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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5年2月4日修正公布之第六次公平交易法第5條規定「相關市場」之定
義，明定：「本法所稱相關市場，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

域或範圍」。此條規定，係將舊法原規定於認定獨占事業具有獨占市場力量所

在之「特定市場」之定義（舊法第5條第3項）修正而來。其內容並未變更，但
配合學界較通用之用語而修正其名稱，並單獨列為一條。 
按公平交易法為維護市場之自由及公平競爭秩序，使市場上之競爭發揮其

淘汰、激勵及制衡之機能，以促進經濟之發展，因而對於破壞或扭曲市場競爭

機能之限制競爭行為及不公平競爭行為，均加以規範。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規

範，重在其競爭手段本身違反商業倫理或違反效能競爭之本質而具有可非難

性，係以其行為違反誠信真實、不以創新或提高效能為競爭方法，而以虛偽、

仿冒、攀附或榨取他人努力成果等為手段而爭取交易。至於市場上之競爭有無

受到減損之效果，並非其關注之重點。反之，限制競爭行為之規範，包括獨

占、結合行為、聯合行為、垂直限制競爭行為及其他限制競爭行為等，則重在

其行為對相關市場上之競爭會產生減損、阻礙或排擠之效果，係從相關市場上

之競爭有無受到減損或不利影響之角度著眼。從而限制競爭行為規範之討論及

適用，首先必須就事業提供或需求之商品或服務（涵蓋商品及服務二者時，即

通稱之為「產品」）之相關市場予以界定，進而再評估為該限制競爭行為之事

業在該相關市場之市場力量及其行為是否足以對相關市場之競爭產生減損、阻

礙或排擠之效果。因而相關市場界定之問題，為限制競爭行為規範適用上之前

提及基本核心問題，應給予高度之重視。 
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作為執行公平交易法之主管機關，對

於相關市場之界定，當然相當重視，並於2015年3月6日發布「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以下簡稱相關市場界定原則）。按公平交易

法自1992年2月4日施行以來，公平會處理不少限制競爭行為之案例，對於相關

　　三、 原處分被撤銷之案件中，有係因事業市場力量之評估有疑義而非
相關市場界定有問題

肆、相關市場界定原則規定之內容及評述

伍、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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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界定時應考量之因素及其分析之方法已累積相當豐富的經驗，且在2006年
7月6日發布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以下簡稱結
合申報處理原則）中，對於如何界定相關市場，已略有規定。故現今所發布之

相關市場界定原則，有甚多名詞定義，例如「需求替代」
1
、「供給替代」

2
、

「產品市場」
3
、「地理市場」

4
等、除參酌該結合處理原則之規定外，並依據

學理及實務經驗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基本原則、應考量之因素及分析方法等予

以明文化並作較詳細之規定，以資執法之依據及準繩。惟行政機關所定之相關

市場界定原則，乃其認定事實之判斷基準，其性質為一種「行政規則」（行政

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參照），除行政機關於具體個案界定相關市場時應
遵循其自訂之行政規則而自我拘束者外，該相關市場界定原則之規定是否周延

及正確，以及行政機關於具體個案有無依照其自訂之行政規則界定相關市場，

皆為法院得審查之對象。換言之，公平會所定之相關市場界定原則，法官於審

判案件時，固可予以引用，但仍得依據法律，表示適當之不同見解，並不受其

拘束（司法院釋字第137號、第216號解釋）。故該相關市場界定原則對日後限
制競爭行為案例涉及相關市場界定之規範作用及影響，將視法院對之所持支持

態度而定。

事實上，公平交易法施行以來，行政法院對於公平會於具體個案所為相關

市場之界定，有多予支持者；但亦有少數案例對於公平會所為相關市場界定之

論證及正確性抱持懷疑，而撤銷其有關限制競爭行為之處分者。因此，本文討

論相關市場界定之問題時，擬先就有關相關市場界定之行政法院裁判，整理及

歸納其見解及論點，並予評述後，再論述及評析上述新訂之相關市場界定原則

之規定。

1 需求替代：指事業調整特定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時，交易相對人能夠轉換至其他
商品或服務，以取代該特定商品或服務之情形。（相關市場界定原則第2點第2
款、結合申報處理原則第2點第2款）

2 供給替代：指事業調整特定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時，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能夠提
供其他具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以取代該特定商品或服務之情形。（相關市場界
定原則第2點第3款、結合申報處理原則第2點第3款）

3 產品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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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市場界定原則第2點第4款、結合申報處理原則
第3點第1項第1款）

4 地理市場：指事業提供之特定商品或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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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市場界定原則第2點第5款、結合申報處理原則
第3點第1項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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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政法院裁判關於相關市場界定及論證之整理與歸納 

公平交易法施行以來，行政法院於其有關獨占、結合行為、聯合行為、垂

直限制競爭行為（差別待遇行為及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兩種類型
5
）之裁

判中，有關相關市場界定之論述者，其見解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一、 應從「產品」（商品或服務）及「地理」二個面向界定相關市
場之範圍，但有時亦須考量「時間」因素 

相關市場之界定，應從產品（商品或服務）市場及地理市場二個面向劃定

其範圍，行政法院在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限制專櫃廠商事業活動案（最高行政

法95年度判字第1876號判決）、綠電公司等廢資訊處理業者聯合行為案（最高
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686號判決）中，即明白予以指出。至於時間因素對市場
供需有重要影響者，並應將該時間因素納入界定市場範圍之考量，公平會在大

統益等5家業者合船進口黃豆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379號
判決）中，曾強調「現貨市場價格異常波動時期」時間因素之重要性，因而以

系爭合船進口之「到港當月」全國黃豆總進口量為相關市場界定之範圍。最高

行政法院於該案中雖不否定以時間因素界定相關市場範圍之合理性，但對於

聯合行為事業市場力量之評估，則表示除斟酌參加聯合行為業者之「市場占有

率」（系爭合船進口之數量占「到港當月」全國黃豆總進口量之比率）外，尚

宜就「參加聯合行為事業之數目」、「參加聯合行為者與不參加者間之數目比

例」
6
及「對於生產、交易關係的影響」等因素，作整體衡量，而原審未斟酌

5 實務及學說上，皆認為「差別待遇行為」及「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
動」之行為主體之事業須在相關市場上具有相當市場地位（市場占有率在10%以
上），其對交易相對人所為對待或約束之行為才足以使市場有發生限制競爭效果
之可能，而符合公平交易法第20條該條前段序文所規定「有限制競爭之虞」之要
件。事業須具備此「相當市場地位」要件之詳細討論，見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
釋論與實務（第二冊），(2015年），頁127-133。因而相關市場之界定及評估行為
事業之市場地位，在差別待遇行為及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規範之適
用上，即成為其前提條件而須先予以究明。故本文就垂直限制競爭行為相關市場
界定所涉案例，亦限於差別待遇行為及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之類型，
不包括「限制轉售價格」及其他類型之限制競爭行為案例，合先敘明。

6 市場占有率其實最能反映事業對該相關市場之供需狀況實際所生影響力之大小，
故評估事業之市場力量，以其市場占有率為最重要之指標。至於參與限制競爭行
為之事業數目多寡及其所占相關市場之事業總額之比例多少，相較之下，並不重
要。因為參與限制競爭行為之事業數目縱令很多，但如其銷售金額都很小，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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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因素，已嫌速斷，加以指摘。

二、產品市場界定應考量之因素 

(一) 應就產品之功能、用途、特性、使用目的、便利性等因素及價格條件，予
以綜合判斷 
產品市場是指在功能、用途、特性及價格等條件上，具有高度需求或供給

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圍。又二以上產品（商品或服務）之間是否具

有高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雖以其功能、用途是否相同為主要判斷因素，但

不能單以產品之功能及用途相同，即劃定為同一相關市場，仍須衡諸其供給面

之設備差異性及需求面之便利性，以及產品本身特性之差異。此為大台北瓦斯

公司被公告為獨占事業
7
案（行政法院83年度判字第890號判決）及台灣山葉機

車公司被公告為獨占事業
8
案（行政法院83年度判字第1113號判決）中所特別

強調者。在具體個案情形，並得以產品之用途作為主要目的之用或僅為次要

目的之用之不同，而劃分為不同之相關市場，此在好樂迪公司與錢櫃公司結

合禁止案(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696判決）中，即表示此旨趣，因而認
為「以提供伴唱帶、詞曲、營業空間等整合服務為主，以餐飲等附屬服務為

輔」為特性之「視聽歌唱服務市場」，包括KTV及卡拉OK等，與以提供餐飲
或住宿服務為主要業務，而附帶有提供視聽伴唱設備之複合式休閒餐廳或汽車

加總後之銷售金額占該市場之總銷售金額之比例仍然很小者，亦顯示該等數目很
多之事業對市場之供需狀況實際所生影響力並不大。因此，最高行政法院指摘原
處分及原審判決審查事業之市場力量時漏未斟酌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數目等因
素，並不恰當，未能切中重點。本案原處分係以合船進口之「到港當月」之「進
口數量」作為評估事業市場力量之基準，並非依其實際在市場上之「銷售金額」
或「銷售量」為準據。最高行政法院如要求原處分及原審判決應更精確評估該合
船進口行為對 「到港當月」當時市場供需之影響時，所應指示者，應該是就其
「到港當月」進口黃豆之「銷售金額」或「銷售量」及其占「到港當月」全國黃
豆「總銷售金額」或「總銷售量」之比例，以及該「到港當月」之「進口數量」
占當年全國總進口量比例之多寡等事實加以調查及審酌，才較正確。

7 公平交易法於1999年2月3日第1次修正之前，依（舊法）第10條第2項，中央主管
機關應定期公告獨占事業。公平會因此於1993年2月8日公告「鐵路客運服務市
場」等33個獨占事業之名單（載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第2卷第1期，頁43
以下）。其中「家用導管燃氣市場」即列大台北瓦斯股份有限公司為獨占事業。

8 公平會於1993年2月8日公告「鐵路客運服務市場」等33個獨占事業之名單中，在
「機車市場」列台灣三葉機車股份有限公司、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三陽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3家為獨占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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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業各屬不同之市場。在瑞影公司代理MIDI伴唱產品不當限制經銷商之事
業活動案（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070號判決）中，亦指出本件相關產
品市場界定為「MIDI伴唱產品市場」，不包含伴唱機所內建附隨之伴唱歌曲
（底歌）。強調「伴唱機」與「伴唱產品」乃硬體與軟體本質上差異，自非競

爭產品。伴唱機製造業者所製造銷售之伴唱機或放台主出租之伴唱機內所附屬

之MIDI伴唱歌曲（底歌），並非本件所稱「MIDI伴唱產品」之競爭產品。至
於伴唱機除底歌外，另行定期灌錄新歌於伴唱機內，則屬MIDI伴唱產品之競
爭產品。伴唱機製造業者主要營業項目為製造及銷售電腦伴唱機，並無單獨製

作、發行、銷售或出租MIDI歌曲，故難認伴唱機製造業者與上訴人為同一水
平競爭之事業。伴唱機係伴唱產品之載體，伴唱機製造業者製造伴唱機時，必

然隨機附有伴唱歌曲，以達消費者得以伴唱之功能。而伴唱產品，包含大V小
V、MIDI等音樂編碼格式，乃係伴唱產品代理商另發行之伴唱歌曲，供使用者
（多數為營業用）另行灌入之產品，尚不得以兩者皆為「得伴唱之歌曲」即認

屬競爭產品。並訪查經銷實務業者之意見，亦認為不論從著作權授權（原始授

權範圍不同）、產業角度（輔助銷售、不可分割之產品）、經銷實務（少有店

家不灌歌、幾乎沒有不需要灌歌者）等角度，均認為伴唱機內建歌曲，與上訴

人所發行之MIDI伴唱歌曲，非屬同一競爭水平之商品。
而在統一公司與維力公司結合禁止案（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500號

判決）中，又指出相關產品市場之界定，除產品之功能外，亦須斟酌其使用方

式、產品特性、保存期限、便利性及一般消費大眾之消費習慣等其他因素綜合

考量，因而認「速食麵」與其他「即食性食品」（餅乾點心、鮮食食品、主食

澱粉、調味醬罐、冷凍食品）可以分開而單獨劃為一個相關市場。在旭勇公司

檢舉中鋼公司為差別待遇行為案（行政法院88年度判字第2568號判決）中，並
曾表示產品雖具有相同功能，但因價格差異、成分不同等因素考量，致實務上

採用者少之商品，得不予列入相關市場範圍
9
。

9 本案系爭商品為「沈澱細焦碳及細焦碳屑」，係作為製成無水焦粉（煉鋼增碳劑）
之原料。又焦碳、石墨、電極棒屑、瀝清、鑄焦屑等亦可作為煉鋼增碳劑之替代
品，但因價格差異、含碳量等因素考量，實務上採用者少。行政法院認為得不將
之列入以「沈澱細焦碳及細焦碳屑」為相關市場之範圍內。但嗣後在金盈公司檢
舉中鋼公司濫用獨占地位與不當差別待遇案（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368號
判決），最高行政法院改變見解，認為業界既有以無煙煤、石墨、瀝青焦等作為
增碳劑使用之事實，則以「煉鋼增碳劑」為相關市場時，應至少包括無煙煤、石
墨、瀝青焦等物料，而非僅以沉澱細焦炭、焦碳屑、乾式焦粉為產品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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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界定產品市場應考量之因素，包括產品之功能、用途、特性、

使用目的、便利性等因素及價格條件，予以綜合判斷二以上產品之間是否具有

高度替代性而得否劃歸同一相關市場。準此而論，依專利技術之獨特功能、用

途及使用目的與其他技術不具替代性者，得劃為一個特定技術之相關市場，應

無疑問，此亦為飛利浦公司、新力公司、太陽誘電公司聯合集中授權及濫用獨

占案之一（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553號判決）及飛利浦公司等可錄式光
碟(CD-R)專利授權濫用獨占案之二（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001號）10

所

肯認。 
(二)特殊之交易類型、經營方式或行銷方法得為界定商品市場之考量因素 
值得注意者，於圍標類型之聯合行為案例，因招標行為之特性，招標者對

其交易對象之選擇可能性（即替代性）限於參標者或可能參標者為範圍，並因

此種特殊之交易類型，而使其得以招標案所需求之商品或服務為範圍，界定

其產品之相關市場。此已為多數圍標類型之聯合行為案例所肯定，例如，台

灣電力公司配電管路工程圍標聯合行為案（行政法院84年度判字第1777號判
決），即以「台灣電力公司全省配電管路工程」為相關市場之範圍。臺北捷運

局CD267A標土城機廠土方工程圍標聯合行為案（行政法院88年度判字第3247
號判決）以「臺北捷運局CD267A標土城機廠土方工程」為相關市場之範圍。
臺灣省及臺北市自來水事業液氯交易圍標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90年判字
第225號判決）以「臺灣省及臺北市自來水事業全省、市液氯交易市場」為相
關市場。中國石油公司輕質散裝油料承運服務圍標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

91年度判字第2316號判決）亦以「中國石油公司全省輕質散裝油料承運服務市

10 關於本件相關市場之界定上，上訴人主張應考慮CD-RW、DVD-R、MD光學技術
儲存媒體產品等納入。但行政法院認為本件處分期間，市場上除CD-R以外雖有其
他光學技術儲存媒體，惟上開光學技術儲存媒體或因價格、功能及製造設備上之
差異，或當時技術研發尚未發展成熟，是以於當時之市場上全球僅有一項「可錄
一次式光碟片」產品，亦即CD-R光碟片，而無其他「可錄一次式光碟片」產品。
就我國光碟製造廠商（即技術需求者）之觀點而言，其於本件處分期間所欲取得
技術授權生產製造之產品即為符合橘皮書規格之CD-R商品。是以就滿足我國光碟
製造廠商之經濟目的而言，其他製造CD-RW、DVD或MD之技術與製造CD-R之技
術即不具有合理之替代可能性。本案所涉係製造CD-R相關專利技術之授權，並非
CD-R商品之製造或銷售，故與商品市場無涉，且飛利浦等3家公司係就彼等所研
發完成之CD-R技術專利作成專利聯盟之授權決定，而相互約定或限制任何一方就
所擁有之專利對外移轉或授權，本案市場自應界定為製造CD-R技術及其替代性之
技術所構成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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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作為相關市場。臺北自來水處水管工程承包商圍標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

法院94年度判字第1322號判決）也以「臺北自來水處全市水管工程」作為界定
相關市場之範圍

11
。韓商Toshiba Samsung Storage Technology(TSST)公司等4家

業者就光碟機採購圍標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212號判決）
亦以「國內光碟機銷售市場」

12
為相關市場等案例。從而基於相同理由，產品

功能雖相同，但因行銷對象及促銷方式之不同，得劃定為不同市場，例如，

在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限制專櫃廠商事業活動案（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
1876號判決），指出百貨公司與量販店各業種商品組合以觀，兩者除重點商品
組合迥異，百貨公司更以「品牌」作為招徠顧客之重點，其與量販店不以品牌

為號召，絕大部分商品無需以設置專櫃方式銷售，而以價格為招徠重點之差

異，顯示百貨公司業與量販店業之目標市場迥然不同，所提供服務的品質與特

性亦具有高程度之相異性，對消費者而言，二者縱有其需求替代性，其替代性

亦屬不高，百貨公司業與量販店業係非屬相同市場範圍。同樣，事業特殊型態

之經營方式或推銷方法，可歸類為獨特之交易類型時，亦得以該經營方式、推

銷方法或交易類型劃定為一相關市場。例如，在高屏地區「廣告藥品廠商會」

聯合行為案之一（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181號判決），表示系爭特定
藥品之商品交易流程，即藥廠共同利用電台廣告強力促銷其產製之藥品，而此

電台廣告藥品，主要在「詠健會」會員之藥局銷售，屬於一種特殊交易類型，

11 在台灣電力公司配電管路工程圍標聯合行為案（行政法院84年度判字第1777號判
決）、臺灣省及臺北市自來水事業液氯交易圍標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90年
判字第225號判決）、中國石油公司輕質散裝油料承運服務圍標聯合行為案（最高
行政法院91年度判字第2316號判決）及臺北自來水處水管工程承包商圍標聯合行
為案（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1322號判決）等案，都是招標者在國內（全省
或全市）不同地區舉辦多次同類需求之招標案，而參與該等招標案圍標聯合行為
之業者，也都包括國內（全省或全市）各地可提供該類招標案所需之商品或服務
之事業，因此該各案皆以國內（全省或全市）之同類招標案為範圍，界定其相關
市場。

12 該案圍標行為發生在國外，TSST公司等4家廠商於HP(Hewlett-Packard Company)及
Dell公司在國外辦理採購光碟機招標案時，進行圍標行為。由於該圍標行為涉及之
系爭光碟機之主要銷售管道為安裝於個人電腦中，本質上不能單獨使用。而HP及
Dell公司在我國個人電腦市場之市占率合計約10％，因此，公平會認為TSST公司
等圍標之聯合行為對於我國約有10％之個人電腦購買者，於其購買HP及Dell個人
電腦而同時購入之光碟機，係由TSST公司等圍標行為所售予HP及Dell公司者，故
該聯合行為難謂對我國市場不生影響，因而認其行為已足以影響我國光碟機市場
之供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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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般透過通路商、零售商之交易有別。並指出所謂「產品市場」，一般認為

係指需求替代性及供給替代性方面，其功能、特性、用途及價格條件上，均具

有高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圍。惟產品市場固著重高度替代性有無

之考量，仍未能忽視個案所相對存在「供需雙方特殊交易類型」及「地理市場

關聯」等因素，而得以界定其有一定範圍之相關市場
13
。 

(三) 同業公會為聯合行為之主體時，多以同業公會會員所經營業務或執行職業 
之類別及同業公會所屬行政區域，界定為相關市場中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

之範圍

於同業公會為聯合行為之主體時，常以同業公會會員所經營業務或執行職

業之類別及同業公會所屬行政區域，界定為相關市場中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之

範圍。例如，苗栗縣砂石商業同業公會聯合行為案（行政法院86年度判字第
3262號判決），即以「苗栗地區之砂石產銷市場」為相關市場。金門縣煤氣商
業同業公會聯合行為案（行政法院88年度判字第1985號判決），亦以「金門縣
桶裝瓦斯零售市場」為該案之相關市場

14
。所以如此界定，係因同業公會乃一

定地區之事業因所經營之業務或執行之職業相同，且其業務之內容及性質與其

13 嗣後之高屏地區「廣告藥品廠商會」聯合行為案之二（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裁字
第688號裁定）雖駁回公平會（上訴人）不服原審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之判決而
提起之上訴，其理由乃認為「廣告藥品廠商會」會員共同約束其下游藥局銷售各
該廠商藥品價格之行為，其彼此間並未成立價格之聯合行為。且原處分就市占率
之計算， 係分別以隨機側錄高屏地區藥品廣播節目中廣告藥品總品項與廠商會全
體成員經銷藥品品項所占比例、96年高屏地區登記且實際從事廣告藥品經銷的事
業與登記在高屏地區被處分之廠商會成員之比例等，做為計算方式。並非以其所
劃定市場範圍內之銷售值（量）作基礎，因此，其據此所得數據資料自不足以表
徵廠商會所為聯合行為之效果，已達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程度。但就本案之相關
市場得界定為「高屏地區電台廣告藥品市場」，並不否認。

14 表示此種見解之案例，尚有： 
 1.  彰化縣液化氣體燃料商業同業公會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90年判字第507號

判決）。
 2.  花蓮縣液化石油氣同業公會統一價格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

284號判決）。
 3.  臺北縣照相商業同業公會及照相業職業工會聯合聲明案（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

判字第291號 判決）。
 4.  臺灣省遊覽車公會聯合提高運價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380號

判決）。
 5.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決議圈購處理費下限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101

年度判字第 639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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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行業有別，而為增進共同利益及協調同業關係等目的，以該地區經營該業務

或執行該職業之相同業者為會員所組成者。從而同業公會所屬會員所經管之業

務內容及性質既與其他行業有別，則與其他行業公會會員之業務並不生替代關

係，且其活動各有其一定之行政地區為範圍，因而同業公會之活動範圍，自可

依其業務或職業之不同及所屬行政區域之不同，各自劃為不同之相關市場。屬

於較特殊例外者，為臺北市記帳士公會建議收費標準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

院103年度判字第292號判決），該案相關市場之界定，地理市場為臺北市及新
北市；產品市場為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但不包含須經查核簽證申報之稅務代

理案件。因該公會理事會作成建議會員報價盡量不要低於財政部所核定之收入

標準，即每家每月臺北市新臺幣2,500元，前臺北縣（99年12月25日改制為新北
市）2,000元之決議，並將該決議內容行文所屬全體會員。其約束事業活動足以
影響臺北地區記帳業務及報稅代理業務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又產品市場之範

圍，並包括記帳士、經國稅局核准登錄之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經財政部審

查合格發給稅務代理人證書之會計師等三者。蓋渠等皆可提供記帳服務及不須

查核簽證申報之稅捐稽徵案件申報服務，且實際上亦均有提供前述之記帳及稅

務代理業務。因此，前述三者所提供之服務，在功能、特性及用途上具有合理

之替代性，是本件之相關產品市場應界定為「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但不包含

須經查核簽證申報之稅務代理案件」。

三、地理市場界定應考量之因素 

(一)運輸成本、運輸時間及運輸風險所增加之交易成本為主要考量因素 
地理市場是指事業提供之特定商品或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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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兩個地區所提供之相同或同類產品，對

需求者並不具有合理之替代可能性者，即應劃分為不同之地理市場。地理市場

界定應考量之因素，主要為不同地區間之運輸成本、運輸時間及運輸風險所增

加之交易成本。在臺南地區煤氣分裝場業者調漲運裝費用聯合行為案（最高行

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294號判決）中，行政法院即指出因臺南地區之大，液化
石油氣之運裝成本與其他區域之差距而可界定為一地理市場，且本案8家業者
均立足於臺南地區，為同一地理市場具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該8家分裝場之
總灌氣量超過臺南地區分裝市場之80%以上，足以影響臺南地區桶裝瓦斯運裝
市場之供需功能。因此本案之相關市場，行政法院認定為「臺南地區桶裝瓦斯

運裝交易市場」。又如，在好樂迪公司與錢櫃公司結合禁止案（最高行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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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判字第1696判決）中，強調地理市場之劃定，尤應考量其間移動成本
對替代可能性之影響，認為本案中好樂迪公司與錢櫃公司經營區域以全國為範

圍，是其結合所影響之區域及於全國，固無疑義。只是基於視聽歌唱服務之消

費特性，難期消費者願意支出過高之移動成本前往遠地取得視聽歌唱服務，因

此不同區域縣市間之視聽歌唱服務業者彼此間替代性低、甚至無替代性。是自

需求面界定「地理市場」，應以規劃有短程交通路網之個別縣市或相鄰縣市為

範圍較妥適，例如臺北縣市間設有綿密之公車及捷運路網，即可視為一地理市

場。再如，在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限制專櫃廠商事業活動案（最高行政法95年
度判字第1876號判決），指出百貨公司須設址於人潮聚集之地區以維持其經濟
規模，國內百貨公司即因前揭特性主要分布於五大都會區（臺北、桃壢竹、臺

中、臺南及高雄地區），地理市場區隔明確，並由於都會區間之距離致使地理

市場間之替代性甚低。申言之，百貨公司業所提供之零售服務，其競爭區域或

範圍甚難跨越所屬之地理市場，是本件以「臺北地區之百貨公司業」作為市場

界定之範圍，並無違誤。 
(二) 產品間之轉換成本大小及不同區域購買產品之交易成本大小，亦為界定相
關市場範圍之重要因素

產品間之轉換成本大小及不同區域購買產品之交易成本大小，亦為界定相

關市場範圍之重要因素。在嘉惠電力公司等民營發電業者拒絕調整購售電費率

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369號判決）中，最高行政法院即
表示此意旨。認為嘉惠電力公司（被上訴人）等9家民營電廠之機組總裝置容
量，原則上在臺灣電力系統總裝置容量之20% 開放額度內（例外經濟部得依
實際需要調整之），發電躉售予台灣電力公司（下稱台電公司）統籌調度。依

雙方所簽訂購售電合約，民營電廠所生電力依購售電費率計價售電予台電公

司，購電費率有「容量費率」與「能量費率」兩部分，並區分為「保證時段」

與「非保證時段」。保證時段之費率包含容量費率與能量費率；非保證時段則

僅有能量費率。其中「容量費率」係指反應電廠投資之固定成本（主要為資本

費），「能量費率」則係反應變動成本（主要為燃料成本）。是渠等均僅經營

臺灣電力系統中發電階段之業務，所提供之產品均為電力，交易相對人均為台

電公司。台電公司得跨區域統籌調度渠等之產品予台灣本島電戶使用，且得在

非保證時段，依合約之經濟調度原則，選擇與能量費率較低之民營電廠交易，

故能量費率得為非保證時段之競爭因素。從而指摘原審判決認定渠等非處於同

一產銷階段，無水平競爭關係，所提供之產品不具有替代性，無法界定為一發



第 22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2

電市場，不得以臺灣本島列為本件之地理市場範圍，尚非無疑。並且特別強調

在界定本件產品市場時，容有必要考量交易相對人即台電公司在被上訴人等9
家民營電廠產品間之轉換成本大小、產品價格調整時，台電公司因價格變化而

移轉購買之程度、台電公司對於產品間替代關係之看法等相關因素（考量產品

市場之相關因素）。另在界定本件地理市場時，亦有必要考量台電公司在不同

區域購買產品之交易成本大小、台電公司對產品獲取之便利性、台電公司在產

品價格調整時，選擇至不同區域購買之情況、台電公司對於產品區域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等相關因素（考量地理市場之相關因素），凡此關係發電市場之界

定，究竟如何？容有調查釐清之必要。 
(三)其他有特別影響交易決定之重要因素者，於界定市場範圍時亦應併為考量 
界定地理市場之範圍時，除運輸成本及不同區域購買產品之交易成本為重

要考量因素外，在具體個案中，有其他特別影響交易決定之重要因素，並影響

其地理市場之範圍者，亦應併為考量。例如，在高屏地區「廣告藥品廠商會」

聯合行為案之一（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181號判決），法院特別指出
因本案系爭商品為「電台廣告藥品」，應注意播放廣告藥品之電台，其所發射

及訊號所及之範圍，是否劃定「高屏地區」為適當者。 
(四)以限制競爭行為之事業實際從事活動之區域，界定其地理市場之範圍 
相關市場，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因此，

於具體個案在界定地理市場時，即常以限制競爭行為之事業實際從事活動之區

域界定其地理市場之範圍。例如，在春源鋼鐵公司等縮短二個月票期之交易

條件聯合行為案（行政法院86年度判字第219號判決），因行為人5家鋼鐵業者
占全國冷熱軋鋼捲市場總量源分別為16.0％、8.7％，因而認為渠等縮短二個
月票期之交易條件之合意行為，應足認有影響冷熱軋鋼捲交易供需市場之競

爭功能，該當聯合行為之構成要件。本案即認為「全國冷熱軋鋼捲之交易」

為一個相關市場。又如，北誼興業公司等鋼瓶檢驗費調漲聯合行為案（最高

行政法院92年判字第1798號判決），北誼興業公司等4家公司為台灣南部（屏
東、高雄、台南）家用液化石油氣鋼瓶（桶裝瓦斯鋼瓶）檢驗之驗瓶事業，

法院認為渠等業者各家就改用粉體漆塗裝之投資金額差距百萬元，4家業者實
際使用粉體漆塗裝之時間也不一，此種固定成本不同，變更設備或成本發生時

間亦不同，卻於相近之時間以相同幅度調漲價格，乃悖離一般經濟原則及正常

市場機制，而該事業又無法合理說明何以其於不同成本之情形下，卻於同一時

間以相同幅度開始調漲價格。因而推論其並非自由競爭市場下各事業獨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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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行為之結果，係有人為因素干預市場自由競爭機能之運作，應屬4家業者
間之合意行為。且事業派車自運之分裝場中，有處於較遠之距離者，而處於較

近距離之其他分裝場擬與之交易，卻表示若改向其檢驗，須自行負擔運費，予

以刁難，並不積極爭取，亦有違背競爭常理。因而認該等事業間亦有客源分配

與互不搶客戶之默契，該等行為應構成聯合行為。本案之相關市場，法院指出

為「台灣南部（屏東、高雄、台南）桶裝瓦斯鋼瓶檢驗市場」。又如，中國力

霸公司等21家國內水泥業者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600號判
決），渠等所供應之水泥，因具供給與需求之替代性，故處於同一相關產品市

場，具有水泥銷售之水平競爭關係。又本案水泥產品之相關地理市場之界定，

法院認為係以水泥之產品特性，致使水泥供應業者之供應區域，分別以旋窯、

研磨廠或者港口可進口水泥並儲放水泥之silo設備所在地為發貨中心，而向外
延伸形成其主要銷售地域，且經整體觀察此等交錯重疊之銷售區域，已涵蓋臺

灣整個區域。至於水泥之運輸成本，雖因水泥笨重易潮，而占水泥產業總成本

之相當比重，然因水泥海上運輸技術之革新進步，使得水泥船運輸水泥被廣泛

運用，已可輕易涵蓋臺灣整個地理範圍。且臺灣不同區域之水泥供應業者，能

夠以充足數量、接近價格供應相關水泥產品；而預拌混凝土商、水泥經銷商及

建材行等水泥產品之直接需求者，在臺灣亦可以無障礙選擇或轉換其交易對

象，因而認本案聯合行為之相關地理市場，為全國之水泥市場。再如，綠電公

司等廢資訊處理業者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686號判決），
法院以國內廢資訊物品處理相關業者須依法令提出申請，向主管機關辦理登

記，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處理業登記後，方得進入該市場，拆解處理國內每年

所產生之廢資訊物品，因我國目前未進口廢資訊物品，且國內廢資訊物品遍及

全國各地，並無區域性限制，故本件市場為「國內廢資訊物品處理市場」，其

地理市場為全國，核無不合。而在高雄捷運公司限制工程統包商選擇預拌混凝

土供應廠商案（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1435號判決），認為高雄捷運工程
路線之分布，以高雄縣市為主，故高雄縣市地區為一特定地理市場；又高雄捷

運於施工期間在高雄地區預拌混凝土需求市場占有率已超過10%以上，高雄捷
運公司在特定時間及特定地理市場對於預拌混凝土需求，具有市場地位。因而

認為高雄捷運公司以現有混凝土廠商供料無虞為理由，拒絕核定各區段得標工

程統包商與符合高雄捷運公司所審核通過資格之其他廠商簽訂供應混凝土契約

之要求，係不當限制統包商之事業活動而與之交易之情事，足以影響該區域市

場之供需功能，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6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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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理可替代性」及「可替代性高低」之論證方法 

無論產品市場或地理市場之界定，都涉及產品之間或不同地區之間，有無

「合理可替代性」之判斷問題。對於有無「合理可替代性」，雖得以商品之功

能、用途、特性、使用目的、便利性及價格條件等因素，以及不同區域間之運

輸成本、交易成本等，予以分析及論理說明，但晚近已漸有要求以實證之分析

方法論證「可替代性之高低」，始較具信服力之案例。例如，在統一公司與維

力公司結合禁止案（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500號判決）中，行政法院首
先說明所謂「需求替代性」，係指假設特定產品或服務之供給者將其產品價格

或服務報酬提高時，其顧客能夠轉換交易對象或以其他產品或服務，取代前揭

產品或服務之能力。故相關市場之產品如非具備高度之替代性，而係替代性不

高，一般即可顯示產品間具有相當之差異化程度，自難認其屬同一市場。在本

案中，以公平會為驗證「速食麵」與五類即食性食品（餅乾點心、鮮食食品、

主食澱粉、調味醬罐、冷凍食品）間之需求替代性程度，採用「交叉彈性檢測

法」，發函請國內三大便利商店、三大量販店於96至98年間，提供該等即食性
食品各類銷售排名前三位，價位區間位於20元至50元間之主力商品作為驗證標
的，並依其各該銷售數量及單價統計資料（每月平均銷售數量、各年平均單

價、各年銷售數量及單價變化百分比、每月平均銷售金額、各年銷售金額變化

之百分比等），代入需求交叉彈性公式，試算該五類即食性食品（餅乾點心、

鮮食食品、主食澱粉、調味醬罐、冷凍食品）與速食麵間價格與需求量之交叉

彈性以佐證替代效果。計算數據顯示速食麵與餅乾點心類、主食澱粉類及調味

醬罐類之交叉彈性為負值，顯示其不具替代性；而速食麵與鮮食食品類、冷凍

食品類間之交叉彈性雖為正值，但數值均不高，屬低交叉彈性等論據，足堪認

定「速食麵」與統一公司（上訴人）所主張之「五類即食性食品」，彼此間不

具顯著或高度之替代性，從而難認該等商品屬同一產品市場。就此，原處分以

本結合所涉特定產品市場，應界定為「速食麵市場」，乃正當妥適。 
而在連鎖便利商店含乳現煮咖啡漲價聯合行為案之一（最高行政法院102

年度判字第251號判決）中，全家便利商店公司（以下簡稱全家公司）於100年
10月 4日發布新聞稿為因應鮮乳價格將調漲，宣布調漲各品項含乳現煮咖啡價
格5元。其後統一超商公司、萊爾富公司、來來超商公司亦陸續調漲各品項含
乳現煮咖啡價格5元。公平會經一個月之調查，認為鮮乳為拿鐵及其他含乳現
煮咖啡之重要成份，產製比例依咖啡之冰熱、容量大小及配方而互有差距，且

各家連鎖便利商店所使用鮮乳品牌、規格、進貨價格、品質亦有差異，而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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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乳將調漲之訊息內容並未包括調漲日期或上漲金額，然該4家連鎖便利商店
卻對於48種不同含乳現煮咖啡均完全一致調漲售價5元，又一致性不調漲不含
乳之美式咖啡。而該4家連鎖便利商店卻無法提出鮮乳漲幅反映至各品項含乳
現煮咖啡恰巧均為5元，且恰與競爭對手一致之資料及說明，而推論彼等價格
平行變動係出於聯合行為之合意，且該4家連鎖便利商店之市占率合計在80%
以上為寡占市場，其行為已足以影響「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市場」之供需功

能，構成聯合行為，於100年11月9日作成命停止違法行為及課予罰鍰之處分。
被處分人不服提起行政爭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對於公平會以「連鎖便利商店

有提供多元化商品及服務、密度普及、全日營業、可及性高」等特點，認定連

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與其他連鎖咖啡店或餐飲業現煮咖啡間，不具高度需求替

代性，因而可成立一個單獨的產品或服務市場之見解，認為違反經驗法則，對

於「不具高度需求替代性」，亦未做過市場調查，也未詢問過消費者對於「連

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與其他連鎖咖啡店或餐飲業現煮咖啡間，是否具有選擇

替代性之問題，顯欠缺消費者需求之實證，認為原處分論證上有瑕疵，而判決

撤銷原處分。公平會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則認為原處分係基於事實

分析及綜合考量「需求替代可能性」、「供給替代可能性」，認「連鎖便利商

店現煮咖啡」具有獨特功能、對價格變動的敏感度、不同消費族群、獨特生產

設施、訂價、行銷及特殊經營策略、價量變化事實、潛在競爭者，並就其他質

化因素等質化標準進行論理分析，作為界定市場之判斷基準，其中「對價格變

動的敏感度」，上訴人（公平會）已指出4家連鎖便利商店於調漲含乳現煮咖
啡後之總銷量持平，與未調漲前相當（含乳現煮咖啡銷售量雖有下降，惟未含

乳咖啡銷售量則上升70％），有連鎖便利商店業者相關陳述紀錄可稽。至於
「價量變化事實」，亦指出多數連鎖咖啡店在4家連鎖便利商店調漲價格後，
其銷售量並無顯著影響，顯見上訴人已從最基本之「需求及供給替代性」概念

加以檢驗，並就質化標準進行論理分析，復於調漲後作相當之市場調查，尚無

原判決所指上訴人未說明「高度替代性」，未見上訴人就相關市場理論加以分

析，欠缺市場調查實證等語，因此認為上訴有理由，而將原判決廢棄，發回更

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更為審理後，以102年度訴更一字第54、55、56、57號

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公平會不服提出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在連鎖便利

商店含乳現煮咖啡漲價聯合行為案之二（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195號判
決）中，維持更審法院之判決，以判決駁回公平會之上訴。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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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判決已敘明原處分係以具備「高度」之需求替代性，作為能否劃入為
同一「相關產品市場」之準則，依消費者是市場買方的主角而言，應以

消費者對該等商品或服務的評價為判斷。然上訴人（公平會）於裁處

前，並未就市場上已存在的現煮咖啡產品之品質、最終使用目的、消費

者主觀的感覺與態度、產品價格相似與交互影響、產品一般交易習慣等

因素，對消費者作問卷調查。而上訴人就國內10家連鎖咖啡業者現煮咖
啡銷售情形之調查結果，亦顯示被上訴人等就系爭商品調漲價格之影

響，需待時間觀察。無論是在連鎖咖啡業者、餐飲速食業者、一般咖啡

專賣店，或大賣場、超級市場與商店所提供之現煮咖啡，均可符合消費

者對現煮咖啡之需求，而具有高度相互替代性。然上訴人根本未進行任

何SSNIP測試，亦未經市場實證之情形下，僅依書面資料於短期之內即
逕行界定「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為本件之產品市場，尚嫌速斷。現

煮咖啡市場僅須具備咖啡機、咖啡豆及紙杯等設備、原料及沖泡技術，

即可販售咖啡予消費者，而具有供給替代性。但供給替代性之判斷，係

以供給者的角度，視其有無能力進入相關市場，至於產品訂價、供給者

之行銷、經營策略並非為直接考量之因素，上訴人之認定及推論過程，

亦有未合。 
(2)所謂「有意識之平行行為」，係指事業彼此間並沒有主觀意思聯絡，而
源於客觀之市場結構，於市場上因一事業採取行動後，其他事業亦隨之

跟進，造成外觀上同一形式之行為。而此等行為多存於寡占市場間，若

經評估結果，認為如不採取同一形式之行為，將導致同業競爭者或市場

交易相對人實施對抗措施，經濟上係屬不理智，遂跟著看齊而為「有意

識之平行行為」。本件被上訴人全家公司率先為調漲含乳現煮咖啡價

格，其他被上訴人透過公開透明之價格可觀察到被上訴人全家公司調價

行動，即可迅速應對、追隨、漲價，被上訴人全家公司調漲之行為即無

客戶流失之疑慮。至於被上訴人等成本結構不同，卻能於相近之時間調

整相近價格，本來就是寡占市場廠商出於平行行為之正常現象。另上訴

人既稱被上訴人等系爭商品同質性高、競爭對手彼此瞭解對方之商品調

整週期、系爭市場結構具有利於聯合勾結之誘因，以及現煮咖啡市場價

格公開且透明、銷售係屬零售而非大宗買賣、產品內容單純且具有替代

性特色等因素，反而可以證明被上訴人等不須存在任何意思聯絡，透過

一致漲價之平行行為即可自然發生，自應排除聯合行為之適用等語。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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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詳述其認定事實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經核尚無上訴意旨所指違

背法令之情事。 
(3)關於市場之界定，原判決係認現煮咖啡市場，僅須具備咖啡機、咖啡豆
及紙杯等設備、原料及沖泡技術，即可販售咖啡予消費者，此無論是連

鎖便利商店、連鎖咖啡餐飲業者、速食餐飲店，甚至一般咖啡專賣店或

行動咖啡館，均可提供相同之現煮咖啡，而具有供給替代性等語，僅在

闡明一般業者很容易進入現煮咖啡市場，並未論及市占率之多寡，亦未

否定系爭4家連鎖便利商店業者為寡占廠商。上訴意旨指稱原判決關於
市場之界定，不認同系爭4家連鎖便利商店業者為寡占廠商云云，尚有
誤會。又關於市場之界定，究應採質化或量化分析方法，並無一定之標

準，原判決係認上訴人僅以相關事業之生產設備、經營規模、市場定

位、價格及行銷策略等書面資料作質化分析，並以行政院主計總處「中

華民國行業分類標準」等分類標準作為其他質化因素，即認定連鎖便利

商店現煮咖啡可個別成為單獨市場，而非取自深度觀察與晤談所蒐集之

資料加以分析，缺乏具體事證，並非指摘上訴人未採量化分析方法，

上訴意旨以此指摘，亦有誤會。上訴人並未否認其未實際進行SSNIP測
試，亦未否認其未作消費者問卷調查，則原判決據以指摘原處分對於市

場變化之觀察期太短、僅依書面資料判斷、缺乏市場實證等情，並無違

經驗及論理法則，上訴意旨主張原判決侵害上訴人對市場界定享有專業

判斷餘地，顯有逾越司法審查密度之違法云云，核無足採。 
從上述判決顯示，對於界定相關市場之論證方法，若能就系爭商品或服務

實際進行SSNIP(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 Test)測試
（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較之單純以論理方式分析是否具有合理可替代性而

界定相關市場之範圍，更具有信服力。而進行SSNIP測試通常須6個月至1年時
間觀察及檢測市場中特定產品與其他功能、用途、特性相近而具替代性之產品

間，在該特定產品價格作微幅、明顯及一段時間持續上漲變動時，其銷售數量

及利潤之相應變動情形，以衡量其間替代性之高低，而決定應否列入同一市場

範圍。其通常測試方法為在一家事業以明顯漲價5-10%之小幅度持續販賣其產
品時，如買受人轉而購買其他可輕易取得之產品代替者，該產品與該代替品應

認為屬同一個「產品相關市場」。其相關市場之範圍，以該產品小幅持續漲價

而於其他可代替之產品加入競爭仍有利潤時為限，即其範圍直至因該產品漲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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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其銷售量減少致不能忍受者為止
15
。本案之情形，公平會僅作一個月之調

查，對市場範圍之界定，未作充分論證，即作成處分，致不受行政法院之支

持，有其失敗之原因，應以之為鑑。

參、行政法院裁判關於相關市場界定及論證之評析

一、多以合理可替代性之分析方法論理界定相關市場 

依上述之整理與歸納，行政法院裁判關於相關市場之界定及論證，多以合

理可替代性之分析方法，論理說明「產品市場」之界定。不僅考量產品之功

能、用途、特性，也應一併考量其使用目的、便利性、價格條件、轉換成本等

因素，以分析及判斷商品間是否具有合理可替代性而應否劃歸同一相關市場。

而在「地理市場」之界定方面，強調其中運輸成本為關鍵性之重要考量因素

外，並應考量其間交易成本之大小差異及便利性等因素，逐步拓展合理可替代

性分析方法之內涵，而有相當成果之表現。 
行政法院對於公平會有關相關市場之界定，在絕大多數案件中，多採支持

之態度。對於同業公會為聯合行為之主體時，以同業公會會員所經營業務或執

行職業之類別及同業公會所屬行政區域，界定為相關市場中產品市場及地理市

場範圍；於圍標類型之聯合行為案例，因招標行為之特性，而以招標案所需求

之商品或服務為相關市場之範圍；以及以限制競爭行為之事業實際從事活動之

區域，界定其地理市場之範圍等觀點與論述，亦多表贊同之立場。對於事業特

殊型態之經營方式或推銷方法，可歸類為獨特之交易類型時，以該經營方式、

推銷方法或交易類型劃定為一個相關市場之作法，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雖受到

置疑，但最高行政法院基本上仍然支持此種相關市場之界定。 

二、界定相關市場時漸有要求應作市場實證檢測之趨勢 

在行政法院不支持公平會見解及論證之少數案例中，除前述連鎖便利商

店含乳現煮咖啡漲價聯合行為案之二（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195號判
決），以其缺乏市場實證及欠缺詢問消費者意見為理由外，在嘉惠電力公司等

民營發電業者拒絕調整購售電費率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

15 參照Bechthold/Bosch/Brinker/Hirsbrunner, EG-Kartellrecht(Kommentar), 2. Aufl. 2009, 
S.82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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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號判決），又再表示界定本件產品市場時，對於交易相對人於產品間作選
擇時之轉換成本大小、以及產品價格調整時，交易相對人因價格變化而移轉購

買之程度、交易相對人對於產品間替代關係之看法等相關因素（考量產品市場

之相關因素）。以及界定本件地理市場時，對於交易相對人在不同區域購買產

品之交易成本大小，交易相對人對產品獲取之便利性、交易相對人在產品價格

調整時，選擇至不同區域購買之情況、交易相對人對於產品區域間替代關係之

看法等相關因素（考量地理市場之相關因素），凡此關係相關市場之界定，容

有調查釐清之必要。其實即有要求界定相關市場時應作市場實證檢測之意涵。

這二件晚近裁判所顯示最高行政法院對於界定相關市場論證要求之最新見解，

對於公平會向來多以合理可代替性之分析方法論理界定相關市場之作法，是一

種警訊，值得公平會特別注意及調整因應。 

三、 原處分被撤銷之案件中，有係因事業市場力量之評估有疑義而
非相關市場界定有問題

附帶一提者，公平會有關限制競爭行為之處分被行政法院撤銷之案件中，

除前述連鎖便利商店含乳現煮咖啡漲價聯合行為案之二（最高行政法院103年
度判字第195號判決），原處分被撤銷之原因，確實係公平會對相關市場之界
定及論證方法不受行政法院支持者外，有些案例其實係因事業市場力量之評估

有疑義而非相關市場界定有問題。例如，在台北縣鞋類同業公會與台南市皮革

公會拒絕參展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313號判決），行政法
院認為公平會既然以該二公會聯合行為之內容在限制其公會會員在全台灣地區

之參展活動，其限制競爭所影響之市場，故「全台灣地區鞋類市場」為本案所

界定之相關市場。則計算該相關市場時，即應以凡具該二公會會員資格之「鞋

類營業者」為其市場之範圍，並不以「鞋類製造廠」者為限。但公平會卻以全

台灣地區「鞋類製造廠家數」為分母，再以台北縣鞋類同業公會加計台南市皮

革公會會員數為分子，並非以台北縣鞋類同業公會加計台南市皮革公會之組織

區域內符合上開「鞋類製造廠家數」為分子，則其將鞋類製造廠家數與同業公

會會員數混淆運算，以該不同性質之數據為基礎予以相除，計算為行為之同業

公會對市場之影響力，其所得數據殊欠客觀、合理，甚為明顯。再如，高屏地

區「廣告藥品廠商會」聯合行為案之二（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裁字第688號裁
定），行政法院認為公平會（上訴人）就市占率之計算，係分別以隨機側錄高

屏地區藥品廣播節目中廣告藥品總品項與廠商會全體成員經銷藥品品項所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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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高屏地區某大型連鎖藥局97年度之上游廣告藥品經銷商總數與廠商會成員
數之比例、96年高雄市登記（但排除實際上無營業者）為藥品販賣的事業與上
訴人認定之廠商會成員總數之比例、96年高屏地區登記且實際從事廣告藥品經
銷的事業與登記在高屏地區被處分之廠商會成員之比例，做為計算方式，並未

以其所劃定市場範圍內銷售量或營業額計算市占率，顯與評估事業之市場力

時，應審酌該事業及該特定市場生產、銷售、存貨、 輸入及輸出值（量）資料
之原則有違。因此，認為其據此所得數據資料自不足以表徵廠商會所為聯合行

為之效果，已達影響市場功能之程度。 

肆、相關市場界定原則規定之內容及評述 

相關市場界定原則就「相關市場」、「需求替代」、「供給替代」、「產

品市場」及「地理市場」等名詞所為之定義（第2點），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
基本原則規定「需求替代」為界定相關市場主要審酌之事項，並得視商品或服

務特性考量「供給替代」。且應從「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二面向界定相關市

場範圍；另得視具體個案，衡量「時間因素」對於相關市場範圍之影響（第3
點）。就商品或服務之需求替代、供給替代進行「界定產品市場」時，應考量

產品價格變化、產品特性及其用途、交易相對人在不同產品間之轉換成本大小

等因素（第4點）、以及「界定地理市場」時，應考量不同區域間產品價格變
化及運輸成本大小、交易相對人在不同區域購買產品之交易成本大小及對產品

獲取之便利性等因素（第5點）之規定，與前述所歸納行政法院歷年來在多件
不同裁判中，就界定相關市場範圍時應持之面向及應考量之因素所表示之意

旨，大體皆符合。 
又相關市場界定原則規定公平會界定相關市場時，得採用「合理可替代性

分析法」、「交叉彈性檢測法」或「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並強調個案之

處理不以前開3項分析方法為限，且各項分析方法使用上並無運用之優先順序
（第6點）。所謂「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係指以交易相對人之認知，審酌個
案所涉及之商品或服務與其他商品或服務在功能、特性、用途、價格或競爭之

地理區域上是否具有合理可替代性進行界定產品市場或地理市場（第7點）。
所謂「交叉彈性檢測法」指以一產品價格變動率影響另一產品數量變動率的比

率值（即「交叉彈性」），測度該2項產品或地理區域間的替代關係，並予以
界定相關市場（第8點參照）。所謂「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指假設市場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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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獨占者，檢測該假設性獨占者在進行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價格調漲前後之

利潤變化情形；當價格調漲使該假設性獨占者利潤減少，則表示原先界定之相

關市場太小，而須將其他具替代性之產品或地理區域納入，再重複進行檢測，

直到價格調漲而該假設性獨占者不減少利潤為止，即完成相關市場界定。又運

用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時，選取之基準價格宜為市場競爭性價格。至於價格

上漲幅度，一般情況下為5%至10%（第9點參照）。上述3項相關市場界定之
分析法中，從歷年來有關市場界定之行政法院裁判中觀察，實務上最常用者

為「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運用「交叉彈性檢測法」者僅一件，於統一公司

與維力公司結合禁止案（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500號判決）中所採用。
而在連鎖便利商店含乳現煮咖啡漲價聯合行為案之二（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
判字第195號判決）中，行政法院明白表示僅用「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論理
說明及界定相關市場之範圍，尚有不足，能運用「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予以

實證檢測，更具信服力。從而相關市場界定原則第6點雖規定公平會界定相關
市場時，得斟酌具體個案情形，選擇採用「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交叉彈

性檢測法」或「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且明定各項分析方法使用上並無運用

之優先順序，即採用何種分析方法較為適當，得由公平會判斷選擇決定。但行

政法院並不受此行政規則規定之拘束，如行政法院認為於該具體個案情形，對

界定相關市場之範圍，以「交叉彈性檢測法」或「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之市

場實證方法，較「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之論理說明，更為客觀、正確及合理

者，仍得指摘公平會選擇以「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界定市場範圍之裁量有瑕

疵，並就其所界定相關市場範圍之正確性予以懷疑。尤其公平會處分相對人之

事業，自己提出以「交叉彈性檢測法」或「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所得出之數

據，據以界定相關市場之範圍，與公平會以「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所界定相

關市場之範圍不同時，更會影響法院判斷此問題所憑之心證。 

伍、結語 

相關市場之界定，為限制競爭行為規範適用上之核心問題，公平會為使相

關市場界定標準更臻明確，以利案件審議與事業遵循，於2015年3月6日發布相
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公開其界定相關市場時所依循之原則、考量之因素及

運用之分析方法。一方面使公平會自我鞭策，將依據此法規審慎處理相關市場

界定之問題；另一方面也讓於具體個案中，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因基於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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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界定之範圍所作成之處分而受影響之事業，以及將來因此而有訴訟之審理

法院，亦能依據此法規，檢驗公平會有無依法行政，依其自訂及發布之規則界

定相關市場之範圍。故相關市場界定原則之發布，是公平會積極任事，勇於負

責之表現。

尤其須為一提者，相關市場界定原則規定市場界定之分析方法，不僅是公

平會一向運用並有二十餘年論理說明經驗之「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還包括

「交叉彈性檢測法」及「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而公平會僅就其中「交叉

彈性檢測法」有少許經驗，但晚近之裁判顯示，行政法院漸有要求運用「交叉

彈性檢測法」及「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界定相關市場範圍之傾向。公平會對

此應予重視，並因此自我勉勵在具體個案中多運用「交叉彈性檢測法」及「假

設性獨占者檢測法」以增加操作經驗並熟練其運算方法，而提升執法技術之水

準。 
不可否認，「交叉彈性檢測法」及「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之市場實證運

算，須有較充分之產業資料及市場資訊為基礎，也正因有如此需要，公平會平

時應對產業及市場做一般調查之蒐集資訊工作即顯得重要。而在處理具體個案

時，尤應利用聽證程序，要求為系爭限制競爭行為之事業及其行為涉及之利害

關係人，包括同業競爭者、上、下游產業之交易相對人，對於關鍵性並有爭議

之相關市場界定之範圍，各自提出其依據「交叉彈性檢測法」或「假設性獨占

者檢測法」所運算得出之數據，主張系爭相關市場所應有之範圍，並對之相互

質詢及論辯，使公平會因此可以獲得多方面及較完整之資訊，而對相關市場之

範圍作出較正確之界定。我們期待公平會及相關業者為此目標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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