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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劉姿汝 
（中興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簡介令和元年日本獨占禁止法之修正―從確約程序到課徵金制度之變
革（上）

一、前言

日本內閣會議於平成131年3月12日決議獨占

禁止法修正案(本法全名「私的独占の禁止及び公

正取引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以下簡稱「獨占

禁止法」2)，在同年進入令和年號後，於令和元

年6月19日在國會中通過，並於令和2年12月25

日開始施行3。此次的修正，主要是針對課徵金制

度的改變。由於本制度於昭和52年導入，至今已

有40多年的歷史，期間雖有歷經幾次的修正，但

是面對近年來事業經營的多元化與複雜化，原有

的課徵金制度已無法有效地遏止違法行為，因此

引起制度修正的討論。其中，日本的學者專家等

所組成「獨占禁止法研究會」以課徵金制度為討

論重點，於平成29年4月提出「獨占禁止法研究

會報告書」4，最受到矚目，此次修法雖然沒有全

盤接受報告書所有的建議，但仍有有相當大的影

響。

本文除了課徵金制度外，尚一併討論平成28

年所導入之確約程序。因為此一連串的改革，皆

攸關如何讓日本競爭法主管機關日本公平交易委

員會(公正取引委員会，在日本一般簡稱為「公取

委」，以下簡稱日本公平會)在執法上能更有效率

地達到維護自由公平競爭秩序之目的，以供作我

國參考。

二、平成28年（2016）確約程序的導入

「確約程序」5與我國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

法)在民國104年修法時所增訂之第28條「中止

調查之要件及程序」之規定相當近似6，但至今

在我國實務上似乎尚未見受到矚目與充分運用。

日本當年是為加入TPP(之後之CPTPP)，有許多

國內法規因而隨之配合修正，獨占禁止法中導入

確約程序即是其中一部分。因此對於致力於參與

CPTPP的臺灣，日本的相關規定與實務運作，值

得一探。

(一)確約程序目的

所謂的「確約程序」，是指相較於經過日

本公平會的正常調查程序後進行法律措施(「排

除措施命令」、「課徵金支付命令」等行政處

分)，能夠更快速地矯正競爭上問題，擴大進行

日本公平會與事業間協調性解決問題之方式，

1 日本年號由昭和→平成→令和，昭和（1926-1989.1.7）、平成（1989.1.8-2019.4.30）、令和（2019.5.1-）。
2 日本獨占禁止法之中文全文翻譯，請參考公平會網站：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069&docid=11203&mid=1050。日本公平會

對於此次修法，於網站上設有一說明專區，請參考https://www.jftc.go.jp/dk/kaisei/r1kaisei/index.html#abc。
3 日本獨占禁止法中有關違法要件規定最後一次之修正是在昭和28年，此後本法所歷經的修正基本上皆屬於法執行層面，本次令和元年之修法亦不例外。請參考白

石忠志，「令和元年独占禁止法改正の概要」，ジュリースト，第1550期，14(2020)。
4 本報告書全文請參考：https://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h29/apr/170425_1_files/170425_1houkokusyo.pdf。
5 確約程序相當於歐盟、美國等所謂之commitment procedure，原本此次修法亦有意納入獨占禁止研究會所建議之和解制度(settlement procedure)，但最後終究未

引進。請參考泉水文雄，「課徴金制度のあり方について」，公正取引，第800期，20(2017)。簡言之，兩者其實皆可謂和解模式的一種，但確約程序是有違法

嫌疑之事業透過確約計畫的約束下，同意不認定違法及不進行處分；而所謂的settlement procedure是對於聯合行為等違法行為透過事業承認違法而換取減低制裁

金的做法，類似司法交易。請參考越知保見，「日本独自の運用に向かう確約手続との是非」，公正取引，第846期，21(2021)。在臺灣有學者翻譯為「承諾程

序」但本文為忠於日本獨占禁止法之用語，直接使用「確約程序」一詞。
6 根據公平法第28條之增訂理由，是參照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32條之2「中止調查制度」而定。公平會對此尚制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中止調查案件之處理原

則」以作為施行此制度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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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到能更有效率及效果地執行獨占禁止法之

目的7。在做法上，即是對於有違反獨占禁止法

之虞，但屬於相較輕微行為之事業，由事業自

發性地策定改善計畫，並與日本公平會「確約

承諾」務必達成改善，進而得以不受到行政處

分之程序。因此，並非所有行為均能導入確約

程序，如：惡性重大、屬再犯行為者等，均非

確約程序的適用對象。

透過此程序不僅日本公平會可以迅速結案，

事業透過停止與改善該違法之虞的行為而不受處

分，也可盡速改善與回復對相關市場競爭秩序之

影響，可謂是雙贏之局面。 

(二)確約程序的進行

確約程序之相關規定，增訂於獨占禁止法第

48條之2至9，日本公平會並定有「有關公平交易

委員會確約程序之規則(公正取引委員會の確約手

続に関する規則)」及「有關確約程序之對應方針

(確約手続に関する対応方針，以下簡稱「確約程

序對應方針」)」以作為實務運作之基準。此程序

最主要可分為三大階段：(1)日本公平會的確約程

序通知；(2)確約計畫認可之申請；以及(3)確約

計畫之認定8。以下，簡單說明確約程序之施行9:

1.確約程序開始前之諮詢

若事業已經察覺自己之事業活動似乎有

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甚至日本公平會已經

開始著手調查，但尚未接到可進行確約程序

之書面通知前，可以先與日本公平會進行諮

詢，討論進行確約程序的可能性，以及本身

有提出確約程序的意願等。

2.確約程序之開始—發書面通知

日本公平會對於符合適用進行確約程序

之有違法嫌疑之事業發出書面通知。通知內

容須記載該事業有哪些被質疑違法的行為，

具體上可能違反的獨占禁止法法條，以及可

以進行確約計畫的認可申請。

3.確約計畫的認可申請

收到書面通知之事業，可以在60天內

自主決定是否提出確約計畫之認可申請。確

約計畫中提出之內容，應包括對有違法疑慮

行為之預定排除措施或排除確保措施之具體

內容、實施期間以及確約程序對應方針中所

要求記載之事項。確約計畫至少應該滿足：

(1)措施內容的充分性；(2)措施實施的確實

性。讓日本公平會對於該提出之確約計畫，

有相當程度可信賴其能確實確保實行之可能

性，並可達成終止違法行為且無再犯之虞的

目的。

確約程序對應方針有提出幾個典型的確

約措施以供事業參考：(1)將會主動終止被

質疑違法之行為，或確認其終止；(2)通知

交易對象或周知使用者；(3)法令遵循的整

備；(4)變更契約內容；(5)事業讓渡等；(6)

返還讓交易相對人所提供之金錢性價值；

(7)履行狀況的報告等。

4.意見募集

日本公平會要判斷事業提出之確約計畫

是否符合被認可要件之際，得訂30天以內之

徵詢意見期間，透過網路等途徑，廣納第三

人之意見，以做為參考。

5.確約計畫之認可

日本公平會對於事業所提出之確約計畫，

未必一定認可。確約計畫如果被駁回，即返回

一般案件處理程序。相反地，如確約計畫受到

7 請參考確約程序對應方針之1.趣旨。
8 長澤哲也，「独占禁止法における確約手続の導入」，ジュリスト，第1528期，49-50(2019)。
9 請參考日本公平會對確約程序之簡介圖表。https://www.jftc.go.jp/dk/seido/kakuyak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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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平會認可，則不會進行相關處分。

6.認可效果

確約計畫被認可後，被質疑違法行為與

確約措施中之相關行為，不會被認定為違反

獨占禁止法而受到處分。

7.確約計畫認定之公告

確約計畫被認可後，日本公平會必須進

行相關之公告。具體上，應該釋明究竟是甚

麼樣的行為對公平、自由之競爭秩序產生何

種負面影響的可能性，以及確約計畫如何被

認可。此等內容亦可供其他事業於日後有提

出確約計畫需求時之參考。

8.認可之撤銷

並非確約計畫被認可之後即高枕無憂，

仍有被撤銷之可能。如事業未履行確約計

畫中所約定之措施，或發現事業是基於虛

偽不實之事實通過確約計畫之認可，極可

能被撤銷認可。一旦被撤銷，從撤銷確定

日起兩年內，日本公平會可以對該事業進

行適當之處分。

(三)確約程序之適用案件―樂天公司案為例

確約程序導入至今已近六年，已累積超過十

件以上之案例10。尤其在導入的二、三年後逐漸看

見案件的增加。其中，於令和元年首次適用確約

程序的樂天公司案即是頗受到矚目的案例之一。

1.樂天公司被質疑違法之行為

樂天公司在自己所經營之樂天旅遊(「 

天トラベル」 )的網站中，與在該網站刊

載住宿設施資訊的旅館等業者間所締結之

契約內容中，除了約定業者在該網站上刊

載最低房間數量之條件，同時亦約定住宿

費用與房間數必須與其他販售通路相同或

者更有利。日本公平會認為此等「最惠待

遇條款」，不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

動，有違反獨占禁止法第19條不公平交易

方法的可能性，所以日本公平會開始進行

調查，並同時發給樂天公司是否提出確約

計畫之通知。

2.樂天公司所訂定之確約計畫概要

樂天公司在收到日本公平會的通知後提

出了確約計畫，並得到日本公平會之認可。

根據日本公平會之公告，該確約計畫主要有

以下八大重點。

(1)停止被質疑違法之行為：終止與交易相

對人間有爭議之契約條款。

(2)透過股東大會中決議的方式，決定前項

之終止行為與3年內不再犯之事項。

(3)將前面兩項之措施周知交易相對人(參與

網路交易的旅館等事業 )，以及該網站

之樂天公司自家員工。

(4)將本確約計畫之第1點及第5點，周知消

費者。

(5)未來3年不得從事相同行為。

(6)為達下列事項之履行，會採取相應之措

施：

①與本案之交易相對人旅館業者，建立

有關遵守獨占禁止法之法遵事項，做

成相關的行為原則，並徹底周知相關

從業員工。

②前項之法遵事項與原則，須對於「樂天

旅遊」之相關員工進行定期性研修，以

及透過監察負責人進行定期監查。

10 請參考日本公平會公告之資料https://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dksochi/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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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除了第5點外的各措施，必須向日本公平

會報告履行狀況。

(8)根據第5點以及第6點(2)所採取措施之

履行狀況，未來3年間，每年皆須向日

本公平會報告。

3.本案評析

公告被認可之確約計畫內容，其主要目

的之一，是讓其他事業可以瞭解並參考確約

計畫應如何制定，以及日本公平會認可基準

之機會。但以本件為例，有學者認為公告內

容中對於樂天公司所為之可能涉及違法行為

之描述太過簡略，無法得知樂天公司與旅館

間可能觸及違法之交易限制條件為何；再者，

確約計畫之內容亦是相當簡要，難謂可供其他

事業作為參考。此外，若是能加上日本公平會

對事件審查的相關解說，才能讓外界能藉個案

了解日本公平會之具體認可基準11。

此等電商平台交易之新興商業模式，

或許可藉此免去該如何評價與判斷之困

擾，不啻為一個好的解決方式。但從另一

個角度思考，此等案件尚在調查中即為終

止，因而無法觀察主管機關對於此種電商

平臺行為之具體判斷，更看不到若認定為

違法時所可能之處分。由於從競爭法上對

於電商交易模式與其相關競爭議題，一直

欠缺明確的方向，因此若實務上能累積更

多相關處分，可以了解日本公平會對案件

更進一步檢視的明確態度。因此，對於確

約程序產生部分負面的懸念。

三、課徵金制度變革之重點

以下，進入課徵金新制之介紹。課徵金制度

於昭和52年之獨占禁止法修法時增訂導入，主

要用於事業違反聯合行為等惡性較大之違法行為

的一種行政處分。在過去，其計算方式主要是以

違法行為所得之銷售金額，乘以一定比例算定

之。目前獨占禁止法規定下，適用課徵金處分之

違法行為類型有：聯合行為(不当な取引制限)、

私的獨占12以及一部分的不公平交易方法。此制

度之施行主要是增大違法行為被揭發後的不利

益，以縮小事業從事違法行為之經濟上誘因。換

言之，藉由剝奪違反獨占禁止法行為所獲得之不

當得利，以謀圖社會公正，同時亦達到抑止違法

行為之目的13。此次令和元年之修法，主要包括

幾個重點：課徵金算定基礎的追加、算定期間的

延長、新增調查協力減算制度、判別程序的導入

等。以下先簡要說明修法重點後，再依序說明各

修改與增訂之內容。

(一)修法重點

1.棒子與蘿蔔並行

本次課徵金制度之改變，可謂是採棍子

與胡蘿蔔並行之模式。一方面追加課徵金的

對象並提高了算定率，藉以抑止違法行為之

發生(棒子)；另一方面，不但放寬適用課徵

金減免制度之條件，並導入協助調查日本公

平會之案件調查以換取課徵金減算之調查協

力減算制度(蘿蔔)，作為增進業事業協力公

平會調查違法行為之誘因。

2.對非裁量型課徵金制度的改革

向來，獨占禁止法中之課徵金處分，是

依循法定的客觀算定要件、方法算出課徵金

金額，是一種具劃一性的機械式算法，簡言

之，是非裁量型的計算方式。雖然前述之獨

11 小川聖史，「平成28年・令和元年独占禁止法改正とエンフォースメント―課徴金減免の見直しと確約手続の利用を中心に」，日本経済法学会年報，第41號，

76(2020)。
12 獨占禁止法中關於違法之獨占行為類型可分為：(一)支配型獨占:乃透過支配他事業之事業活動之類型。例如：在業界屬領頭羊地位之事業，透過支配交易相對人

之進貨、販賣價格、販賣地區等，圖謀控制市場全體之價格、供給量等。(二)排除型獨占：排除他事業之事業活動型。例如：在業界具領頭羊地位之事業，透過

掠奪性定價或者排他性獨家交易等手段來排除競爭者或想新參進之事業。
13 長澤哲也等5人，最新・改正独禁法と実務，商事法務，7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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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禁止法研究會中有不少意見建議此次修法

導入「裁量型」課徵金，但日本公平會對此

次修法未曾表示改為「裁量」型之說法，學

者對修法成果也持保留態度14。不過，即使

非完全改革為裁量型課徵金，增訂的「調查

協力減算制度」，乃透過申請課徵金減免的

事業中，根據其對調查協力的程度，日本公

平會再加以酌減課徵金之新制度。對於日本

公平會而言，仍有相當的裁量權限。

3.判別程序的導入

為了促進事業能夠適用課徵金減免制度

(調查協力減算制度)之誘因，此次修法還加

入了當事人與律師間之秘匿特權，稱為判別

程序。因為要如何適用新增之調查協力減算

制度，可能需要與律師進行商談後再進行，

卻又擔心是否有不利之事證落入日本公平會

手中，因此在判別程序下，只要認定符合要

件者，可以不必將與律師間之通訊事證交付

日本公平會之審查官手中。

（本文係講座民國110年10月7日於公

平會發表之演講內容，經政治大學風險管理

與保險學研究所黃佑婷摘要整理並經講座審

訂，中集將於112年1月出版）

14 白石忠志，「令和元年�占禁止法改正�概要」，ジュリスト，第1550期，14(2020)。長澤哲也等5人，最新・改正独禁法と実務，商事法務，8(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