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4139號 

被處分人：日商 NEC TOKIN Corporation 

址    設：日本國仙台市太白區郡山 6丁目 7番 1號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代 理 人：○○○律師 

複代裡人：○○○律師 

地    址：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號 9樓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與其他事業共同參與會議，交換價格、數量、產

能及對客戶之因應等競爭敏感資訊，達成限制競爭之合意，

足以影響我國鉭質電容器市場之供需功能，違反行為時公

平交易法第 14條第 1項本文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 處新臺幣 12億 1,82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日本電容器業者自西元(下同)1980年代起，召開數個多

邊之同業會議與雙邊會議，會中交換敏感交易資訊及討論

價格，相關產品銷售對象包括我國事業，為瞭解前開情節

所涉行為是否對我國相關市場及交易秩序有所影響，而有

我國公平交易法之適用，爰主動立案調查。 
二、 涉案產品及產業現況說明： 

（一） 電容器之產品特性及分類：電容器係以靜電的形式儲

存和釋放電能，其構成原理是在兩極導電物質間以介

質隔離，並將電能儲存其間，其主要之作用為儲存電

荷或作旁路、濾波、調諧、震盪等功能。大抵上依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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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不同，目前主要有(1)鋁質電容器、(2)鉭質電容器、

(3)塑膠薄膜電容器、(4)陶瓷電容器等四大類及其他

稀少材質之電容器。各種電容器因不同的介質導電性

及物理性而有不同之電氣特性，並不具有替代性，爰

可區分為不同產品市場。 

（二） 產業規模及市場競爭狀況： 

１、 據日本產業情報調查會關於 2013年電容器市場之

調查報告，2012年全球電容器整體產值為 16,320

億日圓(約新臺幣 6,057億元)，最大者為陶瓷電容

器，產值占 40%，其次為鋁質電容器，產值占 31%，

第三為塑膠薄膜電容器，產值占 13%，第四為鉭質

電容器，產值占 9%。 

２、 鉭 質 電 容 器 全 球 主 要 業 者 為 美 商 KEMET 

Corporation(下稱KEMET)、美商AVX、美商VISHAY，

日系則有SANYO Electric Co., Ltd. (下稱SANYO，

為 Panasonic Corporation 100%持股之子公司)，

NEC TOKIN Corporation(下稱 NEC TOKIN)，Matsuo 

Electric Co.,Ltd.(下稱 MATSUO）、ROHM Co., 

Ltd.(下稱 ROHM)等廠商。國內因無鉭質電容器之

生產廠商，100%仍仰賴國外進口。我國需求業者除

代理商外，主要需求事業為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 FOXCONN)、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 WISTRON)、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仁寶電腦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仁寶公司)、廣達電腦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廣達公司)等、微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微星公司)、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技

嘉公司)、精英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精英公司)

等。 

三、 調查經過： 

（一） 涉案事業以書面或到會方式向本會提出說明，經彙整

比對渠等歷來提供之事實說明及相關事證，據渠等提

供之事證及陳述內容，多邊會議至少包括 MK會議，另

據涉案事業等提供之電子郵件、筆記或到會陳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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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比對，部分涉案事業亦佐以電子郵件、電話、或

相互拜訪及餐敘等方式進行聯繫並交換訊息，略以： 

１、 MK會議（為市場研究會 Market Study Meeting 或

稱マーケチング研究會之簡稱）： 

（１） 同業會議之歷史沿革： 1980年代開始，日本已有

電容器（鋁質電容器及鉭質電容器均包含在內）

的多方會議。早期鋁/鉭質電容器業者之製造廠商

大多重複，因此自 2003 年合併為 ATC 會議

(Aluminum Tantalum Capacitors Group)，召開

期間直至 2005 年 3 月止，並自 2005 年 4 月起更

名為 MK會議。會議於日本召開，會議除了交換生

產相關之統計資料外，參與日本鋁/鉭質電容器同

業會議之事業間存在應僅可能合作以避免不必要

價格競爭之共識。會議討論之市場範圍包括日本

及日本以外之海外市場，最後一次會議時間為

2014年 1月。 

（２） 開會時間、與會公司及人員：2005年 MK會議成立

後，直至2014年1月期間，與會公司有NEC TOKIN、

Nippon Chemi-Con Corporation(下稱 NCC)、

Rubycon Corporation(下稱 RUBYCON)、MATSUO、

Fujitsu Media Devices Ltd.(下稱 FMD）、SANYO、

ELNA Co., Ltd.(下稱 ELNA)、ROHM、 Hitachi AIC 

Inc.(下稱 HAIC)、Holy Stone Polytech Co., 

Ltd.(成立於 2010年 1月 5日，於 2014年 11月 1

日起股權受讓予 Vishay Polytech Co., Ltd.，並

更名為 Vishay Polytech Co., Ltd.，下稱 VISHAY 

POLYTECH)等 10 家公司。2009 年後陸續有與會公

司退出，退出時間不一。 

（３） 會議運作方式：與會公司輪流擔任幹事公司，處

理 MK會議中的例行性事務，幹事公司於該次會前

發送電子郵件與會議相關資訊。各與會公司於會

議前填具鋁質及鉭質電容器相關數據（現在及未

來至少 2 個月與過去特定基期相較之銷售量及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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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金額之百分比）之產銷表格並自行印製後攜帶

至會場發送。各公司匿名填表，但須於表格表頭

填具約定之代號，會議進行係依公司代號順序依

序報告，與會公司倘對其報告內容有所疑義並得

於會場中立即發問與回答，會中亦分享下游客戶

（包括日本、臺灣、韓國、中國大陸等地之客戶）

之訂單銷量、價格狀況、議價談判情形及整體產

業發展趨勢。會議型式分為每月召開之月（例）

會、聯席會（日文為合同會議）及社長會，MK 會

議並無做成任何正式之會議紀錄，乃由各與會公

司視情況自行決定是否抄錄筆記或製作會議紀錄

後向公司報告。 

２、 雙邊聯繫：據涉案事業提供之電子郵件、筆記及到

會陳述紀錄等事證，參與雙邊聯繫之事業至少包括

SANYO、香港商三洋聯合有限公司(下稱SANYO HK)、

MATSUO、NEC TOKIN 及台灣恩益禧東金股份有限公

司(為NEC TOKIN在臺子公司，下稱NEC TOKIN TW)，

渠等自 2003至 2013年 4月間，分別有與不同事業

間以電子郵件、電話或相互拜訪及餐敘等方式進行

聯繫，交換價格、訂單及產能等相關敏感資訊之事

實。 

（二） 涉案事業對臺銷售方式、議價模式及在我國之主要交

易相對人： 

１、 銷售方式：NEC TOKIN 在臺銷售則需經由 NEC TOKIN 

TW透過代理商轉售至下游客戶，代理商僅扮演仲

介角色，客戶須直接與 NEC TOKIN TW 洽談價格，

僅有極少量訂單是直接向 NEC TOKIN 採購(不透過

NEC TOKIN TW)，此並非主要銷售方式。MATSUO 在

臺並未設立分公司、子公司或辦事處，均透過代理

商間接銷售電容器予臺灣客戶，下游客戶直接與代

理商洽談價格，MATSUO不介入下游事業間之談判。

VISHAY POLYTECH 是將電容器售予禾伸堂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禾伸堂公司)，再由禾伸堂公司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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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下游客戶。 

２、 議價模式：在臺設有分支機構的 NEC TOKIN，賦予

NEC TOKIN TW 部分價格核決權限，與下游客戶議

價時，倘價格超出原本的權限範圍，則需由日本總

公司同意後始可銷售，爰日本總公司有最終價格決

定權。MATSUO則是銷售予代理商後，由代理商自

行與客戶洽談，且銷售價格無需獲得 MATSUO之同

意。VISHAY POLYTECH將電容器售予禾伸堂公司後，

即由禾伸堂公司自行決定銷售價格。 

３、 主要交易相對人：涉案事業之主要交易相對人可分

為代理商或我國電子相關產業廠商，包括 FOXCONN、

WISTRON、廣達公司、仁寶公司、微星公司、技嘉

公司、精英公司等。 

（三） 另請下游交易相對人就電容器採購情形提出說明，並

請其他相關業者(如代理商)提供說明，略以： 

１、 議價方式：或有由總公司統一議價談判，一年談判

次數不等，依各公司情況而有不同，但尚有不定期

的新專案議價及 cost down 時的議價。議價的價格

適用到全公司，包含所有的海外公司。 

２、 鉭質電容器(導電性)則以 SANYO、NEC TOKIN 及

KEMET為主，MATSUO 是小公司，除非客戶指定，一

般不會採購。 

３、 我國對鉭質電容器之整體採購金額以向 SANYO的

採購金額最多，次為 KEMET、第三為 NEC TOKIN，

年採購金額自數百萬元至 4億餘元不等。 

四、 調查結果： 

（一） 行為主體：NEC TOKIN、NEC TOKIN TW、MATSUO、

SANYO(含 SANYO HK)、HAIC 及 VISHAY POLYTECH、

KEMET。 

（二） 行為時間：NEC TOKIN 參與 MK會議自 2005年至 2013

年 12月止、MATSUO自 2005年至 2014年 1月止、SANYO

參與 MK會議自 2005年至遲至 2011年 4月止、HAIC

參與 MK會議自 2005年至遲至 2009年 5月止、VISH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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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TECH自 2010年 4月至 2014年 1月止。 

（三） 行為方式： 

１、 MK會議： 

（１） 涉案業者於日本召開 MK 會議，會議分為月會

（2005 年至 2014 年 1 月）、聯席會（2005 年 8

月至 2013 年 8 月）及社長會（2005 年 5 月至

2008年 11月）方式舉行。月會每月召開一次，

聯席會於每年 8月舉行，社長會則於每年約 5、

6 月及 11 月舉行。月會參加人員大都為銷售部

門經理級人員，聯席會除原月會參加人員外尚

包括較高層級及負責海外營業的人員，社長會

參加人員為各公司社長或高階主管。 

（２） 月會召開前由該次會議的幹事公司寄發制式表

格予其他與會公司填寫，與會人員印製並攜帶

填畢表格到會，且與其他會員公司交換。制式

表格內容包含該公司與過去特定基期比較，全

球(包括臺灣市場)銷售量及銷售金額之百分比、

實績分析、未來展望、終端產品市場之預估需

求趨勢，再於會議中輪流報告自身公司之現況，

與會人員自由提問並即時回答。 

（３） 社長會或聯席會除依例填具月會所填之制式表

格，於現場發送外，亦於會前由幹事公司以電

子郵件通知與會公司依該公司產品強項分工填

具終端產品所需電容器之個數需求預測表後回

傳幹事公司，並於社長會召開前之月會將各公

司將所填資料於會中分送並討論各公司所填資

料之正確性，再由幹事公司彙整月會討論結果

及各公司所填具之需求預測後彙製 5 年需求預

測之會議資料於社長會及聯席會中討論並再確

認。 

２、 雙邊聯繫：部分涉案事業，最早於 2003年，至遲

至 2013年 4月年間，分別與不同事業間以電子郵

件、電話或相互拜訪及餐敘等方式進行聯繫，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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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訂單及產能等相關敏感資訊。 

理   由 

一、 依行政罰法第 5 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

者，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

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

罰者之規定。」次按行政罰法第 27條規定：「行政罰之裁

處權，因 3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按公平交易法已於 2015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 2 月 6 日生效施行，惟案

關聯合行為於前開公平交易法修正前即已終止，經審酌修

正前公平交易法有關裁處權時效對行為人較有利，故本案

依從新從輕原則，應按行為時公平交易法（2011 年 11 月

23日修正公布）規定論處，合先陳明。 

二、 按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4條第 1項本文規定，事業不得為

聯合行為。復按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7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

規定：「本法所稱聯合行為，謂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

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

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

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前項所稱聯合

行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以影響生產、

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第一項所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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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有競爭關係

之各事業，倘有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價格、或限制數

量、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雖

無法律拘束力，但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之意思聯絡，並

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者，則屬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4條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次據最高行政法院 104年度判

字第 212 號判決認定，所謂「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乃客

觀上對競爭市場有發生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市

場功能之限制競爭效果之危險者，即屬之，不以實際上發

生限制競爭效果為必要。 

三、 本案之管轄權： 

（一） 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1062 號判決認

 7 



定本會對於外國事業於域外從事聯合行為之違法事

件有管轄權明載，「按行政罰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

『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

適用本法。』第 3 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

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民國

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準此，只要在中華民國

領域內從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構成要件之行為，或該

違法行為結果之全部或一部發生在中華民國領域內

者，均屬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不論

行為人之國籍為何，均應適用行政罰法。而前揭行政

罰法條文，係可共通適用於各種行政罰之一般性規定，

是以違反其他法律或自治條例所定行政法上義務之

處罰要件，且為該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處罰對象者，須

再依該行政罰法規定之原理、原則，加以檢視，經審

查符合者，即得予以處罰。……次按『本法所稱事業

如左：一、公司。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三、

同業公會。四、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

團體。』……可知公平交易法所稱『事業』之涵括對

象，只需具備該法第 2 條第 1 至 3 款例示部分之共

同特徵，亦即為繼續、獨立從事經濟活動之人或團體，

即為已足，故未經認許之外國公司，依我國公司法規

定，雖未具獨立法人人格，惟依最高法院 50 年臺上

字第 1898 號判例意旨，其應屬非法人團體，是如其

有提供商品或服務之交易行為，即符合『繼續』、『獨

立』、『從事經濟活動』之要件，而為我國公平交易

法第 2 條第 4 款所規範之事業。」 

（二） 經查，本案多數涉案事業係在日本或香港登記成立之

公司，未經我國認許成立，惟其本質上仍屬一營利社

團，且其自承從事電容器之銷售，故有繼續、獨立從

事經濟活動之事實，而符合行為時本法第 2 條第 4 款

所定「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之

要件，而為本法所規範之「事業」；且據渠等自承有

相當數量及金額銷售我國，渠等倘有從事聯合行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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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我國市場產生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影響之結

果，依前揭行政罰法之規定本會對於本案自有管轄權，

應屬無疑。 

四、 特定市場界定： 

（一） 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5條第3項規定，所謂特定市場，

係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

圍。換言之，特定市場至少包括 2個面向，一為相關

產品或服務市場，二為相關地理市場。查電容器依基

材主要可分為電解電容器（鋁質電容器及鉭質電容

器）、塑膠薄膜電容器及陶瓷電容器等。各種電容器

因不同的介質導電性及物理性的不同因而產生不同

之電氣特性，其功能及應用範圍亦各異，應屬不同之

市場。 

（二） 次查電解電容器因原料及製程之差異，可分為鋁質電

容器及鉭質電容器。另二者之應用及需求亦各有不同。

另經訪查電容器之下游需求者，渠等咸認鋁質電容器

及鉭質電容器間非具高度替代關係，電解電容器應再

區分為「鋁質電容器市場」及「鉭質電容器市場」。

謹將鋁質電容器及鉭質電容器不具高度替代性之理

由說明如下： 

１、 供給替代之可能性：鉭質電容器採用之金屬介質為

鉭(Ta2O5)，由稀有金屬鉭礦製成之鉭粉為其主要原

料來源，鋁質電容器採用之金屬介質為鋁(Al2O3)，

由鋁土礦製成鋁箔，其為鋁質電容器之主要原料，

兩者生產技術、生產設備、生產線、製程均不相同，

鋁質電容器業者倘欲參進鉭質電容器市場，無法以

既有生產線生產鉭質電容器。 

２、 需求替代之可能性：因鉭屬稀有貴金屬，原料來源

取得不易，鉭質電容器或原料鉭粉之價格深受原料

取得情形波動。另鉭質電容器售價亦高出鋁質電容

器之 3~5倍，相對而言鋁質電容器之原料為鋁箔，

較鉭粉便宜且價格穩定。另就產品獨特性、需求用

途及應用面而言，因鋁、鉭之阻抗及電壓、頻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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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等電氣特性相異，故於迴路設計上，鋁、鉭電

容器可替代使用之可能性微乎其微。鋁質電容器適

合用於濾除低頻雜訊，主要應用於電源產品或體積

較大的終端應用產品，較多應用於液晶電視、液晶

顯示器等，鉭質電容器體積小、低 ESR值，較多應

用於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等體積較小的終端應

用產品。 

（三） 且查鋁質電容器業者及鉭質電容器業者 1990 年間係

有其各自舉行之鋁質電容器（ECC 會議）及鉭質電容

器之同業會議(TC會議)，嗣因大多數業者均有生產鋁

質電容器及鉭質電容器，故同業會議合併為 ATC會議，

後續歷經 MK 會議 10 年之演變，迭有業者退出 MK 會

議或退出及參進鋁/鉭質電容器市場，渠等另各依同

業需要而各有鉭質電容器業者間之雙邊聯繫，排除鋁

質電容器業者之參與，故本案實為「鉭質電容器業者

之聯合行為」。 

（四） 至地理市場部分，因國內並無鉭質電容器製造商，對

於鉭質電容器之需求仰賴進口，而下游廠商得自由選

擇供應商，進口該產品亦無任何法令限制，故所涉地

理市場宜以全球為考量，然競爭法之管轄仍應視其行

為之結果是否對我國市場之競爭及交易秩序產生影

響。 

五、 鉭質電容器業者之聯合行為主體：查鉭質電容器之製造商

眾多，歐美日系均有之，至少有日系 NEC TOKIN、ROHM、

MATSUO、NICHICON(2013 年將鉭質電容器部門售予 AVX)、

SANYO、PANASONIC、HAIC(2010 年將鉭質電容器部門以資

產轉讓方式出售廠房及設備予 VISHAY POLYTECH)；歐系

EPCOS、美系 AVX、KEMET 及 VISHAY(為 VISHAY POLYTECH

之母公司)。其中部分業者於 2005 年 4 月前即有鉭質同業

共同集會之事實。如前述，MK 會議 2005 年 4 月召開前因

多數電容器業者同時生產鋁質及鉭質電容器，而採共同集

會之型式召開，MK會議成立後，除鋁質電容器業者參與外，

亦承襲日本電容器業者聚會慣性，並有鉭質電容器業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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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鉭質電容器業者賡續參加 MK 會議者有 HAIC、VISHAY 

POLYTECH、MATSUO、NEC TOKIN、SANYO。次查 ROHM 僅於

2010 年 6 月參加過一次會議，另據涉案事業表示，KEMET

曾於 2008年至 2010年間與之有雙邊聯繫，另 NEC TOKIN TW

亦曾於 2005 年至 2011 年參與雙邊聯繫，HAIC、VISHAY 

POLYTECH、MATSUO、NEC TOKIN、NEC TOKIN TW、SANYO、

ROHM及 KEMET俱屬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同業，渠等或

透過 MK會議或雙邊聯繫達到共同行為或合意之目的，故應

為鉭質電容器聯合行為之行為主體。 

六、 聯合行為之合意方式： 

（一） 查除 ROHM 僅於 2010 年 6 月參加過一次及 VISHAY 

POLYTECH 自 2010 年起開始參加 MK 會議外，HAIC、

MATSUO、NEC TOKIN、SANYO等鉭質電容器業者自 2005

年起共同參與 MK 會議，並每月召開會議，與會公司

大都在每年會計年度終了時，討論下一年度之 MK 會

議時程表及指定幹事公司，幹事公司將於該次會前發

送電子郵件邀請函與會議相關資訊，會議中各與會公

司並不需繳交會費，但由與會公司輪流擔任幹事公司，

負責支付租用之場地費及茶水費，以輪流分攤所需費

用。MK會議之形式可分為月會、社長會及聯席會，月

會為每月召開一次，開會前由該次會議的幹事公司彙

整各與會公司填寫的表格於會議中發放，表格中包含

該與會公司現在、過去及未來的訂單數量及金額消長

之百分比、當月接單分析及對今後市場之看法、全球

各產業使用各種電容器之市場及景氣趨勢評論。聯席

會則為每年 8月舉行，參加者除原有各公司參加月會

之代表外，並增加各公司負責海外銷售之人員共同與

會，其形式以半會議半聯誼的方式進行，使用資料除

MK月會的報表外，尚有電容器之 5年預測資料，各與

會公司再依自身公司訂單趨勢，估計所需的電容器需

求量，再將數據交由幹事公司彙整，幹事公司製成圖

表，於聯席會中提供予各與會公司，由此需求預測報

告中可以依據未來終端產品趨勢評估電容器的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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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及需求。社長會則於每年約 5、6月(日文或稱為

水無月會)、11 月(日文或稱為霜月會)召開，聚會形

式及使用的報告資料均與聯席會相同，社長會出席的

層級比月會的層級高，大致上是社長及公司內的高階

主管。MK會議後與會公司大都製作會議紀錄向公司內

部呈報該次會議之內容，此有各與會公司提供之會議

紀錄、會議資料、筆記、電子郵件等多寡不一之事證

在卷可參及渠等到會陳述紀錄可稽。 

（二） 業者除藉由上開多邊會議形式交換敏感資訊外，另私

下佐以電子郵件、電話或見面討論等雙邊形式針對特

定客戶之報價、議價過程及調價計畫等進行敏感資訊

交換。 

七、 聯合行為之合意內容： 

（一） 按 MK會議為自 2005年以來電容器業者長期參與之會

議，在此之前亦有 ATC會議及更早期鉭質電容器業者

之 TC 會議，故業者長期以開會方式交換彼此敏感資

訊實為日本電容器業界常態。MK會議中所填制式表格

雖非實際銷售金額及數量，惟所填寫數量及金額之百

分比均可推估各公司訂單之現況及未來價格與數量

發展之趨勢，由他事業甲提證之會議紀錄可知他事業

甲會將所獲資訊根據市場訊息及詢問業者之數量，推

估該業者實際之數量及銷售金額，此外再由他事業乙

之會議紀錄亦可得知他事業乙將與會公司所提數量

及銷售金額之百分比繪成圖表，即可窺見該公司未來

數量及金額之趨勢。 

（二） 另據 MK會議與會公司等到會就 MK會議進行方式及上

開表格之意義所為之陳述，不乏有事業表示「可以作

比對」、「注重未來的趨勢上漲或下跌」、「可看到訂單

趨勢」、「有時覺得得參考」、「可看到數量的趨勢」，

且認為與會公司於會中之討論甚具參考價值，此有

NEC TOKIN、SANYO、VISHAY POLYTEC、MATSUO 等之證

詞確認在案。查上開表格包含現在及未來之數量或銷

售金額等資訊，為涉案事業內部產銷控管之資訊，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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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敏感資訊，透過該等資訊之交換，其意應有達成

業者間的共識，避免產能過剩、價格競爭之作用。 

（三） 再經比對渠等與會公司之筆記或會議紀錄，更有不同

公司同時記載同業於會中發言提及敏感產銷資訊之

情事，如 2009 年 3 月 11 日（NEC TOKIN 進行庫存調

整）、2009年 4月 16日（HAIC提高價格）、2010年 2

月 18 日（NEC TOKIN 調漲價格）、2010 年 4 月 21 日

（NEC TOKIN 的臺灣訂單較去年度成長）、2010 年 5

月 21日（NEC TOKIN於中國大陸華南及華東地區之訂

單較去年度成長）、2010 年 6 月 17 日（MATSUO 於臺

灣及韓國市場的訂單急增）。足證與會公司於 MK會議

中交換敏感資訊，皆有會議紀錄比對可稽。 

（四） 另，有關雙邊聯繫部分，涉案事業另不乏透過雙邊聯

繫交換特定客戶之價格資訊、數量、採購議價情形等

敏感資訊或期盼競爭對手與自身對客戶採取相同之

作為(例如：拒絕客戶之降價要求或期盼競爭對手一

同漲價等)。 

（五） 又查本案涉案事業雖未就合意設有處罰及監督機制，

惟按卡特爾行為涉及成員間彼此之信任與背叛，在聯

合行為中，或透過訂定罰則以懲罰背叛者，或是經由

信任關係而穩固聯合。本案涉案事業透過 MK 會議之

各不同層級會議（月會、聯席會及社長會），層級節

制，且藉由報表中之各公司過去及未來資料填報予會

中問答之程序，達到勾稽及監督之目的，建立彼此互

信之基礎。此外尚有部分業者間之雙邊聯繫，均有會

議紀錄及電子郵件可稽，彼此就價格、數量、訂單情

形交換意見及達成漲價之協議，也就產品趨勢、面對

的困難互通有無、相互支援協助。此等藉由定期集會

及層級會議之安排，加深與會公司間之信任及監督。 

八、 聯合行為對我國市場供需之影響： 

（一） 按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7條第 2項規定，聯合行為必

須達到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

能者為限，但所謂足以影響市場功能，則不以市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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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實際受影響為必要，僅須事業合意所為之限制競爭

行為，達到有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危險性，即已該當。

涉案事業為日本主要鉭質電容器廠商，依據日本產業

情報調查會報告 2012 年全球市占率而言，第一為

KEMET 約 26%、其次為 AVX 約 23%，第三為 SANYO 約

15%、NEC TOKIN 及 MATSUO 均為 4%，而與會公司中

VISHAY POLYTECH 並未列入排名。 

（二） 次查我國並無生產鉭質電容器之業者，均仰賴國外業

者之供貨，據涉案業者提供之銷售資料，2011 年至

2013 年間，分別自涉案事業採購 2,500 萬元至 28 億

元不等之金額。再就臺灣市場對涉案事業之地位而言，

NEC TOKIN、VISHAY POLYTECH、SANYO 對我國之銷售

金額均占日本母公司銷售額之三成以上，且前揭事業

之進口值占我國總進口值之六成以上，顯見我國市場

對前揭事業具有重要性地位，渠等價格之漲跌對我國

市場會有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 

九、 綜上論結：NEC TOKIN、NEC TOKIN TW、SANYO、SANYO HK、

VISHAY POLYTECH、MATSUO、HAIC、ROHM 等 6 家鉭質電容

器業者應已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4條第 1項聯合行為

之禁制規定（其中 NEC TOKIN TW、SANYO、SANYO HK 、HAIC、

ROHM、KEMET已罹裁處權時效），依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第 3 項規定授權訂定之「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及第

14 條情節重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計算辦法」（下稱「情節重

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計算辦法」），本案屬行為時同法第 41條

第 2 項「情節重大」案件。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

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影響國內鉭質電容

器市場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

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營業額及

其市場地位；違法類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

違法次數；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應受責難程度及

資力；「情節重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計算辦法」第 4 條：「依

本法第 41條第 2項規定裁處之罰鍰，其額度按基本數額及

調整因素定之。」第 5條：「前條基本數額，指違法行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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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期間內所獲商品或服務銷售金額之百分之三十。」第

7條：「第 4條所定罰鍰額度不得超過受處分事業上一會計

年度銷售金額之百分之十。」等，爰依行為時同法第 41條

第 2項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2   月    16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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