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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關於濫用獨占力規定之執法檢討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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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從學理出發，介紹競爭法規範獨占力濫用行為之審理原則。利用經濟分析方

法，本文建議，當不考慮執法錯誤成本時，「整體福利效果」（total welfare effect）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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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審理獨占力濫用行為之預設規則（default rule）。當執法錯誤成本列入考慮

後，則應依「錯誤制裁」（false conviction）和「錯誤縱放」（false acquittal）出現之機

率，以及二者之成本高低，調整對獨占高價所生之「超額利潤」損失，以及獨占行為之

「效率利得」之衡量權重，而適用較偏向「消費者福利」或「特定意圖」之審理原則。

至於衡量之因素，則應包括獨占力之來源類型，市場參進障礙與潛在競爭之強度等。本

文最後以建議之分析架構，對我國公平交易法之執法現況，與未來制定執法政策之啟示

作結。

壹、前言

公平交易法自通過實施以來至今已將近20年，這一段說來不算短的時間，公平會在

歷任委員及各處室同仁的努力下，不論在法制度的建立、法實體與程序規定的與時俱

進、以及強化個案分析論理內容的深度，期能與國際主要競爭法國家並駕齊驅等，均有

明顯的進步。特別是在今年（2012）成立了「經濟分析室」後，未來公平交易法運用更

客觀與科學執法方法，呈現公平交易法明顯跨領域執法特色，進而建立其在經濟法規中

獨特性的趨勢，相當值得期待。 

不過，若再進一步比較公平交易法內各實體規定，我們可以發現，公平交易法第10

條於濫用「獨占力」之規定，是其中發展較慢的部分。不但相關的處分案件很少，公平

會在過去20年來，對於「相關市場」、「市場力」的衡量、或行為是否構成「濫用」之

審理標準等重要議題，仍相當缺少較為一致的審理架構。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二項

原因。就經濟面而言，公平會尚無足夠之人、物力，得對市場進行競爭法相關經濟要件

之量化評估，使得在不少案件中，公平會認定獨占地位或濫用行為的理由，顯得過於主

觀與「直覺」。影響所及，即是公平會在執法資源有限，而無法就行為之市場影響有更

細緻的研析下，對於部分有競爭疑慮之案件，往往退而求其次，選擇以「不公平競爭」

規定，處理實質上可能是獨占力濫用案件。就法律面而言，由於濫用獨占力行為通常乃

具市場力事業之「單方行為」（unilateral practices），不像聯合行為，有較明確的反競爭

效果，單方行為在許多情況下，同時併存有潛在之反競爭效果，以及事業合法運用其市

場力以追求更大利潤之正當商業理由，難以清楚區分。反托拉斯法要從這二股相對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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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效果中，認定涉案行為之違法性，須先確立上位的審理原則為何。困難的是，這往

往不是一項可以實現「柏瑞圖最適」（Pareto optimal）的政策決定，主管機關如何在不

同的法益間，建立取捨優先或「預設」（default）的審理標準，對各國競爭主管機關而

言，均非易事。

本文擬從近來競爭法學理之發展，探討此一議題。第貳節先回顧公平會過去關於獨

占力濫用行為之案例，並歸納其中所呈現之競爭法議題。第參節從學理上歸納濫用獨

占力行為之上位審理原則，分析「消費者福利」（consumer welfare）、「整體利益」

（total welfare）、及其他審理原則間之差別與政策上啟示。第肆節從行為對市場效果之

「功能面」分析，而不以傳統之形式區分，思考如何建立對獨占力濫用行為之一般審理

原則。第伍節以本文之初步結論對我國公平交易法之執法與政策啟示作結。

貳、公平交易法濫用市場力量行為案例之回顧

如前所述，公平會成立近20年來，對於典型的獨占力濫用行為案例很少。而案件中

對於關鍵的「相關市場」與「市場力量」的界定問題，也無較一致性的分析架構。另

外，也有部分的案例，從相關事實來看，似不排除應有第10條適用的可能，但公平會卻

依第19條等不公平競爭的條文規定來處理。本節以下將依這二項分類，就相關案例為一

初步的介紹與說明。

一、依公平交易法第10條規定處分之案件

(一)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處分案1

被處分人為行為時國內液化石油氣供氣市場之獨占事業，於88年度市場占有率高達

89.15%，同年7月起對其南部經銷商採行差別訂價措施，對經其認定銷售其他競爭者產品

致減少提氣之經銷商，利用該等對液化石油氣價格資訊之不對稱性，及對被處分人一向

在氣價上對其經銷商均一致性對待之錯誤信賴，在未陳報主管機關經濟部之情況下，無

正當理由逕對其經銷商採行不當差別待遇行為，已屬對商品價格為不當之決定，涉有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2款之規定。

1 公處字第09105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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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被處分人主張乃因滿儲壓力而採行差別待遇，惟經查被處分人卻對貢獻不力之經

銷商乾惠及聯華給予優惠提氣價格，反觀李長榮、台和提氣量雖減少，惟該等提氣之林

園廠與高雄廠在無滿儲壓力之情況下，卻逕予以排除適用優惠提氣價格，顯與事實不

符。而就被處分人無正當理由拒絕合興續約要求之行為，經查被處分人未給予合興優惠

價格提氣，致合興處於不利競爭之情況下，大量流失中部及南部客源，被迫縮減向被處

分人之提氣量，被處分人即以提氣量減少為由，拒絕續約，實難謂具有正當性。

綜上理由，公平會認為，被處分人之行為，已構成無正當理由對南部經銷商為差別

取價行為，核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2款規定；另於經銷商合興民國88年9月30日經

銷契約期滿後，無正當理由拒絕合興續約要求行為，亦合致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4款之規

定，經衡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所得利益、事業規模及市場地位顯著等因素，爰

依公平交易法第41條前段規定處分。後雖被處分人不服提起訴願2、上訴3，但仍維持原處

分。

(二)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案4

被處分人乃依「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7條之規定報請證期會核

定而設立之，取得法律暨事實上的獨占地位，而從事有價證券櫃檯買賣等業務。惟被處

分人就其撮合委託買賣上櫃有價證券產生之相關交易資訊，提供予申請使用者時，雖以

相同之傳輸方式及成本傳送交易資訊予所有資訊廠商，然除「固定費用」之外，再依資

訊廠商自行增闢之每種（上限3種）傳輸方式加收2萬元之「變動費用」，顯有巧立名目

之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2款規定。

被處分人不服而提起訴願5，訴願會認為雖公平會主張因時空變遷，應改採由所有

資訊廠商平均分攤訴願人之資訊使用費成本之固定收費方式，並指稱訴願人可自行彈性

調整定額收取費用，而以處分人不當決定其服務報酬，獲取超額利潤為處分基礎，然其

費用基準、合理利潤率究為若干，仍待審究。就公平會處分依據，仍有調查之必要，故

2 院臺訴字第0910091912號
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2年度訴字第938號、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01518號
4 公處字第091132號
5 院臺訴字第092009030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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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原處分。後雖檢舉人提起行政訴訟，惟非屬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3項所稱之利害關係

人，不具起訴合法要件，爰依法駁回其起訴。6

(三)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案7

被處分人係國內唯一依據證券交易法以供給有價證券之集中競價買賣場所為目的而

設立之法人機構，提供申請使用者（含資訊廠商）其撮合委託買賣上市有價證券產生之

相關交易資訊，乃「上市證券交易資訊供給市場」之唯一賣方。而被處分人要求資訊廠

商每月依傳輸方式之不同繳交「固定費用」外，再不當另立名目按傳輸種類每種額外加

收10萬元不等之「變動費用」，惟被處分人並未因資訊廠商申請之傳輸方式而致成本之

增加，實乃榨取資訊廠商努力成果，以攫取超額利潤，妨礙資訊廠商間之公平競爭，已

該當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2款。

被處分人不服而提起訴願8，訴願會認為雖公平會主張因時空變遷，應改採由所有資

訊廠商平均分攤訴願人之資訊使用費成本之固定收費方式，並指稱訴願人可自行彈性調

整定額收取費用，而以處分人不當決定其服務報酬，獲取超額利潤為處分基礎，然其費

用基準、合理利潤率究為若干，仍待審究。綜上本件原處分既仍有待酌之處，爰將原處

分撤銷。

(四) 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案9

被處分人於相關市場中佔有約91%之市占率，民國92年1月推出「通關網路服務優惠

方案」，其中「B方案」為優惠期間內承諾100%使用被處分人通關網路服務，即享有原

費率打6折的優惠，使得原本已與汎宇電商公司之連線客戶，因此拒絕再與汎宇電商公司

連線。惟參加廠商若未能遵守承諾，被處分人有權中止本項優惠方案，並收取已給付之

優惠金額與原價之差額。被處分人要求用戶須承諾100%使用被處分人之服務，即有明顯

意圖限制用戶轉換交易對象、鎖定既有用戶，並有封鎖競爭者之反競爭效果。

被處分人雖抗辯其乃提供「A方案」、「B方案」供顧客自由選擇，且對於違反方

6 92年度訴字第05398號
7 公處字第091133號
8 院臺訴字第0920088278號
9 公處字第09401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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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條件之顧客並無實質之處罰，但經查兩方案之收費有相當之差距，顧客並無誘因選

擇「A方案」或不參加優惠活動，且縱被處分人以折扣吸引顧客消費，但並無必要限制

100%使用被處分人服務，蓋要求100%使用即有「鎖定」用戶並封鎖市場之意圖，依被

處分人之高市場占有率即非屬恰當。再者，被處分人縱未實質處罰違反方案約定之顧

客，但仍對於欲違反之顧客產生嚇阻作用，且當被處分人知悉顧客違反約定之情事，均

要求顧客改採「A方案」，本質上仍屬處罰手段之一種。

被處分人「通關網路服務優惠方案」之「B方案」，明顯係以限制或排除其他競爭

者作為目的，而確實亦造成超過該公司80%既有用戶無法轉換交易對象之效果，形成通

關網路市場人為因素之參進障礙，業已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款規定︰「以不公

平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

(五) 荷蘭商．皇家飛利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等案10

被處分人等（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握有製造CD-R光碟所有之重要專利，並制

定CD-R「橘皮書」之標準規格，以共同授權方式，取得CD-R光碟片技術市場之獨占地

位。飛利浦公司以「淨銷售價格3%或日幣10圓中，以較高者為準」作為權利金之計算方

式，惟在全球CD-R市場規模遠超出預期的大幅成長之市場顯著情事變更情況下，仍不予

被授權人談判之機會，及繼續維持其原授權金之計價方式，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2款

有關獨占事業禁止行為之規定。授權契約中亦拒絕提供重要交易資訊、限制廠商不得爭

執專利之有效性，利用國內廠商擬取得授權之迫切性，要求其必須接受上開條件，始得

簽署授權合約，否則即拒絕簽訂授權契約，顯係憑恃其市場優勢地位，核屬濫用市場地

10 公處字第098156號。本案曾於90年被公平會認定違法（（90）公處字第021號），被處分人提
起訴願，經撤銷原處分後，公平會仍認定違法（公處字第091069號處分書），故被處分人再
提訴願，經訴願會決定駁回（飛利浦公司－院臺訴字第0910091970號訴願決定、新力公司－
院臺訴字第0910092741號訴願決定、太陽誘電公司－院臺訴字第0920080660號訴願決定），
遂轉而提起行政訴訟，經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飛利浦公司－92年度訴字第
00908號判決、新力公司－92年度訴字第01132號判決、太陽誘電公司－92年度訴字第01214號
判決），但公平會不服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遭「上訴駁回」（飛利浦公司－96年度判字第
00553號判決、新力公司－96年度判字第00554號判決、太陽誘電公司－96年度判字第00555號
判決）。而後公平會復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事由，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再審之訴，末經最

高行政法院判決「再審之訴駁回」（飛利浦公司－98年度判字第661號判決、新力公司－98年
度判字第419號判決、太陽誘電公司－98年度判字第588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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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行為，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4款規定。

二、依公平交易法第19條規定處分之案件

康軒文教事業11、育橋文教事業12、南一書局企業13股份有限公司案

被處分人等在與經銷商簽定之經銷合約書中，採取以學校劃分經銷區域，同時要

求「甲方（即經銷商）責任占有率分別為22%及26%，若未達成目標，乙方（即被處分

人）有權逕自更換經銷商或調整甲方經銷區域並以占有率多寡定出自修評量之折扣率與

退書比率。」經銷合約書內容顯賦予「學校組經銷商」直接或協助推廣教科書之義務，

並以教科書被採用數量作為後續參考書之供貨比例。

經衡酌民國90年營業額及市場占有率，康軒文教、南一書局、翰林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等3家事業在九年一貫課程部分、國小學科部分之教科書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達3/4

以上（75%），總銷售金額均已達新台幣10億元以上，應認定三家企業於教科書市場皆

已達獨占地位；而參考書商品特性均係伴隨教科書市場而來，其市場占有率應可達到

10%以上。上開經銷契約將形成經銷區域限制，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6款規定。另被

處分人與經銷商所簽定之經銷契約均未交付正本，代為保管經銷商合約書之行為，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規定。南一書局不服提起訴

願14，而遭訴願會以訴願無理由駁回。遂再提起行政訴訟15，仍維持訴願決定。

(二) 康軒文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案16

被處分人質疑新點子出版社所出版之評量卷有侵害自身著作權之虞，遂而提出告

訴。然在訴訟未果之前，卻以警告信函、電話或派員至門市書局要求不得販售新點子

之書籍。據被處分人提供之民國八十八年第一學期國小教科書市場占有率分析表資料

可知，被處分人在國小一至四年級之學科（平均占有率36.1%）、藝能科（平均占有率

45.4%）、五至六年級藝能科（平均占有率53.3%）均名列第一，足見被處分人在該市場

11 公處字第092010號
12 公處字第092011號
13 公處字第092012號
14 院臺訴字第0920087715號
15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2年度訴字第04937號。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00396號
16 （九十）公處字第○○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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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優勢地位。

被處分人不僅於系爭警告函中影射新點子之圖書為仿冒品、盜版書籍，請各大圖書

經銷單位拒絕經、代銷新點子之書籍，更於函中明示經銷商加入被處分人門市行列，另

以不正當方式告知下游書局若繼續販售新點子書籍將停發被處分人之產品，被處分人為

爭取交易相對人之意圖極為明顯，且其手段具商業倫理之非難性，又以被處分人在教科

書市場占有率位居領先，具優勢地位之情形下，其行為已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核屬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3款規定。後雖被處分人不服提起訴願17，仍遭駁回。

(三) 聯宏液化煤氣灌裝有限公司對瓦斯行之驗瓶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19條案18

公平會於民國100年11月23日第1046次委員會議通過，聯宏液化煤氣灌裝有限公司

（下稱聯宏公司）憑恃其為金門地區唯一驗瓶廠之優勢地位，對瓦斯行之驗瓶為無正當

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2款規定；另聯宏公司調漲同時向其他分

裝場提氣之瓦斯行之驗瓶費，迫使該瓦斯行僅能向其提氣，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3款

規定，除依同法第41條規定命聯宏公司立即停止前述違法行為，並論處新臺幣100萬元罰

鍰。

公平會表示，金門縣屬離島地區，桶裝瓦斯市場規模小，主要市場集中於大金門，

僅有聯宏公司及農會2家分裝業者及10家瓦斯行。聯宏公司在當地除經營分裝業務及直營

瓦斯行外，亦兼營唯一之驗瓶廠，在桶裝瓦斯市場具有優勢地位。通常瓦斯行提氣數量

大，鋼瓶週轉率高，為敷營運所需，對鋼瓶需求量亦較大；倘驗瓶廠未能及時驗瓶，瓦

斯行勢必增購新鋼瓶以為因應，除因此增加營運成本，亦影響其營運規模。依聯宏公司

對各瓦斯行之驗瓶比率，及其他瓦斯行證稱堆放於驗瓶廠待驗之鋼瓶數量等資料，顯示

聯宏公司確有刻意獨厚其直營瓦斯行，進而壓抑其他瓦斯行驗瓶比率之差別待遇行為，

形同限制其他瓦斯行之鋼瓶週轉率及營運規模，愈不利其他瓦斯行與聯宏公司之直營瓦

斯行在分銷市場之競爭，顯屬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19條第2款規定。另，聯宏公司知悉其他瓦斯行向農會提氣後，遂以調漲驗瓶費

17 台九十訴字第○四○三五六號
18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6&docid=1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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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法，迫使其他瓦斯行不敢至農會提氣，間接不利於農會在分裝市場與聯宏公司之競

爭，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3款規定。

三、以行政和解方式處理之案件：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案

有鑑於絕大多數電腦使用者皆採用微軟公司之作業系統，使微軟公司具有獨占之市

場力量，微軟公司所生產之軟體在台售價遠高於其他國家19及軟體搭售問題，涉嫌利用其

獨占地位，訂定不合理之價格或進行搭售行為，而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2款、第4

款之虞，公平會遂立即展開調查。公平會於調查約半年之期間，即於2002年10月31日第

573號委員會議同意微軟公司進行行政和解之請求，而後於2003年2月27日第590號委員會

議中，就台灣微軟公司所提出之行政和解契約20，經審核尚符公共利益（確保公平交易秩

序、維護消費者利益及促進資訊產業發展等）之要求，合予照案通過。

四、評析

綜觀上述關於事業濫用市場力之案件類型，就典型公平交易法第10條濫用獨占力部

分，除CD-R案外，其他均涉及法定獨占者的問題。顯見管制產業之市場競爭行為，仍

是該條規定在實務上所最關切的案件類型。其中，如「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案」、「台灣證券交易所案」、以及「荷蘭商．皇家飛利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等

案」，更涉及到公平交易法介入判斷獨占事業價格合理性的爭議。對此，公平會向來並

無具一致性之分析架構，用以判斷於何種市場與產業條件下，競爭機關得合理化其認定

事業價格已屬「超額訂價」而應被禁止之處分。類似的問題，也出現在公平會規範具市

場力廠商之「折扣」行為上。例如在「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案」中，公平會單以獨占

者之折扣優惠方案，具有套牢交易相對人，讓其無使用其他競爭通關服務之誘因，實質

上等同創造了市場參進障礙。公平會的論理方式，過於側重於從垂直面交易關係特徵，

推論行為之排除競爭效果。由於公平交易法第10條屬性上屬於「反托拉斯」，從學理的

角度而言，應從「折扣」對通關服務市場是否具有「掠奪訂價」或是否可能排除「具同

19 陳芸芸，微軟作業系統台灣賣最貴，2002年5月24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2/new/
may/24/today-i1.htm#info-1

20 公平交易委員會新聞稿：民國92年2月27日第2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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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率競爭者」競爭之水平競爭理論著手研析。21

再者，上述依第19條規定處分的案例中，從市場占有率來看，均有可能依第10條之

規定來加以處理。公平會之所以採取此一執法立場，或與第10條有較高界定「相關市

場」之較高執法要求；但卻也同時引發了法條間適用優先順序之問題。此外，綜觀依第

10條處分的案件中，部分以涉案行為將使獨占者獲取不當之「超額利潤」為由，認定違

法；另外一部分，則是以行為將對交易相對人或其競爭對手造成額外的「競爭負擔」，

構成對競爭之實質或潛在限制而違法。然而，在「超額利潤」類型的案例中，公平會往

往並未就超額利潤與排除市場既有或潛在競爭的關聯性，遑論利潤是否是獨占者回收創

新投資所必需等議題，有較深入的論述。同樣的，在構成不公平「競爭負擔」的案例類

型中，對於行為的增加市場產出效果（如差別取價），最終消費者享受低價或折扣利益

等有利獨占者之因素，也往往在分析過程中被忽略了。固然，對於獨占行為所可能同時

併存的正反面市場效果，各國競爭主管機關，也都會對影響各類效果的不同因素，給予

差別性之考量權重；但對我國而言，比較大的問題在於：公平會決定不同因素權重高低

的「標準」為何？忽略此一議題，使同屬公平交易法第10條下的各款規定，呈現了缺少

內部一致性分析架構之執法風貌。

參、競爭法規範濫用獨占力之審理原則：一項經濟分析之觀點

建立一項競爭法規範獨占力濫用行為的上位審理原則，須先確定競爭法所擬實現之

立法目的與所要保護的法益為何。遺憾的是，國內對此一問題似無深入的討論。22外國

學理上對此議題，向有從非經濟效率考量，而從社會政策的角度出發，強調競爭法藉由

打破經濟力集中，可實現政治上權力的平衡，23或是財富重分配24之社會目標。但筆者認

21 關於「忠誠折扣」在競爭法下之問題及可行之規範法律架構，可參考陳志民 & 陳和全，單方
行為之研究，第3, 4, & 5章，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100年委託研究報告3（2011年12月）。

22 公平法第1條雖已明定了公平法之立法目的，但關於立法目的間之關聯，以及若彼此衝突時，
該如何解決的問題，學界少有論及。參考陳志民，經濟分析適用於公平交易法之價值、例示

與釋疑，財產法暨經濟法，第27期，頁47，62-64（2011年9月）。
23 See David Millon, The Sherman Act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61 S. Cal . L. Rev. 1219 (1988). 
24 See Robert H. Lande, Wealth Transfer as the Original and Primary Concern of Antitrust, 34 Hast ings 

L. J. 67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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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論從國際間競爭法的發展趨勢，或是就維持法體系一致性，以及實現維持市場競

爭秩序之競爭法立法初衷來看，25經濟分析方法已是多數國家所採行之執法主軸。

綜上，我們可將學理上依經濟分析方法所建立之審理原則，歸納為「特定意圖檢視

法」（specific intent approach），以及「效果衡平檢視法」（balancing test approach），

後者，則可進一步區分為「整體福利效果」（overall welfare effect）及「消費者福利」

（consumer welfare）二項檢視原則。26

一、「特定意圖檢視法」

此一檢視法則所強調者，乃競爭主管機關或原告，須能證明獨占者有排除競爭對手

之主觀意圖，始能主張其違法。此一字面意義看似相當接近典型法律分析之檢視方法；

但在現代競爭法的實踐過程中，已改以「理性」、「追求利潤極大」等經濟分析前提思

維為基礎，判斷獨占者之行為是否符合經濟理性，來反推其排除競爭意圖的存在與否。

與傳統法律分析方法的不同在於，原告或主管機關，將不再單以有直接或間接事證，得

以證明獨占者有排除同業競爭的「想法」為已足，競爭法上尚須排除獨占者行為可以在

事業追求自利的架構下獲得合理的解釋，以及行為具有成功實施的可能性。

就具體行為類型而言，「掠奪性訂價」（predatory pricing）行為，乃此一法則最具

代表性之案例。獨占者是否有利用低價進行市場掠奪之意圖，取決於獨占者的價格是否

至低於其平均變動成本，以及市場結構是否可以讓獨占者在後掠奪期間，以高價來回收

其掠奪損失。27在學者所提出之更具一般性的獨占審理原則中，Melamed和Werden的理

論，最能反映此一由客觀經濟事實推論主觀反競爭意圖的思維。Melamed認為以獨占行

為對競爭的正反效果抵銷作為原則，在實務上有難以操作，以及該檢視原則可能會讓競

爭對手有刻意不回應競爭，以增加獨占者違法機會之策略誘因問題，28故提出以「利潤犧

25 陳志民，前註22，頁77-78。
26 See Keith N. Hylton,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Monopolization Standards, in Ant it r ust  Law and 

Economics 82, 84-92 (Hylton ed. 2010). 
27 可參考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下二件代表性判例。Matsushita Elec. Indus. Co. v. Zenith Radio 

Corp., 475 U.S. 574, 595-98 (1986); Brooke Group Ltd. V. Brown Williamson Tobacco Corp., 509 
U.S. 209, 226, 240-42 (1993). 

28 Douglas A. Melamed, Exclusionary Conduct Under the Antitrust Laws: Balancing, Sacrifice, and 
Refusal to Deal, 20 Ber kel ey Tech. L. J. 1247, 1253, 1254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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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sacrifice）作為檢視法則。在該法則下，主管機關或法院應審視，若獨占者行為未

能產生排除競爭者以創造或維持市場力量時，該行為對被告而言是否仍是有利可圖且符

合商業理性。29就行為的成本面而言，包括獨占者若未從事該行為即可避免之成本，包括

機會成本；而利益則是因行為使被告之產品或服務所增加的銷售量，以及因產品品質改

善所增加之收益等。30

Werden教授則以獨占者之行為是否「不具經濟意義」（no economic sense）作為檢視

法則。Werden認為，此一檢視法則要問的是，除了因排除競爭者競爭所可獲得之任何利

得外，獨占者之行為是否仍是有利可圖者。31Werden法則和「利潤犧牲」法則不同之處在

於，從理論上來看，犧牲短期利潤，並非一定是排他行為之充分與必要條件。即使在競

爭市場中，事業的研發投資，也常出現短期虧損的情況；而排除競爭的利益，也很可能

會即時被獨占事業所獲取，無犧牲短期利潤的問題存在。32Werden教授認為，「不具經濟

意義」法則，在觀察到有「利潤犧牲」的現象時，尚須進一步檢視其是否具有排除競爭

的效果，以判斷獨占者作此犧牲是否符合經濟理性。

相對於上述著眼於行為對「被告」之影響的法則，另有學者從行為對「競爭者」之

影響來判斷獨占者是否具有排除競爭之意圖或目的存在。Posner法官即主張在所有涉及

單方排除競爭的案件中，原告除應證明被告具市場力量外，也應證明獨占者之行為，將

排除「具同等效率競爭者」（equally efficient competitors）之競爭，但被告得以行為整體

具有正的淨福利效果，作為免責抗辯的理由。33Elhauge則認為，當涉及反競爭之行為，

若只有在改善獨占者本身的效率情況下，才有可能成功擴大獨占者之市場力時，則此一

行為應被視為是合法的行為；反之，不論行為是否改善了獨占者本身的效率，若獨占者

是藉由損害競爭者效率，成功擴大其市場力量時，則應視為是當然違法的行為。34

29 Id., at 1255. 
30 Id., at 1256. 
31 Gregory Werden, Identifying Exclusionary Conduct Under Section 2: the “No Economic Sense” Test, 

73 Ant it r ust  L. J. 413, 414 (2006). 
32 Id., at 424. 
33 Richar d A. Posner , Ant it r ust  Law 194-95 (2nd ed. 2001). 
34 Einer Elhauge, Defining Better Monopolization Standards, 56 Stan. L. Rev. 253, 315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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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果衡平檢視法」

(一) 「整體福利效果」檢視原則

此一原則源自於早期經濟學者主張以市場績效（market performance），取代法律上

的主觀意圖，作為判斷廠商行為競爭效果之依據。在此原則下，競爭主管機關，必須在

客觀審視行為對消費者之損害，以及事業之效率利得後，才能得知行為是否對市場競爭

不利。其中最著名者，當屬Williamson的反托拉斯「福利抵銷」（welfare tradeoffs）模

型。Williamson以結合案件審查為例指出，結合後市場因結合廠商市場力增加，產出減少

價格上揚所生之「無謂損失」（deadweight），必須與事業因結合後，因生產成本降低之

利益二相比較，始能判斷結合行為對市場競爭之淨效果。35經濟學者Edward Manson則更

具體的提出以下幾項問題，作為執法者或政策制定者衡量市場績效之起點：36

1. 進步性（progressiveness）：廠商是否積極有效率地進行產品或製程的研發？

2. 「成本-價格」關係（cost-price relationship）：不論是基於工資的降低、生產技術的改

善、或發現新原料來源等帶動的生產成本降低，是否即時地反映在較低的買方價格？

3. 「產能-產出」關係（capacity-output relationship）：投資相對於產出而言，是否過度？

4. 利潤水平：利潤是否持續且實質高於其他具類似銷售、成本及創新趨勢之產業？

5. 銷售費用：市場的競爭投入，是否主要以銷售費用，而非服務或產品改善或降價等方

式來呈現？

(二) 「消費者福利」檢視原則

與「整體福利」原則不同者，乃「消費者福利」原則，以消費者利益受影響程度

為衡量的重心，而不再與獨占廠商因行為所可取得之效率相抵銷。Salop教授，乃主

張此一原則的代表性人物。Salop認為，「消費者福利」原則本質上是「消費者損害」

（consumer harm）原則。在此一原則下，當獨占者行為產生降低競爭的效果，卻沒有

同時創造出足夠的市場績效改善，來充分抵銷行為對價格的潛在負面效果，以及因此對

35 Oliver E. Williamson, Economics as Antitrust Defense: The Welfare Tradeoffs, 58 Am. Econ. Rev. 18, 
22(1968). 

36 Edward S. Mas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Monopoly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 62 Harv. L. 
Rev. 1265, 1281-82 (1949), cited from Hylton, supra note 26, at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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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所造成之損害時，行為即應被認定為是違法行為。簡言之，「消費者損害」原則

將比較行為對競爭之有利與不利面相，以決定其對消費者的最終影響為何；但其並非是

「開放式」，對所有市場因素的綜合判斷，而是集中在消費者是否會因涉案行為而受有

高價，以及品質及創新努力降低之損害。37

三、濫用獨占力審理原則之評估

學理上對於各類審理原則之優缺點，雖有個別的討論，38但少見論者嘗試建構一獨

立之標準，用以檢視評估相關獨占審理原則適用之條件。Hylton教授在最近的一篇論文

中，從「錯誤成本」的觀點建立此一選擇標準，內容相當具有啟發性，簡要介紹如下。

(一) 不考慮執法「錯誤成本」的審理原則選擇

假設主管機關有能力取得所有與案件審理之相關資訊時，「整體福利效果」檢視原

則，是最理想的審理獨占力濫用行為之預設規則（default rule），因為其是最可能實現透

過法律的實施，而極大化社會整體福利目標之原則。我們可進一步利用一項簡化之模型

推導，39得出該原則在反托拉斯法上之政策意涵與啟示。

綜言之，我們可將反托拉斯法關心獨占行為之市場效果，區分為以下三種類型。第

一種是獨占者利用單方行為達到建構市場參進障礙，排除競爭，進而提高市場價格的效

果，假設以ΔP來代表價格增加的幅度，另外，市場產出也因此由原先的競爭水平Qc減少

為獨占價格下之Qm。第二種則是因獨占行為，改變產品品質，進而影響該產品對消費者

之使用價值，以ΔV表示價值變動的程度。第三種，則是獨占行為降低獨占者生產成本

之效率結果，以ΔC表示，且ΔC ≤ 0。據此， 在「整體福利效果」檢視原則下，主管機

關應比較行為對消費者之損害，以及獨占者因行為可實現之效率利得，故當整體福利效

果出現時，獨占者的行為應被視為是合法的行為。從上述簡單的關係式，我們可進一步

探討相關的競爭法政策啟示。

(ΔP)(Qc - Qm) -ΔV(Qm) < (−ΔC)(Qm) (1)

37 Steven C. Salop, Exclusionary Conduct, Effect on Consumers, and the Flawed Profit-Sacrifice 
Standard, 73 Ant it r ust  L. J. 311, 330-31 (2006).

38 國內文獻對此一問題的討論，可參考王文宇，濫用獨占地位之判斷標準-法律概念或經濟觀
點？公平交易法研究會彙編，頁1，17（2006年12月）。

39 以下分析，乃參考Hylton, supra note 26, 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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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實上，上式中ΔP(Qc - Qm)很可能高估了獨占行為之「無謂損失」，因為部分因獨占

訂價產出減少所造成的消費者剩餘減少，是移轉至獨占者，並未消失。再將上式改寫

為

ΔP(Qc - Qm) < (ΔV - ΔC)(Qm)

　　　　　　或

ΔP[(Qc - Qm) / Qm] < (ΔV - ΔC) (2)

 在需求量因獨占訂價而減少的比例低於50%，即Qc < 2Qm時，(Qc - Qm) / Qm < 1。縱使

在獨占行為並未提高買方對產品之效用，故ΔV=0，且獨占者因獨占行為所節省的成

本金額ΔC，即便也低於市場力擴大後價格上漲的金額ΔP，仍有可能是應被視為是合

法之行為。假設價格上漲或效率提升效果對獨占者與買方相同，這同時也代表獨占行

為是否違法，關鍵在於市場力高低，以及獨占行為減少市場整體「需求量」之程度，

過於強調獨占者訂價與成本間之不合理或未能「反映成本」的執法原則，反而阻礙了

對社會整體福利有益之獨占創新結果的出現。

2. 對於上述關於高估「無謂損失」的看法，學者Tullock及Posner均提出了反向的思考。40 

綜言之，獨占的社會福利損失，尚應包括獨占者為追求未來獨占利潤所為之無效率

「競租」（rent-seeking）行為。獨占者因取得或擴大獨占地位後所可獲得之消費者剩

餘移轉，將成為現期獨占者追求未來市場地位之上限，而可能在競逐的過程中被稀釋

殆盡。故此一福利損失之低估，剛好與上述高估「無謂損失」的問題相抵銷。不過，

若獨占者之事先投資能同時創造出較高的市場價格，以及更低的生產成本時，投資就

無法被視為全然係對社會無利的競租行為。引申而論，無效率競租理論，較有可能適

用在類似因國家資源或權利的釋出，如證照或經營特許權，而取得之獨占地位之情

形，因為這類型案例，事業對獨占地位的取得投資，通常不會有提昇效率的效果，而

取得之法定獨占地位，也難以期待得以被後續之實質或潛在競爭所打破，故有較明顯

的市場參進障礙與排除競爭效果。41

40 See Gordon Tullock, 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s, Monopolies, and Theft, 5 W. Econ. J. 224 (1967); 
Richard A. Posner, The Social Cost of Monopoly and Regulation, 83 J. Pol . Econ. 807 (1975).  

41 Hylton, supra note 26, at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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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價格上漲與效率利得對獨占者與消費者的影響程度不對稱，或競爭法被賦予其他政

策目標時，執法者可能會給予福利效果抵銷的相關變數不同的權重。假設以α代表執法

者給予獨占行為效率利得之衡量權重，0 ≤ α < 1。因此，合法獨占行為的條件如下：

(1 - α)(ΔP)(Qc - Qm) - ΔV(Qm) < α(-ΔC)(Qm) (3)

 從福利效果影響獨占者與買方之程度不對等的角度來思考α值的選擇，當財富移轉對獨

占者的邊際效用高於消費者時，則α愈接近於1；反之，當消費者財富移轉之邊際效用

高於獨占者時，則α愈接近於0。在前者的例子，如獨占者乃一開放員工入股的生產高

級奢侈品（如遊艇）公司，故此一市場中所謂的「消費者」，可能只有社會上少數的

富有買方，故可合理推知，同樣$1的財富變動，對於獨占者而言的邊際效果，應高於

買方消費者。42反之，後者的情形則與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人評價獨占力濫用行為之法律

及道德的想像相符。換言之，對多數人而言，獨占者的漲價行為，只是讓一家原本已

極為富有之企業更為富有，故ΔC對獨占者所產生之財富移轉邊際效用，必低於ΔP對

消費者之邊際效用，故應給予較低之權重。事實上，在極端的情形下，當α=0時，「整

體福利效果」原則，即等於「消費者福利」檢視原則。

4. 至於「特定意圖檢視法」，在Melamed的「利潤犧牲」和Werden的「不具經濟意義」

原則，均在判斷因獨占行為所增加的利潤，其中與「排除競爭」及促進競爭之「效

率」相關的程度各為如何。假設獨占者因獨占行為所生之利潤變動為Δπ，

Δπ = (ΔP - ΔC)Qm = [(ΔP - ΔV) + (ΔV - ΔC)]Qm
43 (4)

 依(4)之解構，我們可將獨占者之利潤分為二個部分：ΔP - ΔV代表因排除競爭對消費

者所生之損害效果；ΔV - ΔC則是行為之效率利得。由於在Melamed和Werden的原則

下，行為之排除競爭效果，是獨占者行為有利可圖的必要條件，故只有在ΔV - ΔC ≤ 

0時，行為才有可能成為該類檢視原則下的不法行為。殊值一提者，乃對於以降低產品

品質，來達到節省成本目的之行為，ΔV - ΔC仍有可能是正值，故在利潤犧牲的原則

下，此類降低產品品質之無效率行為，卻有可能被認定為是合法的行為，成為此一檢

視原則的一項缺失。

42 Id.
43 Id., at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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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從(4)來觀察Elhauge的檢視原則，由於其單以行為只具改善獨占者本身效率

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讓獨占者因此所獲得之額外利潤有競爭法下之正當性，故在該項判

斷標準下，獨占者行為合法的必要條件乃ΔP - ΔV ≤ 0；相對的，以“不論行為是否提

升獨占者之效率，只要損害了競爭者的效率＂，而擴大獨占者市場力之不法行為認定標

準，就實質效果而言，如同賦予（ΔP - ΔV）的利潤部分100%的考量權重，而與「消費

者福利」檢視原則無異。44

最後，在Posner的檢視原則下，當ΔV - ΔC ≤ 0時，獨占者的利潤必定有更大的部

分是來自於排除競爭後之價格上漲，而被排除的競爭者，也必然是具同等或更高效率之

競爭者，故為不法之行為。當獨占者之行為，同時創造出更高效率外，也同時增加其排

除競爭所增加之利潤時，若利潤之增加，全歸因於效率的提升時，該行為應被認定為合

法，此時Posner的檢視原則，與「利潤犧牲」或「不具經濟意義」檢視法則相同，均以

ΔV - ΔC > 0作為判斷的主要標準。反之，若增加的利潤中，部分與非效率因素有關

時，則Posner原則提供法院或主管機關判斷非效率因素，以及是否有排除有效率競爭者

效果的機會。與其他「特定意圖檢視」原則相較，Posner原則對於具高定成本與自然獨

占特色之獨占產業，有較高與較精確的適用結果。45

(二) 執法「錯誤成本」列入考量時之審理原則選擇

在以「整體福利效果」為預設規則的獨占規範架構下，所謂的執法「錯誤成本」

有二個主要類型：錯將具淨福利效果之行為誤以為是違法，而產生「錯誤制裁」（false 

conviction）；另一種則是誤認效率利得低於無謂損失之行為為有淨效率，而產生「錯

誤縱放」（false acquittal）。比較上述三類審理原則，「消費者福利」原則過於強調消

費者利益之重要性，並把消費者因獨占行為所移轉至獨占者的剩餘，也視為是一項社會

福利損失，而未能兼顧排除競爭行為所生之效率提升效果。此一單就特定單一因素所為

之考量權重分配，將使獨占者喪失嘗試對社會整體有效率的投資，執法的錯誤成本也將

集中於「錯誤制裁」。反之，「特定意圖檢視」原則則是將考量權重全置於行為是否創

造出正的效率利得，而未將行為排他效果所生之福利減損列入考慮，其主要的錯誤成本

44 Id., at 98. 
45 Id., at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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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錯誤縱放」。「整體福利效果」原則在兼顧二項因素的同時，卻也可能同時出現二

類型錯誤成本。誠如本文於上述公式(2)中的討論，「整體福利效果」若未能注意到消費

者與獨占者間之福利移轉效果，則該原則仍潛藏著出現「錯誤制裁」的風險；反之，當

整體福利效果的抵銷，未能慮及獨占者之競租成本時，該原則也無法排除出現「錯誤縱

放」的情形。當然，在「錯誤制裁」與「錯誤縱放」的成本相同，且其出現的機率對稱

各為50%的假設下，則二項錯誤相互抵銷，「整體福利效果」仍是最適當之預設規則；

但類似的假設可能過於理想化，與現實未盡相符。46故預設規則該如何調整以因應執法錯

誤的問題，取決於1. 二類型錯誤成本孰高孰低？與2. 二類型錯誤出現之機率高低？此二

項實證議題。

1. 獨占力濫用行為中，「錯誤制裁」與「錯誤縱放」成本之比較

反托拉斯法執法錯誤成本的估算，固然是一項需要相當實證數據始有可能操作的

問題，但整體而言，不少學者認為，「錯誤制裁」的成本要比「錯誤縱放」的成本要

來得高。Easterbrook法官是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其以掠奪性訂價為例，誤將低價競爭

認定為是市場掠奪，其成本乃市場競爭程度的降低，及消費者因此所喪失之低價利

益；而這部分往往是無法回復（irreversible）的成本。相對的，當法院或主管機關錯放

了市場掠奪者，其成本乃掠奪者於掠奪後之超額利潤與無謂損失的增加，但超潤利潤

將誘發市場潛在競爭者的參進動機，願意投入研發或採行效率競爭之行為，以競逐市

場中之超額利潤，此將迫使掠奪者也必須以降價或其他方式來因應，「錯誤縱放」成

本得因此而被中和。47另外，Hylton教授也認為，「錯誤制裁」暗示法院或主管機關執

法能力之侷限，競爭者以濫訴或其他無效率之競租行為，以期取得獨占地位的誘因與

成功的機會也相對增加。這也是在衡量「錯誤制裁」成本時不可漠視的一項因策略性

競爭行為所生之競租成本。48

2. 獨占力濫用行為中，「錯誤制裁」與「錯誤縱放」出現機率之比較

此一問題與上述比較二類錯誤成本相同，均有賴相關實證數據才能得出較貼近現

46 Id., at 102. 
47 Frank H. Easterbrook, Predatory Strategies and Counterstrategies, 48 U. Chi. L. Rev. 263 (1981).
48 Hylton, supra note 26, at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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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之答案。不過，如果就反托斯法執法的整體趨勢來看，「錯誤制裁」出現的機率仍

可能高於「錯誤縱放」。主要理由在於，許多被歸類為具排除競爭效果之市場力濫用

行為，也可能是經常出現在競爭市場中之合法競爭行為；例如，當行為廠商不具市場

力時，所謂的掠奪性訂價或忠誠折扣（loyalty rebates），實即競爭者間之良性價格競

爭。這也是何以反托拉斯法學者認為，發現事業之違法單方行為往往要較聯合行為要

來得困難，其出錯的機會也較高的原因。49而當「錯誤制裁」出現時，主管機關或法院

在分辨促進或反競爭效果單方行為的能力限制，也會更進一步擴大後續設計制裁與監

督手段的錯誤成本。再者，以單方行為擴大市場力量，往往較透過勾結行為要來得不

具成效，因為市場中單一事業單方行為之調整，必定會引來競爭對手之回應與反制。50 

換言之，在單方行為的案件中，我們比較可以期待透過潛在的競爭壓力，來抑制具市

場力廠商的濫用行為，以及所產生排除競爭的效果。故如果主管機關對單方與雙方行

為採同等之執法密度與強度時，單方行為出現「錯殺」的機率也將增加。最後，以上

論述，乃不考慮執法機關本身是否存在著與競爭行為類型無關之錯誤傾向，也即假設

法院或主管機關就競爭法整體的執行平均而言，並無先天上偏向「錯誤制裁」或「錯

誤釋放」的傾向。但從全球金融風暴或重大災變後，各國政府時有要求競爭主管機關

運用競爭法管控市場過高價格的呼聲看來，至少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競爭主管機關

基於配合其他政策的考量，也可能讓「錯誤制裁」的機率增加。

(三) 小結

從本節之分析可知，在一個完美的執法世界中，「整體福利效果」檢視原則應是最

佳的獨占力濫用預設規則。當我們把執法錯誤的成本也列入考量後，預設規則，則應朝

向「特定意圖檢視」原則來調整。論者或許會認為，不需預設規則，「個案」（case-by-

case）的方式也應可妥善的處理獨占力濫用行為；但個案式的執法讓競爭法欠缺明確性

與可預測性，可能讓有意進行投資研發之事業怯步不前。雖然在實務運作上，錯誤成本

的評估可能會面臨相當的困難，但就政策面來說，本節論述之啟示在於，執法者或可嘗

試從涉案產業之結構面與行為面特色，來推論執法錯誤的類型與機率高低，以及案件於

49 Her ber t  Hovenkamp, The Ant it r ust  Ent er pr ise: Pr incipl e and Execut ion, 109 (2005). 
5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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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原則光譜上的定位。

例如，獨占者若涉及國營事業、或獨占力量主要係因取得國家釋出權利而產生之案

件類型，則誠如本節以上所述，「競租」成本會較其他獨占力濫用行為類型要來得高，

也因此較有可能中和掉因忽略獨占者與消費者間之福利移轉效果，而高估了消費者損害

的問題。再者，由於這類型案件所涉及的獨占力量，其持續的期間通常較長，也較少有

潛在的競爭對手足以發揮制衡或打破獨占地位的監督力量，獨占者通常缺乏對獨占產品

及獨占權利進行得以提高ΔV - ΔC價值之研發投資誘因，故其利潤主要來自ΔP - ΔV

部分。再加上這類型事業，通常也會受到相關管制法規之拘束及義務要求，競爭主管機

關較有可能取得執法所需之管制資訊，降低誤合法為不法之機率。故整體而言，「錯

誤縱放」的成本應高於「錯誤制裁」。據此，執法者或許可以在公式(3)中給予較低的α

值，而讓審理原則將較偏向於「消費者損害」之檢視原則。相對的，在涉及數位經濟的

獨占力濫用案件中，雖然動態競爭的快速變動，讓競爭主管機關在評估行為正反面競爭

效果時，得面對取得管制資訊與確認資訊真偽不易之執法挑戰，但也由於這類型產業產

品推陳出新之頻率很高，除了潛在競爭制衡獨占者之力量要高於其他類型市場外，由於

市場中鮮少有長期受政府或法規保障之既定權利或利益，業者也較較較無進行「競租」

行為的誘因。綜言之，「錯誤制裁」的成本將高於「錯誤縱放」，故較適合以偏向「利

潤犧牲」或「不具經濟意義」等「特定意圖檢視」法則來審理相關案件。

肆、濫用獨占力之行為類型分析

一、濫用行為類型化原則之再檢討

國內法學界及公平會對於濫用行為類型的討論，較傾向於先由類型化濫用行為之上

位概念著手，再嘗試將具體涉案行為，歸屬於是何種濫用類型，並進一步推展出相對應

的審理原則與要件。例如學界及公平會普遍將濫用行為粗分為「阻礙濫用」及「榨取濫

用」二類型，再將各種可能構成濫用之具體行為，在此一架構下進行分類。51隨著競爭法

愈來愈強調以經濟效果分析作為執法之依據，此一分類實有調整的必要。首先，已有愈

51 吳秀明 & 楊宏暉，「十年來公平法上之獨占管制」，頁43，67-70，收錄於公平交易法施行十
周年：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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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愈多的經濟研究顯示，多數的濫用行為，其可能會同時產生「阻礙」與「榨取」的效

果。例如「掠奪性訂價」除了有排除潛在競爭的效果外，其也是遂行對下游市場差別取

價，以進行利潤「榨取」的一種競爭工具；另外，普遍被認為是業者降價行為之「忠誠

折扣」安排，也已有學者從學理上指出其剝奪「消費者剩餘」的可能性。52再者，若「整

體福利效果」是較佳的預設規則，則「阻礙」（hindrance）一語，極易誤導執法者過度

以行為對競爭對手所造成之競爭「不便」，作為違法之主要標準，忽略行為是否真的具

有讓獨占者維持或擴大市場力的可能性，以及行為對整體社會效率利得之考量。至於

「榨取」一語，則明顯地是從「消費者福利」審視原則的角度來看待濫用行為，且相當

程度隱含對行為所創造之財富移轉效果的預設價值判斷。一旦涉案行為被歸類為是「榨

取」類型，可預見的，執法者的執法重心，將不對稱地集中在獨占者因高價所生之福利

損失，即公式(4)中的ΔP - ΔV部分。此可從以競爭法規範物價上漲的討論與案例，以及

公平交易法第19條及24條的不少案例中，觀察到此一思維對實務的影響。

  本文認為，形式區分獨占力濫用行為類型，或許是出自於公平交易法第10條對濫用

行為之成文例示規定，分類有助於主管機關明確掌握應適用條文款項。但此一優點建立

在「阻礙」與「榨取」行為後續的競爭效果評估，有各自不同的法律分析架構。反之，

若分類後，二者競爭效果的評估還是適用相同之經濟考量因素，甚至於出現原先被歸類

為「阻礙」類型之行為，最後因其榨取效果而被認定違法，或反之亦然時，則在上位概

念上有無類型化的必要，即有探討的餘地。

再者，若行為分類後，將適用不同的考量要件，則執法者是依據何種分類標準來決

定行為的類型，即變得相當重要。對此，純法律規範文字之「釋義」性解釋，顯然力有

未逮。固然，若有實證經驗支持，某特定類型行為，如掠奪性訂價或忠誠折扣，在絕大

多數的案件中，「阻礙」效果均大於「榨取」效果，而在差別取價或要求交易相對人給

予特別優惠的案件中，絕大多數的案件，「榨取」均是最值得關切的反競爭效果，則將

52 See Nicholas Economides, Tying, Bundling, and Loyalty/Requirement Rebates 1, 18-27 (Draft revised 
February 2011), forthcoming in Resear ch Handbook on t he Economics of Ant it r ust  Law (Einer 
Elhauge ed.), available at http://www.stern.nyu.edu/networks/Economides_Tying_Bundling_and_
Loyalty_Requirement_Rebates.pdf (last visited December 8,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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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歸類為「阻礙濫用」，後者為「榨取濫用」，則此一分類或有其降低執法成本之價

值。但誠如本節以上所提，隨著經濟理論對獨占行為反競爭效果的研究愈趨多元，這種

類似競爭法下「當然」（per se）原則在立法上的運用，其爭議性與誤判的可能性也將愈

來愈高。

從經濟分析的角度來看，「排除」（ e x c l u s i o n）與福利或利潤「抽離」

（extraction），乃競爭法關切獨占行為的二項主要效果類型。所有的獨占力濫用行為幾

乎均具有二種潛在的效果，只是在不同的涉案行為類型中，二者影響競爭的程度不一。

故在本文的分析架構下，任何類型的獨占行為，均應依「整體福利效果」作為預設檢視

規則，判斷行為之「效率利得」與因獨占力擴大所獲取之超額利潤間之淨福利效果。

總和而論，競爭法規範的重點應置於會影響事業間競爭（inter-firm competition）之「排

除」行為；利潤「抽離」的效果，有相當部分純屬交易當事人間之財富移轉，不涉及福

利效果的損失，除非涉案行為呈現特定市場與產業之結構或行為面特色，否則，競爭法

不宜介入規範此類行為。蓋除了上述出現「錯誤制裁」機率與成本高於「錯誤縱放」

外，以利潤「抽離」為執法依據，很容易出現低估創新等動態競爭效率，以及忽略了事

業以類似差別取價或搭售行為來因應競爭或控制產品品質之正當性。更長期的來看，今

日公司股權高度分散的結果，使「消費者」與公司「股東」身分普遍重疊，以及上述財

富重分配對分配者與被分配者之邊際效用差異等，將使規範「抽取」行為能否創造保護

消費者之正的淨福利效果？頗值斟酌。再者，規範行為之「抽離」效果，也會涉及很高

的事後監督成本，特別是主管機關若單以事業之「價格」與「成本」間的變動關係判斷

抽離利潤是否合理時，事業可以以不直接涉及單位價格調漲之安排，如差別取價、搭

售、獨家交易、或二階段訂價（two-part tariff pricing）等，來達到相同抽離利潤目的。53

以「掠奪性訂價」及「差別取價」為例，在法律的分類下，前者為「阻礙」濫用，

屬第10條第1款所規範的行為；後者則是「榨取」濫用，可能違反同條第2款之不當決定

價格之行為。在本文的架構下，二者均是獨占者的價格競爭策略，同屬第二款之行為。

執法者再依「整體福利效果」檢視原則，評估二者之淨福利效果，此一過程即是以行為

53 Dennis W. Carlton & Ken Heyer, Appropriate Antitrust Policy Towards Single-Firm Conduct, 1, 8-9 
(Economic Analysis Group Discussion Paper, EAG 08-2 March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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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排除」效果為分析核心。當涉案行為人市場力量主要來自於國家權利的授與時，則

由於這類型行為因「錯誤制裁」所生之效率利得損失較低，而「錯誤縱放」之成本較

難以透過潛在競爭來加以制衡，故執法者可例外的對「抽離」效果賦以高一點的評價比

重，而與法律分類下的「榨取」濫用概念接近。綜言之，獨占力濫用行為的違法性評

估，究應多一點排除競爭的考慮，或是應集中在獨占者可如何利用行為由交易相對人移

轉更多的超額利潤，並非取決於第10條各款的法律定性區隔，以及濫用行為之對應分

類，而應依行為所處之市場與產業結構限制競爭的可能程度來判斷。 因此，差別取價並

非因是屬於第2款之行為，而該款在歸類上又屬「榨取濫用」，故必須集中在審查行為

對於消費者福利的剝奪程度；而是實施差別取價的主體可能是取得經營特許權之獨占事

業，事業產品或服務不涉及高程度的研發創新，獨占地位也因受法規保護而難以期待有

潛在競爭出現，故避免其濫用該市場地位以不當「抽離」原屬消費者的超額利潤，成為

競爭法優先應考量的因素。當事業主體及市場及產業特色改變時，競爭法仍可能要回歸

到以「排除」效果作為檢視「差別取價」行為之主軸。

二、具體檢視架構之建立

誠如本文以上所述，隨著經濟分析對獨占行為市場效果的理論日趨多元，單一行為

同時併存著反競爭與促進競爭效果的解釋，使得執法者獨占行為之競爭法違法性評估面

臨更大的挑戰。不過，在本文以「整體福利效果」及行為「排除」競爭效果為預設規

則與執法核心，再依錯誤成本考量，調整考量因素之考量比重的建議與相關引申討論，

我們仍可嘗試歸納出一項較為具體的檢視架構。獨占行為是否具排除競爭效果而構成濫

用，可從以下三項判斷因素著手分析：54行為之策略考量，獨占者與相關競爭者之事業特

徵，以及市場之經濟環境。

行為之策略考量，在要求主管機關先從學理上初步研判，涉案行為與何項經濟學模

型所預期之反競爭效果最為貼近，再依模型所依據之前提假設事實，輔以對模型理論之

相關實證研究文獻，作為調查與搜尋相關證據之方向。在確定獨占者可能的反競爭策略

54 See Michele Polo, Using Economics for Identifying Anticompetitive Unilateral Practices, in 
Compet it ion Pol icy and t he Economic Appr oach: Foundat ions and Limitat ions 94, 96 (Josef Drexl, 
Wolfgang Kerber, & Rupprecht Podszun ed.,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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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相關的證據存在後，執法者則需另從促進競爭的角度與理論，判讀策略的正當性。過

程中，探究事業是否屬於經常性進行研發競爭或是特許獨占經營事業等「事業特徵」，

除有助於「價格-成本」關係，或是有無實現規模經濟必要等效果評估外，更可從其中

推論競爭過程中出現無效率「競租」行為的可能性高低，以及因排除競爭後之利潤「抽

離」效果強弱。市場經濟環境部分，則是從競爭所處市場結構，如參進障礙的高低，是

否存有妨礙潛在競爭出現之法規或市場因素，推估濫用行為能否成功達成排除競爭的目

的，以及市場本身是否足以降低或消弭因「錯誤縱放」之成本。在獲得此三項判斷結論

後，主管機關應有更明確的輪廓決定是否該例外地適用「消費者福利」原則，而多關切

「抽離」的問題，或是回歸預設審理規則，以相同比重考量「超額利潤」與「效率利

得」，或是賦予「效率利得」部分較高的考量比重，而適用「特定意圖」審理原則。

伍、對公平交易法執法政策啟示：代結論

除關於獨占審查原則及行為類型之執法建議外，本文之分析架構尚有以下關於公平

交易法執法政策啟示。

一、在市場力量判斷部分，對於公部門或因取得國家釋放權利而享有獨占力之事業，除

了透過產業管制法規科以相關特別義務外，也有認為此類事業之特殊性，將使傳統

競爭法對市場力量的評估標準，無法反映其對市場的實質經濟影響力。例如，「國

營事業」的招牌，對消費者會產生一定程度之「聲譽效果」，讓其享有其他民營事

業所無之交易信賴感，進而創造出對其產品的高度依賴。故對於此類事業以不當高

價剝奪消費者之行為，應有較傳統以市占率作為主要認定場力量來得嚴格之市場力

認定標準，方能妥適規範所衍生之競爭問題。相對的，從本文所介紹之分析架構可

知，可以在不改變市場力界定方式下，依具體個案之產業與市場特色，評估其「競

租」行為出現的可能、排除競爭後獨占價格調漲的程度、以及研發與創新等效率利

得占獨占利潤的比重、以及有無可能期待市場潛在或實質競爭得發揮制衡濫用行為

等因素，來配置執法考量的權重，更精準的實現保護消費者利益不被不當抽離的目

的。乍看之下，二者就法管制結果而言，並無太大的差異；但就理論所得引申之競

爭政策意涵而言，實有所不同。前者的論點，接受「國營事業」或因取得國家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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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而享有法定獨占地位者為市場中即存的事實，再從公平交易法的理論，思索如

何調控行為後續對消費者與競爭者所可能產生之價格上漲與市場封鎖之效果。在本

文架構所提出之相關檢視因素下，競爭主管機關將有更大之空間，重新檢視包括國

營事業在內之法定獨占者對市場經濟之福利效果及其必要性為何，並一步思索以較

為「市場結構」導向之機制，如引入新競爭者之可行性，以提高市場制衡與自我矯

正之功能，正本清源地解決獨占力濫用之競爭問題。

二、公平交易法因將「限制」與「不公平」競爭行為並列，使得法院與主管機關在未能

明確掌握公平交易法之主要立法目的情況下，對於事業之「單方行為」，在檢視過

第10條後，若不成立，再檢視第19條及第24條之規範可能性，且從過去的案件統計

看來，後者之案例類型，顯然要高於前者。由於「不公平競爭」較少考量市場力與

市場結構因素，故執法主軸明顯偏向「消費者福利」原則。在以「整體福利效果」

作為預設規則的架構下，執法的錯誤類型將集中在「錯誤制裁」的部分。依本文

之觀點，這一執法傾向，只有在案件涉及行為人有較高「競租」誘因，而執法者也

不需過度顧慮執法過當將影響獨占者之創新與研發誘因時，其結果才有可能創造出

正的淨福利效果。其啟示在於，當公平會擬以第19條或第24條規定，解決市場力濫

用之問題時，應考量涉案產業與市場競爭之態樣。對於有明顯動態競爭與潛在效率

利得之產業市場，類似市場參進障礙高低等市場結構面之事證，應占較高的考量比

重。

三、對於因法規而取得「準」公部門地位之事業團體（如專門職業團體），以及私部門

所形成之同業組織（如各類職業或產業公會），其等以自律規範或會議決議來「規

格化」產業競爭與產品或服務的競爭型態時，本文也可供主管機關思索如何評估

相關行為是否構成濫用的上位起點。在此，我們先依學理把這類「規格化」後之競

爭型態或產品或服務類型，簡化為「事實規格」（de facto standard）及「法授權規

格」（de jure standard）二大類。前者指「規格」是經由市場實踐後，經產業參與

者接受為共通規格者，科技業相關產業公會或學會，就科技產品之零組件或智慧財

產所制定之產業共同規格，有不少即是透過此一過程而形成。後者，則是組織在取

得法規之授權後，由組織成員依預設的授權目的，積極要求或消極禁止成員相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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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而所形成之競爭與產品規格趨於一致之現象。例如，專門職業團體基於保障

消費者不因「資訊不對等」問題而受害，所制定之禁止廣告與服務提供類型，或是

統一收費標準等。競爭法對規格化後，組織或團體行為是否構成濫用之判斷，多集

中在規格化對擴張市場力所帶來之價格上漲幅度(ΔP)，以及因規格化所降低之生產

或交易成本(ΔC)二者間之比較，較少論及規格化是否能促使市場出現足以提高消費

者「保留價格」之新產品或服務(ΔV)。在本文的分析架構下，「法授權規格」由於

有較高的「競租」誘因，故較不致於出現高估ΔP-ΔV的情形，而法定的獨占地位，

也往往令這類型組織免於「事實規格」組織仍需面對之「規格間」競爭，故規格化

後之ΔV值通常低於「事實規格」，使「錯誤縱放」的成本潛在地要高於「錯誤制

裁」。故以較偏向於禁止獨占者不當維持或擴大市場力與超額利潤之「消費者福

利」原則，有其學理上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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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d examines the current reviewing 

standards for abusive behavior by monopolists. By using the approach of economic analysi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total welfare” standard be adopted as the default rule when error 

costs from enforcements are not considered. The default rule will then need to be adjusted when 

the costs from “false conviction” and “false acquittal” are taken into account. Depending on the 

probabilities both types of error occur and the associated costs they generate, the corresponding 

reviewing rule might bend towards the “consumers welfare” or the “specific intent” standard. 

Such adjustments require the enforcement agency to assess the factors such as the origin of 

monopoly power, market entry barriers and the degree of potential competition. This paper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implications derivable from this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Taiwan Fair Trad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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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與談

蔡蕙安委員＊

本篇文章探討競爭法規範獨占力濫用行為之審理原則，試圖以經濟分析方法建立一

致性的分析架構，相信是個非常重要的議題。首先提出建立「相關市場」、「市場力」

衡量之一致性審理架構的重要性，建議當不考慮執法錯誤成本時，「整體福利效果」應

是審理獨占力濫用之準則，若將執法錯誤成本列入考量，則應依「特定意圖檢視法」，

強調「消費者福利」，甚至是「生產者福利」的重要性，進而建立一個審理「獨占力濫

用」，歸納出具體檢視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9條及第24條規範的一致性架構。目前公

平交易法在前開條文的檢視上，第10條檢視是不是有獨占力、第19條檢視是否有足夠的

市場力量、第24條須檢視是否影響市場的交易秩序。以下將試圖從經濟效果、經濟分析

的架構來檢視本文。

評論與建議

1. 在「效果衡平檢視法」（Welfare Balancing Test Approach）及經濟分析的可行性中，

主要是檢視「整體福利效果」及「消費者的福利」，這也是經濟分析中最難分析的一

環。基本上「整體福利效果」即是在討論「社會福利」（social welfare），社會福利是

非常大的一塊，也是經濟分析最難量化的一環。因此，「特定意圖檢視法」、「假設

性壟斷性企業檢測」尤其顯出其便利性。

2. 「特定意圖檢視法」，著重於消費者福利或生產者福利的分析。在生產者的利潤方

面，則以profit sacrificing test, equally-efficient competitor test來檢視，若無法得知獨占的

生產成本、利潤，亦有其他的equally-efficient competitor，比較看其他效率相同的競爭

者的資料，來判斷獨占者的行為是否符合經濟理性，並反推其排除競爭意圖的存在與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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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假設性壟斷性企業檢測」（Hypothetical Monopolistic Test, HMT）則用以檢視事業結

合對市場的影響

◆  臨界損失分析（Critical Loss Analysis）：檢視假設性的壟斷企業如果提高利潤，數

量方面產生變化

◆  市場差別取價（Price Discrimination Market）：衡量假設性的壟斷企業在dead weight 

loss佔據的比例

◆  向上定價壓力（Upper Pricing Pressure）：獨占者提高價格後，是否有能力維持他的

獨占價格及獨占利潤

◆ 邊際成本的抵銷（Compensating Marginal Cost Reduction, CMCR）

4. 尚有其他市場力的判斷法則，發現經濟分析所檢視的面向都僅觸及點、線的二度面

向，而未擴及到面的全面分析，並以「經濟模型」作為全面的檢視。其實經濟分析有

非常多的架構、非常多的工具，這些都有待繼續的發展。關於未來的展望，有賴以後

經濟分析如何發展，及國內的法學界跟法院會有多大的接受度，也值得觀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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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與談

王文宇教授＊

陳教授這篇文章蠻有趣的，前面學理部分有一些比較政策性的建議、觀察。我於民

國95年12月的公平交易季刊曾發表一篇濫用獨占地位的判斷標準，其實就是教授介紹的

學理部分、不同的學說，那篇文章大部分也有介紹過，當然分類方式可能不太一樣，但

就像陳教授所講的，大概就是從生產者或從消費者來看會有不同的標準。

接下來，可能是非經濟學的這些標準怎麼用？我接下來簡單的用中油的案子來看，

這個案子如果你用不同的標準來檢視其實會得到不同的結果，譬如說從「利益犧牲判斷

標準」或「無經濟意義判斷標準」來看，我們可能推斷中油是違法的，假如你用「同等

效率判斷標準」，那未必中油就違法，因為在中油這個案子，有很多廠商如李長榮、台

塑等等，它們的經營方式是從國外進口油品所以成本本來就會比較高，而中油自行生產

油品成本會比較低，所以中油，就這個意義來講，它的經營本來就是比較有效率的，所

以就這個我們如果採取Tullock與Posner就的標準來看，是因為中油本身具有相當的競爭

上的效率，未必具有排擠同等效率競爭對手的效果，從這個例子來看，其實用不同的經

濟的審視標準會達成不同的結果，如果再從消費者福利來看，中油這個案子它可能消費

者福利這邊關係就小一些，因為這邊主要是在談成本面。

另一個案子就是荷蘭飛利浦公司這個案子，CD-R這個案子，我覺得比較有趣的觀

點，公平交易法學界不知是否談到，這個其實是個商業契約，其實它是一個情事變更，

國內廠商可能在當初的市場條件下認為有利可圖，願意用這樣的條件，包括價格跟非價

格條件去簽約、取得授權，那後來因為市場反轉、情事變更，造成公平會這個案件，所

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可能會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就是說公平會或公平交易法的執法結果卻

造成，我們針對這個情事變更，造成廠商要對於他本來要負擔的後果，要用法律的強制

力說這些弱勢的廠商不必承擔了，反過來說，是不是假如沒有反轉，那這個弱勢廠商就



公平交易法施行20週年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06

賺大錢，那就不干預，那如果市場反轉、情事變更的時候我們就幫助他，這個會有一個

不對稱的問題，這方面國內公平交易法學界探討的比較少，此部分值得瞭解。

最後陳教授提出一些標準，結論部分也提到中油具有國營、公營事業的一個體系，

對於公營事業獨占地位濫用公平交易法怎麼去看待它，他有提出來應該要採取一個比較

動態的標準，這個我是同意的，論文中又有提到第19條、第24條部分就先不評論，不

過他有提出來公平會對第10條的運作可能覺得難度相當高，剛剛蔡委員有提到，所以大

家潛意識比較回避它，所以會用另闢蹊徑的一個方式，這也是值得觀察，個人在長期觀

察，覺得台灣不只公平交易法，其實整個法學界或社會，就是一個消保還是市場掛帥間

的權衡，但是兩者事實上卻是相衝突的概念，台灣其實在很多產業，很多的法律領域，

包括契約法、民法，其實它的消保意識非常強，我不是說這件事情不好，但是到底這兩

者間要如何權衡？

最後有關陳教授舉出來的學說、觀點及建議，包括公營事業、如何將獨占地位學術

標準引進來、以及談到公會透過規格化的方式來影響市場，還有融入過去國內沒介紹

的，就是談所謂錯誤的放縱、錯誤的制裁等等，從這觀念來考量都是很有趣，不過就一

個學理面來看，它的周延性還有待追尋，我的報告到這邊，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