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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標準制定涉及競爭法之問題研究 
  隨著產品技術性和專業化的提高，產品標準及認證在現代社會中越顯

其重要性。在傳統社會中，這項工作主要由政府來承擔，但基於產業協會

等私人組織在人員專業化及資訊方面的優勢，目前許多國家，這項工作已

轉向於產業協會來承擔。由於產業協會存在發展的最大動力，來自於其會

員企業對利益之追求，故而一旦產業協會承擔標準制定及認證工作，那麼

該項「公益性」作業便極有可能成為會員企業限制競爭、不當追逐私利的

重要手段，故當前有所謂「一流的做標準，二流的做技術，三流的做產品」

的說法。職此，現代獨占管制法規較之以往，更著重於產業協會在標準制

定及認證中的限制競爭行為，第一節擬透過美國歷年判例，對標準制定及

認證1中競爭效應進行分析，討論應標準化而涉及價格聯合、因錯誤認證引

起的限制競爭、因標準化實行杯葛行為、利用標準化限制競爭以及標準化

設及安全或健康因素等問題，以說明標準制定與認證中的限制競爭及獨占

管制的法律制度，並提出我國標準化限制競爭管制運用合理原則進行法律

分析的若干構想。 
 
  智慧財產權人擁有合法的獨占地位，法律已授予其排他的製造、銷售

及使用等權能。理論上，智慧財產權人的拒絕交易，並不與社會公共利益

發生衝突，因此應當受到法律的尊重和保護。競爭法亦不能否定智慧財產

權人有權利，基於該項智慧財產權，獲得的排他的商業利益。然而，在知

識經濟時代，由於網路效應廣泛存在，某些領域的智慧財產權人的拒絕交

易，譬如本文所探討的標準制定組織，擁有核心智慧財產權人的拒絕交

易，極有可能會妨礙、限制甚至排除競爭，進而損害社會公共利益，這時，

智慧財產權人的拒絕交易就構成該當違法要件，應受到競爭法的規制。針

對隱然構成事實標準制定者的市場領導廠商，第二節將探討具有市場影響

力的智慧財產權人拒絕交易行為是否豁免於競爭法之規範？若答案為

否，則智慧財產權人看似合法的拒絕交易，又為何會受到競爭法的規制？

第二節將透過對某些領域中智慧財產權人的拒絕交易產生的反競爭結果

分析，以探索上述問題的解答，並歸納智慧財產權人拒絕交易行為的競爭

法適用規則。 

第一節  標準化與限制競爭的法律規制 
  承第二章所述，標準化在給社會帶來諸多積極效用的同時，也產生一

系列負面影響。有鑑於此，各國競爭法規均以「合理原則」來規制標準化

                                                       
1  本文所討論標準和認證，僅指由產業協會制定和組織的標準和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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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限制競爭行為。以下將以美國歷年判例為例2，以揭示標準化的限制競

爭行為的法律規制制度3。在美國，若標準化涉及下列情形將被判定違反獨

占管制法： 

壹、標準化涉及限制競爭之問題探究 

一、因標準化而涉及價格聯合 

  價格是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競爭手段，因而當標準制定者，以標準化之

名行價格聯合之實，法院將認定該標準化是違反《休曼法》（Sherman Act 
of 1890）4。 

（一）Milk and Ice Cream Can Institute v. Federal Trade 

                                                       
2  See AT‐IP REPORT,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mittee of ABA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2001) 

<http://www.abanet.org/antitrust/committees/intell_property/nov8report.html>(2007/6/14) 
3  美國雖為案例法國家，但透過百年來的法典制定，同樣具體建構出一個尚稱完整之公平交易法

體系。然則對應於我國公平交易法同時涵蓋限制競爭及不公平競爭兩大部分，於介紹美國法律體

系時也同樣必須區分為反壟斷（anti‐trust）及不公平競爭（unfair competition）兩大部分。首先

就反壟斷部分而言，乃出自於美國的競爭法典範，主要係由休曼法（Sherman Act）、克萊登法

（Clayton Act）及羅賓森、帕德曼法（Robinson‐Patman Act）三大法案所構成；  至於在不公平競

爭部分則主要由聯邦交易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擔綱。區分兩者之實益有一

點與我國大不相同；亦即在訴訟體制上，我國並未特別區分依據第二章與第三章尋求救濟者，  然

則美國民事訴訟制度提供給個人之反壟斷訴訟（private litigation）僅適用於「反壟斷」（anti‐trust）

案件而不及於依據聯邦交易委員會法所提起之不公平競爭案件。此外，解釋上，反托拉斯法上之

行為主體，乃包括任何個人（individuals）、合夥（patnerships）、法人（corporations）與團體

（associations），只要渠等係存在於（existing under）聯邦法律、屬地法律、各州法律或外國法

律體制中，或係依該等法律規定而組織、設立，即屬反托拉斯法之行為主體。參閱公平交易法之

註釋研究系列（一），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2003 年，頁 35‐63。 
4  美國的公平交易法律相關法典始自 1890 年的休曼法（Sherman Act），這也是世上第一部公平

交易法律。該法的制定有諸多的背景因素，其中包括政治上反制經濟強權的庶民主義興起、管制

經濟理論的提出以及消費者保護等。在其執行了約 70  年以後，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則在著名的典

範案例（leading case）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Co. v. United States (1911)  中，指出該法之立法目

的應在於維護交易的自由競爭。最高法院並認為，惟有在自由競爭之下，方能提高經濟資源之配

置效率，達到擴大產能將低價格並同時提高品質之目的。這段話也驗證了前述諸多的立法背景理

念。休曼法的主要內容在於規範獨占力濫用（monopolization）、水平及垂直交易限制（horizontal 

and vertical restraint of trade）及其他相當於我國聯合行為之規定，如價格聯合（price fixing），或

被我國列入不公平競爭之垂直交易限制，如杯葛（boycott）、交易地區或交易對象之限制（market 

division）或搭售（tying）等。See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Co. v. United States, 221 U.S. 1(1911); see 

also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Co. v. United States, 356 U.S. 1 (1958) 



標準制定組織之智慧財產保護政策 
及競爭法問題探討 

307 
 

Commission（1946） 

  在 Milk and Ice Cream Can Institute v.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46） 5一案，Milk and Ice Cream Can Institute（MICCI）要求其成員將

鐵罐製造成統一類型，除去與要求之尺寸和樣式細微處歧異，導致會員企

業在標準化以後價格趨同。於是，聯邦交易委員會（FTC）對 MICCI 下達

禁止處分（cease and desist order），並提出指控，認為 MICCI 涉嫌價格聯

合。MICCI 則反駁說價格統一是基於標準化而產生的產品統一，且該種標

準化又是遵守各州政府管制的目的。 
 
  上訴法院認為，在上述標準化過程中，產品統一是人為所致而非自然

形成，儘管法院也認為該標準化的努力，出發點是為遵守各類型的政府管

制規則和為消費者健康目的，但在標準產品上達到統一價格的目標，比起

不是標準產品容易，該事實仍然存在。因而，在本案中，法院認為標準化

的設定是主觀上有意如此，且該協會成員的一致努力促成彼此的價格聯

合，因而法院認定 MICCI 標準化的行為目的在形成價格聯合，故違反休曼

法。 

（二）Tag Manufacturers Institute v.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49） 

  若標準化是客觀且得到法律授權者，即使該標準化客觀上引起價格向

一致，但有可能不被認定違反休曼法。例如 Tag Manufacturers Institute v.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1949）6一案，FTC 認定一價格聯合行為，且認

為價格報告協議的管理是由 Tag Manufacturers Institute（TMI）的標準化作

為物質性協助。然而，第一巡迴法院拒絕勾結（collusion）7的說法，並且

認為受協會援助所發展的標籤和其他物件之詳細標準，將使價格協議更有

用；一旦報告協議經過法律授權，由標準化所帶來的協議有用性的提高，

幾乎不會帶來不合法的影響。 
 
  上述兩個結果截然相反的判例表明，在判定標準化涉嫌價格聯合的案

                                                       
5  Milk and Ice Cream Can Institute v.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52 F.2d 478 (7th Cir. 1946). 
6  Tag Manufacturers Institute v. Federal Trade Committee, 174 F.2d 452 (1st Cir.1949) 
7  事業透過人為之串連、勾結並達到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聯合行為，為相當典型而古老的一種競

爭手段，由於具有排除或減少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為現代各國之反托拉斯法普遍加以管制或禁

止之行為。按照新古典之經濟理論，獨占市場結構中之獨占者傾向於濫用獨占地位，寡占市場中

之寡占者傾向於勾結。詳見前揭註 3，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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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上，法院需要考慮的因素很多，諸如：標準化的結構、目的、用途以及

制度及實施程序等方面，都將成為法院認定標準化是否實行價格聯合的重

要參考因素。因而，標準化本身並不是可責難的，如同 C-O-Two Fire 
Equipment Co. v. United States（1952）8案所表達之概念：「應當記住標準

化決不會單獨成為勾結的證據，它總是環境鏈上的一個因素，是環境和行

為的結合，而非標準化和簡化作為違反反托拉斯法行為的基礎。」 

二、因錯誤認證引起的限制競爭 

  若標準化，特別是認證過程不公正，則該認證機構將承擔限制競爭的

法律責任。該原則在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Inc. v. 
Hydrolevel Corp (1982)9一案中尤為鮮明。 

（一）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Inc. v. Hydrolevel 

Corp.（1982） 

  本案上訴人美國機械工程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Inc., ASME）10是由90,000 多家企業所組成的協會，它在機械工

程領域頒佈400多個規章和標準。雖然ASME的標準僅具建議性，但因為美

國聯邦、州、地方管理都以之為參考，事實上具有很大影響。訴外人 
McDonnell & Miller, Inc.（M&M）是一家控制燃料裁斷裝置市場的企業，

M&M副總（James）曾參與起草並批准本案中管制安全裝置的標準。 
 
  原告Hydrolevel Corp引進一個創新截斷裝置，為具有競爭力，該設計

需要得到ASME的安全認證。鑒於原告的新產品將挑戰M&M公司的市場領

導地位，擔任本案技術標準制定委員會副主席的James，便聯合另一位擔任 
ASME分組委員會主題的M&M子公司副總（Hardin），一同採取行動來對

付 Hydrolevel新產品的威脅。Hardin使用ASME的信紙信封，以ASME全職

員工的名義，寫信（unofficial response）告知原告其新產品不能提供積極

有效的擔保。此後，ASME分組委員會在兩位主席和副主席影響下，覆議

                                                       
8  C‐O‐Two Fire Equipment Co. v. United States (9th Cir. 1952) 197 F.2d 489, cert. den. (1952) 344 U.S. 

892 (mere parallel activity by competitors does not constitute illegal agreement to restrain trade 

absent conduct inconsistent with best interests of competitors considered independently). 
9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Inc. v. Hydrolevel Corp., 456 U.S. 556 (1982) 
10  美國機械工程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成立於 1880 年，是歷史悠久、

全球聞名的機械工程學會。ASME 電子期刊可查看 18 種。ASME 期刊及應用機械評論期刊（AMR）

與 AMR 資料庫，並可進行全文檢索及瀏覽，並提供 2000 年以來的回溯資料。詳見第二章第四節

美國標準化體系之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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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信內容，拒絕授予認證給原告的新產品。於是，原告以該產品無法取得

認證，市場損失嚴重，以ASME違反休曼法提起訴訟。聯邦地院認為Hardin 
的行為屬其職務範圍以內，屬於ASME的代理人行為，因此ASME對該行

為負責。上訴法院認同地院見解。 
 
  最高法院認為，針對原告的創新產品符合ASME的安全標準設計，但

被拒絕認證的情形，係由於ASME具有較大的市場影響力，且該否准認證

決定是在利益關係人沒有迴避情形下所做出，因而構成限制競爭。 
 
  本案的重要性在於，儘管實質代理原則（substantial agency law）之標

準仍待解決，標準制定組織要為其代理人形式上的職務行為負責；此外，

非營利組織亦不能規避休曼法的規範大傘。但是，在 Consolidated Metal 
Products, Inc. v.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1988）11一案，法院認為若認

證工作程序合法，即使有可能為當事人帶來損失，也不應當被指控違反休

曼法。 

（二）Consolidated Metal Products, Inc. v.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1988） 

  本案被告美國石油學會（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API）12是美國

唯一制定國內汽油設備設置產品標準的非營利組織，具有很大市場影響

力，企業若沒有採用 API 標準可能無法取得其客戶信任產生市場進入障

礙。原告 Consolidated Metal Products, Inc.（CMP）設計的產品不符 API 標

準，而未獲 API 認證，但是，API 安排 CMP 到 API 標準委員會進行說明，

儘管該委員會同意對新產品的認證，但認為 CMP 的產品仍然不符合 API

                                                       
11  Consolidated Metal Products, Inc. v.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846 F.2d 284 (5th Cir. 1988) 
12   美國石油學會（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簡稱 API）是美國石油工業的重要組織，亦為國

際石油界的重要組織之一，1919 年成立於華盛頓。會員包括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等 400 家公

司和上萬名與石油工業相關的個人成員。宗旨是研討與石油工業有關的科學技術問題，促進會員

間的技術交流與進步，並提供行業與政府間的合作方法。API 也是一個公證機構，凡符合 API 標

準的機械設備，可申請 API 證書，並得到國際上的公認。API 設主席和負責政府事務、政策研究、 

管理預算、工業事務、公共事務和環保、財務、統計的副主席。工業事務副主席主管勘探、市場、 

煉製、運輸、產品、合成燃料和協調等 7 個部。其中煉製部成立於 1930 年，下設液化石油氣、

生產、設備、環保、研究、數據、情報、培訓與開發、石油產品、節能和計畫等委員會。委員會

下有各種專業小組委員會。每年召開多種專業會議並出版技術報告，到 1985 年，煉製部已出版

的技術報告和標準規程 140 餘種。2004 年，出版超過 20 萬本 API 著作。See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API) Website <http://www.api.org>(200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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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CMP 不服，認為 API 認證程序有瑕疵，揚言 API 行為違反休曼

法。受到反托拉斯訴訟威脅下，API 頒佈新產品的標準，重新對 CMP 產

品授予認證。CMP 不滿 API 遲至一年半後才頒發認證，造成市場損失，

於是提起獨占管制訴訟。 
 
  第五巡迴法院受理此案後，法院以合理原則為基礎，認為儘管 API 對

該產業所發布的資訊及具參考性，但 API 並未強制終端使用者只能使用

API 的產品，且 API 亦未採用其他行動，以彰顯不符合 API 標準的產品不

能被使用得事實；更重要的是，儘管 API 延遲對 CMP 產品頒發證書的決

定，但基本上是遵循正當審查程序13，法院表示 API 並未有限制 CMP 產品

的惡意。綜上所述，法院認為 API 行為不具有歧視性，而且其對 CMP 產

品最終給予認證也顯示其未惡意抑制產品創新，因而巡迴法院支持地區法

院見解，認為 CMP 試圖杯葛標準制定組織行為違法的請求無理，駁回原

告請求，裁定 API 行為並無違反休曼法。 

（三）Eliason Corp. v. National Sanitation Foundation （1980） 

  在 Eliason Corp. v. National Sanitation Foundation（1980）14案，法院認

為若產品認證程序，是由非競爭者所構成，或至少不是由競爭者所控制的

組織所制定，則原告的起訴將有可能被駁回15。 
 
  本案爭端起於被告美國國家衛生基金會（National Sanitation 

                                                       
13  Supranote 11 "…good faith attempt to apply appropriate standards with no anticompetitive intent." 
14  Eliason Corp. v. National Sanitation Foundation, 614 F.2d 126 (6th Cir.), cert. denied, 449 U.S. 826 

(1980) 
15  See Hovenkamp, Hertbert,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CTICE, West Group (2d ed.1999), at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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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簡稱 NSF）16拒絕對原告 Eliason Corp.的一項設計授予認證。

法院查明後，發現 NSF 所使用的標準是由廣大製造商和商業電冰箱用戶組

成的團體所制定，沒有證據表明測試實驗室被競爭的電冰箱製造商所控

制，亦未顯示原告的設備受到任何有別於競爭者設備之對待；進一步言，

少數其他會員製造商也曾經有過未獲認證而被迫修改設計的情況。最後，

經認證的產品獲得測試實驗室的認證用章，不被認證的後果僅僅是收回認

證印章，NSF 並無試圖阻止任何人購買沒有認證印章的冰箱。綜上，法院

認為若原告主張被拒絕認證構成限制競爭時，必須證明「在被競爭者歧視

的基礎上，他被禁止獲得產品認證、或整體認證行為，是屬與不合理行為。」

由於原告無法提出這樣的證據，故法院確認駁回原告申訴。 

（四）小結 

  從上述三個判例中，可以發現在考慮認證程序是否合法時，法院需要

考慮的一些因素，包括：（1）認證機關的市場影響力、（2）拒絕認證決

定之法律後果以及（3）認證程序是否公正。 
 
  針對認證機關的市場影響力，從法院對 ASME 與 API 作出不同結果之

分析便認為，ASME 的標準與政府標準相混同，而 API 則完全與民間性的

認證相關，ASME 具有一定強制性，而 API 則是純粹性的自願標準，職此，

ASME 應當比 API 承擔更大的維護競爭的要求與責任，對 ASME 的法律審

查密度亦更為嚴格。其次，關於拒絕認證所產生的法律後果，原告能否舉

證證明被告的拒絕認證行為給己方帶來損害，並進而阻礙市場充分競爭程

度。再次，關於認證程序是否公正，儘管最高法院曾指出，程序瑕疵不能

成為獨占管制的決定因素，但是，從上述判例來看，在美國，法院仍然著

重在認證過程中的程序公正之問題，這主要涉及以下一些因素：（1）標

準制定者與認證者是否是申請認證人的競爭者，若是相互競爭者，則認證

                                                       
16  1944 年，一群美國科學家成立一個以科學研究為基礎的非營利民間組織「美國國家衛生基金

會（National Sanitation Foundation）。經過 56 年的發展，美國國家衛生基金會儼然已成為一個具

有國際影響力和公信力的機構，並更名為「NSF International」，或簡稱 NSF。NSF 的創立宣言：「NSF

是一個非營利性質的獨立組織，透過標準的制定、教育培訓，及評估檢測的服務，以達到促進公

眾健康安全與保護環境的目的。」NSF 的工作重點集中在水、食物、空氣和環境等因素對公共健

康的影響，致力研究制定標準以及檢測方法的評估等相關課題上。NSF 建立了超過 40 個檢測標

準，其中有超過 30 項被美國政府納入美國國家標準局，也就是 ANSI（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Institution）成為國家標準。在先進的歐美國家，許多的食品、飲品廠商，都使用達 NSF 標準的

生產設備，且美國大多數的速食店及其海外加盟店，也使用達 NSF 標準的設備。例如在美國，

依法律的規定，凡於 1998 年 8 月 6 日以後所生產的供水管和供水配件，必須符合 NSF 第 61 號

關於重金屬析出量的檢測標準。See NSF International Wedsite <http://www.nsf.org>(2007/6/14) 



第四章    標準制定涉及競爭法之問題研究 

312 
 

機關便極有可能陷入限制競爭的指控之中；（2）認證機關是否給予認證

申請人充分的陳述和聽證機會，以及若拒絕認證，是否進行解釋並給予申

訴的機會；（3）認證過程是否公開等。 

三、透過標準化實行杯葛行為 

  若產業協會標準化實施的結果，造成對協力廠商不正當杯葛 
（boycott）17之抵制效果，那麼法院將認定這種標準化是不合理。法院在

Radiant Burners, Inc. v. Peoples Gas Light & Coke Co. et al.（1961）18案判決

理由闡述該概念。 

（一）Radiant Burners, Inc. v. Peoples Gas Light & Coke Co. et al.

（1961） 

  本案被告美國瓦斯協會（American Gas Association，簡稱 AGA）19是

由公共用戶瓦斯銷售商、管線公司、設備製造商等組成的非營利組織，AGA
對通過安全性、有用性和牢固性的瓦斯燃燒機發給認證印章。原告 Radiant 
Burners, Inc.（RB）製造一家用陶瓷瓦斯燃燒機（gas burner），宣稱該機

更安全，但 AGA 兩次拒絕為該瓦斯燃燒機認證。此外，原告申稱被告的

                                                       
17  參閱我國公平法第 19 條第 1 款規範之杯葛行為，係指事業「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

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易之行為」。按杯葛行為並非依據自己商品或服務之

品質優良、價格低廉等方法，使競爭者無法與自己競爭，而係藉助他人之力量排擠競爭者，故本

質上即違反效能競爭，其行為本身具高度商業倫理之非難性，乃典型之妨礙公平競爭行為，無須

另考量涉案事業是否具有市場地位。再者，杯葛行為之非難性，在於杯葛發起人以損害特定事業

為目的，藉助他事業以斷絕交易之方法，迫使該特定事業退出市場或阻礙該事業參與競爭，故杯

葛發起人之行為，客觀上若足以認為有「誘導或唆使」他事業拒絕與特定事業交易之作用，自效

能競爭之觀點上，即具有可非難性，至於杯葛受話人是否聽從唆使，事實上有無斷絕供給或購買

之行為，均不足以影響杯葛發起人杯葛行為之認定。參閱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二），行

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2004 年，頁 13‐14。 
18  Radiant Burners, Inc. v. Peoples Gas Light & Coke Co., et al. 364 U.S. 656 (1961) 

<http://supreme.justia.com/us/364/656/case.html>(2007/6/14) 
19  美國瓦斯協會（American Gas Association，簡稱 AGA）成立於 1918 年，負責組織協調科研、

標準化、以及有關煤氣產品的分配和使用等方面的資訊交流。由 AGA 的標準委員會代表參加美

國國家標準學會（ANSI）的有關部門標準制定與修訂工作，如：煤氣設備、測量儀器的加工和維

修標準，以及國家燃料煤氣規程等。AGA 的標準全部被編入美國國家標準（ANSI）雜類項。此外，

由協會的檢驗研究室具體負責煤氣設備的認證業務。AGA 出版物範圍涵蓋煤氣計量器、國家燃氣

規範、國家燃氣標準手冊，以及煤氣傳輸和配氣管道系統指南等領域。See American Gas 

Association Website <http://www.aga.org/>(200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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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員，拒絕提供瓦斯給使用原告產品的用戶，最終導致原告產品無法

進入市場。於是原告認為被告及其企業會員提出違反休曼法第 1 條之規

定，提起違反獨占管制訴訟。 
 
  巡迴上訴法院認為，由於原告並未證明對原告產品的拒絕認證而減少

銷售的瓦斯燃燒機產量，且原告也未證明一般民眾被剝奪購買更優越產品

的權利，因而判定原告敗訴。但是，最高法院推翻第十巡迴法院的判決，

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 
 
  依最高法院見解，原告主張證明兩個論點：（1）原告證明被告拒絕

認證，是由與原告相競爭的企業所主導的認證機關所進行，且該證認程序

模擬兩可（arbitrary and capricious standards for approval）；（2）被告瓦斯

供應商合謀拒絕提供應使用原告瓦斯燃燒機的用戶（conspiracy between 
utilities and 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應屬當然違法的典型杯葛案例。

基於上述兩個條件，最高法院認為被告行為是以標準化之名，進行妨礙公

平競爭的杯葛行為，因而應當適用當然違法原則，判定被告行為違反休曼

法。 

四、運用標準來限制品質競爭 

  誠如前述，標準化有助於生產廠商保障和提高產品品質，但是部分情

形下，標準化也有可能不當被產業協會當作工具，以維持一種低水準的品

質規格，減少和限制產品的品質競爭。因此，運用標準作為限制品質競爭

工具，便成為獨占管制的規制對象。這在 National Macaroni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v.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1965）20一案中體現尤為明顯。 

（一）National Macaroni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v. Federal 

Treade Commission（1965) 

                                                       
20  National Macaroni Manufacturers Ass'n v. FTC, 345 F.2d 421 (7th Cir.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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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Macaroni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NMMA) 21是美國通心麵

產業（macaroni industry）的龍頭組織，佔美國通心麵市場 70 %。在 1959
年和 1961 年製造通心麵的硬粒小麥（durum wheat/ macaroni wheat) 發生

短缺，價格飛漲，NMMA 為避免硬粒小麥的供應短缺所導致成本上升，

於是頒佈新的標準，改變原本通心麵 100%由硬粒小麥組成，降低到 50 % 
硬粒小麥搭配另一種硬質小麥（hard wheat）。儘管該項標準有效應付硬粒

小麥短缺所可能造成價格哄抬的效果，但客觀上卻降低產品質量，因為全

由硬粒小麥做成的通心麵品質最好。於是，FTC 提起妨礙公平競爭訴訟，

指控 NMMA 制定較低品質標準的行為，是利用標準化以降低產品品質，

屬於人為的固定價格（price fixing）。美國第七巡迴法院支持 FTC 的訴訟

請求，判決 NMMA 關於通心麵標準的行為違反休曼法。 

五、標準化被用來限制競爭 

  矛盾的是，許多良好意圖下欲預防或控制弊病之機制，創造出的困難

與他們所解決的一樣多。有時標準化用來與似乎是對抗不正當的交易行為

貿易，但其客觀上卻又限制競爭。在美國，這些所謂善意的標準

（well-intentioned standard）同樣要受到法院指責。換言之，標準化目的之

善意出發前提，不能成為其不合理限制競爭的豁免理由。該項規則在

Fashion Originators’ Guild of America, Inc. v.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41）22案得到確認。 

（一）Fashion Originators’ Guild of America, Inc. v. Federal Treade 

Commission（1941） 

  本案被告 Fashion Originators’ Guild of America, Inc.（FOGA）是由紡

織品製造商、煉鋼廠、染印廠、服裝設計者、零售商等組成的女裝協會，

服裝設計師和製造商達成協議，不將他們的原創產品賣給同樣也從盜版者

                                                       
21  美國第一個商業化的通心麵工廠在 1848 年成立，在 20 世紀初期，通心麵產業蓬勃發展，因

此激發建立一個統一的論壇，以討論製造或行銷的問題，於是在 1904 年 National Macaroni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NMMA）成立，成員包括製造商、上游產業供應者以及產業代表等。

1919 年開始發行期刊《Macaroni Journal》。在新政（New Deal）提出的背景下，該會提議制定

《Macaroni Code》，在 1934 年正式施行，以解決不公平競爭行為，包括不實標示以及人造混色

麵粉等情況。以 1981 年 NMMA 改名為 National Pasta Association（NPA）。NPA 的宗旨是代表該產

業處理公共政策問題，進行遊說，並與其他組織成立聯盟、監控相關技術議題、為產業組織會議

等等。See National Pasta Association Website < http://www.ilovepasta.org/>(2007/6/14) 
22  Fashion Originators’ Guild of America, Inc. v. FTC, 312 U.S. 457 (1941) 

<http://supreme.justia.com/us/312/457/case.html>(2007/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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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服裝的零售商。該等盜版者據說是抄襲 FOGA 的設計並低價銷售服

裝，而在本案發生和審理期間，服裝設計是不能取得著作權或新式樣專利

之保護。FOGA 聯合 12,000 家零售商參加該項杯葛行動，並設計一整套設

計和銷售的標準，包括禁止零售廣告、限制折扣、管制零售商的時裝款式

等等。 
 
  FTC 針對上述行為提起限制競爭訴訟，認為 FOGA 關於零售標準的頒

布與施行，實質上是不正當限制競爭，固定價格。但 FOGA 反駁零售標準

的說法，針對違規者的杯葛認為是防範搭便車的作法，並且是為保護製造

商、零售商和消費者免受盜版的侵害，視為合理且必要的行動23。最高法

院認為，儘管各州的侵權行為法皆管制的盜版行為，但無法合理化廠商聯

合起來限制跨州交易行為24，因此支持 FTC 的決定，判定 FOGA 行為違反

休曼法。 
 
  由本案推知，儘管標準化具有促進競爭和保護消費者等諸多積極功

能，這是標準賴以制定並實施的合理性基礎所在，因而一旦標準化根本無

法實現其積極作用，喪失合理性基礎的標準化，便只能是限制競爭的手段

和工具，這樣的標準化將被美國法院認定違反休曼法。 

六、標準化涉及安全或健康因素的問題 

  標準化的一項重要功能便是保障和促進公共安全和消費者健康。但

是，若基於安全和健康目的而建立的標準，其實施後客觀上又對競爭產生

不利影響，那麼在美國其同樣有可能面臨違反獨占管制法的指控。在

National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 v. United States（1978）25一案，法

院認為對標準化進行合理原則分析時，健康和安全的因素並不佔據重要地

位，而應對競爭本身做考量26。 

（一）National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 v. United States

（1978） 

                                                       
23  Id. at 467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 manufacturer, laborer, retailer and consumer 

against the devastating evils growing from [competitors'] pirating of original designs." 
24  Id. at 468 “even if copying were an acknowledged tort under the law of every state, that situation 

would not justify [defendants] in combining together to regulate and restrain interstate commerce in 

violation of federal law." 
25  National Soc.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 v. United States, 435 U.S. 679 (1978) 
26  Id at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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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被告美國專業工程師學會（National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 NSFE）27試圖解釋其禁止競標命令的合理性（a ban on 
competitive bidding）。NSFE 認為競標的做法將引發詐欺性低標產生，誘

導工程師從事低品質工程，進而致使產生對公眾健康和安全不良影響28。

法院駁斥該說法，認為合理原則分析過程，不會支持競爭本身是不合理的

說法。 
 
  當限制競爭並非僅由競爭者間的協議所造成，而包括更廣泛的公益動

機時，就是合理原則的判斷依據之一。關於應否允許競爭者間，以限制消

費者選擇的消費者可能做出不理智或危險的決定，作為限制消費者選擇的

理由，美國最高法院認為合理原則的分析過程中，只需要關心競爭本身的

因素，無須考量其他公益、安全、消費者保護等因素。 

（二）Chester A. Wilk, et al. v.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1990） 

  儘管美國大多數判例中，安全和健康等非競爭性因素，對限制競爭的

行為並未構成有力的辯護理由，但是，在個別案例中，法院也開始考慮並

重視非競爭性因素，諸如健康和安全的合理性問題。 
 
  在 Chester A. Wilk, et al. v.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et al. （1990）
29一案中，原告 Chester A. Wilk （Wilk）是一個脊椎指壓治療者 
(chiropractic)。在 1983 年之前，美國醫師協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根據其所制定的《醫學倫理守則第三原則》 (Principle 3 of the AMA 
Principles of Medical Ethics)，認為脊椎指壓治療是非科學的從業人，禁止

內科醫生將病人推介給脊椎指壓治療者或接受脊椎指壓治療者的推舉行

                                                       
27  美國專業工程師學會(National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簡稱 NSFE)，為認證工程師的發

聲管道，在 1934 年成立，以提倡證照及倫理、提升工程師形象、推動專業工程師的法律權利、

發部專業新聞、提供教育機會等等方法，加強工程專業。NSPE 目前超過 50,000 會員，出版物廣

及美國 53 州，制定超過 500 個規則。例如，NSFE 所制定的《工程師倫理守則》(Code of Ethics for 

Engineer)  的前言闡明：「工程是一項重要且需經學習而得的專業領域，身為此專業的成員，工程

師們背負著社會的期待，應展現最高標準的誠實與正直。由於工程對大眾的  生活品質直接產生

重大的影響，工程師必須提供誠實、無私、公正及公平的服務，並應矢志維護民眾的公共衛生、

安全及福祉。工程師的專業行為，必須符合最高的倫理原則。」此守則亦規定基本準則、實行細

則及專業責任等，影響工程界甚深。See NESP Website <http://www.nspe.org/>(2007/6/15) 
28  Supranote 25, at 693. Such competition would lead to “deceptively low bids, and would thereby 

tempt individual engineers to do inferior work with consequent risk to public safety and health.” 
29  Wilk v. American Medical Ass’n, 895 F. 2d 352, 359 (7th Cir. 1990) 

< http://www.chiro.org/abstracts/amavschiro.pdf>(2007/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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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而應拒絕脊椎指壓治療者使用醫療設備30。於是，Wilk 等 10 位脊椎指

壓治療以 AMA 將標準規定作為限制競爭手段為由提出訴訟，認為 AMA
行為構成不當的聯合抵制。 
 
   透過合理原則分析，法院判定 AMA 之行為違反休曼法第 1 條，AMA
之規定有意排除脊椎指壓治療者的共謀行為，法院亦表明 AMA 也有權利

證明制定該規則有利於提供給病人高品質的醫療處理。儘管如此，若被告

的限制競爭行為是合理的，按法院的理解，被告必須證明以下四個問題：

（1）他們已與每個人建立一個醫病關係，並且對於每一個有助於護理其

病人之科學方法，他們確已真誠地予以考慮；（2）該等考慮是客觀且合

理的；（3）該等考慮是被告制定頒布規則（即第三原則）時，占支配地

位的主導性因素；（3）該制定頒布規則的做法對競爭的限制最低。 

（三）小結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推知美國在標準化的妨礙公平競爭的實踐中，健

康和安全因素難以成為標準化限制競爭的有力抗辯理由。除部分特殊情

況，公共安全和消費者健康等因素，對於大多數的產業協會所制定的規則

是不具影響地位，除非該等因素對競爭有直接的促進作用。此外，包括最

高法院、大多數地方法院以及反托拉斯執行機構等，似乎認為真正有必要

保護大眾生命、健康和安全的標準和認證規定，並不被反托拉斯法所保護
31。 
 
  針對美國關於健康和安全不可作為標準化限制競爭的合理理由的認

識和做法，本文認為是不宜移植到國內適用。這是因為在涉及消費者安全

及健康問題的領域，消費者的安全和健康需要得到充分且有效的標準化制

度的保障和支援。從這個意義觀之，吾人更應當將相關的競爭制度的注意

力，放在如何保障消費者的安全和健康，淘汰進入市場的不合格產品和服

務。在我國，安全和健康應當成為標準化限制競爭的合理主張和抗辯理

由，前提是該等產業協會確實可以證明其標準是基於健康和安全的因素而

制定，並經過正當且合理的理由頒行和實施。 

貳、結論與建議 

一、標準自願性與強制性之爭議 

                                                       
30  "A physician should practice a method of healing founded on a scientific basis; and he should not 

voluntarily professionally associate with anyone who violates this principle." 
31  See Gerla, G., Federal Antitrust Law and Trade Association an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Standards 

and Certification, 19 Doyton.L.Rev 4711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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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願性標準合法，強制性標準違法 

  依照能否被強制執行的分類，標準分為強制性標準和自願性標準。美

國法院在判斷作業性標準時，經常以合理原則作為依據。其中認定該標準

是否合乎競爭法規範時，決定性因素在於該標準是否屬於自願性質32。一

般而言，強制性標準是被禁止的，自願性標準則屬合法。舉例而言，在 1971
年 FTC 在指導建議中便提出：「所有的標準都必須是自願的。」33；且美

國司法部反托拉斯局（Antitrust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支持

FTC 的上述認知，要求各職業和產業協會牢記標準是自願性質的概念34。

換言之，若產業協會制定標準後，針對標準的嚴格執行達成明確的協議

時，在美國將被認定是違反休曼法，無論制定標準的原因是基於何種理

由。例如前述之 Fashion Originators’ Guild of America, Inc. v.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1941）案中可見看出美國立法傾向。 
 
  但是，若產業協會制定一項標準，而會員企業以默示協議（implict 
agreements）的方式來執行，又應如何判斷其中所蘊含的限制競爭行為的

效力？對此有兩套說法。一是認為默示的遵從標準協議，將導致妨礙公平

競爭；另一方卻認為默示的遵從標準的協議，不能成為決定是否限制競爭

的實踐性因素，因為該因素之應用結果，將傾向於譴責所有的產業協會和

職業協會標準35。 

（二）標準制定組織市場力量之影響 

  儘管於此，既使標準採定與否屬於廠商的自由意志，會員企業間較不

常見就標準的執行達成明示或默示的協議的情形。在美國，標準並不因此

就當然合法有效，因為在現實社會中，儘管部分標準採定與否屬於廠商的

自由意志，但由於制定及認證機構擁有強大的市場力量，其結果卻是使自

願性標準成為事實上的強制性標準。如前述 Consolidated Metal Products, 
Inc. v.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1988）一案中的 API 便擁有相當大的

市場影響力，未經 API 認證的燃具甚至是無法取得用戶信任而進入市場。

職此，類似這類極具市場力量的組織，其所制定的標準往往會受到反托拉

斯當局和法院的仔細審查，以防止該等協會利用其因競爭而產生的市場支

                                                       
32  See Pitofsky, Robert, Self Regulation and Antitrust,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website (1998) 

<http://www.ftc.gov/speeches/pitofsky/self4.shtm>(2007/6/15) 
33  "all standards must be voluntary.” See Legality of a Proposed Standard Certification Program, 78 

F.T.C. 1628, 1630 (1971). 
34  Id.   
35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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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力，將自願性標準及認證程序，轉化成為對市場競爭者的強制性要求。 

（三）小結 

  從上述美國司法裁判思路，可以推知強制性標準之禁止，主要是基於

對標準，特別是強制性標準，所帶來的阻礙創新、易於建立價格聯合進，

進而降低市場競爭程度等不良市場效益，學界認為上述考量具有一定合理

性的36。但本文認為，美國的做法過於偏執，完全否定強制性標準的存在

是不恰當的做法。少量的強制性標準的存在仍是有必要，這主要是基於： 
（1）對於涉及公眾健康和安全的產品，如食品、藥品等，由產業協會在

政府失效時帶頭頒行強制性的最低品質標準，無疑是有必要措施； 
（2）協會制定和頒行標準後，無論以明示協定或者默示協定方式，要求

會員企業依標準行動，是維護產業協會團結所必需，只要其標準的制定及

認證程序是公開和公正者，原則上是應當援引合理原則並判定協議合法有

效，而不應當按美國的模式，將協定的存在視為違反休曼法的主要認定標

準； 
（3）若強制性標準是由並不具備強大市場力量的產業協會所頒行和進行

認證，則其所產生的限制競爭的效力理論上比較弱；相反地，若同樣的標

準是由獨占或具較大市場力量的產業協會所頒行，即使宣稱是自願性標

準，可預期其所產生的市場強烈反應。由此可見，雖然強制性標準比自願

性標準更具限制競爭的效果，但是，最終決定市場反應者，主要是產業協

會的規模及其其市場力量，而不是標準採定是否是自願或者強制性。從這

個意義上，本文質疑美國以標準是否屬強制性，作為反對標準化的重要司

法裁判依據之合理性； 
（4）針對強制性標準作為產業協會內部實施的規定（self-regulation），本

文認為只要其不產生較顯著的限制市場競爭的影響，在一定程度上，可認

為其合理性應當是產業協會自治必然的邏輯要求，對強制性標準的否定，

實質上是對產業協會自治權的一種過度干預。 

二、我國標準化限制競爭管制的若干構想 

（一）從由國家主導轉向產業協會主導的模式 

  當前我國標準化管理實行統一領導，分級分口管理模式，由經濟部標

準檢驗局37負責統一管理全國標準化工作，而各行政部門負責本行業標準

化工作。然而，從理論的研究分析可推知，產業協會比政府更具有標準制

定及認證的優勢，包括：（1）產業協會比政府更具專業化和技術的優勢，

                                                       
36  Id 
37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網頁。<http://www.bsmi.gov.tw>(2007/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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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其制定的標準更為精確；（2）即使政府標準制定人員擁有產業協會

同樣的知識結構，產業協會會員企業由於身處第一線，因而能更迅速地回

應對標準所提出的要求和困難；（3）由產業協會主導標準制定及認證工

作，有助於強化產業協會的自治，並減少國家的不當干預和過度管制。 
 

儘管由產業協會主導標準化工作，有可能產生限制競爭的問題，但

是，這並不意味著國家主導標準化便不會產生同樣的結果。在我國，雖然

標準是由國家主導38，但是許多標準在實踐中卻是由企業制定，並報經國

家批准39，而國家的審理過程有時純粹是一種形式化過程。因而對於該等

企業制定並以國家標準的形式出現的標準，一般是不會受到限制競爭的指

控，但在實質上其卻有可能是限制競爭和阻扼創新。 
 
  因此，改革我國當前標準化管理體制對於限制競爭的規範具有重要意

義，換言之，透過產業協會來主導標準的制定及認證工作，將那些實質上

是行業標準的標準還原其本來面目，從而使以國家標準形式出現的實質上

的「企業標準」，不再以國家標準為名而逃避獨占管制法的審查。 

（二）建立競爭性的多元標準體制 

若產品只有一項標準，將阻礙創新。因此，若存在針對一項產品的多

                                                       
38  以熱影像檢測診斷之規範為例，各個國家標準中，國內較常使用參考到的標準單位有美國

ANSI、英國  BSI、加拿 CSA(Canadian Standards Association)、德國 DIN(Deutsche Institute Fur 

Norman)、日本 JIS(Japanese Institute of Standards)、韓國 KRISS(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美國 NIST 與國內 CNS 等。以我國 CNS 為例，其他為輔來說明熱影像檢測依據，

在公司內一般機電設備有關連性者有機械工程標準類別，細分類分成一般、零件、工具、機器、

鋼管與鋼瓶、量器、檢驗與自動化，由 B1 至 B8，例如電子業不限定於適用何種細分類項目，散

分於各類；其次電機工程標準類別，細分類分成一般、電線電纜、檢驗、電機與電器與材料等，

由 C1 至 C4，屬共同使用類型居多，再其次工業安全標準類別，細分成一般、安全儀器、檢驗等，

由 Z1 至 Z3。CNS 與世界各國國家標準對絕緣物之容許溫度、安全電流、線路耐燃、耐溫及變壓

器、斷路器各元件溫度規範或檢驗皆有明訂標準。參閱林國照，熱影像檢測診斷之規範概述，工

研院。 <http://www.e‐safety.com.tw/1_main/103_learning/1037_news/ens16/doc/A2.doc >(2007/6/15) 
39  以熱影像檢測診斷之規範為例，各公司均有制定公司之各項規範，諸如安全工作手則、動火

作業許可規則、安全衛生自動  檢查計畫等，對於各項機電設備之常態溫度值之標準，則依各公

司之需求而不同，參酌上述之項目，以建立公司之標準，並將規範明確區分為法令與標準，界定

最小  需求程度與更高之不同等級，甚且更進一步，有些公司之規範均與資料庫管理系統整合。

另外，其他可參考之標準制定單位，如 NFPA(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橫跨火災、電力

與安全，  NEMA(National Electr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對工業控制、馬達控制多所著墨。 同

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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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標準，且標準的制定及認證又屬開放性質，則該標準設計便可容納各種

各樣的產品，從而降低標準對創新的阻礙影響。 

（三）運用合理原則分析標準化中的限制競爭問題 

對標準化中的限制競爭問題各國大多是以合理原則來分析40，我國亦

不例外。整體而言，我國對標準化中的限制競爭運用合理原則進行法律分

析的過程如下： 

１、審查產業協會的市場力量 

  若一個產業協會擁有的市場支配力極小，其會員企業所佔據的市場影

響微不足道，由這樣的產業協會所制定的標準及認證，由於不具備強大的

市場力量，一般情況下，不應面臨限制競爭的指控。但是，若一個產業協

會具有較大的市場力量，那麼其所制定的標準及認證便進入第二步的調

查。這裡需要討論者在於，什麼是市場力量？又如何判斷市場力量？就經

濟理論言，市場力量之本身係代表廠商控制與影響價格之能力，換言之，

市場力量係指事業有能力在一段時間內維持產品或服務的價格在競爭價

位以上，或維持產量在競爭產量以下，而仍繼續獲利的能力。然而，相對

於經濟角度的思考係側重於強調足以影響價格機能之廠商力量，就法律思

考角度而言，如何落實於行為規範的執行，並滿足法律執行過程所需的明

確或可期待性？則更是反壟斷立法的重點41。準此，美國最高法院乃認為，

除了控制價格之外，獨占力應同時具有排除競爭之能力。 

２、審視標準化的目的 

  若標準化的目的針對公眾健康、公共安全，或其他善意等考量，諸如

                                                       
40  美國法對廠商聯合行為之管制最早，架構最簡單，但執行上最為困難，幾乎必須完全取決於

法官之判斷。依據 1890 年休曼法之規定，所有足以產生不當限制（unreasonable restraint）之聯

合行為均屬違法，換言之，美國法是依據合理原則來處理聯合行為是否具有不當限制之效果而違

法的問題，故而對美國之管制架構而言，可稱之為合理原則。如果廠商間的協議對於經濟活動效

率之提昇具有合理之關聯性時，或其係為促成競爭力所必須者時，則需適用合理原則進一步加以

檢視。而針對合理原則之分析模式而言，主要著重於比較相關協議存在與否對市場競爭之差別為

斷，申言之，其概念近似於假想原因協議不存在時，對於現有競爭狀態有何影響輔之以協議存在

之現實狀態來加以判斷。簡言之，即以有此協議或無此協議為其根本之分析模式。既然如此，合

理原則本身即是一個及具彈性與靈活度的論理方式，亦即需以協議本質、市場狀況等洵依個案斷

之。詳見前揭註 3，頁 273‐274。 
41  原則上，經濟理論對於市場力量之詮釋畢竟僅在於客觀說明一種市場比喻（metaphor）結構

下之客觀現象，不若法律之執行者必須對於具有反壟斷意義之獨占力量明確以對，並以之作為追

究獨占者之行為不法責任的依據。詳見前揭註 3，頁 1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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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競爭，提高經濟效益，則該標準化則具備合法性的首要條件。相對地，

若標準化的設定沒有任何的合理性基礎，實質目的在於限制競爭，則該標

準化將被認定為限制競爭。 

３、考察標準化的制定過程及認證程序是否公正 

  若標準化的制定者是由行業相互競爭的廠商共同進行，該標準應當被

認為公正。相反地，若標準的制定主要係行業某個獨占企業單獨為之，其

並未取得該行業其他企業認可或參與，則該標準則因其程序不正當，而應

當面臨獨占之管制的調查。當標準被公正制定後，認證程序是否公正，便

是考察的下一個目標。其中關鍵在於對一個企業產品進行認證時，其競爭

企業是否參與認證、或主導該認證決定？一旦查明拒絕授予認證證書的決

定是由與申請認證企業相競爭的企業不公正地下達，認證機關將受到獨占

管制當局的指控。 

４、檢視標準的主觀性和客觀性 

  若標準的制定及認證是經濟生活客觀上所必需，且又有技術上的理由

作支援者，或至少有統計資料所佐證者，針對該等標準，本文傾向承認該

項標準之有效性。相對地，若標準是制定機關的主觀設計或臆想，由此而

頒行的標準，本文稱為「主觀標準」，主觀標準往往比客觀標準更需要受

到獨占管制主管單局嚴格審查，因為其極有可能成為產業協會限制競爭、

誤導消費者的工具。值得說明的是，在美國，並非所有主觀標準都一定面

臨反壟斷的指控，諸如體育比賽中的一些標準、球的顏色、場地的大小等

等，這些標準因被視為傳統的延續，而受到獨占管制機構及法院的寬容對

待。本文認為，針對上述主觀標準的審查標準，值得借鑒。 

５、審視標準是否是最低限制競爭的標準 

  任何標準都具有反競爭性質，因為它至少淘汰一部分競爭者，降低市

場競爭程度，職此，吾人不得以是否對競爭產生不良影響，作為標準限制

競爭的主要論據，關鍵應當看該項標準是否為既有標準中，限制競爭程度

最小者。若產業協會採用之標準，被其他競爭者證明不是對市場競爭限制

最小的情況，產業協會則必須證明其基於合理的理由，並經過正當程序，

而未能採用競爭者所提出的對市場競爭限制最小的標準。若產業協會無法

有效證明，仍無法逃避反壟斷的調查。 

６、進行成本效益分析 

  儘管產業協會制定的標準確實有一定的限制競爭效果，但主管當局若

要進行調查，則需付出大筆成本，甚至超過其限制競爭為社會所帶來的損

失。畢竟效率也是法律追求的價值目標之一，成本效益分析也是理性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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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要的思考模式。 

（四）改組獨占管制機構的制度設計 

  由於標準化中獨占管制問題涉及的技術性問題顯相當複雜，同時需要

考慮的紛雜的社會因素，一般行政官員難以勝任，必須改變我國主管當局

人員的組成，僱用大量技術專家、業界經驗人是和法律專家等等，提高管

制機構人員的素質。 

第二節 智慧財產權人拒絕交易的競爭法分析 
  在自由競爭市場中，每個經濟主體都有權決定自己的交易客體和交易

行為，單純的拒絕交易並不違法。但是，當該拒絕交易成為阻礙競爭或增

加獨占勢力的影響時，就有可能違反競爭法規範。又，智慧財產權人擁有

合法的獨占地位，法律授予其排他的製造、銷售及使用等權能。通常情況

下，智慧財產權人的拒絕交易，並不與社會公共利益發生衝突，因此應當

受到法律的尊重和保護。競爭法亦不能否定智慧財產權人有權利，基於該

項智慧財產權，獲得的排他的商業利益。但是，智慧財產權不是授予一項

違反反壟斷法的特權。在知識經濟時代，由於網路效應廣泛存在，某些領

域的智慧財產權人的拒絕交易，譬如本文所探討的標準制定組織，擁有核

心智慧財產權人的拒絕交易，極有可能會妨礙、限制甚至排除競爭，進而

損害社會公共利益，這時，智慧財產權人的拒絕交易就構成該當違法要

件，應受到競爭法的規制。 
 
  智慧財產權人拒絕交易主要有「拒絕授權」和「拒絕出售由該項智慧

財產權製造的產品」這兩種情形。理論上，智慧財產權人擁有合法的獨佔

地位，法律授予其排他的製造、銷售、使用權能，因此，授權和銷售與否

是智慧財產權人應有權利，也是其實現經濟利益的重要途徑。有疑問者在

於，針對隱然成為事實標準制定者的市場領導廠商，智慧財產權人拒絕交

易行為是否豁免於競爭法之規定？如果答案是不能，那麼智慧財產權人看

似合法的拒絕交易，又為何會受到競爭法的規制？以下將透過對某些領域

智慧財產權人的拒絕交易產生的反競爭結果分析，以探索上述問題的解

答。 

壹、拒絕交易的反競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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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契約自由（freedom of contract）係自由競爭市場的重要基礎42，所以

權利人拒絕交易（refuse to deal）亦為合法行為。但是，若企業拒絕交易的

結果，產生危害競爭的後果時，就可能構成違法。拒絕交易的反競爭後果

主要是「獨占延伸」（monopoly leveraging）和關鍵設施（essential facilities）
之「構築進入市場障礙」，分述如下。 

一、獨占延伸（monopoly leveraging ） 

  獨占延伸係指獨占企業利用第一市場之獨占力，於第二市場或取競爭

利益，不論其有無獨占第二市場的意圖，均構成休曼法第 2 條有關獨占地

位之濫用43。該原則是由 Berkey Photo, Inc. v. Eastman Kodak Co.（1980）44

一案所建立之有關修曼法第 2 條之判斷標準45。 

（一）Berkey Photo, Inc. v. Eastman Kodak Co.（1980） 

  本案被告 Eastman Kodak Co.（Kodak）長久以來即在照相技術中享有

盛名，並對關於相片生成的每一個步驟中，提供服務與產品。早在 1977

                                                       
42  契約自由原則（freedom of contract），是近代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近代意義上的「契約自由

原則」，可以追溯到 1804 年頒佈的《法國民法典》。個人之間的契約關係，應根據契約當事人的

自由意思決定，而不受國家干涉。契約自由原則的內容包括：是否締結契約的自由（締約的自由）、

與誰締結契約的自由（對象選擇的自由）、訂立內容的契約的自由（內容的自由）、以何種方式訂

立契約的自由（方式的自由）。契約自由原則與私有權的絕對化，過失責任主義等三項原則，共

同構成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自由交換的基本保障。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高度發展，過分

強調尊重個人意志，會造成壟斷企業對社會的支配。因此，對於契約自由原則的反省和批判也日

益強烈。參閱陳自強，契約之成立與生效，學林文化，2002 年，頁 120‐21。 
43  美國休曼法第 2 條（Section 2 of Sherman Act）之規定來作為管制獨占力濫用行為之基礎，其

條文如下：「就數州間或外國間之貿易或商業，為一部獨占或意圖為一部獨占或與他人共同或共

謀為一部獨占者，應負重罪之刑事責任。若經定罪，由法院裁量，處法人一百萬元以下罰金，其

為個人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三十五萬元以下罰金。」詳見前揭註 3，頁 133。   
44  Berkey Photo, Inc. v. Eastman Kodak Co, 444 U.S. 1093 (1980).   

<http://supreme.justia.com/us/444/1093/>(2007/6/17) 
45  獨占延伸理論(monopoly leveraging theory)將所有的獨占型態均納入修曼法之規範大傘，為修

曼法第 2 條尚能容忍效率獨占(efficient monopoly)與自然獨占(natural monopoly)之存在，因效率

獨占與自然獨占並非以掠奪性(predatory)行為取得或維持其獨占地位，實際上並無反競爭之危

險，不涉及修曼法第 2 條之違反。獨占企業必趨以掠奪性之行為取得或維持其獨占地位，才構成

修曼法第 2 條之違反。職此，獨占延伸理論不區分獨占係屬合法獨占或非法獨占、亦不考慮獨占

企業之槓桿行為是否為掠奪性行為，或有無獨占第二市場之意圖，不足以作為判斷休曼法第 2

條之獨立標準。參閱黃雪鳳，歐美競爭法對航空電腦訂位系統之規範，公平交易季刊第 11 卷第

3 期，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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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時，其國際上的年度營業額即達 60 億美金，淨利則有 12 億美金，屬於

特定市場上的巨人。相較於 Kodak 如此穩固巨大的公司，原告 Berkey Photo, 
Inc.（Berkey）則是一間較小的公司，但在沖印技術的競爭市場上，是 Kodak
的顯著的競爭者。Berkey 在 1978 年後開始銷售相機，但並不生產軟片，

在軟片市場上，Berkey 向 Kodak 購買後而加以轉售。換言之，在某些市場

上此二家公司是處於競爭者之地位，而在某些市場上，Kodak 公司則是

Berkey 的供應商。Berkey 主張因其和 Kodak 合作閃光燈的製造後，導致

Berkey 遭受其在相機與沖印技術上市場的需付許多費用給 Kodak，故主張 
Kodak 違反休曼法。 
 
  上訴法院認為即使利用獨佔力量，獨占性定價亦非當然反競爭，反而

認為其具有促進競爭的效力，因為（對獨佔者而言）保證其獨佔地位受到

挑戰的更好的方法，可能是盡其所能地貪婪他獲取最高價格。只有在獨佔

力量是透過反競爭手段獲取或維持時，過度定價才被認為是違法。職此，

上訴法院表示：「事業在一個市場使用其獨占力量，以便在另一個市場取

得競爭優勢，縱使該事業對第二個市場並無實施獨占之故意，仍然違反休

曼法第 2 條。」 

（二）Berkey Photo, Inc. v. Eastman Kodak Co.案後之發展 

  依據第六巡迴上訴法院 Kerasotes Michigan Theatres v. National 
Amusements Inc.（1988）46之判決，認為在獨占延伸行為案件，亦無庸證

明被告在「被延伸」（即第二個市場）有獨占力量或支配性的市場地位。

與獨占延伸行為類似，但有程度差別者是搭售（tie-in）。後者要求證明第

二個（即所搭售之）項目是被當做第一次原始交易之「條件」而強加諸於

買受人；相形之下，獨占延伸行為並未涉及此種明顯的強制行為。二者相

同之處在於，在特定市場使用獨占力量，並限制第二個市場之競爭意圖。 
 
  然而，美國法院近來發展似乎有放棄獨占延伸行為之趨勢，例如第九

巡迴上訴法院在 1990 年的 Alaska Airlines, Inc.v. United Airlines, Inc. 47判

決，以及第三巡迴上訴法院在 1992 年 Fineman v. Armstrong World 
Industries, Inc. 48的判決顯示，倘若獨占事業在第二個市場並未實施獨占或

                                                       
46  Kerasotes Michigan Theatres, Inc. v. National Amusements, Inc., 854 F.2d 135 (6th Cir. 1988), cert. 

denied, 109 S. Ct. 2461 (1989) 
47  Alaska Airlines, Inc.v. United Airlines, Inc. , 902 F.2d 1400, 1403 (9th Cir. 1990). 
48  Fineman v. Armstrong World Industries, Inc., 980 F.2d 171, 212 (3d Cir. 1992), cert. denied, 507 U.S. 

921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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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實施獨占，則並不符合休曼法第 2 條之構成要件49。 
 
  綜上所述，休曼法第 2 條既然處罰重罪之犯罪行為，故除要求犯罪之

故意外，亦要求犯罪之行為，即獨占之行為。換言之，係採取行為的獨占

政策（behavioral monopoly policy），而不是結構的獨占政策（structural 
monopoly policy）。儘管美國反托拉斯政策因恐獨占力量可能有被濫用的

高度危險、使競爭停滯、使創新受到壓抑，所以一向採取厭惡的立場，然

而，美國法院亦從早期認為具有獨占力量之公司，若不能證明它是無意地

擁有此種力量，則構成實施獨占，走向 Berkey Photo, Inc. v. Eastman Kodak 
Co.（1980）之發展，即只處罰「獨占行為」。而獨占行為可在二個階段中

為之：（2）以「不正當」手段取得或維持獨占力量，即使尚未使用該力

量以獲得獨占利益；以及（2）雖然合法取得獨占力量，但卻用該力量來

防止或阻礙競爭。 

二、關鍵設施理論（essential facility doctrine） 

  廠商利用在某一市場的獨佔力，在另一個市場謀求獨佔地位或不正當

的競爭優勢，屬於獨占地位濫用的行為；若拒絕交易的獨佔企業控制其他

企業進入市場所必須使用的設施，即關鍵設施（essential facility），將導

致其他企業因無法使用該關鍵設施，而無法進入該市場與之競爭。此時，

無正當理由拒絕交易的企業，就可能因此構築進入市場障礙，而受到競爭

法的規制，被課以強制交易的義務。學者稱之為「關鍵設施理論」 
（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50，或稱之為「瓶頸獨占理論」（bottleneck 

                                                       
49  參閱孫雅娟，美國反托拉斯法管制獨占事業之執行政策與程序，公務出國報告，2001 年。

<http://61.57.43.67/OpenFront/report/show_file.jsp?sysId=C09000251&fileNo=001 >(2007/6/17) 
50  “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本文翻作「關鍵設施理論」，也有人把它翻作「基礎設備原則」、

「必要設施原則」。稱之為 doctrine 因為它還不是一個 principle，因為最高法院還沒有完全接受

它。接著，網路效應會產生自然獨占的現象，這個現象會因為解除  管制後推波助瀾。解除管制

加上網路效應，可能會使自然獨占越來越多。參閱紀振清，Microsoft Case 之多元介面法律問題，

競爭政策通訊第 5卷第 4期，2001年<http://www.ftc.gov.tw/2000010129991231793.htm>(200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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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poly theory）51。 
 
  在各國學界及實務界對於「關鍵設施原則」的討論中，大多數都認為

此一原則的緣起主要來自於美國若干反托拉斯法之法院判決，但是學界對

於關鍵設施原則的先驅案例仍有許多爭議，甚至美國聯邦最高法院亦不曾

直接承認此一原則52。雖然有上述爭論，但是不論在學理或實務上，關鍵

設施原則被界定為「被視為關鍵設施的所有人或控制者，在何種情形下，

有義務以合理價格提供他人使用」。申言之，在可能屬於關鍵設施的個案

中，該設施往往在合理的狀況下無法有效複製，而其所有人或是具控制權

者多屬獨占或接近獨占之事業。當該事業在欠缺有效的技術或商業上的理

由的情況下，拒絕供其競爭對手使用該設施時，便有違反競爭法之危險，

成為本原則適用的可能對象53。 
 
  由歐盟之先例分析，則關鍵設施原則多適用於包含兩個互為上下游的

產品市場之場合，而關鍵設施所有人往往參與上下游市場，而下游競爭者

（或是潛在競爭者）欲向前者購買原料或使用其設施作為生產原料或輸送

媒介卻遭到拒絕。關鍵設施原則的內容即在界定上述生產情形下上游廠商

                                                       
51  網路型產業中，電話的市內通信網、電力的輸配電網、瓦斯的管道以及鐵路的軌道與場站，

都使用大規模投資所建構的網路基被來提供服務。因此，若不具備巨大的網路設備，則企業無法

參進到網路型產業中，自然無法參與競爭。然而，近年來，電話的長途通信、電力的發電與販售、

天然瓦斯之精製與販售，軌道（道路）上車輛之營運，都顯示網路型產業中的某些領域亦可能開

放參進自由競爭。換言之，市內交換機至各用戶終端設備之間的市內通信迴線網，電力產業中由

發電所到各需求者之間的輸電、配電網，天然氣產業中由天然氣儲存基地到需求者之間的管線等

都是事業競爭的瓶頸，乃有「瓶頸設施」或「樞紐設施」（essential facilities）之稱。當既存企業

持有瓶頸設施，新進業者欲利用這些設施提供服務時，若無法以政策確保兩者之間公平有效的競

爭條件，則新進業者與既存業者之間無法相抗衡，競爭市場自然無法形成。而對於新進業者加入

競爭的主要障礙即為瓶頸設施獨占。參閱劉崇堅，市內電話用戶迴路開放問題分析，經社法制論

叢第 35 期，2005 年，頁 114。<http://www.cedi.cepd.gov.tw/docs/eslb/35‐04.PDF>(2007/6/17) 
52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Essential Facilities Concept, 

OECD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December 1999, pp. 124‐159(36) 

<http://appli1.oecd.org/olis/1996doc.nsf/linkto/ocde‐gd(96)113>(2007/6/17) 
53    Allen Kezsbom & Alan V. Goldman, No Shortcut to Antitrust Analysis: The Twisted Journey of the   

“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 Columbia Business Law Review Vol. 1996 No.1: 1 

<http://www.ffhsj.com/cmemos/0112041.htm>(200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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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種情況下有提供生產原料（a duty to supply）或設施之義務54。 
 
  在一般競爭法之架構下，競爭對手間之合作與共用在多數場合至少是

不被鼓勵的行為，因此，涉及課予居於支配地位之事業交易義務的「關鍵

設施原則」主要係由防止獨占事業之濫用市場地位此一競爭法的核心精神

中所發展出的概念。 
 
  在比較法的分析上，固然「關鍵設施原則」可能發生於任何市場中，

不過特別是歐盟競爭法上之「關鍵設施原則」，其往往較為常見的場合卻

是在該關鍵設施傳統上受到國家之價格或進入限制等經濟管制，或是屬於

公營獨占事業的掌控下，隨著自由化開放市場，在新進業者的要求下所發

生55。由於該種關鍵設施，例如輸電網路，當初會受到經濟管制或是採取

國有化政策，多有其欲達成的政策目標，諸如避免自然獨占，發揮規模經

濟，因此在市場自由化後對「關鍵設施原則」之態度與初始管制目標之間

的平衡，往往成為重要政策上的抉擇，更涉及特定產業自由化與解除管制

時後市場結構重整（structure reform）的取向。 

（一）美國對涉及關鍵設施的拒絕交易的發展 

１、United State v.Terminal Railroad Association of St. Louis（1912） 

  學者分析美國聯邦最高法院之判決隱含（implicitly）適用「關鍵設施

原則」的判決，可以回溯自 United State v.Terminal Railroad Association of St. 
Louis（1912）56一案。 
 
  St. Louis 都會區是美國各地鐵路網的重要匯集地，由於地形之故，州

際鐵路往往必須在抵達河岸之前設立終點站，再利用 St. Louis Bridge 與

Merchants’ Bridge 二座橋樑以及 Wiggins Ferry 渡船過河。傳統上，前述之

橋樑與渡輪與兩岸的轉接車站（terminal）均由不同的鐵路公司所有，故在

該地區形成三項鐵路跨河設施相互競爭情形。由使用 St.LouisBridge 之鐵

路公司、轉接車站公司與 St.Louis Bridge 公司聯合成立 Terminal Railroad 
Association of St.Louis（TR）後，隨之成功併購另一橋樑與渡輪公司。至

                                                       
54  See Lang, John T., Defining legitimate Competition: Company’s Duty to Supply to Competitors and 

Access to Essential Facilities, 18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994) 

<http://www.hyperlaw.com/lang.htm>(2007/6/17) 
55  Id.   
56  United State v. Terminal Railroad Association of St.Louis, 224 U.S. 383 (1912). 

<http://supreme.justia.com/us/224/383/case.html>(200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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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各種渡河設施實際上均為 TR 所掌控57。 
 
  最高法院在本案之判決中認為，TR 實際上並非獨立於其出資人的事

業，同時由若干文件顯示 TR 當初成立之目的即在於掌控跨河設施。再者，

參與 TR 投資之鐵路公司掌控全美三分之一的鐵路長度。最高法院認為，

未參與投資 TR 之其他公司受制於地理因素，必須使用 TR 的跨河設施。

固然，基於當地特殊的地形因素，法院接受 TR 之投資人基於「避免重複

浪費」、「共同分擔設置成本」等理由將跨河設施整合為單一系統，但法院

亦認為除非該跨河設施的經營與使用對所有使用者均能秉持公平 
（impartial）的態度，否則在該地區特殊的地理因素下，本案中被告對其

他使用者使用跨河設施時之「價格歧視與剝削」（discriminatory and 
extortionate）顯然損害其他使用人與州際貿易，進而認定本案中 TR 及投

資之 14 家鐵路公司之行為違反休曼法第 1 條，以結合或共謀限制州際交

易行為。 
 
  基於此一認定，最高法院在判決中要求 TR 及與其 14 家股東於 90 日

內提出重組計畫，允許現在與未來的其他鐵路公司以公平合理的條款加入 
TR 參與經營，或得以公平合理的價格與條件使用 TR 之跨河設施，取消

對短程運輸具有歧視的訂價等，進而使 TR 真正成為所有欲使用該設施者

的善良管理人（bona fide agent and servant of every railroad line which shall 
use its facilities）。 

２、Otter Tail Power Co. v. United States（1973） 

  另一個聯邦最高法院關於適用關鍵設施原則之案件，則屬 Otter Tail 
Power Co. v. United States（1973）58一案。本案被告 Otter Tail Power Co.（OT）

係一跨州營業之「受管制公用電力公司」（regulated public electricity power 
utility），亦即是其一方面經營跨州性的電力躉售（wholesale）與電力代輸 
（wheeling）業務，同時亦在各州不同地區之零售（retail）電力市場中與

其他事業競爭。本案發生於若干過去由該公司擁有零售特許（retail 
franchise）之鄉鎮在 OT 特許權到期後，不再繼續使用該公司之電力，而

以其本身新成立之公營配電系統取代之。由於鄉鎮營配電公司並無發電設

                                                       
57  See Reiffen, David & Kleit, Andrew N., Terminal Railroad Revisited: Foreclosure of and Essential 

Facility or Simple Horizontal Monopoly?, 33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419 (1990)   

<http://links.jstor.org/sici?sici=0022‐2186(199010)33%3A2%3C419%3ATRRFOA%3E2.0.CO%3B2‐D 

>(2007/6/17) 
58  Otter Tail Power Co. v. United States, 410 U.S. 366 (1973) 

<http://supreme.justia.com/us/410/366/>(200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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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故當其向其他電力公司，包括本案被告 OT，以批發之方式購電時，

OT 不但拒絕躉售，並且亦拒絕以其電網代輸公營配電系統向其他電力公

司批發而來的電力。 
 
  最高法院在本案中認為，OT 之所以拒絕躉售與代輸，係基於意圖迫

使公營配電系統無法取得足夠的電能，進而在其在躉售市場具有獨占地位

之市場中達到妨礙競爭、取得競爭優勢甚至消滅競爭的效果。換言之，法

院認為 OT 意圖濫用其在電力躉售市場中的獨佔地位來取得電力零售市場

中的競爭優勢，同時亦意圖維持其在躉售市場中的獨佔地位，進而違反休

曼法第 2 條關於意圖獨占與獨占之規定。基於此認定，法院下令 OT 應在

不損及其基於《聯邦電業法》（Federal Power Act of 1935）59所要求之供電

義務的前提下，躉售電力及開放輸電網路供他人代輸。 

３、MCI Communications Corp.v. 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 

Co.（1983） 

  除前述聯邦最高法院之先例外，在美國法制上近年來最常被引用作為

「關鍵設施原則」之先例者，則係由聯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於 MCI 
Communications Corp. v. 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 Co.（1983）60一案

所做出之判決。 
 
  與歐、亞兩洲之公營電信事業不同，美國電信事業一直以民營為主，

從 1876 年美國電信電報公司（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 Co., AT&T）

成立以來，就獨占經營該國國內的電信市場，直到 60 年代後期，MCI 
Communications Corp.（MCI）及 Sprint 等加入經營長途電話及電路出租業

務，開始和 AT&T 直接競爭，但是在當時，AT&T 仍擁有壓倒性的市場占

有率。 
 
  在 1969 年以前，美國境內之長途電話系統係由 AT&T 獨占經營，而

市區電話系統（local lines）則由 AT&T 所屬之 23 家地區電信公司「貝爾

系統」(Bell system) 所獨占。隨後 MCI 於 1969 年取得經營「點對點專線」

（point-to-point private lines/ tie lines）、「共同控制交換協定」（common 
control switching arrangement, ccsa）與「遠端交換線路」（foreign exchange 
lines, fx）等電信服務。惟此三種電信服務均需經由與發話者所在區域之市

                                                       
59  Federal Power Act of 1935 (49 Stat. 803) 
60  MCI Communications Corp. v. 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 Co., 708 F. 2d 1081. (7th. Cir.), cert. 

denied, 464 U.S. 891 (1983). <http://supreme.justia.com/us/512/218/case.html>(200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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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交換網路（local switching network）建立連結迴路。本案之爭端事實在

於 AT&T 所屬之市話貝爾系統拒絕對 MCI 所經營之 ccsa 與 fx 二種業務提

供連線，導致 MCI 無法提供服務。由於 AT&T 長期獨占電信市場，引起

美國司法部的關注，1982 年 MCI 向法院提起 AT&T 違反休曼法的反托拉

斯訴訟。 
 
  第七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對於諸如本案涉及獨占事業拒絕交易之案

件，正是「關鍵設施原則」適用之場合。當控有關鍵（或瓶頸）設施之獨

占事業拒絕交易時，可能存在的違法性在於其得以藉此將其獨占力量由某

個生產階段或某一市場，擴張到另一階段或市場中。於是，反拖拉斯法便

對此一事業課以在無歧視的條件下開放供他人使用的義務。 
 
  法院經過兩年審理與協商後，在 1984 年做出「修正終局判決」（modified 
final judgement），同意讓 AT&T 保有製造及配銷部門，但命令該公司將

長途電話部門與區域電話部門進行結構分離，另設事業經營區域電話業

務，從 1984 年 1 月起，AT&T 分割為 8 個獨立的事業，即 7 家區域貝爾

公司（RBOCs）及 AT&T 公司。RBOCs 只能經營指定區域內的基本電話

業務，屬於「區域電話業者」（LECs），資費、普及服務及新服務推出都

受到地方政府公用事業委員會的管制。分割後的 AT&T 只有原先五分之一

的規模，只能經營長途及國際電話業務，屬於「跨區電話業者」（IXCs）。 
判決並要求 7 家 RBOCs 必須對所有 IXCs 提供平等接取服務，且不得對 
AT&T 產品、服務或標準懷有特別偏好。該判決使 MCI、Sprint 等跨區電

話業者取得公平競爭的地位，市場占有率逐漸能與 AT&T 相抗衡。此外，

部分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也有「競爭接取服務提供者」（Competitive Access 
Providers）出現和 RBOCs 展開競爭61。 

４、小結 

  參照 MCI Communications Corp. v. 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 Co.
（1983）案，法院提供判斷「關鍵設施原則」的模式，分述如下：假設 
（1） 某獨占事業具有關鍵設施之控制權（control of the essential facility by 
a monopolist）；（2）競爭者實際上不能或無法合理地另建該樞紐設施（a 
competitor’s inability practically or reasonably to duplicate the essential 
facility）；（3）且獨占事業拒絕競爭者使用該樞紐設施（the denial of the  
use of the facility to a competitor）；（但是）（4）提供該樞紐設施供競爭

                                                       
61    張玉山主持，公平交易法對油品市場全面自由化後事業競爭行為規範之研究，行政院公平交

易委員會合作研究計畫，2002 年，頁 16。

<http://www.ftc.gov.tw/20000101299901011647Out5.pdf>(200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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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使用係屬可行（the feasibility of providing the facility），則該事業違反反

托拉斯法。 

（二）歐盟對涉及關鍵設施的拒絕交易的發展62 

  關鍵設施原則係由歐盟條約第 86 條（Article 86 of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63禁止濫用獨佔地位條款所衍生出尚

屬一個發展中的概念。一般而言，歐盟最早涉及本原則之先例，學者多引

述歐洲法院之 Commercial Solvents v. Commission（1974）64及 Untied Brand 
v.Commission（1978）65二案作為基礎。 

１、Commercial Solvents v. Commission（1974） 

本案被告 Commercial Solvents （CS）係一種名為 amiobutanal 之上游化學

原料之獨家生產者，原告 Zoja 公司則係利用該原料生產名為 ethambutol
用於治療肺結核藥劑之下游藥廠。CS 有意併購 Zoja 公司而告失敗後，決

定自行生產 ethambutol，同時拒絕繼續供應該化學原料予 Zoja，因此，Zoja
向歐體執委會請求救濟。遂後執委會做出 CS 應繼續供給之指令後，CS 不

服，並向歐盟法院提出司法救濟。 
 
  本案歐體執委會在抗辯理由提出依據歐盟條約第 86 條（現第 82 條），

當下列情形存在時，Commercial Solvents 便有繼續供應之義務： 
（1） 當具有支配力之廠商係一獨占事業；（2） 其拒絕供給對於該原料

的主要需求者造成極大影響；（3） 拒絕供給欠缺客觀上之理由；以及（4） 
拒絕供給對於歐盟之競爭環境造成嚴重影響。 
 
  歐洲法院顯然的接受執委會之抗辯。在判決理由中，法院認為對於生

產特定原料具有支配力的廠商，當拒絕繼續供給該原料予其下遊客戶，或

競爭者之行為將導致產生消滅競爭的危險時，不能以其決定自行生產下游

產品作為理由而拒絕交易，否則即屬違反歐盟條約第 86 條（現第 82 條）

有關濫用市場地位之規定。本案被告不但符合上述條件，且在有足夠的剩

                                                       
62  參閱就競爭法觀點探討供油業者於進口、煉製、經營業務之資源共用、聯合行為與加盟連鎖

之研究，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2000 年，頁 23‐20。 

<http://www.ftc.gov.tw/20000101299901011674Out8.pdf>(2007/6/17) 
63  歐盟條約在經過 1997  年阿姆斯特丹條約（Treaty of Amsterdam, 1997）修正後，原本第 86 條

已修正為第 82 條。<http://europa.eu/scadplus/leg/en/s50000.htm>(2007/6/17) 
64  Joined Cases 6‐7/73, Istituto Chemioterapico Italiano SpA and Commercial Solvents Corp. v. 

Commission, 1974 E.C.R. 223 
65  United Brands Co. & United Brands Continentaal BV v. Commission (Case 27/76) [1978] ECR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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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產量，包括供其自身使用的情形下，拒絕供給原料予其在下游市場中的

競爭者，便該當歐盟條約第 86 條（現第 82 條）所禁止之行為，因此法院

判決維持執委會之指令，CS 應繼續供應原料。 

２、Untied Brand v.Commission（1978） 

  本案原告 Untied Brands Inc.（UB）係一進口美洲香蕉並自創品牌行銷

之事業。當其知悉其在丹麥之經銷商 Olesen 參與其競爭品牌的促銷活動

後，便拒絕繼續供應 Olesen 該品牌之香蕉。歐盟法院在判決中認為 UB 確

實違反歐盟條約第 86 條（現第 82 條），並認定執委會之命令應予以維持。 
 
  法院在判決中指出：「當特定事業因設立品牌來行銷某種產品，進一

步基於該品牌之良好商譽而獲利，且具有在行銷該品牌上的支配地位時，

不得拒絕供應遵守商業常規之長期客戶的未超出一般商業習慣之訂單。該

具支配地位之事業在面對威脅時當然享有採取其認為合理適當的措施來

維護其商業利益之權利。但當此一措施之實際目的係為鞏固並濫用其支配

地位時，便有違法的可能。再者，該反制措施是否合理適當，必須與其競

爭對手之經濟力量合比例。」 法院認為 UB 在明知其對手之經濟力量的情

形下，仍然採取斷絕供應作為制裁的手段，已經超出合理與合比例的範

圍，其目的應在於嚇阻其經銷商支援競爭對手的廣告宣傳活動，嚴重影響

歐盟香蕉市場之競爭，甚至有導致僅有依附於該支配事業之經銷商方能存

活的結果，故判決其應恢復供給。 

３、小結 

  歸納以上歐盟法院之先例，除在 Untied Brand v.Commission（1978）

一案中之支配事業與被拒決供給之下游廠商並非同一市場之競爭對手，故

實際上其拒絕供給係為維持未來獨家供給之目的外，另涉及擁有或控制關

鍵資源支配廠商與其下游「需求者 / 競爭者」之關係。學者歸納前揭之見

解，認為在歐盟競爭法下判斷是否適用「關鍵設施原則」時，必須先考慮

以下三個要件66：（1）需求者是否有自他處取得所系爭產品或服務的可能；

（2）在下游市場中是否還有其他競爭廠商；（3）系爭產品或服務對需求

者事業經營的重要程度 
 
  除此之外，在歐盟競爭法下，若是拒絕交易之結果將造成原本就為數

不多的競爭者被逐出市場的可能性時，除非拒絕交易之具支配地位事業具

備非常堅強的客觀理由，否則並不易通過競爭法之檢驗。其中所謂關鍵「設

施」可能係原料、服務或是實體供使用之設施。歸納以上，可能發生有關

                                                       
66  Supranote 54, at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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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設施的爭議，包含以下之各種「具支配地位之上游事業 v.下游需求者/ 
競爭者」關係67：（1）汽車渡輪事業同時亦經營港口供其他渡輪公司使用；

（2）提供各自分離但相關之服務之事業；（3）運輸貨品也提供其他事業

運輸服務的鐵路公司；（4）控制支票清算設施的銀行；（5）擁有或控制提

供旅行社及消費者獲得航班資訊及訂位服務之電腦訂位系統的航空公

司；（6）兼營機場管理之航空公司；（7）提供第一類 (無線) 與第二類 (有
線) 電信服務的電話事業；（8）擁有輸電網路、配電線與天然氣輸氣管之

事業；（9） 專門代表表演智慧財產權之所有人向使用者收取權利金之公

會或組織。 

（三）結論 

  根據美國和歐洲的司法實踐，反壟斷訴訟的當事人在要求適用關鍵設

施原則時必須證明：（1）該設施對於其他企業參與競爭不可或缺者；（2）

獨佔者控制該關鍵設施；（3）競爭者不能在合理努力的範圍內再複製同

樣的設施；（4）獨佔者拒絕競爭者利用該關鍵設施；且（5）獨佔者提供

該關鍵設施之可能性。 
 
  然而，關鍵設施理論並不要求企業只要擁有重要的資源，就負有與競

爭對手分享的義務。換言之，若被拒絕的企業能夠避開該設施而仍然是競

爭對手，該設施就不構成關鍵設施，則拒絕交易就不具有反競爭性，不受

反壟斷法的規制。一般而言，反壟斷法開啟對這類拒絕交易的調查時，需

要考慮的因素，包括：企業的市場力量、拒絕理由，以及因此造成的競爭

損害。當不涉及關鍵設施的獨佔企業，在以維持或提高其獨占力或將其獨

占力延伸到其他領域為目的，拒絕和相關企業進行交易時，拒絕交易就會

受到反壟斷法的規制。換言之，反壟斷法只對具備市場力量的企業，沒有

正當理由拒絕交易並產生反競爭後果的行為進行規制。 

貳、智慧財產權人拒絕交易行為的類型 

    智慧財產權人拒絕交易主要有「拒絕授權」和「拒絕出售由該項智慧

財產權製造的產品」這兩種情形。智慧財產權人擁有合法的獨占地位，法

律已授予其排他的製造、銷售、使用權。在通常情況下，智慧財產權人的

拒絕交易，並不與社會公共利益發生衝突，因此應當受到法律的尊重和保

護。在美國的司法實踐中，有的法院甚至認為，拒絕授權專利的行為是憲

                                                       
6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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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技術領域激勵發明的關鍵所在68。競爭法亦不能否定智慧財產權人有

權基於該項智慧財產權獲得的排他的商業利益。儘管如此，智慧財產權並

不是授予一項違反競爭法的特權。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智慧財產權人的拒

絕交易，尤其是專利技術、營業秘密和著作權領域的拒絕交易，可能會妨

礙、限制甚至消除競爭，從而損害社會公共利益時，智慧財產權人的拒絕

交易就違反競爭法規範，分述如下。 

一、拒絕授權 

    阻礙其他經營者進入其所在的產品或服務市場與其競爭行為，由智慧

財產權法的功能觀之，有其正當性。因為智慧財產權法賦予權利人以獨佔

權利的目的之一，就是為確保其能獲得一定的經濟報酬，尤其在需要較大

投資、風險又較大的高科技產品開發領域，該誘因尤為重要。然而，由於

拒絕交易會阻礙他人進行經常競爭，因而極可能導致伴隨獨佔的資源配置

不經濟、損害消費者利益、獨占利潤以及企業惰性等一系列弊端，並妨礙

科學技術的推廣和傳播。另一方面，所為權利人的經濟報酬，並非是指權

利人在市場上獲取的獨佔利潤，在很多情況下，在市場上領先應用創新技

術以及授權使用費收入，也可以成為對權利人創新活動的經濟鼓勵。鑒於

上述理由，有些國家已將特定市場條件下的拒絕授權行為，視為反競爭行

為或濫用市場優勢地位的行為，並實行強制授權的解決辦法。 

（一）英國 Ford Motor Co Ltd (1985)案 

  例如，80年代初英國之Ford Motor Co Ltd (1985)一案，福特汽車英國

分公司 （Ford Motor Company Limited, Ford）拒絕授權他人使用其享有著

作權以及新式樣專利權的福特車零配件設計圖，並拒絕銷售福特汽車的部

分替代性零件69。英國的公平交易署（Office of Fair Trading, OFT）以及壟

斷與合併委員會（Monopolies and Mergers Commission, MMC）70 經調查

後，均認為Ford拒絕提供替代性零件的作法，屬於有害競爭行為，且損害

公共利益。 
 
                                                       
68  See Abbott, Alden 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censing And Antitrust Policy: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aw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ummer 2003) 

<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qa3791/is_200307/ai_n9259977>(2007/6/17) 
69  See Ford Motor Company Limited: A report on the policy and practice of the Ford Motor Company 

Limited of not granting licences to manufacture or sell in the United Kingdom certain replacement 

body parts for Ford vehicles, Monopolies and Mergers Commission no.9437 (February 1985) 
70  1999 年競爭委員（Competition Commission）取代壟斷與合併委員會（Monopolies and Mergers 

Commission）之地位及業務職掌。See Competition Commission of UK website 

<http://www.competition‐commission.org.uk/our_role/what_is_cc/index.htm>(200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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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 OFT 及 MMC 皆不質疑 Ford 在新車市場上運用其智慧財產權之

權能，然而，零件市場則分屬另一個市場劃分。換言之，若 Ford 將其智慧

財產權能延伸到零件市場，以作為排除廠商進入市場的作法，便是限制第

二市場競爭，超越國會當初立法意旨。但是，因當時英國著作權法尚無強

制授權的規定，此案並未得到妥善處理。由於這一案件和其他類似案件的

教訓，英國已先後修正其著作權法和公平交易法，使競爭執法機構在處理

此類案件時，可依一定程序實施著作權實施的強制授權71。 

二、阻礙相鄰市場上的競爭 

  阻礙相鄰市場上的競爭，也就是前述之「獨占延伸」。假設智慧財產

權人的拒絕交易，阻礙其他經營者進入其所在的產品或服務市場與其競

爭，在有些情況下，可能還有一定合理性，若智慧財產權人造成阻礙相鄰

市場競爭的結果，則屬於濫用智慧財產權。儘管不同市場上的相關經營者

之間，可能有某種共同利益或牽連關係，但智慧財產權的利用行為，通常

只應用來保護或增進權利人本身的利益。超出這一範圍，用於其他目的，

也就違背法律設定和保護智慧財產權的目的。因此，在一般情況下，對這

類行為應予禁止，並實行強制授權的解決辦法。其經典案例就是歐洲法院

在 Magill Decision（1995）72 （以下簡稱 Magill 案）一案，比較歐洲共同

體對著作權的保護以及對共同體市場競爭的保護後，認為前者處於次要的

地位。 

（一）歐洲法院 Magill Decision（1995）案 

１、案件背景及法院判決 

  本案原告是 RTE（Radio Telefis Eireann）、ITV、和 BBC 三家電視臺，

在愛爾蘭和北愛爾蘭地區從事電視廣播業務，覆蓋率及於前者的大部分家

用戶以及後者的三至四成收視戶。被告 Magill 電視指南公司（Magill TV 
Guide Ltd, Magill）是愛爾蘭的一家出版商。該案的爭議在於，如何處理會

                                                       
71  See Competition Polic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8), at 198, 203, 413 & 419 

<http://www.oecd.org/dataoecd/34/57/1920398.pdf>(2007/6/17) 
72  Magill Decision, ECJ 4/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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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國的著作權與《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6 條（現第 82 條）73的衝突。 
 
  RET 自行出版自家電視每周節目指南，ITV 則透過 Independent 
Television Listings Ltd.（ITP）出版每周節目表。在當時，市面上沒有一個

刊物能列出所有電視廣播的節目表。因此，被告 Magill 見市場商機，出版

周刊《Magill 電視指南》（weekly programme listings），預告可在愛爾蘭

收視的所有電視節目表。在 Magill 出版每週電視節目預告之前，這三家電

視臺分別通過報紙預告它們當天的節目；在週末或在節假日的情況，則預

告雙日節目。另外，根據愛爾蘭法和英國法，這種週期性的節目預告屬於

著作權法保護的內容。因此，Magill 電視指南預告它們電視節目的名稱、

頻道、日期和時間後，RET、ITP 以及 BBC 以 Magill 公司侵犯其著作權為

由向愛爾蘭法院起訴，當地法院以保護著作權為由，准發禁制令以禁止

Magill 公司出版其電視指南。Magill 於 1986 年 4 月向歐體執行委員（以下

簡稱執委會）會提出申訴。 
 

 執委會 1988 年 12 月之決定指出，RTE 等三家電視臺的行為濫用市場

控制地位，從而違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2 條。關於這三家電視臺的

制裁，執委會要求它們停止違法行為，特別是要求它們以非歧視的方式協

力廠商之請求，以提供每週電視節目預告，並允許協力廠商複製它們的電

視節目單。執委會亦提出，這三家電視臺若允許協力廠商複製它們的節目

預告，它們可以收取合理的報酬。RTE 等三家電視臺不服執委會決定，便

向歐洲共同體初審法院（Court of First Instance）提出上訴，請求撤銷執委

會的決定。 
 

                                                       
73  歐洲共同體條約〈原 1957 年羅馬條約〉歷經多次修正。本案進行中討論的是歐洲共同體條約

第 86 條，1997 年修正後調整到第 82 條。按歐體對於居市場控制地位之事業，就其經濟力濫用

之行為，係依羅馬條約第 82  條予以規範。該條規定：「於共同市場或其重要部分，一個或數個

事業有控制地位濫用之行為，在會員國間之交易可能被影響的範圍內，與共同市場不相容並應禁

止。該等濫用行為尤其包括：（一）直接或間接課加不公平的買價或賣價或不公平的交易條件；（二）

限制生產、行銷或技術發展致生損害於消費者；（三）對交易相對人，就相同之交易適用不同之

條件，致使其受到競爭上之不利益；（四）以他方當事人同意附帶給付為締結契約之條件，而此

給付，依其性質或按照商業習慣，與契約標的並無關連。」由條文觀之，羅馬條約第 82  條對於

事業擁有「市場控制地位」（dominant position）  並不加以禁止，僅於該事業有濫用（abusive） 

行為時，始加以處罰。歐體執委會與歐洲法院在解釋與適用第 82  條之會員國條款時，特別注重

控制地位事業之濫用行為是否影響或更動共同市場中之競爭結構。See Freeman, Peter , Whish, 

Richard, Lever, Jeremy and et al., COMPETITION LAW, Butterworth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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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法院駁回上訴之後74，它們又向歐洲法院提出上訴。歐洲法院於 1996 
年 4 月 6 日對該案做出終審判決75，糾正初審法院的見解，但基本上贊同

初審法院的觀點，而駁回原告的上訴。 
 
  協助歐州法院法判案的 Advocate General76以法律意見形式，指出初審

法院判決之兩點錯誤：（1）儘管授予著作權的目的本身就是給予權利人

限制競爭的能力，但是初審法院認為行使著作權權能以達反競爭目的的作

法就是濫用市場控制地位；（2）初審法院判決立場認為歐盟的競爭法規

範地位優先於國內法（即著作權法）。 
 
  歐洲法院在判決中首先確定這三家電視臺共同佔有市場控制地位。法

院指出，擁有智慧財產權本身雖然不等於市場控制地位，但在這個案件

中，這些電視節目的名稱、頻道、放映日期以及放映時間等，是 Magill 唯

一的資訊內容（de facto monopoly over the information）。因為這三家電視

臺的電視節目在愛爾蘭的大多數家庭和在北愛爾蘭三成至四成的家庭中

事實上處於獨占地位，這些電視臺的行為就妨礙電視節目週刊發行市場的

有效競爭。 
 
  關於濫用市場控制地位的問題，原告 RET 等認為，它們的行為是在行

使依會員國國內法而取得的著作權權利，因此不能被視為違反條約第 82 
條。法院雖然承認授予智慧財產權是國內法的問題，複製權能是著作權人

的財產權利之一，因此，即使權利人佔有市場控制地位，而拒絕對複製權

能授權的作法（refusal to grant a license），也並不一定就是濫用市場控制

地位。然而，法院指出，本案著作權人行使其專屬權利的行為就是濫用市

場控制地位。這是因為：（1）該市場上實際沒有電視節目每週預告的替

代物。某些日報或週末報紙雖然有 24 小時或 48 小時的節目預告，或有每

                                                       
74  See 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in Case T‐69/89 RTE v Commission [1991] ECR II‐485 

("the RTE judgment") and the 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of 10 July 1991 in Case T‐76/89 

ITP v Commission [1991] ECR II‐575 ("the ITP judgment") 
75  ECJ 4/6/95 Magill Decision (1995) 
76  Advocate General  的職位在歐洲司法體系常見，例如法國、荷蘭等，是協助高等法院判案的法

務官員，但他們不代表任何一方，他們亦非法官，但他們是組成法院的一員。主要職務是針對訴

訟中的個案，提供法律建議給法官，通常依各國規定亦有民事或刑事的起訴權限。歐洲法庭的

Advocate General 是組成歐洲法庭的一員，共有八位，但他們不是法官，亦不是檢察官。他們不

參與法院心證之形成，而是針對審判中的個案，以獨立全縣，提供法律意見以協助法官判案。基

本上法官會接納他們的見解，但該法律意見對法官不具拘束力。See New Advocate at ECJ,   

<http://eulaw.typepad.com/eulawblog/2005/09/new_advocate_ge.html >(200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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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重點節目預告，但它們只是在有限程度上替代一周的電視節目預告。只

有全面的電視節目預告才方便消費者事先決定和安排他們所要收看的節

目，而這三家電視臺在沒能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前提下，憑藉其著作權阻止

能夠滿足消費者需求的預告電視節目的週刊問世，這就構成《歐洲共同體

條約》第 82 條所指的濫用行為。此外，（2）電視臺沒有正當理由拒絕協

力廠商出版電視節目預告週刊。以及（3）這三家電視台拒絕向 Magill 提

供電視節目預告週刊必不可少的資訊，這顯示它們準備將其在電視播映市

場上的控制地位，擴大到電視節目預告的資訊市場上。綜上述理由，歐洲

法院認定初審法院適用法律適當，從而駁回原告的上訴。 

２、影響及評析 

  Magill 案件是歐洲共同體法院近年來關於著作權領域最重要的判決。

該判決對於一些高科技產業如軟體業、資料庫者、電信業和資訊技術產業

的企業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根據 Magill 案判決意旨，一個企業只要在某

種產品市場上取得市場控制地位，它就無權憑藉其著作權權能，將其市場

控制地位不公平地擴大到相鄰市場上。 
 
  當前世界各國競爭法立法的趨勢是，為維護市場競爭，占獨占地位或

占市場控制地位的企業在更大程度上受到政府的監督，監督的目的是防止

濫用市場優勢地位限制競爭當然，如同其他智慧財產權領域的判決，歐洲

法院之 Magill 判決亦受到某些學者的批評。有人批評法院在著作權領域的

判決比在智慧財產權其他領域的判決還要不公正。因為歐洲法院在其他判

決中畢竟承認專利權的本質是排他性，即權利人有將專利產品首次投放市

場的權利，由此使創造性的勞動得到回報；但是在 Magill 案中，法院將原

告拒絕給予 Magill 複製電視節目預告的行為，認定是濫用市場控制地位，

從而剝奪著作權所有人自由決定將其產品投入市場的條件，從而也剝奪權

利人行使其著作權的能力，使之未能從其創造性的成果中取得充分補償的

可能性。因此，他們批評法院的這個判決是損害著作權的基本原則。 
 
  上述的批評意見或許有一定道理。但這裡的問題是，當時歐體會員國

還沒有統一和協調的著作權法，歐洲法院不可能在著作權保護和歐體競爭

法之間找到一個準確的平衡點。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共同體法院優先適用

歐洲共同體競爭規則和維護歐洲共同體市場的有效競爭就是理智和正確

的選擇。 

參、智慧財產權人拒絕交易行為的競爭法適用  

  智慧財產權作為一種合法的獨佔權利，一般是屬於競爭法的除外適用

項目。然而，當權利人在行使其權利時超出法律所允許的範圍或正當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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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構成濫用智慧財產權時，就有可能違競爭法。判斷智慧財產權人拒絕

交易行為是否違反競爭法時，不僅要分析拒絕交易的限制或妨礙競爭後

果，還要對智慧財產權的相關市場、智慧財產權的市場支配力和是否濫用

權利等因素進行綜合分析。 

一、智慧財產權相關市場的界定 

  「相關市場」係指具體案件有關係的市場。即在具體案件中，競爭關

係或者限制競爭行為發生在這個市場上，而該市場的大小或範圍是可以界

定者。在界定一個相關市場或確定一個相關市場的範圍時，需要考慮兩個

因素：（1）相關的產品市場，即在具體案件中，被告的產品或者服務與

哪些產品或者服務存在競爭關係，這是為確定被告與哪些企業存在競爭關

係；（2）相關地理市場，即被告銷售其產品或者服務的地理範圍。換言

之，在這個地域範圍內，相關的產品或者服務存在著競爭77。 
 
    基於本節命題係知識經濟時代智慧財產權領域獨占的問題，而經濟全

球化又是新經濟的主要特徵之一，所以以下主要對相關產品市場進行分

析，而對相關地理市場只作簡單的考察，合先敘明。對智慧財產權人而言，

界定相關市場是重要課題。若市場的範圍界定得非常窄，減少替代品的可

能性，而限制智慧財產權合法行使的領域，就會產生擁有智慧財產權便符

合或導致市場支配地位的推論。這就將置權利人於競爭法中控制濫用市場

支配地位制度監督的不利地位。 

（一）智慧財產權的相關產品市場 

  根據《共同體競爭法相關特定市場定義通知》（Commission Notice on 
the definition of relevant market for the purposes of Community competition 
law of 1997）第 2 條78規定，「相關產品市場」（relevant product market）
係指根據產品的性能、用途及其價格，從消費者的角度可以相互交換或者

相互替代的所有產品或者服務。這一概念說明，認定兩個或者兩個以上的

產品是否屬於同一產品市場，決定關鍵在於使用者或消費者的看法。對消

費者來說，決定他們選擇產品的因素有兩個，一個是產品或者服務的性能

和用途，另一個是產品的價格。 
 
  另外，美國法院的很多判決明確指出確定相關產品市場的兩個因素，

                                                       
77  詳見前揭註 3，頁 135。 
78  《共同體競爭法相關特定市場定義通知》Commission Notice on the definition of relevant market 

for the purposes of Community competition law. OJ C 372, 9.12.1997 

<http://ec.europa.eu/comm/competition/antitrust/relevma_en.html>(200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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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是「合理的可替代性」（reasonable interchangeability），另一是「需

求交叉彈性」（cross- elasticity of demand）。合理的可替代性，係指在確

定相關產品市場時，—個關鍵問題是確定某一特定產品的替代品的存在，

即主要看產品之間在購買管道、性能和價格方面是否具有可相互替代性，

所有具有替代關係的產品構成同一個市場。後者所指係一項智慧財產權需

求的交叉彈性越高，其產品市場就越大。因為若它的價格上漲幅度大或供

應受到限制，購買者將轉而購買替代品；若需求的交叉彈性低則表示購買

者不能夠或不願意轉而購買替代品，而購買者的這種行為表明該智慧財產

權的市場範圍就越小。 
 
  美國早期在分析專利等智慧財產權是否產生市場支配力時，一般不考

慮替代品問題，但後來這種情況發生改變。美國司法部和聯邦交易委員會

於 1995 年聯合頒佈的《智慧財產權授權之反托拉斯準則》（Antitrust 
Guideline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1995）79中，就考慮到

替代品在消費者購買決策中的作用，擴大相關市場的範圍，這在—定程度

上減少因擁有智慧財產權而獲得獨佔力的可能性。因為替代品的存在使市

場佔有率變小，所以不再假定有智慧財產權就定義相關市場。 

１、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1999） 

    由於任何物品或服務都有替代品，因此對不同企業之間就某一智慧財

產權的可能替代品進行分析，需要考慮到其功能、滿足使用者需要的適應

性以及價格等因素。其具體的市場範圍，要根據不同案件所涉的具體情況

加以界定。例如在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1999）80案中，美國聯

邦地區法院法官 Jackson 在事實裁定（finding of facts）中指出：「當前沒

有什麼產品，而且在可預見的將來也不會有什麼產品，可以付出巨大成本

而替代英特爾相容個人電腦作業系統在全球範圍的大比例的客戶群 因

此，在確定微軟市場支配力的水準時，將相關市場界定為全球範圍內英特

爾相容個人電腦作業系統的授權市場。」因此，法院確認微軟市場獨占地

位的事實行為。 

２、Untied Brand v.Commission（1978） 

                                                       
79 《智慧財產權授權之反托拉斯準則》(Antitrust Guideline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guidelines/0558.htm>(2007/6/18) 
80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39 F. Supp. 2d 1 (D.C. Cir. 1998) 

<http://usvms.gpo.gov/ms‐conclusions.html>(200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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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需求交叉彈性」是一個經濟學的概念81，係指在其他條件不

變下，其他替代或互補品價格變動時，引起該財貨需求量變動的敏感度。

根據該理論，若一種產品的價格稍稍發生變化，該變化就會引起消費者對

其他產品的需求，這種情況就可說明，這些產品之間存在很重要的競爭關

系，從而可以被視為屬於同一個產品市場。需求交叉彈性反映消費者在選

擇商品或者服務時一種變化的可能性，因此，需求交叉彈性是合理可替代

性的表現。例如，前述之 Untied Brand v.Commission（1978）82案中，被告

係一美國公司，事實顯示該公司控制全球性的香蕉市場，從生產、包裝、

船運、分配、促銷一手包辦，而在歐洲共同體市場中，進行限制價格及拒

絕供應之行為，經過一審詳密的調查分析，執委會認定被告確有濫用控制

地位之行為。歐洲法院接受執委會的意見，認為要判定香蕉有別於其他水

果為一獨立市場，必須釐清香蕉之特殊性，確認其與他種水果僅於極有限

的程度內具交換性，且幾乎不可發現它們之間有競爭關係存在。據此原

則，法院同意柳橙不能取代香蕉，另外蘋果或其他應時的水果與香蕉的交

換可能程度亦極為有限。換言之，香蕉與他種水果既無長期的交換彈性，

亦無季節性的代替關係，故判定香蕉為一獨立市場。 

３、Commercial Solvents v. Commission（1974） 

  又例如前述之Commercial Solvents v. Commission（1974）83案，亦屬

產品無替代性之例子。CS為一設於美國馬利蘭州的公司，該公司幾乎獨占

全球製造抗結核藥ethambutol所必需的二種原料（nitropropance及

aminobutanol）的市場。CS在義大利有一子公司Istituto，透過該子公司CS
拒絕供應上述二種抗結核藥之原料給另一家義大利公司Zoja。Zoja原本是

Istituto個客戶，因其被拒供應，亦無法從他處取得代替品，有被逐出市場

之虞，遂向歐體執委會申訴。本案中，執委會及歐洲法院皆一致認為，由

於產品之無需求交互彈性，明顯的為一單獨市場，因CS透過其在歐體之子

公司拒絕供應，實已構成控制地位經濟力濫用。 

（二）智慧財產權的相關地理市場 

                                                       
81  將「獨占」納入公平交易法的反壟斷規範架構中，正是法律學嘗試納入經濟的福利觀點，並

將之轉換為法律人所認為應加以維護之社會福祉或法益的作法，而這也是法律與經濟對話之典範

課題。然則在納入「獨占」之概念後，吾等卻必須面對因經濟理論本身之多樣性所導致的法律解

釋空間，也讓早期美國重大案例之處理，在日後受到指摘，認法院不當適用「教科書規則」（black 

letter law）。例如保鮮膜（cellophane）案中對於獨占市場之界定，便曾被認為不當使用個體經濟

理論中的交叉彈性（cross elasticity）理論。詳見前揭註 3，頁 177。 
82  詳見前揭註 65。 
83  詳見前揭註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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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定相關地理市場（relevant geographic market）主要為劃出一合理的

地理區域，在該區域內，相關產品得為有效競爭。換言之，相關地理市場

是指一個有效競爭存在的地理範圍。這個地理市場的特徵是，被告在這個

地域內銷售產品，但被告的用戶在這個地域可以購買與被告相競爭的產

品。因此，當被告對其產品漲價時，該產品的使用者可能轉向該地域內的

其他生產商。 

１、Untied Brand v.Commission（1978） 

  歐洲法院在 Untied Brand v.Commission（1978）84案曾提出如下定義：

「關於地理區域之明確定義為，就同一產品市場，其競爭條件達到充分相

同的程度，使相關事業得以評估其經濟力影響程度的範圍。」職此，UB
公司在歐洲共同體地區的活動被認為是其在世界性香蕉市場營運的一部

分。惟基於特殊因素的考量，將英、法、義等地區從共同市場排除。因為

英國對屬於大英國協的加勒比海國家所產香蕉，給予優惠關稅，法國與其

昔日殖民地間亦有類似關係，義大利則出於其實施限額政策。由此可知，

地理市場可謂對所有交易者而言，適用相同客觀競爭條件的區域。此外，

《共同體競爭法相關特定市場定義通知》亦在第 2 條指出，「相關地理市

場」是指相關企業供給或者購買產品或者服務的地域，且它們在這個地域

內的競爭條件基本一致。 

２、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1999） 

一般而言，日常用品的地理市場較窄，而智慧財產權的地理市場則寬

很多。一些高科技產品，尤其是軟體產品在網路效應的作用下，其市場範

圍往往就是世界範圍。例如，在前述之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1999）案中，美國聯邦地區法院法官 Jackson 在事實裁定中，就是以全

球範圍作為確定微軟的個人電腦作業系統該產品的相關地域市場。 

３、IMS Health GmbH & Co OHG v. NDC Health GmbH & Co OHG

（2004） 

  儘管如此，吾人並不能因此而忽視對智慧財產權的地理市場的界定，

當某一智慧財產權其效用是針對某一特定地區時，界定相關地理市場就顯

得十分重要，因為智慧財產權人的市場地位和權利濫用的反競爭效果，只

和該特定地區有關。例如 IMS Health GmbH & Co OHG v. NDC Health 

                                                       
84  詳見前揭註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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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bH & Co OHG（2004）85案，涉及 IMS Health 以及 DNC Health 兩家競

爭對手提供德國地區銷售醫藥產品的資料（data）爭議。 
 
    本案概略係 IMS 除邀請客戶共同參與產品「1860 區域結構」（1860 
brick structure）的研發外，同時還免費向一些藥店和診所提供這種資料，

又有大量製藥公司購買並使用其產品，使得這種資料模式被廣泛接受，成

為事實上的行業標準。2000 年，IMS 發現多家廠商在未經其同意前提下，

擅自使用該公司之地區結構編碼後，IMS 取得德國法院所核發的暫時性禁

制令。DNC 等廠商不符，遂向歐盟執委會提訴，執委會向 IMS 下達強制

授權的決定。該決定隨即被歐洲初審法院凍結。2004 年，歐洲法院認為 IMS
的「1860 區域結構」類似於資料庫，而得到德國著作權法的保護。此外，

法院在認定 IMS 所享有著作權的作品「1860 區域結構」是否構成關鍵設

施時，就將地理市場只限定在德國境內，因為「1860 區域結構」是把德

國劃分為 1860 個地理區域，專門針對德國的這些地理區域開發的醫藥銷

售資訊。 

（三）小結 

  根據歐美國家的實踐，界定地理市場實際上如同界定產品市場，也是

考慮合理的可替代性和需求的交叉彈性。然，與界定相關產品市場的不同

之處在於，它們只是為確定一個適當的地域範圍。確定地理市場的主要方

法是考察企業的銷售範圍，在某種意義上，企業的銷售範圍等同於地理市

場範圍。另外，消費者是否能方便地選擇競爭產品也可作為考察地理市場

範圍的補充。影響地域市場範圍的主要因素是運輸成本和產品特性，此

外，還受到消費者偏好和政府管制的影響，例如對某種產品進入國內市場

的限制等。綜上所述，最常影響地理市場範圍的因素不外乎運送成本、商

品性質與特徵、消費者的使用習慣及愛好以及法令上的貿易障礙等。 
 
    另外，在知識時代經濟時代，由於網路效應的存在，使得智慧財產權

需求的交叉彈性向兩極化發展。尤其是對於存在互連互通的網路效應的行

業，某些智慧財產權幾乎沒有替代品需求的交叉彈性極低，其擁有者的拒

絕交易也就更應被競爭法所重視。 

二、智慧財產權的市場支配地位 

  在相關市場界定後，就要進一步確定一個企業是否擁有在相關市場上

                                                       
85  IMS Health GmbH & Co OHG v. NDC Health GmbH & Co OHG, Case C‐418/01, 2004 

<http://eur‐lex.europa.eu/smartapi/cgi/sga_doc?smartapi!celexplus!prod!CELEXnumdoc&lg=en&num

doc=62001J0418>(200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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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配地位（dominant position）。由於智慧財產權也存在替代品，所以除

明顯的市場進入障礙等其他因素外，現在大多數競爭管制機構和法院一般

不會僅因為擁有該智慧財產權這種法律獨占地位，而認定共在相關市場上

擁有支配力。舉例而言，在 Magill（1995）案中，歐洲法院承認授予智慧

財產權是會員國國內法的問題，重製權能是著作權人專有性權利的一部

分，因此，即使權利人有市場支配地位，其拒絕給予複製授權的行為本身，

亦並不當然構成市場支配地位的濫用。 
 
  市場支配地位，又稱市場優勢地位或市場控制地位，係指企業的一種

狀態，一般是指企業在特定市場上所具有的某種程度的支配或者控制力

量，即在相關的產品市場、地理市場和時間市場上，擁有決定產品產量、

價格和銷售等各方面的控制能力。儘管各國反壟斷法中不一定都使用市場

支配地位的概念，而分別有獨占狀態、獨占、獨占力以及佔有經濟優勢等

不同的稱謂，但它們所指的經濟現象大致相同。由於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

企業具有濫用這種地位的可能性，其相對於其他企業更容易從事違法行

為，因此就更應被競爭法法所重視。 
 
  羅馬條約第82條並未就市場控制地位加以定義，故其相關意涵必須透

過執委會及歐洲法院的見解加以補充。例如執委會在前述之Untied Brand 
v.Commission（1978）案中曾做出定義：控制地位係「事業享有一經濟強

勢狀態，使該事業有能力對其競爭者、顧客及最終消費者為一可察覺程度 
（appreciable）的獨立行動，並能在相關市場中阻止有效競爭之繼續維持。」 
 
  綜上所述，對控制地位的定義分析可得下列二點：（1）在積極面，

控制地位之事業不受到其他競爭者、顧客及最終消費者的影響，本身具有

獨立行動的能力；（2）在消極面，控制地位之事業具有妨礙有效競爭之

能力。 

（一）市場占有率 

  市場占有率即特定企業所控制的某一相關市場的百分比，在確定市場

支配地位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１、美國之規定 

  美國的法律制度，係由法官造法之方式，以形成判例共識，所以廠商

在市場的控制比例達到什麼水準，始具有顯著的市場獨占力量，大都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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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決定。舉例而言，在 Standard Oil Co. of New Jersey v. U.S.（1911）86 以

及 U.S. v. American Tobacco Co.（1911）87案中，前者涉及一連串控股公司

股份取得之結合行為，後者則涉及相互競爭之煙草公司間財產取得之結合

行為，90％的市場占有率，即被推論為具有顯著市場獨占力。而在 United 
Shoe Machinery Corp. v. United States（1954）88案，法院認為因 United Shoe 
控制美國地區 75％的鞋子市場，在經過審慎考量後，仍認為 United Shoe
具有市場獨占力。由此可見，美國法律雖無明文規定市場獨占力之規範，

但實務操作上，仍大部分仰賴市場占有率的高低，來作判定之依據。 

２、歐盟之規定 

  依歐洲共同體執委會在1980年《第十次競爭政策報告》（Tenth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of 1980）89，凡市場占有率達40％至45％以上的事

業，容易被認定市場控制地位，而占有率在20％至40％之間者，在參斟相

關因素後仍可能被判定居市場控制地位。惟自1989年《共同體關於企業結

合的規則》（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90施行後，低於25％市場占有率的事

業，則通常被認為與共同市場相容，此亦成為《共同體條約》第82條的判

                                                       
86  Standard Oil Co. of New Jersey v. U.S., 221 U.S. 1 (1911) 

<http://www.law.cornell.edu/supct/html/historics/USSC_CR_0221_0001_ZS.html >(2007/6/18)  本案

之重要性在於確立以合理原則來處理反壟斷案件的態度，更讓何謂應受禁止之不合理交易限制

（unreasonable restraint of trade）成為各方充滿疑慮的法律適用標準，因而乃有修法界定違反休

曼法行為態樣，以及創設一個有權建立執法指標進而排除不確定性之委員會（commission）的倡

議。 
87  U.S. v. American Tobacco Co., 221 U.S. 106 (1911) 

<http://supreme.justia.com/us/221/106/case.html>(2007/6/18)  本案之重要性在於法院認為在企圖獨

占之狀況下，若系爭行為之成功，則會產生實施獨占之情形，若未成功，至少也會造成實施獨占

的危險可能性。換言之，毋庸證明被告具有獨占力量，但必須證明該系爭行為具有導致獨占力量

之危險性。 
88  United Shoe Machinery Corp. v. United States, 347 U.S. 521 (1954) 

<http://supreme.justia.com/us/391/244/>(2007/6/18) 
89  See Tenth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uropean Communities ‐‐ Commission, (1981) 
90  Commission notice on the concept of concentration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Official Journal C 66,02.03.1998,p.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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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參考91。在實務執行上，執委會對占有率超過50％的事業，通常推定為

控制事業。然而，僅依市場占有率為判斷極可能成為誤判，故執委會仍要

參酌其他因素才能做成客觀的判斷92。 
 
  實務操作上，以前述Untied Brand v.Commission（1978）案為例，在該

案中涉案事業僅擁有相關市場40％到45％的占有率，並非構成認定控制事

業的重要基礎；其他有關的因素，例如特定市場中規模最大的競爭者，其

市場占有率祇有9％到16％之間；與經銷商有垂直約定構成整合的經濟關

係；有範圍廣大且穩定可靠的供貨來源；快速有效率的載貨運輸等因素才

是歐洲法院作積極判斷的主因。 

（二）進入障礙和關鍵設施 

  市場進入障礙係指新進入者比現有的市場主體付出的任何成本都

大。當市場中不存在其他的法令上或特殊的障礙時，即使事業擁有較高的

市場占有率，亦難被認有獨占地位。所謂法令上的障礙，例如智慧財產權

的行使或因法令構成的獨占地位等。另外，昂貴設備或技術的取得也成為

市場進入的障礙因素93。 
 
  由於市場進入障礙是界定企業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一個重要因

素，因此在界定智慧財產權的市場支配地位時，就必須進一步分析智慧財

產權與市場進入障礙問題。對智慧財產權人而言，若將產品市場界定的非

常窄，以致形成一個單一的產品市場，就會有被認定為具有市場支配地位

的危險。當相關市場被縮至為一項智慧財產權所覆蓋的一種產品時，該智

慧財產權排除替代品的事實本身就必然導致作出該企業具有市場支配地

位的認定。換言之，僅僅擁有智慧財產權就可能等於市場支配地位，因為

製造商實施其權利就使得消費者不可能得到替代品。更重要的是，在該情

況下，單一的產品市場不僅僅促成市場支配地位，而且也導致對關鍵設施

的實際獨占的認定。 

                                                       
91  2004 年 1 月 20 日，歐盟部長理事會通過了《歐盟理事會關於企業結合的規則》（Council 

Regulation（EC）No. 139/2004 of 20 January 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並於 2004 年 5 月 1 日開始生效。該規定取代 1989 年經共同體部長理事會審議通

過、並於 1990年 9月 21日開始實施的《共體部關於企業結合的4064/89號規則》（Council Regulation 

EEC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 between undertaking No.4064/89），成為歐盟規制企業集中的基

本法規和事前申報制度的基本法律依據。 

<http://ec.europa.eu/comm/competition/mergers/legislation/regulation/>(2007/6/18) 
92  詳見前揭註 3，頁 156。 
9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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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Hugin Kassaregister AB and Hugin Cash Registers Ltd. v. 

Commission（1979） 

  在Hugin Kassaregister AB and Hugin Cash Registers Ltd. v. Commission
（1979）94案中，歐洲法院認定Hugin是有關哈金備用零件的唯一供應商，

Lipton和與其類似的其他企業的生存繫於這種備用零件的供應，因此，包

含在該零件中的智慧財產權就是一個進入障礙，並由此成為加強市場支配

地位的一個因素。專門從事Hugin收銀機修理業務的維修公司為展開競

爭，就必須得到Hugin的備用零件，這導致Hugin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認

定。換言之，法院法院認為Hugin製造的收銀機修護零件，因無代替品，

遂居全球性的控制市場地位。當然，支配地位的認定並不等於是對非法行

為的認定，支配地位自身並不違法，只有在企業濫用其市場支配地位時才

可能存在違反反壟斷法的問題。職此，執委會判定Hugin因拒絕供應備用

零件給英國修理商，故構成濫用優勢地位。然而，該決定最後未被歐洲法

院接受，因歐洲法院認為執委會對本案無法舉證該行為會對會員國間之交

易造成影響95。縱使如此，拒絕提供零件的行為，仍已成為執委會評估濫

用的對象。 

三、拒絕交易：構成濫用支配地位的界定 

    拒絕交易是一種排除他人競爭、鞏固和加強自己的獨占地位的行為，

但由於智慧財產權的特殊性，各國在司法實踐上並不一律將具有支配地位

的智慧財產權人的拒絕交易，認定為濫用支配地位的行為，而對其進行反

托拉斯法規制。 
 
    參照美國司法部和聯邦交易委員會於 1995 年聯合頒佈的《智慧財產

權授權之反托拉斯準則》96，智慧財產權的確使其權利主體享有市場支配

                                                       
94  C22/78 Hugin Kassaregister AB and Hugin Cash Registers Ltd v Commission [1979] ECR 1869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61978J0022:EN:NOT >(2007/6/18) 
95  歐洲法院於 Hugin v. Commission (1979)案中指出：「於解釋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1 條與 82 條中

所規定之影響會員國交易要件時，需以該要件乃是於競爭法範圍內，為釐清共同體法與各會員國

法各自規範之領域為目的行之。共同體法規範之領域，涵括了任何足以對會員國間交易自由有所

妨礙之協議與行為，尤其是指區隔會員國國內市場，或妨礙同市場中競爭之行為。對於妨害行為

僅限於單一會員國領域時，則由各會員國之內國法加以規範。」惟必須瞭解者，並非只有會員國

間之交易行為才有造成影響會員國間交易的可能，單一會員國內部市場之行為，例如排除其他會

員國事業進入該國內部市場，其效果仍有可能對會員國間交易產生影響。同前註。 
96  Antitrust Guideline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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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的這一事實本身，並不要求權利人承擔必須授權他人使用其智慧財產權

的義務。但也不排除智慧財產權的拒絕授權構成濫用行為，從而受到反托

拉斯法規制的可能性。 
 
    在歐盟，拒絕授權在很大程度上是將《共同體條約》第 82 條中不得

拒絕供應產品的義務延伸到智慧財產權領域。只要具有支配地位的企業在

附屬市場從事排他性行為，就不再考慮該支配地位是否與智慧財產權之關

聯。執委員會關心的是規制擁有關鍵設施的支配地位企業的行為，該關鍵

設施使得它能夠控制供應相容產品的下游市場。該支配地位是透過智慧財

產權獲得、或為智慧財產權所加強的事實，因此，並不排除《共同體條約》 
第 82 條的適用。換言之，若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企業阻礙潛在的競爭者

進入市場，或利用企圖從其自己經營業務的市場上將現行的企業加以排除

的方法，將違反《共同體條約》第 82 條。 

（一）AB Volvo v. Erik Veng (UK) Ltd.（1988） 

  歐州法院在 AB Volvo v. Erik Veng (UK) Ltd.（1988）97案中，認為專利

設計的權利人有權禁止協力廠商在沒有獲得授權的情況下製造、銷售或進

口專利設計產品。該權利構成排它性專利權的實質性內容，因此，強行要

求專利權人授權協力廠商提供專利設計產品，即使以收取合理的授權金費

作為代價，亦將導致權利人被剝奪排它性專利權的實質。因此，專利權人

拒絕授予協力廠商生產授權行為本身並不能被視為支配地位的濫用。 

（二）Magill v. Commsission（1995） 

  又例如前述之 Magill v. Commission（1995）98案，歐洲法院承認，授

予智慧財產權是會員國國內法的問題，重製權能是著作權人專有性權利的

一部分，因此，即使權利人有市場支配地位，其拒絕給予複製授權的行為

本身，亦並不當然構成市場支配地位的濫用。儘管如此，法院判定 RTE 等

廣播電視機構拒絕向 Magill 提供廣播電視資訊，構成市場支配地位的濫

用。其理由包括：（1）該行為阻止了一種新產品，即每週電視指南雜誌的

產生，而消費者對這種新產品存在潛在需求；（2）無論就電視廣播活動本

身而言，或是就出版電視雜誌而言，該拒絕行為都不具有正當性；（3）電

臺透過拒絕提供基本資訊的作法，以排擠其他競爭者，因為這些基本資訊

是編輯節目指南不可或缺的原始材料，從而達到為自己預留出版每週電視

指南該二級市場的目的。 

                                                       
97  AB Volvo v. Erik Veng (UK) Ltd. [1988] EUECJ C‐238/87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61987J0238:EN:HTML >(2007/6/18) 
98  Supranote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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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小結 

  綜上所述，拒絕供應常為市場控制事業為損害購買人而限制供給之濫

用市場支配地位的行為。審視此類行為時，必須檢討拒絕供應與契約目的

之關係，是否可客觀地予以正當化。例如：原料供應者拒絕對其競爭者供

給原料，以將其排出加工階段之外；零件供給者拒絕供給零件給其他業

者，使其無法繼行服務或生產；市場控制事業以交易人販賣競爭商品為

由，終止長期以來的供給關係等等，均構成濫用市場支配地位的情形。 
 
    除上述原料或零件的供給之外，技術的供給亦為進入市場或維持生產

的必需要件，通常涉及智慧財產權的使用。因此產生以下兩點問題：（1）

可否要求該技術優勢事業授權潛在競爭者自行製造，使潛在競爭者亦能自

行生產原料，進而完成最終產品？（2）可否要求技術獨占人供應原料給

潛在競爭者，使自行生產最終產品？針對上述兩疑點，本文提供以下思考

路徑：若所拒絕供應者係相關產品的主要成分，因而妨礙生產市場之競爭

時，應屬濫用市場支配地位的行為；若所拒絕供應者係完成產品的備用零

件，因而妨礙成品修理市場之競爭時，應屬濫用市場支配地位的行為。 
 
  由於不同國家、在不同時期對智慧財產權領域所強調的重點不完全相

同，因此關於智慧財產權人拒絕授權行為，屬於合理地行使權利的行為抑

或構成權利濫用並沒有固定的標準，需要對具體情況進行分析後才能確

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