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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目前機車市場以燃油機車為主，然隨環保意識抬頭及政府補助政策刺激，民

眾購買電動機車意願增加，加上租賃業者紛紛跨入機車共享領域，使得電動機車的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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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量呈現大幅成長。此外，現有電動機車製造商亦發展出不同的產銷策略，對機車市

場造成衝擊並改變整體產業生態，更衍生出新競爭議題。本文研究重點擬針對機車產

銷策略與競爭規範議題進行分析，同時參酌國外執法立場與相關案例進行探討，主要

之研究方向與目標包括：(1)機車產業垂直整合、跨業經營及同業聯盟合作等可能衍生
的競爭議題；(2)機車產銷上下游關係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3)限制價格對市場競爭之
影響分析；(4)銷售區域之劃分及限制銷售區域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分析；(5)電動機車
參進與競爭議題，包括結合審查、聯合行為、垂直限制競爭等問題；(6)共享機車與機
車租賃相關競爭議題等。本文擬透過蒐集產業動態及消費者調查等，以瞭解我國機車

產業市場結構及競爭關係，並作為未來產業規範及競爭倡議之參考，對未來執法有所

正面助益。

關鍵詞：關鍵詞： 機車產業、產銷策略、電動機車、共享機車、限制競爭

一、研究背景及方法

目前機車市場以燃油機車為主，隨著環保意識之抬頭，以及政府政策之刺激下，

民眾購買電動機車意願增加，且租賃業者跨入機車共享領域，也使電動機車銷售量大

幅成長。在電動機車產業鏈市場規模逐漸形成發展之際，其不僅對原有燃油機車市場

產生衝擊，也將改變整體產業之生態，衍生出新的競爭議題。

為呈現現行機車產業整體動態之面貌，本文首先蒐集和彙整我國機車產業現行發

展概況與經營模式，輔以消費者調查問卷與產業訪談等方法在梳理機車產業現行新面

貌後，逐一就以下重要議題為研究：一是對機車產業結構進行解析，並就燃油機車和

電動機車、共享機車與租賃機車之市場進行界定；二是對機車產業競爭之實務議題為

深入探討，其中包括機車產業垂直整合、跨業經營及同業聯盟合作之競爭、限制價格

對市場競爭之影響，銷售區域之劃分及限制銷售區域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等；三就機

車產業新興之共享機車與機車租賃競爭議題為分析。透過對上開議題之研究，作為未

來產業規範及競爭倡議之參考，並對公平會在執法面上提出有所助益之援引作用。

二、機車產業產銷策略與市場界定

（一）機車產業之發展歷程與現況（一）機車產業之發展歷程與現況

我國機車產業自1950年代從散裝零組件進口組裝起歷經約70年發展，總銷售台
數於1995年達最高峰（166萬輛）曾居全球前五大產銷國，是全球重要產銷國之一1

。

1 蕭瑞聖、謝騄璘、曾郁茜、蔡宜君、石育賢、沈怡如、羅伊婷，2020 汽機車產業
年鑑，工研院產科國際所，3-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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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機車產業產值達1,142億元，為我國重要工業之一2
。惟過去仰賴日本、義大利

等外國技術母廠，經數十年來發展，目前除外資為主的山葉與台鈴仍由日本技術母廠

進行研發與代工外，其他車廠已技術自主並擁有自有品牌。隨著環保與綠能永續議題

的抬頭，電動機車已成為近幾年發展重點，中華汽車與睿能及一些較小型新進入者，

相繼投入研發與銷售電動機車，原燃油機車廠商如光陽、山葉、宏佳騰等，也跨足發

展電動機車。

機車依動力不同可分為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前者之整車製造廠產銷規模依序為

光陽(Kymco)、三陽(SYM)、台鈴(Suzuki)、台灣山葉(Yamaha)、摩特動力(PGO)等；
後者依序為睿能(Gogoro)、宏佳騰(Aeon)、中華(eMoving)、山葉、摩特動力、光陽
(iONEX)、台鈴(eReady)等業者，以及試量產中的三陽(e-Woo)。

根據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資料（附表1），2020年七大機車廠共生產102.2
萬輛機車（燃油機車占90.8%）；其中93.8萬輛為內銷（91.7%），出口僅8.4萬輛
（8.3%）。另據經濟部統計處產銷存動態調查資料（附表2），電動機車在2019年產
銷數量均創新高，生產量較前一年大幅成長，達18.2萬輛（占機車總生產量18.8%），
且共計內銷17.6萬輛，外銷同達新高（4,342輛）3

，惟在2020年其產銷量均萎縮將近4
成。

（二）機車產業之經營與營利模式（二）機車產業之經營與營利模式

1. 燃油機車之經營模式
我國燃油機車已形成穩定的中衛體系合作生產模式。由中心廠整車廠的車型開發

帶領衛星廠零組件廠商設計與生產所需之零組件，並經由整車製造廠的經銷通路來販

售新車。除新車市場外，機車維修市場需求亦相當龐大，零組件廠除配合整車製造廠

提供車款所需零組件外，亦提供給售後服務市場，故各機車行在提供機車維修保養等

售後服務時，可依據消費者需求選擇使用原廠零件或相容副廠零件。換言之，機車整

車製造廠以提供新車為其主要營收來源。因機車屬於需要後續保養維修等售後服務之

耐久財，故消費者重視購買通路，即實體通路結構對經銷非常重要。以下依所蒐集之

次級資料介紹我國機車之銷售策略。

（1）光陽機車經銷體系
光陽機車經銷體系以地理城市畫分服務區域。體系內共分為3級：總經銷商/服務

2 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所統計的機車整車製造商包括：三陽、光陽、台鈴、
台灣偉士伯（2004年退出）、台灣山葉、摩特動力、永豐（2002年退出）、合
騏（2009年退出）、川田（百生）（1998年退出）、大宇（1999年退出）、鈴
木、哈特佛（2012年退出）、聯統（2017年退出）、力道（2009年退出）、中華
（2020年加入）、睿能（2020年加入）。

3 經濟部統計處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https://dmz26.moea.gov.tw/GMWeb/investigate/
InvestigateDA.aspx，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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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代銷商、專賣店（即體系車行，或稱分銷商），尚有體系外非專賣店（即獨立車

行）。消費者可向（非）專賣店訂車，亦可逕從代銷商、總經銷商/服務站購車。專
賣店主要工作為代售及售後服務，總經銷商會提供車款及品牌車的相關維修保養訓練

課程給所屬的體系車行；非專賣店因不在體系內，故可不限品牌向各代銷商訂車，此

外，部份大型賣場亦與總經銷商合作代售機車（如大潤發與光陽機車）。總經銷商／

服務站主要批發車輛給代銷商，各代銷商除可將滯銷之機車退回給總經銷商，亦可將

無法處理之售後服務轉給總經銷商，兩者間為代理銷售關係。詳參下圖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1　光陽機車銷售體系示意圖

（2）其他機車公司
如山葉機車未於網頁公告或提供總經銷商層級資料，惟就各地區經銷商之資料顯

示以各自獨資之車業有限公司（體系車行）為主，負責銷售山葉機車所生產之燃油機

車與電動機車並提供維修保養等售後服務，山葉機車提供其相關訓練與市場商情。其

他如台鈴機車則與旗下經銷商、分銷商共同出資成立欣鈴公司，由後者負責出貨給經

銷商，再由經銷商出貨給代銷商。並由經銷商與代銷商負責銷售給消費者。

2. 電動機車之經營模式
因電動機車之電池開發成本高，加以新車推出前期市場規模小，尚未能達到生產

經濟規模，電池如採用銷售賣斷模式，價格過高難以令消費者接受。睿能、光陽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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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租用模式推出電動機車，讓消費者以每個月負擔電池服務費（月租費）的方式分

攤電池成本，亦無需處理老舊的電池。

為使電池使用量擴大，睿能推出Gogoro Network電池提供多家電動機車製造廠
使用，如摩特動力、宏佳騰、山葉電動機車廠相繼採用，而形成了Power by Gogoro 
Network（PBGN）聯盟。隨後，2019年與中華合作的台鈴加入PBGN聯盟，曾推出自
有電池的中華也於2020年開始於輕型車款（綠色車牌）採用Gogoro Network電池。上
述品牌及車款的使用者可在Gogoro所建置的GoStation電池交換站進行電池的充、換電
動作，得以擴大電池的生產規模，使得PBGN聯盟順利發展。

雖然GoStation電池交換站的建置數量逐漸增加，但仍有較不密集的地理區
域，因此睿能又陸續開發居家充電設備（GoCharger），包括簡便隨車充電器
（GoCharger@Mobile）與隨車型智慧電池快充座（GoCharger@Plus），前者充電方式
須直接與電動機車車身相接，後者則可將電池攜出車身插入快充座逕自充電以方便無

法進行車身充電之使用者。

資料來源：睿能公司網站，https://forum.gogoro.com/t/gocharger-plus/2230，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圖2　GoCharger@Plus智慧電池快充座

未加入PBGN聯盟之三陽與光陽機車採用自行研發電池。三陽對於電動機車發展
採保守策略，並不積極推出車型，但對電池採雙重布局，分別是自行研發的鋁電池及

與中油合作之共用電池，將其使用在代步的eWoo輕型電動機車上，採電池賣斷並提供
三年保固。後者係採用軟碳鋰電池(soft carbon)，著眼於中油具有國產電池能量與全台
通路優勢，可以提供換電站布局的地點優勢。光陽機車則自行研發車款與電池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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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充電版
4
與換電版

5
兩種電池，且均以收取服務月費將電池提供給車主使用，此與

政府購車補助機制規定有關。

3. 機車整車業者之營利模式比較
（1）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營利模式之差異性

由於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兩類機車在系統構成及產品特性上之差異（即機車車身

屬耐久財，但電池系統為消耗品），再加上目前市場規模與發展歷史差距甚大，故兩

者商業模式實有差異。

在新車銷售部分，因燃油機車屬於完全賣斷，其製造廠商係以銷售新車為主要

獲利來源，故車款更迭為重要任務，復透過與廣大車行合作增加銷售通路，並以所有

機車行作為維修通路，以求新車銷售數量極大化，藉此達到規模經濟、擴大獲利。惟

後續保養、維修等售後服務由消費者自行決定提供服務車行，與原製造廠無關，故其

利潤非由原廠而係由各機車行賺取；電動機車則因除車身屬於賣斷外，尚有使用壽命

有限的電池需維護保養，故除三陽部分車款（如e-Woo的電池採隨車購買方式）採電
池賣斷外，絕大多數車款均收取服務費用，採以租用方式提供電池，並提供交換電池

之使用模式，以攤平電池購置費用。此外亦依電池充電量收取電池使用費或換電服務

費。為提供在家充電的便利性，另行銷售相關充電設施配備。月租費部分，如睿能即

提供因使用量、單顆電池或雙顆電池之差異而不同的服務方案，PBGN聯盟各家所收
取的電池使用費率均相同為每安時2.3元。

電動機車之維修等售後服務，因其銷售通路較少且有其技術門檻，非一般坊間機

車行能夠進行，且囿於各車款及電力系統的獨特性，因此均由原製造廠之服務經銷中

心提供
6
。此外，透過資通訊特性以app資訊服務增加與消費者的黏著性，售後服務如

產品更新與機車維修上，相較於傳統燃油機車，可獲收益之比重更大。同因其資通訊

特性，較易發展新服務模式，如透過精準定位而產生之共享機車服務、透過手機app
地圖導入店家廣告等，亦屬傳統燃油機車無法獲得之收益。此外，因電動機車符合綠

能潮流，亦較易獲得重視綠能之機構採購訂單。

茲將燃油機車、電動機車所採行的商業模式整合如表3所示：

4 充電版則是每台電動機車配置充電器，可直接對電動機車或是電池直接充電，提
供車主在家中充電的方便性，會根據所選擇的服務月費方案有免費的里程數，再
針對超出里程部分額外計價。

5 換電版可在光陽各地所建置的「iONEX車能網」電池交換站，進行電池交換，並
另據所使用電量收取「換電服務費」（相當於PBGN聯盟之電池使用費）。

6 惟睿能因急於擴大經銷據點，雖原本機車製造廠並不會對於非體系車行提供教育
訓練，但睿能則陸續徵求有意願加入之車行，提供維修訓練以擴大其服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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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機車整車之營利模式比較

類別 燃油機車 電動機車

車廠
所有燃油

機車業者
PBGN聯盟1

光陽 三陽(試量產中)

車身 賣斷 賣斷

動力

(汽油/電能)

(汽油)
由中油、台朔

提供

(電能)
電池交換站或車主自行充電

動力載體

(油箱/電池)
(油箱)

機車本體內含

(電池)
月租費

2/重置
成本

$299~1,199/每
顆$25,000

(電池)
月租費/賠償價

$299~699/
$15,800

(電池)
賣斷

電池使用費

或自行充電

$2.3/Ahr

換電服務費
3

或自行充電

$2.3/Ahr
自行充電

其他配備

(選購)
無

充電配備
4(選

購)
Mobile型

$3,980
Plus型$11,060

電池充電器組

（出租）

賠償價：

充電座$1,680
充電器$2,980
配重底座$900

充電配備

售後服務

車主自行決定

服務車行及零

件來源

由原廠服務中心提供

其他服務 較少 共享機車，app廣告導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 PBGN聯盟包括Gogoro、PGO、Aeon、Yamaha、eReady、eMoving等
2.  提供多種使用習慣的月租費模式，如單顆電池或雙顆電池、使用量少的自由省、高用量自由省、
預選里程、騎到飽（限非外送員）、商用資費等。

3. 電池使用費/換電服務費均為每安時2.3元。
4.  PBGN聯盟提供車充或電池快充座兩種充電配備的選購。

（2）電動車身與電池分離商業模式之現狀
目前電動機車業者原則係採車電分離之商業模式，即將電動機車車身出賣給買

受人，但就電池則考量目前技術仍存有優化高變動性、高單價性及高耗損性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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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採取電池出租、交換及充電服務等模式
7
。如PBGN聯盟所屬成員可運用睿能之動力

總成、控制器元件、智慧系統等技術，與本身技術進行整合後開發專屬之電動機車車

款
8
，採車電分離模式，在電池收費與契約約款的部分使用統一性的Gogoro Network 智

慧電池服務合約
9
，費率計算採取一致性收費標準

10
。另，光陽雖未加入PBGN聯盟，

但亦採取相同模式。三陽則預計於2023年全面朝向發展充電式機車，同時亦將推出新
型車款，目前上市之e-Woo電動機車則採電池隨車購買方式。
（三）機車產業消費者的購車態度（三）機車產業消費者的購車態度

1. 機車問卷調查設計
為協助後續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之相關市場界定，本文進行問卷調查，主要內容

包括民眾對於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的消費態度是否有差異，並調查民眾對價格變動之

接受度與需求替代
11
。

2. 問卷結果與分析
（1）填答者人口統計變數分析

共計890位受訪者完成問卷調查並通過我們的邏輯測試題為有效問卷。最後剩餘
共532位12

受訪民眾所填答的問卷資料納入資料分析範圍。問卷之人口統計分布結果

（性別、年齡及主要居住地）等，如附表3至附表5。
（2）機車消費態度

本文調查民眾之車種偏好、購車預算區間、消費態度、資訊蒐集等4種情形。因
篇幅所限，詳細問卷結果請參閱附表6至附表9、附圖1至附圖7。主要可發現購車預算
區間約有75%之受訪者其購車預算係75,000元以下。在購買動機與考量因素等消費態
度上，可發現無論係購買燃油機車或電動機車，受訪者以代步為最主要動機，其次

為休閒娛樂與促銷活動，數據上雖顯示電動機車購買者其促銷活動之動機高於休閒娛

7 關於車電分離商業模式說明參，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網站，https://www.iii.
org.tw/Focus/FocusDtl.aspx?f_type=2&f_sqno=ItChvQgepWh2pCYVrdNdNA__&fm_
sqno=13，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8 TVBS新聞網網站，https://news.tvbs.com.tw/cars/154607，最後瀏覽日期：
2021/11/28。

9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服務合約，參見睿能公司網站，https://network.gogoro.
com/tw/contract/battery-contract/，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10 睿能公司網站，https://network.gogoro.com/tw/riding-plans/，最後瀏覽日期：
2021/11/28。

11 網路問卷發放期間係2021年10月13日至10月21日，在臉書（Facebook）以18歲以
上民眾」為卷對象邀請其填答。

12 其中，有25人未取得機車駕照，4位未表明是否擁有機車駕照，均不納入統計分
析。另有175位受訪者，在過去一年與未來一年無購車需求，也不納入分析。此外
在面對不同漲價幅度，呈現不合理的購買決策改變樣本，也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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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惟差距並不大。在購買機車之考量因素，則顯示價格及性能為最主要考量，另在

購買電動機車時，燃料成本亦是考量重點，相較於燃油機車對環保考量之程度亦有提

升。

（3）產品市場界定之經濟分析
本文依據前揭問卷資料擬採取兩種分析方法，包括需求交叉彈性

13
與作為補充

SSNIP法之臨界損失法（Critical Loss, CL）14
以協助界定產品市場。

問卷分析結果顯示，當電動機車價格減少5%、10%，需求彈性分別為1.28、
0.73，均大於0，顯示當電動機車價格調降時，電動機車為燃油機車的替代品關係均成
立。另本文採用22%為電動機車之利潤率，以及5%、10%兩個漲價幅度來計算電動機
車的臨界損失值，分別獲得18.5%、31.3%，並依問卷調查結果計算該電動機車轉移至
燃油機車的移轉率(AL)，且因AL大於 CL，故得推論兩者似應屬相關市場。詳細結果
參見附表10與表11。
（四）機車產業之結構與市場界定（四）機車產業之結構與市場界定

1. 機車產業之市場界定
（1）公平交易法下之市場界定與公平交易委員會之一般性規定

無論於獨占、結合或聯合行為等限制競爭行為類型，市場如何界定實對市場效

果分析結果具有重要影響
15
。如判斷聯合行為時，為認定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市場效

13 需求交叉彈性（cross elasticity of demand）( )表示Y產品價格( )對X產品需求
數量( )變動的影響比率，當彈性為正( >0)，表示X產品的需求量隨Y產品價格
增加而減少，兩產品間是呈替代關係，X與Y同屬同一相關市場；若彈性為負(
<0)，表示X產品的需求量隨Y產品價格增加而增加，兩產品間是呈互補關係，X與
Y則不屬同一相關市場。胡祖舜，競爭法之經濟分析，2版，元照出版公司，46-48
（2021）。

14 指獨占者在價格上漲後仍然有利可圖的情況下，所能承受的最大銷售額損失。臨
界損失分析將該臨界損失(CL)與預估的實際損失(Actual Loss, AL)相比較，若實
際損失大於臨界損失，則代表原建議的市場定義範圍太小，原產品並非為獨占市
場。爰用於分析市場界定時，先藉由尋找原壟斷者漲價後達到損益兩平的臨界損
失數量後，再與因漲價所造成的市場流失的替代產品，而計算出移轉率。若移轉
率大於臨界損失時，即代表原產品市場定義過小，原產品與替代產品應為相關市
場；反之，若移轉率小於臨界損失時，即代表原產品市場不因漲價而流失利潤，
原產品與替代產品並非相關市場。胡祖舜，前揭註13，59-62。

15 倘對市場範圈界定過小時，容易認定存在市場效果；反之，若市場界定過廣，將
難以肯定有市場效果發生。黃銘傑，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
間，2版，元照出版公司，88（2009）。此外，就市場力量之認定，即會因市場界
定之範圍大小，而影響作為其代理變數之市場占有率如何計算，進而影響對於事
業單位是否有顯著市場力量之判斷。莊春發，反托拉斯經濟學論集(上)，初版，瑞
興圖書公司，416（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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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學說有認基本上須界定出相關市場始能為之
16
，我國實務亦多認同

17
。惟公平交易

法（下稱「公平法」）第5條雖定義相關市場為「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
爭之區域或範圍」，然未明文規定相關市場應如何界定

18
。

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歷年來多採取於個別產業之相關規範說明或

處理原則中訂定市場界定相關規定之作法
19
，並綜合考量產品市場、地理市場及時間

因素以界定市場
20
。後在民國104年（下同）2月4日第1213次委員會議通過「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
21
」（下稱「市場界定原則」）

22
。依市場界定原

則第3點規定可知，市場界定最主要審酌需求替代，並得視商品或服務之特性，考量
供給替代，同時將從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二面向進行市場界定

23
。同處理原則第4點及

第5點分別列出界定產品市場之考量因素24
及界定地理市場之考量因素

25
，第6點提出合

16 因公平法第14條第1項非採「當然違法」原則，而須舉證具水平競爭關係的事業間
對於價格等事項達成合意相互拘束外，更係以共同行為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
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為其要件。劉姿汝，「論聯合行為之市場界定與市場效
果－兼與日本獨占禁止法之比較」，公平交易季刊，第25卷第3期，36（2017）。

17 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507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490號判
決。

18 公平法在民國80年立法時，條文用語係「特定市場」，且依立法理由係指經濟學
上之競爭圈而言，得因商品替代性之廣狹、商品銷售地域之不同而解釋其區域或
範圍。後於民國104年修法時，參酌外國立法例修正為「相關市場」，俾與國際接
軌，惟無論修法前後，公平法內均未就相關市場如何界定設有明文規定。

19 例如：公平會所制定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公平交
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下稱「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
等。

20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19  版，公平交易委員會出版，37-38
（20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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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參考美國、歐盟
之相關規定，並彙整歷年處理案例後通過。中華民國104年3月6日公平交易委員會
公資字第10421600251號令。

22 市場界定原則之法律位階係「行政規則」，故法官於審判案件時，固可予以引用
市場界定原則，但仍得依據法律，表示適當之不同見解，並不受其拘束（參見司
法院大法官釋字第137 號、第216 號解釋）。

23 就此，甚有學者認為市場界定之順序理應係在先界定需求者範圍之後，再界定供
給者範圍。白石忠志， 禁法講義，9版，有斐閣，42（2020）。

24 界定產品市場時之考量因素包括（一）產品價格變化。（二）產品特性及其用途。
（三）產品間曾經出現替代關係之情形。（四）交易相對人在不同產品間之轉換
成本大小。（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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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交易相對人及競爭事業對於產品間替代關係之看法。（七）相關法規或行政
規則之規定。（八）其他與產品市場界定相關之事證。

25 界定地理市場時之考量因素包括（一）不同區域間產品價格變化及運輸成本大小。



機車產銷策略與競爭規範之研究 295

理可替代性分析法
26
、交叉彈性檢測法

27
及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

28
等市場界定之分析方

法，更明示個案處理上不以前開分析方法為限，且各種方法運用上無所謂優先順序。

學說有認市場界定原則適用於公平法中所有需要界定相關市場的情況，而非專用於聯

合行為，但界定之方式似不宜一概而論
29
。

市場界定原則對於限制競爭案例中相關市場界定之具體有何作用及影響，實將

視法院對之所持支持態度而定
30
。我國實務見解迄今多認市場界定原則與公平法之立

（二）產品特性及其用途。（三）交易相對人在不同區域購買產品之交易成本大
小。（四）交易相對人對產品獲取之便利性。（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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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易相對人及競爭事業對於產品區域間替
代關係之看法。（七）相關法規或行政規則之規定。（八）其他與地理市場界定相
關之事證。

26 相關市場界定原則第7點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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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彼此
間之替代程度如何始得構成同一相關市場，應依具體個案事實予以之判斷」。

27 相關市場界定原則第8點規定：「交叉彈性指一產品價格變動率影響另一產品數量
變動率的比率值。產品本身及其替代品間或地理區域間的交叉彈性可用以測度該
二項產品或地理區域間的替代關係，並予以界定相關市場。運用交叉彈性界定相
關市場時須注意下列事項：(一)交叉彈性關注的是單一的替代品或地理區域而非所
有的替代品或地理區域，並以「其他交易條件不變」為前提。至於二項產品或地
理區域間之交叉彈性大小如何始得構成同一相關市場，須依具體個案事實予以判
斷。(二)衡量交叉彈性所使用之價格宜採競爭性價格，以判斷產品或地理區域是否
構成同一相關市場。(三)運用交叉彈性界定相關市場時，尚須依第四點或第五點所
列各項因素綜合考量」。

28 相關市場界定原則第9點規定：「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是指假設市場上有一獨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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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假設性獨占者
檢測法時，須注意下列事項：(一)在使用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界定相關市場時，選
取之基準價格宜 市場競爭性價格。(二)至於價格上漲幅度，一般情況下 百分之五
至百分之十，但在具體個案判斷時則依案件涉及之產業或市場特性調整價格上漲
幅度。(三)運用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界定相關市場時，尚須依第四點或第五點所
列各項因素綜合考量」。實務上最常運用者係「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價格調漲
（small but signifi 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下稱「SSNIP」）測試法」。

29 如前揭「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當中常運用之SSNIP測試法，多適用於事前規範事
業結合時界定相關市場之用，然在聯合行為之情形，係對業已發生之行為進行事
後規範，是否得逕採同一測試法以界定出一具一般性之客觀市場，非無疑問。劉
姿汝，前揭註16，40-41。

30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三冊》，初版，元照出版公司，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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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旨無違，公平會應據以界定市場，並就產品市場與地理市場為判斷
31
。除聯合行

為
32
、結合案件外，甚至差別待遇行為及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均有適

用
33,34
。另因市場界定原則未明文規定其適用範圍有何限制，故解釋上似得認若屬公

平法第二章「限制競爭」當中所規範之各種態樣，均有適用可能
35
。

（2）行政法院就市場界定之相關見解
行政法院過往多係採取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以界定產品市場，考量產品之功能、

用途、特性與其使用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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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市場之界定，強調運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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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多對公平會處分中相關市場之界定，採取支持態度
36
。惟爾近之數件裁判均顯示行

政法院有要求界定相關市場時應作市場實證檢測之傾向
37
。惟縱採用SSNIP測試等實

（2017）。
31 例如，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304號判決、同院107年度判字第303號判決、
同院107年度判字第268號判決、同院107年度判字第267號判決、同院107年度判字
第187號判決、同院107年度判字第186號判決。

32 例如，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510號判決指出：「⋯考量產品市場及地理市
場時，得視具體個案，衡量時間因素對於特定市場範圍之影響，此可謂對特定市
場界定之定義暨基本原則，則關於聯合行為之認定既亦涉及市場之界定，應得予
援引（上訴人嗣於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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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資參酌」。同院107年度判字第509號判決、同院107年度判字第506號判
決、同院107年度判字第505號判決、同院107年度判字第489號判決、同院107年度
判字第228號判決同旨。

33 蓋行為主體之事業須在相關市場上具有相當市場地位，其行為才足生限制競爭效
果之可能，故為確認市場地位，自亦須先於界定市場後，方得為之。廖義男，公
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二冊》，初版，元照出版公司，127-133（2015）。

34 例如，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593號判決即謂：「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所
稱「其他不正當方法」，並不以與例示之「低價利誘」具有共同特徵者為限，凡
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以不正當方法」從事有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
而造成市場上限制競爭之效果，即具有非難性，而該不正當方法是否有阻礙競爭
之虞，係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及服務特
性及實施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本件判決中即係依相關市場處理
原則就原審中市場界定之判斷進行論斷。

35 公平法第19條限制轉售價格之規定，因條文中未明示「市場」此一要件，故似有
無須進行市場界定之解釋可能。惟就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可責性，學說有認係在
於使交易相對人就其商品販售於第三人時之價格決定受到限制，而有損該商品市
場之價格競爭。參見廖義男，前揭註30，157。是以，本文認為似仍有確認商品市
場範圍而界定市場之實益。

36 廖義男，前揭註30，43-44。
37 在連鎖超商現煮咖啡漲價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103 年度判字第195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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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檢測，仍僅供法院判斷參酌。如事業實際無法調整價格，即認無法依測試結果為市

場界定
38
，且非公平會進行任何市場界定前均須進行實證調查，否則即有違法情事

39
。

又，最高行政法院對是否採認市場界定經濟分析之結果曾提出判斷標準
40
。至於交叉

彈性檢測法，過往法院曾在統一公司與維力公司結合禁止案中肯認公平會依交叉彈性

檢測法為市場界定之處分
41
。惟在市場界定原則公布後，迄今尚無見有任何相關裁判

採用此法。

（3）市場界定之相關學說見解
近年來相關學說重點，大致可分為「市場界定是否必要」以及「市場界定之經濟

分析」此兩面向。就前者，如有認市場界定僅限於在同質性產品市場（homogeneous 
goods market）中有其作用者42

，或有認市場界定在確認供給者及需求者範圍上確有其

重要性，惟若過度拘泥於追求嚴格之市場界定，可能會本末倒置而錯誤判斷限制市場

競爭效果者
43
。

後者指為瞭解消費者對各產品間需求替代，計量實務有透過敘述性偏好資料

中，即認公平會未進行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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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惠電力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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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以原審判決未實際衡酌各IPP所生產電力之供給替代性及需
求替代性為由，認其就市場界定顯有理由矛盾及與經驗法則有違之處。

38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更二字第112號判決即謂：「本件即便採用獨占性者
檢測法或SSNIP（Small but Signifi 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事業
是否能進行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漲價」增加利益，檢測法⋯亦因事實上即使是非
保證時段，原告等IPP業者亦均無法控制價（即調整價格，因價格係依PPA能量費
率公式計算而固定）量（應依參加人單方經濟調度而定，非各IPP可以決定發電
量），亦無法為檢測分析，即不能界定非保證時段（能量費率）有競爭關係而界
定本件聯合行為之發電市場」。

39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訴字第1700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428號
判決亦支持原審判斷。

40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00號判決對市場界定及市場範圍與結構界定之經濟
分析方法，要求其須為經濟學界所公認之查驗模型且具有所需之足夠實證數據，
更在區分「靜態分析」與「動態分析」之差異後，肯認在實證數據與環境限制當
中，須在檢驗靜態分析方法是否「正確適用」後，方得接受其分析結果。

41 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500號判決。
42 因在非同質性產品市場(non-homogeneous-goods market)中市場力量與市場占有率間
難謂具有必然關連性。Kaplow, L, “Market defi nition alchemy”, The Antitrust Bulletin, 
915-952 (2012).

43 白石忠志， 占禁止法，3版，有斐閣，33-34（2016）；相關學說介紹，參見白
石忠志，「市場画定不要論について」，

，初版，有斐閣，17-3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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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d preference data）或透過顯示性偏好資料（revealed preference data）兩種模
式

44
。目前歐美日等國用於市場界定之經濟分析方法仍以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下之

SSNIP測試為主，其他尚有補強SSNIP測試之臨界損失分析法、運用價格進行分析之
價格相關係數法及Granger因果關係法、運用銷售量進行分析之模式分析法及E-H檢測
法等

45
。惟執法機關若對各方法見解不同或因資料取得難易不同自將致有偏重不同方

法之情形
46
。

（4）機車產業之範圍與相關市場界定之依據
針對機車產業所涉公平法議題，公平會於84年之委外研究報告47

或86年之國內實
務報導

48
當中，均未特別就機車產業之範圍及其市場如何界定有深入著墨，而逕認燃

油機車製造廠商與其經銷商為機車產業，將燃油機車劃定為同一產品市場，並以當時

各機車製造廠商市占率數據即認山葉、三陽、光陽等公司為市場獨占事業。復就相關

地理市場亦僅依前揭機車生產廠商在全省各地均設有總經銷商，且各總經銷商間不至

侵害其他總經銷商之經銷區域為由，即認應以國內縣市經銷區域為其地理市場
49
。嗣

公平會依「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機車事業行銷體系及銷售行為導正與警示原則」，認

定台灣山葉機車工業股份公司及其臺南市總經銷、管理公司有限制下游代銷商不得越

區銷售之行為，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而分別作成公平會〈88〉公處字第140號、第
44 前者如以問卷調查直接詢問當相關產品價格微幅上漲，消費者所宣稱的可能購買
行為（繼續購買或轉而購買其他產品）；後者如以觀察過往之銷售資料，分析當
相關產品價格微幅上漲時，消費者之實際替代購買行為。陳嘉雯、胡偉民，「使
用假設性獨占檢定界定市場： 以中國大陸新車銷售市場為例」，公平交易季刊，
第23卷第4期，140（2015）。

45 NERAエコノミックコンサルティング，

，
94-95（2019）。

46 相關學說整理，參見林長青、胡偉民，市場界定實證分析法之應用，初版，公平
交易委員會107年度委託研究報告，2-3（2018）。各種市場界定之經濟分析方法
內容介紹，參見胡祖舜，前揭註13，42-79；陳和全，經濟分析方法於競爭法議題
應用之研究，初版，公平交易委員會102年度委託研究報告，25-80（2013）。

47 劉坤堂、楊家駿、林慶堂、洪德昌，我國機車產業市場結構、廠商行為及經濟
效益與公平交易法之研究，初版，公平交易委員會84年度委託研究報告，47
（1995）。

48 楊家駿，「公平會處理機車事業行銷體系及銷售行為實務報導」，公平交易季
刊，第5卷第2期，116-117（1995）。

49 惟此係逕依以生產者就其行銷體系下之劃分方式界定地理市場，除欠缺自交易相
對人之觀察角度（如不同區域購買產品之交易成本大小、獲取產品之便利性、產
品價格調整時選擇至不同區域購買之情形等）外，亦未評估此種劃分方式是否因
運輸成本之差距而具備經濟合理性，抑或僅屬於限制競爭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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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號處分書50
。該處分書中雖已分別考量產品市場與地理市場之界定，惟就前者似無

任何說理；就後者亦僅考量供給者角度，而未見考量需求者角度之相關分析。

嗣為配合行政程序法公布施行，公平會整編前揭警示原則，在91年4月12日訂定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機車事業之規範說明」（下稱「機車事業規範說明」），就機

車產業可能違反公平法之行為態樣，分別列出結合行為、聯合行為、限制轉售價格之

行為與限制或妨礙公平競爭行為等諸多類型，並將機車產業定義為機車銷售、製造、

總經銷商、區域經銷商、專賣店及非專賣店等事業（第2點），某程度上雖寓有界定
相關市場之意涵，惟嚴格來說僅屬確認機車產業範圍

51
之定義規定，應不得逕據以界

定機車產業市場
52
，而仍應依據市場界定原則相關規定為之。

（5）機車產業之產品市場界定
依市場界定原則第2點，產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上，具有

高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圍。相關法規或行政規則同屬該原則

第4點及第5點所分別列舉界定產品市場與界定地理市場時得考量之因素，故亦得考量
與機車關係較切法規中之相關規定

53
。

50 惟兩份處分書當中就機車產業之範圍及市場界定之說明與前揭研究報告內容並無
太大差異。

51 另就機車產業之範圍，依105年1月第10次修訂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可知，廣
義之機車產業應包括機車製造業、機車零件製造業、機車批發業、機車零售業、
機車維修業等，此較前揭機車事業規範說明第2點之定義為廣，尚包括機車零件製
造業及機車維修業在內，雖亦值參考，惟依前揭行業標準分類之說明可知，我國
行業標準分類係以場所單位的經濟活動進行歸類，俾供統計分類之用，經濟活動
並非以機關業務職掌或主管法規作為劃分依據，業務法規所稱業別範疇，未必等
同於行業標準分類之業別。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https://www.stat.gov.tw/public/
Attachment/51230162221KI9NIEKP.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又因該分類在編制時並未考量不同商品或服務在經濟上之替代性等競爭因素，故
不得逕引為市場界定之依據，而仍應自競爭法角度，考量機車產業之具體特性與
實際競爭因素後，從「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二面向界定相關市場，最高行
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774號判決即指出：「蓋行業標準分類或商業動態統計係供
統計行業活動狀況，被上訴人界定市場，除須自供給者、需求者角度考慮產品或
服務替代性外，尚須依具體個案之產業特性判斷，方可深入了解以競爭法介入對
該產業之實益何在」。

52 在相關市場界定原則公布後，機車事業規範說明雖亦在104年4月1日第1221次委員
會議通過修正，惟修正前後均未再有任何關於機車事業相關市場界定之明文規定
或說明。

53 即在界定機車產業之產品市場時，除公平法與前揭相關行政規則外，應亦得考量
如公路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
與機車關係較密切之法規或行政規則中之相關規定，以俾自法規範角度瞭解確認
機車之功能、用途及使用目的其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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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法
54
與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55
均認機車屬於汽車之範疇，同規則第3條第1項第6

款依排氣量或輸出馬力
56
將機車分為普通重型機車、大型重型機車、普通輕型機車與

小型輕型機車。復考量同規則第61條之1第1項第2款至第4款所規定機車駕駛執照持照
條件

57
後可知，機車依其特性、用途及公路監理目的得區分為：得行駛高速公路之大

型重型燃油及電動機車、不得行駛高速公路之大型重型燃油及電動機車、普通重型燃

油及電動機車、普通輕型燃油及電動機車與小型輕型燃油及電動機車。

惟若逕依以上分類，即認各類型機車分屬不同產品市場，抑或逕認電動機車與燃

油機車屬於同一產品市場，實嫌速斷。蓋欠缺需求替代觀點及對市場界定原則所列舉

其他考量因素之審視，故須再行分析、判斷動力不同之各類型機車間、燃油機車與電

動機車間、甚與前揭機車同具代步功能之租賃機車或共享機車間，是否具有合理可替

代性，以進行市場界定。

a. 動力大小不同之各類型機車是否屬同一產品市場？
不論機車輸出動力大小為何，就其本身之功能及用途觀之，具有通勤、短中程之

1至2人戶外移動手段等基本代步功能應無疑問58
。在不考慮行駛高速公路此類中長程

移動之情形下，應可認輕型機車與重型機車無太大差異，而屬高度需求替代，自不宜

僅以輸出動力大小或得否行駛高速公路而逕分別界定為不同產品市場
59
。

54 公路法雖未明文就機車設有定義規定，惟同法第2條第10款定義汽車為「指非依軌
道或電力架設，而以原動機行駛之車輛」，實務上亦肯認機車即屬該款汽車之範
疇，如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15號判決：「查機車在道路上不依軌道或電力
架設，係以原動機行駛之車輛，核屬公路法第2條第10款規定之汽車」；其他如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5條第2項亦規定：「第38條及第49條所稱之機車，亦為公路
法第2條第10款所定義之汽車」。

55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2條第1項第1款明定「一、汽車：指在道路上不依軌道或電力
架線而以原動機行駛之車輛（包括機車）」。交通部在90年2月26日修正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時，首次將電動機車（當時規則用語係：「電動機器腳踏車」）納入機
車之範疇。後在96年5月15日修正時，方就其車輛定位、檢驗、考驗、監理業務管
理等相關事項予以規範。

56 因非以燃油為動力之電動機車須以馬達及控制器之最大輸出馬力進行分類。
57 蓋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61條之1第2項規定，汽缸總排氣量550立方公分以上或電
動機車之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力54馬力（HP）以上之大型重型機車得行駛高
速公路。

58 現行電動機車在性能上逐漸與燃油機車銷售主力之排氣量110CC-125CC機車相
當，故在基本代步功能上應無太大差異。王健全、郭錦程、陳劭寰、財團法人工
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大數據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電動機車產
業發展白皮書，1版，台灣智慧移動產業協會，29（2019）。

59 惟若以行駛高速公路或將少量生產之特殊型號重型機車視為奢侈品等角度為前
提，則此際因產品之特性及其用途已與一般輕型或重型機車有異而難謂具有高度
需求替代，自不得將兩者界定為同一產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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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般機車與租賃機車及共享機車是否屬同一產品市場？
傳統租賃機車或時下熱門之共享機車同具前揭之基本代步功能，是否亦得認屬

具高度需求替代而得與一般機車界定為同一產品市場？首先，無論租賃機車或共享機

車，考量到代步工具之機車其本身所有權未移轉予使用者，其性質應屬服務。具體交

易上，傳統租賃機車業者多在遠離原居住地之風景區、離島地區或火車站周邊以單一

車行方式經營，提供在特定地理範圍內短期間（數小時至數日）服務；而使用共享機

車服務者多係以單向騎乘為其主要用途
60
，與選擇購入機車消費者以雙向騎乘為主要

用途仍有不同。又，前揭服務之價格亦與透過買賣取得機車所有權所支付對價間有顯

著差距
61
。故即便功能或用途上確有部分相同或重疊，仍難謂已具有高度需求替代，

故似應有其他足以證明具高度需求替代之證據存在，如機車價格調整時有相當比例原

擬購車之交易相對人選擇移轉至租賃機車或共享機車、抑或共享機車使用者已達相當

規模
62
等情，否似難逕認屬同一產品市場。

c. 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是否屬同一產品市場？
就基本代步功能以觀，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並無太大差異，堪認具高度需求替

代。惟就產品特性角度來說，電動機車具有節約能源、降低碳排放及空氣污染、低噪

音、得結合智慧裝置應用等傳統燃油機車所無之特點。是故，仍須再行檢視兩者在價

格條件上是否具有高度需求替代。依本文前揭問卷調查結果可知，以SSNIP測試法常
使用之5-10%價格調整幅度，計算交叉需求彈性並進行臨界損失分析，顯示縱考量到
兩者在產品特性有所不同，交易相對人之機車產業消費者仍認兩者間具有高度替代關

係。

惟前揭問卷調查中機車購買考量因素之數據亦顯示，除價格與性能屬最主要考量

因素外，其他實質上對價格條件有所影響者，即電動機車之購車補助
63
。因衡量機車

60 例如，共享機車廠商WeMo在2019年針對其用戶進行使用需求調查之結果指出，單
向騎乘為比例最高之需求（48.1%），其次為大眾交通無法到達處（32.5%）、通
勤（28.9%）及轉乘其他交通工具（20.2%）。工商時報，「共享電動機車夯 使用
率激增」，A5版（20191125）。

61 以WeMo為例，選擇「3小時無限騎」方案之費用為新台幣25元。威摩（WeMo）
科技公司網站，https://www.wemoscooter.com/terms-of-service，最後瀏覽日期：
2021/11/28。

62 以本文表5「三大共享機車平台發展概況」整理之數據可知，目前三大平台累積之
總會員數已達165萬人次，惟考慮到成為會員並非直接等同實際騎乘、該數字亦無
法排除一人同時成為三大平台會員等情形，故與我國機車累積掛牌數相比，是否
足稱已達一定規模而肯認兩者之間具有高度需求替代，仍有疑問。

63 因我國自87年行政院通過發展電動機車推廣行動計畫以來，經濟部為擴大電動機
車國內市場及其產業規模，均持續對購買者及製造商進行補助。如98年5月22日經
濟部經工字第09803809770號令函訂定發布之「經濟部發展電動機車補助及獎勵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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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價格變動導致移轉購買程度時，電動機車購車補助金額之變動實與需求者實際支

付金額
64
以及移轉購買成本高低息息相關

65
。是故，以經濟分析方法協助判斷燃油機車

與電動機車在價格條件上是否存在高度需求替代而屬同一產品市場時，似宜一併考量

電動機車購車補助金額之變動，以俾確實掌握機車交易相對人之轉換成本及意願。

比較法上雖尚未見有案例就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是否屬同一市場為判斷，惟日

本公正取引委員會（下稱「公取委」）在2019年一關於電動汽車鋰電池之公告案例66

（下稱「電動汽車鋰電池案」
67
）中，曾就燃油汽車與電動汽車間是否屬同一市場進

行判斷，雖機車與汽車屬不同商品且主要判斷對象係鋰電池市場故相關篇幅不多，仍

值參考。

該案中公取委就電動汽車與燃油汽車間之替代性，檢視電動汽車特徵後認其除具

較燃油汽車能耗為優且友善環境之特點外，亦與燃油汽車具共通點，故雖難否定有將

兩者視為替代品之需求者存在，惟因環保意識高漲等因素亦有不將兩者視為替代品之

需求者存在，故認兩者間尚難謂已具高度需求替代。另考量兩者所需製造技術與相關

知識不同，難認得輕易轉換生產，故否認兩者之間具有供給替代。即公取委更著重在

電動汽車所具有之環保特性，故似可推論隨相關環保技術發展以致兩者特性差異更大

時，需求替代程度或將更加下降，惟該案中似未考量價格條件上是否具有需求替代，

誠屬遺憾。

施要點」（現已廢止）、103年9月2日經濟部經工字第10304603600號令函訂定發
布之「經濟部發展電動機車產業補助實施要點」（現已廢止），以及107年2月2日
經濟部經工字第10704600390號令函訂定發布之「經濟部推動電動機車產業補助實
施要點」（現行規定）。詳細之補助車款、成果及金額等，可參見經濟部網站，
電動機車產業網，https://www.lev.org.tw/default.asp，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64 依本文整理數據可知，無論係汰舊換新抑或新購，中央行政機關所提供之總補助
金額範圍約在13,500元至28,000元之間（參見附表12），再參酌前揭問卷調查結果
顯示約四分之三受訪者表示其預定購車價格在75,000元以下，概略推估總補助金額
占多數受訪者預定購車價格之18%至37.3%。

65 若普偏定價較高之電動機車在扣除補助金額後其實際價格與輸出動力相近之燃油
機車其實際價格相差不多時，兩者在價格條件上自然較可能具高度需求替代；反
之，若該補助金額因預算或政策改變而調降，需求替代之程度即有可能下降。

66 公告案例係指公取委就事業結合申報之審查結果進行公告，詳參日本公取委網
站，https://www.jftc.go.jp/dk/kiketsu/toukeishiryo/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21/11/28。

67 該案係由豐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出資比例51%）與Panasonic股份有限公司（出
資比例49%）共同出資設立製造生產電動汽車所用鋰電池之Prime Planet Energy & 
Solutions股份有限公司。原文可參見日本公取委會網站，https://www.jftc.go.jp/dk/
kiketsu/toukeishiryo/sochi/R1jirei/r1jirei06.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機車產銷策略與競爭規範之研究 303

d. 機車零件製造業及維修業之產品市場
機車產業之範圍除機車之銷售、製造及經銷之外，亦包括零件製造、維修等面

向，而須界定其產品市場。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在零組件系統構成上最重要之差異在

於動力系統。至於如傳導皮帶、煞車皮及避震系統等其他零組件究其性質多屬非以原

廠零組件為必要之消耗品，且其功能及用途無論用於燃油機車或電動機車均無太大差

異
68
，故若非屬須使用特殊規格或原廠零件（即完全匹配，must-match）而無替代選

擇之情形，似得認此類零組件（功能及用途幾乎相同，轉換生產技術接近）均得各自

界定為同一產品市場（如煞車皮市場、傳導皮帶市場）。惟就動力系統，因電動機車

之電池動力系統
69
縱與燃油機車之燃油系統在功能或用途上均為提供動力，惟兩者在

規格或特性上顯不具需求替代或供給替代，而不得界定為同一產品市場。

前揭電池動力系統中最具代表性之關鍵零組件為電池，以下就電池材料（鋰電

池、鋁電池或碳鋰電池之不同）、提供電力方式（充電或換電之不同）等類型加以分

析。即涉及判斷各機車製造廠商所採用之電池間是否具有需求替代，以及電池製造

廠商在電池規格、電池容量及充放電相關技術上是否具有共通之產業標準（industry 
standard）甚而標準必要專利（standards-essential patents）。

就前者，參酌前揭電動汽車鋰電池案中公取委首先檢視電動汽車鋰電池在性質上

相較其他鋰電池具有高電容、抗震動及高低溫、使用壽命長、須特定技術等特點，故

認與用於行動電話、筆記型電腦之一般鋰電池間不具高度需求替代或供給替代；次將

電動汽車分為僅使用電力作為動力或混合燃油系統與電動系統等不同車種，進可將電

動汽車鋰電池分為「高動力」及「高容量」
70
，因此兩種電動汽車鋰電池在用途、所

需技術不同且在製造上難以轉換，故認兩者間亦不具高度需求替代或供給替代。

依此論理，應可推論我國電動機車鋰電池與一般鋰電池間不具高度需求替代或供

給替代；其次，我國目前使用鋰電池之電動機車製造廠商均屬PBGN聯盟成員71
且均係

生產純電動機車，故其使用之電池間應認具高度需求替代，惟是否具高度供給替代，

須視是否用途與技術相同且非在製造上難以轉換而定。若睿能以外之其他廠商所用鋰

68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指出，電動機車與傳統機車有許多共用零組件，包
含車身、轉向、煞車及避震系統等，而電動機車關鍵零組件在動力電池、動力
馬達及控制器3樣零組件佔整車成本近8成(概估電池成本佔約35%、馬達25%、控
制器20%)。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網站，https://www.artc.org.tw/chinese/03_
service/03_02detail.aspx?pid=13298，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69 包括電動馬達、電池組、電池芯、電池管理系統等。
70 前者用於用於混合系統車種；後者用於純電動汽車及燃料電池電動汽車。
71 即得透過睿能所建置之GoStation電池交換站來進行規格相近之睿能Gogoro Network
電池之充、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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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係均由睿能生產、提供
72
，則無轉換為其他廠商之可能而自始不具供給替代；反

之，若容由睿能授權其他廠商生產，則因兩者所生產之鋰電池在用途、技術上均相同

且應無製造上難以轉換問題，故得認具有高度供給替代。至於其他未加入PBGN聯盟
之三陽機車與光陽機車係採用自行研發之電池（例如三陽採用鋁電池以及與中油合作

之軟碳鋰電池），與睿能Gogoro Network電池間並不相容，故應不具高度需求替代或
高度供給替代，而難認兩者屬同一產品市場。

就後者，原先經濟部擬主導推動電動機車公版電池規格，惟因光陽與睿能兩方意

見相持不下導致破局，故經濟部亦於2019年宣布將尊重市場機制決定73
。是以，目前

應難認有一事實上或法律上產業標準，故亦難謂有標準必要專利存在可言。惟若除睿

能以外其他PBGN聯盟廠商欲透過授權自行生產電池，考量因睿能其Gogoro Network
電池相關專利，核屬為不可或缺之投入要素，故相關市場似尚應包括與是項產品有關

之專利授權市場。

e. 機車維修業之產品市場
維修屬機車相關服務之一環，且與零組件產品高度相關。依本文表3「機車整車

之營利模式比較」可知，燃油機車之維修係由車主自行決定服務車行及零件來源，故

在維修所需零件其功能及用途上均相同，且在無完全匹配而無替代選擇可能性之前提

下，原則應得認各燃油機車車行之維修服務間具高度需求替代及供給替代而屬同一產

品市場。若維修用零件係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之共用零組件，似得認燃油機車車行與

電動機車原廠服務中心所提供之維修服務亦屬同一產品市場；另一方面，電動機車或

因如電池等關鍵零組件僅原生產廠商得提供，故其維修服務亦僅由原廠服務中心所提

供。是以，燃油機車車行與電動機車原廠服務中心所提供之維修服務，自不具需求替

代及供給替代而分為不同產品市場。

最後，有疑問者係，機車銷售業與機車維修業之間，是否有主、後市場連動理

論
74
之適用，而應視為同一相關市場？ 

72 以山葉機車之EC-05 電動車為例，其使用說明書第35頁即載明「除另有約定外，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為英屬開曼群島商睿能新動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資產，提供予電動機車車主使用」。參見山葉機車公司網站，https://www.
yamaha-motor.com.tw/images/motor/ec05/BEN-F8199-T1.pdf，最後瀏覽日期：
2021/11/28。

73 王健全等，前揭註58，42。
74 該理論係指，當相關消費者在後市場被鎖入而無替代選擇，但在主市場已有充分
競爭的狀態下，其相關之競爭約束，足以傳遞至後市場，以致後市場的鎖入效果
在競爭上並沒有實質意義，需求者面對供給者變動商品價格時，並不是真正完全
無法或難以轉換交易對象或以其他商品替代，只是轉換或替代的過程較為迂迴。
此時可以將主、後市場視為是同一相關市場。參見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06年度民
專訴字第34號民事判決。該案即因主市場之汽車銷售市場競爭激烈，產生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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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維修零件係燃油機車專用或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之一般共用零組件，則因替代

選擇眾多，在後市場未發生任何鎖入（lock-in）之情形，自無須適用主、後市場連動
理論。惟若係電動機車之電池，抑或是有完全匹配需求之共用零組件，則確有無替代

選擇而發生鎖入之可能。此際若主市場即機車銷售市場已充分競爭，而容需求者有迂

迴轉換交易對象之其他可替代之選擇，則應有主、後市場連動理論之適用，而得將電

池市場與電動機車銷售市場視為同一產品市場、具完全匹配需求之共用零組件市場與

燃油機車及電動機車銷售市場視為同一產品市場。

（6）機車產業之地理市場界定
依市場界定原則第2點、第3點及第5點，機車產業之地理市場界定應優先審酌需

求替代，並考量自交易相對人角度各因素。首先，無論動力來源或輸出動力大小為

何，非屬奢侈品之代步用機車或其零組件，究其產品特性應無任何例如易於腐爛、凝

固或爆炸等迫使運送距離或銷售範圍受限之要素存在，前揭與機車相關各法規或行政

規則中亦無任何區域性限制之規定。

另自交易相對人角度觀之，縱具基本代步功能機車之動力來源或輸出動力大小有

所不同，仍難想像一般消費者會有因區域不同而難以購入或須透過特定經銷商或店家

方能購入之情形；機車產品亦少見有因區域不同而有相同產品價格明顯變化、僅限在

特定區域方能購入之款式等情形。

至於交易相對人選擇在不同區域購車之交易成本，其內涵包括其透過實體或線上

詢價比較所耗費的資訊成本與時間成本、購入機車地與運送地非屬同一或鄰近縣市所

產生之運輸成本等。考量我國現行地理區位、運輸方式及費用與交通因素後，假設一

臺北市消費者，實體跨區至高屏一帶再逐一至各機車行詢價比較後購買機車，再自行

騎回台北或托運回台北
75
，縱因尚有其他如網路購物或電話詢價等交易成本較低、獲

取產品便利性較高之方式可選擇，而難免有欠缺經濟合理性之虞，惟似難謂對交易相

對人而言即屬於無法負荷之交易成本。是故以，綜合考量產品特性、獲取之便利性、

運輸成本與交易成本等因素後，似可界定地理市場為全國。

至於租賃機車則多由單一車行在風景區、離島地區或各大火車站周邊特定地點提

供借還車服務，實際上交易相對人若為旅遊目的而租賃機車，亦少有至目的地以外不

同區域另行租賃後再騎乘至目的地之情形；共享機車亦多設有僅在營運範圍內提供借

還車服務之限制
76
。考量前揭服務特性與交易相對人角度，租賃機車服務之地理市場

市場連動現象，而認汽車銷售及其後的車燈維修替換市場為同一相關市場。
75 即距離最遠、資訊成本與時間成本最高、包括運費、保險費及包裝費在內之運輸
成本最高之情形。

76 例如WeMo之營運範圍即係以官方公告與 WeMo APP的地圖顯示為主，目前限於
臺北市、新北市及高雄市之部分行政區。使用者得騎到營運範圍外，惟須在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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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界定為租賃機車車行所在地該縣市及鄰近地區，而共享機車服務之地理市場應界定

為其經營區域之範圍內。

最後，獨立之燃油機車車行所提供之維修服務一般係由交易相對人騎乘至該車

行所在地進行維修，或在機車損壞程度已達無法騎乘時由車行將機車載回車行再行維

修並酌收運費。依交易相對人相當時間內可達之交通距離及提供服務之車行其移動習

性，該維修服務之地理市場應僅限於該車行所在地該縣市及鄰近地區此一範圍內；至

於電動機車原廠服務中心所提供之維修服務，縱自交易相對人角度觀之，實際上與獨

立燃油機車車行之間差異不大，惟考量若各地區原廠服務中心之維修服務內容相近，

原則上應認其地理市場範圍，與設有原廠服務中心之地理區域相同
77
。

2. 機車產業之結構
（1） 事業市場力量之評估方法 

具體用於推估市場力量之方法，大致分為直接推估與間接推估兩種
78
。我國實務

上最常被使用者應屬計算容易之市場占有率
79
。惟應注意市場占有率仍僅屬間接推估

市場力量之代理變數之一，充其量僅為用於推估之必要條件，故不得逕據以認定等於

市場力量，自不待言
80
。

市場力量之評估著重在事業行為對於所界定相關市場之競爭所生之影響，並以事

業市場力量大小判斷影響程度。惟事業前揭行為之性質與類型既有不同，則切入評估

市場力量之角度亦應不同
81
。例如，公平法第8條明文規定獨占之認定標準除得自市場

占有率或會計年度事業總銷售金額加以評估外，尚容主管機關認定之空間
82
；或就聯

範圍內方可還車。威摩（WeMo）科技公司網站，https://www.wemoscooter.com/
help，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77 例如睿能在全國共22縣市設有服務中心，光陽雖在全國共10縣市設有維修據點，
惟東部地區迄今尚未有維修據點。睿能創意股份有限公司網站，https://reserve.
gogoro.com/，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光陽工業公司網站，https://www.ionex.
com.tw/map，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78 直接推估包括價格成本差分析、利潤分析、需求或價格分析；間接推估則包括相
關市場描述、市場占有率、集中度、HHI指標、UPP指數分析、參進障礙或買方力
量等。市場力量之推估方法相關說明，參見胡祖舜，前揭註13，116-131。

79 依公平法施行細則第4條可知，計算事業之市場占有率時，應先審酌該事業及該相
關市場之生產、銷售、存貨、輸入及輸出值（量）之資料，且所需之資料，得以
主管機關調查所得資料或其他政府機關記載資料為基準。

80 學說指出應以作為商品或服務供給者之事業其銷售金額占相關市場實際總銷售金
額比例計算市場占有率，最能實際反應該事業之商品或服務在該市場供需中之份
量、影響力及競爭力。廖義男，前揭註30，67。

81 廖義男，前揭註30，53。
82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3條亦規定，獨占之認定應審酌市場占有率、商品或服務之
替代可能性、事業影響相關市場價格之能力、他事業加入相關市場有無不易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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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行為之「影響市場功能」此要件，即有認以事業合意約束彼此競爭而使交易相對人

可感受到其選擇可能性減少之效果為已足
83
；至於為差別待遇及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

活動均以「有限制競爭之虞」為構成要件，實務認須達到獨占事業最低門檻之10%市
場占有率方認具有「相當市場力量」，其行為始具有限制競爭之虞之可能性

84
。

（2）機車產業之結構判斷
公平會過往委外研究報告

85
、國內實務報導

86
或早期處分書中就市場地位之說明均

大同小異
87
，且分別依國內銷售量及累計領牌數計算國內市場占有率與縣市地理市場

之市場占有率。此際尚無電動機車之銷售量或銷售金額等統計數據。經過20餘年後，
本文認應檢視現行機車產業市場其結構是否有所變化，惟在檢視經濟部工業產銷存動

態調查
88
與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之統計資料

89
後發現，前者雖有銷售金額數據惟未

區分各機車事業，故僅容以後者之銷售輛數數據計算市場占有率。

2020年度燃油機車內銷90
總輛數為845,997輛，前三大事業依序為光陽、三陽、

山葉
91
；若將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視為同一市場，則內銷總輛數增至938,930 輛，前

之困難，商品或服務之輸入輸出情形等要素。其他如公平法第11條及第12條就結
合事業市場力量之評估，除市場占有率或會計年度事業總銷售金額外，尚以是否
對他事業具有控制從屬關係及控制性持股關係為認定標準。

83 廖義男，前揭註30，57。
84 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1435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公訴字第2號行
政判決。

85 劉坤堂等，前揭註47，47-48。
86 楊家駿，前揭註48，116-117。
87 其論述多為：「按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統計資料顯示，國內機車生產事業僅
存10家，供應國內需求者僅有三陽、山葉、光陽、台鈴、偉士伯、摩特動力及永
豐等7家事業，另國內86年各機車製造事業總內銷量為101萬餘輛，前四大事業
依序為三陽、山葉、光陽、台鈴，市場占有率則分別為32.8%、31.0%、27.0%、
5.9%，前四大廠商市場集中度為96.7%，若依貝恩指標（Bain Index）市場集中度
之判斷，屬極端高度集中型，本會並於82年依法公告三陽、山葉、光陽公司為機
車市場之獨占事業。另依台灣山葉機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之縣市機車領牌資
料顯示，87年1月至9月山葉機車於台南市〈總經銷商達葉股份有限公司〉與台南
縣〈和葉股份有限公司〉之累計領牌數分別為13,289輛、8,776輛，該等縣市地理
市場之占有率依次為36.8%及37.4%」。

88 經濟部網站，https://www.moea.gov.tw/Mns/dos/content/Content.aspx?menu_
id=6819，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89 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網站，https://www.ttvma.org.tw/，最後瀏覽日期：
2021/11/28。

90 因前揭市場界定之結果無論就運輸成本採何種見解，地理市場均在我國國內，故
僅以台灣內銷市場之銷售量計算，應無疑問。

91 其市場占有率分別為39.29%（332,409輛）、33.86%（286,474輛）、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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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事業依序仍為光陽、三陽及山葉，其市場占有率分別為35.61%（334,367輛）、
30.58%（287,100輛）、20.62%（193,573輛），專門生產電動機車之睿能其市場占有
率為8.74%（82,101輛）。惟無論是否計入電動機車，前揭三大事業仍占有超過8成以
上市場，故原則上得認市場結構未有太大變化，而仍屬於極端高度集中型，且前三大

事業依公平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仍屬獨占事業；睿能因其市場占有率未達10%，
故依同法第8條第2項而非屬獨占事業92

。若僅限電動機車市場，則睿能以銷售輛數計

算之市場占有率高達88.34%，亦屬獨占事業，其他廠商當中以山葉具有次高之市場占
有率，然僅有3.26%。

惟日後縱有充分證據足認共享機車與一般燃油及電動機車屬同一產品市場時，然

似不宜再依市場占有率評估市場力量
93
，而顯有採取其他評估市場力量方法之必要。

至於如電池等電動機車零組件或機車維修業等相關市場，亦有無法取得相關數據
94
以

衡量市場力量之問題存在。

三、機車產業競爭議題探討與案例實務

（一）機車產業垂直整合、跨業經營及同業聯盟合作之限制競爭（一）機車產業垂直整合、跨業經營及同業聯盟合作之限制競爭

1. 機車產業與垂直整合
（1）公平法相關規範與機車事業規範說明列舉之態樣

「垂直整合」實非公平法條文用語，參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

說明」第5點第2項規定95
、公平會之相關處分書與相關裁判

96
，可知垂直整合事業應似

（190,545輛），民國86年時第四大事業之台鈴則僅有1.48%（12,485輛）。
92 依據公平會中華民國104年3月4日公綜字第10411601871號令可知，依公平法第8條
第2項，訂定上一會計年度事業總銷售金額未達新臺幣20億元者，該事業不列入獨
占事業之認定範圍。惟因睿能公司未公開發行而無法自公開資訊觀測站取得總銷
售金額，故僅容以市場占有率之方式判斷其非屬獨占事業。

93 因我國經濟部統計處之運輸工具租賃業營業額數據，未細分至包括機車、船舶或
飛機等出租「其他運輸工具租賃業」，亦未以廠商別加以編制，故難以作為衡量
機車租賃或共享機車各廠商市場力量之數據。此外，以銷售量數或銷售金額之數
據與服務業之營業相關數據來計算作為判斷市場力量代數之市占率，亦難以比
較。

94 包括銷售量、銷售金額、電池租賃之營業額、機車維修服務之營業額等。
95 該項規定：「具獨占地位之電信事業有下列行為之一者，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9
條規定：(二)垂直價格擠壓：同時經營上、下游市場之垂直整合電信事業，上游市
場處於獨占狀態，且於上游市場所提供之產品(服務)，為其他下游市場內競爭者之
關鍵投入要素（essential input）。為阻礙或排除下游市場之競爭者，透過提高上游
市場產品(服務)價格、降低下游市場產品(服務)價格或其他類似降價之方式，迫使
具有相同效率之下游競爭者退出市場之行為。」

96 例如公平會公處字第105118號處分書：「⋯被處分人身為頻道代理商，亦為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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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事業同時經營上、中、下游市場之情形。公平法所欲規範之垂直價格擠壓，係指垂

直整合事業，上游市場處於獨占狀態，且於上游市場所提供之產品（服務），為其他

下游市場內競爭者之關鍵投入要素（essential input）。為阻礙或排除下游市場之競爭
者，透過提高上游市場產品（服務）價格、降低下游市場產品（服務）價格或其他類

似降價之方式，迫使具有相同效率之下游競爭者退出市場之行為，而涉及違反公平法

第9條之限制競爭規定97
。即垂直整合事業利用其獨占力量，以操縱價格為主要手段加

以限制競爭
98
。而機車事業規範說明第3點所列舉可能違反公平法之態樣中，雖未包含

獨占事業不正行為，惟同規範說明第4點明示其僅列舉若干機車事業常見之可能牴觸
公平法之行為態樣，故自應解為未排除之。

依前揭定義，垂直整合之機車事業應指同時經營機車零件製造業、機車製造業與

機車銷售通路之事業，其若係生產機車所不可或缺之特定關鍵零組件之獨占事業或擁

有為生產該零組件所不可或缺之關鍵專利，而出於阻止或妨礙競爭之目的，針對其他

所有或特定之機車製造業（相對下游市場競爭事業）採取提高關鍵零組件之價格或專

利授權金之手段，抑或針對所有或特定之非自營經銷商或獨立車行（絕對下游市場競

爭事業）採取提高機車或關鍵零組件之價格或減少供應，或僅調降供應直營經銷商機

車其價格之手段
99
，則應屬前揭之獨占事業不正行為。如電動機車之電池即屬生產電

動機車或維修電動機車所不可或缺之關鍵零組件，倘同時製造電池、電動機車並擁有

下游銷售通路之垂直整合機車事業係該電池之獨占供應事業，以抬高電池價格或授權

金之方式限制其他電動機車製造廠商等下游市場之競爭者，即屬之。

統經營者中嘉公司100%持股之子公司，服從中嘉公司之統一指揮權，渠等具垂
直整合關係，中嘉公司所屬11家系統經營者中，新○波、家○與大豐跨區具競爭
關係；數○○空與大○既有經營區具競爭關係；慶○、港○與新高雄具競爭關
係」；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181號判決：「按正隆、榮成、永豐餘公司經
營一級紙廠，同時兼營下游二、三級廠，為垂直整合之業者」；最高行政法院88
年判字第2568號判決：「中鋼公司於被告調查時另陳稱中碳公司將原有中間廠商
納入經銷體系，繼續供料，建立垂直整合等情」。

97 公平法第9條規定：「獨占之事業，不得有下列行為：一、以不公平之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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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另外，實務上垂直整合事業尚可能與其他垂直整合事業同利用其垂直整合之優
勢，基於聯合行為之合意一致性調漲下游市場內競爭者其關鍵投入要素價格，而
違反公平法禁止聯合行為相關規範，參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更二字第48
號判決。惟此似非屬垂直整合直接涉及之競爭議題，併此附言。

99 其他如採取掠奪性訂價，以低於平均變動成本之價格銷售下游市場產品或提供服
務、無正當理由對下游市場之競爭事業為差別定價或差別待遇，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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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行機車產業經營與營利模式中之垂直整合
目前機車產業中屬獨占事業之三大燃油機車廠商應均屬垂直整合事業，惟是否

有針對絕對或相對下游市場競爭業者為前揭獨占事業不正行為，則尚須仔細調查。另

在電動機車市場中睿能係PBGN聯盟各廠商所使用Gogoro Network電池之獨占事業並
擁有相關專利，惟其在2018年曾聲明若其他電動機車製造廠商在生產電動機車時係使
用睿能之電池、換電系統並購買睿能電控系統者，即享有睿能換電系統專利授權，無

須再另行支付權利金
100
。縱該聲明在電池公版規格協商破局之後是否仍有效力容有疑

問，惟似難逕認現有其利用獨占力量不當提高授權金之積極證據存在。

2. 機車產業與跨業經營及同業聯盟合作
（1）公平法相關規範與機車事業規範說明列舉之態樣

「跨業經營」亦非屬公平法條文用語，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數位匯流相關事

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第1點101
可知，其應似指事業透過合併、持股或新設分

支事業之方式，進入另一關連市場範疇之「跨業擁有」以及事業透過既有基礎設施、

服務、技術或經營知識，提供原屬另一市場範疇服務之「整合服務」。前者與公平法

第10條第1項結合規定有關者，包括與他事業合併102
（同條第1項第1款）以及持有或

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

（同條第1項第2款）。至於事業以自行新設分支事業方式進入另一關連市場者，抑或
跨業擁有後所提供之「整合服務」，若未有獨占事業不正行為或其他限制競爭之情

事，應非公平法擬規範之對象。若事業係以與二以上事業合資新設事業方式跨業經營

者，可能涉及同法第10條第1項4款「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之
情形

103
。

100 Yahoo新聞網站，https://tw.news.yahoo.com/%E9%9B%BB%E5%8B%95%
E6%A9%9F%E8%BB%8A%E6%8F%9B%E9%9B%BB%E8%AD%B0%E
9%A1%8Cgogoro%E4%B8%9F%E9%9C%87%E6%92%BC%E5%BD%88-
%E5%AE%A3%E5%B8%83%E6%8F%9B%E9%9B%BB%E7%B3%BB%E7%B5%B
1%E6%9C%89%E6%A2%9D%E4%BB%B6%E5%85%8D%E8%B2%BB%E9%96%8
B%E6%94%BE-091925404.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101 該點規定為：「隨著通信網路及數位技術高度發展，通訊、傳播及資訊科技匯
流發展已蔚為趨勢，而配合自由化、法規鬆綁及解除管制理念逐漸落實，業帶
動數位匯流相關事業之跨業經營，其主要型態可概分為「跨業擁有」及「整合
服務」，前者係指事業透過合併、持股或新設分支事業之方式，進入另一關連之
市場範疇，例如電信業者透過與有線電視業者結合而進入有線電視市場；後者
則為事業透過既有基礎網路、服務、技術或經營知識，提供原屬另一市場範疇之
服務⋯前等發展趨勢原則上有助於促進各個關連市場之競爭，提供消費者更多
選擇，惟數位匯流相關事業跨業經營亦可能使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或市場力不當擴
張，而涉及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行為，則仍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

102 包括新設合併與吸收合併兩種合併方式。
103 依同法第13條第1項之反面解釋可知，公平會僅得在結合行為其「限制競爭之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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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事業規範說明內列舉涉及公平法行為態樣中與跨業經營相關者包括合併，以

及若機車事業與其他非屬同業之事業間具控制從屬關係
104
，則尚符公平法第11條第1

項結合申報之要件，倘無同法第12條之情形，自應於結合前先向公平會申報。具體而
言，倘電動機車事業為追求服務創新、擬提升機車智慧化及聯網功能而選擇跨業經營

（如行動支付相關事業、App開發相關事業或大數據分析相關事業）時，若以合併、
取得股份之方式結合其他事業以達成跨業擁有者，自應依前揭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

第12點規定就其結合進行審查。
「同業聯盟合作」既非屬公平法條文用語，亦未見於公平會發布之任何行政規則

當中，惟觀其字面應與同一市場中各競爭事業所進行之聯合行為較具關連。若該合作

係出於聯合行為之合意，以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術、產品、設備、

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方式進行，且無公平法第15條第1項
但書例外規定之適用時，則屬違法之聯合行為；倘若係以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之結

合方式進行合作，則仍屬前揭結合規定所規範
105
。

機車事業規範說明內列舉涉及公平法行為態樣中與同業聯盟合作相關者，均屬聯

合行為
106
。具體而言，例如電動機車事業與其他競爭事業為飢餓行銷，以口頭方式

107

達成限制特定規格電動機車生產數量之合意，抑或為控制生產成本而約定禁止引進某

益」大於「整體經濟利益」時，始得禁止結合。若屬多角化結合，則尚須考量法
令管制改變之可能性及對參與結合事業跨業經營之影響、技術進步使參與結合事
業跨業經營之可能性以及參與結合事業原有跨業發展計畫等因素（結合申報案件
處理原則第12點）。

104 公平交易法細則第6條規定：「本法第10條第2項與第11條第2項所稱控制與從屬關
係，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事業持有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
他事業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二、事業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
業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致一事業對另一事業有控制力。三、二事業間，
有本法第10條第1項第3款或第4款所定情形，而致一事業對另一事業有控制力。
四、本法第11條第3項之人或團體及其關係人持有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
額，超過他事業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一、事業與他事業之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
相同。二、事業與他事業之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上為相
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

105 因合作雙方之間具有水平競爭關係，而須考量單方效果、共同效果、參進程度、
抗衡力量等因素（結合申報處理原則第9點）。

106 包括倘機車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其他同業以停止
供貨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且無公平法第15條第1項但書例外規定適用之行為、
機車經銷事業倘以集會或透過經銷組織之股東會、董事會等方式，為共同約定或
限制區域經銷商、專賣店、非專賣店轉售價格、共同促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爭之
行為。

107 惟一般情形下，事業較少以簽訂契約或明示之合意方式達成聯合行為，多以暗中
勾結或其他方式之合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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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能提高電池電容但授權金額高昂之技術，且已影響市場供需功能者
108
，即屬之。惟

若係為確保屬關鍵零組件之電池輸入，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者，則可能因

有益於總體經濟與公共利益而屬於符合公平法第15條第1項但書第4款所規定聯合行為
之例外，然仍須經向公平會申請並獲許可，自不待言。

（2）現行機車產業經營與營利模式中之跨業經營及同業聯盟合作
觀察各燃油機車事業現行經營與營利模式可發現，目前其首要選擇跨業經營之

目標關連市場
109
，應為日漸成長之電動機車產業，惟現階段多由各燃油機車廠商自行

發展，蓋尚未聽聞有任一燃油機車事業欲出售其電動機車事業或釋出持股之情事，故

似無因跨業經營而申報結合之案例。另在電動機車市場已長足發展且屬獨占事業之睿

能，雖為提高產品附著度而有跨業經營之高度動機，惟目前多係採取策略合作
110
，而

非合併或取得股份
111
。

至於同業聯盟合作，目前PBGN聯盟成員廠商所生產之電動機車係共同使用睿能
Gogoro Network電池，且使用同為睿能公司所建置GoStation電池交換站進行電池之充
電或換電。其他之合作態樣尚包括聯盟成員間合作推出新型車款

112
。就此，似符出於

聯合行為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產品及技術之行為，且衡其市場占有率足認

對相關市場之供需產生影響而屬於聯合行為。惟在整體經濟效益
113
上，似容主張適用

公平法第15條第1項但書第1款及第2款聯合行為例外規定114
，故尚不宜逕以前揭合作

108 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總和未達10％者，推定不足以影
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但事業之聯合行為係以限制商品或服
務之價格、數量、交易對象或交易地區為主要內容者，不在此限。參見公平會公
法字第10515600941號令。

109 惟若認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屬同一產品市場，則燃油機車事業進入電動機車市場
能否屬跨業經營，難謂毫無疑問。

110 睿能公司網站，https://www.gogoro.com/tw/news/2021-04-21-gogoro-hero-moto-
corp/，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111 睿能雖在今年（2021年）雖以合併方式結合美國Poema Global Holdings Corp.，
惟該合併對象係未實際經營業務、為與他企業進行合併所成立之特殊目的收購公
司（SPAC），故實難謂屬跨業經營。睿能公司網站，https://www.gogoro.com/tw/
news/2021-09-16-gogoro-ppgh-merger/，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112 例如，中華（emoving）與睿能在今年（2021年）即合作推出新款換電式電動
機車EZ1。數位時代網站，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64643/emoving-ez1，
https://www.gogoro.com/tw/news/2021-09-16-gogoro-ppgh-merger/，最後瀏覽日期：
2021/11/28。

113 此舉具有使睿能公司擴大生產規模創造規模經濟以降低其生產成本、使除睿能以
外其他聯盟成員降低獨自開發電池及充電設備之高額投資成本，將該部分資金運
用於提昇電動機車品質如智慧化等電池以外面向相關之研發等益處。

114 公平法第15條第1項但書第1款及第2款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但有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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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即認有違反公平法聯合行為相關規範之情。

另PBGN聯盟之合作態樣是否符合以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之結合方式進行合
作，而須就其結合提出申報？惟所謂「共同經營」，指數公司為共同利益，服從統一

之指揮，共同營運同一業務，以求經濟之一體化
115
。然PBGN聯盟之合作縱出於共同

利益之目的，惟實難認已達服從特定公司統一指揮以達經濟一體化之程度，故似尚難

謂須為此提出結合申報。

前揭電動汽車鋰電池案之內涵即似較近於跨業經營，故公取委即就該結合對市場

競爭之影響進行審查
116
，最終判斷此跨業經營結合案件不致實質限制市場競爭。雖非

機車市場相關案例，仍應有未來執法參考之處。

（二）限制價格對市場競爭之影響分析（二）限制價格對市場競爭之影響分析

1. 限制轉售價格對市場競爭之影響
限制轉售價格咸認屬限制競爭行為，蓋經濟學上決定商品售價之因素眾多，限制

轉售價格即當事人間透過契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相對人日後販賣價格
117
。原應依經濟

理性定價，現因當事人間合意將價格限制或鎖定，使廠商間價格競爭秩序遭破壞或瓦

解。此種垂直交易限制，得避免或防止零售商和批發商間之利潤(des marges)，因彼此
價格競爭影響而遭侵蝕。

公平法第19條規定：「事業不得限制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

情形之一，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經申請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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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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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公平會公處字第102152 號處分書。例如數事業間訂定損益全部共同之契約、數事
業間於重要經濟決策事項整合為經濟一體、核心業務統一指揮與共同營運、營運
用設備及產品共同採購、資源共享等。至於損益分配，則依照各事業投資比例或
其實際價值比例為之，且需經常共同經營，如僅係偶爾為之，則非屬之。公平交
易委員會，前揭註20，67

116 公取委首先檢討豐田汽車與Panasonic公司是否會對豐田集團之競爭事業拒絕供應
電動汽車用鋰電池（包括高容量之三角形等鋰電池與高動力之三角形等鋰電池）
而導致產生封鎖市場之問題，並基於前揭兩款鋰電池商品市場當中均有市場占
有率達40%以上之競爭事業存在、縱日本國內之商品價格上漲亦容增加進口等理
由，肯認縱有拒絕供應前揭鋰電池商品予競爭事業之情形，亦不致於導致發生市
場封鎖。另就豐田集團可能透過前揭合資公司取得並利用其他汽車製造事業所享
有與競爭相關之秘密資訊，進而導致發生市場封鎖此一問題，公取委在審查豐田
集團所提出之防範資訊洩漏措施後，肯認若以實施該措施為前提應不致於發生市
場封鎖。

117 實務運作態樣如製造商要求經銷商轉售產品之最低或最高價格，或訂出一價格區
間。即製造商藉此對產品市場行使一定之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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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118
。其規範目的主要係因

約定轉售價格將使消費者選擇減少而可能限制競爭。惟學者曾以實證分析認國內機車

各品牌長期實施限制轉售價格下，反有促進各品牌經營創新與提昇行銷通路經營素質

之正面效益
119
。

最高行政法院曾認：「限制訂價之自由，將使特定商品『品牌內』之價格競爭完

全趨於消滅，再因品牌內競爭喪失，使得該特定商品價格下降壓力減少，進而間接導

致『品牌間』之競爭減少，故具有高度之限制競爭效果…自應視為當然違法
120
」。亦

即，在判斷限制訂價是否合理正當時，須審酌限制訂價自由是否有導致品牌內價格競

爭完全消滅。即在具體個案中須衡量限制轉售價格對於競爭之促進及限制兩者間之消

長關係，來確定其正當性
121
，且應由經銷商負舉證責任，證明其限制下游經銷商及零

售商之轉售價格有其正當理由
122
。至於限制轉售價格之認定，實務有認僅客觀上有為

拘束交易相對人定價自由之行為，即足當之
123
。

就限制轉售價格促進競爭之依據，學理上曾提出「外部性理論」，即所謂「特殊

服務理論」或「品質驗證理論」
124
，認限制轉售價格使事業較具投入勞力時間費用改

118 比較法上，如法國法上之限制轉售價格，則規定於現行法國商事法典(Code de 
commerce)第442-6條規定：「任何人直接或間接對某項產品或財產之再銷售價格
及所提供服務之價格，或商業邊際利潤強制規定最低數額者，處1.5萬元罰鍰。」

119 陳紀元、李培齊、姜禮華，「品牌內限制轉售價格與限制競爭—台灣機車市場實
證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10卷第2期，57-86 (2002)。

120 最高行政法院92 年度判字第 825 號判決。
121 黃銘傑，「限制轉售價格之規範理念與革新之道－以經濟分析及我國法制變革為
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27卷第3期，48(2019)。

122 具體而言，上游經銷商應證明其限制轉售價格之必要性，包括限制轉售價格之
期間及範圍，甚須提出證明其限制轉售價格乃有助於促進競爭，再由公平會審
酌是否符合公平法第19條但書之正當理由。公平會網站，http://www.ftc.gov.tw/
upload/1060705-2-2.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123 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裁字第1597號裁定認為「公平交易法第18條前段規定（按：
現行公平交易法第19條前段）課予事業應容許交易相對人自由決定轉售價格之義
務，又該等應作為義務之違反，以客觀上有拘束交易相對人定價自由而為之限制
轉售價格行為，即足當之，並不以事業與交易相對人間有轉售價格限制之主觀合
意約定為必要。至同條後段所稱『有相反之約定者，其約定無效』，旨在明文規
定事業與交易相對人間，如係以合意約定之方式限制轉售價格時，該等合意約定
之效力為無效」。故若製造商指定單一最高或最低價格，或指定一價格區間，甚
或未明白指定一價格或區間，但對低於或高於特定價格或區間之經銷商或零售商
以契約加以制裁，仍屬客觀上拘束交易相對人定價自由之行為。惟在具體個案
中，何種行為會被認屬拘束交易相對人之定價自由，誠難判斷。

124 特殊服務理論主要在於避免消費者選擇先到有試用、樣品等專櫃或商店，享有特
殊服務，後來再到價格較低之店家購買；品質驗證理論則避免消費者到有庫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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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服務（如向客戶詳盡解釋、展示如何操作）之誘因，而具提升通路效率、促進品牌

間競爭之經濟效果。又，製造商藉由限制轉售價格阻止通路商間惡性價格競爭而轉向

售後服務競爭，尚有避免造成品牌形象下滑、維持品牌形象且提高品牌競爭力此一動

機
125
。

以機車產業來說，機車之定價考量因素眾多。製造商須慮及零組件價格等製造成

本、經銷成本、現行排放標準、其他替代商品價格變化等因素；銷售商須考量流通成

本、倉儲成本、自身財務狀況等因素。若採限制轉售價格使品牌內產品價格一致，是

否足以保證機車經（代）銷商與專銷商轉向為服務競爭，須先釐清服務品質具體指涉

為何
126
。以經銷商同時提供實體與網路通路為例。相較傳統實體通路，網路通路可節

省消費者出門購物成本，使廠商得在原產品附加「網路屬性」，以滿足上網消費者與

產品相關各種延伸性需求
127
，故似得認屬服務競爭之一環。惟學說亦有指出網路商店

進入會使實體零售商受到壓力，導致零售價格低於網路商店尚未進入時的價格
128
。亦

即，各品牌內之限制轉售價格若能促進服務競爭，則或有反向導致品牌間價格競爭之

可能。

又因我國限制國外機車進口，故機車銷售通路除無進口代理商外，其餘大致均與

汽車相同，且因機車使用年限較短、購買週期較短，故銷售點擴展相形重要
129
。故若

限制轉售價格使銷售通路維持一定利潤率，或可鼓勵其投入服務競爭，或搭配廣告並

展示機之店家，或有提供試乘服務之機車行試乘後，再到網路上或較便宜之店家
購買。為遏止此種現象，即會使用限制轉售價格之機制，避免店家因為削價競
爭，而產生搭便車之情形。楊智傑，「歐盟競爭法轉售價格維持與電子商務發展
下之反思」，公平交易季刊，第27卷第2期，47(2019)。

125 法國Concurrences出版社網站，https://www.concurrences.com/fr/dictionnaire/prix-de-
vente-impose， 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126 蓋104年公平法第19條修法意旨係參酌國際潮流之趨勢，如最高轉售價格等有正當
理由者，即不在此限。惟修法後迄今，仍鮮見得適用該條但書規定者。故為判斷
是否該限制品牌內競爭行為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自應在確認
服務品質之內涵後方得為之。

127 陳其美、周善瑜、蕭櫓、陳碧麗，「競爭廠商之產品策略與網路通路策略」，管
理學報，第24卷第2期，113（2007）。

128 惟此係以網路商店與實體零售商非屬一體為前提，若事業採代銷制而由產製廠商
訂定價格委託代銷商代為照價出售，因其無調整網路售價之經濟誘因，故似難謂
需分就網路售價與實體通路售價而為不同評價；然若採買斷賣斷經銷模式，最終
銷售通路自得依其競爭優勢、採實體通路或採網路通路之成本高低而分就網路售
價與實體通路售價設定不同價格。陳振明、谷春芸，「面對網路商店進入下雙通
路競爭之定價策略」，電子商務學報，第15卷第3期，363（2013）。

129 劉祥熹、汪俊傑，「台灣地區機車業競爭態勢、經營行為與市場績效關聯性之研
究：兼論對公平交易法之政策涵義」，中山管理評論，第13卷第2期，38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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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其他行動來增加產品需求，進而促使新廠商及品牌進入市場。

2. 機車產業關於限制轉售價格之發展與現況
我國機車市場在1982年前，依學者觀察亦有限制轉售價格，惟當時國內機車廠

商共有十餘個品牌較為競爭，當時經銷商與零售商除銷售利潤外尚有銷售獎金，從而

各經銷商與零售商為能順利成交以賺取銷售獎金，在價格上常以降價促銷作為銷售手

段，故雖價格仍係由製造商訂定，惟實際上限制轉售價格約定未發揮實際功效
130
。

1983年至1991年期間，因國內機車廠商有感於之前削價競爭，故三陽、光陽及台
鈴等三家機車廠商，將各廠商原經銷商及主要零售商以合資方式共組「銷售公司」，

藉此實行較嚴格之限制轉售價格，在此制度下零售店利潤雖較以往為高，但主要原因

卻反非源於不為價格競爭，而係因通路減縮、減少經銷商層次而提高利潤；復因零售

商間不用再苦於降低價格，反可專注改善經營體質與服務品質，從而提高整體銷售；

故在此制度下限制轉售價格得免除經銷商與零售商之定價壓力，各機車廠商品牌經營

者得有較多時間輔導、教育訓練經銷商及零售商，從而提升經銷商與零售商之經營水

準及服務，反有利於品牌間競爭。將產品與通路結合，以此增加銷售據點，對此兩者

來說，均蒙其利
131
。以此模式尚可透過召開董事會來貫徹市場價格。惟經公平會處分

後，此一模式已難維持。

本文觀察現行機車市場雖仍見製造商與經銷商有成立關係企業之情形，惟由公開

資訊實難判斷是否有類似前揭透過銷售公司以達限制轉售價格之情。另一方面，公平

會對於限制轉售價格規範近來之發展趨勢，益發強調「正當理由」之解釋，並運用更

多經濟分析，以發現是否有更多促進競爭效果。若然，即允被處分人得例外主張限制

價格行為之正當性
132
。

（三）銷售區域之劃分及限制銷售區域對於市場競爭影響分析（三）銷售區域之劃分及限制銷售區域對於市場競爭影響分析

1. 銷售區域之劃分與限制銷售區域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
依公平法第20條所謂「銷售區域之劃分」或關於「限制銷售區域」之情事，係指

事業對於經銷商銷售區域的限制，在上開條文第5款中所稱「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

130 陳紀元、李培齊、姜禮華，前揭註119，65。
131 對於經銷商來說，成立銷售公司，一方面可以鞏固既有銷售據點，他方面可以吸
收他牌零售商或經銷商，以擴大經銷規模。而對於零售商來說，其藉由投資銷售
公司，也可以共同掌握品牌內銷售利潤，因為本來零售商可能只有銷售利潤及銷
售獎金，在成立銷售公司後，因為其投資成為股東，因此除了既有的銷售利潤及
銷售獎金以外，還會增加公司之盈餘分配及紅利，盈餘分配又分依投資比率、依
銷售比率及投資比率與銷售比率混合制三種。陳紀元、李培齊、姜禮華，前揭註
119，71。

132 任漢瑛、賴加慶、王政傑、林立、陳政揚，限制轉售價格之研究，公平交易委員
會107年研究發展報告，6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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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惟並非所有地區限制
133
均屬違法，只有當事業就該

項行為無法提出正當理由
134
，且該項地區限制之結果有導致妨礙市場競爭之虞時，方

有違法可能。一般而言，劃分銷售區域之考量因素應有商品本身屬性、運費占成本比

重大小、降低運費成本能否實質提高商品競爭力、是否實施數量配額、是否拒絕非所

屬客戶提貨等
135
。

前揭機車事業規範說明第3點所列舉違反公平法之行為態樣中，即規定「具有一
定市場地位之機車製造事業，倘有以對違反者採取罰款、限制配售新型車款或其他實

質制裁措施等不正當方法劃分或限制經銷商及區域經銷商之機車銷售區域或進銷貨對

象等事業活動，將有違反公平法第20條第5款規定之虞」。是以，若有採取前揭不正
當方法，自屬限制競爭之事由。

2. 機車產業關於銷售區域劃分與限制銷售區域之現狀
依本文前揭介紹燃油機車市場之現狀，無論是光陽機車銷售體系、山葉機車銷

售體系、台鈴機車銷售體系等觀之，皆無明顯以不正當方法劃分或限制銷售區域之情

形，亦未見有搭售、獨家交易、地域、顧客或使用限制及其他限制活動之情事，未來

僅需注意上開規範說明之態樣即可，近年亦無相關的違法案例產生。至於電動機車產

業，無論是在都會區或觀光區使用的電動機車買賣或租賃之區域劃分，皆係以消費者

偏好、換電站分布、以及資通訊便利程度等因素而考量，本文無論以訪談或問卷，均

未發現有以不正當方法劃分或限制經銷商及區域經銷商之機車銷售區域或進銷貨對象

等行為。

四、共享機車與機車租賃相關競爭議題分析

（一）共享經濟與機車租賃模式之關係（一）共享經濟與機車租賃模式之關係

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又稱協同消費（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最
初是1978年美國學者Marcus Felson與Joe L.Spaeth提出對於協同消費(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的概念。根據英國國家科技藝術基金會Nesta對於共享經濟的定義，凡是
利用網路科技連結分散的群體，促使貨品、技能及其他有用的事物，能更有效的利

用，均屬共享經濟的範疇
136
；歐盟執委會在2016年6月提出共享經濟綱領(A European 

133 在此之「限制」，通常態樣係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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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8條。

134 該項限制是否不正當，應綜合考量當事人之意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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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參照公平法第20條
第5款。

135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度訴字第646號判決。
136 後在2010年Rachel Botsman與Roo Rogers於《我的就是你的：協同消費的興起》一
書中，強調全球市場將由過度消費經濟轉變為共享經濟，此將為消費模式帶來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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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for collaborative economy)，其對共享經濟定義則加入以共享平台為介面，建立
公開市場以有效共享與利用有限之資源，並為此闡釋：「為一種商業模式，其透過共

享平台作為公開市場，使那些通常由私人用以短暫利用之貨品或服務更便利流通。共

享經濟通常不變動所有權，獲利與否亦在所不問
137
」。易言之，共享經濟以數位平台

為介面，使生活在社會之群體即使彼此不相識，亦能信賴彼此以共享資源。即透過資

訊與技術創新，擁有多餘和優勢資源之人得將其擁有資源，暫時性地且有效率地提供

他人使用，以符合整體市場需求。

然而，藉由去中心伺服器連結使用者群（peers）與使用者群（peers）組成之
共享經濟模式，已發展出兩種不同類型之商業模式

138
：一是，個人將其所擁有之資

產，透過數位平台進行相互分享或出租。例如出租住宿平台Airbnb139
、出租汽車平台

Uber140
、出租停車位JustPark141

等；二是，事業本身將其所擁有之資產，透過數位平

台將此資產分享出租。例如出租自行車平台YouBike142
、出租機車平台SKRT143

、電動

機車平台GoShare144
等。縱上開二者商業模式有異，惟均屬藉由去中心化伺服器以建

構點對點之資源共享整合，為資源充分分享提供便利性、流通性與暫時性之需求。就

我國機車租賃市場觀之，此種由數位平台與移動載具之協作所建立的公開市場經營模

式，即為共享機車租賃運作開創一個新興產業之經營模式
145
。

命性的影響。相關概念發展，參康廷嶽、黃柏偉，「由國際共享經濟發展探究我
國中小企業商機」，中小企業發展季刊，第36期，1-2（2015）。

137 李姿瑩，2016年歐盟共享經濟綱領，義大利率先推出共享經濟法，科技法律透
析，第27卷第9期，5（2016）。

138 Marcelo Corrales Compagnucci, “Legal Aspects of Decentralized and Platform-Driven 
Economies”, Legal Tech and The New Sharing Economy (2019).

139 Airbnb平台提供住宿媒合。Airbnb平台網站，https://www.airbnb.com.tw，最後瀏覽
日期：2021/11/28。

140 Uber平台提供車輛租賃與共乘的媒合，Uber公司網站，https://www.uber.com/tw/zh-
tw，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141 JustPark平台提供有需求車主與閒置停車位進行媒合。JustPark平台網站，https://
www.justpark.com，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142 Youbike平台是微笑單車股份有限公司建置之公辦民營自行車車租賃平台。Youbike
網站，https://www.youbike.com.tw，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143 SKRT公司網站，https://skrt.com.tw/zh/direct/taipei，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144  Goshare網站，https://www.ridegoshare.com，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145 劉易、盧宗成，消費者對電動機車共享使用意圖之推理探究，運輸計劃季刊，第

47卷第4期，271-296（2018）；DIGITIMES網站，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
article.asp?cat=158&cat1=10&cat2=10&id=0000581903_5PO88ZKF1BXASW2KI0W
MD，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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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享機車與機車租賃可能發生之競爭法議題（二）共享機車與機車租賃可能發生之競爭法議題

數位平台與行動載具協力作為基礎介面，為機車租賃提供更開放之市場與更多

元之經營模式，現今在機車租賃市場除有傳統機車出租店之型態外，陸續出現下列幾

種機車租賃平台：由燃油機車製造商或電動機車製造商直接設立之機車租賃平台，

如YATOGO、GoShare與UrDa；燃油機車由出租人提供，只是透過數位平台為設施基
礎，強化機車租賃服務，如SKRT即係平台業者和電動機車製造商合作所建立之租賃
平台，如iRent 、Wemo係平台業者藉由智慧科技平台，招募傳統租賃業者加盟，就不
同區域讓使用者有選擇電動車或燃油車之可能，如ZOCHA係平台業者以落實機車共
享經濟價值為目的，讓個人閒置運力充分發揮經濟效益；如Locklists平台係將單一資
產在多數使用者之間分時共用的典型性共享機車租賃。

過去公平會在傳統機車租賃市場曾處分業者之不實廣告
146
，惟似尚無任何以限制

競爭相關條文為依據之處分。至於現行之共享機車，依前揭目前市場上共享機車之型

態可知，Locklists機車租賃平台之經營模式與Uber最為類似147
，倘參照公平會先前在

Uber案所為處分，似仍以規範不實廣告較為可能148
。惟機車租賃事業依法非屬主管機

關申請核准始得經營者，Uber案例於共享機車租賃事業或難以逕行類比。
至於共享機車或租賃機車可能發生之限制競爭議題，則因未觀察到相關業者間有

公平法所欲規範之結合行為，亦未見前揭業者間有共同決定服務價格、數量、技術、

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之聯合行為。另就其他限制或妨礙公平競爭行為

部分，市場上亦未觀察到相關業者為其他有限制競爭之虞之行為
149
。綜言之，就共享

機車與機車租賃產業中具體是否有違反限制競爭相關規範之情況，仍有待於持續關注

市場之發展。

146 機車租賃業者實際收費價格與網站公告收費標準不符，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故依公平法第21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及同法第41條前段規定予以處
分。公平會公處字第101176號處分書。另參見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大字第2號裁
定、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483號判決。

147 謝杞森，「Uber與計程車之競爭相關爭議問題」，105年競爭中心專題演講彙編，
公平交易委員會，11-20（2016）。

148 公平委員會對Uber業者於「UBER 司機資訊網」刊載「開自己的免費加入最夯共
享平台時間自由，每周多賺上萬」等語以廣告推廣行銷載客服務，於廣告致生不
特定人誤認此係合法提供，更因該廣告招徠增加交易機會，對計程車客運業產生
影響，甚而引發排擠交易機會之可能，此係構成廣告不實，依公平法第21條第4項
準用第1項規定和同法第42條前段規定對Uber業者予以處分。參見公平會公處字第
105065號處分書。

149 例如公平法第20條各款所規定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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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目的係希望透過蒐集機車產業動態及營運模式，分析我國機車產業市場結構

及競爭關係，作為未來產業規範及競爭倡議之參考與建議。

傳統燃油機車是以銷售新車為主要獲利來源，因而透過與廣大車行合作增加銷

售通路，並以所有機車行為維修通路，且實體通路經銷結構（總經銷、代銷商、專賣

店、非專賣店之獨立車行）對銷售體系相當重要；電動機車銷售通路較少且可透過資

通訊連結需求之特性，增加與消費者間黏著性，相較於燃油機車，其透過售後服務獲

益之比重更大。目前電動機車業者原則採取車電分離之銷售模式，蓋電池技術仍存優

化高變動性、高單價性以及高耗損性等特徵，故採取電池出租、交換及充電服務等模

式，由睿能與其他廠商組成PBGN聯盟，光陽則自行研發建立自家電池與換電之服務
體系。

機車產業之市場界定應據市場界定原則為之，就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在價格條件

上是否具有需求替代，本文輔以消費者問卷調查並採用需求交叉彈性與臨界損失之經

濟方法為分析之結果，顯示兩者為同一產品市場，且考量機車產業之產品特性、獲取

便利性、運輸成本與交易成本等因素後，將機車產業之地理市場界定為全國。共享機

車與機車租賃雖亦具有代步功能，惟因多屬單向騎乘而難謂已具有高度需求替代，且

觀其實際經營狀況仍高度集中於都會區域與觀光地區，似難逕認與燃油機車及電動機

車為同一相關市場。

機車零件製造業及維修業之產品市場界定較為複雜，難以一概而論。如燃油機

車之維修係由車主自行決定服務車行及零件來源，在維修所需零件其功能及用途上均

相同之前提下，原則上應得認各燃油機車車行之維修服務間具高度需求替代及供給替

代，屬於同一產品市場。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共用零組件所涉之維修服務，亦得認燃

油機車之車行與電動機車原廠服務中心所提供者並無太大區分，而屬同一產品市場。

惟就電動機車電池等關鍵動力系統零組件所涉之維修服務，通常具有技術門檻與專屬

性，僅有原電動機車生產廠商得提供，故與燃油機車動力系統所涉之維修服務間應不

具需求替代及供給替代，應認非屬同一產品市場。

本文檢視目前機車產業市場結構，發現前三大事業仍有合計8成以上之市場占有
率，可認86年至今該市場結構並無顯著變化，仍屬極端高度集中型市場；目前機車市
場仍以燃油機車為主，但隨環保趨勢，及政府減碳政策推動，民眾購買電動機車意願

增加，近年來市場成長快速。縱依前揭市場界定結果納入專門生產電動機車之睿能

（市占率僅8.74%），市場結構仍難謂有太大變化。
電動機車參進所涉及之競爭議題，因其產品特性可分為「機車產品本身市場」與

「相關零組件及維修市場」角度。因電動機車可視為燃油機車之替代商品，若事業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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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併購方式提高市占率或彼此間具控制從屬關係時，則有結合審查之適用；若事業就

機車產品或重要關鍵零組件之價格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其

他同業以停止供貨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且該行為足以影響機車事業之市

場功能，除符合公平法聯合行為例外規定者，將有違公平法聯合行為規範之虞。睿能

將電池交換平台開放合作廠商使用，惟就共同使用同一規格電池、共用充電站，在電

動機車零組件及維修市場是否有聯合行為之虞或對機車市場有限制競爭，應持續關注

市場競爭動態。又，本文觀察目前共享機車市場尚處於發展階段，尚未見有公平法欲

規範之結合行為、聯合行為或其他限制競爭行為，故亦仍應持續關注市場競爭動態。

本文建議短期公平會得依據前揭機車事業規範說明所列舉之態樣，加以追蹤市

場狀態，並持續關注當傳統燃油機車製造商涉足電動機車或其相關零組件及維修市場

時，市場結構與市場力量是否有所變化，據以判斷其是否有限制競爭等違反公平法之

情。中期則建議因經濟部已不再主導電動機車電池規格，因其屬該產業關鍵零組件，

故對其他異於PBGN聯盟規格之其他電池，是否發生垂直整合、跨業合作與同業聯盟
合作等衍生競爭議題，自應值得持續關注。長期則考量在減碳甚至零碳排放已屬國際

潮流，如何避免參進電動機車產業以及相關之共享機車產業時，既有事業挾此趨勢強

化其市場力量進而為限制競爭行為，實至關重要，故建議須因應新興科技發展與環保

趨勢，提早盤點與調查機車產業的競爭狀態與市場行為，以利未來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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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2019-2020年國產機車產銷統計

附表1　2019-2020年國產機車產銷統計 (依公會資料)

2020 2019
燃油機車 電動機車 小計 燃油機車 電動機車 小計

生產量

(輛)
928,814
(90.8%)

93,807
(9.2%)

1,022,621
(100.0%)

778,617
(96.9%)

24,708
(3.1%)

803,325
(100.0%)

銷售量

(輛)
929,198
(90.9%)

93,437
(9.1%)

1,022,635
(100.0%)

779,712
(96.8%)

25,642
(3.2%)

805,354
(100.0%)

內銷量

(輛)
845,255
(90.1%)

92,933
(9.9%)

938,188
(100.0%)

686,707
(97.4%)

18,017
(2.6%)

704,724
(100.0%)

外銷量

(輛)
83,943

(99.4%)
504

(0.6%)
84,447

(100.0%)
93,005

(92.4%)
7,625

(7.6%)
100,630

(100.0%)

資料來源：台灣區車輛公業同業公會資料庫、本研究整理

附表2　2019-2020年國產機車產銷統計 (依統計處資料)

2020 2019
燃油機車 電動機車 小計 燃油機車 電動機車 小計

生產量

(輛)
934,795
(89.8%)

106,083
(10.2%)

1,040,878
(100.0%)

788,455
(81.2%)

182,012
(18.8%)

970,467
(100.0%)

銷售量

(輛)
941,216
(89.7%)

107,501
(10.3%)

1,048,717
(100.0%)

786,595
(81.3%)

180,475
(18.7%)

967,070
(100.0%)

內銷量

(輛)
852,742
(88.9%)

106,332
(11.1%)

959,074
(100.0%)

689,639
(79.7%)

176,133
(20.3%)

865,772
(100.0%)

外銷量

(輛)
88,474

(98.7%)
1,169

(1.3%)
89,643

(100.0%)
96,956

(95.7%)
4,342

(4.3%)
101,298

(100.0%)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產銷存資料庫、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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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問卷結果相關圖表

附表3　填答者人口性別分布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326 61.27

女 192 36.10
未揭露 14 2.63
小計 532 100.00

附表4　填答者年齡分布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年齡 18-29歲 92 17.29

30-39歲 104 19.55
40-49歲 189 35.53
50-59歲 114 21.43

60歲以上 33 6.20
小計 532 100.00

附表5　填答者年齡分布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主要居住縣市 新北市 109 20.49

高雄市 86 16.17
台中市 66 12.41
台北市 48 9.02
桃園市 55 10.34
台南市 40 7.52
彰化縣 14 2.63
新竹市 15 2.82
雲林縣 15 2.82
嘉義市 10 1.88
屏東縣 9 1.69



第 2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28

新竹縣 10 1.88
基隆市 10 1.88
嘉義縣 8 1.50
花蓮縣 9 1.69
苗栗縣 7 1.32
宜蘭縣 4 0.75
南投縣 5 0.94
澎湖縣 5 0.94
台東縣 4 0.75
金門縣 3 0.56
未揭露 0 0
小計 532 100.00

附表6　車種別之購車動機比較

購車動機
燃油機車 (N=343) 電動機車(N=189)

回應人數 百分比(%) 回應人數 百分比(%)
代步需要 332 96.79% 180 95.24%
休閒娛樂 144 41.98% 39 20.63%
促銷活動 93 27.11% 59 31.22%
流行趨勢 29 8.45% 18 9.52%
身分代表 11 3.20% 2 1.06%
從眾心態 6 1.74% 4 2.11%

附表7　車種別之考量因素比較

考量因素
燃油機車 (N=343) 電動機車(N=189)

回應人數 百分比(%) 回應人數 百分比(%)
價格 228 66.47% 136 71.96%
性能 161 46.93% 62 32.80%
品牌 99 28.86% 46 24.33%
燃料成本 79 23.03% 72 38.09%
購車補助 80 23.32% 53 28.04%
車種(燃油/電動) 80 23.32% 47 2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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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 86 25.07% 24 12.70%
維修便利性 76 22.16% 32 16.93%
加油或換電

(充電)方便性
47 13.70% 36 19.04%

配備 49 14.29% 9 4.76%
環保考量 8 2.33% 26 13.76%

附表8　車種別之資訊蒐集來源比較

資訊蒐集來源
燃油機車 (N=343) 電動機車(N=189)
回應人數 百分比(%) 回應人數 百分比(%)

網路口碑 200 58.30% 114 60.31%
網站資訊/網路報導/廣告 192 55.97% 103 54.49%
親朋好友意見 156 45.48% 101 53.43%
經銷商及店面銷售人員 159 46.36% 85 44.97%
電視節目/廣告 44 12.82% 28 14.81%
報章雜誌/廣告 26 7.58% 20 10.58%
電台廣播/廣告 4 1.16% 0 0.00%

附表9　車種別願付之資訊蒐集時間比較

願付資訊蒐集時間
燃油機車 (N=343) 電動機車(N=189)
回應人數 百分比(%) 回應人數 百分比(%)

未滿1個月 87 25.36% 43 22.75%
1個月~未滿3個月 146 42.57% 86 45.50%
1個月~未滿3個月 55 16.03% 40 21.16%
6個月~未滿1年 33 9.62% 15 7.94%

1年以上 22 6.41% 5 2.65%
遺漏值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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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0　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價格交叉彈性測試

情境 項目 燃油機車 電動機車 不購買 未填答
需求交叉彈

性
替代品

原點 人 343 0 0 0 - -
電動機車

降價5%
人 321 22 0 0

1.28 成立
% 93.59 % 5.64% 0% 0%

電動機車

降價10%
人 318 25 0 0

0.73 成立
% 92.71% 7.29 % 0% 0%

註：N=343

附表11　 燃油機車與電動機車之臨界損失分析結果

情境 項目
燃油

機車

電動

機車
不購買 未填答

移轉率

(AL)

臨界

損失值

(CL)

相關

市場

原點 人 0 189 0 0 -
電動機車

降價5%
人 60 105 24 0

31.75% 18.5% 成立
% 31.75% 55.56% 12.70% 0%

電動機車

降價10%
人 115 53 24 0

59.26% 31.3% 成立
% 92.71% 7.29 % 0% 0%

附圖1　消費者購買機車之狀況圖（註：N=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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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4　消費者購買機車之動機

附圖5　消費者購買機車之考量因素（註：N=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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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　一般民眾購置電動機車補助金額

附表12　一般民眾購置電動機車補助金額

補助單位 車款 2018 2019 2020 2021

工業局

重型 10,000元 7,000元
輕型 10,000元 7,000元
小型輕型 7,200元 5,100元

環保署─

新購

重型 3,500元 3,000元
無輕型 1,500元 1,000元

小型輕型 1,500元 1,000元

環保署─

汰舊換新

重型 6,000元 5,000元 5,000元 3,000元
輕型 4,000元 3,000元 3,000元 1,000元
小型輕型 4,000元 3,000元 3,000元 1,000元

經濟部
國產電池芯

(元/輛)
2,000元 2,000元 3,000元 3,000元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註：

1. 小型輕型電動機車：1.34馬力以下、時速約為25~45公里，掛白底紅字車牌，限乘載1人。
2. 普通輕型電動機車：1.34馬力~5馬力，時速約45公里以上，掛綠底白字車牌，可乘載2人，如

Gogoro VIVA、SYM e-Woo等車款。
3. 普通重型電動機車：5馬力~40馬力，車牌為白底黑字，可乘載2人，市面上的電動機車多屬於此
類，如Gogoro 2&3系列、宏佳騰Ai-1、Yamaha EC-05、中華e-Moving Ie125等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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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majority of scooter industry market in Taiwan is fuel scooter.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ism and the government subsidy policy, the public 
prefer to purchase electronic scooter. Besides, when the leasing business access to sharing 
scooter industry, the sales of electronic scooter substantial growth in these years. Electronic 
scooter producers developed various sales strategies, not only brought the impact and 
change of the whole scooter industry, but also occurred certain competition issues.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analyzed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strategy of scooter under 
competition laws, and compared various foreign authorities and enforcement cases, included 
the following subjects: (1)Potential competition issues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cross-industry 
operation, and industry alliance of scooter industry; (2)The impact of market competition 
regarding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relationship of scooter production and sales industry; 
(3)The impact of price restriction for market competition; (4)The impact of division for sales 
area and related sales area restriction; (5)The market access of electronic scooter related to 
competition issues, such as review process of merger, concerted action, vertical restriction 
etc.; (6)The competition between sharing scooter and lease scooter. At the end, this research 
project expected to explore the industry dynamics and comparative enforcement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market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relations of scooter industry, and provide 
Fair Trade Commission for future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

Keywords：Scooter Industry, Production and Sales Strategy, Unfair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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