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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12008號                                                                                                  

被處分人：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1913502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 2段 113號 

代 表 人：張○○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國產建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060203 

址    設：臺北市內湖區新湖一路 8號 7樓 

代 表 人：徐○○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亞東預拌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3641592 

址    設：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 1段 139號 

代 表 人：李○○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永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47251457 

址    設：新竹縣竹東鎮仁愛里北岸 6號 

代 表 人：羅○○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武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684463 

址    設：桃園市觀音區草漯里 14鄰忠孝路 645號 

代 表 人：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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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國普混凝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487913 

址    設：桃園市蘆竹區長興里興隆街 42號 

代 表 人：呂○○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良邦建材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223123 

址    設：桃園市大溪區南興里仁和路 2段 1號 

代 表 人：邱○○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信一預拌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3636102 

址    設：臺北市中正區寶慶路 37號 8樓 

代 表 人：楊○○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新三亞預拌混凝土廠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874660 

址    設：桃園市龍潭區高平里 10鄰龍源路 81號 

代 表 人：陳○○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慶隆預拌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209737 

址    設：桃園市中壢區普忠里普忠路 331號 

代 表 人：朱○○ 

地    址：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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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大園預拌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127016 

址    設：桃園市大園區圳頭里後館一路 427號 

代 表 人：蘇○○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祥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6972334 

址    設：桃園市平鎮區東勢里東龍街 1168號 

代 表 人：簡○○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國順預拌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4177261 

址    設：新竹市東區水源里中華路 1段 1巷 26之 1號 

代 表 人：劉○○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慶龍預拌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4583850 

址    設：桃園市蘆竹區內厝里內溪路自強巷 2號 

代 表 人：楊○○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慶皇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649691 

址    設：桃園市觀音區廣興里保興路 1段 228號 

代 表 人：呂○○ 

地    址：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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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皓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5090669 

址    設：桃園市新屋區永安里 12鄰永福路 655號 

代 表 人：凌○○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康地建材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0599711 

址    設：桃園市龍潭區龍源路 87號 

代 表 人：古○○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徐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4680874 

址    設：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濱海路 3段 135號 

代 表 人：徐○○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等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等於 107 年 11 月起合意共同分配桃園市預拌混凝

土交易對象及避免相互競爭，足以影響桃園市預拌混凝土供

需之市場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 項本文聯合行

為之禁制規定。 

二、被處分人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處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5,000萬元罰鍰。 

處國產建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5,000萬元罰鍰。 

    處亞東預拌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3,000萬元罰鍰。 

    處永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000萬元罰鍰。 

  處武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000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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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國普混凝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000萬元罰鍰。 

處良邦建材有限公司新臺幣 1,000萬元罰鍰。 

處信一預拌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000萬元罰鍰。 

處新三亞預拌混凝土廠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600萬元罰鍰。 

處慶隆預拌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600萬元罰鍰。 

處大園預拌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600萬元罰鍰。 

處祥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600萬元罰鍰。 

處國順預拌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600萬元罰鍰。 

處慶龍預拌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80萬元罰鍰。 

處慶皇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80萬元罰鍰。 

處皓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50萬元罰鍰。 

處康地建材有限公司新臺幣 50萬元罰鍰。 

處徐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5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 108 年 12 月中國大陸爆發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砂石場停

工，衝擊我國北部地區進口砂石供應，預拌混凝土價格緩步

上漲，爰主動立案調查北部地區預拌混凝土業者是否涉及聯

合行為。調查過程中，復接獲檢舉桃園市預拌混凝土業者涉

及聯合行為。 

二、 調查過程： 

(一) 檢舉人提供相關資料並指述表示： 

１、被處分人慶隆預拌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慶隆)、慶

皇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慶皇)、慶龍預拌混凝土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慶龍)、大園預拌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大園)、國普混凝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

普)、國順預拌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順)、武雄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武雄)、徐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徐田)、祥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祥鑫)、良邦

建材有限公司(下稱良邦)、信一預拌混凝土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信一)、新三亞預拌混凝土廠股份有限公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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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新三亞)、皓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皓勝)、康地

建材有限公司(下稱康地)、永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永炬)等桃園市15家預拌混凝土業者(以下合稱桃園

市15家被處分人)成立桃園市預拌混凝土商業同業公會

(下稱桃園預拌公會)，原本輪流在不同地點開會協調分

配供料案件(即營造業者有採購預拌混凝土需求之案件

名稱及地點，業者稱之為案場)，嗣後固定每星期二於

公會會館(桃園市平鎮區育英路○號○樓)開會。另外被

處分人國產建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產)、臺灣水

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泥)及亞東預拌混凝土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亞東)等三大預拌混凝土業者(以下合稱被

處分人三大廠)約在108年10月也加入協調分配。 

２、上述協調分配會議進行方式為，當日上午先由被處分人

三大廠至桃園預拌公會提報協商其欲承攬之個案，以及

希望其他業者應配合的單價，並由被處分人慶隆、良

邦、永炬及慶皇等與公會總幹事作為對應窗口；下午再

與桃園市15家被處分人進行協調分配。協調分配會議的

進行方式，係各與會之桃園市15家被處分人當場提出案

場，並彙報統計前一週各廠出貨數量、業務協商、案場

提報分配及規費繳納，藉由各廠數量控制、規費繳納及

案場分配以達到壟斷市場之目的。整體協調過程是直接

當場鍵入電腦檔案以投影片展示供與會業者確認，並沒

有簽名、會議紀錄及開會報到等書面資料。另尚有建立

微信通訊群組相互聯絡交換資訊。 

３、前述規費原依各廠實際生產數量每立方公尺(下同)繳

交1元，109年再改為30元，而為監控各廠實際出貨情

形，請廠商至各廠裝置監控設備，以防止短報數量。 

４、被處分人三大廠聯合行為之運作模式係以目標個案若

要分配給被處分人國產，則被處分人臺泥及被處分人亞

東就配合以高於被處分人國產之價格進行報價，以助被

處分人國產承攬，餘以此類推，故市場價格即可輕易拉



7 

 

抬。近期參與協調分配客戶的具體個案如： 

(1) 「桃園會展中心統包工程案」，當初提報廠商計有桃園

市15家被處分人中之7家，建議價格為4,000磅○○

元，但是被處分人三大廠於109年7月7日參與協調分配

會議時，表示其等欲承攬此案，希望其他廠商配合提

高報價至○○元。 

(2) 「桃園機場第三航廈上部結構統包工程」，被處分人三

大廠要求相關同業須配合提高報價。109年10月20日上

午被處分人三大廠高層到桃園預拌公會協商，被處分

人國產副總經理溫○○也參與。 

(二) 經查桃園預拌公會之立案登記日期為 107年 12月 6日，

會址為桃園市平鎮區育英路○號及○號。本會人員於 109

年 9月 8日(週二)下午、同年 9月 29日(週二)下午及同

年 10 月 20 日(週二)全天計 3 次赴公會會址外現場調查

業者聚會情形，確見有多數人員出入，並經拍照存證。 

(三) 實地訪查為被處分人等安裝監視設備之通信工程公司瞭

解相關情形，獲悉 18家被處分人中除皓勝及三大廠外，

其餘 14 家均於 109 年 11 月開始陸續安裝監視器，安裝

地點位於各預拌廠的大門出入口、過磅處、出料口等，

監視影像最終連線到桃園預拌公會之會址。 

(四) 18家被處分人就本案之陳述重點如下： 

１、5家被處分人(慶皇、皓勝、康地、慶龍、徐田)完全坦

承相關業者確實聚會協調分配桃園地區預拌混凝土供

料案件，且對於行為內容之陳述一致，包括： 

(1) 參與協調分配之業者：18家被處分人均有參與，且主

要代表其等參與之人員及本會實地監視攝得之人員，

均有被處分人等自承或相互指述參與。 

(2) 協調分配之時間及地點：約自107年11月間開始，被處

分人三大廠則約在108年10月加入參與協調。協調地點

原先在幾家被處分人之預拌廠輪流召開協調會，後來

改在固定地點即桃園預拌公會，協調時間為每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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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協調分配供料案件之方式： 

甲、被處分人等於聚會時，就桃園市預拌混凝土供料案

表達供料意願，再協調由何家業者取得何件預拌混

凝土供料案、何家業者配合協調出貨、何家業者配

合虛報價格，以利獲分配供料的業者能順利取得案

源。每星期提報上星期實際出貨數量，供被處分人

等抄錄，整體協調過程是當場鍵入電腦檔案以投影

片展示供與會之被處分人等確認，並沒有簽名、會

議紀錄及開會報到等書面資料。惟另有建立微信通

訊群組，透過群組相互聯絡交換資訊。 

乙、被處分人三大廠參與聚會時會表達某些桃園市的案

場是其等既有客戶或者已簽約，希望桃園市15家被

處分人能夠支持，且其中被處分人慶皇、徐田及慶

龍等表示，被處分人三大廠參與協調分配涉及桃園

市預拌混凝土供料案件包括「桃園會展中心統包工

程案」及「桃園機場第三航廈上部結構統包工程」，

前者協調日期為109年7月7日，後者協調日期為109

年10月20日。又「桃園會展中心統包工程案」當初

桃園市15家被處分人於協調時，有7家被處分人表示

有興趣承攬該工程的預拌混凝土供料案，協調結果

係以○○元進行報價；惟其後被處分人三大廠參與

協調分配會議時表示欲承攬此案，希望其他被處分

人配合提高報價至○○元，被處分人慶皇、徐田及

慶龍等坦承予以配合或未再報價。另109年10月20

日當天確實有總計超過20人在桃園預拌公會會館聚

會，討論「桃園機場第三航廈上部結構統包工程」

預拌混凝土供料案，18家被處分人均派員與會，被

處分人國產副總經理溫○○亦出席。 

(4) 規費繳納及監督機制： 

甲、桃園市15家被處分人每月需按出貨數量繳交規費，

初期是用來支付活動費用，之後開始透過規費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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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讓沒有出貨或出貨量較少的被處分人也可以獲得

利益，如此小廠商才有生存空間，不會從事削價競

爭，並且願意參與協調分配，讓其他被處分人順利

取得供料案件。每月規費原依各業者實際生產數量

以每立方公尺1元計算，後來改為(實際出貨數量÷

10,000)再乘上實際出貨數量計算應繳交的規費數

額，109年8月起又有提議改變為30元。 

乙、桃園市15家被處分人輪流指派代表組成市調小組，

到各被處分人營業處所調查實際的生產數量及價

格，並於109年11月起陸續請廠商安裝攝影機，監督

預拌混凝土出貨數量是否與定期聚會時提報的數量

相符，防止短報出貨數量，因為實際出貨數量涉及

到規費的收付。 

(5) 被處分人三大廠雖有參與協調分配，但不涉及規費、

市調小組、微信群組及監視器等相關事宜。 

２、3家被處分人(信一、國順、祥鑫)未完全承認協調分配

供料案件，僅陳稱部分事實如下： 

(1) 均承認聚會時會討論案件或市場狀況，惟未明確承認

因協調分配而取得供料案件。被處分人祥鑫表示其涉

及之4件案件是桃園預拌公會開會後告知由被處分人

祥鑫承作，不是由其主動去爭取；被處分人信一表示

各同業提出有公告的標案，共同討論要如何處理，各

自表述欲取得之預拌混凝土供料案，但最後結果如何

是另外一回事；被處分人國順表示聚會當場有興趣之

業者會提出未來營造業者打算採購預拌混凝土之案場

名稱、出貨數量，但原負責參加聚會之人員過世，接

手參加人員自109年7月參與聚會以來並無提供案場進

行協調。 

(2) 被處分人信一及祥鑫等均表示有繳交1元之規費，作為

公會授課等費用，被處分人國順表示不清楚先前1元規

費之繳交情形，惟均表示後來雖有提議是否改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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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但會員不認同故未執行。 

(3) 被處分人信一表示有加入微信群組但不清楚群組討論

細節；國順及祥鑫等被處分人表示有加入微信群組，

群組會通知規費繳交與開會，以及討論案場細節、各

業者的供料案報價與執行情形。另被處分人祥鑫並承

認曾在群組內透露自己的報價，亦曾因某案場報價太

低而向被處分人慶隆詢問，被處分人慶隆為自清而在

群組內回應其報價。 

(4) 被處分人信一及國順等均表示有加入市調小組並查核

其他業者或被其他業者查核，被處分人祥鑫表示只有

被查核。查核結果交給公會以比對確認各被處分人所

報數量及所繳規費。 

(5) 均有裝監視器，被處分人祥鑫表示監視訊號除傳至該

公司外也有傳到桃園預拌公會，從公會可以看到全部

業者的監控畫面；被處分人信一及國順等則表示不知

訊號傳至何處。 

(6) 被處分人信一及祥鑫等表示對於被處分人三大廠是否

參與協調分配並不清楚；被處分人國順表示被處分人

三大廠會表達某些案場為其等之客戶，請桃園的業者

支持。 

３、7家被處分人(新三亞、大園、國普、永炬、武雄、良邦、

慶隆)不承認被處分人等聚會之目的係與協調分配供料

案件有關，其等陳述內容包括： 

(1) 均承認有定期聚會，但否認聚會目的係為協調分配供

料案件。至於聚會目的為何，所述理由不一，有稱上

課、有稱為討論個案倒帳、有稱討論法令及工程技術

問題等。惟其中被處分人國普亦稱聚會時現場會播放

投影片以顯示各案場，與會者會討論各案場的規格或

相關規範。 

(2) 對於本會提示涉及協調分配之供料案件，7家被處分人

雖各自承認確有承作其中部分案件，惟均表示係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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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該等案件或為長期承作之客戶，並非基於協調分

配。 

(3) 均承認有參加市調小組，但否認市調小組目的係為監

控各業者供料情形，多稱係協助桃園預拌公會訪查同

業生產數量及價格等市場資料，以便陳報經濟部供作

產業調查統計。 

(4) 被處分人新三亞、大園及國普等表示有繳交1元之規

費，但目的是作為公會活動或課程費用；並表示確曾

有業者提議改為30元，但實際並未繳交。 

(5) 均承認有參與微信通信群組。至於加入之目的，有稱

交換倒帳或呆帳之不良客戶訊息、有稱取得課程訊息

或開會通知、有稱單純為聊天或同業溝通平台等。而

針對微信群組內何以出現互相告知報價訊息及請同業

支持等相關敏感資訊之對話，被處分人等各以不同理

由為解釋，如： 

甲、被處分人新三亞表示擔心同業搶案才回應特定案件

已由其簽約，而不小心說出簽約價格。 

乙、被處分人慶隆表示只是單純分享公共工程案件資

訊、或單純提供自己的報價訊息、或對其他人的報

價感到好奇故發問。 

丙、被處分人永炬表示時間太久已無法確定「我支持」

等語是在回應誰的發言，至於為何要請同業收到○

○○○詢價時先知會被處分人慶隆，良邦，永炬，

是因為○○○○一向要求須使用○○自產的水泥，

而被處分人慶隆，良邦，永炬均為使用○○水泥的

預拌業者。 

丁、被處分人武雄表示發言均是在提醒同業注意會欠款

之客戶。 

(6) 均承認有安裝攝影機。至於安裝之原因或目的，有稱

為了環保因素、有稱原監視設備老舊、有稱係因同業

介紹而安裝、有稱係因公會為落實一例一休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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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被處分人三大廠完全否認定期參與相關聚會及於聚會

中協調分配供料案件，其陳述內容主要為： 

(1) 均表示係因特定原因才會應桃園預拌公會之邀請參與

聚會，並未定期參與。出席目的包括祝賀公會成立或

週年慶、聯誼聚餐、分享技術心得等。 

(2) 均表示從未參與任何關於市場價格、分配供料的議題

討論，對於本會提示涉及協調分配之供料案件，雖各

自承認確有承作其中部分案件，惟均表示係為自行報

價、自行爭取。 

(3) 關於檢舉指陳被處分人三大廠在109年7月7日協調「桃

園會展中心統包工程案」一事，被處分人臺泥稱已不

記得當天有無出席，該案營造商指定使用臺泥所產製

之預拌混凝土，以便向業主爭取交易機會，自有其商

業考量；被處分人國產及被處分人亞東均稱該案係自

行報價。 

(4) 關於檢舉指陳被處分人三大廠在109年10月20日協調

「桃園機場第三航廈上部結構統包工程」一事，被處

分人國產及臺泥等均表示並未承攬該工程，被處分人

國產僅承認溫○○副總曾出席109年10月20日之會

議，但不記得聚會內容為何；被處分人臺泥表示當天

有參與聚會但未討論協調分配，雖有廠商稱臺泥人員

曾於109年10月20日會議中表示臺泥一旦得標，願將預

拌混凝土交由其他廠商供應，所需水泥須向臺泥購買

云云，實乃其他廠商一時口快之無心玩笑，造成部分

與會廠商誤將玩笑話視為同業間供料分配之討論；被

處分人亞東表示承攬的案件名稱是「臺灣桃園國際機

場第三航站區主體航廈土建工程」，工程名稱有所出

入。 

(五) 經函請被處分人三大廠被指涉協調分配之上述二工程案

件營造商提供資料，其中「桃園會展中心統包工程案」

有 7 家被處分人報價，得標者為被處分人三大廠，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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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分別為被處分人亞東○○元、被處分人臺泥○○

元、被處分人國產○○元；而「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三

航站區主體航廈土建工程」有 7 家被處分人報價，得標

者為被處分人武雄、亞東及國普等，其等報價分別為被

處分人武雄○○元、被處分人亞東○○元、被處分人國

普○○元。 

三、 調查所得結果： 

(一) 桃園市 15 家被處分人於 107 年 11 月間開始集會並決定

成立桃園預拌公會，公會設立日期為 107年 12月 6日。

公會設立後即固定於公會會址集會，集會時間通常為每

週二。 

(二) 桃園市 15家處分人集會時，會將桃園地區預拌混凝土供

料案件(業者簡稱案場)提出討論，被處分人慶皇、皓勝、

康地、慶龍及徐田等承認討論案場係為協調分配，被處

分人信一、國順、祥鑫、新三亞、國普及永炬等僅承認

有討論案場但否認有協調分配情事。 

(三) 桃園市 15家被處分人均承認有市調小組查核機制，相互

查核供貨數量，其中被處分人慶皇、皓勝、康地、慶龍

及徐田等坦承查核機制為聯合行為手段，其餘則辯稱查

核機制係為配合經濟部工業局及台灣區預拌混凝土工業

同業公會之產業調查。 

(四) 桃園市 15家被處分人中除被處分人國順、永炬、武雄、

良邦及慶隆等外，其餘均承認有繳交規費，規費收取標

準為每立方公尺 1元，亦曾有業者提議漲為 30元但未獲

通過。其中被處分人慶皇、皓勝、康地、慶龍及徐田等

並表示規費分配予供貨量較少之業者，惟否認協調分配

之被處分人則辯稱規費係作為公會聘請講師授課或其他

活動費用。 

(五) 桃園市 15家被處分人並組成微信群組，群組對話紀錄顯

示被處分人等藉群組相互通知聚會之時間及地點；聯繫

市調小組查核行程及回報供貨數量；提供欠款客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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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同業注意；就個別供料案件揭露自身報價，或於報價

前向其他同業詢問可否報價、應報價多少等。 

(六) 桃園市 15 家被處分人中除被處分人皓勝外，其餘均於

109 年 11 月陸續安裝監視器，其中被處分人良邦、祥鑫

及慶隆等稱監視器訊號傳送至桃園預拌公會，被處分人

國順則稱有討論訊號傳至該公會事宜；另監視器安裝業

者亦稱訊號傳送至該公會。由於預拌混凝土車輛規格固

定，因此可透過監視器紀錄車數而計算供貨數量。 

(七) 被處分人三大廠並未加入桃園預拌公會成為會員，未繳

交規費、亦未加入前述微信群組，惟桃園市 15家被處分

人多表示被處分人三大廠曾出席公會聚會。被處分人三

大廠亦承認出席聚會之事實，惟表示並非常態性，僅因

特定事由如公會週年慶、分享技術心得等始出席聚會，

並否認有參與供料案件之協調分配事宜。然承認有協調

分配之被處分人慶皇、皓勝、康地、慶龍及徐田等具體

指稱被處分人三大廠於 108年 10月開始加入聚會及協調

分配，會表達某些桃園市的案場是其等既有客戶或者已

簽約，希望其餘被處分人能夠支持。 

(八) 被處分人慶皇、慶龍及徐田等並具體陳述被處分人三大

廠就「桃園會展中心統包工程案」及「臺灣桃園國際機

場第三航站區主體航廈土建工程」之參與協調狀況： 

１、前者協調日期為109年7月7日，當初桃園市15家被處分

人原協調由被處分人慶龍、慶隆、慶皇、信一、永矩、

徐田、武雄等供料並以○○元報價，惟其後配合被處分

人三大廠提高報價或未再報價。 

２、後者協調日期為109年10月20日，當天本會確攝得涉案

業者人員出入桃園預拌公會會址狀況，其中包括被處分

人國產副總經理溫○○。又查109年桃園機場第三航廈

與預拌混凝土有關之標案僅有1件，可知上述「桃園機

場第三航廈上部結構統包工程」應即為被處分人亞東所

述之「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站區主體航廈土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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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簡稱。該標案於108年3月起招標數次，至110年4

月始決標。 

理    由 

一、 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 項本文明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

為。」同法第 14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本法所稱聯合

行為，指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議或

其他方式之合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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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行為，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者。」「前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

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

故倘事業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

之合意，共同決定價格、分配客戶、約定互不競爭等相互約

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且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之供需功能時，即

違反上揭第 15 條第 1 項本文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又公平

交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9

條、第 15 條、第 19 條及第 20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

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

元以上 5,000萬元以下罰鍰。」 

二、 相關市場狀況及市場界定： 

(一) 產品市場：預拌混凝土是由砂石、水泥、爐石粉、飛灰

及水摻配而成之簡單加工產品，技術單純、產品同質性

高，主要用於住宅、橋樑、道路、港口、機場、捷運等

營造土木工程，並無其他替代品，故產品市場界定為預

拌混凝土市場。 

(二) 地理市場：預拌混凝土從攪和初凝到澆置時間短暫，凝

固後即不能使用，此等易凝固之產品特性造成運距受

限，銷售範圍有所限制，業者設廠通常以縣市為區域範

圍進行供料，除少數特例(如鄰縣交界區域)才會跨縣市

供料，故應以直轄市、縣市為地理市場。而本案被處分

人等均於桃園市供應預拌混凝土，並以該地區之預拌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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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供料案件為協調分配對象，故地理市場應界定為桃

園市。 

三、 本案據前述調查所得事證，被處分人等業已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15條第 1項本文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 

(一) 聯合行為主體：據微信通訊群組對話事證、本會實地拍

攝所得人員及被處分人等陳述紀錄可知，本件行為主體

為 18家被處分人，其等均於桃園市銷售預拌混凝土，彼

此間具競爭關係。 

(二) 聯合行為合意方式及內容： 

１、本案桃園市15家被處分人自107年11月開始聚會，原本

輪流在不同地點開會，嗣桃園預拌公會成立後固定每星

期二於公會會址開會協調分配供料案件；至於被處分人

三大廠約在108年10月加入參與協調分配。而桃園市15

家被處分人均有加入微信群組，群組對話內容顯示確有

多次各業者間通知開會及相互確認之訊息，開會時間以

週二為主。另本會3次於週二赴桃園預拌公會會址實地

監視，亦拍攝取得全數18家被處分人進出之情形，其中

包括並非桃園預拌公會會員之被處分人三大廠。據上揭

事證，可認被處分人間有定期聚會之事實。 

２、桃園市15家被處分人中有慶皇、皓勝、康地、慶龍及徐

田等5家承認定期聚會之目的係在共同分配桃園市預拌

混凝土之供料案件，並表示於聚會時，當場提出桃園市

有採購預拌混凝土需求之案場名稱及出貨數量，各被處

分人先就該等案件表達供料意願，再進行協調應該由何

家業者取得何件供料案、何家業者配合協調出貨、何家

業者配合虛報價格等。另被處分人信一、國順及祥鑫等

則亦承認聚會時會提出案場相互討論。而經本會提示涉

及分配之案場，坦承從事協調分配之5家被處分人承認

因協調分配取得之供料案至少有77件，且其等表示除表

列案件外尚有其他案件也是透過協調分配取得；至否認

有協調分配情事之被處分人中，被處分人祥鑫表示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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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是於桃園預拌公會開會後被告知由其承作，並非主動

爭取。據此可認被處分人間確有就預拌混凝土供料事宜

相互討論及協調之情事。 

３、再據微信群組對話內容，明確顯示桃園市15家被處分人

間就特定案場(預拌混凝土供料案件)報價情形、價格、

成交與否互相交換資訊之對話，包括已報價者請同業支

持與配合、報價前確認是否已有其他同業報價、詢問是

否可報價或報價多少為宜等。惟按一般事業合理經營行

為乃以爭取交易機會以獲取利潤為目標，關於議價中之

標的、報價與成交價格、交易數量等，對個別事業而言

均屬營業或產銷秘密，倘洩露即可能喪失交易機會；然

桃園市15家被處分人彼此具競爭關係，竟相互通報有混

凝土需求之案場、揭露自身之報價或成交價格、向競爭

者詢問自己可否報價或應報價多少等；可見彼此間藉微

信群組溝通交換個別工程之報價相關交易資訊，並確認

可否報價爭取交易，其目的除在確保各供料案件依合意

分配結果由特定業者取得外，就未分配之案件，亦有藉

事先揭露自身已報價之資訊，以達成彼此不以更低之價

格爭取案件之默契，顯見桃園市15家被處分人間有相互

約束不搶客戶、避免競爭之情事。 

４、至被處分人三大廠雖未繳交規費亦未加入微信群組，惟

確有出席聚會情事，而被處分人慶皇、皓勝、康地、慶

龍及徐田等指稱三大廠於108年10月開始參與協調分

配，其中被處分人慶皇、慶龍及徐田等3家並具體表示

有關「桃園會展中心統包工程案」，原本由桃園市15

家被處分人協調後由其中7家以○○元報價，惟其後被

處分人三大廠於109年7月7日參與協調分配會議時表示

欲承攬此案，希望其他廠商配合提高報價，被處分人慶

皇、慶龍及徐田即予以配合而提高報價或未再報價；另

關於「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站區主體航廈土建工

程」，於尚未確定得標之營造廠商時，被處分人三大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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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開始與其他被處分人協調日後對得標廠商供料之事

宜，且於109年10月20日開會就該工程供料案進行協調

等情，亦經被處分人徐田及被處分人慶龍陳稱並由本會

現場實地拍攝取得相關人員出席情形。是據相關業者指

陳被處分人三大廠所具體參與協調之案件、日期及協調

當日被處分人三大廠派員出席等事證，可認被處分人三

大廠間即便無常態性參與協調分配情形，惟仍確有就特

定案件與其他被處分人相互討論及協調之情事。 

(三) 聯合行為之監督機制及鞏固方式： 

１、 承認有協調分配情形之被處分人慶皇、皓勝、康地、慶

龍、徐田等，均表示桃園市 15 家被處分人依照每月供

貨數量繳交規費，將規費分配予供貨量較少之業者，透

過規費的累積與分配以鞏固聯合行為，而否認有協調分

配情事之被處分人多亦承認有規費制度之存在，惟辯稱

規費係作為公會聘請講師授課或其他活動費用。每月規

費原依各業者實際生產數量(以立方公尺為單位)以 1

元計算；後來改變計算方式為實際出貨數量÷10,000計

算單位規費再乘上實際出貨數量；109年 8月又有業者

提議改以 30 元計收，但未獲多數同意。由於規費係以

出貨數量為計算標準，是桃園市 15 家被處分人間可藉

此相互確認出貨數量。 

２、 桃園市 15 家被處分人均承認組成市調小組，輪流指派

代表至彼此營業處所相互查核各業者實際的生產數量

是否與聚會中所提報的數量資料相符。且為監視各廠實

際出貨情形，桃園市 15家被處分人有 14家甚至於廠區

裝置監視器，訊號傳送至公會，以便隨時可從雲端監控

防止短報數量。顯見桃園市 15 家被處分人間藉市調小

組之查核及監視器之監控，防止短報出貨數量，以確認

彼此是否確實遵守聯合行為之合意。 

(四) 雖部分被處分人否認有上開聯合行為合意情形，惟據全

案事證顯示確有合意之存在，其等否認之詞並不足採： 



19 

 

１、 關於定期聚會之目的，有稱係為上課或技術交流、有稱

係為交換不良客戶訊息等等，惟查桃園市 15 家被處分

人均承認加入之微信群組對話中，雖有關於課程及不良

客戶之訊息，然經比對多次開會通知內容，均包括「米

數費用繳交」、「案場提報討論」、「每日銷貨數量」、「查

核資料請繳交」等事項，顯見被處分人等確有透過聚會

討論交易對象及查核數量之情事。 

２、 關於桃園市 15 家被處分人彼此查核以監控實際供料數

量一事，經查桃園市 15 家被處分人均承認有參加市調

小組，其中僅被處分人祥鑫表示未曾負責查核但曾被查

核，可見桃園市 15 家被處分人組成市調小組派員相互

進行查核一事，確屬真實。其等陳稱為配合產業調查，

惟產業調查所需資料藉由各被處分人直接向桃園預拌

公會申報各自產量即可，不須彼此間定期至競爭對手營

業處所進行查核或接受競爭對手查核，可認查核目的應

係為確認各被處分人實際的生產數量是否與供料案件

分配或不為競爭之結果相符。且各被處分人甚至集體加

裝監視器、統一將訊號傳送至桃園預拌公會以利即時雲

端監控，顯見被處分人間以查核等方式具體掌握彼此之

交易數量細節及履行聯合行為合意內容之真實性。 

３、 雖被處分人三大廠未涉及參與市調小組、微信群組、安

裝監視器等情，且均否認定期聚會及參與協調分配事

宜，但本會 3 次赴聚會地點桃園預拌公會會址現場監

視，均拍攝取得被處分人三大廠人員出席聚會之事實。

且被處分人慶皇、徐田及慶龍等指稱被處分人三大廠聚

會參與協調分配 2件案件，其中被處分人慶皇及慶龍等

具體敘述「桃園會展中心統包工程案」之前後協調過

程，最終該案亦確實由被處分人三大廠承攬且報價金額

甚為接近(○○元、○○元及○○元)；另「臺灣桃園國

際機場第三航站區主體航廈土建工程」，於 109 年 10

月 20 日進行協調等情，亦經被處分人徐田及慶龍等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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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並由本會現場實地拍攝取得相關人員出席情形。據上

諸多事實，顯見被處分人三大廠確實亦參與桃園市預拌

混凝土市場供料案件之協調分配事宜，係針對特定供料

案件為之，確有與桃園市 15 家被處分人相互討論及協

調之情事。 

(五) 本案聯合行為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由於預拌混凝土

同質性高，被處分人間以價格競爭為主，本案被處分人

等合意共同分配桃園市預拌混凝土交易對象及避免相互

競爭，造成彼此不以更低之價格爭取供料案件，直接妨

礙相關市場競爭機制之運作。18家被處分人 107年至 110

年於桃園市預拌混凝土市場之占有率各年合計約○成，

所生之限制競爭效果，顯足以影響桃園市預拌混凝土市

場競爭。 

四、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等於 107 年 11 月起合意共同分配桃園

市預拌混凝土交易對象及避免相互競爭，足以影響桃園市預

拌混凝土市場之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 項

本文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等違法行為之動

機及目的在於避免競爭及藉以拉抬預拌混凝土價格，對於相

關市場供需功能影響至鉅；被處分人臺泥、國產及亞東曾多

次因聯合行為被本會處分，且其等 108年至 110年於桃園地

區之營業規模分居前三；並考量各被處分人配合調查態度等

其他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所列之考量事項，爰依公

平交易法第 40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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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20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