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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造紙業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永續循環產業，同時也是污染最嚴重和耗用資源最

多的行業之一，該產業占全世界木材採伐量高達三分一，嚴重破壞生態環境。在面對

數位化及環保時代的兩大國際趨勢下，傳統造紙業需要進行激烈的產業轉型以及多角

化經營來適應新的經濟模式。隨著電商平台經濟興起，工業用紙業者開發高附加價值

紙種及紙箱，並改以電子化設備及強化電子商務能力。工業用紙業者在數位化時代，

更時常採取上、下游策略聯盟，以提高競爭優勢。因此，工業用紙的產業結構集中且

產品同質性高，存有聯合行為誘因。本研究藉由美國、歐洲、亞洲國家及我國工業用

紙產業在數位與環保時代下之發展現況，掌握競爭法發展之重要議題，並透過本研究

之盤點與分析，掌握國際對於數位與環保時代下對於工業用紙領域之產業發展與競爭

法規範之交互關係，協助委託機關建立處理原則。最後再引進各國對於數位及環保時

代下，對於工業用紙產業之競爭法規範應用於我國競爭法執法的思考，有效兼顧「公

平競爭與消費者權益」之執法參考架構。

關鍵詞關鍵詞：工業用紙、數位化、永續、競爭法、OECD、歐盟、綠色新政、循環社會

一、工業用紙產業的界定

造紙業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永續循環產業，同時也是污染最嚴重和耗用資源最

多的行業之一，該產業占全世界木材採伐量高達三分一，嚴重破壞生態環境
1
。工業用

紙(Industrial Paper)位於整體造紙產業的中游產業，係將造紙業上游的紙漿製造業生產
的加工紙漿，加工、製造為如牛皮紙板(Liner board)、瓦楞芯紙(corrugating medium)、
包裝紙(wrapping paper)、塗佈白紙板(coated white board)、灰紙板(chip board)、油毛氈
原紙(base paper for asphalt roofing)等工業用紙，並進一步提供給紙器產業、紙管業、
紙容器業進一步加工製成紙箱、紙盒、紙杯、紙盤等紙類產品。

工業用紙的主要產品可包括7種，以臺灣的主要工業用紙廠為例，正隆股份有限
公司的主要產品為使用木漿及廢紙產製的裱面紙板，產品用途為瓦楞紙板正、底兩面

之紙板；榮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產品，包括箱板紙(裱面紙板)及瓦楞原紙(瓦楞
芯紙)；永豐餘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產品，則為牛皮紙板及瓦楞原紙(瓦楞芯
紙)。

如以整體造紙產業鏈觀察，依其特性可分為上、中、下游產業，分別是：上游的

1 產業價值鏈資訊平台，https://ic.tpex.org.tw/introduce.php?ic=2000，最後瀏覽日
期：202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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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漿與紙類原料業；中游為將紙漿加工後製成紙張與紙板之製造業；以及下游的紙品

銷售與進出口業務，包括串聯文化出版、農業、食品、民生用品、水泥及其他製造生

產等各型產業等
2
。

至於工業用紙產業，如以上、中、下游產業區分，生產工業用紙之原紙(如瓦楞
芯紙或面紙)者為一級廠；中游為二級廠，主要為生產瓦楞紙板者；下游為三級廠，則
是將紙板產品製成各種紙器等。本研究僅以工業用紙產業為研究範圍，並不包含文化

用紙等其他紙業。

二、臺灣工業用紙產業之結構現狀與變遷

1945年國民政府來臺接收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公有產業，「國民政府資源委
員會」接收「臺灣紙業公司」等七大公司國營單位，當時除了規模較大「台灣紙業公

司」，較小的紙廠加印刷廠則籌備為「台灣省造紙印刷公司」。1946年5月以後，省
府將省屬的造紙印刷公司裁撤，另行標售民營，在1945至1956年間民營紙廠因為資金
不足、經驗缺乏規模甚小。

1986年後臺灣民營紙業大躍進，此時期紙廠數量變化不大，但造紙機加多、加
大、加寬或加快，造成十年間總產量翻倍成長，1986年紙與紙板生產量與1947年相
比，成長了333倍。2002年臺灣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零進口關稅助長低價
紙品傾銷來臺，迫使造紙業嚴峻面對市場削量和微利衝擊，反之5-7%的出口關稅，阻
礙外銷競爭力，開啟不對等國際貿易的內外苦戰，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經濟崛起產生磁

吸效應，臺灣傳統產業西進，面對中國大陸資金及勞力成本優勢環境，國產造紙業於

是從新造紙設備，提升效率及品質，降低成本，改善經營體質及開發高附加價值產品

行銷，並推動造紙產業電子化，進行與國際商務接軌，強化國際競爭力等方向著手。

隨著愈來愈多國際大廠在評估供應鏈廠商以及專業投資機構在選擇投資標的時

都將企業永續性指標納入考量，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因子的重要性益發被凸
顯，循環經濟也成為超高討論度的顯學。

因應氣候變遷，除提升廢紙的回收再利用外，造紙業者開始投資汽電共生設備精

進能源效率，並致力於廢棄物資源化與開發使用各式再生能源如太陽能等，以降低對

石化能源的依賴；同時強化製程用水的再利用，以減少水資源耗用，提升整體綠色競

爭優勢。以3家在台股上市的工紙廠正隆公司、永豐餘公司及榮成公司為例，皆對於
在製程中力行循環經濟不遺餘力，不僅持續獲得CSR、ESG等相關獎項肯定，若要細
究財務上的實質貢獻，除了坐收減少耗能、節省成本之效，更有業者將廢物轉為電力

後，自用有餘的部分銷售給台灣電力公司，每個月還能有些許售電收入進帳。

2 同上註。



第 2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74

此外，隨著數據共享、電商平台經濟之興起，工業用紙業者亦面臨生產過程數位

轉型(如電子化作業、強化內部管理、產能與效率)之挑戰。值得注意的是，在社會企
業責任與永續發展之趨勢下，電商平台業者重視「紙箱大小最適化」、「碳足跡」等

議題，從而工業用紙業者亦轉以設計行銷為導向，一方面開發高附加價值的紙種及紙

類產品，另一方面，並積極透過生產線汰舊換新、自動化智慧化升級等，以提升競爭

優勢。

三、數位與環保時代工業用紙產業之變遷

數位化轉型正在對造紙行業企業的未來產生影響，就像製造業的整體一樣。這

在全球均應不足為奇，因為數位化轉型的好處很多。僅舉幾例：(一)通過數據整合運
用，提高對設備性能和生產效率。(二)始終保持連線的遠程警示功能和對製造機器的
遠端控制。(三)供應鏈功能的全面整合。

藉由採用可靠的資訊整合與數位科技，工業用紙製造商可最大限度地延展機器正

常運作時間，減少或消除意外停機時間。並且能提高整體設備效率(OEE)指標，增加
生產力等。工業用紙數位化具體的好處包括：(一)主動、預測性地生產製程方法：數
據資料的整合和分析是工業4.0和數位轉型的基本目標。在工業用紙產業，這一步驟
是通過使用傳感器來監控設備性能以識別潛在維護需求的最早潛在跡象來實現的。工

業傳感器可檢測溫度、振動、聲音、氣流等方面的細微變化。它們可在代價高昂的設

備停機和生產延遲發生之前，主動提醒維護技術團隊進行調查。(二)供應鏈整合與創
新：通過將內部維護和生產數據與供應鏈合作夥伴提供的資訊相結合，工業用紙製造

商可在與原料供應商訂購和向客戶供貨時，辨識商業機會最大化的價值和效率。更多

的資訊意味著節省時間和成本。(三)庫存優化：傳感器和數據分析在改進工業用紙之
庫存流程、促進更高效和有效的購物流程方面也非常有用，數據將同時有助於確保關

鍵機械零件之維修需求時點，減少或消除等待時間和昂貴的緊急維修救援服務。(四)
提高造紙質量：通過檢測設備性能的極微小波動，操作員和技術人員可使機器總以最

佳輸出的品質運行，減少用紙生產質量的差異，並實現更嚴格的輸出規格容差標準。

受到全球暖化的影響，綠色科技逐漸成為未來科技發展的共識，如何有效節約能

源及降低碳排放量已成為世界各國競相討論的重要議題之一，國內出現愈來愈多的企

業紛紛將「節能減碳」視為該組織中社會責任的一環。隨著歐美解封帶動全球經濟成

長，國內疫情下宅經濟蓬勃，展望後疫情時代，雖仍不明朗，但整體工紙和家紙市場

將蓬勃發展。全球紙業需求仍維持正向成長；根據臺灣造紙公會統計，2020年工業用
紙年消費增長4.5%，消費量創下近年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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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數位化、永續性與競爭法之交錯：國際規範、理論與比較法

(一) OECD對競爭法與永續發展的觀點(一) OECD對競爭法與永續發展的觀點
自20世紀開始，隨著各國對於環保的重視，各國對於環保產業以及環保意識抬

頭的背景下，有關競爭法的應用與相關法規的制定，也益發受到重視，OECD在歷年
來的圓桌會議上也曾對於相關議題，有著深入的探討，如1999年「廢棄物處理的壟
斷」、2006年「環境監管與競爭」、2010年「環境時代下的水平聯合」等等，而環保
是個很大的議題，包含了整體環保制度的愈加嚴格、新興環保產業甚至衍生到再生能

源的範疇，各不相同，但又皆有競爭法適用與監管之必要。說明如下：

1. 廢棄物處理的壟斷
(1) 環保時代的新興產業

廢棄物處理是環保時代的新興產業，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常有政府介入之必

要。通常透過競爭性招標的形式來參與市場競爭，雖然競爭性招標是可以促進競爭與

避免壟斷的方法，然而，在招標過程中仍然有很多可能影響競爭的原因，例如投標過

程中要避免主管機關與業者串通、聯繫等，在積極的層面來說，主管機關亦應制定相

關政策來加強招標過程中的競爭性，例如定期檢視招標標的的質量、價格等等，使招

標價格及履行內容貼近市場現況；訂定有關招標的規範細節，使參與廠商更能發揮市

場運作。

(2) 廢棄物收集與廢棄物處理
廢棄物收集產業中，市場競爭的優勢取決於密度經濟，因此很少有國家依靠市場

競爭來收集小型商業和住宅產生的生活垃圾，廢棄物的市場競爭，通常存在於工業和

商業廢棄物。然而在芬蘭地區卻有個例外，廢棄物處理的競爭市場有著悠久的傳統，

且根據芬蘭的一項研究發現，通過競爭性招標選擇當地壟斷企業，其廢棄物收集成本

相較於其他市場競爭的地區高出20-25%3
。

至於廢棄物主管機關的監管問題，有相應的一系列法規政策可供參考，包括選定

壟斷廠商、透過國家強制規定，或以競爭的形式定期進行市場競爭招標。此外，相關

立法政策也應該考量到究竟是誰要為服務付費(人民或當地政府)、支付費用的計算(統
一費率或根據廢棄物生產量)，以及如何保持廢棄物收集地的質量。
(3) 競爭性招標制度

根據經濟研究結果，發現透過競爭性招標所獲取的服務，其成本顯然低於主管機

關或者企業自行處理所需要付出的代價。然而，競爭性招標的有效性取決於投標過程

中的競爭程度、競爭中立性等因素，因設計完整且細緻的招標制度，必然經過數次嚴

謹的評選會議或相關篩選制度，故有必要防止流程的延宕，並在決標後，確保契約內

3 OECD , supra note 92, 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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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履約內容和價格調整的可能，使相關產業良性發展。

(4) 地方政府所屬供應商與私人公司的競爭
與其他政府採購事件一樣，應確保公平的競爭環境，來吸引潛在投標者，尤其

是地方政府所有的公營企業和私營供應商並存的情況。為了促進投標過程中的競爭程

度，應提高投標的透明度和知名度，應確保評選過程的標準明確，並積極懲處串通投

標或其他違反採購及評選規定的相關人員，使新的投標人願意參與競爭。在法國，投

標是由一個獨立的委員會辦理，以提高透明度並消除投標人與地方政府官員勾結的風

險。而關於採購規範的研究中指出，公開投標可以提高透明度，然亦有可能會促進投

標人之間的串通，如圍標等情事。

(5) 得標廠商的履行
在競爭性招標中，得標的廠商在履約過程中，可能會尋求重新談判契約的內容和

條件，並透過「終止契約」來威脅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的相應之道，是通過要求得

標人提供保證金，或保留提供服務的能力以確保不受威脅，也可以減少私營公司要求

超額利潤或降低服務品質之可能。(由於私營公司有強烈的動機降低服務品質以增加利
潤，服務品質的維護亦需要有特地的監管和獎勵措施)。
(6) 廢棄物收費制度與環境保護的相互影響

當地居民是否需付費進行廢棄物收集，因城市而異。如果對廢棄物的收集進行收

費，將增加了對回收利用的需求，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包裝並減少了垃圾生產，然而，

針對廢棄物收集收費也可能增強對傾倒廢棄物等違法行為的動機，進一步增加了環

境保護的成本，故應考量到環境控制的成本以及各城市的風俗習慣進行妥善的規劃安

排，方能達到最有效果的制度。

(7) 降低競爭的現況
部分國家廢棄物服務市場(無論是商業垃圾還是住宅垃圾)相對集中，該國競爭法

主管部門也一直活躍於控制合併、串通投標、市場競爭等各種反競爭行為和其他串通

行為，導致廢棄物服務市場效率不佳
4
。

且許多國家也反應在廢棄物服務市場，存在透過水平聯合違反競爭法，以及操縱

投標或市場劃分協議等行為，也有研究提出了關於商業廢棄物收集的契約本身即具有

妨礙競爭效果，例如此種契約通常較必要的時間更長，且包括帶有高違約金條款的自

動續約條款，間接增加了進入的門檻以及實際上的壁壘。

2. 環保時代下的水平聯合協議
(1) 水平聯合協議的合法性與拘束性

某些司法管轄區域，會考量更廣泛的公共利益，可能允許競爭法主管機構考慮與

4 OECD , supra note 92, 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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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政策相關的利益，來審查競爭者之間協議的合法性。競爭者之間廣泛的水平聯合

協議，將會影響整體環境政策目標，包括從事環保活動的公司之間的合併、廢棄物管

理方面行業間設立合資企業，以及更多的協議安排，例如與環境相關的協議標準、減

少環境有害物質的協議和處理協議環境保護措施的成本。

如果發現協議可能限制競爭，競爭法主管機關將以直接經濟利益視為正當理由進

行分析，例如節省成本、創新、提高質量和其他效率。非直接經濟利益以及不屬於該

產品或服務的用戶更偏遠的經濟利益，在確定是否為環境協議時，不會認定該協議違

反當地的競爭法
5
。

(2) 向消費者收取環境費用協議的合法性
由於價格限制與競爭法的核心目標相衝突，因此如果競爭者之間的環境協議影響

他們向消費者銷售產品的價格時，競爭法主管機關通常會從嚴審查。例如，當某協議

要求競爭者向消費者收取一定環境費用時，幾乎皆被認定是違法的，即便這樣的協議

可能會激發消費者的環保意識並達成環境政策目標。

研究普遍認為，將環境費用轉嫁給消費者的協議是違反競爭法的，除非該協議由

法令或法規授權，否則競爭者之間的協議定價被認為有悖於競爭法的基本政策目標。

然而，仍然有某些地區允許，競爭者透過一致的協議，將環境費用轉嫁給消費者的情

況。例如，批發商之間達成一項協議，以傳遞回收利用向負責製造包裝材料的生產商

收取包裝材料的費用。

(3) 制定標準的協議
制定標準協議可以成為實現環境政策目標的有效方式，但標準訂立協議也可以成

為競爭對手通過協議來減少競爭的機會與產品特性，簡言之，制定標準協議可以提升

產品品質也可以創造進入市場壁壘。

競爭法主管機關可以透過以下兩種方法來確保制定標準協議，確保不影響市場的

競爭。例如競爭法主管機關可以在標準化過程開始時及早介入，使所有參與者了解競

爭法的風險違規行為並提供適當的建議，且確保會議上的討論內容旨在實現的環境目

標，而非限制競爭。另一種方法則側重於審查該協議的結果，確保任何減少競爭的標

準化最終將使消費者受有的利益大於損害。

(4) 廢棄物管理和回收計劃的協議6

廢棄物管理和回收計劃的協議雖有助於達成環境政策目標，但也有可能限制參與

者之間的競爭或其他競爭者的加入，相關研究已經表明，加強監管違反競爭法的行為

5 OECD, “policy roundtables Horizontal Agreements in the Environmental Context2010”, 
https://www.oecd.org/competition/cartels/49139867.pdf, 11,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1/01.

6 OECD, supra note 96,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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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不會破壞環境政策目標，反而可以使廢棄物管理和回收計畫更有效。

(5) 政府參與水平聯合協議
當競爭者簽訂有關的協議時，政府經常參與其中環境政策目標。需要競爭法主管

機關進行宣傳，以確保追求合法環境政策目標的願望不會導致不必要限制競爭
7
。

在部分國家的案例中，大多數情況下，政府與追求環境政策目標的競爭者之間達

成協議，例如通過鼓勵行業同意產品標準，通過強制形成促進環境政策目標行業範圍

的回收和再循環系統，或通過徵收環境費用等等。因此，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應透

過宣傳及加強執法，確保協議不會限制競爭，特別是不能被現有企業用來創造進入新

競爭者的壁壘。

3. OECD觀點值得參考之處
總體而言，在進入到環保時代後，不僅產生了關乎民生必需的新興環保產業，更

因為環境政策目標，導致有訂定各種不同水平聯合協議的需要，要如何兼顧市場競爭

又能促使企業達成環境政策目標，是各國政府最重要的課題之一，OECD也特別針對
如何使競爭性招標更具競爭性，且使整體產業良性循環做出指導，不僅可以適用在本

次環保時代下的重要議題，更能貫穿各產業的招標流程，OECD之觀點對於處在環保
永續時代的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確實頗具參考價值。

(二) OECD對競爭法與數位經濟的觀點(二) OECD對競爭法與數位經濟的觀點
隨著網路的發達，近年來進入數位時代，相對應也衍生出非常多的新興產業，如

共享經濟、大數據、雲端等等，這些產業不僅成為人們日常生活離不開的必需品，更

是各國政府為了避免衝擊現行各行各業或杜絕犯罪而亟欲修法監管的目標產業，以下

就數位時代下的競爭法執法及法規制定，以OECD觀點說明如下：
1. 共享經濟與平台
(1) 交通和住宿

近年來，各國政府皆因為共享租車服務興起面臨到了許多挑戰，例如抵制變革的

現有產業(如計程車)，以及必須應對難以預測的市場發展而需要政府及時干預加強監
管，因此政府須隨時檢查是否存在任何市場失靈的情況。

(2) 醫療保健
在美國，專業人士受許多州的監管，為了在一個州執行業務，通常需要專業人員

向該州申請許可，因此州法律的許可要求成為進入該州市場的障礙。FTC 認為過多的
職業許可是經濟發展的障礙，雖然在某些情況下，基於公益的考量確實需要許可，但

仍可以透過替代方案來解決，例如認證和註冊(即專業人士提供他們的姓名、聯繫方式
和政府機構資格)8

。

7 OECD, supra note 96, at 14.
8 OECD, supra note 99,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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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融服務
英國市場管理局(CMA)在2016年啟動的銀行市場調查與第三方的財務和交易數

據，旨在啟用新的補救措施，參與者與銀行提供的服務競爭並進行創新。舉例其可以

提供的創新服務，包括透支警告或者通過一個應用程式檢視不同銀行的個人帳戶
9
。

系統、中小企業融資、投資建議和投資交易，分析特別涉及進入市場壁壘。具體

建議包括以下內容：(i)監管應基於功能而不是形式，例如技術中立，而不取決於金融
服務的類型；(ii)金融部門主管機關應合作並努力協調不同類型市場參與者來制定規
則；(iii)認識到獲取關鍵數據的重要性基礎設施、系統和數據；(iv)探索數位識別的潛
力。

另外，現行狀況下監管過於分散，而且監管太少(例如消費者缺乏信任)，容易造
成市場的障礙。其次，身份驗證對於反洗錢法和大多數交易都很重要，但除了親自驗

證還有其他選擇，加拿大允許使用信用數據進行遠程驗證。第三，雖然允許使用數字

簽名，但相關產業似乎並未實際運作。第四，可以通過更廣泛的方式降低消費者轉換

不同間銀行的成本。

但補救措施也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例如增加成本。雖然金融科技在使用

上，對制度造成的衝擊仍然有限，但主管機關必須先行一步，因金融科技的潛力源自

於使用技術直接連接，以克服資訊的不對稱，而技術可以從根本上改變銀行以及其競

爭方式，並可能降低銀行的市場力量，這也將有助於增強國內金融穩定性。

2. OECD觀點值得參考之處
總體而言，在進入到數位時代後，產生大量新興產業，不僅衝擊現有行業，更

因為新穎的商業模式，使各國政府面臨監管的困難，更遑論在保障消費者安全、民生

需求、現有行業人員工作權利的前提下，仍有競爭法的考量，然而，好處是部分新興

行業皆為跨國公司，線上藥品販售、遠距醫療、金融科技等亦為各國所共同面對的課

題，各國就應對與監管之經驗可以相互交流參考，找出最佳的解決之道，OECD之觀
點深值我國參考。

(三) 競爭法是否應該考慮永續性因素？(三) 競爭法是否應該考慮永續性因素？
Nowag教授指出，最基本的思考方向，就是在於針對阻礙永續性概念落實的競爭

法規範與執法方式，加以調整。從競爭法主管機關的機構目標、優先事項、國際合作

方向等，到一些屬於技術性與程序性的措施，例如：行政批准程序、執行能力、罰款

等。雖然對此等議題仍存有爭論，但許多OCED經合組織國家，已經在其競爭法的執
法實踐中，有意或無意地考慮了永續性問題。

此外亦強調主管機關機構目標和優先級設定以及正式和非正式指導的重要性。它

9 OECD, supra note 99,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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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批准程序、創新沙盒、證據調查、能力建設、罰款和國際合作等問題。通過列

出工具，使競爭管理機構能夠積極促進永續性，並決定是否應允許以及如何允許私營

部門促進永續性，從而在這些微妙的平衡工作中提供幫助。

(四) 日本公平會競爭法針對回收相關的共同行為之指南(四) 日本公平會競爭法針對回收相關的共同行為之指南10

主要探討對象為建立回收系統(リサイクル　システム)的企業(例如：生產商、經
銷商)。回收系統為企業將自己販賣產品的廢棄物回收，並當作原料再利用的一系列機
制，是一個涵蓋廢棄物回收、搬運、再利用等回收系統。

此指南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共建回收系統」，第二部分為「回收相關的

共同行為」：

1. 共建回收系統
在產品市場方面，企業共同建立回收系統時所產生的成本標準化，所以如果這些

回收再利用的成本比例相對產品售價是小的，共建回收系統的行為對市場的競爭本身

造成的影響是低的。但同時，此指南提出了可能會產生競爭法上問題的3種狀況：(1)
回收系統覆蓋廣泛；(2)回收系統有排他性；(3)企業共同決定提高價格。

在回收市場方面，亦可能有違反競爭法之情形：(1)多家的企業共同設置回收系統
時，可能會對市場上現有的回收業者(廢棄物的回收、搬運、再利用化的相關業者)造
成業務上的困難，或將阻礙其他企業加入回收市場；(2)當企業共同設立一個覆蓋範圍
廣泛的回收系統時，企業首先要考慮的是其他企業是否無阻礙的可以自由參加即將要

設立的回收系統，或是是否會限制企業各自設置回收系統；(3)行業團體創建回收系統
時，如果因此造成某一產品市場或回收市場的競爭受到實質性限制，則會違反競爭法

第8條。多家企業建立合資企業來設置回收體系，而阻礙某一產品市場或回收市場的
競爭時，則可能會違反競法法第10條。
2. 回收相關的共同行為

企業或行業團體設置回收系統時，為了讓建立的系統有效率的運作，可以從競爭

法角度來思考的措施：(1)回收率目標的設立與施行；(2)易回收零件規格的統一和零件
的標準化；(3)共同研究開發易回收的產品；(4)廢棄物管理表單格式的統一與強制使
用；(5)回收的費用。

五、我國公平交易法相關議題：水平、垂直、超國界性格與其他新
議題

(一)  水平議題(一)  水平議題
水平競爭是指與同一階層的營運廠商間的競爭，如製造商對製造商或經銷商對經

10 公正取引委員會、「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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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商，在相同種類廠商間的品牌、價格競爭或是零售商間的價格競爭，另一種競爭型

態為垂直競爭，如製造商為了自身利益限制經銷商的銷售價格或要求搭售、獨家銷售

等策略，是一種有上下游關係間的競爭。

1. 多數或全體廠商為符合環保規範購買設備增加營業成本而漲價，是否會被認定為聯
合漲價行為？

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除了以契約、協議或會議紀錄等直接證據認定有無
聯合行為外，並採用「一致性行為」判斷有無聯合行為，在乳品業者聯合調整鮮乳價

格判決中以採實質之認定方式判斷有無彼此間意思聯絡
11
，相同見解在紙業聯合漲價

案中再次使用
12
。

公平交易法第14條3項明文「聯合行為之合意，得依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
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當依據之因素推定之」，故對於

聯合行為之認定不再限於直接證據，在有未能合理解釋相近之調漲幅度、價格的情況

下，即有可能被認定為聯合漲價。

各製造商規模大小不一、收購原物料之來源管道非屬同一、生產設備、製程良窳

各異、對生產之商品營銷策略亦有不同，眾廠商為了符合環保規範而將增加的成本真

實反映在售價上並不會被認定為聯合漲價行為。

2. 在電子化統一規格後，掌握相關電子平台技術的業者是否能控制市場變相成為獨占
市場？

造紙業的數位化帶來的好處包括利用數據調整製程，即時掌控故障次數、項目等

相關資訊用以調節、改良生產，併由於精確的數字會報而能確實的掌控材料、產量等

數據，大幅增加生產效率。

故電子化統一規格減少產品的差異性，除了能增加後續加工的效率外，更能與

國際接軌幫助流通，屬於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之聯合行為，可經向主管機關申

請許可後實施並不會違法。數位化成立的電子平台僅為數據流通之資訊中心，在正常

使用下與製造商對市場掌控無涉，在非法利用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時仍能依該法處

11 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294號判決「...... 而對於聯合行為之規範，係採實質之
認定方式，亦即兩個或兩個以上之事業，明知且有意識透過彼此間意思聯絡，就
其未來的市場行為達成不具法律拘束力的共識或瞭解，形成具有外在市場上一致
性行為，倘經調查確實有意思聯絡之事實，或得以其他間接證據(如誘因、經濟利
益、類似之漲價時間或數量、發生次數、持續時間、行為集中度及其一致性等)判
斷事業間有意思聯絡，且為其外部行為一致性之唯一合理解釋，即可認定該等事
業間有聯合行為。至所謂意思聯絡，在客觀上未必先存有預定的計畫方案，其藉
由直接或間接方式，如利用市場資訊之公開，間接交換與競爭有關之敏感市場訊
息，或相互傳達營業策略，或直接進行商業情報之交換等，均屬之。」

12 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26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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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

(二)  垂直議題(二)  垂直議題
在垂直方面，工業用紙產業在面臨數位化以及環保時代趨勢下，部分下游廠商

加大對於綠色環保、企業永續經營的發展，例如電商「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PChome)，即推出「綠色購物計畫」，其中有關「綠購包裝」部分，即係透過
100%回收紙漿製成之包裝箱、提高紙質密度、箱體維持紙漿原色、設計多達31款不同
紙箱大小以適應不同商品大小等方式，達成環保之目標，此類對於紙漿原材料需求、

規格之改變勢必影響上游紙漿產業、中游造紙產業。

惟下游廠商推動環保策略的垂直影響，亦取決於其市占率以及對於需求與供給之

比例多寡，例如國內工業用紙向來供過於求，外銷占比約3成，通常在年後，民生需
求會降溫，2020年歐美疫情爆發產業停擺，大量仰賴海外進口，帶動台灣整體出口逐
月飆升，全臺紙器廠接單爆量，2021年臺灣出口更是飆新高，紙箱需求爆大量，目前
更傳出缺箱，需7～10天延後交貨消化訂單。而5月臺灣本土疫情爆發，政府宣布第三
級警戒，許多民眾網路下單訂購居家物品與外送，更助長工業用紙的增加，如僅有少

部分之下游廠商推動環保綠色政策，仍難以對上、中游產業發生質的影響。

另外，我國3家工業用紙廠商於工業用紙市場中的占有率很高，若有因此利用市
場優勢地位進而影響上游回收業者之行為，可能有公平交易法第20條與25條之問題，
惟實際上各自廠商有各自的回收商供應廢止原料，且訪談造紙公會及相關企業的結

果，並無上述情形存在，建議公平會持續追蹤。

(三) 新興議題(三) 新興議題
1. 歐盟碳關稅對產業與競爭的衝擊

歐盟執委會於2021年7月提出全球第一個「碳關稅」計畫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對於從碳排和環保標準較低的國家，所進口的產品將
課徵碳關稅

13
。碳關稅之主要目的，其一在於避免產業外移至其他碳管制較寬鬆的國

家，造成碳洩漏。其二則是在歐洲邁向零碳經濟之路，保護歐盟境內的產業競爭力。

鋼鐵、水泥、鋁、肥料及電力產業都被包含在內，預計從2023年起試行3年，被規範
的產品進口商須申報碳排放量，並自2026年起正式支付碳關稅，也就是必須購買碳排
許可證，其價格與歐盟排放交易系統(ETS)連動。根據歐盟碳關稅計畫，若產品生產
國已實施碳定價，將可減免其碳關稅。如產品生產國的碳排標準優於歐盟甚至可免予

課徵。顯示碳定價趨勢不可擋，全球各國的貿易、生產和供應鏈，未來都將受到碳關

稅的影響。

13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之WTO適法性初探」, 
https://web.wtocenter.org.tw/Mobile/page.aspx?pid=356177&nid=126，(2021/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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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托拉斯政策與執法對產業長期發展之影響
世界各國的反托拉斯與競爭政策，對於個別產業之內國與全球競爭力，均具有深

遠的影響。具體而言，政府反托拉斯的政策工具與相關執法方式，將會影響該產業之

動態，包括：組織架構、商品的標準化、價格競爭、智慧財產權與創新策略等。

國外相關研究
14
即曾以二戰後的40年期間(1950年至1990年)，美國政府對於紙漿

和造紙行業的反托拉斯政策為主題，評估該段期間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的反托拉斯政

策工具、範圍和使用頻率等，對於該產業的發展與全球競爭力之影響。

1950年Celler-Kefauver Antimerger法案的通過標誌著整個美國經濟新的反托拉斯
經驗的開始。然而，該法案的應用要求政府制定競爭結構的行業特定標準，當涉及到

Celler-Kefauver法案的執行及其後果時，紙漿和造紙行業及其不同部門的反托拉斯經
驗尤其具有行業特定性。1950年至1990年間，反托拉斯使競爭戰略基於區域或產品專
業化的製漿造紙企業處於不利地位。與其他行業一樣，反托拉斯似乎鼓勵成功和尋求

增長的造紙公司多元化進入新的業務領域，成功的紙漿和造紙企業相對很少進行企業

集團合併，而是更傾向於多元化並擴展到林產品行業的其他領域，在製漿造紙行業，

反托拉斯引發的新激勵機制促進了戰略和結構相似的大型林產品巨頭的崛起，塑造了

美國紙漿和造紙行業的競爭結構，並可能改變了技術學習和技術創新過程的傳統安

排。

在歐盟方面，自2020年第四季以來，國際紙漿價格大幅上漲，此因素也推動了
2021年以來眾多歐洲造紙廠商所實施的價格上漲。而對於此波價格上漲，歐盟執委會
之競爭法主管機關，也由各相關國家的政府官員陪同，對於紙漿與造紙產業活絡的會

員國與數家紙業，進行突擊性的檢查。例如，總部位於芬蘭的UPM-Kymmene和Stora 
Enso兩家大型造紙業，即接受來自歐盟與芬蘭競爭法主管機關官員之訪查15

。

歐盟執委會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此類突擊檢查，是調查涉嫌違反歐盟競爭法的初

步步驟。委員會進行此類檢查的事實，並不意味著這些公司已確有反競爭行為，也不

會對調查結果預設立場。歐盟委員會對木漿製造商進行了突擊檢查，原因是擔心被檢

查的公司，可能違反了歐盟禁止卡特爾和限制性商業行為的反托拉斯規則。

六、關於我國公平交易法制、競爭政策與執法建議

新冠肺炎疫情促使全球民眾消費型態之改變，電商平台之「宅經濟」，推動紙箱

14 MPRA, “Antitrust and the competitive structure of the U.S.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1950-1990”, https://mpra.ub.uni-muenchen.de/17188/,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1/14.

15 Printweek, “Pulp makers scrutinised over possible cartel”, https://www.printweek.
com/news/article/pulp-makers-scrutinised-over-possible-cartel,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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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旺盛，致使包裝用紙箱(瓦楞紙箱)成為工業用紙之重要下游製品。根據造紙公會
統計，2020年臺灣工業用紙業者受惠於國內外市場強勁需求，工業用紙紙板年產量為
355.4萬噸，較前一年度增加3.2%；此外，從產量結構觀察，紙板製品占「紙與紙板製
品」總生產量的81.5%，逐漸拉開與紙張產品之差距，紙板製品之產量與占比雙雙再
創歷史新高。

依據工商時報2021年4月份之報導16
，臺灣各部會主管機關已推出新政策以因應新

冠肺炎期間之紙箱短缺。舉例而言，由於新冠疫情導致台灣許多農果轉為內銷，國內

消費者對農業紙箱需求暴增，經濟部及農委會相繼關切並促使紙器公會各會員廠均全

能生產，以確保農業用紙箱不斷貨。此外，勞動部亦比照口罩國家隊，自2021年3月
底起放寬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勞工延長工時及假日出勤，俾提升工業用紙廠商之

產能。 此外，國內工業用紙業者亦展開擴廠投資計畫，以提升工業用紙製品之產能。
舉例而言，我國永豐餘、榮成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大工業用紙業者，自2021年5月起陸
續汰舊換新設備。

2021年初，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帶動的國內電商平台經濟，再加上出口外銷持續
增長，國內紙箱供不應求，商業、工業及農業用紙箱均呈現短缺現象，導致「空有訂

單、無法出貨」的現況。依據2021年4月份工商時報報導17
，我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公平

會指出，針對工業用紙、紙箱缺貨、價格上揚等狀況，主管機關已經密切關注，並且

已立案調查是否有廠商間聯合漲價的行為。 
公平會亦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下帶動的紙漿上漲，導致工業用紙、紙箱價格跟著

上揚，主管機關雖尚未發現廠商間聯合行為的明確事證，但是已立案調查中；尤其將

工業用紙、紙箱列為持續關注、立案調查的重點項目。

本研究之進行，正處於此時全球疫情以及後疫情時代經濟復甦的時刻。在此大背

景下，以下摘要數點建議，敬供我國公平會之法制、競爭政策與執法作為時參考：

(一) 環保與數位議題在管制思考上可結合匯流(一) 環保與數位議題在管制思考上可結合匯流
公平交易法之解釋與運用，應可考量永續與數位創新的趨勢。從數位化來看，為

了達到零排放或碳中和，所以整個造紙廠雖是傳統產業可是非常數位化的一個產業。

銷售部分特別是工業用紙，包裝設計要怎麼跟電商結合；環保部份最近零排放、碳中

和，其中溫室氣體的排放是走在所有產業的尖端，要設法降低碳排放，這是目前的共

同目標。

(二) 短期需先關注數位趨勢即將衍生之競爭法議題(二) 短期需先關注數位趨勢即將衍生之競爭法議題
公平交易法不外乎獨占、聯合、限制競爭，工業用紙要成為獨占不容易，但數位

可能會加強市場控制率，可能就有濫用市場獨占地位，有公平交易法第20條違反之可
16 同前註。
1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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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數位時代，若可掌控數位資訊等流量是否為一致性行為，這屬於直接證據還是間

接證據，應個案判斷。目前紙業上中下游建置系統，若上游對中下游建立這種依賴的

建置系統，是否有公平交易法25條所謂優勢地位濫用問題，也值得特別關注。目前我
國紙業數位化尚處於初級階段，未來衍生的商業模式與合作方式，最應在短期內加以

追蹤注意。

(三) 中長期考慮發布與數位與永續議題相關之指導性方針(三) 中長期考慮發布與數位與永續議題相關之指導性方針
如日本公平會對於循環社會之基本法發表指引，或如歐洲的荷蘭競爭法主管當局

ACM是該領域最具創新精神的主管部門之一，發佈了針對永續性發展協議的修訂指南
草案，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個這樣做的部門。或者至少，如英國競爭與市場管理局在其

擬議的2020/2021年度計畫中表示，「我們積極與廣泛的利益相關者合作，包括企業、
非政府組織 (NGO) 和其他競爭管理機構，以加深我們對任何會阻止企業和非政府組
織參與永續發展協議因素的理解。」作為過渡步驟，CMA正在研究較為深入的政策文
件，希望可以幫助他們駕馭現有的競爭法框架。目前還在研究，應用競爭法的現有方

式，可能遇到的的任何實質性問題以及可能的解決方案，以確保競爭法不會成為永續

性協議的不必要障礙。CMA 另外還發布了一份政策文件，列出企業和產業協會在制
訂永續發展協議時應考慮的關鍵重點。但是該文件沒有達到荷蘭所頒布的指導方針的

程度。但至少具有與產業的非正式溝通。

(四) 創新法規沙盒(四) 創新法規沙盒
如希臘競爭法當局面對數位化與永續轉型之趨勢，建議1.創建競爭法永續性「沙

盒」，市場參與者可以在其中合作開展永續的商業項目，並採取一定程度的競爭保護

措施，以及2.建立一個「諮詢小組」，這個諮詢小組將由來自不同監管機構的專家組
成，他們可以就永續發展相關的措施，提供非正式的建議。

(五) 合作執法機制之精進(五) 合作執法機制之精進
在數位化與環保時代，建議競爭法主管機關應向其他政府單位進行競爭倡議工作

及強調機關間合作之重要性。管制手段可與競爭執法「相輔相成」，以促進數位市場

之競爭，而機關間知識分享是達成此一目標的主要方法。共識要點也強調國際合作的

重要性，透過國際論壇對數位經濟之討論及經驗分享，可建立國際間一致的競爭執法

標準，使跨國企業有所遵循而避免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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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is the oldest sustainable recycling industry in the world. 
It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polluting and resource-intensive industries. This industry accounts 
for up to one third of the world's timber harvest and severely damages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aced with the two major international trends in the era of digitalis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traditional paper industry must undergo a drastic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diversify its activities to adapt to the new economic model.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e-commerce platform economy, industrial paper manufacturers 
have developed high-value paper grades and boards, switched to electronic devices and 
expanded their e-commerce capabilities. In the digital era, industrial paper companies 
often enter into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strategic alliances to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refor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industrial paper is concentrated and 
product homogeneity is high, and there are incentives for joint behaviour. Based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paper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sian 
countries and my country in the era of digit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is 
research captures the important issu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on law, and through 
the inventory and analysis of this research, the international assist captures the entrusted 
agency to set the handling principles for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paper fi eld and the competition law regulations. Finally, we 
will introduce the countries' consideration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regulations 
in the industrial paper industry to the enforcement of competition law in my country in the 
era of digit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ffectively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ference 
framework for law enforcement, fair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rights.

Keywords：Industrial paper, digitization, sustainability, competition law, OECD, European 
Union, Green New Deal, recycling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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