關係下所達成之合意，與單一事業對其交易相對人所
提出之建議價格有其形成上之差異，不同於單一事業所提之價格標準性質，尚
需考慮該價格標準是屬建議售價之參考性質或屬必須遵循之強制性質，而為
174

違法與否之認定。 基於上述分析，該酬金標準未具有強制性，亦不失其可責
175

性， 故酬金標準之拘束力向來即不是實務判斷聯合行為違法與否之重點，遂
直接認定該酬金標準已影響所屬會員之價格決定自由，妨礙市場競爭機制之運
作，違反公平法第14條之規定。
而依我國公平法第7條第4項規定：「同業公會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
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亦為第2項之水平聯合。」
171

最高行政法院87年判字272號
最高行政法院88年判字3245號
173
吳秀明，同註114，頁76-77
174
廖義男、顏雅倫，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第十八條至二十四條，公平交易
法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頁73-74，2004年11月
175
可參公平會84年公壹字第02886號函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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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同業公會之決議亦含於聯合行為之合意要件，故其違法與否之判斷即直接
適用聯合行為之規定。由於決議之拘束力與條文中關於協議是否影響市場供需
有關，故現行實務上之認定作法，似有更細緻化的必要。特別是卡特爾組織多
具有不穩定性之特質甚或可能自行瓦解，若其監督或懲罰機制過於鬆散時，事
業基於自利之心態，皆有背叛協議之動機，例如秘密增加產量、降價，為一典
型之「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以相關酬金標準為例，倘具有強制
遵守之性質，其訂定具體服務價格或設定價格之上、下限，可能導致價格僵
固，使得原本價格低於酬金標準設定之事業必須提升價格，導致消費者無法享
受競爭下之福利；惟不具拘束力時，事業仍具有價格決定之自由，有意提供低
於酬金標準價格之事業，仍有誘因進行降價，以擴張其產品或服務之銷售，原
本服務價格高於或採行酬金標準之事業，將因競爭者之降價，迫於競爭壓力，
而跟隨降價或提升服務品質以因應，故市場競爭秩序似不受影響。對於消費者
而言，仍可以較低之價格取得相同品質之服務。 而為確保卡特爾組織之正常
運作，事業多透過監督或懲處機制聯合抵制不遵守協議之成員。就專門職業而
言，專門職業法規通常均賦予公會懲戒之權限，此一權限之存在，以及公會一
旦行使該權力，對於悖離協議會員所具有之實質與潛在的不利益，已足以產生
一定之約束與嚇阻力，而此也是公平會於各案中所應加強論述者。例如公平會
應將掌握不遵行決議之事業人數多寡、市場價格資訊流通是否迅速、服務之供
給量大於需求等，綜合市場之一切條件，合併分析而為違法與否之判斷。
D.足以影響市場競爭秩序之虞之探討
我國實務上對於聯合行為影響市場秩序之虞之危險判斷，似採取類似刑法
176

上之「抽象危險」概念， 僅要行為人具有一定之市場地位，且該聯合行為可
能造成市場競爭受限之虞，即得直接認定違法。惟將此抽象危險概念適用於聯
合行為之認定是否恰當，不無疑問。
按刑法規範下之抽象危險犯，乃因系爭行為具有高度危險性，僅需符合構
177

成要件即得成立該罪，惟此一概念極可能發生可罰性過度擴張之情形， 阻絕
不具市場影響可能或有利於市場競爭機制之聯合行為，亦忽視採行聯合行為之
事業可能具有相當之經濟或公益上之目的，且以此「抽象危險」概念引入聯合
行為判斷過程將可能產生下述疑慮。
176

林鈺雄，新刑法總則，自刊，初版，頁95，2006年9月；林山田，刑法通論(上)，自
刊，增訂十版，頁254，2008年1月
177
林東茂，危險犯的法律性質，台大法學論叢，第23卷第2期，頁299，199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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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競爭主管機關之判斷能力
市場競爭乃隨市場環境遷變之機制，具有高度之不可預測性，其動態之變
換過程，大量增加競爭主管機關之執法成本。雖說聯合行為具有高度之不法影
響，立法者未免市場競爭嚴重失調之情事發生，遂將該行為之懲處時段前置至
足以產生影響之虞，立法用意固然良善，惟卻忽略競爭主管機關是否具有足夠
之專業能力，得以清楚「預知」系爭行為之不可容忍性。再者，在行為尚未發
生實害之時，將行為之懲處與否留待競爭主管機關之推測，是否過於自信，不
無疑問。
(二) 競爭手段之多面性
自經濟學理論發展至今，不可諱言，我們皆承認競爭手段具有雙面效益，
固然競爭手段乃以圖利自己、侵害對手出發，惟禁止與否之關鍵應在於該手段
是否造成市場競爭機制之停擺，雖然聯合行為可謂是競爭法下對於市場競爭威
脅最大之競爭手段，惟聯合行為亦有可能促進競爭秩序、強化競爭之內涵，一
概於競爭法下排除此等行為，未免可惜。
縱承認競爭主管機關有足夠的專業能力運用刑事法「危險」概念判斷聯合
行為之「危險性」，但卻忽略了公平法在「危險」的容忍程度與控管手段上，
不同於刑事法規的判斷思維與邏輯。公平法於面對「危險」出現時，除須藉由
涉案行為之相關市場的界定，進一步判斷該「危險」是否為市場所可承受，以
及市場結構是否存有「制衡」力量，有能力進行「自我矯正」。縱使競爭者間
存有某種型式的聯合訂價合意，該項對市場競爭的「危險」是否即為公平法的
不法行為，尚應進一步檢視參與者影響市場競爭程度的高低、未加入者對該卡
特爾所具有的制衡力量、甚至於學理上論者所提出之市場潛在競爭者的多寡、
及卡特爾本身因欠缺監督機制所生之不穩定與自行瓦解的可能性高低等。

178

綜合上述分析，本文認為公平會或可採取類似「具體危險」之概念，於個
案中依照具體事實並綜合市場一切條件，判斷系爭聯合行為是否已達影響市場
競爭機制之可能。
E. 酬金標準對於品質維護之抗辯
參照各專門職業法規多有制訂酬金標準之規定，欲藉由酬金標準限制或妨
礙專門職業人員間之競爭，保障業者最低限度之利益，以維持一定之服務品
質，於我國多數職業公會皆可見類似之標準，此「相關酬金標準」引發違法與
178

參陳志民，公處字第097126號-不同意見書，頁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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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可謂是專門職業公會與公平會見解分歧之代表，職業公會經由各專門職業法
規之授權，於公會章程內訂定專門職業服務之相關酬金標準，認為相關酬金標
準有其維護服務品質之功能必要，本是依法所為，並報經各該目的事業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無奈卻被公平會認定具有限制競爭之可能，該當聯合行為而予以
禁止。
首先就酬金標準之態樣分析，可分為設定價格上限、下限或直接指定一具
體價格，而此價格聯合行為反競爭性質強烈，可能箝制專門職業人員之發展，
價格上限之設定將導致專門職業人員拒絕提供更高品質之服務、甚而降低提升
品質之誘因，除有礙品質之精進，更可能導致專門職業人員之流失；而酬金下
限雖得保障事業之最低服務利潤，惟卻亦留下諸多不具效率而應被排除市場之
外之事業，有礙市場經濟之抬升，消費者無法以更低價格享有服務，對於公共
利益藏有重大之危險；具體價格之設定更是集上述兩者之弊。
於了解酬金標準之性質後，倘深入分析上述專門職業主張得以保障服務品
質之論點即可發現有其瑕疵，保障最低收費與確保商品或服務品質二者間，並
非有一定之正向關連，縱使職業公會制定酬金標準，仍無法保證一定之服務品
質，綜觀各國實證研究亦未發現足以支持此一抗辯之見解。特別是，公會在制
定一定之收費標準後，若無後續監督會員有無以因此而確保之利潤，進一步提
高其服務之品質時，會員基於自利之考量，仍有可能將所得之利潤用於與提高
服務品質無關之用途，進行非效能競爭。對於本不具競爭力之專門職業從業人
員，最低收費標準，不僅讓其得免於市場競爭本應發生之去蕪存精功能，由於
服務內容之專業性，消費者無法輕易辨別服務品質，更讓其有降低服務品質與
成本，以進一步擴大利潤，但卻不用顧慮市場競爭壓力之誘因。故以穩固服務
品質而制定相關酬金標準之理由，在公平法上仍有進一步商榷之餘地。
3. 公平會對涉及專門職業案件傳統分析方法之侷限性-以法易通案為例
於法易通案中可發現無論公平會或職業公會多聚焦於律師倫理規範之性
質探討，律師公會主張我國律師制度採高度自治，且律師倫理規範乃律師法
第15條明文授權全聯會代為訂立及解釋，依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3項規定，全
聯會應為受委託行使公權力團體，於委託之範圍內具有行政機關之地位，並
參司法院釋字第378號、第462號解釋之意旨，與律師倫理規範乃國內唯一由
同業公會依法律授權制定之自治規範等情，換言之，應認全聯會應為準行政
機關，故律師倫理規範應為準行政機關制立之法規命令，進而主張全聯會乃
以行政機關之角色行使監督律師之公權力且無涉私經濟行為，基於實務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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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會就「公權力行政並非私經濟行為，並無公平法之適用」之見解， 此時
公平法即不應干涉。

180

上述論證乃援引公平會向來以行政法上之「高權」與「國庫」行為之區
分，作為公部門行為是否受公平法規範之審度原則，導致本案少有市場競爭之
論述，可見公平會對於公平法第46條規定之適用雖有初步之學理及研究，仍未
擺脫過往「概念法學」式之分析手段，過於著重法律形式、位階、屬性之探
討，使公平法實際操作上仍是困難重重。
首先就全聯會之性質而言，該論證乃立論於「高權」與「國庫」行為之區
分，並據以主張全聯會乃準行政機關，惟若深入分析，可知公平會對於行政行
為性質之區分並未具備明確之判斷標準，於現今經濟模式複雜化之影響下，漸
造成實務上運作之困難，且倘自行為對於市場競爭觀之，國家所為之「高權」
與「國庫」行為對市場供需有相當之影響，硬行區分對於競爭理念之追求，並
無實益。若要以「高權」與「國庫」行為作為公平法上事業主體之區分，應以
對於市場競爭之效果為判斷標準，則所謂之「高權行為」，應以行政機關相對
於私部門事業而言，其有何組織制度設計上之義務與優勢，使其更有能力來監
控或消弭行為後續之反競爭效果來加以認定。

181

再就律師倫理規範之性質，公平會於推論過程中多在行政法之觀點下推敲
其性質，甚至去函法務部確認該倫理規範之性質，而直接排除公平法第46條規
定之適用，雖然此舉可節省公平會之執法成本，惟卻極易引發事業對公平法第
46規定適用之誤解與爭議，以為僅要行為具有法律依據即得肯認「不違反本法
立法意旨」，然有無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不在於行為依據之法位階，而應在於
其是否與公平法維持市場競爭之目的產生無法融合之衝突。

182

自上述說明可看出，傳統分析方法多自管制觀點出發，強調特別法之規範
主體及規範事項之特殊性，惟其助益有限，不但模糊個案之焦點，亦埋沒公平
179

黃銘傑，第二條，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第一條至十七條，公平交易法委
員會合作研究報告(七)，頁92，2003年12月；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
易法，增訂十二版，頁13，2009年8月
180
顧立雄，律師倫理規範之規範性與實效性-從法易通事件談起，在野法曹-台北律師
公會季刊，第7期，頁7，2010年10月；程明修發言，「從法易通事件談起：論律師
倫理規範與競爭法之交錯座談會」會議記錄，月旦法學雜誌，第188期，頁262，
2011年1月
181
陳志民，同註120，頁91
182
陳志民，同註120，頁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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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競爭評估之專業能力，且縱律師品質之維護有其必要，惟其目的與採行之方
法乃兩件不同之事情，不得逕以目的之正當性合理化其違法之行為。顯現傳統
分析方法並無法於管制及競爭之對立中尋求平衡，亦使得公平法難以發揮其回
復競爭秩序之功效。
承上述分析，既然無法自上述純法學角度明確管制法與競爭法適用之界
線，或可自市場效果面與功能面之角度著手，運用經濟分析之方法，就系爭行
為對於競爭之限制及可行之回復競爭手段，為判斷之準則，始可能較為中立客
觀地勾勒出問題之解決方向。
4. 資訊不對等之問題
現實生活中，買賣雙方資訊不對等之問題並非僅發生於專門職業服務，多
數市場皆存有此一現象，僅是其嚴重程度有所不同罷了。舉例而言，汽機車之
修繕即常出現恃消費者資訊之弱勢，收取不合理之高價或提供過多之服務，
針對此類問題，有時乃透過法律或國家以公權力介入市場，來界定資訊之出現
或避免，而其手段又可分為「消極禁止不實訊息」與「積極要求揭露訊息」兩
類，惟上述管制手段皆會產生相當高之管制資訊取得成本，管制效率亦將隨資
訊之取得而變動，於現今經濟環境下，管制是否仍為解決資訊不對等現象之最
佳選擇，有從理論面進一步探討之必要。
首先，就消極禁止不實訊息而言，觀律師法第30條規定律師不得刊登跡近
招搖或恐嚇之啟事及律師倫理規範第12條律師不得作誇大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宣
傳等皆為適例，惟此等規範之用語尚嫌抽象，並無法具體提供專門職業判斷之
準則，所謂之「誇大不實」、「引人錯誤」等用語若解釋過於嚴格，將嚴重影
響廣告之內容及文字之運用，排除廣告創意之展現，抹殺專門職業透過廣告行
銷自己之自由，甚至造成欲刊登廣告之專門職業卻步。
而就積極要求揭露訊息而言，雖可降低當事人間協商及交易之成本，惟主
管機關卻需承擔更高之資訊取得與執法錯誤之成本，或有認為產業自律乃最佳
之替代管制手段，由服務提供者自行決定資訊應予揭露或禁止，既可維持降低
交易成本之優點，亦可排除資訊取得及執法錯誤之高成本。惟其忽略在缺乏競
爭法監督之下，產業自律亦有可能成為同業資訊交換，遂行聯合行為之平台，
反倒不利於市場競爭秩序之維護，且亦有研究指出，自律組織於面對違反自律
規定而為詐騙或不當業務行為之事業，考量自律組織之形象，將有誘因不予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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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或制裁上述違反自律規定之事業。

421

183

綜上述分析，管制機關需承擔高度之資訊取得成本及執法錯誤之成本，於
漸趨複雜、多元之交易模式下，上述成本勢必大幅提供，進而導致管制機關無
法取得足夠之資訊，遂產生管制過度或管制不足之錯誤，使得管制效率低落，
無法澈底解決資訊不對等所產生之社會損失。
既然，管制手段無法發揮其功效，故或可考慮以市場導向作為解決資訊
不對等之手段。具體而言，於專門職業服務市場，消費者多透過事業之知名
度、商譽作為一項市場自我矯正之機制，除非事業將市場交易視為是「一次賽
局」，絲毫不在乎濫用資訊之行為可能經由消費者受害經驗之傳播，而轉換為
184

下期之交易成本，導致潛在之消費者拒絕與其交易。 惟考量現今網路資訊傳
播發達、消費者知識水準提升，強化前項矯正機制，平衡或彌補消費者資訊不
足之弱勢，亦使得專門職業不敢濫用資訊，建立並經營自我品牌。再者，縱專
門職業服務屬性極為複雜之情形下，消費者雖於締約前無法充分了解其品質資
訊，然消費者亦可透過服務提供者對交易條件之接受與否，間接掌握品質之資
訊，例如勝訴酬金約款，即得減緩資訊不對等所產生之現象。
故本文認為市場導向手段是一項未受到重視，但卻與競爭法立法目的息息
相關之管制替代手段。市場自我矯正功能之發揮程度與市場競爭狀況息息相
關，自公平法之立法目的及執法機制之設計來看，公平法所應扮演之角色，乃
考慮那些未被揭露或不實與欺罔之資訊，是否有可能透過競爭力量促其出現或
澄清，並以排除「結構面」障礙，輔助市場回復自我矯正機能為主要之執法原
則。

185

三、美國法對專門職業競爭之規範經驗
擁有悠久反托拉斯法執法傳統的美國，就專門職業的競爭規範上，亦較其
他國家要來得積極。不僅法院的判決將不少傳統普遍被視為是受管制或行業自
律規範之執業行為納入反托拉斯法內，競爭主管機關也較能主動調查相關之行
為之反競爭效果，並進行競爭倡議。多年來已累積了不少經驗，頗值參考。
183

Javier Nunez, A Model of Self –regulation, 74 ECON .LETTERS 91,95(Dec.2001): Nunez,
Can Self – regulation Work ?: A story of Corruption, Impunity and Cover-up, 31 J.OF
RGULATORY ECON. 209, 229(2007).
184
陳志民，同註120，頁97
185
陳志民，同註120，頁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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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美國對於專門職業之規範，舉凡證照之取得或相關執業行為之限制規定
等，多屬州政府之權限。另外，各州之專門職業公會，也以制定執業行為準
則或倫理規範的方式進行產業自律。公部門與私部門二股監督力量，對於確
保專門職業服務品質，以及保護消費者不因資訊上的高度落差，而受不肖專
門職業人員欺騙等，具有相當的貢獻，但同時也引發過度限制專門職業市場
競爭的疑慮與爭議。在美國反托拉斯法下之「政府行為」（state action）豁
免的原則，州政府及其機關之管制作為只要符合基於明示州政策之明確授權
（authorization）所為，即可主張豁免。相對的，若是經州政府授權專門職業
團體之管制作為，則尚需符合管制作為須有事後積極監督（active supervision）
機制之要件，始得主張反托拉斯豁免。在「聯邦主義」（federalism）的精神
下，美國聯邦政府有高度尊重州政府權限與自治之傳統； 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也在超過一世紀的反托拉斯法執法過程中強調，州政府之授權，並不等同於授
186

權後之規範作為必能豁免於修曼法之規範。 聯邦反托拉斯法規積極介入專門
187

職業市場的轉捩點，乃1975年的Goldfarb v. Virginia State Bar 一案。該案涉及
州律師公會設定最低收費標準，並以懲戒不遵守之會員，來落實該收費要求。
在本案之前，部分法院仍堅持律師乃一「博學」（learned）的行業，應與其他
行業相區隔； 而律師所提供者，乃社會所不可或缺之服務，與其他行業與追求
188

利潤為其主要目標不同。 然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Goldfarb案中，認定最低
收費標準實質上具反競爭之效果，屬於修曼法所應禁止之行為，而律師業不同
於其他行業之看法，則如前所述，在後續的Bates案中，也被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189

認定為是一種「時代錯誤」的迷思。

Goldfarb案後，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與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積極擴大其
在專門職業市場的調查範圍，就所涉及之逾越「政府行為」範圍而被認定為反
190

競爭行為之主要類型，可歸納如下：

A.對廣告及業務招攬（solicitation）之限制規定
產業管制機關或專門職業公會往往基於保護消費者不受不實訊息欺騙， 而
186

Herbert J. Hovenkamp, Antitrust’s State Action Doctrine and the Ordinary Powers of
Corporations, __________.
187
421 U.S. 773 (1975)
188
OECD Round Table on Profession, 1999, US Submission, n.2, P. 185.
189
見前註58及其內文之介紹。
190
See 1999 OECD US sub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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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禁止專業人員之業務廣告或招攬行為，或對廣告及招攬內容為嚴格的管
制。從競爭法的觀點來看，這類管制措施是否該當「政府行為」，而得豁免於
反托拉斯法的管轄，取決於其是否在避免專門職業市場資訊受到扭曲的同時，
有無妨礙或限制了執業人員透過廣告與招攬行為，促進正確資訊出現的可能
191

性。在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案中， 美國醫師公會（AMA）制定行為
準則（principle of conduct），禁止組織成員進行廣告、業務招攬、以及特定
之契約行為。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認為該項行為準則已構成不公平限制市場
競爭，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The FTC
Act）第5條之規定。在和AMA達成的協議裁決中，FTC要求公會需廢除相關之
行為準則； 雖然FTC於裁決書中亦表示，AMA仍得制定「倫理準則」，用以
規範會員具錯誤（false）或欺罔（deceptive）效果之表示行為，但上訴巡迴法
院為避免此一例外條件因語意不明確而過度擴大AMA的自律權限，乃修正該
協議，加上AMA需「合理相信」（reasonably believe）特定表示行為確有錯誤
或欺罔之效果，始能制定行為準則規範之。

192

關於醫療市場廣告行為另一件著名的案例，乃1996年被FTC認定違法之
193

California Dental Associations v. FTC一案。 美國FTC於該案中發現，加州牙
醫師公會以倫理規範禁止牙醫師廣告價格、折扣、品質、保證，如不得使用
「低」（low）、「合理」（reasonable）、「付擔得起」（affordable）等用
語，或擔保無療效退錢等，雖出自於預防欺罔廣告所為，但就其效果而言，已
過度限制了真實而對消費者有利資訊出現的機會。就價格限制部分，已構成當
然違反修曼法第1條之行為； 至於在非價格限制部分，FTC依「快速檢視」合
理原則（quick-look rule of reason），依然認定牙醫師公會規定之限制競爭效
果高於促進競爭效果。本案經上訴，上訴巡迴法院支持FTC的看法並維持原處
分。被告上訴聯邦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以本案應以一般而非「快速檢視」
的合理原則審查，而發回上訴法院重審。第9上訴巡迴法院在第二次判決中，
推翻其先前對案件事實的認定，認為就FTC所提的證據，尚不足以認定反競效
果必高於促進競爭效果，故判決FTC敗訴，並要求FTC不再針對本案進行事實
的調查。
191

194

不過，基於牙醫師公會已修改且不再採行多數有競爭疑慮之倫理
nd

94 F.T.C. (1979)； affirmed 638 F.2d 443 (2 Cir. 1980), 455 U.S. 676 (1982).
192
638 F.2d 452.
193
121 F.T.c. 190 (1996)
th
194
224 F.3d 942 (9 Ci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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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FTC決定不再上訴聯邦最高法院，並於新聞稿中表示，不上訴並不表示
FTC將不再監督專門職業市場之競爭問題。
B. 限制價格競爭
關於專門職業以限制價格競爭作為確保產品品質的作法，美國聯邦最高法
195

院早於1978年的National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 v. U.S. 一案中即表示
該類約定仍需受反托拉斯法的競爭效果檢視。該案涉及美國專業工程師學會，
以倫理規範限制會員對招標工程進行價格競標之行為。規範中要求所有的會員
在客戶選任特定工程師之前，應拒絕提供或討論工程費用之問題，但得提供由
學會所建議之收費標準供客戶參考。學會認為，低價競爭將使會員工程師不重
視工程品質，進而危害公共安全。學會主張本案應以「合理原則」來檢視其違
法性。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表示，不論是採「當然違法」或「合理原則」，法院
檢視相關行為的目的，均在於判斷相關限制行為對市場競爭之重要性（促進競
爭或壓抑競爭），而非在決定一項偏好競爭的政策是否與公共利益，或是與產
業成員利益相符。該項政策的選擇在國會制定競爭法時，即已確定。
據此，聯邦最高法院進一步檢視限制會員競標行為對市場競爭的影響。學
會主張競標價格通常不準確，無法充分反映工程之真正成本、會引誘會員進行
欺罔性的低價競標、影響工程品質及公共安全。不過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此一
抗辯正足以證明倫理規範的要求是具有修曼法所關切的固定價格效果，否則將
無法解決學會所關切的問題。
其次，針對學會的合理性抗辯部分，聯邦最高法院指出，本案在「合理原
則」下需要被合理化的，是學會倫理規範剝奪了客戶於選擇工程師之初進行價
格比較之機會，以及學會試圖以本身對競爭成本效益的看法加諸於整體市場之
限制競爭效果； 反之，學會以競爭將對公共安全及專業倫理造成威脅作為理
由，實質上是對修曼法基本政策之直接挑戰。修曼法的制定反映了一項立法判
斷，也即「競爭」不僅可降低市場價格，也可引導較佳產品或服務的出現。而
將「競爭」視為是最佳之資源配置手段，其本身即隱含有交易協商（bargain）
所涉及之除成本外的所有要素，品質、服務、安全、及耐久性等，都與市場中
消費者自由選擇其他交易對象機會的多寡有正向的關係。即使偶有例外情形出
現，但立法政策排除了法院或當事人評價「競爭」是好是壞的權限。簡言之，
「合理原則」下的抗辯，不能建立在「競爭」是不合理的前提上。再者，工程
195

435 U.S. 679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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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的價格競爭固然有降低工程品質與公共安全的潛在風險，但在今日高度複
雜的經濟環境下，具有此一風險之產品類型不勝枚舉，如藥品、食物、飛機零
件、重機器設備等。司法不能以給予製造商獨占特權的方式，來間接保護消費
者不受傷害。固然，專門職業有其特殊性，而倫理規範也有其維持與促進競爭
的效果； 但競爭無法全面促使工程師進行符合道德要求的行為，不能與禁止競
爭劃上等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National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案中所建立的
以「競爭」作為評估行為合法性之核心價值的見解，在1986年的FTC v. Indiana
196

Federation of Dentists案中再度受到肯定。 該案涉及美國印地安那州牙醫師公
會成員拒絕提供X光片予保險公司，作為其審核收費合理性與保險給付標準之
用。雖然公會在受到FTC調查後，停止了該項行為。但部分的牙醫師另外成
立了印地安那牙醫師聯盟（Indiana Federation of Dentists），繼續實施該項政
策。本案雖未直接或間接的觸及公會集體限制價格競爭，但聯邦最高法院依循
National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之精神，認為聯盟的政策，剝奪了一項
消費者所需要之服務選項，即提供X光片給保險公司以獲得保險給付。此種針
對服務組合（packages of service）競爭所為之限制，其效果與價格限制無異，
均是對市場確保商品或服務能以趨近邊際成本的價格出售予消費者，進而提升
社會福利等功能之減損。
在被告所提之抗辯中，其首先主張，FTC並未提出證據顯示消費者將因未
提供X光片予保險公司而需支付較高的服務價格。但最高法院認為固然提供X
光片的目的有在控管牙醫服務的價格，但該措施是否真的有效，並不影響限制
該措施之被告聯盟集體行為是否違反反托拉斯法的評估。聯盟的行為限制了消
費者取得一項有用資訊的可能，同時也干擾了市場的價格決定機制。被告也無
權決定該類資訊是否是消費者所必要的，因為若該項訊息與消費者消費決定無
涉，則市場機制將促使保險公司放棄提供X光片的政策。
被告另外也主張，檢視X光片並無法精確評估醫療服務的必要性與成本，
反而可能出現因保險給付金額過低，導致消費者無法取得所需之醫療服務。但
在National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一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已以當事人與
法院依法並無權評價「競爭」的必要性與價值為由，拒絕接受此一抗辯理由。
另外，FTC在本案中也提出指出並無相關證據證明交付X光片予保險公司，將
196

476 U.S. 447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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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影響牙醫服務之品質。
C. 排除競爭對手
不論是FTC或是DOJ，對於專門職業公會具有排除新競爭者加入之規約，
向來均極為重視，並在不少的案例中，成功地以協議裁決或訴訟的方式，讓公
會放棄具有建構市場參進障礙效果之安排。
197

例如，在United States v.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案中，DOJ針對美國
律師公會認證美國法學院的標準，提起反托拉斯訴訟。DOJ認為公會中法學院
認證委員會中的成員，絕大多數是經ABA認證法學院之卸任或現任的院長、
教師、或圖書館人員，故公會比較認證學校所提供之薪資資料後，制定申請認
證法學院所需符合之資薪與工作條件標準，不但限制了法學院內專業人士的競
爭，且與維持法學院的教學品質無關，反而是在保護與認證結果有直接利害
關係之當事人， 並將導致法學院之薪資成本不斷上升。另外，公會認證標準
中，也禁止法學院承認學生在非ABA認證之美國法院所取得之學分數，以及讓
非ABA認證法學院之畢業生申請學校之研究所學位課程（如LL.M.）。DOJ主
張，這類標準將阻礙或排除非ABA認證但經營成本較低法學院的競爭，已屬對
競爭的不當限制。

198

在經聯邦地院所同意之協議裁決中，ABA同意DOJ的要求，放棄以下幾項
法學院認證標準：
(1)不得設定或實施任何具固定法學院內專業人士最低薪資與酬勞之標準；
(2)不得收集或散佈任何關於法學院長、教師、行政人員、圖書館人員、
或職員之薪資資訊；
(3)不得將法學院之薪資報酬資訊用於法學院的認證；
(4)不得限制非ABA認證法學院學生申請研究所課程、拒絕承認非ABA法
學院學分，但得要求畢業學分數的三分之二需在ABA所認證的法學院
199

中取得、且不得將申請人資格限縮在非營利性的法學院。
D.對契約及商業行為之限制

另一類常為FTC及DOJ所關切的行為類型，則是職業公會以倫理規範或會
員資格條件等要求，限制會員執業之地點或方式等。例如，醫師公會要求醫師
不得與非由醫師控制之醫院或健康照護組織（HMO）締結醫療服務契約，或
197

http://www.justice.gov/atr/cases/f1000/1037.pdf
http://www.justice.gov/atr/cases/f1000/1034.htm
199
Id.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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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與不具醫師資格者設立合夥事業或其他涉及收入分享之契約安排。FTC也曾
針對公會限制會員不得以「非傳統」（non-traditional）方式提供專業服務的規
定，表達反對的立場，並成功地以協議裁決的方式讓公會放棄相關要求。例如
針對美國視光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Optometry）應於和執業地區內其他
健康照護職業一致的地點執業。FTC認為此一要求已將驗光師的執業場所限縮
在只有私人的辦公處所中，而無法在一般認為較具 「商業」色彩的地點，如大
型的購物中心等，提供驗光服務，讓消費者無法以更便利和更節省成本的方式
取得驗光服務及購買相關產品，故以協議裁決的方式禁止之。

200

2. 關於律師、會計師、與建築師之個案介紹
A.律師
在前述Goldbfarb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確立了律師的執業行為，仍屬修
201

曼法所可規範之「商業」或「貿易」， 故律師公會建議會員依一定最低比率
收取不動產產權查證（title search）服務的行為，仍屬具限制交易效果之當然
202

違法行為。在其後的Bates v. State Bar of Arizona 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更針對律師公會禁止會員廣告的規定，從市場競爭與訊息經濟學的角度，進行
深入的批駁。該案被告公會所提，實質上也是傳統上認為應禁止專門職業人士
進行與業務相關廣告的理由，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I. 對律師專業性（professionalism）的減損
被告認為要建立律師的專業性，必須讓律師對於其所從事的行業有一份驕
傲感。廣告將使律師業更趨商業化，降低律師的尊嚴與自我肯定。另外，當一
般民眾從廣告中感知律師仍以追求利潤為目標時，會因此降低對律師的信心。
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以此作為禁止廣告的理由並不充分。公會的主張實質
上等同要求律師必須隱藏他們的職業同時也是謀生工具的此一事實，而一般民
眾也不會期待律師應免費提供服務。事實上，美國律師公會建議律師應與客戶
就服務收費的標準有明確的約定； 若明確揭露服務價格訊息是公會所要求的
專業倫理規範，則「之前」以廣告揭露，與「之後」在執業處所揭露並無不
同。

203

至於廣告商業化對律師形象負面影響的問題，聯邦最高法院首先指出，
200

1999 OECD Roundtable.
422 U.S. 776, 788.
202
433 U.S. 354 (1977)．
203
Id., at 369.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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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得採行廣告之專門職業，如銀行從業人員或工程師，均未因廣告而導致
其專業尊嚴的受損。事實上，擔心收費過高，或因缺少充分選擇適當律師的
資訊，才是真正影響律師在美國人心目中地位的原因。很顯然的，禁止律師
廣告源自於一項律師業的「禮儀」而非「倫理」規則（as a rule of etiquette
204

not as a rule of ethics）。 早期英國律師將法律業視為是一項「公共服務」
（public service），而非謀生之職業，並對於「商業」視為是不體面之職業，
此一自我期許漸漸地融入成為律師業的倫理規範。

205

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

為，「習慣與傳統本身並不足以回應憲法的挑戰」（「habit and tradition are
206

not in themselves an adequate answer to a constitutional challenge.」） 時至今
日，「我們不輕視一個人究竟是靠臂膀的力量或是心智的能耐來謀生。…認
為律師從某方面來說是『超越』（above）商業的想法，已成為一種時代錯誤
207

（anachronism）。」

II. 律師廣告之誤導效果
基於以下理由，律師公會認為廣告必定有誤導消費者的效果。其一、法律
服務的內容與品質有高度的個別性，無法單以廣告來進行比較；其二、消費者
無法藉由廣告了解其真正需要的服務為何；其三、律師於廣告中會強調與專業
能力無關的訊息，或刻意隱瞞與專業能力相關之因素。
對於第一項理由，聯邦最高法院指出法律服務固有其一定的個別性，但現
實生活中會廣告的法律服務通常是具例行性之服務，如協議離婚、簡單的收養
或破產事件等，即使律師彼此間就此類例行性服務仍有些許不同之處，但只
要律師依廣告收費提供所允諾之必要服務，我們很難單以法律服務類型的個別
化特色，即認定律師廣告必具有誤導消費者之效果。誠如學者所言，若此一論
證可以成立，則理髮業也應被禁止廣告，因為沒有二個人的髮型會是完全相同
208

的！

至於一般消費者無法判斷廣告內容的問題，大法官認為，一般人尋求法律
協助，絕大多數是出於解決所面臨的特定法律問題的動機，而非希望律師對個
人所有的法律問題進行全面性的體檢。就這些特定的法律問題而言，消費者
204

Id., at 372.
Id.
206
Id. 所謂的憲法挑戰在本案乃指限制廣告與言論自由保護之衝突。
207
Id., at 372-73.
208
Morgan, The Evolving Concept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90 HARV. L. REV. 702,
741 (1977), 轉引自 Id., 373 n.27.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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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不了解提供法律服務內容的細節，但對於法律廣告之服務類型是否是其所
需，無疑地應具有一般的辨識能力。

209

公會的第三項理由，乃建立在一般消費者對於法律欠缺足夠的知識，暫不
論此一看法是否低估了消費者之判斷能力，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角度而言，
公會據此全面禁止廣告的行為，等同於排除了廣告提供真實且對消費者有利之
210

資訊出現於市場中之功能，讓無知的消費者更加無知。 大法官認為，若公會
真的關切消費者選擇錯誤的問題，則應致力於確保消費者如何能取得更多正確
的資訊，以利後續能進行對其等最有利之個別化選擇，而非在禁止資訊出現的
管道。
III. 廣告與濫訴的增加
公會另一項禁止廣告的理由，乃法律廣告將增加濫訴的機會。但就理論而
言，此一看法建立在社會中對於訴訟存在有一最適的均衡量，超過該訴訟數量
該減損整體福利效果，而律師公會因為具有法律專業，故可正確判斷禁止廣告
將使社會之訴訟量等於或趨近於最適之整體訴訟量。很顯然地，公會不具備此
一能力。再者，此一論點也全然忽略了訴訟之權利保障，確保資源最適配置，
以及促進不成文法體系法律成長等積極與正面的功能。更何況依美國律師公會
當時內部調查資料顯示，美國人口數的中間70%尚無法取得足夠的法律服務，
原因之一在於成本過高，以及缺少足夠尋找適合律師之資訊。211
IV.廣告之負面經濟效果
公會認為，允許律師進行廣告競爭，將創造出二類對市場不利之經濟效
果。首先，由於廣告將增加律師執業之固定成本，此一成本將以更高的收費轉
嫁至消費者；其次，廣告成本的負擔對年輕律師不利，將形成律師服務市場的
212

參進障礙，阻礙新進與資深律師間之競爭。 合先說明者，乃公會的「轉價」
誘因抗辯，似乎正證實了律師之商業色彩與反托拉斯法適用於律師業的必要性
與正當性。雖然律師廣告對服務收費的影響尚無具體之實證資料，但在其他涉
及具體「產品」的市場，研究已顯示，廣告具有降低市場零售價格的效果。

213

當市場禁止廣告時，降價的誘因將因市場上比價成本的增加而降低，更有可能
209

433 U.S. 375.
Id.
211
Id., at 377.
212
Id.
213
Id.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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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收費的增加。至於「市場參進障礙」的抗辯，聯邦最高法院指出，當廣告
被禁止，年輕與新進律師將必須透過親自與潛在客戶面對面接觸，建立人脈關
係後，才有與既存律師競爭的可能性，其因此所生之競爭與參進成本可能更
214

高。

V. 律師廣告降低服務品質
關於律師可能以單一價格促銷包裹式服務，不但消費者無從得知服務是否
是其所需，其服務品質也必然會降低的抗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則認為，禁止
律師廣告並無法有效解決服務品質低落的問題，不論有無禁止廣告，想在品質
上偷工減料的律師，仍然得透過其他執業手段來達到目的。事實上，單一廣告
價格必然使服務品質降低的說法，與公會本身也在推廣的關於預付法律服務計
劃固定收費標準（prepaid Legal Service Program）相悖，而即便價格廣告會使
215

市場服務規格化，其仍具有降低執業錯誤機率與改善服務品質的功能。
VI. 禁止廣告與降低監督成本

律師公會認為，全面禁止律師廣告是避免律師濫用其與消費者間「資訊不
對等」地位，剝削消費者利益等相關機制中成本最低者。由於消費者對法律服
務的品質難以於事後作精準的評估，故無法期待消費者可以有效的制裁不肖的
律師。聯邦最高法院則指出，公會一方面強調律師具有公益與利他的性格，但
另一方面又指出律師會利用機會進行投機行為，似有前後不一致之處。法院相
信，在開放廣告後，絕大多數的律師仍會堅持該有的律師道德。相對對每一位
嚐試濫用廣告的律師，市場上尚存在有成千上百公正、誠實及正直的律師，而
216

協助檢舉濫用當事人信任的律師，是符合後者的利益的。

Bates案後，美國律師業透過廣告促銷法律服務的現象更趨明顯，特別
是拜科技之賜，各類提供網路中介客戶與律師服務（attorney-client matching
service）之網站，如LegalMatch, RocketLawyer等，也紛紛設立； 猶他州律師
公會在2003年更與LegalMatch合作，提供律師掌握潛在案源及協助當事人尋求

214

Id., at 378.
Id.
216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這一段強調市場自我矯正功能，對競爭政策處理專門職業
市場市場失靈問題深具啟發的原文如下：“For every attorney who overreaches
through advertising, there will be thousands of others who will be candid and honest
and straightforward. And, of course, it will be in the latter’s interest, as in other cases of
miscount at the bar, to assist in weeding out those few who abuse their trust.” Id., at 381.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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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合適律師之外部網站。 另外，根據2012年一項研究發現，美國有75%的成年
消費者會利用網路資源搜尋律師。

218

對於相關律師公會擬於律師倫理規範中

限制網廣告行為，美國FTC從市場競爭的角度表達了保留的立場。例如，在
2002年回復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邀請其就該州律師公會關所制定之「關於法
律服務訊息」（information about legal service）行為準則徵詢意見時，對於網
路撮合行為，FTC表示鼓勵在符合州與聯邦目標下之專業市場中最大程度的競
219

爭。 另外，在2006年針對德州律師公會專業倫理委員會（Professional Ethics
Committee for the State Bar of Texas）請釋有關網路中介平台與律師倫理規範
相關問題所回復之意見書（Comments on a Request for Ethics Opinion Regarding
Online Attorney Matching Programs）亦表示，網路中介平台並未支持或建議特
定律師，而係給予消費者尋求律師提供資訊的管道，有助於降低消費者取得資
訊的成本，並增加律師間的競爭，最終將有利於消費者；若有證據顯示消費者
被誤導而受到損害，律師公會亦可依公會規範中關於禁止不實或欺罔廣告之規
定來懲處律師。故若律師公會無法證明消費者將因網路中介平台而受到損害，
220

不應禁止律師參加網路平台。
B. 會計師

美國FTC與DOJ早於1970年代開始，即著手調查會計師公會及州會計師
理事會（State Board of CPAs）對會員相關執業行為的限制。例如在1970年
代，DOJ調查並起訴美國會計師公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s；AICPA）及德州州會計師委員會禁止會計師進行競標之行為。美國
FTC也曾在1980年代，調查並要求西維吉尼亞州及阿拉巴馬州州會計師理事會
221

禁止會計師招攬客戶及廣告之行為。 1990年FTC對公會的倫理規範相關行為
222

限制進行調查，並成功地讓公會修改相關之規定。 公會被懷疑涉有違法的行
為包括：
217

http://www.utahbar.org/public/lawyer_referral_service_main.html (last visited Nov. 7,
2012).
218
New Study Says 3 of 4 Consumers Look for Lawyers Online, http://www.natlawreview.
com/article/new-study-says-3-4-consumers-look-lawyers-online (last visited Nov. 7, 2012)
219
FTC, Response to Alabama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Sepember 2002), http://www.
ftc.gov/be/v020023.pdf (last visited Nov. 7, 2012).
220
http://www.ftc.gov/os/2006/05/V060017CommentsonaRequestforAnEthicsOpinionImage.
pdf (last visited Nov. 7 2012).
221
OECD Roundtable____ , 205 (2009)
222
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113 F.T.C. 698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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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禁止會計師以成功酬金（contingency fee）的方式收費；
(2)禁止會員刊登非欺罔性廣告，如比較性廣告、自誇性（self-laudatory）廣
告、薦證廣告、及其他經AICPA認定為不符合專業尊嚴（professionally
dignified）或良好品味（good taste）之廣告；
(3)限制會計師招攬客戶行為（solicitation of clients），包括但不限於直
接招攬潛在客戶以及支付或接受中介費用。在此限制下，會計師將不
得以郵件、聘僱行銷公司協助招攬客戶，以及對介紹其他客戶的客戶
給予費用上的折扣；
(4)限制使用不具欺罔效果之商名（trade names），故會計師將因此而不
得使用類似「Smith and Jones, CPAs, Tax Services」，的名稱，縱使該
名稱真實反映事務所所提供的業務。
另外，在1997年美國華盛頓州擬修法將取得會計師資格的大學學分數增加
到150個學分。FTC也在徵詢意見的回復信中表示保留的態度，認為需要需要
223

更多具說服力的證據證明其對促進市場競爭的必要性方可為之。 FTC認為，
學分數的增加等提高了會計師市場之參進成本，及消費者未來所需支付的服務
價格。依據內部的研究報告，也正由於其對服務價格的效果，FTC認為州議會
於修法時應注意主張修法之會計師成員通常具有私的經濟利益的考量。對消費
者而言，除了較高的收費外，即使假設增加學分數可提高服務的品質，但高價
仍可能誘使消費者改用品質較差但收費較低的其他替代服務，或不使用會計師
服務，使真正使用高品質會計服務之消費者人數減少。
就證明增加學分數有利於競爭與消費者利益部分，支持者或若說明，額外
課程與學分數，何以有助於會計師專業的提升，讓會計師可以用較少的時間與
資源完成工作，進而降低消費者使用會計師服務的成本。另外，支持者也可說
明，若沒有增加學分數課程訓練，會計師執業服務將對社會整體造成高於消費
者高價損失的成本（如欺罔消費者等違反倫理規範的行為）。引申而言，立法
者更進一步檢視，這些擬增加的課程與所擬實現目的的關聯性。
C. 建築師
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曾分別於1972年及1990年，立案調查美國建築師公
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倫理規範中對會員之相關限制是否違反修
223

FTC-Letter on CPA Qualification, http://www.ftc.gov/be/v960006.shtm (last visited Nov. 8,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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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曼法。在1972年雙方的協議裁決中， 公會承諾不再禁止會員建築師提供服務
報價。DOJ另外也要求公會，刪除倫理規範、章程、內部決議或政策說明中，
任何禁止報價行為之條文，以及明示或暗示報價行為是不道德、不專業、或與
被告政策相違之說明。在1990年的調查案中，除了不得再禁止會員的價格競
標或出價外，DOJ同時也要求公會應允許會員給予服務折扣，以及提供免費服
225

務。 在1990年後，即少見建築師公會因涉及違反美國反托拉斯法而受調查的
案件。

四、歐盟法對專門職業競爭之規範經驗
依「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之規定，歐盟競爭法得適用至所有的「事
業」（undertaking）。而依歐洲法院對「事業」的定義，其包括〝所有從事經
226

濟活動的個體，不論及法律上的地位或是其運作之財務來源為何。〞 而所謂
的「經濟活動」，則指〝於既定市場中提供商品或服務之任何行為。〞

227

在

此定義下，歐盟競爭法所可涵蓋的規範對象包括各種型態的公司（含非營利
性）、合夥事業、自然人、專業人士、產業公會、農業合作社、運動聯盟、或
228

國家機關。 不過，在此一相當廣義的定義下，歐洲法院仍在個案判決中排除
229

了部分不適用的主體類型。 第一種類型乃執行與國家基本功能相關公益任務
之事業體，例如國家基於國際公約授權執行飛航管制任務之事業體. 第二類得
被排除於競爭法規範者，乃具一定社會功能（social function）之組織單位，如
提供疾病和福利救助，而所提供之法定利益非取決於捐款之基金會等。第三種
除外類型則是有普及義務及受費率管制之公用事業，如郵局或電力公司等。但
於主張公用事業除外時，被告應證明競爭法將使其等無法提供相關服務，且限
制競爭行為是提供服務所不可或缺，也不在存在有限制較少之手段。
1. 概述
歐盟執委員會關於自由業（liberal profession）的第一個處分案例，乃1993
年義大利報關代理人公會制定最高及最低之收費標準案。由於在義大利報告
224

United States v.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1972 WL 561 (D.D.C.).
United States v.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1990 WL 236035 (D.D.C.).
226
Case C-41/90, Klaus Hofner and Fritz Elser v. Macroton GmbH, [1991] E.C.R. I-1979.
227
Case C-35/96, Commission v. Italy, [1998] E.C.R. I-3851.
228
ELHAUGE & GERADIN, GLOBAL COMPETITION LAW AND ECONOMICS 215
(2007)
229
See id., at 215-16.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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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需經國家授權且登記始能獨立執行業務。公會依法得制定強制性的收費
標準，其在1988年所制定的最高及最低收費標準並經該國財政部長同意。執委
會在經檢舉調查後，認為義大利報關代理人乃從事經濟活動之個體，符合歐盟
關於「事業」之定義。而公會所制定之收費標準，將產生影響共同體內貿易之
限制競爭效果，違反當時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5條之規定，要求其立即停止該行
230

為。公會上訴至第一審法院， 法院除認定公會及其成員均屬「事業」外，另
就本案對競爭之影響是否僅是義大利內國立法之必然結果，或是亦可歸責於公
會本身的問題表達意見。法院認為義大利國內法僅要求公會採行費率，但並未
對最高費率、收費計算標準，或費率適用方式等有所規定。 實務上，公會的費
率均高於先前最低收費甚多，適用的方式也都由其所決定，實質限制了報關代
理人之組織自由，以及降價與折扣的可能。另外，公會依法得例外於個案中不
適用最低費率、授權報關代理人得降價收費、並得對豁免特定類型報關服務不
受收費標準的約束。這代表公會在落實國內法上有相當廣的裁量權，故應可採
行限制較少的手段來形塑競爭的範圍及內涵。
1995年執委會在針對西班牙工業財產權代理人（industrial property
agent）公會制定最低收費標準，重申競爭法一樣適用於專門職業市場的立場
231

（“COAPI”案）。 收費標準同樣是法律授權公會制定，所有會員均有入會的
法定義務，公會並透過罰金及開除會藉等方式，確保收費標準及相關執業行為
規定能被遵守。在認定公會行違反歐盟競爭法的理由中，執委會特別強調，公
會不得以行為係獲國內法規授權，故實質上等同是國家行為，而得豁免於競爭
法之外。蓋內國法並未具體訂定收費之標準，反市場競爭的效果並非來自於法
規本身，而是公會之訂價行為。執委會進一步指出，即使在專門自由業，制定
收費標準並非是妥適之確保服務品質的管制手段，蓋其無法防止市場出現低品
232

質之服務，卻同時降低了會員降低成本的誘因。

在價格限制外，1999年的Institute of Professional Representatives before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案（“EPI”），是執委會第一次處理專門職業公會以
行為準則禁止成員?登廣告之案例。
230

233

該案涉及歐洲專利局（European Paten

Consiglio Nazionale degli Spedizionieri Doganali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NDS”), Case T-513/93 (2000).
231
Commission Decision, Case Colegio Oficial de Agentes de la Propriedad Industrial (1995).
232
Id., paragraphs 41-43, cited from IDA E. WENDT, EU COMPETITION LAW AND
LIBERAL PROFESSIONS: AN UNEASY RELATIONSHIP? 52 (2012)
233
Commission Decision EPI Code of Conduct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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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專利代理人公會，以行為準則要求成員不得刊登廣告，以及需收取合
理費用。本案與上述案件不同之處在於，專利代理人公會（EPI）成員包括所
有執行歐盟專利局業務之代理人，公會是由依1973年歐洲專利公約（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所設立之歐洲專利組織（European Patent Organization），
其內部之行政理事會（Administrative Council）所設置，乃一跨政府組織。依
行政理事會之設置規定，EPI享有訂定成員行為準則與懲戒之權力，且行政理
234

事會無權修改EPI所制定之準則。 不過，EPI的跨政府色彩，並無法讓其免責
於歐盟競爭法的規範範圍之外。誠如本案經上訴後，第一審法院於判決中所強
調，行為準則不會因係出於追求會員國之一般利益，而不受競爭法之約束。

235

在執委會的處分理由中，進一步將專門職業公會之行為準則區分為二大類
236

型。 第一類可稱之為是與專門職業之「義務本質」（nature d?ontologiques）
相關之規定，另一大類則是對會員間競爭產生限制效果之規定。前者如為確保
代理人執業公平性、專業能力、表任，以及避免利益衝突、不實廣告、或擔保
有效執行代理人業務等考量所制定之準則，將不視為是有限制競爭效果之公會
規定。
2. 關於律師、會計師、與建築師之個案介紹
A.律師
I. Wouters case
荷蘭律師公會訂有限制所屬律師會員與會計師合夥之規定，惟原告認為此
一規範涉有違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5條之規定，故提起訴訟。而荷蘭內國法院
認為競爭規範並無法適用於此案之中，因為荷蘭律師公會係受公法管制，由
法律規定所創造之團體，乃以促進公共利益，確保所屬會員於提供客戶法律協
助時之獨立性與忠誠為其目的，故荷蘭律師公會並不屬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5
條、第86條規範下所謂之事業，而無競爭規範之適用。縱得適用，經查該限制
237

涉及公共利益之追求且未造成過度之限制競爭，故應認仍屬正當。

原告不服上訴至荷蘭國務委員會，後國務委員會決定停止訴訟，而向歐洲
法院聲請預先裁決，歐洲法院認為律師公會並未履行其社會功能，且並未行使
234

WENDT, supra note 232, at 53-54.
Id., at 55.
236
OECD, Roundtables on Legal Profession, European Commission Submission.(1999)
237
Case C-309/99 JCJ Wouters, JW Savelbergh and Price waterhouse Belastingadvisers BV v
Algemene Raad van de Nederlandse Orde van Advocaten, [2002] ECR. I-1670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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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之公權力。再者，律師公會之組成皆由會員中選出，且公會之決定亦未必
然考量到公共利益，故認其行為應屬經濟行為，而將其視為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238

85條意義下同業公會之決定，故須受到競爭法之檢視。 再就系爭公會所採取
限制律師與會計師合夥規範而言，歐洲法院認為上述限制雖然可能妨礙消費者
取得整合性服務之機會、限制律師設立或提供法律服務之自由，惟考量律師與
會計師之職業特性與行為規範後，認為此一限制乃係為了確保律師執業之獨立
性、嚴守保密義務，並避免利益衝突之情形發生，且公會所採行之手段並未逾
越必要之程度，可合理地認為上述規範乃係為確保法律職業服務之正當行為所
必須，儘管該規範具有妨礙市場競爭之效果，亦不違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5條
之規定。

239

Wouters案看似限縮了競爭法於專門職業的適用範圍，但部分歐盟學者認
240

為，應將該案視為是競爭法規範專門職業的但書例外，而非原則。 其充其量
只在於肯定EPI案中所提關於公會規則中具「義務本質」規定，對於執業對實
241

現社會目的之必要性。 而依判決內容來看，在主張Wouters案之例外時，仍應
242

通過以下幾項競爭檢視： (1)公會所為之與組織、執業資格、倫理規範、與監
督及責任相關措施，是否是實現措施目的所必要者，而得以確保消費者與特定
公共利益；(2)措施之相關限制競爭效果，係必然附隨於所追求的目的之中，而
為確保正當執業行為所必須者；(3)相關措施仍應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
238

Id, at 1679-80
Id, at 1689-90
240
WENDT, supra note 232, at 62.
241
事實上，禁止跨業合作的規定對實現律師功能是否有其必要性，仍有從學理上加以
探討之必要。禁止專門職業跨業合作執業的主要理由，乃在於保障專業人士執業之
獨立性，避免利益衝突、釐清責任歸屬、進而維持服務之品質。對於此類以確保
服務品質為出發點之理由，反對者認為，大型跨業之組織有更強的維護品質誘因，
也有更高的意願，投資於建立共同之市場商譽。另外，在跨業合作的組織內，個別
執業者因降低服務品質所可分得之額外利益較低，而無限連帶的責任規定，也會讓
合作者於事前慎選合作夥伴，事後積極監督各合夥人之執業行為，以避免因「道
德風險」而受有不利益。再者，跨業合作，具有明顯的規模與範疇經濟的效果，
除可降低消費者使用相關專業服務的成本外，也具有提高專業服務品質之功能。
TINNE HEREMANS,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THE EU INTERNAL MARKET:
QUALITY REGULATION AND SELF-REGULATION 57-58 (2012).
242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Report on Competition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
Paragraph 74 (2004), available at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
do?uri=COM:2004:0083:FIN:EN:PDF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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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Manuele Arduino case
義大利法律規定律師公會全國委員會每兩年須針對不同類型之律師服務設
置最高與最低之價格標準，並經司法部長詢問國務委員會、部際價格委員會後
243

批准，始得以生效。

此案之起因乃被告Mr Arduino因違反道路交通法規，而造成原告之損害，
故原告提起損害賠償訴訟，後下級法院判決被告應賠償原告之損害。原告之律
師即依據上述之收費標準收費，惟下級法院因未適用此一收費標準判決，而受
到最高法院廢棄。下級法院決定停止訴訟，而向歐洲法院聲請預先裁決，以判
斷該收費標準，有無違反歐洲競爭法之可能。

244

歐洲法院認為此一收費標準並未違反競爭法之規範，因為義大利政府並未
將其管制權力委由律師公會行使，故律師公會提出之收費標準仍須受制國務委
員會、部際價格委員會，並須取得部長之批准後，始得生效。故若律師公會所
提出之收費標準並未考量公共利益時，此一程序即得確保於收費標準訂定過程
中，除了事業或同業公會之利益外，亦考量到公共利益之維護。換言之，於義
大利法規立法程序下，律師公會僅是受到國內法規之要求而提出收費標準，僅
屬準備行為。再者，由於律師公會所提出之標準須受到司法部長之批准，始生
245

效力，故其價格標準本身對於市場並未具有限制競爭之效果， 應認為該收費
標準並非企業間之協議，而應屬義大利政府所發布之規定，故並不違反競爭法
246

之規定。

C. Mauri case
義大利法律規定，欲在國內提供律師法律服務之人，必須通過國家考試，
而國家考試委員會乃由五名成員所組成，並由司法部長任命，包含兩名法官、
兩名律師公會之成員及一名法學教授，其中兩名律師係透過地區與全國性之律
247

師公會共同提名，而由司法部長於其中選出委員會之主席及副主席。

於2001年12月原告參加國家考試，惟並未通過筆試，遂向國內法院提起訴
訟，主張國家考試委員會之組成對於律師職業市場參進之競爭並未有公正之評
243

Case C-35/99 Arduino. Judgment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of 19 February [2002]
I-1564
244
Id,at 1567-68
245
Case C35-99,Arduino, Opinion of July 10,2001,1546
246
Id, at 1573-74
247
Case C-250/03 Giorgio Emanuele Mauri v Ministero della Giustizia and Commissione per
gli esami di avvocato presso la Corte d’appello di Milano (Mauri) [2005] ECR I-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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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或相當之確保機制，涉有違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1、82條之虞。就理論上而
言，考試委員會中之兩位律師成員將使律師公會得以透過律師考試控制參進律
248

師服務市場之人數及品質，並藉以保護公會成員之利益。 國內法院決定停止
訴訟，並聲請歐洲法院預先裁決。
而歐洲法院認為司法部長對於考試委員會具有實質之權力，得以監視委員
會之行為，甚至干涉其決定，且縱使考試委員會之決定不當亦得透過訴訟要求
249

法院重行檢視， 故考試委員會將會於公共利益之維護下運行，而非僅追求律
師公會之利益，綜上述原因，歐洲法院認為考試委員會之構成成員對於律師考
試而言，並未影響律師執業或競爭之自由。
B. 會計師
250

I. Chamber of Hungarian Auditors case

匈牙利審計師公會訂有內部之倫理規範，其中包括設置最低收費標準及限
制會員廣告之規定，涉有違反國內競爭法之規定，而受到匈牙利競爭主管機關
之調查。
首先，就公會設置最低收費標準而言，限制會員以較低之價格提供顧客服
務，雖然直至競爭主管機關介入調查時，該公會仍未向會員發布此一最低收費
價格，且此一規範亦僅生效幾個禮拜而已，惟競爭主管機關仍認定公會此一
行為已違反競爭法之規範，換言之，儘管公會該最低收費價格未向所屬會員發
布，仍無礙於限制競爭之認定，因為其將剝奪小型或不知名之會員僅有之競爭
工具，即價格競爭，並形成參進障礙。
再者，就限制會員廣告而言，倫理規範即限制會員採行勸說式廣告、
比較廣告、禁止於廣告內提供價格資訊、稱讚自身服務之品質及迅速等
等，競爭主管機關認為該些廣告之限制將妨礙提供高品質服務之效率事業傳達
己身之資訊與潛在客戶，將不利於競爭之提升，並阻礙市場參進及購買服務之
可能性。
故匈牙利競爭主管機關認定匈牙利會計師公會倫理規範之上述部分違反
國內競爭法之規定，後雖提起上訴，法院仍支持競爭主管機關之決定，而駁
248

Id, at 1272-73
Id, at 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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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garian Competition Authority,Vj-148/1998/18, as cited in OECD, Competition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 130-131(1999); OECD,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in Auditing
and Related Professions,154-15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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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上訴。
251

II. Assirevi/Societ? di revision case

義大利競爭主管機關於2000年1月完成對國內審計師公會之反競爭調查，
認定審計師公會與其會員（即所謂之六大審計事務所），協議服務之價格和鐘
點費、不搶其他事務所已服務之客戶、協調投標程序等等，大幅限制義大利法
定之公司審計服務市場及自願審計服務市場之競爭，其中六大會計事務所更於
前述市場分別享有86%即74%之市占率。
而經查此協議實質上幾乎涵蓋所有審計事務所之競爭面向，直至1995年審
計師公會仍流傳一份根據客戶公司部門及規模所設置之年度基準審計費用及工
作時數之表格，甚至於事務所獲得新客戶之際，為保護其市場地位，更禁止他
事務所從事任何形式之競爭，導致招標程序於多數情形下流於形式，嚴重影響
公開投標結果。而協議中關於協調客戶取得之部分，將導致每一會計事務所長
時間穩固其市場地位。故競爭主管機關認為上述協議行為將構成聯合定價並產
生個別事務所無法私自與客戶協商所達成之契約條件，影響個別事業之投標與
定價策略，且亦無證據顯示義大利市場監管機構曾默許上述反競爭行為，故認
違反競爭法之規範而予以處分。
252

III. Ordine dei Commercialisti e Ordine dei Ragionieri case

義大利競爭主管機關以境內兩個主要會計公會協議服務之價格水平及架
構，並提交相同之服務收費標準予部長，更於尚未經部長批准生效前，建議會
員適用上述收費標準，涉違反競爭法之規範，而進行調查。
系爭公會於調查中即抗辯專門職業及其公會應不屬競爭法下所謂之事業，
且職業公會乃係行使公益之機構，縱屬事業之一種，亦應豁免於競爭法之外，
再者，公會所提出之收費標準須得部長之批准，始得生效，實質上並無任何自
主決定之權限，應認僅是單純依法所為，故公會對於上述反競爭協議應無須負
責。更主張該收費標準乃有助於價格之透明，使價格水平符合服務水準，無害
於市場競爭與消費者利益。
251

Italian Competition Authority, Case I-266 Assirevi/Societa di revisione, decision n.
7979, of 28 January 2000, published in Bulletin n. 4/00. as cited in OECD,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in Auditing and Related Professionsat 168(2009)；Italian Competition
Authority ,The Big Six have been found liable for concluding agreements on the
auditing markets(February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agcm.it/en/newsroom/pressreleases/1423-assirevisocieta-di-revisione.html(last visited on October 5,2012)
252
OECD, Competition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 140-141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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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競爭主管認為依據歐盟執委會及初審法院之見解，應認專門職業乃競爭
法事業之一種，縱公會具有公益之性質，於其行為將促使會員之經濟行為趨於
一致時，亦應受到競爭法之檢視。而就收費標準而言，公會所定之收費標準已
超出法律之要求，縱使部長享有最終之決定權限，惟公會就該收費標準早已運
行一段時間，並已指示會員適用，由此觀之，公會於收費標準之制定上仍享有
相當之自主、獨立，且該協議之目的乃在於設置會員統一適用之收費標準，顯
有限制競爭之性質。故認上述行為違反競爭法之規範，而予以處分。
IV.第2006/43號指令
雖然歐盟關於會計師與競爭法關係案例多集中在內國法院，但有鑑於恩
隆案（Enron）突顯了確保審計品質的重要性，也針對法定審計業務市場進
行大規模的改革。其中，最明顯的成果乃2006年的「關於法定審計指令」
253

（Directive on Statutory Audits）。 指令的目標在於強化與整合各會員國之
審計功能，並提高服務品質。較值注意者，乃依指令第32條之規定，各會員
國應設立一獨立之公部門監督單位，主要由具專業知識之非執業人士（nonpractitioners）組成，取代過去的自律監督，職掌下列事項：(1)法定審計人員
及事務所之執業許可與登記；(2)制定專業倫理、審計事務所與審計服務之內
部品質控管標準；及(3)在職教育、確保品質及調查與懲戒制度。（第32條第
3項）。此一公部門監督單位享有調查及採行必要措施的權利，監督程序應透
明，並應出版年度工作計劃及報告。會員國並應確保該監督單位有足夠穩定預
算，不受法定審計人員或審計事務所之不當影響。
C. 建築師
I. Conte case
義大利法律對於建築師之專業服務設有最低之收費標準，並規定其中部份
建築師服務交由建築師於個案中自行決定價格。而建築師於國內亦被要求若欲
提供建築師服務，即必須加入建築師公會，而公會內之全國委員會除了建立建
築師執業行為道德規範外，亦就公會會員之執業爭議或服務費用之清償單方面
提供意見。

254

原告於提供建築師服務於被告後，即依據上述法規收取費用，惟被告拒絕
支付，認為此一法規違反競爭法之規範，且建築師公會就系爭建築師服務收費
253
254

Directive 2006/43/EC, OJ L 157/87.
Case C-221/99 Conte [2001] ECR, I-93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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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見應屬同業公會之決定，違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5條之規定。 國內法院
決定停止訴訟，而向歐洲法院聲請預先裁決。
歐洲法院認為該義大利法規並未限制競爭，且建築師公會之意見並不具有
拘束力，故不違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5條之規定。
II. Belgian architects case
比利時建築師公會於1967年設置最低參考收費標準（Ethical Standard No
2），其後歷經多次修改，於2002年將修訂版發布於公會之網站上，適用於所
256

有獨立執業之會員，要求以工作完成價值之一定百分比為計價基礎。 因涉有
妨礙市場競爭之虞，而受到執委會之檢視，後執委會以該收費標準具有協調公
會內會員訂價行為之目的，而認違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1條之規定。
建築師公會抗辯該收費標準應比照Arduino case之原則，而認該標準僅係
準備行為，不違反競爭法之規範，惟執委會認為本案情形不同於Arduino 案。
本案收費標準，縱缺乏國家之批准，建築師公會仍持續發佈、流傳、更新，且
國內法規亦未要求建築師公會制訂此收費標準，故該標準應旨在控制公會內成
員之行為，而不應將其視為一準備行為。

257

而建築師公會亦抗辯該收費標準僅為建議性質，並未具有強制力，故並不
構成第81條同業公會之決定，惟執委會主張縱使為建議性質之收費標準，亦不
當然排除競爭法之適用，根據以往之判例，只要該建議反映出同業公會欲協調
公會成員依照其建議而行為之決心，即可能違反81條之規定，而觀該收費標準
之名有誤導建築師之虞，於建築師違反該標準時亦可能受到公會之處罰，且經
查公會所發布之建築師與顧客間之標準契約，亦陳明雙方同意依照該收費標準
258

計價，綜上觀之，認仍應受到第81條規範之檢視。

後公會亦抗辯該收費標準具有確保建築師履行一定之職業責任，保障服務
品質、作為職業行為品質之指標等等效益，應比照Wouters之原則，縱職業公
會之決定具有反競爭之效果，倘該決定對於職業之適當行為為必要時，即不違
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1條之規定。惟執委會認為該標準並非達到上述目標之必
要手段，就效果而言，該收費標準不但無法防止不肖建築師提供低品質之服
255

Id, at 9376-77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4 June 2004 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under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at 6
257
Id, at 10-11
258
Id, at p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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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反倒保護無效率建築師之最低收費，使其存續市場，妨礙建築師從事更具
效率之競爭手段，如減低價格、提升品質、創新等，嚴重影響市場競爭，故應
259

不得適用Wouters之原則。而認其違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1條之規定。

陸、研究發現對我國執法與政策制定之啟示與建議-代結論
縱使在採行自由經濟制度的國家中，所謂的「管制產業」仍普遍存在。對
於這類型產業，國家透過各類直接或間接干預手段，對市場競爭進行程度不一
的人為調控，其背後的目的簡單而言，乃在實現國家認為重要但卻無法期待
在強調「自由放任」哲學之市場機制下，所可以實現的政策。從經濟的觀點而
言，此即是學理上「市場失靈」的例外。從競爭法的觀點而論，事業擬依此例
外主張不受競爭法約束時，競爭法主管機關所應檢視者，除了在法形式上是否
有法律授權，而有「特別法」優先「普通法」原則適用可能外，更重要的是，
依法主張例外的行為，是否已超所擬解決之市場失靈，而出現管制措施限制競
爭成本，已高於管制利益。此也是我國公平法第46條條文中「…在不牴觸公平
交易法立法意旨…」之真締。雖然管制產業類型多樣，難以建構統一之例外判
斷具體操作原則；但從本計劃以上各章之初步研究結論，仍可歸納出較一般性
之例外判斷原則，以及針對電信、金融、及專門職業市場與公平法關係之具體
政策啟示與建議。

一、管制型產業排除公平法適用之基本判斷原則
從本文之研究發現，至少可歸納出以下幾點基本原則，可供公平會於未
來進行個案審議或跨部會競爭倡議時，作為判斷是否得排除公平法適用之基
本原則。
1. 確立公平法第46條規定的適用問題，本質上是「競爭」與「競爭法」問題
涉及管制產業法規與管制措施是否「不牴觸公平交易法立法意旨」，則判
斷上即應以措施對市場競爭影響的程度的大小與必要性為其依據。會強調此一
問題，乃實務上管制產業於主張其得排除公平法適用理由中，絕大多數均集
中在產業「特殊性」的論述，即在充分描述涉案產業有如何不同於一般產業之
處後，即直接形成「競爭」並非於該特定產業中所應被保護之法益。但誠如先
259

Id, at p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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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關於美國法對專門職業市場規範經驗說明所示，於「競爭法」中探討「管
制」與「競爭」潛在衝突議題，「競爭」不是一個應該被檢驗有無存在必要的
價值，在公平法立法實施之時，該項價值已被確立了。任何以產業特殊性而擬
排除措施受競爭法規範之理由，均應被轉化成對競爭有意義之評估指標，且
只有在依這些指標評估管制措施後，得出其對市場具有正的淨競爭影響（net
competitive impacts）效果時，才有排除競爭法適用的可能。換言之，公平會不
應單以受管制產業事業或其主管機關所提出產業特色抗辯，以及是否有法規授
權，判斷是否符合第46條的例外規定，而是應評估管制事業或主管機關所採行
之管制措施，在解決諸如「外部性」、「訊息不對等」、「參進障礙」等問題
上，具有何種不可或缺的功能。公平會在依公平法第9條規定進行跨部會協商
時，其協商內容重點，也應置於主管機關從其專業的角度，對於公平會就管制
措施之「競爭」評估，有無補充或不同角度的思考，而非單純只在收集產業資
訊。如此，才能讓部會間的協商言之有物且切中議題，否則，極易讓協商過程
成為一種「各言爾志」之官方形式互動。
對於上述看法，可預見的必會引來公平會過於強調本身主管法規之優位性
和「本位主義」，甚至於競爭法「帝國主義」（imperialsm）之批評。畢竟，
競爭政策只是國家總體政策的一環，不應有必然優先於其他管制政策及法規之
先入為主的立場。對此，本計劃提出二點回應意見：
其一、作為一個依循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公平法本身即在彰顯市場經
濟之核心價值-「自由化」與「競爭」，在政府制定與落實涉及利用市場進行
財貨分配之「經濟」或「非經濟」管制措施過程中，應扮演著類似「路標」
（guidepost）的角色，指引政策決定者選擇實現生產與資源配置效率的一項最
適途徑。另外，當政策決定者認為「另闢蹊徑」一樣可達「殊途同歸」之效
時，競爭「路標」則提供政策制定者一項用以判定偏離最適途徑必要性與代價
之標準。從此一角度來看，將公平法定位為類似「經濟憲法」的地位，要求相
關管制政策法規，非在符合「法律保留」及「比例原則」要求下，不得悖離公
平法在自由競爭精神下所建構之基本原則，並非那麼的不合理與難以想像。
其二、即使認為公平會作為國家機關之一員，有必要與義務關注與重視
管制產業主管機關對「競爭」之不同意見，但這也不等同於當競爭主管機關
從「競爭」的觀點，否定管制產業排除競爭法適用之主張時，即屬「本位主
義」。對公平會而言，「競爭政策」本即是其最優先應考量之政策，如同「金
融」或「通信」政策，對於金管會或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而言，也是其等所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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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優先考量之政策相同。此乃國家於行政組織中分設各專業部會，透過彼此對
不同國家政策議題之專業「比較利益」，以實現行政分工的效能。至於當管制
政策與措施，不符合效能競爭之要求時，國家當然得以立法或基於行政指揮命
令，排除競爭政策而選擇支持管制政策措施。但此應是國家主政者，依其政治
上之權力，同時承擔後續政治責任之前提下所為之政策選擇。此一決定權，不
宜也不應下放至具獨立機關地位之公平會，要求其需兼容並蓄地考量非競爭之
政策議題，事實上，這往往也超出了公平會本身之專業範圍之外。
2 排除適用判斷基本原則(一)：確定市場失靈之類型
承上論點，未來公平會於處理涉及第46條排除適用案件時，首應確定所涉
及之市場失靈類型為何。本計劃第二章所整理之四種主要之類型，應可作為思
考的起點。以本案研究的三大主要產業為例，金融業主要之市場失靈問題，乃
「外部性」及「資訊不對等」；電信產業則主要是肇因於產業規模經濟要求所
生之「少數問題」；專門職業市場則明顯的是因為「資訊不對等」問題，而使
市場機制難以有效發揮。而誠如計劃第二章所提及者，在此判斷階段，可能會
出現以下二項學理上的問題，有待公平會表明其執法依據與立場。
首先，管制法規通常均在於解決數個市場失靈問題，並滿足不同的立法目
的要求，不應僅將其中之一項失靈問題及立法目的作為優先執法的標準。但此
一質疑乃建立在法律應同時實現所有立法目的之靜態觀察上，事實上，單一
法規內部立法目的間存有潛在的衝突關係並不罕見，執法者也往往必須對相關
立法目的及所對應的規範議題，依當時法律運作環境作動態性的調整，並設定
考量與執法之優先順序。除計劃第二章所提及關於智財法的例子外，公平法中
規範「掠奪性訂價」的行為，也涉及到短期保障「消費者」享有低價利益之權
利，以及避免因掠奪行為讓具市場力量者之價格掠奪者，得以在未來進行不當
獨占訂價，進而確保市場公平交易秩序之長期執法考量。故不論處分掠奪性訂
價行為與否，其執法結論必涉及到對公平法長短期法益及立法目的之優先性取
捨判斷。
此外，即使管制法規擬同時解決數種市場失靈問題，一項常為人所忽略的
議題，乃不同市場失靈類型間之內在連動消長關係，以及此一現象對確定失靈
類型及優先順序的啟示。舉例言之，學理上認為金融與專門職業市場普遍存
在有「訊息不對等」及「外部性」問題。若將二者分別處理，則特定涉案之管
制行為（例如禁止或限制促銷廣告），可能就某一類型失靈類型（外部性）而
言，屬合理之管制措施，但對另一類型之失靈問題（訊息不對等），則屬過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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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合理。但從實質面來看，「外部性」問題的出現，很可能起因於交易雙方
就交易內容存在有相當之資訊落差。故若優先處理「訊息不對等」問題，讓交
易當事人得以在更完整的資訊環境下，充分評估交易對其之成效，並透過價格
機制將潛在之外部成本內部化於有進行外部化行為之一方當事人，「外部性」
問題也可同時受到妥適的控管。
3. 排除適用判斷基本原則(二)：管制措施解決對應市場失靈類型之競爭效果評估
市場失靈問題類型確定後，公平會應有較具體明確的依據得以評估相關管
制措施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計劃第二章所建構之競爭法與管制法規間「替
代性」與「互補性」架構，應可協助主管機關進行「比例原則」之檢視。因
此，管制初衷如果在於解決「資訊不對等」問題，則公平會應從管制結果是否
讓產業中之資訊更加充分的方向著手研析。若競爭有利於讓資訊弱勢的一方更
了解交易的內容，則產業主管機關或公會有義務說明，放任資訊競爭，無可避
免地將讓市場充斥著不實資訊，而須以全面禁止該類競爭行為，才有可能解決
此一失靈問題。若係「外部性」問題，則應檢視該類外部性是否有必要被內部
化。蓋於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與「外部性」共處，特別是當內部化的成本高
於其利益時。而即使有內部化之必要，管制措施通常需要管制機關有足夠的管
制資訊，方能避免過度管制或管制不足的問題； 相對的，競爭法運用「合理原
則」，建立允許私契約限制約款的作法，有可能是得以以較低成本實現相同管
制目標的作法。
至於在解決「少數問題」部分，由於該失靈問題起因於規模經濟要求或
「網路效應」等產業與產品交易特性有關，故管制措施若係出自於避免或打破
此類導致市場交易人數不足之結構性因素者，其管制之目標乃在促進市場競
爭，與公平法的目標一致，也較無適用第46條之可能。例如，若特定之電信管
制措施，其目的在促進技術與規格競爭，降低提供服務與市場參進成本，進而
降低或排除市場中只能容納少數幾家廠商的問題，則這類型的管制措施，應較
無與公平法立法意旨相違之可能。
針對「少數問題」另一類型之管制手段，則是在接受出現此一問題之市場
與產業特色下，對市場中少數競爭者進行「行為」面之管制，例如價格、產出
數量、交易對象與交易條件等。 此類管制措施與公平法立法意旨產生牴觸的
情形也相對較高。公平會首先應評估這類手段，是否真能解決「少數問題」，
以及競爭法作為一項替代規範手段之可能性與成本高低比較。例如，「開放接
續」固然可讓潛在參進者有機會參與市場競爭，對既存廠商產生競爭壓力，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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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其濫用市場力而傷害消費者利益。但此一措施另一項潛在成本，在於若使用
既有開放設施之成本，遠低於在該設施基礎下研發競爭產品之成本時，則設施
之使用者，可能會因為開放接續，而有更強烈使用既存廠商設施的誘因，讓既
存廠商之市場力量更牢不可破，「網路效應」更加明顯。同理，在最高價格管
制部分，若該決定價格無法充分反映業者提供產品或服務之成本時，則價格上
限反而可能出現排除潛在新進業者加入競爭之可能。

二、通訊傳播市場管制措施與排除公平法適用之執法與政策建議
1. 公平法第46條與電信與有線電視領域法規之競合
由於我國的競爭與產業管制的主管機關與管理法規均屬分立狀態，其管制
方式和規範與美國頗為相近，在面臨通訊傳播管制法律上之爭議事件是否仍有
一般競爭法之適用的問題上，參考美國法制可知，其在1996年電信法第601(b)
(1)之「反托拉斯保留條款」 規定，在通訊法的管制架構下並未修改、限縮或
取代反托拉斯法之適用性，易言之，是否違反通訊法或反托拉斯法，尚需個別
獨立進行判斷。美國聯邦最高法院Scalia大法官於Trinko案 指出，當管制機制
存在時，執行反托拉斯對於競爭的額外助益相當有限，因此並無必要在接受反
托拉斯法的額外審查；相對的，當特定產業的管制機制中並未提供類似反托拉
斯法功能時，執行反托拉斯法對於競爭的助益就較為顯著，因此有必要接受反
托拉斯法的審查。從我國公平交易法第46條之規範，亦可得出與美國類似之管
制法與競爭法雙元管制之結論。此外，對於公平法第46條之適用，應依照所面
對之產業或市場競爭、管制法規的狀況，決定公平會介入之程度與方式。
倘若產業特別法律已明顯植入競爭導向之新經濟政策，例如強調市場秩序
之維護、促進市場競爭程度，則該專業領域之法規已經適當反映公平法所追求
的政策目標，在具體審查時則可採取較低度的審查，即僅就其實際執行加以監
督 。若產業特別管制法律有排除公平法適用的明文，則視立法過程中對於公平
會進行深入諮詢，或就法規之執行已與公平會就競爭政策問題充分協商，乃至
於達成通案的協議，則公平會為具體審查時，亦只需採取低密度審查即足 。倘
若其他法律之規定有牴觸公平法精神時，公平會也未必然需直接介入處分，而
可循公平法第9條第2項之規定，轉由產業主管機關廢止其授益處分即可。
（一）結合事項：
承前所述，關於通訊傳播產業相互結合之事項，本研究認為可參考前述美
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司法部（DOJ）與貿易委員會（FTC）三者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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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的互動經驗，為公平會介入管制或與管制主管機關之互動，提供他山之石
之借鏡。
以電信業結合為例，FCC藉由多次聽證會與結合案之審查，進行體制內改
革，從而與DOJ逐漸產生默契，對於包括市場結構、市場競爭、綜合效率等分
析，兩機關會避免重複審查，並且避免對結合申請事業課予不一致的附款 。
之後兩部門主管機關除協同進行反競爭分析外，對於結合案之審查結果也相
互尊重或支持。而DOJ與FTC在權限上的高度重疊，使兩機關花費了相當的經
歷在協調合作上，並共同公佈「1992年水平結合處理原則」（1992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業已成為各國競爭機關重要之參考文件。
（二）行為管制：
在市場競爭行為層面，既有的公平法與電信法、廣電法的規範存有許多
落差，也因此例如歐盟在2000年制定新的電子通訊管制架構 時，將競爭法的
原則落實在電子通訊管制架構指令（Framework Directive）中，將「市場主導
者」、「不當競爭行為」、「維護、促進市場競爭」等概念修訂於新指令中，
歐盟執委會於執法時，便無須考量競爭法的規範。這也代表最根本的協調方
式，是在法規層面即先行整備。就在我國來說，公平會不應僅僅作為被動的角
色，而應主動參與各項通傳法規的修訂工作，始為上策。
在目前實務行為管制上，由於既有的公平法與電信法、廣電法的規範寬嚴
不一，在法規層面的協調性尚未實現之前，本文認為NCC與公平會之互動，應
分由三個層次討論：
(1)電信法、廣電法規所未規範。
此部份由公平會依法介入，為當然之管制機關。
(2)電信法、廣電法規與公平法競合，競合部份之電信法、廣電法規為高
度管制。
由美國與我國歷年執法經驗可知，偏重於經濟分析之公平法較無兼顧
產業特別法規的政策目的需求，NCC對於電信或廣電產業所負文化多
元性、普及服務、內容多樣性等通訊傳播之管理、輔導、資源分配等
高度專業，其他機關無可取代；然而NCC為求內容多元化之政策目的
亦可能過度追求媒體去集中化 ，可能忽略產業規模與經營效率，此
時由NCC作為第一線管制機關，透過聽證程序與公平會合作執法，可
能是比較週延的作法。
(3)電信法、廣電法規與公平法競合，競合部份之電信法、廣電法規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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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管制。
低度管制方面，例如不公平競爭之行為或欺罔詐欺之行為，在我國向
來由公平會管制，由於公平會執法經驗豐富且爭議較小，即使在美國
對於不公平競爭、不實廣告、欺罔行為等，幾乎未見FCC有任何管制
舉措，此時宜由公平會作為主要管制機關，NCC則居於輔助地位。
（三）數位匯流下各種市場力概念之協調
公平法在獨占或聯合行為之處理上，法律明文以「特定市場」、「市場佔
有率」為核心，然而電信法對於「第一類電信事業」時常有不對稱管制的規
範，其中有關於「市場主導者」或「市場優勢」之概念又不若公平法之規範來
得明確，同時在電信法明確區分第一類電信事業與第二類電信事業之情形下，
有許多規範經常有「事業」與「業務」混淆的情況存在，使得管制對象與範圍
有時難以「執照類別」加以區分，例如行動通訊市場將隨未來更多頻譜釋出、
更多新電信技術進入市場，使市場呈現更加複雜之情形，然而，電信法及其子
法對於各類電信業務的管制上仍顯僵化，甚至遇到通訊與傳播跨業經營的情
形，例如IPTV，由於法律上欠缺較上位的概念統合下（例如倡議已久的數位匯
流概念，但目前仍未見具體的匯流立法），其管制作為就顯得左支右絀。
也因此，公平會與NCC其實均須對市場狀況能有效掌握，並個別或共同
針對通訊傳播產業定期進行產業調查，並公告其調查結果，特別在未來市場
界定以及市場範圍上，公平會與NCC之間將可能出現許多意見不一致的情
形，對此公平會應預先進行調查，無論是未來執法或針對修法議題，公平會
都能有適當的依據以提出相關意見。例如美國FTC曾於2007年針對寬頻服務
產業發布一項報告，從歷史與技術背景、再到法律法規的發展，並針對當時
的網路中立性（network neutrality）爭議等等，進行鉅細靡遺的產業調查與
分析，並且欲透過反托拉斯法與司法判決的探索，尋找競爭機關介入或主導
寬頻服務的可能性。
（四）小結：協調執法為必然之趨勢
綜合前述分析，公平會與NCC即便在公平法與電信、傳播法規均互有規範
下，也不宜過度解讀法律規範而將兩機關之執法清楚切割，而宜加強兩機關之
合作協調關係。例如公平會與NCC曾於2010年針對廣電事業結合申報、衛星廣
播電視節目上、下架爭議，以及節目不實廣告等事項，進行過行政協調，其中
對於第（二）點關於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上、下架爭議案件，於第3點明定「具
有市場優勢地位之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上、下架爭議案件，公平會與通傳會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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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分別逕依職權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然而，對於「具市場優勢地位」的
規範，公平會與NCC及其各管法規有其各自之解釋，公平會於「對四C事業跨
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中則有說明市場界定以及市場佔有率之計算，但這些
原則並無法約束NCC對於其「市場主導者」的解釋 ，或者其規範說明與電信
法或廣電法之規範本質上即存有落差。
因此，就短期而言，宜參酌類似美國DOJ/FTC之協調方式，於事前針對水
平管制事項進行溝通合作，並共同公佈相關指導／處理原則（Guidelines），
以盡可能追求一次性管制為目標，降低人民承擔多重管制之行政成本。就長期
而言，宜將產業管制機關之權責逐漸限縮於無可避免的經濟管制事項，如電信
領域之普及服務、資費管制、消費者保護、技術相容性等領域；由競爭法主管
機關負責主導競爭事務，如聯合行為、結合、不公平競爭行為管制等。
2. 建議
（一）經濟管制與競爭事務之協調原則
由產業主管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雙元管制的角度而言，通傳產業主管機
關依法負有部份無可避免之經濟管制事項，例如普及服務、零售資費管制、
技術相容性等部份，但這些事務也同時牽涉到聯合行為、價格共同、交叉補
貼等。這些事項有屬於通傳特別政策目的，故即使超越公平法之原則，競爭
機關也須豁免之；但上述政策目的可能隨時間、技術、產業環境而變化，並
非一成不變。
就我國而言，NCC在檢討通傳相關政策時，特別是可能與市場競爭有關之
議題者，亦應同時諮詢公平會之意見，針對現行法規是否仍有助於政策目的之
達成進行檢討，避免因容忍過度干擾市場之政策手段，卻對政策目的之達成毫
無助益的情況反覆發生。例如NCC經常以保護消費者權益為由介入電信資費之
制定，卻使業者在陳報資費方案時無法正確反映成本，或透過價格管制手段壓
低既有業者之零售價格資費，在市場上對新進業者造成價格擠壓結果，反而更
不利市場競爭。凡此，公平會依職權並無介入之空間，但對市場造成不利影響
且於政策目的並無產生助益時，公平會應有表達意見之舉。
（二）事前進行市場調查與市場界定
美國DOJ與FTC雖然共同發布水平結合處理原則，但與職權差異較大之
FCC卻仍尚未有類似的合作，如此將產生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即不同機關對
於「市場」之觀點可能不同，並且沒有一套共通的基準可以加以闡述市場如何
界定，因此兩機關在各自審查過程中就必須重複進行市場範圍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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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述美國DOJ與FTC之合作模式外，歐盟在電子通訊管制架構指令中規
定，各會員國管制機關必須依照競爭法之標準，在實施各種管制措施之前，必
須進行市場界定分析。歐盟執委會為了對各國管制機關進行引導，也協調降低
各國主管機關執法上的差異，執委會依據競爭法原則提出建議書，以界定相關
產品及服務市場，並提出顯著市場力量之指導原則 。各國主管機關對於歐盟執
委會所定義之產品或服務市場之建議以及指導原則，於個案程序中應儘可能參
考，並依據國內相關市場情況加以處理。這樣的作法大幅降低各國處理個案所
需進行市場界定之行政成本，而歐盟執委會也定期重新諮詢並檢視相關市場的
競爭狀態，藉以決定是否維持事前管制之建議。
由美國DOJ與FTC所發布之水平結合處理與歐盟執委會針對相關市場界定
所公佈之建議，「市場界定」是所有競爭法適用的基礎，尤其就歐盟通訊傳播
法制而言，其已大量導入競爭法原則，對於市場行為之處理已和競爭法價值相
似，更有協調一致之需求。在我國通訊與傳播兩大領域匯流之際，市場界定必
然成為未來最重要的基礎，實際上在早先的「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中，即已
顯示出強烈的市場導向趨勢，因此公平會與NCC首要的合作重心即在於「市場
狀況之調查與界定」。
由近來許多通訊傳播產業之爭議可知，政府機關無論是公平會或NCC，對
於「整體市場」的概念仍是非常模糊。公平會雖自2002年公佈「4C事業跨業經
營行為之規範說明」，但其中對於市場界定及管制仍僅流於原則性之說明，必
須等待個案發生後再行市場調查與界定，由於行政作業流程費時冗長，若又牽
涉到必須獲得NCC的許可，更是得經年累月才能作出行政處分。更何況，所謂
的「4C產業」已不足以涵蓋數位匯流下各式媒介跨平臺提供服務的市場定義，
更多的網絡型產業（包括運輸、電力等公用事業）與通訊傳播的技術相結合，
不僅是跨產業，同時也牽涉到更多不同的產業主管機關，因此公平會與NCC合
作，預先以及定期進行市場調查與市場範圍界定，提前且充分掌握市場狀態，
已是十分急迫之需求。
（三）結合管制原則之建立，避免重複管制
除上述市場界定以外，公平會與NCC宜於事前進行協調，建立兩會處理結
合管制之原則，例如由公平會專責經濟規模、市場影響之分析，而NCC在公平
會之後，便不再針對經濟面之評估有所著墨，也無需再以經濟面之理由附加行
政附款，主要專注在通傳法規所宣示之政策目的上。NCC與公平會得定期交
換意見，釐清個別職權與執法之依據，避免實質上同樣之因素被不當地重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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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徒增未來判斷歧異之困擾。

三、金融市場管制措施排除公平法適用之執法與政策建議
由歷史演變觀之，歐體對於受管制的金融產業，已多偏向於反托拉斯法可
無虞適用。由German banks cartel（2006）及Lombard Club（2002）兩案中競爭
機關執行官Mario Monti之說法，似乎已對往後競爭法適用於金融產業之途徑起
了定調。他說：「銀行可以自由訂定貨幣兌換或其他服務業務之收費水準，但
不能夠共同議定該收費水準，這行為是極為嚴重抵觸競爭法規而該給予嚴厲處
罰的。」；「此案跨多個機構之卡特爾，其銀行服務業務項目與地理範圍之廣
泛全面性，為執委會不曾所見之令人訝異程度。銀行業必須毫無懷疑的確知其
之受限於歐體競爭法一如其他產業，事實上，考慮及銀行產業對於消費者、商
企業及經濟體中資源之效率分配的重要性，則維持銀行產業之競爭就變得異常
關鍵。」如此一來，僅管金融產業受管制於各相關法規，但其適用競爭法規則
與一般產業並無差異。這一趨勢也並未引起管制機關基於兩法衝突的太多論辯
與反抗。
這是因為歐洲法治體系的不同所致。歐洲共同體條約在歐體功能運作上具
有特許權力，其中關於競爭法的101條與102條自然就具有優先適用與直接效
力。就國家法律而言，歐洲法院的高度限制了各國管制法規的反抗。
而美國的發展，則尚處於變動階段，上下級法院見解也往往不一致。一派
主張，各金融相關法規之訂定，自當已是考慮該產業不宜過度競爭的特性而予
以規制，因此，管制法規自然隱含排除競爭法之適用；而另有一派則認為競爭
法是否適用，端視其與管制法是否產生抵觸為依據。前者例如Silver（1963）
的上訴巡迴法官，認為證券交易法賦予委員會對於會員於證券櫃檯買賣的所有
權力，因此，交易中心取消私人電話連線是在這權力的一般範圍之內，此等行
為當然就免於Sherman法之管轄；而後者則如Silever（1963）的地區法官之見
解，「只有當反托拉斯法明顯與管制法相抵觸（plain repugnancy）時，管制法
才隱含著反托拉斯法的排除」，這一概念持續被沿用而至Credit Suisse（2007）
一案時更為清晰。Credit Suisse（2007）之最高法院法官認定證券交易法支配反
托拉斯法，同時提出確認證券交易法與反托拉斯法不相容(Incompatible)的四個
判斷因素：(1)是否該特定市場確實是證券交易法管制的項目內？(2)是否具有
證券交易委員會法定權力來管制這一行為？(3)該行為是否已經在積極而持續的
主管機關管制之下？(4)是否反托拉斯法與管制法之間存在著嚴重的衝突、或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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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衝突？亦即，管制產業行為若適用公平法，則是否將干擾該產業管制法
令所欲達成的目的？若否，則適用之。這四個判斷因素最早明確的被應用於隨
後的Electronic Trading Group（2009）訟案，尤其第(4)點時常是決定性力量。
Electronic Trading Group LLC（2009）是一家「賣空（short sales）證券」
的公司，它提出訴訟指控一些供給賣空交易的金融仲介機構，共謀對一些較難
借得（hard-to-borrow）的特定證券設定最低融券價格（高於其他證券之融券價
格），違反Sherman法。被訴者認為在證券法下，反托拉斯法（Sherman法）是
被排除適用的，而控訴者則認為，並不存在證券法與反托拉斯法之實質或潛在
衝突，因此適用反托拉斯法。地區法官支持被訴者的辯護而撤銷該控訴。
本案上訴到巡迴法院時，法官更全面的逐一應用Credit Suisse（2007）的
四個判斷因素，認為(1)賣空確實是證券交易法中所管制的行為，因而是證券管
制的中心項目；(2)雖然目前並無相關規定明示證券交易委員（SEC）會可以管
制融券費用，但SEC確實具有管制證券經紀商與其訂價的公權力；(3)僅管SEC
並未特別著重於融券價格之管制，但其對經紀商於賣空市場之一般性管制確實
持續存在；(4)由於券商被允許彼此溝通證券之價格其效益，若課責以反托拉斯
法，將會產生實質及潛在的衝突，因為反托拉斯法之適用將約制了SEC對經紀
商所允許之行為以及賣空市場之效率運作；同時，若SEC 基於職權而進行經紀
商之融券價格管制，則勢必產生與反托拉斯法之潛在衝突。因此，上訴法院依
舊支持地區法院之判決，反托拉斯法於此案中不適用。事實上，這一原則之運
用，只要能尋找出兩個法律間的可能衝突，則幾乎等於反托斯法將被排除，揆
諸許多案例，確實這一原則讓法院容易傾向於判決排除反托拉斯法，以避免其
中衝突。
在這一潮流中，只要是在管制法架構下的行為，則反托拉斯法是常常被
判排除的。不過晚近Dahl（2008）一案，卻是令人眼睛一亮，該案之判決
並不認為反托拉斯法與管制法（證券交易法）互不相容。這一案的提訟者包
含一家信託公司、退休基金及五個被購公司的股東，他們控訴Bain Capital
Partners等17家私人直接投資公司（private equity firms），共謀槓桿併購
（leveraged buyout, LBO）目標公司，刻意壓低購買價格（低於被購公司對
之公平價格），據統計自2003-2008年就涉及250億美元；其共謀方式幾乎是
全面性的，包括陪標、協議由誰投標、利益分配、補償未得標者等等。原
告認為此等行為當已違反Sherman法第4條及Clayton法第4及第16條。被告認
為，在Credit Suisse（2007）案中已說明，凡被質疑行為是為證券交易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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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下的行為，則不再適用反托斯法，故請法院撤銷該案。但法院認為依
Credit Suisse所揭示的第四點原則，他認為反托拉斯法與證券交易法並無不
容，故不贊同被訴者建請法院撤案的申訴。
為因應2008年次貸風暴造成的金融危機，國會通過Dodd-Frank Act
（2010），企圖在金融市場內降低風險、增加透明度、促進市場完善，因此賦
予管制機構更大權力並新增資料存檔、報告與執行方面的監理控制權力。若根
據Credit Suisse（2007）以降的傾向，則勢必反托拉斯法絕無見容於管制法之
餘地，然Dodd-Frank Act本身則又於第6條訂定了「一般反托拉斯保留條款」，
為往後金融市場適用反托拉斯法開了一扇法定大門，正如Verizon（2004）案於
電信產業一般。
我國則有異於歐美。我國法源清楚，雖不如歐制之其最高法律位階歐洲共
同體條約中的競爭法，但也非美規的以管制優先之判例決議。在金融產業之各
主要法律中，幾乎沒有排除公平法應用的明定，而只散見於處理危急公司的資
產讓與（合併），例如銀行法第62-4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19條、與保險法第
149條之7。
銀行法第62-4條規定「銀行或金融機構依前條第3款受讓營業及資產負債
時，適用下列規定︰……四、經主管機關認為有緊急處理之必要，且對金融市
場競爭無重大不利影響時，免依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向行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申請許可。」金融控股公司法第19條規定「金融控股公司有下列情形
之一，且金融控股公司或其銀行子公司、保險子公司或證券子公司發生財務或
業務狀況顯著惡化，不能支付其債務或調整後淨值為負數，經主管機關認為有
緊急處理之必要，對金融市場公平競爭無重大不利影響者，免依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1項規定向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申請許可：一、與前條第1項第1款或
第2款之公司為合併、概括讓與、概括承受者。二、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持有
其有表決權股份達三分之一以上者。三、由金融機構轉換設立者。」又保險法
第149條之7規定：「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保險業受讓依第149條之2第2項第2款
受接管保險業讓與之營業、資產或負債時，適用下列規定：……四、經主管機
關認為有緊急處理之必要，且對市場競爭無重大不利影響時，免依公平交易法
第11條第1項規定向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申報結合。」
相關產業法規幾乎沒有排除公平法適用之相關規定，而公平交易法卻有積
極應用公平法於相關管制產業的條文。公平交易法第46條明文說到：「事業關
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者，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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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本法立法意旨即第1條所揭示「為維護交易秩序與
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特制定本法。」亦即，
事業管制單位之管制法規若符合公平法第1條之立法意旨，則豁免應用公平
法，否則公平法依舊可以介入該管制產業。
這一邏輯恰與美國Credit Suisse（2007）所揭示的第(4)點判斷原則相反，
該原則認為「若反托拉斯法之應用抵觸產業管制法令時，則不應用之。」我國
公平法所揭示的則是「若管制產業之管制法令抵觸公平法立法要旨時，則公平
法可應用之。」前者以金融管制法為優先，反托拉斯法必須不干擾其法令目的
運行才可適用；後者則以公平法為優先，產業管制法令必須不違反公平法立法
要旨方可豁免於公平法。因此，我國公平法之適用於管制產業（如金融產業）
絕無疑義。
惟如第一節之論述，任由金融機構自由高度競爭而致利潤微薄，無力應付
任何風險出現的危機、更無餘力操作徵信而惡化訊息不對稱風險，適當管制確
實有其必須。因此，金融產業之公平法應用，必須兼顧市場特性所需之穩定措
施，而穩定措施乃管制機關之職權與專業，是故兩方單位共商議決，方能尋得
金融產業之最適管制與最適競爭，這正是本章第一節所極力陳述的觀點，此一
觀點也被展現於公平交易法第9條第2項，其謂「本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
職掌者，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亦即，公平會因管
制法令不能體現公平法立法意旨而欲介入時，必須以涉權相關主管部會合議共
商為之議決，程序較為繁複但卻能融合「管制機關」與「競爭機關」之見解，
確保「穩定」與「競爭」兼顧，正是達到第一節理論闡述之「最適管制」狀態
的模式。
更進一步比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之宗旨在於四項目標：「維持金
融穩定、落實金融改革、協助產業發展、加強消費者與投資人保護與金融教
育」，同一般產業管制目的相同，不外乎於保護消費者、穩定市場、促進經濟
繁榮；而公平法第1條立法旨意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
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兩者之間唯一不同者，在於公平法的「確保公
平競爭」，此一目標其實正是公平交易委員會的核心旨意，亦為管制產業之
主管機構之所無者。根據公平法第4條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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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凡金融機構之市場競爭行為，其公平與否並非管制機關之目的，公
平會當可介入審度或共商議決者。誠如本章第一節理論所示，管制單位對於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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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管制，基於維持市場穩定與發展，必然多致「公平競爭」或「促進競爭」
之壓抑而偏離公平交易法之立法旨意，公平會當即可依第46條介入，並依第9
條與管制單位協同商議。
準此而言，金融機構之併購，據「金融機購合併法」與「金融控股公司
法」是鼓勵其藉以創造競爭力，唯若「過當」合併（例如市占率過大）致壟斷
力過大，創新研發反而減弱，競爭力量可能反而下降。此時，公平法的介入正
足以提高廠商彼此間的競爭、激發創新與市場活絡，適時的協助管制法規所欲
達成的目的。事實上，金融機構之併購，因直接涉及市場競爭，因此金融控股
公司法第9條第2項即明白規定其適用公平法，其謂「主管機關對於金融控股公
司之設立構成公平交易法第6條之事業結合行為，應經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許可；其審查辦法，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會同主管機關訂定之。」
而保險產業上，契約一造的績效完全取決於不確定因素，因為被保險者具
有風險，最終具體結果不能確定。其中，某些保險，例如工業火險，理賠的變
異數非常之大，發生的機率雖小、但一旦發生所需理賠金額異常龐大，此時保
險業者之間就需要進行合作，計算出必要的準備金做為意外確實發生時的理賠
準備，確保營運上收入與支出均衡，而無破產風險；業者這些合作策略，相對
的對被保方也是必需的，因為一旦果真意外發生進行索賠時，保險業者才能有
能力賠償。這等特殊性當然並不適合業者間毫無限制競爭的壓低保費，則一旦
意外發生，必將導致一些保險業者破產而危害到被保方的權利。因此，公平法
就不能像對待一般產業般的無時無刻介入，而須與主管機關聯席共商，達成
「市場穩定」與「市場競爭」兼具的最適管制水準。例如前述「產物保險公會
商業火災保險自律規範之訂定（2004）」一案，公平會因保險保費分為危險保
費與附加保險費兩部分，前者依危險發生機率而訂，後者則為完成交易所需費
用可課責以經營效率有無，故針對後者分析而認定產險公會涉有聯合限制保費
標準、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條禁制規定之虞。

四、專門職業市場管制措施排除公平法適用之執法與政策建議
本文上述之分析，已對競爭法適用於專門職業市場之相關議題，從學理與
比較法的角度已有詳細的說明。本節以下謹歸納相關之初步研究結論對我國執
法與政策制定之幾點啟示。
1.「公益」作為排除公平法適用理由之問題
在前述關於我國律師與會計師涉嫌違反公平法的案件中，均可發現律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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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公會，以及訴願會或行政法院等，均以專門職業具有「公益性」作為公
平會不得介入處分的理由之一。但社會上各行各業均有其「公益」色彩，也許
只是「公益」影響程度有別。故於法政策上，若打算以此作為排除特定職業免
受國家法規約束之理由，則執法者及政策制定者需有能力妥當界定公益效果之
「質」與「量」需至何程度，始有主張豁免的正當性。但此顯非易事。專門職
業人士的執業內容，固與人民之財產身分權益、國家稅收、公共安全、或生命
健康有密切的關聯；但因教師之不當教學，而培養出能力不足的國家領導人，
或是因神職人員刻意扭曲宗教教義，而激化了教徒獻身恐佈攻擊活動之意願
時，其所影響之「公益」也不可謂不大。此時立法者或執法者是否該承認並進
一步區分公益影響較「直接與立即」，以及較「間接與未來」之具公益性職
業，並給予不同程度之法律豁免權力嗎？據此即不難理解，何以美國聯邦最高
法院會認為，主張專門職業非「商業」是一項「時代錯誤」的看法，而社會也
將因此而更趨「階層化」。
即使退一步言，形式化的承認專門職業因需通過國家考試，故可認定為是
具有和公益相關之職業，但此並不表示執業過程中，也必然不會涉及利用市場
進行提供服務的行為。此如同所謂的「非營利事業」並非因該事業不營利，而
係取決於其如何分配所得利益。從此一角度思索以「公益」作為豁免法規範理
由時，有一項政策上的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究。「非營利事業」能否以利潤非基
於事業內成員個人利益而分配，而主張該事業利用市場所為之營利行為，得因
此而豁免於法規範之外？同理，專門職業組織能否以其係出於確保公益實現之
目的提供專業服務為由，而主張其執業過程中涉及利用市場營利之相關行為，
也得以因此而全然不受競爭法規範? 若微軟公司鉅額的慈善捐款，不會讓可能
是捐款主要來源之作業系統搭瀏覽器軟體之「搭售」策略免受反托拉斯法之調
查，而是以租稅上的減免，或公司商譽的提升等方式來獲得回饋，則何以對
「公益」類型相對較為「無形」與「間接」之專門職業服務，卻可以「公益」
之名，主張全面性的競爭法豁免？
2. 以「資訊不對等」作為排除公平法適用理由之問題
持平而論，任何人均可理解專門職業的需求方與供給方存在有相當之資訊
落差。但如前所述，此與應以何種類型手段解決此問題是不同層次的思考。若
資訊不對等是所關切的議題，則設計相關解決機制的基本原則，應是讓需求方
得以取得更多能賴以決定交易對象之正確資訊，而非由專門職業團體與成員，
共同事先決定需求方所可取得之專業資訊範圍與種類。後者反映的是專門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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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估消費者選擇與判斷能力的一種「大父母」管制心態。誠如英國作家Samuel
Butler所言：“The public do not know enough to be experts, but know enough to
decide between them.”消費者或許無法充分理解專門職業技術面之具體服務內
容，但只要能讓他們掌握足以彰顯正確服務類型、品質、與價格之「一般性」
訊息，消費者仍可以正確地依自已之需求，選擇所需的專業服務。
再者，以保護消費者不受不實訊息所欺騙，以事先管制的方式，禁止廣告
或其他可提供消費者新型態服務類型之行為，是將專門職業需求方在訊息上的
落差程度一視同仁，而實際上消費者彼此間了解與掌握專業資訊的能力，可能
有相當大的差距。以法律為例，需要高度複雜專業訴訟之需求者，通常也是較
具判斷律師服務品質能力之客戶。故若以了解專業訊息能力最弱的需求方作為
管制措施的統一標準，並依此禁止相關訊息的散佈與提供，市場中專業能力較
強之需求者，其因選擇機會減少所生之福利效果損失，可能要遠大於管制為能
力最弱者所創造之保護利益。
3. 產業自律的問題
專門職業市場中的產業自律，固然可實現專業監督，與降低由國家進行管
制之規範成本，但此一優點建立在公會成員，必能從整體社會福利的角度，進
行相關自律監督機制的設計。但從本文的說明中可知，此可能是過度樂觀的期
待，公會成員基於彼此「私益」考量所為之自律規定，已是學理及各國普遍重
視的競爭法議題，此可以從歐盟以指令要求會員國，對於法定強制審計人員，
應由公部門且不具利害關係人員所組成之委員會來進行產業監督，以及美國法
要求國家對於授權自律之組織應有積極的監督，作為自律組織主張競爭法豁免
的前提，可察覺此一規範趨勢。
4. 法院於相關案件之判決理由過於形式與保守
不論是訴願會或行政法院，在關於律師與會計師的判決中，均過於強調形
式之法律原則要求。法院幾乎全然未觸及本計劃在前述章節中所介紹，關於如
何在競爭法下評估專門職組織自律規定競爭效果之分析架構； 相對的，判決中
均不斷的強調專門職業之「公益」色彩、公會因「授權」所生之準司法與立法
權限、專門職業有與一般事業不同之「技術性」、「公益性」、「理想性」、
「一身專屬不可替代性」、「高度自律性」，故「針對營利事業所設」之競爭
法不當然合用於專門職業。這裏面所提及之相關原則或特色，就競爭法評估公
會具限制競爭疑慮之規定而言，其相關性、必要性及適用範圍均需經實質的市
場競爭效果分析與檢討，方有可能求得具說服力之答案。先驗命題般的將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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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與特色，作為「不證自明」之法律前提與競爭法審查之不可逾越的外圍界
限，對釐清問題與定紛止息之助益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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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ulated industries are commonly observed even in a free economy. They are
usually the products of a belief in which the benefits from unfettered competition are
viewed as unachievable in certain industries characterized by market failures. And
unlike competition law, law or regulations for regulated industries are frequently
enacted to “replace” rather than “reviving” the function of the “invisible hand.”
The means the regulatory agencies adopt to correct market failures are in essence
more market-intrusive than competition law. Ranging from rate and quality control,
restrictions on the type of product or servic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to barriers for
market entry and exit, those laws typically are based on a pre-determined roadmap
for the way market imperfections should be addressed with the regulator also
having in mind a preset regulatory outcome. In practice, firms of regulated industry
recurrently challenge the jurisdictions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could exercise over
their activities in the regulated markets. They repeatedly assert that the existence of
regulatory legislations in general and non-competition provisions in those regulations
in specific offer justifications for their being exempted from antitrust liability. Failing
to construct a clear and consistent framework capable of delineating precisely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se two types of law could highly likely render government’s
well-intentioned legislative efforts to become a roadblock for welfare-enhancing
economic transactions.
We examine this issue in details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analysis, we review the market structure, the current status of regulation, and the
problems from regulations on competition law in three major regulated industries in
Taiwan: telecommunication and cable TV, financial and insurance, and professional
industries. In addition to theoretical analysis, we will also introduce the experienc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Union, and have them compared with our own.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offer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more concrete
criteria in dealing with justifications proposed by regulated industries facing
competition investigations. Also, we believe that suggestions made in this project
could aid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to engage in more constructive dialogue
with regulatory agencies concerning competition issues from their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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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incidentally, that will also be beneficial for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their “competition advocacy” campaign to regulated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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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評論人：劉華美（台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
主席、三位教授，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參加研討會，首先要說抱歉，因為我
較晚收到報告，且報告也有ㄧ百多頁，因此我只能就我所瞭解的部分作與談，
本身我對歐盟法比較瞭解。歐盟電信市場早期也是獨占狀態，從1987年歐盟執
委會頒布綠皮書以來，就進行第一波的自由化，從1988年開始就有電信市場自
由化相關指令的頒布，包括衛星、有線、終端設備、行動通訊等等，這些自由
化所遵守的原則是客觀性、透明性與禁止歧視。後來的重要階段，就是2002年
的六項包裹指令，這包括綱要指令，就是歐盟電信法的ㄧ般規定，以及其他指
令，分別是許可指令、使用設施指令、普及服務指令、競爭指令以及資料保護
指令，構成歐盟電信法的特別規定，以上是歐盟電信法的主要架構。
歐盟電信立法有ㄧ個值得提到的特色，就是在立法時會納入電信科技的
考量。教授在報告中的資料只有討論到2002年，事實上在這之後還有新的發
展，2007年執委會就開始對電信法規進行一連串執行成效的檢討，並提出改革
方案，稱為改革包裹法案，改革的重點是在消費者權利的保護、網路使用的
安全性以及管制機關的獨立性，此部分在2009年12月頒布新的電信指令，是
2009/136/EG與2009/140/EG，依照這兩個指令，成員國必須在2011年5月之前將
之轉換為內國法。另外也新成立了歐盟電信的管制組織，簡稱為GEREK，並
在2010年生效，主要是在協調成員國電信主管機關互相間及與歐盟執委會之間
的關係，以上是歐盟電信市場最新的發展。
第二個問題是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問題，從公平交易法施行以來，這一
直是個重要的議題，譬如從1994年至1997年、2001年、2002年與2006年、2011年
等，公平會都有發表調和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相關研究報告，這部分在本論文
中也做了很多討論，包括電信事業、金融事業與職業公會，這裡補充一個立法趨
勢，最新的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中對此問題有所修正，現行法是規定：事業關於
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者，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
該其他法律之規定。新修正的版本，已經在行政院了，規定於第55條：事業關於
競爭之行為，優先適用本法之規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且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
者，不在此限。他們的差別在於，以後凡是事業競爭的行為，應優先適用公平交
易法，我認為這個立法趨勢值得納入報告當中，我就評論到這此，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