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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論 

一 、研究主旨 

所謂聯合行為，指事業所從事之不屬於交易行為或組織行為，而具有合作

機能之市場行為。對此，公平交易法(以下簡稱公平法)第七條第一項將之定義為

「本法所稱聯合行為，謂事業以契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

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數量、技術、產品、設備、交易

對象、交易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行為而言。」該定義固適當道出聯合

行為之類型特徵，但並不完整。所以，在其施行後，公平交易委員會(以下簡稱

公平會)很快的便在公平法施行細則第二條引入下述規定： 

「本法第七條之聯合行為，以事業有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聯合，足以影響

生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第一項）。 

本法第七條之其他方式之合意，指契約、協議以外之意思聯絡，不問有

無法律拘束力，事實上可導致共同行為者（第二項）。」 

試圖利用該條第一項規定緩和其對於無關緊要之聯合行為的管制，利用該

條第二項規定防堵事業利用無法律拘束力，但事實上可導致共同行為之安排規

避同法第十四條之禁止規定。由於施行細則第二條該二項規定分別限縮或擴張

了同法第七條規定之文義的範圍，實務上引起是否牴觸母法的爭議，所以在民

國九十一年二月六日公布之公平法的修正中，將該二項規定移入母法中，做為

第七條第二、三項，並於第四項將同業公會約束事業活動之行為規定為水平聯

合： 

「前項所稱聯合行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聯合，足

以影響生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 

   第一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契約、協議以外之意思聯絡，

不問有無法律拘束力，事實上可導致共同行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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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公會藉章程或會員大會、理、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

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行為，亦為第二項之水平聯合。」1

關於應受禁止之聯合行為的要件，該修正固然適當限縮公平法第七條的射程，

但就何謂「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以及如何證明「協

議以外之意思聯絡」之有無，依然是實務上重要而難解之課題。 

本研究將以聯合行為之定義、採證與例外許可項目為研究重點，先探討歐

洲聯盟、德國及美國對聯合行為規範之最新發展及管制趨勢，進而探討公平法

應如何因應競爭業者既競爭又合作之商業需要？現行例外許可規定之合理性，

例如輸出、輸入聯合是否應刪除，是否應如何減輕中小企業遵守聯合行為例外

許可規定之負擔？是否應增加例外許可聯合行為之概括規定？以及公平會是否

應簡化例外許可程序？ 

 

二、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將採法律比較方法，其進行步驟如下： 

1. 收集歐洲聯盟、德國與美國關於聯合行為的最新法規，並研讀之。 

2. 收集歐洲聯盟、德國與美國關於聯合行為的最新文獻，並研讀之。 

3. 整理公平會駁回申請聯合、例外許可結合之案件，並從中得出公平會之判準。 

4. 整理公平會處分與不處分之聯合行為，並從中得出公平會之判準與遭遇之困

難。 

5. 撰寫期中研究報告。 

6. 與公平會、學者專家舉行座談，收集各界意見。 

7. 完成期末報告並提出修法建議條文。 

 

三 、研究預期成果 

本研究預期研究成果如下： 

 
1 本條之修正說明：「一、本條新增。二、按法律概括授權訂定之施行細則，僅得於符合立法意旨，且未

逾越法律授權訂定施行細則之必要範圍內，就執行法律有關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加以規定，其內容不

得牴觸母法或對人民之自由權利增加法律所無之限制。本法施行細則第三條雖係就獨占事業之認定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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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掌握歐洲聯盟、德國及美國關於聯合行為的最新發展趨勢。 

2. 整理公平會對於聯合行為之實務。 

3. 對公平法之修正及公平會實務提出前瞻性的建議。 

貳、歐洲聯盟法制之研究 

一、 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 

歐體條約第三篇第六部分第一章為「競爭規則」(Wettbewerbsregeln, rule on 

competition)專章。其中第八十一條 (原本條次為第八十五條，於一九九九年五月

一日阿姆斯特丹條約將之變更條次為第八十一條，但是許多規定仍引用舊條

碼，本文為避免讀者產生混淆，將儘可能使用新的條次。) 第一項原則禁止「足

以妨害會員國間之交易，並以阻礙、限制或扭曲共同市場內之競爭為目的或造

成此種結果」的事業協議、事業團體之決議及互為一致之行為： 

「下列行為因為抵觸共同市場，不得為之：事業間之協議、事業團體之決議及互為

一致之行為，足以妨礙會員國間之交易，並且以阻礙、限制或扭曲共同市場內之

競爭為目的或造成此種結果者，特別是： 

(1) 直接或間接限制購買或銷售價格或其他交易條件之行為； 

(2) 限制或控制生產、市場、技術發展或投資之行為； 

(3) 分配市場或供貨來源之行為； 

(4) 以不同條件與其他交易相對人從事類似之交易，因此使後者處於競爭劣勢之行

為； 

(5) 將契約之締結繫於相對人接受就其本質或依商業習慣而言與契約標的無關之

額外義務的行為。」 

違反第一項規定之協議及決議，當然無效(同條第二項) 。 

由於第一項規定之範圍十分廣泛，若一律不允許例外，一方面可能對原本

 
補充規定，然外界偶有質疑其內容實質限縮獨占事業之認定範圍，爰配合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條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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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保護之競爭自由形成不當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忽略某些限制競爭之行為所可

能帶來之經濟效益，故第三項規定： 

「第一項之禁止規定得被宣告不適用於事業之間之協議或協議之類型、事業團體之

協議或協議之類型、或互為一致之行為或類型中有助於改善商品之生產或分配、提

升技術或經濟之進步，使消費者能公平分享所得之利益，並且未 

(1) 課予系爭企業非為達成前述目標所必要之限制者；或 

(2) 授予系爭事業機會消滅系爭產品重要部份之競爭。」 

 

二、 部長會議第十七號規則 

歐體部長會議依據歐體條約第八十三條(原本為第八十七條)之授權，於一

九六二年二月六日公布第十七號規則(Regulation 17)，該項規則從各方面具體化

第八十一條之規定，不僅有程序規定，而且包含實體規定，在歐體機關針對競

爭法所頒布之各種規則中重要性僅次於結合管制規則。本規則最後一次修正為

一九九九年六月十日。 

依據第十七號規則第一條規定，符合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協

議、決議及互為一致之行為，以及構成歐體條約第八十二條(原本條次為八十六

條)規定之濫用市場支配地位之行為，當然不得為之，無待於執委會作成決定，

此即歐體競爭法規之直接效力。依據第十七號規則第二條之規定，事業或事業

團體得向執委會申請，由執委會證明，其依據其得知之事實，並沒有理由依據

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或第八十二條之規定，針對一項協議、決議或行為

採取措施，此項證明稱為否定證明(Negativattest, negative clearance)。否定證明係

執委會以決定之形式表示之聲明：沒有違反第八十一條或第八十二條之情事，

故無歐體競爭法之適用。第十七號規則第三條第一項規定，執委會依檢舉或職

權發現事業或事業團體有違反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及第八十二條之情事者，得

命其停止；執委會在依據第一項規定作成處分前，得建議事業或事業團體停止

違反歐體條約之行為(第十七號規則第三條第二項)。 

依據第十七號規則第四條第一項之規定，事業須將協議、決議及互為一致

 
之本旨，將之提升至母法位階，冀免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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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行為向執委會申報，始可請求執委會依據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三項之規定

將其豁免於同條第一項之禁令。若不申報，將無法豁免系爭行為。依據第十七

號規則第四條第二項，下列之協議、決議及互為一致之行為，不適用同條第一

項之規定，亦即不適用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但仍然可以向執行委員會

申報： 

1. 僅有來自同一會員國之事業參與，並且未涉及會員國間的進出口貿易。 

2.  (1) 參與協議或互為一致行為之事業，於協議之架構下各自在不同的生產

或銷售階層活動，而且協議係針對當事人購買、銷售或轉售特定商品

或服務之條件； 

(2) 僅二家事業參與，而且協議僅限制下列權利人行使權利： 

   智慧財產權(特別是發明專利、新型專利、新式樣專利及商標)之取得

者、使用者；或依據製造方法或為使用製造技術所需要知識之轉讓或

授權使用契約，享有權利之人。 

3. 僅以標準或型式之開發或統一應用或共同研究發展為標的，或僅以生產下

列產品之專門化為標的：該產品以及消費者基於特色、價位及使用目的認

為與之相當的產品，在共同市場某一重要部分之銷售，不超過 15%；並且

所有參與事業之年度總營額未超過二億歐元。 

依據第十七號規則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執委會為豁免之宣告時應指定豁

免之期間及條件，並可附加其他負擔。同條第二項規定，在符合第八十一條第

三項之要件下，豁免宣告得因申請而展延。同條第三項並且授權執委會得在下

列情形撤銷、變更豁免宣告或禁止當事人為特定之行為： 

1. 對豁免宣告而言重要之事實關係發生變動； 

2. 當事人違反豁免宣告所附加之負擔； 

3. 豁免宣告係依據不實之陳述，或係被惡意取得； 

4. 當事人濫用因豁免宣告而取得之地位。 

發生前述 2-4 款情事時，執委會並且可以溯及撤銷豁免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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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委會若認為沒有理由依據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針對申報之行為

採取作為，或認為其符合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三項豁免之條件，亦可發給申

請人「安慰信」(comfort letter)。安慰信僅由執委會競爭總署之處長簽行，免除

第十七號規則所要求之公告、諮詢顧問委員會之程序，並減少所需要之翻譯，

因此作成之速度比否定證明及豁免宣告要快。但是正如同歐洲法院在一九八０

年七月十日的判決(Case 99/79)中指出，安慰信既非否定證明，亦非豁免宣告，

所以無法拘束會員國之法院，而只帶有某種說服權威。依據目前執委會之作法，

執委會在事業申報其協議時均會詢問其是否只要獲得安慰信就可以。執委會每

年約作成 150-200 件安慰信。事實上，90%的申報案件均是以非正式的方式結案，

或經由安慰信，或是在申報後未再進行其他行為。
2

第十七號規則賦予執委會龐大的權力。第九條規定，僅有執委會才能依據

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三項宣告不適用同條第一項，會員國之法院及行政機構

均無此權限，但執委會之決定受到歐洲法院之審查；在執委會未依第二、三或

六條(作豁免宣告)規定展開程序之前，各會員國之主管機關得適用歐體條約第八

十一條第一項及第八十二條之規定。第十七號規則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執委

會得就事業或事業團體故意或過失違反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第八十二

條或違反執委會之指示的行為，處一萬以上一百萬以下歐元之罰鍰，或處每一

參與違法行為事業以上一年度營業額十分之一為上限的罰鍰。 

三、執委會「合作通知」 

執委會於一九六八年七月二十九日作成「關於事業合作協議、決議及互為

一 致 行 為 通 知 」 (Commission’s Notice concerning agreements, decision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in the field of cooper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以下簡稱合作通

知)，3用以向各界說明其執行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之立場，免於以個案

處分之方式澄清法律狀況，並希望借此使事業不再需要向其提出否定證明之申

請，進而消除事業申報系爭協議之必要。此項通知對於提高法律之透明度、免

除對聯合行為之不必要管制及降低事業守法成本，頗有貢獻，於公告三十三年

之後於二OO一年六月一日被執委會「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適用於水平合作準

則」（詳見後述（六）所取代）。本通知雖已不存在，但對於吾人瞭解歐盟聯合

 
2 Commission, White Paper on modernization of rules implementing Article 85 and 86 of the EC Treaty (以下簡

稱White Paper), 28.04.1999, Para. 34, 35.  
3 Official Journal C 75, 29/07/1968,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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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管制仍有其意義，故簡要介紹於下。 

 
執委會例示（而非窮盡列舉）其認為不構成限制競爭之出八種協議類型： 

（一）共同資料之協議 

協議僅以下列為其標的者： 

1、意見與經驗之交換， 

2、共同市場調查， 

3、共同從事事業及行業之比較，共同建立統計數據及計算格式

(Kalkulationsschemata)。 

 

（二）共同帳務之協議 

協議僅以下列為其標的者： 

1、簿記上合作， 

2、共同確保債權(Kreditsicherung)， 

3、共同收款， 

4、共同的事業或稅務諮詢。 

 

（三）共同研發協議 

1、共同執行研發計畫， 

2、共同委託研發， 

3、在參與人之間分配研發計畫。 

 

（四）僅以共同使用製造、倉儲及運輸設備為標的之協議。 

（五）僅以共同執行非參與事業無法完成之委託工作為標的而成立共同工作

體(Arbeitsgemeinschaft)之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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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共同顧客及維修服務之協議 

協議僅以下列為其標的，而且參與事業間並無競爭關係者： 

1、共同購買， 

2、共同顧客及維修服務。 

 

（七）僅以共同廣告為標的之協議。 

（八）僅以使用共同標章以標示具特定品質商品為標的且允許任何競爭者以

相同條件加入之協議。 

 

四、 執委會「輕微卡特爾通知」 

依據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事業聯合行為不得「足以妨害會

員國間之交易」，此即所謂「會員國間條款」(Zwischenstaatlichkeitsklausel)。歐洲

法院進一步正確地認為，事業之聯合行為必須對會員國間交易之影響達於「可

察覺」(spürbar, appreciable)之程度，才被禁止。然而歐洲法院並未對何謂「可察

覺」之影響加以定義，並且一直避免將之量化，而是考慮對競爭限制之程度、

受影響產品或服務之種類及數量、當事人之市場力量、一般的經濟及法律環境，

特別是類似行為之累積效果。可察覺之影響，可以是直接的，亦可以是間接的(例

如對市場結構之影響)，可以是現存的，亦可以是潛在的(但必須具備相當的可能

性)。 

執委會出於促進中小企業合作之考慮於一九七○年作成「輕微卡特爾通

知 」 (Commission＇s Notice on Agreements of Minor Importance, 

Bagatellbekanntmachung)，其後曾於一九七七、一九八六年及一九九七年加以修

正，將可察覺之影響量化，並將中小企業規模之合作排除在歐體條約第八十一

條第一項適用之外。此項通知於一九九七年修正時列出三項目標。第一，制定

明確且法律上清楚的文字，俾便於適用以及對事業提高安定性。第二，將文字

配合歐體競爭法現在之發展情況，並且更接近商業現實。第三，顯然不足以對

歐體內之經濟或競爭造成可察覺影響之協議，不必經申報許可之程序，避免事

業及執委會不必要的行政工作。本通知希望能有助於建立一個集中於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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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減輕業界（尤其是中小業界）負擔的競爭政策。4其主要內容為： 

 

(一) 建立明確量化的標準 

建立明確量化的標準，俾事業可自行判斷其協議是否因為情節輕微而不適

用第八十一條第一項。但此種量化標準只具有指標作用，並非在具體個案上均

一律不變，因此很有可能個案之協議雖然超過此標準，但是對歐體競爭造成之

影響卻很極微，因而未違反第八十一條第一項（本通知第三點）。而其數量標準

為：所有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於相關市場市場總占有率，在水平聯合未超過

5%；在垂直聯合，或在水平與垂直聯合混合或難以認定其為水平或垂直聯合

時，未超過 10﹪（本通知第九點）。參與相關事業之市場總占有率雖然超過前

述市場占有率，但若未連續兩年超過達十分之一以上者，其協議仍無第八十一

條第一項之適用（本通知第十點）。但是以限制價格、商品製造或銷售為目的的

水平聯合行為，以及以限制轉售價格或給予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或其他事業區

域保護為目的的垂直水平聯合行為，並不因為參與聯合行為事業之市場占有率

未超過第九、十點門檻，而不受第八十一條第一項之禁止，只是執委會認為此

種聯合行為應首先由會員國之主管機關及法院處理，而僅在其影響歐體利益

時，執委會才會加以介入（本通知第十一點）。 

 

(二) 豁免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間之協議少有能影響會員國間之貿易且對競爭造成可察覺之限

制者，故絕對不適用第八十一條第一項之禁令。縱使此等協議例外地具備第八

十一條第一項適用之要件，執委會亦欠缺介入所需要的充分歐體利益。換言之，

即使超過第九點及第十點所列之門檻，執委會亦不會依職權或檢舉展開適用第

八十一條第一項之程序（本通知第十九點）。 

依據執委會於一九九六年四月三十日公告編號 96/280/EC關於中小企業定

義之建議，5執委會原則上是建議以員工數目及年度營收（或資產負債表）二項

標準認定中小企業，但是不同主管機關為執行其政策目標，得選擇更低的門檻，

以及僅以員工人數為標準（但國家補助所涉及之各種規則不在此限）。執委會建

 
4 引自WuW 3/1997,216. 
5 Official Journal L107, 30/04/1996, p.0004-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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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工 250 人以下，以及年度營收四千萬歐元或年度資產負債表二千七百萬

歐元以下之獨立企業為中小企業（附件第一條第一項）。其所謂「獨立」是指未

被非中小企業持有股本或投票權達 25％以上。但在下列二種情形，得不受此 25

％上限之拘束：1、公共投資公司、創投公司或法人投資擁有系爭企業，但未行

使控制權。2、持股極為分散，無法認定持有人，並且系爭事業宣稱得正當假設

其未被非中小企業持有達 25％以上（附件第一條第三項）。 

 

五、 部長會議授權執委會制定集體豁免規定 

依據前述歐體部長會議第十七號規則第四條之規定，事業可向執委會申報

其行為，請求其將之豁免於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之適用。然而執委會第

四總署立即被大量的申報資料所淹沒，因此執委會確實有必要能夠將特定「類

型」(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三項)之協議、決議及行為集體豁免。另外站在事業

的立場來看，申請個別豁免費時過久，因為依據前述第十七號規則第十九條及

第十條個別豁免的程序極為複雜，需要經過完整之調查並以公告方式邀請所有

有興趣之第三人表示意見，更須聽取限制競爭行為及獨占諮詢委員會之意見，

以致即使一個極為單純之案件的處理時間，少有低於一年者。基於此項考慮，

歐體部長會議於一九六五年頒布「授權執委會將特定類型之排他交易及授權協

議豁免」命令(編號為 19/65)，於一九七一年頒布「授權執委會將特定類型之專

業化及研究發展協議豁免」規則(編號為 2821/71)，於一九八七年頒布「授權執

委會將特定類型之空運協議豁免」規則(編號為 3975/187)。執委會基於部長會議

之此項授權先後制定了多項豁免規定。 

集體豁免（Gruppenfreistellung, block exemption）與個別豁免（Einzelfreistellung, 

individual exemption）一樣享有相同的法律地位及效果。其與個別豁免不同之處

僅在於，其效力係自動發生，無待於向執委會申報系爭協議、決議及行為或經

執委會調查後始生豁免效力。然而集體豁免有一定的風險，因為由事業自行認

定其行為是否可依集體豁免規定而豁免，可能與執委會之認定有出入。事業若

有疑問，可將其行為向執委會申報而請求其澄清。事業之行為雖然在形式上可

集體豁免，但執委會若認為其不符合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三項之要件，仍然

可以撤銷該集體豁免之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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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執委會「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適用於水平合作準則」 

執委會因為注意到競爭者間有適度合作的正常需要，於二○○一年六月一

日公布「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適用於水平合作準則」(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6本準則共分第七

章，第一章導論分別說明本準則之目的、範疇以及評析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之

基本原則。第二章以下則分別就下列六種水平合作協議逐一探討其分析架構：

研發協議、製造協議、採買協議、商業化協議、關於標準之協議以及環境保護

協議。 

(一) 導論 
 

1、目的 
 

水平合作是由處於相同市場階層之公司所為，大多數的水平合作就是競爭

者間的合作。水平合作固然有其負面效果（例如維持或強化當事人之市場地位，

因而對市場之價格、產量、創新、產品之種類與品質造成負面影響），但是亦能

導致實質的經濟利益。全球化、技術的快速進展及日益動態的市場性質造成競

爭壓力加大及市場不斷變化，使得公司有必要經由合作快速降低風險、節省成

本、集中使用專門技術以及從事創新。此對中小企業而言，尤其是如此。不斷

變化的市場促使水平合作之種類及使用亦不斷增加。因此有必要在以往執委會

之二個通知（合作通知及合作性質之合資通知）及二項集體豁免規則（研發集

體豁免規則及專門化集體豁免規則）之外，提供更完整且更新的指針，俾改善

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適用時之明確性與透明性。本準則之目的在於為最

常見之水平合作提供分析架構。本準則取代前述二項通知，並補充前述二項集

體豁免規定。7

2、範疇 
 

本準則並未處理全部可能的水平協議，而只針對六種可能會產生效率獲得

（efficiency gains）之協議，即研發、製造、採買、商業化、標準及環境保護協

議。系爭協議可能包含不同階段的合作，此時應以合作之重心（center of gravity）

認定其應適用本準則哪一章之規定。在判斷合重之重心時，應考慮合作的起點

 
6 Official Journal C 3/2-30, 6.1.2001. 
7 見本準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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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被聯合之不同功能的整合程度。以涉及研發及製造之合作為例，因為必須

前者成功，後者才有可能發生，所以前者是合作之起點，應適用本準則「研發

協議」之規定。 

複雜的合作協議，例如策略聯盟（在不同領域將不同工具以不同程度聯

合），並不在本準則適用之範疇。惟對聯盟中個別合作領域的評估，仍是可適用

本準則相對應之規定。此外，具特殊規定之特定部門，例如農業、運輸或保險，

亦不適用本準則。8

3、析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之基本原則 
 

(1)  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 
 

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禁止阻礙、限制或扭曲市場競爭之聯合行為，

因此若只是限制聯合行為當事人間的競爭，尚不充分，必須是對商品或服務之

價格、產量、創新、選擇或品質足以產生負面效果之限制市場競爭行為，才是

應加以禁止之聯合行為。系爭協議是否有此種負面市場效果，必須考慮協議之

性質、聯合行為人加總之市場力量及市場結構。 

a、協議的性質 
 

協議之性質是與合作之領域、目標、當事人之競爭關係以及其將其行為聯

合之程度有關。某些類型之協議，例如大多數之研發、制定標準或改善環境條

件之協議，比較不可能包含關於價格及產出面之限制。某些類型之合作，例如

製造或採買協議均會導致成本上某種程度共同性（commonality）。若其程度重

大，則當事人可能就易於協調市場之價格或產量。有些協議之本質即不會是第

八十一條第一項禁止之聯合行為，例如非競爭者之合作、競爭公司以合作達成

其各自無法履行之計畫或活動，或不影響競爭相關參數之合作。反之，某些類

型之協議自始就可能被認為受第八十一條第一項禁止，例如採取限制價格、產

量、分割市場或消費者之手段而以限制競爭為目標之合作協議。9凡不屬上述類

型之協議，必須進一步分析當事人之市場力量及市場結構，方能判斷是否適用

第八十一條第一項。 

b、市場力量及市場結構 
 

首先必須分析聯合行為人加總之市場力量。若該力量不大，不大可能產生

 
8 見本準則 1.2。 
9 本準則第 21-2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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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競爭之效果，沒有必要再作分析。聯合行為人加總之市場力量雖然很大，

但是除了其中市場力量最大的行為人之外，其他行為人之市場力量均不大而且

並未掌握重要資源，則亦不能由此推論其聯合行為會對市場競爭產生限制效

果。此外，亦應考慮市場的集中程度，就此可採用”赫芬得-赫希曼指數”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即全體競爭者市場占有率之平方之總合，若低

於 1000，則市場集中度低；若位於 1000-1800，則市場集中度中等；超過 1800，

表示市場集中度高--或前幾家領導廠商之總市場占有率作為指標。再就是應考慮

市場占有率長期的穩定性、市場進入障礙、進入市場之可能性、買受人/供應商

之抗衡力量以及產品之性質（例如同質性或成熟性）。10

(2) 第八十一條第三項 
 

構成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之聯合行為若具備同條第三項所列之下

列要件，可以被豁免： 

a、 經濟效益 
 

經濟效益包括動態及靜態之效益。當事人必須證明而不是臆測或只是一般

的聲明，聯合行為可能導致效益，而且是無法以其他限制較少之方式達成。 

b、消費者得到公平之經濟效益 
 

除了聯合行為人得到經濟利益，消費者亦必須得到公平的經濟利益。經濟

利益傳遞到消費者之程度取決於相關市場的競爭程度。若市場上有足以有效限

制聯合行為人之充分競爭存在，競爭的過程通常就會足以保證消費者得到公正

的經濟利益。 

c、 不可或缺性 
 

對競爭之限制必須是達成經濟效益所必要的手段。若有其他限制較小之手

段可達到類似效果，則不能以所宣稱之效益為限制競爭之行為辯護。某項限制

是否必要，繫於市場之情況及協議之期間。例如排他性契約可防止搭便車，因

此是可以被接受。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此種契約可能就變成並非必要，而且惡

化限制競爭之效果。 

d、未消滅競爭 
 

若系爭事業為支配市場事業或因為聯合行為而成為支配市場事業，則產生

 
10 本準則第 27-3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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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一條第一項反競爭效果之協議，原則上不得被豁免。11

(二) 研發協議 
 

1、定義 
 

研發協議之形式及範疇差異很大，本準則適用於所有的研發協議，但不適

用於結合及合資行為。研發協議能夠避免重複且不必要的成本，導致理念與經

驗交互受益，產品及技術快速發展。原則上，研發合作會增加整體的研發活動，

中小企業的研發合作亦會增加其整體的研發，並使其可以與更強的市場對手有

效競爭。12

2、相關市場 
 

在評估研發協議之效益時，市場界定的關鍵在於，指認可對協議當事人構

成競爭限制的產品、技術及研發努力。 

a、既有市場 
 
（a） 產品市場 

 
研發之目的若是在改良既有產品，則該既有產品及其代替物即構成相關

（產品）市場。研發努力之目的若在於對既有產品作重大改變或甚至以新產品

取代之，則新舊產品間之代替性是不完全或要等到長期以後才會發生，因此不

太可能屬於相同的相關市場。研發之標的若是某最終產品之重要零組件（例如

引擎之於汽車），則應將該最終產品市場納入零件產品一併計算。 

（b） 技術市場 
 

若產品上的智慧財產權是與產品分離出來授權使用，則亦應該界定相關技

術市場。技術市場是由被授權使用之智慧財產權及其代替品所組成。 

b、 創新競爭 
 

研發合作可能不會影響或不僅只是影響現有市場之競爭，而（亦）影響創

新競爭。當合作是以發展新的產品/技術以取代現有者、或以創造新的用途而產

生全新需求為目的時，即是如此。在此種情形，對創新競爭之影響即不容忽視，

但是在某些情況可能無法以分析現在或潛在產品/技術市場方式充分加以評

估。就此而言，視特定產業之創新過程可區分成二種情境分別處理： 

 
11 見本準則 1.3.2。 
12 見本準則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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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創新過程之結構允許在早期階段指認研發指標（R＆D poles）之產業 
 

例如在製藥產業，創新過程之結構使得在早期階段即可指認出研發指標。

研發指標是指發展新產品或技術的工作，以及在類似資源及時間內發展可代替

此種新產品或技術的工作。在此種情形，即可以分析在系爭協議之後，是否仍

有充分的研發指標存在。在評估是否有可信的競爭研發指標存在時，應考慮：

其他可能研發之性質、範疇、規模，其取得財務、人力資源、專利/營業秘密或

其他特殊資產之管道，以及其時間與利用可能成果之能力。 

(b) 無法指認研發指標之產業 
 

在此情形，除非有特殊情況，否則執委會不會評估某研發合作對創新之影

響，而將其評估限定在與系爭研發合作相關的產品及/技術市場。13

3、第八十一條第一項之評估 

(1) 協議之性質 

協議之性質可分為三大類，即不適用、幾乎總是(almost always)適用及可能

適用第八十一條第一項。大多數研發協議不適用本項規定：(a)在理論階段之研

發，距離利用可能成果還很遠；(b)非競爭對手之研發協議，例如無法獨立完成

研發之事業貢獻互補之技能、技術及其他資源。所謂潛在競爭必須是在實際的

基礎上判斷；(c)將之前的研發委外(outsourcing)由未積極利用研發成果之專業公

司或研究機構為之，並多半帶有技術移轉以及或獨家供應條款；(d)不包括共同

利用可能研發成果之研發合作。若協議之真正目的不是研發而是掩飾卡特爾行

為，則違反本項規定。反之，協議若自始不能認為未限制競爭，則應進一步分

析其市場力量及所處市場之結構。14

(2) 市場力量及市場結構 

除非合作研發之事業在既有市場具備重大市場力量，否則不容易產生負面

的市場作用。在創新之競爭未大量減少時，亦同。依據研發集體豁免規則，聯

合行為人加總之市場占有率必須超過 25%，否則不需分析其限制競爭之效果。15

4、第八十一條第三項之評估 

 
13 本準則 2.2（第 43-51 段）。 
14 本準則 2.3.1. 

15 本準則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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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濟效益 

大多數的研發協議均會帶來降低成本、觀念及經驗交互受益、技術進步及

快速發展新產品及技術的經濟效益。因此，只要此種協議對競爭之限制在適用

本項之市場占有率門檻以下，即可推定其正面效益大於負面作用，而加以豁免。

若研發協議形成或增加相當的市場力量，則當事人必須證明從事此項研發會帶

重大效益。 

(2) 不可或缺性 

研發集體豁免規則第五條所規定者在大多數情形均不會被豁免，因此可用

來作為並非不可或缺之限制的指標。 

(3) 未消滅競爭 

若因為研發協義使得某事業無論在既有市場或創新市場成為支配廠商，則

原則上不能豁免此種會產生第八十一條所指反競爭作用之協議。16

(三) 製造協議 

以下對其他五種協議評估之介紹限於定義部份，至於其分析架構則大致相

同故不一一細述，合先敘明。製造協議之方式及範疇有許多變化，大致可以分

成三類：以共同控制公司之合資(但如前所述，凡適用結合規則之合資，不適用

本準則)、專門化協議(當事人片面或互惠地停止生產某項產品而向對造購買之)

及轉包(subcontracting)。轉包協議是垂直協議，因此受到垂直限制集體豁免規則

及準則之規範。但有二項例外，即競爭者間的轉包，應仍適用本準則，以及非

競爭者間牽涉將技術移轉給下包商的轉包，則依循執委會於一九七九年一月三

十一日所發「針對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評估某些轉包協議之通知」評估

( Notice concerning the assessment of certain subcontracting agreements in relation to 

Article 81(1))。17

(四) 採買協議 

共同採買之形式很多，例如經由共同控制的公司、契約協議或甚至更為鬆

散的合作。共同採買經常是中小企業用以達成與較大競爭對手類似數量與折扣

的手段，原則上是有利競爭。縱使因而產生某種程度的市場力量，仍是會被規

 
16 本準則 2.4. 
17 本準則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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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經濟的經濟利益所抵銷（前提當然是當事人確實將其採買之數量集合在一

起）。共同採買可能會涉及水平及垂直協議，此時應採用二步驟分析法，首先應

依本準則之原則加以評估。若評估的結論認為可以接受此種競爭者所為之共同

採買，則應再依據垂直限制集體豁免規則及準則檢視個別的垂直協議。
18

(五) 商業化協議 

商業化協議包含競爭者在銷售、經銷或促銷商品上的合作。某些合作導致

共同決定所有與商品銷售有關事項--包括價格--之共同銷售，有的合作則是限定

在特定的行銷功能，例如經銷、服務或廣告。在此種較為限定的協議中最為重

要的應屬經銷協議。此種協議原則上受到垂直限制集體豁免規則及準則之規

範，但當事人為真實或潛在競爭對手時，僅有競爭者非互惠的垂直限制方可適

用垂直限制集體豁免規則，惟必須具備下列條件之一： 

1、買受人與其關係企業之年營收不得超過一億歐元，或 

2、 供應商同時是製造商及經銷商，而買受人只是經銷商，或 

3、 供應商在數個交易階層提供服務，而買受人在其賣受系爭服務之交易

階層並未提供競爭的服務。 

若競爭者同意在互惠基礎上經銷其產品，則此種協議在某些情況可能會以

分割市場或導致勾結為目的，或有此種效應。超過某種規模的競爭者所作的非

互惠經銷協議，亦然。19

(六) 關於標準之協議 

關於標準之協議的主要目的是，界定現在或未來產品、製造流程或方法所

應遵守的技術或品質標準。關於標準之協議包含的項目很多，例如在需要與其

他產品或系統相容及互相操作的市場將某項產品或技術規格標準化。關於品質

標章或管制機關核准所需要之條件，亦可以視為一種標準。但是關於提供專門

職業服務之標準，例如准許執行自由職業的規則，則不受本準則規範。20

(七)、環境保護協議 

環境保護協議是指當事人用以達成環境保護法定義之降低污染或環境保

護目的(尤其是歐體條約第一七四規定者)的協議。因此協議之目標或手段必須與

 
18 本準則 4.1 
19 本準則 5.1 
20 本準則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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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污染源或相關規則所稱之廢棄物直接相關，故若協議雖然降低污染，但卻

是其他手段之副產品者，並非環境保護協議。環境保護協議可以是用以決定產

品或製造流程環保表現之標準，或共同達成物質回收、減少排放或改善能源效

率等環保目標。 

許多會員國為符合國際環保義務，制定廣泛且適用整體產業之收回

( take-back )或回收機制。此種機制包含複雜的協議，包括水平及垂直的協議。

帶有垂直限制之協議不受本準則規範。
21

 

七、 未來改革之芻議 

(一) 現制之流弊 

歐盟部長會議於一九六二年制定第十七號規則，其基本架構始終未曾改

變，即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之禁止原則可直接適用(direct applicability)、

依據同條第三項須先將限制性約定申報執委會、再由執委會將之豁免。雖然執

委會、會員國之法院及競爭主管機關均可適用第八十一條第一項，但同條第三

項之豁免權只有執委會能行使。因此為需要豁免之限制性約定建立了高度集中

的許可制度。此項制度非常適用於只有六個會員國、而且均缺乏競爭文化的共

同體，歐洲共同體競爭法因此得以發展，並且有普遍一致的適用。 

然而此種先申報再經豁免的設計在執行上遭遇到龐大的問題，即大量的申

報蜂擁而至。於是執委會採行集體豁免及安慰信的作法以為因應。然而集體豁

免被批評為反經濟及過度官僚化(anti-economic and over-bureaucratic)，安慰信則因

為牴觸行政行為應公告且透明之原則，22以及無法消除協定可能因違反第八十一

條第一、二項而無效之風險，欠缺法律效力，被視為不足以取代執委會的正式

決定。此外，執委會從未能成功有效地運用其獨占的豁免權，以致積案嚴重。

以 1996 年-2000 年為例，執委會作成之個別豁免處分每年平均不超過五件。23隨

著歐體會員國不斷增加(現已有十五國，官方語言增加為 11 種)、歐洲市場大幅

度的整合，以及會員國均設立競爭法及主管機關，現有機制的妥適性更受到質

 
21 本準則 7.1. 
22 Commission, White Paper, Para. 35. 
23 Ehlermann/Atanasiu, in Ehlermann/Atanasiu (ed.), European Competition Annual 2000: The Modernization of 
EC Antitrust Policy, 2001, 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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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24

首先，它已無法有效保護競爭，因為執委會的獨家豁免權適足以阻礙會員

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及法院有效應用歐體競爭規範，而在申報機制下極少見到對

競爭真正構成威脅的案例，過去 35 年(至 1999 年 4 月止)事業所申報而未被檢舉

之案件中只有九件被執委會禁止，
25徒然消耗執委會的資源，使其無法將之用於

探查並處分重大違反歐體競爭規範之案件。其次，它亦對產業造成嚴重的負擔，

因為遵守規定的費用不斷增加，而且使得公司在未向申報執委會的情形下，無

法執行符合第八十一條第三項的協議。這對中小企業尤其不利，因為申報的費

用以及若未向執委會申報即無法執行協議的困難，均會對其在競爭上造成比大

公司更多的不利益。再者，由於會員國之競爭法主管機關及法院沒有援用第八

十一條第三項之權利，許多公司遂利用以向執委會申請豁免之方式，阻礙私人

向會員國法院及競爭法主管機關提起救濟程序。
26

執委會面對各界的批評，一開始是採取維持現有架構而進行局部改革的立

場，一直到一九九九年四月二十八日提出「歐體條約第八十五條及第八十六條

施行細則現代化白皮書」(White Paper on Modernisation of the Rules Implementing 

Article 85 and 86 of the EC Treaty，以下簡稱白皮書或White Paper)時，才徹底放棄

現制，被學者評為不僅是法制而且也是＂文化＂的革命。27

 

(二) 白皮書的規劃 

執委會白皮書在歐體條約第八十三條第二項第二款找到指導原則。依據該

款規定，第八十一條第三項施行細則必須考慮有效監督(effective supervision)以及

儘可能簡化行政程序的需要。所以白皮書的規劃大致如下： 

1、目標 

(1) 確保有效監督 

為確保能夠有效監督事業之限制競爭行為，執委會必須 

a、 重新調整其執行第八十一條之重點 

 
24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Regulation implementing Articles 81 and 82 of the treaty”, Explanatory 
Memorandum, 2. 
25 Commission, White Paper, fn. 53. 
26 Commission, White Paper, Para. 6. 
27 Ehlermann/Atanasiu, ibid., 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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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暨社會委員會早在一九六一年三月二十八日即指出，第

十七號規則所規定的申報及集中豁免制度有其固有之風險，亦即

將使執委會因為行政工作的超額負荷而偏離其真正使命，使其無

法對事業之協議及其真實效果進行嚴肅且深入的檢討。因此有必

要重新調整執委會執行第八十一條之重點，使其能將資源用於取

締尤其是已呈集中之市場或甫自由化市場上的卡特爾，以及嚴重

限制競爭及阻礙市場整合的限制行為。
28

b、 將競爭規範之適用權限下放各會員國 

在會員國不斷增加的情形下，對違反競爭規範之行為所採取

集中式的執法，將日益無效且不妥適，而應將其適用權限下放給

各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及法院，因為前者熟悉當地市場及其業

者，可迅速進行調查、採取救濟措施，後者能以保全措施迅速反

應，並且可以給予受害人損害賠償。
29

(2) 簡化行政程序 

a、 不需要事前許可制度 

採禁止限制競爭之行為的制度，並不需要事前許可制，方能

正常運作。事實上亦有法律制度雖然禁止限制競爭之行為，但並

未採行申報許可制。禁止制度並不意味著凡是限制競之行為均為

不法，而僅是禁止其中對競爭之限制達於可察覺之程度並且不符

合豁免條件者。因此事業並不需要將其限制競爭之行為交由行政

機關審核方能生效，第八十一條的禁止原則亦可以僅對違反該條

整體(目前在執行上將該條第一項及第三項分開之作法並不自

然，牴觸該條之整體性及其對限制競爭之行為應作整體經濟分析

的要求)之行為採事後監督而獲到滿足─尤其是禁止法制歷經三

十餘年之應用已被釐清，並對事業已比較具有可預測性。無論如

何，在不斷擴大的歐盟，吾人已無法想像事業應申報，而執委會

應檢查數以千計限制競爭之行為。30

 

 
28 Commission, White Paper, Para. 43, 45. 
29 Commission, White Paper, Para.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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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放鬆加諸企業之限制，同時維持充分的法安定性 

在現行制度下，事業在實現其產業及營業策略時，必須考慮

到需申報其限制競爭之行為，方能使其得到豁免，然而這對尤其

是中小企業造成很大的成本。因此競爭規範現代化的目標之一就

是必須避免阻礙事業間對競爭並不構成威脅之合作。
31此外，任

何的改革都必須致力於為事業維持合理程度的法安定性，因此應

一方面儘可能清楚界定未來制度，俾事業得自行評估其限制競爭

之行為是否合法，另一方面必須要有適當的預防及矯正機制以確

保不同機關(執委會、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與法院)執法之一致

性。
32

 

2、改革方向 

執委會認為改採可直接適用的豁免制度(a directly applicable exception 

system)是最能達成前述目標的選擇。此項改革有三大要素，即終結申報許

可制、非集中方式執行競爭法以及強化事後監督。 

(1) 終結申報許可制 

事業無庸再向執委會申報其限制競爭之行為，等待執委會之豁免

決定；該行為只要符合第八十一條第三項之要件，自完成之日起生

效，可立即向會員國之法院請求執行其契約。換言之，限制競爭之行

為只有在符合第八十五條第一項之禁止規定時，始為無效。因此事業

將取得更大的法安定性。此外，執委會以市場占有率為門檻，去除現

有規定造成的緊身衣效果，擴大集體豁免之適用範圍，使之涵蓋絕大

多數的協議─尤其是中小企業締結之協議。33

(2) 採非集中方式執行競爭法 

非集中方式行競爭法必然導致不同機關間新的職權分工。 

a、執委會 

未來執委會將不再針對個案作豁免決定，但仍將保留獨家提

 
30 Commission, White Paper, Para. 48, 49. 
31 Commission, White Paper, Para. 50. 
32 Commission, White Paper, Para.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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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規範條文(包括各種集體豁免之規定、通知、準則等)之權；其

次，執委會會將其注意力集中於情節嚴重的限制競爭行為，所以

被其禁止之行為預期會增加。除了作成禁止決定之外，執委會仍

有必要基於公共利益作作肯定決定(positive decisions)，肯定系爭

行為不適用第八十一條第一項。最後，事業經常針對執委會有意

見之部分提出具結(commitments)，未來執委會應有權決定接受此

種具結之要約，並使之具有法律拘束力。
34

 

b、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及法院  

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未來執行歐盟競爭法之角色應加強。為

達成此目的，除了必須刪除執委會之獨占豁免權，已如前述，另外

還須要二項配合措施。第一是應授權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得撤銷

集體豁免規定在其領域之適用，因為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最適於

評估在其領域內針對集體豁免規定涵蓋事項之協議，是否有不符合

第八十一條第三項之處，因此不應被豁免。第二是會員國競爭法主

管機關之間以及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與執委會之間，應該可以相

互提供檔案資料並直接以此檔案資料為證據，但是只能將此資料用

於其最初取得之目的。35

在可直接適用的豁免制度下，事業將無法再以向執委會提出申

報之方式，中止在會員國法院進行之程序，會員國法院得直接適用

第八十一條第三項。符合該條第三項之限制競爭行為因此可立即取

得民事上的強制執行性，該行為之被害人亦可更迅速地獲得賠償。

36

 (3) 強化事後監督 

強化事後監督的方法主要有三種。首先是加強執委會的調查

權，例如授權執委會官員得在調查之必要範圍內詢問事業代表人或職

 
33 Commission, White Paper, Para. 78. 
34 Commission, White Paper, Para. 84-90. 
35 Commission, White Paper, Para. 92-97. 
36 

Commission, White Paper, Para.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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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任何問題，要求其提供完整且正確的答案；傳喚任何可能提供有助

於調查資料之人。其次是使得更易於提起檢舉，因為執委會現在即已

十分依賴當事人的檢舉(其新收案件中 30%來自正式檢舉，其自行發

動之程序大多數亦來自非正式檢舉所提供之資料)，未來檢舉會更形

重要，故應鼓勵限制競爭行為之被害人提出檢舉。最後是加重處罰，

並規定事業團體之成員(即個別之事業)應共同為該團體之違法行為負

擔連帶責任。 

 

(三)「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及八十二條施行規則草案」 

執委會提出白皮書之後，再歷經各種公開諮詢意見之程序，於二０００年

九月二十七日提出「歐體條約第八十一及八十二條施行規則草案」(Proposal for a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es on competition laid down in 

Articles 81 and 82 of the Treaty and amending Regulations (EEC) No 1017/68, (EEC) 

No 2988/74, (EEC) No 4056/86 and (EEC) No 3975/87,一般簡稱 Proposal for 

“Regulation implementing Articles 81 and 82 of the Treaty＂，以下簡稱本草案)。本

草案維持白皮書之主要方向，共計四十二條。以下摘譯並摘要說明相關重要條

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直接適用 

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協議、事業團體之決議及互為

一致之行為不符合第八十一條第三項之規定者，以及構成歐體條

約第八十二條規定之濫用市場支配地位之行為，無待於執委會作

成決定，即不得為之。 

 

第二條：舉證責任 

在適用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及第八十二條規定之會員國

程序或共同體程序中，主張違反第八十一條第一項及第八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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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者，負證明之責；主張第八十一條第三項利益之人，負責證

明該項之要件。 

 

第三條：第八十一、八十二條與會員國競爭法之關係 

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規定之協議、事業團體決議或互為一致之行

為或第八十二條規定之濫用市場支配地位之行為，足以影響會員

國間之貿易者，歐體競爭法應排除會員國競爭法之適用。 

 

第二章 權責 

第四條：執委會之權責 

1.執委會為執行歐體條約第八十一、八十二條之目的，具有本規

則授與之權責。 

2.執委會得指定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協議、事業團

體決議或互為一致之行為之特定類型必須由事業註冊。執委會

於指定時，應規定註冊之程序及不遵守程序之罰則。協議、事

業團體決議或互為一致之行為經註冊者，並未授予註冊之事業

或事業團體任何權利，亦不影響本規則之適用。37

 

第五條：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權責 

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無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三項之情形

下，得於個案執行第八十一條第一項之禁令，以及執行第八十二

條之禁令。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為達成此項目的，得依職權或

檢舉要求停止違反禁令之行為、採取臨時措施、接受具結、處以

 
37 本條第二項旨在授權執委會，可針對集體豁免規定所不及之協議、事業團體決議及互為一致之行為，

規定註冊之義務。見Commission, 本草案Explanatory Memorandu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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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及強制金或其本國法規定之其他處罰。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

關基於掌握之資訊認定並無禁令適用之情事者，亦得表明不會採

取行動。 

 

第六條：會員國法院之權限 

會員國法院受理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之案件者，亦得適用

第八十一條第第三項之規定。 

 

第三章 執委會之決定 

第七條: 違法行為之認定及終止 

1.執委會依檢舉或職權認定有違反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或八十

二條者，得要求系爭事業或事業團體停止違法行為。為達成此

項目的，執委會得課予其必要之義務，包括結構性的救濟作為

(remedies of a structural nature)。38若有正當利益，執委

會亦得認定過去曾發生過違法之行為。 

2.為第一項之目的，會員國以及任何能說明具有正當利益之自然

人及法人，均得提出檢舉。39

第八條：臨時措施 

1.於競爭可能受到嚴重且不可回復損害之緊急情況，執委會經認

定可能有(prime facie)違法情事者，得依職權採取臨時措施。 

2.第一項之臨時措施最長不得超過一年，但得展延之。 

第九條：具結 

 
38 所謂結構性救濟包括資產的解組(divestiture)，見Commission, 本草案Explanatory Memorandum, 17. 
39 例如行為人有再犯之虞，或該案涉及新的問題，若加以釐清，有助公共利益時，均可作此認定，見

Commission, 本草案Explanatory Memorandum,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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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執委會決定命令事業停止違法行為前，系爭事業表示願意具結

排除執委會有意見之處者，執委會得接受該具結並使系爭事業

受之拘束。執委會接受具結時，應指定其期間。 

2.不論是否曾或正發生違反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或第八十二條

之情事，前項之接受決定應終止所有程序。40

3.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執委會得重開程序: 

(a) 接受決定所依據之事實發生實質改變； 

(b) 系爭事業違反具結；或 

(c) 接受決定係基於不完整、不正確或引人錯誤之資訊。 

 

第十條：不適用之認定 

為共同體公共利益之理由，執委會得依職權認定，基於掌握之資

訊，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之要件欠缺或第八十一條第三項

之要件具備，故第八十一條不應適用於某協議、事業團體決議或

互為一致之行為。執委會亦得就歐體條約第八十二條作此認定。 

 

第四章 與會員國主管機關及法院之合作 

第十一條：執委會與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合作 

1.執委會與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於執行歐體競爭規範時應密

切合作。 

2.執委會應將其執行第七條至第十條所收集文件中最為重要者

之影本，立即傳送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 

 
40 本項規定在於說明執委會作成接受具結之決定時，既未認定在具結之前已發生違法之行為，亦未認定

在具結後沒有違法之行為。執委會一旦接受具結，即應結案。見Commission, 本草案Explanatory Memorandum,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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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競爭主管機關被動受理或主動處理涉及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

或第八十二條之案件時，應於展開程序之際通知執委會。 

4.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依據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或第八十二

條作成要求停止違法行為、接受具結或撤銷集體豁免規定之豁

免利益處分前，應先諮詢執委會。為此項目的，會員國競爭法

主管機關至遲應於作成處分前一個月將案件之摘要以及於程

序中所製作最重要文件影本提供執委會。經執委會請求者，會

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亦應將與系爭案件有關之任何其他文件

影本提供執委會。 

5.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亦得就其他涉及歐體法之案件諮詢執

委會。 

6.執委會展開依據本規則作成處分之程序者，應免除會員國競爭

法主管機關執行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或第八十二條之權責。 

 

第十二條  資訊交換 

1.不論會員國是否有相反之規定，執委會及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

關均得相互交換事實面或法律面之資訊（包括秘密資訊），並

將之用為證據。 

2.依據前項規定提供之資訊僅得用於適用歐體競爭法之目的。依

據所提供之資訊作成之處罰，限於財務性質。41

 

第十三條：程序之暫停或終止 

1.兩個以上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就相同之協議、事業團體決議

或行為接獲檢舉或主動依據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或第八十二

 
41 此處所謂財務性質之處罰(financial penalties)係指金錢性質之處罰(pecuniary), 見Commission, 本草案 
Explanatory Memorandum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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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採取措施時，其他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得因為已有一個會

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處理系爭案件，而終止其進行之程序或

不受理檢舉。執委會亦得因為已有一個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

在處理系爭案件而不受理檢舉。 

2.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或執委會就已被其他競爭法主管機關

處理過之協議、事業團體決議或行為接獲檢舉者，得不受理之。 

 

第十四條：諮詢委員會(與現行規則第十條第三項至第六項大致相同，

從略) 

 

第十五條：與會員國法院之合作 

1.會員國之法院就涉及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或第八十二條之案

件，得請求執委會提供其持有之資訊或關於適用歐體競爭規範

之意見。 

2.會員國之法院應將其就涉及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或第八十二

條案件之判決影本，於作成判決後一個月內寄送執委會。 

3.執委會得基於歐體公共利益之理由，依職權向會員國之法院就

涉及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或第八十二條之案件提供書面或口

頭意見。執委會得請求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代表出庭。會員

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亦得主動就涉及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或第

八十二條案件向其所屬會員國之法院提供書面或口頭意見。 

 

第十六條：歐體競爭法之統一適用 

會員國之法院及競爭法主管機關應依據歐體條約第十條以及歐

體法統一適原則，致力於避免與執委會之決定抵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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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調查權限 

第十七條：經濟部門之調查(與現行規則第十二條大致相同，從略) 

第十八條：請求提供資料(與現行規則第十一條大致相同，從略) 

第十九條：製作訪談紀錄之權 

執委會為執行本規則之職務，得訪談可能持有有用資訊之任何自

然人或法人，並將其答案製作紀錄，俾執委會就調查中之事項提

出問題。42

 

第二十條：執委會之檢查權 

1.執委會為執行本規則之職務，得就事業及事業團體進行各種必

要之檢查。 

2.經執委會授權進行檢查之官員得： 

(a) 進入系爭事業及事業團體之建築物、土地及交通工具； 

(b) 進入任何其他可能存有商業紀錄之建築物，包括系爭事業及

事業團體董事、經理及職員之私宅； 

(c) 檢視簿冊及其他商業紀錄，不論其儲存在何種媒體； 

(d) 就檢視之文件製作影本或摘要； 

(e) 在檢查時查封任何建築物或商業紀錄； 

(f) 詢問事業或事業團體之代表人或職員與調查事項及目的有

關之資訊，並將其答案製作紀錄。 

                                                 
42 本條為執委會提供訪談任何自然人或法人（不論其本身是否為相關程序之當事人）並記錄其聲明之法

律基礎，可填補執委會現有調查權之漏洞。見Commission, 本草案Explanatory Memorandum,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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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經執委會授權進行檢查之官員行使職權時，應出具書面授權

書，其中載明檢查之事項及目的，以及若提供之帳冊或其他商

業紀錄不完整，或對依據本條第二項所提詢問提供之答案不正

確、不完整或引人錯誤，將處以第二十二條規定之處罰。執委

會在執行檢查之前，應及早(in a good time)通知檢查地之會

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 

4.事業及事業團體應服從執委會之檢查決定。該項決定應載明檢

查之事項及目的、指定檢查開始之日期，並指出第二十二條及

第二十三條規定之處罰以及得請求歐洲法院審查此項決定之

權利。執委會在作成檢查決定之前，應諮詢檢查地之會員國競

爭主管機關。 

5.檢查地所屬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官員，經該機關或執委會

請求者，應積極協助執委會之官員。為達此目的，檢查地所屬

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官員享有第二項規定之權限。 

6.經執委會授權之官員遇到事業阻止其依據本條規定進行之檢

查時，系爭會員國應提供其必要協助(包括提供警力協助)，俾

其執行檢查。 

會員國國內法要求必須先經法院許可始得提供警力協助者，應

預先申請此項許可。 

7.經執委會授權之官員欲行使第二項(b)款之權力時，應先取得

法院之許可。 

8.執委會決定是否合法，僅受歐洲法院之審查。會員國法院之權

限僅限於確認執委會之決定是否為真實，以及就調查項目擬採

取之強制措施並非恣意或過份。會員國法院不得審查系爭檢查

之必要性，或要求執委會提供不在該決定以內的資訊。 

 

第二十一條 會員國競爭法院機關之審查（與本研究較無關連，從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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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六章 罰則 

第二十二條 罰鍰 

1.執委會就事業或事業團體下列故意或過失行為（各種阻礙調查

之行為，從略），得處其上一年度總營收（total turnover）

百分之一以下之罰鍰：  

2.執委會就事業或事業團體下列故意或過失行為，得以其上一年

度總營收百分之十以下之罰緩： 

（a）違反歐體八十一條或八十二條；或 

（b）違反本規則第八條之暫時措施；或 

（c）違反本規則第九條有拘束力之具結。 

3.決定罰緩額度時，應考慮違反之情節及期間。 

4.事業團體被執委會依本規則處以罰緩而無力繳納者，執委會得

要求在事業團體違反規範時已為其成員之任何事業繳納罰

鍰。個別成員應繳納之罰鍰不得超過其上一年度總營收之百分

之十。43

5.依據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處罰不具有刑法性質。 

 

第二十三條  強制金(主要將額度調高為每日處以上一年度平均日營收

百分之五，從略) 
 

第七章  追訴時效 

第二十四條  課處罰鍰之期間限制(將部長會議 2988/74 號規則整合，從

略) 
 
第二十五條  課處強制金之期間限制(將部長會議 2988/74 號規則整

合，從略) 

 
43 鑑於事業團體鮮少有充分財力足以支付罰鍰，故本規則增加本項規定。見Commission, 本草案

Explanatory Memorandum, 27。 然而學者有批評本項規定對沒有能力控制其所屬事業團體之事業不公

平，可能會迫使其退出該團體。見Bourgeois/Humpe, The Commission’s Draft “New Regulation 17”, 2002. 
E.C.L.R. 43-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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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聽證及營業秘密 

 
第二十六條  當事人、檢舉人及第三人之聽證 
 

1.執委會於依據第七、八、二十二及第二十三條第二項作成決定

前，應聽取身為程序當事人之事業或事業團體針對執委會表示

異議事項之看法。執委會僅得以基於系爭當事人得對其異議表

示看法者，作成決定。應使檢舉人與程序關係密切(associated 

closely with the proceedings)。 

2.程序中應充分尊重系爭當事人之防禦權。在不妨礙事業保護其

營業秘密的正當利益下，系爭當事人得閱覽卷宗。前述正當利

益不得阻礙執委會揭露及使用證明違反規範行為之必要資訊。 

閱覽卷宗之權利不及於執委會及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機

密資訊及內部文件，尤其是不及於執委會與會員國競爭法主管

機關間及後者彼此間之書信，以及依據第八條及第十一條草擬

之文件。 

3.執委會或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得聽取其他自

然人或法人之看法。 

其他自然人或法人證明有充分利益而提出申請者，應准許其表

示看法。 

 
第二十七條：營業秘密(與現行規則第二十條大致相同，從略) 

 
第九章  集體豁免 

 
第二十八條  集體豁免規定之頒布 

 
1.執委會依據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三項之規定，在本條第二項

至第五項之條件下，得以宣告第八十一條第一項不適用於某種

類型之協議、事業團體決議或互為一致之行為。 

2.豁免規定必須界定其適用之協議、事業團體決議或互為一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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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之類型，並特別指明不得豁免之限制行為以及必須具備之

條件。 

3.豁免規定必須有時間限制。 

4.執委會在頒布豁免規定時，必須先將其草案公告，並邀請相關

各界在其指定不得短於一個月之期間內提出評論意見。 

5.執委會公告豁免規定草案或頒布豁免規定前，必須諮詢限制競

爭行為及獨占諮詢委員會。 

 

第二十九條 於個案撤銷集體豁免規定之適用 
 

1.執委會主動或基於檢舉，認定有集體豁免規定適用之協議、事

業團體決議或互為一致之行為，在特定個案具備抵觸第八十一

條第三項之效果者，得撤銷該豁免規定之利益。 

2.有集體豁免規定適用之協議、事業團體決議或互為一致之行

為，於特定個案在會員國領域或其中具有完整明確相關特徵之

地理市場，具備抵觸第八十一條第三項之效果者，會員國競爭

法主管機關得就該領域撤銷該豁免規定之利益。 

 
第三十條   以規定排除豁免規定之適用 

 
依據第二十八條頒佈之豁免規定得指定，特定市場之協議、事業

團體決議或互為一致之行為，於特定情況下排除該豁免規定之適

用。執委會得以規定指定此種情況以及集體豁免不適用系爭協

議、事業團體決議或互為一致行為之期限。44前述期間不得少於

六個月，第二十八條第四項及第五項準用之。 

 

參、德國法制之研究 

 
44 反競爭之效果經常是由數個平行之協議或由協議組成之數個網路所造成。在此情形，僅針對個別協議



 39

                                                                                                                                                        

一、限制競爭防止法關於聯合行為之最新修正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GWB)於一九九八年五月第六次修正(一九九九年元

旦起生效)，其修法的主要動機是為了與歐洲聯盟之競爭規則調和，因此變動的

幅度整體而言不算太大。但是關於聯合行為的規範倒是有不少修正。其中最值

得注意的有： 

(一) 修改聯合行為的定義 

採取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之立法例，放棄了卡特爾法自一九三三年

起所採接近合夥法關於卡特爾的定義： 

「事業或事業團體為共同目的締結之契約以及事業團體之決議，足以經由

限制競爭而影響商品或交易市場關係者，無效。但本法另有規定者，不

在此限。」， 

而將第一條修改為： 

「處於競爭關係事業間之協議、事業團體間之決議及互為一致之行為，以

阻礙、限制或扭曲競爭為目的或有此種作用者，不得為之。」 

事實上GWB在一九七三年第二次修正時就已於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禁止互

為一致行為（：「事業或事業團體間互為一致之行為，依本法不得成為契約之客

體者，不得為之。」），然而此項規定在德國實務上的意義不大，因為德國對於

卡特爾協議（或契約）採取廣義的解釋，因而排擠了互為一致行為禁令的適用

空間；其次，卡特爾官署在以往很難證明互為一致行為之要件，尤其是在市場

力量集中的市場，由於勾結成本甚低，卡特爾官署難於將互為一致行為現形。45

即使在公眾要求卡特爾官署介入取締互為一致行為時（例如汽車製造商調漲價

格、銀行不調漲存款利息），卡特爾官署亦無法認定有應加以禁止的互為一致行

為。此與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禁止互為一致行為之規定在歐洲聯盟實務

具有之重要性，恰恰形成強烈對比-----雖然歐洲法院認為，尤其是在連續行為時

並不需要將個別行為歸類為互為一致行為或協議。46

德國此次修改GWB時將「第二十五條第一項關於互為一致行為之禁令依

 
或網路撤銷豁免之利益，尚不充分。妥適的作法應該是將該集體豁免規定排除適用於系爭特定市場。見

Commission, 本草案Explanatory Memorandum, 29. 
45 Zimmer in Immenga/Mestäcker, § 1 Rdnr. 98（3. Aufl., 以下若不特別註明本書之版次，均為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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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歐體條約第八十五條（現為八十一條，作者註）第一項，納入第一條之中。」

47其目的在於配合歐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既然如此，歐洲法院對於

互為一致行為之解釋即可援用來解釋德國法。48依據歐洲法院之判決，互為一致

行為係指事業間的一種協調，此種協調「雖然並未締結固有意義的契約，但卻

有意以實際的合作（praktische Zusammenarbeit）代替帶有風險的競爭。因此互

為一致行為依其本質並不具備「協議」之全部構成要件，而是特別也可以在由

參與人之行為得出的協調中發現。」「事業應獨立競爭之原則雖然並不禁止事業

注意競爭對手已確定或期待中之行為而配合之，但卻嚴格禁止出於影響現在或

潛在競爭對手之目的，事業間直接或間接之引導(Führungsnahme)。」
49

簡言之，有意識的實際合作是互為一致行為之核心，因此行為人之間至少

要有某種相互的接觸，若只是某一事業自我形成之意見與行為（不論其處於何

種影響之下），或只是某一事業有意模仿他人之行為，均非「互為一致」，因為

欠缺另一方有意的共同作用。準此，因為市場條件而偶然發生的相同行為，亦

非互為一致行為。
50

(二) 刪除了一些例外許可之聯合行為 

此次修法刪除了舊法中的折扣卡特爾、輸出卡特爾及輸入卡特爾。以下僅

針對我國公平法第十四條亦規定之輸出及輸入卡特爾加以探討。 

1、輸出卡特爾 

德國GWB自一九五七年制定之初即規定有輸出卡特爾，並將之區分

為二種，一種是純粹輸出卡特爾(自動豁免於卡特爾之禁令)，另一種是帶

有內國作用之輸出卡特爾(須經卡特爾官署許可，始得豁免於卡特爾之禁

令)。然而此項制度自施行以來即受到學界的強烈批評，其中可以法蘭克

福大學Rehbinder教授之意見為代表。Rehbinder教授認為此制源於已過時

的重商主義，違反國際分工以及世界貿易組織的自由化命題，並抵觸德國

 
46 Langen/Bunte, KartR（9.  Aufl. 2001）, § 1 Rdnr. 57-58. 
47 其立法理由，見BT Drucks, 13/9720, 31。 
48 Langen/Bunte, KartR, § 1 Rn. 59. 
49 EuGH, 14. 7. 1972 ICI； 16. 12. 1975 Zucker；14. 7. 1981 Züchner，引自Langen/Bunte, KartR, § 1 Rn. 59.
相關中文文獻可參閱黃立，歐洲共同體之競爭規範，政大法學評論，45 期(81 年 6 月)，頁 85-143(頁 88)；
何之邁，公平交易法專論，1993，第 122 頁以下。 
50 Langen/Bunte, Kart R, § 1 Rn. 62,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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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的自由外貿政策。51此外，本條規定所欲達成之防衛、協助中小企業

及累積外匯三項目的亦無法實現，因為輸出卡特爾在實務上經常演變成國

際貿易之障礙、妨礙德國援外政策目標之實現，乃至成為參與事業在國內

市場從事限制競爭行為之合法掩護；更何況以人為方式維持高的出口價格

是否有效果，繫於市場之競爭及需求彈性，並不是採輸出卡特爾即必然會

改善國際收支或提高出口的總值。
52因此GWB此次修正將之刪除。 

2、輸入卡特爾 

德國GWB亦於立法之初採行輸入卡特爾。立法者當時的想法是鑑於

當時德國外匯存底匱乏，因此要建立足以對抗來自外國聯合或獨占事業商

品之相對力量(Gegenmachtbildung)，俾德國消費者能在國內市場得到價格

下降或交易條件改善之利。然而此制同樣受到學說的詰難。因為經由輸入

卡特爾所獲得之經濟利益很容易被卡特爾成員所獨享，而不移轉給下一層

級的交易市場，以致原本由外國出賣人享有之獨占利益會變成由輸入卡特

爾成員之獨占利益。究其實際，本條規定在實務幾乎已沒有任何意義，53

因此GWB此次修正將之刪除。 

 

(三) 增加聯合行為例外許可之概括規定 

GWB自一九二○年代以來即只窮盡列舉得例外許可之特定卡特爾，但是

此項機制與前述之歐洲聯盟之競爭規則本多抵觸，因此此次修法在第七條增加

了一概括性例外許可聯合之規定54： 

「（1）有助於改善商品或服務之發展、生產、分配、取得、回收

或處理（Entsorgung）之協議及決議，在下列條件下豁免第一

條禁令之適用：消費者適當分享所得之利潤、參與事業無法以

其他方法獲得此項改善、此項改善與附帶對競爭之限制成適當

比例，以及對競爭之限制不會導致支配市場力量之產生或強

 
51 Rehbinder in Immenga/Mestmäcker, § 6 Rdnr. 21, 25 (2. Aufl., 1992). 
52 Rehbinder in Immenga/Mestmäcker, § 6 Rdnr. 20-21 (2. Aufl., 1992). 
53 Rehbinder in Immenga/Mestmäcker, § 6 Rdnr. 1-4 (2. Aufl., 1992). 
54 Immenga in Immega/Mestmäcker, § 7 Rdnr. 1. 



 42

                                                

化。 

（2）以經由專業化或其他方式達成經濟活動之合理化、商品之

共同採購或服務之共同取得或統一條件之應用為標的之協議

或決議，僅得依據第二條第二項（條件卡特爾）及第三條至第

五條（分別為專業化卡特爾、中小企業卡特爾及合理化卡特爾）

之規定豁免第一條禁令之適用。」 

 

二、不追訴輕微卡特爾 

德國聯邦最高法院於一九六二年之“Spar＂判決開始，55就一直認為GWB

第一條規定只適用於具有可察覺之市場影響（spübare Markteinflüsse）的聯合行

為。反之，若係對市場並無可察覺之影響的所謂「輕微卡特爾」（Bagatellkartell），

並不在禁止之列。此項見解已為德國學說普遍接受。現今德國法院及卡特爾官

署分別從限制構成要件及法律效果之方式，處理輕微卡特爾，即先在構成要件

之層面將一部份輕微卡特爾排除在禁止之外，再將剩餘之輕微卡特爾排除在卡

特爾官署可採行措施之外56。 

德國聯邦卡特爾局於一九八０年頒布「不追訴輕微限制競爭之合作協議通

知 」 (Bekanntmachung des Bundeskartellamtes über die Nichtverfolgung von 

Kooperationsabreden mit geringer wettbewerbsbeschränkenden Bedeutung)。該項通知首

先表明禁止聯合之規定只適用於「足以可察覺地影響市場關係的限制競爭協

議、決議及互為一致之行為」（見該通知第 I 點）。其次，該項通知表示符合下

列三項要件之卡特爾，原則上不在聯邦卡特爾局追訴之列：1. 以協調事業不同

功能為手段的合作，帶有提升效率之作用；2. 僅有少數在法律上及經濟上獨立

的中小企業參與合作；3. 參與合作之中小企業的市場占有率未超過 5%。若其

他競爭對手之競爭地位因聯合行為而惡化之程度達於“非不重大＂（nicht 

unwesentlich），或供應商或買受人在市場上交易條件可能因為聯合行為而惡化，

則縱使具備前述三項要件，聯邦卡特爾局仍得例外禁止之（但並不處以其他處

罰）（見該通知第 II 點）。聯邦卡特爾局並接受事業之申請，審查系爭聯合行為

 
55 BGHZ 37, 194(200). 
56 Schneider, Das Bagatellkartell, 199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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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為法所禁止。不過當市場關係發生變化或參與合作事業之競爭對手、供應

商或買受人主張其地位惡化時，聯邦卡特爾局得重新審查（見該通知第 III 點）。 

 

三、鼓勵中小企業合作 

德國如同台灣均是以中小企業為經濟活動之骨幹，因此亦深知其對市場經

濟之不可或缺性。中小企業雖然因為具有彈性而可在競爭中與大企業對抗，但

是不可否認其在面臨大企業在採購、生產及行銷具有之規模優勢確實有其劣

勢。所以自一九七三年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二次修正時起，德國立法者即陸續在

該新增修訂鼓勵中小企業合作的相關規定。經一九九八年第六次修正後，該法

共有三種可用來鼓勵中小企業合作的規定，即第四條第一項(中小企業經濟行為

合理化卡特爾)、第二項(中小企業採買合作)以及第二十二條第二項(中小企業建

議)。德國聯邦卡特爾局於一九九九年頒布「依據卡特爾法中小企業合作可能之

通知」(Merkblatt des Bundeskartellamtes über die Kooperationsmöglichkeiten für 

kleinere und mittlere Unternehmen nach dem Kartellgesetz，以下簡稱中小企業合作通

知)，協助中小企業理解與運用前述三種鼓勵其合作之規定。 

(一) 中小企業沒有固定之標準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雖然多次提及中小企業，但是並未對何謂中小企業加

以定義。依據中小企業合作通知的說明，必須在個案中依據系爭之市場結構---

而不是依據絕對的數值 (例如年度營業額及員工人數)，方能認定中小企業。若

採固定公式界定中小企業，適好牴觸本法改善中小企業競爭力的目標。在個案

中何者屬於中小企業，取決於事業規模在系爭經濟部門之相對性(Relation der 

Unternehmensgröβen im jeweiligen Wirtschaftszweig )，其中最重要的是其與中小企

業以卡特爾行為抗衡之大企業的關係。 

(二) 中小企業經濟行為合理化卡特爾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 : 

「採本法第三條專門化卡特爾以外之事業合作方式而以經濟行 

為合理化為其標之協議與決議，符合下列條件者，得不受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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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之限制： 

(c) 並未對市場競爭造成重大限制，並且 

(d) 有助於改善中小企業之競爭力。」 

依據同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一句之規定，此種卡特爾必須向卡特爾官署申報

才 能 不 受 第 一 條 禁 止 卡 特 爾 之 限 制 。 其 變 更 亦 同 。 經 濟 行 為 合 理 化

(Rationalisierung wirtschaftlicher Vorgänge)此一標準，自始即將主要不是為了合理

化成果而是以排除競爭為目的之合作，排除在本法第四條第一項之適用範圍。

因此，只是為約定價格，則絕對不允許。只有在與其整體在於提升競爭力之合

作有直接且內在關聯的情形下，關於價格或價格分成的約定，方才被允許。即

使關於由共同銷售點獨家經營之義務，只要與合理化有關，就可以是本法第四

條第一項之協議。
57  

 

(三) 中小企業採買合作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四條第二項： 

「以共同採買商品或取得服務為標的而且未對參與事業形成超

出個案之購買強制的協議及決議，具備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之要件者，不適用本法第一條。」 

其前身為一九九０年加入該法之第五條之三。本項規定在前述中小企業經

濟行為合理化卡特爾之一般例外之外，特別再就共同採買訂定特殊的豁免規

定，其產生的背景是柏林高等法院於一九八六年二月二十六日＂Selex / Tania＂

判決中表示，共同採買典型會發生的規定因為限制供應商之選則機會而受到卡

特爾禁令之限制。 

雖然本項之立法理由直接了當表示繼受舊法之規定，但仍是有二點與之不

同。第一是舊法全然不准共同採買對參與事業形成購買強制( Bezugszwang )，而

現行規定則例外允許在個案上為平衡中小企業對大企業之弱點所必要之購買強

制。第二是舊法對採買合作是採自動豁免，而新法第九條第四項第一句則是要

 
57 中小企業合作通知Teil I, A. I; Immenga in Immenga/Mestmäcker § 4 Rdnr.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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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參與事業將之向卡特爾官署申報，惟申報並非豁免卡特爾禁令之前提要件，

而僅是為了供卡特爾官署取得監督卡特爾所需要的各種資訊。58

 

(四) 中小企業建議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於一九七三年第二次修正時，為了使中小企業能夠在

保持其獨立性的條件下，擁有與大企業相同的事業機會，遂於第三十八條第三

項第一款增加「中小企業建議」得不受一般建議禁止限制之規定。現行法將之

幾乎原封不動接受，而改列為第二十二條第二項：  

「中小企業組合在參與事業之範圍內所作之建議， 

1、有助於改善參與事業對大企業之競爭力，而且 

2、明白對被建議人表示其並無拘束力，並且未使用經濟、社會

或其他壓力加以實現者， 

不受第一項禁令（作者說明：即禁止為規避本法禁令而採建議之

方式）之限制。」 

本項規定使得中小企業得以各種形式的共同營業政策（特別是共同的型

錄、看板及報紙廣告、建立共同檢選及特價活動）改善其競爭之機會。59當中小

企業建議不再具備前述要件或被濫用時，卡特爾官署依據本法第二十二條第六

項之規定得禁止之，並禁止相同形式的新建議。 

 

肆、美國法制之研究 

近年來美國反托拉斯法關於聯合行為之規定並無修訂，而聯邦政府之執法

重點為取締國際的卡特爾行為，司法部在二○○○年取得重大勝利，成功揭發

了幾件國際卡特爾行為，對犯罪事業科以天價罰款（處BASF二億二千五百萬美

元罰金，處Hoffman-La Roche五億美元罰金），並將犯罪事業之高階主管成功地

交由法院判刑入監服刑，其中還首度包括數名外國人（二名德國人、二名瑞士

 
58 Sauter in Immenga/Mestmäcker § 9 Rdnr. 5; 中小企業合作通知 Teil II A, B II 1. 
59 中小企業通之 Teil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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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一名日本人）。60此外，司法部與聯邦貿易委員會認識到競爭者在現代市場

合作之需要，以便擴展到國外市場、資助昂貴的創新努力與降低成本，因此於

二 ○ ○ 一 年 公 布 「 競 爭 者 合 作 之 反 托 拉 斯 準 則 」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以下簡稱本準則)，詳述其檢驗競爭者合作關

係之分析架構，以便企業經營者自行評估其合作關係受到反托拉斯法挑戰之可

能性。 

本準則係試圖在美國各法院與聯邦交易委員會間就判斷聯合行為之歧

見，提出一套明確之分析標準與演繹方向。61由於其僅為指導原則，故並未描述

實際訴訟個案之處理，亦未分配舉證責任。以下茲將本準則內容分為：競爭者

合作之概念區分、評估競爭者協議之原則、基本分析架構及安全區四大部分，

論述其規範之內容。 

 

一、競爭者合作之概念區分 

 

美國司法部與聯邦交易委員會（以下合稱「主管機關」）在本準則 1.1 之

定義中即明白揭示： 

「競爭者合作一詞，包含一切存在於競爭者間從事經濟活動之協

議(但不包括結合協議)以及因此所產生之經濟活動。」 

 

故原則上企業經營者為達到資源整合之效果，透過如合資(joint venture)、

策略聯盟、授權協議及組成貿易或專門職業團體等模式與其他有競爭關係之企

業的合作關係，均屬此處之競爭者合作的規範範圍。此處之競爭者包含現在與

潛在之競爭者。若證據顯示某事業在無該協議存在之情形下有合理之可能進入

市場時，主管機關即會將之視為潛在競爭者。此外，若證據顯示現在競爭者因

為顧及其限制競爭行為可能導致某特定事業進入市場，而於其進行具競爭意義

之重大決定時受後者相當拘束，則主管機關亦會以潛在競爭者看待後者。因為

此時該事業之進入市場潛力，在現實上已達到抑制限制競爭行為的效果，其一

 
60 Davidow, United States Antitrust Developments in the New Millenium, World Competition 24（2001）, 
425-442（426）. 
61 惟有論者以為本準則嚴格之標準，背離美國過去二十五年來之反托拉斯實務。詳參Comments on the 

Draft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 submitted by Kolasky/Bell/Fallingham of 
Wilmer, Cutler & Pickering to the U.S. DOJ and FTC on behalf of Eastman Kodak 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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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參與合作行為，對市場競爭造成之衝擊將與現在競爭者參與合作行為不相上

下，自應納入本準則之規範範圍。 

競爭者合作依其合作內容及型態，對市場競爭產生大小不一之影響，惟因

其大多數並未完全終止參與者間於相關市場上之競爭關係，原則上不會產生如

事業結合般之強大效果。但具備下列條件時，競爭者合作會產生與參與事業部

分或全部結合之相同競爭效果，主管機關會將水平結合準則適用於競爭者之合

作 關 係 ： 在 競 爭 者 合 作 涉 及 相 關 市 場 經 濟 活 動 之 效 率 提 升 整 合

（efficiency-enhancing integration）、完全排除參與者間於相關市場上之競爭關

係，且該合作關係依其特定且明示之文字未能於充分限定之期間內（期間依產

業類別而異，惟通常以十年為原則）結束。
62  

 

二、評估競爭者協議之原則 

主管機關判斷競爭者合作適法性之原則如下: 

(一) 潛在之促進競爭效果 

潛在之促進競爭效果（potential pro-competitive benefits）。主管機關肯認競

爭者之合作可在許多方面增進消費者福利，例如以較低價格、較快速度提供消

費者更有價值之商品或服務。此外，競爭者之合作可因為結合不同之產能或資

源而提升效率，達成單一事業無法企及之規模及範疇經濟。63

(二) 潛在反競爭之傷害 

潛在反競爭之傷害（potential anticompetitive harms）。競爭者之合作對競爭

及消費者可能造成之傷害有：加強其提高價佫、減少產量、降低品質、服務或

創新的能力及誘因。此種合作協議可能限制參與者獨立決策之能力，匯集其在

生產、關鍵資產或關於價格、產量等之控制或利益，或降低參與者獨立競爭之

意願與能力。競爭者之合作亦可經由交換或揭露競爭上敏感資料等協力方式，

促成顯性或隱性勾結(explicit or tacit collusion)。64

(三) 分析競爭者合作之個別協議及其整體合作關係 

 
62 見本準則 1.3. 
63 見本準則 2.1. 
64 見本準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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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之合作可能是由一個或數個協議組成，所以主管機關會評估整體合

作關係及個別協議或一套協議對競爭造成之效果。因此本準則所稱之相關協

議，可意指整體合作關係、個別協議或一套協議。當兩個以上之協議因緊密相

連而其共同造成之促進或限制競爭的效果無法分割時，主管機關將同時評估該

等協議。
65

(四) 以對競爭可能有傷害之時點評估競爭者合作之競爭效益 

競爭者合作協議會隨著其內部之重組、採行新的協議、參與者之增加或減

少、市場出現新的情況或占有率之改變，在不同時間而有不同的競爭效益。主

管機關則是以對競爭可能生傷害之時點(可能是合作成立的時候，也有可能是在

之後的階段)，評估相關合作協議之競爭效果。然而在競爭者形成合作之後若要

評估其競爭效果，則應充分考量在系爭行為變成反競爭之前，因為信任相關協

議已作重大沉沒成本投資(significant sunk cost investments)之參與合作事業的合理

期待。
66

 

三 、基本分析架構 

 最高法院在分析競爭者合作時大致採取兩種分析模式，一為當然違法

（per se illegal）類型之分析，另一則為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之分析。某些

協議因產生限制競爭之可能性極高，復因其沒有任何重大有益競爭之效益，故

被歸類為不需進一步分析之當然違法類型。此時主管機關不待深入分析將逕行

質疑其適法性。 

未落入當然違法類型之協議，將以合理原則之模式分析。此分析模式著眼

於該協議存在前與存在後之市場競爭狀態。相對於競爭者合作之態樣繁多，合

理原則具備相當彈性，會依協議之性質及市場情況調整焦點與細節。67

(一) 當然違法之協議 

凡是總是或幾乎總是(always or almost always)導致價佫上漲或產量減少之

協議，即當然違法。曾被歸類為當然違法類型之協議，多屬意在固定價格或產

量、不正競標(rig bids)，或藉由分配客群、供應商、區域或商業類別以達分配

 
65 見本準則 2.3. 
66 見本準則 2.4. 
67 見本準則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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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目的之合作約定。一旦競爭者之合作關係被評價為當然違法，法院不再考

慮其商業目的、促進與限制競爭效果或整體競爭影響之評估。惟並非所有可能

屬於當然違法類型之協議，均無法進入合理原則之分析。在競爭者合作涉及經

濟活動效率之提升整合，而系爭協議與該整合具合理關聯(reasonably related 

to)，且為達成該整合之促進競爭效果所合理必要(reasonably necessary)者，即便

系爭協議屬上述當然違法類型，主管機關仍會以合理原則分析之。 

效率提昇整合之參與者通常都會匯集重要資本、技術或其他互補性資產，

以產生單一競爭者無法企及之促進競爭效果。故單純在價格、產量、客群、區

域等方面之協調尚不屬之；未透過整合而產生之成本降低，亦不可作為避免被

指責為當然違法之理由。若參與者可透過實際且顯然較為緩和之手段（practical, 

significantly less restrictive， 即顯然比較不是如此限制競爭之協議）達成相同

之整合效果，該協議即非屬合理必要。此處較緩和之手段限於現實可行之替代

手段，非指僅於理論上存在之替代選擇。
68

(二) 以合理原則檢驗之協議 

合理原則是美國最高法院在審理反托拉斯法訴訟案件所運用的分析方

式，其觀察之重點在於，較諸協議不存在之情形，該協議是否增加了企業提高

價格或降低產量、品質、服務或創新的能力或動機。主管機關參考法院歷年來

之判決及學說意見，歸納出下述步驟及判斷時之考慮事項：69

1、相關協議之性質 

主管機關通常以檢視協議性質之方式，作為評估限制競爭效果的第一

個步驟。於認定協議是否造成限制競爭之影響時，該協議之商業目的、其

運作在市場上之實際影響及其他可能之競爭上考量，均足以影響主管機關

之判斷。若依協議之性質再加上市場力量（market power）顯示，70不會有

反競爭之傷害，則主管機關原則上不會質疑該協議之適法性。反之，倘依

 
68 見本準則 3.2. 
69 此處之合理原則分析標準係概略的針對所有競爭者合作之類型，惟美國之司法實務上亦曾針對特定合

作行為或內容，建立一套合理原則之分析步驟與標準，此可參見楊秀枝，合資之排外行為的合理原則

分析—以SCFC LLC, Inc. v. VISA U.S.A., Inc.案為中心，公平交易季刊，第 7 卷第 3 期(88/7)，第 33-98
頁。此等針對特定合作行為或內容建立之標準，在本準則頒布後是否會有所改變，尚待進一步觀察。 

70 有時無庸界定相關市場即可認定欠缺市場力量，例如在不論依任何一種市場界定均不太可能有市場力

量的情形，不必追究採哪一種市場界定方為正確。容易進入市場亦可能是欠缺市場力量的指標。見本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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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性質顯然可能有反競爭之傷害，71或協議之運作已造成相當之限制競

爭效果者，若沒有足以中和其限制競爭效果的競爭上利益，主管機關原則

上不經仔細的市場分析，72即質疑該協議之適法性。73

在著眼於協議性質之下，本準則例示(並非窮盡列舉)數種有限制競爭

之虞的協議類型： 

(1) 限制參與者獨立決策或匯集控制力或經濟上利益之協議 

製造合作關係(Production Collaborations)指競爭者間共同製造商品

或原料之協議。此種協議通常有助市場競爭，使得參與者得更有效率

地生產商品或生產出其個別無法生產之商品。但亦可能因限制參與者

之獨立決策，或藉由聯合對產量、主要資產或其他競爭上重要變數之

控制力，導致或增加其市場力量，因而降低參與者獨立競爭之能力。 

行銷合作關係(Marketing Collaborations)促成競爭者共同販賣、經

銷、推廣其商品或服務，可能有促進競爭之效果(例如使得商品迅速

且更有效率上市)，但亦可能導致限制競爭之效果，例如可能減少甚

至完全排除比較廣告，致消費者無法取得關於價格或其他競爭上重要

變數之充分資訊。 

採買合作關係(Buying Collaborations)常出現於競爭者共同購買某

必需原料時，通常不至產生限制競爭之顧慮，但亦可能因買主獨家壟

斷市場而形成「獨買力量」（monopsony power），使該原料之價格高於

自由競爭時之水準而降低參與者之產品產量。經由將參與者之成本標

準化或使得參與者得透過採購之數量推測或監視其他參與者之生產

水準，購買合作亦可能導致勾結。 

研發合作關係(R&D Collaborations)有助參與者更有效率的研發或

改善產品、服務或生產過程，故絕大部分均具促進競爭之效果，而應

 
則fn. 26。 
71 美國最高法院在 1999 年California Dental Association v. FTC一案表示若有明顯的反競爭效果，則可迅速

譴責其非法性。見本準則fn. 27. 
72 美國最高法院在Indiana Federation of Dentist v. FTC（476 U.S. 459-460）一案，未經仔細的市場分析，

立即譴責以不提供X光片給病患之保險公司限制競爭之協議。見本準則fn.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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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合理原則分析。惟亦可能如上述其他合作關係產生限制競爭效果，

特別是當該合作關係或其參與者握有之資源，可確保其對現有產品之

市場力時，亦較難期待其在可能瓜分其現有利益之技術上投入研發努

力。另外，在研發競爭侷限於擁有專門特殊才能或資產（例如智慧財

產權）之公司，或存在有足以削弱市場後進追趕能力之管制程序

（regulatory approval process）時，限制競爭亦較可能發生。
74

(2) 促成勾結之協議 

上述任何方式之合作關係都會涉及某程度之資訊交換，亦因此提

高競爭者在產品價格、產量等方面相互勾結的可能。其中研發活動因

為通常係秘密進行，其合作關係是否有限制競爭之效果毋寧是最難掌

握的。 

在合作關係涉及資訊交換之場合，主管機關考量之重點在於該交

換之資訊的本質。交換有關競爭上敏感變數（competitively sensitive 

variables）之資訊(例如價格、產量、成本、策略規劃)以及個別公司之

現行之資訊，較諸交換有關非敏感性變數之資訊、數公司之平均資料

或過去之資訊，自然更易引起限制競爭之顧慮。75

2、受競爭者合作影響之相關市場 

若經由協議對之本質分析顯示可能有競爭之疑慮，但未經深入市場分

析無法質疑此種協議之適法性，則主管機關即會深入分析，首先是分析受

合作協議影響之相關市場。除了相關產品市場及地理市場之外，若智慧財

產獨立於商品之外而被授權使用，則主管機關在評估包含智慧財產權授權

之合作協議的競爭效果時，會另外界定技術市場。若商品及技術市場尚不

足以充分評估競爭者合作對創新之影響，主管機關會進一步界定並分析創

新市場。76  

3、 市場占有率及市場集中度 

 
73 見本準則 3.3. 
74 見本準則 3.31 及 3.31(a). 
75 見本準則 3.31(b). 
76 見本準則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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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占有率及市場集中度影響系爭協議導致或增加市場力量或行使

市場力量之可能性。市場占有率影響合作或其參與者為在特定相關市場造

成反競爭效果時必須限制其產出之程度，事業控制之產出占總產出之比例

越少，越需要嚴格限制其產出，方能使價格上揚達到特定的水準。而市場

集中度則與在相關市場達成及維持勾結之難度與成本息息相關。
77市場占

有率及市場集中度之計算依照水平結合準則之規定為之。 

4、影響參與者及其合作關係之競爭能力與意願的因素 

當協議本質、市場占有率及集中度之檢驗結果顯示該協議有限制競爭

之可能後，主管機關將對參與者及其合作關係在實際上是否有獨立競爭之

能力與意願，作更深入之探討。其考慮事項通常集中於以下六點: 

(1) 排他性(exclusivity)：系爭協議允許參與者彼此間及其與

合作關係繼續競爭之程度與方式。 

(2) 資產控制力:協議是否要求參與者提供對其維持獨立競

爭地位具重要性之資產。 

(3) 參與者對合作關係或其他參與者之經濟上利益:主管機

關會考慮經濟上利益對參與者獨立競爭之影響，一般而

言，參與者對合作關係之經濟上利益越大，其與之競爭

之誘因就越小。 

(4) 參與者對合作關係競爭上重要決定之控制力:主管機關

會考慮合作關係之組織及管理方式，以及其治理結構使

得合作關係成為獨立決策者之程度。一般而言，參與者

對合作關係之控制力越大，其與之競爭之誘因就越小。

若合作關係所做之決定受到參與者控制，則主管機關會

考慮其是否共同行使此項控制。在參與者共同控制該合

作關係之價格、產量、研發之層次及範圍或投資等變數

時，越易產生限制競爭效果。 

(5) 參與者相互分享限制競爭資訊之可能性:合作關係之本

質、組織及管理結構均會影響參與者間之資訊分享，進

 
77 見本準則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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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加相互勾結之可能。是否有避免資訊洩漏之防護措

施或管制（例如透過第三人介入，避免直接之資訊交換）

亦影響重大。 

(6) 合作關係之期限:合作關係之期間越長，參與者間之競

爭誘因就越低。 

如經上述考量，仍無法緩和經由協議本質、市場占有及集中度呈現之限

制競爭效果，主管機關會評估市場進入是否及時、可能及充分(timely, likely 

and sufficient)。 

5、 市場進入 

在判斷市場進入（entry）是否及時、可能及充分時，主管機關亦採用

水平結合準則之判斷原則。然而，由於競爭者合作具限制層面較小且存續

時間較短之特性，在判斷協議與市場進入之因果關係或市場進入之有效性

上，較水平結合複雜、間接許多，且亦隨相關協議之性質而改變。 

若進入係及時、可能，且在規模（magnitude）、性質（character）、範

圍（scope）上得充分阻礙前述之限制競爭效果，主管機關即不需進行下列

之效率檢驗。以研發合作關係為例，主管機關於此部分除斟酌潛在進入者

是否具備進入之核心技術（core competency）及其進入之動機外，亦考量

進入之充分性，亦即，該研發努力之性質及範圍是否足以在相同時程內達

成類似之創新成果，或其是否足以抑制合作關係透過限制競爭手段獲取之

利潤。78

6、是否有促進競爭之效果（效率抗辯） 

在主管機關得出系爭協議造成或可能造成限制競爭效果之結論後，則

會進一步考量該協議對“可認知之效率＂（cognizable efficiency）之達成是

否具有合理必要性。可認知之效率係指經主管機關肯認之一切非由限制競

爭行為而產生之效率（亦即，該效率需具潛在之促進競爭性），79且該效率

除藉由系爭協議外，無法以其他可行且限制性顯然較低之方法達成（亦

 
78 見本準則 3.35. 
79 例如，因規模經濟帶來之效率，即具有潛在之促進競爭性；反之，若因共同行銷而不再強調與合作者

間之產品差異，所節省下之廣告成本卻損害了消費者知的權利，因此不屬於此處之可認知效率。具體例

示可參見本準則附錄—例示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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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系爭協議需具合理必要性且為限制性最低之選擇）。80

7、對競爭之整體影響 

在確定系爭協議具有可認知之效率後，主管機關即開始衡量該可認知

之效率是否足以抵銷系爭協議造成之限制競爭效果，俾確定系爭協議對相

關市場之競爭所具有或可能具有之整體效果。不可避免的，此處之衡量僅

能為一大略之評估。
81

 

四、安全區 

由於大多數之競爭者合作關係均有促進競爭之效果，主管機關認為界定一

個明確之安全區（safety zone），對合法之競爭者合作關係應有助長之效果。惟

許多未落在此安全區內之合作關係亦為適法且有助競爭，因此主管機關並無意

以此安全區之界定，限制範圍外之合作關係自由發展。82本準則建立二種安全

區，即一般性之安全區及針對研究發展合作關係所定之安全區： 

(一) 一般性之安全區 

除有特殊情形，合作關係之市場占有率及其參與者之市場占有率總合不超

過可能受影響之相關市場百分之二十者，主管機關原則上不質疑其適法性。惟

前述之當然違法類型、不需深入分析即被質疑之協議或應以結合分析之競爭者

合作關係，無此處安全區之適用。83

(二) 創新市場研究發展競爭之安全區 

除非有特殊情形，主管機關在下列條件下不會質疑競爭者之合作關係對創

新市場的影響： 

(1) 除了該合作關係外尚有三個以上之獨立研究， 

(2) 擁有必要之專門資產、特質以及從事足以代替合作關係研發之誘因。 

同樣的，前述之當然違法類型、不需深入分析即被質疑之協議或應以結合分析

 
80 見本準則 3.36. 
81 見本準則 3.37. 
82 見本準則 4.1. 
83 見本準則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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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競爭者合作關係，亦無此處安全區之適用。84

 

伍、我國法制 

一、現況 

（一）市場寡占程度愈高之全國性產業之聯合行為，愈不易被公平

會處分 

公平會迄至民國九十一年七月底共約作成八十四左右件聯合行為處分案

件，85平均每年作成八件處分。公平會聯合行為作成處分案件顯示，公平會除於

成立之初曾就大型及高知識水準事業間聯合行為作成處分(例如三家票券、高雄

五家信用合作社等)外，近年處分案之對象多集中於「從業者知識水準較低及鄉

間以區域性公會為主導之聯合行為」。
86因而導致公平會「對聯合行為之處分與

市埸集中度成反比，而無法對寡占產業之一致性行為進行疏處，…背離市場現

象，形成執法之窘境。」87

 

（二）公開之聯合行為被公平會處分之比率遠高於暗中之聯合行為 

公平會執法實務顯示，公平會對於公開進行之聯合行為遠較暗中進行之聯

合行為更能發揮遏阻作用。88如此將趨使事業將聯合行為改採暗中進行的方式，

以躲避公平會的取締。 

 

（三）例外許可集中在共同研發與輸入卡特爾 

經公平會許可的聯合行為，至民國九十年底共約六十八件。89其中依據公

平法第十四條第二款（共同研發）及第五款（輸入卡特爾）占絕大比例，各為

 
84 見本準則 4.3. 
85 2002 年 8 月 16 日取自公平會網站之統計資料。

http://www.ftc.gov.tw/SHOWFORM.ASP?MODE=SHOWMODE&FormName=違反公平交易法案件統計  
86 馬泰成、洪德昌，事業聯合行為被判違法之因子分析，公平交易季刊，第 9 卷 2 期(90/04)，頁 37-76
（頁 51）。 
87 馬泰成等前揭文，頁 50、54。 
88 馬泰成等前揭文，頁 52。 
89 引自陳榮隆等，人造讖維製造業市場行為與公平交易法適用性研究，91 年 11 月 20 日期末報告初稿，

頁 74。 

http://www.ftc.gov.tw/SHOWFORM.ASP?MODE=SHOWMODE&FormName=%E9%81%95%E5%8F%8D%E5%85%AC%E5%B9%B3%E4%BA%A4%E6%98%93%E6%B3%95%E6%A1%88%E4%BB%B6%E7%B5%B1%E8%A8%88
http://www.ftc.gov.tw/SHOWFORM.ASP?MODE=SHOWMODE&FormName=%E9%81%95%E5%8F%8D%E5%85%AC%E5%B9%B3%E4%BA%A4%E6%98%93%E6%B3%95%E6%A1%88%E4%BB%B6%E7%B5%B1%E8%A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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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及 44.90％，其次是第三款（專業卡特爾）占 18.370％，而第一款（規格

卡特爾）及第七款（中小企業卡特爾）各只有一件（各占 2.04％）。至於不景氣

卡特爾（第六款）及輸出卡特爾（第五款）則從未見公平會許可之記錄。至民

國九十一年七月底為止，經公平會依公平法第十四條但書允許之聯合行為仍然

有效者，共計十一件，其中七件為輸入聯合，四件為共同研發，共同研發中有

三件是採合資成立公司之形式。
90

 
 

表一  公平會八十一年至九十年聯合行為申請許可案統計 
 
                                                            單位：件 

案件審理 處理結果  
上年底

未結 
本年度

申請 總計 核准 駁回 部份 
核准 

終止 
審理 

本年度

未結 

81 － 12 9 5 3 － 1 3 
82 3 9 9 7 1 － 1 3 
83 3 11 13 9 3 1 － 1 
84 1 2 1 － － 1 － 2 
85 2 12 8 5 － － 3 6 
86 6 23 18 11 － 1 6 11 
87 11 13 22 18 － 4 － 2 
88 2 7 8 4 2 － 2 1 
89 1 12 9 6 1 2 － 4 
90 4 4 6 3 － － 3 2 

 
 
 

表二 公平會八十六年至九十年事業聯合行為型態統計 
 

                                                           單位：件 
按許可聯合行為型態分（公平法第十四條） 

 
許可

件數 第一款 第二款 第三款
第四

款 第五款 第六

款 第七款 

86 12 － 1 － － 10 － 1 
87 22 － 20 9 － 2 － － 

88 4 － 1 － － 3 － － 
89 8 1 1 － － 6 － － 

                                                 
90 2002 年 8 月 16 日取自公平會網站之統計資料。 
http://www.ftc.gov.tw/SHOWFORM.ASP?MODE=SHOWMODE&FormName=聯合行為許可案件統計  

http://www.ftc.gov.tw/SHOWFORM.ASP?MODE=SHOWMODE&FormName=%E8%81%AF%E5%90%88%E8%A1%8C%E7%82%BA%E8%A8%B1%E5%8F%AF%E6%A1%88%E4%BB%B6%E7%B5%B1%E8%A8%88
http://www.ftc.gov.tw/SHOWFORM.ASP?MODE=SHOWMODE&FormName=%E8%81%AF%E5%90%88%E8%A1%8C%E7%82%BA%E8%A8%B1%E5%8F%AF%E6%A1%88%E4%BB%B6%E7%B5%B1%E8%A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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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3 － 2 － － 1 － － 
合計 49 1 25 9 0 22 0 1 

百分比%  2.04％ 51.02％ 18.37％ 0 44.90％ 0 2.04％ 
 

 

（四）聯合行為採證困難 

隨著公平法相關知識的普及以及公平會執法案例之流傳，事業對於聯合行

為構成要件之認知日益提高，因此在從事聯合行為時均會力求避免留下證據，

並於事後面對公平會之相關調查時，不願採取配合的態度，公平會復因為是行

政機關而非司法機關，所以證據調查之能力不足，因而面臨聯合行為採證日益

困難的窘境。在此情況下，台北高等行政法院九十一年五月九日九十年度訴字

四四二三號判決，對公平會可謂雪上加霜，因為該院認定被處分人「以監察小

組為核心，負責以試買方式，調查會員是否流貨（給非成員－作者註）或降價，

資為處罰依據，並依據上游廠商提供之流水號，核對監察小組試買回來之藥品

之戳印，判斷何會員流貨」尚不足以認定該會員之售價建議表係由被處分人之

議價人員與上游廠商協商廣告藥品之售價，並指摘公平會「並未提供原告（作

者說明：即被處分人）與上游廠商之契約，…是被告（即公平會）…認定原告

等從事聯合行為之判定，均乏明證，要屬臆測…」。 

 

（五）政策意涵 

公平會迄今作成聯合行為之處分案件不多，集中於區域性之公開聯合行

為，對於暗中進行的聯合行為，即所謂的隱性勾結 (tacit collusion)較為束手無

策，並無法充分落實公平法中反托拉斯政策。因此導出的政策意涵也許是公平

會應爭取未來修法時對此作出回應。其次，公平會在對聯合行為之執法上面臨

採證日益困難之窘境，需要在立法政策上加以因應。再者，經例外許可之聯合

行為數量有限，由此顯示，若不是我國處於競爭關係之事業間絕少合作，就是

絕少向公平會申請許可。二者相較，自然以後者較合乎商業現實。由此可以得

出的政策意涵或許是，未來應修改公平法使某些合作行為免向公平會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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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聯合行為管制革新之建議 

   (一) 指導原則：構成要件類型化，並配以恰如其分之程序與效力規

定 

基於聯合行為之存在特徵，執行上有業務祕密與採證的矛盾，制度上有聯

合行為之禁止與社會倫理或機能的矛盾，因之，如何克服其採證的困難，消除

其倫理與機能的矛盾，為聯合行為之管制規劃上的重要課題。採證所以困難，

乃因聯合行為在實行上雖必然形之於外，但其協議或意思聯絡則多祕密為之，

難以窺其奧祕，深探之則又可能侵害事業之業務祕密。聯合行為之禁止與社會

倫理或機能所以有矛盾，乃因人類的社會生活本來即建立在人與人間的互信與

合作上。此種互信與合作一向被譽為社會生活中的美德。今突然將一切以合作

為基礎之聯合行為打為當然違法，自與既有之社會倫理系統，或與社會之正常

運轉機能產生衝突。此為社會變遷與倫理秩序之演變問題。 

 
採證困難的克服之道常寄望於：行政調查權之加強或利用污點證人促成窩

裡反，以取得必要之證據。鑑於聯合行為之隱密性及其對於協議之依賴度不若

一般共同違犯行為高，所以，要藉助於行政調查權之加強或污點證人以發現違

犯行為，對於正常商務活動之衝擊以及人與人間之信賴的破壞必大。是故，如

何針對聯合行為之管制的實體與程序規定加以改進，以降低其對於不易探知之

證據的依賴，值得探討。同理，這亦是消除聯合行為之管制所存在之社會倫理

或機能的矛盾所必須。蓋非正確分辨不當與正當之聯合行為，修正原來之倫理

系統，使之能切合於現代市場秩序的要求，聯合行為之管制規定難以與健全的

經濟活動相契合。這表現在聯合行為之適當的類型化，以便在實體或程序上給

予恰如其分之差別待遇。蓋要化解這類市場與倫理的矛盾，必須藉助於柔軟細

膩的制度與相關措施，在不同的層次針對不同的問題，逐步解決，不能訴諸於

簡單籠統的構成要件及苛刻的法律效力所勾劃出來之粗魯的蠻力。 

(二) 應僅禁止足以限制、扭曲或阻礙市場競爭之聯合行為 

以價格理論為主導的傳統經濟學重視與強調只是事業間的競爭，「合作僅

僅是被當作是競爭的結果」，但是在公共選擇、交易成本及資訊經濟學興起之

後，合作之重要性才逐漸受到重視，而與競爭成為「一個社會為增進福利所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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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或缺的兩種成員互動型態」。對此，經濟學家已有精彩論述，91可供法律學者

參考。在此認知背景下，我國公平法第七條關於聯合行為之定義即不無檢討之

空間。 

公平法第七條第一項對聯合行為之理解局限於該法所缺禁止之聯合行

為，即「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數量、技術、產品、設備、交易

對象、交易地區」之聯合行為，而與前述歐盟、德國及美國法制視為「當然違

法」之聯合行為相當。因此公平法對於此種當然違法的聯合行為當然是採「禁

止原則」而非「濫用(監督)原則」，
92於是在第十四條嚴正宣示：「事業不得為聯

合行為。」 

然而聯合行為並非只有前述當然違法之作用，而是也有有提升整體經濟與

公共利益之效益，對於此種聯合行為不僅不應禁止，反而應多加以鼓勵。歐盟、

德國及美國紛紛頒布各種鼓勵事業水平合作的準則，即是反應了相同的價值轉

向。因此我們首先要問的是，公平法第七條對聯合行為之定義是否完全忽略了

合作的重要性？以致於事業被誤導而認為聯合行為都是不好的，因此除非得到

公平會事前之許可，否則即不得為之？本研究嚐試建議未來公平法將第七條併

入第十四條成為一個條文，其內容可以是： 

「事業不得以契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水平競爭關係

之他事業從事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數量、技

術、產品設備、交易對象、交易地區等足以限制、扭曲或阻礙

市場競爭之聯合行為。 

前項禁止之聯合行為可提升經濟效益或公共利益者，於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許可後仍得為之。 

下列情形之聯合行為可提升經濟效益或公共利益： 

……… 

第一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契約、協議以外之意思聯

 
91 見朱雲鵬，競爭與合作，律師通訊 193 期(84 年 10 月)，頁 22-33 頁。本段所引兩句話分別出自該文頁

22 及頁 30。 
92 黃茂榮，公平交易法中的聯合行為，政大法學評論，第 44 期(80 年 12 月)，頁 187-206(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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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不問有無法律拘束力，事實上可導致共同行為者。同業公

會藉章程或會員大會、理、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

事業活動之行為，亦為第一項之水平聯合。」 

準此，聯合行為之屬性與管制一分為二，即 1.良性的聯合行為，不須要經

公平會許可即得為之，可為事業建立正確的合作觀念及保持相當的營業自由；

2.不好的聯合行為，除非可提升經濟效益或公共利益並經公平會事前許可，否

則不得為之。至於一個聯合行為是否有害，其實可以從參與聯合之事業的獲利

率，比較在實行聯合前後的變化，及其與未實行聯合之其他事業或產業之不同。

在不景氣的時候，參與聯合之事業的獲利率如果還是能夠一枝獨秀或逆勢成

長，將特別足以顯示其有害的一面。 

 

（三）降低對中小企業聯合行為的管制密度 

我國憲法增修條文於民國八十六年修憲時於其中第十條第三項增加一項

「中小企業保障條款」，其內容為：「國家對於人民興辦之中小型經濟事業，應

扶助並保護其生存與發展」。93中小企業之重要性得到憲法之肯認，固然值得支

持，但是必須進一步將之落實在各相關法律之中，才能真正保障中小企業之生

存與發展。公平法於立法之初即「沒有針對各款(作者說明：指公平法第十四

條)所含特徵之差異，給予必要差別待遇」，因而引起學者質疑「如此規定的結

果將來加重公平交易委員會之管理及民間之遵守的工作負擔與成本。」94此外

經濟學者中亦有特別針對中小企業而主張「請公平會儘早修法，第十四條但書

之第七款，應做更寬鬆更明確之規定」。95在現行規定下，中小企業選擇不理會

公平法及公平會(由至目前為止僅有一件中小企業申請豁免的案例可見)，公平

會完全無從掌握中小企業的聯合行為，既無法規範之，亦不能引導之。能說不

是有虧於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三項之美意良旨？ 

本研究參酌前述學說見解及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之相關規定，建議未來公

平法應降低對中小企業聯合行為的管制密度，改採申報制，以鼓勵中小企業合

 
93 相關討論見黃銘傑，中小企業保護與競爭政策，台大法學論叢，27 卷 3 期(87 年 7 月)，頁 47-77。 
94 黃茂榮，前揭文，頁 199。 
95 高人龍，中小企業策略聯盟活動與公平交易法相關規定：兼論政府之角色，公平交易季刊，4 卷 2 期 (85
年 4 月)，頁 15-37(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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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進一步提升我國經濟體制之健全性、競爭力，乃至強化民主政治所需要的

民間力量。至於具體作法可以是在公平法增加如下列內容之條文(位置可在現

行第十四條之後)： 

「中小企業為平衡大企業之競爭優勢而加強競爭能力所為

之聯合行為，未對市場競爭造成重大限制者，僅需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報，不受前條之限制。」 

按中小企業之聯合行為所針對者如果是其上游事業，其聯合的作用通常僅

在於平衡相對於其交易相對人之市場地位，以強化其議價能力，而這正是一個

健全之市場機能在結構上所必須。所以這種聯合原則上應無礙於市場健全之競

爭機能維護。反之，其所針對者如果是其下游之事業或甚至消費者，則仍有必

要予以適當監控。 

 

（四）若擬推定意思聯絡，宜修法嚴格限定其要件及法律效果 

公平法第七條第三項進一步將同條第一項之要件即「合意」解說為：「不

問有無法律拘束力，事實上可導致共同行為」之意思聯絡。但是此項規定造成

聯合行為之採證的困難，因為意思聯絡存在於相關事業之內心世界不容易直接

掌握。以致在實務上不得不以事實上有共同行為（或一致之行為）來推論意思

聯絡之存在。對此種見解之妥適性，我國學說頗有爭議。一說認為「以果推因

之存在固不必然全錯，但也不必然盡對。特別是在價格之跟隨，各事業之商品

或服務的最後價格為何，可以說都是市場互動的結果，相互間必有影響。所以，

不得因其互有影響便認定其間就價格必有意思聯絡。行政院 89.09.20.臺八十九

訴字第二八０一一號再訴願決定書認為在被告無法解釋其反市場經濟法則之

行為時，得本於合理原則推論其有犯罪事實。96將合理原則應用於間接證據的

 
96 該號再訴願決定書認為：「查再訴願人及其他被處分人等四家桶裝瓦斯鋼瓶檢驗業者，於八十八年十、

十一月間共同調漲檢驗費用，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聯合行為之禁止規定，該會（公平會）就犯罪事

實之證明，係以市場經濟理論及經驗法則之間接證據，本於合理原則推論，認定渠等無法解釋其反市場

經濟法則之犯罪事實，此種證明方法係在再訴願人無法解釋渠等在調漲時間點上接密之程度僅一個月，

及此成立時間、人事費用備採購等成本皆不相同，何以調漲價格一致，交叉分析於經濟學之理論，無法

作其他合理解釋作為渠等免責事由，則在時間、空間上唯一可解釋的是渠等有為一致性外觀行為之合意，

導致該價格至八十八年六月呈現價格一致狀態，遂駁回其訴願，經核並無不妥」(公平會公報，89 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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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論，著實使構成要件事實之有無的認定獲得空前的擴張！是否允當，值得檢

討，因涉及行政責任與刑事責任之要件事實之有無的舉證責任，不得便宜行

事。」  

另一說則是主張「不論採取何種合意之形式，執法機關通常無法有效掌握

違法之直接證據。因此各國之反托拉斯法主管機關與法院，最後幾乎都要依賴

間接證據來認定聯合行為，我國亦同。」
97公平會亦採此說，例如該會民國八

十八年(八八)公處字一二四號處分書表示： 

「按犯罪事實固應依證據認定之，惟所謂證據，並不以直

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而所謂間接證據，雖無法

直接證明犯罪事實，惟足以證明他項事實，而由此他項事實，

本於推理作用，認定為犯罪之事實基礎，如該間接證據無違一

般經驗法則，並非法所不許。次按本會為有效規制事業之限制

競爭（卡特爾）行為，對於事業間之暗默勾結行為或一致性行

為，認係事實上可導致共同行為之意思聯絡，亦合致本法第七

條及同法施行細則第二條第二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之要

件。有關一致性行為之證明，則包括(1) 證明『外在行為的一

致性』，並取得被檢舉人間『意思聯絡的事實』；(2) 證明『外

在行為的一致性』之餘，雖無法取得被檢舉人間『意思聯絡的

事實』的證據，亦得透過被檢舉人之參與動機、誘因、經濟利

益、類似的漲價時間或數量、不同行為的替代可能性、發生次

數、持續時間、行為集中度及其他一致性之市場競爭行為等間

接證據，解釋被檢舉人間若無事前之意思聯絡，即無法合理解

釋其市場行為，從而推論其間有『意思聯絡的事實』等方法。」 

觀諸歐盟及德國對其一致行為之規範，或許可從中得出一些足供國人參考

之處。歐盟及德國均將互為一致行為視為聯合行為之一種而禁止之，但均未以

「意思聯絡」為構成要件。所以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一條雖然並未明白減免

卡特爾官署對於互為一致行為的舉證責任，亦未推定何種情況即是互為一致行

 
10 期，139-149 頁）。 
97 吳秀明，聯合行為理論與實務之回顧與展望，月旦法學雜誌，70 期(2001 年 3 月)，頁 56-79(頁 69)。 
 



 63

                                                

為，換言之，卡特爾官署對於互為一致行為的存在負有完全的提出與證明義務

（Beibringungs-und Beweislast）。但是卡特爾官署在此仍然可以適用「自由評估

證據（freie Beweiswürdigung）原則」，由關於經濟資訊關連性、企業行為方式

關連性的經驗法則及經濟認知回推（Rückgriff）事業是否互有一致行為，因而

產生減輕舉證責任之效果。此原則可適用在卡特爾官署依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三

十二條禁止事業為違反該法之行為的程序，亦可適用在民事程序，但不可適用

於罰鍰之程序。
98在歐盟亦是承認表徵證據(Indizienbeweis)可證明互為一致之行

為，然而其對表徵證據的要求甚高。歐洲法院認為平行行為（相同行為，

Parallelverhalten）可以是互為一致行為確實存在的一項重要指標，但是只有在

該行為違反一般競爭條件而且事先互為一致是該行為唯一可信的說明(einzige 

plausible Erklärung)之情形。在斟酌市場情況（市場結構、競爭對手之市場行為、

個別的競爭條件及事業之策略）後，平行行為必須無法以客觀市場情況而產生

市場特有的強制加以解釋，而僅可經由互為一致才能明確(einleuchtend)解釋，

方能作為當事人確有事前互為一致之表徵。
99反之，若可以經由互為一致以外

之理由得到可使人信服(plausibel und überzeugend)之解釋，則系為相同行為喪失

作為互為一致指標之作用。100

倘鑑於公平會並沒有司法機關之充分調查權及違法聯合行為之法律效果

已改為先行政罰後刑罰等因素，認為有必要以客觀事實推定意思聯絡之存在，

宜於公平法中明文增加一項嚴格的構成要件推定規定，以避免爭議，其內容可

以是： 

「於考慮行為人之參與動機、誘因、經濟利益、類似行為

發生之次數、持續時間、行為集中度以及不同行為替代

可能性等間接證據後，行為人之間有意思聯絡是其行為

唯一合理解者，得推定意思聯絡之存在。」 

惟為避免此種推定對行為人造成過苛之結果，應再限制公平會對因推定意

思聯絡存在而認定之聯合行為的處分應從命其停止、改正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

開始，不得立即併處罰鍰。故建議於現行公平法第四十一條增加第二項： 

 
98 Zimmer in Immenga/Mestmäcker, § 1 Rdnr. 114-117. 
99 EuGH, 31.3. 1993 »Zellstoff«，引自Langen/Bunte, KartR, § 1 Rdnr. 81. 
100 EuGH, 28.3. 1984 »CRAM und Reinsing«，引自Langen/Bunte, KartR, §  1 Rdnr.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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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因推定意思聯絡存在而認定之聯合行為，必須限期

命事業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事業逾

期仍不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未採取必要措施者，方得依

前項規定處以罰鍰。」 

公平會在修法前之因應對策可考慮鼓勵事業申報「一致行為」。對於事先

經申報之一致行為，除非公平會就該種一致行為曾經以行政函釋，解釋其為違

反公平交易法，否則，一經申請，則在尚未對其為禁止之處分前，不將其論為

故意或過失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之禁止規定。
101這對於不容易採證之一致

行為的規範應有相當助益。蓋在以一致行為達到與聯合行為相同限制競爭結果

的情形，其意思聯絡之有無的證明常是實務上不容易克服的難題。所以，如能

經由自動申報的制度掌握信息於先，並儘速表達准駁之意旨於後，當有助於疏

減訟源。另一個值得考慮的做法是：以集體豁免的方法就通案給予例外許可。

這論諸實際超出以行政命令，具體化第十四條各款規定得予例外的案件。為降

低公平交易法之執行成本，減少關於聯合行為之申請案件，這是一個特別值得

考慮的作業方式。 

(五) 增加例外許可聯合行為之概括規定 

公平法第十四條關於例外許可聯合行為之規定，雖然在解釋上應為例示而

非窮盡列舉，而且國內學說對此已有定論。102但是在實務上仍將之當作窮盡規

定操作，如此顯然無法涵蓋人類社會與經濟生活中所有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

利益之聯合行為。德國於此次修改限制競爭防止法時終於承認此項事實，而於

第七條增訂例外許可聯合行為之概括規定。未來我國公平法修法時亦應增訂此

種規定，避免公平法凌駕其他法益之上。至於其具體內容可參照前述歐體條約

 
101 為使從事一致行為之事業有自動申報之意願，對於未自動申報而從事一致行為之事業，有謂還可採取

下述措施：事後原則上不依第十四條各款規定例外許可其申請豁免之聯合行為。惟在其一致行為曾經許

可其他事業，或其一致行為本來應予許可的情形，此種論點會產生規範上之不一貫。此外，只要對於有

事先提出申請的案件不論為故意或過失違反公平法第十四條關於聯合行為之禁止規定，從而緩和後來關

於意思聯絡之有無的認定困難，應當足以鼓勵事業事先申報一致行為，降低公平會與事業間關於一致行

為之行政磨擦。 
 
102 見吳秀明，罪刑法定主義與聯合行為之定義，公平交易季刊，6 卷 4 期（87 年 10 月），頁 101-126（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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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一條第三項之規定。 

(六) 刪除輸出及輸入卡特爾 

公平法第十四條第四、第五款規定，公平會得許可輸出及輸入卡特爾，而

公平會所允許的聯合行為中恰巧又以輸入卡特爾為次多。但是經濟學者早已指

出此種以鄰為壑、內外有別之卡特爾，「未來是否成為我國被指控之標的，值

得我們密切觀察，而政府應當未雨綢繆，積極思考因應之道」。103首先就輸出

卡特爾而論，由於我國出口廠商多為中小企業，家數眾多，所以根本不會形成

輸出卡特爾，這也是為何公平法施行迄今尚未有廠商申請公平會許可輸出卡特

爾的原因。104因此將許可輸出卡特爾之規定刪除，不過是反應我國之實情。其

次，輸入卡特爾容易成為參與卡特爾之事業在國內從事限制競爭行為之合法掩

護，而由其獨吞卡特爾可能帶來之經濟利益（如果真的有的話）。以公平會於

民國八十九年六月七日廢止其於民國八十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許可之小麥聯

合採購行為為例，該項例外許可被濫用為「不當協議實施總量管制暨配額制，

並介入會員廠庫存撥補管理等行為」，因而導致消費者剩餘每年損失新台幣九

億六千六百五十五萬元，總計更達約六十七億之鉅！105將輸出及輸入卡特爾刪

除應該亦符合對我國國家利益最大的國際貿易自由化立場。縱使將來若有需要

允許某些與輸出入有關之聯合行為，亦有前述建議增定之聯合行為例外許可概

括規定可供援用。 

 

(七) 於國家整體條件能配合時，將公平法執法權限下放地方政府 

我國公平法第九條第一項雖然提及本法在地方之主管機關為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但是可能是立法者顧慮到競爭文化在地方層級尚不普及，因此公平

法完全未授予地方主管機關任何執行本法之權，以致於本法之執行完全仰賴一

個機關，即公平會。以公平會有限的人力及資源，其執法負擔之重可以想像。

因此衍生的弊端是，公平會如同歐盟執委會，將其心力消耗於事務性質工作(即

 
103 黃亮洲，專業出口廠商聯合行為之均衡分析，公平交易季刊，8 卷 1 期（89 年 1 月），頁 101-126（頁

102）。 
104 見黃亮洲，前揭文，頁 123。 
105 引自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1 年 7 月 19 日 90 年度訴字第 120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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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行為之許可)及情節輕微個案之取締，而無暇從事競爭政策的研究與規

劃，無力在政府內擔任競爭促進者(competition advocate)的角色。況且公平會

近年來取締之聯合行為多集中於「鄉間以區域性公會為主導」之聯合行為，以

公平會部會級之機關處理此種地方型案件，既事倍功半，而且執法效益不大，

殊為國家資源的浪費。 

不過不可諱言的是，目前地方政府普遍缺錢缺人，並沒有執行公平法之意

願與資源，因此目前尚不宜貿然將公平法之執法權下放給地方政府。因此建議

未來在國家整體條件能配合之情形下（例如競爭文化在我國之普及以及地方自

治之落實），將公平法之執法權限下放給地方政府，善用地方政府對地方事業

之認識與掌握，有效取締地區性聯合行為，而將公平會之執法重心集中於取締

全國性的聯合行為以及籌謀競爭政策。 

 

 (八) 同業公會之違法責任在一定條件下應由其理監事連帶負責 

同業公會經常是聯合行為的主導者及來源地，區域性公會尤其如此。然而

同業公會由於經費來源有限（除來自其成員所繳之會費，就是仰仗理事長之捐

輸或政府之補助），所以普遍財力不足。因此雖然現行公平法已大幅調漲行政

罰鍰之額度，但是對於同業公會之嚇阻力並未相對提高，故建議參考歐盟之規

劃，使理監事中未曾表明反對系爭違法行為者為同業公會違反公平法之行為連

帶負責。在現制之下，公平會宜加強追究違法從事聯合行為事業負責人的法律

責任。 

(九) 公平會可簡化對聯合行為之管制 

公平會受限於經費人力，原本即應將而且得將其有限資源用在促進市場競

爭最需要之處，故允宜依其行政裁量權選擇只在重大案件方出手干涉市場行

為。此外，聯合行為有其提升經濟效益的積極功效，所以除非是對市場競爭造

成於短期內無法平衡之重大限制，否則均屬合法，公平會對此亦無管制之必

要。關於公平會例外許可聯合行為之實務的批評來自於：申請作業在主管機關

及事業之遵守成本，以及經許可之事業濫用其聯合行為所給予的機會。因此，

關於聯合行為之許可，有是否應導入安全門檻、申報異議制、集體豁免制度之



 67

                                                

議，以降低行政成本及申請負擔，並緩和申請人在申報後至否准時止之不安。

鑑於公平會不但在為第十四條之許可時，得附加條件或負擔（公平法第十五條

第一項），而且在聯合行為經許可後，如因許可事由消滅、經濟情況變更或事

業逾越許可之範圍行為，還得廢止許可、變更許可內容、命令停止、改正其行

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所以，對於聯合行為之管制，導入申報異議制、集體

豁免之制度，應不致於造成失控的情形。故公平會應採取行政措施，提高事業

合作之意願及其對其行為合法性之信賴。準此，本研究建議公平會採取下列簡

化管制聯合行為之措施： 

1. 採取集體豁免 

公平會應可仿歐盟集體豁免之制，就各種豁免於卡特爾禁令之行為制定集

體豁免規則，供事業自行判斷其行為是否被豁免，而不必凡事均需要向公平會

申請事前許可，一方面減少公平會之行政負擔，另一方面增加事業經濟行為之

彈性。固然，此制會因公平會得於事後個案中撤銷豁免之效果而具有不確定

性，但是只要事業是善意相信其行為符合集體豁免規定，則公平會並不會有太

大空間可對其行為處以罰鍰，所以對事業而言，應屬尚可承受之風險。 

2. 建立安全門檻 

歐盟、德國及美國之法制均不約而同建立一些明確的安全門檻，供事業參

考遵循。因此本研究建議公平會仿效此制，以明確之數字(例如事業之市場占有

率及年營業額)將不受公平法禁止之聯合行為明確排除在公平法適用之外，為事

業建立起可安心合作的區域。至於具體作法上可考慮先建立適用於所有聯合行

為之安全門檻，然後隨著經濟發展之需要，再針對特定聯合行為(例如共同研發)

制定特別的安全門檻。安全門檻所涉及者其實是：將聯合行為之實質管制形式

化，以降低主管機關及事業之管制與遵守成本。這在結合管制已經採行。鑑於

結合對於市場之競爭機能的限制絕不低於聯合行為，所以適合於結合管制之合

理化制度或措施當亦可適用於聯合行為。106

 
106 對於市場競爭機能之限制，事業之結合的影響至少應不低於事業之聯合行為。而關於事業之結合，公

平法第十一條第一項顯然給予相當於安全門檻之規定。亦即參與結合之事業必須有該項各款規定的情形

之一時，其結合始有結合管制規定之適用。另同條第五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三項但書之延

長通知或前項之決定者，事業得逕行結合。同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對於事業結合之申報，如其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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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整體經濟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者，中央主管機關不得禁止其結合。」對於「事業違反第十一條

第一項、第三項規定而為結合，或申報後經中央主管機關禁止其結合而為結合，或未履行前條第二項對

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限期命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

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第一項）。事業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所為之處分者，

中央主管機關得命解散、停止營業或勒令歇業（第二項）」（第十三條）。此外，依第四十條第一項，對於

「事業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項規定而為結合，或申報後經中央主管機關禁止其結合而為結合，或

未履行第十二條第二項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除依第十三條規定處分外，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

萬元以下罰鍰。」但與違反聯合行為之禁止規定不同者為，違反結合之管制規定並無刑事責任。要之，

為不因聯合行為之管制而過度抑制事業間之正當合作意願，降低其從事合作時之不必要的緊張，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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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將以聯合行為之定義、採證與例外許可項目為研究重點，先探討歐洲聯盟、

德國及美國對聯合行為規範之最新發展及管制趨勢，進而探討公平法應如何因應競爭

業者既競爭又合作之商業需要？現行例外許可規定之合理性，例如輸出、輸入聯合是

否應刪除，是否應如何減輕中小企業遵守聯合行為例外許可規定之負擔？是否應增加

例外許可聯合行為之概括規定應？以及公平會是否應簡化例外許可程序？本研究建議

我國對聯合行為之管制從事下列之革新： 

一、 指導原則：構成要件類型化，並配以恰如其分之程序與效力規定。 

二、 應僅禁止足以限制、扭曲或阻礙市場競爭之聯合行為。 

三、 降低對中小企業聯合行為的管制密度，改採申報制，以鼓勵中小企業合作，進

一步提升我國經濟體制之健全性、競爭力，乃至強化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民間力

量。 

四、 若擬推定意思聯絡，宜修法嚴格限定其要件及法律效果。倘鑑於公平會並沒有

司法機關之充分調查權及違法聯合行為之法律效果已改為先行政罰後刑罰等因

素，認為有必要以客觀事實推定意思聯絡之存在，宜於公平法中明文增加一項

嚴格的構成要件推定規定，以避免爭議。  

五、 增加例外許可聯合行為之概括規定。 

六、 刪除輸出及輸入卡特爾。 

七、 於國家整體條件能配合時，將公平法執法權限下放地方政府。 

八、 同業公會之違法責任在一定條件下應由其理監事連帶負責。 

九、 公平會可簡化對聯合行為之管制，例如採取集體豁免並建立安全門檻。 

                                                                                                                                                         
關於必要之聯合的管制效率，有必要參考關於結合之規定，適當緩和聯合行為之管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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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definition of cartels and the statutory exemptions of cartels from the 

general prohibition of cartels according to the Taiwanese Fair Trade Law (FTL). It starts wit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regimes of European Union, Germany and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ich all show a clear tendency toward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horizontal 

cooperation between competitors that merit a differential treatment of such cartels and of the needs 

of undertakings to have greater certainty in complying with law on cartels. 

This research comes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reform of FTL with 

regard to the regulation of cartels: 

1. Differential treatment of cartels in terms of constituting components and legal consequences is 

necessary. 

2. Only those cartels that constrain, distort or hinder competition shall be prohibited. 

3. In general, small and medium-sized undertakings need to cooperate in order to counter-balance 

the market power of big competitors. Therefore cartels made by small and medium-sized 

undertakings shall be light-handed regulated than the other cartels, such as notification and 

opposition. 

4. If it is to be presumed that a cartel exists in light of the concerted acts, it shall take place via 

revision of the FTL. 

5. A general clause that exempts cartels from the prohibition is also needed. 

6. Import and export cartels shall be outlawed. 

7. The enforcement of the FTL with regard to cartels that are of local importance shall lie in 
the hands of local governments. 

8. Members of the Boards of Directors of unions of undertakings shall be held liable for the 
cartels made by such unions. 

9.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shall simply its control over cartels by setting up block 
exemptions and safety zones for undertakings to coop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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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記錄 

 
 

主持人：黃茂榮、劉孔中教授 

會議地點：公平會 14 樓委員會議室 

會議時間：民國九十一年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 1：30 至 4：00 

與會學者：何之邁教授、吳秀明教授、莊春發教授、帥嘉寶法官 

記錄：林中一 

討論題綱： 

（一）公平法聯合行為規定之檢討 

１．定義：「影響」、「意思聯絡」？應如何認定？ 

２．例外許可有無應刪減之處？  

３．考慮事業合作之需要，應繼續採當然違法原則？ 

（二）公平會關於聯合行為執法實務之檢討 

１．可否採集體豁免以簡化程序？集體豁免之位階？ 

２．如何加強公平會之行政調查權？ 

３．可否鼓勵一致行為之申報？ 

４．應否制定不介入之「安全門檻」？ 
 
 
黃茂榮教授： 
 
 
1、將「聯合行為」定位為「當然違法行為」，在此背景之下，聯合行為在實務認定上出

現困難，即主觀要件的認定有其困難。於是放鬆其認定標準：「不一定有拘束力之合意」

也包含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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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構成要件類型化 
鑑於國內討論「聯合行為」規範著重於「構成要件」，在法律效力上僅限於先行政後司

法。檢討後，便有將「聯合行為規範類型化」的看法出現。現階段我國聯合行為之規範

只有一種類型：即傳統意義（典型）下的聯合行為，是否可能將聯合行為理解為複數類

型。將行為類型化（依其主觀要件之強效作區別），對應不同的法律效果，可以藉此克

服蒐證上的困難。 

若一事業知道其「一致的行為」可能會被認定為違法，進而主動通報與主管機關（公平

會）。而再賦予主動通報與不通報之間不同的法律效果，藉此希望可以克服蒐證上的困

難，如此方式可能會比加強公平會的行政調查權更為恰當，對事業的限制也比較小。 

此外，增加許可項目的迫切性不大。可採行歐體的集體豁免制度，但是問題點是此行政

行為的位階為何？法規命令？行政規則？ 

 
 
何之邁教授 
 
 
1、公平會過去數年確實處分過幾件一致性行為的聯合案件。 

2、公平會蒐證主觀要件相對較為困難，因此需要其他制度之輔助，例如「窩裡反條款」

適用之可能性，對於配合調查之事業減輕其法律責任。 

3、在公平會實務上，除「圍標」為當然違法之外，其餘均是以「合理原則」加以判斷，

視其是否影響競爭為其判斷標準。 

4、「一致性的行為」只是證據上認定的方法，無涉聯合行為要件之變更。 

5、考慮採行美國安全門檻及歐聯輕微卡特爾不追訴之作法。某些案件實務上對於「合

意」、「限制競爭」之要件抓的太緊，而且公平法第十四條欠缺概括豁免的規定，無

法給事業留活口。 

6、可增加概括豁免的規定。不景氣卡特爾可加以檢討。目前我國對於中小企業之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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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低，實際和現實似乎脫節。 

7、需注意概括豁免規定是否會變成結合行為事前申請相同的管制結果，即例外變成原

則，事業均來申請，值得思考。 

8、集體豁免是自動生效，公平會會放心採行嗎？ 

 
 
莊春發教授 
 
 
1、若採申報「一致的行為」，是否會「換湯不換藥」，導致公平會事前預審？如此有創

意的作法是否會導致執法成本增加？為制度轉換之成本太大？ 

2、依據芝加哥學派，除了意思聯絡必須導致合致，而且必須實務上有執行的可能。 

3、吳秀明教授關於間接證據的論述值得參考。 

4、經濟學中的某些學理可供參考（針對一致性行為），價格領導可分成三種： 

（1） 高市場占有率商品領導低市場占有率商品之價格。 

（2） 優勢廠商之價格領導 

（3） 欺壓式之價格領導 

5、基點定價標準，若適用於聯合行為，則許多適用需再加以重新詮釋。總言之，從經

濟理論上而言，一致性行為與合意之間不一定有必然的關係。 

6、是否影響市場競爭？若從經濟理論上來看，十分重要。例如「同心會」一案只有 48

家藥房參與聯合（台南縣市總共八佰多家），市場佔有率只有 5.6％，足以影響市場

競爭？公平會處分之聯合行為，絕大部分都是以縣市、乃至鄉鎮為相關地理市場，

而非以全國性的區域為判斷標準，不免給人「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之感覺，比

處理「獨占事業」更為嚴格，而其中的差異，只是在市場區域大或小的差別而已。 

7、若肯定間接證據的證明力，仍應將舉證責任由最接近證據之人負擔，較能節省社會

成本。尤其是大事業有充分的法務知識及人員，知道如何避開公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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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對於例外許可，增加概括豁免之規定值得贊同，一如對獨占事業之規範有公平法第

十條第四款之概括規定，需考量經濟活動的趨勢及現代化，例如同業競爭規則確有

其必要。 

9、聯合輸入若有利於刺激國內競爭，則不反對繼續維持。且從經濟學上來看，有管制，

就有暴利。刪除輸出入卡特爾，外國未同步採行的情況下，是否有利於整體公共福

利？ 

10、執法權力下放地方，是否會如同有線電視費率之審議下放地方政府後產生種種弊

端？而且地方政府經費與人力有限。 

 
 
帥嘉寶法官 
 
 
1、事實認定在「聯合行為」分主觀及客觀二部分，客觀構成要件類似商標法上之事實，

有待解釋（不乏證據資料，惟詮釋困難），加強行政調查權（搜索權或詰問權），是

否會有幫助？主觀構成要件之認定，透過加強行政調查權，是否會有幫助？加強行

政調查權（搜索或詰問權），對事實之進一步釐清未必有太大的幫助，而主觀構成要

件之認定，即使享有行政調查權，對主觀事實之認定仍然會有困難之處，不如課予

事業說明義務，反而比較容易處理。 

2、在法院實務的具體案件中，會視行政機關（例如公平會）取得取得證據之難易，產

生舉證責任倒置之結果，配合經驗法則，在事實上減輕被告機關對待證事實之證明

責任。 

3、聯合行為中之協議，其形成方式與意思聯絡之強度，常有不同。有些情況下，可能

當事人間有真實、而具法效性之合意。但也有些情況，可能是口耳相傳後，再配合

「有樣學樣」後，而形成之一致性作為，其間還有很多中間案型，是否要在公平交

易法中給予相同之處理，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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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院實務上認為，行政法上的故意、過失，其內涵未必完全等同於刑事法上之故意

過失，一定程度上，反而比較接近民法上之故意、過失（例如在過失責任上，承認

管理人或監督人之過失責任；在故意責任上，將法人代表人之故意視為法人本身之

故意），若是具體案件中，主觀要件無法證明，排除刑事責任應可贊同，但是如何以

行政上之手段來導正，才是問題重點所在，是否可以將協議形成之方式及強度予以

類型化，而以不同之手段來加以導正。 

5、由於「一致性行為」的形成，原因很多，甚至會經過一段時間而慢慢成形，很難想

像事業會有自動申報的動機。 

6、由於聯合行為沒有明確而特定的被害人，而且即使有人感受到被害，由於受害範圍

有限，提出檢舉的意願也不高，所以比較需要由主管機關公平交易委員會主動去發

掘調查。但是如果個案中有利害衝突堅銳，而且實力強大的檢舉人存在，是否應使

其成為相關案件之當事人，而讓公平交易委員會扮演比較中立的準司法角色。 

 
 
吳秀明教授 
 
 
1、何謂「影響」及「意思聯絡」？ 

 
 
劉孔中教授 
 
 
1、目前僅規定「影響」，然而影響有好的也有壞的。好的影響當然不應該禁止，而應僅

禁止壞的影響。但是什麼是壞的影響？是否有必要參酌歐聯競爭法將之明確定義為限制

競爭、阻礙競爭或者是扭曲競爭？ 

 
 
吳秀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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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七條第一項其實是規定「限制競爭」的要件，即第七條第一項之文義就是在說明

何謂限制競爭，影響的要件是規定在第二項（原本在施行細則之中）。重點是「影響」

的門檻要多高？ 

2、「意思聯絡」不夠精確，個人建議採「意思合致」之用語。 

3、主觀要件仍然應保留，不能以客觀要件取代。重點是如何證明主觀要件。證諸各國

無不承認間接證據之證據效力。間接證據法則必須建立在「當事人之間合意」是「唯

一合理解釋」之前提，也就是說必須「合意」是唯一的原因力。若能對「唯一合理

解釋」嚴格把關，問題不會太大。 

4、贊成增加概括豁免規定。 

5、雖然在德國法制上已將輸出輸入刪除，但是輸出及輸入刪除與否應否考量各國情況

不同？聯合輸入對我國頗為重要，若刪除，是否有利我國？ 

6、聯合行為是否當然違法？（不適合說成當然違法，因為此乃美國法之脈絡）我個人

認為應繼續採禁止原則，證諸許多國家不乏於八十年代由濫用原則而改採禁止原則。 

7、歐體法只有在第八十一條第三項有豁免之規定，但是我國公平法第十四條已經有 7

種集體豁免之類型，從某種層次來看，已屬於集體豁免。若一律集體生效，是否妥

當？或許異議制、申報制皆可列入，作為管制卡特爾之法律手段。 

8、Einkaufsgemeinschaft 在德國曾是採自動生效，無庸申報，但廣受德國學說之批評（主

管機關無法得到相關之資訊），於 1999 年修法時，又改為申報制。 

9、我國對聯合行為之管制尚在累積經驗之階段，是否適合採集體豁免制？ 

10、加強行政調查權，是否會使公平會成為太強之行政機關？  

11、一致行為之申報有何誘因？因為既然採暗中勾結於前，豈會將此暗中之行為申報？

是否應給予不同之法律效果？若果真給予不同法律效果，法律上是否站得住腳？ 

12、「安全門檻」其實就是「對競爭影響」之另一種說法。而諸如策略聯盟（事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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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不影響公平競爭等，是否屬於一種例外的類型，可能要累積足夠的執法經驗

才制定的出來。例如德國法上「合作聖經」Kooperationsbibel 中許多鼓勵合作之類

型，在我國均屬陌生。 

13、將執法權力下放地方政府，在短期不可能。故比較值得考慮的是公平會執法資源之

重新分配及合理化（在德國不正競爭防止法是由法院管轄，而我國卻是公平會掌

管），減輕公平會負擔。 

 
 
黃茂榮教授 
 
 
1、似乎有許多不同的見解，但仔細去看，不過是所觀察的角度有所不同，並非歧異甚

多。 

2、主要的問題點，歸結後應是落在公平法第七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第十四條各款三個

區塊。而第七條第二項應該就是明白表示採取合理原則。 

3、輸出卡特爾之刪除及執法職權之下放，可能時機上不成熟。 

4、第七條第二項發揮作用是我們努力的目標，然若第七條第二項不能發揮作用，則集

體豁免或是第十四條加入概括條款就有其必要性。 

5、其實所有解套的方式皆源於「聯合行為」被認定為當然違法的這個前提假設。 

6、若研究的方式採取將數個個案分別加以詳細探討，如同實習法庭一般，分別扮演一

個案件中的各個角色，嘗試瞭解不同角色所處之立場，將會對問題更有新的體認與

瞭解。 

7、「唯一合理的解釋」（只有上帝辦的到），在真實人生是否存在？ 

8、窩裡反條款到底是否值得提倡？是否與社會風氣有扞格之處？對整體社會福利是否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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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春發教授： 

1、事業沒有申報一致行為之誘因。因為必須將諸多之策略行為揭露，但是能換得到什

麼樣的邊際效益？ 

帥嘉寶法官： 

1、可否採行舉證責任倒置之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