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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規範有關事業間交換敏感資訊 
與聯合行為之研究

施錦村
*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敏感性資訊交換與聯合行為之關係。而我國公平交易法

(下簡稱公平法)對於聯合行為之規範類似於歐盟競爭法，前者討論原則禁止例
外許可；後者關注目的或效果侵害及集體豁免。Bennett ane Collins (2010)參考
歐盟競爭法將資訊交換分成：the bad, the good和the ugly等三類，同時又將the 
ugly進一步分類為：大都可能有反競爭之影響、少有可能有競爭之影響及難於
分類等3項。本研究所關心的是，the ugly是否有違反競爭法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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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歐盟執委會修正「水平指導原則」增加資訊交換章節，列出7項評
估準則包括：策略資訊、市場涵蓋範圍、整理或個別事業資料、未來或現在或

過去資料、資訊交換頻率、公開或非公開資訊，及公開管道或非公開管道交

換資訊。至於經濟分析，本研究採取賽局理論、Cournot、Stacklberg、Kinked 
demand curve等經濟分析模式分析資訊交換與聯合行為的關係，其結果包括：
事業非公開管道分享訂價資訊其可責性高於採取公開管道、事業分享未來及可

能影響未來之訂價資訊其可責性高於歷史資料、分享個別事業資訊其可責性高

於整體產業資訊、分享專業化合理化及規格化之生產技術資訊其可責性低於敏

感性資訊、分享可撤銷資訊其可責性高於不可撤銷，及分享事實價格資訊其可

責性高於牌告資訊。

綜合前述分析，本研究提出研究結果，包括短期評估基準有二：(一)評估
目的或效果侵害有3項重要影響因素，即整理或個別事業資料、未來或現在或
過去資訊，及資訊特性；4項一般影響因素，即策略資訊、市場涵蓋範圍、資
訊交換頻率，及資訊分享強度。(二)例外許可之評估基準為效率、不可欠缺、
傳遞給消費者，及不可消除競爭等4項因素。同時，本研究也提出長期評估基
準：公平會可考慮訂定相關指導原則或參考歐盟水平指導原則修正其他原則增

訂資訊交換章節，作為處理相關案件之基準。

關鍵詞：敏感性資訊、聯合行為、競爭法。

一、前言

同業間交換(exchange)敏感資訊對產業是否有促進競爭(pro-competition)
效果或會帶來反競爭(anti-competition)效果，在文獻上屢有爭論，例如，
Ziv(1993)1 探討寡占市場資訊交換問題，指出在某些條件下寡占市場資訊交換
對廠商可能是有利的，但這些文獻忽略了被假定可資證實(verifiable)之策略性
資訊(例如，價格、數量等)可能是誤導性(misleading)資訊，如何克服這些問題
才是重點；Vives (2007)2 在探討資訊交換的經濟與反托拉斯關係後，認為廠商
間資訊交換雖在經濟文獻上引起重大注意，但其資訊交換可能是可資驗證之現

在或過去資訊(例如，顧客交易資料、成本或需求條件等)；也有可能是涉及未

1 Amir Ziv, “Information Sharing in Oligopoly: the truth-telling problem,” 24(3)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 455(1993).

2 Xavier Vives, “Information Sharing: Economics and Antitrust,” 7(11) IESE Business 
School-university of Navarra, 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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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行為意圖，例如，未來價格、生產或新產品或產能發展，前述資訊交換有

誘使廠商提高效率或導致勾結(collusive)的可能。而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
公平會)對於敏感資訊交換與聯合行為間之關係並無訂定處理原則或其他行政
規則，僅以該行為是否合致聯合行為構成要件，其要件包括：除需具有水平競

爭關係之行為主體(事業或同業公會)外；在主觀要件包括契約、協議或其他方
式之合意；其合意內容須符合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客觀事實，該合意須具有影

響市場功能，限制競爭效果之可責性。而同業間敏感資訊交換可能採取藉由媒

體公開管道發布信息；也可能採取電子郵件、研討會或聚餐等方式私下交換。

對聯合行為而言，這些證據大都屬於間接證據而鮮有直接證據者，如何從間接

證據的推論去驗證同業間之意思聯絡，各界屢有爭論。在國內因敏感性資訊交

換，而導致聯合行為之原則禁止或例外許可案件不多
3
，有些還是國外事業，

其發生地點也在國外市場，但其限制競爭之效果延伸至國內，而影響國內市場

競爭。故瞭解歐、美、日等主要競爭法國家，對於此類案件之法律構成要件、

經濟分析及相關案例解析，有益於公平會爾後處理此一類型案件。

我國公平法第14、15條對聯合行為之規範與歐盟條約第101條有諸多雷同
之處，其中歐盟條約及其行政規則對敏感性資訊交換有目的侵害

4 或效果侵害5 
或集體豁免之議，公平法則有原則禁止及例外許可規定，事業若符合第15條
第1項各類型之一，且其行為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經主管機關許可
者，可申請例外許可。因此，形成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 釐清目的或效果侵害各思考方向不同類別之歸屬，其思考方向及類別包括：
1.資訊交換的管道：公開/秘密管道。
2.交換資訊之性質：個別事業/整合性資料。
3.資訊交換的時間遞延：過去/現在/未來。
4.資訊交換的涵蓋範圍：參與者市場覆蓋率大/小。
5.資訊交換的效力強度：剛性不得撤銷/柔性隨時調整。
6.資訊交換的內容：策略/非策略資訊。
7.資訊交換的期間與頻率：長期間高頻率/短期間低頻率。

3 例如：公處字第101127、101130、101131及101132號處分書；公處字第104133、
104134、104135、104136、104137、104138、104139及104140號處分書。

4 目的侵害者，只要能夠證明該合意有限制競爭之目的即足矣。
5 效果侵害者，或許由合意本身上尚難判斷有無限制競爭之目的，必須證明該合意
有現實或潛在的限制競爭效果始可。



第 24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80

(二)釐清例外許可類型歸屬及准駁依據。
(三)提出短期評估準則及未來長期建議，供主管機關參酌。

二、文獻探討

(一)敏感性資訊分類
Bennett and Collins (2010)6 參酌歐盟條約第101條及歐盟水平協議指導原則

(Guideline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al co-operation agreement，下稱水平指導原則)，將事
業之間所進行之敏感資訊交換分成3類：
1.The good： 當資訊分享(information sharing)可以促進競爭，有益於消費者權益

之維護，此一類型資訊分享可以獲得歐盟條約第101條第3項之豁
免，而無同條第1項之違反者，且大都屬於上、中、下垂直結構間
之資訊交換。

2.The bad： 資訊分享有害於競爭或(及)消費者權益。此一類型有直接證據證明
資訊交換係屬勾結共謀的一部分，涉有聯合行為之虞。

3.The ugly： 資訊分享有目的或效果侵害之區分，及如何評估資訊分享落入目
的或效果侵害，大致可分成3種情形：(1)大部分可能有反競爭影
響(most likely to have anticompetitive impact)；(2)難於分類(difficult 
to classify)；(3)少有反競爭影響(least likely to have anticompetitive 
impact)。其詳細內容與競爭關係詳如表1：

表1　The ugly細目與競爭關係
大部分有反競爭影響 難於分類 少有反競爭影響

個別廠商、秘密管道、未來價
格或數量資訊

1. 個別廠商、秘密管道、現有價
格或數量資訊

2. 個別廠商、公開管道、未來價
格或數量資訊

3. 個別廠商、公開管道、現有價
格或數量資訊

經整理、公開管道、歷史成本
資訊

資料來源： Matthew Bennett and Philip Collins,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Sharing: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6(2) European Competition Journal, 333(2010).

6 Matthew Bennett and Philip Collins,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Sharing: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6(2) European Competition Journal, 311-33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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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之架構可知，利用秘密非公開管道交換個別廠商未來之定價或數量
資訊有損及消費者權益之虞，若無法提供補償利益，歸類為目的侵害尚無疑

義；另外，若廠商之間以公開管道交換經整理之歷史成本資訊，將不可能損及

消費者權益，被歸類為效果侵害或甚至不落入歐盟條約第101條第1項範圍，亦
無疑義。然而，有許多型態的資訊交換很難明白的被歸類，包括：以公開管道

宣佈個別廠商未來定價資料，或以公開或秘密管道宣佈個別廠商現有定價資

料，這些型態的資訊交換，對影響競爭之風險並非無舉足輕重，同時對消費者

也可能產生顯著利益。於是，不同的歸類者都有理由作不同的歸類。水平指導

原則以未來定價意圖(或關係到未來定價意圖的現有定價)和其他資訊交換作一
區隔，而Bennett and Collins(2010)則採用公開或秘密管道以作為區隔，這裡所
謂「公開管道」係指對所有使用者均無成本。在此種區分下，所有以秘密管道

交換個別廠商定價或數量資料都將被歸類為目的侵害；所有以公開管道交換個

別廠商定價或數量資料將被歸類為效果侵害。

(二)敏感性資訊分享之目的或效果侵害分析
Bennett and Collins (2010)針對所交換之敏感性資訊，其中the ugly部分，是

否侵害目的或效果，進行以下分析：

1.何種類型資訊分享應歸類為目的侵害
競爭者間分享未經整理之秘密(confidential)未來意圖資訊，特別是有潛在

促進競爭者間達成勾結協議者，應被歸類為目的侵害。這些情形在案例法及判

決實務上都有很清楚之說明，涉有侵害歐盟條約第101條之虞。
英國公平交易局(Office of Fair Trading, OFT)曾調查有關揭露未來定價意圖

資訊的諸多案例。例如，在私立學校(indenpentent shools)案7
，OFT掌握私立學

校間交換未來收費資訊，具有反競爭效果而為目的侵害。在這個案例中，私立

學校間彼此揭露未來收費改變意圖資訊，此案在法律上有許多特性被評定為目

的侵害：(1)透過非公開管道交換秘密未來意圖資訊；(2)係屬規律有系統的交
換，且維持數年期間；(3)交換時機與學校下一年度收費設定時點相符合。

OFT又宣佈銀行業另一個交換未來秘密定價意圖資訊之調查結果。此案8 
為蘇格蘭皇家銀行(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RBS)向巴克萊(Barclys)銀行揭露
定價資訊，惟值得注意的是，本案涉及單方向競爭者揭露未來定價意圖，此一

7 Decision of the Office of Fair Trading No CA 98/05/2006.
8 OFT press release 34/10, “RBS agree to pay 28.5 million penalty for disclosing pricing 

information to competitor”, 30 March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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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資訊在實務上很少被競爭者所知悉，因此將不利於競爭環境之維護，就如

同目的侵害一樣。

在法律上另一值得注意的是，資訊分享會侵害競爭甚至在競爭者之間未直

接產生交換。例如，OFT曾調查幾個被稱為軸輻網路效果(hub-and-spoke)的案
例，這些案例是透過第三方安排商業敏感性資訊交換(一個零售商經由供應商
與其他零售商交換資訊)。以下是，英國上訴法院針對Hasbro案與Replica Kit案
的判決

9
，說明零售A將預定的漲價計畫提供給供應商，並確信供應商(具公信

力的第三者)會將漲價訊息傳達給零售商B，且確信零售商B在決定價格時受其
漲價計畫影響。而且事實上，漲價計畫經過供應商的認證與傳達下，也的確促

成零售商B跟漲。這個案例的條件，為競爭者之間所交換之資訊經由中間人傳
遞，而產生影響市場或反競爭行為。

在美國也有類似的經驗，例如，美國Airline Tariff Publishing(ATP)公司10

案，有8家美國最大的航空公司經由旅行社使用同一套電腦儲存系統傳遞現在
及未來票價資訊，此一系統不僅幫助航空公司瞭解競爭者之現有票價，同時協

助航空公司瞭解其他公司尚未執行的未來票價意圖。其結果，這種資訊分享不

僅幫助廠商經由未來意圖揭露而達到一致化焦點價格，同時透過現有價格揭露

達到監督目的。因此，美國法務部(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經由判決阻止航空
公司繼續交換此種資訊。

前揭情形，案例法與經濟理論是否一致？一般認為，若是頻繁的交換未來

未經整理之個別廠商定價資訊，應被歸類為目的侵害，甚至這種交換是經由第

三方傳遞，仍被視為目的侵害。從經濟學的觀點，這種分類似乎合情合理，而

在某些條件下，能從個別廠商揭露未來定價資訊得利，例如能幫助廠商達到較

好的銷售預測，但這些資訊若被用為廠商間之合作，對消費者有潛在的傷害也

應被考慮。進一步言之，經由揭露較少傷害的資訊也能達到前述利益，例如跨

產業經整理之預測而非個別廠商預測。這種情形，需採取個案(case by case)分
析，但很少發現分享未來定價意圖資訊能與歐盟條約第101條相容。基於此一
理由，對於分享未來意圖資訊(包括數量、產出、銷售等)，被歸類為目的侵害
似乎合情合理。

9 Case CP/0480-01 Agreements between Hasbro UK Ltd., Argos Ltd and Littlewoods Ltd 
Fixing the Price of Hasbro Toys and Games; Case CP/0871/01 Price of Replica Football 
Kit (2003).

10 United States v Airline Publishing Co, 1994-2 Trade Case (CCH)61, 659 (ED Pa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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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被歸類為目的侵害之行為不等同當然違法，任何協議、契約或其他

合意若能符合歐盟條約第101條第3項的規定均可豁免落入聯合行為之規範，包
括：消費者獲得效率利得須要超過揭露資訊的限制效果；另外，限制也不能超

越達到效率利得的需求，此可以藉由能達到相同結果之其他較少限制之方案來

檢驗，同時揭露必須不能具有減損競爭之可能。

2.何種資訊分享不會落入歐盟條約第101條，縱使落入也會被以效果侵害處理
若分享業經整理的過去資訊，一般而言，不會落入歐盟條約第101條，若

落入也會以「效果」基礎作為評估，這也符合經濟學的觀點。產業階段經整

理的資訊不可能被用來合作，因為它很難達到焦點(focal point)或用來監督競爭
者，同時廠商也無法從這些資訊瞭解他們的競爭者在作什麼？這些資訊有很顯

著的歷史特性不可能用來作為現在或未來的合作基礎，因為歷史資訊不可能提

供廠商未來想做什麼的暗示，於是無法協助參與者達到焦點。進一步言之，歷

史資訊也無法有效的監督默示性協議。

所謂「歷史」，其資格將依賴市場特性和該階段的競爭互動而定。例如，

市場投標過程被授予合約，許多將依賴合約期間型態和合約授予過程的頻率。

假如：投標過程每二年一次，二年前的資訊可能被使用；假如投標過程每週進

行，一年前的資訊不可能促進廠商在無特殊條件下合作。相同的，分享公開商

業或非商業敏感資訊不可能違背競爭法。

最後一個有趣的問題，資訊分享的安全港(safe harbour)是否類似水平指導
原則內其他協議的安全港一樣，不會傷害競爭，現有水平指導原則並無提供如

此信息。然而，安全港就資訊分享而言，可以給予格外的法律安定性，不會提

升競爭事件，同時前揭類型侵害送來一個強烈不同於目的侵害之信號。因此，

我們支持把安全港界定為效果基礎侵害的範圍。

但是，效果基礎資訊分享安全港的實務作為如何？若資訊分享只有涵蓋市

場小部分範圍，對競爭將不可能創造傷害。因此，資訊分享涵蓋範圍將可以作

為安全港的門檻基礎，因之，安全港絕對要設定一個特定門檻。而在水平指導

原則內其他安全港的現有標準如何？20％是一個可以被考慮的合理始點，同時
任何安全港也跟垂直指導原則(vertical guideline)一樣，都必須遭受累積覆蓋率
(cumulative coverage)檢定，藉以阻止透過網路資訊分享而使得資訊涵蓋全部市
場，在此一背景下，30％可被視為累積檢定的合理始點。
我們的目標是要創造一個安定的法律環境和允許小廠商分享促進競爭資

訊，但是安全港可能創造一個預料外的結果，例如，門檻提供廠商拒絕跟小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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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者分享重要資訊的正當理由，如此，可能會限制他們的競爭能力。另外，在

小的終端市場替廠商創造一個安全港，似乎暗示超過門檻的資訊分享都不是安

全的，即使方案不會創造焦點和勾結風險，這將導致廠商意識到任何不在安全

港內的事情都是有傷害的，甚至如同產業終端經整理之銷售和價格趨勢等有利

的歷史資訊交換，都無法在所欲達到的效果基礎下評價。

3.目的或效果侵害須被精確的解釋
透過秘密管道分享個別廠商未來定價或數量意圖資訊將有傷害競爭之虞，

這些被分類為目的侵害尚無爭議；相對的，透過公開管道分享經整理之過去成

本(非策略性)資訊，對競爭將無傷害之虞，被分類為效果侵害也無爭議(假定落
入歐盟條約第101條第1項)，最難於歸類的資訊分享係介於二者間，詳如表1。
關於表1難於分類部分，水平指導原則曾作如下說明：競爭者間個別廠商

關於未來定價意圖或數量……應該被認為對競爭的限制，而落入歐盟條約第

101條第1項的範圍，同時也暗示關係到未來行為意圖的現有資訊交換行為(不
同型態的資料)能直接作為欲達到未來定價或數量的推論11

。所以，水平指導原

則認為，區隔目的或效果侵害應該轉換為資訊是否關係到未來定價或數量意圖

(不論該資訊是現在或未來)，這樣的區隔產生2個有趣的議題：
(1)很難精確定義什麼是「關係到未來意圖的現有資訊」
若對於競爭者或第三方所有提供現有定價資訊都被視為目的侵害，將造成

消費者權益的諸多減損。例如，透過價格比較網站提供經由第三方蒐集或競爭

者直接提供的現有整理後之價格資料，對消費者購買決策，能產生諸多顯著利

益，這也說明了利用目的侵害而非效果侵害處理限制，將有剝奪消費者權益風

險之虞。然而，以效果侵害來處理所有現有資訊公開也只能產生部分合適遏制

力(suboptimal deterrence)。在許多案例中，策略性現有資訊(例如，價格、數量)
散播類似於未來資訊的揭露。例如：當價格微成本高頻率的改變，現有價格資

訊將擔任傳遞未來意圖信號的角色；另外，現有資訊比未來資訊對於監督協議

可能更有效果。以上二者，仍然不能排除分享現有資料所產生的消費者傷害。

(2)未完全釐清是否以公開管道分享未來定價意圖將被歸類為目的侵害
水平指導原則認為，透過公開管道揭露未來定價意圖將被視為目的侵害。

然而，這段話有一個前提(prefix)：「競爭者間之資訊交換」，此暗示單方透過
公開管道揭露未來定價資訊不會被視為目的侵害。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因為透

11 前揭註6，33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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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公開管道揭露未來定價資訊將使消費者得到更廣泛的顯著利益。例如，電子

產品廠商規律的宣佈新產品的未來價格、零售商宣佈即將銷售之產品價格都

是。這些事件之處理若都被視為目的侵害而非效果侵害，將會產生所有類型的

價格揭露都有侵害消費者利益之風險。

有一種方法可以說明前揭事件，藉以解析目的或效果侵害，即資訊的提供

是否透過秘密或公開管道(對任何人都能無成本的自由取得)為基礎。在這種方
法下，當個別廠商利用秘密管道分享現在或未來意圖資訊，將被視為目的侵

害；相反的，若個別廠商利用公開管道分享現在或未來意圖資訊，將被視為效

果侵害。此一方法，有利於替目的或效果侵害間提供一個明白的界線，以減少

法律的不確定性，同時也有經濟性理由來支持為何如此區隔？包括：

A. 透過公開管道揭露現有定價意圖可以幫助消費者跨產品比較，增加競爭強
度。同時利用公開管道揭露資訊，其特性可以確定價格比較網站不會被以目

的侵害來調查，而係以效果侵害。藉由公開管道揭露未來意圖將可在價格改

變前告知消費者，如此可以協助消費者進一步反應。例如，消費者可以在價

格改變前決定增加購買量或推遲購買。

B. 透過公開管道揭露可以傳遞較秘密管道揭露更顯著有價值的信號，容易達到
定價目的。而未來定價意圖對消費者所承擔的風險，係它們允許達到焦點價

格而無損失銷售量之虞，以致造成價格上漲。故利用公開管道揭露未來價格

之改變，消費者有較充裕時間去因應。

但也不是說利用公開管道揭露就不會傷害消費者權益。當此一揭露無法達

到承諾價值(commitment value)或競爭者的反映難以預測時，公開管道揭露未來
意圖仍然會對消費者造成傷害。公開定價揭露若不會產生執行該價格承諾，但

在競爭者之間會成為傳遞定價意圖的信號，此一現象，類似未來定價意圖。更

進者，若無任何承諾價值，公開定價揭露大幅減損消費者權益是可以確定的，

也不可能合乎歐盟條約第101條第3項的門檻標準。
然而，公開管道揭露具有減輕公佈時發生應注意而未注意所形成傷害之風

險。利用公開管道分享資訊也可幫助主管機關和潛在抱怨者發現此一交換有顯

著增加成為有害協議的可能性，同時也可減少蒐集有效證據的困難度。相同

的，公開管道揭露某一廠商的偶發事件，將可使競爭者提早反映，更可進一步

發現此一交換應以聯合行為處理而非資訊分享。為了平衡此一議題，他們認

為，以公開管道分享資訊較適合被引導作為效果分析而非目的分析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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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盟對於目的或效果侵害之法律分析
美國法對資訊分享與聯合行為的關係，大都採用合理原則

12
；歐盟法規與

日本法規又有諸多雷同，其中又以歐盟法規之規範更為完整，尤其歐盟執委會

根據歐盟條約第101條於2011年修訂水平指導原則13
，增訂第2章資訊交換之規

範，列出7項資訊交換評估基準(General Principles on the competitive assessment 
of information exchange)，更具代表性。以下就依該7項基準分析敏感性資訊交
換可能之涉法性。

1. 策略性資訊(strategic information)：競爭者間交換策略性資料，有可能降低
市場策略的不確定性，相較於交換其他類型的資訊，更有可能違反歐盟條約

第101條第1項。分享策略性資料可能會產生限制競爭的影響，乃因可透過降
低競爭的誘因來減少成員的決策獨立性。所謂策略性資訊，具體可包括價格

（例如實際價格、折扣、增加、減少或回扣）、顧客名單、生產成本、數

量、營業額、銷售能力、品質、行銷計畫、風險、投資、技術和研發相關的

計畫與成果。一般而言，與價格和數量相關的資訊是最具策略性的，其次是

關於成本和需求的資訊。然而，對於從事研發方面的事業，則技術資料可能

是最具策略意義的。資料的策略性用途也取決於其是否具整合性(aggregation)
和新舊(age)，以及市場背景和交換頻率。  

2. 參與資訊交換事業之市場覆蓋率是否夠大(market coverage)：參與交換的事業
必須有過大的市場覆蓋率

14
，才有可能對競爭產生限制性影響的資訊交換，

參與交換的事業必須覆蓋相關市場相當大的一部分。否則，不參與資訊交

換的競爭對手可能會抑制所涉事業的任何反競爭行為。例如，未參與訊息

交換系統的事業定價低於協調價格的水平，可能會威脅到共謀結果(collusive 
outcome)的外部穩定。

12 李綱信，「歐美競爭法之初步研析」，經濟研究，第12期，345-346(2012)。
13 European Commission, Guideline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al co-operation agreement Brussels, Sec 
(2010)528/2.

14 構成“市場相當大的一部分”不應抽象定義，而是取決於個案的具體事實和有關資
訊交換的類型。但是，如果在水平協議的情況下進行資訊交換，且不超出其履行
所需，此時市場覆蓋率低於本準則相關章節之規定、相關的豁免條例或“the De 
Minimis Notices”中所訂之市占率，這些資訊交換行為通常不足以產生限制競爭性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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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合性或個別事業資訊(aggregated/individualized data)：交換真正整合性資
料，與交換個別公司層級資料相比，不太可能導致限制競爭效果。由貿易組

織或者市場情報公司收集和出版整合性市場資料（例如銷售數據、能力數據

或投入和成分成本數據）可能會使供應商和顧客受益，使他們能夠更清楚地

了解某區塊之經濟狀況。這樣的資料收集和出版可能使市場成員做出更明智

的個別選擇，以便有效地適應市場條件。更廣泛地說，除非是在牢固的寡占

下進行，否則整合性資料的交換不太可能產生限制競爭的效果。相反地，個

別性資料的交換有助對市場和懲罰策略的共識，允許參與協議的事業挑選出

偏差者或進入者。然而，即使整合性資料的交換，也不能排除可能有助於具

有特定特徵的市場產生共謀結果的可能性。也就是說，一個非常牢固和穩定

的寡占市場，交換整合性資料的成員可以自動地確認有人偏離了共謀結果，

並採取全市場性的報復措施。換句話說，為了保持共謀的穩定，企業可能並

不一定需要知道誰偏離了，只要認識到「有人」偏離了便足夠。

4. 資訊的新舊(age of data)：歷史性資料(historic data)的交換不太可能導致共謀
結果，因其不太可能表述競爭對手的未來行為或提供在市場上的共識。另

外，交換歷史性資料不太可能有助於監測偏差，因為數據越舊，要作為及時

檢測偏差並迅速報復的可確信威脅，就越沒有效果。換言之，當資料夠舊，

不會給競爭帶來風險。資料是否真正具有歷史性，取決於相關市場的具體特

徵，以及特別是產業價格再議的頻率。另外，判斷資料是否具歷史性的基

準，還取決於資料的性質、整合、交換頻率和相關市場的特徵（例如其穩定

性和透明度）。

5. 資訊交換頻率(frequency of information exchange)：資訊的頻繁交換有助於更
了解市場和監測偏差，因而增加了共謀結果的風險。與穩定的市場相比，在

較不穩定的市場中，可能需要更頻密的資訊交換來促進共謀結果。在有長期

契約的市場（表示價格重新談判並不頻繁），較不頻繁的資訊交換通常也足

以實現共謀結果。相較之下，不頻繁的資訊交換往往不足以實現屬短期契約

型市場所需要頻繁重新議價的共謀成果。然而，資料的交換達到足以促進共

謀成果的頻率，須取決於資料的性質(包括新舊、整合性……)。
6. 公開或非公開資訊(public/non-public information)：一般來說，交流真正公開
的資訊是不太可能構成違反歐盟條約第101條。真正的公開資訊是對所有競爭
者和顧客通常可平等接觸的資訊在訪問成本方面）。真正公開的資訊，對於

與交換系統無關的顧客和事業獲得這些資訊應該不會更昂貴。因此，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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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通常不願意選擇以平等的方式交換他們從市場上收集的資料，所以實際上

交換真正的公開資料似乎是不可能的。相較之下，即使這些資料是競爭對手

之間所謂的公共領域( in the public domain)進行交換，如果收集數據所涉及的
成本使其他事業和顧客不願意這樣做，則不是真正公開的資訊。收集市場資

訊（例如從客戶端收集信息）的可能性，並不一定意味著此類資訊是競爭對

手容易獲得的市場資料。

即使是公開提供的資料（例如，監管機構公佈的資訊），競爭者間存在

著交換附加訊息，若其進一步降低市場的策略不確定性，則可能產生限制競

爭效果。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增加的資訊即可能是破壞市場平衡達到共謀結

果的關鍵。

7. 公開或秘密管道交換(public/non-public exchange of information)：相較於前一
個基準討論所交換的是否屬公開的資訊，本項目主要著眼於交換資訊的方式

是否公開。如果能使所有競爭對手和顧客能夠平等地接近交換的資料（就進

入成本而言），則資訊交換是真正地公開。若公開地交換資訊可能會降低市

場上共謀結果的可能性，使得非參與協調的公司，潛在競爭對手以及顧客可

能抑制對競爭潛在限制競爭的影響。但是，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即使

真正公開的資訊交換也可能促成市場上共謀的結果。

(四)經濟理論對資訊交換之分析結果
本研究採取賽局理論(game theory，含重複賽局)15

、Cournot16
、Stackelberg 

15 賽局理論係一種考慮遊戲中的個體的預測行為和實際行為，並研究它們的優化策
略。表面上不同的相互作用可能表現出相似的激勵結構（incentive structure）。其
中一個有名有趣的應用例子是囚徒困境。具有競爭或對抗性質的行為稱為博弈行
為。在這類行為中，參加鬥爭或競爭的各方各自具有不同的目標或利益。為了達
到各自的目標和利益，各方必須考慮對手的各種可能的行動方案，並力圖選取對
自己最為有利或最為合理的方案。比如日常生活中的下棋，打牌等。賽局理論就
是研究博弈行為中鬥爭各方是否存在著最合理的行為方案，以及如何找到這個合
理的行為方案的數學理論和方法。

16 Cournot model是早期的寡頭模型。它是由法國經濟學家Cournot於1838年提出的，
是Nash均衡應用的最早版本，Cournot model通常被作為寡頭理論分析的出發點，
是一個只有兩個寡頭廠商的簡單模型，該模型也被稱為雙頭模型。該模型的結論
可以很容易地推廣到三個或三個以上的寡頭廠商的情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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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和Kinked demand curve18 等經濟模型，分析資訊交換與聯合行為間之關係，
其主要發現有：

1. 事業公開進行訊息交換，並允許買方參與，將有助於業者避免產銷失衡與判
斷產業發展趨勢，減少投資風險，具有效率意義。事業之私下交換訊息，特

別是未來的漲價計畫，則多數反映其壟斷市場的意圖，較不具促進競爭效

果。因此，事業私下交換價格訊息之可責性高於公開者。

2. 事業進行過去訊息交換，有助於避免產銷失衡與判斷產業發展趨勢，具有效
率意義。但是，事業交換未來訊息，特別是預告未來的漲價計畫，則多數反

映其壟斷市場的意圖，較不具促進競爭效果。因此，事業交換未來與目前價

格訊息之可責性高於交換過去的歷史資料。另外，交換整體產業資訊較諸交

換個別事業訊息，可責性也相對較低。交換與專業化、合理化與規格化有關

之生產技術訊息，較諸交換價格與產出等敏感性訊息可責性則相對較低。

3. 交換可隨時撤銷之漲價預告或訊息，隱含甚高之限制競爭風險；加以多數情
形下，該等訊息交換又排除買方於預告範圍之外，無法提升交易效率。因

此，與無法撤銷者比較，其可責性相對較高。

4. 牌價代表賣方所公告之產品價格上限，並做為與買方議價折扣的基準。牌價
訊息透明化，可便利雙方價格的協商，減少相當的交易成本。因此，牌價交

換具有提升市場效率的意義。相反的，事業除公告牌價外，還可能達成合

意，建立起便利機制，允許個別事業能夠在相同的基礎上，將競爭對手的牌

價換算成實際價格，以策略性地溝通彼此實際價格，進而影響競爭對手的產

出行為。因此，公告實際價格之可責性高於公告牌價者。

5. 科技業產品異質性高、規格複雜聯合不易，加以事業之間的資訊分享具有很
高的效率意義。因此，與傳統產業比較，科技產業廠商交換訊息的可責性相

對較低。

17 在Stackelberg model中，競爭廠商在市場上的地位是平等的，因而它們的行為是相
似的。而且，它們的決策是同時的。當事業甲在作決策時，它並不知道事業乙的
決策。但事實上，在有些市場，競爭廠商之間的地位並不是對稱的，市場地位的
不對稱引起了決策次序的不對稱，通常，小事業先觀察到大事業的行為，再決定
自己的對策。

18 在Kinked demand curve的理論模型中，人們可以觀察到，寡占市場中價格一般比
較穩定，廠商之間主要採取非價格競爭的方法。有時候也會爆發價格戰，但總是
為時不長，因為廠商都清楚地知道，打價格戰的 果往往是兩敗俱傷。而Kinked 
demand curve理論模型就是用來解釋這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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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合分析

(一)目的或效果侵害整合分析
本研究整合Bennett and Collins (2010)針對敏感性資訊之分析結果、歐盟對

於目的或效果侵害之法律分析，及經由相關經濟模型之分析結果，藉以探討研

究目的所列7項目的或效果侵害思考方向，以及各該方向所屬類別之目的或效
果侵害傾向：

1.資訊交換管道：公開或秘密管道
水平指導原則第7項判斷基準概述，有關資訊交換管道是否公開，就該資

訊交換是否影響競爭至為關鍵。如果能使所有競爭對手和顧客能夠平等地接近

交換的資料，則資訊交換是真正地公開。由於公開地交換資訊將會降低市場上

共謀結果的可能性，使得非參與協調的公司、潛在競爭對手以及顧客有抑制潛

在限制競爭的能力。縱使該資訊交換仍有促成市場上共謀之虞，而落入歐盟條

約第101條第1項的規範，Bennett and Collins(2010)認為，較適合被引導為效果
分析而非目的分析的基礎。另就經濟面而言，事業公開進行訊息交換，並允許

買方參與，將有助於業者避免產銷失衡與判斷產業發展趨勢，減少投資風險，

具有效率意義。但是，事業私下以秘密管道交換資訊(特別是未來定價意圖)，
則多數反映其壟斷市場的意圖，較不具促進競爭效果。因此，以間接證據的強

度而言，事業以秘密管道交換訊息之可責性高於公開者。再就案例言之，OFT
所調查的私立學校案

19 就是透過非公開之秘密管道交換資訊，並成為目的侵害
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2.交換資訊之性質：個別事業/整合性資訊
水平指導原則第3、6項判斷基準綜合概述，交換真正整合性(含公開)資訊

(例如產業資訊)，與交換個別事業層級資料相比較，一般來說，不太可能違反
歐盟條約第101條規定，而導致限制競爭效果。由貿易組織或者市場情報公司
收集和出版整合性市場資料，可能會使供應商和顧客受益，使他們能夠更清楚

地了解某區塊之經濟狀況。這樣的資料收集和出版可能使市場成員做出更明

智的個別選擇，以便有效地適應市場條件。更廣泛地說，除非是在牢固的寡

占下進行，否則整合性資料的交換不太可能產生限制競爭的效果。Bennett and 
Collins(2010)認為，一般而言，整合性資訊交換不會落入歐盟條約第101條第
1項範圍，若落入也會以「效果」基礎作為評估，這也符合經濟學的觀點。相

19 前揭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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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地，個別事業性質的資料，其交換有助對市場和懲罰策略的共識，允許參與

協議的事業挑選出偏差者或進入者，有限制競爭之虞。另就案例言之，RBS向
Barclys20 銀行揭露個別定價資訊，係被認為歸屬目的侵害的因素之一。
3.資訊交換時間遞延：過去或現在或未來
水平指導原則第4項判斷基準概述，過去歷史性資料的交換不太可能導致

共謀結果，因其不太可能表述競爭對手的未來行為或提供在市場上的共識。交

換歷史性資料不太可能有助於監測偏差，因為數據越舊，要作為及時檢測偏差

並迅速報復的可確信威脅，就越沒有效果。換言之，當資料夠舊，不會給競爭

帶來風險。Bennett and Collins(2010)也認為，歷史性資訊有很顯著的歷史特性
不可能用來作為現在或未來的合作基礎，也不可能提供事業未來想做什麼的暗

示，於是無法協助參與者達到焦點。進一步言之，歷史資訊無法有效的監督默

示性協議。故縱使落入歐盟條約第101條第1項規範，也會以「效果」基礎作為
評估方式。

另就經濟分析觀點，事業進行過去訊息交換，有助於避免產銷失衡與判斷

產業發展趨勢，具有效率意義。但是，事業交換未來訊息，則多數反映其壟斷

市場的意圖，較不具促進競爭效果。因此，以間接證據的強度而言，事業交換

未來與目前價格訊息之可責性高於交換過去的歷史資料。水平協議指導原則同

時也暗示關係到未來行為意圖的現有資訊交換行為(不同型態的資料)能直接作
為欲達到未來定價或數量的推論，故認為區隔目的或效果侵害應該轉換為資訊

是否關係到未來定價或數量意圖(不論該資訊是現在或未來)。再就案例觀之，
不論是前揭的私立學校案或RBS案，都是交換未來資料或可影響未來意圖之現
有資訊，而成為目的侵害的重要考量因素。

4.資訊交換涵蓋範圍：參與者市場覆蓋率大小
水平指導原則第2項判斷基準概述，如果參與交換的事業所覆蓋相關市場

為相當大的一部分
21 ，其交換有影響市場競爭之虞。否則，不參與資訊交換的

競爭對手將會抑制所涉事業的任何反競爭行為。例如，未參與資訊交換的事業

定價低於協調價格的水平，就會威脅到共謀結果的外部穩定。

什麼是資訊分享安全港？係以資訊分享涵蓋範圍作為安全港的門檻基礎，

可藉以創造一個安定的法律環境和允許小廠商分享促進競爭資訊，但現有水平

指導原則並無提供如此信息，水平指導原則內其他安全港的標準又如何？20％
20 前揭註8。
21 前揭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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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可以被考慮的合理始點，同時任何安全港也跟垂直指導原則一樣，都

必須遭受累積覆蓋率檢定，藉以阻止透過網路資訊分享而使得資訊涵蓋全部

市場，在此一背景下，30％可被視為累積檢定的合理始點。安全港就資訊分
享而言，可以給予額外的法律安定性，不會增加競爭事件，因此，Bennett and 
Collins(2010)支持把安全港界定為效果基礎侵害的範圍。相反的，其資訊交換
超出安全港範圍，而為大範圍市場覆蓋率的資訊交換，較可能產生限制競爭之

虞，而被列為目的侵害之評估對象應無疑慮。

5.資訊交換的效力強度：剛性不得撤銷/柔性隨時調整
OECD (2010)22 對卡特爾行為經過長期觀察後認為，卡特爾行為最穩當的

價格調漲方式，就是設計一套機制，允許價格上漲的預告不具拘束力，使漲價

發動者可以在成本與風險幾乎趨近於零的前提下，隨時提出、修正、撤銷漲價

預告，以試探對手反應，才能透過一連串的修正過程，由各當事人逐步向上調

漲價格，直到所有成員都能接受的最高價格為止。由於這種私下交換未來價格

資訊行為，消費者無從知曉，市場也無實際交易。因此，發布訊息者可在不須

擔憂客源流失的環境下，藉由公告漲價，期待競爭對手亦能採取相同之漲價行

為，即使對手不願接受，也能藉由錯誤探知對手底線。就案例而言，最典型的

案例就是美國ATP案23 ，藉由此種方法達到未來價格一致化意圖，同時透過現
有價格揭露達到監督目的。因此，成為目的侵害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相反的，如果預告價格上漲具有若干拘束力，例如：透過媒體公開預告漲

價，以致眾所周知無法隨時撤銷；或是預告價格調漲機制係基於下游客戶集體

要求，以做為買方擬定未來採購計畫之用，賣方任意撤銷，恐將承受買方反彈

與商譽受損風險時，預告價格即成為具有拘束力的價格承諾。此時，漲價預告

勢在必行，無法任意撤銷，即使競爭對手不予支持，但也必須漲價。因此，競

爭機關最多只能將該等漲價預告認定為是：單方面的建議，期待對方能配合自

己漲價，並無共謀壟斷市場的合意。這種有價格承諾意涵之資訊揭露，類似於

公開管道分享資訊，較適合被引導作為效果分析的基礎。

6.資訊交換的內容：策略/非策略資訊
水平指導原則第1項判斷基準概述，競爭者間交換策略性資料，有可能降

低市場競爭的不確定性，相較於交換非策略性資訊，更有可能違反歐盟條約第

22 OECD, Information Exchange between Competitors under Competitive Law. DAF/
COMP (2010).

23 前揭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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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條第1項。分享策略性資料可能會產生限制競爭的影響，乃因可透過降低競
爭的誘因來減少成員的決策獨立性。所謂策略性資訊，具體可包括價格、顧客

名單、生產成本、數量、營業額、銷售能力、品質、行銷計畫、風險、投資、

技術和研發相關的計畫與成果。一般而言，與價格和數量相關的資訊是最具有

略性的，其次是關於成本和需求的資訊。然而，對於從事研發方面的事業，則

技術資料可能是最具策略意義的。

就經濟觀點，卡特爾行為如欲徹底遏止欺騙行為，保證成員的長期壟斷利

益超過短期欺騙利益，以滿足壟斷條件，首要任務就是要促進價格與產量資訊

的高度流通。因此，事業交換價格與產量資訊限制競爭之效果自然高於交換

非策略資訊。就以案例言之，美國最高法院在1921年的American Column and 
Lumber 案24 中早已發現事業透過公會，同時交換價格與產量等策略性資訊，
而被認為有影響競爭之虞。因此，事業之間交換策略性資訊較易被以目的侵害

評估。至於其他非策略性資訊交換對市場競爭的影響甚為微小，特別是交換專

業化、合理化與規格化有關之生產技術訊息甚至能促進產業發展，並進一步形

成聚落效果，較適合被引導作為效果分析的基礎。

7.資訊交換的期間與頻率：長期間高頻率/短期間低頻率
水平指導原則第5項判斷基準概述，資訊的頻繁交換有助於更了解市場和

監測偏差，因而增加了共謀結果的風險。與穩定的市場相比，在較不穩定的市

場中，可能需要更頻密的資訊交換來促進共謀結果。在有長期契約的市場，較

不頻繁的資訊交換通常也足以實現共謀結果，而資訊交換要達到足以促進共謀

成果的頻率，仍須視資料的性質與內容而定，但成為促進共謀結果因素之一，

應無疑義。例如，前揭私立學校案、RBS向巴克萊銀行揭露定價資訊案及ATP
案皆然。一般認為，若是長期頻繁的交換未來個別事業資訊，應被歸類為目的

侵害，甚至經由第三方傳遞，仍應被視為目的侵害。相較之下，不頻繁的資訊

交換往往不足以實現屬短期契約型市場所需要頻繁重新議價的共謀成果，故短

期間低頻率交換資訊，可責性較低，較適合採取效果分析作為基礎。

(二)例外許可探討
1.例外許可評價基礎
現有水平指導原則，為符合歐盟條約第101條第3項規定，針對敏感性資

訊交換訂有4項判斷是否為正面效果25 之基準，包括：(1)增進效率(Efficiency 
24 American Column & Lumber Co. v U.S., 257 U.S. 377(1921).
25 即公平法第15條之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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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n)；(2)不可欠缺性(Indispensability)；(3)傳遞給消費者(Pass-on consumers)；
(4)不會消除競爭(No elimination of competition)。此與舊有水平指導原則，為符
合歐盟條約第81條(即現有101條)第3項適用除外之4項要件：促進經濟進步、使
用者分享利益、無非必要限制競爭及不得排除競爭

26 ，有諸多雷同之處。其中
公平法第15條所稱「整體經濟利益」，係指其利益不限於參與資訊分享者之事
業所享有，其正面績效所及範圍甚至應該超越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間，進而有

利於一般消費者，上、中、下游事業及其他產業等；至於「公共利益」，係指

分享行為應兼及經濟效率以外的環境保護、穩定交易秩序及產業升級等。茲就

歐盟的判斷基準詳細說明如后：

(1)效率
Lindsay27 曾以「效率」來說明整體經濟利益。他將效率分成配置效率

((allocative efficiency)28 、生產效率(productive efficiency)、動態效率(dynamic 
efficiency)及交易效率(transactional efficiency)29 。他認為，若依經濟分析理
論架構探討，整體經濟利益在理論上應符合利益極大化（maximization）、
經濟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及均衡（equilibrium）等基本原則。雖然任
何理性廠商或個人都會極力尋找利益「極大化」，但這種利益極大化，並非

全然是整體經濟利益，尚須考量「經濟效率」及「均衡」2項因素。其中經
濟效率，是指資源不管再怎麼重新分配使用，都無法使某些經濟體獲致更高

經濟利益，而同時不損及其他經濟體的利益。此一情境，經濟效率可能只是

企業個別效率，並非全然是競爭法所欲追求的整體經濟利益之效率。福利經

濟概念正是探討個人與事業如何建立互動，達到整體經濟利益效率之目的。

至於均衡意指，一種不會自然改變的狀態。換言之，均衡一旦達成，在其他

條件不變之情況下，其狀況會持續下去。因此，福利經濟的理念中，只有當

生產者與消費者配置都達到效率時，均衡才會呈現最適當狀態，也唯有當消

26 石世豪，「聯合行為之例外許可」，收錄於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寥義
男(編)，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499-501(2003)。

27 Alistair Lindsay, The EC Merger Regulation: Substantive Issues, London: Sweet & 
Maxwell, 10-15(2003).

28 或稱柏拉圖最適(Pareto Optimality)，意指整個社會達到可能的效率前緣(utility 
possibility efficiency)上的一種平衡。此時，任何人均無法在不減損他人效用的情況
下，增加自己效用。

29 (1)生產效率：在既定之產出水準下，追求最低的成本投入、或在既定的成本下，
追求最大的產出水準。(2)動態效率：包括技術創新或改進，及學習曲線的累積所
造成的效率提高。(3)交易效率：因大量購買所造成的成本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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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效用極大化時，企業利益才會極大化，經濟效率的意義方能與維護社會

褔利的動向趨於一致，最適狀態的均衡才會出現。此時，才能達到整體經濟

利益的意境
30
。

(2)不可欠缺性
不可欠缺之判斷標準，歐盟執委會及歐洲法院都採取嚴格認定態度。一

般而言，執委會通常會分析以下因素：特定市場之性質、市場狀況及其變動

預測、被妨害標的、必要時考慮會員國政府的態度、生產條件及必要的投資

規模、商品特性及其使用狀況，參與成員掌握必要技術之必要性，獲得結果

所需時間及其採取其他行為之可能性。例如，涉及經銷區域之限制，該限制

交易之安排係屬滿足特定商品專業性經銷所必要；又如其他聯合展示商品情

形，其限制參與之事業不得同時參與其他商品展示，如認為係基於共同展示

之合理目的者，可承認其限制的必要性。

(3)傳遞給消費者
為確保使用者能公平分享資訊交換所導致之利益，此為整體經濟利益之

重要因素。其中所謂「使用者(utilisateurs)」通常係指最終消費者，但不限
於此。若商品之流通過程，具有商品交易關係之直接或間接交易相對人都屬

之。至於「利益」，其概念相當廣泛，除分享價格資訊，尚包括數量、品質

及其他有效率的售後服務等相關資訊。

(4)不會消除競爭
不得排除競爭，係因競爭仍為聯合行為例外許可的結果，實質上市場上

之競爭不得因而受到影響；反而言之，假設前揭3要件皆已滿足，但有消除
市場競爭之虞時，仍不得例外許可。雖然該行為有造成經濟效益之可能，但

仍不能因此而消除市場競爭。

2.例外許可類型
依公平法第15條規定，聯合行為例外許可包括8種類型：統一規格或型式

之聯合、合理化之聯合、專業化聯合、輸出聯合、輸入聯合、不景氣聯合、中

小企業聯合及其他為促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或經營效率所必要之共同行為。

其內涵分別說明如後
31

30 施錦村，「兩岸企業附加限制性條件與禁止結合案件影響因子分析」，公平交易
季刊，第24卷第1期，152(2016)。

31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第16版，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116-
11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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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統一規格或型式之聯合：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或
服務之規格或型式，稱之。

(2) 合理化之聯合：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共同研究
開發商品、服務或市場，稱之。

(3) 專業化聯合：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稱之。
(4) 輸出聯合：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稱之。
(5) 輸入聯合：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商品或服務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稱
之。

(6) 不景氣聯合：因經濟不景氣，致同一行業之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
為有計畫適應需求而限制產銷數量、設備或價格之共同行為，稱之。所謂

「不景氣」，包括整體經濟之不景氣及個別行業之不景氣，公平會於收受行

業不景氣之聯合申請時，除考量該行業之個別狀況是否投資過剩、缺乏效率

或產能過剩外，仍以其聯合行為是否有益於整體經濟利益為准駁之依據。

(7) 中小企業聯合：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率，或加強其競爭能力之共同行
為，稱之。公平會對於中小企業之訂價行為，訂有「中小企業申請聯合訂價

之處理原則」，可供此類申請案件之准駁參考。

(8) 其他聯合行為申請：其他為促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或經營效率所必要之共
同行為。此款為「概括性條款」，旨在放寬聯合行為例外許可之範圍，以免

阻礙對整體經濟有正面效果之事業間合作行為，使例外許可之規範更為合

理。

資訊交換所致之聯合行為例外許可申請，因個案申請背景與需求不同、申

請條件與產業結構不一，其符合那一類型規定，應視個案狀況而定。至於准駁

與否，則可依歐盟4項正面效果評價標準審理之。

四、結論：評估準則與建議

經由整合分析結果，針對目的或效果侵害及例外許可提出短期評估準則及

未來長期建議。

(一)短期建議：評估準則
1.目的或效果侵害評估方法
目的或效果侵害共有7項思考方向，每一思考方向都有2項類別，假設其

類別傾向目的侵害其評估分數以「正」號表示、傾向效果侵害其評估分數以

「負」號表示，「正」號與「負」號間不能相加減，只是代表傾向而已，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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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內容將會被覆蓋而失真。若將各類別以A、B來歸類，A代表：秘密管道交
換資訊、個別事業資訊、未來意圖或可影響未來意圖之現有資訊、參與者市場

覆蓋率大、柔性隨時可調整之資訊、策略性資訊及長期間高頻率之資訊交換；

其餘類別則歸屬B，即公開管道交換資訊、整合性資訊、過去歷史資訊、參與
者市場覆蓋率小、剛性不得撤銷資訊、非策略性資訊及短期間低頻率之資訊交

換。另外，再以出現於Bennett and Collins (2010)針對敏感性資訊之分析結果、
歐盟對於目的或效果侵害之法律分析，及經由經濟模型分析結果之機率及能清

楚確定其歸屬為基礎，並以「10分」法表示，則該等思考方向之類別對於目的
或效果侵害的影響力，可分成2類：
(1) 重要影響力：該等類別能同時出現於前揭3種分析結果，亦有相關案例明確
佐證其歸屬者，得2分。此等類別包括：資訊交換管道、交換資訊之性質及
資訊交換時間遞延。

(2) 一般影響力：該等類別無法同時出現於前揭3種分析結果，亦無相關案例明
確佐證其歸屬或只是案例之效果延伸者，得1分。例如：A.資訊交換涵蓋範
圍，只出現在於歐盟分析結果，而Bennett and Collins (2010)之分析，係以安
全港之概念延伸，案例之佐證能力相當模糊。B.資訊交換的效力強度，只出
現於經濟模型分析結果，案例佐證也是延伸之效果。C.資訊交換的內容，只
出現於歐盟分析及經濟模型分析結果，而策略與非策略所涵蓋項目並非十分

明確，可能會因所處之交換條件不同而不同，很難明白確定。D.資訊交換的
期間與頻率，只出現於歐盟分析結果，而Bennett and Collins (2010)之分析及
相關案例，只是所涉事件之延伸。以上評估方法，彙整如表2：

表2　目的或效果侵害類別評估
目的侵害 效果侵害

A類別 評估 B類別 評估

秘密管道交換資訊
個別事業資訊
未來及影響未來之現有資訊

+2
+2
+2

公開管道交換資訊
整合性資訊
去歷史資訊

-2
-2
-2

參與者市場覆率大
柔性隨時可調整之資訊
策略性資訊
長期間高頻率

+1
+1
+1
+1

參與者市場覆率小
剛性不得撤銷資訊
非策略性資訊
短期間低頻率

-1
-1
-1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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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的或效果侵害評估準則
綜合前揭評估方法，提出以下評估準則：

(1) 若個案之類別都屬「正」號，則「正」號之分數越高，顯示個案之目的侵害
可能性越高，越有可能形成勾結共謀，而有限制競爭之虞，但並不等於當然

違法，惟只須證明該資訊交換有限制競爭之目的，即合致聯合行為之構成要

件。

(2) 若個案之類別都屬「負」號，則「負」號之分數越高，顯示個案之效果侵害
可能性越高，越不可能合致聯合行為之構成要件。而效果侵害不等於當然不

違法，或許是資訊交換的本身尚難判斷有無限制競爭之目的，尚須證明該行

為具有現實或潛在限制競爭效果始可。

(3) 若個案同時出現「正」號與「負」號，則以個案判定之，其判定方法可參酌
以下幾項因素：

A.若「正」、「負」號不涉及重要影響力，則其分數高低具有參考價值。
B. 若「正」、「負」號涉及重要影響力，先考慮重要影響力對競爭之影響，再
考慮分數之高低，但建議從嚴認定。

以下將以整合分析中之私立學校案及ATP案作為案例，討論評估準則之運
用，詳如表3。由該表得知，私立學校案有90％的機會屬於目的侵害；ATP案
則有100％的機會屬之。

表3　私立學校案及ATP案之侵害評估
案  例 管道 性質 時間遞延 涵蓋範圍 強度 內容 時間與頻率  總分
私校案 +2 +2 +2 nil +1 +1 +1 +9

ATP案 +2 +2 +2 +1 +1 +1 +1 +10

註：1.本研究整理。
2. 管道=資訊交換管道、性質=交換資訊之性質、時間延遞=資訊交換時間遞延、涵蓋範圍=資訊交
換涵蓋範圍、強度=資訊交換的效力強度、內容=資訊交換之內容、時間與頻率=資訊交換的時
間與頻率。

3.nil=資料未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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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例外許可評估準則
由公平會的網站得知，公平會自2005年1月13日至2017年9月6日共有聯合

行為例外許可案件84件，其中尚未發現因資訊交換而申請聯合行為許可者。又
依公平法第15條規定，申請聯合行為例外許可共有8種類型，只要該行為有益
「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者，申請主管機關同意，即可排除聯合行為之適用。

另外，水平指導原則利用「效率」、「不可欠缺性」、「傳遞給消費者」及

「不會消除競爭」等4項正面效果評估準則，來評估資訊交換所形成之卡特爾
行為是否落入歐盟條約101條第3項而排除同條第1項之適用。故針對該等類型
之例外許可，本研究建議以下準則：

(1)首先，瞭解申請案是否可落入公平法第15條8種類型之一。
(2)其次，參酌水平指導原則評估資訊交換正面效果之4項原則：

A. 該4項原則均符合，可認定其有益「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者，而予以許
可。

B. 只有3項符合，不符合者為「不可欠缺性」，則以「合理原則」採取個案
認定；若為其他項之一，則採取從嚴認定。

C.若有2項或以上不符合，則不予許可。
(二)未來長期建議
資訊交換所導致之聯合行為案例，不論是目的或效果侵害或是例外許可，

均相當缺乏，在國內只有少數案例。因此，短期內可以先參酌前述所擬之準則

處理之，等案例充足後，再訂定處理原則或比照水平指導原則於相關處理原則

中，增列「資訊交換」專章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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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act

This Research aim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nsitive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cartel. A cartel is regulated by the Taiwan Fair Trade Law that is similar 
the competitive law of European Union. The former discusses a matter of principle 
of inhibition and an exception permit, and the latter mention an object infringement, 
an effect infringement, and a block exemption. The paper of Bennett and Collins 
(2010) referenced to the competitive law of European Union to divide an information 
sharing into three different categories the bad, the good, and the ugly, and the ugly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most likely to have anticompetitive impact, least likely to have 
anticompetitive impact, and difficult to classify. The research concerns with the ugly 
which is infringement the competitive law or not. 

In 2011, the European Union Commission revived the Guideline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EU horizonal agreement guideline) that 
increased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 charter, and listed seven evaluation principles: 
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 market coverage, an aggregated or individualized data, an 
age of data, a frequency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a public or non-public information, 
and a public or non-public exchange information.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adopts 
the repeat game theory, the Cournot model, the Stackelberg model, and the Kinked 
demand curve to proceed economy analysis that is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cartel, the main analysis results have: First, an 
enterprise private sharing pricing information criticizes more than a public; Secondly, 
an enterprise sharing future and current pricing information criticizes more than a 
historic data; Third, a sharing individual enterprise information criticizes more than 
a whole industry; Fourth, a sharing specialization, rational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producing technologic information criticizes less than a sensitive information of 
pricing and output; Fifth, a sharing rescission information criticizes more than a 
non-rescission; Sixth, a sharing announcement factual price criticizes more than an 
announcement brand price.

The research draws a conclusion through above analysis, and addressing 
short term evaluation principles that have: First, an evaluation method of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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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ingement or effect infringement that includes three items important influent 
factors, an aggregated or individualized data, an age of data, and an information 
character; and four items common influent factors there are 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 market coverage, a frequency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an information sharing 
intensity. Secondly, the evaluation principle of an exception permit is based on an 
efficiency gain, an indispensability, a pass on consumers, and a no elimination of 
competition.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addresses the long-term suggestions that 
the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would be consider conclude related guideline 
or reference to the EU horizonal agreement guideline revive the other guideline to 
increase an information exchange charter for dealing with similar cases.

Key Words: Sensitive Information Sharing, Cartel, Competitiv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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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楊宏暉（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

市場資訊透明具有雙重效果，好處是可促進競爭，壞處則是有利勾結，在

法評價上，單獨行為與聯合行為屬於兩個極端，若事業是基於自己決定而為，

尚無聯合行為的適用，但自己行為不排除考慮對手策略後所為之決定，故究

竟事業是否構成聯合行為，還有賴交換敏感資訊的細膩判斷，例如：交換資訊

種類、交換資訊時間點的新舊、資訊交換強度、資訊交換管道等等因素。一般

而言，交換過去的資訊，因參考價值低，構成聯合行為的機率較低；反之，交

換未來資訊，構成聯合行為機率較高。同樣地，分享產業資訊因欠缺個別性，

故不易該當聯合行為。另公開資訊因大家都有同等的管道可取得，故違法疑慮

低。此外，資訊交換強度可分為可撤與不可撤，不可撤的部分，多屬於單獨行

為，違法性低甚至不構成違法，以中油台塑聯合漲價案為例，雙方透過公開管

道，以報紙媒體等公開管道，發布未來資訊，該資訊隨時可撤，公平會認定其

屬促進行為，構成聯合行為合意。最後，報告人在論文中提到的目的分析或效

果分析的考量，可作為我國於擬定合理推定時之參考，即若屬目的分析者，其

合理推定的蓋然性會高於效果分析者，而可較容易推定為有聯合行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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