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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一本貫穿公平交易法 
背後經濟原理的好書 

我得知祖舜即將出書，思緒拉回民國93年擔任公平交易委員會

委員的時光。我們共同負責國際交流事務，所以多次同往巴黎出席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競爭委員會」會議。後來我

擔任該組織對我國公平交易法執法「同儕檢視」（peer review）主

談人，其間龐雜的案例彙整及法制考據，悉賴他與公平會同仁爬梳

剔抉，顯示精深專業。我的專長為法律，他的是經濟，我擅長理

論，他熟悉實務，兩人不時進行跨領域切磋以及理論實務交流，結

緣甚深。 

時至今日，又是十數年跨度，其間公平會歷經組織改造、公平

交易法多次修正、以及資訊及經濟分析室成立，均彰顯出經濟分析

的重要性。眾所周知，法律經濟學思維深深影響到競爭法發展，從

哈佛學派、芝加哥學派，到後來的後芝加哥學派，滲透的範圍與深

度與日俱增。祖舜承襲芝加哥學派，以市場理論為核心，輔以長期

參與公平法實務及國際事務的經驗，整理公平會近30年的案例，揀

選出具有代表性的個案，進而提出個人見解。本書耗費超過10年時

間，祖舜成功地結合實務與理論，獨立完成巨著，用心之深，令人

感佩。 

本書不僅僅是一位實務工作者的心血結晶，也是公平交易法逐

步落實經濟基本法的體現，因此對於競爭法有興趣的人，皆可藉本

書一窺法律條文背後的經濟思維。20世紀初美國著名的聯邦最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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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法官Louis Brandeis曾說：「一個沒有唸過經濟學的法律人極易成

為全民公敵。」由衷希望本書的出版，能使從事競爭法研究與實務

者都成為「全民之友」！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兼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王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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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自從「法律經濟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於1960年代

在美國法學界展開了典範移轉般的思維革命，「反托拉斯法」或

「競爭法」（我國之「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一直都是經濟

分析方法運用最廣，著力最深，也可能是經濟學家貢獻高於法學者

的法律學門。我國由於承襲大陸法系，深受成文法詮釋理論的影

響，跨領域的法學研究方法起步較晚；但隨著年輕學者的投入，以

及公平會於2011年成立「資訊及經濟分析室」後，近年來，經濟論

理與分析占公平會案件理由之篇幅已有顯著的增加，有助於提升公

平會之執法說服力，而本書作者正是改變公平法執法風貌背後的重

要推手之一。祖舜長期任職於公平會，在擔任「資訊及經濟分析

室」主任期間，即積極對會內倡議經濟分析之重要性，並著手建立

經濟分析工具之操作手冊，以利個案審查之進行。個人有幸於2007

年至2010年擔任公平會委員期間與其共事並切磋學習，深感袓舜乃

國內少數能將複雜經濟理論融入於公平法制與規範要件評估過程中

的優秀經濟學者。《競爭法之經濟分析》一書可視為是袓舜多年來

浸淫於公平法研究的成果展現。本書從歸納介紹競爭法經濟理論之

學派出發，再將這些學派理論運用於分析「相關市場」、「市場力

衡量」、「獨占力濫用」、「結合」、「聯合行為」及「垂直交易

限制」等公平法中最重要的主題，並於相關處呈現出不同經濟理論

所導引出的不同競爭政策啟示。作者透過通順流暢的文筆，搭配國

內外重要案例與其本身多年的實務經驗，除了讓讀者能一窺公平法

對市場競爭行為的規範全貌外，也引領讀者逐步領略經濟學精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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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大的政策分析能力。對較習慣於探尋法構成要件定義與行為定性

基準的公平法學習者而言，本書將會是一個全新的閱讀體驗，個人

高度推薦！  

 

中原大學法學院院長暨財經法律學系教授 

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法學博士（SJD） 

陳志民 
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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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 

本書初版付梓成書迄今已近一年又半載，對於亦為社會科學成

員之一的競爭法而言，五百多個日子是一個很短暫的時間，無論在

學理與執法上理應不會有太大的改變，但一場疫情使得政府在市場

經濟中的角色更重於以往，競爭政策／法亦正進行著不同形式的調

整以為因應，而封城（lockdown）與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
的要求導致了國際間人員流動的近乎停滯，這卻使得筆者得以有充

裕的時間重新審視初版的內容，並著手增修（補）未盡完善之處，

以為爾後可能的再版預作準備，只是沒想到再版的時間會這麼快到

來。這當然要感謝讀者們的鼓勵與支持，在台灣，競爭法是一門

「小眾」的學科，有興趣的人不多且多只是短暫的關注──因為某

個個案的引發，當風潮過後就「一切歸零」，願意長期持續投入研

究者可說是「鳳毛鱗爪」，又能由經濟觀點觀察競爭法發展者更是

「掐指可數」，對一個長期投入競爭法實務工作的筆者來說，本書

的再版是一項莫大的策勵。 

本書的再版除了修正第一版的一些錯誤及更新最新趨勢外（美

國2020年「垂直結合處理原則」即是），最主要的是依照初版序的

規劃增列了第十章「損害賠償與罰鍰」及在第六章添加了「少數股

權收購的競爭分析」一節。雖然國內少見有受害人依公平交易法提

起損害賠償訴訟之「私人執行」（private enforcement），惟其仍是

執法的一部分，不應因此而被輕忽；至於罰鍰，與損害賠償一樣，

都是在對違法者進行嚇阻，但就經濟學角度以觀，嚇阻目的的達成

並非是在追求罰鍰金額的「最大」而是「最適」，這與一般人的看

法或有不同。而有關少數股權一事，乃因民國109年1月公平會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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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大收購文曄股權案決議的觸發，這是國內較少有人談論甚至尚未

被清楚認知的議題。 

在此仍要感謝初版的推薦人臺灣大學法律系王文宇教授，他仍

是一本初衷持續地給予筆者鼓勵，另一位推薦人中原大學法學院  

陳志民院長則始終是筆者請益的對象，很高興他即將擔任公平會副

主任委員，一在「野」一在「朝」的呼應，希望能使台灣競爭法的

研究與執法更臻精進。 

本書雖經審慎校訂，但仍恐有疏漏及錯誤之處，尚祈各位先進

不吝指正。筆者並不期待本書是一部暢銷書，也知道不可能是，但

希望它是一本有影響力的書。 

 

 謹序 
2020年冬月，於台北市永春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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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這是一本寫給「法律人」看的書，但這並不代表「經濟人」對

書中道理了然於胸。 

Richard Ponser法官是美國乃至全世界著名的競爭法（或稱反托

拉斯法、反壟斷法、公平交易法等）學者，其著作甚豐，《反托拉

斯法》（Antitrust Law）一書更是所有研究競爭法的人所必須研讀

的鉅著。但該書在1976年首次出版時，其書名為《反托拉斯法：經

濟觀點》（Antitrust Law: An Economic Perspective），但到了2002年

第二版時書名則只剩《反托拉斯法》，於是就有人問Ponser法官為

什麼在第二版時「經濟觀點」不見了，Ponser法官聽後只是淡淡地

回答：「請你告訴我，反托拉斯法除了經濟觀點外，還會有什麼觀

點？」。其實Ponser法官的回答已經清楚的告訴了我們，反托拉斯

法只有一個觀點，那就是經濟觀點，既然只有一個觀點，實無再畫

蛇添足之必要。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說，競爭法的特質就是「法律的

外殼，經濟的內核」，它是一個披著法律外殼的經濟學，前美國哥

倫比亞特區巡迴法院法官Robert Bork更言：「反托拉斯法是一部法

律，但它同時也是一個由不斷發展的產業經濟學理論所構成的集合

體。」這就觸動了我撰寫競爭法經濟分析著作的意念；再者，環顧

國內市場，不缺法律觀點之競爭法著作，惟卻少見有競爭法經濟分

析之專論，又同時能兼顧經濟理論與實際個案者更是闕如，這又堅

定了我撰寫的動機；復以，公平會曾有相當長的時間忽視經濟分

析，甚至有誤以為獲有經濟相關學位即通曉競爭法經濟分析者，於

是我下定決心執筆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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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6年開始利用公餘之暇撰寫，初期非常順利進度亦超出預

期，於是又於97年1月成立自己的部落客（Competition Blog），將

撰寫期間所看的資料、所寫的內容伺機轉化為短文置於其中，藉以

宣揚競爭法經濟分析的理念，103年公平會更是大量參考了當時個人

已完成的手稿內容來編印內部經濟分析的參考手冊。然在進入本書

各章中檢討公平會相關行為之個案處理時，遇到了瓶頸，要看遍並

整理研析近30年公平會的個案，其困難度遠超乎想像，再加上參與

我國與紐西蘭、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另須出席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OECD）、國際競爭網絡（ICN）等國際組織會議，且又

擔任亞太經合（APEC）競爭法／政策小組（Competition Policy/ 

Law Group, CPLG）主席，致使完稿的時間一再延後，遲至執筆後

的12年方才完成，惟卻亦使本書融入了個人多年出席國際會議的所

見所聞，或可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本書共分九章，除前三章外，大致依循公平交易法條文序安排

章節，書中內容則僅限限制競爭行為部分，而為了能讓「法律人」

知曉經濟學觀念，本書少有數學方程式，更不會有計量經濟模型，

注重的是經濟的基本觀念，這是與「法律人」相處近30年的所得經

驗──「法律人不是複雜經濟理論的好聽眾」。在各章中除說明相

關行為的經濟理論外，並會同時含括美國、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的

實務經驗，尤其是前者，而公平會的個案評析則置於各章最後，以

為與前述之經濟理論、美國與歐盟的實務相互對照。對於公平會個

案的評析都只是個人的看法並不代表服務機關的意見，或有逆言之

處，惟都是出於「愛之深責之切」的忠言，當然一定會有不周延的

地方，仍尚期各界指正為禱！另近來因數位經濟的興起、專利與競

爭互動的熱切，在在都吸引了眾人的眼光，這部分則容待爾後有機

會再行增補，若有可能，罰則的經濟分析亦擬一併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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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書的完成，當非靠一己之力，感謝公平會給了我很多機會

能夠第一手接觸國際間競爭法的最新趨勢，得以豐富了本書的內

容；當然也要感謝家人對我寫作期間的容忍，原先希望能在女兒小

學畢業時出版，今天她已上大學了，但遲到總比沒到好；在這也要

感謝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王文宇教授的鼓勵與引薦，本書方得以問世

並不吝為本書作序，另一作序的為中原大學法學院院長陳志民教

授，這兩位公平會前委員，一直是個人學習的對象；最後更要感謝

我的父母親，尤其是高齡92歲的父親為本書題字──競爭法之經濟

分析。 

 

 謹序 
2019年仲夏，於台北市永春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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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競爭法經濟學 

一群人在羅馬許願池前投幣許願，有的想成為富

翁，有的想娶富翁的女兒，有的……。其中有一

位乞丐也將身上唯一的里拉投入許願池，於是有

人問他：「你許什麼願？」乞丐回答：「我許願

希望自己是羅馬城內唯一的乞丐。」 

——軼事 

 
瞭解各學派經濟理論的興起背景及對競爭法執法的影響 

知悉各學派的經濟思維與分析工具 

洞察各學派經濟理論在個案上的運用 

 
競爭法經濟學濫觴於美國並可追溯至19世紀末，但經濟學走入競爭

法的領域並沒有想像中的順遂，而且執法機關在不同的時期亦有著不同

的執法思維。以美國為例，30年代至70年代初受哈佛學派的影響，「大

即是惡」是當時執法的核心；到了70年代初後，因芝加哥學派的興起，

「追求效率」取而代之；至90年代初的新產業組織理論，賽局理論的引

入使得廠商策略性行為成了關注的焦點。 

 
休曼法、哈佛學派、芝加哥學派、新產業組織理論 

關 鍵 字 

摘 要 

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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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競爭法之經濟分析 

 

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曾說：「競爭是經濟學家最寵愛的

女兒1。」既然如此，作為維護市場競爭專門性法律的競爭法2，理應會

受經濟學家大力的支持，但實際情形並非如此。 

在經濟學之父Adam Smith那隻「看不見的手」（invisible hand）思

維影響下，以政府干預形態出現的反托拉斯法，在其誕生之初並未獲得

經濟學家「關愛的眼神」。經濟學家認為在競爭中失敗的企業會將反托

拉斯法作為乞求政府出手相助，藉以壓制對手、破壞競爭的手段，更是

諸多行為主體作為「尋租」（rent-seeking）的工具。但這兩條原本對立

的平行線在20世紀30年代的美國發生了第一次的交叉，從此以後糾纏不

清密不可分。美國著名的競爭法學者Robert H. Bork法官就說：「美國

反托拉斯法是一部法律，但它同時也是一個由不斷發展的產業經濟學理

論所構成的集合體3。」話雖如此，經濟學家或稱「經濟人」走入反托

拉斯法領域的道路並沒有想像中的順遂。 

以美國為例，美國司法部反托拉斯署（Antitrust Division, USDOJ）

是在1936年方才僱用了第一位的「經濟人」，成立於1914年的聯邦交易

委員會（USFTC）則是遲至70年代才在競爭局裡出現了第一位經濟學博

士。然在1983年以前，兩單位的「經濟人」都是附屬在「法律人」之下

工作，所有「經濟人」的報告都必須由具法律背景的同仁檢視後方能陳

送首長做最後決定，「經濟人」是無法直接向首長進行報告的。Richard 

A. Posner法官就因此形容「當時的『經濟人』是『法律人』的侍女，且

是相當不被重視的侍女。」（economists as handmaidens to the lawyers, 

and rather neglected ones at that），「法律人」也長久認為「經濟人」是

個案的殺手（case killers），因為他們不懂得法律而且常常講一些「法

律人」聽不懂的專業術語和觀念。 

可是在1965年Donald F. Turner擔任反托拉斯署署長後情形有了改

變，T氏不僅有法律背景還是一位經濟學博士，他設置了署長經濟特別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  「競爭法」與「反托拉斯法」在本書中視為同義並相互使用；「托拉斯」、「壟

斷」、「獨占」亦意義相同。 
3  Robert H. Bork (1993), The Antitrust Paradox, 2n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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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競爭法經濟學 3 

 

助理一職，2009年諾貝爾經濟學獎得主Oliver Williamson教授曾是第二

任助理，同時亦於1968年完成了完全是經濟觀點的「結合處理原則」

（Merger Guidelines）。1981年雷根總統上台後，USFTC終於出現了史

上第一位經濟學博士的主任委員J. Miller，反托拉斯署也新設了主管經

濟分析的副署長職。經過多年互動後，「法律人」已不再那麼抗拒「經

濟人」，對於法律的經濟分析也顯得很自然，今天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

在啟動每一件民事調查（civil investigation）案件時，也都至少會有一

名「經濟人」參與其中4。 

在歐盟，更是遲至21世紀初方才有第一批經濟學博士進入競爭總

署，這要歸功於時任執委會委員後任義大利總理的Mario Montio。他是

在2002-2003年間因競爭總署連續禁止的三個結合案，被歐洲初審法院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CFI）以使用錯誤的經濟分析為由駁回後，決定

採取一連串的改革，以確保歐盟競爭法能充分符合經濟學理論，改革之

一就是設置了首席競爭經濟學家（Chief Competition Economist）一職5。 

雖然競爭法經濟學是發軔於20世紀30年代的美國，但若從理論演進

的時間過程來看，經濟學對競爭法的影響可追溯至19世紀末期休曼法

（Sherman Act）初期的執法，只是到了20世紀50-60年代方才有較大的

發展，而形成所謂的哈佛學派（又稱結構主義）；轉至70-80年代，受

到新制度經濟學發展的影響，反托拉斯經濟學又一次有了進一步的重大

發展，並形成了所謂的芝加哥學派（又稱自由主義）。20世紀80年代後

期以來，由於賽局理論等分析工具在反托拉斯案件中的廣泛應用，新産

業經濟學（new industrial economics, NIE）漸成雛形，受此影響，反托

拉斯經濟學出現了革命性地發展，動態賽局理論、資訊經濟學、機制設

計理論、拍賣理論等重新塑造著當代反托拉斯經濟學的概念範疇、分析

框架，後芝加哥學派（或稱新產業組織理論）儼然已成並影響至今。 

                                                        
4  轉引自胡祖舜（民99），「經濟人在競爭法中的角色」，公平交易通訊，第31期。

詳見Douglas H. Ginsburg & Eric M. Fraser (2010), “The Role of Economic Analysis in 
Competition Law”, available at http://ssrn.com/abstract=1610189. 

5  參考自Jorge Padilla (2015), “The Role of Economics in EU Competition Law: From 
Monti’s reform to the State aid”, Papeles de Economia Espan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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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本章有如下的安排6：第一節休曼法的誕生與早期發展、第

二節哈佛學派（結構主義）、第三節芝加哥學派（自由主義）、第四節

後芝加哥學派（或稱新產業組織理論）、第五節為本章小結。 

第一節  休曼法的誕生與早期發展：1890-1936 

自由競爭、機會均等的思想一直是美國的立國精神。但在1865年南

北戰爭後，美國全國鐵路網逐漸完成，原先地方性的小市場迅速的被全

國性的大市場所吸收，大市場的建立刺激了托拉斯的產生，1882年由洛

克 斐 勒 家 族 所 創 立 的 美 國 史 上 第 一 個 大 型 托 拉 斯 — 標 準 石 油 公 司

（Standard Oil Co.）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誕生，並且積極的攻城掠

地、併吞對手。一位研究標準石油公司發展史的學者寫道：「在洛克斐

勒走過的道路上，遍佈著破了產的人以及被遺棄的工廠7。」農民抱怨

托拉斯造成了他們經濟地位的惡化，因此各州紛紛成立保護農業的組

織，對國會、政府展開遊說。1884年，標榜改革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

利夫蘭（Grover Cleveland, 1885-1889, 1893-1897）贏得總統大選，他特

別針對鐵路的壟斷提出改革措施，國會於是在1887年2月4日通過了州際

商業法（Interstate Commerce Act, ICA），禁止鐵路的超額運費、聯營

及給予大客戶的折扣等，另為監督各州間的商業活動，該法要求設立州

際商業委員會（the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ICC）以執行ICA。

但ICA並無法解決州與州間的壟斷問題，此時的美國急須一個統一且明

確的聯邦反壟斷政策，「壟斷」因而成為了1888年美國總統大選的爭論

議題。  

要 求 制 定 聯 邦 反 壟 斷 法 的 共 和 黨 總 統 候 選 人 哈 里 遜 （ Benjamin 

Harrison, 1889-1893）在該次大選中勝出，為實現競選承諾，哈里遜總

                                                        
6  以下各節時間序列分類是參照William E. Kovacic & Carl Shapiro (2000), “Antitrust 

Policy: A Century of Economic and Legal Think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Winter. 一文；各節內容則主要轉引自胡祖舜（民97），「從美國反托拉斯思維的

演進看公平會的執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97年度研究發展報告。 
7  辜海笑（2005），美國反托拉斯理論與政策，中國經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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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乃委由孚眾望的俄亥俄州參議員約翰‧休曼（John Sherman）在1889

年1月正式向參議院提交反壟斷法案，惟卻引起了議員間有關「政府介

入私人事務是否違憲」的爭論，可是在強大反托拉斯的民意壓力下，以

休曼參議員為首的反托拉斯派終占上風，休曼參議員在議會曾剴切直

言：「如果我們不能忍受一個擁有政治力的皇帝，我們就不應該忍受任

何日常生活中有關生產、運輸、銷售的皇帝。如果我們不願意屈服於一

個皇帝，我們也就不應該屈服於以優勢力量阻礙競爭、固定商品價格的

大財團8。」（If we will not endure a king as a political power we should 

not endure a king over the production, transportation, and sale of any of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If we would not submit to an emperor we should not 

submit to an autocrat of trade, with power to prevent competition and to fix 

the price of any commodity.） 

最後，該法案幾乎以全票通過。1890年7月2日，哈里遜總統正式簽

署了「保護交易及商業免受非法限制及壟斷法」（An Act to Protect 

Trade and Commerce Against Unlawful Restraints and Monopolies），為紀

念休曼參議員為該法律通過所做的努力，該法案以其名字命名，又稱為

休曼法（Sherman Act）。一部有系統遂行於全國的反壟斷法終於誕

生9，此亦為美國也是近代反托拉斯政策的開端，短短的八個條款，就

成為了日後美國反托拉斯政策的核心。 

初期的休曼法：1890-1914 

事實上，休曼法是在一種民粹（populism）的環境下通過制定，並

未經過國會及各界的充分討論10，不僅內容過於簡單，規定也非常抽

                                                        
8  21 Congressional Record 2456 (1890). 
9
  在19世紀後半期，美國大約出現了十多個部門性和州的反壟斷法令，例如1869年伊

利諾州就通過了第一個反鐵路壟斷的法令，規定鐵路要有「公平合理和一致性的運

費」。不久，明尼蘇達、愛阿華、威斯康辛等州也相繼制定類似的法令，但這些法

令都屬部門性及地區性。 
10  19世紀末的大半經濟學家對休曼法是相當鄙視的，他們認為休曼法並沒有能力遏止

廠商變大的趨勢，相反的有可能阻礙效率的達成。只有少數的經濟學家認為休曼法

是控制濫用企業經營行為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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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該法「既沒有確切告訴民眾什麼可以做，也沒有明確告訴法官必須

做什麼」。就以第一條為例，第一條規定：「任何（every）妨礙州與

州間或對外交易的商業契約、托拉斯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聯合或共謀，

都被視為違法。」事實上，這一條根本無法執法，因為任何契約都具有

限制交易的效果，如果照此條款執行，勢必禁止一切的商業交易。為

此，在休曼法通過的前二十年，法院最主要的工作是對法條中模糊用語

的解釋與釐清，例如在United States v. Trans-Missouri Freight Association

（1897）11一案中，司法部指控18家鐵路公司共組協會，共同設定密西

西比河以西運費價格，法院除解釋禁止「固定價格」與「地區分配」之

餘，也解釋了休曼法第一條是將「所有的交易限制毫無例外的視為違

法」12；在United States v. Addyston Pipe & Steel（1898）13一案中，法

院也清楚的區分了「赤裸」（naked）的交易限制與合理的「附帶」

（ancillary）限制間的不同。可能就是由於法條的語意不清之故，聯邦

最高法院在Dr. Miles Medical Co. v. John D. Park & Sons. Co.（1911）14

一案中僅能以「顯而易見，這些協議限制了交易」的空洞用語15，即認

定限制轉售價格為「當然違法」16（illegal per se）。 

在休曼法頒佈後不久，美國面臨經濟不景氣，使得美國政府、法院

對經濟發展的前景相當擔憂，他們擔心政府制止能產生較大效益的企業

聯合行為，將不利美國經濟發展，由此而生的恐懼與懈怠，使得在休曼

法的前二十年，聯邦政府對反托拉斯的執法不甚積極，United States v. 

E. C. Knight（1895）17案就是一例，Knight公司收購了4家競爭對手，從

而控制了全國98%的砂糖產量，但聯邦最高法院卻拒絕解散該公司，理

                                                        
11  166 U.S. 290 (1897).  
12  但在Hopkins v. United States（1898）的案子中，法官對休曼法第一條的態度有所軟

化，只有「直接」和「立即的」限制方才屬禁止之列。 
13  85 Fed. 271 (6th Cir. 1898), aff’d, 175 U.S. 211 (1899). 
14  220 U.S. 373 (1911). 
15  Richard A. Posner (2001), Antitrust La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6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限制轉售價格視為當然違法的看法一直到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2007）方才被推翻。詳見本書第九章第二節。 
17  156 U.S. 1 (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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