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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藉由「連鎖便利超商現煮咖啡」的聯合行為案為例，探討聯合行為之
認定基準。根據公平交易法第七條對聯合行為之定義，必須討論是否透過主觀
上的合意而導致外觀一致的行為結果，以及此行為是否對特定市場產生影響生
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向來，聯合行為的認定問題很少著眼於特定市場的界定，但連鎖便利超商
現煮咖啡案中，公平交易委員會所界定的特定市場，却不被高等行政法院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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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政法院所認同。究竟在聯合行為的案例中「特定市場」應該如何界定才恰
當，是否必須如高等行政法院所言，用SSNIP 測試等手段來進行詳細的市場調
查，才算適當的界定，公平交易委員會的界定方式下認定的「連鎖便利超商現
煮咖啡」市場是否妥當?高等行政法院大費周章的討論與否定，對聯合行為的
認定意義何在?值得討論。
而合意(或「意思聯絡」)的存在與否，一直是認定聯合行為的重心問題。
但由於證明合意直接證據取得不易，通常須透過間接證據來舉證。間接證據的
舉證程度究竟要做到何種程度才足夠?又，如同本案若依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認
定屬於「寡占市場」，那麼此市場構造下，究竟是容易形成「有意識的平行行
為」，抑或構成聯合行為的「一致性行為」?在僅有間接證據的情況下，如何
區分兩者，是實務上的一大難題。
關鍵字 聯合行為 特定市場 意思聯絡 一致性行為 有意識的平行行為

一、前言
聯合行為向來是公平交易法所規範的事業行為類型中，非常受到矚目的部
分。其破壞了特定市場中原本應該存在的事業者間的公平自由競爭，更讓終端
的消費者因而受到不利益，影響甚鉅。關於聯合行為的認定與規範問題，不僅
是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亦是各國競爭主管所重視。
本文選擇「連鎖便利超商現煮咖啡」一案(以下簡稱「超商咖啡案」)作為
討論，首先是本案仍存在向來在聯合行為的案件中最為棘手的「意思聯絡」認
定問題，為何公平會在本案處分理由中提及最高行政法院過去幾則判決中的認
定基準，作為判斷意思聯絡存否的基礎，最終仍是無法得到最高行政法院的肯
定，究竟其中有何認知上的落差，問題癥結何在?本文試從直接證據與間接證
據的區分，討論所謂一致性行為理論下，如何透過間接證據舉證意思聯絡，舉
證責任在公平會與事業間要如何分配，是值得討論的議題。此外，較為特別的
是對「特定市場」的界定問題，在過去的聯合行為案例中少見太多討論，而本
案中公平會所界定的「連鎖便利超商現煮咖啡」市場，在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
行政法院皆受到質疑，尤其在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理由中，舉出許多諸如「需
求交叉彈性」、「SSNIP測試」等市場界定的檢驗基準，來批判公平會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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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的不足。究竟，在聯合行為的案件中，「特定市場」界定的必要性與重要
性何在，應該如何界定，也引起思考。

二、公平交易法對聯合行為之定義
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一項本文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我國公平
交易法對於聯合行為乃採「原則違法、例外許可」之規範原則。至於如何判斷
事業是否進行聯合行為，公平交易法第7條的定義舉出了幾個要件，包括第1項
「本法所稱聯合行為，謂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
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
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而第2項：「前項所
稱聯合行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
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及第3項：「第一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
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
1

者」 。由此可知成立聯合行為之構成要件，包括(1)行為主體是具水平競爭關
係之事業。(2)透過合意方式(意思的連絡)。(3)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的價格、限
2

制數量等相互拘束事業活動。(4)對特定市場之供需等功能產生影響 。因此，
「特定市場」的界定與「合意(或意思聯絡)」的存否，是檢視是否該當此等
3

要件的兩大重點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6項對於「不當交易限制」之條件
為：「事業不論是以契約、協定或其他任何名義，與其他事業共同為價格之決
定、維持或上漲，又或限制數量、技術、製品、設備或交易相對人等相互拘束
該事業活動或遂行之，因而違反公共利益，實質限制特定交易市場之競爭。」
與我國公平交易法對聯合行為的要件十分相似。所聚焦的要件討論，也是重在
「意思聯絡」的認定，而判斷是否對市場競爭造成實質限制效果的判斷時，通
常亦先對特定市場進行界定而後判斷之。
1

2
3

本文於研討會發表時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尚未通過，所以仍以當時的原條文呈
現。 在本文法發表後的2015年1月22日修正草案於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2月4日由
總統公告施行。條文修正後，將原本分別置於第7條的聯合行為構成要件與第14條
對聯合行為的規範移至第14條及第15條。而本文另一個討論的「特定市場」的界
定，修正後從針對獨占事業的特定市場定義的第5條第3項，獨立成第5條，適用於
所有限制競爭行為，並將「特定市場」的用語修改為「相關市場」。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第15版)，頁139-141，自版，2014年2月。
意思聯絡也是合意的概念之一。故本文中時而交叉使用。但以公平交易法第7條的
定義，意思聯絡是屬於明顯的契約、協議以外，較不明顯且不問有無拘束力的其
他方式，所以本文在討論無直接證據而採用間接證據時，常用「意思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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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商咖啡案與爭點
有關超商咖啡案，如前所述，有「特定市場」的界定與「意思聯絡」的存
否兩大部分。以下將分為此兩部分進行討論，先從公平會的視點，再比較高等
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的的見解，找出彼此歧異的部分。
（一）事實
在民國100年10月，連鎖四大超商以受到鮮奶漲價的影響為說法，對於含
乳的現煮咖啡品項，在三天之內無論冰熱、容量大，皆陸續調漲5元。由於調
幅相同，調漲時間也相近，且又於調漲後幾乎同步進行第二杯半價等優惠活
動。公平會認為四大超商之此等行為恐有涉及聯合行為之嫌疑，依職權主動立
案調查。根據公平會的調查，認定四大超商對現煮咖啡的漲價構成公平交易法
4

第7條聯合行為之要件，違反第14條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之規定而處分之 。
（二）市場界定
公平會將本案之特定市場界定為「連鎖便利超商現煮咖啡」為市場，但未
受到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的肯定。
1.公平會處分
公平會將本案的特定市場界定為產品市場與地理市場。考量的基準與具體
認定如下：
(1)產品部分：能劃為同一相關產品市場的商品或服務之間，須具高度之
需求替代性，僅部分替代性尚還不足。須經審視相關事業之經濟規
模、經營模式、主要收入來源、市場定位、價格策略等因素。公平
會根據上述之因素考量，認為連鎖便利商店具有提供多元商品與服
務(如傳真、影印、代收費用、宅配、快遞、網上購物、取貨、設置
ATM等)、密度普及、全日營業、可及性高等特點，相較一般連鎖咖
啡店或餐飲業而言，更能對消費者提供全面型的便利性與滿足度，所
4

超商咖啡案的發展是，公平會認定四家超商成立價格的聯合行為而處分之公平會
(100)年100220號處分書(2011)。被處分人不服向行政院訴願會提起訴願，訴願決
定乃維持原處分。被處分人不服訴願決定，分別提起行政訴訟，判決撤銷原處分
與訴願決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607號、649號、703號、715號，本以下稱
「高等法院第一次判決」)。 公平會不服，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判決廢棄高
等法院判決，發回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251號判決)。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更審判決仍同前次，撤銷原處分與訴願決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
度訴更一字第54號、55號、56號、57號，本文以下稱「更審判決」)。公平會仍不
服再上訴，最高行政法院駁回公平會上訴，判決確定(103年度判字第19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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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與其等不具高度之需求替代性。綜上，界定出「連鎖便利超商現煮
咖啡」市場。其實公平會列出許多界定市場的考量基準，但似乎在本
案中對於具體的考量事實甚至是數據較不明確，因而引起往後在行政
訴訟時法院的質疑。
(2)地理市場：因超商設置地點遍及全國各縣市，所以劃定為全國。
公平會提到根據經濟部的動態調查，本案四家超商的營業額占全國便利商
店之七成，但以連鎖便利超商現煮咖啡市占率來說，則統一、全家、萊爾富及
來來四家超商，各占84%、11%、4%、1%，且整體需求市場穩定成長中。換
言之，以連鎖便利超商現煮咖啡為產品市場，四家超商合計市占率是百分之
百，若有共同漲價行為之合意，對市場功能的影響當然無庸置疑。在此界定與
計算下，公平會認定本案市場乃屬於寡占市場。此一寡占市場的認定，也牽動
了「意思聯絡」的判斷。
2.行政法院之判決
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一次判決中，公平會主張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4條第2項之規定，特定市場之界定可以參考政府機關之公告資料；以美國1962
年的Brown Shoe Co. v. U.S. 案為例，可以質化標準來界定市場範圍，以作為處
5

分理由正當性的說明 。但高等行政法院則認為，應採二階段市場界定方法，
並提及在假設性獨占理論，應適用美國2010年水平合併指針的SSNIP測試方
6

法 ，來判斷是否有其他咖啡供應者也有機會進入本案的現煮咖啡市場，而本
案的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市場並無通過此等理論的檢驗，亦未見以經濟學上
的「需求交叉彈性」來分析單一市場界定。對此，最高行政法院先是認同公平
會的主張，認為從「需求及供給替代性」及質化標準來分析，並非欠缺市場調
查；且高等法院提出如此多樣經濟學上的理論，作為界定市場是否得當的檢驗
標準是突襲裁判，因而將本案廢棄發回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在更審判決中，則順應公平會在行政訴訟中所提及的結合申報案
件處理原則第3點以及四點的界定市場的考量因素(需求替代性、供給替代性、
潛在競爭因素、其他質化因素等)，認定公平會在各點的認定上皆有所欠缺或
5

6

公平會在此次上訴時，就以Brown shoe案中質化標準如何界定市場範圍，提出幾個
判斷合理替代性的指標，包括1.需求替代可能性，2.供給替代可能性，3.潛在的競
爭。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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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並再次於需求替代性方面提及SSNIP測試。最高行政法院此次則是肯定
高院更審判決的見解。但有意思的是，最高法院並不否定本案是寡占市場，並
認為高等法院亦不否認之(但高等法院並未明確如此表示)。
(三)意思聯絡的認定
對於聯合行為成立的關鍵要件，即「意思聯絡」有無的認定，公平會與高
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在判斷上亦發生歧異。
1.公平會的處分
在本案，公平會並查無直接證據的存在，因此僅能以間接證據判斷基準判
斷四家超商的意思聯絡的存否。
（1）間接證據與合理推定
公平會指出，當欠缺直接證據時可參酌各國競爭主管機關的
「一致性行為(concerted action)」執法概念，並考量相關「附加因
素(plus factors)」。若能排除調價係屬業者出於經濟理性之獨立行
動，除非業者採取聯合行為，否則無法合理解釋一致性的市場現
象，則可論證屬聯合行為之態樣。公平會特別舉出過去常見於公平
會處分書中，以間接證據推論意思聯絡時所參考的最高行政法院的
幾判決，包括：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91號、92號，以及最高
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1798號判決，說明當欠缺直接證據時，公平
會可以採用間接證據，若此一共同一致的行為結果，從各個企業之
個別利益觀點而言，無從解釋之，僅能基於有共同之目標及計畫加
以了解時，即可認定為有該等合意存在。在舉證責任上，則應採合
理推定之方式，若要推翻公平會的推定，須行為人「合理說明」，
證明其價格之調整乃市場上客觀之供需變化因素所致。
（2）本案的事實與意思聯絡的認定
從四家超商對含乳咖啡品項近乎相同時間各調漲5元，僅是外
觀上一致的行為結果，尚不足認定構成聯合行為。因此公平會提到
可以影響本案的競爭因素包括a.商品同質性高。b.競爭對手彼此了
解對方之商品調整週期。c.參與競爭者於調漲價格後舉辦促銷活動
等。在寡占市場中，單一廠商價格調漲具有市場流失之高度風險，
業者應不會輕易為之，先發者除非有相當之把握其競爭對手亦會跟
進，否則不會任意發動。而競爭對手間倘能確信彼此對調漲具有共
識，對調漲行為具有穩定性。本案中，全家超商率先發布調漲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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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足以懷疑其於事前有相當確信競爭對手之其他三家超商亦會調
整週期同步上漲，否則不會甘冒流失客戶之風險而率先公布調漲。
而各家超商調漲咖啡價格之額度皆為5元，時間緊急且相近，又一
致性的不漲不含乳之美式咖啡，若各家超商無法舉證說明價格調整
出自於市場客觀合理之因素，乃事業出於經濟理性的獨自判斷，即
可合理懷疑存有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
此時，公平會即舉證責任轉換給四家超商，要求說明調價的理由，是否具
事業獨自判斷的事實，具有排除意思聯絡存在的可能性。對此，公平會要求各
家超商提出公司內部精算漲幅之依據、方式、訂價策略、內部調價標準作業流
程等以作為說明，業者均無法提出相關書面精算報告。各家說明的上漲理由，
包括進口咖啡豆上漲、耗材上漲、人工成本上漲、咖啡機上漲、店租飛漲、確
保加盟商利益、5元方便找零等等，不一而足。但實際上各家原料來源、價格
不同，成本各異，促銷活動也匆促推出，因此認為超商所提出的理由與說法無
法達到經濟上合理的舉證說明，可合理推定超商間存在事前的合意，否則無以
導致外觀一致行為結果。
2. 行政法院判決之認定
高等行政法院雖然不贊同公平會界定市場的基準與結果，但仍以公平會所
認定的「寡占市場」，來討論此種市場結構特性下事業間的行為模式。認為寡
占市場具高度透明性，事業對競爭者的行為，通常可以在短時間內得知。當商
品同質性高時，以價格競爭為主要競爭手段，事業制定價格時，終究採取與競
爭者相同之行動策略，因而形成外觀上的一致行為。若並不存在合意，僅是事
業單純為自身利益所不得不為之行為，則應屬「有意識之平行行為」或「價格
追隨行為」，並不構成聯合行為。先點出了僅有外觀上一致的行為結果，尚不
足以認定聯合行為的成立，並提出寡占市場的特質下，有可能無須意思聯絡，
即可導致外觀上一致的行為結果，而若為如此，則並不該當聯合行為，必須加
以區分。
而關於舉證責任的部分：即使公平會舉出了幾則最高行政法院的見解作為
判斷基礎，高等行政法院則認為行政罰的要件事實之客觀舉證責任應在行政機
關。若公平會以四家超商該當聯合行為而處分之，經法院之職權調查仍陷真偽
7

不明時，不利益應歸於公平會 。雖然行政訴訟法第189條第1項對判斷「事實
7

高等行政法院在國內三大紙業聯合行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更字第23
號、24號、25號判決)一案中亦提到此一舉證責任基準。認為公平會所憑之證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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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偽」沒有具體規定，但仍應做到具高度蓋然性「沒有合理可疑」的確信，而
認為公平會的舉證並沒有達到此確信程度。尚舉出為何各超商成本不同卻同樣
調漲5元為例，被處分人之一的統一超商所提出「市場飲品價格之書面整理結
果」，的確呈現以5元為訂價級距，並非如公平會所述完全無合理說明。所以
寡占市場不是僅有公平會所論容易形成聯合行為，反之也可能容易形成有意識
的平行行為。簡言之，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寡占市場的特性下，外觀一致的行為
結果大有「有意識的平行行為」的可能性，公平會必須對於合意的存在，做到
「唯一且合理」的舉證，但公平會並無達此標準。
對此，最高法院的判斷引人注意，畢竟公平會舉出最高法院的見解作為判
斷的基礎。最高法院第一次判決時，果真對高等法院要求公平會的證明須達到
「沒有合理懷疑」的舉證程度，以及待證事實真偽不明時，逕自將舉證責任倒
置公平會，認為有悖最高法院實務見解而不表贊同。但另一方面，卻也認同高
等法院對於寡占市場中事業間「有意識的平行行為」或「價格跟隨行為」的可
能性的說法，認為公平會對於排除此可能性的說明並不足夠。而高等法院更審
時，不再堅持「沒有合理可疑」的高度蓋然性，認為即使在最高法院所主張的
「合理推定」下，認為公平會所提出的間接證據，亦尚不足合理推定四家超商
調漲現煮咖啡之外觀上一致性行為，乃出於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並進一步認
定超商的調漲是獨立意思決定下所為的合理經濟行為，屬有意識的平行行為。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次判決則同意了高等法院的見解。
特定市場界定

意思聯絡的認定
未取得直接証據而採一致性行

公平會

產品市場界定為「連鎖便利
商店現煮咖啡」

為理論。認為就所調查的間接
證據，對照四家超商不具經濟
合理性的說明，「合理推定」
意思聯絡的存在。

非毫無瑕疵，無法具體舉證意思聯絡何在，即使存在亦無說明對市場供需功能是
否足以構成影響。

論聯合行為之認定－從超商咖啡案談起

73

1.第一次判決
認為公平會的舉證，須達到
否定公平會的界定方式。

「沒有合理懷疑」的程度，而

認為欠缺更為詳細的市場調 公平會未達此程度。
高等行政法院 查。具體提出二階段理論， 2.更審判決
SSNIP測試等方式是較為妥適 則 認 為 即 使 採 合 理 推 定 之 見
的界定方式。

解，公平會的相關事證仍不足
以合理推定事業間意思聯絡的
存在。
第一次判決時認同公平會的見

最高行政法院 贊同高等行政法院見解。

解。
但最終贊同高等行政法院更審
判決的見解。

四、特定市場的界定與聯合行為
就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出公平會的處分與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對
於特定市場的界定方式以及意思聯絡的有無，在見解或認定上有所差異。以下
先就聯合行為特定市場界定進行討論。
（一）「特定市場」意義與界定
根據公平交易法第5條第3項：「所謂特定市場系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
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簡言之，特定市場即為事業從事「競爭」的範
圍。公平交易法中對於市場的定義，適用於任何一種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的
行為類型。公平交易法雖定義了「市場」，但並未直接規定特定市場的界定方
式。
1.聯合行為成立要件與「特定市場」的界定
為何聯合行為須要探討「特定市場」的界定?以下，從公平交易法對聯合
行為之定義以及與其他限制競爭行為類型的比較來進行論述。
（1）公平交易法第7條
根據公平交易法第7條對於「聯合行為」之定義，其主要的構
成要件中包括是「聯合行為的主體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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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特定市場產生影響」。需要界定特定市場，才能認定是否屬
於其中同一產銷階段具有水平競爭關係的事業間，透過合意共同
行為，而評估該行為對「特定市場」的市場供需功能之影響。若
市場劃得大，參與聯合行為的事業的市占率就小；而反之市場若
界定得小，市占率就會被放大。若參與聯合行為的事業市占率
大，當然判斷其行為對特定市場的供需功能影響，可能就大；若
市占率小，交易相對人可以容易取得其他替代的交易機會，在
「影響微小原則」(di minimis rule)下，可能不影響市場之價格與供
需機能，而不違法，如同「巷口兩家豆漿店」的聯合訂價即是一
8

例 。在此思考下，特定市場的界定與市占率的算定，可能因而成
為是否需要管制規範聯合行為的門檻。以超商咖啡案而言，被處
分人當然希望特定市場能夠劃得更大，讓自己的市占率可以被縮
小，有機會來討論是否行為並不影響市場供需功能。若如公平會
所界定的「連鎖便利超商咖啡」為產品市場，四大超商的市占率
的總和即達百分百。可以理解為何被處分人在行政訴訟時提出許
多市場界定的檢驗基準，以求降低市占率。
有學者認為在限制競爭的行為類型裡，特定市場可以有兩個
意義：一個是進行競爭的範圍，另一個則是競爭被實質限制的範
9

圍 。第一種意義之下，必須先界定出特定市場，然後在此範圍
內討論是否產生限制競爭的問題。而第二種意義的特定市場，是
從「競爭」的意義乃是需求者或供應者的發揮競爭機能的狀態，
而限制競爭則是此等競爭機能無法作用的狀態，所謂特定市場就
是此一狀態的範圍。公平交易法第5條第3項的特定市場的定義應
是屬於第一種概念。此說法的最大意義，在於若從第二種意義看
來，特定市場的界定並非是評價事業的行為是否限制競爭的首要
任務。目前實務在界定特定市場時，多還是於第一種意義下，先
界定出市場，再判斷範圍內事業的行為對競爭的影響。但實際
上，就如同超商咖啡案，若被綁在得先界定市場始能往下判斷事
業的行為，可能失焦於真正發生限制競爭效果行為的證據及認
8
9

公平交易委員會，141(2014)。劉孔中，「聯合行為規範之革新」，臺大法學論
叢，第33卷第2期，66(2003)。
大祿英一， 占禁止法の体系的理解Ⅰ，靜岡學術出版，24-3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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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2）其他限制競爭行為之特定市場界定
公平交易法中「限制競爭」的行為類型，如濫用獨占力、事
業結合與聯合行為都可能須論及特定市場的界定。當然，雖然
「市場」的概念皆同，但界定時考量的因素與界定出的範圍，卻
有可能因應各類型而有所不同。
a.在濫用獨占力的部分，需要先認定事業為獨占事業，才能進一
步認定是否違反第10條之濫用獨占力。而判斷事業是否獨占，
則必須先界定出特定市場計算出市占率，始能判斷是否該當公
平交易法對獨占事業的認定基準。然而事業是否為獨占，並非
僅依市占率認定之，尚還須斟酌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3條所列
10

之其他事項 ，用以判斷其是否確實具有可以支配市場的力量並
濫用之，所以必須衡量可能影響其市場支配力的各項因素。
b.在事業結合的部分，乃屬事前規範，僅能以相關市場現狀判斷
結合實現後可能產生的市場變化，以決定是否要禁止其結合。
此時乃是對一個尚未實現的市場狀況進行評估，所以要納入包
含潛在的競爭因素等多角度的衡量。超商咖啡案中對於特定市
場的界定，高等行政法院提及許多事業結合的市場界定基準與
方法，包括提到公平會制定的「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
11

案件之處理原則」或者美國的2010年的「水平合併指針」 等。
並非所有的事業結合在市場界定的方法或考量皆不適用於聯合
行為，例如公平會處理原則第3點中「產品市場」、「地理市
場」、「時間因素」的界定，不限於事業結合對其他行為類型
亦同可適用。惟，不論公平會或高等行政法院提到「潛在的競
爭因素」的考量(雖然公平會認為本案的情況下，潛在競爭者為
零)，在聯合行為案件是否需要考量，本文則持保留態度。對於
一件已經發生有限制競爭之虞的行為，考量行為發生當時尚未
10

11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3條除了第一項的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之外，尚須審
酌：二、考量時間、空間等因素下，商品或服務在特定市場變化替代的可能性。
三、事業影響特定市場價格之能力。四、他事業加入特定市場有無不易克服之困
難。五、商品或服務之輸入、輸出情形。
包含公平會在第一次高等行政法院的行政訴訟中所提及的Brown Shoe案，亦是一
件結合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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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市場的潛在競爭者，對於判斷該行為對當時市場供需功能
12

的影響時，應不具任何意義 。
2.特定市場的界定方式
以公平會以及高等行政法院在超商咖啡案所提出的方法進行討論。
(1)公平會的判斷基準
公平會通常依個案視狀況來決定市場的界定。基本上會考量
13

「產品市場」、「地理市場」及「時間因素」 ，此可從公平會
所制定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3
點規定為：「本處理原則界定特定市場係綜合產品市場及地理市
場加以判斷：（一）產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
件上，具有高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圍。
（二）地理市場係指就參與結合事業提供之某特定商品或服務，
交易相對人可以很容易地選擇或轉換其他交易對象之區域範圍。
在考量前項產品市場、地理市場外，得視具體個案，衡量時間因
素對於特定市場範圍之影響」，可以得知。但不代表每個個案例
皆同時考量此三要素，實際上以前二因素為基本考量要素，此
14

立場基本上是應予以肯定的 。其中又以產品市場中以需求者替
代性來討論市場範圍為重心，至於地理市場則是在產品市場的決
定時，若因為距離等地理因素，為商品的競爭範圍劃出一個具體
的地區領域，或大或小還需視個案而定，如超商案是以全國為範
15

圍，而某些跨國企業甚至能以全球為範圍 。時間因素則是認為
對需求者而言，若時間夠長，可以接受較遠的地方或甚國外的商
16

品，市場因而可以變得更廣 。至於界定特定市場時應該採用哪
一些資料，在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計算事業之市場
占有率時，應先審酌該事業及該特定市場之生產、銷售、存貨、
輸入及輸出值（量）之資料」，以及「計算市場占有率所需之資
料，得以中央主管機關調查所得資料或其他政府機關記載資料為
12
13
14
15
16

上杉秋則，カルテル規制の理論と実務，商事法務，113(2009)。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頁35-36，自版，2014年2月。
伊従寛，独占禁止政策独と占禁止法，中央大学出版部，158(1997)。
例如ASML域外結合案，公平會102003號 公平交 委員會結合案件決定書(2013)。
公平交易委員會，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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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所以根據本項之規定，公平會使用經濟部公告之資料來
協助市場的界定實無不妥。
此外，認定是否影響市場功能，除了特定市場的界定，還須
17

從「量」與「質」的標準檢視之 。在「量」的方面，一般多指市
占率，但實務上並無特定市占率多少以上才影響市場供需功能，
如本文下面所舉之電臺廣告藥品案，甚至出現5%的市占率。再
者，量化研究較重視所謂統計等數據，則SSNIP測試亦屬一種定量
分析方式。在「質」方面，但根據高等行政法院曾經的定義，是
以聯合行為之內容，亦即事業所為之限制競爭行為本質是否屬核
心事項為斷，愈屬核心限制競爭手段（如價格）之排除，被認為
18

影響市場功能的可能性也就愈高 。這也呼應了前面所論，競爭法
下討論的市場要顧及發生限制競爭的部分。而究竟應以量化或質
化的方式界定市場，最高行政法院在超商咖啡案中也同意並無一
定的基準，但卻認同高等行政法院更審判決中認為公平會用行政
院主計處「中華民國行業分類標準」等分類標準作為其他質化因
素，界定連鎖便利超商現煮咖啡作為獨立市場的方式，乃欠缺具
體事證並不妥當。至於用SSNIP測試進行市場界定，在公平會的聯
合行為案例中實屬罕見，在日本亦同。實際上，日本公平會也並
非所有的案例皆用SSNIP測試進行市場界定，甚至是結合案件亦是
如此，很大比例是從需要者角度檢視商品、服務的機能等方式來
19

界定特定市場 ，並非皆有具體市場調查的量化數據為手段。
(2)SSNIP測試的迷思
在高等行政法院在第一次判決時，提出所謂的二階段論法來
質疑三階段論法，認為二階段論法中以「假設性獨占理論」透過
「SSNIP測試(Small but signiﬁ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
的簡稱)」測試是比較合乎國際實務潮流，並認為公平會沒有援用
經濟學上的「需求交叉彈性」來分析單一市場。
17

18
19

劉華美，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一)第一條至第十七條，公平交易委員會92年度委
託計畫，318-319(2003)。
高等行政法院101年訴更一字第2號判決。
白石忠志，「市場画定不要論について」，競争法の理論と課題――独占禁止法
・知的財産法の最前線，根岸哲先生古稀祝賀，18(2013)。岡田羊祐、林秀弥，
独占禁止法の経済学，東京大学出版社，2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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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SSNIP測試，乃指設定獨占事業是否能進行「微幅(一
般認為是5%)但顯著的非暫時」的漲價而增加利益，具體的操作
是，先假定一獨占事業，當其開始進行此一微幅但有意義且非暫
時的漲價時，需求者是否會往外圍移動轉向其他事業，若有就將
該外圍業者納入市場，如此反覆測試，直到沒有外圍業者可以加
入，市場界定就完成。這樣的反覆測試，因為必須向需求者，在
本案即為向廣大消費者進行調查，就如同公平會所言，將會耗費
時日。從本質來說，此種界定方式仍是以需求者的替代性出發進
行檢測。雖然過去以美國為首，尤其1992年的由美國司法部與聯
邦貿易委員會(FTC)所共制訂水平合併指針中將SSNIP測試作為市
場界定的方式之後，受到各國的競爭主管機關的青睞。以日本為
例，日本公平會所制定之事業結合處理原則中，有關特定市場界
定的方式，從需求者的角度討論替代性時，乃明確規定了SSNIP
20

測試方法 。但即使如此，並不代表所有競爭主管機關在界定特
定市場時，做到每案必以此進行檢測的地步，通常多是在事業結
合案件類型時才議論到此界定方式。而經濟學上的「需求彈性交
叉」，是表示一種商品的需求量變動對另一種商品價格變動的反
應程度，意義上亦是與SSNIP測試同樣的從需求者的角度出發。
高等行政法院特別提到美國2010年版的水平合併指針以佐證
21

自己所持之特定市場界定方式 ，此新版的水平合併指針中，仍是
在獨占者測試(The Hypothetical Monopolist Tset)中適用了SSNIP測
試來界定產品與地理市場。但不能忽略此次新版指針出現了一個
與1992年版有所不同的基本原則變化，即是不再認為市場界定必
為評價水平結合的第一步驟。2010年版提到，進行相關分析時並
不一定需要從市場界定開始，市場界定只是在評估競爭效果時可
能運用的一系列工具中的一種，當能夠獲取反映競爭效果的直接
22

證據時，主管機關將更倚重那些直接證據，而非市場界定 。除了
20

21

22

日本公平會所制定之「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運用指針」第2點之1
有關特定交易市場劃定之基本思考。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2010).
2010 Guideline，4 Market 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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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界定，例如向上定價壓力(upward pricing pressure)、臨界損失
分析(critical loss analysis)、移轉率(diversion ratios)、結合模擬模型
23

(merger simulation)等經濟分析方法亦是運用參考方式 。在此改變
下，已非在討論SSNIP測試的方式的妥適性，而是更為前提的認
為特定市場並非一定先界定不可。此外，SSNIP測試本身開始受
到討論，學界甚至開始出現「市場界定不要論」。就標題或許看
來較為極端，本論點實則是認為多種市場界定方式，終究是要回
歸討論究竟是為誰的競爭，而此時引人再三思考的不可缺要素即
24

是「需求者範圍的劃定」 ，即使以SSNIP測定市場，檢視漲價時
是否轉移向其他事業，要詢問哪一個區塊的哪些需求者是決定測
試結果的關鍵，終究是回歸到需求者的角色。此一說法僅欲表達
特定市場的界定方式並非應該被僵化在某一特別方式，當然包括
SSNIP測試。
而不論是哪一種界定方式，因應市場的實際狀況，從最基本
的產品需求者角度來看，市場是有可能重疊成立，一個特定市場
的成立並不意味排除其他市場範圍成立的可能性，也就是若從需
求者的商品替代性等來考量，另外界定出一個與公平會所界定的
特定市場範圍相異之結果，並不足為奇。而其中，將事業間進行
25

合意的範圍界定成一個特定市場亦為常見 。但無論如何，在實務
的執法判斷上，仍須要一些具體的基準，所以完全捨棄特定市場
的界定或許不是最好的作法，但是界定方式應該更針對個案，對
26

於有爭議之事業間之具體行為，進行個別的特定市場界定 ，如同
2010年版的水平合併指針所述，若能取得限制競爭的直接證據，
更應該重視此部分。假設超商咖啡案在合意的部分取得直接證
據，卻耗費周章討論市場界定，然後因為市場界定出現歧見而否
定四家超商的行為該當聯合行為，是否妥當?市場界定不要論者的
23

24

25
26

張甘穎，「結合審查基準之研究—以統一與維力結合案為例」，公平交易季刊，
第22卷第4期，43-49(2014)。
白石忠志，「市場画定不要論について」，競争法の理論と課題――独占禁止法
・知的財産法の最前線，根岸哲先生古稀祝賀，18,(2013)。白石教授認為這樣的
說法受導矚目，原因之ㄧ即使美國2010 Guideline。
菅久修一、品川武、伊永大輔、原田郁，独占禁止法，商事法務，36(2013)。
上杉秋則、カルテル規制の理論と実務，商事法務，11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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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之ㄧ，即是認為所謂市場界定終究會被其他反競爭效果所吸
27

收(例如聯合漲價的合意等)，這樣的說法並非毫無見地 ，限制競
爭的行為與效果適應該更被重視的部分至於經濟學上的手法例如
28

SSNIP測試或者需求交叉彈性 等方式並非當然必要，尤其受到測
試分析資料的有無、時間的約制，各國的競爭主管機關亦是以其
29

他可行簡便的替代方式為之 。
(二)參考案例---電臺廣告藥品案
論及市場界定的爭議，令人憶起多年前的電臺廣告藥品聯合行為案(以下
30

稱「連心會」案) 的特定市場界定爭議。本案的事實為，在臺南地區有48家藥
局負責人，除從事一般西藥之販售外，同時為地區性電臺的廣告藥品指定藥
局，共同組成一個名為「臺南區藥品學術交誼連心會」的組織，對參與的會員
的銷售對象與售價進行限制，對不遵守的會員則施以罰款等方式以為示警，藉
此共同決定地區性電臺廣告藥品價格，相互約束事業活動。公平會認定此等行
為該當原公平交易法第7條之聯合行為，違反第14條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之規
定。
1.特定市場界定的爭議
公平會在本案的界定特定市場時，因為連心會並非同業公會或一般公司行
號，不該當公平交易法第2條之事業，不能成為被處分的主體，而臺南地區的
當時藥局總數共有854家，參與連心會事業共有48家，因此以全臺南地區的藥
局總數為分母所計算出之5.6%5之市占率。
31

這樣的市場界定方式下算出的市占率，高等行政法院提出了質疑 ，包
括：(1) 若以臺南縣市地區西藥藥局為分母，所算出被處分人的市占率5.6%，
以經驗及論理法則下，顯不足影響該地區商品交易供需甚明。而且，(2)公平
會界定特定市場時，陳述「電臺廣告藥品為一特殊結構市場，其行銷方式、藥
27

28

29
30
31

白石忠志，「市場画定不要論」，21(2013)。文中指出但是堅持要先界定特定市場
者的見解是，若不先劃出市場，就無法算出市占率，不能決定是否要介入管制該
行為了。這樣的說法讓界定與不界定似乎成了「雞生蛋、蛋生雞」的爭辯。
以需求者交叉彈性來評價特定市場的界定，需要的交叉價格彈性有各式各樣，卻
必須要劃出一條界線的話，線的畫法應不只一種，不論把線話在何處，都有可能
在越過線後仍存在競爭。所以，特定市場的界定方式非僅有一種意義，而是多樣
的。大禄英一，独占禁止法の体系的理解Ⅳ，静岡学術出版，55(2013)。
岡田羊祐、林秀弥，16(2009)。
公平會(89)公處字第163號處分書(2001)。
高等行政法院90年訴字第4423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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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品品質，與一般處方箋或成藥均不同，故無法界定一正確之市場占有率」，對
此，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公平會無法明確界定市占率，違反行政訴訟法第4條、
第5條「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之規定。但最高行政法院對於高等行政法院
32

的質疑 ，則認為高等法院固非無見，最終卻支持公平會的處分。最高行政法
院認為：要認定聯合行為的約定對於市場足以影響供需功能，除了參加聯合行
為者的市占率外，尚有「參加聯合行為數目」、「聯合行為者與不參加者間之
數目比例」、「對交易關係的影響」等，作整體衡量。因此，贊同公平會認定
電臺廣告藥品是在一個商品品質、銷售方式都很獨特的特殊結構市場，再加上
上游廠商基於信用或行銷策略等考量，相關藥品並無供應全部藥房，連心會在
臺南地區的市占率應更高於5.6%。至於這樣的市占率是否可能影響市場的供
需機能，則可從藥房市場具有區域壟斷性之特質，消費者的選擇會因此受到限
制；以及此組織對不配合銷售或價格政策的會員，有鉅額罰款等嚴厲的處理手
段，但受罰會員竟選擇繳交罰緩後繼續留在組織之中，可見連心會對於市場具
有影響力。連心會的行為不僅破壞市場價格競爭機制，減損市場競爭機能，亦
間接影響消費者權益，所以認同公平會認定本案「足以影響商品交易之市場功
能」。
2.討論
連心會案與超商咖啡案同樣面臨特定市場如何界定問題，若超商咖啡案被
質疑市場界定得過小，相對的連心會案又是否過大。本文認為，若商品在品質
本身、販賣提供方式、或者價錢等有其別於其他商品而難以取代之特殊性，何
妨將其就界定成一個市場。最高行政法院在電臺廣告藥品案中贊同公平會認定
電臺廣告藥品所在的市場結構特殊，導出連心會的行為足以影響商品交易之市
場功能的結論，但同時對於過小的市占率似乎又有些介意，才認為高等行政法
院固非無見。藥局基本上必須要取得執照始得營業，所以藥局的總數計算相對
容易，但也未必需要皆列入市場範圍。本案可以在產品市場界定為電臺廣告藥
品市場，地理市場則劃定為「連心會」所在的臺南地區為地理市場，會比較張
33

顯產品的特性，亦同時考慮到本案參與的藥局所在地 。如此一來，就不會算
出5.6%的市占率，而被質疑其對市場供需的影響。公平會其他與廣告藥品相關
32
33

最高行政法院92年判字第1336號判決(2003)。
黃銘傑，「聯合行為成立與市場界定、影響市場功能認定間之理論與論理(上)---評
最高行政法院九二年度判字第一三三六號判決」，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68期，
10-1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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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案件尚有「詠健會」案

34

35

與「廠商會」案 。在廠商會一案中，公平會則是
36

明確的將產品市場界定為「廣告藥品市場」 ，所以連心會案應是做相同判斷
較為妥適。
(三)超商咖啡案的特定市場
37

公平會在考量產品市場時提到考慮「需求者替代」與「供給者替代」 ，
此應為相互考量，而非單獨劃分，並應著重於需求者的替代。因為即使供給者
在能力上可以供應，卻非需求者願意或可以選擇，那此供給對需求者並無意
義，這樣的思維與考量是符合上述以需求者的需求為重的見解。公平會與行政
法院的基本思維是相近的，只是行政法院認為公平會對於需求者的需求，也就
是市場上消費者的選好與行動，未做詳細充分的調查，因而無法予以贊同。但
此問題就又轉回前述的難題，到底要怎麼調查才屬充分，其實難有一個方法可
以達到滿分的答案。在超商咖啡案，不管市場如何界定，臺灣號稱超商密度世
界第一，全臺家數驚人，市占率絕對不可能小到對市場供需不產生影響。在此
要件的大費周章，從結果而論，有些徒勞。若連鎖便利超商的咖啡已具有和其
他咖啡的獨特性(品質、價格、販賣方式等)，就需求者的需求而言具有相當不
可替代性時，何妨界定成為一個特定市場。所以公平會應更具體的說明並舉證
超商咖啡與其他店家所販賣之咖啡有何不可替代的特性，處分書中的說明似乎
太著重的是對「超商」特性，而非「超商咖啡」特性，是比較值得努力的部
分。
本文仍認為特定市場的界定不應僵化於某些特定理論不可，亦不認為聯合
行為成立的首要關鍵應置於特定市場的界定，因應個案即使產品或地理市場
範圍極小，亦可能成立。根據公平會第367次會議決議，認為在招標案件的情
況，招標本身即為市場，故如發生圍標情形，則該工程發包市場之競標機制即
刻受到破壞，故圍標行為本身即屬直接限制競爭行為，無庸具體論究圍標行為
所足以影響市場之範圍，往外擴及至與投標以外的部分並無意義。又以日本東
38

芝電梯維修服務搭售案為例 ，此乃一件電梯製造商，為了在電梯設置後能夠
34
35

36

37
38

公平會(98)公處字第098021號處分書(2009)。
公平會(98)公處字第098022號處分書(2009)。詠健會案是電臺廣告藥品之指定藥房
間的聯合行為案，而廠商會案是其上游之藥品供應商的聯合行為案。
但高等行政法院認為，被處分人利用電臺進行販賣且列出建議售價表的除了藥品
尚有食品、清潔用品等，而持否定見解。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自版，35(2014)。
大阪高等法院平成5年7月30日判決。雖然是一則民事判決卻論述了獨占禁止法的
搭售問題。

83

論聯合行為之認定－從超商咖啡案談起

順勢取得售後維修服務的交易，對於使用其他維修業者的電梯用戶，在欠缺維
修零件時，表示若非與該公司的替換服務一起採購，否則不零售零件。在此
案，特定市場界定為「東芝製造電梯的維修服務」，看似非常狹隘的一個特定
市場。在日本的電梯市場，東芝公司其實僅排名第三，但第一名與第二名的電
39

梯零件東芝製的電梯無法使用，在本案中沒有意義 。所以判決中提到如此界
定的理由是「若考量電梯所有人要將電梯轉換成他牌當然並非容易---」，因而
將市場如此界定。這些案例似乎並不須要SSNIP測試，以個案產品或服務的特
性界定出特定市場應屬合理。

五、意思聯絡的認定
超商咖啡案的另一個問題，即是「意思聯絡」存否的認定問題。在聯合行
為的定義中，與他事業「共同決定」、「相互拘束」的要素，決定了意思聯絡
存在的必要。但由於證明合意的直接證據通常取得不易，而必須透過間接證據
來推定，所以，所謂的相互拘束，並不強調需要明顯的拘束形式。
(一)寡占市場下的合意認定
40

超商現煮咖啡案依公平會及最高行政法院的見解認為乃寡占市場 。此型
態之市場，究竟是容易形成「意思聯絡」，亦或無需合意即能透過「有意識的
平行行為」達到外觀上一致的結果?似乎皆有其可能性。
41

容易形成聯合行為的市場環境，莫約可以從以下幾點進行檢視 ：
1.事業者數：事業者數少，容易形成。因為事業家數過多，合意的形成與
維持將大費周章。
2.產品特性：商品或服務的同質性越高，越容易形成。
3.制裁時間要短：當參與聯合行為的事業脫離，行使制裁的時間越短，拘
束力越高。
4.價格透明性：價格透明度越高，越容易監控參與聯合行為的事業如何訂
39

40

41

白石忠志，判例講座 独禁法事例の勘所（第5回）大阪高判平成5.7.30(東芝昇降
機サービス)，法学教室，第311期，97(2006)。
高等行政法院雖然對於公平會欠缺市場調查所界定的特定市場有所質疑，但討論
「意思連絡」有無時，亦表示退一步接受從寡占市場的角度，討論「意思連絡」
有無的可能性。
大橋弘，カルテルにおける経済学の活用，公正取引，第741期，60-61(2012)。公
平會亦是採近似見解，請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自版，14114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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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可以迅速掌握是否有參與的事業脫離合意的約定。但此點應建立於
市場參入不易具封閉性的情況，否則若市場競爭活絡、消費者選擇性高
的情況下，透明的價格資訊反而是促進競爭。
5.事業的異質性與參進壓力：若事業規模落差太大，或參進的壓力高，聯
合行為都不易維持。
寡占市場中很容易具備這些要件，公平會在超商咖啡案中，亦是參考了此
等基準，認定超商間存在意思聯絡的合理性。
但另一方面，由於寡占市場的結構下，廠商加數少，市場集中度高。若市
場具高度透明化，事業之間容以取得彼此間之事業活動相關訊息，而當事業間
之產品同質性又高時，市場的競爭重點會在價格上，任何事業的價格政策勢
必影響其他競爭者。事業多在探知競爭者的價格策略後，以決定自己產品的定
價，結果常採取相同的定價策略，而造成外在客觀一致的行為。若僅止於因為
42

市場結構下產生事業間高度的相互依賴性，還不足以認定為聯合行為 。簡言
之，僅以寡占市場的構造而論，既容易成立「一致性行為」也可能容易透過
43

「有意識的平行行為」造成外觀上一致的行為結果 。所以，寡占市場中僅見
在外觀上形成一致行為結果，其是否該當聯合行為，還是回歸到事業間是否有
意思聯絡的存在來判斷。當欠缺直接證據而採用間接證據認定意思聯絡的存在
時，若無法排除有意識的平行行為的可能性，此認定將受到質疑與挑戰。超商
咖啡一案，公平會以間接證據認定超商間意思聯絡的存在，卻不為高等行政法
院與最高行政法院所肯定的落差，以下先從所謂「一致性行為」與「有意識的
平行行為」的區分談起，再論如何透過間接證據來認定意思聯絡的存否。
(二)一致性行為與有意識的平行行為
欠缺舉證意思聯絡的直接證據時，採行所謂的一致性行為理論進行判斷
時，如何具體判斷事業究竟是暗默中進行意思聯絡或者僅是有意識的跟隨行
為，區分並不容易。
1.定義
所謂「一致性行為」，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事業，在明知且有意識的情況
下，透過類似聚會等聚會機會交換經營意見，就其未來的市場行為達成不具拘
42

43

陳文生、陳丰津、陳家榮，「浮動油價調整機制與涉及聯合行為疑議之探討」，
公平交易季刊，第19卷第2期，83-86(2011)。
何之邁，「平行行為乎﹖一致性行為乎﹖---評析中油、台塑油品調價案」，臺北
大學法學論叢，第58期，15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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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束力的「共識」或「瞭解」，形成具有意思聯絡的外在市場的一致性 ，當直
接證據不足或不存在時，為各國競爭主管機關認可的判斷方式。而同樣是在外
觀上的一致行為結果，一事業向另一事業看齊、跟進的行為，即「有意識平
行行為」，或者在價格方面的「價格追隨行為」，因不具事業間的「意思連
絡」，並不構成聯合行為。例如現今的臺灣油品市場，中油公司已採行浮動油
價調整機制，隨原油價格調整油品零售價格，此時台塑公司跟隨調整，應屬價
格跟隨行為，兩事業最後在外觀上造成一致的行為結果，卻因欠缺意思聯絡，
不構成聯合行為。
一致性行為的認定基準，根據公平會第397次委員會議提出的幾個基準，
包括：
(1)必須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獨立的事業，參與此一具有限制競爭效果的行
為。
(2)「一致性行為是一種不具形式、且沒有法律拘束力之合作方式。在主
觀要件上，必須參與的事業間有「意思之合致」，只不過該合致的意
思尚未達締結契約的程度而已；在客觀條件上，必須有事前的協議或
意思聯絡行為存在」。
(3)「參與一致性行為的事業間必須具備有「相互依存性」的要素，若僅
是偶然一致行為或縱使有意識的模仿他人的行為，並非本概念所要規
範的對象，蓋此時行為人尚未識地採行某一具有共同目的的市場行
為，並可以期待他人也會遵照事前的約定而行為即足矣」。
就上述之基準，要求意思聯絡須具備主客觀上的要件，但並未具體說明要
達到何種程度。
2.區分方式
要辨別是「一致性行為」亦或「有意識的平行行為」，其最基本的立場應
是，至少必須具備複數的事業，互相之間對於他事業的價格上漲等特定事業活
動有所認識，並在暗默中認同之；反之，複數事業間，僅一方對他方的價格上
45

漲等行為的單方認識、認同，尚不足成立「意思連絡」 。簡言之，一致性行
為的認定前提，必須舉證事業間應有人為的「相互動作」，而非單方的認知與
44

45

劉華美，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一)第一條至第十七條，公平交易委員會，306307(2003)。
泉水文雄、長澤哲也，実務に効く公正取引審決判決精選（ジュリスト増刊），
有斐閣，2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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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但涉及當事人間如此主觀的要素，從如何從外在去辨識，並不容易。簡
言之，似乎需舉證客觀上有某些具體的人為行為(conduct evidence)來證實意思
聯絡。
46

公平會曾在地區有線電視業者聯合漲價案的處分書理由中表示 ：要區隔
一致性行為或有意識的平行行為的方式，乃依事業間有相同或類似之外在行
為，且事業者間曾有意思聯絡，加以證明達成聯合行為之合意；抑有進者，尚
得以其他客觀間接證據(如誘因、經濟利益、漲價時間或數量、不同行為的替
代可能性、發生次數、持續時間、行為集中度及其一致性等)，判斷事業間已
有意思聯絡，且為其外部行為一致性之唯一合理解釋。日本的一致性行為理論
47

的代表性案例(東芝ケミカル事件)中 ，東京高等法院判決中指出「特定事業
與他事業間對有關價格上漲行為交換資訊，出現同一或準此之行動------。此等
事業間有得以互相期待彼此會採取協調性行動的關係，可以推認「意思聯絡」
的存在」。但若有「相關行動與他事業無關，乃經得起交易市場中價格競爭的
獨自判斷而採取的行動」之情事，則無法推認「意思聯絡」的存在。此一辨別
方式與公平會的見解也頗為相似。日本學說及實務界在本案之後，認為若有事
前的聯絡交涉，交涉的內容以及事後行動的一致，且無特別可以排除之事由，
48

則可合理推定意思聯絡的存在，成立聯合行為 。
而回歸到本文想釐清的部分，所謂一致性行為的客觀要件，究竟是否
需要舉證事業間要有所曾經連結的跡象(如本文以下討論的communication
evidence)？在上述案件看來，似乎皆要求了需有外在具體的連結證據。以有線
電視聯合漲價案為例，有相關證據顯示事業間彼此的業務負責人互相熟識，曾
經互換市場資訊，這應足以證明連結雙方的具體間接證據與事實。或者，沒有
找到事業間具體連結的事證，也要如同公平會曾經處分過中油台塑的聯合行為
49

案 ，有20次以上的同步同幅的上漲，公平會在處分理由中提及不同於有意識
的平行行為，事業主觀上有意識採行特定行為，並可期待他事業亦採相同之共
識行為，為該共識並不當然須形諸於文字、或以共同擬定計畫為必要。以此油
46
47
48
49

公平會(88)公處字第070號處分書(1999)。
東芝ケミカル事件，東京高判平成7年9月25日判決(1995)。
金井貴嗣、川浜昇、泉水文雄， 占禁止法，第二版，弘文堂，50(2006)。
公平會(93)公處字第093102號處分書(2004)。美國著名的American Tobacco案，在
美國的香菸市場上合計約占90%的3家香菸生產事業，20年間一直幾乎同日價格上
漲或降價，即使無關景氣亦如此。所以認定3家公司間應有意思聯絡。也是ㄧ件從
長時間多次數來判斷。American Tobacco Co. v. United Stated, 328 U.S. 781(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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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價格聯合行為案來說，公平會所舉證之事證是兩事業是透過媒體以事先、公
開之方式傳遞調價訊息，達成一致性的調整油價結果。此案在次數上、連結方
式上應屬合乎意思聯絡的主客觀要件之要求。然而，超商咖啡案似乎對超商間
的具體連結事證尚有所不足。
(三)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
認定事業是否構成「聯合行為」之要件，需要的舉證包括，1.要件事實(或
稱為要證事實、主要事實或直接事實)， 即透過直接證據，舉證該當法律所規
定之要件的具體事實。若欠缺直接證據時，則退而求其次，2.間接事實，以間
接證據(或情況證據)舉證間接事實的存在，是當直接事實不存在推認要件事實
是否存在的事實，或者即使存在但可透過間接事實補強要件事實。由間接證
50

據證明間接事實，再由間接事實推認主要事實 。3.補助事實，有關證據證明
力的事實。而舉證此三種事實，則須要各須要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稱情況
51

證據)及補助證據來證明之 。但一般論述時，會以「直接證據」與「間接證
據」，即可證實之直接事實與間接事實的存在來論述意思聯絡的存否。以下為
容易分析起見，比較「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並討論之。
1.直接證據
可以舉證意思聯絡的直接證據，包括由參與聯合行為的關係人(事業內部
人員)承認事實的調查筆錄，參與事業間針對該次聯合行為所作成的協議書、
52

會議紀錄等 ，可以直接舉證的事證。但聯合行為的罰鍰金額日益增高，甚至
尚可能負擔有民事及刑事責任，因此少見事業間用顯而易見的方式留下直接證
據。為求取得直接證據，公平交易法中列入「寬恕政策」，透過減輕或免除相
50

51

52

最高法院102年判字第67號判決。此案乃關於國內三大紙業的聯合行為案，最高法
院在「意思表示」的認定中，為欠缺直接證據時，公平會該如何舉證相關事證，
提出相同說法。
公正取引委員会，カルテル事件における立証手法の検討――状況証拠の活用に
ついて，公正取引委員会(2013)。
OECD在「Prosecuting Cartels without Direct Evidence of Agreement」報告書，指
出直接證據是指透過特定聚會或連絡直接成立合意的文書或陳述。這其中決定性
的證據(smoking guns)價值最高，在歐盟原則上是以直接證據來舉證聯合行為。
其包括正式的文件、紳士協定、會議或行動的議事錄、經費相關的筆記、會議
筆記、有關監控(monitoring system)系統的筆記等。而其中最具價值的是corporate
statements(多是口述)，通常透過寬恕政策取得，由擔任聯合行為的員工陳述等
等。或者，在搜索或其他機會，得以對公司的員工所進行的訪談，所取得的證
據。「Prosecuting Cartels without Direct Evidence of Agreement」，111(2006)。下載
自http://www.oecd.org/competition/mergers/3739116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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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責任以促進聯合行為參與者能自願提供直接證據。修正後的公平交易法第27
條增訂第2項，對於調查可為證據之物，公平會可以扣留之，亦是為證據的取
得與保全而設。
2.間接證據
若取得直接證據有困難，採證間接證據，其所成立之證據，在直接關係
上，雖僅足以證明他項間接事實，但本於推理作用，合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
之推論判斷，應足以為認定違法事實之基礎。但所謂的間接證據所指為何 ﹖又
該舉證到何種程度?舉證責任又在誰的身上 ?
(1)可成為間接證據的內容
以OECD在「Prosecuting Cartels without Direct Evidence of
Agreement」報告書中所提出的基準，認為間接證據(在報告書中稱
indirect evidence，或稱「情況證據 」circumstantial evidence)是透過推
斷、常識、經濟分析、或其他被舉證的其他事實，所取得的論理性推
測，而成為聯合行為舉證時之證據。其具體提到可以推定意思聯絡的
間接證據，有交流傳達的證據(communication evidence)與經濟的證據
53

(economic evidence) 。在交流傳達的證據方面，例如參加聚會的證
據，包括聚會招待邀請函、旅行的行程安排記錄、旅行費用、或是日
記中對參加聚會的記述等；另外，電子郵件或電話紀錄，即使內容並
不夠具體，但可以證明曾經有過接觸，此外團體組織的構成等等，皆
屬之。但這些交流並非無法直接認定與形成聯合行為有關，否則即成
為上述的直接證據。因為並非是直接證據，即使有了communication
evidence，也必須從其頻率等進行判斷，若頻率高再加上所交換的資
訊內容等，被認定為意思聯絡的間接證據的可能性就相對較大。畢竟
不是能一刀斃命可以證實聯合行為合意的直接證據，聚會或資訊的交
換還是必須更深度檢視此行為的內容與意涵。至於經濟證據就如市場
構造或市場行動的證據，多作為參考與加強的證據。
以資訊交換為例，甚至曾經對價格資訊進行交流，充其量僅是公
54

平會所謂的「附加因素」 ，難以作為認定或推定價格聯合行為之意
53
54

OECD報告書，111-118。
美國所謂的plus factors通常包括1.是否違反事業本身獨立的利益的行為。2.聯合行
為的動機。3.會面、資訊交換的機會。4.市場集中與構造。5.反競爭行為的理由說
明。6.競爭者間價格資訊的共有。7.其他與共謀的關連，例如事業過去或同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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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聯絡事證。日本實務界在前述的東芝事件判決後，認為從資訊交換
來認定「意思聯絡」有無的認定時，在具體上尚須應該考量幾點，包
括1．就一般認知的「意思聯絡」、「相互了解」的存在與否、程度
如何，2.意思聯絡的破裂，3.交換資訊的具體性，4,競爭事業間資訊
交換的頻率、期間，5.對需求者提出的價格等交涉內容、狀況，6.各
事業內對所交換資訊的傳達與使用狀況，7.對參與事業的監控與違反
的裁罰，8.價格動向，9.與合意矛盾的行為等，各自要素的有無、強
55

弱，基於自由心證來認定意思聯絡的存否 ，不可僅以事業間有資訊
的交流即推定意思聯絡的存在。簡言之，即使有如資訊交換這般具體
的外在事實，都要謹慎斟酌，而非能輕易認定為意思聯絡的存在。
若事業之間並不存在事業間有形的間接證據(曾聚會或聯絡的痕
跡)，超商咖啡案其實即屬此狀況，則非常棘手。但為了與有意識的
平行行為的區別，僅是單方對他事業的行為有所意識是絕對不足，總
要有相互間的默示的合意，有某事業的action得到他事業的reaction，
透這樣的牽繫才足夠達到communication的程度，能認定是暗默的合
56

意 。例如透過公開資訊來刺探他事業的意思，彼此在默契中調整自
己的行為，達成一致的行為結果(中油台塑的聯合行為案中公平會認
為兩家之間的作法即是)。此必須透過許多市場上的資訊與事業間的
行為模式，透過經驗法則足以證明非經過合意無以達成外觀上一致的
行為結果。雖然也是公平會在超商咖啡案中亦持相立場，但要達到這
樣的推定，必須要接受事業提出反證或者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的挑
戰，當陷入推定真偽不明時，或許只能接受其不存在合意，充其量是
57

有意識的平行行為的結論 。這對公平會在難以找到有形的間接證據
時，是ㄧ大艱鉅的難題，往往只要一個質疑，就輕易落入真偽不明。
(2)舉證程度
當適用間接證據時，舉證的內容(關於甚麼)舉證的方法(如何進

55
56

57

其他的違法共同行為間的關連性等之證明，基本上雖難以直接推定意思聯絡的存
在或連結，但可以做為判斷要素。
白石忠志、多田敏明，論点体系 独占禁止法，第一法規，45(2014)。
土佐和生，「意思連絡の意義とその立証」， 經済法判例・審決百選，有斐閣，
46(2010)。
同前註，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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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再加上到何種程度的舉證程度才足以認定有「意思聯絡」存
在，是不容易解決的難題。畢竟非直接證據，若證據力要到達百分之
百是過於苛求而無法達成，若要求所根據的間接證據有一定以上的確
定性，那「一定以上」是指何種程度?
在刑事訴訟案件有罪認定時，必須達到毫無存在合理懷疑的餘地
的舉證程度。乃因為刑事處罰事由國家權力對私人行為的非難，刑事
程序上必須嚴格避免無辜的處罰，所以在舉證程度的要求上高於民事
事件與行政事件是毋須待言，且必須堅持「質疑乃被告的權利」的原
則。而相對的在民事訴訟案件時，舉證的程度則不若刑事案件嚴格，
並非表示可以接受鬆散的推定，而是可以接受根據經驗法則，綜合檢
討全部證據後，證明得以肯定特定事實存在的蓋然性即可，至於舉證
程度，必須一般人不會帶有懷疑的程度，可以具有真實性的確信，這
樣即應足矣。那麼追究事業聯合行為的行政責任時，若無特別規定，
通常是接近民事訴訟案件的舉證程度要求，簡言之，只要能夠舉證
59

「相當程度的蓋然性」應足夠 ，公平會在咖啡超商案中所提及的幾
則最高行政法院亦採相同立場。尤其行政機關為達其行政目的，恐有
其時間上的壓力，再加上不若司法機關在蒐證上的手段與權限，嚴格
的舉證責任對公平會是相當的難題。
(3)舉證責任
公平會以間接證據認定事業間存在意思聯絡成立聯合行為，舉證
程度應該做到何種程度，又在甚麼時候可以將舉證責任轉換給事業，
亦是另一個值得關心的議題。在咖啡超商案中，高等法院在第一次判
決中認為應該要做到「沒有合理懷疑」的高度蓋然性，達到舉證此意
思聯絡是其外部行為一致性的「唯一合理」解釋；但另一方面，公平
會持與最高法院相同之見解，應採「合理推定」。從字面上而言，兩
者標準似有所不同，高等法院的舉證程度要求較為嚴格，因為「唯
一」表示不容挑戰，若就本文上述所論之舉證程度，對行政案件不太
58

59

OECD報告書中所舉的兩個種類的間接證據，是偏向對communication evidence的採
用，對於econamic evidence則較難獨立成為推定意思聯絡的證據，畢竟確定性相對
不是很穩定。
公平會(93)公處字第093102號處分書(2004)，王文宇委員於本案「中油台塑汽柴油
聯合漲價案」協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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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採行如刑事案件一般的嚴格，而應採最高法院之「合理推定」見
解。但即使是在「合理推定」的標準下，若存在合理的懷疑仍尚不足
達到合理的推定程度，從此點看來，兩者並無太大的不同，合理推定
60

仍著重於舉證必須達成「合理」的程度 。
「合理推定」與「唯一合理」明顯的不同應在於舉證責任之歸
屬。在高等法院的嚴格標準下，要件事實的客觀舉證責任歸於公平
會，換言之，公平會在舉證上要做到上述「合理且唯一」的高度確信
程度，若經法院職權調查後，事實仍真偽不明時，不利益歸屬公平
會，由其承擔敗訴結果。至於最高法院的「合理推定」見解，根據公
平會在超商咖啡案處分書中所舉出之最高行政法院92年判字第1798號
判決中記載：「執法機關對於聯合行為取得合意之直接證據(例如書
面會議紀錄)有困難時，應採『合理推定』之方式，詳而言之，具有
水平競爭關係之諸事業間，有無意思聯絡，而為共同行為至影響市場
供需功能，除了少數有直接證據之狀況外，一般而言，事實層面之認
定與證據資料的掌握並不容易。因此在聯合行為之監控上，事業彼此
間是否有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往往必須採用合理推定的方式。換言
之，如市場上多數業者同時並且以相同幅度調整價格，然市場上並無
客觀之供需變化因素可資合理說明，應可合理懷疑及推定業者就該次
調整，存有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要推翻此項『推定』，需行為
人『合理說明』或證明，其價格之調整乃市場上客觀之供需變化因素
所致。申言之，當事者之企業，為共同行為一致之行為，自該各個企
業之個別利益觀點而言，無從解釋之，僅能基於有共同之目標及計畫
加以了解時，即可認為有該等合意存在。」在此一思考方式下，若外
觀上同時有相同的行為結果(調漲價格)，公平會應先調查並證實此際
並無市場供需變化因素可作合理說明，若無，則可合理推定事業間有
「意思聯絡」而造成此一行為結果。此時，即可將舉證責任轉換給事
業，由事業進行「合理說明」，來排除意思聯絡之存在。相較於高等
行政法院要求公平會要達到高確信度的舉證責任，最高行政法院對於
公平會的舉證責任在某程度的合理推定後是可以轉換給事業。
在超商咖啡案，不論是高等法院要求高度蓋然性的「唯一合理」的舉證責
60

蔡宗儒，「寡占市場中廠商之平行行為與一致性行為---兼評中油、台塑聯合漲價
案」，國立高雄大學法學論叢第4期，146-14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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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退而以「合理推定」為要求，公平會的舉證程度似乎都不被肯定，認為尚
未達到可以將舉證責任轉換給超商來合理說明的程度。意思聯絡在間接證據的
認定上，即使透過一致性行為理論而放寬標準，還是必需要對事業間的連結性
有所舉證。未能尋獲任何有形的連結證據，僅是以寡占市場理論來說明事業間
有意思聯絡的可能性，再依相關成本、新聞發布、促銷活動等事證來推定意思
聯絡的存在，實稍有不足。因為，市場上有鮮奶價格調漲的事實，是ㄧ個真實
的市場變動，即使在鮮奶的確切調漲價格仍未知時決定咖啡的漲價，但已有充
分把握的預期，而行為結果上也的確僅調漲含乳的咖啡；其中一家超商尚還資
61

訊舉證調漲5元的確是市場常見的調價方式等等 ，都挑戰事業有可能是獨立思
考，或者跟隨價格的可能性。這些反證讓公平會推定陷於真偽不明。找不到事
業間連結的有形間接證據，的確對於公平會來說是較為不利的。

六、結論
本文以超商咖啡案為例，從公平會的處分到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
的判決，討論聯合行為中「特定市場」的界定與「意思聯絡」的有無，再次檢
視此兩部分該如何認定的基準與方式。
「特定市場」的界定部分，以行政事件有時間性與效率性的要求下，實難
以經得起耗費時日的市場調查。高等行政法院認同的美國2010年水平合併指針
中，透過所謂「假性獨占者」理論，透過「SSNIP」測試來界定特定市場的見
解，但該指針已不再認為市場界定是檢視市場的限制競爭效果的首要條件。
若SSNIP測試，終究是由最終需求者的角度來判斷。此與公平會的判斷方式並
沒有太大的差異。以產品或服務的特性，以質化(定性)的方式界定市場應無不
可，且公平會的聯合行為案件以此等次測試界定市場的案例實為少見。再者，
即使市場的概念不會因為公平交易法所規範的各類型行為改變，但特定市場界
定的方式不應該是單一而一層不變的。以規範事業結合的角度，考量聯合行為
的市場界定，其實未必合用。因為，規範事業的結合與聯合行為的目的與效力
並不相同。本文主張特定市場應更因應個案作彈性的界定，且須更聚焦於限制
競爭的效果。以超商咖啡案而言，假設合意部分事證明確，卻因對特定市場的
界定受到質疑，而最終在行政訴訟時敗訴，是相當本末倒置的結果。更何況，
61

美國著名的以間接證據認定聯合行為的Interstate Circuit 案，二輪電影院的價格一
致的從15cent調至不得低於25cent，這樣的漲幅就顯不自然。Interstate Circuit, Inc.
v. United States, 360 U.S. 208(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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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灣四大超商的數目龐大(臺灣超商密度世界第一)，再怎麼納入其他咖啡業
者，都不可能讓超商的聯合行為可以被評價為不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但本案的
產品市場比較受到質疑的部分，可能是對「連鎖便利超商咖啡」究竟與其他咖
啡有何不同，為何可以達到成為一個獨立的市場的部分，說明不足。在電臺廣
告藥品一案，公平會對於電臺廣告藥品的特殊性的認定，則受到最高行政法院
的肯定。但公平會在超商咖啡案的處分書中說到連鎖便利超商提供多元化服
務、密度高、全日營業等特點，但此等特點是超商特點，而非超商咖啡的特
點，或許若能更貼切針對超商咖啡與其他咖啡的不同，有說服行政法院的可能
性。
意思聯絡有無的認定部分，直接證據取得不易，期待能透過寬恕政策或者
證據扣留手段等協助，能夠更順利取得，畢竟直接證據是最無爭議的舉證。而
在間接證據方面，為與偶然的一致或有意識的平行行為作區隔，還是必須對事
業間的連結性作相當程度的舉證。即使沒有任何的有形證據，至少無形默契的
交流還是必須存在。有一方的action到得到對方的reaction，進行一個交流與串
聯，例如透過資訊的發布試探對方的意思，然後相互達成默契來配合一致性行
為。本件超商咖啡案，較有爭議之處在於沒有找到連結超商間的有形間接證
據。公平會的認定立場，是以若無合意根本無法達成外觀一致上的行為結果，
來要求合理推定合意存在，實已經達到唯一且合理的舉證程度要求。但實際上
的事證卻似乎並不足夠達到此程度，還是存在著被挑戰有意識的平行行為的可
能性，如本文所談到的其他國家，還是非常在意彼此communication的部分。
不可否認，難以有任何的間接證據是完美無缺，但仍不能容忍過於寬鬆。當證
據被行為人或法院以反證挑戰而陷於真偽不明時，恐還是只能認定不該當聯合
行為。間接證據要達到何種程度才足夠的議題，還是必須從事業所屬的市場構
造、商品的特質，過去的市場行動等市場環境，以及有無事前的聯絡或交涉，
62

內容是甚麼，到事後的市場行動、市場成果的變化等，整體衡量而後判斷 。
借助實務經驗的累積，以及比較法下參考他國的見解，找出更為具體的判斷基
準以協助認定。

62

若林亜理砂，「経済法判例研究会（106）入札談合における「意思の連絡」の立
証――東芝・日本電気に対する件」，ジュリスト，18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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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Identification of Concerted Action:
under the Case of Chain Convenience Stores
Selling Freshly Brewed Coffee
Liu,Tsu-Zu
Taking the concerted action of "chain convenience stores selling freshly
brewed coffe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riteria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ncerted action. According to the deﬁnition of concerted action in Article 7 of
Fair Trade Act, whether the concerted action of appearance result from subjective
agreement and whether these actions affect the market function of production, trade
in goods, supply and demand of services of a particular market.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ncerted action seldom focuses on the definition of a
particular market. However, in the case of "chain convenience stores selling freshly
brewed coffee," the particular market defined by Fair Trade Commission is not
approved by High Administrative Court and the Supreme Administrative Court.
In the case of the concerted action, how can "the particular market" be defined
appropriately? Is it regarded as an appropriate definition if a detailed market
survey is conducted through SSNIP Test and other means as suggested by High
Administrative Court? Is the "chain convenience store selling freshly brewed coffee"
market deﬁned by Fair Trade Commission appropriate? What does the fuss made by
High Administrative Court for the discussion and negation of the issue mean to the
identiﬁcation of concerted action? These questions are worth exploring.
Whether agreement (or "a meeting of minds") exists is always a key question
for the identiﬁcation of concerted action. Yet because it is not easy to acquire direct
evidence of concerted action, it is usually proved by indirect evidence(circumstantial
evidence). How much evidence does the indirect evidence provide? According to the
deﬁnition of Fair Trade Commission, the market in the case is "oligopoly market." If
so, under this kind of market structure, which one is more easily formed, "conscious
parallel behavior" or concerted action composed of "concerted actions"? It is a major
problem in practice how to distinguish these two with only indirect evidence.
Key words:Cartel Particular Market a Meeting of Minds Concerted
Actions Conscious Paralle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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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評論人：林益裕（淡江大學商管學院產經系講師）
主持人王委員、劉教授與各位貴賓大家好，很高興能預先拜讀劉教授「論
聯合行為之認定」這篇大作，劉教授的文章將公平會的處分與行政法院的兩次
判決書做很深入的比較。公平交易法第7條針對聯合行為的構成要件包括聯合
行為的主體、合意方式、合意內容及對特定市場功能的影響，這幾個要件都要
成立才會構成聯合行為。劉教授這篇文章將重點放在「特定市場」的界定與
「合意 」(意思連絡)的認定。事實上，行政爭訟的攻防也是針對這兩件事情。
看完這篇文章，謹提出以下幾點供大家參考。
1. 劉教授提出公平交易法第5條第3項規定：「所稱特定市場，係指事業就
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在這個定義下，特定市
場有兩種意義，一是進行競爭之範圍， 另一個是競爭被實質限制的範
圍。依第一種意義就必須先界定特定市場，然後再討論是否產生限制性
競爭行為。而另外一個定義，是從市場供需之競爭機能是否能夠發揮出
來著手，我個人也可以接受這樣的定義，因為特定市場界定方法很多，
從第一種意義來界定較易失焦，而第二種意義以市場有無受實質限制來
判斷則比較容易理解。
2. 劉教授提到在相關產品市場界定部分，不管行政法院或公平會的處分，
主要在考量需求者替代、供給者替代或潛在競爭者有無。但行政法院認
為公平會對於需求者替代，意即消費者的選擇行為未做詳細的調查而無
法贊同，此一見解將使公平會再面對另外一個難題，因為在進行消費
者調查時會涉及調查方法、內容、期間、樣本，還有調查統計結果的檢
定與推論，也很難讓大家有滿意的結果。所以劉教授認為連鎖便利商店
的咖啡，如與其他咖啡具有獨特性(包括品質、價格、販賣方式等 )，消
費者認為具有需求不可替代性，就可以界定成一個特定市場。另公平會
曾就招標、圍標的案子，認定一個標案就是一個特定市場，日本亦曾就
「東芝製造電梯的維修服務的」案子界定為一個特定市場，就是基於此
一考量。劉教授提出這樣的方法是想為公平會解套，但是公平會的處分
到了行政法院是否可以被接受，還需要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不斷地透過
對話來尋求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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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至於在意思聯絡這個部分，劉教授提到直接證據很難找，而間接證據又
需要去區隔是寡占市場特性的「一致性行為」，還是有意思聯絡的「平
行行為」。劉教授提出可以透過所謂的交流傳達的證據(communication
evidence)，例如業者之間是否有參加聚會、旅行安排、電子郵件等證
據，或是像中油、台塑藉資訊的發布傳遞漲價信息。但是公平會只有調
查權，如要獲得這些交流傳達事證，除非有搜索權、扣押權這樣的工
具，劉教授的想法才會比較容易進行。
4. 有關間接證據要達到怎樣的程度才足以充分說服，劉教授談到可從市場
結構、商品特性、過去行為等整體衡量而後判斷。如果這樣做，當然比
較容易合乎行政法院合理推定的要求，但是公平會要這樣做要花很多時
間，過去一有民生物品漲價，立法委員質詢要公平會馬上查處，與論各
界也要求績效，公平是否有辦法花這麼多時間來調查還值得再商討。
5. 有關特定市場的界定，在2013年ICA有一份文件有詳細的討論，特定市
場的界定方法包括量化技術法，質化分析法及重大事件分析法等，這
些方法在學理上都是可行的，但是真的要應用在個案上，還是有很多挑
戰。因此，曾有位經濟學諾貝爾學者G. Stigler教授說過一句名言：「市
場範圍的界定是人類智慧的黑洞」，大哉斯言也。因為特定市場界定得
太大，則公平交易法可能無法執行，界定得太小則動則得咎。至於在意
思聯絡這個部分，我特別要強調，遇到寡占市場，因有價格的黏著性、
價格一致性在經濟學已有證明，但是從外觀來看究竟是聯合行為，還是
寡占的一致性行為確實很難分別。但從學理上來說，咖啡漲價這個案應
由領導廠商統一超商來領導漲價，但事實上，卻由全家超商開始發動，
故不免讓人質疑。
6. 我覺得這兩個問題雖然劉教授給我們很多idea，但我覺得還是會一直爭
論下去，不過我們也看到一個很可喜的現象，就是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
行政法院對這個案子的判決寫的相當細膩，並比公平會先拋出量化技術
等方法，這樣的對話表示雙方的語言會越來越接近，將來一定會在分析
方法與事實論證找出共同的標準，此將有助於公平交易法的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