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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垂直交易限制之規範應明定事業須有一定之市場力量，並且須因其行為
使其所屬相關市場或與其交易相關之上游或下游相關市場之競爭受到或可
能受到相當程度之限制或影響
(五) 第20條第2款差別待遇係以妨礙上游或下游事業間之公平競爭而產生阻礙
及限制競爭之作用，此種特質應於條文中明示之，以促使注意相關市場之
競爭所受影響之性質及程度
(六) 第20條第5款「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之搭售、獨家交易、
地域、顧客限制、使用限制之類型規定，應從施行細則提升至母法中規
定，並應各給予明確定義
(七) 第20條各款規定之5種行為類型，應分別各為一條個別規範之，並將施行
細則相關規定提升至母法中規定
(八) 增定禁止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濫用其市場力量對其交易相對人收
取與促進交易或銷售無關之不當附加費用之規定
四、建議修正之條文

摘要
本研究於評析最近十年有關公平交易法第9條獨占地位濫用、笫19條限制轉售價
格、笫20條垂直交易限制之裁判案例後，認為實務上就相關市場之界定、事業市場力
量之評估、獨占事業不當價格決定規範之適用、獨占事業拒絕交易與契約形成自由之
區分、獨占地位濫用規範與垂直交易限制規範適用上之區分標準、事業為限制轉售價
格而有正當理由之舉證方法、以及認定垂直交易限制行為有限制競爭之虞所應關注之
相關市場及其調查與論證等問題，尚有改進之空間。又近年來歐美實務上漸對跨國性
巨型科技事業利用其先進科技及擁有大量資料數據所形成之市場力量而為拒絕交易、
獨家交易之安排、搭售、阻礙競爭者參與競爭等行為所為裁罰案例之發展趨勢，值得
借鏡參考。因此，為改進現行實務上之盲點及因應未來發展，提出8項修法建議：
1. 修正第8條第2項以「市場占有率十分之一」為認定獨占事業最低門檻之規定，提升
為「市場占有率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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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9條第1款「不公平之方法」文字修正為「不正當方法」，使限制競爭行為不法性
之用語趨於一致。
3. 修正施行細則第3條有關認定獨占應審酌之事項，應增加較具體可證之事項，包括
擁有關鍵性專利或技術、所掌握之大量資料數據、所控制之關係企業集團、依契約
可掌控或確保其產品之上、下游產業之供給及銷售、以及能表現其雄厚財力之資本
額及資金等項目。
4. 垂直交易限制之規範應明定事業須有一定之市場力量，並且須因其行為使其所屬相
關市場或與其交易相關之上游或下游相關市場之競爭受到或可能受到相當程度之限
制或影響。
5. 第20條第2款差別待遇係以妨礙上游或下游事業間之公平競爭而產生阻礙及限制競
爭之作用，此種特質應於條文中明示之，以促使注意相關市場之競爭所受影響之性
質及程度。
6. 第20條第5款「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之搭售、獨家交易、地域、顧
客限制、使用限制之類型規定，應從施行細則提升至母法中規定，並應各給予明確
定義。
7. 第20條各款規定之5種行為類型，應分別各為一條個別規範之，並將施行細則相關
規定提升至母法中規定。
8. 增定禁止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濫用其市場力量對其交易相對人收取與促進交
易或銷售無關之不當附加費用之規定。
關鍵字：相關市場之界定、獨占之認定、獨占地位濫用、限制轉售價格、垂直交易限
制、限制競爭之虞

一、序言
本研究蒐集獨占及其他（非聯合）限制競爭行為，即有關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
法)第9、19、20條相關重要案例，係起自2000年至2020年5月止之行政法院確定終局
裁判，共有56件（其中有同時涉及多數條文者，則在所涉各別條文之案例上各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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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其中第9條獨占濫用行為案例有11件 ，第19條限制轉售案例有9件 ，第20條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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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限制交易行為案例有38件 。由於所蒐集研究之案例，其作成處分及裁判所適用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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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同時涉及多數條文，而在所涉各別條文之案例上各計1件者為：
1. 金盈檢舉中鋼案(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368號判決) 涉及第9條及第19
條。
2. 濟生限制胡椒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1833號判決) 涉及第19條及第
20條。
獨占濫用行為案例11件，均適用舊法第10條，為：
1. 大台北區瓦斯提高基本度數案(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1904號判決)。
2. 中油拒絕文久交易案 (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795號判決)。
3. 中油拒絕續約案(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1518號判決)。
4. 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1(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555號判決；最高
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588號判決) 【法院否定公平會見解】。
5. 中華電信資費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更一字第107號判決)。
6. 周星科技檢舉應用材料案(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343號判決)。
7. 金盈檢舉中鋼案(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368號判決)。
8. 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2(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001號判決)
【法院見解不同（最高行部分否定公平會見解）】。
9. 台化纖芒硝案(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53號判決) 【法院否定公平會見
解】。
10. 台塑燒鹼案(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54號判決) 【法院否定公平會見
解】。
11. 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3(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690號判決)。
限制轉售價格案例9件，其中6件適用舊法，3件適用新法。適用舊法第18條之6件
案例，為：
1. 限制國農乳品轉售價格案(最高行政法院90年度判字第1311號判決、最高行政法
院90年度判字第1315號判決)。
2. 立明限制清潔液轉售價格案(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825號判決)。
3. 雀巢限制奶粉轉售價格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字第576號判決)。
4. 高屏聯誼會限制藥品價格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更一字第2號；101年
度訴更一字第9號；101年度訴更一字第10號；101年度訴更一字第11號；101年度
訴更一字第12號；101年度訴更一字第13號判決) 【法院見解不同（最高行政法
院雖有發回更審，但其理由與本計畫無關）】。
5. 祥美限制豆米奶轉售價格案(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裁字第1597號裁定)。
6. 蘋果限制iPhone轉售價格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訴字第1046號判決)。
適用新法第19條之3件案例，為：
7. 櫻花限制設備轉售價格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336號判決)。
8. 杏輝限制藥品轉售價格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795號判決)。
9. 濟生限制胡椒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1833號判決)。
垂直限制交易行為案例38件，其中30件適用舊法，8件適用新法。
適用舊法第19條之30件案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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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捷不當限制投標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89年度訴字第1095號判決)。
2. 機車搭售強制險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89年度訴字第1938號判決)。
3. 康軒限制下游書局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0年度訴字第5653號判決)。
4. 台塑洗車券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訴字第3772號判決)。
5. 鴻海檢舉案(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1910號判決)。
6. 台電不當限制投標案(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6號判決)。
7. 國立編譯館差別待遇案(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裁字第1572號裁定)。
8. 檳榔業利誘他事業參與聯合行為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3年度訴字第1279號判
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3年度訴字第1280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3年度訴字
第1281號判決)。
9. 揚 聲 伴 唱 帶 差 別 待 遇 與 杯 葛 案 (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9 3 年 度 訴 字 第 1 6 3 3 號 判
決)。
10. 自由時報分類廣告案(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1059號判決) 【法院見解不同
（最高行曾發回更審，北高行更審後仍認原告之訴無理由，最高行亦判決駁回
上訴）】。
11. 光泉生乳收購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4年度訴字第2668號判決)。
12. 太平洋百貨營業區域限制案(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1876號判決)。
13. 南一書局經銷區域限制案(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396號判決)。
14. 新光三越杯葛衣蝶案(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481號判決)。
15. 金門聯宏瓦斯共同調價案(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752號判決)。
16. 育橋文教經銷區域限制案(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裁字第3556號裁定)。
17. 貿元防火檢舉案(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1327號判決)。
18. 高捷限制混凝土案(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1435號判決)。
19. 民航局廣告招標案(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472號判決) 【法院否定公平會
見解】。
20. 四維檢舉艾利丹尼森營業秘密案(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裁字第767號裁定)。
21. 日盛檢舉聲動警告函案(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777號判決)。
22. 洛科檢舉案(智慧財產法院行政99年度行公訴字第1號判決)。
23. 佳祥餐盒限制投標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103號判決)。
24. 金盈檢舉中鋼壟斷案(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368號判決) 【同時討論第
9、19條】。
25. 弘音伴唱帶案(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裁字第2643號裁定)。
26. 瑞影伴唱帶案(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070號判決)。
27. 竹山上海煤氣桶裝瓦斯案(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裁字第324號裁定)。
28. 和安行藥品1元案(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裁字第1683號裁定) 【北高行曾否定公
平會見解，經最高行發回，北高行改判駁回原告之訴，並遭最高行裁定上訴駁
回確定】。
29. 新世紀求才廣告案(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207號判決) 【北高行曾否定
公平會見解，經最高行發回，北高行改判駁回原告之訴，最高行亦維持判決確
定】。
30. 中台廢玻璃案(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267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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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法相關條文，於2015年2月4日第6次全文修正公布時，條次及內容有所變動，故於
5

各條文相關案例之評析 上，亦注意其間適用修正前之舊法或修正後之新法所生相關法
理之闡明、變化及發展。綜合歸納上述裁判評析之結果及參酌歐美相關議題裁判實務
6

之發展 所獲致之心得，認為實務上作法有些值得注意參考或有待改進者。因此，建議
改進或參考之項目，先依本研究範圍所涉及議題分別敘述，最後，並為健全法制之適
用，亦提出一些法條之修正建議供參考。

二、實務作法改進或參考之建議
(一)相關市場界定：(台化纖芒硝案、金盈檢舉中鋼案、大安文山阻礙北都案、歐盟微
軟案、谷歌案)
限制競爭行為所以應予規範，因其減損、排除或扭曲相關市場之競爭功能。因此
限制競爭行為所涉及相關市場之界定，即是適用限制競爭行為規範之前提。
在台化纖芒硝案(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53號判決)，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
公平會)以臺灣化學纖維公司(下稱臺化纖公司)於國內嫘縈棉市場之占有率為100％，
為製造嫘縈棉副產品芒硝之國內唯一製造業者， 100年度銷售芒硝金額占國內市場總
銷售金額之比率為76.49％，排名第1，其於國內芒硝市場之占有率已達二分之一以
上，且其100年度之營業收入為2,807億8,700萬元，其銷售金額已達列入獨占事業認定
範圍之10億元以上，於芒硝市場核屬公平法所稱之獨占事業。本案中，原告(臺化纖
公司) 曾抗辯其非屬獨占事業，主張銷售於國內市場之芒硝，超過半數均用於紡織染

5

6

適用舊法第20條之8件案例，為：
31. 濟生胡椒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1833號判決) 【同時討論第19、
20條】。
32. 大安文山阻礙北都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1438號判決)。
33. 金頻道阻礙北都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1439號判決)。
34. 天外天阻礙全國數位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1442號判決) 【法院
否定公平會見解】。
35. 凱擘MG案2(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1650號判決) 【法院否定公平會
見解】。
36. 凱擘MG案1(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81號判決) 【法院見解不同（最高行
政法院否定公平會見解）】。
37. 全球數位MG案(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3號判決) 【法院見解不同（最高
行政法院否定公平會見解）】。
38. 佳訊MG案(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5號判決) 【法院否定公平會見解】。
第9條案例之評析，由莊弘鈺教授負責；第19條及第20條案例之評析由黃銘傑教授
負責。
歐美獨占及垂直限制競爭相關重要裁判及數位經濟、平臺經濟實務發展之評介，
由謝國廉教授及莊弘鈺教授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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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業，惟芒硝之用途，超過半數以上皆得以工業鹽替代之，因此以芒硝界定相關市場
並非正確。且事實上芒硝有大量進口，原告並非國內芒硝需求市場唯一供應者，並不
符合獨占之要件。對此市場界定及是否獨占問題之爭議，行政法院並未予討論，但其
表示原告與檢舉人間長年就芒硝交易所為之約定及慣行，「自無因出賣人居於獨占市
場地位，即得無條件的予以強制限縮之理」一語，似同意公平會之認定。反之，在金
盈檢舉中鋼案(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368號判決) ，則於界定「煉鋼增碳劑」
相關市場時，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鋼公司)係國內唯一高爐煉鋼業者，並為
系爭產品「沈澱細焦碳、焦碳屑及乾式細焦粉」之國內獨家供應業者，但法院認為與
系爭產品「沈澱細焦碳、焦碳屑及乾式細焦粉」有替代性之無煙煤、石墨、瀝青焦等
7

物料亦應加入計算之結果 ，致否定中鋼公司於系爭產品居於獨占地位，因而自無獨
占規範之適用。故公平會就相關市場以「合理可替代性之分析方法」界定時，系爭產
品與其他相類似功能之產品究竟有無「合理可替代性」之各種判斷因素及其取捨理
由，皆應為詳盡之說明，以杜疑惑及紛爭。在大安文山阻礙北都案(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106年度訴字第1438號判決) ，就有線電視與中華電信MOD、網路視聽平臺服務是
否具有替代性之問題，即分從(1)消費者需求面判斷，於調查消費者於有線電視與中
華電信MOD、網路視聽平臺間之轉換情形及用戶使用行為發現，有線電視與中華電
信MOD、網路視聽平臺服務互不為替代。另由中華電信MOD與有線電視之頻道內容
差異，如運動、教育、綜合、兒童、戲劇、電影等均有差異，更難認二者對消費者而
言具有替代性。(2)另由供給面判斷，中華電信MOD與有線電視分別以電信法與有線
廣播電視法管制，管制不同、收視費用結構與費率管制密度迥異、二者經營區域之管
制、頻道規劃自主權之管制密度、總訂戶數之限制、無線電視臺節目授權費用、收視
費用結構及費率管制密度有所不同，顯見二者服務於供給面不具有緊密替代性。詳為
分析，係較為可取之方法。
又在數位經濟時代，歐盟微軟案判決(Case T-201/04, Microsoft Corp. v. Commission
[2007] ECR II-3601.)提供注意，一事件所涉及對市場競爭之影響，未必僅是單一相關
市場，而是依產品特性及競爭行為內容可分為多層相關市場。在歐盟微軟案中即分為
用戶端個人電腦作業系統（client PC operating systems）市場、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
統（work group server operating systems）市場以及串流媒體播放器（streaming media
players）市場。並就微軟在該3種市場所居市場力量及其行為(拒絕將相容資訊授權他
7

相同事實之情況，行政法院早期在旭勇檢舉中鋼案(行政法院88年度判字第2568號
判決)，曾表示無煙煤、石墨、瀝青焦等物料雖可作為增碳劑之替代品，惟因價格
差異、含碳量等考量因素，實務上採用者少，而認為不具合理可替代性。顯然行
政法院在本案對此問題之見解已改變，但也反映行政法院對市場界定之方法，並
無明確一貫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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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捆綁銷售)對各該相關市場所生限制競爭之影響分別論析 ，即其適例。又如，在
谷歌案 (Case AT.40099 Google Android, EUROPEAN COMMISSION para. 3-5 [2018]，歐
盟執委會的行政處分，將此案的3個相關市場分別為「一般搜尋服務」(general internet
search services)市場、「授權型智慧裝置作業系統」(licensable smart mobile operating
systems)市場以及「安卓系統應用軟體的線上商店」(app stores for the Android mobile
operating system)市場。執委會指出，Google於此3個相關市場皆有優勢地位，而該公
司有3項濫用優勢地位的行為，分別為第一、將用於檢索的應用軟體(search apps)和用
於瀏覽的應用軟體(browser apps)以捆綁的方式提供。第二、支付相當之金額給特定
的智慧裝置製造商，要求製造商在其生產的智慧裝置上，僅能裝置Google search。第
9

三、阻礙(obstruction)其他運用安卓系統的競爭對手的研發活動 。此種市場界定之分
類方法，尤其涉及智慧財產權有無濫用而妨礙或限制市場競爭之事件，特別值得注意
及參考。
(二) 事業市場力量之評估(民航局廣告招標案、北捷不當限制投標案)
判斷事業之限制競爭行為對相關市場之競爭有無發生或可能發生減損、排除或扭
曲之效果，與該事業在該相關市場上所擁有之市場力量或所居市場地位，息息相關。
而評估事業市場力量之方法，通常以其產品銷售金額或數量所占該相關市場產品總銷
售金額或數量之比例(市場占有率)為主要判斷依據。換言之，市場力量之評估，應有
具體數據之證明或依據，較可讓人信服。因此，以事業擁有相當市場力量，其限制競
爭行為有減損、排除或扭曲相關市場之競爭而認其違法時，就該事業擁有相當市場力
量之認定，應有具體數據論證之。但在民航局廣告招標案(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第472
號判決)，僅以其係營運我國最主要之國際航線機場，目前每年提供18萬架次之班機起
降，旅客運量達2,000萬人次，為國內外旅客往來必經之交通樞紐，是第一、二航廈設
置之商業廣告空間，具有其他廣告媒體不易替代之廣告效果，即認定原告就該商業廣
告空間之出租市場，具有「顯著之市場力量」。並未就該次廣告招標金額占所謂「商
業廣告空間出租市場」總收入金額之多少比例，提出具體數字佐證之，其論證實有不
足。甚至在北捷不當限制投標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89年度訴字第1095號判決) ，逕以
該標案規定之土源甚少，致使參標者不易取得土源，排除廠商可能參標之機會，係對
其他參標廠商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即認為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20條第2款
規定。而對其所擁有之市場力量如何，並未作說明，更是顯有瑕疵。然行政法院就此
並未予指摘，亦有違失，而有待改進。
8
9

謝國廉，歐盟法禁止濫用優勢地位之規範與實務發展，對微軟案之評析。
謝國廉，歐盟法禁止濫用優勢地位之規範與實務發展，對谷哥案之評析；莊弘
鈺，美國反托拉斯法、歐盟競爭法有關數位經濟、平台經濟之規範發展及對我國
公平交易法未來執法之啟示，對谷哥案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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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罰鍰數額之決定(全球數位MG案)

違反公平法作為或不作為義務之行為均有應受罰鍰處罰之規定(公平法第39、
40、42、43、44條) 。施行細則第36條並有規定：「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
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違法
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
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
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但公平會於具體案
件為裁處時，不能僅抽象說明已審酌上述列舉事項後即作一定數額之裁罰。在全球
數位MG案(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3號判決) ，公平會裁處上訴人(全球數位公
司)4,000萬元罰鍰，理由中雖載稱：經審酌上訴人所涉差別待遇為105年度全年之授
權費用，影響為1整年，上訴人倘遂行系爭差別待遇行為，預估1整年之不法利益近億
元；本案系爭差別待遇已不當墊高系爭系統經營者之經營成本，嚴重損及其與既有系
統經營者間之效能競爭；亦將影響其他經營區域未來之競爭，易使有意參進市場競爭
之系統經營者卻步而造成市場封鎖效果，對競爭之限制與斲傷至鉅，進而恐恢復至通
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會)開放政策前既有經營區僅有1、2家系統經營者獨占或寡占
狀態，嚴重影響消費者權益；上訴人營業規模；初次違反公平法第20條第2款規定；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態度等因素，爰依公平法第 40條第1項規定處分如主文等
語。但最高行政法院仍認為並未針對其為何裁處上訴人4,000萬元高額罰鍰之具體計
算方式加以說明，且原處分所指上訴人整年不法利益近億元之金額究應如何計算，自
有可疑，此將影響最終罰鍰之裁處結果，原審未依職權調查釐清，並據以判斷原處分
是否有裁量濫用或違反比例原則之違法，原判決即有不適用法規之違法。換言之，最
高行政法院要求公平會裁處罰鍰時，就施行細則第36條所列事項之情事，在其所定罰
10

鍰數額中所占比重及其理由應有所說明。因此，公平會宜參酌歐盟執委會之作法 ，
為表明其裁處罰鍰之金額並無「裁量怠惰、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宜將其裁量過程
具體明確化，先就法條規定各種類型之違法行為，依該類型違法行為一般對自由及公
平競爭秩序之損害程度，在其應受罰鍰之法定最低金額及最高金額之間，設定一定數
額或乘數為其罰鍰基數，然後在具體個案中，就其斟酌應為加減調整之項目，即事業
之規模（資本總額、員工人數）、營業額及市場地位、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
之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
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以及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分列其項
10

歐盟執委會裁罰金額之計算方法，見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廖義男主持，王立
達、石世豪、黃銘傑、楊宏暉、顏雅倫協同主持），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
例分析-以聯合行為為例(公平交易委員會108年委託研究報告3)，56-61；18219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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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並依其事實情況說明給予一定百分比之加或減的理由後，計算出應調整之百分
比，然後乘以該違法行為應罰之基數而算出其應罰之金額。依此方式所為之裁罰，應
已相當程度呈現法定應斟酌事項之評價結果，而為適法之裁量。
(四) 獨占規範之適用
關於獨占之規範，於2015年2月4日公平法全文修法時，有關獨占之定義、獨占
認定之標準及禁止獨占濫用市場地位行為之規範，實質內容並未修正，僅條次變更而
已。即將舊法第第5條獨占定義改為新法第7條、舊法第5條之1獨占認定之標準改為新
法第8條、舊法第10條禁止獨占濫用市場地位行為改為新法第9條規定。從而適用舊法
之案例，亦可作為適用新法案例之參考或借鏡。
1. 獨占之認定(台塑燒鹼案、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2)
公平法關於獨占認定之規範，除第7條：「本法所稱獨占，指事業在相關市場處
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第1項)二以上事業，實際
上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具有前項規定之情形者，視為獨占。(第
2項)」有定義性規定；以及第8條：「事業無下列各款情形者，不列入前條獨占事業
認定範圍：一、一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二分之一。二、二事業全體於相關市場
之占有率達三分之二。三、三事業全體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四分之三。(第1項)有
前項各款情形之一，其個別事業於相關市場占有率未達十分之一或上一會計年度事業
總銷售金額未達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者，該事業不列入獨占事業之認定範圍。(第2
項) 事業之設立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入相關市場，受法令、技術之限制或有
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者，雖有前二項不列入認定範圍之情
形，主管機關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第3項)」有獨占認定之門檻規定外；並在施行
細則第3條：「本法第七條所稱獨占，應審酌下列事項認定之：一、事業在相關市場
之占有率。二、考量時間、空間等因素下，商品或服務在相關市場變化中之替代可能
性。三、事業影響相關市場價格之能力。四、他事業加入相關市場有無不易克服之困
難。五、商品或服務之輸入、輸出情形。」更規定獨占認定應審酌之事項。因此，在
台塑燒鹼案(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54號判決) ，公平會即以原告(台灣塑膠公司)
於國內液鹼市場之占有率為70％，100年度原告燒鹼之銷售金額占國內市場總銷售金
額包含燒鹼之進口總值之比率為62.49％，排名第1名，且原告燒鹼售價始終高居他業
者及進口價格之上，而仍能維持國內超過二分之一之市場占有率，即屬具有高度之控
制市場價格能力。又因燒鹼係高度腐蝕性之危險性物質，具有極強活性、易於潮解等
特性，其保存時日短，裝載、保存亦均有特殊需求，個別經銷廠商尚難自主進口，且
國際運送除具風險外，亦甚費時日，故進口燒鹼產品對於一般下游廠商而言，尚不具
即時替代性，因而認原告在國內燒鹼市場上，具有壓倒性之優越地位，可排除競爭之
能力，而屬獨占事業。本案關於市場力之評估，說明詳細，論述有據，堪為範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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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注意者，在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2(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001號判
決) ，表示互補性之多項專利經由聯合集中授權實施契約，可使得為集中多項專利授
權實施之事業於該多項專利所構成之技術相關市場形成獨占地位。亦即符合第8條第
2項(舊法第5條第3項) 所稱「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入相關市場，受技術之限制
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者，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之要件。從而在
數位平臺經濟中，事業擁有多項數位技術專利或營業秘密或持有關鍵性技術，或有計
畫併購或依契約而得集中多項關連性技術或專利者，即有形成進入相關市場之障礙而
成為獨占之可能。因此，認定獨占應審酌之事項，除其在相關市場占有率之具體數據
外，應可增加其他較具體可證之事項，例如，所擁有關鍵性專利或技術、所掌握之大
量資料數據、所控制之關係企業集團、依契約可掌控或確保其產品之上、下游產業之
11

供給及銷售、以及能表現其雄厚財力之資本額及資金等 。
2. 濫用市場地位之拒絕交易與契約成立與否之區分(中油拒絕文久交易案、台化纖芒硝
案、台塑燒鹼案)
獨占事業挾其產品為其交易相對人不能從他處取得而無可合理替代，或其為關
鍵技術或設施或不可或缺之生產原料，而無正當理由拒絕交易者，乃構成市場地位之
濫用。如其拒絕交易係在排除他人之競爭者，則屬第1款以不公平之方法阻礙他人競
爭。中油拒絕文久交易案(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795號判決) ，中國石油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中油公司)挾其當時為國內唯一生產航空燃油之獨占事業地位，為排除文
久公司在機場加油服務市場之競爭，對文久公司向其就航空燃油為報價之請求，遲不
答覆，致文久公司失其交易機會，即是獨占事業以不公平之方法阻礙他事業競爭之適
例。而在台化纖芒硝案(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53號判決) ，公平會以臺灣化學
纖維公司於芒硝市場為獨占事業，並認為其斷絕供給芒硝予合一實業公司(檢舉人)之
行為，係屬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10條第4款規定。但
行政法院認為原告(臺化纖公司)對檢舉人未提供芒硝之行為，係因檢舉人不久前已購
得相當數量，而基於該芒硝之庫存量，及主要客戶間之供貨量平衡考量，暫未能出貨
供應，以及其後檢舉人亦未依以前交易慣例下訂單及匯款，因而未提供芒硝予檢舉
人，在交易上乃有正當理由，並非濫用市場地位之差別待遇或拒絕交易行為。因此撤
銷原處分並駁回公平會之上訴。在台塑燒鹼案(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54號判決)
亦為類似情形。公平會以原告(台灣塑膠公司)於國內液鹼市場為獨占事業，並認為其
憑恃於國內燒鹼市場之獨占地位，無正當商業理由單獨斷絕供給燒鹼產品予合一實業
11

David Edward and Robert Lane, Edward and Lane on European Union Law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3), 765. 指出事業的整體規模(overall size of undertaking)、事業
的金融資源(financial resources)、技術資源(technical resources)、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能力、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等，皆可能成為壁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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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檢舉人)之行為，構成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10條
第4款規定。但行政法院認為原告與檢舉人101年第3季雙方未能續約，純係因檢舉人
之經營表現，是近年來原告客戶中履約情形最差者，且檢舉人未依其與原告間長年之
交易模式為循例依季簽約，並應於每季開始前一個月之14日前，提出下一季銷售確認
書之要約，致原告無從承諾。故在雙方未簽訂101年第4季銷售確認書情形下，原告另
擇更適當之經銷商經營，或安排外銷，屬正常合理之商業考量，非市場地位濫用之差
別待遇或拒絕交易。因此撤銷原處分並駁回公平會之上訴。上述2案例之事實以觀，
乃屬成立交易與否及得否請求履約之糾紛，且涉及之商品對檢舉人是否屬不可或缺之
生產原料，或不能從他處取得而無可合理替代者，亦未見主張，故不涉獨占事業是否
濫用市場地位之問題。
3. 獨占事業不當價格決定規範之正確適用(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3、大台北
區瓦斯提高基本度數案)
公平法第9條第2款(舊法第10條第2款)禁止獨占事業「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
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其所稱「不當價格或報酬」，係指獨占事業所決定之商
品價格或服務報酬超出在有競爭情況下之價格或報酬甚高，致其所得利潤超出一般有
競爭情況下之價格或報酬所能獲得之利潤甚多者而言。即事業利用其獨占地位壟斷決
定之價格含有超額利潤在內，故為「不當」。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3(最高
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690號判決) 為典型獨占事業不當決定價格案，認為原告(飛利
浦、新力、太陽誘電公司)恃其獨占地位在市場情事顯著變更情況下，仍不予被授權人
談判之機會，繼續維持原授權金之計算方式，使被授權人陷入長久支付不合理對價，
係不合理之剝削榨取，已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10條第2款規定。至於大台北區瓦斯提
高基本度數案(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1904號判決) ，雖然公平會及行政法院都認
為是獨占事業為不當之價格決定，但其實係獨占事業未提供正確完整之相關訊息讓其
交易相對人得依其需求選擇收費較少之燈表，而使其用戶一律裝設收費較多之燈表，
致須多付費用。此與前述第2款所規定之「不當價格」，指獨占事業利用其獨占地位
壟斷決定之價格含有超額利潤在內之情形並不相同。即本案燈表收費價格之標準，並
非如此，用戶所以須多付費用，係被誤導使用收費較多之燈表所致。故依其事實，適
用第4款「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較為妥適。
4. 其他濫用市場地位行為之內涵(中油拒絕續約案、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
2；歐美實務發展經驗：歐盟微軟案、歐盟英特爾案、歐盟高通案)
在中油拒絕續約案(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1518號判決) ，獨占事業(中油公
司)對其經銷商中有向其競爭者亦購入液化石油氣者，不給予優惠折扣，此種差別取價
行為認為係第2款「不當價格決定」，並導致該經銷商因購貨成本比其他享有忠誠優
惠折扣之經銷商高，影響其競爭力，致其銷售業績差而因此被終止經銷資格，認為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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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款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本案顯示對經銷商為差別取價，以其「忠誠度不足」為
理由，並非正當，固可贊同。但不能因其與價格有關，即認為是獨占事業在追求超額
利潤而為壟斷之「不當價格決定」。應認為是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而屬第4
12

款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所規範之類型才較正確 。
又專利權之內容、功能及有效性等相關資訊於締結專利授權實施契約時，為被授
權人所關心之重要交易事項。在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獨占案2(最高行政法院101
年度判字第1001號判決) ，公平會以原告（飛利浦公司）為獨占事業而拒絕提供被授
權人有關授權協議之重要交易資訊，並禁止專利有效性之異議，為濫用市場地位之行
為，違反公平法第10條第4款規定。原審智慧財產法院認為被授權人依專利授權合約
給付權利金，當然要以取得合法有效之專利權為目的，倘專利權有得撤銷之無效事
由，授權人即不應以任何形式禁止被授權人質疑授權專利之有效性。因此原告如係利
用國內廠商擬取得授權之迫切性，要求其必須先撤回專利無效之舉發，始得簽署授權
合約，否則即拒絕簽訂授權契約者，則屬限制被授權人爭執專利有效性之不法行為。
但最高行政法院認為究竟有無廠商於授權契約洽訂時，已具體向上訴人（飛利浦公
司）提出授權專利之技術內容與橘皮書之規格間資訊之要求，且上訴人仍拒絕提供，
而有逕行要求被授權人簽訂系爭授權合約之情形，並未究明，即逕認上訴人未充分揭
露資訊予被授權人，而有公平法第10條第4款之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尚屬率論。至
於「須先撤回專利無效之舉發，始得簽署授權合約」之部分，最高行政法院認為該等
專利之舉發牽涉雙方就過去已發生授權金爭議，上訴人專利權授權金取得之正當性，
上訴人為求就雙方該專利過去已發生之授權金爭議，為一次性之解決，而要求被授權
公司撤回對上訴人授權專利之舉發，作為和解之條款及條件，並非憑恃其市場優勢地
位，禁止被授權公司不得質疑該專利之有效性及不能舉發。因此認為原審未斟酌上訴
人與被授權公司業已發生授權金之爭議及相關爭訟之事實，而於上訴人就綜合性之和
解條件中加入與授權金和解正當性相關之撤回專利舉發條款，即認上訴人不應以任何
形式禁止被授權人質疑授權專利之有效性，而屬限制被授權人爭執專利有效性之不法
行為，尚有可議。故廢棄原審判決並撤銷原處分。最高行政法院係因本案事實並不符
合獨占事業於締約時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授權協議之重要交易資訊，並於契約中約
定禁止專利有效性之異議，而認為上訴人並非獨占濫用行為。但並不否認如確有該等
事實及約定者，仍屬獨占濫用行為之一種。
又歐盟微軟案(Case T-201/04, Microsoft Corp. v. Commission [2007] ECR II-3601.)
中，在市場有影響力(支配力) 之事業微軟公司拒絕將「相容資訊」（interoperability
information）提供給競爭對手，亦拒絕授權他人使用相關資訊，致使他人無法開發足
12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二冊) ，15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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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與微軟產品相互競爭的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歐盟法院認為該拒絕行為所涉
及之商品或服務，為鄰近市場（neighbouring market）欲進行特定活動時所不可或缺
（indispensable）之商品或服務。而因該拒絕行為排除此鄰近市場中所有有效競爭行
為，並因而阻礙了具有潛在消費需求的新產品的出現。以及微軟公司要求消費者於購
買用戶端個人電腦作業系統時，須同時購買串流媒體播放器之「捆綁銷售」，以串流
媒體播放器與用戶端個人電腦作業系統係屬兩種不同的產品，卻未給予消費者購買
微軟視窗電腦作業系統（Windows）但不購買微軟視窗媒體播放器（Windows Media
Player）的選擇權，排除了串流媒體播放器市場中各種產品的競爭，認定違反歐盟運
13

作條約第102條 第2項b款禁止「限制生產、市場或限制技術發展，造成消費者權益之
14

損害」的規定 。亦即歐盟法院在本案中認為獨占事業拒絕提供相關產業發展不可或
缺之相關資訊予其競爭對手，致限制產業及技術之發展，以及搭售不同產品致損害消
費者權益及排除搭售產品之競爭者，均屬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值得參考。
又歐盟英特爾案(COMP/C-3/37.990 - Intel) ，歐盟執委會認為英特爾(Intel)公司在
86型CPU桌上型、筆記型及伺服器型電腦市場皆長期擁有極高的市場占有率(整體產
品市場至少有80%，個別類型的電腦市場也有70%)，對於競爭者進入此市場時，擁有
顯著的阻擋力，而認為是獨占事業。其將商品賣給下游代工生產廠商OEM時，給予策
略性折扣方案，採取虧本販賣的方式，亦即以低於成本的價格以達排除競爭對手之目
15

的。歐盟執委會認為亦是一種濫用市場地位 ，值得注意。
又歐盟高通(Qualcomm)案，歐盟執委會以高通公司在全球4G晶片市場擁有90%
以上極高的市場占有率，且掌握了許多4G晶片研發成果的智慧財產權，已形成頗高的
「市場進入壁壘」 (high barriers to entry) 。並以高通公司於2011年與蘋果公司簽訂協
議，高通公司承諾將支付「可觀的金額」(significant payments)給蘋果公司，而條件為
蘋果公司於其生產的iPhone手機和iPad平板電腦中，僅能使用自高通公司購得的4G晶
片。2013年時，高通公司與蘋果公司將此協議的效力延展至2016年。根據此協議，倘
13

14
15

歐洲運作條約第102條的規定：
一或一以上之事業於整體或大部分共同市場中擁有優勢地位時，不得從事任何濫
用優勢地位之行為；此行為有影響會員國間貿易之虞，有違共同市場之精神。
所謂濫用，較可能出現於以下行為之中：
(a)直接或間接訂定不公平之買賣價格或訂定其他不公平之交易條件；
(b)限制生產、市場或限制技術發展，造成消費者權益之損害；
(c)以不同交易條件與不同交易相對人進行類似交易，故而將競爭上之不利益加諸
於特定交易交對人；
(d)使契約的成立，取決於相對人是否接受額外義務；就此條件之性質或就商業習
慣而言，此條件與契約之主要內容無涉。
謝國廉，歐盟法禁止濫用優勢地位之規範與實務發展，對微軟案之評析。
謝國廉，歐盟法禁止濫用優勢地位之規範與實務發展，對英特爾案之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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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蘋果公司推出一新產品而裝置了高通公司競爭對手所生產的晶片，則高通公司將停
止支付上述所謂「可觀的金額」。蘋果公司若決定向高通公司的競爭對手購買4G晶
片，則蘋果公司應返還高通公司先前支付的金額中的「一大部分」(a large part)。認為
此項協議具有「潛在的反競爭效果」，即一方面相當程度上消除了蘋果公司向高通競
爭對手購買4G晶片的動機，而另一方面，雖然蘋果公司的4G晶片需求對於整個市場
上的所有競爭者皆有高度的吸引力，但實際上，高通公司的競爭對手在上述協議生效
16

後再獲得蘋果公司4G晶片訂單的可能性，幾乎完全不存在 。歐盟執委會認為此種安
排具有「獨家交易」效果之協議，亦是一種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亦值參考。
5. 獨占規範與第20條垂直交易限制適用之區分(中台廢玻璃案、大安文山阻礙北都案)
依上述案例顯示，獨占事業如有「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拒絕交
易」、「不正當阻礙競爭者參與競爭」、「搭售」、「獨家交易」等行為者，均屬
濫用市場地位行為。但公平法第20條對「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拒絕交
易」、「不正當阻礙競爭者參與競爭」、「搭售」、「獨家交易」等行為亦有規範。
而違反第9條禁止獨占濫用行為之罰責較違反第20條禁止垂直交易限制行為之罰責較
17

重 ，故二者法條適用之區分，仍屬重要。由於第9條係專為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行
為之規範，因此事業如被認定為獨占事業而有「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拒
絕交易」、「不正當阻礙競爭者參與競爭」、「搭售」、「獨家交易」等行為者，仍
應適用第9條並課予應有之罰責，始為正確之法規適用。但實務上，卻有事業市場力
量之分析上，依其市場地位或占有率得認定為相關市場之獨占事業，並有濫用市場地
位之行為，卻以其行為違反舊法第19條(新法第20條)規定而課以責任者。例如，中台
廢玻璃案(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267號判決)，表明原告於99年3月至100年4月
間係「市場上唯一」收受廢錐管玻璃之再利用業者，且為廢面板玻璃處理市場之主要
參進業者。在對其交易相對人為「獨家交易」、「限制使用」、「捆綁交易數量」等
限制性約款於99年下半年開始施行後，原告99年度在廢面板玻璃處理市場之市場占有
率增為52.54％，而其他主要競爭同業中，除肯達公司微幅增加至9.64％外，錫祺公司
降為15.39％、眾保公司降為19.99％。以此觀之，原告於「廢錐管玻璃處理市場」應
屬獨占，於「廢面板玻璃處理市場」亦屬寡占，則其限制交易相對人須以原告為廢面
板玻璃之唯一再利用工廠、不可委託其他廠商進行廢錐管玻璃之再利用、不申請廢錐
16
17

謝國廉，歐盟法禁止濫用優勢地位之規範與實務發展，對高通案之評析。
在刑責方面，獨占事業經令停止、改正又再為相同濫用市場地位行為之行為人之
刑責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違反第20條經令停止、改正又再為相同垂直交易限制
行為之行為人之刑責則為2年(公平交易法第34條與第36條比較) 。又罰鍰方面，獨
占濫用市場地位行為情節嚴重者，得處該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百分之十以
下罰鍰，而垂直交易限制行為之罰鍰則無此規定(公平交易法第40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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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玻璃廠內再利用及自行處理、廢面板玻璃進廠數量不能小於廢錐管玻璃之進廠數量
等為「獨家交易」、「限制使用」、「捆綁交易數量」之行為，應屬獨占事業阻礙他
事業參與競爭及濫用市場地位行為，但卻以違反舊法第19條第6款（新法20條第5款）
「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課予責任。又如，大安文山阻礙北都案(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1438號判決)，公平會認為原告(大安文山有線電視系統)
之市場占有率已達51.11％，應已達可認為獨占事業之標準，卻認為其僅「具有相當市
場力量」而已，因而以其自103年11月起陸續與4間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簽訂含獨家經
營權條款之有線電視收視合約書，認係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
為，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而以違反公平法第20條第3款規定論處。其所以不適用獨占
事業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之規範，是否因其上一會計年度事業總銷售金額未達主管機
關所公告之金額(新臺幣20億元)，而不認定為獨占事業(公平法第8條第2項)，因而不適
用獨占濫用行為之規範，實有必要，於理由中予以說明。
(五) 限制轉售價格規範之適用(立明限制清潔液轉售價格案、櫻花限制設備轉售價格
案、濟生限制胡椒案)
由於2015年2月4日第6次修正公布之公平法對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規範原則有重
18

大變革，修法前之舊法第18條，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一律禁止，並無例外 。修正後之
新法第19條，限制轉售價格行為雖原則仍為禁止，「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19

設有例外 。因此適用舊法第18條之案例，多主張其行為並不構成限制轉售價格之要
件。即多以其交易相對人為「代銷商」而非「經銷商」，即其間並無買賣關係，故
無所謂「轉售」問題；並以其所定之價格為「建議售價」而非「限制售價」，及「未
因不遵守價格予以斷貨」而強調並無「限制」之意等為抗辯。例如，立明限制清潔液
轉售價格案(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825號判決)，原告(立明公司)即作如此主張。
但法院正確指出所謂「代銷」，係指以供應商之風險和計算將商品賣給他人，而向供
應商收取佣金之謂。是在判斷是否為代銷關係時，應就系爭事業間實質之交易內容加
以認定，諸如所有權是否移轉、以何人之名義做成交易、銷售價金之支付方式、不能
履約之危險承擔、商品瑕疵之擔保責任、報酬之計算方式等，用以判斷為何人之利益
而為計算；亦非僅憑契約之字面形式，而應就其實際之交易內容加以認定。並認本案
與上訴人（即原告立明公司）所謂以「代銷」交易之連鎖店，係以該店所屬公司或分
18

19

舊法公平交易法第18條：「事業對於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
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應容許其自由決定價格；有相反之約定者，其約定無
效。」
新法公平交易法第19條：「事業不得限制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
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前項規定，於事業
之服務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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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義開具銷售發票予消費者，並未註明「受託代銷」，而非以上訴人名義開具發
票，且上訴人亦以「連鎖店」為買受人開具銷售發票，亦未註明「委託代銷」字樣，
形式上商品所有權已經移轉，故本案上訴人所稱之「代銷」，仍有所有權移轉及轉售
過程。故上訴人縱以「代銷」契約為名與部分經銷商簽訂合約，惟實際上該等交易方
式，應屬買賣關係。再者，形式上雖稱「建議售價」，但有證人指稱上訴人一再強調
「每瓶金雙氧都有流水號碼來管理，且有特別的客戶做特別的記號，如有調貨給惡性
拼價店或中盤商，以致市場秩序混亂，並損及公司利益者，查屬實必究辦」等語，足
證上訴人確有以斷貨、獎勵或流水號控管調貨之方法實施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亦即其
20

控管行為已發生實質限制價格調整之作用與效果 ，而認為係在「限制價格」，因此
不採納上訴人之主張。
而適用新法第19條之案例，原告(被處分人)則多以具有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5條規
21

定 之「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防免搭便車之效果」、「促
進品牌間之競爭」等事由，主張其有「正當理由」。例如，櫻花限制設備轉售價格
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336號判決)、濟生限制胡椒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年度訴字第1833號判決) 等，原告均以此作為抗辯。惟行政法院或以其未提出具體
事證說明何以必須限制下游經銷商轉售價格，即可使經銷商提升服務品質，並得防免
為不提供服務之零售商所利用，增加自身銷量，而產生搭便車之情形。或以原告所提
資料並不足證原告為系爭轉售價格之限制，有助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效率、品
質之促進競爭情事，或原告所稱之避免經銷商哄抬價格等節。而不採納原告之主張。
按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對下游經銷商間為品牌內之競爭及在相關市場上為不同品
20

21

利用演算法計算追蹤，亦得作為價格監控之方法。見莊弘鈺，美國反托拉斯法、
歐盟競爭法有關數位經濟、平台經濟之規範發展及對我國公平交易法未來執法之
啟示，對ASUS, Denon & Marantz, Philips, Pioneer公司案(CASE AT.40465 – ASUS,
EUROPEAN COMMISSION para. 15 (2018))之論述。該案各該公司是使用定價演算
法（pricing algorithm）將零售價格自動地調整為與競爭者相同之價格，並對於低
定價零售商為定價限制。以ASUS公司為例，其是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監控零售商
的價格是否有達到所建議轉售價格的水平，並要求提高零售價。ASUS利用價格偵
測工具建立整體零售價格資料的「線上地圖」（online map），若演算法發現經銷
商有價格偏離的情形，則ASUS會向經銷商提示線上地圖的節錄，要求遵守公司定
價政策。演算法也會協助ASUS發現比價網站中過低的筆記型電腦售價，而後要求
零售商將該品項從比價網站中移除。此有限制零售商單獨決定轉售價格的能力之
效果，而有影響市場競爭。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但書所稱正當理由，主
管機關得就事業所提事證，應審酌下列因素認定之：一、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
服務之效率或品質。二、防免搭便車之效果。三、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進之效
果。四、促進品牌間之競爭。五、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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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間之競爭，均有發生正面或負面效果之可能。因此，評價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是否應
為公平交易法所禁止，則不僅應觀察分析其品牌內價格之限制是在防止或形成不公平
競爭，而且也應重視衡量其對相關市場上不同品牌間競爭是否有促進或限制之影響。
由於立法政策上，對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係採取禁止原則，因此，主管機關所應證明者
為事業之行為確實有「限制轉售價格」行為；而事業主張其為例外有不應受禁止之
「正當理由」事由，則應由事業負擔其舉證責任。實務上，對此有正當理由之事項，
應要求有具體事證資料證明之。從而若上游廠商之產品銷售，依賴對該產品之功能、
特性、安全性、使用或操作方式等詳為解說，甚至須為示範或試驗以讓顧客充分認識
者，此種售前解說之服務，常為決定該商品交易與否之關鍵因素，而比價格因素更為
重要。因而上游廠商為順利推銷其產品，要求其下游經銷商均提供此項售前服務爭取
交易，且為防免下游經銷商有「搭便車」之不公平競爭，即不提供此項售前服務，卻
藉此所節省之行銷費用降低商品價格而可較優勢爭取客戶，因而有必要為限制轉售價
格之約定。故其所以為限制轉售價格之約定，其目的係為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
之效率或品質，並為防免搭便車之不公平競爭行為發生。且其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
品質係用以爭取交易，因而亦有促進不同品牌間優質競爭之效果。若有上述情況，應
認其有正當理由。惟是否確有上述目的及情形，須有具體事證或資料，以實其說。故
事業既然如此重視以商品售前解說之服務效率或品質為其爭取交易之競爭手段，則應
有事業如何訓練其經銷商能忠實解說其商品功能、特性、安全性、使用或操作方式等
事證或資料，以及對於不提供此項售前服務之下游經銷商有為督促、補救、警告、停
止供貨或終止經銷資格之文件資料或事證，並且事業以此優質售前服務及所定轉售價
格而得與其他不同品牌競爭者間為有效競爭所生之市場銷售消長變化情形之相關資料
等提出，始盡其有正當理由之舉證責任。
(六) 垂直交易限制規範之適用
1. 修法後條次及內容有變動，且原歸屬於第三章「不公平競爭」改移至第二章「限制
競爭」所生影響垂直交易限制行為之規範，在2015年2日4日修正前之舊法，係規定
22

於第三章「不公平競爭」章中第19條 ，在修正後之新法，則規定於第二章「限制

22

舊法公平交易法第19條：「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
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一、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
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二、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
行為。三、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
之行為。四、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
結合或聯合之行為。五、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取他事業之產銷機
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其他有關技術秘密之行為。六、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
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

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獨占及其他（非聯合）限制競爭行為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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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章中之第20條 。其中並有下列內容之修正：
(1) 將舊法第19條前端序文「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
虞者，事業不得為之」，刪除其中「妨礙公平競爭」文字修正為「有下列各款行為
之一，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
(2) 將舊法第19條第5款規範「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取他人營業秘密」之
規定，因營業秘密法規範較周延可資適用，而予以刪除。
(3) 將舊法第19條第3款「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
己交易之行為」之規定修正為「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
從事競爭之行為」，並列為新法第20條第3款。
(4) 將舊法第19條第4款「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
爭、參與結合或聯合之行為」，增加「為垂直限制競爭」等字而修正為「以脅迫、
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聯合或為垂直限制
競爭之行為」，並列為新法第20條第4款。
(5) 其餘舊法第19條第1款杯葛、第2款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及第6款不正當限制交
易相對人事業活動之規定，則不變其內容而移置於新法第20條第1款、第2款、第5
款。
上述修正，除第3款及第4款文字及規範內容有變動外，其條文序文將「有限制
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修正為「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並置於第二章「限制競
爭」，表示新法將之完全視為「限制競爭行為」之規範，因此必須重視其對市場競爭
有無發生或可能發生限制或減損之作用及效果。與舊法時期其條文之特定款項，如
第1款「杯葛」、第3款「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
己交易之行為」、第5款「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取他人營業秘密」含有
「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規範性質，重視其競爭手段本身違反商業倫理或效能競爭本質
之不法性，而較不注意其行為對市場競爭有無發生或可能發生限制或減損之作用及效
果，有所不同。因此，案例適用舊法或新法，因所適用條文款項之規範內容有修法上
之變動，而影響對各該條款規範行為構成要件之解釋，必須注意。
又新法將第20條規範之行為歸類為限制競爭行為，且條文前端序文強調「有限制
競爭之虞」為要件，則其適用，必須注意其行為對相關市場之競爭可能發生或所生限
23

新法公平交易法第20條：「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
得為之：一、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
或其他交易之行為。二、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三、以低
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四、以脅迫、利
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聯合或為垂直限制
競爭之行為。五、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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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制之影響程度。且受該限制競爭行為影響之相關市場，不僅是事業所屬相關市場，而
且更應包括及重視與該事業之交易行為有關連之上游或下游相關市場的競爭受到或可
能受到限制或影響之程度。此外，條文各款中所稱「無正當理由」(第2款)、「不正當
方法」(第3款、第4款)、「不正當」(第5款) 等不確定法律概念，既為該違法行為之構
成要件，則主管機關認為事業為該等違法限制競爭行為時，對該等不確定法律概念之
解釋，以及判斷具體事實確實符合該要件所依據之事證及理由，即有舉證及說明之義
務。
2. 第1款杯葛規範之適用(新光三越杯葛衣蝶案、揚聲伴唱帶差別待遇、杯葛案)
事業促使他事業對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行為，以妨礙該特定事業
之競爭或事業活動者，係不以自己之商品或服務為效能競爭以爭取交易，而係以促使
及借助他人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交易等之杯葛行為為手段，妨礙該特定事業之競爭，因
而其行為手段本身即有違反效能競爭之本質，為不公平之競爭手段。故公平法制定之
初即將之列為「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行為一種，而規範於第三章「不公平競爭」章
中之第19條第1款。但實務上，公平會向來即以其行為係在妨礙被杯葛之特定事業之
競爭，有限制競爭之作用，而認為應屬限制競爭行為。因此該條款之適用，須對相關
市場之競爭有限制之虞影響者，故認為發起杯葛行為之事業須在相關市場具有一定之
市場力量，始有發生「限制競爭之虞」的可能。從而適用該條款之案例，皆對發起杯
葛行為事業之市場力量有所表示。例如，新光三越杯葛衣蝶案(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
判字第1481號判決)，原告(新光三越臺中店) 在臺中地區百貨公司業之市場占有率達
33.4%，已成為專櫃廠商請求進駐之百貨賣場，顯具相當之市場地位。其對所屬專櫃
廠商表達「凡至臺中衣蝶百貨公司設櫃之廠商必遭撤櫃之處罰」，認為原告以損害特
定事業為目的，促使專櫃廠商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交易之行為，阻礙其參與競爭，並有
限制臺中百貨業競爭之虞，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19條第1款規定。又如，揚聲伴唱帶
差別待遇、杯葛案(最高行政法97年度判字第90號判決)，原告(揚聲公司)於伴唱帶授
權巿場占有率為18%，嗣後又取得好樂迪KTV及錢錢櫃KTV之獨家交易權。因好樂迪
KTV及錢櫃KTV之購買金額占伴唱帶授權金額60%，原告乃藉好樂迪KTV及錢櫃KTV
之巿場地位，挾視聽歌唱業者需要熱門伴唱曲與同業競爭之優勢，以免費借用方式提
供予未與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簽約之部分視聽歌唱業者使用揚聲精選金曲50首之新
曲，促使視聽歌唱業者為免遭受差別待遇而難以與同業競爭，而斷絕與弘音公司及美
華公司交易。係以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為方法，而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欲使弘
音公司及美華公司退出伴唱帶代理巿場，該行為並已對部分視聽歌唱業者產生斷絕與
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交易之實質限制效果，乃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19條第1款及第2款
規定。
其實，若重視杯葛行為對相關市場所生或可能發生之限制競爭效果，則應關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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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市場應在於被杯葛事業所處之市場，其競爭於何種程度將受到限制影響。為杯葛
行為事業之市場力量固為一種可能影響程度之指標，但杯葛行為事業之市場力量並不
代表被杯葛事業所處之市場，必然將受或可能將受與該市場力量相同程度之限制。以
上舉新光三越杯葛衣蝶案(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481號判決) 而言，究竟是其所
有專櫃廠商或有多少比例數量之專櫃廠商，受到新光三越發起之杯葛行為所警告，而
未至衣蝶公司設專櫃，以及其專櫃廠商數量占所有通常都在或可能在百貨公司設專櫃
廠商總數量之比例如何，並且因有該杯葛而未至衣蝶設專櫃廠商之年度營業銷售金額
占新光三越年度營業總銷售金額比例如何，是否多為具顧客吸引力之知名品牌廠商等
情形，皆應有所調查及說明，才是真正對符合「有限制競爭之虞」要件之交待。單以
新光三越在臺中地區百貨公司業之市場占有率達33.4%，即證明或推論其「有限制競
爭之虞」，尚嫌薄弱。在揚聲伴唱帶差別待遇、杯葛案(最高行政法97年度判字第90
號判決) ，其杯葛行為所影響之相關市場，固然為被杯葛事業與原告(揚聲公司) 處於
競爭關係而同屬之伴唱帶授權巿場，但發揮「有限制競爭之虞」之作用者，其實並不
是原告於伴唱帶授權巿場占有率為18%，而是其取得在伴唱帶授權金額占有60%市場
之好樂迪KTV及錢櫃KTV之獨家交易權所形成之市場力量。故評估「有限制競爭之
虞」，不能單憑為杯葛行為之事業在其所屬相關市場具有相當市場力量，即推論其杯
葛行為對被杯葛事業所屬相關市場之競爭必然發生「有限制競爭之虞」，甚至推論必
然發生與該事業市場力量相同程度之「限制競爭效果」。
又實務上，因認為發起杯葛行為之事業須在相關市場具有一定之市場力量始有杯
葛規範之適用，因此，雖其行為性質上為典型之杯葛行為，例如，擁有某項專利權之
廠商發出專利權侵害之警告信函予特定同業競爭者之經銷商，表示該特定同業競爭者
所製造之商品涉嫌侵害其專利權，因此要求販售該商品之經銷商於接信後，勿再販售
該商品，否則將追訴其責任。此種情形雖有發生妨礙競爭之作用，而具備杯葛之實質
要件，但因該專利權廠商並不具有相當市場力量，實務上，並不以其行為違反舊法第
19條第1款禁止杯葛之規定，而多以違反舊法第24條(新法第25條)「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24

之顯失公平行為」論處 。
24

例如，映像公司發警告信函未明確說明其專利權範圍案（行政法院84年度判字第
12號判決）、亨茂電子實業公司發警告信函不當擴大其新型專利權範圍案（行政
法院84年度判字第1989號判決）、德保公司（專利權人）發警告信函告知其競爭
者產品已受法院假處分禁止生產案（行政法院86年度判字第1557號判決）、美商
普司通生物醫藥技術公司（專利權人）發警告信函未具體說明侵害事實，亦未附
侵害鑑定報告案（最高行政法院89年度判字第914號判決）、花仙子企業公司發警
告信函表示其競爭者「除濕靈」產品侵害其「防漏容器」新型專利案（最高行政
法院89年度判字第3422號判決）、名翊汽車裝潢公司（專利權人）濫發警告信函
未敘明侵害事實，亦未附侵害鑑定報告案(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93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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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2款差別待遇規範之適用(北捷不當限制投標案、民航局廣告招標案、台電不當限
制投標案、凱擘MG案1、佳訊MG案、全球數位MG案)
契約自由之內涵，有選擇當事人之自由、決定締約與否之自由、及契約內容決定
之自由。且契約自由為憲法所保障（司法院釋字第576號、第580號解釋）。而舊法公
平法第19條第2款所以禁止事業對他事業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者，乃為維護
市場自由及公平競爭秩序，防止市場因該差別待遇行為而發生妨礙公平競爭及限制競
爭之結果。而可能使市場發生限制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之效果者，唯有為差別待遇行
為之事業具有相當之市場力量才有此可能。蓋為差別待遇行為之事業如不具有相當之
市場力量，則受差別待遇之事業在市場上因尚有充分足夠之選擇可能性，自可另選擇
對其合理對待之事業進行交易，而不受該差別待遇行為之影響。故為維護市場自由及
公平之競爭秩序，而對事業之契約自由予以限制者，須該事業具有相當市場力量作為
前提，其限制始具正當性。
又新法公平法第20條之前端序文雖刪除舊法原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文字，
而僅保留「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並不表示差別待遇行為即不具有妨礙公平競爭之作
用。事實上，事業因受差別待遇而陷於不利之競爭地位，即是直接妨礙其與同業間之
公平競爭。而使其不能與他事業為公平競爭，其作用亦可認為是在限制該受差別待遇
之事業與他事業競爭，因此亦「有限制競爭之虞」之效果。故有關差別待遇之規範，
新法與舊法之解釋及適用，其實不應有兩樣。
差別待遇規範之適用，為差別待遇之事業須具有相當市場力量。但實務上，早
期有些案例對事業所處之相關市場界定及其市場力量評估基準並未作明確交待者，
例如，前述北捷不當限制投標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89年度訴字第1095號判決) ，民航
局廣告招標案(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第472號判決) 。晚近多數案例已均有交待事業所
具有之市場力量。例如，台電不當限制投標案(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6號判決)
，以其所購吊臂價值占進口總值之百分之十，又所購車輛價值亦為進口總值之百分
之十二，而認為其在特定市場已具有相當之市場地位。又如，在凱擘MG案1(最高行
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81號判決) ，公平會認定原告在頻道代理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為
24.83%；在佳訊MG案(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5號判決) ，認定原告在頻道代理
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為25.41%；在全球數位MG案(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3號判
決) ，認為原告104年度於全國頻道代理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約為22.74％，而認定其具有
相當之市場力。顯示實務作法已有相當進步。
具有相當市場力量之事業為差別待遇之行為，須其「無正當理由」才構成違法。
在民航局廣告招標案(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第472號判決)中，公平會以原告於招標須知
。見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三冊) ，226-22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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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規定，投標廠商須具備實收資本額新臺幣1億元以上之資格，因該項資格限制，排
除實收資本額未達1億元之廠商參與投標，為無正當理由而限制投標廠商資格之差別
待遇行為。但行政法院則認為原告以其系爭招標案係屬政府公物出租，雖無政府採購
法之適用，然因公物出租與採購之法律性質相近，因此，參採政府採購法暨其相關子
法規定，以「實收資本額不低於招標標的預算金額之10分之1」為投標資格，並以系
爭招標案1年之預算金額為3億元，合約期間為5年，共15億元之12分之1範圍內制定投
標資格須具備實收資本額1億元以上之資格，並非無憑，而係有「正當理由」。且中
正國際航空站第一、二航廈，係屬出入境我國之門面形象所在，該招標案之商業廣告
設置妥適優良與否，就出入境旅客而言，乃屬甚為重要之印象，攸關國際出入境我國
之人士對於我國之觀感。故原告訂定廠商參與投標之資格金額限制，以期較為優良且
可靠之廠商參與競標，亦難謂無正當理由，因此撤銷公平會之處分。
又在有關頻道代理商對新進市場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於頻道授權契約時，約
定以開播區域之內政部公告行政總戶數之15%作為計價戶數基礎（又稱最低保證戶數
25

MG15）之案例 ，公平會認為頻道代理商對新進業者為此種計價方式，而對其他既有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卻非以此方式計價，而係以其實際收視戶數給予折扣計價，係給
予不同之交易條件，為無正當由之差別待遇，且有限制競爭之虞，認定違反公平法第
20條第2款規定。但公平會此項見解，雖受部分高等行政法院支持，但最後均為最高
行政法院所推翻而撤銷公平會之處分。以全球數位MG案(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
第23號判決) 中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為代表，予以評析。最高行政法院認為新進之系
爭系統經營者於104年之實際訂戶數均未達MG15(經營地區行政區域戶數15%)，然均
以MG15作為簽約計價戶數，並據以計算授權費用。反之，既有系統經營者實際收視
戶數則均已超過MG15，並按其實際收視戶數給予折扣計價，顯與新進之系爭系統經
營者之計價方式迥然不同。從而以授權費用及實際訂戶數換算為每戶授權費用作為判
斷基準時，既有系統經營者每戶授權費用實遠低於新進之系爭系統經營者之每戶授權
費用。由此足見新進之系爭系統經營者就上訴人(全球數位公司)所代理之頻道授權每
戶成本確實大幅高於既有系統經營者，是上訴人於105年以MG15作為計算授權費用之
交易條件，確實有對新進之系爭系統經營者及其同一競爭階層之既有系統經營者為差
別待遇之行為。
雖認有此差別待遇，但最高行政法院認為並非全無理由。以上訴人若對於新進之
系爭系統經營者於105年之授權費用計價標準，須調整至與既有系統經營者相同，將
使新進之系爭系統經營者甫進入市場，無須憑本身努力為效能競爭，即可取得每戶授
25

凱擘MG案1(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81號判決)、全球數位MG案(最高行政
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3號判決)、佳訊MG案(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5號判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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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成本趨近於既有系統經營者之成果，其結果必然導致系統經營者間削價競爭而以邊
際成本提供服務，或於短期內以低於邊際成本之價格爭取用戶，此競爭之結果，可能
導致市場僅剩下少數具規模優勢地位者存活，產業結構也可能因原處分機關強制依相
同條件締約，而更為僵化，實與通傳會開放政策相悖離。並指原處分並未考量因通傳
會開放政策，致新進之系爭系統經營者之經營區域擴大，其水平市場效應如何，則原
處分究係認為採用MG制度本身即已違反公平法第20條第2款，或上訴人以行政總戶數
作為MG計算基礎，或將MG門檻設為15%之交易條件始有違公平法第20條第2款，並
非明確，進而導致原處分所命上訴人之改正義務，究為上訴人不得使用MG作為交易
條件，或上訴人應以行政總戶數與有線電視滲透率之乘積作為MG之基礎？抑或上訴
人應將MG門檻自15%調整至何範圍，始得認其無差別待遇或可符合正當理由，或不
致有限制競爭之虞，均無從自原處分主文或理由中明確知悉，與行政處分明確性原則
顯有未合。由於原處分並未明確指出MG之門檻有無違法及如何違法，以致其課予上
訴人改正義務之範圍，亦難認明確，原判決未見及此，逕予維持原處分，尚屬率斷，
即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因而廢棄原判決及撤銷原處分。
最高行政法院對於向新進之系爭系統經營者以MG15計價收費，雖實質上構成差
別待遇，但認係有正當理由而不違反第20條第2款之「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但
新進之系爭系統經營者所爭執者，其實尚有「當其實際訂戶數超過MG15時，何以依
約仍須按其實際訂戶數計價付費，而不能如同既有系統經營者得按其實際收視戶數給
予折扣計價」之差別待遇，對此問題，最高行政法院並未交待是否亦有正當理由，而
遽認均有正當理由而撤銷原處分，是有違失。又最高行政法院指出本案涉及之問題尚
有以MG15計價收費是否偏高，尤其以經營地區行政區域戶數15%為保證戶數之計價
計算，係全國經營地區劃分為51區時代時頻道代理商及系統經營業者協商所獲致之共
識。然經營地區現已改分為22區，即經營地區已擴大、行政區域戶數已增加，卻仍然
維持MG15計價收費是否偏高，而構成「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競爭」之行為
而有違反第20條第3款之規定，是公平會仍應調查處理之問題。
4. 第3款低價利誘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規範之適用(和安行藥品1元案、天外天阻礙全
國數位案)
現行法第20條第3款「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
爭之行為」之規定，係將舊法第19條第3款「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
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之規定所為之修正。舊法第19條第3款禁止以脅
迫、利誘或其他違反商業倫理或效能競爭本質之不正當方法爭取交易。又該條款所稱
「不正當方法」並包括以違反商業常理之蝕本賤賣方式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
交易，而達到排除競爭者於市場上競爭目的之行為。在和安行藥品1元案(最高行政法
院103年度判字第31號判決、103年度裁字第1683號裁定) ，和安行公司於醫學中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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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附設醫院採購招標案時，以遠低於進貨成本之新臺幣1元競標銷售隆柏立普能膜衣
錠10毫克藥品(系爭藥品)，阻止東竹公司所生產而與系爭藥品主成分相同之學名藥之
競爭，並因此得以排除東竹公司後續參加國內多數大型醫院採購標案之資格條件。認
為係以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而有限制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
之虞，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19條第3款規定。
而在天外天阻礙全國數位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1442號判決) ，原
告(天外天公司) 自101年起與新北市三重區內部分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於有線電視集
體戶收視契約書約定獨家經營權契約，且於104年5月起於數位有線電視暨加值服務優
惠協議書約定社區經營權與暗管使用保障條款，要求管委會不得另與其他有線電視系
統經營者協議提供相關服務。公平會認為104年2月4日修正前公平法第19條第3款及修
正後公平法第20條第3款之規定內容、不法內涵均相同；縱認為本款修法後之構成要
件（規定內容）有所限縮或擴張，然違法行為具持續性，且違法類型之本質核心、立
法目的均不變，即應認構成要件具有同一性。因而認為原告為獨家交易之安排，乃持
續性違法行為，核已違反修法前、修法後之公平法規定，係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
參與或從事競爭，而有限制競爭之虞，構成違反公平法第20條第3款規定。但行政法
院認為舊法第19條第3款之體例、構成要件與104年2月4日修訂之公平法第20條第3款
並不相同，且裁罰部分亦較輕，屬法律變更，本件原告使用系爭獨家經營條款事實，
並不完全符合舊法第19條第3款，因此原處分此部分認事用法均有違誤，應予撤銷。
且認為原告於101年開始使用系爭獨家經營條款時，僅原告與全聯公司2家有線電視業
者，以新北市三重經營區（含三重、蘆洲及八里區）為市場，彼此互為競爭關係。而
全國數位公司遲自104年5月起始取得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營許可執照，而公平
法第20條第3款於104年2月4日始增訂以不正當方法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則原處分以
原告101年至104年2月3日間使用系爭獨家經營條款，係違反當時尚不存在之「不正當
方法阻礙尚不存在之事業(全國數位公司)『參與』競爭」之法律，其認定事實及適用
26

法律亦有違誤 。
按事業安排獨家交易之條款，具有排除現已存在及潛在競爭者競爭而專與自己為
交易之作用。舊法第19條第3款所稱「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
26

在大安文山阻礙北都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1438號判決) ，原告(大安
文山公司)自103年11月起，陸續與4間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簽訂含獨家經營權條款
之有線電視收視合約書，公平會認為係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
爭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規定，於106年8月作
成裁罰。原告不服提起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之訴無理由，於108年06月
20日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原告未上訴，判決確定。本案行為事實有部分亦發生在
104年2月4日新法施行之前，公平會適用新法裁罰，於本案受到法院支持，顯示法
院見解並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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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稱競爭者亦包括潛在競爭者在內。但有無違反該條款應著重在其安排獨家交易之
行為是否為「不正當方法」之論證上。尤其本案原告究竟係以「服務優惠」爭取管委
會之同意，抑或係利用其為該經營區域之寡占地位使管委會須為接受該獨家交易條款
之情形，實應為調查及說明。又如為後者情形，何以不適用行為時第10條第1款禁止
獨占事業以不公平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之規定論處，亦須為說明。又
27

違反舊法第19條第3款及違反第20條第3款之罰責有輕重之分 ，不能以其違法行為具
一貫持續性，即皆以新法之重罰裁處之，此乃違反裁罰法定原則。就此而言，行政法
院撤銷公平會之罰鍰裁處，並無違誤。
5. 第4款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參與限制競爭規範之適用(佳祥餐盒證書案、新世紀求才
廣告案、金門聯宏瓦斯共同調價案)
新法第20條第4款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參與限制競爭之規範，與舊法第19條第3款
規定不同之處，係在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聯合」之外，增加參與
「垂直限制競爭」之規定。其立法之基本精神，係事業參與限制競爭之行為應本於其
自己之自由意願與經營決策，故禁止他事業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其參與
限制競爭。此條所稱「不正當方法」，除其手段違背商業倫理或效能競爭本質之外，
並包括以差別待遇、排擠或妨礙其競爭等方法作為施壓之手段。由於此種行為之目的
在迫使他事業參與限制競爭，即有限制市場競爭之意圖及目的，故亦列為限制競爭行
為之一種。此條款禁止之重點在於不得以違反他人自由意願之方式施壓迫使他事業參
與限制競爭行為，故為此行為之事業並不以具有相當市場力量為必要。實務上，亦不
為此要求，例如，佳祥餐盒證書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00103號判決) ，
原告為防廠商為團膳餐盒價格競爭，藉核發臺中縣餐盒公會會員證書之事，強制要求
廠商簽立支票或切結書，係以脅迫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有
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19條第4款規定。又如新世紀求
才廣告案(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207號判決) ，認原告藉「實質獨家代理」蘋果
日報、中國時報及聯合報之關係，促使該3家報社就雇主依據「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
及管理辦法規定」刊登外勞稿業務，不為價格之競爭，致98年1月、4月產生大幅調漲
外勞稿價格之情形，認為係以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聯合行為，
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19條第4款規定。但亦有案例認為事業在市場上有相當市場力量
者，對其競爭者而言，即存在有無形之競爭壓力，因而如其主導相關市場之同業競爭
者為聯合行為時，係利用其市場上無形之競爭壓力為間接施壓，使同業遵從須參與聯
合行為，因而符合本條款之構成要件。例如，金門聯宏瓦斯共同調價案(最高行政法院
27

違反舊法第19條第3款規定之行為，依舊法第41條處予罰鍰之最高金額為2,500萬
元；而違反新法第20條第3款規定之行為，依新法第40條處予罰鍰之最高金額為
5,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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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度判字第1752號判決)，以原告事業在液化氣體燃料灌裝或直營零售之系統共有13
家，占有金門地區約62%之市場，且其負責人擔任金門縣液化氣體燃料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具有市場主導地位。因而其通知其他競爭事業調整一致之零售價格，為以不
正當之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行為，違反行為時公平
法第19條第4款規定。然依本案事實情形，其所為通知，亦可解為係「意思聯絡」，
並事實上導致其他同業為一致之共同行為，應可認為構成聯合行為(舊法第7條第3項、
新法第14條第2項) 。而公平會不以其成立聯合行為，而僅裁處原告「以不正當之方
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之理由，實應說明之。
6. 第5款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規範之適用(機車搭售強制險案、太平洋百貨
營業區域限制案、南一書局經銷區域限制案、高捷限制混凝土案、瑞影伴唱帶案、
中台廢玻璃案)
新法第20條第5款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之規範，其內容與舊法第19條
第6款之規定完全相同，僅條次與款次變動而已。該條款所稱「限制」，依施行細則
第28條，指搭售、獨家交易、地域、顧客或使用之限制及其他限制事業活動之情形。
又限制是否不正當而有限制競爭之虞，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
市場結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故實務上適用
本條款時，均注意行為之事業是否具有相當市場力量。例如，在機車搭售強制險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89年度訴字第1938號判決) ，認定原告(樺陽車業公司)銷售三陽機
車搭售華南產物保險公司2年機車「強制汽(機)車責任保險」，其三陽機車市占率為
30.35%；在太平洋百貨營業區域限制案 (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1876號判決)，認
為該百貨公司在臺北地區百貨公司及購物中心之市場占有率達23.85％；在南一書局
經銷區域限制案(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396號判決) ，認為原告與康軒公司及翰
林公司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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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率達四
分之三以上（75%），即在教科書市場為寡占，並因參考書市場係伴隨教科書而來，
28

其等間具有相當關連性，並認原告於參考書市場之占有率已達10%以上 ，具備相當
市場地位；在高捷限制混凝土案(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1435號判決)，認定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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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影伴唱
帶案(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070號判決)，認為弘音公司及瑞影公司於MIDI伴
唱產品市場之市占率分別為37%及50%，合計超過80%以上；在中台廢玻璃案（最高
28

南一書局經銷區域限制案(最高行政法院96年判字第396號判決)以商品之內容及其
使用目的之特性與具有獨占地位之他一商品具有「相當關連性」（參考書相伴於
教科書），即認定生產該商品及他一商品之同一事業，在該商品之市場上亦具有
相當市場地位，而未論述及實際計算該商品之銷售金額所占比例若干，論證上實
有欠缺。見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三冊) ，7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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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267號判決），認定該公司於在廢錐管玻璃處理市場市占率為
100%，在廢面板玻璃處理市場市占率為52.54％。
其中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之類型，涉及「搭售」者，為機車搭售強制險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89年度訴字第1938號判決) 、中台廢玻璃案(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
判字第267號判決)；涉及「獨家交易」者，有高捷限制混凝土案 (最高行政法院98年
度判字第1435號判決) 、瑞影伴唱帶案(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070號判決) 、中
台廢玻璃案（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267號判決）；涉及「地域限制」者，有太
平洋百貨營業區域限制案 (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1876號判決) 、南一書局經銷區
域限制案(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396號判決) ；涉及「顧客限制」者，有中台廢
29

玻璃案(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267號判決) ；涉及「使用限制」者，有中台廢
玻璃案(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267號判決)。值得注意者，事業為達其有效擴張
行銷之目的，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有時不僅一種限制類型，而是同時併用
數種限制類型者，例如中台廢玻璃案(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267號判決) 同時為
「搭售」、「獨家交易」、「顧客限制」、「使用限制」即其適例。
又事業為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而有限制競爭之虞，固然須重視其在相
關市場之市場力量，以評估其行為對相關市場之競爭所生限制之可能性及影響程度。
但受該限制競爭行為所影響之相關市場，不僅是事業所屬相關市場，而且更應重視其
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所屬之相關市場，即與該事業之交易有關連之上游或下游相關市
場之競爭受到限制或影響之程度。以機車搭售強制險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89年度訴字
第1938號判決)為例，原告在三陽機車市占率雖有30.35%，但其所搭售之機車「強制
汽(機)車責任保險」，未必因此即當然占有強制汽(機)車責任保險市場30.35%。對於
因此搭售而使華南產物保險公司在強制汽(機)車責任保險市場之市占率產生如何程度
之影響，應提出相關數據加以說明，始能認定其確實對相關市場發生「有限制競爭之
虞」的之作用。

三、修法建議
(一) 修正第8條第2項以「市場占有率十分之一」為認定獨占事業最低門檻之規定，提
升為「市場占有率四分之一」
歸納上述判決案例，我國實務上關於事業之市場力量，其分類及等級，除公平法
29

比較法上， 歐盟任天堂案，任天堂公司與7個位於不同會員國的經銷商分別約定，
在任天堂遊戲機及卡匣價格較低的會員國，經銷商應拒絕將大量相關商品售予疑
似從事前述平行貿易的企業，其目的在於防止此等企業將商品出口至價格較高的
會員國以賺取價差。亦屬顧客限制。 關於歐盟任天堂案之介紹，見謝國廉，歐盟
法禁止濫用優勢地位之規範與實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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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及第8條明定之「獨占事業」等級外，在適用第20條第1款「杯葛」、第2款「差
別待遇」、第3款「不正當阻礙競爭」、第5款「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
時，要求事業須「具有相當市場地位(市場力量)」之等級。此等級事業之市場力量雖
不如獨占事業，但在市場上仍須具有相當力量，有影響市場競爭秩序之可能者。其認
定之標準，向來之見解認為在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十分之一以上者。採取如此低標準
之論據，係以事業在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十分之一者，即可跨過認定獨占事業之第一
門檻(第8條第2項規定參照)，從而如與其他一事業或二事業在相關市場之占有率合計
達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者，即有被認定為獨占事業之可能(第8條第1項規定參照)，因
而認定事業「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標準，應以其市場占有率達十分之一者為已足。
否則，如採更高標準即有可能使市場占有率達15%或四分之一者之事業為垂直限制競
爭行為時，其減損市場競爭程度可能較大，但僅受第20條之規範而罰則較輕(第40條規
定參照) ；而市場占有率達十分之一者之事業為垂直限制競爭行為，其減損市場競爭
程度可能較小，卻因與其他一事業或二事業在相關市場之占有率合計達三分之二或四
分之三而被認定為獨占事業，而須受第9條有關獨占濫用規範而罰則較重(第40條第2項
規定參照)之不合理之矛盾結果。
然2016年2月17日公平會第1267次委員會決議，將該門檻提高至15%，其修正理
由如下：「1.公平交易法第20條所規範之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行為，事業於相關市場
之市場占有率未達 15%者，推定該事業不具有市場力量，原則上無限制競爭之虞。
2.另考量市場運作實務，事業之市場占有率雖未達 15%，但若交易相對人對該事業不
具有足夠且可期待之偏離可能性，應認事業間有依賴性存在，該事業具相對市場優勢
地位，其限制競爭之行為仍得依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予以規範。」僅提高至15%以上標
準，而未修正第8條第2項以「市場占有率十分之一」為認定獨占事業最低門檻之規定
至15%者，仍會發生前述不合理之矛盾結果， 且提升15%數據之法理基礎何在，並未
見說明。
如要提高「有限制競爭之虞」之「具有相當市場地位(市場力量)」認定門檻標
準，其合理之論理依據，即應依據有關監督「垂直結合」之規範，以「參與結合之
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者」，其結合有申報義務（第11條第1項第2款規定
參照），則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以上事業，可認為在市場上已「具有相當市場力
量」，因而其與他事業結合，即有可能更增強其市場力量而形成支配市場之寡占或獨
占地位，對市場競爭結構將產生不利影響。故其為結合應事先向主管機關為申報，
俾主管機關注意及應否予以異議（延長期間）及為准駁之衡量。且我國獨占事業之
認定，係採取至多前三大事業之高標準，以「一事業在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二分之
一」、或「二事業全體在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三分之二」、或「三事業全體在相關市
場之占有率達四分之三」者為標準（第8條第1項）。因此，基於理論之一貫，事業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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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當市場地位(市場力量)」之標準，亦應採高標準 。
從而為配合第20條「有限制競爭之虞」之「具有相當市場地位(市場力量)」認定
門檻提高至「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之標準，並為避免輕重失衡之不合理現象發
生，第8條第2項以「市場占有率十分之一」為認定獨占事業最低門檻之規定，即應修
正為「市場占有率四分之一」。
(二) 修正施行細則第3條有關認定獨占應審酌之事項，應增加較具體可證之事項，包
括擁有關鍵性專利或技術、所掌握之大量資料數據、所控制之關係企業集團、依
契約可掌控或確保其產品之上、下游產業之供給及銷售、以及能表現其雄厚財力
之資本額及資金等項目
施行細則第3條有關認定獨占應審酌之事項，除第1款有關「事業在相關市場之占
有率」及第5款「商品或服務之輸入、輸出情形」有具體數據可循外，其餘第2款「考
量時間、空間等因素下，商品或服務在相關市場變化中之替代可能性」、第3款「事
業影響相關市場價格之能力」、第4款「他事業加入相關市場有無不易克服之困難」
等均屬抽象不確定法律概念，不易操作。為方便執法認定，應增加其他較具體可證之
事項，包括：擁有關鍵性專利或技術、所掌握之大量資料數據、所控制之關係企業集
團、依契約可掌控或確保其產品之上、下游產業之供給及銷售、以及能表現其雄厚財
力之資本額及資金等項目。

30

歐盟執行委員會於2010年所訂定第330號規則（Verordnung(EU) Nr.330/2010
der Kommission über die Anwendung von Artikel 101 Absatz 3 des Vertrages der
Arbeitsweis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auf Gruppen von vertikalen Vereinbarungen und
aufeinander abgestimmten Verhaltensweisen）第3條第1項規定，事業及其交易相對人
在其所提供或購買之商品或服務之相關市場占有率各未超過30%者，其所為垂直
合意，豁免限制競爭行為之禁止規定。在該規則序論總說明第(8)點，說明於此情
形，將不致產生嚴重限制競爭之效果，且一般而言，藉此垂直合意而提升生產或
經營效率之利益並將使消費者亦分享此成果。其反面解釋，即是事業在系爭商品
或服務相關市場之占有率超過30%者，其所為垂直合意，包括限制交易相對人事
業活動之合意，始應重視其有限制市場競爭之可能。
公平交易法第20條之適用，如參照上述歐盟法規定提高至30%者，即事業及其交
易相對人在其所提供或購買之商品或服務之相關市場占有率各未超過30%者不適
用時，則所牽動須修正之條文，將不僅第8條第2項認定獨占事業最低門檻標準市
場占有率十分之一須變動為百分之三十，並且第11條第1項有關結合申報義務之標
準規定，亦須配合為相應之修正調整，理論與法規體系始為一貫，從而其應修法
之條文將增加。且從向來以達市場占有率十分之一以上為標準之實務作法，遽升
為30%，升幅恐過大，並可能因此使實務對相關市場之界定趨向以較寬鬆之標準
界定之，對公平交易法之執法將影響深遠，因此並不建議比照歐盟法規定提高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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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9條第1款「不公平之方法」文字修正為「不正當方法」，使限制競爭行為不法
性之用語趨於一致
參酌公平法第9條第2款價格為「不當」之決定、第20條第3款其他「不正當方
法」阻礙競爭者競爭、第20條第4款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
第20條第5款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等涉及限制競爭行為不法性之
用語皆使用「不當」或「不正當」，因此為統一用語，宜將第9條第1款「不公平之方
法」修正為「不正當方法」，使限制競爭行為不法性之用語趨於一致。
(四) 垂直交易限制之規範應明定事業須有一定之市場力量，並且須因其行為使其所屬
相關市場或與其交易相關之上游或下游相關市場之競爭受到或可能受到相當程度
之限制或影響
現行實務上適用垂直交易限制之規範，尤其第20條第1款、第2款、第3款、第5
款，多要求事業在其所屬相關市場須有相當之市場力量，即有10%以上市占率，其為
垂直交易限制行為才對相關市場之競爭有發生限制之可能。則為明確此規範之適用條
件，即應在條文中明定之。又實務上多誤以為事業在其所屬相關市場已具有相當之市
場力量者，對交易相對人為垂直交易限制行為時，必然亦會使交易相對人所屬相關市
場(上游或下游市場) 之競爭，受到相當於事業在其所屬相關市場占有率相同程度之影
響，以致多忽略或不再調查分析其對上游或下游相關市場之競爭受到影響之程度。其
實垂直交易限制行為規範之目的，除防範事業所屬相關市場之競爭有無受到減損之影
響外，更有維護交易行為所涉上游或下游相關市場自由及公平競爭之目的。因此為使
實務上亦應注意垂直交易限制行為對其交易行為所涉上游或下游相關市場之競爭有無
發生及如何程度受到限制之影響的調查及分析，宜在法規中亦予以明定。
(五) 第20條第2款差別待遇係以妨礙上游或下游事業間之公平競爭而產生阻礙及限制
競爭之作用，此種特質應於條文中明示之，以促使注意相關市場之競爭所受影響
之性質及程度
差別待遇之行為所直接影響者為其交易相對人與其同業競爭者間之公平競爭，並
因此產生阻礙受差別待遇之事業在其所屬相關市場之競爭，因而有限制競爭之作用。
此種特質應在條文中明示，以使實務不應僅注意為差別待遇行為之事業所具有之市場
力量，更應注意其行為對其交易相對人所屬相關市場所生妨礙公平競爭及限制競爭之
影響。又施行細則第26條有關差別待遇有正當理由應斟酌情形之相關規定，在執法上
甚為重要，宜提升至母法中規定。
(六) 第20條第5款「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之搭售、獨家交易、地域、
顧客限制、使用限制之類型規定，應從施行細則提升至母法中規定，並應各給予
明確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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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之重要類型及其內容明確化，有助於區分其對
相關市場所生之影響各有不同之重點，有助於執法並促進垂直交易限制行為規範之發
展。現行法將其重要類型搭售、獨家交易、地域、顧客限制、使用限制等規定於施行
細則第28條第1項，應提升至母法中規定，並應各給予明確定義，以利執法。
(七) 第20條各款規定之5種行為類型，應分別各為一條個別規範之，並將施行細則相
關規定提升至母法中規定
第20條：「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
一、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之
行為。
二、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
三、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
四、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聯合或
為垂直限制競爭之行為。
五、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
上述5款之規定共有5種限制競爭行為類型。其實每款規定行為之性質、不法性之
內容、所應較重視相關市場之競爭有無受到影響，究竟為事業所屬之相關市場或交易
相對人所屬之相關市場或兩者相關市場皆應相同重視？由於各款行為對所生影響各有
不同，因而在判斷其有無不法性時所應受重視之程度即非完全相同。例如，第1款之
杯葛，較重視對杯葛行為事業所屬相關市場之競爭所生限制之影響；第2款之差別待
遇，則較重視對交易相對人所屬相關市場之競爭所生限制之影響；第5款不正當限制
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中之搭售，則重視對搭售商品之相關市場之競爭所生之影響。因
此，5款規定5種限制競爭行為之類型既然各對不同相關市場之競爭所生限制，各有其
應受重視之程度不同，而將之統合規定於同一條文，且不分其所涉相關市場，一概冠
以「有限制競爭之虞」的條件，導致實務上多僅重視事業在其相關市場是否具有相當
市場力量之偏差，並非妥適，故有將其規定之5種行為類型，各分為一條個別規範之
修正必要。
(八) 增定禁止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濫用其市場力量對其交易相對人收取與促進
交易或銷售無關之不當附加費用之規定
現行實務上，「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並不包括對交易相對人收取
不當附加費用在內。但實務上，尤其在流通業，例如：量販店、超級市場、連鎖便利
商店以及百貨公司等，如事業在相關市場具有相當市場地位者，常有濫用此市場力量
對其交易相對人收取與促進交易或銷售無關之不當附加費用，而對其交易相對人進行
剝削並產生阻礙其競爭之效果。現行實務上係依第25條「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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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加以規範 ，但鑒於此類行為經常發生而已形成一新類型之限制競爭行為，故應
增訂專條規範之。

四、建議修正之條文
綜合上述對各相關條文之修正建議，試擬下列修正條文，供參考：
(一)第八條
「事業無下列各款情形者，不列入前條獨占事業認定範圍：
一、一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二分之一。
二、二事業全體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三分之二。
三、三事業全體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四分之三。
有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者，雖有前二項不列入認定範圍之情形，
主管機關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
(二)施行細則第三條
「本法第七條所稱獨占，應審酌下列事項認定之：
一、事業在相關市場之占有率。
二、事業所擁有之關鍵性專利或技術、或所掌握之大量資料數據。
三、事業所控制之關係企業集團。
四、事業依契約可掌控或確保其產品之上、下游產業之供給及銷售。
五、事業之資本額及其他財力資金。
六、考量時間、空間等因素下，商品或服務在相關市場變化中之替代可能性。
七、事業影響相關市場價格之能力。
八、他事業加入相關市場有無不易克服之困難。
九、商品或服務之輸入、輸出情形。」
31

例如，家福公司向唐家公司收取不當附加費用案(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1786
號判決、97年度判字第118號判決﹝再審維持原判決﹞) 、家福公司向紙類供貨廠
商收取不當附加費用案（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1409號判決、96年度判字第
1774號判決、98年度判字第1303號判決﹝再審維持原判決﹞）、萊爾富公司向九
光生物科技公司收取不當附加費用案（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543號判決）。
此外，事業雖認定為非獨占事業，但仍具有相當市場地位而濫用其市場力量對消
費者收取不當費用者之案例，例如，欣南天然氣公司向天然氣瓦斯用戶收取不當
外管裝置費用案（最高行政法院89年度判字第2975號判決）、金帝公司於震災後
不當提高小型發電機組價格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89年度訴字第1294號判決），
均以其行為違反舊法第24條(新法第25條) 予以裁罰。此不單純係保護交易相對人
包括消費者之權益而已，亦在貫徹競爭法上「市場力量不得濫用之禁止原則」，
而符合競爭法意義下維護公平交易秩序之目的。見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
實務(第三冊) ，214-21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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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九條
「獨占之事業，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以不正當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
二、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
三、無正當理由，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
四、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四)第二十條
「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不得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
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而對商品或服務交易所涉相關市場有限制競爭之
虞。」
(五)第二十條之一
「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不得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而對商品
或服務交易所涉相關市場有妨礙公平競爭及限制競爭之虞。
前項所稱正當理由，應審酌市場供需情況、成本差異、交易數額、信用風險以及其他
合理之事由認定之。」
(六)第二十條之二
「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不得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
事競爭之行為，而對商品或服務交易所涉相關市場有限制競爭之虞。」
(七)第二十條之三
「事業不得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
聯合或為垂直限制競爭之行為。」
(八)第二十條之四
「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不得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
交易之行為，致對商品或服務交易所涉相關市場有限制競爭之虞。
前項所稱限制，指搭售、獨家交易、地域、顧客或使用之限制及其他限制事業活動之
情形。
第一項限制是否不正當，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
品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
(九)第二十條之五
「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不得濫用其市場力量而對其交易相對人收取與促進交易或
銷售無關之不當附加費用致阻礙其在相關市場上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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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Taiwan's Fair Trade Act (TFTA) governs the unilateral vertical restrictions
on competition, mainly stipulating the abuse of exclusive position in Article 9, the restriction
on resale prices in Article 19, and the restrictions on vertical trading in Article 20. After
evaluating the important domestic court judgments regarding Articles 9, 19 and 20 of the
current fairness law, and referring on the cases of the abuse of exclusive position of gia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 in Europ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8 recommendation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law enforcement for Fair Trade
Commission.
1. Amend Article 8 Paragraph 2 to set "one tenth of the market share" as the minimum
threshold for identifying a monopoly business, and raise it to "one quarter of the market
share."
2. The text of "Unfair Methods" in Article 9, Paragraph 1 is amended to "Improper Methods",
so that the terms restricting the illegality of competitive conduct tend to be consistent.
3. The amendments to Article 3 of the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shall add more specific
and provable matters concerning the determination of monopoly, including the possession
of key patents or technologies, having a lot of data , the control of the related enterprise
group, and the control or assurance of its products under contract Supply and sales of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dustries, as well as capital and funds that can express their
strong financial strength.
4. The regulation of vertical trading restrictions should specify that the business must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market power, and the competition in the relevant market to which it
belongs or the upstream or downstream relevant market related to its transaction must be or
may be subject to considerable restrictions or influence due to its behavior.
5. Article 20, paragraph 2 of differential treatment is used to hinder fair competition among
the upstream or downstream businesses and have the effect of hindering and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Such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clearly stated in the provisions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nature of the impact of competition in the relevant market and degree.
6. The types of tying, exclusive transactions, geographic, customer restrictions, and use
restrictions in Article 20, paragraph 5, "Improperly restricting the business activities of the
counterparty of the transaction" shall be upgraded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rules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parent law, and shall give a clear definition.
7. The five types of behaviors stipulated in each paragraph of Article 20 shall be individ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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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ed, and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enforcement rules shall be upgraded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parent law.
8. Increasing an Article prohibits the abuse its market power of business to charge improper
fees, which the promoting transactions or sales unrelated is.
Key Words: Relevant Markets, Deeming a monopolistic enterprise,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Vertical Restraints of Trade,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Likelihood of Restraining
Competition.

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獨占及其他（非聯合）限制競爭行為為中心

37

與談
與談人：何之邁(臺北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
大作以聯合以外之限制競爭行為為探討重心，就修法建議部分，以下提出幾點粗
淺看法。
一、獨占
獨占部分若有修法研議，可言者二處：
(一)寡占事業獨占之擬制與推定，涉及公平法第7條第2項及第8條第1、2、3項規定。
寡占事業若其間不為實質競爭，且對外於市場上共同具有支配地位，第7條第2項
擬制其為獨占。惟該條侷限於「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似未考慮到寡占市場可能
存在的非價格競爭。
另第8條第1項第2、3款規定採類如德國競爭法寡占事業推定獨占規定，然該條
第2項市占率十分之一之規定，似又與寡占事業「全體」推定獨占之法理不無扞格。
雖然本項之立法原意係「為防止因計算加總而將小規模業者列為獨占事業」（參見
81.6.24發布施行之「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4條說明）。第8條第3項規定乍視周
延，實乃反托拉斯個案判斷應有之基本認識，似無必要僅於此項贅言。
歸結之，關於上述議題，余見第8條第1項第1款可置於第7條第1項之後。第8條第
1項第2、3款移列現第7條第2項之後。至於第8條第2、3項均可刪除。
(二)過高價格規範之問題，涉及第9條第2款規定。
公平法第9條第2款之立法重心，「(二)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
持或變更：例如廠商不反應成本，不當決定價格以圖暴利，因此種行為不僅為排除競
爭最有效之工具，亦為攫取超額利潤最直接之方法……」（參見公平法立法說明第10
條第2款）。顯見公平法立法伊始，即對獨占過高價格嚴陣以待。
惟獨占過高價格宜否由競爭法直接介入規範，或以市場機制「淘洗」更為妥適，
在理論及實務規範上各國都存有歧見。若要直接以法相繩，如何精準且細緻有效介
1

入，更是一個重要且根本的議題 。如本文所示獨占案例分析僅飛利浦、新力、太陽誘
電案即有3則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該案第為國內獨占過高價格之適例。
是正本清源，關於獨占過高價格之規範，究為釜底抽薪採不介入之立場，或具
體、精緻化執法手段俾達介入規範之實質目標，需有抉擇。
二、轉售價格維持
如眾所周知，轉售價格維持在經過長時間適用「當然違法」法則，於2007年美國
1

何之邁，公平交易法要義，25~2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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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Leegin案之後，各國理論與實務咸皆改弦易轍，一致採行「合理原則」作為
違法判斷適用之基礎。
在合理原則適用下，轉售價格維持之負面限制競爭效果大致為：1.監控製造商階
段價格聯合；2.掩護經銷商階段價格聯合；3.封鎖新進製造商進入市場；4.提高零售價
格。至於其所帶來提高經濟效率因素大體為：1.防止搭便車；2.調和製造商、經銷商
間利益；3.促進不同品牌間競爭。
104年修法，轉售價格維持由原第18條改為目前第19條規定，理應體察國際重要
立法趨勢，由當然違反更易為合理原則，無乃目前該條立法與合理原則大異其趣，寧
2

稱其為具有臺灣特色之合理原則乎 ？
三、個別限制競爭行為
第20條有5款規定，若言檢討內容，第3、4、5款皆有可言，限於篇幅，此處僅撮
其要者，即新修訂之第3款。
原第19條第3款規定：「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
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修法後第20條第3款易之為：「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
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二者頗有差異，可謂抽樑換柱。
略析該款規定，立法理由稱參考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20條，則其一，就立法
目的言，德國法該規定乃為保護中小企業之目的而設，我國法有此目的否？其二，就
適用主體論，德國法之適用主體乃經濟依賴狀態中具有「相對市場地位之事業」，即
經濟依賴狀態理論中之被依賴者，反觀我立法理由所示為「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
業」，二者概念一致否？其三，該款立法理由稱行為「雖未構成掠奪性訂價，但對市
場造成限制競爭效果者……」，惟進一步於細則第27條立法理由中又言，此處之低價
以平均變動成本為標準，則適用本款之行為究屬掠奪性訂價？抑未合掠奪性訂價，妾
身未明。
歸結之，在立法目的不明，適用主體不清，違法行為混沌的情況下，本款如何執
3

法，令人費解 。
四、買方優勢濫用
買方居市場之優勢地位，而要求賣方給予在競爭市場所沒有的優惠價格或其他更
優惠的交易條件，致有損害市場之競爭者，謂之買方優勢地位之濫用。
從公平法執法實務以觀，過往買方優勢地位濫用之案例，多涉及流通事業對上游
不當收取附加費用之行為。所稱「附加費用」係指貨款以外，流通事業向上游廠商收
取之其他額外費用。從所謂「上架費」開始，至今各種名目繁瑣之費用不勝枚舉。主
管機關為匡正不當收取附加費用行為，立下「事前透明且須符合直接關聯性與比例性
2
3

參見前揭註，87以下（尤96~97）。
參見前揭註，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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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則，並須不違反一般商業合理交易習慣」，作為規範之張本 。
承上，可言者三，其一，就目前實定法之規範言，已有第9條第3款，第20條第
5款及第25條，可資繩治上述買方優勢濫用行為，有無另立新條文之必要，容有商榷
餘地。其二，就行為事業市場力量態樣論，切合條文規範者，為獨占、逾市占率15%
事業及其他（如未符第8條第2項規模之「獨占」）。至所謂「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
業」，間有定位其概念之必要，或須更進一步與經濟依賴狀態下之「相對市場地位之
事業」作一釐清。其三，如上所言，目前主管機關定錨規範之原則，似僅止於上下游
業者商業利益衝突之衡平與矯正而已，若在競爭法上有其規範意義的話，應就事業濫
用行為所涉市場競爭限制影響之質量作一評估，始為正辦。至於對市場影響是否有必
要顯示於個別條文文字，似有待深論。

4

參見前揭註，2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