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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年來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下稱「COVID-19」）疫情持續蔓延下，已對全球
社會及經濟造成巨大衝擊。面對COVID-19引起經濟停頓的「黑天鵝」事件，企業大
多試圖在經濟衰退期間保持穩定，而各國政府則在積極進行疫情控管的同時，陸續祭

出紓困方案或補助措施，以協助企業度過疫情危機，並致力於制定有效的經濟復甦策

略。

OECD經合組織競爭委員會於2020年4月27日發布1份競爭政策因應COVID-19之報
告：「OECD competition policy responses to COVID-19」1

，該份報告是OECD競爭委
員會為協助各國政府和競爭管理機構制定的一系列COVID-19相關文章的一部分，呼
籲各國政府於干預市場經濟時仍應維持「競爭中立」政策，並探討疫情下競爭法執法

對市場結構帶來短期、長期之影響，並對政府部門提出執法建議
2
。

該份報告認為，不同於一般的政府干預，COVID-19對經濟、社會所帶來的衝擊
更為深遠，因此政府對市場管制與干預措施也會更加明顯。但各國政府在提供補償

金、補助、銀行保證協助廠商度過財務危機時，仍需審慎地考量補助措施的實施對

象、金額等並建立明確、透明的規範，維持「競爭中立」政策，以確保補助措施未影

響市場競爭環境，甚至進一步提升整體的經濟效率。以競爭中立的觀點來看，政府提

供一般性的振興補助因適用於所有的產業，故較無違反限制競爭之虞，倘僅補助特定

產業則須有明確的規範，以確保未破壞公平競爭環境。

此外，OECD的報告亦指出，產業振興政策不應淪為保護政策，政府部門除了提
供短期防疫補助外，亦應建立長期政策以協助市場回復到開放的競爭環境。換言之，

政府補助措施應具合理、透明及可預見性，於疫情好轉時立即收手以避免持續干預市

場。故政府退場的時間點是重要關鍵，太早執行退場機制將難以確實協助廠商，反而

無法恢復市場的競爭；而太晚執行退場機制則使廠商過度依賴政府的扶植，反而降低

廠商競爭及參與市場的誘因。就此而論，政府可以透過競爭政策了解各產業於受政府

補助之情形下恢復的情形，以規劃疫情過後相關補助或振興措施的退場機制。這些退

場機制包含在市場環境允許的情況下，誘使廠商不再仰賴政府補助，如政府為協助企

業資本重組而負擔的高額報酬、或是紅利報酬政策，使市場能儘速回復以往的公平競

1 OECD, “Competition policy responses to COVID-19”, https://www.oecd.org/
competition/competition-policy-responses-to-covid-19.htm，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2 梁珮玟，「競爭政策於新冠肺炎下所扮演的角色」，公平交易通訊，第94
期（2020年7月）：https://www.ftc.gov.tw/upload/ced200ce-5ee0-437f-a05a-
d63266dca2d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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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環境，且退場機制的規劃相當複雜並需經審慎考量以達到執法上的彈性，故應將競

爭法主管機關的建議一併納入考量。

從競爭法的角度而言，由於在疫情期間，因食品及生活必需用品之需求大增，在

預期價格上漲之市場環境下，大幅提升業者之不法誘因，故有必要透過積極執行公平

交易法（下稱公平法）來確保市場之公平競爭，避免市場參與者間藉由合意調漲或共

同約束價格等聯合哄抬物價之行為等聯合行為來影響市場商品之供需與價格，進而造

成社會及經濟之動盪。自是，全球政府和競爭監管機構都試圖平衡及保持市場競爭並

確保向所有消費者供應和公平分配稀缺產品。

除了消極的確保民生物資與防疫用品的公平分配，以及市場競爭的公平性之外，

從積極面而言，在COVID-19危機的特殊情況下，有許多原因可能會促使原先競爭的
公司開始相互合作，並且有許多方式可使消費者和整體經濟從這些合作之中受益。例

如在COVID-19疫情爆發期間，至關重要的是要確保企業能穩定地供應基本產品和服
務給人民，尤其是口罩、消毒凝膠、衛生紙和其他基本必需品的供應。但如果競爭法

被錯誤地理解或運用，企業之間的合作便會受到阻礙，而這些商業合作對於確保那些

基本產品和服務的穩定供應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世界各地的競爭法執法機構已

發布了聲明，解釋將如何處理COVID-19疫情下的商業合作方式，以減輕一般公眾的
擔心。

所謂疫情促進的合作機制，不僅是指因COVID-19疫情蔓延導致需求大增之產
業，其他因疫情而大幅受到衝擊之產業，亦有可能透過與競爭對手之協議合作，來因

應疫情帶來之衝擊。舉例而言，飯店旅宿業者間針對訂退房制訂統一之促銷專案或退

費標準、保險業者就疫情相關理賠條款共同決定保單條款、製造業者間共同採購原物

料等，亦屬於原先彼此競爭的公司因疫情而帶來的新合作型態
3
。除此之外，為了儘速

緩解COVID-19對人類生命與健康所帶來的威脅，全球醫藥產業莫不努力投入相關疫
苗及藥物研發，為加快研發腳步，同業間可能會進行共同研發。前述同業間可能合作

之態樣，在疫情蔓延之此刻，固有益於整體經濟及公共利益，然而依據公平法，縱使

是有益於整體經濟及公共利益之聯合行為，仍須經過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

之事前許可，方能豁免於聯合行為之處罰。

競爭法作為市場經濟之基石，其基本原理在經濟衰退時期和經濟擴張時期本當對

於社會各產業一體適用，確保市場遵循一定之遊戲規則來運作，方能達成市場經濟之

目的即效率市場、公平競爭，然而在重大經濟巨變下，部分產業遭受重大衝擊，另一

方面部分產業則面臨極端需求，甚至有部分產業基於公益之考量有相互合作、協議之

3 工商時報，「新冠肺炎疫情下之競爭法議題」A6名家評論，（2020/5/8）：
https://readers.ctee.com.tw/cm/20200508/a06aa6/1057771/share，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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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基此，競爭法主管機關該具備如何之思維與應對方式，過往一體適用之規範是

否應有彈性，深值討論。

由於COVID-19對全球經濟、社會皆造成衝擊，故宜蒐整國外對於COVID-19造
成產業經濟影響與競爭法之相互關係之比較文獻，逐一盤點並深入探討COVID-19對
產業經濟之影響。如OECD便建議各國政府在推動產業振興方案時，應確保所採取的
補助措施是透明、短暫性的，且所帶來的效益大過於對市場公平競爭環境所造成的扭

曲現象，不但要審慎地設計補助措施，將資源投入於真正受疫情影響的廠商，更要評

估整體經濟狀況回復後啟動退場機制，以提升恢復市場公平競爭環境。而各國的競爭

法主管機關不但有義務提供政府在推動振興方案時維持市場公平競爭的相關建議，更

有義務協助建立透明、具體並適用於所有廠商的規範
4
。換言之，OECD期待各國競爭

法主管機關在疫情的巨變中扮演監督者、建言者的角色，在短期內避免補貼與振興措

施扭曲市場；長期而言則以建立公平、自由的競爭環境為目標，避免各國形成保護主

義。

目前學界討論主要集中於：競爭政策如何幫助應對COVID-19大流行帶來供需方
面的直接挑戰，並為中長期經濟復甦做出貢獻。著重競爭與產業政策相結合，新興的

經濟保護主義和保持競爭中立性，監管對策的新趨勢，著眼於歐盟及其成員國的競爭

法（反托拉斯和合併控制）領域的當前發展以及數位化等。

從政府的角度而論，本次疫情對理論、實務及證據層面上都帶來許多挑戰，在短

期的實務操作層面，競爭法主管機關需針對疫情採取即時的執法，如因應廠商操縱價

格、協議定價、聯合行為、救援結合（rescue mergers）及優先性調查等，以使市場於
短期內恢復正常運作；而就長期而言，受到疫情的衝擊，部分廠商因財務危機而退出

市場，或為持續生存而結合其他企業，容易使市場造成過度集中之現象，競爭法主管

機關審核瀕於破產而急於結合的申請案件時（如救援結合），應避免結合後對市場結

構所帶來的長期性傷害。

由於COVID-19疫情對經濟、社會等影響深遠，在這種重大經濟巨變下，競爭法
主管機關應扮演何種角色，無論是從理論面或實務面，皆有許多值得研究與探討之

處，尤其是世界各國政府在面對疫情影響時，提出了何種因應措施，國際組織的建議

又是如何，均值得我國政府借鑒，故實有必要對此進行深入研究，俾利我國競爭法主

管機關因應COVID-19帶來的經濟劇變，有效擬定疫情期間之競爭政策，並確保我國
長期之公平競爭環境。

4 OECD competition policy responses to COVID-19, OECD, https://www.oecd.org/
competition/competition-policy-responses-to-covid-19.htm，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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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國因應COVID-19所採取之措施及其與競爭法之關係

（一）COVID-19危機所產生之競爭法議題（一）COVID-19危機所產生之競爭法議題
全球在COVID-19影響下，部分產品的需求增加，例如口罩、消毒液等相關健康

醫療產品，因為產能不足或限制措施等，導致產品配銷困難，消費者不像在正常狀況

下能在競爭的供應鏈中選擇產品。其次，也有部分產品的需求減縮，例如咖啡、花卉

等因居家防疫所減少之消費，導致產品產能過剩，產業面臨需要合作配銷解決需求減

縮的難題。在這種情況下，原本的競爭不復以往，產業面臨在COVID-19中需要合作
但不能因此完全犧牲競爭的議題包括以下4類：
1. 生產者間需要合作以確保必要商品或服務得以充分的供應：例如醫療機構間可能
需要相互協調以提供資源和服務，其他事業也可暫時的合作生產、配銷以促進

COVID-19相關用品的生產與銷售。
2. 消費者需要被保護免於價格的哄抬：競爭法主管機關需要對競爭者間的合作採取比
過去更細緻的作法，並集中關注市場力是否濫用而不是關注排他性的行為。如美

國、歐洲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均先後發表聲明，願意暫時允許競爭對手間進行合作或

協調，以避免因COVID-19所引發的短缺，確保供應的安全。
3. 產能過剩的產品業者需要國家補助或聯合配銷以因應倒閉危機：例如咖啡、花卉等
相關社交活動所需產品，因民眾聚會社交活動減少導致產能過剩，相關產業有互相

溝通產能、瞭解需求分布等資訊之需求，合理降低產能或分配市場以促進資源分配

不浪費。

4. 危急事業退出市場應確保競爭秩序最低破壞：部分事業面臨倒閉危機進而考慮將事
業出售予第三人時，最大的潛在買家往往是競爭對手，但將事業售予競爭對手對長

遠的市場秩序有所影響，競爭法主管機關宜在事業結合的審查上加入更細膩的思

維。

（二）各國因應措施之類型化（二）各國因應措施之類型化

COVID-19危機發生以來，不難發現在競爭法應用上，各國出現類似的緊急因應
措施，尤其是為因應緊急的醫療服務及民生必需品，這類型產品的供應鏈急需競爭者

的緊急合作或資訊共享，以達到生產效率或配銷消費者以確保疫情時期的生活基本所

需。各國因應措施略有不同，比較法上，可歸納出因應措施略分為以下5類：
1. 企業應自我審查，但得尋求競爭法主管機關指導：這類型的競爭法主管機關持

COVID-19期間競爭法應同有適用的態度，且企業應自我審查，如企業有合作協議
可能涉及競爭法疑義時，得尋求競爭法主管機關之指導，此時，競爭法主管機關將

提供適法性分析，提出修正建議。採取此類型措施的國家有美國、歐盟、法國、德

國、日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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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定期間、特定產業之合作將被假定為合法：這類型的競爭法主管機關，表列出特
定產業，例如衛生社會服務、食品、能源、環境、資訊通信等，認為此類特定產業

與COVID-19期間的基本生活服務重要相關，故這類特定產業於特定期間進行合作
協議時，競爭法主管機關將假定其為合法。採取此類型措施的國家如新加坡。

3. 競爭法主管機關逐案授權：這類型的競爭法主管機關，針對不同產業的需求逐案做
出個案的授權規定或豁免規定，競爭法主管機關採取較積極、主動的行政指導或行

政規定，使被授權或被豁免的產業有相關規定得以遵循。採取此類型措施的國家如

荷蘭、澳洲、南非等。

4. 政府立法排除競爭法適用：這類型由國家採取立法的方式，立法排除於特定期間免
除特定競爭法適用，在法律位階上，相較於前述的行政規定、行政指導類型，更直

接拔升到法律層級，有更高的指導象徵性。採取此類型措施的國家如巴西、英國

等。

5. 擬進行合作之企業應經申請核准：這類型的競爭法主管機關採取較高強度的管制，
要求擬進行合作協議的業者應將其方案提報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實施合作協議，

主管機關對於合作協議有實質的監督管理權利。採取此類型措施的國家如中國。

各國因應方式及類型歸屬如下表1：

表1　各國因應COVID-19之措施與類型

國家 因應方式 類型

美

洲

美國
司法部、聯邦貿易委員會發布聯合聲明，企業

得申請業務審查，當局逐案回覆

企業應自我審查，

得尋求當局指導

巴西

政府簽訂法案，允許暫停適用反托拉斯法部分

規範，協議行為無須經過主管機關批准，但主

管機關在行為的1年後可以進行審查

特定期間暫停競爭

法特定法規適用，

但主管機關於行為

後得進行審查

歐

洲

歐盟
歐洲競爭網絡發布競爭法聯合聲明，企業得申

請安慰信

企業應自我審查，

得尋求當局指導

英國
政府透過逐案立法方式，針對特定產業放寬競

爭法適用

逐案立法放寬競爭

法適用

法國 競爭管理局發布聲明，為企業提供非正式指導
企業應自我審查，

得尋求當局指導

德國 聯邦卡特爾辦公室為企業提供指導
企業應自我審查，

得尋求當局指導

荷蘭
消費者與市場管理局針對特定產業，提供個案

命令

逐案授權放寬競爭

法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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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因應方式 類型

亞

太

中國
市場監管總局接受欲申請豁免的企業提出申

請，企業於申請獲准後得進行合作

擬合作之企業應經

申請核准後，始得

進行合作

日本
公正交易委員會發布聲明，可以為公司提供指

導

企業應自我審查，

得尋求當局指導

新加坡

競爭和消費者委員會發布指導，在一段期間

內，經列表認定的產業如進行合作者，當局將

假定其為合法。但對指導的框架有疑問的企業

可以聯繫當局以獲得指導

特定期間、特定產

業之合作視為合法

澳洲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透過逐案授權方式，針對

特定產業放寬競爭法適用

逐案授權放寬競爭

法適用

非

洲
南非

貿易、工業和競爭部逐案發布豁免規定，針對

特定產業放寬競爭法適用

逐案授權放寬競爭

法適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各國對於競爭對手合作之鬆綁條件與建議標準（三）各國對於競爭對手合作之鬆綁條件與建議標準

在法律實體上，因應COVID-19危機，為維護消費者健康及基本生活所需，在
醫療、口罩、消毒液、食品、雜貨、運輸等民生產品或服務上，需要競爭對手透過

必要的合作以度過難關。然而，限制競爭從過去歷史來看，對於長遠的經濟發展或

COVID-19過後的經濟復甦開展而言並非有利，所以COVID-19期間關於競爭法的豁免
標準如何，至關重要。從比較法上，各國對於鬆綁條件及建議標準主要有以下5項：
1. 有助於改善生產或分配或促進技術或經濟進步：確保向公眾或公眾的重要，例如關
鍵工人或弱勢消費者，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務的合作將被視為提高效率並符合此標

準。

2. 讓消費者公平分享由此產生的利益：如果沒有合作，產品就會出現嚴重短缺，如果
合作可以避免或減輕類似的短缺，則該合作可以被認定為給消費者帶來公平的利

益。

3. 不對相關企業施加對實現這些目標並非必不可少的限制：在確定合作是否對實現效
率必不可少時，關鍵因素將是在可用的情況和時間有限的情況下，是否可以合理地

認為合作是必要的。此外，合作的持續時間及競爭限制，在本質上必須是暫時的。

4. 不向有關經營者提供就所涉產品或服務消除競爭的可能性：合作措施仍然可能保留
競爭的某些方面，且必須儘可能的保持競爭。例如在產能和供應合作期間保持價格

競爭，如果限制可以是僅限於特定商品或地理區域者，則企業應努力以這種方式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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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企業應保持其操作被記錄且透明：企業應自行評估其限制競爭活動是否符合指導方
針，部分國家以排除競爭法方式、部分國家以臨時授權方式、或部分國家以安慰信

方式協助企業自我審查，企業應記錄與其他企業合作協議的討論，對正在進行的操

作保持透明，並依不同當局之規定進行可能或必須之報備。

（四）各國對於申請程序的彈性調整（四）各國對於申請程序的彈性調整

在法律程序上，鑒於因疫情而被限制的人員移動、優先處理危機的時效性及有

效性等考量，競爭法主管機關多提供較為靈活的程序以及需要優先處理危機有關的事

項，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紛紛提供更為靈活的程序，包括：

1. 競爭法主管機關設置專用郵箱及網站以利企業申請審查或安慰信：由於COVID-19
期間的紙本作業或人員移動困難，競爭法主管機關多提供專用郵箱、專用網站以處

理合作協議審查釋疑等相關事項，便利企業以網路進行快速便捷的作業。

2. 企業申請審查或安慰信時應提供業務內容及說明：企業提出申請時，應解釋其合作
協議內容與疫情的關係，並提供對提案性質和理由的描述包括參與者、提案將涵蓋

的產品服務以及時間和安排的地理範圍；各方之間的擬議或其他安排包括紀錄合

約或安排的文件副本；主要預期客戶的名稱；以及其他供應商競爭重要性的可用資

訊；業務內容應具體詳盡，以利競爭法主管機關審查。

3. 競爭法主管機關得要求其他相關資訊：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業務審查或安慰信申請
資料認有缺漏、無法因此作成適法性判斷時，主管機關得要求企業再提出進一步的

資料，企業應予配合。

4. 企業仍應先自我審查：企業作為市場交易主體，對於其合作協議之適法性、可能造
成的市場結果、對於消費者的權益保障等是直接的權利義務承受主體，企業對其合

作協議有自我審查之義務，在提出業務審查或安慰信申請前仍應先自我審查。

（五）各國對於垂危事業結合之程序與審查標準調整（五）各國對於垂危事業結合之程序與審查標準調整

此外，因應COVID-19危機，部分企業因業務緊縮受到虧損，或即便受到補助
或通過合作協議仍無法度過難關者，可能因此面臨出售企業之議題，在這種情形

下，最可能的潛在買家往往就是企業的水平關係對手，因此競爭法主管機關面臨因

COVID-19受影響而提交之結合申請案議題。比較法上，各國對於垂危事業（failing 
fi rm）之結合提出程序及審查標準如下： 
1. 明定結合的時程及程序：因應COVID-19競爭法主管機關對合併方或第三方之調查
可能會面臨挑戰，部分主管機關因此延長審查期間，並加強要求當事人提供儘可能

多的資訊，必要時可能會停止時鐘（stop the clock）。
2. 嚴格審查垂危事業抗辯：競爭法主管機關應以證據為基礎，不得推測性的認定

COVID-19對企業造成影響，並逐案審查 (1)如果沒有交易，公司是否會退出市場；
(2)是否會有公司或其資產的替代購買者；及(3)與收購產生的競爭結果相比退出對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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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的影響之3個審查標準。
3. 加強外國投資之審查：由於COVID-19緊急情況，增加了許多外國投資以試圖獲得
醫療保健能力或相關行業，部分區域因此提供了一個框架，以確保合法的公共政策

目標受到外國投資威脅時得到保護。

三、我國因應疫情之政策與競爭法之關係

（一）我國紓困補貼政策概述（一）我國紓困補貼政策概述

因應「COVID-19」疫情，政府以「防疫、紓困、振興」3大步驟因應，針對受疫
情衝擊的產業提出紓困方案，並於109年2月25日公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
困振興特別條例》，行政院依特別條例原編列600億元（紓困1.0），其後因全球疫情
加劇，改良了紓困方案，提出紓困2.0、3.0，更因為疫情警戒自110年5月19日起提升
至第三級，衝擊許多內需型產業，為防疫需要及緩解對民生與產業的衝擊，提出紓困

4.0方案，建立完整機制，全面協助受影響之產業及個人。此外為了振興經濟，政府先
後推出三倍券、五倍券、藝FUN券、動滋券、農遊券、浪漫客庄旅遊券、會展補助及
旅遊補助等，帶動國內消費，刺激內需。

紓困補貼政策大致可分為：1.融資協助及貸款紓困；2.就業協助；3.稅務協助；
4.水電費減免及國有不動產租金減緩繳。其中關於中小企業，政府優先提供受疫情影
響之中小企業購置設備，紓困1.0至紓困3.0，至110年9月15日止，已發放1,465.3億元
現金、嘉惠527.5萬人，總計紓困逾1,375萬的個人及企業5

。

此外，由於我國以中小企業為主，而中小企業因為資源有限，受到經濟危機的

衝擊尤大。根據經濟部2021中小企業白皮書，2020年臺灣中小企業家數為154萬8,835
家，占全體企業98.93%，自2020年初疫情發生以來至2021年3月底的調查顯示，8
成以上的中小企業認為財務面受到負面影響（中小型製造業82.0%、中小型服務業
85.4%）；以行業別來看，多數認為是輕微負面影響，惟「住宿及餐飲業」認為受到
大幅負面影響的比重最高，有53.3%6

。故政府除了一般企業的貸款展延及其他貸款之

外，針對中小企業額外增加利率補貼，且中央銀行亦因應疫情辦理中小企業貸款專

案，幫助中小企業度過疫情難關。

另外一個與競爭法相關的政策是口罩國家隊的議題。疫情爆發初期，口罩一片難

求，政府為守護國民健康，宣布禁止口罩出口，徵用口罩，組成口罩國家隊以增加產

5 行政院網站，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190318be-c51b-
43b5-91ba-5623b242335f，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2。

6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file:///C:/Users/Chris/Downloads/2021%E5%B9%B4%E4%B8%
AD%E5%B0%8F%E4%BC%81%E6%A5%AD%E7%99%BD%E7%9A%AE%E6%9B
%B8(%E5%85%A8).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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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回應大量的口罩需求，又因傳染病防治法明文，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期

間，各級政府機關依指揮官之指示，對於事業徵用及配銷防疫物資之行為，得不受公

平交易法第14條聯合行為之限制，併予敘明7
。為籌組口罩國家隊，經濟部透過「建

立與廠商、業者及公會之溝通平臺」、「協調各部會尋求人力支援」、「建立創新機

制完成採購」、「建立產業醫用口罩配銷與管理機制」、「產業跨部會協調」、「超

前部署口罩製造機」等措施，掌握國內口罩生產訊息，並盤整國內廠商產能，洽請廠

商提高生產班次、緊急採購口罩機器、確保原料供應，除了口罩產能穩定提升外，亦

以口罩協助他國，陸續捐贈近2,000萬片口罩予美國、加拿大、歐洲、友邦、東南亞等
國，獲各國肯定與感謝，提升我國國際能見度

8
。

（二）政策與競爭法之連結（二）政策與競爭法之連結

1. 我國成立口罩國家隊是否違反競爭法
因應COVID-19疫情，企業間之合作具有必要性，以確保疫情期間供不應求的商

品能夠持續供應，並公平分配給所有國民，故在此時的合作行為，並不受到公平法中

「聯合行為」之規範，我國傳染病防治法亦有相關規定，在疫情期間，雖然口罩廠商

間之關係為有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且因為廠商之間有溝通平台，具有聯合

行為之合意，惟發生時間為疫情特殊時期，此舉係為了增快產能滿足國民需求之舉

措，實為必要之行為，受公平法之豁免。也因為政府之政策，緩解國民恐慌，且每人

皆可購買口罩。

2. 我國針對中小企業有特別補助是否違反競爭法
我國中小企業占比大，疫情期間雖然各規模的公司皆會受影響，惟中小企業因為

資金並不如大公司龐大，更易受到疫情影響，維持公平競爭係公平法目的之一，惟若

政府對於大企業及中小企業政策相同，導致齊頭式平等，反而可能造成資金無法集中

於需要幫助的行業，另外我國憲法中的平等原則，亦非僅指單純形式上的平等，故針

對大企業與中小企業間須有合理的差別待遇，始能達到真正的平等。又我國對於中小

企業之補助並非無限制的補貼，且補貼目的為協助企業在不裁員及減薪的情形下，維

持員工就業，企業有照顧員工之義務，對此亦有相關規定如：不可終止勞動契約、裁

員（資遣）或其他對員工減薪等減損員工權益之行為，給予補助同時亦要求受補助對

象需有適當回饋，故針對中小企業之特別補助適當且必要。

（三）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COVID-19之因應（三）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COVID-19之因應
1. 成立新冠肺炎防疫物資專區

疫情初期，因為口罩供不應求，偶有不肖業者囤積或哄抬口罩價格，如某電商平

7 傳染病防治法第55條。
8 呂正華，「跨域合作打造口罩國家隊」，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第8卷第4期，

40-4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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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有業者販售醫用專用口罩1包7入，售價新臺幣999元；另有業者販售N95口罩1盒20
片，售價8,999元，顯然價格均偏高，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要求該電商平台下架廣告並
善盡平台業者之職責，倘有疑慮，則宜不予以上架販售，以維護消費者權益，另有某

藥局「紙口罩」（非一般醫療用口罩），價格從原本70元漲至800元一案9
。公平會對

此表示，口罩為防疫期間重要之民生物資，攸關防疫成效與國民健康甚鉅，且適逢春

節年關將屆，該會將持續密切關注並監督相關市場之價格變化情形，宣示「法律無假

期」的執法決心；一經查獲業者有合意調漲或共同約束價格之行為，依公平法第40條
第1項規定，最高可處新臺幣5,000萬元罰鍰，若情節重大，還可依同條文第2項規定處
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10%以下罰鍰。如經公平會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
要更正措施，而屆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

違反行為者，處行為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呼
籲業者切勿以身試法

10
。

2. 競爭法主管機關與產業機關之關係
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前提已如前述，必須要短期性、不會長期影響市場，故在

疫情趨緩時，或政府原先紓困政策目標達成或是政府認為若持續干預市場經濟，將會

嚴重影響市場運作時就要退場，於疫情期間，產業主管機關為了保護其管理之產業，

維持產業競爭優勢，不讓產業受疫情衝擊，如經濟部針對中小企業所提出之中小企業

白皮書，而競爭法機關的目標為維持良好市場運作，兼顧社會經濟穩定，並非如產業

主管機關係以保護特定產業為目的而存在，又後疫情時代，不論係民生用品業、百

貨業、抑或是電子科技業等等，市場勢必迎來強大需求，廠商此時可能有聯合行為誘

因，為增加利潤而共同提高價格，幫助產業穩定及維持市場公平運作兩相權衡，建議

以維持市場運作、社會安全穩定為優先公平交易委員會作為，此外亦須加強消費者宣

導、暢通消費者救濟檢舉管道，或是藉由市場調查、企業訪談等方式，加強管理，以

維持市場秩序。

9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https://cpc.ey.gov.tw/Page/6C059838CA9744A8/0da1482f-
6007-4c20-b2c3-8d5cbe4cb3d0，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2。

10 公平交易委員會，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735&
docid=16255&mid=1734，最後瀏覽日期：202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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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政策與OECD、國際案例之異同

（一）相同處：對於防疫物資反托拉斯部分放寬（見下表2）（一）相同處：對於防疫物資反托拉斯部分放寬（見下表2）

表2　我國政策與國際案例比較之相同處

美國 歐盟 巴西 臺灣

美國司法部2 0 2 0年4
月 4日宣布不會挑戰
McKesson Corporation、
Owens & Minor Inc.、
Cardinal Health Inc.、
Medline Industries Inc. 
和 Henry Schein Inc.等
公司的合作努力，以加

快和增加製造、採購和

分銷個人防護設備和

COVID-19治療相關藥
物。

歐洲競爭網絡（Europe 
Competition Network, 
ECN）2020年3月23日
發布了關於在疫情期間

適用歐盟競爭法的聯合

聲明，指出競爭規則旨

在確保公司間的公平競

爭環境，這一目標在疫

情期間仍持續重要，但

為了因應危機，可以允

許不同的需求及因應。

巴西經濟防衛委

員會2020年5月
28日批准11

了食

品和飲料行業的

一批競爭公司之

間的合作，旨在

投資3 . 7億雷亞
爾幣向小型零售

商提供保護設備

（如口罩和酒精

洗手液），以及

關於COVID-19
相關健康協議的

建議和培訓，幫

助他們重新開

業。

經濟部為讓國

人有充足且平

價的口罩，自

農曆春節期間

即開始著手規

劃一連串「製

罩」執行專案

計畫，掌握每

日口罩與機臺

生產訊息，並

據以編製報表

逐日檢討及調

整執行方向，

同時盤整國內

口罩廠商既有

產能，洽請口

罩製造廠商提

高生產班次、

緊急採購  9 2 
臺口罩製造

機，並要確保

口罩材料供應

無虞，打造跨

業合作之「口

罩國家隊」。

美國司法部2 0 2 0年4
月20日宣布 12

不會挑

戰AmerisourceBergen 
Corporation與其他競
爭分銷商的合作努

力，以確定全球供應

機會，確保產品質

量，並促進藥物和其

他醫療用品的產品分

銷以治療COVID-19病
患。

歐盟委員會2020年4月
29日向歐洲藥品協會發
布安慰信，表明旨在避

免疫情藥品短缺情況的

特定合作項目，不會引

起競爭法之疑慮。歐洲

藥品協會預期在疫情藥

物方面，需求和生產的

數據收集和建模、生產

和庫存的適應或重新分

配，及可能的分銷變化

進行合作；協調包括活

11 CADE, “Cade authorizes collaboration among Ambev, BRF, Coca-Cola, Mondelez, 
Nestlé and Pepsico due to the new coronavirus crisis”, http://en.cade.gov.br/cade-
authorizes-collaboration-among-ambev-brf-coca-cola-mondelez-nestle-and-pepsico-due-
to-the-new-coronavirus-crisis，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12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Justice Department Issues Business Review Letter to 
AmerisourceBergen Supporting Distribution of Critical Medicines Under Expedited 
Procedure for COVID-19 Pandemic Response”, https://www.justice.gov/opa/pr/justice-
department-issues-business-review-letter-amerisourcebergen-supporting-distribution，
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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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藥物成分的交叉供
應，並共同確定將特定
生產地點最好地轉換為
某種藥物或提高產能的
位置，以便並非所有公
司都專注於一種或幾種
藥物，而其他藥物仍處
於生產不足狀態；並預
期在藥品供應不足或供
應過剩的情況下，持續
重新平衡和調整產能利
用、生產和供應。

美國司法部 2 0 2 0年
7月 2 3日宣布不會
質 疑 禮 來 公 司 、
AbCelleraBiologics、
安進、阿斯利康、基
因泰克和葛蘭素史克
為共享有關製造設施
和其他主題的資訊而
提出的努力，這些資
訊可以使他們加快生
產被確定對治療疫情
安全有效的單克隆抗
體治療。兩家公司已
承諾不會交換與這些
處理的價格或這些處
理的投入或生產成本
相關的資訊。

歐 盟 委 員 會 2 0 2 0
年 4 月 8 日 發 布 一
份 臨 時 框 架 通 訊
（Temporary Framework 
Communication），對於
擬合作應對COVID-19
緊急情況的公司，尤其
是涉及藥品、醫療設備
等基本產品和服務，提
供反托拉斯指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COVID-19危機之下，各國政府為維護消費者健康及基本生活所需，在醫療、
口罩、消毒液、食品、雜貨、運輸等民生產品或服務上，需要競爭對手透過必要的合

作以度過難關，尤其是為因應緊急的醫療服務及民生必需品，這類型產品的供應鏈急

需競爭者的緊急合作或資訊共享，以達到生產效率或配銷消費者以確保疫情時期的生

活基本所需，各國因應措施雖有所不同，但本質上皆係在放寬對於反托拉斯的標準及

條件，希望有助於在疫情期間，能夠確保社會及經濟的穩定，且皆強調這是短期措施

而非長期的政策。

就此部分，臺灣與其他國家相同，針對口罩等防疫物資在重大疫情下，對於相關

產業可能涉及反托拉斯的情況予以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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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異處：事業結合之控制（垂危事業抗辯）、加強外國投資之審查（二）相異處：事業結合之控制（垂危事業抗辯）、加強外國投資之審查

表3　我國政策與國際案例比較之相異處

英國 歐盟

競爭及市場管理局2020年4月22日發布了
關於危機期間合併控制流程的指南，表

示COVID-19並沒有導致評估標準的任何
放鬆，當局將保持前瞻性和以證據為導

向，並逐案聽取證據。

歐盟委員會 2 0 2 0在其合併網頁上發
布了一項免責聲明，表示競爭總局

（Directorate General Competition, DG 
COMP）鼓勵公司除非有非常令人信服
的理由立即進行，否則在可能的情況下

推遲合併通知。由於委員會面臨從第三

方收集資訊的困難，其服務在訪問資訊

和數據庫方面面臨限制，討論需要比通

常更長的時間，並且在通知之後，委員

會可能會通過發出額外的資訊請求或停

止時鐘（stop the clock）並暫停審查來
暫停正式審查期，可能會降低調查進入

第二階段檢查的可能性。未來可以預

見的是，在水平合併的相關交易裡，

COVID-19危機可能會引起更多的垂危事
業（failing fi rm）抗辯。
歐盟委員會2020年3月25日，在本該自
2020年10月11日適用的2019/452號向成
員國歐盟的外國直接投資審查框架（FDI 
Screening Regulation）前，發布了關於外
國直接投資和第三國資本自由流動以及

保護歐洲戰略資產的指南，該指南旨在

確保由COVID-19所引起之公共衛生危機
和相關經濟脆弱性，歐盟內將採取強有

力的外國投資審查方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除了對於防疫物資反托拉斯的標準予以放寬外，尚有部分國家對於事業之「結

合」制定不同的規範或政策。例如競爭法主管機關審查事業的結合時，可能會因為

COVID-19疫情，導致對合併方或第三方之調查面臨挑戰，部分主管機關因此延長審
查期間，並加強要求當事人提供儘可能多的資訊，甚至必要時可能會停止審查，如此

可能會提高企業結合的難度。另外在審查垂危事業時，競爭法主管機關亦重申應採取

嚴格審查流程，即以證據為基礎，不得推測性的認定COVID-19對企業造成影響，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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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案審查：(1)如果沒有交易，公司是否會退出市場；(2)是否會有公司或其資產的替代
購買者；及(3)與收購產生的競爭結果相比退出對競爭的影響之3個審查標準。最後，
由於COVID-19緊急情況，增加了許多外國投資以試圖獲得醫療保健能力或相關行
業，部分區域因此提供了一個框架，以確保合法的公共政策目標受到外國投資威脅時

得到保護。

臺灣因為在COVID-19疫情初期果斷採取嚴格防疫措施，故未如其他國家一般，
經歷過大規模的停業或限制外出，也因此臺灣雖有部分產業受到疫情衝擊，但實際受

損的情況遠遠未及其他國家，進而導致臺灣著重在於防疫物資的需求以及相關產業反

托拉斯的限制，其餘如結合事業的延遲、嚴格審查垂危事業抗辯、加強外國投資之審

查等，相關競爭法主管機關於疫情下的調整作為並未實際發生需求。

在比較各國與我國在COVID-19疫情下的競爭法政策上，不難看出各國政府因應
措施雖有所不同，但本質上皆係在放寬對於防疫物資或相關產業在反托拉斯的標準及

條件，而另外有關於結合事業的控制，則因為各國產業及經濟狀況不同，而有不同規

範，然而相關立法或政策亦可作為我國日後遭遇類似經濟衝擊時，可以借鏡之重要參

考，深具研究意義。

五、結論與建議

為因應COIVID-19對經濟產業的衝擊，OECD競爭委員會於2020年4月發布1份有
關競爭政策如何回應疫情的報告（OECD competition policy responses to COVID-19），
該份報告的最後，並有嘗試對各國政府政府部門提出執法方面建議

13
。

先就企業角度而言，在疫情衝擊下，企業也無可避免將遭遇一系列的法律議題，

例如：遠距工作關係中衍生新的勞務委任關係、生產線受疫情延遲無法如期交貨的違

約情事、跨國結合交易中需要關注的法律程序、疫情中股東會（視訊）的召開與程序

事宜等。與此同時，面對疫情對於企業的挑戰與營運成本提高，各國政府也陸續推出

一些稅務、資金補助、刺激經濟與紓困方案，讓企業與個別員工皆可獲得優惠、減免

與補助，一同共度疫情，建立新常態的生活
14
。

就競爭法的角度，企業若在疫情期間，仍有從事聯合行為。那麼其中主要的議題

可能就是，與競爭對手間達成相關協議以因應疫情帶來的衝擊。對此，主要的遵法意

13 OECD, “Competition policy responses to COVID-19”, https://www.oecd.org/
competition/competition-policy-responses-to-covid-19.htm，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14 KPMG 洞察觀點，「COVID-19 相關法律議題總整理」，https://home.kpmg/tw/
zh/home/insights/2020/03/the-business-implications-of-coronavirus/tax-and-legal-
considerations/tw-law-reminder-covid-19.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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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與建議，就是企業應該強化自身的適法性分析，並且宜留意公平法及傳染病防治法

相關規範。此外，企業若在疫情期間，有濫用獨占地位的情形。舉例來說，企業可能

因疫情而需調整價格、供貨量，但此舉可能導致市場不公平競爭之情形。對此，企業

本身同業需要強化自身的適法性分析，並同時也需留意公平法及傳染病防治法相關規

範。

而在市場結合的議題上，疫情期間也很可能出現，某些企業會針對營運不良之企

業出手結合。那這時企業在因應方式上，則必須加強考量意向書審閱、交涉處理、資

料處理、結合契約審閱等面向，以作為因應之策略。在相關建議方面，則是宜留意分

析：是因疫情而受害的產業（觀光、休閒、策展、百貨、零售），或是因疫情而受惠

的產業（人身保險、網路電商、醫療保健、物流），而制定不同的結合策略？這些關

鍵之點的分析內容，都可能影響公平法之執法與對策。

以下主要參考各國經驗及OECD的建議，提出政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之政策建議。
（一）政府因應政策與行動的建議（一）政府因應政策與行動的建議

1. 繼續支持及遵守競爭政策原則和其執行
過去的危機表明，競爭政策和執法在加強市場復原力和支持經濟從危機中迅速恢

復方面可發揮根本作用。因此，強而有力的競爭法執法與遵守可以在政府應對經濟危

機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政府應繼續為競爭法主管機構提供資源與支持，並在危機

期間和危機後請教競爭法主管機構的專業知識，以確保市場在危機後運作良好，能夠

支持經濟增長。

2. 國家支持措施應考慮到競爭法原則
政府在計畫市場干預措施時，應儘量減少對市場競爭的影響，並儘可能避免有選

擇地援助那些在危機前已經倒閉或存在重大結構問題的公司。在這一關鍵時期，針對

特定公司的措施應精心設計，為解決所發現的問題而嚴格制定，並應是臨時性的，同

時需密切監測。所做的任何投資（如股權），包括公司的國有化，應在條件允許時儘

快退出，並以促進競爭的方式進行。在危機顯示需要對企業施加新的措施的情況下，

需適當地、透明地對企業進行援助及補償。各國政府應與其他司法管轄區合作，確保

在所採取的方法上有一定程度的國際共識，以維持各國之間的公平競爭環境。

3. 限制保護主義措施，保持市場開放
政府應仔細考慮限制那些不必要地扭曲公平競爭環境的國家干預措施，並考慮徵

求競爭法主管機構的意見。在規劃市場干預措施時，政府應確定該措施對於解決市場

失靈是必要的和適當的。他們還應該確保所採取的任何支持措施是透明和臨時的。最

後，政府應確保沒有其他的解決方案可以在限制競爭方面帶來更低的負面影響。

4. 在中長期內逐步取消政府的干預措施
競爭政策可以為退出市場干預戰略的制定提供參考，使市場機制在危機後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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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同時避免對市場的損害，如干預政策無計畫的退出。支持措施應以合理、透明

和可預見的方式在時間上加以限制，政府應在條件允許時儘快停止提供支持及實施干

預政策。退出策略可包括在市場情況允許時儘快引入退出國家干預與支持的激勵措施

（如政府資本重組的高額報酬或要求嚴格的股息報酬政策），並以促進競爭的方式使

市場回歸正常。政府在設計退出戰略時，應依靠競爭法主管機構的建議。但這可能很

複雜，需要仔細考慮，特別是在平衡靈活性和法律的確定性之間。

（二）競爭法主管機構的因應政策與行動的建議（二）競爭法主管機構的因應政策與行動的建議
1515

1. 面對重大經濟巨變 競爭法仍扮演重要角色
市場競爭有助於促進經濟復甦和恢復運作良好的市場。面對重大經濟巨變，亦

不應放棄競爭政策標準或放鬆競爭法的執法目標，但與此同時，競爭法主管機構的行

動，應該基於對產業和市場變化的了解。以COVID-19的情況而言，如確保國家資源
沒有被濫用、受到負面影響的產業是否得到公平的機會、受到正面影響的產業是否有

危害市場競爭的行為…等。另一方面，在執法程序上，由於疫情需求，程序的靈活性

與程序時效，亦應是重要考量。

2. 注意執法行動的順序與彈性調整措施的透明化
競爭法主管機構的執法行動，基於對產業和市場變化的了解。因而主管機關的行

動重點，應主要集中在那些可能受到危機影響最大的經濟部門（如醫療保健、航空、

旅遊）。競爭管理機構應允許或支持有助於加快經濟從危機中恢復的舉措（如促進企

業在氣候變化方面的有效合作）。競爭法主管部門的行動應集中在：(1)允許並促進市
場的激勵機制，以迅速應對危機產生的需求（如基本藥物、醫療產品的生產）；(2)限
制延長危機影響和減緩經濟復甦的市場反應（如勞動力市場的反競爭行為和宣傳）。

倘若有一些彈性、權宜措施，競爭法主管機關應與有關部門溝通相關調整，並讓規則

透明化。

3. 注意政府實施國家干預措施的公平性
重大經濟巨變往往帶來政府資源的重分配，競爭法主管機構尤應注意保障公平的

競爭環境，避免市場扭曲，在可能的情況下，幫助政府於經濟部門適用明確、普遍和

客觀的原則，設計應對危機的公共措施。競爭法主管機構應當為制定退出戰略提供資

訊與建議，使市場機制能夠在危機後得到恢復。這將有助於確保市場在危機後保持競

爭力，這對經濟復甦至關重要。

4. 注意監測價格的大幅和快速上漲
這可能包括對反競爭的價格上漲採取執法行動，以及在適當的時候使用臨時措施

15 梁珮玟，「競爭政策於新冠肺炎下所扮演的角色」，公平交易通訊，第94期
（2020）：https://www.ftc.gov.tw/upload/ced200ce-5ee0-437f-a05a-d63266dca2db.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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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發放警告信來迅速制止這種行為。當局應與消費者保護機構密切協調，或依靠消費

者保護權力（如果有的話）來保護消費者免受不公平定價行為的影響。當局還可以利

用宣傳來強調價格控制措施的風險，包括那些與阻礙生產和破壞對新進入者的激勵有

關的風險。

5. 可提供一般指導或個案快速審查
重大經濟巨變之下，產業需要更多合作以共渡難關。此時執法機關可以就聯合

行為標準做出彈性的調整。這些調整措施可以是對企業的一般性指導，也可以是如澳

洲的例子：採行個案審查。更具體地說，如為了促進關鍵健康產品（如疫苗或基本藥

物）的合作開發，此類情況競爭法執法機關可就產業合作，做出彈性措施。不過，主

管機關應確保這些安排是臨時的，並且不影響公平競爭的核心目標。避免如「危機卡

特爾（Crisis cartels）」的情況：在穩定企業方面取得的效益有限，卻對消費者造成了
嚴重損害。

6. 注意企業合併的實質與程序效益
由於重大經濟巨變，陷入財務困境的企業可能更傾向與競爭對手合併來改善其狀

況。執法機關對此類結合案例，應注意交易所產生的利益是否大於危害，確保合併構

成「救援結合」，以避免對市場產生長期負面結構影響的反競爭合併的風險。此外，

處於困境中的公司，如果調查期間過久，可能造成公司狀況的快速惡化。為了程序效

率，競爭法主管機構可以因應重大經濟巨變，採取程序上的改變，以確保更有效率地

審查。

7. 限縮彈性或例外的執法標準 多方溝通並盡量透明化
倘若執法機關基於其他公共政策考慮(如快速因應重大經濟巨變)，因而做出彈性

的決定，應限縮於必要情況，一切規則與措施並應盡量透明化。競爭法主管機構應在

讓這些因應經濟巨變所採取的彈性與例外的標準，在可能情況下盡量限縮，而非任意

擴張。且應將所有例外規則的考量與適用，與相關部門溝通、並盡量透明。

8. 儘量尋求程序上的靈活性
鑒於因疫情而被限制的人員移動（和競爭法主管機構工作人員）的措施，以及需

要優先處理危機有關的事項，競爭法主管機構應探索在程序中的靈活性，包括在合理

的情況下加速減免合併中的停頓義務，以及在必要時加快審查合併的機制（如電子文

件）、延長申請期限和推遲處理非緊急案件等。任何此類靈活性的使用和調整後的程

序都應考慮到正當程序的權利。



重大經濟巨變下競爭法主管機關應有之思維與應對──以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為例 277

參考文獻

1. Access to European Union law, “Document 32019R0452”, https://eur-lex.europa.eu/eli/
reg/2019/452/oj，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2. Access to European Union law, “Document 32020R0593”,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20R0593&qid=1629636999721，最後瀏覽日
期：2021/10/14。

3. Access to European Union law, “Document 32020R0594”,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20R0594&qid=1629637032517，最後瀏覽日
期：2021/10/14。

4. Access to European Union law, “Document 32020R0599”,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20R0599&qid=1629637067631，最後瀏覽日
期：2021/10/14。

5. Access to European Union law, “Document 32020R0975”,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20R0975&qid=1629636872093，最後瀏覽日
期：2021/10/14。

6. Access to European Union law, “Document C:2020:099I:TOC”, https://eur-lex.europa.eu/
legal-content/EN/TXT/?uri=OJ:C:2020:099I:TOC，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7. Access to European Union law, “Document C:2020:112I:TOC”, https://eur-lex.europa.eu/
legal-content/EN/TXT/?uri=OJ%3AC%3A2020%3A112I%3ATOC，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8. Access to European Union law, “Document C:2020:164:TOC”, https://eur-lex.europa.eu/
legal-content/EN/TXT/?uri=OJ%3AC%3A2020%3A164%3ATOC，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9. Access to European Union law, “Document C:2020:218:TOC”, https://eur-lex.europa.eu/
legal-content/EN/TXT/?uri=OJ%3AC%3A2020%3A218%3ATOC，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10. Access to European Union law, “Document C:2020:340I:TOC”, https://eur-lex.europa.eu/
legal-content/EN/TXT/?uri=OJ%3AC%3A2020%3A340I%3ATOC，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11. BBC news，「中美貿易戰：為何可能出現台商受傷台灣受益」，https://www.bbc.
com/zhongwen/trad/business-48496982，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12. BBC news，「肺炎疫情：全球汽車業陷入有史以來空前危機」，https://www.bbc.
com/zhongwen/trad/world-52247098，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第 2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78

13. BBC news，「新冠肺炎影響浮現　中國2月製造業斷崖下滑」，https://www.bbc.
com/zhongwen/trad/business-51702729，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14. Ben S. Bernanke, “Essays on the Great Depress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5. COVID-19 Dashboard，https://www.arcgis.com/apps/dashboards/bda7594740fd4029942

3467b48e9ecf6，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16. Eastern R. Conf. v Noerr Motors, 365 U.S. 127, 138（1961）.
17. ETtoday，「三級警戒持續　觀光業產值蒸發1280億　這行收入掛零1年半」，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10615/2007245.htm，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18.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policy/antitrust_

en，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19. European Commission, “Competition Policy”,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policy/

mergers_en，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20. European Commission, “framework communication antitrust issues related to cooperation 

between competitors in covid-19”,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default/fi les/framework_
communication_antitrust_issues_related_to_cooperation_between_competitors_in_
covid-19.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21.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statement by the European Competition Network (ECN) on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during the Corona crisis”,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
ecn/202003_joint-statement_ecn_corona-crisis.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22. European Commission, “medicines for Europe comfort letter”, https://ec.europa.eu/
competition/antitrust/medicines_for_europe_comfort_letter.pdf，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23. Federal Trade Comm’n & U.S. Dep’t of Justice,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2000）.

24. Federal Trade Comm’n & U.S. Dep’t of Justice, Statement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 
Policy in Health Care（1996）.

25.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Joint FTC-DOJ Antitrust Statement Regarding COVID-19”, 
https://www.ftc.gov/public-statements/2020/03/joint-ftc-doj-antitrust-statement-
regarding-covid-19?utm_source=govdelivery，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26. FTC, Enforcement Perspectives on the Noerr-Pennington Doctrine: An FTC Staff Report 
（2006）.

27. kknews每日頭條，「貨幣主義和貨幣學派的簡述」，https://kknews.cc/finance/
px56mj8.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28. KPMG 洞察觀點，「COVID-19 相關法律議題總整理」，https://home.kpmg/tw/



重大經濟巨變下競爭法主管機關應有之思維與應對──以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為例 279

zh/home/insights/2020/03/the-business-implications-of-coronavirus/tax-and-legal-
considerations/tw-law-reminder-covid-19.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29. Latham & Watkins, LLP., IMPACT OF COVID-19 NEW EXEMPTIONS UNDER 
ANTITRUST LAW.（2021/2），https://www.lw.com/thoughtLeadership/covid-19-
impact-new-exemptions-under-antitrust-law，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30. Meese, Alan J., “Competition Policy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Lessons Learned and a 
New Way Forward”. Faculty Publications. 1704. (2013).

31. OECD, “Competition policy responses to COVID-19”, https://www.oecd.org/competition/
competition-policy-responses-to-covid-19.htm，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32. OECD, Competition, “COVID-19: Competition policy actions for governments and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https://www.oecd.org/daf/competition/COVID-19-competition-
policy-actions-for-governments-and-competition-authorities.pdf，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33. Pew Research Center，Long-term unemployment has risen sharply in U.S. amid the 
pandemic, especially among Asian Americans，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
tank/2021/03/11/long-term-unemployment-has-risen-sharply-in-u-s-amid-the-pandemic-
especially-among-asian-americans/，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34. Pew Research Center，U.S. labor market inches back from the COVID-19 shock, but 
recovery is far from complete，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1/04/14/u-s-
labor-market-inches-back-from-the-covid-19-shock-but-recovery-is-far-from-complete/，
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35. Robert H. Frank, Ben S. Bernanke, “Principles of Macroeconomics”（3rd ed.）. Boston: 
McGraw-Hill/Irwin（2007）.

36. The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IATA) twitter，https://twitter.com/IATA/
status/1418996156722466822/photo/1，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37. UK government, “CMA approach to business cooperation in response to coronavirus 
(COVID-19)”,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ma-approach-to-business-
cooperation-in-response-to-covid-19，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38. UK government, “CMA launches COVID-19 taskforce”, https://www.gov.uk/
government/news/cma-launches-covid-19-taskforce?utm_source=99a4cddc-813a-43ed-
989c-b5072e864fdc&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govuk-notifications&utm_
content=immediate，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39. UK government, “Coronavirus (COVID-19): CMA open letter to pharmaceutical and food 
and drink industrie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vid-19-cma-open-



第 2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80

letter-to-pharmaceutical-and-food-and-drink-industries，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40. UK government, “COVID-19: CMA approach to merger assessments”, https://www.gov.

uk/government/news/covid-19-cma-approach-to-merger-assessments，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41. UK government, “Dairy industry to join together to manage milk supply”, https://www.
gov.uk/government/news/dairy-industry-to-join-together-to-manage-milk-supply，最後
瀏覽日期：2021/10/14。

42. UK government, “Government to suspend competition law to support Isle of Wight ferry 
route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overnment-to-suspend-competition-law-
to-support-isle-of-wight-ferry-routes，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43. UK government, “State aid Temporary Framework”, https://www.merthyr.gov.uk/
media/5751/temporary-framework-for-state-aid-covid-19.pdf，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44. UK government, “The Competition Act 1998 (Groceries) (Coronavirus) (Public Policy 
Exclusion) Order 2020”,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si/2020/369/contents/made，
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45. UK government, “The Competition Act 1998 (Health Services for Patients in Wales) 
(Coronavirus) (Public Policy Exclusion) Order 2020”,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
uksi/2020/435/made，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46. UK government, “The Competition Act 1998 (Solent Maritime Crossings) (Coronavirus) 
(Public Policy Exclusion) Order 2020”,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si/2020/370/
contents/made，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47.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 Response to the ecoHair Braiders Association's 
Request”, https://www.justice.gov/atr/page/file/1331466/download，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48.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epartment of Justice Issues Business Review Letter to 
Medical Supplies Distributors Supporting Project Airbridge Under Expedited Procedure 
for COVID-19 Pandemic Response”, https://www.justice.gov/opa/pr/department-justice-
issues-business-review-letter-medical-supplies-distributors-supporting，最後瀏覽日
期：2021/10/14。

49.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epartment Of Justice Issues Business Review Letter To 
Monoclonal Antibody Manufacturers To Expedite And Increase The Production Of 
Covid-19 Mab Treatments”, https://www.justice.gov/opa/pr/department-justice-issues-
business-review-letter-monoclonal-antibody-manufacturers-expedite，最後瀏覽日期：



重大經濟巨變下競爭法主管機關應有之思維與應對──以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為例 281

2021/10/14。
50.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epartment of Justice Issues Positive Business Review Letter 

to Companies Developing Plasma Therapies for Covid-19”, https://www.justice.gov/
opa/pr/department-justice-issues-positive-business-review-letter-companies-developing-
plasma，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51.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JOINT ANTITRUST STATEMENT REGARDING 
COVID-19 AND COMPETITION IN LABOR MARKETS”, https://www.ftc.gov/system/
files/documents/advocacy_documents/joint-statement-bureau-competition-federal-trade-
commission-antitrust-division-department-justice/statement_on_coronavirus_and_labor_
competition_04132020_fi nal.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52.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Justice Department Issues Business Review Letter to 
AmerisourceBergen Supporting Distribution of Critical Medicines Under Expedited 
Procedure for COVID-19 Pandemic Response”, https://www.justice.gov/opa/pr/justice-
department-issues-business-review-letter-amerisourcebergen-supporting-distribution，最
後瀏覽日期：2021/10/14。

53.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Response to the National Pork Producers Council's 
Request”, https://www.justice.gov/atr/page/file/1276981/download，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54. WTO，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COVID-19，https://www.unwto.org/
international-tourism-and-covid-19，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55. 工商時報，「新冠肺炎疫情下之競爭法議題」A6名家評論，（2020/5/8）：
https://readers.ctee.com.tw/cm/20200508/a06aa6/1057771/share，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56. 中倫法律事務所，「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爆發期間的競爭與合作」
http://www.zhonglun.com/Content/2020/05-26/1611432410.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57. 中國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公布之相關政策，https://www.ndrc.gov.cn/xwdt/，
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58. 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市場監管總局關於支持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反托拉
斯執法的公告」，http://gkml.samr.gov.cn/nsjg/fldj/202004/t20200405_313859.html，
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59. 中華經濟研究院，「新冠肺炎疫情之長期影響及新常態趨勢」，https://web.
wtocenter.org.tw/mobile/page.aspx?pid=342824&nid=126，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第 2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82

60. 台灣經濟研究院，「2021年全球經濟展望（產業雜誌）」，https://www.tier.org.tw/
achievements/pec3010.aspx?GUID=16d8d005-e3ab-4eae-ba98-a2dd5ffd19da，最後瀏
覽日期：2021/10/14。

61.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簽證及入境須知」，https://www.boca.gov.tw/sp-foof-
countrycp-01-32-cb309-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62. 交通部觀光局，https://admin.taiwan.net.tw/Handlers/FileHandler.ashx?fid=b3553a79-
2045-4711-9ffa-dec2e8c2c954&type=4&no=1，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63. 邱俊榮，「疫情對產業及就業市場影響之挑戰與因應」，台灣勞工季刊，第63期。
64. 看雜誌，「回顧1929年美國經濟大蕭條」，ht tps : / /www.watch inese .com/

article/2009/1105，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65. 科技新報，「武漢肺炎衝擊／商業服務業損失可能破百億元，影響恐勝 

SARS？」，https://technews.tw/?p=563443，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66. 香港區政府，Guidance, Competition law exclusion orders relating to coronavirus 
（COVID19），https://www.gov.uk/guidance/competition-law-exclusion-orders-
relating-to-coronavirus-covid-19，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67. 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HKCC），「與競委會作非正式諮詢, 競爭事務委員會公告 
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施行《競爭條例》的事宜」，https://www.compcomm.
hk/tc/about/public_notices/fi les/20200327_Statement_by_CC_regarding_the_COVID19_
outbreak_Chi.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68. 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HKCC），「競爭事務委員會公告 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期間施行《競爭條例》的事宜」，https://www.compcomm.hk/tc/about/public_notices/
fi les/20200327_Statement_by_CC_regarding_the_COVID19_outbreak_Chi.pdf，最後瀏
覽日期：2021/10/14。

69. 財富事業網，「美國大蕭條的歷史教訓」，https://lib.ppvs.org/report2020/index.
html?id=50440，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70.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
Issues/2021/03/23/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21，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71.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https://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WEO/2021/
Update/January/English/data/WEOJan2021update.ashx，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72.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profi le/WEOWORLD，
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73. 梁珮玟，「競爭政策於新冠肺炎下所扮演的角色」，公平交易通訊，第94期（2020
年7月）：https://www.ftc.gov.tw/upload/ced200ce-5ee0-437f-a05a-d63266dca2db.
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重大經濟巨變下競爭法主管機關應有之思維與應對──以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為例 283

74. 理財網，「重磅！英政府將繞過債市直接從英國央行獲取資金」，https://today.line.
me/tw/v2/article/kJagWZ，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75. 新浪新聞，「歐盟恢復基金是歐盟財政統一的新嘗試？」，https://news.sina.com.
tw/article/20200625/35578278.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76. 經貿研究，「台灣海運業迎來疫後榮景」，https://research.hktdc.com/tc/article/
NzYyMzMwNjg3，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77. 經濟日報，「疫情衝擊  娛樂稅收下滑」，ht tps : / /money.udn .com/money/
story/8888/5608779，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78. 經濟部國貿局，「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估計，假設國家封城持續三個月情境下，
英國經濟在本年第二季將面臨35％的產出暴跌」，https://www.trade.gov.tw/Pages/
Detail.aspx?nodeid=45&pid=692989，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79. 經濟部統計處，「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統計」，https://www.moea.gov.tw/
Mns/dos/bulletin/Bulletin.aspx?kind=8&html=1&menu_id=6727&bull_id=9160，最後
瀏覽日期：2021/10/14。

80. 經濟部標檢局，「為什麼我們該關注技術性貿易障礙？」，https://www.bsmi.
gov.tw/bsmiGIP/wSite/fp?xItem=79225&ctNode=9218&mp=1，最後瀏覽日期：
2021/10/14。

81. 鉅亨新聞，「日本為何能掌握韓國半導體命脈？」，https://news.cnyes.com/news/
id/4350382，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82. 鉅亨新聞，「恆大」，https://invest.cnyes.com/twstock/TWS/1325/financials/ratios，
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83. 鉅亨新聞「諾獎得主談就業：大蕭條真正原因是農業革命 美國當前正在復刻這一
切」，https://news.cnyes.com/news/id/4227067，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84. 維基百科，「經濟大蕭條」，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90%
A7%E6%9D%A1#cite_note-1，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85.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COVID-19外國因應COVID-19疫情之法律措施，德國、
英國、中國及台灣比較」，https://www2.deloitte.com/tw/tc/pages/legal/articles/
countries-covid19-legal-measure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86. 衛生福利部，「及時邊境管制」，https://covid19.mohw.gov.tw/ch/cp-4828-53657-
205.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4。


	28-00-1-書名頁
	28-00-2-目錄
	28-00-3-研討議程
	28-00-4-開幕式
	28-01
	28-02
	28-03
	28-04
	28-05
	28-06
	28-07
	28-09
	28-10
	28-11
	28-12
	28-13
	28-14
	28-15
	28-16-閉幕式
	28-17-附錄
	28-18-版權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