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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分析網路特性（瓶頸設施獨占及網路外部性）對網路型產業中事業競

爭行為可能產生的影響，藉以瞭解此等產業中不公平競爭行為的形成原因及其對市

場競爭的影響，以及公平交易法規的規範效果。其次，參考日本「促進電信產業競

爭指針」之概念，提出依網路產業特性，建立對電信事業不公平競爭行為規範之建

議。再與我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比較，呈現我國

公平法規範相較於日本法之特色。 

關鍵字：網路產業、瓶頸設施、網路外部性、電信產業、不公平競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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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task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impact of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bottleneck facility monopoly and network externality) on the behavior of 
telecommunications carriers and market performance is analyzed. Secondly, by referring 
to“the guidelines for promotion of competition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business 
field”in Japan, a suggestion that guidelines for eliminating anticompetitive practices be 
formulate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industry is proposed. Finally, compared 
with the guidelines of Japan,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e guidelines issued by the Fair 
Trade Law in Taiwan are presented. 

Keywords: network industry, bottleneck facility, network externality,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nti-competitive behavior 

壹、前言 

網路不公平競爭行為，應是指網路型產業中事業（廠商）之不公平競

爭行為。網路型產業中個別事業透過網路的實體或虛擬結構，從事生產、

分配、銷售，使其產品或服務得以提供顧客消費或其他事業生產之用。由

於網路結構的存在，使網路型產業有別於其他類型之產業，在產業結構上

與事業間交易行為上，都會出現特有的態樣與問題，而有待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及競爭政策主管機關，針對網路特性所衍生出來的問題進行研處。特

別是在市場開放自由化過程中，網路的各種性質對競爭的導入與促進更有

不同的影響。 

經濟體系中之網路，依其物理性質，基本上可分為實體網路（ real 

networks）與虛擬網路（virtual networks）。電信網、電力網、鐵道網等為

「連繫、人、商品與組裝之供給網格（grid）」，於設備經統合後形成自然獨

占之實體網路；另一方面，電腦作業系統等則為「連繫獨占標準周圍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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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林，2002，190-191）。 

環境之網格」，由供給方的成本與需求方的溢流（spillover）所形成的虛擬

網路（Picker 1999）。由於由實體網路產業所發展而累積之公平交易相關理

論（例如瓶頸設施法理等）在虛擬網路產業上的適用，待進一步探討之處

仍多 1；此外，近年來電信產業在市場開放自由化，政策上解除管制後再管

制之推動均相當成功，加以技術快速進步，市場上的競爭激烈，浮現的問

題亦較其他產業多樣且深刻；為求討論之更為深入起見，本文中僅先以實

體網路中之電信產業為對象，分析網路型產業中事業之不公平競爭行為，

其他網路型產業之不公平競爭行為相關問題則留待後續探討。 

探討網路型產業中事業不公平競爭行為之前，需先就網路型產業中網

路特性所產生之影響進行分析，方能瞭解不公平競爭行為形成的原因及其

對市場競爭的影響，以及公平交易法規的規範效果。回顧網路經濟學相關

文獻，網路型產業其特性大致可分為兩類，一為網路瓶頸設施獨占，二為

網路外部性。本文將於第二節中回顧整理網路型產業之特質，以為後續討

論之參考。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相當於我國之公平交易委員會）與總務省於（相

當於我國之通訊傳播委員會及交通部）2002 年共同制定「促進電信產業競

爭指針」，藉以進一步促進電信產業更自由且公平之競爭。本指針中從獨占

禁止法（相當於我國之公平交易法）與電氣通信事業法（相當於我國之電

信法）之觀點，針對電信事業之不公平競爭行為提出基本見解以及界定可

能之問題行為。由於其探討範圍相當廣泛，且分析深入，值得進一步瞭解，

本文於第三節中彙整該指針中與獨占禁止法相關部分以為後續討論之基

礎。 

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之妨礙公平競爭行為，規定於第十九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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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P.1。 

公平交易委員會則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

(以下簡稱「電信事業規範說明」)中，依第十九條之規定，制定電信事業妨

礙公平競爭行為之規範；另依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及二十四條，對其他

不公平競爭行為予以規範。由「電信事業規範說明」觀之，其內容主要係

就可能涉及公平交易法各項行為態樣予以舉例說明，且其內容公平交易委

員會認為不應被引申為具有實質的規範效力，公平會針對個案之處理，仍

須回歸公平交易法規定，並依據具體事實加以認定 2。 

基本上，我國對於電信事業（實體網路）之不公平競爭行為並未針對

實體網路特性做系統性的分析，而係以延伸條文的解釋為主。本文中，參

考日本「促進電信產業競爭指針」之概念，提出依網路產業特性（瓶頸設

施獨占及網路外部性），建立對電信事業不公平競爭行為規範之建議。 

文中章節安排如下，第一節前言，說明本文之研究範圍與限制。第二

節回顧網路經濟學中與網路特性相關之文獻，以說明網路特性對網路型產

業結構及事業競爭乃至於不公平競爭行為之影響。第三節中首先介紹日本

獨占禁止法對不當競爭行為之規範理念和內容，針對「促進電信產業競爭

相關指針」部分內容，以網路型產業之特性為基礎，配合上開獨占禁正法

相關條文，分析該指針對於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見解與違反獨占禁止行為之

認定。第四節則以第三節之分析結果為基礎，與我國公平會「電信事業規

範說明」比較，呈現我國公平法規範相較於日本法之特色。第五節就本文

敘述作一簡單的結論。 

貳、網路型產業之特質 

網路型產業有兩項特質，即瓶頸設施獨占（ bottleneck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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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詳如下文，另請參閱 (田中辰雄， 2006)。 

monopoly）與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此兩項特質使其有別於

其他非網路型產業亦成為抑制競爭的主要原因 3。 

一、網路瓶頸設施獨占 

網路型產業中，電話的通信網、電力的輸配電網、瓦斯的管道以及鐵

路的軌道與場站，皆係大規模投資所建構的網路基礎設備（ network 

infrastructure），業者利用這些設備來提供服務。在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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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瓦斯的精製與販售、

軌道上車輛的營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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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進業者加入競爭的主要障礙之一即為瓶頸設施獨占。因此，

如何將瓶頸設施開放給所有的業者，來促進競爭，使消費者能獲得更低廉、

多樣的服務，已成為管制改革上的重要課題。 

如上所述，網路型產業的特徵在於巨大的網路資本投資。其中，在電

信產業中，市內交換機至各用戶終端設備之市內通信回線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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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到需求之間的管線等，皆係網路瓶頸所在設施，新進業者無法於合理期

間自行建置或無其他可行技術替代，故非向持有業者請求共用，無法從事

生產或提供服務，形成事業競爭的瓶頸，乃有「瓶頸設施」（bottleneck 

faciliti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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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新進業者無法與既存業者抗衡，競爭市場自然無

法形成。換言之，若瓶頸設施之持有者以此為工具，閉鎖市場或將競爭者

排除在外，將使得業者之間事業經營能力產生重大差異，進而產生市場支

配力量，形成寡占或獨占市場。為此，美國在 20世紀開頭起，既針對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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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瓶頸設施法理之討論，請參閱（施俊吉，2002）及(劉孔中，2007)。 
5 （依田，2003，75）。 

及電力等產業之競爭逐漸確定以下的法理（doctrine）（Sidak and Spulber

（1998））。 

瓶頸設施法理（bottleneck facilities doctrine）： 

複製困難之瓶頸設施其所有者有與第三者共有之義務。 

不得拒絕共同使用。 

若拒絕則等同獨占行為。 

因此，瓶頸設施之所有者必須向其使用者在「平等接取」（equal access）

「細分化」（unbundling）及「無差別費率」（nondiscriminatory tariff）等條

件下提供服務。以美國過去案件為例，在鐵路之交換接續點（1912年 U.S.

對 Terminal Railroad）、電力之輸電設備（1973年 Otter Tail Power對 U.S.）

電話之市內交換網路（1983年 MCI對 AT&T）等均為此法理之適用事例。

智慧財產權方面（1998年 Intergraph對 Intel）亦為此法理之適用 4。 

二、網路外部性 

網路型產業中，消費者的效用除了來自本身對商品或服務的消費外，

亦受其他消費相同商品或服務的消費者團體所影響。以通信網路為例，消

費者的目的不僅在於加入網路成為用戶，更在於與同一網路上的其他消費

者通話，因此必然會選擇具更大規模、有更多用戶的網路來提供服務，以

獲更大的利益。這種網路的效果即稱為「網路外部性」。要使網路外部性充

分發揮作用，就必需讓各個網路相互連接，形成網際網路。而在何種條件

下網路會自律地發展與成長，以及如何處置才會將阻礙互連接續之因素去

除等等，都是產業當前的重要政策問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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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網路外部性的類型，Katz and Shapiro（1994）將網路外部性分為

直接網路外部性與間接網路外部性等兩種類型。在存在直接網路外部性的

網路中，需求除與價格有關外，亦直接受網路規模的影響。就網路之規模

而言，由於個人的邊際效益低於社會邊際效益，因此基於私人利益考量的

網路規模會小於基於社會利益考量之最適規模。而當間接網路外部性存在

時，消費者間之系統選擇雖未直接影響消費效用的大小，但仍將透過內容

的多樣性或價格的高低，間接影響消費的效用。舉例而言，設有某一軟體

僅能使用於特定之硬體，當此一軟體獲得充實改善，則此硬體之市場優勢

地位即可獲得鎖定（lock-in）。 

在網路外部性存在的場合，以下兩種網路型產業特有的問題即會浮

現：（katz and Shapiro（1985）（1986a）(1986b)、依田（2003）、 Laffont (2005)） 

既得基盤（installed base）： 

網路外部性存在的場合，在需求方會產生規模經濟性，若消費者預測

某企業所建構之規格或網路將取得優勢，則消費者會對於該規格或網

路有較高的支付意願。基於此一誘因的影響，實際上將使得這種規格

或網路獲得交易上的有利地位。而業者為獲取此一利益，經常會試圖

藉由定價方式拉攏顧客，形成較大規模之網路；或以拒絕互連等手段

阻礙競爭對手網路之擴充，再利用網路外部性的拉攏效果，擴充本身

的網路規模。 

共容性的社會誘因（social incentive for compatibility）： 

網路外部性存在的場合，會發生企業是否有充分的意願在不同的網路

規格之間設定共容性的誘因問題。實際上，企業對於共容性的私人誘

因會與社會誘因有差距，從社會整體利益的角度來看，企業所設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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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下，有關日本獨占禁止法之立法目的，多參考（今村成和、丹宗昭信、實方謙二、厚谷

襄兒編，1985，上卷， 第 11 頁以下）。 

共容性水準會有過低的傾向。 

參、日本電信產業不公平競爭行為分析 

本節將由日本獨占禁止法之立法目的介紹開始，逐漸延伸至前一節瓶

頸設施獨占與網路外部性可能帶來的反競爭行為最可能涉及之規範類型─

獨占行為與不公平競爭行為，二種規範的詳細內容，以及日本公正取引委

員會係基於何種觀點、針對哪些電信產業可能有的不當競爭行為，訂出何

種內容的規範指針，以促進日本電信產業自由且公平之競爭環境。 

一、日本獨占禁止法之立法目的與規範對象 

立法目的 6 

日本獨占禁止法全名為「禁止私的獨占暨確保公平交易之法律」，係於

二次大戰後盟軍佔領期間內的一九四七年所制定之法律。制定該法之

目的主要係為重建日本戰後經濟並建構起民主的經濟體制，而與農地

放領、勞工立法及財閥解體措施等，共同被定位為日本戰後經濟民主

化政策的重要環節。蓋在盟軍的認知上，日本戰時軍閥體制氣焰的囂

張，部分實源於其後有財閥的支撐與相互勾結；從而，當盟軍在戰後

希望將日本建設為一非軍事國家時，其同時也必須對於當時仍居於經

濟制高點、導致日本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於少數集團的財閥體制，進行

徹底的改革。在此認知下，盟軍除制定「財閥家族支配力排除法」、「過

度經濟力集中排除法」、「控股公司處理委員會令」等法令，藉以企圖

排除財閥在日本戰後經濟的影響力外，同時亦有必要制定獨占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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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扶植以競爭為基礎的經濟體制，如此不僅可以防止戰前統制經濟

體制的復活、祛除政府主導的反競爭經濟結構之憂慮，並可逐步建立

起分權式的競爭架構、遂行經濟民主化的終極目標。 

也就是在如此針對財閥、強調分權式、民主化競爭、經濟體制的重要

性之想法下，獨占禁止法乃在第一條規定中，明白揭示其規範目的，

謂：「為藉由禁止私的獨占、不當交易限制及不公平交易方法，防止事

業支配力的過度集中，排除利用結合、協定等不當限制生產、販賣、

價格、技術暨其他一切對事業活動的不當拘束行為，以促進公平且自

由之競爭，發揮事業之創意，興盛各種事業活動，提升就業及實質國

民所得水平，進而於確保一般消費者利益的同時，並能促進國民經濟

的民主且健全之發展，特制定本法。」 

由此文言可知，獨占禁止法希冀經由對私的獨占、不當交易限制及不

公平交易方法等不當限制或拘束事業活動自由的行為之禁止，以達成

「促進公平且自由競爭」之直接目的。於此公平且自由的競爭環境下，

乃能「發揮事業之創意，興盛各種事業活動，提升就業及實質國民所

得水平」。於此，獨占禁止法所要實踐之公平且自由競爭者，並非經濟

學上所為的完全競爭模型，而係產業組織論中所強調的「有效競爭」

（workable competition）理念。因為，後者更能貼近於經濟現實中，

實際的競爭狀態。 

當上述公平且自由的競爭效果能充分發揮其功能時，則不僅一般消費

者利益將獲得確保，經由分權式的競爭體制之運作，整體國民經濟將

會進入更為民主化、健全化的階段，一般認為此乃獨占禁止法所欲實

現之終極目標。毫無疑問地，在民主化的經濟體制運作過程中，若未

賦予消費者知的權利、選擇的權利等消費者主權，令其得以更為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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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參與競爭秩序的形成，則分權式的民主經濟之理念，將無由實

現。從而消費者利益不僅為獨占禁止法所關注，而為公平且自由競爭

秩序的直接受惠者，就消費者於經濟體制運作過程中所得發揮之作用

來看，其實亦有理由與民主、健全的國民經濟同時並列為獨占禁止法

的終極目標。 

規範對象 

從上述獨占禁止法第一條目的規定的敘述可知，為實現直接目的之「促

進公平且自由競爭」，以達成「確保一般消費者利益的同時，並能促進

國民經濟的民主且健全之發展」的終極目標，獨占禁止法所用的手法，

乃是禁止各種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的施行。條文內容將此等受

到禁制之行為對象或客體明白予以規定，包括獨占行為、不當交易限

制、不公平交易方法以及造成事業支配力過度集中之結合行為；此四

種行為的實體規範，詳細規定於獨占禁止法第三條至第二十條規定

中。對照於對此四種行為禁止文言之後的「排除利用結合、協定等不

當限制生產、販賣、價格、技術暨其他一切對事業活動的不當拘束行

為」，亦可窺知，該四種被禁止的行為通常是對事業的行為造成不當的

限制或拘束，從而有必要予以禁止。苟若無不當限制或拘束情事存在，

而係合理、適當的限制或拘束行為時，即不受獨占禁止法相關規定所

禁止。 

於上述四種行為中，獨占行為包含濫用獨占地位（monopolize）與企圖

獨占（attempt to monopolize）二種行為。不當交易限制相當於我國公

平法之聯合行為；不公平交易方法則類似我國公平法第三章所規範之

不公平競爭行為，但排除典型的不公平競爭之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

至第二十四條等規定；最後的結合行為則與我國公平法上之結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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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獨占禁止法所規制的上述四種行為類型中，與電信產業瓶頸設

施獨占與網路外部性二者特性可能帶來之反競爭行為最密切者，厥為

獨占行為及不公平交易方法。有鑑於此，以下乃針對獨占行為及不平

交易方法，略述獨占禁止法有關其規範之概要。 

二、日本獨占禁止法對獨占行為及不公平交易方法之規範 

獨占行為 

日本獨占禁止法在第二條第五項就獨占行為做如下定義後，並於第三

條規定禁止事業實施獨占行為：「本法稱獨占者，指事業單獨或與他事

業共同、通謀或以其他任何方法，排除或支配他事業之事業活動，致

違反公共利益，實質地限制一定交易領域之競爭者。」 

本項規定基本上可以大略分割為四項構成要件：（1）主體─事業；（2）

行為─排除或支配；（3）對市場效果─實質地限制特定市場之競爭；（4）

違反公共利益。其中，最重要者，乃是第二項之獨占行為類型及第三

項之對市場效果等二項要件，以下，分述之。 

1. 獨占行為類性─排除或支配 

在日本獨占禁止法上，事業縱令擁有強大的市場力量、甚至可能擁

有市場支配力時，其所為任何行為並非即屬於獨占行為，而必須是

該當事業有「排除」或「支配」他事業之事業活動等情事時，方得

認定其有獨占行為的可能性。惟須注意者，事業只要有排除或支配

其中一項行為即滿足本項規定要件，毋庸同時有排除及支配行為的

存在。雖然排除及支配之行為要件，在獨占行為的定義規定上如此

重要，但獨占禁止法本身並未就何謂排除、何謂支配有任何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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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以下，有關獨占行為之敘述，主要參照(根岸哲、舟田正之，2003，第頁 72 以下)。 
8 日本高等法院民事判例集第 10 卷第 12 期，第 743 頁。 

從而其正確意涵，就必須經由學說及判例等，予以確定 7。 

排除 

所謂排除他事業之事業活動者，係指使他事業之事業活動的存續

發生重大困難，或使市場進入成為相當困難之行為；具體而言，

如利用低價傾銷、杯葛或價格差別待遇等行為，令他事業難能繼

續其事業活動，進而無法成為有效的競爭或牽制事業。由此可知，

排除行為之成立，並不以他事業完全被排除於相關市場外或市場

進入完全被封鎖為必要，只要他事業因此排除行為而受到重大打

擊，令其無法正常遂行其事業活動即可。於此，排除行為並不需

要由事業本身直接對他事業為之，間接經由第三者事業使他事業

遭到排除之結果者，亦屬之。同樣地，實施排除行為之事業與被

排除之事業，並不以二者處於同一水平市場為必要。 

支配 

所謂「支配」他事業之事業活動者，係指對他事業之事業行動自

由予以一定的制約，令其依照自己之意思而為事業活動者；具體

行為類型例如持有他事業之股份達到足以控制他事業之程度者、

利用優勢地位之行為等。與排除行為類型一樣，支配行為之成立

並不需要事業直接對他事業實施支配行為，透過第三者事業間接

地達成支配之目的，亦非不可。在東京高等法院有關野田醬油判

決一案中 8，其時野田醬油在日本全國及東京都內之市場占有率皆

為第一名，而鑑於過去之經濟現實，當野田醬油針對其產品漲價

時，其他業者亦不得不追隨，野田醬油本身亦深知此一經濟實況。

從而當其於一九五三年中以原料漲價為由，調漲其各種產品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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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本高等法院民事判例集第 6 卷第 13 期，第 868 頁。 
 

時，其他醬油廠商不久之後亦紛紛追隨之。就此行為，日本公正

取引委員會會認定，野田醬油利用其業界特殊市場結構與情事，

間接支配他醬油業者，令其不得不追隨其漲價行動，違反獨占行

為禁止規制，東京高等法院亦支持此一認定。雖然本案肯定在寡

占市場結構中，價格領導者之行為模式（price-leadership），可能

該當於獨占行為構成要件中的「支配」類型，但並非所有的價格

領導者之行為，都可視為支配，本案判決乃是以醬油業界當時的

特殊情事而為其支配行為之認定基礎。 

2. 對市場效果─實質地限制特定市場之競爭 

欲構成獨占禁止法上之獨占行為者，除有事業之上述排除或支配行

為外，尚須因此行為導致「實質地限制一定交易領域之競爭」之市

場效果，始足當之。此際，所謂的「一定交易領域」，即一般吾人所

稱之特定市場或相關市場。所謂競爭的實質限制者，一般係指於市

場上，已難期待有效競爭得以存立之狀態。東京高等法院曾對此競

爭的實質限制作如下的描述 9：「所謂競爭的實質限制，係指競爭本

身減少，致使特定事業或事業團體得依其意思，於某種程度上自由

地左右價格、品質、數量及其他各種條件，導致得以支配市場之情

事發生，或至少達到可能發生此一情事之狀態。」此外，日本公正

取引委員會本身亦於針對結合之案例時，曾就此一概念有所闡述，

其謂：「所謂造成『實質地限制競爭之虞』者，係指因該當合併，致

使市場結構與合併前相較之下，變成較無競爭性，而使得特定事業

可以取得市場之支配地位而言。因此，當特定事業將會獨占市場，

或於交易上，將會取得可依其己意而於某種程度上自由地左右價

格、品質、數量及其他各種條件之力量時，競爭事業將因此而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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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審決集第 16 卷，第 65 頁。 
11 以上，參照(今村成和，1978，89-98)。 

自主地進行其事業活動時，當可認為該特定事業於該市場上，取得

支配的地位。」10 由此可知，獨占行為之成立，乃事業因其排除或

支配行為，而於特定市場上取得市場支配力或市場支配地位，令其

得於一定程度上，自由地設定交易價格或條件，而不受其他競爭者

之制衡。 

不公平交易方法 

不公平交易方法於日本獨占禁止法整體之規範架構上，與聯合行為及

私的獨占行為二者，同列為獨占禁止法之三大規範支柱。其規範目的

乃係鑑於僅依賴對聯合行為或獨占行為之禁止，並無法有效抑制獨占

體的形成，尤其是，當市場競爭漸形激烈，事業為了贏取競爭時有不

擇手段之傾向，此一情事助長了獨占體的形成與茁壯，從而為了能夠

在獨占體萌芽階段，即能立刻制止其成長、茁壯，乃特別制定此等有

關不公平交易行為之規定，以收競爭法制規範之實效性。就此而言，

公平法第十九條規定，在與獨占行為和聯合行為規範之關係上，實係

居於一種補充性、預防性的地位 11。 

如此被定位為補充性、預防性規範之不公平交易方法，由其用語乃係

不公平「交易」，而非不公平「競爭」亦可知悉，其規範對象並不以具有競

爭關係者為前提，舉凡可能破壞正常競爭或交易關係之不當交易方法，都

屬於其規範對象。具體而言，其規範方式乃是，由獨占禁止法首先於第二

條第九項定義出六種較為抽象的不公平交易方法類型，並要求日本公正取

引委員會就這六款行為類型，作更為具體、詳細的分類，此即一般所稱之

「不公平交易方法的一般指定」。除一般指定外，日本公平會更可對特定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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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此十六種具體不公平交易方法之詳細規範內容如下： 
  1.（共同交易拒絕）無正當理由而與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共同為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者：

（1）拒絕與特定事業之交易或限制交易之商品或服務的數量或內容；（2）使他事業為

為前款之行為。 
   2.（其他交易拒絕）不當拒絕與特定事業之交易或限制交易之商品或服務的數量或內容，

或使其他事業為該當於此之行為。 
   3.（差別對價）依地區或交易相對人之不同而不當以差別對價提供商品或服務，或接受提

供者。 

業中的不公平交易行為，針對其特性為規範上之經濟與效率，訂定所謂的

「特殊指定」，例如有關海運業、新聞業、教科書業、百貨店業、罐頭食品

業等之特殊指定。 

獨占禁止法第二條第九項如此：「本法稱不公平交易方法者，指該當於

下列各款行為，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且經公平交易委員會所指定者： 

1. 不當地對其他事業實施差別待遇。 

2. 以不正當之對價進行交易。 

3. 不正當地引誘或者強制競爭者之顧客與自己從事交易。 

4. 以不當地拘束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內容為條件，而與之進行交

易。 

5. 不當地利用自己於交易關係上所享有之地位，而與對方交易。 

6. 對於與自己或自己為該當公司之股東或負責人之公司，於國內市場

上，處於競爭關係之其他事業，不當地妨礙其與其交易相對人間之

交易，或者是在該當其他事業為公司型態之情形，不當地引誘、教

唆或強迫該公司之股東或負責人，做出不利於該公司之行為等。 

依據上述規定，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首先於一九五三年進行一般指

定，其後因為處分例及判決的累積，於一九八二年對先前的一般指定作全

面性的修正而為現行法。現行一般指定將上開獨占禁止法第二條第九項所

提示的六種不公平交易方法，再更詳細地區分為十六種具體的不公平交易

方法類型 12。於依據獨占禁止法訂定上述之一般指定各項行為類型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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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正取引委員會碰到之最大困難在於，第二條第九項本文中之「妨礙公

平競爭之虞」應如何解釋，對此一般學說及實務所達成之共識乃是，所謂

的公平競爭乃是由（1）自由競爭的存在、（2）競爭手段的公平性以及（3） 

 

 

 

 

 

 

 

 

 

 

 

 

 

 

 

   4.（交易條件等之差別待遇）不當對特定事業於交易之條件或實施上，為較為有利或不利

之對待。 
   5.（事業團體中之差別待遇）事業團體或因共同行為而對特定事業不當排斥者，或事業團

體內部或共同行為中，對特定事業為不當之差別待遇，致該事業之事業活動生有困難

者。 
   6.（不當廉售）無正當理由而以顯著低於其供給所需費用之對價，持續供給商品或服務，

或其他不當低價供給商品或服務，致其他事業之事業活動生有困難之虞者。 
   7.（不當高價購入）不當以高價購入商品或服務，致其他事業之事業活動生有困難之虞者。

   8.（欺瞞性的顧客引誘）就有關自己所供給商品或服務之內容、交易條件或其他交易相關

事項，以使顧客誤認其較實際事物或較競爭者所提供者更為顯著優良或有利，而不當

利用競爭者之顧客與自己交易之行為。 
   9.（不當利誘顧客）對照於正常商業慣習，以不當之利益引誘競爭者之顧客與自己交易者。

  10.（搭售等行為）於供給商品或服務之同時，不當對於交易相對人令其向自己或自己指定

之事業購入其他商品或服務，或其他強制應與自己或自己指定之事業從事交易之行為。

  11.（排他性交易）不當以交易相對人不與自己競爭者交易為條件，方與之進行交易，致有

減少競爭者交易機會之虞者。 
  12.（維持轉售價格）無正當理由而對於購入自己商品之交易相對人，以下列各款所揭之拘

束條件為前提而對其供給商品：（1）訂定其所銷售之該當商品的銷售價格，令交易相

對人維持此一價格或其他拘束交易相對人決定該當商品銷售價格之自由；（2）對於購

入交易相對人所銷售之該當商品的事業，訂定該當事業銷售該當商品時之價格，而令

交易相對人使該當事業維持該當價格或其他拘束該當事業決定該當商品銷售價格之自

由。 
  13.（附拘束條件之交易）除前二項規定外，設定不當拘束對交易相對人與其交易相對人間

之交易或其他不當拘束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之條件，而與該交易相對人進行交易者。

  14.（優勢地位的濫用）利用自己於交易關係上所享有之優勢地位，對照於正常商業慣習，

不當從事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者：（1）對於與自己持續進行交易之相對人，令其購買與

該當商品或服務交易無關之商品或服務；（2）對於與自己持續進行交易之相對人，令

其提供自己金錢、服務及其他經濟上之利益；（3）訂定或變更成不利於相對人之交易

條件；（4）除該當於前三款之行為外，在有關交易條件的設定或實施上，做出不利於

交易相對人之情事；（5）對於交易相對人之公司，要求其公司負責人的選任，應依照

自己事先的指示，或事前應得到自己的同意。 
  15.（妨礙競爭事業之交易行為）對於在國內與自己或自己為股東或負責人之事業具有競爭

關係之他事業，於該他事業與其交易相對人進行交易時，以阻止契約成立、引誘其不

履行契約或其他任何方法，不當妨礙其間交易者。 
  16.（干涉競爭公司之內部組織行為）對於在國內與自己或自己為股東或負責人之公司具有

競爭關係之他公司的股東或負責人，以股東權之行使、股份轉讓、洩漏秘密及其他任

何方法，不當引誘、唆使或強制其為不利於該公司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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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參照(金子晃、實方謙二、根岸哲、舟田正之，1983) 、(川濱 昇，2006) 及(三口俊夫，2006)。
14參照(田中壽編，1982)及(鈴木正人，2005)。 

交易決定之自由與自主性的所謂自由競爭基盤等三種要素所構成。任何行

為只要破壞其中一種要素以上的存在，且該當於一般指定之對象行為者，

即屬於被禁止的不公平交易方法。從而當有限制競爭、不公平競爭方法或

不當壓抑交易相對人之交易自由、自主決定時，即有可能該當於不公平交

易方法 13。 

此一對於公平競爭狀態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認識，亦反映在一般指

定各項行為類型的具體條文內容中。在各該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陳述上，一

般指定以「不當」、「無正當理由」以及「對照於正常商業慣習而屬不當」

等三種不同文言，顯示出各該不公平交易方法「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強

弱度。當競爭行為於一般指定的規定文言中，係用「無正當理由」以陳述

其違法性，通常該當行為本身即多具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屬性，而接近

於所謂當然違法的行為，例如「無正當理由」而集體共同拒絕交易或「無

正當理由」而要求交易相對人維持轉售價格等行為；相對於此，當一般指

定係以「不當」說明行為可能的反競爭性時，該當行為本身並不當然有妨

礙公平競爭之虞，必須在就各該行為於各該具體案件中的評價，判斷其違

法行之有無，此一判斷方式接近於美國法所謂的「合理原則」（ rule of 

reason），例如個別事業的「不當」拒絕交易、「不當」要求排他性交易等。

此時，當競爭行為係有關限制競爭情事時，於適用上多要求行為人之事業

應為市場上之「有力事業」，亦即其擁有 10％以上的市場占有率或為市場占

有率前三名之事業。最後，當一般指定係利用「對照於正常商業慣習而屬

不當」之用語時，乃是鑑於一般指定第九、十四項之不當利誘顧客及不當

濫用優勢地位等行為於獨占禁止法規範上之特殊性，而特別就此二種行為

類型，利用「對照於正常商業慣習而屬不當」之用語，以陳述其妨礙公平

競爭之虞的可能性 14。（一般指定各項規定「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違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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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度對照表，參照表 1） 

表 1 一般指定各項規定與「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關連 

2 條 9 項列 
舉之行為  

一般指定  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具體用語  

共同之拒絕交易（1 項）  無正當理由 

其他之拒絕交易（2 項）  不當地  

差別對價（3 項）  不當地  

交易條件等之差別待遇（4 項）不當地  

不當之差別

待遇（1 款） 

事業者團體之差別待遇等（5項）不當地  

不當廉賣（6 項）  前段－無正當理由而  
後段－不當地  

不當對價（2
款）  

不當高價購入（7 項） 不當地  

欺瞞手段之顧客引誘（8 項）  不當地  

以不當之利益引誘顧客（9 項）對照於正常商業慣習而屬不當  

不當之顧客

引誘或強制

（3 款）  
搭售等（10 項）  不當地  

付排他條件之交易（11 項）  不當地  

再販賣價格之拘束（12 項）  無正當理由 

事業活動之

不當拘束（4
款）  

付拘束條件之交易（13 項）  不當地  

交易上相對

地位之不當

利用（5 款） 

優勢地位之濫用（14 項）  
對照於正常商業慣習而屬不當  

對競爭者之交易妨害（15 項） 不當地  競爭者事業

活動之不當

妨害（6 款） 
對競爭公司之內部干涉（16 項）不當地  

資料來源：岸井  等(2003) 

在對獨占禁止法之根本立法目的與理念，以及其有關獨占行為、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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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易方法之規範內容，有初步瞭解後，以下針對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之

「促進電信產業競爭指針」中，有關競爭行為部分進行檢討。 

二、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促進電信產業競爭指針」與獨占禁止

法之規範 

2001 年起，日本政府為因應資訊通信的快速發展，制定「高度資訊網

路社會形成基本法」（簡稱 IT基本法），以做為促進電信產業公平競爭的基

本規範。在此政策引導之下，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與總務省，共同訂定「促

進電信產業競爭指針」 (guidelines for promotion of competition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business field)，於 2002年 12月修正後公布最終版本。

之後另於 2006 及 2007 年各配合電氣通信事業法之修訂，做部分調整。該

指針係從促進公平競爭之觀點，闡述獨占禁止法與電氣通信事業法二者規

範關連之基本見解，並據此分析電信產業相關的競爭行為問題。本文以下

將介紹其中與電信事業在通信網路上之反競爭行為相關部分，以為後續討

論基礎。 

該指針所列與獨占禁止法相關之見解及問題行為，共分以下五項，分

別為：電信設備之互連接續與共用、電柱及管路之租用、電信服務之提供、

內容（contents）之提供以及電信設備之製造與販賣，其規範說明請參閱附

錄。 

三、日本電信事業不公平競爭行為分析 

日本「促進電信事業競爭指針」中與獨占禁止法規範有關者，計有電

信設備之互連接續與共用，電柱與管路之租用、電信服務之提供、內容之

提供以及電信設備之製造與販賣等五個部分。這五部分基本上已涵蓋網路

型產業中事業與上游業者（內容提供者與電信設備之製造及販賣業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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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業者（批發轉售業者）、水平業者（競爭業者）、使用者（用戶）以及相

關產業（電力、瓦斯等公用事業）之關係。以此架構為基礎，該指針所討

論範圍，應已包含絕大部分網路事業之反競爭行為。 

如上所述電信產業具有瓶頸設施獨占與網路外部性兩項網路型產業之

特性。日本「促進電信產業競爭指針」中所列與獨占禁止法相關之見解與

問題行為，除電信事業之行為係依上述產業之向上、向下關聯，及與消費

者之互動架構分項外，基本上係將五部分之行為再分類納入網路型產業兩

項特性之項下。其中「電信設備互連接續與共用」及「電柱與管路租用」

之相關部分具瓶頸設施獨占之特性；而「電信服務提供」、「內容提供」及

「電信設備之製造與販賣」之相關部分則呈現網路外部性之影響。整理如

表 2所列之第一、二兩欄。 

電信事業行為違獨占禁止法分析 

日本「促進電信產業競爭指針」中所列與獨占禁止法相關之見解，分

上述五項說明如下。 

1. 電信設備互連接續與共用相關部分 

樞鈕設施存在的情況下，對電信產業而言，若無法與該項設備互連

或互連所需手續受到拖延，則新電信事業之參進或新事業業務之推

展均將產生困難。其次，若新進業者除需與本身需求相關之設備互

連外，尚且受迫必須連接其他非必要部分之設備，則新業者可能被

迫負擔過高之接續成本。再者，若僅有部分電信事業獲准得與該樞

紐設施互連，其他電信事業排除在外，則將使得電信事業間之公平

競爭條件無法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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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共置係指，相同行動通信業務之不同經營者或不同行動通信業務之不同經營者間，於同一

處所各自使用天線架、設基地台之謂。 

故若某一擁有樞鈕設施之電信事業，拒絕其他電信事業與其固定網

路用戶回線網互連，或拒絕共置（co-location）15交易之要求，或者

對這些交易條件或行為之執行，以劣於此電信事業本身或與其關係

事業交易條件之水準來進行，致使其他電信事業的參進受到阻礙，

或是已參進的電信事業，無法圓滿順利地推展其事業活動，而實質

上限制市場競爭時，即有構成獨占行為之虞，而違反獨占禁止法第

三條之規定。即使對市場競爭尚未造成實質的限制，但若有妨礙公

平競爭之虞時，亦可能構成不公正交易方法（不公平交易方式），違

反獨占禁止法第十九條之規定。 

對於行動通信業者所持有之電信設備，基本上認定其投資新建無現

實上之困難。但若與占有率市場占有率相對較高之行動通信業者間

進行網路互連一事，可認定為不可欠缺，且考慮電波指配所形成之

參進限制，而得認定將影響新電信事業在相同服務市場之參進時，

則擁有較高市場占有率之行動通信事業，拒絕其他電信事業有關網

路互連之要求，亦可能構成不公正交易方法，違反獨占禁止法上相

關規定。 

2. 電柱及管路等之租用相關部分 

對於預擬自行建設電信網路後參進市場或預擬擴充電信網路之電信

事業（以下簡稱基礎網路設施業者（infrastructure-based carrier））而

言，要在公有道路或私有土地上設置電柱以添架電信迴路，或埋設

管路以連通地下電信迴路，除經濟上的困難之外，道路法、河川法

等各種使用許可所形成之限制，亦使上述工程之進行不易推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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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礎網路設施業者若無法從電柱或管路持有業者（例如，電力、

鐵道、電信等公用事業）租用這些管道來設置網路必要設施時，則

要參進電信市場或擴充其電信迴路，有其困難之處。 

因此，若擁有電柱或管路的公用事業拒絕電柱或管路的租用要求，

或以比其自身或關係事業較為不利之交易條件，出租電柱或管路

時，即可能阻礙新基礎網路設施業者參進電信服務市場，或使其事

業活動推展困難。以上述手段而造成市場競爭的實質限制時，可能

構成獨占行為，而違反獨占禁止法第三條之規定。此外，即使上述

行為並未對市場競爭造成實質限制，但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時，亦

可能構成不公正交易方法，違反獨占禁止法第十九條之規定。 

3. 電信服務提供之相關部分 

電信產業係網路型產業，具網路外部性之特性。網路用戶愈多，網

路運用機會愈大，網路價值也愈大。因此，新用戶會傾向於選擇用

戶較多之網路。其次，顧客欲變更原先加入之電信事業網路時，若

無法繼續使用原先之電話號碼，則對於變更使用不同電信事業服務

之舉動將會有所猶豫。考量這種電信產業之特徵，若特定市場占有

率相對較高之電信事業，對於網內通信訂定較跨網通信為低之費

率，將產生因交易對象不同而於其交易條件上發生差異，而有不當

差別待遇之嫌。 

此種情況下，電信事業依地區或交易對象之不同而設定差別電信服

務費率；或以不與其他電信事業交易為條件，提供交易對象電信服

務之行為，致使市場中之競爭受到實質的限制，可能構成獨占行為，

違反獨占禁止法第三條之規定。縱令上述行為並未對市場競爭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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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限制，但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時，亦可能構成不公正交易方法，

違反獨占禁止法第十九條之規定。 

4. 內容提供之相部分 

電信業者可利用行動通信終端設備或固定通信終端設備（以下簡稱

「簡易終端設備」）之展示（display）功能，管理或運用簡易終端設

備之資訊服務系統。以此系統提供顧客音樂配信、城市資訊及銀行

交易等各種線上服務（以下稱內容「contents」）。一般而言，系統運

用事業（管理或運用簡易終端設備資訊服務系統之電信事業），係以

簡易終端設備簡單的鍵盤操作，設定可接取該系統內容之選單

（menu-list），並依一定的基準將內容登載於選單之上。提供登載於

選單上之內容，其相關資費係由系統運用事業與電信服務資費一併

收取。 

對於簡易終端設備資訊服務系統而言，顧客會有較強的傾向接取登

載於選單上的內容。對內容的提供業者（contents provider）而言，

本身所提供之內容能否登載於選單上，是決定與其他內容提供者競

爭成敗的重要因素。另一方向，由於簡易終端設備資訊服務系統之

間無互換性，顧客無法接取其他系統中選單上的內容，因此，對系

統運用事業而言，儘可能將優良的內容登載於本身的選單上，是決

定與其他系統運用事業競爭成敗的重要因素。 

在此狀況下，若系統運用事業以限制特定內容提供者與其他系統運

用事業之交易為交易條件，而對市場競爭產生實質限制時，可能構

成獨占行為，違反獨占禁止法第三條之規定。縱使上述行為並未對

市場競爭造成實質限制，但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時，亦可能構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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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交易方法，違反獨占禁止法第十九條之規定。 

5. 電信設備之製造與賣相關部分 

在技術快速進步的電信產業中，電信事業可能擁有在電信設備製造

上等同於所謂「事實上的標準」之專利。如不與擁有此類專利之電

信事業締結授權契約，則於後續的電信設備之製造販賣活動上將無

法進行。 

若電信事業於締結專利授權契約時，要求設備製造業者必須向其本

身或其所指定之業者一併購入其他商品或服務；或對已締結執照契

約之設備製造業者，限制其與其交易相對人之交易條件，或限制該

設備製造業者的其他事業活動自由，進而對市場競爭造成實質限制

時，即可能構成獨占行為，違反獨占禁止法第三條之規定。而於上

開行為雖未對市場競爭造成實質限制，但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時，

亦可能構成不公正交易方法，違反獨占禁止法第十九條之規定。 

綜上所述，「促進電信產業競爭指針」中對於電信事業之行為是否構成

違反獨占禁止法之問題，基本上分兩個層次來規範。首先，當競爭電信事

業具有高度的市場地位，而以比其事業自身或關係事業較為不利之待遇，

與競爭者交易，以致阻礙新業者參進電信服務市場，或使其事業活動推展

困難，致令市場競爭受到實質限制時，即有可能構成獨占行為，而違反獨

占禁止法第三條之規定。其次，縱使認定系爭電信事業並未擁有市場獨占

地位，故其所謂上述限制行為尚難認定對市場競爭造成實質限制，但於此

情形若仍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情事存在時，依舊可能構成不公正交易方

法，違反獨占禁止法第十九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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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日本「促進電信產業競爭指針」電信事業行為分類 

網路特性  
電信事業之行為  

瓶頸設施獨占 網路外部性

違法行為與獨占禁止法第二條第

九項一般指定項目之對應關係  

電信設備之互連接

續與共用  
(1)與用戶迴路之互
連  

(2)共置  
(3)競爭對手資訊之
運用  

○   (1)拒絕交易(1)、(2) 
差別待遇(4)              

(2)拒絕交易(1)、(2) 
差別待遇(4) 
優勢地位濫用(14)         

(3)妨害交易(15)       

電柱與管路之租用  
(1)電柱及管路之租
用  

(2)租用與其他服務
之搭售  

(3)競爭對手資訊之
運用  

(4)一束化  

○   (1)拒絕交易(1)、(2) 
差別待遇(4) 

(2)搭售     (10) 
(3)妨害交易(15) 
(4)妨害交易(15) 

電信服務之提供  
(1)資費設定  
(2)套裝商品提供  
(3)妨害顧客與他人
交易  

(4)業務委託  
(5)批發服務之資費
設定  

 ○  (1)差別對價(3) 
不當廉售(6) 
付排他條件交易(11) 
付拘束條件交易(13) 

(2)不當廉售(6) 
(3)妨害交易(15) 
(4)拒絕交易(1) 
(5)差別待遇(4) 
付排他條件交易(11) 
妨害交易(15) 

內容提供   ○  付排他條件交易(11) 
付拘束條件交易(13) 

電信設備之製造

與販賣  
 ○  搭售          (10) 

付拘束條件交易(13) 
再販賣價格拘束(1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促進電信產業競爭指針」  

1 款

6 款 

3 款 

6 款 

1 款

5 款

3 款 

4 款 

4 款 

4 款 
6 款 

1 款 

6 款 
2 款 

4 款 

2 款 
1 款 



 

 

法制論叢|第 41 期|民國 97 年元月 

－202－

電信事業行為與獨占禁止法第二條第九項「一般指定項目」間之對應

關係 

關於電信事業之行為與「一般指定項目」間之對應關係，如表 2 第一、

三兩欄所示。由此兩欄的對比可以發現，具有瓶頸設施獨占性質之「電

信設之互連接續與共用」與「電柱與管路之相關」兩類交易行為中，

涉及以不當之差別待遇（獨占禁止法第二條第九項第一款）（拒絕交易

或差別待遇）形成不公平競爭行為之預期相對較高。 

另一方面，具網路外部性性質之「電信服務之提供」、「內容之提供」

與「電信設備之製造的販賣」的三類交易行為中，則以觸及事業活動

之不當拘束（獨占禁止法第二條第九項第四款）（付排他條件交易），

形成不公平競爭行為的可能性較大。五類交易行為中可能構成獨占禁

止法的違法行為態樣，限於篇幅，其說明請參閱附錄之「促進電信產

業競爭指針」。 

肆、我國電信事業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規範 

上節日本「促進電信事業競爭指針」中，對於電信事業之反競爭行為

規範上，當其行為實質上限制市場競爭時，認為已構成獨占行為，違反獨

占禁止法第三條之規定。從而，在比較我國與日本之指針或規範時，本應

將此等獨占行為納入討論，惟鑑於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所頒布「電信事業

規範說明」，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規範係將規範重心置於日本所稱不公平交易

方法，且為求論述單純，並突顯出相較於日本法之我國現行法規範的特色，

故於以下敘述中，不再對有關獨占地位濫用規範予以分析，而僅針對公平

交易法第三章所列之各種不公平競爭行為，進行闡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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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至於獨占行為規範，由於「電信事業規範說明」中對於獨占、結合、聯合等限制競爭行為，

亦有所規範(五至七小節)，容或有進一步比較探討空間，惟為求論述單純化，如上所述，

文中不再討論。 
17 見「電信事業規範說明」第八節。 

一、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 

依「電信事業規範說明」，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規

範，包含對於事業之限制轉售價格、杯葛、差別待遇、不當爭取交易機會、

強制結合、聯合、不當獲取營業秘密、不當垂直交易限制、仿冒、不實廣

告、損害營業信譽等。對於電信事業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態樣則歸納如下 17： 

1. 垂直交易限制：電信事業提供具轉售性質之電信服務給下游轉售業

者時（例如：批發轉售、頻寬轉售、公用電話轉售服務、預付卡或

電話卡轉售服務），若無正當理由限制下游轉售業者之訂價、交易對

象或地區，或以獨家交易協議限制下游轉售業者與其他電信事業交

易，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或第二十四條規定。 

2. 杯葛行為：電信事業倘為損害特定事業，促使上、下游或相關市場

之其他事業斷絕對其供給、購買，可能涉及杯葛行為。公平會將視

杯葛協議之具體內容、杯葛發起者及參與者之市場地位、杯葛實行

對被杯葛者之供給或需求造成之妨礙、及是否有合理事由等因素綜

合判斷是否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一款規定。 

3. 差別待遇：所謂差別待遇，係指事業就相同之商品或勞務，以不同

之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與處於同一競爭階段之不同事業進行交

易。前開行為使同一競爭階段各事業間之競爭地位不平等，進而影

響市場競爭之公平性。電信事業倘無正當理由，對於同一競爭階段

之事業，以不同之價格、品質、折扣或其他交易條件提供服務，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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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二款規定。 

4. 反競爭之折扣優惠：事業以折扣優惠招徠交易機會，本為自由市場

慣見之競爭方式，而無須特別加以限制，惟部分折扣之實施，如選

擇性折扣、忠誠折扣、緩發折扣等，卻可能對市場競爭產生負面影

響，而形成反競爭之效果： 

選擇性折扣：指僅針對特定競爭者之既有交易相對人為施行對

象，以顯不合理之低價或大幅折扣，利誘其轉換交易對象，藉以

打擊特定競爭者之折扣活動。 

忠誠折扣：指給予用戶之折扣優惠，係附隨於禁止用戶轉換交易

對象之約定，或針對可能轉換交易對象之用戶給予大幅折扣優

惠，藉以防止其轉換交易對象之情形。由於該類折扣之實施，將

造成用戶為特定事業「鎖定」，妨礙競爭者爭取交易機會。 

緩發折扣：指給予在一定期間內，固定且持續交易之用戶大幅折

扣優惠，且該折扣之實現，繫於約定之交易期限屆滿，或僅與該

特定事業從事交易等條件，倘用戶於期限屆滿前中止交易，或與

其他競爭者交易，則喪失請求給付折扣之權利。 

選擇性折扣、忠誠折扣及緩發折扣可能涉及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

第三款「以利誘方式，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

規定，惟仍須視具體個案事實，綜合行為人之意圖、目的、市場

地位、所屬市場構、商品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依

據「合理原則」判斷。 

5. 贈品、贈獎活動：事業以贈品或贈獎方式提供一定之利益，吸引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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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相對人與其交易之行為，本為競爭市場之正常商業活動，而毋需

多加限制。惟事業倘以鉅額贈品或贈獎利益，影響交易相對人對商

品或服務之正常選擇，則此爭取交易機會之方式，將妨礙市場效能

競爭之發揮。為防範事業以贈品贈獎方式遂行不公平競爭，公平會

已研訂「處理贈品贈獎促銷額度案件原則」，對於違反規定之贈品贈

獎案件，公平會將以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論處。 

6. 搭售行為：所謂搭售，係指事業要求其交易相對人，就兩項以上獨

立可分之商品或服務一併交易之行為，或以贈品、不當折扣或免費

勞務形式所為之實質合併銷售行為，前開強制搭售行為，除剝奪交

易相對人之選擇空間，亦妨礙相關市場的公平競爭。電信事業倘強

制交易相對人就其所供給之多項電信服務一併交易，或以套裝服

務、贈品折扣之方式，不合理剝奪交易相對人單獨選擇交易標的之

機會，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十九條第六款規定。 

7. 不實廣告：電信事業倘在其商品或其廣告，或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

法，就其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等為虛偽不實或引

入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二、我國與日本電信事業不公平競爭行為規範之比較分析 

比較日本「促進電信產業競爭指針」與我國公平會所公布之「電信事

業規範說明」二者，當可清楚得知，雖然於規範基本理念與目的上，二者

規範指針或說明係屬一致，但於規範內容之基礎理論的陳述、規範行為的

類型化、具體違法行為內涵等方面，我國公平會所公布之規範說明，與日

本「促進電信產業競爭指針」之間存有相當的差異。經過比較，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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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略地將日本之「促進電信產業競爭指針」的規範特色，歸納為以下三點： 

1. 將電信事業在市場上主要的交易行為，依產業上、下游、水平供需、

與使用者（用戶）以及相關產業（電力、瓦斯等公用事業）之關係，

區分為「電信設備之互連接續與共置」、「電柱與管路之租用」、「電

信服務之提供」，「內容之提供」以及「電信設備之製造與販賣」五

部分。從涵蓋範圍來看，已相當周延；在性質上，可適用之範圍已

包含所有可能交易類型。 

2. 其次，依網路型產業所特有之「瓶頸設施獨占」與「網路外部性」，

將上述五類行為區分為兩群組，分別就違法行為對照獨占禁止法第

三條與第十九條進行分析。其中「電信設備之互連接續與共置」、「電

柱與管路之租用」具有瓶頸設施獨占之可能性；「電信服務之提供」、

「內容之提供」，以及「電信設備之製造與販賣」則容易因網路外部

性之考量，使事業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誘因，故分為兩群組。如表

2 之第一、二兩欄所列。 

3. 對於電信事業之競爭或交易行為，以其對市場競爭影響程度，決定

適用法條。當競爭行為已足使市場競爭受到實質限制時，則構成獨

占行為，違反獨占禁止法第三條規定；另一方面，即使行為結果並

未造成市場競爭的實質限制，但若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時，則以不

公平交易方法規範所具有之補充獨占行為規範性質，針對相關行為

適用以不公平交易方法規範。由此可知，在有關電信事業的競爭行

為上，其規範方式，應是首先針對其有無構成獨占行為，進行檢討，

於其對競爭秩序影響未達到實質的競爭限制時，方再就其有無構成

不公平交易方法進行檢討。 



 

電信事業不公平競爭行為規範－台灣與日本之比較分析

 

－207－

如上所述，電信事業之行為與獨占禁止法一般指定項目間之對應關

係，參照表 2之第一、三兩欄所示。此兩欄的對比顯示，具有「瓶頸設施」

獨占性質之「電信設之互連接續與共用」與「電柱與管路之相關」兩類交

易行為中，觸及以不當之差別待遇（第二條第九項第一款）（拒絕交易或差

別待遇），形成不公平交易行為之預期相對較高。另一方面，具「網路外部

性」性質之「電信服務之提供」、「內容之提供」與「電信設備之製造的販

賣」的三類交易行為中，則以觸及事業活動之不當拘束（第二條第九項第

四款）（付排他條件交易），形成不公平競爭行為的可能性較大。 

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之妨礙公平競爭行為，規定於第三章「不公

平競爭」中。公平交易委員會則於「電信事業規範說明」中，以第十九條

之規定為中心，制定電信事業妨礙公平競爭行為之規範，另依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一條及二十四條，對其他不公平競爭行為予以規範。由於公平交易

法第十九條之範圍實為「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二類行為態樣之混

合，因此，該「規範說明」所列七項電信事業不公平競爭行為中，除第七

項「不實廣告」係判斷是否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外，其

餘「杯葛行為」、「差別待遇」與「搭售」相關之行為係歸屬「垂直性競爭

限制」範疇；「反競爭之折扣優惠」與「贈品與贈獎活動」則歸屬傳統「不

公平競爭」行為。 

分析公平交易法「不公平競爭」之相關條文以及「電信事業規範說明」

之內容，同時與日本的電信事業不公平競爭行為相關規定相互比較，可以

得出以下幾點觀察： 

1. 基本上，「電信事業規範說明」對於電信事業之不公平競爭行為，並

未就其產業結構屬性予以分類，亦未針對網路特性做系統性的分

析，而係以列舉可能之態樣並延申條文的解釋為主，似可就電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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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特性與違法行為之間的關連性做進一步的闡述。 

2. 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本文所列「不公平競爭」之內涵，與同法第二

十條至二十四條所列之「不公平競爭」行為，於有關電信產業的競

爭行為之適用上，二者間有何規範理念、方式、強度的不同，由於

公平會的規範說明在有關第二十四條於規範說明的定位上，僅是重

申其規範文言：「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令人難以清楚理解究竟還有

哪些行為，是可能構成公平法的違反。倘若制定規範說明之目的，

乃是為加強法律適用時之預測可能性，而將抽象的法條以具體的規

範說明闡述應受規範之行為、對象，則僅是重複法律中已有的規範

文言，對於規範具體化、預測可能性等目標之達成，實無重大助益。 

3. 公平會所公布的規範說明其模糊空間，不僅限於有關公平法第二十

四條的闡述上，在縱使有稍微具體的說明出可能的違法行為之第十

九條的規範上，由於定義籠統，涵蓋範圍又廣，使得一般事業難能

清楚預測本身行為是否可能構成公平會所認為之第十九條規定的違

反，結果可能使得電信事業動輒得咎，且可能在疑慮或許會違法的

恐懼下，對本來應該為的合理競爭或交易行為，卻戒急用忍。在電

信產業發展良窳攸關我國未來知識經濟發展之基本架構時，此種模

糊的規範方式，實屬不宜。主管機關宜及早訂出更為明確、詳盡的

規範內容來補救，以減少事業違法或過份自我設限情形之生，以建

立公平合理之競爭環境。18 

 

 18 另請參閱 (李憲佐、 吳翠鳳、 沈麗玉，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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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列第 1 點本文建議參考日本做法，對各種行為先依其在產業結

構中之屬性分類，並力求周延，再針對網路特性做系統性分析，以突顯電

信產業特性與「不公平競爭」行為之關連性。對於第 2 點及第 3 點，或許，

前述日本「電信產業促進競爭指針」上所羅列的各種具體可能違反行為，

可以做為我國未來修正時之參考。且於未來相關規範說明修正時，亦或可

考慮，規範說明不要受限於我國公平法的規範架構，而以獨占、聯合、第

十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四條的排列，再針對可能受該條規範之行為

客體，進行說明。 

對於電信事業而言，因電信產業所具有之網路外部性、瓶頸設施等特

性，其因此特性所生之競爭行為亦應有其一定模式，日本「促進電信產業

競爭指針」事實上即是在此中思考，以行為導向之規範基礎出發，先行指

出各種因上述二種電信產業特性而發生之違反行為，之後再針對此等行為

於獨占禁止法上之評價，進行檢討。因此，同一行為就不是單純地落於獨

占行為禁止或不公平交易方法禁止的規範，若其市場地位夠高的話，不僅

當然滿足不公平交易方法規範適用的前題，亦可能同時構成獨占行為規範

之違反。惟從現行公平會的「電信事業規範說明」中，其「五、獨占電信

事業之規範」與「八、電信事業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規範」二者中所敘述之

行為類型，似乎完全沒有交集，可能導致同一行為如果為滿足其中一項的

規範要件，即不再受公平法規範的誤認。 

伍、結論與建議 

「電信事業規範說明」所設定之目標為，從公平交易法的角度，闡述

並解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電信事業各類型競爭行為的觀點與評價，期使電

信業者均能充分瞭解公平交易法的規範，降低違法行為發生的風險，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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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電信市場之公平競爭。惟很可惜地，該當規範說明在有關公平法相關規

定將會適用到電信事業的何種特殊行為類型上時，其敘述內容顯得相當籠

統抽象，而減少原本規範說明所要達到之提升法律適用時之預測可能性的

目的。於此情形下，未來若欲實踐「規範說明」原本制定之目的，或有必

要參照本文所介紹之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與總務省二者所共同制定的「促

進電信產業競爭指針」之規範模式。先界定出電信產業相較於其他產業之

特殊性，並以行為導向而非法條排列導向為基礎，針對電信產業因其產業

特性所可能衍生出的各種特殊競爭行為，與公平法相關規定間的關連與評

價進行檢討，增進電信事業對其競爭行為結果受公平法評價之預測可能

性，降低其違法行為發生風險，促進電信市場之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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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促進電信產業競爭指針」   

獨占禁止法規相關規範 

電信設備之互連接續與共用相關部分 

1. 獨占禁止法之見解 

電信產業中，某些設備係提供電信服務時所不可或缺者，然現實

上要投資新建同種設備卻有其困難，此類設備以下簡稱（不可欠

缺之設備，本文中譯為樞鈕設施）。此種情況下，對電信產業而言，

若無法與該項設備互連或互連所需手續受到拖延，則新電信事業

之參進或新事業業務之推展均將產生困難。其次，若新進業者除

需與本身需求相關之設備互連外，尚且受迫必須連接其他非必要

部分之設備，則新業者可能被迫負擔過高之接續成本。再者，若

僅有部分電信事業獲准得與該樞紐設施互連，其他電信事業排除

在外，則將使得電信事業間之公平競爭條件無法確保。 

在此狀況下，若某一擁有樞鈕設施之電信事業，拒絕其他電信事

業，與其固定網路用戶回線網互連，或拒絕共置（co-location）交

易之要求或者對這些交易條件或行為之執行，以劣於此電信事業

本身或與其關係事業交易條件之水準來進行，致使其他電信事業

的參進受到阻礙，或是已參進的電信事業，無法圓滿順利地推展

其事業活動；當這些行為實質上限制市場競爭時，已構成獨占行

為，違反獨占禁止法第三條之規定。即使對市場競爭尚未造成實

質的限制，但若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時，即已構成不公正交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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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公平交易方式），違反獨占禁止法第十九條之規定。 

對於行動通信業者所持有之電信設備，基本上認定其投資新建無

現實上之困難。但若與市場占有率相對較高之行動通信業者間之

網路互連，若已經認定為不可欠缺，且考慮電波指配所形成之限

制，而認定將影響新電信事業在相同服務市場之參進時，則擁有

較高市場占有率之行動通信事業，拒絕其他電信事業有關網路互

連之要求，亦構成上述獨占禁止法上的問題。 

2. 可能構成獨占禁止法違反之行為 

與用戶迴路網互連之相關問題 

a. 市場占有率相對較高之電信事業，拒絕競爭業者與其用戶迴路

網互連、或將互連相關成本設定過高、或對於互連時所需之資

訊不予充分的揭示、或以遲延接續手續等實質上拒絕互連之行

為，致阻止競爭者參進電信業務市場，或使其事業活動推展困

難，此時該等行為可能該當於獨占行為或不公平交易方法一般

指定中之拒絕交易等行為。 

b. 市場占有率相對較高之電信事業，在與競爭業者進行網路互連

時，在接續相關費用、接續時必要的資訊公開程度、接續手續

辦理期間，或優先接續等之登錄作業上，以比本身或其關係事

業更為不利之待遇，阻止競爭業者參進電信服務市場，或使其

事業活動推展困難，此時該等行為可能該當於獨占行為或不公

平交易方法一般指定中之差別待遇等行為。 

共置（co-location）相關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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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占有率相對較高之電信事業，若有下列行為可能構成獨占禁

止法之違反： 

a. 以拒絕競爭業者共置之要求、設定過高之共置費用、未充分公

開共置所需之資訊，或延遲共置之辦理手續等經認定為實質上

拒絕共置要求之行為，來阻止競爭業者進入電信服務市場或使

其事業活動推展困難，此時該等行為可能該當於獨占行為或不

公平交易方法一般指定中之拒絕交易等行為。 

b. 在與競爭業者進行共置時，在共置相關費用、共置所需資訊揭

露程度或共置手續辦理期間上，以比本身或關係事業更為不利

之待遇，阻止競爭事業者參進電信服務市場，或使其事業活動

推展困難，此時該等行為可能該當於獨占行為或不公平交易方

法一般指定中之差別待遇等行為。 

c. 對於競爭業者，要求其互連設施之設置或維修必須與本身或指

定之設置或維修業者簽訂共置契約，而阻止競爭業者參進電信

服務市場，或使其事業活動推展困難，此時該等行為可能該當

於不公平交易方法一般指定中之濫用優勢地位行為。 

因互連而獲得競爭業者或其交易對象相關資訊之使用行為 

進行網路互連之電信業者，在與其競爭業者互連接續的交涉過程

中，可能獲得該競爭業者或其往來顧客之相關資訊。市場占有率

相對較高之電信事業，如利用此一有利因素於自己或關係事業的

事業活動上，致阻止競爭業者的參進或使其事業活動推展困難，

即有可能構成獨占禁止法之違反，其具體行為可能是獨占之排除

行為或不公平交易方法之不當妨礙競爭事業交易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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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柱及管路等之租用相關部分 

1. 獨占禁止法之規範見解 

對於預擬自行建設電信網路後參進市場或預擬擴充電信網路之電

信事業（以下簡稱基礎網路設施業者（infrastructure-based carrier））

而言，要在公有道路或私有土地上設置電柱以添架電信迴路，或

埋設管路以連通地下電信迴路，除經濟上的困難之外，道路法、

河川法等各種使用許可所形成之限制，亦使上述工程之進行不易

推動。為此，基礎網路設施業者若無法從電柱或管路持有業者（例

如，電力、鐵道、電信等公用事業）租用這些管道來設置網路必

要設施時，則要參進電信市場或擴充其電信迴路，有其困難之處。 

此種情況下，若擁有電柱或管路的公用事業拒絕電柱或管路的租

用要求，或以比其自身或關係事業較為不利之待遇，出租電柱或

管路時，即可能阻礙新基礎網路設施業者參進電信服務市場，或

使其事業活動推展困難。以上述手段實質上造成市場競爭的限制

時，即可能構成獨占行為，違反獨占禁止法第三條之規定。又即

使上述行為並未對市場競爭造成實質限制，但有妨礙公平競爭之

虞時，亦可能構成不公正交易方法，違反獨占禁止法第十九條之

規定。 

2. 獨占禁止法上的問題行為 

電柱及管路等租用之相關行為 

電柱或管路之持有者以下之行為構成獨占禁止法上的問題。 

a. 對於基礎網路設施業者，拒絕其電柱或管路之租用；或以過高



 

 

法制論叢|第 41 期|民國 97 年元月 

－218－

之電柱或管路租金、或對於租用之相關資訊未予充分公開、或

延遲租用手續等經認定實質拒絕之行為，阻止該基礎網路設施

業者參進電信服務市場，或使其事業活動推展困難，此時該等

行為可能該當於獨占行為或不公平交易方法一般指定中之拒絕

交易等行為。 

b. 基礎網路設施業者於租用電柱或管路時，對於租金、租用資訊

之公開程度及租用手續之辦理期間等，以比本身或關係事業更

為不利之待遇，阻止該業者參進電信服務市場，或使其事業活

動推展困難，此時該等行為可能該當於獨占行為或不公平交易

方法一般指定中之差別待遇等行為。 

電柱與管線之租用與其他服務之搭售行為 

電柱或管線持有業者以下行為構成獨占禁止法上的問題。 

在電柱或管路租用的同時，不當要求基礎網路設施業者，在非所

欲的情況下，一併租用已設置光纖（幹線部分）區間內之其他設

施或服務，此時該等行為可能該當於獨占行為或不公平交易方法

一般指定中之搭售等行為。 

租用電柱或管路時獲得與本身或關係事業有競爭關係之基礎網路

設施業者或其交易對象相關資訊之利用行為。 

電柱或管路持有業者將電柱或管路出租予本身或關係事業有競爭

關係之基礎網設施業者時，可能因此獲知此等業者參進時間、參

進區域、參進態樣等重要營業資訊。 

電柱或管路之持有業者以下行為構成獨占禁止法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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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電柱或管路租用相關業務，所獲基礎網路設施業者或其顧客之

相關資訊，用於自身或關係事業之事業活動上，致阻止該基礎網

路設施業者之參進，或使其事業活動推展困難，此時該等行為可

能該當於獨占行為或不公平交易方法一般指定中之妨礙競爭事業

交易等行為。 

一束化相關行為 19 

已從電柱持有業者租用電柱之電信事業以下之行為構成獨占禁止

法上之問題。在接獲基礎網路設施業者進行一束化之調整要求

時，拒絕一束化；或藉由過高設定一束化之相關費用或延遲一束

化之手續等行為，使得以一束化為前提之電柱租賃契約其成立受

到不當的妨害，此時該等行為可能該當於獨占行為或不公平交易

方法一般指定中之妨礙競爭事業交易等行為。 

電信服務提供之相關部分 

1. 獨占禁止法之規範見解 

電信產業係網路型產業，具網路外部性之特性。網路用戶愈多，

網路運用機會愈大，網路價值也愈大。因此，新用戶會傾向於選

擇用戶較多之網路。其次，顧客欲變更原先加入之電信事業網路

時，若無法繼續使用原先之電話號碼，則對於變更使用不同電信

事業服務之舉動將會有所猶豫。 

考量這種電信產業之特徵，若某市場占有率相對較高之電信事

業，對於網內通信訂定較跨網通信為低之費率，則形成因交易對

19 一束化係指，第一類電信業者將其傳輸電路設備與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或有線電視設施

（系統）業者已架設於電柱之有線電信設備，整合成束之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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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不同而有差異之交易條件，將產生拉攏顧客之效果。 

此種情況下，電信事業依地區或交易對象之不同而設定差別電信

服務費率；或以不與其他電信事業交易為條件，提供交易對象電

信服務之行為，致使市場中之競爭受到實質的限制，即可能構成

獨占行為，違反獨占禁止法第三條之規定。又即使上述行為並未

對市場競爭造成實質限制，但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時，亦可能構

成不公正交易方法，違反獨占禁止法第十九條之規定。 

2. 獨占禁止法上的問題行為 

電信服務資費設定相關行為 

市場占有率相對較高之電信事業，以下行為可能構成構成獨占禁

止法之違反。 

a. 僅對競爭事業者已參進（含事業之擴充，以下同）之地區，將

電信服務之費率設定在低於網路互連接續費水準之下，致使競

爭業者事業活動推展困難，此時該等行為可能該當於獨占行為

或不公平交易方法一般指定中之差別待遇等行為。 

b. 將本身或關係事業網路所提供電信服務之費率設定低於競爭業

者之電信服務費率，而使得競爭業者事業活動推展困難，此時

該等行為可能該當於獨占行為或不公平交易方法一般指定中之

差別待遇等行為，惟需注意者，倘若當通話費率之差異係起因

於合理認定之成本差異時，則不構成違法。 

c. 費率設定明顯低於提供電信服務所需之成本，致阻止競爭業者

參進電信服務市場，或使其事業活動推展困難，此時該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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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該當於獨占行為或不公平交易方法一般指定中之不當低價

廉售等行為。 

d. 以只接受本身或關係事業所提供之電信服務為條件，不當降低

服務費率，或降低基本費，或予以工事費之減免，此時該等行

為可能該當於獨占行為或不公平交易方法一般指定中之附排他

條件交易等行為。 

c. 利用與競爭業者間之互連協定、營業委託或整批電信服務之提

供，對競爭業者所欲提供電信服務之費率、內容、提供條件（開

始提供時間、提供地區、提供對象等）給予不當之關與，此時

該等行為可能該當於獨占行為或不公平交易方法一般指定中之

附拘束條件交易等行為。 

套裝商品提供相關行為 

市場占有率相對較高之電信業者，以下行為可能構成獨占禁止法

之違反。 

如將本身之電信服務與本身或關係事業之其他商品或服務合併提

供，將可使該商品或服務之價格獲得降價的效果。在以此種方式

提供套裝商品的場合中，將該商品或服務之價格設定於明顯低於

所需成本之水準，致使其他商品或服務之競爭業者，事業活動推

展困難，此時該等行為可能該當於獨占行為或不公平交易方法一

般指定中之不當低價廉售等行為。 

妨害顧客與其他電信事業交易之相關行為 

市場占有率相對較高之電信事業，以下行為可能構成獨占禁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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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違反。 

a. 向顧客提供服務品質之不實資訊，或對必要之事項未給予充分

的說明，而不當妨害競爭業者與該顧客契約之締結，此時該等

行為可能該當於獨占行為或不公平交易方法一般指定中之妨礙

競爭事業交易等行為。 

b. 對於有必要更換網路之電信服務，延遲欲與本身解約另與競爭

業者締結契約之顧客之迴路切換工事，或暗示延遲其工事，致

不當妨害競爭業者與該顧客之間契約之締結，此時該等行為可

能該當於獨占行為或不公平交易方法一般指定中之妨礙競爭事

業交易等行為。 

c. 顧客要求解除電信服務提供契約時，對該顧客要求支付高額之

違約金，或設定轉換電信事業服務之禁止期間，致不當妨害競

爭業者與該顧客契約之締結，此時該等行為可能該當於獨占行

為或不公平交易方法一般指定中之妨礙競爭事業交易等行為。 

d. 對於必需施工或更換機器設備之電信服務，要求競爭業者之顧

客負擔較本身或關係事業之顧客更高額之工事費用，致不當妨

害競爭業者與該顧客之交易，此時該等行為可能該當於獨占行

為或不公平交易方法一般指定中之妨礙競爭事業交易等行為。 

與關係事業間之業務委託相關行為 

擁有用戶迴路網之電信事業，因可有效運用與顧客間之契約關

係，比其他電信業者更容易在營業販賣活動上取得有利的地位。

市場占有率相對較高之電信事業，以下行為可能構成獨占禁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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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 

對於本身之關係事業，在電信服務之契約媒介、仲介或代理等其

他業務之委託（含業務之支援行為）上給予支持，而對於競爭業

者則不當拒絕其委託或設定過高之價格，進行不當之差別待遇，

此時該等行為可能該當於獨占行為或不公平交易方法一般指定中

之拒絕交易等行為。 

批發電信服務之費率設定等相關行為 

電信事業有選擇交易對象之自由。電信事業於考量費率、品質、

服務水準等因素後，基於獨自的判斷，決定不與某業者交易，基

本上亦不構成獨占禁止法上的問題。惟即使是電信事業單獨採取

之拒絕交易行為，只要拒絕交易行為係屬獨占禁止法上具有違法

實效之手段者，即為違法。其次，如拒絕交易行為係屬獨占禁止

法上達成不當目之手段者（例如排除競爭業者），亦構成獨占禁止

法上之違反。 

市場占有率相對較高之電信事業，以下行為可能構成獨占禁止法

之違反。 

a. 以對批發電信服務訂定過高之價格、或對接受批發電信服務之

提供所需資訊不予充分公開、或對接受批發服務之提供延遲辦

理手續等；或者在費用支付、資訊提供、等待期間上，以比本

身或關係事業較為不利之交易條件，阻止競爭業者參進零售服

務（顧客導向之電信服務）市場，或使其事業活動推展困難，

此時該等行為可能該當於獨占行為或不公平交易方法一般指定

中之差別待遇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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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於提供零售服務之下游電信業者，於提供批發電信服務時，

以不接受其他電信事業之批發電信服務為條件，或是對該零售

服務之電信事業在接受其他電信業者之批發電信服務後，藉由

提高本身所提供批發電信服務之費率，致阻止該電信事業參進

批發電信服務市場，或使其事業活動推展困難，此時該等行為

可能該當於獨占行為或不公平交易方法一般指定中之附排他條

件交易等行為。 

c. 提供批發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於與欲接受批發電信服務之競

爭業者的交涉過程中，常可獲得該競爭業者或其往來顧客之相

關資訊。運用此等相關資訊於本身或關係事業之活動，致阻止

競爭業者參進零售電信市場，或使其事業活動推展困難，此時

該等行為可能該當於獨占行為或不公平交易方法一般指定中之

妨礙競爭事業交易等行為。 

內容提供之相關部分 

1. 獨占禁止法之見解 

電信業者可利用行動通信終端設備或固定通信終端設備（以下簡

稱「簡易終端設備」）之展示（display）功能，管理或運用簡易終

端設備之資訊服務系統。以此系統提供顧客音樂配信、城市資訊

及銀行交易等各種線上服務（以下稱內容「contents」）。一般而言，

系統運用事業（管理或運用簡易終端設備資訊服務系統之電信事

業），係以簡易終端設備簡單的鍵盤操作，設定可接取該系統內容

之選單（menu-list），並依一定的基準將內容登載於選單之上。提

供登載於選單上之內容，其相關資費係由系統運用事業與電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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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資費一併收取。 

對於簡易終端設備資訊服務系統而言，顧客會有較強的傾向接取

登載於選單上的內容。對內容的提供業者（contents provider）而

言，本身所提供之內容能否登載於選單上，是決定與其他內容提

供者競爭成敗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向，由於簡易終端設備資訊服務系統之間無互換性，顧客

無法接取其他系統中選單上的內容，因此，對系統運用事業而言，

儘可能將優良的內容登載於本身的選單上，是決定與其他系統運

用事業競爭成敗的重要因素。 

在此狀況下，若系統運用事業以限制某內容提供者與其他系統運

用事業之交易為交易條件，如對市場競爭產生實質限制時，即可

能構成獨占行為，違反獨占禁止法第三條之規定。又即使上述行

為並未對市場競爭造成實質限制，但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時，亦

可能構成不公正交易方法，違反獨占禁止法第十九條之規定。 

2. 可能構成獨占禁止法違反之行為 

市場占有率相對較高之系統運用事業，以下行為因減少競爭業者交

易機會，或有阻害內容市場價格競爭之疑慮，即有違反獨占禁止法

規範之虞，此時該等行為可能該當於獨占行為或不公平交易方法一

般指定中之附排他條件交易、附拘束條件交易等行為。 

a. 對欲於競爭業者之選單上登載新內容的內容提供者，中止其在

本身之選單上登載內容或代收資費；或對於已在競爭業者的選

單上登載內容的內容提供者拒絕其在本身的選單上登載內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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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收資費。 

b. 對已在本身之選單上登載內容或正準備開始登載內容的內容提

供者，禁止其於競爭業者的選單上登載內容或禁止其以與競爭

業者之選單相對應之記述語言製做數位內容。 

c. 以在選單上登載內容為條件，干預內容提供者與顧客之間內容

費率設定。 

電信設備之製造與販賣相關部分 

1. 獨占禁止法之規範見解 

在技術快速進步的電信產業中，電信事業可能擁有在電信設備製

造上等同於所謂「事實上的標準」之專利。如不締結這些專利的

執照契約，則電信設備之製造販賣活動會產生困難。 

此種場合中，若電信事業對設備製造業者，要求其在締結專利之

執照契約時，必須向本身或指定之業者一併購入其他商品或服

務；或對已締結執照契約之設備製造業者，以拘束條件約束其與

交易對象之交易，或約束該設備製造業者的其他事業活動，這些

行為如對市場競爭造成實質上的限制時，即可能構成獨占行為，

違反獨占禁止法第三條之規定。又即使上述行為並未對市場競爭

造成實質限制，但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時，亦可能構成不公正交

易方法，違反獨占禁止法第十九條之規定。 

2. 可能構成獨占禁止法違反之行為 

電信事業藉由以下行為，致使其他電信業者事業活動推展困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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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其他電信事業參進電信服務市場；或有阻害終端設備價格競爭

之虞者，即可能構成獨占禁止法之違反，此時該等行為可能該當於

獨占行為或不公平交易方法一般指定中之搭售、維持轉售價格、附

拘束條件交易等行為。 

a. 與電信設備製造業締結專利之執照契約時，在無正當理由的情

況下，要求該設備造業者向本身或指定之業者一併購買非必要

的商品或服務，此時該等行為可能該當於獨占行為或不公平交

易方法一般指定中之搭售等行為。 

b. 在與設備製造業者所締結之執照契約或共同開發契約中，付有

依其他契約規定，於出售取得專利授權之電信設備予競爭業者

時，需取得許諾條件的情況下，無合理的理由，而不同意設備

製造業者許諾之申請；或以延遲許諾之手續，等同實質上拒絕

許諾之行為，限制該專利技術設備售予競爭業者之期間，此時

該等行為可能該當於獨占行為或不公平交易方法一般指定中之

附拘束條件交易等行為。 

c. 要求終端設備之販賣業者遵守本身所決定終端設備的標準價

格，或參考價格等，此時該等行為可能該當於獨占行為或不公

平交易方法一般指定中之維持轉售價格等行為。 

d. 要求終端設備之販賣業者不得銷售其他電信事業之終端設備，

僅能販賣自身所指定之終端設備，或遵守本身所指定之販賣地

區限制，此時該等行為可能該當於獨占行為或不公平交易方法

一般指定中之附拘束條件交易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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