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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經濟合作發展組織、惡性卡特爾、寬恕政策、減免制裁  

 

一、研究緣起  

我國公平交易法（下稱「公平法」），對於卡特爾（即同法所稱「聯合

行為」）採行「原則禁止，例外許可」（同法第 14 條）之嚴格規範立場，其

據以認定構成聯合行為要件之「合意」，廣泛涵蓋有法律拘束力之契約及協

議、無法律拘束力之君子協定（gentlemen＇s agreement）、其他合意方式

之一致性行為（concerted action）等多種態樣（同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3

項）。  

然而，依據公平交易委員會（下稱「公平會」）所作「全球化時代卡

特爾行為之規範與因應」（2005）之自行研究報告指出，從民國 81 年至 94

年底作出 114 件之聯合行為處分案例，其中幾近半數（47%）之聯合行為，

並未查獲留存有關合意之書面證據，由此顯示公平會同樣存在著調查聯合

行為取證之困難問題。是以順應競爭法之國際潮流趨勢，尤其在 OECD 於

2006 年 2 月 9 日對我國競爭法與政策進行同儕檢視（Peer Review），具體

建議我國公平會應建立健全之寬恕政策後，同會已於民國 96 年 1 月公布之

「公平交易法修正草案」，揭示寬恕政策之制定方針，期待日後藉此制度之

實施，不僅可以節省調查成本、及時發現違法行為並防止危害繼續擴大，

對於意圖從事聯合行為之事業，亦可收防範及遏止違法之功效。  

有關公平法寬恕政策之立法，同法修正草案第 39 條第 2 項揭示基本

之規範原則，至於實施子法之執行事項，同條第 3 項則授權公平會訂定之。

是以值此公平法修正草案引進寬恕政策之際，本研究考察各國相關制度之

內涵及執法經驗，藉此檢討我國公平法修正草案之缺失及日後執法應有之

配套措施，俾確保達成此制度預期之實施成效。  

二、研究範圍、方法及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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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計畫之主題雖係訂為「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惟就寬恕

政策規範原則之修法草案規定，及有關聯合行為之制裁措施，既屬政策整

體之一環，相互關係密不可分，爰有一倂加以研究之必要。再者，本研究

計畫係採外國法制比較法及文獻整理歸納法，廣泛參考主要競爭法國家寬

恕政策之制度沿革及執法經驗，作為擬定我國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借鏡，

因此所謂實施子法之研究範圍，自應涵蓋及外國法制之政策執行事項。  

基上所述，本計畫之研究步驟為：首先，探討寬恕政策之制度設計理

念，從經濟分析之觀點出發，用以說明政策實施應有之基本原則；其次，

從縱向面介紹主要競爭法國家之寬恕政策，分別論述美國、歐盟、德國、

韓國、日本等國實施寬恕政策之沿革、制度規定及實施成效；另從橫向面

比較研析各國寬恕政策之異同，檢討其規定內涵對於適用效果之影響層

面；末者，歸納以上研究心得，以資檢討及建議我國公平法寬恕政策之立

法原則及相關配套措施，並研擬其實施子法應予涵蓋之執行事項，藉此期

待有助於公平會寬恕政策之順利推展。  

三、重要發現  

各國寬恕政策之規定未盡一致，其間並無絕對優劣之別，端視各制度

得否因應該國之競爭政策與市場環境。然而，觀察主要競爭法國家之執法

經驗，得以發現：該等國家實施寬恕政策之前提，胥皆一併訂有處罰卡特

爾行為之罰金或罰鍰計算準則，藉此作為減免處罰程度之依據。此外，經

由各國寬恕政策之沿革發展，顯示該制度之設計與實施，應確保其制度適

用之客觀性及明確性，否則涉案事業在未有相當確信得以獲得適用效果之

情況下，以致未敢貿然提出申請並供述相關違法事證，必然損及制度實施

之成效。  

三、主要建議事項  

依據以上研究之重要發現，本研究針對公平法寬恕政策之相關配套措

施及制度設計，提出如下主要建議事項：  

（一）相關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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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公平法第 41 條及修法草案第 39 條對於聯合行為之罰鍰規定，皆

有未能有效遏止違法之缺失；加之，現行公平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有關裁處

罰鍰之標準過於抽象，以致涉案事業無從預測其可能遭受罰鍰處分之額

度，凡此皆不利於寬恕政策之實施。因此，基於處罰明確性之觀點，本研

究建議公平會應仿效美國、歐盟或日本法制，訂定浮動罰鍰額度上限及客

觀之罰鍰金額計算準則。  

（二）有關寬恕政策之規範原則  

公平法修正草案第 39 條第 2 項本文所列減免更正措施之規定，非屬

寬恕政策應有之適用效果，應予刪除。此外，修正草案同條項第 1 款「就

其所參與之聯合行為」規定，係屬所有申請者之共通要件，宜應移植於同

條項本文規定；另「以書面向主管機關提出檢舉」部分，則無規定之意義，

亦應刪除。  

（三）有關實施子法之執行事項  

實施寬恕政策應予涵蓋之適用對象、資格要件、裁處減免基準、身分

保密及其他執行事項，本研究參照各國法制實施經驗，分別提出事項研析，

並具體擬定規定條文；其中，有關免除罰鍰之適用效果，應否界定於調查

程序開始前之最先申請者，更係攸關日後寬恕政策之實施成效。因此，本

研究分析相互利弊得失，提出選擇性建議方案：倘公平會預期政策實施在

於及早獲知違法事證之效果者，宜採行日本法制類型，限於調查程序開始

前之最先申請者，始得免除其罰鍰；反之，若以充分獲得違法事證提供效

果為政策實施之優先考量者，即應採行美國、歐盟等法制類型，凡係最先

提出申請者，即使在調查程序開始後，亦得給予免除罰鍰之適用效果。  

（四）有關公平會執法立場之調整  

目前公平會對於同業公會實施聯合行為案件之執法立場，恐將嚴重影

響日後寬恕政策之實施成效。是以為確保寬恕政策之順利推展，公平會應

即調整對於相關案件之執法態度，將其處罰對象涵蓋公會主體及會員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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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實施寬恕政策之意義 

    依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於 2001 年 4 月公布之「實施寬恕政

策打擊惡性卡特爾」報告書 1所示，由於限制價格（ fixing prices）、圍標

（rigging bids）、限制產量（restricting output）或劃分市場（dividing markets）

等惡性卡特爾（hard core cartels），導致相關市場供給減少、價格異常上漲

之結果，不僅損及消費者福祉，且形成社會資源之浪費及市場經濟之非效

率性，是以該等卡特爾厥屬最重大之反競爭行為。另同組織於翌年 5 月公

布之「惡性卡特爾—損害及有效制裁」報告書2，更以 1996 年至 2000 年發

現之 16 件重大國際卡特爾違法案件為例，顯示該等卡特爾案件影響全球之

貿易金額高達 550 億美元以上，其中受此波及之商品價格甚至有超過正常

市場價格水準 50%以上者，足見卡特爾行為侵害市場競爭機制之嚴重性。

有鑑於此，如何有效抑制卡特爾違法案件，即已成為該組織宣示之重要競

爭政策課題。  

    基於上述競爭政策課題之體認，OECD 認為，加重對於卡特爾之制裁

處罰，同時實施「寬恕政策」（Leniency Program/Policy）之制度，兩者相

輔相成，要屬抑制卡特爾違法案件之有效措施。蓋所謂寬恕政策，乃係在

執法機關尚未察覺或充分掌握違法事證前，對於提供卡特爾違法事證並協

助調查之涉案成員，給予免除或減輕處罰之優惠，藉此提高卡特爾違法案

件之查處成效，即與加重處罰俱有強化嚇阻違法之功效。析言之，寬恕政

策在被定位為有效抑制卡特爾之措施下，其制度實施之意義主要表現在下

                                                 
1 OECD/CLP（2001）, “Report on Leniency Programmers to Fight Hard Core Cartels,” Apr.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dataoecd/28/31/1890449.pdf 
2 OECD/CLP（2002） , “Report on Hard core cartels–Harm and effective sanctions,” May. 
2002,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dataoecd/30/10/275499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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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三方面3：  

一、易於發現密室謀議之卡特爾，順利完成調查程序 

    卡特爾共謀實施之「合意」，通常於密室協議或以其他秘密通訊之方式

達成，相關合意之違法事證，皆未留存書面證據，或僅留存於卡特爾之內

部成員間；甚至於接受執法機關調查前，相關事證可能已遭隱匿或銷毀。

是以藉由寬恕政策提供免除或減輕處罰之誘因，相對換取卡特爾成員提供

內部證據（insider evidence），即有助於執法機關順利完成卡特爾違法案件

之查處。  

二、促使卡特爾成員停止違法行為之參與，降低危害程度  

    寬恕政策制度之適用要件，普遍要求申請適用之卡特爾成員須於特定

時點停止違法行為之參與，始得許可免除或減輕其處罰。如此制度之實施，

除蘊含有獎勵違法業者自新之效果外，同時得以即時降低卡特爾對於市場

競爭之侵害程度。 

三、增加卡特爾形成之困難度，預防違法行為之發生 

    寬恕政策制度，俗稱「窩裡反條款」，其意味著卡特爾組織隨時存在有

內部成員揭發違法事證之高度風險，如此不僅具有瓦解現存卡特爾之功

效，對於有意策劃卡特爾之發起人而言，在疑懼可能遭受告密之顧慮下，

往往因而打消實施此違法行為之念頭。 

 此外，對於有影響本國市場競爭效果之國際卡特爾案件，由於本國執

法機關受到管轄權之限制，致未能於域外行使刑事或行政調查權之際，此

時藉由寬恕政策以促使卡特爾成員提供違法事證及協助調查，即可發揮打

擊國際卡特爾之重大效果
4。 

 

                                                 
3  Richard Gruner（ 2001） , Avoiding fines through offense monitoring, detection, and 
disclosure: Trace for amnesty, Practicing Law Institute’s Corporate Law and Practice Course 
Handbook Series, 82. 
4 David A. Balto（1999）, “Antitrust Enforcement in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9 Cornell 
J. L. & Pub. PoL’Y 61,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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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各國競爭法實施寬恕政策之概況 

   美國司法部反托拉斯署於 1978 年即訂有寬恕政策相關規定，可謂政策

實施之先驅；惟當時之制度未臻完善，致實施成效不彰。嗣經反托拉斯署

1993 年之修正，申請適用之件數明顯呈現增加趨勢。受此影響，歐盟、韓

國、加拿大、德國、英國、法國、愛爾蘭等國之競爭法制，先後於 1996

年至 2001 年間，訂頒實施寬恕政策規定5。隨後經由 OECD 之鼓吹推動，

促使荷蘭、澳大利亞等相關當局於 2002 年啟用寬恕政策制度，此外日本競

爭法主管機關亦於 2005 年修法引進寬恕政策制度。  

    由於各國競爭法制對於卡特爾制裁措施之差異，因此各國寬恕政策之

屬性，得大別為「刑事寬恕政策」及「行政寬恕政策」等二類型。美國、

加拿大及愛爾蘭等國之法制，乃係在刑事程序上給予免除犯罪追訴，屬於

「刑事寬恕政策」類型；歐盟、韓國、德國、英國、法國、荷蘭、澳大利

亞、日本等國之法制，則係在行政處分上給予免除或減輕罰鍰金額，屬於

「行政寬恕政策」類型。如此分類，顯現適用寬恕政策之法律效果未盡相

同；惟在追求有效抑制違法卡特爾措施之意義上，二類型寬恕政策之實施，

洵屬一致（主要競爭法國家寬恕政策之英文規定及申請流程圖，請參附錄

一、附錄二）。  

                                                 
5  有 關 主 要 競 爭 法 國 家 寬 恕 政 策 之 概 要 ， 英 文 部 分 , Se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Cartel Work Group（2006） ,“Drafting and Implementing an Effective Leniency 
Program,”  
Anti-Cartel Enforcement Manual, Chapter 2, Apr. 2006, 13-15, available at 
http://www.giustamm.it/new_2006/Leniency.pdf；日文部分，參見塚田益德，「海外におけ

る─リニエンシーの─制度導入狀況（上）（下）」，國際商事法務，第 30 卷 12 号（2002），
1645-1649、第 31 卷 1 号（2003），23-29；小林渉（2002），「諸外国における制裁減免

制度の概要」，公正取引，第 617 号，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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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寬恕政策之設計理念 

 

 
第一節 經濟分析 

   寬恕政策能否增進競爭法當局取締違法卡特爾之功效？就此議題，歷

來不乏經濟學者，提出多樣分析方法與研究結論。Grossman and Katz（1983）

6、Reinganum（1998）7，以資訊不對稱之模型分析（asymmetric information 

model），從司法交易（plea bargaining）之觀點，認為寬恕政應有節省執法

成本之功效。相對於此，Malik（1993）8、Kaplow and Shavell（1994）9，

基於成本之比較分析，認為：藉由卡特爾成員之密告，固然得以節省執法

機關之調查成本；惟執法機關因此進行寬恕政策適用之審查及減免處罰金

額之核算等事務，亦將造成執法成本之負擔。  

    再者，亦有從如何發揮寬恕政策最佳機能之立場，提出相關經濟分析

者。例如，Motta and Polo（2003）10，分析企業間實施共謀與減免處罰誘

因之相互關係，認為：寬恕政策給予減免處罰之優惠，將使部分卡特爾成

員得以保有不法利得，同時有產生促進共謀之負面效果，是以執法機關倘

握有充分之調查資源，即應徹底予以全體違法者重罰，儘量避免適用寬恕

政策；換言之，僅限於欠缺調查資源之際，執法機關始得退而求其次的適

用寬恕政策。蓋實施寬恕政策，藉由減免處罰之誘因，換取卡特爾成員提

供內部證據，因此得以順利開啟調查程序及節省調查資源者，始得承認其

                                                 
6 G.M. Grossman and M.L. Katz（1983） , “Plea bargaining and social welfa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4） , 749-757.  
7  J.F. Reinganum （ 1998 ） , “Plea bargaining and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8（4） , 713-728. 
8 A.S. Malik（1993） , “Self-reporting and the design of policies for regulating stochastic 
pollu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4, 241-257.  
9 L. Kaplow and S. Shavell（1994） , “Optimal law enforcement with Self-reporting of 
behavio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2（3） , 583-606.  
10 Massimo Motta and Michele Polo（2003） , “Leniency programs and cartel prosecu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1（3） , 34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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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增進社會福祉之正面效果。又如，日本學者濱口、川越（2004）11，應

用無限重複賽局（infinitely repeated game）分析方法，分別設定由 2 家廠

商或 7 家廠商組成之卡特爾進行模擬試驗，結果顯示：寬恕政策對於組成

規模愈大之卡特爾，愈是容易發揮瓦解組織之破壞功用。  

    此外，日本學者松村（2005）12，以上揭 Motta and Polo 之研究理論為

基礎，進而提出調查成本、舉證成本、發現率（發現卡特爾之機率，與調

查成本之高低呈正比關係）、舉證率（執法機關自行獲取違法事證之機率，

與舉證成本之高低呈正比關係）等數據概念，用以計算分析寬恕政策之可

行性。松村認為：當執法機關之預算、人力等資源有限，因此未能同時增

加調查成本、舉證成本，導致對於卡特爾之制裁率（發現率×舉證率）低於

一定數值之情況下，即有考慮實施寬恕政策之必要性；惟於寬恕政策實施

後，倘若執法機關未能同時提高發現率，則在減免處罰金額之負面效果作

用下，仍然未能根絕卡特爾之發生。是以解決之道，執法機關應將實施寬

恕政策所節省之舉證成本，轉投注於調查成本，用以提高發現率，俾徹底

抑制違法卡特爾之發生。  

    近來，Harrington（2006） 13提出寬恕政策效能測試及應用協調賽局

（coordination game）等分析方法，頗受相關競爭法當局之重視。Harrington

認為14：吾人無從知悉真實存在於市場之卡特爾數量，因此僅以寬恕政策

適用件數之多寡，尚不足以驗證其取締違法卡特爾之功效。然而，藉由觀

察卡特爾存續期間之間接測試方法，得以發現寬恕政策實施之效果，在短

期內將促使不穩定卡特爾之自行瓦解，相對導致穩定卡特爾之繼續留存；

                                                 
11 Yasuyo Hamaguchiand Toshiji Kawagoe（2005） ,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Leniency 
Programs,” 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05-E-003, available at 
http://www.rieti.go.jp/jp/publications/dp/05e003.pdf 
12 松村幹二（2005），「カルテルに対するリニエンシー・プログラムの経済分析」，法

と経済学会，関西地区研究会報告，6 月 10。引自荒井弘毅（2006），独占禁止法と経

済学，大阪大学出版会，193-195。  
13 Joseph E. Harrington（2006）, “Corporate Leniency Programs and the Role of the Antitrust 
in Detecting Collusion,” CPRC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18-E, available at 
http://www.jftc.go.jp/cprc/DP/CPDP-18-E.pdf 
14 Harrington（2006） ,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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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經長期觀察，由於在此期間新興之卡特爾含有不穩定因素，最終將出現

整體卡特爾存續期間縮短之現象。  

    Harrington 進一步指出 15：在一場協調賽局中，參與卡特爾之各家廠

商，經由慎重考慮是否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結果，至少將形成無人通報（no 

report）或競相通報（race to report）之二種均衡狀態（equilibria）。詳言之，

當各家廠商相信沒有一家廠商會提出密告，或執法機關不可能發覺卡特爾

違法事證，此時將形成無人通報之均衡；反之，當有廠商懷疑其他廠商可

能提出密告，在爭先恐後之心態下，自然出現競相通報之均衡。是以執法

機關之任務，在於藉由寬恕政策之實施，設法將無人通報轉變為競相通報

之 均 衡 狀 態 。 如 此 均 衡 狀 態 轉 變 之 原 理 ， 若 從 眾 人 熟 知 的 囚 犯 困 境

（prisoner’s dilemma）理論加以理解，或許更為清楚。即設有涉嫌參與卡

特爾之二家廠商，在分別接受調查的場合，同樣面臨著三項選擇：「背叛」

對方，而對方保持沉默—自己無罪獲釋，對方將被判 5 年徒刑；或者，互

相「合作」保持沉默—自己與對方同樣被判 1 年徒刑；或者，互相「背叛」—

自己與對方同樣被判 3 年徒刑。以全體利益而言，如果兩個參與者都合作

保持沉默，兩人都只會被判刑 1 年，總體利益最高；但結果通常是，二家

廠商由於互不信任及利己之思考，最後都會作出相同之選擇—互相「背叛」。 

 

第二節 處罰金額之可預測性原則 

基於企業經營規避風險之法則，卡特爾成員之所以樂於申請適用寬恕

政策，必然意識到其參與之卡特爾有被發覺之危機，甚至因此遭受之處罰

金額將超過其不法利得；否則，即使寬恕政策給予減免處罰金額之優惠，

惟在處罰金額程度不明，致無從與不法獲利作出衡量評估之情況下，實難

期待卡特爾成員有申請適用之意願。依此論點，各國法制實施寬恕政策之

前提，莫不加重對於卡特爾之制裁處罰，同時揭示處罰金額之核算標準，

                                                 
15 Harrington（2006） ,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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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提高當事人提出申請之誘因。 

    如下列表 2-1 所示，主要競爭法國家對於卡特爾之制裁措施，有僅採

刑事處罰者（美國），亦有僅採行政處罰者（歐盟），另有兼採刑事及行政

處罰者（德、英、法、日、韓等國），其中對於法人及個人是否一併設有罰

則，亦未盡相同；惟有關處罰金額之規定，除定有固定額度上限者外，並

定有以不法獲利之二倍或銷售金額一定百分比之浮動額度上限，俾徹底剝

奪卡特爾之不法利得，由此顯示各國競爭法對於卡特爾重罰制裁之一致性

16。  

（表 2-1：主要競爭法國家對於卡特爾之制裁措施表）  

 

 

 

 

 

 

 

 

 

 

 

 

 

 

 

                                                 
16 有關各國競爭法對於卡特爾制裁措施之比較，參見日本內閣府，「獨占禁止法基本問

題懇談會報告書」（2007 年 6 月 26 日），資料集（5），揭載於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網頁：

http://www8.cao.go.jp/chosei/dokkin/kaisaijokyo/finalreport/materials.pdf 

 

 

 
 

禁止規定 刑事罰 
（①法人、②個人） 

行政罰 
（罰鍰額度） 

備註 

美 國 休 曼 法

§1 
① 1 億美元以下之 罰金

（criminal penalty） 
②10 年以下之有期徒刑

或 100 萬美元以下之罰金

  ── 

（未設行政罰則） 
罰金部分，亦得以違

法行為所得利益或

所生損害額之二倍

為上限 
歐 洲 共 同 體

條約§81 
  ── 

（未設刑事罰則） 
最近年度之全球總營業額

10%以下之罰鍰（fine） 
對於個人，未設有刑

事及行政罰則 
德 國 限 制 競

爭防止法§1 
②5 年以下之有期徒刑或

180 萬 歐 元 以 下 之 罰 金

（刑法圍標罪 298StGB）

100 萬歐元或最近年度之

全球總營業額 10%以下之

罰鍰（Geldbuße） 

對於個人，得處以

100 萬歐元以下之罰

鍰 
英 國 競 爭 法

§2 
②5 年以下之有期徒刑或

罰金 
最近年度之全球總營業額

10%以下之罰鍰（financial 
penalty） 

對於個人，未設有行

政罰則 

法 國 商 法 典

§420–1 
②4 年以下之有期徒刑或

7 萬 5 千歐元以下之罰金 
違法期間之最高年度全球

總營業額 10%以下之罰鍰

（sanction pécuniaire） 

對於個人，得處以

300 萬歐元以下之罰

鍰 

日 本 獨 占 禁

止法§3 後段 
①5 億日圓以下之罰金 
②3 年以下之有期徒刑或

500 萬日圓以下之罰金 

違法期間營業額一定比率

之罰鍰（課徴金） 
對於個人，未設有行

政罰則 

韓 國 獨 占 規

制 及 公 平 交

易法§19 

①2 億韓元以下之罰金 
②3 年以下之有期徒刑或

2 億韓元以下之罰金 

最近 3 年之平均年度營業

額 10%或 20 億韓元以下

之罰鍰（surcharge） 

對於個人，未設有行

政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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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揭處罰金額之上限規定下，各國競爭法制普遍定有處罰金額之計

算方式，用以裁決確定之處罰金額，並為寬恕政策減輕金額之準據。以下，

分別以美國、歐盟及日本等國之法制為例，說明各該處罰金額之計算基準。 

一、美國聯邦量刑指令  

    依據美國休曼法第 1 條規定，對於參與卡特爾之犯罪行為，其為法人

者，科以 1 億美元以下之罰金；其為個人者，處以 10 年以下之有期徒刑，

或併科 100 萬美元以下之罰金。此外，依據 1984 年之量刑修正法（ the 

Sentencing Reform Act）規定，經比較反托拉斯法規定之上限金額、違法所

得利益或所生損害額之二倍金額，得以其中最高金額，作為罰金額度之上

限。  

    在 上 揭 罰 金 額 度 範 圍 內 ， 美 國 聯 邦 量 刑 委 員 會 （ Federal Sentencing 

Commission）訂頒有量刑指令，俾供法院裁決反托拉斯法罰金案件之參考

準據。其中，針對企業、公會及政府機關等團體組織為被告之案件，該委

員會於 1991 年增訂有對團體組織被告之量刑指令（Sentencing Guidelines 

for Organizational Defendants）17。大體言之，該 1991 年量刑指令之計算

方法，包含下列基礎罰金額（base fine）、責任積分（culpability score）、罰

金額度範圍及具體罰金額之決定等三大項目。 

（一）基礎罰金額之決定（§ 2R1.1.） 

    首先，以遭受違法行為影響之美國境內交易金額之 20%，定為基礎罰

金額。至於其百分比定為 20%之理由，乃係以其 10%推定為價格卡特爾之

平均不法利得；另外之 10%，推定為消費者由於價格過高而未能購買之無

謂損失（deadweight loss）。惟此交易金額之 20%，僅係推定之性質，倘當

事人得以提出反證，例如實際之不法利得不足 10%或超過 10%者，仍得個

案調整基礎罰金額。 

                                                 
17 U.S Sentencing Comm’n,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Manual（Nov. 1, 2002） , § 8 
A.1.1, Application Notes at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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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責任積分之決定（§ 8C2.5.） 

    涉案之被告為法人者，以 5 分為基本點數，其次斟酌下列 6 項要素後，

加減計算其責任積分： 

    1. 犯罪行為之參與或容許（ involvement in or tolerance of criminal 

activity ）： 法 人 之 高 階 職 員 （ highlevel personnel ） 或 握 有 實 權 之 職 員

（substantial authority personnel），有參與涉案之違法行為者，依據法人規

模（員工人數）之大小，加計 1 至 5 分。 

    2. 曾經實施同類行為之前科或紀錄（prior history）：法人曾有類似違

法行為而受刑事處罰，或因類似違法行為曾受二次以上之民事求償或行政

處分，其與本案行為之間隔期間已逾十年以上者，加計 1 分；其間隔期間

在五年以內者，加計 2 分。  

3. 命令之違反（violation of an order）：有違反法院之強制命令者，加

計 2 分。  

4. 司法之妨礙（obstruction of justice）：有故意妨礙或意圖妨礙搜索、

追訴、裁判或量刑程序，或未為防止發生該等行為之合理措施者，加計 3

分。  

5. 設 有 預防或 發 覺 違 法 行 為 效 果 之 方 案 （ program to prevent and 

detect violation of law）：內部設有預防或發覺違法行為效果之方案者，扣

減 3 分；但有容許或故意放任其高階職員參與違法行為之情事者，不得扣

減。其握有實權之職員參與違法行為者，推定該法人未設有此效果方案。

該法人於發覺違法行為後，延遲對主管機關提出通報而無正當理由者，亦

不得扣減。  

6. 主動通報、協助調查及承擔責任（self-reporting, cooperation and 

acceptance of responsibility）：在違法行為被發覺或主管機關開始調查之相

當時日前，自知悉有違法行為之時起，立即向主管機關通報，並全面協助

調查，足認其積極承擔責任者，扣減 5 分。在違法行為被發覺或開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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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未為通報，惟有全面協助調查，足認其積極承擔責任者，扣減 2 分。未

通報且未全面協助調查，惟有其他足認積極承擔責任之情事者，扣減 1 分。 

（三）罰金額度範圍及罰金額之決定（§ 8C2.6.；2.8.） 

所謂罰金額度範圍，係指以上揭計算方式得出之責任積分，對照於下

列表 2-2「責任積分倍數表」之相當欄位，以基礎罰金額乘以該欄位之最

大倍數、最小倍數，分別為罰金額之上限、下限額度。例如，責任積分為

10 分以上者，其罰金額之上限為基礎罰金額之四倍（交易金額之 20%×4），

下限則為基礎罰金額之二倍（交易金額之 20%×2）。      

                     

（表 2-2：反托拉斯法罰金案件責任積分倍數表） 

 

 

 

 

 

 

 

 

 

 

 

 

 

如此算出罰金額度範圍後，在此額度範圍內，法院將斟酌刑罰之目的、

該法人於違法行為擔任之角色、有罪判決之影響等因素，決定具體之罰金

額（§ 8C2.8.）。惟應予注意者，該量刑指令規定，計算反托拉斯法案件之

責任積分  最小倍數  最大倍數  

10 分以上  2.00 4.00 

9 分  1.80 3.60 

8 分  1.60 3.20 

7 分  1.40 2.80 

6 分  1.20 2.40 

5 分  1.00 2.00 

4 分  0.80 1.60 

3 分  0.60 1.20 

2 分  0.40 0.80 

1 分  0.20 0.40 

0 分以下  0.05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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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金最小倍數，不得低於 0.75（§ 2R1.1.（d））。準此規定，參與卡特爾之

法人，除非適用寬恕政策免予追訴犯罪，否則至少將被科以交易金額 15%

之罰金（20%×0.75）。 

二 、 歐 盟 執 委 會 之 罰 鍰 計 算 方 法 指 令  

    依據歐盟理事會 2003 年第 1 號規則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舊規定為 1962

年第 17 號規則第 15 條第 2 項），對於故意或過失違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1（卡特爾）或第 82 條（濫用市場控制地位）規定之事業或事業團體，衡

量其違法之重大性（gravity）、違法期間（duration）等因素，得處以其前

年度之全球總營業額 10%以下之罰鍰。至於決定罰鍰金額之計算方法，執

委會於 1998 年即定有罰鍰計算指令（Guidelines on the method of setting 

fines）18；嗣經檢討該計算指令實施成效，認為有進一步明確其計算方法，

並加重對於卡特爾等違法案件制裁之必要性，爰於 2006 年 6 月 28 日公告

新修正之計算指令19，揭示如下之罰鍰計算方法。  

（一）基礎額（basic amount）之決定 

    執委會於裁處罰鍰之案件，首先須依下列步驟決定基礎額： 

    1. 年度營業額：調查涉案事業於違法期間，其在歐洲共同市場之最近

年度營業額；凡直接或間接與違法行為相關之商品或勞務之營業額（含附

加價值稅等課稅金額），均包含在內。如係事業團體違法之案件，則以相關

事業團體成員之營業額，合併計算之。 

    2. 計算比率：綜合違法行為之性質、涉案企業之市場占有率總和、違

法行為影響之地理範圍、涉案行為是否實際付諸實施等因素，在 30%之範

圍內，個案決定計算率；惟於執委會認有加重制裁效果之必要者，得不受

30%上限之限制。通常，對於涉及水平的價格卡特爾、劃分市場卡特爾、

                                                 
18 European Commission, “Guidelines on the method of setting fines imposed pursuant to 
Article 15(2) of Regulation No 17 and Article 65(5) of the ECSC Treaty,” OJC 9, 14.01.1998,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int/comm/competition/antitrust/legislation/98c9_en.htm 
19 European Commission, “Guidelines on the method of setting fines imposed pursuant to 
Article 23(2)(a) of Regulation No 1/2003, ” 2006/C210/02, OJC 210, 1.9.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worldlii.org/eu/cases/EUECJ/2006/T329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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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產量卡特爾等重大限制競爭之案件，均以 30%作為計算率。  

3. 違法期間：違法行為持續一年以上者，以該違法期間之年數（6 個

月未滿者，以 0.5 年計；6 個月以上，未滿 12 個月者，以 1 年計；年數無

上限），乘以上揭年度營業額及計算比率。 

4. 基礎額之算出及加重：依上揭步驟算出之金額，即為一般違法案件

之基礎額；另針對水平的價格卡特爾、劃分市場卡特爾、限制產量卡特爾

等惡性重大之違法案件，得於該基礎額上，加計其最近年度營業額 15%至

25%之金額。如此加重基礎額之理由，在於增加參與違法者之金錢負擔

（entry fee），藉以提升對於惡性卡特爾等行為之違法抑制效果。  

（二）罰鍰金額之決定 

執委會算出基礎額後，尚須審視有無下列加重或減輕事由，俾決定是

否加計或扣減罰鍰金額： 

1. 加重事由（aggravating circumstance） 

（1） 違法行為之紀錄：曾有實施相同或類似之違法行為者，得依其

違法行為之次數，每次最多加計基礎額 100%之罰鍰金額。  

（2） 其他加重事由：違法者在本案居於主導或煽動之地位、妨礙或

未配合調查、有實施報復之措施、得以客觀推定獲有過多之不

當利得等事由者，亦得加計罰鍰金額；惟加計之程度，該指令

並未揭載，執委會得為個案裁量。 

2. 減輕事由（attenuating circumstance） 

有下列情事之一，得扣減罰鍰金額；惟扣減之程度，該指令並未揭載，

執委會得為個案裁量： 

（1） 涉案事業僅係居於從屬性地位，跟隨實施違法行為。  

（2） 雖有參與合意，惟實際上並未實施合意內容之卡特爾行為。  

（3） 調查程序開始後，立即停止違法行為之參與。  

（4） 主觀違法要素，僅有過失並非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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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積極協助調查。  

（6） 罰鍰額度超過支付能力，致危及事業經營之存續。  

    綜觀上揭 2006 年之新計算指令，雖然對於罰鍰加重或減輕事由，執委

會仍然保有部分裁量權；惟在決定基礎額部分，相較於 1998 年之舊計算指

令，新指令已有相當程度之明確性改善效果。蓋舊指令依據案件之違法程

度，區分成「輕微違法」（minor）、「重大違法」（serious）及「非常重大違

法」（very serious）等三等級，分別設定「1000 歐元以上，100 萬歐元以下」、

「100 萬歐元以上，2000 萬歐元以下」及「2000 萬歐元以上」等基礎額額

度範圍，惟其間區分標準並非明確；相對於此，新指令針對惡性卡特爾等

重大案件，揭示基礎額定為其年度營業額 30%之原則，較能符合當事人對

於罰鍰金額可預測性之要求。  

三、日本獨占禁止法之課徵金制度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3 條後段，明文禁止事業實施卡特爾之違法行為。

此外，同法為剝奪卡特爾之不法利得，達到遏止違法之效果，爰於昭和 52

（1977）年增設同法第 7 條之 2 課徵金（罰鍰）規定，針對參與價格卡特

爾、限制產量卡特爾及劃分市場卡特爾等違法行為之事業，處以違法期間

營業額一定比率之罰鍰。近來，為加重對於違法行為之處罰措施，並配合

寬恕政策實施之目的，爰於平成 17（2005）年修法之際
20，大幅修改課徵

金規定，藉以全面提高罰鍰計算比率21、加重再次違法行為之罰鍰、減輕

即時停止違法行為之罰鍰、擴張處罰對象及於採購卡特爾與支配他事業活

動之私的獨占等違法行為。有關獨占禁止法之課徵金制度，配合下列表 3

所示，以下進一步說明之22。  

                                                 
20 有關日本獨占禁止法課徵金制度之修正，參見鈴木孝之（2005），「課徵金制度の見直

し」，ジュリスト，第 1294 号（特集・独占禁止法改正），9-15。  
21 罰鍰計算比例之提高：原來製造業之大企業 6%、中小企業 3%，分別提高為 10%、

4%；原來零售業之大企業 2%、中小企業 1%，分別提高為 3%、1.2%；原來批發業之大

企業 1%、中小企業 1%，分別提高為 2%、1%。  
22 有關此課徵金制度之說明，參見諏訪園貞明（2005），平成 17 年改正独占禁止法—新

しい課徴金制度と審判・犯則調査制度の逐条解説—，商事法務初版，4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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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3：日本課徵金制度之罰鍰計算比率表）  

     規模  

業種  

大企業  

 

中小企業  

再次違法  ⇒15% 再次違法  ⇒6% 

製造業  

 

10% 即時停止違法 ⇒8%

 

4% 即時停止違法  ⇒3.2%

再次違法  ⇒4.5% 再次違法  ⇒1.8% 

零售業  

 

3% 即時停止違法 ⇒2.4%

 

1.2% 即時停止違法  ⇒1%

再次違法  ⇒3% 再次違法  ⇒1.5% 

批發業  

  

2% 即時停止違法 ⇒1.6%

 

1% 即時停止違法  ⇒0.8%

   

（一）基礎金額 

    依據獨占禁止法第 7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下稱

「日本公平會」），對於參與有影響商品或勞務對價之卡特爾事業，依其違

法期間（違法期間逾三年者，以最近三年期間）之銷售金額或採購金額，

各處以下列一定比率之罰鍰：  

    1. 屬於大企業之製造業、零售業、批發業：計算比率分別定為 10%、

3%、2%（同條第 1 項）。至於決定各該百分比之理由，乃係依據歷來大規

模製造業違法案件之統計資料，顯示九成以上案件之不法獲利均超過營業

額之 8%，是以將製造業之計算比率定為 10%，以達剝奪不法利得及懲戒

違法之效果；另依企業經營統計資料，顯示大規模零售業、批發業之營業

獲利率各為 2.28%、1.18%，是以對照於製造業之 10%，其計算比率分別定

為 3%、2%。  

    2. 屬於中小企業之製造業、零售業、批發業23：計算比率分別定為 4%、

                                                 
23 中小企業之認定標準，依據同條第 4 項規定：製造業、建設業、運輸業及其他業別，

資本額或出資總額在三億日圓以下，且其經常使用之從業員人數在三百人以下者；批發

業，資本額或出資總額在一億日圓以下，且其經常使用之從業員人數在一百人以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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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同條第 4 項）。此乃由於中小企業之違法案件較少，且其零售

業（0.82%）、批發業（1.14%）之營業獲利率相對較低，因此對照於大企

業之各該業種，分別降低其計算比率。  

（二）減輕事由  

    涉案事業在開始調查日之一個月前，已停止實施違法行為，且該違法

行為之實施期間未逾二年者，鑑於其平均不法利得皆在營業額之 8%以下，

是以其罰鍰之計算比率，若屬大企業之製造業、零售業或批發業，分別減

為 8%、2.4 %或 1.6%；若屬中小企業之製造業、零售業或批發業，分別減

為 3.2%、1 %或 0.8%（同條第 5 項）。此外，涉案事業在停止實施違法行

為後，進而對日本公平會提供違法事證並協助調查者，仍得受到寬恕政策

免除或再減輕罰鍰之優惠。  

（三）加重事由  

    涉案事業在開始調查日起，回溯 10 年內，曾經受有確定之罰鍰處分

者，不問是否屬於同類違法行為或同一相關市場，其罰鍰之計算比率，若

屬大企業之製造業、零售業或批發業，分別增為 15%、4.5 %或 3%；若屬

中小企業之製造業、零售業或批發業，分別增為 6%、1.8 %或 1.5%（同條

第 6 項）。蓋分析平成 3（1991）年以來之違法案件資料，相較於僅有一次

違法紀錄者，再次違法之不法利得將增加五成，是以依此比例分別加重計

算比率。  

（四）少額罰緩之免除  

    依據上揭基礎計算比率所得之罰鍰金額低於 100 萬日圓者，免除對該

涉案事業之罰鍰處分（同條第 1 項但書）。如此規定之立法意旨，乃係鑑於

少額罰緩無從發揮違法抑制之效果，且基於節省行政成本之觀點，即無發

動罰鍰處分之必要性。  

                                                                                                                                            
服務業，資本額或出資總額在五千萬日圓以下，且其經常使用之從業員人數在一百人以

下者；零售業，資本額或出資總額在五千萬日圓以下，且其經常使用之從業員人數在五

十人以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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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罰金之扣除  

    日本公平會對於惡性卡特爾等重大違法案件，除得依據課徵金規定處

以罰鍰外，亦得向檢察機關提出告發（同法第 74 條），是以同一涉案事業

即有併受罰鍰與罰金處罰之可能。如此情況下，鑑於罰金刑已有高度之違

法制裁效果，因此在同一違法行為之罰金刑判決確定後，日本公平會計算

罰鍰金額，即應扣除罰金額度二分之一之金額（同條第 14 項、同法第 51

條）；惟計算之罰鍰金額低於罰金額度二分之一，或扣除後之罰鍰金額未滿

一百萬日圓者，應免除或撤銷罰鍰處分（同條第 15 項、同法第 51 條第 2

項）。  

 （六）其他相關規定  

    受有罰鍰處分之事業係屬公司組織型態，該公司因合併而消滅者，應

以合併後存續或新設之公司視為被處分人，藉以防止脫法行為之發生（同

條第 19 項）。此外，自違法行為終了之日起，經過三年之期間者，不得對

該涉案事業為罰鍰之處分（同條第 21 項）。蓋事業就其營業相關之帳簿表

冊，僅負有 5 年期間之保存義務（日本公司法第 442 條第 1 項），為避免日

後相關營業額資料之流失，造成計算罰鍰金額之困難，故有促使主管機關

即時作出罰緩處分之必要。  

 

第三節 政策適用之明確性原則 

    卡特爾成員在處罰金額可預測性之原則下，最終是否申請適用寬恕政

策，仍須取決於適用可能性之評估判斷而定。是以美國司法部反托拉斯署

Masoudi 副署長指出24：競爭法當局賦予當事人申請結果之可預測性，厥為

寬恕政策達成應有成效之必備要素。  

    從制度比較之觀點，寬恕政策與司法交易之認罪協商制度，在得以節

                                                 
24 Gerald F. Masoudi（2007） , “Cartel Enforc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eyond) ,” 
Presented at the Cartel Conference Budapest, February 16, 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speeches/22186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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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調查成本，解決取證困難之功能上，兩者有其類似之處；然而，相較於

認罪協商制度賦予檢察機關充分之裁量權限，寬恕政策則要求其適用要件

及適用效果之客觀明確化25。蓋刑事被告既經偵查起訴，其提出認罪協商

之請求，縱然遭受司法機關之拒絕同意，尚不致使其法律地位蒙受更為不

利之損害；相對之下，卡特爾成員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際，競爭法當局可

能尚未開始調查程序，甚或尚未察覺有卡特爾違法行為之存在，是以對於

符合一定要件之申請者，即有相當程度確保其適用無虞之必要，否則難以

期待其敢於貿然提出申請。  

    另觀察寬恕政策之立法趨勢，可謂普遍呈現客觀明確化之發展方向。

例如，美國司法部反托拉斯署於 1978 年開始實施之寬恕政策，賦予反托拉

斯署過度之裁量權限，是以申請者得否獲得適用之許可，處於極度不確定

之狀態，致影響當事人提出申請之意願；嗣經 1993 年之修正，對於符合一

定要件之申請者，即當然的（automatic）給予免除處罰效果，因而逐漸展

現政策實施之成效。又如歐盟執委會於 1996 年公告之寬恕政策，其適用要

件存在諸多不確定法律概念，致使涉案企業處於躊躇不前之心態下，政策

實施成效不彰；有鑑於此，經由執委會 2002 年之政策檢討，刪除若干主觀

適用要件，因而促使申請件數大幅提升。  

    如此寬恕政策明確性之要求，反映於政策設計理念上，得由以下相異

階段之申請適用，分別加以說明26：  

 一、調查程序開始前  

    在此階段，卡特爾尚無立即被發現之危險，一般而言，涉案事業並無

提出申請之意願，是以政策設計為強化其提出申請之誘因，通常給予最先

申請者免除處罰之最大優惠。藉此誘因之催化作用，分析涉案事業可能提

出申請之情況有二：其一，參與卡特爾之不法獲利，低於當初之預期，甚

                                                 
25 有關寬恕政策與認罪協商制度之比較，參見川出敏裕（2002），「経済犯罪と取引的捜

査手法」，ジュリスト，第 1228 号，133-142。  
26 Harrington Jr.（2006） ,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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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遠低於日後可能遭受處罰之金額；其二，即使短期內獲有高額之不法利

得，惟經長期累計之處罰金額，仍有可能超過不法利得。於此情況下，卡

特爾成員基於損益權衡之理性評估，為爭取免除處罰之最優惠效果，自然

產生及早提出申請之動機。  

二、調查程序開始後  

    相較於上述階段，此階段之卡特爾成員處於可能被取締之高度風險

下，其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意願，相對提高。對於執法機關而言，依據一

般公眾或非卡特爾成員事業之檢舉，亦有可能察覺卡特爾存在之跡象，以

致開始調查程序；惟相對之下，此時執法機關較難充分掌握違法事證，是

以仍有必要藉由申請者提供補充事證，俾順利完成調查程序。具體言之，

其一般之作法為：預先設定有限之申請名額，依序遞減其減免處罰優惠之

適用效果，並配合執法機關公告開始調查程序之訊息，促使卡特爾成員產

生爭先恐後之心態，即得期待其競相申請適用寬恕政策。  

 

第四節 小結 

    藉由經濟學者提出賽局理論之分析，吾人得知，實施寬恕政策得以促

進卡特爾成員爭先通報違法事證，藉此提高執法機關取締違法卡特爾之功

效。惟如此之立論，尚須配合加重卡特爾之處罰措施，並建立可預測性之

處罰金額計算準則，同時要求提升政策適用之客觀明確化，始能達成政策

實施之預期目標。  

    就加重卡特爾之處罰措施方面，美國、歐盟及日本等國法制，皆以違

法事業營業金額之一定比率，浮動的作為處罰額度之上限，俾處罰金額上

限得以依隨營業不法利得之增加而自動提高。另就處罰金額之可預測性原

則，美國、歐盟及日本等國法制之計算準則，均以量化標準揭示基礎額度

之計算公式，藉以滿足當事人對於處罰金額基本程度的可預測性要求。  

    此外，有關處罰金額之加重或減輕事由，美國及歐盟法制，仍然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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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機關一定程度之裁量空間，針對個案得以具體審酌；相對之下，日本

法制對於加重或減輕標準一律予以量化，完全排除執法機關之裁量權限，

最能符合處罰金額之可預測性原則。至於政策適用之客觀明確化，經由執

法機關之實際驗證，顯示其明確化有提升當事人申請意願之效果，如此效

果配合相關政策設計原理予以強化，應可期待寬恕政策得以發揮其實施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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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要競爭法國家寬恕政策之介紹與比較 

 
 

第一節 美國司法部反托拉斯署之寬恕政策 

一、沿革  

    美國司法部反托拉斯署於 1978 年 10 月，即訂頒實施企業法人寬恕政

策（Corporate Leniency Program），對於違反反托拉斯法之企業，在開始調

查前，有主動供述違法行為（voluntary disclosure），經由反托拉斯署之裁

量，得予以免除刑事追訴27。藉由此政策之實施，曾經查獲諸如 1992 年之

電纜線業者價格卡特爾、1993 年之乳品業者卡特爾等重大違法案件28；然

而，整體以觀，其政策並未發揮應有之實施功效。蓋依當時制度規定，即

使涉案企業於開始調查前，已經主動供述違法行為，惟最終得否予以免除

刑事追訴，仍須取決於反托拉斯署之裁量決定，是以該政策在申請結果不

確定因素之作用下，至 1993 年止，平均每年僅有 1 件申請案件29。  

    鑑於上述政策之缺失，反托拉斯署經由全面檢討修正，嗣於 1993 年 8

月公告新修正之企業法人寬恕政策30。相對於舊有政策，新政策之特點為：

對於符合一定適用要件之企業，當然予以免除刑事追訴，反托拉斯署不得

行使裁量權；在反托拉斯署開始調查後，對於主動供述違法行為之企業，

亦得予以免除刑事追訴；企業申請適用寬恕政策，致予以免除刑事追訴者，

一併免除對該企業相關職務人員之刑事追訴。  

二、1993 年之企業法人寬恕政策  

                                                 
27 John H. Shenefield（1978） , Ass’t Att’y Gen., Antitrust Div., Statement Before the 17th 
Annual Corporate Counsel Inst.Oct. 4, 1978, noted in Trade Reg. Rep.（CCH）¶50, 388.   
28  Robert Bloch（ 1993） , “Past practice and future promise: The Antitrust Division’s 
corporate amnesty program,” Antitrust, Fall 1993, 28-29.    
29  Gary R. Spratling.（ 1998） , “The corporate leniency policy: Answers to recurring 
questions,” Remarks at the ABA Antitrust Section 1998 Spring Meeting, 2.     
30 Antitrust Div., U.S. Dep’t of Justice, Corporate Leniency Program（Aug. 10, 1993） , 
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guidelines/00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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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 項適用要件  

    違法企業，在反托拉斯署開始調查程序前，已經提出申請，且完全符

合下列各點要件者，予以免除刑事追訴： 

1. 該企業提出申請之際，反托拉斯署就該企業參與之違法行為，尚未

自其他訊息來源察覺有違法嫌疑。  

2. 該企業發現其涉及違法行為時，立即採行有效終止違法行為之措

施。  

3. 該企業於誠實（candor）且完全（completeness）的供述違法行為，

並於反托拉斯署調查期間，全面且持續的協助調查（full 

cooperation）。  

4. 對於違法行為之供述（confession），確實為該企業組織體之行為

（corporate act），並非企業相關職務人員之個人行為。  

5. 該企業在可能情況下（where possible），賠償被害人之損失。  

6. 該企業並未強迫他人參與涉案之違法行為，且顯然非係該違法行為

之領導人或發起人（the leader in, or originator of, the activity）。  

（二）B 項適用要件  

未符合 A 項適用要件之違法企業，不論其申請係在調查程序開始前或

開始後，倘完全符合下列各點要件者，予以免除刑事追訴： 

1. 該企業係最先（first-in）向反托拉斯署提出申請，且主動供述違法

行為者。  

2. 該企業提出申請之際，反托拉斯署尚未獲得足認其應受有罪判決之

證據。  

3. 該企業發現其涉及違法行為時，立即採行有效終止違法行為之措

施。  

4. 該企業於誠實且完全的供述違法行為，並在反托拉斯署調查期間，

全面且持續的協助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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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於違法行為之供述，確實為該企業組織體之行為，並非企業相關

職務人員之個人行為。  

6. 該企業在可能情況下，賠償被害人之損失。  

7. 衡量涉案違法行為之性質、該企業於違法行為擔任之角色、提出申

請之時點等因素，免除對該企業之刑事追訴，不致於對他企業有不

公平之情事。  

（三）C 項適用要件  

違法企業之相關職務人員，完全符合下列三點要件者，一併予以免除

刑事追訴：  

1. 該違法企業，符合 A 項適用要件，予以免除刑事追訴。  

2. 誠實且完全的承認參與涉案違法行為。  

3. 於反托拉斯署調查期間，全面的持續協助調查。  

（四）適用說明  

    上揭三項適用要件，彼此互有先後適用順序關係。詳言之，倘有企業

符合 A 項適用要件者，其他企業即無適用 B 項要件之可能；B 項適用要件

之作用，在於替補 A 項適用要件之欠缺；C 項要件之適用，以其企業符合

A 項適用要件為前提。至於各該適用要件之作用，得歸納為下列三大目的

31。  

    1. 促使及早通報違法行為，並全力協助調查  

    A 項適用要件第 1 點至第 4 點、B 項適用要件第 1 點至第 5 點及 C 項

適用要件第 1 點至第 3 點，屬於如是目的。其於實務運作之重點，分別說

明如下：  

（1）終止違法行為  

    關於 A 項要件第 2 點及 B 項要件第 3 點之審查，提出申請之企業未必

                                                 
31 Donald C. Klawiter（2000）, “Corporate Leniency in the age of international cartel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titrust, Summer 200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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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有促使其他卡特爾成員終止違法行為之必要；該申請者僅須終止其卡特

爾之繼續參與，並主動向反托拉斯署供述違法行為，即足認其係有效終止

違法行為之措施32。另有關企業發現涉及違法行為之認定，並非以其董事

或重要職務人員締結卡特爾契約之際，而係以董事會或受任律師實際知悉

違法行為之時點為準33。  

（2）全力協助調查  

    關於 A 項要件第 3 點及 B 項要件第 4 點之審查，在反托拉斯署遭受拒

絕協助調查之際，該企業是否因而喪失申請資格，應衡量拒絕者之職務地

位、拒絕人數及影響調查之程度等因素，具體認定；倘若僅係其中一名董

事或少數幾名職員（one or more）之拒絕協助者，並不當然否定該企業符

合全力協助調查之要件。  

    企業提出申請後，雖然負有全面且持續的協助調查義務，但並不以提

供足以認定卡特爾之關鍵證據為必要。實際上，頗多適用寬恕政策之相關

案例，申請者並未提供關鍵證據，惟經由其全力協助調查，致得以查獲卡

特爾之重大違法事證。例如，1998 年之石墨電極（graphite Electrodes）案，

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 Carbide/Graphite Group, Inc.公司，僅屬於卡特爾組織

之外圍成員，並未參與卡特爾組織之核心會議，是以未能提供違法行為之

關鍵證據；然而，由於該公司提供反托拉斯署得以搜索其他卡特爾成員辦

公處所之重要訊息，致偵破橫跨美、德、日等國之重大國際卡特爾案件，

該公司因此獲得刑事追訴之豁免34。  

    2. 保護被害人  

    關於 A 項要件第 5 點及 B 項要件第 6 點之審查，係以企業處於可能之

情 況 為 條 件 ， 始 對 被 害 人 負 有 損 害 賠 償 之 義 務 （ where possible, the 

                                                 
32 Spratling（1998） , 3. 
33 Ibid. 
34 Scott D. Hammond（2000）, “Detecting And Deterring Cartel Activity through an Effective 
Leniency Program,” Remarks to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artels, November 21-22, 2, 
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speeches/99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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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ion makes restitution to injured parties）。反面言之，下列情況，企

業雖未能賠償被害人之損失，並不影響其申請適用寬恕政策35：  

（1） 宣告破產之企業，受有法院禁止清償之命令。  

（2） 被害人僅有 1 人，且已經不存在。  

（3） 履行損害賠償義務，有危及企業存續經營之虞。  

    另應予說明者，為賠償象之被害人，係指美國境內之政府機關、法人

及個人，並不包含國外之被害人。  

    在此適用要件下，一般而言，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企業，同時有可能

即為損害賠償訴訟之被告。例如， 1999 年 vitamin （ 維 他 命 ） 案 之

Rhône-Poulenc 公司、2000 年 Fine Arts Auction（藝術品拍賣）案之 Christie’s 

International Plc.公司，各該公司於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際，分別依克萊登

法（Clayton Act）第 4 條規定之三倍損害賠償訴訟（treble damages suits），

擔負有巨額之損害賠償責任36。如此損害賠償之適用要件，除有保護被害

人之功能外，對於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企業而言，亦有下列益處37：在免

除刑事追訴之擔保下，得以致力於損害賠償事務之處理；由於未受刑事追

訴，並不存在有認罪協商（guilty plea）或有罪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爰毋

庸疑慮是否產生不利於民事訴訟之表面證據（prima facie evidence）。  

    3. 維護卡特爾成員之公平性  

    關於 A 項要件第 6 點及 B 項要件第 7 點之審查，目的在於排除違法行

為之強制者、領導人及發起人等企業之申請資格，用以維護卡特爾成員之

公平性。茲有疑義者，倘領導人或發起人有複數企業者，如何認定其申請

資格？反托拉斯署基於擴大政策適用之目的，認為文義排除之對象為“the 

leader in, or originator”，並非“a leader or an originator”，是以上揭問題之任

                                                 
35 Spratling（1998） , 5. 
36 Michael S. Kelly & Bilal Sayyed（1999） , “It’s time to rethink the Clayton act’s onerous 
damages provision, Antitrust laws: tale of the market referee: a practice focus,” Legal Times, 
Oct. 25, 27.      
37 Klawiter（2000）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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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皆有申請資格38。此外，在審查 B 項第 7 點適用要件之際，尚須

衡量提出申請時點之因素，在反托拉斯署已經充分掌握違法事證後，始提

出申請之企業，基於維護政策公平性及確保實施效率之觀點，通常將拒絕

給予申請適用之資格39。 

（五）適用程序  

    依據上揭適用要件之設計，企業法人寬恕政策僅許可對一家企業免予

刑事追訴，導致相關企業爭先提出申請之情況下，難免僅因數日或數小時

之順差，形成截然不同之申請結果40。是以政策之適用程序，設有如下之

保障措施，俾確保政策實施之公正性及可信賴性41。  

1. 資格保留制度  

    當事人在正式提出申請之前，通常會委託律師洽詢反托拉斯署有關是

否已經開始調查程序、有無其他企業已經提出申請等訊息；倘獲知尚有提

出申請之機會，立即正式提出申請，大略供述卡特爾違法行為之概要、相

關成員及預計提供之證據種類（書證或證人）等事項。接獲此申請案件之

承辦官員，即經由刑事執行處處長（Director of Criminal Enforcement），轉

呈反托拉斯署副署長（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陳述承辦意見，

最終呈請反托拉斯署署長（Deputy Attorney General）決定是否受理。反

托拉斯署受理或不受理之結果，皆應通知申請者；對於不受理之決定，申

請者之委任律師得請求與反托拉斯署副署長會談。當然，在此初步申請階

段，申請者尚無提供證據或提示證據內容之義務，同時反托拉斯署亦不得

命其提供或提示。 

                                                 
38 Spratling（1998） , 6. 
39 Klawiter（2000） , 14. 
40 Hammond（2000） , 5. 
41 有關美國反托拉斯署實施寬恕政策之概況，英文部分，See, Donald C. Klawiter（2006）, 
“U.S. Corporate Leniency after the Blockbuster cartels: Are we Entering a new Era？ ,” 
EUI –RSCAS /EU Competition 2006 –Proceedings, 2-4, available at  
http://www.iue.it/RSCAS/Research/Competition/2006(pdf)/200610-COMPed-Klawiter.pdf；
日文部分，參見井上朗( 2006)，リニエンシーの実務 ─ 競争法の荒波から企業を守れ ─，

雄松堂出版，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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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該最先提出申請之企業，在反托拉斯署決定受理後，將給予其一

至二週之資格保留期限（marker）；在此期限內，反托拉斯署將避免與其他

卡特爾成員進行接觸。如此給予資格保留期限之作用，在於促使卡特爾成

員及早提出申請。蓋有意提出申請者，無須等待全部提出事項之完成準備，

即得先行提出部分申請文件；嗣於資格保留期限內，復依反托拉斯署之指

示，完整提出相關資料。惟為防止制度之流於濫用，在此資格保留期限內，

倘發現申請者有不誠實或惡意之意圖，或未依指示提出相關資料者，反托

拉斯署即得撤銷其保留資格。  

2. 附條件協議書  

經過資格保留期限後，進一步為確保申請者完全符合政策之適用要

件，反托拉斯署將與申請者簽署如是附條件之免除刑事追訴協議書：申請

者將全面且持續的協助調查，依據指示提出違法事實相關證據，確保其職

員為真實且完整之陳述，及立即採取有效停止違法之措施，並於可能情形

賠償被害人之損失；倘違反上揭約定事項，反托拉斯署保留認定該免除刑

事追訴協議為無效之權利。  

 通常，基於雙方簽署之附條件協議書，反托拉斯署將免除對於申請者

之 刑 事 追 訴 ； 然 而 ， 近 年 首 次 出 現 司 法 部 撤 銷 與 SNTG 航 運 公 司

（Stolt-Nielsen Transportation Group Ltd.）簽署附條件協議書之爭議案件，

頗受注目。本件爭端為：SNTG 航運公司，於 1998 年 8 月至 2002 年間，

與 Odfjell Searchem AS、JO Tankers B.V.等二家航運公司，合意實施分配航

線及托運客戶之航運卡特爾行為；嗣於 2002 年 11 月底，SNTG 航運公司

初步與反托拉斯署接洽有關寬恕政策之申請事宜，並於同年 12 月 17 日、

2003 年 1 月 15 日，先後取得申請資格及簽署附條件協議書，進而詳細供

述該航運卡特爾之違法事實，並提供多達 2,5000 頁之相關書類證據，致司

法部於 2003 年 9 月、2004 年 4 月，得以分別起訴其他二家航運公司。惟

司法部在調查期間發現，SNTG 航運公司之內部職員，於 2002 年 3 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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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參與該航運卡特爾違法行為之跡象，且該公司至同年底仍未制止該違

法行為，故於 2003 年 4 月 8 日，撤銷與該公司簽署之附條件協議書。  

SNTG 航運公司於接獲該撤銷協議書通知，唯恐遭受司法部之追加起

訴，爰於 2004 年 2 月 6 日，向賓州東部聯邦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主張系爭

協議書並未明確約定停止違法之時間，爰未違反協議書約定事項，該協議

書仍為有效，據此請求法院禁止被告司法部對其發動刑事追訴。嗣經審理，

同法院於 2005 年 1 月 14 日判決宣示，許可原告 SNTG 航運公司之請求，

其判決意旨略謂42：本案原告放棄其憲法保障之權利，主動供述其犯罪行

為並與政府機關簽署本件協議書，是以有關該協議書效力之爭議，應從維

護正當程序（due process）之觀點，對於政府機關之決定採取嚴格解釋；

再者，本案被告與原告簽署附條件協議書，獲得原告之提供證據及協助調

查，業已達成起訴其他共謀者及阻斷共謀行為之目的，爰應認定本件協議

書仍為有效，被告不得對原告發動刑事追訴。  

司法部不服上述地方法院之判決，經向聯邦第三巡迴法院提起上訴

後，同巡迴法院於 2006 年 3 月 23 日判決，基於如下理由，認定原審不得

禁止司法部之起訴，因而廢棄原審判決43：依據權力分立之原則，法院得

以禁止政府機關之起訴行為，應僅限於其起訴在於箝制思想表達自由等極

為例外之情形，惟本案不屬於該例外情形；再者，縱使本案 SNTG 航運公

司遭受司法部之起訴，仍得藉由申請預審程序（pretrial motion），充分主

張本件協議書之效力。  

對於上揭聯邦第三巡迴法院之判決，SNTG 航運公司表示不服，爰於

2006 年 7 月 25 日提起第三審上訴。SNTG 航運公司於上訴理由中，援引

1977 年聯邦第八巡迴法院判決 Minnesota Mining & Manufacturing Co.之案

                                                 
42  STOLT-NIELSEN S.A., STOLT-NIELSEN TRANSPORATION GROUP LTD. AND 
RICHARD WINGFIELD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IVIL ACTION NO. 
04-CV-537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PENNSYLVANIN January 14, 2005.  
43 Stolt-Nielsen, S.A. v. U.S., No. 05-1480 (3rd Cir. Mar. 23,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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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 44， 主 張 依 據 該 案 判 決 肯 定 當 事 人 與 政 府 機 關 達 成 免 予 追 訴 之 協 議效

力，渠於本案同樣享有豁免刑事追訴之權利；惟美國聯邦最高法院並未認

同本案上訴理由，嗣於 2006 年 8 月 21 日駁回本案上訴。蓋依美國聯邦最

高法院判決之結論45，指出 SNTG 航運公司援引 1977 年之案例，乃係涉及

當 事 人 與 政 府 機 關 有 關 事 後 免 予 追 訴 之 協 議 爭 端 （ a post-indictment 

challenge），其與本案洵屬事前附條件免予追訴之爭議（a pre-indictment 

challenge），二者案情尚非一致，礙難比附援引。基於該最高法院駁回上訴

之判決，賓州東部聯邦大陪審團遂於 2006 年 9 月 6 日，決定起訴 SNTG

航運公司及其所屬二家子公司與涉案之二名公司職員。  

本案上訴審判決，雖然承認司法部之起訴行為，惟並非當然否定系爭

協議書之效力；蓋如同第一審法院強調正當程序之原則，系爭協議書是否

有效，仍須經由法院審理程序確認之。換言之，系爭協議書之效力，倘在

預審程序經由法院肯定者，將形成司法部之起訴違反協議書約定，法院即

不得對之進行實質審理。否則，倘許可司法部得以任意撤銷協議書並追加

起訴，致申請者始終處於遭受有罪判決之疑懼心態下，勢必嚴重影響當事

人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意願。 

三、實施成效  

    美國司法部自 1993 年實施新修訂之寬恕政策，至 2004 年間，平均每

月即受理 1 件申請案46；此相對於舊政策時代之每年平均僅有 1 件申請案，

足見新政策確有提高當事人申請適用之作用。尤其，自 1990 年代起，隨著

美國進出口貿易持續興盛，導致其國內卡特爾有逐漸國際化之趨勢下，新

寬恕政策之實施成效，更反映在反托拉斯署對於國際卡特爾案件之取締效

                                                 
44 United States v. Minnesota Mining & Manufacturing Co., 551 F.2d 1106（8th Cir. 1977）. 
45 No. 06-97, In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STOLT-NIELSEN, S.A., ET AL., 
PETITIONERS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46 Antitrust Divisi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Status Report: An Overview Of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Antitrust Division's Criminal Enforcement Program（Feb. 1, 2004） ,  
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guidelines/2025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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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上47。以 1997 年至 2003 年違反休曼法之案件統計資料觀之，科以罰金

額 1,000 萬美元以上之違法企業計有 38 家，其中即有 35 家企業涉及國際

卡特爾案件，充分顯示重罰措施配合寬恕政策實施之執法功效48。  

    此外，應予說明者，現行企業法人寬恕政策之適用對象，僅限於對最

先提出申請者免予刑事追訴；至於第二位以下之申請者，僅得依據美國聯

邦量刑指令扣減責任積分規定，獲得減輕罰金之優惠。惟從節省調查成本

之實質效果而言，依據該扣減責任積分規定，考量各該違法企業認罪答辯

之時點、協助調查及承擔責之程度，分別給予不同程度減輕罰金之措施，

可謂構成廣義寬恕政策之一環。  

    以下，即列舉若干代表性之國際卡特爾案例，觀察企業法人寬恕政策

及量刑指令之實施概況49：  

（一）石墨電極（Graphite Electrodes）案50 

    美、德、日等國之石墨電極製造商，在 1998 年之前 5 年期間，分別在

歐洲、遠東及美國等地密會協商，合意實施調漲價格、廢止折扣、分配銷

售量及分割市場之國際卡特爾行為。嗣後，美商 Carbide/Graphite Group, Inc.

公司，首先向反托拉斯署提出適用寬恕政策之申請，並提供得以搜索其他

卡特爾成員辦公處所之重要訊息；至於日商昭和電工公司、美商 UCAR 

International Inc.公司、德商 SGL Carbon 公司等部分卡特爾成員，亦先後

與司法部達成認罪協商，並配合協助調查。據此，經由考量各該企業之申

請順序、協助調查程度及交易金額等因素，本案之處置及判決量刑，如下

                                                 
47 Ibid. 
48 Antitrust Divisi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Sherman Act Violations Yielding a Fine of 
$10 Million or More（Jan. 23, 2003） . 
49 相關國際卡特爾案例介紹，英文部分 , See, Scott D. Hammond（2002） , “A Review of 
Recent Case And Developments In The Antirust Division’s Criminal Enforcement Program,” 
The 2002 Antitrust Conference, March 7, 2002, 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speeches/10862.pdf；日文部分，參見佐藤潤（2003），「米

国における反トラスト法違反行為に対するリーニエンシー制度について」，國際商事

法務，第 32 卷 6 号，762-763。     
5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SGL CARBON AKTIENGESELLSCHAFT and 
ROBERT J. KOEHLER,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PENNSYLVANIA, Criminal No. 99-244, 6/11/99. 



 

30 

表 3-1 所示。  

 

（表 3-1：美國石墨電極案量刑表） 單位：美元  

公司名稱（國別）  申請  

順序  

罰金額  

（交易金額比率）

備註  

Carbide/Graphite 

Group, Inc（美國） 

1 0 適用寬恕政策  

（免除刑事追訴）  

昭和電工（日本）  2 3,250 萬  

（10%）  

減輕 4,250 萬罰金  

 

UCAR 

International Inc.

（美國）  

3 1 億 1,000 萬  

 

董事長：125 萬罰金、17 個月

徒刑。  

副董事長：100 萬罰金、9 個

月徒刑。  

SGL Carbon（德國） 4 

 

1 億 3,500 萬  

（30%）  

—  

 

（二）維他命（Vitamins）案51 

    在 1990 年代，美、德、瑞士及日本等國之維他命製藥廠商，每年聚會

協議各種維他命藥品之銷售價格、生產數量及行銷通路等合意事項，會後

並由各卡特爾成員之中階職員監視決議執行狀況。此外，為因應各企業收

益及全球需求之變化，各卡特爾成員隨時得協議調整相關藥品之市場占有

率及銷售價格。受到此國際卡特爾之影響，美國相關藥品市場出現可疑現

象，進而促使反托拉斯署自 1997 年展開調查。嗣於本案調查期間，法商

Rhône-Poulenc 藥廠首先於 1999 年主動向反托拉斯署供述本件卡特爾違法

                                                 
5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RHÔNE-POULENC BIOCHIMIE S.A.,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MISSOURI, 
Criminal No. 4:03CR567RWS, 9/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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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並取得適用寬恕政策之資格；隨後，瑞士商 F. Hoffman-La Roche、

德商 BASF、日商第一製藥及武田製藥等藥廠，相繼與司法部達成認罪協

商，並配合協助調查。最終，反托拉斯署與法院，依據寬恕政策及量刑指

令等規定，作出如下表 3-2 所示之處置及量刑。  

 

（表 3-2：美國維他命案量刑表）  單位：美元  

公司名稱（國

別）  

申請  

順序  

罰金額  

（交易金額比率）

備註  

Rhône-Poulenc

（法國）  

1 0 適用寬恕政策  

（免除刑事追訴）  

F. Hoffman-La 

Roche（瑞士）

2 5 億  

（15%）  

5 億 為 當 時 最 高 金 額 之 罰 金 紀

錄；另該藥商之二名職員涉及偽

證，各被判處 3 至 5 個月之徒刑

BASF（德國） 3 2 億 5,000 萬  

（15%）  

—  

第一製藥  

（日本）  

4 

 

2,500 萬  

（26%）  

—  

武田製藥  

（日本）  

5 7,022 萬  

（20%）  

該 藥 商 另 有 供 述 其 他 相 關 市 場

之卡特爾違法行為，因此罰金計

算比率減為 20% 

 

（三）藝術品拍賣（Fine Arts Auction）案52 

    美商 Sotheby’s Holdings Inc.與英商 Christie’s International plc 二大拍賣

                                                 
52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SOTHEBY'S HOLDINGS, INC.,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Criminal No.: 00 Cr. 1081, 
October 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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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合計擁有名畫、寶石及家具等全球拍賣市場 90%之占有率。自 1993

年起，二公司之業務執行長（CEO）針對美國等地區之拍賣市場，達成協

定拍賣手續費及其他交易條件等合意事項，其內情並為各該公司所知悉。

嗣於 1999 年之際，該英商拍賣公司之執行長，為反制公司對其解任之要

求，爰向公司出示其記載本件卡特爾協議日期、地點及當事人等多達 500

頁之詳細筆記資料。是以該公司唯恐日後遭受刑事追訴，即與其執行長商

議決定，共同向反托拉斯署提供該違法事證之筆記資料，因而獲得寬恕政

策之適用資格。至於美商 Sotheby’s Holdings Inc.公司，在聞訊反托拉斯署

即將開始調查之際，雖然立即主動供述本件卡特爾之違法行為，惟已遲於

英商拍賣公司提出申請之一週時間，因此仍遭起訴，並被科以 4,500 萬美

元之罰金。  

四、相關制度措施  

（一）個人寬恕政策（Leniency Policy for Individuals）  

    依據休曼法第 1 條、第 2 條之規定，該法規範之違法主體為任何人

（every person），是以針對非企業法人組織之個人實施卡特爾等違法行

為，反托拉斯署於 1994 年 8 月 10 日隨即訂頒個人寬恕政策，俾與企業法

人寬恕政策相互配合，徹底達成取締卡特爾違法行為之功效。  

    有關個人寬恕政策之適用要件，區分為如下 A、B 二大項： 

    1.  A 項適用要件  

    對於調查開始前，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個人，倘完全符合下列各要件

者，免予刑事追訴：  

（1） 申請者供述違法行為之際，反托拉斯署尚未自其他訊息來源察

覺有違法嫌疑。  

（2） 申請者誠實且完全的供述違法行為，並於反托拉斯署調查期

間，全面且持續的協助調查。  

（3） 申請者並未強迫他人參與涉案之違法行為，且顯然非係該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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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之領導人或發起人。  

2.  B 項適用要件  

    對於未符合 A 項適用要件之個人申請案，得否免予刑事追訴，反托拉

斯署仍得個案具體裁量。  

    對於企業法人提出之申請案，其負責人或職員所為相關違法行為之供

述，應依企業法人寬恕政策之規定，決定是否免除其個人之刑事追訴。  

（二）附加寬恕政策（Amnesty Plus Policy）  

    所謂附加寬恕政策，係指對於本案違法行為之企業，其申請適用寬恕

政策之提出順序在第二位以下，除就本案達成認罪協商外，另首先供述他

案相關市場（sprockets market）之違法行為者，同時免予他案之刑事追訴，

並減輕本案罰金之量刑53。藉由該制度之實施，可謂實質擴大寬恕政策之

適用範圍，具有聯動發覺違法行為之效果，是以歷來查獲多起之重大國際

卡特爾案件，皆係源於該制度提供重要事證之故。  

    例如，前揭 1999 年之維他命（Vitamins）案，在反托拉斯署調查有關

維生素 B3、維他命 B3 及氯化膽鹼等小規模藥品市場之價格卡特爾案，即

因其中一藥商適用附加寬恕政策，提供其他維他命 A、維他命 C 及維他命

E 等大規模藥品市場之卡特爾違法事證，致查獲十二種相異維他命藥品市

場之卡特爾違法行為，總計對 11 家藥商科以近 10 億美元之罰金，並有 11

名藥商職員被處徒刑。  

    又如 1996 年之離氨基酸（Lysine）案54，由於相關市場之違法業者接

連適用附加寬恕政策，致使反托拉斯署得以從最初調查之檸檬酸藥品卡特

爾案，依序查獲葡萄酸鈉、異抗壞血酸鈉、麥芽醇等相異藥品市場之卡特

爾違法行為，最終使得參與各該卡特爾行為之 10 家藥商及 11 名個人遭受

                                                 
53 Masoudi（2007） , 7-8. 
54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ARCHER DANIELS MIDLAND COMPANY,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NORTHERN DISTRICT OF ILLINOIS EASTERN 
DIVISION, Criminal No.: 96-CR-00640, 10/1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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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判決，合計被科以 2 億 2,500 萬美元之罰金。  

（三）刑罰加重措施（Penalty Plus）  

    相對於適用附加寬恕政策之優惠效果，實務上同時設有對於不提出適

用者之刑罰加重措施，俾促使當事人踴躍提出申請。是以涉案業者在得申

請適用附加寬恕政策之情況下，卻選擇不申請適用，亦即刻意隱匿尚有他

案之違法行為者，其不僅在本案將受到最高刑度之處罰，另於他案之判決

亦將予以加重量刑55。例如，  Hoffman-La Roche 藥商，於 1996 年離氨基

酸（lysine）案之本案調查期間，刻意隱匿他案維他命藥品市場之卡特爾行

為，導致嗣後該藥商於 1999 年之維他命（vitamin）案，雖然與反托拉斯

署達承認罪協商，最終仍被科以 5 億美元之高額罰金。  

 

第二節 歐盟有關卡特爾案件免除及減輕罰鍰之執委會告示 

一、沿革  

    歐盟執委會於 1995 年 12 月間，曾經廣泛徵詢業界對於制定寬恕政策

之意見，其中部分反對意見，認為寬恕政策實屬密告行為之法制化，其政

策內含非倫理性（unethical）之本質，是難以見容於歐洲傳統社會。對於

如此之反對意見，執委會表示56：相關意見，乃係意圖維繫卡特爾行為之

隱密性，可謂顛倒價值判斷之先後順序；再者，鑑於諸會員國之競爭法制

尚未制定有寬恕政策，是以執委會更有充分理由制定該政策，據以有效取

締重大反競爭之水平卡特爾行為。  

    執委會基於上述立場，爰於 1996 年 7 月 18 日訂頒有關卡特爾案件減

免罰鍰之告示
57，開始實施歐盟競爭法制之寬恕政策；嗣於 2002 年、2006

年先後二次修正該告示。有關該告示之概要及修正重點，分別說明如下。  

                                                 
55 Masoudi（2007） , 8. 
56 European Commission, ⅩⅩⅥ th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1996.  
57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Notice on the non-imposition or reduction of fines 
in cartel,” 96/C207/04, OJC 207, 18.0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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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96 年之減免罰鍰告示  

    1. 告示之概要  

    該告示對於符合適用資格之申請者，區分為下列三種程度之減免罰鍰

效果：  

    （ 1）免除或充分實質的減輕（ non-imposition or very substantial 

reduction） 

    在執委會尚未掌握充分證據，據以決定對卡特爾開始調查程序前，對

於最先提供關鍵證據（decisive evidence）之申請者，予以免除或減輕 75%

以上之罰鍰金額。 

（2）實質的減輕（substantial reduction） 

    在執委會決定開始調查程序後，尚未充分掌握足認卡特爾違法之證據

前，對於最先提供關鍵證據之申請者，予以減輕 50%～75%之罰鍰金額。  

（3）顯著的減輕（significant reduction） 

    未符合上揭免除或減輕條件之申請者，在執委會記載涉案違法事實之

異議聲明書（statement of objections）送達前，提供足以認定存在有卡特爾

之訊息、文書或其他證據；或在異議通知書送達後，表示對該通知書記載

之涉案事實，實質的不予爭執者，予以減輕 10%～50%之罰鍰金額。  

    2. 告示之檢討  

    該告示經由 5 年之實施運作，發現其制度存在有下列若干缺失，以致

未能完全發揮寬恕政策之實施功效58：  

（1）適用要件欠缺客觀性  

告示之適用要件，除要求最先申請者必須提供關鍵證據外，並有限定

其在涉案卡特爾 非 係 居 於 煽 動 者 或 主 導 者 地 位 （ an instigator or a 

determining role）等主觀適用要件，致使涉案事業未能充分認識其是否符

                                                 
58 Mark Jephcott（2002）,“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New Leniency Notice-Whistling the 
right tune？ ,” E.C.L.R, 37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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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申請資格。 

（2）免除或減輕罰鍰金額欠缺明確性 

    對於開始調查前之提出申請者，究竟予以全額免除，抑或如何實質的

減輕罰鍰額度，尚非明確，致有礙涉案事業預先評估適用效果。 

（3）是否得予減免效果之不確定性 

    申請者得否獲取減免罰鍰之適用效果，須俟執委會最終完成調查程序

之際，始得確定，如此對於涉案事業欠缺提出申請之保障功能。 

（二）2002 年減免罰鍰告示之修正重點 

    基於上述制度缺失之檢討，執委會於 2001 年 7 月著手修訂告示，嗣於

2002 年 2 月 14 日公布修正之減免罰鍰告示
59。相較於 1996 年之舊告示，

2002 年修正告示之重點為：  

1. 對於最先提供證據，因此得以決定開始調查程序或證明卡特爾存在

之申請者，明確給予免除罰鍰之適用效果。  

2. 刪除「關鍵證據」及「煽動者或主導者地位」等主觀適用要件，對

於提供具有顯然附加價值（significant added value）證據之申請者，

依其提出申請之先後順序，分別予以減輕 30%～50%、20%～30%

或 20%以內之罰鍰金額。  

3. 改善申請作業程序，賦予提出申請之保障，對於初步符合適用要件

之申請者，發給附條件之免除或減輕罰鍰同意書；對於未符合免除

罰鍰適用要件之申請者，許可其撤回已提供之證據或改為減輕罰鍰

之申請程序。 

（三）2006 年減免罰鍰告示之修正重點  

    在 2002 年之減免罰鍰告示實施 4 年後，執委會再度檢討告示實施之成

效，爰於 2006 年 9 月 29 日公布告示修正草案以徵詢各界意見，嗣於同年

                                                 
59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Notice on immunity from fines and reduction of 
fines in cartel cases,” 2002/C45/03, OJC 45, 19.2.2002,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int/eur-lex/pri/en/oj/dat/2002/c_045/c_04520020219en000300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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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8 日開始實施新修正之減免罰鍰告60。歸納該 2006 年告示修正之重

點，列舉如下61：  

1. 對於免除罰鍰之申請者，明確揭示其應提供之資訊及證據種類。  

2. 以申請者提供之資訊或證據，是否屬於執委會針對涉案卡特爾發動

調查權（targeted inspection）之必要依據，作為免除罰鍰之適用要

件。  

3. 申請者收集資訊或證據之行為，倘有妨礙執委會行使調查權之虞

者，其無庸於申請時提供該等資訊或證據，俟日後協助調查，再行

提出。  

4. 要求申請者必須供述其參與卡特爾之組織成員。  

5. 彈性規定申請者停止參與違法行為之時點。  

6. 具體揭示申請者之協助調查義務。  

7. 嚴格禁止申請者有損毀、變造或隱匿相關資訊或證據之行為。  

8. 對於減輕罰鍰之申請者，課予繼續協助調查之義務。  

9. 引進美國寬恕政策之資格保留制度（discretionary marker system），

俾申請者得以充分準備涉案卡特爾之相關資訊及證據。  

10. 強化申請者供述內容之保護措施，保障供述內容之私密性。      

二、2006 年有關卡特爾案件免除及減輕罰鍰之執委會告示 

    基於上述新告示之修正重點，有關現行 2006 年減免罰鍰告示之適用要

件、適用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進一步說明如下。 

（一）免除罰鍰（immunity from fines）之適用要件  

    1. 免除罰鍰之申請者，係最先提供涉案卡特爾之資訊或證據，且符合

下列要件之一者： 

                                                 
60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Notice on immunity from fines and reduction of 
fines in cartel cases,” 2006/C298/11, OJC 298, 8.12.2006, available at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site/en/oj/2006/c_298/c_29820061208en00170022.pdf 
61 EU Institutions press releases, “Commission adopts revised Leniency Notice to reward 
companies that report cartels,” IP/06/1705, 07/1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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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藉由該資訊或證據之提供，致執委會得以針對涉案卡特爾發動

調查權（新告示（8）（a））。  

（2） 在執委會開始調查程序後，提供之資訊或證據，足以認定涉案

卡特爾違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1 條之規定（新告示（8）（b））。  

    2. 於適用新告示（8）（a）要件之情形，為確保執委會得以發動調查

權，並未有妨礙調查權行使之虞，申請者於提供相關資訊或證據之際，負

有如下之說明義務：  

（1） 涉案卡特爾之目的、活動內容及功能等概要，及相關商品或服

務、地理範圍、卡特爾影響之期間及推定市場規模、參與卡特

爾之特定時間及場所等事項。 

（2） 申請者及其他所有卡特爾成員之事業名稱及所在地。 

（3） 就其所知，曾經參與涉案卡特爾之個人姓名、職務、所屬營業

處所及住家地址（限於必要時），並包含為申請者事業利益而

參與之個人資料。 

（4） 就涉案卡特爾之資訊或證據，是否已經提供或預備提供予歐盟

境內或境外之其他競爭法執法機關。 

（5） 申請者有無持有或可能取得涉案卡特爾之其他相關證據。 

    3. 符合上揭要件之申請者，並完全符合下列各點要件者，免除其罰鍰： 

（1） 對執委會提供現有或日後可能取得涉案卡特爾之相關證據，且    

於調查期間，全面、持續且迅速的協助調查；例如，應促使其

現職或離職之員工應訊配合調查，並且在執委會作出相關決定

前，不得損毀、變造或隱匿相關資訊或證據（新告示（12）（a））。       

（2） 於提出申請之際，立即停止違法行為之參與；但執委會認為有

配合調查程序之必要者，不在此限（新告示（12）（b））。  

（3） 在提出申請前，未有損毀、變造或隱匿涉案卡特爾相關資訊或

證據之情事；並且，除對其他競爭法執法機關為表示外，未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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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者透漏其提出申請之事實或內容（新告示（12）（c））。  

（4） 未有強迫他事業參與涉案卡特爾之行為（新告示（13））。  

（二）減輕罰鍰（reduction of a fine）之適用要件  

    未符合新告示（8）（a）或（8）（b）要件之申請者，對於執委會已經

取得之證據，提供具有顯然附加價值之證據，且完全符合新告示（12）（a）

～（12）（c）之各點要件者，在下列規定之幅度範圍內，審酌其提供證據

之時期、附加價值之程度等因素，予以減輕罰鍰（新告示（26））： 

1. 最先符合要件之申請者，減輕其罰鍰金額 30%～50%。  

2. 其次符合要件之申請者，減輕其罰鍰金額 20%～30%。  

3. 第三位以下符合要件之申請者，減輕其罰鍰金額 20%以內。  

    執委會認定相關證據是否具有顯然附加價值，應參酌該證據之性質、

對於證明涉案事實之貢獻程度等因素而定；一般而言，該證據須與涉案事

實具有直接關聯性，且相較於間接證據更有證明之價值，始足當之。  

（三）適用程序  

    有關卡特爾案件減免罰鍰告示之適用程序，在 1996 年之舊告示時期，

其僅簡略規定如是數點事項（舊告示 E1～E4）：申請減免罰鍰者，應向執

委會競爭總局（DG IV）之受理窗口提出；是否許可減免罰鍰，俟執委會

最終決定之通知；許可減免罰鍰之事業名稱、涉案違法事實、減免罰鍰金

額等事項，將記載於執委會之最終決定。  

    嗣後經由 2002 年、2006 年告示之修正補充，現行新告示訂有如下詳

細之適用程序規定：  

    1. 免除罰鍰之適用程序  

（1） 事業申請免除罰鍰者，應向執委會競爭總局提出申請；其申請，

得選擇先適用資格保留制度，抑或直接進行適用審查程序。  

（2） 申請適用資格保留制度者，應說明申請者之事業名稱及營業處

所、涉案卡特爾之成員、受其影響之產品及地理區域、推定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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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之實施期間、卡特爾行為之內容、已經或可能向其他競爭法執

法機關申請減免罰鍰等事項，俾供執委會審查是否予以准許。  

（3） 獲得資格保留制度許可者，應於許可期限內，備妥涉案卡特爾之

相關資訊及證據，並於指定期限內，提供予執委會。  

（4） 申請直接進行適用審查程序者，應即提供所有與涉案卡特爾相關

之資訊及證據；其未能立即提供者，應預定提供之日期，並提出

記載有關證據種類及內容性質之說明目錄。申請者於提供相關證

據或說明目錄後，得請求執委會競爭總局發給加註受理日期及時

間之申請證明書。  

（5） 執委會收受申請者提供之相關證據，確認其符合新告示（8）（a）

或（8）（b）之要件者，應發給附條件之免除罰鍰同意書。  

（6） 執委會收受申請者提出之證據說明目錄，依其記載之證據性質及

內容，足認符合新告示（8）（a）或（8）（b）之要件，且確認申

請者得於預定期限提供與目錄記載一致之證據者，應發給附條件

之免除罰鍰同意書。  

（7） 事業提出免除罰鍰之申請，顯然不符合新告示（8）（a）或（8）

（b）之要件者，執委會應立即以書面通知申請者；申請者於收

受通知後，得撤回已經提供之相關證據，或改為減輕罰鍰之申請

程序。申請者撤回已經提供之相關證據者，執委會仍得依一般調

查程序取得違法事證。  

（8） 執委會受理免除罰鍰或適用資格保留制度之申請後，於確定是否

給予免除罰鍰之許可前，將不受理其他同一涉案卡特爾事業提出

免除罰鍰之申請。  

（9） 執委會於調查程序終了時，認定附條件同意之申請者完全符合新

告示（12）（a）～12（c）及（13）之各點要件者，應於最終之

決定，同時給予免除罰鍰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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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減輕罰鍰之適用程序  

1. 申請減輕罰鍰之事業，應同時提供涉案卡特爾之相關證據；申請者

於提供相關證據後，得請求執委會競爭總局發給加註受理日期及時

間之申請證明書。  

2. 執委會受理免除罰緩之申請後，於確認該申請者是否符合免除罰之

適用資格前，將暫停對於其他同一涉案卡特爾事業申請減輕罰鍰之

資格核定。  

3. 執委會初步認定申請者提供之證據符合「具有顯然附加價值」之要

件者，應於記載涉案違法事實之異議聲明書送達前，發給附條件之

減輕罰鍰同意書，告知依據新告示（26）規定可能予以減輕罰鍰之

幅度範圍；對於初步認定不符合相關要件之申請者，亦應以書面通

知。  

4. 執委會於調查程序終了時，認定附條件同意之申請者完全符合新告

示（12）（a）～12（c）之各點要件者，應依新告示（26）之規定，

於最終之決定，同時減輕其罰鍰金額。  

（三）其他相關事項  

    新告示為保障申請者供述內容之私密性，並說明減免罰鍰效果與民事

責任之關係，爰訂有下列相關事項規定：  

1. 申請者對於涉案卡特爾之供述，得由其代表人及委任律師到場以

言詞方式為之，並得請求錄音存證及拒絕第三者在場；但申請者

已經公開其供述內容者，不在此限。  

2. 執委會對於申請者之供述內容，必須依據競爭法主管機關合作網

路告示規定62，始得提供予其他競爭法當局。  

3. 申請者依據本告示獲得執委會免除或減輕罰鍰之效果，不影響其

                                                 
62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Notice on cooperation within the Network of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2004/C101/03, OJC101, 27.4.2004, evadible at, 
http://www.oeaw.ac.at/eif/competition/en/guidelines/c_10120040427en0043005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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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1 條規定之民事責任。  

4. 基於保障申請者之私益，並維護調查權順利行使（第 1049/2001 號

理事會規則第 4 條）之公益考量，執委會依據本告示取得申請者

之書類或言詞供述內容，不予公開；其於最終決定作出後，亦同。 

三、實施成效  

    依據歐盟執委會於 2002 年 2 月公布之統計資料63，顯示從 1996 年至

當時之寬恕政策實施期間，合計處分 24 件之卡特爾案例中，即有 16 件案

例，共計 80 餘家事業申請適用罰鍰減免制度，累計處分之罰鍰金額高達

22.4 億歐元。此外，在 2002 年 2 月 14 日公布修正減免罰鍰告示後之 5 個

月期間，即有 10 件申請適用之案件，足證該寬恕政策具有相當實施之功效

64。以下，即列舉歷來適用減免罰鍰告示之代表性案例，一窺執委會實施

寬恕政策之概況。  

（一）1996 年告示之適用案例  

    在 1996 年至 2002 年之執委會告示實施期間65，上述適用美國反托拉

斯法寬恕政策之石墨電極（Graphite Electrodes）案、維他命（Vitamins）

案及離氨基酸（Lysine）案等重大國際卡特爾案件，其涉案事業亦於同一

時期向歐盟執委會申請適用減免罰鍰告示。  

    如下表 3-3 所示，執委會在 2001 年 7 月 18 日石墨電極（Graphite 

Electrodes）案之最終決定66，先依罰鍰計算指令算出各卡特爾事業應處之

罰鍰金額，其次審酌各該事業適用減輕罰鍰告示之情況，分別予以減輕罰

                                                 
63 EU Institutions press releases, “Question & Answer,” MEMO/02/23 of 13 February 2002, 
1-2. 
64 Mario Monti（2002） , “the fight against Cartels,” Summary of the talk to EMAC, 
September 11. 
65 有關 1996 年執委會減免罰鍰告示之適用案例，英文部分，See, L. Brokx（2001） , “A 
Patch-work of Leniency Programs,” 2 E.C.L.R 35, 36-37; M.A.P. Castellot（2001） , “An 
Overview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eniency Notice,” 1 Competition Policy Newsletter 11, 
12-14.日文部分，參見小畑徳彦（2003），「国際カルテル事件に対する EU の審査と措

置—リジン事件及び黒鉛電極事件を題材に—(上) (下) 」公正取引第 637 号，51-56、

第 638 号，71-79。  
66 OJL100/1, 200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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鍰金額。  

 

（表 3-3：歐盟石墨電極案罰鍰表）    單位：歐元  

 

 

 

 

 

 

 

 

 

 

 

 

        

 此外，執委會在 2001 年 11 月 21 日維他命（Vitamins）案之最終決定67，

對於調查開始前，最先提供關鍵證據之法商 Aventis 公司，首開免除罰鍰

之適用先例；另對德、法、荷蘭、瑞士及日本等國之其他 7 家卡特爾製藥

商，依其提供證據及配合調查之程度，分別予以 50%、35%、30%及 10%

不等之減輕比率，合計處 7 億 9,050 萬 5,000 歐元之罰鍰，創下當時執委

會處分罰鍰額度最高紀錄。  

（二）2002 年告示之適用案例  

    1. 合成橡膠（synthetic rubber）案  

    本案為分屬德國、美國、義大利、荷蘭、捷克及波蘭等國之 6 家合成

                                                 
67 EU Institutions press releases, IP/01/1625, 2001.11.21. 

 

 

公司名稱 
（國別） 

適用前之罰鍰

金額 
適用後之罰鍰金額

（減輕比率） 
適用減免罰鍰告示之減輕事由

昭和電工 
（日本） 

5,800 萬 
 

1,740 萬 
（70%） 

調查開始後，最先提供關鍵證

據 
UCAR 

（美國） 
8,410 萬 5,040 萬 

（40%） 
異議聲明書送達前，提供相關

證據 

SGL 
（德國） 

1 億 1,470 萬 8,029 萬 
（30%） 

同上 

Carbide 
（美國） 

1,296 萬 1,030 萬 
（20%） 

同上 

VAW 
（德國） 

1,450 萬 1,160 萬 
（20%） 

同上 

東海 Carbon 
（日本） 

2,728 萬 
 

2,450 萬 
（10%） 

對於執委會主張之違法事實，

未予爭執 
日本 Carbon 

（日本） 
1,364 萬 

 
1,220 萬 
（1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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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膠製造商，於 1996 年至 2002 年間，相互協議輪胎、鞋底及高爾夫球等

合成橡膠產品之價格，並分配產品之市場占有率。嗣於 2002 年，由於德商

Bayer 公司首先提出免除罰鍰之申請，並提供涉案卡特爾之重要證據，致

執委會開始本案調查程序。  

    執委會於 2003 年針對美商 Dow 公司展開調查之際，該公司隨即提供

具有顯然附加價值之證據，藉以獲取減輕罰鍰告之示適用。另荷蘭商 Shell

公司，雖向執委會坦承參與涉案卡特爾之行為，惟其提供之證據欠缺重要

性，無助於本案之調查，是以未能符合告示減經罰鍰之適用要件。本案調

查結果，執委會於 2006 年 11 月 29 日之最終決定68，如下表 3-4 所示，除

免除德商 Bayer 公司之罰鍰外，對於其他 5 家卡特爾廠商合計處以 5 憶

1,905 萬歐元之罰鍰，為截至當時僅次於維他命（Vitamins）案罰鍰額度第

二高之案件。  

 

（表 3-4：歐盟合成橡膠案罰鍰表）    單位：歐元  

     

                                                 
68 EU Institutions press releases, IP/06/1647, 2006.11.29. 

公司名稱  國別  減免比率（%） 減免金額  減免後之罰鍰金額

Bayer 德國  100 2 億 418 萬 7,500 0 

Dow 美國  40  4,305 萬  6,457 萬 5,000 

Eni 義大

利  

0 0 2 億 7,225 萬  

Shell 荷蘭  0 0 1 億 6,087 萬 5,000

Unipetrol 捷克  0 0 1,755 萬  

Trade-Stomil 波蘭  0 0 380 萬  

合計    2 億 4,723 萬 7,500 5 憶 1,905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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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瓦斯絕緣開關設備（gas insulated switchgear/GIS）案  

    本案為橫跨瑞士、法國、日本、德國及奧地利等 5 國之 11 家電機製造

商，從 1988 年至 2004 年間，針對變電所調整電壓必要之瓦斯絕緣開關設

備，合意實施圍標、議定產品價格、分配市場及相互交換營業秘密資訊等

國際卡特爾行為。嗣於 2004 年 5 月間，執委會受理瑞士商 ABB 公司適用

免除罰鍰之申請，致開始本案調查。  

    藉由瑞士商 ABB 公司詳細供述涉案卡特爾之內情，及提供多達 25,000

頁有關內部協議文件之書類證據，致使執委會順利完成調查程序，並於

2007 年 1 月 24 日之最終決定69，作出如下表 3-5 之罰鍰處分。由於本案卡

特爾之實施期間長達 16 年，是以執委會依據罰鍰計算指令，審酌涉案產品

在歐洲共同市場之經濟規模、違法行為期間及參與卡特爾成員之事業規模

等因素，除適用免除罰鍰告示之瑞士商 ABB 公司外，對於其餘 10 家違法

業者合計處以 7 億 5,071 萬 2,500 歐元，為歷來對於單一商品卡特爾處以

鍰額度最高之案例；其中對於德商 Siemens 公司處以 3 億 9,656 萬 2,500

歐元之罰鍰，更創下對於單一卡特爾事業處以罰鍰額度之最高紀錄。   

 

（表 3-5：歐盟瓦斯絕緣開關設備案罰鍰表）       單位：歐元  

公司名稱  國別  減免比率（%） 減免金額  減免後之罰鍰金額

ABB 瑞士  100 2 億 1,515 萬 6,250 0 

Alstom 法國  0 0 6,502 萬 5,000 

Areva 法國  0 0 5,355 萬  

富士電機  日本  0 0 375 萬  

日立  日本  0 0 5,175 萬  

日本 AE 日本  0 0 135 萬  

                                                 
69 EU Institutions press releases, IP /07/80, 200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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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菱電機  日本  0 0 1 億 1,857 萬 5,000

Schneider 法國  0 0 810 萬  

Siemens 德國  0 0 3 億 9,656 萬 2,500

Siemens 奧地利  0 0 2,205 萬  

東芝  日本  0 0 9090 萬  

合計    2 億 1,515 萬 6,250 7 億 5,071 萬 2,500

    

 3. 電梯及電扶梯（lifts and escalators）案 

    本案為分屬比利時、德國、盧森堡及荷蘭等國之 4 大升降機企業集團，

其旗下合計 17 家之升降機製造廠商，從 1995 年至 2004 年間，針對上述各

國位於醫院、車站、購物中心及商業大樓等公共場所之電梯及電扶梯裝設

維修工程，合意實施圍標、議定價格、分配業績、劃分市場及相互交換營

業秘密資訊等國際卡特爾行為。由於升降機廠商於相關裝設工程完工後，

通常會與業主訂定長期之維修合約，是以如此卡特爾行為對於相關升降機

市場之影響，估計長達 20 年至 50 年，可謂嚴重扭曲歐洲共同市場之競爭

秩序。有鑑於此，執委會最終對於本案合計處以 9 億 9,231 萬 2200 歐元之

罰鍰金額，創下歷來罰鍰額度之新高紀錄。  

    執委會於察覺相關升降機市場之異狀後，爰於 2004 年 1 月開始主動調

查歐洲全體之升降機製造廠商。在此調查期間，屬於 KONE 企業集團之  

Belgium S.A.、Luxembourg S.à.r.l.二公司，及屬於 Otis 企業集團之 B.V.公

司，分別提出涉及比利時、盧森堡及荷蘭等國市場之卡特爾證據，據以申

請免除罰鍰告示之適用；此外，涉案卡特爾之其他升降機廠商，亦有申請

適用減輕罰鍰告示，或提供調查之協助者。基此，執委會於 2007 年 2 月

21 日之最終決定70，依據罰鍰計算指令算出各該違法事業之罰鍰金額，其

次審酌減免罰鍰告示及其他協助調查等減免事由，作出如下表 3-6 所示之

                                                 
70 EU Institutions press releases, IP/07/209, 200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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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處分。  

 

（表 3-6：歐盟電梯及電扶梯案罰鍰表）          單位：歐元  

企業集團  

公司名稱  

國別  減免比率

（%）（註）

減免金額  減免後之罰鍰金額

KONE 

企業集團  

    

Belgium S.A 比利時  100 700 萬  0 

GmbH 德國  50+1 6,363 萬  6,237 萬  

Luxembourg 

S.à.r.l. 

盧森堡  100 450 萬  0 

B.V. Liften en 

Roltrappen 

荷蘭  0 0 7,975 萬  

集團合計  

罰鍰金額  

   1 億 4,212 萬  

三菱電機  

Europe B.V. 

荷蘭  0+1 1 萬 8,600 184 萬 1,400 

Otis 

企業集團  

    

N.V. Otis S.A. 比利時  40+1 3261 萬 1,950 4,771 萬 3,050 

GmbH & Co  

OHG 

德國  25+1 5,515 萬 6,500 1 億 5,904 萬 3,500

General 

Technic-Otis 

S.à.r.l. 

盧森堡  40+1 1,242 萬 3,600 1,817 萬 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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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is B.V. 荷蘭  100 1 億 803 萬 5,000 0 

集團合計  

罰鍰金額  

   2 億 2,493 萬 2950

Schindler 

企業集團  

    

S.A./N.V. 比利時  0+1 70 萬  6,930 萬  

Deutschland 

Holding GmbH 

德國  15+1 404 萬 1,750 2,145 萬 8250 

Schindler S.à.r.l. 盧森堡  0+1 18 萬  1,782 萬  

SchindlerLiften 

B.V. 

荷蘭  0+1 35 萬 5,250 3,516 萬 9750 

集團合計  

罰鍰金額  

    

1 億 4,374 萬 8,000

ThyssenKrupp 

企業集團  

    

Liften Ascenseurs 

N.V./S.A 

比利時  20+1 1,801 萬 8,000 6,860 萬 7,000 

Aufzüge GmbH 

and hyssenKrupp 

Fahrtreppen mbH 

德國  0+1 378 萬  3 億 7,422 

Ascenseurs 

Luxembourg 

S.à.r.l. 

比利時  0+1 13 萬 5,000 1,336 萬 5,000 

ThyssenKrupp 

Liften B.V. 

荷蘭  40+1 1,604 萬 7,150 2,347 萬 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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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合計  

罰鍰金額  

   4 億 7,966 萬 9,850

總   計     9 億 9,231 萬 2200

（註）減免比率（%）=減免罰鍰告示之減輕比率（%）+其他協助調查事      

由之減輕比率（%） 

 

第三節 德國聯邦卡特爾署之減免罰鍰告示 

一、沿革  

    依據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

下稱「GWB」）第 81 條之規定，卡特爾署對於故意或過失（vorsätzlich oder 

fahrlässig）違反同法第 1 條或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1 條規定禁止之卡特爾等

違法行為，得處以一定之罰鍰（Geldbuße）。至於罰鍰額度之計算，係以秩

序違反法（Ordnungswidrigkeitengesetz）為依據，審酌行為人之故意或過

失之責任程度，及違法所得利益之多寡而決定。實務運作上，在開始調查

程序之初，涉案事業得委任律師到場陳明其責任輕微、違法期間短暫及不

法所得利益極低等事實，卡特爾署依據該等供述事實，得預告該涉案事業

可能被處罰鍰之大概金額範圍71。  

    如上所述，由於德國卡特爾署擁有相當程度之罰鍰額度裁量權，相對

致使減免罰鍰之條件欠缺明確性，如此勢必有礙寬恕政策之推行。是以受

到歐盟執委會於 1996 年制定有關卡特爾案件減免罰鍰告示之影響，德國卡

特爾署亦於 2000 年訂頒有關裁處罰鍰之告示72。 

    德國卡特爾署 2000 年之裁處罰鍰告示，在仿效歐盟執委會 1996 年減

免罰鍰告示之制定背景下，同樣存在如次不利於政策實施之缺點73：免除

                                                 
71 高橋岩和（2003），「競爭法における制裁金及びドイツ GWB における過料の減免制

度の目的と機能」，公正取引，第 629 号，49。  
72  Bekanntmachung Nr. 68/2000 über Richtlinien des Bundeskartellamtes für die 
Festsetzung von Geldbußen. 
73 有關德國卡特爾署 2000 年裁處罰鍰告示之介紹，參見高橋（2003），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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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之適用效果，僅限於調查程序開始前之提出申請者；相關適用要件存

在有「關鍵證據」（enstscheidend）之主觀判斷要素；對於調查開始後之提

出申請者，首先符合適用資格之減輕比率定為 50%以上，至於第二位以下

之減輕比率並未定有明定。  

    為改善上述制度之缺失，並配合歐洲競爭網路（ECN）推動調和寬恕

政策一致性（harmonization）之潮流趨勢，德國卡特爾署爰藉由 2005 年

GWB 第 7 次修法機會，著手修正裁處罰鍰之告示，其修正重點計有如下

數端
74： 

（一） 刪除關鍵證據之主觀要件，對於最先符合申請資格者，以書面給予

當然免除罰鍰之保障。  

（二） 對於調查程序開始後，最先符合申請資格者，亦得給予免除罰鍰之

適用效果。  

（三） 對於符合減輕罰鍰適用要件之申請者，依其提出申請之時點等因

素，分別給予 50%以上之罰鍰減輕比率。  

（四） 對於初步提供一定涉案訊息之申請者，給予 8 週以內之資格保留期

限（Marker），俾保障其獲得最先申請適用之免除罰鍰效果。  

（五） 對於涉及歐盟各國之國際卡特爾案件，其涉案事業已經或準備向歐

盟執委會申請適用減免罰鍰之告示者，同時賦予其優先適用資格之

保障，並簡化其申請作業程序。  

二、2006 年之聯邦卡特爾署減免罰鍰告示  

基於上述之告示修正原則，德國卡特爾署於 2006 年 3 月 7 日，公布如

下新修正卡特爾案件免除或減輕罰鍰之告示75。  

（一）免除罰鍰（Erlass der Geldbuße） 

                                                 
74 Bundeskartellamt, “Announcement of New Leniency Programme,” news of 15 March 
2006. 
75 Bundeskartellamt, “Bekanntmachung Nr. 9/2006 über den Erlass und die Reduktion von 
Geldbußen in kartellsachen- Bonusregelung vom 7. März 2006, ” available at  
http://www.bundeskartellamt.de/wEnglisch/download/pdf/06_Bonusregelung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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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提出申請之事業，最先以言詞或書面提供涉案卡特爾之資訊或證

據，且符合下列要件之一者： 

（1） 調查程序開始前之申請者，提供之資訊或證據，足以促使卡特

爾署發動調查權。  

（2） 調查程序開始後之申請者，提供之資訊或證據，足以證實涉案

卡特爾構成違法。  

    2.符合上揭要件之申請者，並完全符合下列各點要件者，免除其罰鍰： 

（1） 於涉案之卡特爾，非係居於領導者（Anführer）地位，且無強迫

（gezwungen）他事業參與該不法行為。  

（2） 持續且全面的協助調查，包含提供其可能取得涉案卡特爾之所

有資訊或證據。  

（3） 依據卡特爾署指定之時點，立即停止涉案卡特爾行為之參與。  

（二）減輕罰鍰（Reduktion der Geldbuße）  

    未符合免除罰鍰適用要件之申請者，於完全符合下列各點要件者，依

其提供資訊或證據之價值、提出申請之先後順序等因素，減輕其 50%以上

之罰鍰金額：  

1. 以言詞或書面提供之資訊或證據，對於證實涉案卡特爾構成違法行

為，具有顯然貢獻程度（wesentlich dazu beitragen）。  

2. 持續且全面的協助調查，包含提供其可能取得涉案卡特爾之所有資

訊或證據。  

3. 依據卡特爾署指定之時點，立即停止涉案卡特爾行為之參與。  

三、實施成效 

    如下圖 3-1 所示76，德國聯邦卡特爾署自 2000 年引進寬恕政策之減免

罰鍰制度以來，除 2005 年年度計有 13 件、合計 69 家事業提出申請適用外，

                                                 
76 圖示取自德國聯邦卡特爾署 2006 年年報，揭載於該署網頁：  
http://www.bundeskartellamt.de/wEnglisch/download/pdf/07_Kurz_TB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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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 2001 年至 2004 年，各年度申請適用之件數皆未超過 5 件、合計申請

之事業家數為 7 家至 21 家不等，整體而言，其實施成效未盡理想。蓋如上

所述，當時舊減免罰鍰制度之規定，存在著「關鍵證據」之主觀判斷要素，

及申請者須至最終決定階段始得知悉減免效果等不確定因素，以致嚴重影

響當事人提出申請之意願。加之，有關圍標卡特爾行為，除事業違反 GWB

第 1 條之禁止規定外，其行為人在可能被處 5 年以下之有期徒刑或科相當

金額罰金（刑法圍標罪；298StGB）之情況下，事業申請適用裁處罰鍰告

示，並未能因此免除對於行為人之刑事追訴，是以欠缺促使當事人提出申

請之誘因77。至於 2006 年 3 月公布新修正之減免罰鍰告示後，同年度即有

有 6 件、合計 7 家事業提出申請適用；惟該新告示之實施成效，仍有待後

續累積案例之持續觀察。  

 

   （圖 3-1：德國聯邦卡特爾署公布歷年申請適用減免罰鍰規定案件圖）

 

□代表申請案件數               ■代表申請之事業合計家數  

 

                                                 
77 高橋岩和（20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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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事業申請適用減免罰鍰制度之結果，至聯邦卡特爾署得以順利查

獲卡特爾違法案件，以 2003 年 4 月 14 日公布之 6 大水泥業者劃分市場及

分配產量卡特爾案78，合計處以約 6 億 6 仟萬歐元之罰鍰，創下歷來罰鍰

額度之最高紀錄。本案為德國 Alsen AG、Dyckerhoff AG、HeidelbergCement 

AG、Lafarge Zement GmbH、Readymix AG 及 Schwenk Zement KG 等 6 大

水泥業者，從 1970 年至 2002 年間，合意實施劃分市場及分配產量卡特爾

行為，致嚴重侵害德東、德北、德南及西發利亞等區域水泥市場之競爭。  

    德國聯邦卡特爾署署長 Ulf Böge 表示：本案之水泥卡特爾行為，其違

法期間長達數十年，導致特定水泥市場之競爭幾近停滯，形成水泥價格遠

高於競爭條件市場下之合理價位，如此違法行為不僅嚴重侵害交易相對人

之利益，更損及整體經濟利益，爰對本案有處以巨額罰鍰之必要。Ulf Böge

署長進一步指出：聯邦卡特爾署得以順利查獲本案卡特爾之違法行為，實

係歸功於 2000 年訂頒罰鍰減免制度之告示，藉由涉案業者提供重要訊息之

情況下，特爾署得以在 2002 年 7 月，全面展開對 30 家較大規模水泥業者

之調查，因而發現本案重大違法事證，促使部分涉案業者坦承違法行為。  

 

    第四節 韓國競爭法之減免罰鍰及更正措施制度 

一、沿革 

    依據韓國獨占規制及公平交易法（下稱「韓國公平法」）第 22 條之規

定，韓國公平交易委員會（下稱「韓國公平會」）對於違反同法第 19 條第

1 項禁止規定之卡特爾事業，得處以其最近 3 年平均年度銷售金額 10%以

下之罰鍰；未有銷售金額者，得處以 20 億韓元以下之罰鍰。至於具體罰鍰

金額之決定，則須參酌違法行為之內容及程度、違法行為之期間及次數、

違法行為取得利益之多寡等因素（同法第 55 條之 3）。此外，依據同法第

                                                 
78 參見德國聯邦卡特爾署網頁：

http://www.bundeskartellamt.de/wEnglisch/News/Archiv/ArchivNews2003/2003_04_14.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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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條之規定，韓國公平會得命卡特爾事業停止違法行為及為其他必要之更

正措施。  

    在上述行政罰則架構下，韓國公平會為增進對於違法卡特爾之取締成

效，爰於 1996 年 12 月修法之際，引進寬恕政策制度，增設第 22 條之 2

有關減免卡特爾通報者之罰鍰及更正措施規定。另有關減輕比率及適用條

件等事項，則授權同法施行令第 35 條訂定之79。  

    韓國公平法於 1996 年增設之減免罰鍰及更正措施相關規定，其適用對

象僅限於卡特爾違法事實之通報者；嗣於 2001 年 1 月之修法，將其適用對

象擴及提供調查之協助者。此次修法雖然擴大制度之適用範圍，然而對於

前三位申請者之適用效果，仍然維持給予 75%以上、50%～75%、50%範圍

內之三種罰鍰減免比率。如此制度規定下，申請者難以預知確定之減免比

率；尤其對於最先提出之申請者，即未能保障其必然獲得免除罰鍰額之適

用效果80。  

    鑑於上述制度之缺失，韓國公平會爰於 2005 年 3 月修法之際，著手修

正相關規定，其修正之重點列舉如下： 

（一） 確定減免罰鍰之比率，並擴大先後申請者適用效果之差距。對於最

先申請者，免除其罰鍰金額；第二位申請者，減輕其 30%之罰鍰金

額。  

（二） 縮減許可申請之事業家數，僅受理前二位提出減免罰鍰之申請，第

三位以下之申請者無從適用該罰鍰減免規定81。  

（三） 對於符合資格之申請者，發給其申請順位確認書，保障其減免罰鍰

之適用效果。  

                                                 
79 有關韓國公平法 1996 年之修法過程，參見中山武憲（1997），「韓国独占禁止法の第 5

次改正(上) (下)」，国際商事法務，第 25 巻 3 号，241-248、第 25 巻 4 号，375-382。 
80 池田卓郎(2003)，「韓国独禁法における課徴金制度」，國際商事法務，第 31 卷 2 号，

173-174。 
81 第三位以下之申請者，雖然未能適用該罰鍰減免規定，惟仍得另依罰鍰計算規定，獲

得 15%範圍內之減輕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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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刪除申請者須非居於領導人地位之主觀適用要件，凡停止涉案卡特

爾行為之參與者，即得提出申請。  

二、2005 年之減免罰鍰及更正措施制度  

    經由上述修法歷程，新公布之減免罰鍰及更正措施規定，業於 2005

年 4 月 1 日開始實施82，其制度之適用要件及程序規定，分別說明如下。  

（一）免除罰鍰及更正措施之適用要件  

    1. 調查程序開始前，於韓國公平會尚未掌握涉案卡特爾之相關資訊或

充分證據時，提出通報且完全符合下列各點要件之申請者，免除其罰鍰及

更正措施：  

（1） 最先且單獨的提供證明涉案違法事實之必要證據。  

（2） 在涉案違法事實及提供相關資料之調查程序終了前，協助調查。 

（3） 已經停止涉案卡特爾行為之參與。  

（4） 未有強迫其他事業參與涉案卡特爾之行為。  

    2. 調查程序開始後，於韓國公平會尚未掌握涉案卡特爾之相關資訊或

充分證據前，提供協助且完全符合上揭（1）～（4）各點要件之申請者，

免除其罰鍰，並免除或減輕其更正措施。  

（二）減輕罰鍰其更正措施之適用要件  

    在調查程序開始前提出通報，或調查程序開始後提供協助，且完全符

合下列各點要件之申請者，予以減輕 30%之罰鍰金額，並得減輕其更正措

施：  

1. 第二位且單獨的提供證明涉案違法事實之必要證據。  

2. 在涉案違法事實及提供相關資料之調查程序終了前，協助調查。  

3. 已經停止涉案卡特爾行為之參與。  

4. 未有強迫其他事業參與涉卡特爾之行為。  

（三）適用程序  

                                                 
82 韓國公平會，第 2005-2 號告示，揭載於該會網頁：http://ftc.go.kr/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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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申請方式及補充證據期間  

    提出減免罰鍰之申請者，得以書面或言詞，並檢附相關證據為之。如

收集證據需要相當時日者，得先提出記載涉案卡特爾行為概要之略式申請

書，嗣於 15 日內（如有特殊理由者，得予以延長至 75 日），補充提供具體

事證；申請者在此 15 日之補充事證期間，享有優先申請順位資格之保障。 

2. 申請順位之決定及共同申請之拒絕  

    二以上之事業，分別提出減免罰鍰之申請者，應依受理申請書之日時，

決定其先後申請順位；其以言詞提出者，應依錄音或錄影等媒體記錄作成

之日時，決定其先後申請順位。對於數事業以一份申請書為共同之提出者，

應拒絕受理。  

3. 申請准駁及申請順位確認書之通知  

    韓國公平會於受理減免罰鍰申請日起之 15 日內，應作出是否許可其申

請之決定，並以書面通知申請者。對於許可之申請者，應發給申請順位之

確認書，並附加：於調查期間，應持續協助調查；提供之事證，不得有虛

偽之情事；立即停止涉案違法行為之參與等適用條件。  

4. 承辦人員之保密義務  

    受理減免罰鍰申請之承辦人員，非得申請者事前之同意，不得將申請

者之身分、供述內容或提供之證據等事項，提供或洩漏予他人知悉；但當

事人不服韓國公平會之處分，致提起行政訴訟者，有關申請者之身分等書

類，應一併移送訴訟繫屬之法院。此外，有關命為更正措施等處分通知書，

有須記載減免申請者更正措施之必要者，得以代號為申請者事業名稱之表

示。  

三、實施成效  

    基於上述韓國公平法舊制度之缺失，是以自 1996 年增設減免罰鍰之寬

恕政策規定以來，至 2004 年 9 月止，於長達八年之期間，僅有 5 件申請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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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案例83，顯然不符韓國競爭法主管當局之預期。其中主要之適用案件，

如下表 3-7 所示84。  

 

（表 3-7：韓國公平法修法前之主要適用減免罰鍰及更正措施案件表）  

案件名稱  適用結果  備  註  

韓國電力公司  

管理業務圍標案  

參與圍標之一家廠商提出

申請，免除其全部罰鍰。

 

 

韓國電力公司  

電力工程圍標案  

參與圍標之二家廠商提出

申請，均免除其全部罰鍰。

該 二 家 廠 商 為 母 子 公 司

之關係企業，故視為一體

提出申請。  

垃圾掩埋場防止污染

土壤膠布圍標案  

參與圍標之一家廠商提出

申請，免除其更正措施。

本 案 屬 地 方 性 小 額 工 程

標案，故未有罰緩處分。

 

    至於 2005 年修正減免罰鍰及更正措施制度之實施成效，尚有待累積相

當申請案例加以觀察。目前依據韓國公平會公布之資料，計有二件適用案

例。其一為 2006 年 11 月 16 日公布之韓國國防部採購玉米油圍標案85，案

情略謂：對於韓國國防部於 2005 年採購玉米油之標案，韓國製油同業公會

主導本件採購標案之圍標行為，合計處以 4 億 5,800 萬韓元之罰鍰；惟對

其中一家參與圍標之製油業者，由於申請適用寬恕政策規定，爰免除其罰

鍰及命更正措施之處分。另一為 2007 年 7 月 20 日公布之砂糖產量及價格

卡特爾案86，案情略謂：對於韓國國內 3 家砂糖製造商，於 1992 年至 2005

年期間，共同協定砂糖生產數量及銷售價格之卡特爾行為，合計處以 511

                                                 
83 韓國公平會新聞稿，「卡特爾減免罰鍰制度改善方案」，2004.9.7，2。  
84 池田卓郎(2003)，174。  
85 參見韓國公平會網頁：

http://ftc.korea.kr/ftc/jsp/ftc1_branch.jsp?_action=news_view&_property=b_sec_1&_id=15
5151610& 
86 參見韓國公平會網頁：http://ftc.go.kr/data/hwp/20070829_1028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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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韓元之罰鍰；惟對於其中一家參與卡特爾行為之砂糖廠商，由於申請適

用寬恕政策規定，爰免除其罰鍰及命更正措施之處分。  

 

第五節 日本獨占禁止法之減免罰鍰制度 

一、制定背景 

    受到各國競爭法制相繼訂頒實施寬恕政策之影響，日本公平會爰於

2002 年 11 月舉辦第一次獨占禁止法修法研討會，即將同法有無必要引進

寬恕政策，列為重要討論之議題87。此一議題，至 2003 年 11 月舉辦第三

次研討會期間，合計召開九場獨占禁止法制裁措施檢討會議，經由產官學

各界代表熱烈討論88。席間，雖有日本經濟團體連合會等業界代表，表示

藉由寬恕政策以獎勵告密者之制度，恐難見容於日本傳統社會，是以日本

公平會應強化其調查證據之能力，不宜增設此減免罰鍰制度規定；惟普遍

意見認為：觀察各國競爭法實施寬恕政策之成效，顯示該政策有助於執法

機關發現及取締違法卡特爾之效果，是以日本獨占禁止法應有引進該政策

之必要89。加之，依據 OECD 於 2004 年有關「日本競爭法與政策」報告90

之觀察，指出日本市場仍存在有相當程度之圍標等惡性卡特爾現象，因此

建議日本當局除應強化對於卡特爾之刑事告發及加重罰鍰額度等制裁措施

外，亦應考慮修法制定寬恕政策制度。      

    基於以上政策制定之理由，日本當局於 2005 年 4 月修正公布之獨占禁

止法，增設第 7 條之 2 第 7 項至第 13 項有關減免罰鍰規定，嗣於 2006 年

                                                 
87 有關獨占禁止法研究會之議題及研究結論，參見根岸哲（2004），「独占禁止法の改正

と議論の経緯」，ジュリスト，No. 1270(特集・独禁法改正の方向をよむ)，6-14。  
88 相關討論意見，參見石川耕治，「国際協定 ,サーベンス・オクスリー法とリーニエン

シー・ポリシー」，国際商事法務，第 31 巻 12 号，1668-1669。  
89 有關日本公平會日後實施減免罰鍰制度之方向，參見雨宮慶（2005），「課徴金減免制

度(日本版リーニエンシー制度)の導入—実務の用と問題点を探る」，ジュリスト，No.
1294(特集・独占禁止法改正)，16-26。  
90 OECD/CLP（2004） ,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in Japan,” No. 54, Sept.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dataoecd/22/18/3372379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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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4 日開始實施91。  

二、2006 年之獨占禁止法減免罰鍰制度  

依據現行獨占禁止法減免罰鍰制度之規定，日本公平會對於依同法第

7 條之 2 第 1 項處以罰鍰之卡特爾事業，得依同條第 7 項至第 13 項之規定，

免除或減輕其罰鍰金額。此外，為配合制度之實施，日本公平會訂頒「有

關減免罰鍰之通報及資料提出規則」（2005 年第 7 號規則，下稱「通報規

則」），以供提出申請者遵循。相關制度適用之要件及程序，分別說明如下。 

（一）免除罰鍰之適用要件  

    參與涉案卡特爾之事業，完全符合下列各點要件者，免除其罰鍰（同

條第 7 項、第 12 項第 3 款）：  

1. 調查程序開始前，單獨且首先通報涉案違法事實，並提供相關資

料。  

2. 調查程序開始後，未參與涉案違法行為之實施。  

3. 未有強迫他事業參與涉案卡特爾，或妨礙他事業停止參與之行為。 

（二）減輕罰鍰之適用要件  

1. 調查程序開始前  

    調查程序開始前之申請者，符合下列（1）、（3）及（4）各點要件者，

減輕其 50%之罰鍰金額；符合（2）～（4）各點要件者，減輕其 30%之罰

鍰金額（同條第 8 項、第 12 項第 3 款）：  

（1） 單獨且第二位通報涉案違法事實，並提供相關資料。  

（2） 單獨且第三位通報涉案違法事實，並提供相關資料。  

（3） 調查程序開始後，未參與涉案違法行為之實施。  

（4） 未有強迫他事業參與涉案卡特爾，或妨礙他事業停止參與之行

為。  

                                                 
91 日本獨占禁止法減免罰鍰制度規定，揭載於網頁：

http://www.jftc.go.jp/e-page/legislation/ama/immunit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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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查程序開始後  

    調查程序開始後之申請者，完全符合下列各點要件者，減輕其 30%之

罰鍰金額（同條第 9 項、第 12 項第 3 款）： 

（1） 日本公平會受理減免罰鍰之申請者，合計未達三家事業。  

（2） 調查程序開始後之 20 日內，單獨的通報涉案違法事實，並提供

相關資料。  

（3） 自提出通報及相關資料之日起，未參與涉案違法行為之實施。  

（4） 未有強迫他事業參與涉案卡特爾，或妨礙他事業停止參與之行

為。  

（二）適用說明92 

    1. 提出申請應係基於事業意思決定之行為 

    為判斷當事人提出之申請，究係事業意思決定之行為，抑或該事業職

員個人之行為，申請者提出申請書之簽名及用印，必須足以代表係該事業

主體之意思；例如，其用印係依據商業登記法註冊之代表人印鑑，或係商

號註冊之商號主人印鑑。此外，委任代理人提出申請，必須同時提示委任

書，且該委任書仍須具備足以表達該事業意思之用印。  

2. 必須單獨的提出申請  

依據減免罰鍰免之適用要件，當事人必須「單獨的」提出申請，承辦

官員始得加以受理。蓋許可共同提出申請之結果，勢必促使涉案事業再次

密會，進行討論有關共同申請事項，如此不僅延緩事業本應及早提出申請

之時機；況且許可卡特爾成員全體共同提出，致全體得以獲得罰鍰之減免，

顯然悖於寬恕政策之立法目的。  

抑有進者，所謂「單獨的」提出申請，應係基於申請者個別自由的意

思決定。換言之，如係複數事業事前密約，彼此協議先後申請順序，其形

式上雖然符合「單獨的」提出申請之要件，惟實質仍屬共同提出申請，爰

                                                 
92 有關獨占禁止法減免罰鍰制度適用要件之說明，參見諏訪園貞明（2005），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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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拒絕受理。  

3. 申請者之保密義務  

提出減免罰鍰之申請者，對於其提出申請之訊息，如無正當理由，不

得洩露予第三人知悉（通報規則第 8 條）。如此規定之理由，在於防止其他

卡特爾成員聞訊後，有湮滅證據或進行串供之虞，致徒增日後調查之困難

度。基此規定，涉案事業在提出申請後，即使爲表達企業經營之社會責任，

致有召開記者說明會之計畫者，將會遭受日本公平會之制止。  

至於所謂得為告知第三人之正當理由，如係申請者與其委任律師或關

係企業之法務部門商談案情，或就涉及國際卡特爾之案件對他國競爭法當

局申請寬恕政策適用等情形，應屬例外允許之事項。惟為確認有無正當理

由起見，申請者宜應事前徵詢日本公平會之意見。  

4. 已經停止違法行為之參與  

依據當事人提出申請之時點，認定其在開始調查程序或提出通報後，

已經停止涉案違法行為之參與，始得受理申請。否則，申請者得以繼續獲

取不法利益，最終亦得享受減免罰鍰之優惠，顯然有悖寬恕政策之立法原

意。  

惟應予說明者，對於調查程序開始前之申請者，何以將其停止違法行

為之時點定為開始調查日93，而非提出申請日？此乃考量若將該時點定為

提出申請日，則在申請後至開始調查日之期間內，由於申請者突然停止違

法行為參與，即有可能引起其他卡特爾成員之警覺，致有湮滅證據等妨礙

調查情事之虞。  

（三）事前諮商程序94 

    有意提出減免罰鍰之申請者，對於申請程序、通報書記載方式及可能

                                                 
93 獨占禁止法第 7 條之 2 第 7 項第 1 款明文定有開始調查之基準日：對於有違法嫌疑之

企業實      施進入營業處所檢查之日；取得法院核發之令狀，實施臨檢、搜索或扣押

之日；以涉案事業收受預定實施排除措施之日。  
94 有關日本獨占禁止法減免罰鍰制度之適用程序說明，參見品川武、岩成博夫（2005），

課徴金減免制度等の解説，公正取引協会発行，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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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如何減免效果等事項，未必明確。因此，實務運作上，日本公平會提

供申請者如下之事前諮商指導，俾有利於罰鍰減免制度之推展。  

1. 諮商受理窗口  

為因應事前諮商之請求，日本公平會於東京會本部及全國九處地區事

務所，分別設置有受理窗口。當事人對於申請程序、通報書記載方式等事

項，均得就近洽詢各地區事務所；如係有關可能獲得申請順位等重要事項，

則須向東京會本部請求諮商。  

2. 諮商進行方式  

    當事人請求諮商，得以匿名方式為之。惟諮商事項涉及可能獲得申請

順位之事項者，諮商者必須表示其事業名稱，並有相當程度說明涉案違法

事實（涉案商品或勞務、違法行為之態樣及時期）之必要；否則，受理諮

商之承辦官員，即無從判斷相關案件有無其他事業提出申請，並且未能區

別該諮商者是否為無相關之第三人。諮商者未為相關之表示及說明，足認

其係刺探主管機關調查程度之意圖者，即得拒絕或停止諮商程序之進行。  

3. 調查程序開始前之諮商處裡  

    對於調查程序開始前之諮商，承辦官員應依諮商當時之狀況，假設諮

商者即時提出申請，告知其可能獲得之申請順位。惟於諮商後，至其正式

提出申請前，可能由於其他事業早先一步提出申請，致預測之申請順位發

生變化，故承辦官員應建議諮商者儘速提出申請。  

至於諮商當時，即使已達三位申請者額滿之狀況，惟嗣後可能發生申

請者喪失資格之事由，致原本排名第四順位以下之申請者得以晉升為前三

順位，是以承辦官員仍得建議諮商者正式提出申請。  

受理諮商之目的，在於促進諮商者提出申請減免罰鍰之意願，因此為

確保當事人得以無所顧慮的進行諮商，日本公平會在諮商者正式提出申請

前，即不得以諮商內容作為開始調查或認定違法事實之依據。  

4. 調查程序開始後之諮商處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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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程序開始後之申請減免罰鍰者，限於開始調查日起之 20 日內，正

式提出申請（通報規則第 5 條）。配合此規定，對於逾此期限之諮商請求，

即應拒絕受理。  

    調查程序開始後之申請者，不論申請順位，一律減輕其 30%之罰鍰金

額。是以對於調查程序開始後之諮商者，僅須告知其是否仍有申請適用之

可能，毋庸告知其可能之申請順位。  

（四）申請流程  

    日本公平會為便於當事人申請程序之進行，分別揭示有調查程序開始

前、開始後之申請流程圖，明確指示當事人於各階段之申請步驟。以下，

配合申請流程圖，分別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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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調查程序開始前 

 

（圖 3-2：獨占禁止法減免罰鍰制度調查程序開始前之申請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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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得匿名進行諮商        
            事業內部提出              *得請求預告知可能之        
            資料之準備                                                 申請順位 
        
                                              *須載明事業名稱 
*一號格式通報書應載                           *為避免同時收件現象 
明涉案之相關商品或                        故限以使用傳真機發送 
勞務、違法行為態樣                                *以收受傳真通報書之 
                                              時間先後，決定申請順位 
 
                            

收受日本公平會 
                            確認申請順位、 
                          提出二號格式通報書及 
                            資料期限之通知 
            事業提出補充 
             資料之準備 
                                              *在指定期限內，以親持、

*二號格式通報書應詳                                            掛號郵寄或傳真機等方式

載涉案之相關商品或    提出該通報書 
勞務、違法行為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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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就部分事項，得        收受日本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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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收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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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上揭流程圖，調查程序開始前之申請流程須經二階段：第一階段，

申請者先以電話傳真機傳送違法事實之概要予日本公平會；嗣於第二階

段，在指定期限內提供詳細之涉案事實報告及相關資料。如此採行二階段

流程之設計理由，即類似於歐美寬恕政策之資格保留制度，目的在於促使

當事人及早提出申請，嗣後再行補提相關資料。 

    （1）第一階段流程 

    申請者於第一階段流程，依據通報規則第 1 條之規定，必須提出記載

一定事項之一號格式通報書（附錄三），並且限定其提出方式須以電話傳真

機向日本公平會東京都之會本部傳送；亦即拒絕受理以郵寄或親持到會之

申請文件。蓋以郵寄等方式提出申請，將因申請者所處區域郵寄時間之差

異，以致影響先後申請順位之公平性；此外亦可能發生同日收件，造成難

以決定先後排名順位之現象。嗣於電話傳真傳送後，申請者應即刻提出該

一號格式通報書之原本。  

    （2）第二階段流程  

    日本公平會依據一號格式通報書之記載，初步認定申請者符合減免罰

鍰之適用要件者，應即通知申請者其暫定之申請順位，並命其於一定期限

內（通常為 10 日）提出詳細記載涉案違法事實及相關資料之二號格式通報

書（附錄四），同時告知未於期限內提出將喪失申請資格。至於二號格式通

報書之提出方式，得以親持到會、掛號郵寄、電話傳真機或電子郵件等方

式為之。  

 

 

 

 

 

2. 調查程序開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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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獨占禁止法減免罰鍰制度調查程序開始後之申請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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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匿名進行諮商        
        事業內部提出                                            *得請求預告知其可能之 

      資料之準備                                              申請順位 
                                            

                                          須在調查程序開始後之 20 日 
                                          期限內，提出資料   
                                         
三號格式通報書應詳載                            *須載明事業名稱 
涉案之相關商品或勞務                                  *為避免同時收件現象，  
、違法行為態樣、開始                                                  故限以使用傳真機發送 
時期(終止時期)、其他                                 *以收受該傳真通報書之  
涉案事業及其職員名稱                                                  時間先後，決定申請順位 
*日本公平會認為必要時 
，就部分事項得指示以 
言詞報告   

                                            *以親持、掛號郵寄或 
                                          傳真機方式提出通報書

*在罰鍰處分作成前，應依日本 
          公平會之指示，補充通報相關 

 違法事實  
收受日本公平會 

                           已接獲該通報書及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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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之，調查程序開始前之流程設計，重於違法事實之發現；相對之下，調查

程序開始後，由於日本公平會已經知悉違法事實，是以該階段流程之設計

理念，重於取得足夠之違法事證。具體言之，相較於調查程序開始前，調

查程序開始後之申請流程，具有如下設計之差異：  

    （1）提供未具證明價值資料之申請者，不得適用減免罰鍰制度  

    日本公平會對於涉案卡特爾，實施進入營業處所檢查或由其他申請者

提供之資料，已經握有違法事證（如會議之議事記錄、組織內部之營運細

則等），如有申請者提供此相同之違法事證，由於其欠缺證明違法事實之貢

獻，故應排除其適用減免罰鍰制度（同法第 7 條之 2 第 9 項）；惟對日本公

平會已經掌握之相關資料，申請者提出相關資料作成經過或記載內容之說

明，得以認定構成新資料者，仍得許可其適用。  

     （2）必須提供記載具體內容之三號格式通報書  

    調查程序開始後，日本公平會既已知悉違法事實，因此當事人須自調

查程序開始日起之 20 日期限內（不含國定假日），提出記載具體涉案事實

之三號格式通報書（附錄五）。蓋依實務經驗，此一期限為調查程序發動之

初，申請者此時提供相關資料，對於違法事實之認定，在時效上最有貢獻

價值。又即使於法定期限經過後，倘發現有新事實或取得新資料者，申請

者亦得於罰鍰處分作成前，補充提供。  

（五）日本公平會之通知義務  

    日本公平會於收受二號格式或三號格式通報書後，應立即向各該申請

者，發送已接收相關通報及資料意旨之通知書。  

（六）追加報告或資料提出之要求  

    日本公平會對於提出減免罰鍰之申請者，於作出罰鍰處分或免除罰鍰

通知前，得要求其追加提出涉案事實之相關報告及資料。  

（七）申請資格之喪失事由  

日本公平會於作出罰鍰處分或免除罰鍰通知前，發現申請者有下列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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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之一者，不得予以減免罰鍰（同法第 7 條之 2 第 12 項）：  

1. 提出虛偽內容之通報或相關資料者。  

2. 拒絕提出通報或相關資料者。  

3. 強迫他事業參與涉案卡特爾，或有妨礙他事業停止參與者。  

（八）免除罰鍰之通知  

    日本公平會對於涉案卡特爾之其他違法事業為繳納罰鍰之命令時（含

減輕罰鍰之事業），應同時發給最先申請者免除罰鍰之通知書，避免該申請

者處於長期不安之狀態。 

三、實施成效 

    日本獨占禁止法自 2006 年 1 月 4 日新設減免罰鍰制度規定以來，迄同

年 3 月底止，累計已有 26 件申請案；嗣後每月亦有 4 或 5 件之申請案95。

至於申請減免罰鍰案件之事業名稱及適用結果，依據日本公平會 2006 年 9

月 8 日訂頒「有關適用罰鍰減免制度之事業名稱等事項之處理方針」規定，

除涉及公共工程圍標卡特爾之案件應予公告外，對於其他卡特爾案件申請

減免罰鍰之事項，原則上不予公告。蓋依同年 5 月 23 日日本內閣會議決議

之「有關公共工程投標及契約適正化措施方針」，及同年 7 月 4 日修訂之「有

關中央公共工程契約制度運用連絡協議會規則」等規定，對於參與公共工

程圍標卡特爾之事業，其有申請適用減免罰鍰制度規定者，各該發包單位

之主管機關得縮短禁止其參標資格期限之二分之一，是以日本公平會即有

公告相關圍標卡特爾申請事項之必要。  

    據上所述，目前日本公平會公布 9 件有關適用減免罰鍰之事業名稱及

適用結果96，如下表 6 所示，除最近 3 件案件係屬其他價格卡特爾案件外，

其餘 6 件皆屬公共工程圍標卡特爾案件。其中，前二件之聚乙烯瓦斯管、

                                                 
95 日本公平會主任委員竹島一彥，平成 19（2007）年年初感言，揭載於該會網頁：

http://www.jftc.go.jp/kouenkai/nentou19.html. 
96 參見日本公平會網頁：http://www.jftc.go.jp/dk/genmen/kouhyo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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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乙烯瓦斯管接頭端子價格卡特爾案97，分別為 9 家、7 家之瓦斯相關產品

業者，合意自 2004 年 11 月 1 日、200511 月 1 日起，聯合調漲各該產品售

價 8%～10%、15%，因此該二案件分別遭受日本公平會處以合計 6 億 5,555

萬、11 億 7,375 萬日圓之罰鍰；惟涉案之富士化工公司，最先且於案件開

始調查程序前，申請適用減免罰鍰規定之結果，均獲得罰鍰金額之免除，

至於涉案之積水化學工業、日本鑄鐵管及三菱樹脂等公司，由於較後提出

申請，僅各獲得 30%罰鍰金額之減輕。   

    另 一 件 室 內 裝 潢 矽 酸 鈣 板 價 格 案 價 格 卡 特 爾 案 98， 則 係 A&AM 及

NICHIAS 等二家矽酸鈣板製造廠商，合意自 2004 年 12 月 1 日起，聯合

調漲其矽酸鈣板價格 10%，因此該二廠商分別遭受日本公平會處以 3 億

4,555 萬日圓、3 億 8,120 萬日圓之罰鍰；惟該二廠商於本案調查程序開始

後，先後申請適用減免罰鍰規定，爰分別獲得 30%罰鍰金額之減輕。  

    此外，6 件公共工程圍標卡特爾案件，涉及公共安全，深受日本社會

高度關注。例如，國土交通省各地方整備局發包特定水庫用、特定河川用

之水閘設備工程圍標案99，分別參與各該標案之 14 家、23 家投標廠商，自

2001 年 7 月 1 日起，分別針對各地方整備局發包特定水庫用、特定河川用

之水閘設備工程，事前協定得標廠商，因此該二圍標案件分別遭受日本公

平會處以合計 5 億 2,227 萬、4 億 1,359 萬日圓之罰鍰；惟其中參與圍標之

三菱重工業公司，最先且於案件開始調查程序前，申請適用減免罰鍰規定

之結果，均獲得罰鍰金額之免除，至於涉案圍標之 JFE Engineering、日本

鑄鐵管及三菱樹脂等公司，由於較後提出申請，僅各獲得 30%罰鍰金額之

減輕。  

 

                                                 
97 參見日本公平會網頁：http://www.jftc.go.jp/pressrelease/07.june/07062901.pdf 
98 參見日本公平會網頁：http://www.jftc.go.jp/pressrelease/07.may/07052401.pdf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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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日本公平會公布減免罰鍰案件表）  

 

 

 

 

 

 

 

 

 

 

 

 

 

 

 

 

 

 

 

 

 

 

 

 

 

案由 
（處分日期） 

公司名稱 負責人名稱 
（董事長） 

免除或 
減輕比率

富士化工 內藤 元晴 免除 
積水化學工業 大久保 尚武 30% 

聚乙烯瓦斯管 
9 家業者協議價格案 

（2007 年 6 月 29 日） 日本鑄鐵管 池端 豐 30% 

富士化工 內藤 元晴 免除 
積水化學工業 大久保 尚武 30% 

聚乙烯瓦斯管接頭端子 
7 家業者協議價格案 

（2007 年 6 月 29 日） 三菱樹脂 神尾 章 30% 
A&AM 山下 茂幸 30% 室內裝潢矽酸鈣板 

2 家業者協議價格案 
（2007 年 5 月 24 日） NICHIAS 川島 吉一 30% 

神鋼 EN&M 小堺 和泉 免除 近畿地區天然瓦斯供應站 
工程 6 家業者圍標案 

（2007 年 5 月 11 日） 住友金屬工業 友野 宏 50% 

三菱重工業 佃 和夫 免除 

JFE Engineering 齊藤 脩 30% 

國土交通省各地方整備局 
發包特定水庫用水閘設備 

工程 14 家業者圍標案 
（2007 年 3 月 8 日） 日立造船 吉川 實 30% 

三菱重工業 佃 和夫 免除 

JFE Engineering 齊藤 脩 30% 

國土交通省各地方整備局 
發包特定河川用水閘設備 

工程 23 家業者圍標案 
（2007 年 3 月 8 日） 日立造船 吉川 實 30% 

三菱重工業 佃 和夫 免除 

JFE Engineering 齊藤 脩 30% 

獨立行政法人水資源機構 
發包特定水庫用水閘設備 

工程 13 家業者圍標案 
（2007 年 3 月 8 日） 日立造船 吉川 實 30% 

石川島播磨重工業 伊藤 源嗣 30% 

川崎重工業 大橋 忠晴 30% 

農林水產省各農政局 
發包特定水閘設備工程 

8 家業者圍標案 
（2007 年 3 月 8 日） 栗本鐵工所 橫內 誠三 30% 

三菱重工業 佃 和夫 免除 

川崎重工業 大橋 忠晴 30% 

舊首都高速公路公團 
發包隧道換氣工程 

5 家業者圍標案 
（2006 年 9 月 8 日） 石川島播磨重工業 伊藤 源嗣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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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各國競爭法寬恕政策之比較 

一、適用效果之比較 

（一）政策類型之效果差異 

    屬於刑事寬恕政策類型之美國法制，分別設有企業法人及個人之寬恕

政策，是以依其適用效果得予免除刑事追訴者，包含卡特爾主體之企業及

行為人之個人；相對之下，屬於行政寬恕政策類型之歐盟、德國、韓國及

日本等國法制，僅係減免企業主體之罰鍰，並不當然免除對於企業或個人

之刑事追訴
100。因此，在採行行政寬恕政策類型，及對於卡特爾設有兩罰

規定之日本、韓國及德國（限於圍標卡特爾）等國之法制而言，在未能同

時免除對企業及個人提起刑事追訴之情況下，恐有減損其寬恕政策實施成

效之虞101。 

（二）申請時點之效果差異 

   美國反托拉斯法之寬恕政策，不問調查程序開始前或開始後，僅對最先

申請者免予刑事追訴；至於第二位以下之申請者，則未能獲得刑事追訴之

豁免。歐盟、德國、韓國等國法制，亦不問調查程序開始前或開始後，均

給予最先申請者免除罰鍰之優惠；此外對於第二位之申請者，各國法制分

別給予減輕 30%～50%、50%以上、30%之罰鍰金額。日本法制，則限於調

查程序開始前之最先申請者，始得免除其罰鍰；另對第二位之申請者，給

予減輕 50%或 30%之罰鍰金額。如此適用效果之設計差異，得以下圖 3-3

所示美國、歐盟及日本等國之法制為例，說明其對寬恕政策實施效果之影

                                                 
100 有關各國寬恕政策效果之比較分析，英文部分，See, Harrington（2006） , 5-21.日文

部分，參見丹野忠晋、木村友二、濱口泰代、石本将之、鈴木淑子（2006），「リーニエ

ンシー制度の経済分析」，公正取引委員会 :CPRC ワークショップ，CR 03-06，3-16。  
101 歐盟競爭法制，僅對違法企業課予行政罰則，此外並未針對個人設有處罰措施，因

此尚無發生此問題之虞；日本及韓國之競爭法規定，檢察機關對於違法之企業或個人提

起刑事追訴，以競爭法主管機關提出刑事告發為必要條件（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96 條、

韓國公平法第 71 條），因此實務運作上，各該主管機關對於寬恕政策之申請者，得以裁

量不對其提出刑事告發，藉以提高其申請之意願。有關寬恕政策制度下，行政與刑事罰

則之適用關係，參見川出敏裕（2002），「司法取引の当否—刑事法の観点から」，公正

取引，第  617 号(特集・制裁減免制度について考える)，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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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102。  

 

            （圖 3-4：美國、歐盟及日本寬恕政策適用效果比較圖）  

 

 

 

 

 

 

 

 

 

 

     

    上圖之橫軸代表相對於第二位申請者，最先申請者得以獲得減免處罰

效果之高低；縱軸代表相對於調查程序開始後之申請者，調查程序開始前

之申請者得以獲得減免處罰效果之高低。首先，觀察橫軸代表事項，美國

法制僅允許對最先申請者一名，免予刑事追訴，是以其相對適用效果最高，

最有激化涉案業者爭先提出申請之效果；日本法制，除免除最先申請者之

罰鍰外，仍得減輕第二位申請者高達 50%之罰鍰金額，其相對適用效果之

差距最小，相對促進爭先申請之效果最低；至於歐盟法制之適用效果及影

響，則係居於美、日兩國法制之間。  

    其次，觀察縱軸代表事項，日本法制僅對調查程序開始前之最先申請

者，給予免除罰鍰之優惠，相對適用效果最高，最有助於執法機關及早獲

悉違法事證；美國法制對於調查程序開始後之最先申請者，仍然得予免除

                                                 
102 圖示取自於 Harrington（2006）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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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追訴，對於執法機關及早獲悉違法事證之貢獻程度，相對最低。至於

歐盟法制，對於調查程序開始後之最先申請者，仍得免除其罰鍰，並給予

其他後順位申請者減輕罰鍰之機會，因此其適用效果及影響，同樣位於美、

日兩國法制之間。然而，從另一角度加以思考，設若執法機關主動發覺違

法跡象，或因受理非卡特爾成員之事業或一般民眾之檢舉，致開始調查程

序者，在日本法制之適用情況下，當事人由於喪失獲得免除罰鍰之機會，

可能嚴重影響其提出申請之意願；此時，執法機關欠缺涉案事業提供內部

違法事證，且未能藉由調查程序予以主動查獲者，最終將難以完成對該違

法卡特爾之取締。如此現象，正足以說明美國、歐盟、德國及韓國等競爭

法當局，何以在各該政策修正過程中，紛紛將其免除處罰效果之申請時點，

擴及調查程序開始後之最先申請者。  

    此外，比較歐盟及日本法制減輕罰鍰效果之差異，歐盟法制許可對三

位以上之申請者，依序減輕其 30%～50%、20%～30%、20%以內之罰鍰金

額，如此設計規定，一則對於減輕對象並無名額限制，是以在邊際效用遞

減之情況下，許可過多申請者之適用，恐無助於調查程序之進行；再者，

減輕罰鍰之比率，仍然賦予執法機關一定幅度範圍之裁量權，致有礙適用

效果明確性。相對之下，日本法制限定申請者之名額為三位以下，且具體

揭示 50%或 30%之減輕罰鍰幅度，其適用效果較為明確；惟對於調查程序

開始後之申請者，無論其先後申請順位，一律給予 30%之減輕比率，如此

無差別效果之制度設計，欠缺促使當事人爭先提出申請之誘因功用103。  

二、適用要件之比較                           

（一）停止違法行為之時點 

各國法制，胥皆要求申請者須於一定之時點停止違法行為，作為寬恕

政策適用要件之一；至於各該法制所定時點，尚非一致。美國法制，要求

申請者在發現涉案行為違法時，必須立即停止違法行為，目的在於及早減

                                                 
103 Harrington（2006）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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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卡特爾對於市場競爭之危害程度。歐盟法制，原則規定涉案事業須於提

出申請時，立即停止違法行為；例外得依執委會指定之時點停止之。德國

法制，要求須依卡特爾署指定之時點停止。日本法制，規定須於調查程序

開始時或提出申請時停止。以上歐盟、德國及日本等國法制，其規定停止

違法行為時點之目的，均在於避免引起其他卡特爾成員之警覺，致有阻礙

調查程序進行之虞。至於韓國法制，規定須於申請時停止之理由，則係防

止涉案事業提出申請後，持續獲取不法利益之不當現象。 

（二）提供證據之性質 

    有關寬恕政策要求申請者提供證據之性質，在歐盟 1996 年及德國 2000

年之舊制，均規定最先申請者必須提供「關鍵性證據」。惟如此要件，欠缺

明確判斷標準，致有礙當事人提出申請之意願，爰於近年制度之修正，皆

已刪除此適用要件，僅要求最先申請者提供足以促使執法機關發動調查權

之證據；對於第二位以下之申請者，則要求其提供「顯然附加價值」或「顯

然貢獻程度」之證據。另韓國法制，不論在調查程序開始前或開始後，均

要求申請者必須提供「必要證據」。至於美、日兩國法制，則未特別強調提

供證據之性質，相對較有利於當事人之提出申請。 

（三）協助調查之程度 

  綜觀各國寬恕政策之適用要件，普遍要求申請者必須「誠實」、「完全」、

「持續」、「全面」或「迅速」的協助調查。至於日本法制之減免罰鍰規定，

雖然並未課予申請者積極協助調查之義務，惟其制度定有提供虛偽證據或

未依指示提供證據者之喪失資格事由，是以實質上申請者仍然負有協助調

查之義務。再者，各國法制對於初步符合適用要件之申請者，通常會與之

簽署附條件減免處罰同意書，俾確保申請者得以徹底的協助調查。 

（四）是否須單獨的提出申請 

    日、韓二國法制，皆有限制當事人之提出申請，必須單獨為之；美、

德及歐盟等法制，就此要件並無特別規定。就此問題，在 2005 年日本獨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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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法之修法過程中，針對適用減免罰鍰規定有無必要限制單獨提出申請

之議題，曾經出現不同之意見104；最終研討之結論，認為允許當事人共同

提出申請之結果，將有引起涉案業者事前密謀協議，甚致阻礙調查事證之

虞，爰決定加列此限制要件。   

（五）是否須無實施強迫行為  

    美國法制，以申請者無強迫他人參與涉案違法行為，作為免除刑事追

訴之要件。歐盟及德國法制，要求免除罰鍰之申請者，須未有相關強迫行

為；惟對於減輕罰鍰之申請者，則未列有此消極適用要件。日、韓二國之

法制，對於免除或減輕罰鍰之申請者，皆規定有此消極適用要件；其中，

日本法制，更要求申請者亦不得有妨礙他人退出參與卡特爾之行為。至於

「強迫」行為之認定標準，雖然無須達到如同刑法上強暴脅迫犯罪之嚴格

程度，惟卡特爾原本含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強制性質，是以廣泛認定之

結果，可能導致無一涉案事業得以申請適用。因此，即有主張應以申請者

有無實施懲罰措施，藉此強迫他人參與或妨礙停止參與涉案違法行為，作

為客觀之認定標準者105。  

（六）是否須非卡特爾之領導人、煽動者或發起人  

    美國法制，認為卡特爾之領導人或發起人，倘得以受到刑事追訴之豁

免，將對其他卡特爾成員顯失公平，因此將此等行為人排除於寬恕政策之

適用對象外。歐盟及韓國於 1996 年之舊制，亦定有申請者須非卡特爾之領

導者或煽動者等消極適用要件，惟其認定標準曖昧不明，影響當事人申請

意願，爰分別於嗣後之俢法予以刪除。德國法制，採折衷方式，規定免除

罰鍰之申請者須非卡特爾之領導者，對於減輕罰鍰之申請者並未列此消極

適用要件。至於新近立法增訂之日本法制，對於免除或減輕罰鍰之申請者，

皆未規定此消極適用要件。  

                                                 
104 品川武、岩成博夫（2005），24。  
105 志田至朗（2004），「課徴金減免制度について」，ジュリスト，第 1270 号（特集・

独禁法改正の方向をよむ—措置体系の見直し），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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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否應賠償被害人之損失  

    以申請者賠償被害人之損失，作為寬恕政策之適用要件，洵為美國法

制之特色。究其原因，顯然與美國反托拉斯法之三倍損害賠償訴訟，向來

扮演實質輔助規範之重要角色，具有相當關聯性。蓋於此適用要件之要求

下，申請者即須積極與受害者洽談賠償事宜，間接亦有促進當事人達成和

解之功能106。  

 

第七節 小結 

由於競爭政策及市場環境之差異，其反映於各國寬恕政策之制度內

涵，容有未盡相同之處。如此政策制度之差異現象，不僅存在於各國法制

間，即屬一國寬恕政策之規定，亦視其實施成效而時有調整者，此觀本節

所述各國政策之沿革自明。雖然，各國寬恕政策有其相異面，惟觀察歷來

其政策之修正或立法趨勢，實已呈現若干共通原則。 

    首先，在政策之適用效果上，美國、歐盟、德國及韓國等多數法制，

不論調查程序開始前或開始後，凡係最先提出申請者，均予以免除處罰，

顯示該等法制側重於執法機關之取得補充事證；相對之下，日本法制，限

於調查程序開始前之最先提出申請者，始得予以免除罰鍰，足見其法制在

於強調執法機關得以及早獲悉違法事證。至於減輕處罰之名額及效果，各

國法制未盡一致；大體言之，許可減輕之名額愈少或先後順位減輕比率之

差距愈大者，愈有促進當事人爭先提出申請之效果。  

    其次，在政策之適用要件上，則係普遍趨於客觀明確化原則，俾提高

當事人提出申請之意願。例如，有關提供證據之性質，歐盟及德國之法制，

皆已刪除「關鍵性證據」之要件，同時對於新設「顯然附加價值」或「顯

然貢獻程度」之證據，作有明確之定義解釋。又如，有關適用對象之限制，

除美國及德國部分法制外，歐盟、韓國及日本等多數法制，皆未要求申請

                                                 
106 Donald C. Klawiter（2000）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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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須非「領導人」、「煽動者」或「發起人」。另有關停止違法行為時點之適

用要件，除普遍要求停止違法之立即性及有效性外，近來歐盟及德國法制

注重彈性停止違法之原則，許可執法機關個案指定停止違法之時點，藉以

維護調查程序之順利進行。 

    再者，有關寬恕政策之申請程序，各國法制胥皆設有前置作業程序、

資格保障期限及附條件減免處罰同意書等措施，俾確保申請者得以獲得減

免處罰之效果。如此賦予申請者程序保障之措施，並配合政策實體規定之

客觀明確化原則，經由各國寬恕政策實施成效之驗證，普遍顯現申請案件

增加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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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對我國公平法寬恕政策及實施子法之啟示 

 

 

第一節 聯合行為制裁措施之檢討與建議 

    如前所述，加重對於卡特爾之制裁措施及明確揭示其處罰金額計算準

則，厥為有效實施寬恕政策之前提要件，是以當前實施寬恕政策之競爭法

當局，在採行重罰卡特爾措施之同時，普遍定有相關處罰金額計算準則，

並與政策之實際運作密切配合。例如，日本當局於 2005 年增設減免罰鍰制

度規定，及歐盟當局於 2006 年修正減免罰鍰告示，胥皆一倂調整其罰鍰計

算準則，其對寬恕政策實施之重要性，由此足見一斑。據此基本原則，為

確保公平會日後實施寬恕政策得以發揮預期成效，即有先就我國公平法相

關制裁措施，予以檢討並提出建議事項之必要。 

一、制裁措施之檢討 

    我國公平法對於聯合行為之制裁，採行「先行政，後司法」原則，對

於違反同法第 14 條第 1 項本文禁制規定之聯合行為，首先將遭受公平會處

以新台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之罰鍰（同法第 41 條前段）。此外，

公平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定有量處罰鍰審酌事項，以供公平會裁處罰鍰金額

之依循標準。基於該等規定，觀察歷來實務運作之情形，得有如下應予檢

討事項。  

（一）、罰鍰額度規定之檢討  

    相較於上揭表 2-1 所列各國競爭法之處罰額度，公平法第 41 條前段規

定，以新台幣 2,500 萬元為罰鍰金額之上限額度，顯然未能達到遏止事業

違法之效果。此由若干實際案例觀之，即足明證107。例如，公平會於 91

年 3 月  28 日處分「福謙環保公司等三家事業聯合行為案」108，處分書認

                                                 
107 相關案列介紹，參見王銘勇（2006），「聯合行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公平交

易季刊，第 14 巻第 1 期，114-118。  
108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91）公處字第 091055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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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福謙環保公司圖得利益達新台幣 1 億 1,000 餘萬元，另二家違法事業共

獲利新台幣 2,200 萬元，惟分別僅處以新台幣 75 萬元、35 萬元及 20 萬元

之罰鍰金額。又如，同會於 92 年 5 月 29 日處分「北誼興業公司等 30 家事

業聯合行為案」109，處分書認定該等違法業者總獲利高達新台幣 10 億元

以上，但所處罰鍰金額合計僅達該獲利總額約三分之一。再如，同會於 93

年 10 月 21 日處分「中國石油公司等 2 家事業聯合行為案」110，處分書認

定各該違法事業每年營業獲利達百億元以上，惟僅各處新台幣 650 萬元之

罰鍰。  

    上揭案例，各該罰鍰金額與不法獲利顯不相當111，甚有可能單一違法

事業之不法利得即已超過法定 2,500 萬元之罰鍰額度上限者，因此即使對

之處以該上限額度之罰鍰金額，亦難期待有何遏止違法之功效112。  

    鑑於上述缺失，公平會考量聯合行為對市場競爭秩序危害程度重大，

且參酌外國立法趨勢採行加重處罰原則，爰於公平法修正草案第 39 條第 1

項前段，針對聯合行為之處罰規定，大幅將聯合行為之罰鍰金額提高為新

台幣 50 萬元至 2 億元之額度，以資改善113。依此修法之加重處罰規定，

或可增強一定程度之遏止違法效果，惟僅係單純的提高罰鍰金額之上下限

額度，尚無從期待得以徹底解決遏止違法效果不足之問題。蓋修正草案之

加重處罰規定，仍然係以固定額度為罰鍰金額之上限，如此在新法實施後，

若有聯合行為之不法利得逾此固定上限額度者，同樣未能根絕業者圖謀高

額不法利得之違法動機。  

（二）裁處罰鍰標準之檢討  

                                                 
109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92）公處字第 092073 號處分書。  
110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93）公處字第 093102 號處分書。  
111 各該處分書僅表示違法事業營業獲利總額，並未說明其中究竟含有多少不法利得成

分；惟從罰鍰金額與營業獲利總額之懸殊比例觀之，應足以推斷其不法利得顯然超過罰

鍰金額。  
112 王銘勇（2006），119。  
113 參見公平交易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第 39 條第 1 項修正理由說明，該對照表揭載於

網頁：http://www.ftc.gov.tw/960122b.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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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公平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之規定，公平會於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

切情狀，並注意下列事項：1.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益；

2.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3.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

間；4.因違法行為所得利益；5.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6.

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7.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

時間及所受處罰；8.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等。  

    然而，上揭規定之諸多審酌事項過於抽象，未能提供公平會明確之裁

處罰鍰標準，因此同會曾經訂定「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裁處罰鍰額度參

考表」（下稱「裁罰表」，附錄六），作為其內部決定具體罰鍰金額之依據
114。

該裁罰表，將上揭施行細則所列審酌事項，歸類為 13 項考量項目，各項目

內區分為 A 至 E 不等之等級予以配分，再以彙整加減計算之積分，對照違

法等級暨罰鍰額度，嗣由承辦單位擬具建議分數及罰鍰金額，最後併案提

請委員會議裁決。  

    觀察裁罰表相關考量項目之配分等級，例如違法行為之動機項目，區

分成：A 惡性極重大（1.8 分）、B 惡性重大（0.9 分）、C 普通（0.5 分）及

D 惡性輕（0.3 分）等級配分，仍然難謂有明確的量化標準，爰於個案適用

難免有輕重失衡之弊
115。基此原因，公平會往往未能於處分書內說明其配

分等級之客觀依據，致使其裁處罰鍰之處分，時有遭受訴願委員會或行政

法院之撤銷者
116。以下，摘選若干代表性案例，節錄行政法院或訴願委員

會之撤銷理由，以資顯示公平會裁處罰鍰之問題點。  

1. 台灣區麥粉工業同業公會案  

    本案係台灣區麥粉工業同業公會，於民國 86 間辦理國內 32 家麵粉廠

                                                 
114 有關該裁罰表之訂定過程及法律性質，參見張麗卿（2007），「公平交易委員會裁處

罰鍰額度之研究」，公平交易季刊，第 15 巻第 2 期，43-70。  
115 廖義男、顏雅倫（2005），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三）：第六章，行政院公平

交易委員會，242-243。  
116 截至 93 年 7 月，行政法院對公平會裁罰表示意見者，有最高法院 5 件，台北高等行

政法院 17 件。相關案例介紹，參見張麗卿（2007），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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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麥聯合採購、合船進口作業事宜，超過例外許可聯合行為之範圍，透過

協調及召集會員開會等方式，不當實施總量管制暨定數分配，及限制事業

自由採購數量等行為，致遭公平會認定其違反聯合行為之禁制規定，並依

裁罰表基準，處以新台幣 2,000 萬元罰鍰117。案經被處分人提行政訴訟，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0 年度訴字第 1207 號判決，認定原處分之裁處罰鍰，

具有下列裁量濫用之瑕疵，應予撤銷118﹕  

（1） 公平會未就本案逾越許可之情形與程度詳加調查，逕將被處分

人之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對交易秩序危害程度等項均列為

等級 A，有裁量濫用之瑕疵。  

（2） 公平會殊不能僅以會員廠之無相關補強證據，即逕予認定被處

分人自民國 81 年起即有違法聯合行為之事實，是以原處分將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危害程度、持續期間、所得利益等項，均列

為等級 A，亦有瑕疵。  

（3） 被處分人並非營利事業團體，是以原處分所謂違法行為所得利

益，應係其會員事業獲得，則原處分將其違法行為所得利益、

違法事業規模等項，均列為等級 A，亦難謂裁量無瑕疵。  

2. 北誼興業公司等 30 家瓦斯業者案  

本案係新竹以北之 30 家瓦斯分裝場業者，於各該區域成立共同組織、

設立聯名帳戶及繳交市場安定基金，藉以遂行約束區域內會員競爭活動及

互不跨區競爭之聯合行為，致遭公平會合計處以新台幣 3 億餘元之罰鍰

119。案經被處分人提起行政訴訟，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3 年度訴字第 3226

號判決，基於下列理由，撤銷原處分關於裁處罰鍰之部分120：  

                                                 
117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89）公處字第 89091 號處分書。  
118 公平會不服本案高等行政法院之判決，爰向最高行政法院提起上訴；嗣經最高行政

法院 93 年度判字第 968 號判決，以原處分關於罰鍰部分有應予撤銷之理由，而原判決

此部分諭知將該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關於罰鍰二千萬元部分撤銷，其結果並無不合，爰認

定公平會之上訴無理由，應予駁回。  
119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92）公處字第 092073 號處分書。  
120 公平會不服本案高等行政法院之判決，爰向最高行政法院提起上訴；嗣經最高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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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於類似他案之聯合行為，裁罰標準不同，違反平等原則；灌

氣噸數愈大者，罰鍰愈輕，違反比例原則。  

（2） 對於違法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營業額及市場地位，僅空泛

敘述，並無具體評估，已有裁量不足。  

（3） 對於不當得利之核估金額，未衡酌業者之成本及合理利潤，全

數視為不當得利，亦有未洽。  

3. 中國石油公司等 2 家油品業者案  

本案係中國石油公司及臺塑石化公司等國內二大油品業者，於民國 91

年 4 月至 93 年 10 月間，以事先、公開方式傳遞調價資訊之意思聯絡，同

步、同幅調整油價，經公平會認定其構成聯合漲價之行為，各處新台幣 650

萬元罰鍰121。案經被處分人等提起訴願，行政院於 94 年 5 月 27 日院臺訴

字第 0940085752 號、第 0940085957 號訴願決定，認為原處分關於裁處罰

鍰之金額，僅表示「復經衡酌其違法行為動機、目的、對交易秩序之危害

程度等因素」，過於草率，質疑原處分裁罰表所計算之點數等依據，是否客

觀、合於正當性及比例原則，因而撤銷原處分之罰鍰部分122。  

鑑於上述裁罰表之缺失，公平會爰於民國 95 年 12 月 15 日，以公法字

第 0950010723 號令，廢止該裁罰表之適用。然而，該裁罰表雖經廢止，惟

於公平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仍舊存在之情況下，倘公平會未能建立一套客觀

之罰鍰裁處標準，依然無從具體說明其裁處罰鍰之依據，則同樣難免遭受

行政院訴願委員會或行政法院撤銷其罰鍰處分之結果。  

                                                                                                                                            
法院 96 年度判字第 1617 號判決，以原處分雖未充分說明違法等級及裁罰之理由，惟此

屬得以補充說明之事項，原審判決未予詳查，即逕認原處分有違平等原則及比例原則，

而有裁量濫用之違法，自嫌率斷，爰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發回原審法院更為適法之審

理。依此判決意旨，最高法院認為原處分關於違法等級及裁罰理由，仍有說明不足之問

題，尚有待公平會為補充說明。  
121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93）公處字第 093102 號處分書。  
122 本案嗣經被處分人等提起行政訴訟，案經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4 年度訴字第 2370 號、

訴字第 2390 號判決，認定業者間有聯合漲價行為，惟以公平會未預先警示業者，有行

政裁量瑕疵為由，撤銷原處分。對於本案公平會處分之評析，參見何之邁（2006），「平

行行為乎？一致性行為乎？──評析中油、臺塑油品調價案」，臺北大學法學論叢，第 58
期，14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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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事項 

    首先，有關罰鍰額度偏低之問題，其根源在於現行公平法第 41 條及修

法草案第 39 條第 1 項等規定，皆採固定額度上限之立法方式，欠缺彈性而

過於僵化，對於不法利得逾此固定額度上限者，其罰鍰額度將相對偏低，

難免發生遏止違法效果不足之缺失。  

    雖然，依據我國行政罰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所得之利益超過

法定罰鍰最高額者，得於所得利益之範圍內酌量加重，不受法定罰鍰最高

額之限制。」惟在公平法採行固定額度上限之立法方式下，是否逾此額度

上限予以加重處罰，仍然有待公平會之裁量。反觀外國法制，美國及歐盟

法制，除定有處罰金額之固定額度上限外，並以違法事業營業金額之一定

比率為浮動額度上限，最終選擇其中額度較高者為處罰金額之上限；日本

法制，則是直接以違法事業營業金額之一定比率，浮動的作為罰鍰之基本

額度。如此採行浮動的額度上限或基本額度之立法方式，對於違法程度愈

重或違法期間愈長者，其處罰額度上限或基本額度，亦將依隨營業金額之

增加而自動提高，自然得以避免不法利得逾越處罰額度上限之情況。因此，

學者頗多建議我國公平法亦應引進類似浮動罰鍰額度之立法例，俾罰鍰額

度更具彈性及強化遏止違法效果123。      

    其次，有關罰鍰裁處標準之問題，其癥結在於現行公平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規定之審酌事項，諸多充滿主觀判斷要素及不確定法律概念，欠缺量

化標準之故。解決之道，亦得考慮仿效美國、歐盟或日本之立法例，訂定

處罰金額之計算準則。其中，美國之量刑指令及歐盟之罰鍰計算方法指令，

其特色在於以量化標準決定基本額度，另對於部分加重或減輕處罰之審酌

事項，仍然賦予執法機關一定程度之裁量權；至於日本課徵金制度之特色，

則係對於基本額度、加重或減輕處罰事由，完全依據客觀事實予以量化，

                                                 
123 廖義男、顏雅倫（2005），243；黃茂榮（2005），「公平法重要案例研討會」發言記

錄，2005 年 5 月 10 日；張麗卿（200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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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排除執法機關之裁量權。  

    就我國公平法而言，究以採行何者之計算準則類型為佳，應由公平會

視其日後執法之重心而定。申言之，倘採行美國或歐盟法制之計算準則類

型者，公平會仍然得以保持彈性之裁量空間，因事制宜；惟對於加重或減

輕處罰事由之裁量部分，仍須負擔遭受有權機關撤銷之風險。反之，若採

行日本法制之計算準則類型者，並無濫用裁量或裁量瑕疵之虞，致得以確

保罰鍰裁處之安定性；惟相對之下，公平會將因而喪失對於個案罰鍰之裁

量權限。  

 

第二節 寬恕政策立法之分析與建議 

    有關公平法寬恕政策之立法，同法修正草案第 39 條第 2 項、第 3 項

如是規定：「違反第 14 條之事業，符合下列情形之一，並經主管機關事先

同意者，減輕或免除主管機關依前項所命之更正措施及罰鍰：  

1. 於主管機關尚未知悉或進行調查前，就其所參與之聯合行為，以   

書面向主管機關提出檢舉或供述具體違法情事，提供重要事證，

並協助主管機關進行調查者。  

2. 於案件調查期間，供述具體違法情事，提供足以認定違法之事證，

並協助主管機關進行調查者。  

    前項之適用對象、資格要件、裁處減免標準、身分保密及其他執行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至於立法理由，依據上揭法條修正說明：「我國目前行政法制中，並無

類此制度之規範，爰參前述各國所採『寬恕政策』」之要旨……增訂第二項

及第三項規定，並授權主管機關就執行『寬恕政策』所必要之一般技術性、

細節性事項，另以法規命令訂之。」準此說明，對於公平法寬恕政策之建

置，以下進一步分析並提出相關建議事項。 

一、立法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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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納各國法制有關寬恕政策之立法體例，得大別為三類型：美國、歐

盟及德國法制類型，其競爭法本身並未設有寬恕政策規定，而係委由執法

機關訂頒相關告示準則實施之；韓國法制類型，則於競爭法條文大體規定

寬恕政策之基本原則，至於適用對象範圍、免除或減輕基準及減免程度等

必要事項，則另訂於同法施行細則；日本法制類型，對於寬恕政策之適用

要件、適用對象範圍、免除或減輕基準及減免程度等相關事項，一倂規定

於競爭法條文內，僅將違法事實通報及相關資料之提出規則，委由執法機

關訂定之。 

    至於我國公平法之寬恕政策，從同法修正草案揭示政策實施之基本原

則，並授權公平會訂定執行事項之立法體例觀之，顯然仿效於韓國法制類

型。如此立法體例，相對於美國、歐盟及德國法制類型，我國公平法寬恕

政策之法源，須受國會監督，立法程序較為審慎周延；另相對於日本法制

類型，日後公平會得以機動調整寬恕政策之執行事項，便於因時制宜，是

以兼具其他二法制類型之長。 

二、規範原則  

    承上所述，修正草案同條第 2 項係屬寬恕政策之原則規定，其涵蓋有

下列重要規範事項： 

（一）適用效果 

    依據同項本文規定，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符合寬恕政策之適用要件

者，得以受到公平會減輕或免除更正措施及罰鍰之優惠。由此觀之，我國

公平法係屬行政寬恕政策類型，其減免效果未及於事業及行為人之刑事責

任。不過，修正草案規定之適用效果，除減免罰鍰外，尚得以減免其更正

措施，如此規定是否妥適？不無商榷餘地。  

從比較法之觀點，適用寬恕政策得予減免更正措施之立法例，除韓國

法制外，普遍未為其他國家法制所採；就我國公平法法制而言，當無仿照

此韓國立法例之必要性。蓋我國公平法規定之命更正措施，性質上屬於「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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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權」而非「處罰權」，對於被命更正措施之違法行為者而言，並非裁罰性

之不利處分，不具有行政罰之性質124，爰寬恕政策予以減免更正措施，並

無實質意義。況且，命更正措施之重點，在於糾正違法事業侵害市場競爭

秩序之行為，促使違法狀態得以終止並防範其再次發生，是以依據寬恕政

策予以減免更正措施者，顯然悖於公平法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之規範目的。

據上所述，本研究建議：修正草案應刪除同條項本文有關減免更正措施之

規定。  

（二）申請時點  

    有關提出申請之時點，依據修正草案同條項第 1 款、第 2 款規定之形

式，其第 1 款係適用於調查程序開始前，第 2 款則係適用於調查程序開始

後，至於何者應予免除或減輕處罰效果，各款規定並未明示，有待同條第

3 項授權公平會另訂之。  

（三）基本要件  

    除申請時點之差異外，修正草案同條項第 1 款、第 2 款規定之基本要

件，亦有若干未盡相同之處。首先，第 1 款規定「就其所參與之聯合行為，

以書面向主管機關提出檢舉」之要件，即未見諸於第 2 款規定內，其結果

將形成在調查程序開始後之申請者，得不受此要件之限制。然而，有關「就

其所參與之聯合行為」之要件部分，應屬所有申請者之共通要件，不因申

請時點之差異而有別；否則，對於未參與本案聯合行為之事業而言，即得

以提供本案之違法事證，藉以換取減免其參與他案聯合行為之處罰，如此

顯然超過公平法寬恕政策之適用範圍125。因此，本研究建議：應將本款「就

其所參與之聯合行為」之要件，移植規定於同條項本文，俾為申請者之共

通要件。  

                                                 
124 廖義男、王以國（2005），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三）：第四十一條，行政院

公平交易委員會，472-473。  
125 從本條修正理由說明，公平法並無引進美國附加寬恕政策（Amnesty Plus Policy）之

用意，即申請者不得以供述他案之違法事證，藉以減免其於本案及他案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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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有關「以書面向主管機關提出檢舉」之要件部分，依據草案規

定，將形成調查程序開始前須以書面申請，調查程序開始後得以言詞申請

之現象，如此區別並無實益；況且有關提出申請方式，當屬同條第 3 項授

權公平會訂定之程序事宜，並無規定於本條項之必要，是以本研究建議：

應刪除此本款「以書面向主管機關提出檢舉」之規定。  

    此外，依據調查程序開始前或開始後之不同時點，同條項第 1 款、第

2 款，分別規定申請者必須提出「重要事證」或「足以認定違法之事證」，

顯示對於二者證明力要求之程度有別。至於各該事證之內涵，容於下節實

施子法之研擬中，併予敘明。  

 

第三節  實施子法之研擬  

一、執行事項  

依據公平法修正草案第 39 條第 3 項之授權，公平會應予訂定寬恕政策

之執行事項，分別研擬如下。 

（一）適用對象  

    所謂適用對象，本屬寬恕政策資格要件之一，修正草案予以列為實施

子法之單獨項目，當係特別考量實施強迫行為者或卡特爾之領導人、煽動

者及發起人等，應否予以排除在政策適用範圍外：  

    1. 是否須非實施強迫行為者  

    對於強迫他人參與涉案卡特爾之行為者，得否許可其適用寬恕政策？

各國法制，除歐盟及德國法制許可其適用減輕罰鍰部分外（免除罰鍰部分，

仍然禁止），美國、韓國及日本各國法制一律加以禁止。是以依循多數國家

法制，公平會訂定之實施子法，對於調查程序開始前或開始後之申請者，

均應將其列為消極的適用要件。至於施強迫行為之態樣，參酌日本法制，

除強迫他人參與涉案卡特爾之行為外，亦應涵蓋強迫他人不得退出之行

為。至於有關強迫程度之認定，不以達到強暴脅迫之程度為必要；惟僅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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慫恿、鼓吹，尚未足以妨礙他人自由意思決定者，應認定未及強迫之程度。

實務判斷上，得以當事人有無實施懲罰措施，作為客觀認定標準。  

    2. 是否須非聯合行為之領導人、煽動者或發起人  

    當前各國法制，除美國法制及德國法制（限於免除罰鍰部分）有將卡

特爾之領導人、煽動者或發起人列為消極的適用要件外，最近修法或立法

之歐盟、韓國及日本等國之法制，均分別刪除或未予列入該消極適用要件。

蓋申請者是否該當此等地位，並無明確判斷標準，致有影響當事人提出申

請之意願。因此，參酌外國法制實施經驗，公平會訂定之實施子法，亦以

未列該消極適用要件為宜。況且，設若存在有強勢領導人、煽動者或發起

人之情形，且足以認定其有實施強迫之行為者，仍得依據上揭消極適用要

件，拒絕其提出申請，因此不至於有規範疏漏之虞。  

（二）資格要件  

    有關適用寬恕政策之資格要件，參酌各國法制相關規定，應予考慮下

列諸事項：  

    1. 停止違法行為之時點 

    申請者必須於一定之時點停止違法行為，普遍為各國寬恕政策所要

求；惟要求停止之時點，各國法制不一，已如前述。以歐盟、德國法制之

最近修法趨勢而言，則係著重彈性要求申請者停止違法行為之時點，避免

引起其他卡特爾成員之察覺，致影響調查程序之進行。基此理念，不論係

調查程序開始前或開始後之申請者，原則上應於提出申請時停止違法行

為；但公平會得依個案調查程序之必要，指定其他停止違法行為之時點。  

    2. 提供證據之性質 

    修正草案第 39 條第 2 項第 1 款、第 2 規定，對於提供證據之性質，依

其提供係在調查程序開始前或開始後，分別要求須達「重要事證」或「足

以認定違法之事證」程度。所謂「重要事證」，由於其係調查程序開始前提

出者，故其認定標準不宜過於嚴苛，否則可能影響當事人爭先申請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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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依據歐盟及德國法制之經驗，公平會僅須要求提供「重要事證」達到

足以開始調查程序之程度即可。另有關「足以認定違法之事證」，由於其提

出係調查程序開始後，因此參考歐盟及德國法制對於「顯然附加價值」或

「顯然貢獻程度」之解釋，公平會宜應以其是否與涉案事實具有直接關聯

性，為主要認定標準。  

    3. 協助調查之程度 

    修正草案第 39 條第 2 項第 1 款、第 2 款，均規定申請者負有協助調查

之義務，惟並未明示協助調查之程度。為避免日後滋生疑義，並考量調查

實務之需要，公平會宜應參酌外國法制，於其實施子法要求申請者必須「持

續」、「全面」及「迅速」的協助調查。 

    4. 是否須單獨的提出申請 

    為避免當事人共同協議申請順位之情事，公平會宜應仿效日、韓等國

法制，限制當事人必須單獨的提出申請，藉以防止寬恕政策遭受濫用。 

    5. 是否須賠償被害人之損失 

    我國公平法第 32 條第 1 項，雖然設有類似美國克萊登法第 4 條規定之

三倍損害賠償責任；然而，歷來對於違反公平法之事業，主要仍係藉由公

平會之行政處分予以制裁，嚴格言之，其賠償責任規定並未發揮實質功用

126。因此，倘限制申請者必須賠償被害人之損害者，恐有影響寬恕政策實

施成效之虞，是以公平會之實施子法，應無仿效美國法制訂定此適用要件

之必要性。  

（三）裁處減免標準  

    本事項可謂公平會訂定實施子法之核心，其規定足以影響公平法寬恕

政策實施之成效，爰應慎重審酌。析言之，考慮裁處減免標準之問題，其

評估層面應涵蓋免除或減輕效果之區別時點、給予免除或減輕之事業家數

                                                 
126 有關公平法第 32 條第 1 項三倍損害賠償責任規定之介紹，參見陳志民（2005），公

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三）：第三十二條第一項，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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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減輕比率等重要事項。  

    1. 免除或減輕效果之區別時點  

    如前揭外國法制之比較分析，是否以調查程序開始之時點，作為界定

免除或減輕效果之基準，其利弊互見。日本法制，限於調查程序開始前之

最先申請者，始給予免除罰鍰效果，如此最有利於執法機關及早獲知違法

事證，惟相對減低當事人於調查程序開始後之申請意願；美國、歐盟等多

數法制，對於最先申請者，不論調查程序是否開始，皆得給予免除處罰之

優惠，因此得以補充執法機關調查證據之不足，但相對有延遲其獲知違法

事證之可能。據此分析，我國公平法寬恕政策究以採行何者類型為佳，端

視公平會預期政策實施效果之重心而定。申言之，倘公平會著重及早獲知

違法事證之效果者，宜採行日本法制類型；反之，若以補充違法事證之提

供效果為優先考量者，即應採行美國、歐盟等法制類型。  

    2. 免除或減輕之事業家數及減輕比率    

    首先，有關免除或減輕處罰之事業家數，觀察同屬行政寬恕政策類型

之各國法制設計，除普遍給予最先申請者免除罰鍰外，另外許可減輕罰鍰

之事業家數，歐盟及德國法制為三家以上，日本法制為二家以下，韓國法

制僅為一家。比較言之，給予過多事業減輕罰鍰之機會，由於邊際效用遞

減，並無助於調查程序之進行；相對之下，僅開放一家事業減輕之機會，

雖有促進當事人爭先申請之誘因，惟執法機關或有獲取補充事證不足之

虞。二者折衷，本研究建議：公平法寬恕政策，宜參考日本法制之精神，

應以許可對二家事業減輕罰鍰為上限。  

    其次，有關各國法制減輕比率之設計，歐盟及德國法制，依序減輕 30%

～50%、20%～30%、20%以內。日本法制，對於調查程序開始前之申請者，

依序減輕 50%、30%；對於調查程序開始後之申請者，一律減輕 30%。韓

國法制，則僅對一名申請者減輕 30%。比較該等外國法制之設計，公平法

寬恕政策減輕比率之規定，宜應把握二點原則：其一，減輕比率應予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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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裁量空間，俾符合適用效果明確性之原則；其二，依據先後申請順位，

給予一定差距之減輕比率，俾促進當事人爭先提出申請。本此設計原則，

並參酌我國行政罰法第 18 條第 3 項本文規定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減輕比率

之立法意旨127，本研究建議：公平法寬恕政策之減輕比率，不論調查程序

開始前或開始後，宜依序定為 50%、30%。  

    綜上所述，對於免除或減輕之事業家數及減輕比率，公平會訂定之實

施子法，宜應明示免除最先申請者之罰鍰，另依序減輕後二順位申請者

50%、30%之罰鍰。  

（四）身分保密事項  

    依據修正草案第 39 條第 2 項、第 3 項修正理由說明，同法寬恕政策之

制定，倂有參考證人保護法第 15 條有關「污點證人」之相關規定，由此足

見公平法寬恕政策對於申請者身分保密之重視。如此立法意旨，應係在於

避免申請者事後遭受其他違法事業之報復，俾確保當事人提出申請之意

願。相對之下，外國法制側重之保密事項，普遍在於禁止當事人公開其提

出申請之訊息，俾免妨礙調查程序之進行；至於調查程序完成後，執法機

關是否公開政策適用之相關決定，各國作法未盡一致。美國及歐盟法制，

如前揭諸案例所示，由於申請者涉及國際卡特爾之重大案件，是以執法機

關最終併予公告減免處罰之結果。韓國法制，對於獲得減免效果之當事人，

則係在共同處分書上以代號表示之。日本法制，對於免除罰鍰之當事人，

未於共同處分書上列出其名事業稱，而係個別寄發通知書；但對於涉及圍

標卡特爾或其他重大卡特爾案件，例外公告減免罰鍰之效果及事業名稱。  

    上述外國法制之相關措施，嚴格言之，實未能滿足公平法寬恕政策對

於申請者身分保密之要求。以日、韓法制之措施而言，對於減免罰鍰之當

                                                 
127 我國行政罰法第 18 條第 3 項本文規定：「依本法規定減輕處罰時，裁處之罰鍰不得

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二分之一，亦不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二分之一；同時有免除處

罰之規定者，不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三分之一，亦不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三分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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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無論係以代號或未列出其事業名稱之方式為之，由於卡特爾成員原

本即有可能相互熟識，尤其在我國各相關市場普遍狹隘，同業間相識度更

高之情況下，經由其他卡特爾成員比對共同處分書與實際參與違法者之事

業名單，或比較各違法事業被處罰鍰金額之高低，即得推知何者為提出申

請之告密者。  

    依據上揭修正理由說明，公平會若要貫徹其寬恕政策對於申請者身分

保密之立法意旨，其實務運作即應有特別之處分書製發方式。其得以考慮

之方式有二：其一，對全體違法事業製發罰鍰處分之共同處分書，另針對

申請者個別製發免除或減輕罰鍰之處分書，如此其他違法事業無從於共同

處分書上知悉有申請者之事由；其二，有關罰鍰處分及減免罰鍰處分，一

倂揭載於共同處分書，並參酌證人保護法第 15 條準用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

規定，就送達其他違法事業之處分書，應以代號表示減免罰鍰處分之申請

者名稱128。至於處分書之公告及刊登公報，參酌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

第 1 項第 1 款及同條第 2 項規定之意旨，公平會亦得考慮保留減免罰鍰之

處分書，不予公開；或於公開之處分書，以代號表示申請者之名稱129。  

。  

（五）其他執行事項  

                                                 
128 相較於第二種處分書之製發方式，第一種處分書之製發方式得以徹底保密申請者之

身分；惟採行第一種處分書之製發方式，對於申請者同時製發罰鍰處分及減免罰鍰處分

之二份處分書，可能發生如何解釋二者行政處分效力關係之疑義。就此問題，本研究以

為，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122 條規定，對於減免罰鍰處分書之製發，即得解為公平會同時

有廢止原罰鍰處分之意思表示。有關行政處分效力之解釋，參見陳慈陽（2005），行政

法總論—基本原理、行政程序及行政行為（二版），翰蘆圖書出版有限公司，475-529。 
129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政府資訊屬於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限制

公開或不予提供之」，同條項第 1 款即規定：「經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律、法規

命令規定應秘密事項或限制、禁止公開者」；另同條第 2 項規定：「政府資訊含有前項各

款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之事項者，應僅就其他部分公開或提供之」。此外，有關法院裁

判書公開之問題，依據法院組織法第 83 條之規定，各級法院及分院固應定期出版公報，

刊載裁判書全文，惟基於保護個人隱私及尊重當事人權益之精神，並避免妨礙被告之更

生機會與傷及無辜之關係人，司法院參酌前揭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已於民國 96 年 7
月起啟用裁判書公開隱匿個人資料保護機制，根據訴訟案件之性質，僅顯示案號、不公

開裁判書全文，或於公開之裁判書隱匿當事人及訴訟關係人之姓名。司法院如此作法，

對於公平會實施寬恕政策之處分書公開方式，應有相當參考之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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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酌各國法制實施寬恕政策之程序規定，公平會訂定之執行事項，至

少應涵蓋下列重要措施：  

    1. 受理窗口之建置  

    公平會首先應指定寬恕政策案件之受理單位，負責承辦當事人提出申

請事宜。此外，亦應配置專線查詢電話及接待人員，提供有意申請者事前

電洽或到會諮詢事項。  

    2. 製式申報書之提供  

    為配合申請案件之審理流程，公平會宜應仿照日本法制，印製第一式、

第二式申報書130，並將各式通報書揭載於該會網站，提供申請者索取或自

行下載填報。  

    3. 審理流程  

    申請者應先提出第一式申報書，大略記載涉案事實及相關證據。公平

會承辦人員於收受該申報書後，應以密件處理，立即提報委員會議審查。

經由委員會議初步認定其符合相關適用要件者，即應依其寄發申報書或親

持到會之時間131，預訂排名順位，並對申請者寄發附條件之申請同意書。

該同意書除告知其預定之排名順位外，並應告知其應停止違法行為之時

點、提出第二式申報書之期限及確保提供事證之真實性等附條件事項。  

    申請者在指定期限內，應提出詳載涉案事實之第二式申報書，並檢附

相關證據。公平會委員會議，倘確認其提供之內容符合「重要事證」或「足

以認定違法之事證」程度者，應同意其減免罰鍰之申請，並通知申請者。

公平會於通知申請者之減免罰鍰同意書，應告知其負有保守申請事項秘密

及協助調查之義務。      

                                                 
130 日本法制對於調查程序開始後之申請者，並未區別先後申請順位，一律減輕其 30%
之罰鍰。此與本研究建議公平法寬恕政策之設計有別，是以並無採用如日本法制第三式

通報書之必要。  
131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49 條規定：「基於法規之申請，以掛號郵寄方式向行政機關提出

者，以交郵當日之郵戳為準。」由於以寄件日為準，不至於發生郵寄時間差異之不公平

現象，爰無仿效日本法制限於以電話傳真發送通報書之必要。至於提出申請之時間相同

者，宜由委員會議依其提供事證之重要程度，預定其排名順位。  



 

94 

二、規定內涵   

綜上立論，針對減免罰鍰之裁處基準，及廢止減免罰鍰之同意等重要

事項，以下分別研擬日後執行辦法應予規定之內涵。  

（一）免除罰鍰之規定  

    有關免除罰鍰之規定，依據日後公平會是否限定其申請時點於調查程

序開始前之決定，分別研擬甲、乙二案：  

    甲案：限於調查程序開始前之最先申請者，始得給予免除罰鍰。  

    在採甲案之情況下，依公平法第 39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單獨且最先

提出申請，並符合下列情形之事業，免除其罰鍰：  

1. 未有強迫他事業參與涉案聯合行為或限制其退出參與者。  

2. 於提出申請時或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時點，立即停止違法行為。  

3. 提供足以開始調查程序之重要事證。  

4. 依據主管機關之指示，持續、全面及迅速的協助調查。  

    乙案：對於最先申請者，不論其提出申請之時點係在調查程序開始前

或開始後，均得給予免除罰鍰。  

    在採乙案之情況下，倘未有事業符合本法第 39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

者，對於依同條項第 2 款規定，單獨且最先提出申請，並符合下列情形之

事業，亦得免除其罰鍰：  

1. 未有強迫他事業參與涉案聯合行為或限制其退出參與者。  

2. 於提出申請時或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時點，立即停止違法行為。  

3. 提供與涉案事實具有直接關聯性，足以認定違法之事證。  

4. 依據主管機關之指示，持續、全面及迅速的協助調查。  

（二）減輕罰鍰之規定 

    對於依本法第 39 條第 2 項第 1 款或第 2 款規定，單獨且為第二位或第

三位提出申請，並符合下列情形之事業，分別減輕其 50%或 30%之罰鍰： 

1. 未有強迫他事業參與涉案聯合行為或限制其退出參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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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提出申請時或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時點，立即停止違法行為。  

3. 同條項第 1 款之申請者，提供足以開始調查程序之重要事證；同條

項第 2 款之申請者，提供與涉案事實具有直接關聯性，足以認定違

法之事證。  

4. 依據主管機關之指示，持續、全面及迅速的協助調查。」  

（三）廢止同意減免罰鍰之規定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公平會得廢止對於申請者免除或減輕罰鍰之同意： 

1. 於調查程序中發現，申請者曾有強迫他事業參與涉案聯合行為或限

制其退出參與者。  

2. 於調查程序中發現，申請者未依規定停止違法行為者。  

3. 無故洩漏申請事項秘密，致妨礙調查程序進行者。  

4. 供述內容或提供事證，有虛偽不實者。  

5. 無正當理由，逾期未提出或補充相關事證，或未依指示協助調查

者。  

 

第四節 寬恕政策適用問題之探討 

一、政策本身之適用問題  

（一）申請者得否直接提出第二式申報書  

    寬恕政策設計第一式申報書之目的，在於促使當事人及早提出申請，

並給予資格保障之指定期限，俾準備提出第二式申報書及相關證據。倘申

請者已經充分握有相關證據，認為無庸經由資格保障期限，爰直接提出第

二式申報書者，公平會仍應予以受理。公平會受理其申請後，認定其符合

減免罰鍰之要件者，應通知其排名順位，並告知其停止違法之時點、負有

保守申請事項秘密及協助調查之義務等事項。  

（二）應否限制調查程序開始後之申請期限  

    日本法制對於調查程序開始後之申請者，並未區分先後申請順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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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給予 30%之減輕比率，因此該國法制設有 20 日之申請期限，俾促使當

事人即早提出申請。至於本研究建議公平法寬恕政策之設計，對於調查程

序開始前或開始後，均依其先後申請順位給予一定差距之減輕比率，是以

政策設計本身即含有促使當事人及早提出之誘因，爰無庸再有申請期限之

限制。  

（三）申請順位之變更可能性  

    在有複數申請者先後提出第一式申報書，各自獲有預訂排名順位之情

況下，倘其中先順位之申請者未於指定期限內提出第二式申報書，致喪失

預定優先順位之申請資格者，後順位之申請者即得依序往前遞升排名。至

於在提出第二式申報書，獲有確定排名順位後，即使先順位申請者遭受公

平會廢止免除或減輕罰鍰之同意，由於申請順位已經確定，爰不影響後順

位申請者排名之變動132。  

（四）再為相同或類似之違法行為者，得否申請適用  

    事業在本案聯合行為申請適用寬恕政策後，再為他案相同或類似之違

法行為者，倘對於他案提出適用寬恕政策之申請，公平會亦應予以受理。

蓋寬恕政策僅要求申請者必須停止本案之違法行為，並未將其不得再為他

案相同或類似之違法行為，列為政策之消極適用要件；況且，他案之違法

行為，可能同樣存在著調查不易，取證困難之問題，是以仍有受理其申請

適用寬恕政策之必要性133。不過，事業再為相同或類似之違法行為者，其

行為人負有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 1 億元以下罰金之

刑責134，是以在此刑事處罰效果之威嚇下，實際上發生相關適用寬恕政策

之案例，應不多見135。  

                                                 
132  日 本 公 正 取 引 委 員 会 ， 課 徴 金 減 免 制 度 関 係 Q&A， 問 答 22， 揭 載 於 該 會 網 頁 ：

http://www.jftc.go.jp/dk/genmen/qa.html 
133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会，課徴金減免制度関係 Q&A，問答 5。  
134 現行公平法第 35 條第 1 項、同法修正草案第 34 條規定。另該修正草案條文，鑑於

所謂「類似」違法行為，於實務上不易判斷，常生困擾，爰刪除「類似」違法行為類型。 
135 王銘勇（200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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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其他規範之適用關係問題  

（一）與同業公會聯合行為制裁措施之適用關係  

    依據公平會之案件統計資料，顯示歷來由同業公會主導聯合行為之案

件，約佔全體聯合行為案件件數 37%，其違法比例顯非一般136。然而，對

於同業公會聯合行為案件之制裁，如上揭台灣區麥粉工業同業公會案所

示，公平會皆僅以同業公會之主體為處罰對象，並未罰及參與決議或執行

決議之會員事業。如此制裁措施，得以預見，勢必嚴重影響公平法寬恕政

策之實施成效。蓋處罰對象僅限於公會，其會員事業在無受罰可能性之情

況下，對於會員事業根本不存在有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誘因，因此可能形

成之現象有二：其一，始終無人提出申請，寬恕政策對於同業公會聯合行

為之案件，形同虛設；其二，涉案之同業公會，唯一且當然最先提出申請，

在免除其罰鍰後，全案無一事業受罰。  

雖然，公平會於民國 94 年 11 月 17 日第 732 次委員會議，針對「同

業公會中參與或形成會議決議之成員是否為聯合行為之處罰對象」議題，

作出如是決議：相關案件之處理，原則上維持僅以同業公會為處罰對象之

現制；但依個案之具體事證，顯示參與同業公會或形成其會議決議之成員，

其行為係代表所屬之事業者，得併以該所屬事業為處罰對象。惟如此決議，

對於解決上揭寬恕政策適用於同業公會案件之問題，並無多大助益。蓋在

37%相當程度之違法案件比例下，仍然維持僅以同業公會為處罰對象之原

則，則日後絕大多數相關案件難免發生上揭政策適用之異常現象。有鑑於

此，公平會若要徹底發揮寬恕政策之實施成效，其對同業公會聯合行為案

件之執法立場，即有改弦更張之必要；質言之，公平會日後對於涉及同業

公會聯合行為之案件，除處罰「合意」主體之同業公會外，亦應一倂處罰

「執行」主體之會員事業137。  

                                                 
136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2005），18。  
137 對於同業公會聯合行為案件之處理，學者普遍認為；應將該類案件聯合行為區分為

「合意部分」及「執行部分」之前後二部分，前部分應視是否為同業公會所為之有效行



 

98 

（二）與刑事處罰規定之適用關係    

    如上所述，事業在停止本案之聯合行為後，再為他案相同或類似之違

法行為者，其行為人可能受到刑事處罰之追訴。此時行為人若有代表事業，

對於他案違法行為申請適用寬恕政策者，其申請有無影響刑事處罰規定之

適用關係138？就此問題，公平會前於 2003 年 8 月 22 日公布之舊版修正草

案第 35 條之 1 第 2 項曾經規定：「違反第 14 條第 1 項之事業或行為人，於

刑事偵查中就其所參與之聯合行為，供述重要之待證事實或提供其他參與

事業違法之具體事證，因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該案其他之行為人者，以經

檢察官事先同意者為限，就其因供述所涉及之聯合行為，得為不起訴處分。」

惟如此規定，對於檢察機關並無拘束力，未具實質意義，爰於嗣後之修正

草案版本予以刪除。  

    從比較法之觀點言之，公平法寬恕政策係屬行政寬恕政策類型，爰未

能如同美國法制設有免除個人刑事追訴之制度，且公平法亦無類似日、韓

等國法制設有刑事案件之專屬告發制度，是以公平法寬恕政策之適用，並

無限制檢察機關起訴之效力。不過，行為人若有代表事業申請適用寬恕政

策，因此足認其犯罪後之態度良善，由於其所犯為「最重本刑 3 年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金」之罪，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第 376

條第 1 款及刑法第 57 條第 10 款等規定，檢察官仍得予以不起訴處分139。 

（三）與行政救濟程序之適用關係  

    事業申請適用寬恕政策，經由公平會之審查，認定其欠缺相關適用要

                                                                                                                                            
為，據以認定其責任；後部分在認定會員事業為行為主體之情況下，亦應有加以處分之

可能性。以上，分別參見吳秀明（2001），「聯合行為理論與實務之回顧與展望—以構成

要 件 之 相 關 問 題 為 中 心 」， 公 平 交 易 法 施 行 9 週 年 學 術 研 討 會 論 文 集 ， 元 照 出 版 ，

139-239；蘇永欽  (1999)，「同業公會聯合行為的處分對象」，跨越自治與管制，五南圖

書出版，87-98。  
138 依據現行公平法第 38 條對於法人科處罰金之規定，雖有可能發生寬恕政策與事業刑

事處罰規定之適用關係；然而，配合行政罰法第 26 條有關一事不二罰規定之立法意旨，

公平法修正草案決定刪除現行法第 38 條規定，是以日後應不至於發生相關適用關係之

問題。  
139 王銘勇（2006），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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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致未能獲得申請之同意者；或其申請獲得同意，惟申請者對於公平會

有關排名順位、廢止同意減免罰鍰等決定有異議者，均應賦予其行政救濟

之權利。詳言之，對於公平會有關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決定，申請者提出

行政救濟之方式有二：其一，在公平會對於涉案聯合行為作出罰鍰處分前，

有關申請適用之決定，尚未直接發生免除、減輕或未予減免罰鍰之法律效

果，因此在相關決定未具備行政處分要件之情況下140，申請者僅得依據行

政程序法第 105 條、第 106 條等規定，以書面或言詞向公平會陳述意見；

其二，在公平會對於涉案聯合行為作出罰鍰處分後，申請者先前相關陳述

意見未獲公平會採納者，得與罰鍰處分一倂提起行政訴訟，請求行政法院

併同審理公平會有關申請適用之決定141。  

 

第五節 小結 

    公平法修正草案，為配合寬恕政策之制定實施，爰於修正草案第 39

條第 1 項大幅提高對於聯合行為裁處罰鍰之額度；惟該草案規定，仍採固

定額度上限之立法形式，且實務運作欠缺客觀之裁處罰鍰標準，因此難以

徹底達成遏止違法之效果，且無助於日後寬恕政策之實施。改進之道，宜

應參仿美國、歐盟或日本法制，以違法事業營業額之一定比率，訂定浮動

的罰鍰額度上限或基本額度，並揭示明確之罰鍰計算準則。  

    再者，修正草案同條第 2 項有關寬恕政策之原則規定，其本文所列減

免「所命之更正措施」之適用效果，及同項第 1 款所列「就其所參與之聯

合行為，以書面向主管機關提出檢舉」之適用要件，均非妥適，宜應酌予

調整或刪除。  

    至於同條第 3 項授權公平會訂定之寬恕政策執行事項，綜合本章第三

                                                 
140 行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行政處分，係指行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

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力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律效果之單方行政行為。」  
141 依據公平法修正草案第 48 條規定，日後對於公平會之處分或決定不服者，應直接適

用行政訴訟程序。有關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行政救濟程序，參見井上朗( 2006)，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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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之研析，試擬如下「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聯合行為違法案件減輕

或免除罰鍰之實施辦法：  

第一條（授權依據）  

本辦法依公平交易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三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適用範圍）  

違反本法第十四條之事業，符合第三十九條第二項之規定者，減輕或免除

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九條第一項所處罰鍰之相關事項，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三條（申請程序）  

依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之規定，申請減輕或免除罰鍰之事業，應依主管

機關訂定之書面格式，據實載明下列事項，以郵寄或親持之方式，單獨向

主管機關提出： 

一、事業之名稱、實收資本額、營業額、代表人或負責人、營業所在地、

設立登記日期。 

二、涉案之相關商品或服務、聯合行為之態樣、影響所及之地理區域、行

為實施之時期。  

三、其他涉案事業之名稱、營業所在地、其代表人或負責人。  

四、涉案行為人之職稱、姓名。  

五、涉案之相關事證。  

六、其他得供參考之事項。  

事業提出前項之申請文件或相關資料不完備者，主管機關得指定期限，命

其補充或補正。  

事業依第一項規定提出申請前，得向主管機關諮詢，請求告知相關適用事

項及可能減輕或免罰鍰之效果。但主管機關認其諮詢有不當之意圖者，得

拒絕請求。  

第一項之申請，及前項之諮詢，事業得委任代理人為之。  

第四條（適用對象及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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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之規定者，應符合下列情形：  

一、未有強迫他事業參與涉案聯合行為或限制其退出參與者。  

二、於提出申請時或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時點，立即停止違法行為。  

三、適用本項第一款之規定者，提供足以開始調查程序之重要事證；適用

本項第二款之規定者，提供與涉案事實具有直接關聯性，足以認定違

法之事證。  

四、依據主管機關之指示，持續、全面及迅速的協助調查。 

第五條（附條件之減免罰鍰同意書） 

主管機關受理事業減輕或免除罰鍰之申請，初步認定其得符合前條各款之

規定者，應即發給附條件之減輕或免除罰鍰同意書。 

前項之減輕或免除罰鍰同意書，應記載下列事項： 

一、停止參與涉案聯合行為之時點。  

二、提出或補充相關事證之期限。  

三、適用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可能免除或減輕其罰鍰 

之效果。 

四、廢止同意減輕或免除罰鍰之事由。 

第六條（廢止同意減輕或免除罰鍰之事由）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前條減輕或免除罰鍰之同意：  

一、於調查程序中發現，申請者曾有強迫他事業參與涉案聯合行為或限制  

    其退出參與者。  

二、於調查程序中發現，申請者未依規定停止違法行為者。  

三、無故洩漏申請事項秘密，致妨礙調查程序進行者。  

四、供述內容或提出之文件、事證，有虛偽不實者。  

五、無正當理由，逾期未提出或補充相關事證，或未依指示協助調查者。 

依前項規定，主管機關廢止減輕或免除罰鍰之同意，致有變動其他申請者

可能減輕或免除其罰鍰之效果時，應即通知其變動後之可能減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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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免除罰鍰之基準） 

依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第一款，最先提出申請之事業，符合本辦法第四

條之規定，且未受主管機關廢止免除罰鍰之同意者，免除其罰鍰。 

未有事業符合前項之規定，依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第二款，最先提出申

請之事業，符合本辦法第四條之規定，且未受主管機關廢止免除罰鍰之同

意者，免除其罰鍰 142。 

第八條（減輕罰鍰之基準） 

依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第二位或第三位提出申請之事

業，符合本辦法第四條之規定，且未受主管機關廢止減輕罰鍰之同意者， 

分別減輕其罰鍰之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三十。  

第九條（減免罰鍰處分之通知效力）  

依本辦法減輕或免除罰鍰之處分，於該處分書送達被處分人時，視為主管

機關廢止對其涉案聯合行為之原處分。  

第十條（身分保密措施）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之規定，對於減輕或免除罰鍰之處分書，主管

機關得審酌案情，選擇採取下列保密措施：  

一、保留處分書，不予公開。  

二、僅顯示案號，不公開處分書之全文。  

三、於公開之處分書，以代號表示減免罰鍰之事業及其相關人員之名稱。  

第十一條（施行日）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此外，有關公平法寬恕政策之適用問題，對於同業公會聯合行為之處

置，攸關日後寬恕政策實施之成敗，公平會應即時調整其歷來之執法立場。 

                                                 
142 倘公平會採行本章第三節有關免除罰鍰規定研析意見之甲案（限於調查程序開始前

之最先申請者，始得給予免除罰鍰），則本項條文無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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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寬恕政策，自 1978 年濫觴於美國反托斯法，嗣後相繼為各國競爭法當

局採行並逐次修正改善，現今已蔚為國際間有效取締卡特爾違法行為之重

要措施。我國公平會，在此國際潮流之影響下，接受 OECD 同儕檢視強力

之建議，爰於公平法修正草案揭示寬恕政策之制定方針，俾徹底達成同法

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之規範目的。  

    觀察主要競爭法國家之執法經驗，其實施寬恕政策所以可得發揮遏止

違法之功效，除政策本身具備適用明確性之原則外，尚須配合採行重罰卡

特爾及符合處罰金額可預測性原則之相關措施。準此基本理念，本研究分

別介紹並比較各國法制相關處罰金額計算準則及寬恕政策之生成與現狀，

作為檢討我國公平法寬恕政策立法原則及研擬執行事項之借鏡。以下，歸

納本研究心得，具體提出對於公平會擬定並實施寬恕政策之建議事項：  

一、有關聯合行為之制裁措施  

    重罰卡特爾及揭示其處罰金額計算準則，厥為有效實施寬恕政策之前

提要件。準此，鑑於修正草案第 39 條第 1 項之固定罰鍰額度上限，及公平

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之裁處罰鍰審酌事項，未能滿足實施寬恕政策之前提要

件，是以修正草案，宜應仿效美國、歐盟或日本法制，以違法事業營業金

額之一定比率，增列浮動罰鍰額度上限或基本額度之規定；此外，公平會

亦應參酌該等外國法制，訂定相關罰鍰計算準則。至於以採行何者外國法

制類行為佳？倘公平會仍欲保留個案加重或減輕事由之裁量權，宜採美國

或歐盟法制類型；反之，若公平會著重罰緩處分之安定性，則應採日本法

制類型。  

二、有關寬恕政策之原則規定  

    鑑於公平法之更正措施，非屬裁罰性之不利處分，爰藉由寬恕政策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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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其更正措施並無意義，且有悖同法之規範目的，是以修正草案第 39 條第

2 項本文所列減免「所命之更正措施」之語句，應予刪除。  

    此外，修正草案同條項第 1 款規定，其中「就其所參與之聯合行為」

部分，係屬所有申請者之共通要件，宜應移植於同條項本文規定；另「以

書面向主管機關提出檢舉」部分，並無規定之實益，應予刪除。  

三、有關執行事項  

（一）適用對象  

    基於適用要件明確性之考量，執行事項不宜列入申請者須非聯合行為

之「領導人」、「煽動者」或「發起人」等消極適用要件；至於是否須非「實

施強迫行為者」，參酌各國法制規定，仍以明列該消極適用要件為宜。  

（二）資格要件  

公平會應限制當事人必須單獨提出申請，以防止制度遭受濫用。其次，

為符合寬恕政策之制定目的，有關提供證據之性質，對於調查程序開始前

之申請者，應規定其提供「足以開始調查程序」之證據；對於調查程序開

始後之申請者，應規定其提供「與涉案事實具有直接關聯性」之證據。再

者，為確保調查程序之順利進行，應規定當事人須於提出申請時或公平會

指定之其他時點，停止違法行為；另亦應課予申請者負有「持續」、「全面」

及「迅速」的協助調查義務。  

（三）裁處減免基準  

    有關免除或減輕罰鍰之區別基準，倘公平會偏重及早獲悉違法事證之

效果者，宜應限制修正草案同條項第 1 款之最先申請者，始得給予免除罰

鍰；反之，若公平會優先考量充分取得補充事證之效果者，對於同條項第

2 款之最先申請者，亦得給予免除罰鍰。至於減輕處罰之事業家數及減輕

比率，折衷各國法制及我國行政罰法相關規定，以減輕二家事業為上限，

並依序給予 50%、30%之減輕比率為宜。  

（四）身分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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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防止洩漏申請者之身分，公平會對於全體違法事業製發共同處分書

之同時，宜應個別製發減免罰鍰處分書予申請者；或於共同處分書，以代

號隱匿申請者身分。另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保留減免罰鍰處分書

之公告；或於公告之處分書，以代號表示申請者名稱。  

（五）其他執行事項  

    公平會應建置受理窗口，提供事前諮商指導，俾利於當事人提出申請。

其次，宜應提供製式申報書，許可當事人二階段提出申報，並預定其排名

順位及賦予資格保障之指定期限，藉以提高當事人提出申請之意願。  

（六）  其他建議事項  

    依據上揭建議事項，除應分別訂定免除及減輕罰鍰之適用規定外，另

應訂定同意減免罰鍰之廢止事項，俾確保申請事項之真實，並維護調查程

序之順利進行。此外，公平會應變更對於同業公會聯合行為之執法態度，

處罰對象宜應涵蓋公會主體及會員事業，否則勢必嚴重影響寬恕政策之實

施成效。  

    上列諸多建議事項，以浮動額度上限或基本額度、罰鍰計算準則及減

免罰鍰之區別時點等議題，更係攸關日後寬恕政策實施成敗之關鍵，是以

本研究針對各該議題，預設公平會執法重心之所在，分別研擬有因應選擇

方案。期待寬恕政策付諸實施後，公平會得以審時度勢，依隨經濟環境及

實施狀況之變化，機動調整因應方案之執行事項，如此應可達成有效取締

聯合行為之政策實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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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附錄一：主要競爭法國家寬恕政策之英文規定 

 

一、美國 1993 年企業法人寬恕政策 

 

CORPORATE LENIENCY POLICY（August, 1993）  

The Division has a policy of according leniency to corporations reporting their 

illegal antitrust activity at an early stage, if they meet certain conditions. 

"Leniency" means not charging such a firm criminally for the activity being 

reported. (The policy also is known as the corporate amnesty or corporate 

immunity policy.) 

A. Leniency Before an Investigation Has Begun  

Leniency will be granted to a corporation reporting illegal activity 

before an investigation has begun, if the following six conditions are 

met: 

At the time the corporation comes forward to report the illegal activity, 

the Division has not receiv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illegal activity 

being reported from any other source;  

1. The corporation, upon its discovery of the illegal activity being 

reported, took prompt and effective action to terminate its part in 

the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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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corporation reports the wrongdoing with candor and 

completeness and provides full, continuing and complete 

cooperation to the Division throughout the investigation;  

3. The confession of wrongdoing is truly a corporate act, as 

opposed to isolated confessions of individual executives or 

officials;  

4. Where possible, the corporation makes restitution to injured 

parties; and  

5. The corporation did not coerce another par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illegal activity and clearly was not the leader in, or originator of, 

the activity.  

B. Alternative Requirements for Leniency  

If a corporation comes forward to report illegal antitrust activity and 

does not meet all six of the conditions set out in Part A, above, the 

corporation, whether it comes forward before or after an investigation 

has begun, will be granted leniency if the following seven conditions 

are met:  

1. The corporation is the first one to come forward and qualify for 

leniency with respect to the illegal activity being reported;  

2. The Division, at the time the corporation comes in, does not yet 

have evidence against the company that is likely to result in a 

sustainable conviction;  

3. The corporation, upon its discovery of the illegal activity being 

reported, took prompt and effective action to terminate its part in 

the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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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 corporation reports the wrongdoing with candor and 

completeness and provides full, continuing and complete 

cooperation that advances the Division in its investigation;  

5. The confession of wrongdoing is truly a corporate act, as 

opposed to isolated confessions of individual executives or 

officials;  

6. Where possible, the corporation makes restitution to injured 

parties; and  

7. The Division determines that granting leniency would not be 

unfair to others, considering the nature of the illegal activity, the 

confessing corporation's role in it, and when the corporation 

comes forward.  

In applying condition 7, the primary considerations will be how early 

the corporation comes forward and whether the corporation coerced 

another par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illegal activity or clearly was the 

leader in, or originator of, the activity. The burden of satisfying 

condition 7 will be low if the corporation comes forward before the 

Division has begun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llegal activity. That 

burden will increase the closer the Division comes to having evidence 

that is likely to result in a sustainable conviction. 

C. Leniency for Corporate Directors, Officers, and Employees  

If a corporation qualifies for leniency under Part A, above, all directors, 

officers, and employees of the corporation who admit their involvement 

in the illegal antitrust activity as part of the corporate confession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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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 leniency, in the form of not being charged criminally for the 

illegal activity, if they admit their wrongdoing with candor and 

completeness and continue to assist the Division throughout the 

investigation.  

If a corporation does not qualify for leniency under Part A, above, the 

directors, officers, and employees who come forward with the 

corporation will be considered for immunity from criminal prosecution 

on the same basis as if they had approached the Division individually.  

D. Leniency Procedure  

If the staff that receives the request for leniency believes the 

corporation qualifies for and should be accorded leniency, it should 

forward a favorable recommendation to the Office of Operations, 

setting forth the reasons why leniency should be granted. Staff should 

not delay making such a recommendation until a fact memo 

recommending prosecution of others is prepared. The Director of 

Operations will review the request and forward it to the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for final decision. If the staff recommends against 

leniency, corporate counsel may wish to seek an appointment with the 

Director of Operations to make their views known. Counsel are not 

entitled to such a meeting as a matter of right, but the opportunity will 

generally be affor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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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 2006 年有關卡特爾案件免除及減輕罰鍰之執委會告示 

 

Commission Notice on Immunity from fines and reduction of fines in 

cartel cases (2006/C 298/11) 

 

I. INTRODUCTION 

(1) This notice sets out the framework for rewarding cooperation in the 

Commission investigation by undertakings which are or have been party to 

secret cartels affecting the Community. Cartels are agreements and/or 

concerted practices between two or more competitors aimed at coordinating 

their competitive behaviour on the market and/or influencing the relevant 

parameters of competition through practices such as the fixing of purchase or 

selling prices or other trading conditions, the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or sales 

quotas, the sharing of markets including bid-rigging, restrictions of imports or 

exports and/or anti-competitive actions against other competitors. Such 

practices are among the most serious violations of Article 81 EC [1]. 

(2) By artificially limiting the competition that would normally prevail 

between them, undertakings avoid exactly those pressures that lead them to 

innovate, both in terms of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more 

efficient production methods. Such practices also lead to more expensive raw 

materials and components for the Community companies that purchase from 

such producers. They ultimately result in artificial prices and reduced choice 

for the consumer. In the long term, they lead to a loss of competitiveness and 

reduce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3) By their very nature, secret cartels are often difficult to detect and 

investigate without the cooperation of undertakings or individuals impl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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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m. Therefore, the Commission considers that it is in the Community 

interest to reward undertakings involved in this type of illegal practices which 

are willing to put an end to their participation and co-operate in the 

Commission's investigation, independently of the rest of the undertakings 

involved in the cartel. The interests of consumers and citizens in ensuring that 

secret cartels are detected and punished outweigh the interest in fining those 

undertakings that enable the Commission to detect and prohibit such practices. 

(4) The Commission considers that the collaboration of an undertaking in the 

detec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a cartel has an intrinsic value. A decisive 

contribution to the opening of an investigation or to the finding of an 

infringement may justify the granting of immunity from any fine to the 

undertaking in question, on condition that certain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are 

fulfilled. 

(5) Moreover, co-operation by one or more undertakings may justify a 

reduction of a fine by the Commission. Any reduction of a fine must reflect an 

undertaking's actual contribution, in terms of quality and timing, to the 

Commission's establishment of the infringement. Reductions are to be limited 

to those undertakings that provide the Commission with evidence that adds 

significant value to that already in the Commission's possession. 

(6) In addition to submitting pre-existing documents, undertakings may 

provide the Commission with voluntary presentations of their knowledge of a 

cartel and their role therein prepared specially to be submitted under this 

leniency programme. These initiatives have proved to be useful for the 

effective investigation and termination of cartel infringements and they should 

not be discouraged by discovery orders issued in civil litigation. Potential 

leniency applicants might be dissuaded from cooperating with the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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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is Notice if this could impair their position in civil proceedings, as 

compared to companies who do not cooperate. Such undesirable effect would 

significantly harm the public interest in ensuring effective public enforcement 

of Article 81 EC in cartel cases and thus its subsequent or parallel effective 

private enforcement. 

(7) The supervisory task conferred on the Commission by the Treaty in 

competition matters does not only include the duty to investigate and punish 

individual infringements, but also encompasses the duty to pursue a general 

policy. The protection of corporate statement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is not a bar 

to their disclosure to other addressees of the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ir rights of defence in the procedure before the Commission, to 

the extent that it is technically possible to combine both interests by rendering 

corporate statements accessible only at the Commission premises and normally 

on a single occasion following the formal notification of the objections. 

Moreover, the Commission will process personal data in the context of this 

notice in conformity with its obligations under Regulation (EC) No 45/2001. 

[2] 

 

II. IMMUNITY FROM FINES 

A. Requirements to qualify for immunity from fines 

(8) The Commission will grant immunity from any fine which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imposed to an undertaking disclosing its participation in an alleged 

cartel affecting the Community if that undertaking is the first to submit 

information and evidence which in the Commission's view will enable it to: 

(a) carry out a targeted inspec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lleged cartel [3]; or 

(b) find an infringement of Article 81 EC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lleged car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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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or the Commission to be able to carry out a targeted inspection within the 

meaning of point (8)(a), the undertaking must provide the Commission with 

the information and evidence listed below, to the extent that this, in the 

Commission's view, would not jeopardize the inspections: 

(a) A corporate statement [4] which includes, in so far as it is known to the 

applicant at the time of the submission: 

-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alleged cartel arrangement, including for 

instance its aims, activities and functioning; the product or service concerned, 

the geographic scope, the duration of and the estimated market volumes 

affected by the alleged cartel; the specific dates, locations, content of and 

participants in alleged cartel contacts, and all relevant explanation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ieces of evidence provided in support of the application. 

-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legal entity submitting the immunity application 

as well as the names and addresses of all the other undertakings that 

participate(d) in the alleged cartel; 

- The names, positions, office locations and, where necessary, home addresses 

of all individuals who, to the applicant's knowledge, are or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alleged cartel, including those individuals which have been involved on 

the applicant's behalf; 

- Information on which other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inside or outside the EU, 

have been approached or are intended to be approached in relation to the 

alleged cartel; and 

(b) Other evidence relating to the alleged cartel in possession of the applicant 

or available to it at the time of the submission, including in particular any 

evidence contemporaneous to the infringement. 

(10) Immunity pursuant to point (8)(a) will not be granted if, at the tim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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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ission, the Commission had already sufficient evidence to adopt a 

decision to carry out an inspec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lleged cartel or had 

already carried out such an inspection. 

(11) Immunity pursuant to point (8)(b) will only be granted on the cumulative 

conditions that the Commission did not have, at the time of the submission, 

sufficient evidence to find an infringement of Article 81 EC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lleged cartel and that no undertaking had been granted conditional 

immunity from fines under point (8)(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lleged cartel. 

In order to qualify, an undertaking must be the first to provide 

contemporaneous, incriminating evidence of the alleged cartel as well as a 

corporate statement containing the kind of information specified in point 

(9)(a), which would enable the Commission to find an infringement of Article 

81 EC,. 

(12) In addition to the conditions set out in points (8)(a), (9) and (10) or in 

points (8)(b) and 11, all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must be met in any case to 

qualify for any immunity from a fine: 

(a) The undertaking cooperates genuinely [5], fully, on a continuous basis and 

expeditiously from the time it submits its application throughout the 

Commission's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This includes: 

- providing the Commission promptly with all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evidence relating to the alleged cartel that comes into its possession or is 

available to it; 

- remaining at the Commission's disposal to answer promptly to any request 

that may contribut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acts; 

- making current (and, if possible, former) employees and directors available 

for interviews with the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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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destroying, falsifying or conceal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or evidence 

relating to the alleged cartel; and 

- not disclosing the fact or any of the content of its application before the 

Commission has issued a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in the case,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b) The undertaking ended its involvement in the alleged cartel immediately 

following its application, except for what would, in the Commission's view, be 

reasonably necessary to preserve the integrity of the inspections; 

(c) When contemplating making its application to the Commission, the 

undertaking must not have destroyed, falsified or concealed evidence of the 

alleged cartel nor disclosed the fact or any of the content of its contemplated 

application, except to other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13) An undertaking which took steps to coerce other undertakings to join the 

cartel or to remain in it is not eligible for immunity from fines. It may still 

qualify for a reduction of fines if it fulfils the relevant requirements and meets 

all the conditions therefor. 

B. Procedure 

(14) An undertaking wishing to apply for immunity from fines should contact 

the Commission's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Competition. The undertaking may 

either initially apply for a marker or immediately proceed to make a formal 

application to the Commission for immunity from fines in order to meet the 

conditions in points (8)(a) or (8)(b), as appropriate. The Commission may 

disregard any application for immunity from fines on the ground that it has 

been submitted after the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has been issued. 

(15) The Commission services may grant a marker protecting an immunity 

applicant's place in the queue for a period to be specified on a case-by-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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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s in order to allow for the gathering of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and 

evidence. To be eligible to secure a marker, the applicant must provide the 

Commission with information concerning its name and address, the parties to 

the alleged cartel, the affected product(s) and territory(-ies), the estimated 

duration of the alleged cartel and the nature of the alleged cartel conduct. The 

applicant should also inform the Commission on other past or possible future 

leniency applications to other authorities in relation to the alleged cartel and 

justify its request for a marker. Where a marker is granted, the Commission 

services determine the period within which the applicant has to perfect the 

marker by submitting the information and evidence required to meet the 

relevant threshold for immunity. Undertakings which have been granted a 

marker cannot perfect it by making a formal application in hypothetical terms. 

If the applicant perfects the marker within the period set by the Commission 

services, the information and evidence provided wi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submitted on the date when the marker was granted. 

(16) An undertaking making a formal immunity application to the Commission 

must: 

(a) provide the Commission with all information and evidence relating to the 

alleged cartel available to it, as specified in points (8) and (9), including 

corporate statements; or 

(b) initially present this information and evidence in hypothetical terms, in 

which case the undertaking must present a detailed descriptive list of the 

evidence it proposes to disclose at a later agreed date. This list should 

accurately reflect the nature and content of the evidence, whilst safeguarding 

the hypothetical nature of its disclosure. Copies of documents, from which 

sensitive parts have been removed, may be used to illustrate the natu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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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of the evidence. The name of the applying undertaking and of other 

undertakings involved in the alleged cartel need not be disclosed until the 

evidence described in its application is submitted. However, the product or 

service concerned by the alleged cartel, the geographic scope of the alleged 

cartel and the estimated duration must be clearly identified. 

(17) If requested, the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Competition will provide an 

acknowledgement of receipt of the undertaking's application for immunity 

from fines, confirming the date and, where appropriate, time of the 

application. 

(18) Once the Commission has received the information and evidence 

submitted by the undertaking under point (16)(a) and has verified that it meets 

the conditions set out in points (8)(a) or (8)(b), as appropriate, it will grant the 

undertaking conditional immunity from fines in writing. 

(19) If the undertaking has presented information and evidence in hypothetical 

terms, the Commission will verify that the nature and content of the evidence 

described in the detailed list referred to in point (16)(b) will meet the 

conditions set out in points (8)(a) or (8)(b), as appropriate, and inform the 

undertaking accordingly. Following the disclosure of the evidence no later 

than on the date agreed and having verified that it corresponds to the 

description made in the list, the Commission will grant the undertaking 

conditional immunity from fines in writing. 

(20) If it becomes apparent that immunity is not available or that the 

undertaking failed to meet the conditions set out in points (8)(a) or (8)(b), as 

appropriate, the Commission will inform the undertaking in writing. In such 

case, the undertaking may withdraw the evidence disclosed for the purposes of 

its immunity application or request the Commission to consider it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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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II of this notice. This does not prevent the Commission from using its 

normal powers of investigation in order to obtain the information. 

(21) The Commission will not consider other applications for immunity from 

fines before it has taken a position on an existing applic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same alleged infringement,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the immunity application is 

presented formally or by requesting a marker. 

(22) If at the end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the undertaking has met the 

conditions set out in point (12), the Commission will grant it immunity from 

fines in the relevant decision. If at the end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the 

undertaking has not met the conditions set out in point (12), the undertaking 

will not benefit from any favorable treatment under this Notice. If the 

Commission, after having granted conditional immunity ultimately finds that 

the immunity applicant has acted as a coercer, it will withhold immunity. 

 

III. REDUCTION OF A FINE 

A. Requirements to qualify for reduction of a fine 

(23) Undertakings disclosing their participation in an alleged cartel affecting 

the Community that do not meet the conditions under section II above may be 

eligible to benefit from a reduction of any fine that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imposed. 

(24) In order to qualify, an undertaking must provide the Commission with 

evidence of the alleged infringement which represents significant added value 

with respect to the evidence already in the Commission's possession and must 

meet the cumulative conditions set out in points (12)(a) to (12)(c) above. 

(25) The concept of "added value" refers to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evidence 

provided strengthens, by its very nature and/or its level of detai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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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s ability to prove the alleged cartel. In this assessment, the 

Commission will generally consider written evidence originating from the 

period of time to which the facts pertain to have a greater value than evidence 

subsequently established. Incriminating evidence directly relevant to the facts 

in question will generally be considered to have a greater value than that with 

only indirect relevance. Similarly, the degree of corroboration from other 

sources required for the evidence submitted to be relied upon against other 

undertakings involved in the case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value of that 

evidence, so that compelling evidence will be attributed a greater value than 

evidence such as statements which require corroboration if contested. 

(26) The Commission will determine in any final decision adopted at the end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the level of reduction an undertaking will 

benefit from, relative to the fine which would otherwise be imposed. For the: 

- first undertaking to provide significant added value: a reduction of 30-50 %, 

- second undertaking to provide significant added value: a reduction of 20-30 

%, 

- subsequent undertakings that provide significant added value: a reduction of 

up to 20 %.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level of reduction within each of these bands, the 

Commission will take into account the time at which the evidence fulfilling 

the condition in point (24) was submitted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it represents 

added value. 

If the applicant for a reduction of a fine is the first to submit compelling 

evidence in the sense of point (25) which the Commission uses to establish 

additional facts increasing the gravity or the duration of the infringement, the 

Commission will not take such additional facts into account when setting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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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 to be imposed on the undertaking which provided this evidence. 

B. Procedure 

(27) An undertaking wishing to benefit from a reduction of a fine must make a 

formal application to the Commission and it must present it with sufficient 

evidence of the alleged cartel to qualify for a reduction of a fine in accordance 

with point (24) of this Notice. Any voluntary submission of evidence to the 

Commission which the undertaking that submits it wishes to be considered for 

the beneficial treatment of section III of this Notice must be clearly identified 

at the time of its submission as being part of a formal application for a 

reduction of a fine. 

(28) If requested, the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Competition will provide an 

acknowledgement of receipt of the undertaking's application for a reduction of 

a fine and of any subsequent submissions of evidence, confirming the date and, 

where appropriate, time of each submission. The Commission will not take 

any position on an application for a reduction of a fine before it has taken a 

position on any existing applications for conditional immunity from fines in 

relation to the same alleged cartel. 

(29) If the Commission comes to the preliminary conclusion that the evidence 

submitted by the undertaking constitutes significant added value within the 

meaning of points (24) and (25), and that the undertaking has met the 

conditions of points (12) and (27), it will inform the undertaking in writing, no 

later than the date on which a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is notified, of its 

intention to apply a reduction of a fine within a specified band as provided in 

point (26). The Commission will also, within the same time frame, inform the 

undertaking in writing if it comes to the preliminary conclusion that the 

undertaking does not qualify for a reduction of a fine. The Commission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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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regard any application for a reduction of fines on the grounds that it has 

been submitted after the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has been issued. 

(30) The Commission will evaluate the final position of each undertaking 

which filed an application for a reduction of a fine at the end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in any decision adopted. The Commission will 

determine in any such final decision: 

(a) whether the evidence provided by an undertaking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added value with respect to the evidence in the Commission's possession at 

that same time; 

(b) whether the conditions set out in points (12)(a) to (12)(c) above have been 

met; 

(c) the exact level of reduction an undertaking will benefit from within the 

bands specified in point (26). 

If the Commission finds that the undertaking has not met the conditions set out 

in point (12), the undertaking will not benefit from any favourable treatment 

under this Notice. 

 

IV. CORPORATE STATEMENTS MADE TO QUALIFY UNDER THIS 

NOTICE 

(31) A corporate statement is a voluntary presentation by or on behalf of an 

undertaking to the Commission of the undertaking's knowledge of a cartel and 

its role therein prepared specially to be submitted under this Notice. Any 

statement made vis-à-vis the Commission in relation to this notice, forms part 

of the Commission's file and can thus be used in evidence. 

(32) Upon the applicant's request, the Commission may accept that corporate 

statements be provided orally unless the applicant has already disclos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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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of the corporate statement to third parties. Oral corporate statements 

will be recorded and transcribed at the Commission's premise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9 of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6] and Articles 3 and 

17 of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773/2004 [7], undertakings making 

oral corporate statements will be granted the opportunity to check the 

technical accuracy of the recording, which will be available at the 

Commission's premises and to correct the substance of their oral statements 

within a given time limit. Undertakings may waive these rights within the said 

time-limit, in which case the recording will from that moment on be deemed to 

have been approved. Following the explicit or implicit approval of the oral 

statement or the submission of any corrections to it, the undertaking shall 

listen to the recordings at the Commission's premises and check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cript within a given time limit. Non-compliance with the last 

requirement may lead to the loss of any beneficial treatment under this Notice. 

(33) Access to corporate statements is only granted to the addressees of a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provided that they commit, — together with the legal 

counsels getting access on their behalf -, not to make any copy by mechanical 

or electronic means of any information in the corporate statement to which 

access is being granted and to ensure that the information to be obtained from 

the corporate statement will solely be used for the purposes mentioned below. 

Other parties such as complainants will not be granted access to corporate 

statements. The Commission considers that this specific protection of a 

corporate statement is not justified as from the moment when the applicant 

discloses to third parties the content thereof. 

(34)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mission Notice on rules for access to the 

Commission file [8], access to the file is only granted to the addressees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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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of objections on the condition that the information thereby obtained 

may only be used for the purposes of judicial or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mmunity competition rules at issue in the related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The use of such information for a different 

purpose during the proceeding may be regarded as lack of cooperation within 

the meaning of points (12) and (27) of this Notice. Moreover, if any such use 

is made after the Commission has already adopted a prohibition decision in the 

proceeding, the Commission may, in any legal proceedings before the 

Community Courts, ask the Court to increase the fine in respect of the 

responsible undertaking. Should the information be used for a different 

purpose, at any point in time,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an outside counsel, the 

Commission may report the incident to the bar of that counsel, with a view to 

disciplinary action. 

(35) Corporate statements made under the present Notice will only be 

transmitted to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of the Member States pursuant to 

Article 12 of Regulation No 1/2003, provided that the conditions set out in the 

Network Notice [9] are met and provided that the level of protection against 

disclosure awarded by the receiving competition authority is equivalent to the 

one conferred by the Commission. 

 

V. GENERAL CONSIDERATIONS 

(36) The Commission will not take a position on whether or not to grant 

conditional immunity, or otherwise on whether or not to reward any 

application, if it becomes apparent that the application concerns infringements 

covered by the five years limitation period for the imposition of penalties 

stipulated in Article 25(1)(b) of Regulation 1/2003, as such applications w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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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devoid of purpose. 

(37) From the date of its publication in the Official Journal, this notice 

replaces the 2002 Commission notice on immunity from fines and reduction of 

fines in cartel cases for all cases in which no undertaking has contacted the 

Commission in order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favourable treatment set out in 

that notice. However, points (31) to (35) of the current notice will be applied 

from the moment of its publication to all pending and new applications for 

immunity from fines or reduction of fines. 

(38) The Commission is aware that this notice will create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on which undertakings may rely when disclosing the existence of 

a cartel to the Commission. 

(39) In line with the Commission's practice, the fact that an undertaking 

cooperated with the Commission during its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will be 

indicated in any decision, so as to explain the reason for the immunity or 

reduction of the fine. The fact that immunity or reduction in respect of fines is 

granted cannot protect an undertaking from the civil law consequences of its 

participation in an infringement of Article 81 EC. 

(40) The Commission considers that normally public disclosure of documents 

and written or recorded statements received in the context of this notice would 

undermine certain public or private interests, for example the protection of the 

purpose of inspections and investigations,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4 of 

Regulation (EC) No 1049/2001 [10], even after the decision has been taken. 

 

[1] Reference in this text to Article 81 EC also covers Article 53 EEA when 

applied by the Commission according to the rules laid down in Article 56 of 

the EEA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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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J L 8, 12.1.2001, p. 1. 

[3] The assessment of the threshold will have to be carried out ex ante, i.e. 

without taking into account whether a given inspection has or has not been 

successful or whether or not an inspection has or has not been carried out. The 

assessment will be made exclusively on the basis of the type and the quality of 

the information submitted by the applicant. 

[4] Corporate statements may take the form of written documents sign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undertaking or be made orally. 

[5] This requires in particular that the applicant provides accurate, not 

misleading, and complete information. Cfr judgement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of 29 June 2006 in case C-301/04 P, Commission v SGL Carbon AG 

a.o., at paragraphs 68-70, and judgement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of 

28 June 2005 in cases C-189/02 P, C-202/02 P, C-205/02 P, C-208/02 P and 

C-213/02 P, Dansk Rørindustri A/S a.o. v. Commission, at paragraphs 

395-399. 

[6] OJ L 1, 4.1.2003, p. 1. 

[7] OJ L 123, 27.4.2004, p. 18. 

[8] OJ C 325, 22.12.2005, p. 7. 

[9] Commission Notice on cooperation within the Network of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OJ C 101, 27.4.2004, p. 43. 

[10] OJ L 145, 31.5.2001, 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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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國 2006 年聯邦卡特爾署對於罰鍰裁處原則之告示 

 

Notice no. 9/ 2006 of the Bundeskartellamt on the Immunity from and 
reduction of fines in cartel cases （March,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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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韓國 2005 年之減免罰鍰及更正措施制度  

 

Notification on Implementation of Leniency Program for Corrective 

Measures against Confessors（March,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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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本 2006 年之減免罰鍰制度 

 

Rules on Reporting and Submission of Materials Regarding Immunity 

From or Reduction of Surcharges（Apri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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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主要競爭法國家寬恕政策之適用流程圖  

 

 

 

 

 

 

 

 

 

 

 

 

 

 

 

 

 

 

 

 

 

 

 

 

 

一、美國 1993 年企業法人寬恕政策（Corporate Leniency Policy） 
 

在反托拉斯署開始調查前，是否已提出適用之申請 

                               YES                               NO 
                    
                    
                    
                    
 
 
 
 
 
 
 
 
 
 

YES                                     NO 

             YES                                           NO 
 

免除刑事追訴 
 

不得免除刑事追訴 

 

是否全部符合下列各點要件： 
1. 該企業提出申請之際，反托拉斯署就該企業參與之違法行為，尚未自

其他訊息來源察覺有違法嫌疑。 
2. 該企業發現其涉及違法行為時，立即採行有效終止違法行為之措施。 
3. 該企業於誠實（candor）且完全（completeness）的供述違法行為，並

於反托拉斯署調查期間，全面且持續的協助調查（full cooperation）。 
4. 對於違法行為之供述（confession），確實為該企業組織體之行為

（corporate act），並非企業相關職務人員之個人行為。 
5. 該企業在可能情況下（where possible），賠償被害人之損失。 
6. 該企業並未強迫他人參與涉案之違法行為，且顯然非係該違法行為之

領導人或發起人（the leader in, or originator of, the activity）。 
                                                        

是否全部符合下列各點要件： 

1. 該企業係最先（first-in）向反托拉斯署提出申請，且主動供述違法行為者。

2. 該企業提出申請之際，反托拉斯署尚未獲得足認其應受有罪判決之證據。 
3. 該企業發現其涉及違法行為時，立即採行有效終止違法行為之措施。 
4. 該企業於誠實且完全的供述違法行為，並在反托拉斯署調查期間，全面且持

續的協助調查。 
5. 對於違法行為之供述，確實為該企業組織體之行為，並非企業相關職務人員

之個人行為。 
6. 該企業在可能情況下，賠償被害人之損失。 
7. 衡量涉案違法行為之性質、該企業於違法行為擔任之角色、提出申請之時點

等因素，免除對該企業之刑事追訴，不致於對他企業有不公平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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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 2006 年有關卡特爾案件免除及減輕罰鍰之執委會告示 

（Commission Notice on immunity from fines and reduction of fines in cartel cases , C298/11） 
（一）罰鍰之免除 

 

              且                                           且 

                                                       

 
（二）罰鍰之減輕 

 
未符合免除罰鍰之要件者 

 
                                  但 

 
 

 

在執委會尚未掌握充分證據以決定是否開始調

查卡特爾案件時，事業最先提供得以決定開始調

查之證據者。                   

在執委會開始調查後，尚未掌握得以

認定違法卡特爾之充分證據，且未有

任何事業獲准免除罰鍰時，事業最先

提供得以認定違法之證據者。 

尚須符合下列各點要件： 
1. 於執委會之調查程序進行期間，須全面、持續且迅速的協助調查，並提供所取得或可能

取得涉案違法行為之全部證據。 
2. 於提出申請時，已經停止違法行為之參與；但執委會另有指定停止時點者，不在此限。

3. 未有損毀、變造或隱匿涉案卡特爾之事證，且未無故對第三者透漏其提出申請之訊息。

4. 未有強迫他事業參與涉案卡特爾之行為。 

免除罰鍰 

1. 提供對執委會已經取得之證據，具有顯然附加價值（significant added value）之證據。

2. 於執委會之調查程序進行期間，須全面、持續且迅速的協助調查，並提供所取得或可能

取得涉案違法行為之全部證據 
3. 未有損毀、變造或隱匿涉案卡特爾之事證，且未無故對第三者透漏其提出申請之訊息。

4. 於提出申請時，已經停止違法行為之參與；但執委會另有指定停止時點者，不在此限。

首先符合上揭要件之事業  其次符合上揭要件之事業 第三位以下符合上揭要件之事業

減少罰鍰額 30%～50% 
 

減少罰鍰額 20%～30% 減少罰鍰額 20%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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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國 2006 年聯邦卡特爾署對於罰鍰裁處原則之告示（Bekanntmachung Nr. 9/2006 

über den Erlass und die Reduktion von Geldbußen in kartellsachen- 
Bonusregelung ） 
 
 

在卡特爾署開始調查程序前，最先提供足以發動調查權之事證；或開始調查程序後，最先提

供足以認定涉案卡特爾構成違法之事證，且完全符合下列各點要件： 
1. 於涉案之卡特爾，非係居於領導者（Anführer）地位，且無強迫（gezwungen）他事業參與

該不法行為。 
2. 持續且全面的協助調查，包含提供其可能取得涉案卡特爾之所有資訊或證據。 
3. 依據卡特爾署指定之時點，立即停止涉案卡特爾行為之參與。 
 

    YES                                        NO 
 

第二位以下之申請者，提供具有顯然貢獻程度（wesentlich dazu beitragen）

之事證，且符合上揭第 2 點及第 3 點之要件。 

                               YES                          NO 
 
 
 
                                                   
                                                                                 
                                                              
 
 
 
 

 
 
 

免除罰鍰 
 
 

減輕罰鍰額 50%以上
 
 

不得減輕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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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韓國競爭法 2005 年之減免罰鍰及更正措施制度（同法第 22 條之 2、施行令第 35 條） 
 
 

全部符合下列點要件： 
1. 最先且單獨的提供認定卡特爾違法行為之必要證據。 
2. 在涉案違法事實及提供相關資料之調查程序終了前，協助調查。 
3. 已經停止涉案卡特爾行為之參與。 
4. 未強迫其他事業參與涉案卡特爾行為。 
 

  YES                                                NO 
 
 
 
 

 
 
 
 

    YES                        NO 
 

第二位且單獨的提供證明涉案違法事實之必要

證據，且完全符合上揭第 2 點～第 4 點之要件。

  YES                 NO 
 
 
 

 

 

韓國公平會尚未知悉有卡特爾違法行為；或雖已知悉，但

尚未獲有足以認定卡特爾違法行為之充分證據。 

 
不得減輕罰鍰或更正措施 

免除罰鍰 
並免除或減輕 

更正措施 

減輕 30%罰鍰 
並得 

減輕更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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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本獨占禁止法 2006 年之減免罰鍰制度（同法第 7 條之 2 第 7 項至第 13 項） 
 
 

是 否 於 日 本 公 平 會 開 始 調 查 程 序 前 ， 提 出 申 請 ？  
                 YES                                    NO 
 

1. 單獨的提出涉案卡特爾違法事實之通報及相關資

料。 
2. 在調查程序開始後，已停止涉案違法行為之參與。

3. 未有強迫他事業參與涉案卡特爾，或妨礙他事業停

止參與之行為。 
 

 
  
 
 
 
 
 
 
 
 
 
 
 

 
 
 

 
 

 
 
 
 

                        
 
 
 

1. 申請適用減免罰鍰制度之事業，尚未達三家。

2. 在調查程序開始日起之 20 日期間內，提出申

請。 
3. 單獨的提出涉案卡特爾違法事實之通報及相

關資料。 
4. 在提出違法事實之通報及相關資料後，已停止

涉案違法行為之參與。 
5. 未有強迫他事業參與涉案卡特爾，或妨礙他事

業停止參與之行為。 

最先 符合 上揭

要件之事業 
 其次符合上揭

要件之事業 
 第三位符合上揭

要件之事業 

 
免除罰鍰 

  
減輕 50%罰鍰

  
減輕 30%罰鍰

 
減輕 30%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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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獨占禁止法減免罰鍰制度一號格式通報書 

 
一號格式通報書（紙張規格，日本工業規格 A4） 

 
減免罰鍰通報書 

平成  年  月    日 
此致  公正取引委員會  
（傳真號碼：03－3581－5599） 

 
                                    姓名或事業名稱 
                                    住所或營業處所 
                                    代表人職稱及姓名               印                

  
                  聯絡部門名稱 
                  聯絡人職稱及姓名 
                  電話號碼    

 
依據「禁止私的獨占及確保公平交易法律」第 7 條之 2 第 7 項第 1 款、第 8 項第

1 款或第 2 款（含同法第 8 條之 3 準用規定）之規定，提出如下記載事項之通報。 

 
以下記載事項，非有正當理由，不得揭示予第三者知悉。 

 
○ 通報違法行為之概要 

1. 涉案之相關商品或勞務 
 
 
 

(1) 

2. 涉案行為之態樣 
(2) 

 
3. 開始時期（終止時期） 年  月（～  年  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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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號格式通報書之記載注意事項 

 
 

○ 通報違法行為之概要 

1. 涉案之相關商品或勞務： 

涉案之相關商品或勞務，應具體記載其名稱。其名稱之記載，依據日本標準産

業分類（平成 14 年總務省第 139 號告示）；其中有關大分類 F 之製造業，參照

工業統計調查規則（昭和 26 年通商產業省第 81 號令）頒訂之工業統計調查用

產業分類表;其他產業，參照日本標準產業分類之細分類表。 

2. 涉案行為態樣： 

(1) 之欄位，應記載涉案行為係屬價格聯合、工程圍標或市場分割協定之態樣。 

(2) 之欄位，應為如下之記載： 

① 涉案行為，係屬聯合調漲價格之態樣者，應記載聯合行為之參加人、實

施區域、價格調漲之時期及幅度等事項。 

② 涉案行為，係屬工程圍標之態樣者，應記載圍標之參加人、該工程之發

包單位。 

如有事業團體涉案者，亦應記載該事業團體名稱於(2)之欄位內。 

3. 開始時期（終止時期）： 

(1) 應記載涉案行為合意實施之時期；未能記載開始實施之確定日期者，得以

推估最早於某時期即已開始實施之形式記載。 

(2) 通報者若已停止涉案行為之參與，應於該欄位之（ ）内，記載終止時期。 

 

 

 

 

 

備註 

1. 本通報書係委由代理人填寫者，於通報者之姓名或事業名稱及住所或營業處

所等記載處，應附記係由代理人填寫，並有該代理人之簽章；另代表人之用

印，亦得以代理人之用印代替之。授權他人代理填寫通報書者，應一併提出

委任狀。 

2. 本通報書欄位不敷記載時，得記載於其他適當用紙，檢附於通報書合併提出。 

3. 本通報書應以 03－3581－5599 之傳真號碼為發送對象，切勿有誤發送件之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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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獨占禁止法減免罰鍰制度二號格式通報書 

 
二號格式通報書（紙張規格，日本工業規格 A4） 

 
減免罰鍰通報書 

平成  年  月  日 
此致  公正取引委員會  
（傳真號碼：03－3581－5599） 
                                    姓名或事業名稱 
                                    住所或營業處所 
                                    代表人職稱及姓名               印                

                   
                  聯絡部門名稱 
                  聯絡人職稱及姓名 
                  電話號碼 

 
依據「禁止私的獨占及確保公平交易法律」第 7 條之 2 第 7 項第 1 款、第 8 項第

1 款或第 2 款（含同法第 8 條之 3 準用規定）之規定，提出如下記載事項之通報。 

 
以下記載事項，非有正當理由，不得揭示予第三者知悉。 

 
1. 通報違法行為之概要 

(1)涉案之相關商品或勞務 

 

 

 

① 

(2)涉案行為之態樣 
② 

(3)其他涉案事業之姓名或

名稱及其住所或營業處

所 

 

 

 

(4)開始時期（終止時期） 年  月  日（～  年  月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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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參與涉案行為之通報者職員職稱及姓名 

現在之職稱 
及 

所屬部門 

參與涉案行為時之職稱 
及 

當時所屬部門 
姓 名 

   

   

   

   

 
3. 其他參與涉案行為事業之職員職稱及姓名等 

事業名稱 
現在之職稱 

及 
所屬部門現 

參與涉案行為時之職稱 
及 

當時所屬部門 
姓 名 

    

    

    

    

 
4. 其他得供參考之事項 

 
 
 
 
 
 
 
5. 提出之相關資料 

編號 資料名稱 資料内容說明（概要）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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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號格式通報書之記載注意事項 

 
 

1. 通報違法行為之概要： 

(1) 涉案之相關商品或勞務： 

① 涉案之相關商品或勞務，應於(1)欄位內，具體記載其名稱。 

 例如，涉案商品之行銷通路，計有經銷商、直銷之二通路型態，倘涉案

事業僅以直銷通路商品為聯合漲價之對象，則應明確予以區別記載。如

係工程圍標之案件，有關發包之工程案由、發包單位、競標方式、工程

種類等事項，均應為具體之記載。 

② 涉案事業合意以一定範圍之相關商品或勞務為聯合行為之對象者，例如限 

   於國內市場、特殊用途、特定工程發包案等商品或勞務者，亦應具體記載  

   於(1)之欄位內。 

(2) 涉案行為之態樣：  

① 之欄位內，應記載涉案行為係屬價格聯合、工程圍標或市場分割協定之態

樣。 

② 之欄位內，如係聯合調漲價格之態樣者，應具體記載合意之內容（價格調

漲之時期、幅度等）；如係工程圍標之態樣者，應具體記載決標之方式（規

則内容）。如有事業團體涉案者，亦應於該欄位內記載其參與之內容。 

(3) 其他涉案事業之姓名或名稱及其住所或營業處所： 

如有事業團體涉案者，亦應於(3)之欄位內，具體記載該團體之名稱、所在

地等事項。 

(4) 開始時期（終止時期）： 

① 涉案行為合意實施之時期，應記載於(4)之欄位內；未能記載開始實施之  

確定日期者，得以推估最早於某時期即已開始實施之形式記載。 

② 通報者若已停止涉案行為之參與，應於(4)欄位之（ ）内，記載終止時

期；例如記載通報者於某特定之日，停止參與涉案之違法行為。 

2. 參與涉案行為之通報者職員職稱及姓名： 

 記載之範圍，包含現在及過去參與之職員。 

3. 其他參與涉案行為事業之職員職稱及姓名等： 

(1) 記載之範圍，包含現在及過去參與之職員；倘不知其職稱或姓名者，應附

記其未明之事由。 

(2) 如有事業團體之職員涉案者，亦應記載該職員之職稱及姓名。 

4. 其他得供參考之事項： 

(1) 例如，得記載涉案行為之實施狀況、與其他涉案事業之聯繫狀況、業界概

要、相關事業團體之概要等事項。 



 

161 

(2) 如有涉及「有關排除及防止圍標行為之法律」（平成 14 年法律第 101 號）

第 2 條第 5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規定禁止之圍標行為者，亦應記載其事實內

容。 

5. 提出之相關資料： 

(1) 凡與涉案行為相關者，包含業者聚會時之筆記紙張、營業報表、與涉案他

事業連絡之文書、涉案職員陳述違法行為並加具簽章之報告書等資料，均

得對照上揭第 1 點至第 4 點之各記載事項，依序於表格內編號，與本通報

書合併提出。 

如有使用外國語文記載之資料者，應提出日文之翻譯本或相關部分之節譯

本。 

(2) 檢附之相關資料，應明確標示與上揭第 1 點至第 4 點記載事項之對照關係；

例如，檢附資料係與上揭第 2 點記載事項相關之第 7 件資料，則宜應於該

資料之表格備註欄位內註明「2－(7)」之編碼。 

 

 

 

 

備註 

1. 依本規則第 3 條第 2 項規定，上揭記第 1 點(2)之②及第 2 點至第 4 點等記載

事項，得以言詞陳述代替書面提出。 

2. 言詞陳述應遵守事項： 

(1) 依本規則第 3 條第 2 項規定為言詞陳述者，應於同規則第 2 條規定之期限

內，向承辦人員為之。 

(2) 上揭第 5 點(1)有關涉案職員陳述違法行為並加具簽章之報告書，原則上亦

得依據本規則第 3 條第 2 項規定，由該涉案職員以言詞陳述代替書面提出。 

3. 本通報書係委由代理人填寫者，於通報者之姓名或事業名稱及住所或營業處

所等記載處，應附記係由代理人填寫，並有該代理人之簽章；另代表人之用

印，亦得以代理人之用印代替之。授權他人代理填寫通報書者，應一併提出

委任狀。另依本規則第 3 條第 2 項規定為言詞陳述者，亦得提出委任狀，授

權代理人陳述報告事項。 

4. 上揭第 1 點至第 5 點之欄位不敷記載時，得記載於其他適當用紙，檢附於通

報書合併提出。 

5. 本通報書如以傳真機發送者，應以 03－3581－5599 之傳真號碼為發送對象，

切勿有誤發送件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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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獨占禁止法減免罰鍰制度三號格式通報書 

 
三號格式通報書（紙張規格，日本工業規格 A4） 

 
減免罰鍰通報書 

平成  年  月  日 
此致  公正取引委員會  
（傳真號碼：03－3581－5599） 
                                    姓名或事業名稱 
                                    住所或營業處所 
                                    代表人職稱及姓名               印                

                   
                  聯絡部門名稱 
                  聯絡人職稱及姓名 
                  電話號碼 

 
依據「禁止私的獨占及確保公平交易法律」第 7 條之 2 第 9 項第 1 款（含同法第

8 條之 3 準用規定）之規定，提出如下記載事項之通報。 

 
以下記載事項，非有正當理由，不得揭示予第三者知悉。 

 
1. 通報違法行為之概要 

① 

(1)涉案行為之態樣 
② 

(2)其他涉案事業之姓名或

名稱及其住所或營業處

所 

 

 

 

 

 

 

(3)開始時期（終止時期） 年  月  日（～  年  月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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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參與涉案行為之通報者職員職稱及姓名 

現在之職稱 
及 

所屬部門 

參與涉案行為時之職稱 
及 

當時所屬部門 
姓 名 

   

   

   

   
 

3. 其他參與涉案行為事業之職員職稱及姓名等 

事業名稱 
現在之職稱 

及 
所屬部門 

參與涉案行為時之職稱 
及 

當時所屬部門 
姓 名 

    

    

    

    

 
4. 涉案之相關商品或勞務 

 

 

5. 涉案行為之實施狀況、與其他涉案事業之聯繫狀況 

 
 

6. 其他得供參考之事項 

 
 
 

7. 提出之相關資料 

編號 資料名稱 資料内容說明（概要）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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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號格式通報書之記載注意事項 

 
 

1. 通報違法行為之概要： 

(1)涉案行為之態樣：  

①之欄位內，應記載涉案行為係屬價格聯合、工程圍標或市場分割協定之態

樣。 

②之欄位內，如係聯合調漲價格之態樣者，應具體記載合意之內容（價格調

漲之時期、幅度等）；如係工程圍標之態樣者，應具體記載決標之方式（規

則内容）。如有事業團體涉案者，亦應於該欄位內記載其參與之內容。 

(2)其他涉案事業之姓名或名稱及其住所或營業處所： 

如有事業團體涉案者，亦應於(2)之欄位內，具體記載該團體之名稱、所在

地等事項。 

(3)開始時期（終止時期）： 

①涉案行為合意實施之時期，應記載於(3)之欄位內；未能記載開始實施之確

定日期者，得以推估最早於某時期即已開始實施之形式記載。 

②通報者若已停止涉案行為之參與，應於(3)欄位之（ ）内，記載終止時期；

例如記載通報者於某特定之日，停止參與涉案之違法行為。 

2. 參與涉案行為之通報者職員職稱及姓名： 

 記載之範圍，包含現在及過去參與之職員。 

3. 其他參與涉案行為事業之職員職稱及姓名等： 

(1)記載之範圍，包含現在及過去參與之職員；倘不知其職稱或姓名者，應附

記其未明之事由。 

(2)如有事業團體之職員涉案者，亦應記載該職員之職稱及姓名。 

4. 涉案之相關商品或勞務： 

①涉案之相關商品或勞務，應具體記載其名稱。 

例如，涉案商品之行銷通路，計有經銷商、直銷之二通路型態，倘涉案事

業僅以直銷通路商品為聯合漲價之對象，則應明確予以區別記載。 

如係工程圍標之案件，有關發包之工程案由、發包單位、競標方式、工程

種類等事項，均應為具體之記載。 

②涉案事業合意以一定範圍之相關商品或勞務為聯合行為之對象者，例如限

於國內市場、特殊用途、特定工程發包案等商品或勞務者，亦應具體記載。 

5. 涉案行為之實施狀況、與其他涉案事業之聯繫狀況： 
(1)例如涉及聯合漲價行為者，應具體記載有關價格上漲之意見交換狀況（日

時、場所、內容等）、通知交易相對人價格上漲之時期、價格上漲對市場影

響之狀況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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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又如係涉及工程圍標行為者，應具體記載有關如何預先決定得標者之過程、

與其他陪標者之聯繫情形、參標過程及開標結果等事項。 
6. 其他得供參考之事項： 

(1)例如，記載有關涉案商品或勞務之原料、製法、行銷通路、價格交涉之方

法、業界概要、相關事業團體之概要等事項。 

(2)如有涉及「有關排除及防止圍標行為之法律」（平成 14 年法律第 101 號）

第 2 條第 5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規定禁止之圍標行為者，亦應記載其事實內

容。 

7. 提出之相關資料： 

(1)凡與涉案行為相關者，包含業者聚會時之筆記紙張、營業報表、與涉案他

事業連絡之文書、涉案職員陳述違法行為並加具簽章之報告書等資料，均

得對照上揭第 1 點至第 6 點之各記載事項，依序於表格內編號，與本通報

書合併提出。 

如有使用外國語文記載之資料者，應提出日文之翻譯本或相關部分之節譯

本。 

(2)檢附之相關資料，應明確標示與上揭第 1 點至第 6 點記載事項之對照關係；

例如，檢附資料係與上揭第 2 點記載事項相關之第 7 件資料，則宜應於該

資料之表格備註欄位內註明「2－(7)」之編碼。 

備註 

1. 依本規則第 4 條第 3 項準用同規則第 3 條第 2 項規定（以下略稱「本規則第

3 條第 2 項規定」），上揭記第 1 點(1)之②、第 2 點、第 3 點、第 5 點及第 6
點等記載事項，得以言詞陳述代替書面提出。 

2. 言詞陳述應遵守事項： 

  (1)依本規則第 3 條第 2 項規定為言詞陳述或報告者，應於同規則第 5 條規定

之調查程序開始後之 20 日期限內（不含國定假日），向承辦人員為之。 

(2)上揭第 7 點(1)有關涉案職員陳述違法行為並加具簽章之報告書，原則上亦

得依據本規則第 3 條第 2 項規定，由該涉案職員以言詞陳述代替書面提出。 

3. 本通報書係委由代理人填寫者，於通報者之姓名或事業名稱及住所或營業處

所等記載處，應附記係由代理人填寫，並有該代理人之簽章；另代表人之用

印，亦得以代理人之用印代替之。授權他人代理填寫通報書者，應一併提出

委任狀。另依本規則第 3 條第 2 項規定為言詞陳述者，亦得提出委任狀，授

權代理人陳述報告事項。 

4. 上揭第 1 點至第 7 點之欄位不敷記載時，得記載於其他適當用紙，檢附於通

報書合併提出。 

5. 本通報書如以傳真機發送者，應以 03－3581－5599 之傳真號碼為發送對象，

切勿有誤發送件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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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裁處罰鍰額度參考表 

（民國 95 年 12 月 15 日廢止） 

 

表一：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裁處罰鍰額度參考表 

第          次委員會議                      案 

主體：                      裁處罰鍰額度參考表 

編表日期：  

1.本表所列事項之配分得依個案，予以變更（加重或減輕）。 

2.本表僅由業務單位提案供委員會議參考，不拘束委員會議之決議。 

說           明 
考  量  項  目 等           級 

理           由 

以事業之違法動機認定其惡性程度。

1.違法行為之動機 

□ A 惡性極重大（1.8 分）

□ B 惡性重大（0.9 分） 

□ C 普通（0.5 分） 

□ D 惡性輕（0.3 分） 

 

違法行為預期之不當利益大，其可責

性較高；雖為預謀，但預期之不當利

益不大，其可責性次之；非為預謀且

預期之不當利益不大，則其可責性更

次之。 

2.違法行為之目的

及預期之不當利

益 

□ A 預謀，且預期不當利益

大（1.8 分） 

□ B 非為預謀，但預期不當

利益大（0.9 分） 

□ C 為預謀但預期不當利

益不大（0.5 分） 

□ D 非為預謀且預期之不

當利益不大（0.3 分）

 

以違法行為對市場造成之無謂損失及

效率損失之程度考量。 

3.違法行為對交易

秩序危害程度 

□ A 極嚴重（1.8~3.6 分）

配分      

□ B 嚴重（1.4 分） 

□ C 中（1.0 分） 

□ D 輕微（0.8 分） 

□ E 極輕微（0.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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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係就違法行為在相關市場持續期

間之長短考量輕重。 

4.違法行為危害交

易秩序持續期間 

□ A 極長（1.8~3.6 分） 

 配分       

□ B 長（1.4 分） 

□ C 一般（1.0 分） 

□ D 短（0.6 分） 

□ E 極短（0.3 分） 

 

違法者其獲得之不法利益，應處以相

當之罰鍰，以有效遏止不法。違法行

為所得利益多寡係依違法事業所屬行

業經營情況，比較評價之。 

5.違法行為所得利

益 

□ A 極高（1.8~3.6 分） 配

分       

□ B 高（1.4 分） 

□ C 一般（1.0 分） 

□ D 少（0.6 分） 

□ E 極少（0.3 分） 

 

裁罰及執行必須負擔成本，裁罰超過

行為者資力之作法，既無實益亦增加

行政成本。故考量違法事業之規模、

經營狀況、營業額以判斷其支付能

力。如違法事業為同業公會，係統合

所屬會員之規模、經營狀況、營業額

等併同考量。 

6.違法事業之規

模、經營狀況、

營業額 

□ A 高（1.8 分） 

□ B 一般（1.3 分） 

□ C 少（0.8 分） 

□ D 極少（0.3 分） 

 

違法事業之市場地位愈大，其愈具違

法行為示範作用，影響交易秩序亦可

能較廣泛。 
7.違法事業之市場

地位 

□ A 獨占（1.8 分） 

□ B 具領導地位（1.4 分）

□ C 一般（1.0 分） 

□ D 占有率小（0.6 分） 

□ E 占有率極小（0.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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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違法類型曾否經

導正或警示 

□ A曾經個別警示（0.6分）

□ B 曾經行業導正或警示

（0.3 分） 

□ C未曾導正或警示（0分）

曾經導正或警示分列為曾經個別警示

與曾經行業導正或警示兩項評分。違

法行為是否經本會導正或警示亦是考

量違法事業之可責性之重要依據，另

導正或警示期間之長短亦是判斷其惡

性之依據。 

本項均係就違法者以往違法紀錄之情

形予以考量。與以往違法類型有一為

同類型填 A，全非屬同一類型填 B，初

次違法則填 C。 

9.事業以往違法類

型 

□ A 有一為同一類型（0.6

分） 

□ B 全非屬同一類型（0.3

分） 

□ C 初次違法（0分）  

本項係就違法者以往違法紀錄之情形

予以考量。以往違法次數超過二次以

上填 A，二次填 B，僅有一次填 C，初

次違法則填 D。 

10.事業以往違法

次數 

□ A 二次以上（0.9 分）

□ B 二次（0.6 分） 

□ C 一次（0.3 分） 

□ D 初次違法（0分） 
 

本項係就違法者以往違法紀錄之情形

予以考量。與前次違法行為間隔之時

間愈短則其可責性愈高，間隔時間二

年以下填 A，二年至五年填 B，五年以

上填 C，初次違法則填 D。 

11.事業以往違法

間隔時間 

□ A 二年以下（0.6 分）

□ B 二年至五年（0.4 分）

□ C 五年以上（0.2 分） 

□ D 初次違法（0分）  

 

基於執法成本及執法成效之考量，違

法者是否為自認、舉發其他共犯、提

供資料配合調查之情形、改正之意

願、事後之補救措施等，均得作為加

重或減輕其罰鍰之依據。 

12.悛悔實據及配

合調查等態度

□ A    不佳（0.1-2.0 分）

□ B 尚可（0分） 

□ C    佳（－0.1-－2.0

分） 

□ D    極佳（負分，額度

不限） 

（以 0.1 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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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個案綜合其他判斷，考量特別因

素，如時空因素、對社會經濟之影響

程度，所涉產品與服務之特性、日後

相關不法行為之遏止、不公平競爭與

限制競爭惡性輕重有別等因素或其他

為加分或減分，額度不限。 

13.其他判斷因素

□ A 加罰    分 

□ B 不另調整 

□ C 減罰    分 

 

 

14.承辦單位建議

分數及罰鍰金

額 

 

 

15.委員會議決議

分數及罰鍰金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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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違法等級暨罰鍰額度表                                單位：萬元 

 

積     分  罰     鍰 

1.2.4 以下  5 

2. 2.5~4.5  6~50 

 （1）2.5~2.7 6~11 

 （2）2.8~3.0 12~17 

 （3）3.1~3.3 18~23 

 （4）3.4~3.6 24~29 

 （5）3.7~3.9 30~36 

 （6）4.0~4.2 37~43 

 （7）4.3~4.5 44~50 

3. 4.6~6.6  51~100 

 （1）4.6~4.8 51~57 

 （2）4.9~5.1 58~64 

 （3）5.2~5.4 65~71 

 （4）5.5~5.7 72~78 

 （5）5.8~6.0 79~85 

 （6）6.1~6.3 86~92 

 （7）6.4~6.6 93~100 

4. 6.7~8.7  101~300 

 （1）6.7~6.9 101~128 

 （2）7.0~7.2 129~156 

 （3）7.3~7.5 157~184 

 （4）7.6~7.8 185~213 



 

171 

 （5）7.9~8.1 214~242 

 （6）8.2~8.4 243~271 

 （7）8.5~8.7 272~300 

5. 8.8~10.1  301~500 

6. 10.2~11.5  501~1000 

7. 11.6~12.9  1001~1500 

8. 13.0~14.3  1501~2000 

9. 14.4~15.4  2001~2500 

10. 15.5 以上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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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關鍵詞：經濟合作發展組織、惡性卡特爾、寬恕政策、減免制裁 

 

    依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之調查報告書，指出競爭法主管當

局實施寬恕政策，將有助於打擊諸如限制價格、限制產出或劃分市場等惡

性卡特爾行為。蓋卡特爾行為具有密室謀議之特性，因此難以取得其違法

事證，是以寬恕政策之實施，對於通報違法事證之卡特爾成員，給予減輕

或免除制裁之獎勵，即有提昇競爭法主管機關發現及查處卡特爾之成效。  

    美國為首先採行寬恕政策之國家，隨之歐盟、德國、韓國及日本等國

亦相繼採行。近年來，由於 OECD 會員國加重對於違法卡特爾之處罰，促

使寬恕政策制度愈具實施功效。歸納該等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執法經驗，顯

示寬恕政策許可減免處罰金額之條件愈趨於客觀明確者，愈有助益其政策

實施之功效。  

    當前，我國公平會於其修法草案內，刻正研擬寬恕政策制度，是以本

研究嘗試探討各主要競爭法國家相關制度之沿革及內涵，俾提供幾點參考

建議：首先，修法草案應強化對於聯合行為之制裁措施，公平會並應訂定

客觀之罰鍰金額計算準則，以資作為實施寬恕政策之前提條件；其次，修

法草案第 39 條第 2 項條文應予調整，尤其有關減免更正措施之規定，非屬

寬恕政策應有之適用效果，應予刪除。此外，同條第 3 項授權公平會訂定

之實施子法，應明確揭示免除或減輕罰鍰之申請時點等適用標準，以提高

涉案業者提出申請之意願；末者，公平會應調整對於同業公會實施聯合行

為之處置，俾確保寬恕政策之實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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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words： OECD, hard core cartels, leniency programs, reduction in              

or exemption from sanc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f OECD, it shows that enforcement of leniency 

programs by competition law authorities can help to fight hard core cartels, 

which agreements among competitors to fix prices, restrict output, or divide 

markets. Since the characteristic of cartel conspiracy meetings might occur in 

a black room, it is difficult to collect evidence of illegal cartel activities. In 

order for authorities to detect cartels and also make the ensuing investigations 

more effective, leniency programs grant reduction in or exemption from 

sanctions to encourage cartel members which inform evidence about their 

clandestine meetings and communications. 

    The U.S. was the first country to introduce a leniency program, while the 

EU, Germany, South Korea, and Japan have introduced latter. These programs 

have become more successful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the penalties for cartel 

agreements have increased in some OECD countries. Experience gathered by 

these authorities to date shows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gram would be 

improved by an increase in the transparency and certainty of the conditions on 

which any exemption or reduction of fines or surcharges is to be granted. 

      Presently,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is considering legislation to 

enact a leniency program in the draft Amendment to the Fair Trade Law. 

Theref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leniency 

programs between main competition law countries. The concrete of 

suggestions that arise out of this paper include the following:（1）The draft 

Amendment of FTL should impose stronger sanctions against cartel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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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TC should enact a regulation on the method of setting penalties for cartel 

conduct.（2）A leniency program work best when the enforcement rules provide 

a clear standard of immunity or reduction of penalties for a conspirator to 

come forward.（3）To make an effective leniency program, it is necessary for 

TFTC to adjust the punishment against carte conduct by a trade associ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