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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競爭倡議、可行性分析、管制影響評估 

一、研究緣起 

隨著競爭政策的發展，競爭倡議（competition advocacy）於國際競爭

政策上之比重也日趨重要。我國公平法自 1992 年施行以來已逾 17 年，且已

展現初步成績，惟競爭之概念雖已逐漸為產業與其他政府機關所接受，但廣

度與深度仍有進一步強化之空間。並且，各部門之主管機關、企業間、以及

人民對於市場競爭之觀念仍未普遍，而消費者對於市場競爭之益處亦有強化

之空間，是以縱然我國欲推行全面性的競爭法，但亦因其他部門主管機關無

太高意願與未得各主管機關相互配合，造成事倍功半甚至市場效率更為惡化

之情形。此外，若干產業主管機關（例如 NCC）亦負有促進特定產業競爭狀

態之任務，亦有強化與競爭主管機關之互動的必要，以求整體競爭政策與個

別產業競爭規範之一致性。是故，為達到我國推行全面性競爭法以及健全的

市場競爭之目標，競爭倡議實為非常重要之政策工具，若各部門別主管機關、

企業界與消費者皆能大力支持競爭倡議，主管機關便能更有效執行競爭法相

關規定，並增進消費者之權益，以及確保市場的公平競爭，甚至可望促進國

際間就競爭法制與政策之合作。 

準此，本研究透過國際間各國與多邊組織競爭倡議之經驗與相關規範，

進行比較制度分析與歸納，並以此為基礎，針對符合我國政經環境之競爭倡

議提出可行性之作法與評估，最後向之主管機關提出具體政策建議。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為達成本研究之目的，瞭解國際間對競爭倡議之經驗與作法，並據此針

對台灣建立競爭倡議制度提出政策建議，本研究將以文獻分析歸納法與比較

制度分析法作為主要之研究方法。在文獻分析歸納部分，除一般文獻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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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歸納整理外，本研究亦將透過個案分析法，探討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過去

進行競爭倡議工作之取向，方式與經驗。在比較制度分析部分，本研究將區

分國家經驗與國際組織經驗二個部分，在國家經驗部分，將以澳洲、歐盟與

美國等三個主要先進國家作為分析對象。至於國際組織部分，將以 ICN與 OECD

作為分析對象。 

在研究步驟上，本研究將針對競爭倡議進行一般性分析與歸納，並將透

過國家經驗與國際組織經驗二部分探討比較制度之作法與取向。隨後將依據

前接段之發現，分析我國建立競爭倡議制度之重要性、對執法之關連性、倡

議之對象與內容以及競爭倡議制度之有效性評估，最後將提出具體政策建議

供主政機關參考運用。 

三、重要發現 

我國公平法施行至今，在競爭倡議工作上實際上已累積相當經驗，惟競

爭之概念雖已逐漸為產業與其他政府機關所接受，但廣度與深度仍有進一步

強化之空間，且所欠缺者，主要為對其他政府機關在「事前之競爭倡議」的

制度化。亦即，目前對於政府機關競爭倡議之推動，主要限於事後之法規調

整與分工協調，較少涉及事前之競爭倡議。又對於已經推動之競爭倡議工作，

除如公平法第 46條修正過程中之檢討等少數場合外，多屬於非制度化之跨部

會協調與溝通，其程度與效果往往可能因不同部會之施政方向、對競爭政策

重要性之掌握，甚至不同部會首長之立場與態度，而有所差異，無法建立共

通性、一致性之競爭倡議制度。亦即是，我國所欠缺者，為競爭倡議之制度

化工作。而在公平會內部，固然已將競爭倡議工作列為重要施政目標，但亦

有強化推動組織與方式之空間。 

四、主要建議事項 

本報告透過我國與比較經驗分析，以及國際組織討論方向與建議之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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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茲針對將競爭倡議引入國內之可行性，提出以下之政策建議。 

（一）立即可行之建議 

1. 對立法機關建立制度化競爭倡議之建議： 

現階段公平會是否得以針對立法機關進行競爭倡議，無論依據公平法與

公平會組織法，亦或是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等相關法規，並無公平會得針對涉

及競爭議題對立法機關進行競爭倡議之明確依據，本報告建議於短期內可強

化與立法院法制局建立常態性溝通與意見交流管道制度，以提升法制局對競

爭政策涉及各種層面之跨議題屬性之掌握，並依據公平法第 46條，推動將對

競爭政策與競爭環境之影響評估，納入法制局依其職權進行立法政策與法律

案研究、分析、評估及諮詢事項之檢視要件之一，並及時提供競爭議題之專

業意見。 

2. 對行政機關建立制度化競爭倡議之建議： 

短期可行之作法，或不在於修正現行法律規定，而在於依據公平法第 46

條，推動將競爭影響納入我國現有之「法規影響評估」（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RIA)制度。對此，本報告建議或可推動修正「行政院所屬各機

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第三點第（五）項，加入「並應評估有無

公平法第 46條所規定之情事」等規定，以建立通案性競爭影響評估制度。此

外，亦應同步推動修正「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並於「準備

作業」與「草擬作業」要求中，增加如「草擬時，涉及相關機關權責者，應

會商有關機關，並應注意有無公平法第 46條之情事」等要求。 

此外，亦建議公平會可推動協助各部會在建立「法規影響評估審查表」，

並將競爭事項（亦即涉及公平法第 46條之情事者）納入影響評估項目，以作

為各機關內部審查評估之要件。為協助各部會掌握涉及公平法第 46條情事之

態樣，而應進行競爭影響評估，建議可參考 OECD之「競爭影響評估工具手冊」

 
- 3 - 



（Competition Assessment Toolkit）中所列之清單為依據加以調整，並提

出合乎我國體制之具體檢視清單，提供各部會參考，並作為其進行法案評估

作業之基礎。最後公平會亦可與各部會建立常態性溝通協調機制，提供各部

會在立、修法過程中進行競爭影響評估時之專業意見。 

3. 對特定產業建立制度化競爭倡議之建議 

建議可將該等產業作為優先推動建立前段所述之「競爭影響評估」制度

之對象，其次在現制下仍可能必須透過公平法第 46條所建構之位階體系，強

化與各產業主管機關之常態性聯繫機制，以及由公平會自主提出競爭倡議文

件。其中，前述 OECD之「競爭影響評估工具手冊」中有關針對市場失靈問題

所採取之管制措施對產業競爭之影響評估架構，並可在準備倡議背景資料時

做為對特定產業競爭倡議時之評估工具。  

4. 對經貿主管機關建立制度化競爭倡議之建議 

短期內本報告建議公平會利用行政院「策略聯盟布局工作小組」成員之

身分，在經貿政策中進行競爭倡議，並建議透過修法，在外資審查機制中將

競爭影響評估作為審查之項目。 

5. 建立專責單位與明確之競爭倡議目標 

首先在組織方面，或可在現有人物力資源下，於公平會企劃處下設置任

務編組性質之競爭倡議工作小組，同時為擴大參與以及提升議題重要性與優

先順序之判斷，亦建議參考澳洲之經驗，組成跨議題之競爭倡議諮詢委員會，

並邀請公協會與學者專家參與，以協助公平會擬定明確之競爭倡議議題與推

動目標，同時可隨經貿與社會情勢發展，動態提供諮詢意見。明確之競爭倡

議目標亦有助於提升競爭倡議計畫之有效性評估與控管。 

6. 建立妥適之競爭倡議傳播政策 

對於建立妥適之競爭倡議傳播政策（Communication Policy），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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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除可透過前述工作小組與諮詢委員會之運作，組成競爭倡議宣導團隊，

並動態性的對於涉及競爭議題之議題與時事透過公眾媒體發表意見與表達公

平會立場，並於公平會網站設置競爭倡議專區做為宣導平台，並建議可考慮

委請專業機構（如公關公司）方式進行策劃與執行。 

7. 建立競爭倡議之議題與對象判斷作業程序 

由於需要落實競爭政策之面向涉及各種層面，在資源限制的情況下，除

隨著時事發展所進行的動態式倡議外，有必要針對倡議議題與對象之優先性

進行研判，以便推動聚焦式倡議(focused advocacy)。對此，本報告建議可

透過前述之工作小組與諮詢委員會，建立競爭倡議議題與對象之標準作業流

程。此一作業流程，或可分為幕僚準備作業、諮詢委員會意見徵詢、公平會

委員會決定、準備背景倡議資料與進行倡議等五個階段進行。 

8. 有效性評估之建立 

在量化評估方面，除現行制度中以發生頻率（如公平會中程施政計畫之

績效指標）作為指標外，本報告建議可參考美國、澳洲與歐盟之經驗，將現

行問卷調查之對象加以擴大與細緻化，將政府機關納入問卷調查之對象，以

作為後續推動方向之參考基礎。對於質化評估方法而言，由於目前我國所欠

缺者，為政府機關間制度化競爭倡議機制之建立，故在短期內或可以制度化

之建構目標之達成程度，作為質化評估之內容。對此，由於行政院研考會過

去以多次從事跨部會調查工作，故或可與其合作進行。 

9. 建立特殊整體環境（如不景氣時期）之競爭倡議政策 

在如當前全球金融危機中，政府所採取的振興經濟與抒困方案，以及強

化監管制度之發展，中長期均可能產生扭曲市場誘因與競爭環境之運作效

果。且在不景氣或當前金融危機等特殊整體環境變遷中，聯合行為出現的機

率亦可能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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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競爭政策主管機關除應持續進行競爭倡議，強調競爭符合消費者

長期利益外，為避免外界質疑，因此在具體措施上宜保持彈性，對於如艱困

聯合之認定要件，或可適度予以放寬，以具體行動展現競爭政策之短期彈性，

反而可能有助於競爭倡議之推動。 

 

（二）長期性建議 

1. 現階段公平會是否得以針對立法機關進行競爭倡議，無論依據公平法

與公平會組織法，亦或是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等相關法規，並無公平會

得針對涉及競爭議題對立法機關進行競爭倡議之明確依據，而欲透過

相關法令之修改，將競爭意見徵詢列為強制性要求，涉及在整體制度

中競爭議題之重要性辯論，以及在我國憲政體制下立法與行政權互動

之基本關係之調整，故或可列為長期之推動項目。 

2. 倘若競爭意見徵詢於公平法中列為強制性要求，且公平會之意見與建

議具有拘束性，則競爭倡議之效果最高。然而欲透過修正公平法達成

此一目標，由於其無可避免涉及各部會之職權分工之調整，有其限制

與困難，故建議列為長期政策推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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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全球已有許多國家訂有競爭法規，且另有多國正持續立法之中。於經濟

貿易全球化之後，跨國反競爭案件日漸增多，因此不僅是已開發國家，包括

開發中國家亦相當重視競爭的相關議題。簡單而言，競爭法對一國的重要性，

不僅在使市場競爭者在競爭的價格下提供最好的產品及服務，有益市場效率

的促進，同時亦可刺激創新研發的動機，與增進消費者福利，此等發展不但

對外國企業有利，對本國企業及消費者更加有益。除此之外，多數國家均可

能會面對聯合行為（cartel）、獨占、濫用市場地位等反競爭行為，若一國

未實施競爭法處理上述問題，將可能導致跨國企業利用前述反競爭行為剝削

本國企業及消費者。 

同時，隨著競爭政策的發展，近年來競爭倡議（competition advocacy）

於國際競爭政策上之比重也日趨重要，不少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歐盟、日

本等，以及多邊組織如 OECD、APEC等，均對此議題有相當程度的關注。依據

「國際競爭網路」（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ICN）之定義，
1

所謂「競爭倡議」係指「競爭主管機關就經濟活動方面之競爭環境之推廣，

1 ICN 為競爭政策主管機關之國際論壇。其成立之構想，來自於由美國司法部所成
立之「國際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Policy Advisory 
Committee, ICPAC）之建議。ICPAC 於 2000 年提出之報告中，建議美國應發起成
立一個全球性的競爭政策論壇，以提供各國競爭主管機關有一個討論的平臺。隨
後於 2001 年 10 月 25 日由美國、澳洲、加拿大、歐盟等 14 個國家（或國際組織）
共同成立 ICN；隨後，各國競爭主管機關，包括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在內，陸續
加入 ICN 成為會員。ICN 本身的成立目的即在於提供各會員（各國競爭主管機關）
有一個經常性的討論平台，各會員得以針對實務上所遇競爭爭議進行交流討論，
使各國針對競爭政策原則獲致共識。 ICN 是目前唯一特別針對競爭法制執行而存
在的國際組織，各會員皆為國家或跨國組織的代表。各會員得投入工作小組，參
與計畫並完成工作。工作小組成員絕大部分透過網路、電話、傳真或視訊會議進
行合作。ICN 工作小組以及每年所舉辦的年會，提供各會員討論小組計畫內容以
及實際執行之經驗。然而，ICN 本身並無法令制定的功能。一旦 ICN 各會員於計
畫中達成共識而做成「建議」（ recommendation）或「最佳執行準則」（best 
practices）時，究竟是否遵守、如何執行，以及採單方執行或與其他國家成立雙邊
或多邊協議，各會員仍可自行決定， ICN 之共識並不具有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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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非強制性之手段進行相關之活動與引導，主要是透過與其他政府機關之

聯繫，以及增進加強公眾對競爭利益意識之提升。」
2
若以此定義為基礎，則

就國家整體競爭政策而言，競爭倡議除了不具競爭法之強制性功能外，其涵

蓋範圍與重要性仍應與競爭法等量齊觀。競爭機關在此一領域中，更可謂為

落實競爭政策之守門員（goalkeeper），除執行競爭法以外，同時對政府行

政機關缺乏效率甚至妨礙競爭之政策與措施提出建議與忠告，並檢視現存法

律規定在執行上的效益與缺失。 

然而，何以競爭倡議廣受重視？依據 ICN 2002 年的報告指出
3
，競爭倡

議與競爭法均屬於整體競爭政策的一環，並有相輔相成之效益。甚至在若干

情況時，競爭倡議之優先性與重要性相較於競爭法可能更為重要。主要歸納

有三點理由。首先，特別對開發中與經濟轉型之國家而言，於市場管制革新

之過程中，是以若競爭主管機關與其他主管機關能夠加強溝通與對話，較能

確立競爭政策與立法之推動。 

第二，市場自由化之提升可能將使利益團體喪失其特權，因此易發生利

益團體遊說主管機關之情形，而競爭倡議制度之存在，較能減少「管制擄獲」

（regulatory capture）之情形。舉例而言，競爭機關得向各產業別之監管

機關宣導灌輸競爭價值與重要性之概念，並透過各部門別的加強管理與提倡

競，以儘可能減低管制擄獲之風險。最後，競爭法執法方面較為複雜與困難，

在競爭概念未能普遍接受的情形下，競爭主管機關與司法體系容易遭遇挑戰

與質疑，而透過競爭倡議制度，將可強化競爭法保護的法益內涵之落實。 

綜上所言可知，競爭倡議不僅對於法規制定層面相當重要，同時亦得以

作為一溝通平臺管道，幫助主管機關、立法者、以及一般公眾瞭解競爭政策

帶來的益處並可進而提升經濟效益。 

2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2002）, “Advocacy and competition policy：report 
prepared by the Advocacy Working Group”, p. 25。  

3 同上註，pp.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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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公平法自 1992 年施行以來已逾 17 年，且已展現初步成績，惟競爭

之概念雖已逐漸為產業與其他政府機關所接受，但廣度與深度仍有進一步強

化之空間。並且，各部門之主管機關、企業間、以及人民對於市場競爭之觀

念仍未普遍，而消費者對於市場競爭之益處亦有強化之空間，是以縱然我國

欲推行全面性的競爭法，但亦因其他部門主管機關無太高意願與未得各主管

機關相互配合，造成事倍功半甚至市場效率更為惡化之情形。此外，若干產

業主管機關（例如 NCC）亦負有促進特定產業競爭狀態之任務，亦有強化與

競爭主管機關之互動的必要，以求整體競爭政策與個別產業競爭規範之一致

性。是故，為達到我國推行全面性競爭法以及健全的市場競爭之目標，競爭

倡議實為非常重要之政策工具，若各部門別主管機關、企業界與消費者皆能

大力支持競爭倡議，主管機關便能更有效執行競爭法相關規定，並增進消費

者之權益，以及確保市場的公平競爭，甚至可望促進國際間就競爭法制與政

策之合作。 

準此，本研究預計透過國際間各國與多邊組織競爭倡議之經驗與相關規

範，進行比較制度分析與歸納，並以此為基礎，針對符合我國政經環境之競

爭倡議提出可行性之作法與評估，最後向推動競爭倡議制度之主管機關提出

具體政策建議。 

二、研究方法與步驟 

為達成本研究之目的，瞭解國際間對競爭倡議之經驗與作法，並據此針

對台灣建立競爭倡議制度提出政策建議，本研究將以文獻分析歸納法與比較

制度分析法作為主要之研究方法。在文獻分析歸納部分，除一般文獻與報告

之歸納整理外，本研究亦將透過個案分析法，探討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過去

進行競爭倡議工作之取向，方式與經驗。在比較制度分析部分，本研究將區

分國家經驗與國際組織經驗二個部分，在國家經驗部分，將以澳洲、歐盟與

美國等三個主要先進國家作為分析對象。至於國際組織部分，將以 ICN與 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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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分析對象。 

在研究步驟上，本研究將針對競爭倡議進行一般性分析與歸納，並將透

過國家經驗與國際組織經驗二部分探討比較制度之作法與取向。隨後將依據

前接段之發現，分析我國建立競爭倡議制度之重要性、對執法之關連性、倡

議之對象與內容以及競爭倡議制度之有效性評估，最後將提出具體政策建議

供主政機關參考運用。 

準此，本計畫之研究工作項目將包含以下部分： 

1. 我國競爭倡議之發展與個案分析 

本計畫將針對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之競爭倡議

經驗進行歸納，並將透過個案分析法，探討公平會迄今進行競爭倡議工作之

取向，方式與困難等經驗，透過選擇若干具代表性之個案，進行探討。 

2. 各國與國際組織之比較制度分析 

分析澳洲、美國與歐盟，以及 ICN與 OECD等國際經驗與相關規範，包含：

競爭文化之普及性與競爭政策之優先順位、競爭倡議之法律位階、定義及內

容、競爭倡議之主管機關、競爭倡議之有效性評估、成功案例之經驗與意涵

分析，以及分析澳洲、美國與歐盟等國家，為因應經濟不景氣所進行有關競

爭倡議工作之調整與作法。 

3. 對於我國推動競爭倡議制度之建議 

以競爭倡議之重要性以及與執法之關連性分析、競爭倡議之對象與內容

分析主管機關，以及競爭倡議之有效性評估等研究基礎，提出具體之建議。 

4. 具體政策建議之提出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並參考我國體制與競爭法的執法經驗，與就倡議對

象之不同，分別提出具體之競爭倡議準則與推動所需之法令基礎建議，同時

並將針對建構制度性競爭倡議機制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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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競爭倡議之概念討論 

第一節  概論 

本章之目的，在於針對競爭倡議形成之前提背景，亦即競爭文化的普及

現象，以及如何定位競爭政策的優先順位等問題先進行分析，以作為後續探

討之基礎。 

一、競爭文化的普及性 

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競爭法制的發展，競爭文化

(competition culture) 的培育和發展問題，日益受到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

之重視。在國際多邊場合中，競爭政策的深化亦成為晚近關注的焦點。在國

際組織方面，除了前述之「國際競爭網路」（ICN）將競爭文化的普及性作為

其主要工作項目外，1996 年 12 月 WTO 新加坡部長會議中，亦決議成立 WTO

貿易與競爭政策互動工作小組（The Working Group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de and Competition Policy，WGTCP），其目的便在於在討論

WTO 會員所提貿易與競爭政策互動相關議題，包括政府及私人企業之各種反

競爭措施，而 WGTCP 之主要任務不僅包括研究和論證於 WTO 框架下，進行競

爭政策於國際調和之必要性和可能性，更包括對 WTO 會員分別進行競爭法與

競爭文化之教育。除了 WTO 相當重視競爭文化之問題外，如美國、歐盟、澳

洲等國家，亦相當積極進行競爭文化之推廣，等，從此看來，競爭文化的發

展與建立可謂成為整體競爭政策的核心工作之一。 

競爭文化之定義與範圍相當廣泛，概括而言，競爭文化是關於市場競爭

的一系列觀念、商業規則與法律制度等之總稱，亦可認為競爭文化是研究市

場現象、市場規則與競爭法則、市場發展、獨占與反獨占的文化。換言之，

競爭文化可謂市場競爭及其相關法制與活動等所建立結合而成之文化。
4
 

4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2002）, “Advocacy and competition policy：report 
prepared by the Advocacy Working Group”,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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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競爭文化的存在乃一國市場經濟成功之基石，蓋政府以及企業、

甚至人民於此良好的競爭文化下，皆可相當明白競爭所帶來之益處，因此對

於主管機關所提出之競爭政策，公眾與企業皆能大力支持與認同。是以對於

競爭倡議之主管機關而言，競爭文化之發展是相當重要的，而不論是消費者、

產業、教育機構，乃至於政府與監管機關，皆應瞭解競爭文化存在之重要性，

而主管機關於建立培育競爭文化時，亦可透過不同國家或地區及多邊組織之

內容與方法的經驗，形成本國政策。 

二、競爭倡議與競爭政策的優先順位 

在過去的競爭體制上，競爭倡議於競爭政策中並非如今日一般具有舉足輕

重之地位。於 1920至 1930年代間，雖然美國的司法部（Justice Department）

以及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於當時便注意到競爭倡議

之重要性，並推廣競爭倡議相關活動，但直至 1970 年，美國才再度重申強調

競爭倡議之重要性。除此之外，實際上許多其他國家亦於近期才開始具有競爭

倡議之意識，此也為競爭倡議於近年來才實際受到重視之故。
5
 

事實上，如欲達成市場競爭之目的與公平，雖然競爭法為不可或缺之政

策工具，但如前所述，倘若公眾對於競爭之概念與益處尚非明瞭，如欲藉由

競爭法之執行以達成市場競爭之目標，有其侷限性。特別是對台灣而言，一

方面實施競爭法的時間相對較短，他方面過去存在者許多公營獨占或特許產

業等高度人為進入障礙，縱使於晚近已經透過管制革新與自由化政策解除進

入限制，但仍需要透過宣導與教育推廣競爭文化。 

在競爭意識普及之前，主管機關如欲就私人企業從事反競爭之調查等活

動，往往面對對方意願低落而無法順利取得資訊的問題，造成執行上之困難。

而如電信、銀行、運輸等受管制產業(regulated industries)，亦因競爭意

識不足而容易發生反競爭行為。甚至政府監管機關亦可能僅由技術面做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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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考量，而未能具體落實競爭政策。故若競爭主管機關於競爭政策中優先提

倡競爭倡議，便可逐步化解該等問題，更可以強化與產業監管機關的聯繫與

溝通。 

綜上所言，雖然促進市場競爭之方式眾多，但競爭倡議於事實上若非優

先於競爭法等強制手段，至少在政策上應置於等量齊觀的地位。而競爭主管

機關亦可透過較為溫和之手段達成促進與維護競爭之政策目標，同時可檢視

競爭政策之缺失並提供建議，更能扮演政府與產業及消費者間之溝通橋樑。 

第二節  競爭倡議之內容 

不論是競爭法或競爭倡議，其目標皆在於確保經濟效率與市場公平與消

費者之利益、減低價格、鼓勵中小企業之發展、避免市場壟斷等。隨著貿易

全球化之趨勢，經濟效率與市場公平儼然已不再是各國內部之政策，也因此

提倡競爭之觀念日益重要。再者，競爭法規基本上是著重於法制執行面，而

宣導提倡競爭之觀念與加強各部會主管機關之合作則必須倚重競爭倡議，而

這也是為何各國目前皆相當重視競爭倡議之原因所在。 

一、倡議之對象 

若依據對象性質之差異分析，競爭倡議之對象又可分為消費者、產業與

政府等三個構面。 

1. 對消費者與產業之倡議 

對於消費者而言，透過競爭倡議將可提升其對於市場競爭所帶來之利益

的瞭解，並對違反競爭之行為態樣有所認識，以協助競爭政策之落實。對於

產業而言，除一般產業競爭意識之強化外，更應將倡議重點置於受管制產業。

由於該等產業或使用稀有資源，或涉及公用服務之提供，對於整體經濟發展

具有重要性，但因受管制之故，可能因管制而受到保護，亦可能藉由管制政

5 同前註，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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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與競爭政策之落差所產生之空間，利用「法規選取」(forum shopping)的

策略而進行反競爭行為，故應作為競爭倡議的主要對象。 

2. 對政府部門之倡議 

對於其他政府部門之競爭倡議中，又以監管機關最為重要。蓋在管制革

新與自由化政策下，競爭機制之建立已成為絕大部分受管制產業的主要公政

策任務，而國家管制政策之內涵，主要集中在填補競爭機制之不足，同時追

求非市場公益性任務的達成。由此一角度觀察，則管制政策與競爭政策似乎

是朝著截然不同的方向前進。 

惟事實上，在競爭機制成為經濟活動之基本價值後，國家在處理市場失

靈的現實問題時或可採取極端的國有化手段來避免私人壟斷力量破壞總體經

濟之均衡，或可採取較為和緩的經濟管制措施，然無論何者，其本意就不應

該是創設出一種獨立於競爭機制以外的秩序，毋寧是手段上的不同而已；換

言之，競爭機制所追求的經濟效率、引導與創新作用所帶來的利益，同樣是

受管制領域中所欲追求之目標，僅採取之手段有所不同而已。 

一般而言，競爭法係透過對市場中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規範，

來維護市場中事業相互公平競爭的客觀環境，進而藉由競爭機制達成前揭效

率、引導與創新的作用，保障公共利益。因此對獲取經濟效率而言，競爭政

策可稱的上係一種「間接」的手段。相對而言，在受管制之市場中，因前揭

各種原因的因素，致使國家決定透過介入市場運作的人為手段，以行政程序

取代競爭機制，來創造出如同競爭機制一樣所能達成的經濟效率。 

換言之，管制政策是一種越過市場競爭機制，「直接」的以人為方式在

虛擬競爭存在的範圍內，達成與實體競爭相同的提升效率、引導與創新等作

 
8 



用的手段
6
。準此，至少對管制革新下的公用事業市場而言，競爭政策與管制

政策在此市場中享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促進競爭機制的落實。 

不過，在「非市場」的面向上，競爭政策與管制政策就顯現出較大的差

異。以公用事業為例，管制政策除了促進競爭的任務外，尚有確保供給普遍

穩定、平均社會所得差異或平衡區域發展等公共任務，而這些任務常常是與

促進競爭有所衝突的，例如在管制政策下，可能為了滿足普遍服務義務而允

許業者進行獨占與非獨占部門間的交叉補貼行為，但交叉補貼行為卻對非獨

占部門所在之市場而言，卻是一種妨礙競爭之行為。因此如何調合這些衝突

的價值與任務，遂成為競爭政策與管制政策之取捨與協調上關鍵的問題。 

對於自由化的受管制事業市場中，「競爭」與「管制」政策雖然在追求

之目的上是一致的，但手段上卻有直接與間接的差異，且管制在本質上係補

充競爭的不足。但在公用事業管制革新的過程中，這些主動介入的措施使得

「競爭政策」與「管制政策」的界線趨向模糊：有時管制反而是為了促進競

爭。
7
 

前揭這種競爭政策與管制政策界線的模糊化，誠屬管制革新下的必然發

展
8
。蓋對於如我國等過去採行國有化政策的國家，傳統上獨占公營事業本身

往往同時扮演管制者與經營者雙重的角色，因此在如公用事業等新興開放的

市場中，管制法規與管制經驗均屬啟蒙的階段，尚無法獨立運作，因此在初

期階段往往須仰賴競爭法作為促進競爭與建立秩序的「推手」，甚至最終的

解除管制政策，完全回歸競爭政策的管轄
9
。 

6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ulators and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Report on the Competition Policy 
Roundtables No. 22, p.7. 

7 例如我國電信自由化管制革新之主要目標之一，即為透過不對稱管制，促進電信
市場之競爭。參見電信總局，電信自由化白皮書，民 92 年，台北。  

8 OECD 前揭註，頁 7。  
9 John Temple Lang, Defining legitimate Competition: Company’s Duty to Supply to 

Competitors and Access to Essential Facilities,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18, p.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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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競爭政策與管制政策在促進競爭的方向上的一致性，於是出現了許

多在傳統二分法上不常見的安排。例如將競爭法之規範置於產業特別法中，

並由管制機關依該規範執行競爭政策者（如我國電信法），亦有直接由競爭

法與競爭機關作為執行以促進競爭為目標的管制措施主體（如澳洲之

ACCC），但更多的典型是競爭政策與管制政策分屬不同的機關管轄。無論何

者，都顯示出競爭政策與管制政策以及其主管機關之管轄界線上的「革新」。

而此一革新，亦突顯出對於政府機關進行競爭倡議的重要性。 

二、進行倡議之方式 

依據 ICN 之歸納，競爭倡議之推廣上要可以藉由下列幾個方法達成競爭

倡議之目標與內容： 

1. 徹底執行競爭相關法規，以確實維持經濟效率與穩定性，並保護消

費者的利益，與確保公平競爭。 

2. 有效利用主關機關與各部會主管機關應之資源與人力。 

3. 建立協調與溝通之平臺。 

4. 與企業保持良好之互動與關係。 

5. 對公眾進行相關教育宣導並建立競爭文化。 

6. 與 其 他 政 府 主 管 機 關 建 立 溝 通 平 台 ， 並 推 動 解 除 管 制

(de-regulation)之進行。 

7. 加強提升與國際間之合作。 

第三節  法律位階與主管機關 

一、競爭倡議的法律位階 

ICN 之研究報告顯示，在某些國家中關於競爭倡議的程序並沒有制定一

部法令加以規範。這顯示在過去競爭倡議並非是競爭主管機關的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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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無具體法律條文規範。在這些國家當中，由於欠缺一部競爭倡議法令，

通常的作法為規劃出一套程序將諮詢程序制度化，以提昇競爭倡議的功能。 

在澳洲、美國與歐盟等國際經驗中，均在其競爭法中訂有建立競爭倡議

制度之法源依據。以澳洲為例，其 1974年貿易行為法(Trade Practices Act 

1974)第 28 條即賦予澳洲消費者與競爭委員會（ACCC）得以對任何涉及與消

費者保護之競爭事項的法案或政策進行研究並提出建議。而美國 FTC 法案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第 46條亦賦予 FTC公布其認為涉及公共利

益之資訊，並得以向國會針對其他法案中涉及競爭事項者提出建議。
10
 

在國際組織方面，ICN 下針對競爭倡議工作設有「競爭倡議模範條文工

作小組」(Model Advocacy Provisions Subgroup)，並預計提出一套「競爭

倡議模範條文」（Model Advocacy Provisions）。
11
 

不過，競爭倡議能否發揮功能，涉及不同憲政架構下的競爭文化、傳統，

以及競爭主管機關的地位。這些因素各國不盡相同，也因此很難訂定出一部

普遍適用的倡議條文，故 ICN亦不諱言模範條文僅能發揮參考的價值。 

由於制定一套普遍適用的倡議條文有一定的複雜性，ICN 工作小組決定

蒐集各國的倡議條文（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條文），並詢問各國在執用條文

上的經驗與困難。ICN 指出這些倡議條文未必出現在一國的競爭法規當中，

而係規定在其他部門的條文當中。而 ICN 所歸納的條文可以大分為兩種類

別：總則條文與分則條文。在總則條文當中，通常涉及授與競爭主管機關倡

議的權限。有些則在其他部門法規當中制定總則規定，但是指提到競爭倡議

的重要性，而並未設定競爭主管機關的地位。然而，在倡議條文中，越是明

確化競爭主管機關在各個程序中的角色、地位並提供權限，將有助於競爭倡

10 ICN CA Working Group (2003), “Report on Advocacy Provisions”. Available at: 
http://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media/library/conference_2nd_merid
a_2003/ModelAdvocacyProvisions.pdf 

11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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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的提升與保護競爭。
12
 

ICN則依據各機關之間的關係，將條文內容歸納成六類：一、立法機關、

立法程序與競爭主管機關的關係；二、執行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的關係；三、

司法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的關係；四、部門別倡議條款（sector advocacy 

provision articles）；五、貿易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的關係；六、公眾與

競爭主管機關的關係，以及其他議題。ICN 之所以採取此整分類方式，是因

為其注意到，競爭主管機關與立法機關或其他主管機關在制定規範過程中的

溝通，對於立法內容有一定的影響性。 

二、競爭倡議的主管機關 

由於競爭倡議屬於整體競爭政策的一環，因此各國主導競爭倡議的主管

機關，通常就是競爭政策主管機關。不過，應關注的毋寧是競爭主管機關與

其它主管機關之間的溝通。由於各部門主管機關可自行訂定主管事項之相關

行政命令，而是否順利將「競爭倡議」納入其法令內涵當中，則有賴於一國

的競爭政策主管機關掌握的權限與功能，以及一國的法令如何賦予競爭主管

機關介入其它規範以倡議競爭的活動範圍。 

第四節  有效性評估 

一、有效性評估之要件 

除了競爭倡議的實際執行外，就競爭倡議進行有效性的評估亦有其必要

性，唯有進行有效性的評估，主管機關才得瞭解其所利用的國家資源與人力

是否真有達到競爭倡議的有效執行。除此之外，主管機關亦得檢視其所執行

之政策是否為推廣競爭倡議之最佳方法，以及參考評估結果決定如何分配僅

有的預算與資源、各項提倡競爭倡議活動的期間、媒體曝光效益（media 

exposure）、以及檢討其他就競爭倡議之執行與功能之結果。 

12 同前註，p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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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競爭倡議的有效性評估應就哪些事項進行檢視與評估呢？依據

ICN 各會員所討論之結果，其認為積極的有效行評估應就下列五項事項進行

檢討：
13
 

1. 主管機關的組織結構：競爭倡議主管機關是否得自動執行其政策與

其立法機關是否同意授權息息相關，而競爭倡議是否得順利進行與

成功，亦須視競爭倡議主關機關與其行政部門間之關係為何，意即

行政機關是否授權主管機關得有效獨立作為。 

2. 主管機關是否參與政策決定過程：倘若主管機關得參與政策決定過

程，特別是對於競爭法規體制進行檢討時，那麼競爭倡議便能更有

效的被予以執行。 

3. 競爭倡議的目標：競爭倡議的目標應該明確，且應根據每項活動之

特徵而有所不同。除此之外，亦應就策劃與計畫之執行予以有效管

控。 

4. 傳播政策（Communication Policy）：應鼓勵准許對於競爭法制以

及競爭政策的建議、意見以及專家建言，得以透過報紙與電子媒體

刊登，使主管機關與大眾易於接收與發表訊息。 

5. 建立良好形象：競爭倡議的推動應達到公眾熟悉競爭主管機關之程

度，而主管機關應建立並加強良好之形象。 

6. 除了上述五項積極的有效性評估外，事實上，競爭倡議的有效與否

亦應就其是否存有消極事項加以評估，例如：資源的浪費、相關部

門主關機關是否確實接納意見、競爭倡議是否並非被列為優先參考

政策等。 

二、影響倡議效果之主要因素 

13 同註 1，pp.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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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倡議與意見諮詢時機、倡議意見的強制性，以及倡議與建議

的拘束力程度等三個主要因素，將左右向立法或其他行政機關進行競爭倡議

的效果。 

（1）進行倡議之時機 

關於影響競爭倡議與諮詢的效果上，最重要的因素為競爭主管機關如何

適時地在個別產業規範的形成與制訂程序中，導入競爭倡議。若在政策或草

案擬定之前，即告知競爭主管機關以供其有足夠前置時間來進行影響評估

者，效果自然得以提升。而如果徵詢意見時間過於倉促，那麼競爭倡議之諮

詢意見所能發揮之效果便相對有限。 

其次，在政策與規範制定過程中所導入的競爭倡議諮詢，也會因為不同

時點的引入，而產生不同的影響。如果法令草案尚未完成，那麼競爭倡議導

入規範條文中之可行性較高；若草案已臻完成，並且提交立法機關或呈交行

政機關審議時，那麼其他主管機關通常不願意在草案內容上進行更動。 

而在 ICN會員所提供的研究當中顯示，
14
競爭主管機關參與規範草案的時

點可分為一次性意見提出，或是動態即時諮詢兩種。而競爭主管機關在越早

參與制訂程序，便越能夠協助提升政策與規範中關於競爭政策之考量，蓋競

爭主管機關可以為規範制定者提供評估意見，並針對草案內容提出可能發生

的問題與衝突提出解決方案。例如有超過一半的 ICN 會員國，其競爭主管機

關在其他主管機關法令起草階段，即獲通知參與草案制定過程。
15
 

（2）競爭政策意見徵詢程序之強制力 

國內法是否將競爭諮詢機制定為強制性機制，亦將響競爭主管機關能否

有效扮演競爭倡議機關的角色。約有三分之一以上的 ICN 會員國指出其競爭

主管機關通常都會被其他主管機關要求提供意見。而有些國家則是在競爭法

14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2002）, “Advocacy and competition policy：report 
prepared by the Advocacy Working Group”, pp.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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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或其他法令中規定，在各機關涉及競爭事項之法案公布前，必須先徵詢競

爭主管機關之意見。其他國家則規定競爭主管機關可以依職權或依其它主管

機關的請求參與政策或立法研析委員會。 

（3）諮詢意見之拘束力 

競爭主管機關所提供的意見，對於其他主管機關之拘束力，亦為另一個

影響競爭倡議效果的重要因素。若政策或規範的決定機關依法必須參考競爭

主管機關的意見，那麼該意見對於政策或規範的制定有決定性的影響。反之，

在欠缺拘束力的場合，將可能使得競爭主管機關的競爭倡議功能有限，且可

能因不同部會而有所不同。 

第五節  小結 

競爭倡議與競爭法均屬於整體競爭政策的一環，並具有互補之功能。特別

是對台灣而言，一方面實施競爭法的時間相對較短，他方面過去存在者許多公

營獨占或特許產業等高度人為進入障礙，縱使於晚近已經透過管制革新與自由

化政策解除進入限制，但仍需要透過宣導與教育推廣競爭文化。依據本章分

析，未來台灣推動競爭倡議制度在對象可分為消費者、產業與政府等三個構

面。其中可能又以對於其他主管機關進行之競爭倡議最為關鍵。至於倡議內容

部分，可能分為單純之對話與溝通機制，以及參與政策形成過程兩種。 

這些競爭倡議工作，過去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已有許多經驗，惟目前

多為非制度化之跨部會協調與溝通，其程度與效果往往可能因不同部會之施

政方向、對競爭政策重要性之掌握，甚至不同部會首長之立場與態度，而有

所差異，無法建立共通性、一致性之競爭倡議制度。亦即是，我國所欠缺者，

為競爭倡議之制度化與法制化工作。 

15 同前註，pp.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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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以下各章，將由台灣與美國、澳洲與歐盟等先進國家經驗分析，

以及 ICN與 OECD等國際組織之建議政策取向，探討在我國將競爭倡議制度化

之方向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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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競爭倡議在我國之實踐與個案分析 

第一節  概論 

有關競爭倡議的概念，其實在一般適用公平法時均會觸及，如在特別產

業的管理，由競爭主管機關和業者溝通競爭法的規定，或協助業者以自律方

式維持其產業的公平競爭，均屬競爭倡議的一環。至於競爭機制對本國產業

發展的重要性，視各種產業別而定，例如在具有市場競爭力的產業，對競爭

倡議的需求不高，如高科技業具競爭力，除非在特殊紓困案例（如 2009年討

論 DRAM的產業結構調整案），原則上對此一議題的討論較不具實益；但在一

般市場競爭力不足或產業欠缺競爭的市場，無論從政府產業輔導角度或產業

對競爭本質的掌握上，即有待更多競爭倡議的討論及政策推動。
16
 

競爭主管機關在其他部會所主管的市場，亦可基於競爭法的角度予以強

調，但有時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專業管理的角度介入，並未特別從

競爭法的角度強化，此為值得再予推廣的競爭倡議。舉例而言，競爭主管機

關可以針對房仲業的促銷行為予以關切，宣導預售屋或成屋的不實廣告法令

規定及執法實務，甚至進一步輔導房仲業者公會組織自律性團體，對於房仲

業的廣告自行予以過濾，以避免有不實廣告觸法，此為一般常見的競爭倡議。 

從公平會調查一則「冷氣機不實廣告」的個案，
17
有關冷氣機標示問題，

涉及業者是否遵守，依經濟部標準局的作法，係在政策決定後以決議方式「函

知」公會轉知會員遵守。從日立冷氣被檢舉不實廣告案(公處字 098098)的處

分書顯示，該項標示係由標準局開會決議「揭露資訊」，其後經公平會在處

分個案時加以認定，認為公會決議的內容是對會員有拘束力，但係符合公平

16 參見期末報告意見：競爭機制對本國產業發展的重要性（例如高科技業─具競爭
力，金融業─不具競爭力），確實對政府及產業界推動競爭倡議有關。  

17 此一冷氣機不實廣告案在某些層面言，與競爭倡議有關，本文舉例說明如果在經
濟部標準局事前的協商，即能有公平會介入，較能符合競爭法的理念，可歸納為
機關「事前」的競爭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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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規定。詳言之，經濟部標準局於 97 年 10 月 8 日召開「電機工程國家標

準技術委員會」決議，並於 98年 1月發函：建議以「行政指導」方式告知廠

商、公會及各大賣場，應於變頻式冷氣機本體及相關型錄、宣傳品中完整標

示額定冷氣能力與最大、最小冷氣能力，並採取相關管理措施。 

在此一議題中，標準局基於其職掌，對冷氣機標示的市場層面單純以「標

準技術」為出發點，惟因有業者在廣告中引用標示，引起商品廣告戰，向公

平會檢舉，才由公平會判斷該「函示」在競爭法上意義是否符合公平法規定。 

依 ICN 定義，競爭倡議指「競爭主管機關就經濟活動方面之競爭環境之

推廣，藉由非強制性之手段進行相關之活動與引導，而主要是透過與其他政

府機關之聯繫，以及增進加強公眾對競爭利益意識之提升。」若在此個案，

理想的競爭倡議應發動在先，由競爭主管機關針對市場冷氣機標示與公平交

易法有關者先予表示意見，而非係依檢舉而介入。 

本案據檢舉人指出，日立冷氣的標示有不實廣告之嫌，但經相對人舉證，

其係依標準局的政策而標示，公平會進一步審查該標準局決議，認定係符合

公平法的規定，並在處分書明文揭示。如依 ICN 定義，透過與其他政府部門

的聯繫，對競爭環境之推廣，增強公眾對競爭利益意識之提升，若在冷氣機

的標示，亦能在事前有此一聯繫，而非僅為被動對於與市場標示有關者加以

認定，即在標準局決議討論中，公平會即參與，並提供競爭法執行的意見，

則相信更有競爭政策上的主動性。 

其次，競爭文化是關於市場競爭的一系列觀念、商業規則與法律制度等

之總稱，在季節性的冷氣機廣告大戰的個案（日立冷氣與大金冷氣在廣告中

均號稱第一，均被公平會處分違反不實廣告案），亦可推動市場的競爭文化，

避免有劣質的廣告戰進行不公平競爭。一般認為，競爭文化是研究市場現象、

市場規則與競爭法則、市場發展、壟斷與反壟斷的文化。亦即競爭文化是市

場競爭及其相關法制與活動等所建立結合而成之文化。在競爭激烈的事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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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動競爭文化，避免因廣告大戰而兩敗俱傷，也是推動競爭倡議可達到

的作用。 

至於在經濟發展特殊的階段，例如金融海嘯發生後，政府對於產業的紓

困，一般會定義在輔導政策，不過輔導產業安然度過危機，僅是消極面措施，

積極面而言，應如何透過產業的紓困進而達成該產業應有的競爭政策，亦可

列入各國尋思競爭倡議的方向。舉能源競爭政策為例，在 2008年的金融海嘯

中，各國政府為了因應其所帶來的衝擊，多採取鼓勵或主動參與企業併購，

主導市場，減少對競爭管制，以求度過金融危機。其實此一作法卻和市場競

爭法則是略有背道而馳，政府採取如此的政策有其現實面的考慮，短期內競

爭政策的退讓有其合理性，因競爭政策目的在增進市場資源配置效率及社會

福利，暫時性退讓可以符合競爭政策目的性，然而，重要的是，在退讓之後，

競爭政策要如何因應後金融海嘯的時期，尤其在能源市場更受重視。
18
 

美國國會在 2007 年通過「能源獨立及安全法案」（Energy Independent 

and Security Act），之後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在 2009年 8月 6日通過「禁

止 能 源 市 場 操 作 行 為 規 定 」 （ Rule Prohibits Petroleum Market 

Manipulation），禁止任何人從事任何操縱價格或發佈不實、遺漏訊息影響市

場價格的行為。此舉係由競爭主管機關發動，主要因為在能源、原物料等市場，

價格如有大幅波動，與投機行為有關。而美國的競爭政策能兼及在不景氣時的

倡議，嚴格禁止投機行為，並希望任何人在公布價格資料時，能夠基於事實及

透明，此種作法甚值參考。亦即在後金融海嘯時期，能源市場價格可能不能全

部反映在市場供需，管制投機行為時即應設計一套更新的方式，抑制市場不當

的操作，並且能源主管機關和競爭主管機關可進行合作，使能源市場更具競爭

力，屬於減緩在金融海嘯時期競爭政策暫時退讓的作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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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對行政機關之經驗倡議經驗 

本研究透過個案分析法，探討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過去進行競爭倡議工

作之取向，方式與經驗。公平交易委員會之競爭倡議經驗，就個案言，最重

要係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行政協調」，例如包括與經濟部、財政部、新

聞局、農委會、衛生署、法務部、公共工程會、內政部及金管會的各種協調

結論。
19
 

例如在 2009年與金管會的行政協調
20
，就不實標示與廣告案件部分，原

則上先由金管會依法處理，若法規有所不及才由公平會依公平法處理；公平

會在調查事業資金流向必須向金融機構調取資料時，由公平會以個案的方式

向金管會核轉給金融機構配合；而金管會之職掌如牽涉公平法之部分，應依

照公平交易法之精神，於個案發生時與公平會知會並溝通意見。 

除了個案的行政協調與競爭倡議有關外，在立法協調上，亦產生不同主

管機關間，對其主管事務與競爭法管理應如何分工，而有規範競合問題，例

如公平法第二十條仿冒表徵與商標法的競合，素來為公平法和商標法討論的

重要議題，究竟除了公平交易委員會外，智慧財產局如何執法與進行分工，

亦值討論，參見本文後述。 

依公平會目前法規，對於重要產業，如四Ｃ事業、能源事業、不動產經

紀業、金融事業、流通事業、機車事業、航空運輸事業等亦以「規範說明」

或「處理原則」方式，進行倡議。 

於消費者的倡議，除了一般例行的宣導外，對於與消費者個別權益攸關

18 以下資料，參見梁國源、曾明煙、顏承暉，金融海嘯下油價波動之競爭政策意涵，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第 1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2009 年 12 月
1 日，頁 18。  

19 但公平會與若干部會的協調結論有的時間甚早，是否符合目前業務情況，或有無
業務主管項目轉移等情況，例如新聞局主管廣播電視業務移轉至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亦有待陸續展開行政協調。  

20 參見公平會 98 年 9 月 2 日第 930 次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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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如不實廣告、瘦身美容案件，歸納出過去常見的違法類型，以「處

理原則」方式，提醒消費者注意，並具有執法參考標準之作用。 

至於公協會的倡議，重點在於輔導業者進行「行業自律」，例如不動產

仲介業者、多層次傳銷業者及加盟業者的行業自律，以達成行業別競爭文化

之特色，亦值得努力。 

至於公平交易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本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職

掌者，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亦涉及公平會與其

他部會的協商關係。雖有謂本法既有此一條文規定，如何去運作競爭倡議，

並達成政策效果，仍有待各行政機關之配合。
21
 

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公平法與其他法律競合適用之情形，涉及競爭主管

機關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競爭之行為」、「不牴觸公平法立法意旨」

及「何者法律優先適用」等問題，如果能釐清公平會與其他目的主管機關之

適用法律，亦可達到競爭倡議之目的。 

一、對行政部門關於執行競爭法之協調經驗 

公平會目前對其他行政部門之倡議，包括個案和通案，所謂個案是指在

調查個案中，發現適用其他法規，而移請其他部會處理。舉例而言，在個案

調查中，除了對違反公平法部分處分外，與其他部會權責有關者，公平會亦

移請其他部會辦理，在關於南灣企管顧問有限公司被檢舉於招募加盟過程

中，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規定案，特以此一個案加以說明各機關的協調情形。

依公平會決議： 

21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指出，有關行政協調，應該找出病徵以及還有哪裡需要改善，
何處需要擴大者，誠屬的論，但亦有待公平會與各行政機關之個別協調檢討績效
才加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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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照案通過，即被檢舉人南灣企管顧問有限公司於廣告上刊載「美國加

州第一名中醫大學在台辦事處開放加盟」、「每月收入可賺約 70 萬

元以上」、「美國中美教育集團」、「大陸簽證成功率 90%以上」等，

就服務內容及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二十一條第三項準用第一項規定，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命其

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述違法行為，併處新臺幣 40

萬元罰鍰。  

2. 關於系爭廣告刊載「可同時經營台灣及大陸」及招攬中國大陸學生赴

美就讀或工作，涉及「在大陸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及

「大陸地區物品勞務服務在臺灣地區從事廣告活動管理辦法」規定，

移請經濟部依職權卓處。 

3. 關於系爭廣告刊載「招募台灣學生就讀，用中文唸書，考取美國中醫

執照，畢業後月薪 15 萬，讀書期間可診所工作，月薪 7 萬」乙節，

涉及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移請內政部依職權卓處。
22
 

其中第二和第三項所適用法律為兩岸條例授權訂定的法規命令及入出國

及移民法，公平會即移請經濟部及內政部處理。 

所謂通案，最為顯著者為推動行政協調的窗口，主動、不定期與其他部

門展開對於競爭法的執行分工。以下針對公平會與經濟部、財政部、新聞局、

農委會、法務部、衛生署與內政部等主要中央機關部會，針對特定案件執行

公平法之協調結論要件加以歸納。 

（一）與經濟部關於執行競爭法之協調 

公平會與經濟部針對處理未公開發行公司合併之案件、不實標示與廣告

案件以及仿冒商標與專利案件之分工上進行協調，並於 91年 2月達成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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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未公開發行公司合併之案件部分，其主要內容為當廠商依據「促進產

業升級條例」進行專案合併時，將由公平會主管申報事項，而經濟部應配合

修正對外宣導資料以及公開股份有限公司合併設立登記案件檢查表、有限公

司增資、存續合併變更登記案件檢查表等資訊。 

對於不實標示與廣告案件之分工部分，一般商品標示不實、引人錯誤，

原則上由經濟部主管，如有特別規定，則移送該主管機關（如食品衛生管理

法）。但如目的在從事不公平競爭之案件，可於會商經濟部後，依公平法第

四十一條規定辦理。又除服務業由公平會主管外，一般商品與服務業之廣告，

公平會受理後依照公平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辦理。最後各機關處理後，應將結

果副之對方。 

在仿冒商標與專利案件部分，結論為除未註冊之商標、無專利之物，由

公平會處理外，其餘由經濟部禁仿小組處理，但如仿冒者有多次仿冒之紀錄，

或仿冒行為有損國家形象，公平會可依公平法第四十一條規定處理，且在禁

仿小組認為案件惡性重大需及時處理，且以構成公平法第二十條之規定時，

亦得將案件移送檢查機關與公平會。 

（二）與財政部關於執行競爭法協調 

公平會與財政部對於不實標示與廣告案件、公開發行公司合併處理程序

以及金融事業合併案之處理等三種案件類型進行協商，並於 91年 1月達成結

論。首先在不實標示與廣告案件部分，證券商如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

告，由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現為金管會證期局）依證券交易法處

理，如未有規範，由公平交易委員會依公平法處理；而未依法取得會計師資

格而刊登廣告，使人誤認有會計師資格案件，則由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

員會（現為金管會證期局）處理。 

22 參見 98 年 5 月 27 日第 916 次委員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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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關於公開發行公司合併案件於程序上之配合事項上，財政部證券暨期

貨管理委員會（現為金管會證期局）就其掌握有關公平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

三、四款取得公開發行公司股份十分之一以上，受讓或承租全部或主要部分

營業或財產，經常共同經營或委託經營等資料，應提供公平會。最後有關金

融事業機構合併案件於程序上之配合事項部分，財政部金融局（現為金管會

銀行局）同意受理金融事業合併之申請書或過程中提醒合併之機構，有符合

公平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至三款情事者，應向公平會申報。而公平會調查

必要時，以個案方式向財政部（現為金管會）函請金融機構配合取得事業資

金流程。財政部金融局（現為金管會銀行局）執掌業務可能涉及公平交易法

之部分，由金融局（現為銀行局）依照公平法之精神再做檢討，並在個案發

生時知會公平交易委員會溝通意見。 

（三）與新聞局關於執行競爭法協調 

公平會與新聞局對於廣告內容之管轄事宜，於公平法實施初期（81 年 1

月）便達成結論，並分別分為「未經新聞局審查許可」與「經新聞局許可」

二種類型，分別訂出處理原則。對於前者類型而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者，除由新聞局依廣播電視法處罰廣播、電視事業外，由公平會依公平法處

罰廣告主。對於「經新聞局審查許可者」，若內容符合原送審廣告，則由新

聞局處理之；若不符原內容者，則比照未送審廣告之方式處理。 

隨後，公平會與新聞局復於民國 84年 3月針對「經審查許可之廣告不公

平競爭」之案件，達成由公平會依法調查，並通知新聞局。經新聞局決議違

反公平法規定者，公平會基於尊重新聞局審查許可，廣播電視法與公平法之

競合、一事不二罰之理由，不予處分，由新聞局依法處理。然而經審查許可

的廣告，如以平面方式刊登而該平面違反公平法規定，公平會則可逕予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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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副知新聞局。
23
 

（四）與農委會關於執行競爭法之協調結論 

公平會與農委會於 81年 9月所達成之處理原則包含：（1）特別法優先；

（2）從重處斷；（3）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公平會以及（4）介入保留之原

則。在此原則下，包括銷售種苗之標示不實、農藥之標示與廣告、肥料之標

示與廣告、乳品汁標示與廣告、飼料之廣告與標示、牧場業務及產品種類之

廣告與標示、動物用藥品之廣告與標示、獸醫師對其業務登載散布虛偽之廣

告以及農產品之標示與廣告部分，原則上均由農委會依據特別法優先處理，

特別法無規定者方由公平會處理。特別法有規定但較具特殊性，亦可同時副

知公平會，由公平會斟酌處理。 

（五）與衛生署關於執行競爭法協調 

公平會與衛生署之協調結論（81年 3月）亦基於特別法優先之原則，衛

生署主管之食品衛生管理法、藥事法、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優先適用，如有

規範不足才由公平會處理。在考量廣告週期部分，由雙方密切聯繫，處於對

方權責者，儘速移送對方。此外，公平會與衛生署復於 88年 5月針對「瘦身

美容申訴案」，決定由衛生署與公平會通力合作，先由衛生署受理判定，如

屬衛生主管法令規範者，由衛生署逕行處理；非屬衛生主管法令，請衛生署

表示非涉療效，並就申訴案件是否誇大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提供專業鑑

定意見後，移送公平會處理。 

（六）與法務部關於執行競爭法協調 

公平會與法務部於 86年 3月針對以下事項達成協調決議： 

1. 檢察機關應配合事項： 

23 惟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成立後，原新聞局主管業務移由 NCC 主管，
兩會亦有必要進行後續行政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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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辦理人民檢舉違反公平法案件，如違反行政規定，在不起訴處分

後，應檢附處分書送公平交易委員會。而檢察官辦理人民檢舉違反公平法案

件，其犯罪之成立以公平會之行政處理為前提者，應先向公平會查詢處理情

形。 

其次，檢察官辦理人民檢舉違反公平法案件，犯罪成立不以公平會之行

政處理要件者，對有關公平法規定之經濟概念、名詞應儘量徵詢公平會之意

見，且儘可能主動與公平會聯繫，請公平會採取必要之行政處分措施。又檢

察官辦理違反公平法案件，如公平會曾依該法第四十一條為行政處理且該違

法事業已依公平會之命令停止或改正者，檢察官宜儘量依法予以職權不起訴

之處分。檢察官辦理違反公平法案件，因向公平會查詢意見，致超越辦案期

限時，得簽請將該案視為不遲延。最後，檢察官辦理違反公平法案件，應儘

量函請公平會提供書面意見，避免傳喚該會人員到庭說明。 

2. 公平會應配合之事項 

公平會受理違反公平法案件，犯罪成立以行政處理為要件者，函送檢察

官時，對行政處理情形，應明確說明，並提供具體證據與意見。對於公平會

所受理違反公平法之案件，其犯罪成立不以行政處理為要件者，如公平會已

依公平法第四十一條程序為行政處理且該事業已停止或改正者，公平會得請

求檢察官儘量依法予以職權不起訴之處分。而公平會對各地檢察署之書面查

詢，不論有無結論，儘量在一個月內答覆。法務部並請公平會指派一人參加

高檢署偵查經濟犯罪中心諮詢協調委員會為委員以加強聯繫。最後，公平會

對於各地檢察署現已偵辦之違反公平法之案件，經承辦檢察官主動聯繫後，

如認情節嚴重，應儘速處理，並採取必要之行政處分。 

（七）與內政部關於執行競爭法協調 

公平會曾多次與內政部針對競爭案件進行協調。首先於93年5月針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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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經紀業者收取差價行為案件」，達成由內政部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處理，而如有影響市場交易秩序及公共利益之情形，由公平交易委員會依公

平法處理之結論。於 93年 4月對於處理「不實移民業務廣告案件」之處理，

決議涉及移民業務不實廣告之檢舉案件，先由內政部依法處理，如有非屬入

出國及移民法相關法令規範者，由公平交易委員會依公平交易法處理。 

兩部會復於 97年 9月，針對處理「不動產經紀業者不實廣告案件」，達

成以下共識： 

（1）由內政部依照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處理，不屬於該條例之部分由

公平會處理。 

（2）廣告內容涉及事業服務品質、企業形象、行銷策略等，或其他足以

嚴重影響市場交易秩序及公共利益，由公平會處理。 

（3）未標明加盟經營字樣者，由內政部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處理。 

（4）建商委託不動產經紀業從事銷售行為之不實廣告，依個案具體情

形，倘得認建商與不動產經紀業者俱為廣告主時，由公平會依公平

法處理。 

（5）其他不動產經紀業所為不實廣告案件，無法劃分業務管轄，由內政

部與公平會協調處。 

（八）與金管會處理金融業涉及不當行銷結構型金融商品案件之協調結論 

公平會與金管會的行政協調，在個案方面，於 97年 9月，曾針對「金融

業涉及不當行銷結構型金融商品案件」之處理方式達成協議。依據該協議，

公平會於 97年 8月 5日前受理之案件，如該案件已向金管會檢舉並處理完畢

者，由公平會結案，其餘由公平會移轉金管會處理，並函知檢舉人。對於 97

年 8 月 5 日起受理之案件部分，其涉及不實廣告者，先由金管會依相關法規

（如信託法、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及保險法）處理後，如有涉及違反公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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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平會處理。若屬於涉及不當行銷之案件部分，則先由金管會依相關法規

處理，如有涉及違反公平法，由公平會處理。 

在通案方面，98 年 9 月公平會與金管會達成協調結論，其重點包括：
24

（一）不實標示與廣告；（二）金融機構結合案件等，其中最具有意義者與

競爭倡議有關，值得注意後續兩會的行政協與配合。即兩行政機關之配合，

「金管員會職掌業務可能涉及公平交易法部分，金管會同意配合公平交易法

之立法精神，並於個案發生時相互知會並溝通意見。」亦即在若干金融市場

管理法令，屬於金管會職掌，但與競爭法有關，例如金融機構的不當促銷、

金控公司的交叉行銷等，在此一協調結論之下，金管會同意配合公平會，在

符合公平法的精神下進行管理，或在個案如有關不當促銷或交叉行為案，可

能違反公平法者（如第十九條各款，或第二十四條），由金管會和公平會相

互知會並溝通意見。 

綜上分析，公平會目前與多個部會均有進行行政協調，亦達成若干結論，

據此亦可謂其他部會並非完全不理競爭倡議，仍是有某些部會是有實施競爭

倡議，亦顯示此一議題仍有多予強化行政協調之處。
25
 

二、對特定產業關於落實競爭政策之競爭倡議 

除以上關於公平會與其他產業主管機關針對競爭法之執行所進行之分工

協調經驗外，公平會亦對於有線電視、電信與四 C 產業（電信、有線電視、

電腦網路、電子商務）等特定產業關於競爭政策之落實，提出規範立場說明，

同時對主管機關提出不具拘束力之競爭倡議。例如在公平會「對於四 C 事業

24 該兩會最新之行政協調共四點，98 年 9 月 2 日第 930 次委員會議通過，98 年 9
月 3 日公壹字第 0980008551 號函分行。  

25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有建議，對其他行政機關的競爭倡議，可以再區分「願意理會」
與「不願理會」者，但因本研究並未針對此一部分的績效加以評估，相關分析暫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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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中，
26
除說明四 C產業進行跨業經營時可能涉及之

公平法問題類型外，公平會亦於該規範說明中之「一般管制原則」中，針對

以下事項建議四 C 事業主管機關於規劃相關產業政策及執行管制措施時加以

考量： 

1. 市場機制優先：原則上信賴競爭機能的運作，僅在市場失靈、消費者

權益受損及防止既有業者濫用市場地位之情形下，始予以介入管制。 

2. 符合目的性與比例性：管制的介入必須有助於政策目標的達成，且不

超出達成政策目標的必要程度；當政策目標可藉市場競爭方式達成

時，即應去除不必要的管制。 

3. 科技中立：在當前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時代，應避免強制產業使用某

一特定技術，同時也不對不同之技術作差別之待遇。惟有必要對技術

與介面予以標準化之考量時，則不在此限。 

4. 區隔平台管制與內容管制：因應四 C事業匯流之趨勢，未來對於「技

術平台」的管制，應採「水平取向」的一致性原則，亦即原本隸屬不

同產業但提供相同服務的技術平台，均應適用一致性的管制措施。相

對地，有關「內容提供」的管制，則應按其提供內容之性質，分別適

用不同內容相關法規之管制措施。 

此外，公平會在「對於有線電視相關事業之規範說明」中，
27
亦針對經營

區內業者家數之核定此一屬其他主管機關管轄之事項，建請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處理有線電視相關案件時，倘非基於地域偏遠等現實因素，仍應儘可能維

持一區兩家以上業者經營，避免造成區域內獨家經營。 

有關四Ｃ案例的參考，近年來在數位匯流發展中亦引起諸多討論，例如

26 94.2.24 公法字第 0940001278 號令發布，94.8.26.公法字第 0940006964 號令發布
修正第 8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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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公開播送和公開傳輸、ＭＯＤ合法化及有線電視的頻道授權等，有謂若

干通訊傳播電信法令可能對數位匯流發展形成障礙，公平會亦有若干競爭倡

議作法，例如採取「事前研析」，並對研析成果「公開討論」，「主動邀集」

主管機關ＮＣＣ等進行協商，最後「協調結論」，找出有助於市場競爭的政

策措施。
28
 

至於油品市場攸關競爭政策，在進行油品自由化過程中，亦值檢討競爭

倡議問題。汽油在國內屬於必須要仰賴進口的民生必需品，油品也是其他物

資的重要成分，進口成本一有變動馬上反應在價格上，國內對油價的波動敏

感，而且也一向對如何計算油價的公式機制產生疑問。
29
影響油價因素甚多，

如國際原油價格、油品市場結構、政府對油品市場管制等，在原有的油品計

價公式廢除後，改採「浮動油價機制」，據研究，反而得到的價格卻比之前

價格還貴，有謂如此一來，應只有石油公司獲利，對終端使用的消費者不利。

尤其我國石油市屬寡占市場，若政府未採取必要措施促進市場競爭，則很有

可能市場所反映出來的價格並不十分合理。在競爭倡議的各階段，有建議公

平會應可介入油品價格訂定的決策過程，並盡可能排除政府其他部門不當的

介入，尤其拒絕讓政治目的影響價格，利用政策宣示不會不當干預油品市場，

一方面也可消除想進入市場的國外石油公司的疑慮，引入更多競爭者，以活

絡僵化的油品市場。 

三、小結 

以上所分析之案例，部分屬於公平會與其他主管機關對於執行公平法所

展開之行政協調。但為釐清管轄權責，在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必須先針對公平

法相關規定與精神，與相關特別法之規定進行討論，以確定公平法與特別法

27 96.9.11 公壹字第 0960007615 號令發布。  
28 參見期末報告審查意見提供意見。  
29 相關討論，參見李秉正，我國油價設定影響因素之研究，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第 1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2009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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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互動與競合關係，故亦可達到透過「非強制性之手段」，進行相關之

活動與引導，加強其他部會對競爭意識之提升之效果，而屬於競爭倡議之一

環。至於公平會針對特定行業，依據整體競爭政策所提出之管制原則建議，

更屬於典型的競爭倡議之推動。對特定產業的競爭倡議，最困難的地方就在

於到底那些產業應當列入管制，那些產業不需要列入管制。此亦為競爭倡議

在發動時最難以抉擇之處。
30
 

第三節  對產業與消費者之競爭倡議經驗 

一、對產業之競爭倡議 

公平會對產業之競爭倡議，介入之場合包括一般的產業市場競爭和特殊

的產業市場競爭，所謂一般的產業市場競爭，如新興產業市場發展，業者對

於公平法的認識較為粗淺，或其交易型態是否符合公平法比較生疏，基於政

策聲明的立場，對於事業進行市場有關的規範說明，例如對四Ｃ事業、電信

事業、電子市集等規範說明。亦有因產業型態特殊，如有線電視原劃分「一

區五家」，在 88年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取消同一經營區域以五家經營為限，

並開放電信與有線電視互跨經營、開放外資及開放重新申請等規定，即涉及

公平會對有線電視產業市場的競爭規範說明，實者也為一種競爭倡議。 

還有一種特殊型態的產業市場，對既有產業與新進產業的競爭，如能源

事業的競爭倡議，則涉及油品市場自由化的各階段，競爭法如何適用。其他

的提出規範說明的產業，包括不動產經紀業、金融事業、流通事業、機車事

業、航空運輸事業等，亦以「規範說明」或「處理原則」方式，進行競爭倡

議。就產業部分言，困難點亦在那些產業屬於市場管制範圍，那些產業屬於

市場自由競爭，動用競爭倡議的強調之點亦有不同。 

30 實者在台灣特殊的產業市場及發展型態，有關若干產業的競爭或管制，如有線電
視、天然氣等，亦值得討論競爭主管機關和產業間的競爭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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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消費者之競爭倡議 

對於消費者的倡議，重點應在於消費者對於公平交易法的了解，及公平

法與消費者保護法的啟動機制，由於公平法第一條對「保護消費者利益」亦

列入立法目的，第二十四條對於「欺罔或顯失公平」的實務上的運用，亦多

涉及消費者的保護，因此凡對於民眾宣導有關公平法的規定，如何避免不公

平競爭等議題，可列為對消費者的競爭倡議。 

以近年來公平會每月均公布不實廣告之案件，並在適度機會提醒消費者

有關不實廣告之案件類型，亦可屬於對消費者有關公平法之宣導。 

三、對公協會團體之競爭倡議 

公協會團體另有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惟涉及公協會決議對於會員的拘

束力，若有透過公協會而達成業者間違反公平法之行為，亦為公平會取締對

象，故在競爭倡議的面向，對公協會團體也應列為重要的宣導對象。過去經

公平會輔導在公協會團體間所建立的「自律規範」，也達成其階段性目標，

可列為重要的競爭倡議。 

推動自律規範除了是公協會團體的任務外，競爭主管機關亦可由競爭倡

議達到協助輔導業者建立自律規範，以避免劣質競爭。 

一般業者間的自律規範和傳統由主管機關發動的指揮控制不同，自律規

範的形式更具彈性，依照公會的自律規範，對會員有拘束力，所達到的管制

成本比傳統指揮式的政府管制低，故專業服務業的產業公會可能比政府更勝

任可訂定自律規範的標準，透過業者間的自律規範協議，亦可達到更有利於

市場的競爭，不致於違法，同時可促進創新與提高營利。
31
 

建立自律規範的優勢，包括： 

31 資料係參考競爭評估工具書，版本 1.0，OECD，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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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更合作的方式進行管制。因為有極具聲望的產業公會積極參與管制

制度的訂定程序，提高管制可信度與效用。同時亦有助於制度的自律

遵守程度。 

2. 讓產業或其他有興趣的主導事業參與管制過程。例如參與監督與執行

管制制度的程序，可達事半功倍的效果。 

3. 於管制制度過程中廣泛運用業界人士的特定專業知識，使管制制度更

能達到政策目標，縮小政府管制程度。 

但在自律規範之制度下，亦有競爭之問題存在，原因在於透過事業體之

「聯合行為」以達成產品設計或安全標準等共識，但亦可能產生許多相關的

策略問題，最常見的就是價格、產量、投資資本、市場占有率。其可能產生

的競爭問題並非是更激烈的市場競爭，而是可能造成市場獨占壟斷等現象，

其缺點如下： 

1. 可能帶動價格合作。 

2. 供應商的新進市場會受聯合行為之阻礙。 

3. 服務性質與範圍方面的聯合行為協議對消費者不利。 

4. 可能不會促使事業進一步研發投資、創新，易利用自律協議達到減產

效果。 

原則上自律規範的競爭問題，在競爭者較少之市場較易存在，但在大量

競爭者的市場亦可能出現問題，例如產業公會設置「進入門檻」以保護自身

利潤，故市場大小並非是自律規範競爭問題的原因。另外針對自律規範的重

要議題是制定標準，標準是否為強制性，關乎是否產生競爭問題，如果制定

之規範以強制之手段來執行其訂定之標準，則很有可能將會成立限制競爭行

為，因此，在制定產業自律規範時應儘量避免使用「強制性手段」來達成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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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公平會過去推動業者自律，輔導公協會團體利用協議方式，使業界

交易行為符合競爭法規範。為避免公協會利用「協議」拘束會員致生違反公

平法的交易行為（第十四條原則禁止聯合行為），公平會對於同業公會的規

範說明，其重點歸納如下表 3-1： 

表 3-1  同業公會規範說明重點 

競爭 

問題 
規範說明內容 

公會是否

適用公平

法 

同業公會係屬公平法第二條所稱之「事業」，與公司行號等同受規範。

有鑑於係同業公會係以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益及促進社會、經濟

建設為宗旨而成立之組織，其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之適用關係頗為各界所

關注。 

同業公會

可能牴觸

公平交易

法 

一、同業公會可能牴觸公平交易法之行為︰ 

(一) 限制事業進出特定市場。 

(二) 以下列行為限制特定市場競爭，致妨害市場功能者︰ 

1. 限制商品或服務之種類、規格或型式： 

(1)於會員間劃分製造商品或銷售服務之種類、規格，以使其協同規範製

造之商品或銷售之服務，或建立起事業之獨占力。 

(2)以拒絕許可之方式限制新商品之運送或對新商品銷售時間設限。 

2. 限制商品產能或服務規模擴充之行為：公會可能藉由限制會員設

備之重置或擴充及機器設置之行為來限制商品之產能，另外亦可能經由

限制廣告、技術引進、研發，或營業之據點、內容及方式來控制商品產

能及服務規模之擴充，而妨礙市場競爭功能。 

3. 限制商品製造、運送或銷售之行為及限制勞務提供之行為，上述

限制可能經由量的控制例如以配額、產銷數量上下限、存貨量、生產時

間、原料購買等方式加以限制。另外，除量之限制外，亦可能為質的控

制，例如對商品製造、銷售或服務提供之水準予以約制。茲列舉以往國

內公會較常見之相關行為說明如下： 

(1)公會協商同業集體減產。例如部分公會曾涉及協議減產，並由公會分

配，限制各會員廠之發貨數量。 

(2)公會限制發貨行為：國內部分公會曾涉及協議減產，並由公會分配，

限制各會員廠之發貨數量。 

(3)公會成立聯合社統一採購行為：部分同業公會藉聯合社方式大量採購

商品協議售價及約定其他事業活動。 

4. 有關會員銷售商品之價格或服務報酬之協議、訂定、公告、維持

或變更。 

5. .限制商品或服務之交易地區或交易對象之行為： 

(1)以劃分或協同規範之方式限制會員之交易地區或交易對象。 

(2)約制會員接受訂單之行為或方式，或投標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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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 

問題 
規範說明內容 

(3)無具體或合理標準，以對會員區分等級之方式限制會員之交易對象。 

6. 共同決定商品銷售條件、服務條件或其他有關交易支付條件：例

如同業公會統一制定標準契約條款，或相互約束收費方式、服務方法、

付款期間、付款條件、交貨地點、方法、售後服務之期間、內容及方法

之統一約定，亦可能涉及公平交易法之有關規定。 

(三)以不當之交易限制或不公平交易之方法為內容訂立國際協定或契

約。 

(四)使所屬會員為差別待遇或其他不公平之交易行為。 

(五)其他有關不當之共同行為限制特定市場之營業競爭。 

 

二、公平交易法之豁免︰依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之規定申請許可之行

為。 

 

三、同業公會行為若未涉及上開「可能牴觸公平交易法之行為」，符合

商業團體法及工業團體法等相關規定，應無牴觸公平交易法之規定，茲

列舉如次︰ 

(一)蒐集產業資料供會員參考，例如海外市場及國內外經濟趨勢等資料。 

(二)研發推廣或指導會員有關經營管理之技巧，並提供教育及訓練。 

 

四、同業公會之自律公約如涉及公平交易法之聯合行為規定，仍須向公

平交易委員會申請解釋或許可，茲舉例如次： 

(一)為提高經營效率及便利消費者之選購，建立一套非強制性之規格或

品質之自我規範標準。 

(二)為避免不公平競爭行為，例如過度贈獎或贈品、誇大不實廣告等，

建立一非強制性之合理自律規範。 

(三)前述第二項所稱之行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上分析，公協會團體透過協議方式拘束會員，可能違反公平法，處罰

對象即為同業公會，故在公平會對於同業公會之規範說明第五點亦指出，建

立「自我規範標準」或「合理自律規範」亦屬同業公會之權限發動，但亦應

在不違反聯合行為規定範圍內。 

四、對公平法第四十六條之適用 

公平法第四十六條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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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
32
本條涉及

公平法與其他法律競合適用之情形，如果優先適用者為公平法，則符合市場

競爭精神，亦可促進競爭文化的提升。若一旦優先適用者為其他法律之規定，

而該法律的主管機關對於市場競爭的本質及競爭法對事業的影響，有未能掌

握之處，亦會影響市場的競爭環境，故公平會與其他部會在選擇適用法律時，

亦可啟動競爭倡議。 

一般認為第四十六條具有「經濟基本法」之位階，在涉及競爭行為時，

公平交易委員會應具有主導之地位，有關是否牴觸公平交易法之意旨，競爭

主管機有有解釋權；若其他機關對競爭事項另有法律規定者，基於尊重其他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理權限，於不牴觸公平交易法之範圍內尊重之，並可主

動與其他部會商同辦理之（第九條第二項）。 

舉例而言，在公平交易法與智慧財產權法產生競合時，應如何處理，
33
依

第四十六條之適用流程，視其是否為「關於競爭行為」，若其他法律之規定，

屬於產業政策或管理之問題，則無本條之適用；在公平交易法與其他法律均

屬關於競爭之行為，再比較兩者之「立法意旨」，如果其他法律的立法意旨，

有違反公平交易法者，亦無本條之適用；如果其他法律的立法意旨不牴觸公

平交易法立法意旨，
34
則「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如果其他法律的立

32 本條之體系解釋，雖規定於第七章附則，實者具有總則之位階。依修正立法理由
謂「擴大本法之適用並確定競爭政策優於其他政策」，參見立法院公報，88 卷 6
期，88 年 1 月 20 日 856 頁。修正前第四十六條為「排除條款」，即不適用公平交
易法之情形，第一項規定「事業依照其他法律規定之行為」（公平會並曾推動「四
六一專案」加以檢討），第二項規定「公營事業、公用事業及交通運輸事業，經
行政院許可之行為，於本法公布後五年」（即「四六二專案」），均屬於不適用
公平交易法之行為。修正前公平交易法有特殊的時空產業政策之因素，故有排除
競爭法適用之行為，但隨著經濟自由化，產業結構不再倚重公營事業等，修正後
該條規定，可確定公平交易法屬於經濟基本法之位階。  

33 除第四十六條外，尚有第四十五條之適用順序問題，與本文題旨無關，暫略。  
34 公平交易法第一條規定立法意旨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
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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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旨有牴觸公平交易法立法意旨者，則公平交易法之規定優先適用。
35
 

舉例而言，專利法賦予專利權人有製造、銷售、販賣、使用，為銷售使

用目的而進口的權利（專利法第五十六條），具有法定獨占性質，但在市場

交易行為，仍不得有不公競爭情事，專利法規定授權契約約定，致生不公平

競爭者，其約定無效。
36
即「專利權授權交易」不得有不公平競爭行為，在專

利法與公平交易法均有規定，產生競合時，公平交易法第四十六條之適用可

為如下推論： 

1. 專利授權契約屬於競爭有關行為； 

2. 專利法與公平交易法均有規定； 

3. 專利法的立法意旨，是防止授權契約有不當限制； 

4. 防止契約不當限制，不牴觸公平交易法立法意旨； 

5. 專利授權契約致生不公平競爭者，約定無效，可優先適用專利法； 

6. 專利法所未規定的其他不當限制行為，則有公平交易法適用。
37
 

總之，公平交易法與智慧財產權法競合時，如公平交易法相對於智慧財

產權法為特別規定時，公平交易法優先適用；如智慧財產權法亦規定「事業

35 公平交易委員會在判斷法律競合之適用時，曾訂定「公平交易法第四十六條之適
用流程」可資參考。其中為尊重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執行上可從寛，例如
有建議「有關事業依據其他法律而為之行為，經認定其係違反公平交易法時，倘
該事業主管機關之執法態度十分明確，而尚未與該主管機關就數個法律間之適用
方向達成共識，或尚無機會對事業就公平交易法與其主管機關之相關法令間之競
合為適當之教示之情形下，公平交易委員會似可斟酌情節，對初犯之事業僅限期
命其停止或除去違法狀態，而不處以行政罰鍰；如再犯時，始依一般處罰標準予
以裁罰。」但應再強調者，公平交易委員會應儘速與該事業之目的主管機關進行
協商，以取得共識。  

36 專利法第六十條規定契約無效的情況，有二：一、禁止或限制受讓人使用某項物
品或非出讓人、授權人所供給之方法者。二、要求受讓人向出讓人購取未受專利
保護之出品或原料者。有認為這些不當的限制，本質上屬於交易的行為，理應由
公平交易法來規範，不宜在專利法上規定。參見鄭中人：專利法逐條釋論，172
頁，2002 年，五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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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競爭之行為」，為尊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限，及該主管機關對其主管

法律之解釋權，可優先適用智慧財產權法之規定，但其不得有牴觸公平交易

法立法意旨之範圍。
38
 

最近有一則案例，有關醫師法對於醫療市場的競爭規範，是否符合公平

法立法意旨，亦值加以討論。在有關榮生醫院來函表示現行醫師法第八條之

二及同法施行細則第四條規定，限制醫師在他地執業，似有違反執業公平競

爭精神及社會正義，請公平會提供合理解釋案，依公平會決議(二)：有關醫

師法第八條之二及同法施行細則第四條規定，將醫師得登記執業之醫療機構

限於一處，已造成「市場劃分」而影響公平競爭之效果，且似有子法逾越母

法之情事；另復參酌美、日、德等國相關立法例，尚無該等限制規定，因此，

將前開意見函請衛生署作為日後修訂該等限制規定之參考。
39
 

亦即公平會適度表達醫師法似有違反競爭立法意旨，建議衛生署修法。

此舉可歸納為由公平會主動向其他部會提出競爭倡議，有關醫師法違法競爭

法立法意旨，建議衛生署應予修正，但由於其屬於非強制性，對衛生署並無

拘束力，其後醫師法的修正動向亦值關注。
40
 

就第四十六條之歷史沿革言，在 80年公布的條文，共分二項，經公平會

37 例如專利授權契約有「不當決定、維持、變更價格」或「其他濫用獨占行為」者，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條第二款、第四款，屬於違法之獨占行為。  

38 舉例而言，專利之平行輸入問題，依專利法規定，物品之專利權人「專有進口權」，
排除他人未經同意而進口該物品之權，而且方法專利權人、新型專利及新式樣專
利準用（專利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一０六條、第一二三條），在 2003 年專利
法修正，對侵害專利權採「完全除罪化」，不再有刑事制裁規定，市場有關專利
權平行輸入問題，主張權利之一方可能因採取民事訴訟的程序冗長考量，尋求向
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檢舉，由公平交易法介入之機會增多。  

39 
參見 98 年 3 月 18 日第 906 次委員會決議。

 

40 其實依醫師法及其施行細則條文，並未明文對醫師執業之限制，該限制主要是依
施行細則第四條之規定，其屬於衛生署依母法授權所訂定之法規命令，是否有牴
觸母法之虞，有待檢討。最近的一次修正醫師法是在  91 年  ，第八條僅修正其用
語，並無實質上之檢討執業範圍之修正。其他的修正亦與本主題無關，如配合第
七條之三之增訂，將直轄市、縣市政府一詞修正為直轄市或縣（市）衛生主管機
關；將「呈驗」修正為「送驗」；「請求登錄」修正為「申請登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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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檢討後並予修法，一般稱「四六一專案」及「四六二專案」。由於當時

公平會與相關部會亦進行大幅之行政協調，通盤檢討有那些其他部門主管的

法律有違反公平法者，並建議調整。於今加以檢討，所謂「四六一專案」、

「四六二專案」所提出的修法建議，亦可列入當前公平會的競爭倡議範圍，

再予檢討是否現行法有違反競爭法立法意旨。 

相關的檢討，
41
包括當時主管機關同意檢討修正其主管法規者，參見下表

3-2： 

表 3-2  主管機關同意檢討修正其主管法規 

主管機關 協調法規 修正情形及說明 
財政部 期貨經紀商設置標準第六條 84.01.04 刪除 

90.11.18 廢止 
經濟部 石油及石油產品輸入輸出生

產銷售業務經營許可管理辦

法第十五條 

90.06.04 廢止 

交通部 台灣鐵路管理局旅客運送實

施細則第四十八條 
84.08.19 修正 
91.07.01 廢止 

台灣鐵路承攬運送業管理要

點（草案）第十、十四、二十 
其後未訂定本要點 

旅行業管理規則第四十二條 84.06.04 修正全文 
航空貨運承攬業管理規則第

二十六、二十七條 
86.05.12 修正全文 

商港法第十二條第一項 85.01.10 修正 
國際商港站埠管理規則第七

十一條、第八十七條第二、三

項、第八十九條、第一百條 

85.09.10 修正全文 

貨櫃集散站經營管理規則第

十七條 
86.03.20 刪除 

民用航空法第五十一條 87.01.21 修正全文 
內政部 合作社法第三條、第六十六條 91.12.11 修正第三條，但第

六十六條未修正。惟第三

41 相關研究，參見王以國，公平交易法中調和競爭政策及產業管制之機制──以第
四十六條之修正為中心，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第 183 頁至第 203 頁，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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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協調法規 修正情形及說明 
條僅將合作社之種類更加

詳細區分，但涉及競爭部

分之第六十六條則仍未修

正，依其規定「同一區域

內，不得有兩個聯合社」，

似有限制市場競爭之虞。 
退輔會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施

行細則第十一條 
89.06.20 修正全文，但本條

未修正。第十一條，關於

公營生產機構之代銷品仍

由輔導會統一辦理。由同

一機關辦理各公營機構產

品之銷售，可能有形成濫

用獨占或聯合行為之虞。 
新聞局 電影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 91.01.09 刪除 
教育部 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規則

第三十條 
88.03.30 修正 
88.07.28 廢止 

函授學校（班）設立辦法第八

條 
87.07.29 廢止 

資料來源：參見王以國，公平交易法中調和競爭政策及產業管制之機制──以第四十六條之

修正為中心，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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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時經行政協調，已展開競爭倡議，主管機關並未著手修法，僅同意

加強聯繫者，參見下表 3-3： 

表 3-3  主管機關同意行政程序上加強聯繫 

主管機關 協調法規 修正情形及說明 
財政部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

管理辦法第七條、第八條、第十

四條 

83.10.24 修正 
90.09.28 修正全文 

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 90.07.09 修正 
保險業管理辦法第二十六條 86.05.21 修正 
保險代理經紀人公證人管理規

則第三十二條 
86.07.26 修正全文，本條刪除 

經濟部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四條、第七

條、第二十五條 
89.12.27 修正第四條。但第七條、

第二十五條未修正。這兩條是關

於涉及相互合作，如垂直或水平

合併、加強競爭力等事項，仍由

主管機關輔導，是否妥當仍有疑

問，關於合併、競爭等事由主管

機關應和公平會加強聯繫，以免

主管機關之管理有違反競爭本旨

之虞。 
石油及石油產品輸入輸出生產

銷售業務經營許可管理辦法第

五條、第十條、第十四條 

91.03.06 廢止 

交通部 大眾捷運法第三十二條 86.05.28 修正 
室內電話規則第七十七條、第七

十八條 
85.05.12 廢止 

民用航空法第五十三條 87.01.21 修正全文，原第五十三

條修正為第五十八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管理規則第十

八條 
86.05.12 刪除 

普通航空業管理規則第十一條 85.05.23 修正全文 
航空站地勤管理規則第九條 88.02.08 刪除 
船務代理業管理規則第十三條

第二項、第十三條之一 
85.07.17 修正全文，原十三條及

十三條之一合併規定為第十四條 
91.04.11 第十四條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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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協調法規 修正情形及說明 
船舶貨運承攬管理規則第二十

條 
85.05.29 修正名稱及全文 

內政部 農會法第五條第一項 90.01.20 修正 
漁會法第五條第一項 90.03.09 修正 
建築師法第三十七條 89.11.08 修正 

教育部 私立學校法第三條、第六十條 86.06.18 修正全文 
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二十二

條 
88.06.16 刪除 

農委會 農業發展條例第二十六條 89.01.26 修正全文 
92.02.07 修正第二十六條 

資料來源：同上。 

 

在其間的協調，公平會和其他部會達成的協議，同意加強行政聯繫配合

者，參見下表 3-4： 

表 3-4  加強行政聯繫配合者 

主管機關 協調法規 修正情形及說明 
財政部 信託投資公司管理規則第十一條 84.11.28 修正 
經濟部 礦業法第三十四條 89.11.15 修正 

工業輔導準則第六條、第十二條、第十

三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 
90.07.18 廢止 

交通部 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84.07.12.修正 
航業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84.08.09 修正為第十九條 

90.01.30 修正 
環保署 廢潤滑油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十九條 86.09.10 廢止 

環境衛生用藥廢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辦法

第二十條 
86.09.10 廢止 

廢鉛蓄電池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十九條 86.09.10 廢止 
含水銀廢電池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九條 86.09.10 廢止 
農藥廢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十九條 86.09.10 廢止 
廢一般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二十一

條、第二十二條 
86.09.10 廢止 

農委會 農產品市場交易法 
第二十一條 

89.05.17 修正 

資料來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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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第四十六條修正之後，將原本的規定意旨，從如有其他特別規定及

排除公平法的適用，到修正後的於不牴觸公平交易法的範圍內，優先適用其

他法律規定。將公平交易法的地位提升至相當於「經濟憲法」的地位，其他

法規在訂定時，因受限於此條之規定，必須參考公平交易法的立法意旨，若

無牴觸本法的立法意旨才有適用之空間。 

因此，各部會對於其所職掌之法規，皆有重新檢討的必要，在當時修法

前後，公平會和其他部會達成協議，而該部會同意修改有違反公平法立法意

旨的法規或決定與公平會加強聯繫的法規並不多。在第四十六條修正以後，

各部會略有回應，但速度及幅度仍顯不足，似無法應付市場上瞬息萬變的交

易，如果是相衝突的立法意旨，將造成當事人無所適從，而凸顯市場在競爭

倡議上的不足。 

五、公平法與智慧財產法主管機關間之競爭倡議 

競爭倡議與立法動向有關，例如公平法第二十條有關仿冒表徵的問題，

往往產生與商標法競合，在商標法修正後，已確立對未註冊著名商標之保護，

是否公平法第二十條無存在之必要。
42
市場上利用智慧財產權以達到不公平競

爭的手法，在 TRIP亦有規定，故應強調行使智慧財產權的行為符合市場公平

競爭秩序，例如，商標法應符合「市場公平競爭」目的，依商標法規定，不

予註冊情形，亦引入「市場公平競爭」理念時，在審查「著名商標」、「同

一或類似商標致混淆誤認之虞」及「地理標示」之商標註冊案，商標主管機

關決定商標是否予以註冊時，即應衡量市場公平競爭的立法目的。
43
 

公平交易法對於「仿冒商標與專利案件」，基於破壞市場秩序之觀點介

42 據了解，目前智慧財產局傾向保留公平法第二十條，但公平會有主張應刪除公平
法第二十條，立法動向未明。  

43 參見 2003 年修正商標法，第一條新增立法理由，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不予
註冊情形，審查公平競爭與商標註冊，參考條文，如第十二款、第十三款及第十
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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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惟因智慧財產權與公平交易事件，分屬不同主管機關，故依公平交易委

員會與經濟部之協調結論，雙方對職掌分工如下：
44
 

1. 被仿冒之商標如為註冊商標，由經濟部處理。 

2. 仿冒專利案件亦由經濟部處理。 

3. 商標未註冊及物品無專利者，均由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 

4. 仿冒註冊商標、專利案件，原則上由經濟部處理，惟如仿冒者有多次

仿冒紀錄，或該仿冒行為有損國家形象者，則由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 

5. 經濟部對於逕行受理之案件，或公平交易委員會移送之案件，於處理

過程中，如認為該仿冒案件之惡性重大須即時予以處理者，且違法事

實已構成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之規定時，得將該仿冒案件一方面移送

檢察機關，一方面移由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 

分析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取締仿冒行為，指的是仿冒「表微」，範圍比

商標權廣泛，共有三種態樣：一、商品的仿冒；二、服務的仿冒；三、外國

著名商標的仿冒。
45
至於仿冒表徵的對象，包括「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

品容器、包裝、外觀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或服務之表徵」，依公平交易委員

會「處理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案件原則」（簡稱第二十條處理原則）
46
規定，

「表徵，係指某項具識別力或次要意義之特徵，其得以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

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用以區別不同之商品或服務。前項所稱識別力，指某項

特徵特別顯著，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見諸該特徵，即得認知其表彰該商品或

44 參見公平交易委員會與經濟部之協調結論，81,8,25 公法字第 018162 號函。經濟
部指禁仿小組，為任務編組以查禁仿冒，目前商標、專利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45 有認為該項「表徵」、「著名之商標或服務表徵」、「未註冊著名商標」有區別
上的困擾，第三款的「未註冊外國著名商標」在適用上機會不多。參見公平交易
委員會合作研究計畫：未經註冊外國著名商標認定原則之研究，共同主持人蔡英
文、馮震宇，85 年，90 頁以下。  

46 83 年 7 月 6 日發布，94 年 8 月 26 日修正。  
 

44 

                                                 



服務為某特定事業所產製或提供。第一項所稱次要意義，指某項原本不具識

別力之特徵，因長期繼續使用，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認知並將之與商品或服

務來源產生聯想，該特徵因而產生具區別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另一意義。」（第

四點） 

在實務上的認定，「表徵」包括：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標章；

經特殊設計，具識別力之商品容器、包裝、外觀；原不具識別力之商品容器、

包裝、外觀，因長期間繼續使用，取得次要意義者。 

至於不得為表徵者，包括：商品慣用之形狀、容器、包裝；商品普通之

說明文字、內容或顏色；具實用或技術機能之功能性形狀；商品之內部構造；

營業或服務之慣用名稱。（參見第二十條處理原則第八、九點） 

檢視公平交易委員會在過去的實務運作，以違反第二十條「仿冒商標」或

「未經註冊之外國著名商標」處分案例有限。
47
其處分重點是「商標之仿襲」，

原則上與商標法規定競合之情形，如有屬於商標註冊爭議者，依商標法提起主

張；公平交易法所處理者，係商標外觀，構成「表徵」，具有識別力或有次要

意義者，例如「伊朗咖啡」仿冒「伯朗咖啡」案，即典型的仿冒商標案。
48
 

依公平交易法執法經驗，當商標權人主張他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

條，在法條適用上，必須符合下列三要件：1.被仿冒之商品或服務為表徵；

47 據公平交易委員會統計，自 81 年至 93 年，共 2 千多件處分案，僅有 27 件違反第
20 條之處分案，包括仿冒表徵、公司名稱及商標等。經查處分案例，認定屬「商
標」之相同或類似使用，如「金企鵝唱片」仿冒「企鵝（MUNSINGWEAR）案」
（85 公處字第 044 號）；「悅氏」縱橫案仿冒「悅氏礦泉水」案（86 公處字第 230
號），仿冒外國著名商標者，如「CARTEL」仿冒「CARTIER」案（90 公處字第
111 號），參見公平交易委員會編：仿冒案例彙集，增訂二版，89 年。  

48
參見 89 公處字第 122 號，該案商標的爭議是：「伯朗 MR. BROWN 及圖」指定使
用於茶、咖啡、可可及其混合製品等飲料產品上。自 71 年產製，其瓶身上之構圖，
一手持咖啡，一手豎起大姆指的鮮活人物造型「伯朗先生」並於 73 年取得著作權
執照。而被處分人「伊朗咖啡」包裝易開罐之大小、矮胖、設色之深淺、文字之
排列、人物造型之模仿，戴帽，一手持咖啡，人物構圖下亦加黃色框以凸顯特徵，
被認定仿襲「伯朗咖啡」。另，伊朗咖啡以拱門之內之人物圖樣申請商標註冊，
經金車公司提起異議，被認定與伯朗咖啡屬近似之商標，撤銷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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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仿冒者對表徵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3.致生商品或服務之混淆。 

由於商標法保護註冊商標權，以表彰商品或服務之來源，公平交易法所

保護的「表徵」，範圍比較廣泛，包括商標及外觀等，但為避免過度限制競

爭者之發展空間，第二十條將商標之保護，限於已為相關大眾所共知表徵，

但非為表徵、不是相同或類似使用或不致產生混淆等情況，即不符合前述三

要件者，不適用第二十條。依此論斷，公平法第二十條似仍有存在之必要。 

進一步言，雖無第二十條之適用，但在認定「高度抄襲」者，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違反第二十四條。有關第二十一條與第二

十四條之適用順序，依「第二十條處理則」規定，凡不符合第二十條時，得

以違反第二十四條處理：（參見第十六點） 

1. 襲用他人著名之商品或服務，雖尚未至混淆，但有積極攀附他人商譽

之情事。 

2.抄襲他人商品或服務外觀，積極榨取他人努力成果，對競爭者顯失公

平，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故公平交易法介入與商標權有關者，為高度抄襲他人商標致有攀附他人

商譽，對被抄襲者顯失公平，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 

第四節  小結 

在國外有關競爭倡議，強調「事前的倡議」，至於其工作如何運作，則

以各國競爭主管機關是否強勢運作而定，在我國的競爭倡議，本質上亦應強

調事前在倡議，亦即無論任何一行政機關，與市場管理有關的法令政策，與

競爭法有關者，建議應在事前和競爭主管機關有所協。惟就我國實際運件而

言，比較偏向事後的法規調整，此屬我國有待強化之處。
49
 

49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有謂特別是法規制定過程中，競爭機關是應該介入提供意見，
甚屬的見，惟此一競爭文化的形成，仍有待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能在事前多尊

 
46 

                                                 



舉例而言，
50
98年 12月有關泡麵之外包裝廣告議題，行政院消費者保護

委員會有一政策性決定，亦值當個案檢討競爭倡議。目前市面上之泡麵外包

裝加註「圖案係供調理參考，實際內容參見標示」等字樣，原係依照公平會

在 82年的「導正案」，要求業者在包裝之外加上此類之字樣，才不至於誤導

消費者，不過字體過小，消費者不易辨識。98 年 12 月 3 日消保會邀集經濟

部、衛生署、公平會與國內泡麵業者代表會議，並做出重大宣：此類之標示

應放大四倍（即電腦 20號字，長、寬 0.6公分）；同時泡麵外包裝應與產品

名稱相符。 

此舉對公平會提倡競爭之意義在於：就機關之間對於不實廣告致影響消

費者，確實具有競爭法上意義，而過去各機關間常僅就其所負責之業務自行

處理，如今消保會發動行政協調及作成重大宣示，具有競爭倡議之意涵，依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9 條、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等規定，業者有廣告真實之

義務，不實廣告的取締，除公平會外，尚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照競爭倡議之意旨，若在法規修正前即有競爭主管機關參與，並提供

競爭法之意見，可以有效降低修法後與競爭法產生衝突之可能，並進而提升

該機關之競爭意識，因此，此次消保會邀請公平會參與改善泡麵外包裝與內

容物差距之會議，並由主管機關衛生署依照新制公佈執行，對於機關間之競

爭倡議是有正面之助益。 

在決定如何適用公平交易法與其他法律時，應以公平交易法第四十六條

所規定之經濟基本法位階為思考主軸，決定適用公平交易法或其他法律。舉

例而言，公平交易法與智慧財產權法之競合時，其共同核心價值，即在其係

重競爭主管機關之意見。至於在政策上，依公平交易委員會 936 次會議資料載，
行政院要求公平會針對中小企業債權無法收回事件介入，希望公平會依第二十四
條介入管制，或在短期作法上要求企業與中小企業交易價金遲延給付行為訂定處
理原則。至於此是否屬於競爭法議題，似有討論空間。  

50 針對期末報告審查意見的回應，其提出：欲達成「事前」諮商公平會，在研究報
告的建議，未有深入的討論。本研究特收集此一案例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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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的方式與功能，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公平交易法維護各種財產在市場

上公平交易行為，透過市場開放以確保公平競爭；智慧財產權法以保護私有

財產為出發點，授權排他或獨占的權利，刺激創新與研發，則是另一種形式

的促進競爭。在知識經濟時代，智慧財產權經常被事業當成競爭的策略手段，

導致兩者的適用界限難以釐清，確有必要綜合考慮智慧財產權的制度、權利

人間的利益衡量及市場競爭的需要。
51
 

為確立公平交易法之基本法位階，在具體個案之適用法律，對於是否「合

於公平交易法立法意旨」之判斷（第四十六條重點），及決定何者非屬於「行

使權利之正當行為」（第四十五條重點），在認定標準及執行程序，公平交

易委員會基於「獨立管制委員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屬有權調查違法案件，

並加以處分。
52
 

公平會成立至今，對於執行競爭法有若干成效，但除了對違法者加以取

締外，如何推動競爭倡議制度，則有必要強化，包括對於其他部會有關執行

分工的行政協調，對於市場上競爭秩序的建立，可從產業面、消費者面、公

協會團體自律規範等面向著手。 

舉例而言，就近幾次的公平會積極展開和各部會的行政協調，例如在公

平交易委員會會議記錄關於檢視修正「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與財政部之協

調結論」內容案，決議(四)：請擇期邀請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召開業

務協調會議，並俟會商結果再提會報告。在財政部和金管會權限劃分下，行

政協調即有必要再度展開。
53
 

至於有關研商「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與行政院衛生署對於不實廣告案

51 例如劉孔中教授認為，調和公平交易法和智慧財產權法，應採動態觀點，真正具
決定性的是一種價值取向，視國家發展階段而決定應傾向競爭或傾向智慧財產
權。參見劉孔中：公平交易法，308 頁，2003 年，元照出版。  

52 惟此與公平交易委員會運作文化有關，舉例而言，在電信自由化的重要階段，電
信法與公平交易法競合之適用，則可再強化競爭主管機關獨立行使職權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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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相關法規適用」協調會議案，決議：照案通過，即依公平交易法第 9 條規

定，儘速擇期邀請衛生署召開協商會議，俾就雙方執法立場與見解作充分溝

通，以期建立一套更具體細緻、周延可行之機關分工原則及合作機制。
54
不實

廣告的取締已占公平會處分案的大宗，但不實廣告的主管機關在行政部門間

亦有內部分工，公平會與衛生署在分工職掌上亦有展開行政協調之必要。 

其他有關補習班不實廣告案件，公平會則擬與教育部召開業務協調會議

案，委員會決議：照案通過，即擇期邀請教育部就補習班涉及不實廣告行為

案件召開業務協調會議，並俟會商結果再提會報告。
55
 

總之，公平會在個案與通案的競爭倡議，除了在調查中移送其他主管機

關辦理外，例行的行政協調亦可顯現積極主動性，在各行各業間推動競爭文

化的實質內涵。 

 

53 
參見 98 年 7 月 15 日第 923 次委員會決議。

 

54 參見 98 年 7 月 8 日第 922 次委員會決議。  
55 
參見 98 年 4 月 29 日第 912 次委員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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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先進國家競爭倡議制度之分析 

第一節  澳洲 

本節主要是以澳洲之競爭倡議制度作為分析介紹之對象，於本節中，將

就澳洲競爭倡議之制度內容加以分析，並區分為對政府機關間之倡議制度、

以及對產業界與消費者間之倡議制度分別說明。其次，說明澳洲競爭倡議制

度之法律位階與主管機關；最後探討澳洲制度之有效性評估，其中並包括分

析若干成功案例之經驗以作為參考。 

一、競爭倡議制度之內容 

澳洲競爭暨消費者委員會（the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以下簡稱 ACCC）在「1974年貿易行為法」（Trade Practices Act 

1974，以下簡稱 1974 TPA）所賦予之權限下，負責執行提倡競爭概念之活動。

ACCC期望透過提倡促進競爭、公平貿易以及保護消費者之觀念，進而增進澳

洲人民福利；且 ACCC並致力於推廣競爭市場之概念。ACCC推廣之主要方式，

係利用媒體來播送散布特定訊息以便達成競爭倡議之推廣，並試圖藉此影響

且參與政府的經濟與管制政策，以達到更具競爭性之企業結構與市場表現。 

基本上，澳洲競爭倡議制度之推廣，針對三個面向有不同之推廣方式，

可分為：第一，競爭主管機關對於政府間之倡議活動；第二，競爭主管機關

對於消費者之倡議活動；第三，競爭主管機關對於競爭主管機關對於某些管

制產業（regulated industries）之倡議活動。以下針對此三種面向之推廣

內容與方式分別說明。 

（一）政府機關間之倡議 

基本上，對於政府機關所提出之經濟與管制等政策，ACCC 皆會給予適時

之建議，然而，ACCC 對於政府機關所提供關於競爭倡議之建議，並無法律上

之拘束力。不過，即便 ACCC之建議無拘束力，但由於 ACCC向來執行活動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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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以及委員會之過去執行競爭政策之豐富經驗，致使 ACCC 所表示之意見仍

受到政府機關重視，通常 ACCC所做之建議也為立法與管制改革時考量的重點。 

至於 ACCC對政府機關的倡議活動內容，大致上包含協助公眾政策規劃、

參與國會質詢與聽證，對政府提出報告、研究與質詢，提供意見並協助立法

之進程
56
。除此之外，ACCC並利用大眾媒體播送相關案例事實，以及如違反

1974 TPA可能遭受到之制裁與競爭倡議之宣導，並對各式組織提出有關效能

管制之演說、介紹手冊、指導方針以及討論報表等出版品等方法，達到促進

立法者對其所負責之立法工作與程序有更深入之瞭解與考量。
57
再者，ACCC

亦對相關之部會首長與國會成員提出有關競爭與經濟議題專門之簡報，並出

席參議院預測委員會（Senate Estimates Committee）及其他與競爭和權利

保護相關之組織活動。同時，參與國際活動，以及刺激基礎管制亦是 ACCC

達成競爭倡議目標之工具之一。
58
 

（二）對消費者之倡議 

於消費者競爭倡議方面，法令規範上仍是以 1974 TPA為主，而與消費者

有關之倡議內容主要規範於 1974 TPA 之 sect 4B
59
。針對消費者方面，ACCC

之方式主要著重於宣導告知消費者之相關權益，以及如何保護消費者個人權

益，並教育消費者倘若孰知權益範圍，有助於其明白自身權益是否在日常生

活消費行為中有所受損。除此之外，ACCC並大力推廣競爭之好處，包括強調：

透過競爭性市場，在消費者從事消費行為時，才能有更多之選擇，且能購買

到物美價廉之商品或服務。倘若購買一商品或服務而涉及契約簽署時，ACCC

亦提醒消費者應注意與商品或服務提供者簽署的契約內容與各項條款，以確

56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Advocacy Work Group, Report prepared by the 
subgroup n3：case study, June 2003, at 63。  

57 ACCC, available at: http://www.accc.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54137 
58 ACCC, available at：  http://www.accc.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255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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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清楚自身之權利。 

另外，針對消費者權益受損部分，ACCC亦清楚向消費者宣導說明，若消

費者認為某一商品或服務提供者可能違反 1974 TPA中有關消費者保護以及公

平貿易法時，消費者應如何捍衛自身之權利，以及如何於 ACCC網站或向 ACCC

申訴
60
。 

整體而言，ACCC就消費者層面之倡議，基本上可分為兩個部份：第一，

事前之宣導，即著重於告知消費者競爭倡議帶來之益處為何，以及消費者應

於購買前，清楚認識商品或服務；第二，則是事後之權益維護，即消費者權

益受損時，應如何救濟以及申訴。 

（三）對產業之倡議 

於產業界方面之倡議，基本上又可再區分為中小企業以及管制產業兩方

面。就中小企業方面而言，由於競爭之結果易造成中小企業難以生存，因此，

ACCC於此方面較著重於保護中小企業之利益。對此，ACCC主要是透過宣導之

方式，就中小企業之營運、提供合格之產品或服務、設定產品之標準、列出

禁止不安全產品之清單、符合 TPA 之規範、禁止價格壟斷、產品標示等予以

說明與規範
61
，並以此作為中小企業於競爭市場下之參考原則。 

至於管制產業部份，管制產業項下最主要包含了通訊、能源、水、郵政

及運輸等產業。於此類產業下，主要是由 ACCC 以及澳洲能源局（Australia 

Energy Regulator, AER）共同負責推動促進競爭，其透過價格管控與法令規

範，促使第三人能進入此類具壟斷性質之產業，藉此達到市場的競爭狀態並

有利於消費者之目的。再者，ACCC也對特定產品與服務之價格進行管控與調

59 ACCC, available at: 
http://www.austlii.edu.au/au/legis/cth/consol_act/tpa1974149/s4b.html 

60 ACCC, available at：http://www.accc.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815323 
61 ACCC, available at：http://www.accc.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81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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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針對 ACCC就管制產業倡議活動之實踐過程與方法，舉例而言，例如：通

訊產業方面，澳洲自 1990年代初期開始進行電業自由化之改革，將舊有垂直

壟斷之電業，依發電、輸電、配電、售電之功能進行電力產業之結構重整，

並同時實行民營化及財務區隔。1990 年時，澳洲政府成立產業委員會

（Industry Commission）並著手進行各項電業改革，後於 1996 年 5 月通過

「國家電力法」（The National Electricity Code；NEC），要求將發電、

輸電、配電業務加以分離區隔，並引進競爭之機制，爾後澳州便正式形成「國

家電力市場」 (National Electricity Market，NEM)，且漸漸轉向發展提倡

零售之競爭，並以「澳洲能源管制局」（Australian Energy Authority, AER）

作為國家電力市場之監管機關
62
。 

水力資源產業方面，為了管理澳洲主要之水源地--莫瑞達令盆地之水權

（the Murray–Darling Basin water），澳洲政府制定 2007 年水資源管理

法案（Water Act 2007）。依據此法案，ACCC對水資源市場與收費規則有權

給予建議並予管控，但 ACCC之管轄範圍僅止於莫瑞達令盆地之水權，不涉及

禁止或決定水力之供應以及水權之界定。同時，ACCC針對莫瑞達令盆地主管

機關所提出之水力交易規則亦可提供意見
63
。此外，根據 1974 TPA 之規定，

ACCC對於水利資源產業管理執行公平貿易規範。 

二、法律位階與主管機關 

（一）法律位階 

澳洲之競爭倡議主要依據之法規即為前述之 1974 TPA，而 1974 TPA 係

由澳洲國會根據澳洲憲法第 51條第 1款之規定所制定而成，該條規定，澳洲

憲法賦予聯邦國會（Commonwealth Parliament）就與其他國家以及各州間之

62 「澳洲電業自由化之發展」，經濟部全球資訊網，2002 年 4 月 20 日。資料來源：
http://www.moea.gov.tw/~meco/cord/plan90/d/ch02/ch02_main_01.htm 

63 ACCC, available at：http://www.accc.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809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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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與商業行為進行相關之立法
64
，而 1974 TPA便係基於此一授權而制訂。 

1974 TPA 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之規定主要為第四章與第五章。TPA 第

四章規範限制競爭行為，內容包括聯合行為、濫用市場力量、結合、排他交

易及維持轉售價格，至於第五章則規範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行為、其他不公

平行為、產品安全、產品標示等。於 1974 TPA整部規範中，Sec.28 與 Sec. 

87B款便是 ACCC可以執行對消費者保護、權益有關事項職能之最主要的法源

依據。關於競爭倡議之法源部分，1974 TPA第 28條，明文規定 ACCC得以對

任何涉及與消費者保護與消費者利益之競爭事項的法案或政策，進行檢視

(examination) 並向相關部長提出建議、進行研究(research)，或向公眾提

供相關資訊，
65
即為 ACCC進行跨部會競爭倡議之基本規範依據。 

（二）主管機關 

ACCC 為澳州聯邦競爭法的執法機構，主要負責執行上述所稱 1974 TPA

之法令規範。ACCC僅受理重大違法案件以及處理全國性消費者爭議問題，其

餘的案件基本上由受害人依循民事途徑解決，或向各州或聯邦領地之公平交

易局提出申訴。 

ACCC 下分別設有五個諮詢小組委員會，此五個諮詢小組委員會各司其

64 Constitution of Australia section 51(i)：Trade and commerce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among the States .  

65 其原文為：  
TRADE PRACTICES ACT 1974 SECT 28 
In addition to any other functions conferred on the Commission, the Commission has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1(b) to examine critically, and report to the Minister on, the laws in force in Australia 

relating to the protection of consumers in respect of matters referred to the 
Commission by the Minister, being matters with respect to which the Parliament 
has power to make laws; 

(c) to conduct research in relation to matters affecting the interests of consumers, 
being matters with respect to which the Parliament has power to make laws. 

(d) to mak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general information in relation to matters affecting 
the interests of consumers, being matters with respect to which the Parliament has 
power to make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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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且就承辦之案件提供指導與建議，此五個諮詢小組
66
分別為： 

1. 消費者諮詢委員會（Consumer Consultative Committee，CCC） 

CCC是由澳洲之消費者、社區團體與福利組織共同組成的單位，其就 TPA

規範中影響消費者之議題與趨勢給予 ACCC 相關建議，並確保 ACCC 與 CCC 之

溝通與政策皆能符合消費者之需求。  

2. 健康業別諮詢委員會 

（Health Sector Consultative Committee，HSCC） 

HSCC 的前身為健康服務顧問委員會（Health Services Advisory 

Committee），之後更名為 HSCC，不過工作重點仍是協助 ACCC在健康領域內

的相關聯繫。HSSS每年聚集兩次，其就健康領域在貿易行為方面有關之事項

與關切，給予 ACCC一定之建言。 

3. 中小企業諮詢委員會 

（Small Business Consultative Committee，SBCC） 

基本上，SBCC 協助 ACCC 與小企業股東取得聯繫，並就中小企業關切之

貿易事項與相關業別進行討論。 

4. 加盟連鎖業諮詢委員會（Franchising Consultative Committee，FCC） 

為了有效就合作方式、解決與加盟連鎖業有關之議題進行討論，因而成

立了 FCC。FCC之成員包含了加盟連鎖業者、就加盟連鎖業有特定利益之工廠

組織、以及提供加盟連鎖業議題建議之律師事務所。 

66 ACCC, available at：http://www.accc.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86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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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礎設施諮詢委員會 

（Infrastructure Consultative Committee，ICC） 

ICC 設立於 2006 年，ICC 之作用主要在於協助基礎設施議題之討論與管

制。ICC為多項基礎設施之利益代表，其大致上涵蓋來自於能源、電路通訊、

水資源、鐵路、港口與機場等各方意見。 

三、有效性之評估 

關於競爭倡議的有效性評估，澳洲並無直接特定之檢驗標準或者評估工

具。於推廣競爭倡議之活動方面，澳洲大部分皆是藉由媒體、透過 ACCC之新

聞發佈、ACCC主席、委員以及行政委員們於公開場合之出席與演說之方式，

進而宣導競爭倡議。基此，雖然澳洲並無直接的有效性評估方式，但事實上，

可藉由媒體或者學者專家對 ACCC發布之新聞或訊息所為之評論與意見，來達

到間接性的有效性評估。 

其次，ACCC設有電訪中心，一般消費者可就其所關切之議題向電訪中心

反應，而電訪中心之人員亦會提供消費者相當之意見。再者，ACCC底下設有

不同的諮詢委員會，如企業或消費者團體對某些議題或活動有任何意見時，

企業與消費者團體皆可向上述各諮詢委員會提出意見與建議。簡言之，澳洲

並未對競爭倡議之執行，採行任何有效性評估方法或特定之調查，或者直接

的檢驗工具與標準，澳洲皆是透過間接之方式進而評估其競爭倡議之效益。 

四、成功案例之經驗與分析 

於澳洲推行競爭倡議至今為止，ACCC作為提倡競爭以及經濟管制之主管

機關已長達 30 年以上
67
，於此段期間，ACCC 推廣競爭倡議以及參與國會質

詢與聽證、並就相關立法、給予機關建議等之努力，於今日已有相當之成效，

67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Advocacy Work Group, Report prepared by the 
subgroup n3：case study, June 2003, at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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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藉由兩個較為成功的案例，進一步瞭解 ACCC在競爭倡議的執行。 

（一）專門職業技術人員案 

為了直接降低商品或服務之價格，以及禁止壟斷，並促進企業革新與使

消費者能有更多選擇之機會，澳洲在 1995 年就其國家競爭政策（National 

Competition Policy, NCP）進行改革與調整。於 1995 年的國家競爭政策改

革下，當時，所有的專門職業技術市場皆被納入競爭法之範圍中，而 ACCC

於此期間亦遭受某些專門職業者之抨擊與排斥，尤其是醫療專業執業者。然

而，ACCC 仍盡力溝通，並向其告知宣導競爭與消費者保護法所帶來之意義與

益處，尤其是強調增加消費者的更多選擇，以及專門職業者因處於競爭市場

下更提升其專業技術等面向作為論述。 

為因應醫療專業執業者之反對，ACCC製作了一系列名為「準備面對競爭

參考工具
68
」（Ready Reference Tools）之手冊給予醫生、醫學院學生以及

其他醫療職業者（參見圖 4-1），使其藉此得以舒緩排斥之心理，並取得瞭

解競爭之相關資訊，並利用醫療專業執業者之活動（例如家庭醫師公會年會

(GP Annual Conference)之場合發送。 

68 ACCC, available at：  
http://www.accc.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577727/fromItemId/46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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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澳洲 ACCC關於醫療專業人士出版之「準備面對競爭參考工具」 

（Ready Reference Tools） 

 

（二）能源市場經驗
69
 

1994年以前，澳洲天然氣之輸送與配置皆於各州中分散獨立發展，並且

由州政府建造與壟斷經營。除了天然氣之壟斷經營外，澳洲之電力產業亦有

壟斷之情形。為了打破國營企業之壟斷，使消費者能有更多選擇享受品質較

好之商品或服務，以及鼓勵第三人進入能源領域以及基礎建設之市場，於

1994 年時，澳洲內閣會議（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s, COAG）

69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Advocacy Work Group, Report prepared by the 
subgroup n3：case study, June 2003, at 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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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移除對電力與天然氣能源之立法與管制障礙，決定就電力與天然氣之能

源領域創造全新的自由公平貿易環境，並訂定執行相關之立法措施。 

就天然氣產業部份，於 1994 年之 2 月，COAG 於荷巴特（Hobart）會議

上通過了數項關於引進自由公平貿易之天然氣交易原則，該交易原則包括：

於 1996年 7月以前移除所有關於天然氣貿易之立法與管制障礙；執行配套且

具全國一致性之立法，並允許其他投資之第三方亦可加入天然氣領域中，且

一併適用天然氣管理制度；以及就私人部門可運輸及配送天然氣之範圍與以

說明立法。 

經過數回合之諮商後，天然氣改革執行小組（Gas Reform Implementation 

Group, GRIG）向政府提交一份政府間天然氣管道開放協定（Natural Gas 

Pipelines Access 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 IGA），而此份協定於

1997 年 11 月 7 日由聯邦總理以及各州與領地之行政首長簽署通過。經過整

合政策及法律規範差異之整合，以及消除市場競爭之阻礙與各州對天然氣貿

易之限制，並通過建立允許其他投資人（非政府)加入天然氣之市場和提供解

決協調機制後，澳洲之天然氣市場已打破過去國家壟斷之局面，第三人已可

加入競爭，而澳洲此舉之改革亦促進提昇天然氣開採和管道項目之投資。 

電力產業方面，於澳洲就電力解除管制之前，澳洲之電力事業亦由各州

每一家獨立的電力公司負責經營。澳洲就電力事業解楚管制之第一步即由

COAG 於 1991 年 7 月設立國家電網管理理事會（National Grid Management 

Council, 以下簡稱 NGMC），NGMC 之職責為負責全澳洲輸電系統之運作，以

及協調地方與中央之紛爭。此外，為使消費者得以選擇交易之供應者，例如：

生產者、零售業者與貿易商，以及使新的參與者能加入生產與零售供應行列

之中，並為統一州際間不同之立法與管制障礙，COAG 於 1994 年 8 月同意創

設改革完全的競爭電力市場，並將上述各項目標制訂於國家電立法案之中

(National Electricity Code, NEC）。於 COAG以及 ACCC分別之努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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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 成為每一個國家電力市場參與者之行為準則，其中，更為特別之處在於

聯邦政府為提昇競爭，並刺激州政府打開封閉之能源市場下，聯邦政府於

2005 至 2006 年間提供總計澳幣 42 億之「競爭款項」（competition 

payments）以作為誘因。 

在 COAG 以及 ACCC 之努力改革與推動下，澳洲終於形成了國家電力市場

並打破舊有之壟斷，而 ACCC亦成為國家執行澳洲競爭法與國營事業管制競爭

之專責機構。ACCC於能源領域上所扮演之角色相當特殊，其作為競爭之主管

機關，同時亦為消費者之保護機構。ACCC透過增進市場充分的競爭，鼓勵第

三人於平等及合理之基礎上得投資加入能源市場，以及移除州際間之貿易限

制等方式，使澳洲於能源產業方面已達到相當程度之自由競爭市場，而消費

者亦可以自由的選擇供應商與交易者。 

綜言之，澳洲政府於過去的十幾年間，在能源領域方面的改革已有顯著

成效，ACCC 亦成功運用結合競爭倡議之功能與經濟管制之手段，影響澳洲政

府之政策決定，以及成功的瓦解州際間之壟斷，並使電力與天然氣之價格更

具合理性，亦提升電力及天然氣之服務提供品質。 

五、小結 

觀諸澳洲競爭倡議的經驗發現，法律面的執行與競爭倡議之活動是相輔

相成的，兩者之間若配合得宜，最終將能替國家與消費者帶來相當之益處。

於澳洲提倡競爭之過程中，ACCC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其不僅有效的間接

監督國家之政策與法律，亦替消費者達成把關的責任，並且也大為提昇公眾

對於競爭議題之認知與重視。最後，亦有充足之證據顯示，於此十年左右的

時間中，競爭倡議與競爭政策替澳洲之經濟與社會帶來相當正面之影響，而

ACCC透過規範、諮商機制、適時給予建議，以及與國際競爭活動間之連結，

促成並持續維持澳洲競爭文化之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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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競爭倡議制度分析 

當代競爭法源起十九世紀的美國。美國的反壟斷法制定之初，其立法的

目的都是在於透過對競爭的保護使消費者免於過高的產品價格，使市場中的

競爭者不受策略行為的濫用之害，確保市場的自由開放，出發點不免從民粹

的思考為中心，認為既然政治自由的保障，必須節制政府力量的過度使用，

則經濟自由的保障也應該同樣限制經濟獨裁者的權力濫用。
70
在早期的發展

過程，政策上重視的是交易過程的行為規範，對於經濟考量並未受到全然的

重視，因此採取之態度較為放任，儘量不去介入市場。直到 1970年以後，美

國的反壟斷法開始引進產業經濟學中關於的結構─行為─績效之理論作為政

策基礎。特別是美國重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資本累積為其帶來社會進步的

能量，而資本持續累積的根本則在於自由且競爭的市場。透過市場機制的運

作，可充分利用資源，篩選出具市場效率並符合人民需要的企業，並進一步

保護消費者的權益。準此，為確保市場競爭之深化，同時為了避免政府部門

之間的意見不同使企業及一般民眾對於競爭法之運作標準混亂，並對於部門

之間有衝突競合的情形產生時，有一套標準的作業程序，因此美國亦非常重

視競爭倡議措施。 

一、美國競爭倡議制度之內容 

（一）競爭倡議之目標 

相較於強制性的反壟斷法規範，競爭倡議強調依靠市場競爭而非考量政

府外部管制措施的可行性，避免不必要的管制破壞市場機制。據此，美國聯

邦司法部認為競爭倡議的目標包括：
71
 

1. 增加對於競爭以及反壟斷強制行動的認識； 

70 Wolfgang Fikentscher . Freiheit Als Aufgabe , at97,98 轉引自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第七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432。  

71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divisionmanual/chapter5.pdf（2009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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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排除不必要且代價較高的市場管制，並避免產生不必要的新管制規範； 

3. 使競爭扭曲最小化；以及 

4. 確保管制措施合於管制目的且抑制市場競爭力量。 

除了執行反壟斷法，競爭倡議也是競爭機關 FCC 的重要任務，以促進市

場競爭。競爭倡議的範圍並不只限於聯邦機關，各州或地方性的競爭限制，

只要對經濟市場造成影響，都在其工作範圍內。競爭機關亦常透過與經濟學

者和律師（尤其是各種管制企業的專業律師）間的合作來，實施其競爭倡議

方案。增進決策者對競爭議題的瞭解也是重要任務，主要是為消費者的利益

而促進競爭。而政府的障礙可能是最持久且有效的競爭阻礙，因此各級政府

管制措施的競爭影響均受其評估。 

（二）競爭倡議措施之類型 

歸納美國競爭倡議之措施，大致上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72
1）政策倡議：

透過各種競爭政策的宣導，為人民創造出更具競爭性的市場環境。其中包括參

與其他政府行政部門決策小組，準備廣泛立法行動的聲明、發表管制企業的表

現報告以及介入管制部門的行動。例如：聯邦交易委員會在 2003 年針對電子

商務的潛在障礙（提高商品價格、減少多樣性的若干限制）發表一系列專題討

論。2. 消費者教育：為了完成競爭任務，競爭機關教育民眾市場競爭的重要

性，並進一步幫助預防消費者受害。並針對特定群眾解釋反壟斷法與其運作，

提供相關資源供消費者、企業、與政府機關參考。3）競爭倡議的私人訴訟權，

協助參與訴訟、提供諮詢(上訴及最高法院案件)並發表其相關意見。 

具體而言，依照倡議對象的不同，可將其倡議措施分為以下三個類型：

對行政機關的倡議、對立法機關的倡議，以及對民間之競爭倡議。 

7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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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行政機關的倡議 

關於行政機關間之競爭倡議活動部分，美國聯邦司法部反托拉斯署

（Antitrus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Justice）向來參與白宮和行政部門

內專案小組處理各領域所產生不同的管制議題，例如通訊、航運、能源、健

康照護以及出口政策。而無論是正式的評論或非正式的建議，倡議機關的角

色乃是建議總統或其他政府機關考慮政策、法案和政府行動所產生的競爭影

響。例如美國政府機關在出售公有財產時，必須得到司法部長的反競爭建議。

司法部長並應於收到通知的 60日內提出評估，應確保該單位出售過程有競爭

機制存在。 

其次，司法部反托拉斯署亦會針對競爭議題對聯邦管制機關的行動進行

評論與干涉，以及在必要管制領域建議最有利於競爭的模式。當提出公共評

論時，司法部必須事先和白宮相關政策委員會協調評論的內容與時間點。以

確保行政部門間不會處於矛盾的政策立場。 

此外，在許多不同的規範制定之前，反托拉斯署便會於事前提出意見，

例如併購、會議協商、聯營協定等。該部門也參與美國農業部市場規劃的相

關管制行動。競爭倡議橫跨相當廣泛的經濟領域，因此相同類型的問題經常

重複發生，例如競爭是否可行？企業是否本來就是獨占事業？規模經濟是否

存在？ 

最後在行政機關的管制行動實施前，反托拉斯署亦可能進行提案。競爭

機關通常會主動進行調查以界定管制行動，但有時也會受政府邀請參與制定

規範。以司法部為例，在準備對管制事件申請提案時，法律和經濟專家應為

助理司法部長準備備忘錄 ( AAG備忘錄) 。AAG備忘錄應闡釋管制事件性質、

介入的原因、司法部在行動中的角色，以及在訴求中所採取的態度並將訴求

附於新聞稿中。大部分管制行動有短期時效限制，應迅速準備新聞稿。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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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經濟專家應與副助理司法部長在申請期限前討論行動訴求的本質。最遲於

期限兩週前幕僚應將 AAG 備忘錄和新聞稿送交副助理司法部長。此外，很多

單位的管制都可能涉及其他部門，因此需公開記錄與其他部門的接觸。 

2. 對立法機關的倡議 

對立法機關之競爭倡議則是針對聯邦法案的競爭性影響在國會作證，以

支持降低或消除不必要經濟管制，或者要求管制機構在評估管制的必要性時

考慮到競爭因素，儘量反對將管制範圍擴及未管制的市場。同樣的，司法部

反托拉斯署一般將會同聯邦交易委員會（FTC），共同對可能產生競爭限制效

果之州議會、州政府措施，抑或州立法或管制措施提出評論，例如在法律專

業、房地產經紀人方面。 

3. 對私人部門的倡議： 

對民間私人部門之競爭倡議工作，可分為對消費者以及企業兩方面。消

費者教育有助於協助消費者重視競爭的角色，並發行許多相關宣導文件以幫

助企業和個人更瞭解反托拉斯法。也架設網站教導兒童如何當個專業消費

者。
73
例如 FTC設立之 YouAreHere網站，其目的便在於從小培養兒童的金錢

觀念，讓他們知道市場如何運作，例如基於供需原則來決定不同糖果的零售

價格。該網站於 2008年 11月曾獲選為當月最佳網站。（參見圖 4-2） 

此外，Guide to the Antitrust Laws 也提倡消費者教育並回答有關反

拖拉斯法的相關問題，其中提供許多相關的案例可供參考。
74
聯邦交易委員

會競爭局（FTC Bureau of Competition）亦發行競爭局使用者指南（Bureau 

of Competition User’s Guide），每年更新並可於網路瀏覽，內容包括了

73 http://www.ftc.gov/YouAreHere/ 搜尋日期：2009 年 8 月 5 日  
74 http://www.ftc.gov/bc/antitrust/index.shtm 搜尋日期：2009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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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局的組織架構、職權分配以及相關聯絡資訊。
75
 

對企業方面則是企業表現報告的公佈，聯邦交易委員會舉行一系列的聽

證會且發表具影響力的企業競爭表現報告以幫助私人團體利用現有的智慧財

產權保障機制去達成保障競爭的結果。這些報告、國會證言和其他倡議行動

均導致相關的立法改革。司法部發起許多不同管制企業的競爭表現深度報

告，包括了航空、保險、乳品市場、海運及許多能源企業，讓大眾更瞭解管

制所需成本因而增加支持改革的力量。此外，法律訴訟的推動亦可以幫助競

爭倡議，而競爭機關在訴訟中主要扮演公共利益的角色，非代表特定當事人。 

茲歸納美國推動競爭倡議措施之類型如表 4-1。 

表 4-1  美國對競爭倡議採行之措施 

對行政部門之倡議 對立法部門之倡議 對私人部門之倡議 

1. 參與各領域之議題 

1. 建議政策法案對競爭

影響 

2. 確保政府各部門不會

產生矛盾 

3. 在行政管制前進行提

案 

1. 法案對競爭產生的影響 

2. 對管制機構要求評估競

爭因素 

1. 教育消費者重視競爭

之議題 

2. 舉行聽證會發表企業

競爭表現報告 

3. 3.代表公益提出訴訟 

 

75 http://www.ftc.gov/bc/BCUsersGuide.pdf 搜尋日期：2009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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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美國 FTC所設置之 YouAreHere網站 

 

（三）非正式競爭倡議措施 

除了上述所討論正式的競爭倡議以外，競爭機關尚從事若干非正式的倡

議行動，而許多發生效果的倡議工作，都是透過非正式或檯面下的倡議行動。

首先，競爭主管機關應與其他政府部門的口應單位，建立起有效率的工作關

係，而此一良好工作互動關係，使競爭倡議機關能夠非正式的對經常性業務

提出競爭建議。此外，透過這些接觸，可獲得如新興市場發展新的立法和管

制行動之最新資訊。 

對於產業界之倡議部分，其基礎之一自然為與業界中的專家合作，以瞭

解產業如何運作，從業界交易中獲得新資訊，而與學者非正式的溝通，往往

亦能獲益良多。與政府機關或產業界非正式的聯繫，將有助於對競爭議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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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瞭解，瞭解產業如何運作以及國內外該產業政策討論的相關經濟議題亦

有助於競爭倡議之推動，蓋其促進競爭主管機關對企業運作的細節、不同公

司的立場和其他組織的相關利益等資訊之瞭解與掌握。背景資訊也可使競爭

機關在產業參與者互動間發展更有效率的調查。 

二、法律位階與主管機關 

美國競爭議題的主管機關乃是聯邦交易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er）以及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兩者均同時負責反

拖拉斯法與競爭倡議的實施，以確保市場經濟的競爭性。
76
其中 FTC 為獨立

機關，而 DOJ 則在政府部門中扮演一個相當特別的角色，對各種政府決策表

示意見並在反拖拉斯法事務向政府單位提出建議。
77
 

兩機關分別有其各自獨立的法源基礎進行競爭倡議工作。根據聯邦交易

委員會法案（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第 46 條規定， FTC 有權公

開與公共利益有關的資訊，且對國會提出年度特別報告。
78
而聯邦司法部組

織法反拖拉斯署職權的相關規定，亦賦予反托拉斯署針對維護在企業自由體

系下市場競爭事項，進行主動收集資訊並提出意見之權限。
79
 

76 兩機關均有專責單位負責競爭倡議工作，在聯邦交易委員會為競爭局（FTC Bureau 
of Competition），而在司法部則為反壟斷部（DOJ Antitrust Division）。  

77 Report on Assessment of ICN Members’ Requirements and Recommendations on 
Further ICN Work on Competition Advocacy, 2009, ICN Competition Advocacy 
Work Group, p. 9. 
http://www.icn-zurich.org/Downloads/Materials/ICN_AdvocacyWG_CA_Report.pdf 
搜尋日期：2009 年 8 月 5 日  

78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Section 6, 15 U.S.C.§ 46 Section 46 -Additional 
powers of Commission: The Commission shall also have power – 

(f) To make public from time to time such portions of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by it 
hereunder as ar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to make annual and special reports to the 
Congress and to submit therewith recommendations for additional legislation; and to 
provide for the publication of its reports and decisions in such form and manner as 
may be best adapted for public information and use…. 

79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Title 28--Judicial Administration, Chapter I, Part 0, 
Subpart H--Antitrust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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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倡議規範可確保司法部在程序中受到重視，保障司法部的提案建議

權，明確要求行政機關決策時需考慮到競爭議題。此外，在運輸、礦業、航

空等管制產業亦明文規範競爭議題，例如規定管制行動前需先徵得司法部長

的建議，賦予競爭機關介入管制措施的法理正當性。
80
 

FTC在競爭領域與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有著相當密切的互動。
81
兩機構在競

爭倡議行動與政策上有許多相同的職權。例如該兩機構在企業合併議題上均

有管轄權。因此發展出相關溝通程序，以避免在競爭事務上產生重複管轄的

情況。在兩機構的行動中，如何維持彼此一致性的觀點相當重要，其不但會

對特定消費者與企業產生影響，也會使各自行動更有效率。 

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和 FTC 有權調查許多相同類型的產品。為了避免浪費

行政資源進行重複調查，會先依據對於特定領域的經驗來決定由單一機關負

責管轄。在兩機構開始調查前，會先要求另一單位的許可，在大多數的情況

通常都很快就會被授權。然而若在特定案件調查之管轄產生爭議時，相關人

員會準備一張檢查表，詳列該單位對特定產業的處理經驗。一般而言，該檢

查表將得以檢視該機構五年內的相關經驗，然後負責處理爭議的人員會共同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are assigned to and shall be conducted, handled, or 
supervised by, the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Antitrust Division: 
(f) Assembling information and preparing reports required or requested by the 

Congress or the Attorney General as to the effect upon the maintenance and 
preservation of competition under the free enterprise system of various Federal 
laws or programs, including the Defense Production Act of 1950, the Small 
Business Act, the Federal Coal Leasing Amendments Act of 1976 (30 U.S.C. 208- 
2), the Naval Petroleum Reserves Production Act of 1976 (10 U.S.C. 7431(b) (2) ), 
and the joint resolution of July 28, 1955, giving consent to the Interstate Compact 
to Conserve Oil and Gas. 

(g) Preparing for transmittal to the President, Congress, or other departments or 
agencies views or advice as to the propriety or effect of any action, program or 
practice upon the maintenance and preservation or competition under the free 
enterprise system. 

80 Advocacy Provisions, 2003, ICN Model Advocacy Provisions Subgroup, P. 35. 
81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2002,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p.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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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資料，以確定哪一個單位較適合處理該案件。
82
且為了增加彼此對於相

關競爭議題的聯繫，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與 FTC 每季固定進行非正式的例行會

報，討論彼此的競爭議題並分享其處理方式與內容。 

透過競爭倡議方案，FTC 廣泛的對其他聯邦機關所管轄之領域提出建

議，主要包括不動產、特定科技產業、健康照護與能源管制。FTC 也常與其

他單位進行非正式的諮商。透過這些正式與非正式的諮商，FTC 不僅擔任政

策協調的角色，且可在多方面產生對消費者有利的影響。 

由於在競爭與消費者保護議題常常會與其他機關有管轄權重複的情況發

生，FTC 常透過倡議文件（Advocacy Filings）之方式，對立法與其他主管

機關提出建議。 

此外，競爭倡議對於界定不同機關間之競爭管制範圍，扮演著不可或缺

的重要角色。透過競爭倡議方案，FTC 得以廣泛、跨領域的對其他聯邦單位

提出建議，也經常與其他聯邦單位人員進行諮商。例如，FTC 與食品藥物管

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為共同維護消費者的福利並且

推廣食品與藥物產業的競爭，建立起合作協議，為競爭倡議提供了良好的基

礎，並進一步會尋求合作的機會。 

最後在非正式的競爭倡議方面，競爭主管機關會主動參與各種研討會、

聽證會，該會議通常包括多方產業與會者，會議中所表達或討論的相關議題

有助於主管機關瞭解產業界對其政策之反應。而透過相關會議的參與，可以

讓產業界與會者瞭解到政府單位同時以執法單位與倡議者的不同角度監督產

業市場發展。 

82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2002,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p.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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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性評估 

在評估競爭倡議的有效性時，FTC 將焦點置於該倡議行動如何影響消費

者福利。不同於其他單位的行為可直接評估對消費者的影響，大部分倡議行

動並非直接針對消費者，而是針對特定企業或政府機關進行建議或宣導，以

消除其可能威脅消費者利益的行為，來間接維護消費者利益。基於 FTC 主動

調查競爭議題的職責，FTC往往先於其它機關參與競爭議題之討論。FTC透過

倡議文件、評論、以及法院意見書等工具，在其他機關分析各種可能採取之

行動時，這些資料便可作為其分析參考。 

固然前述之倡議文件並非廣泛對公眾發行，卻能有效集中特定目標團

體，再加上相關產業政策座談會及會後追蹤報告，以提升倡議行動之影響力。

這些重要的措施將對於消費者福利發揮潛移默化的影響，同時並延伸到各種

不同的產業競爭市場。例如過去對於眼科診所和房地產產業的研究便影響了

許多州政府對這些產業的規範。 

此外，依照「政府績效及成果法案」（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之要求，各專業機關要有其策略目標和明確計畫，FTC目前持

續進行年度績效評估，並提交「績效及當責報告」（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Report），並廣泛地制定了四個策略目標以保護消費者和維

持競爭：（1）發掘詐欺（2）扼止詐欺（3）透過教育的方式來預防消費者受

害（4）參與研究、報告、倡議以及國際合作。雖然 PAR無法直接以量化方式

衡量消費者福利之變化，但其仍可透過綜合各種成果之綜合測量，來評估 FTC

競爭倡議的成果。 

FTC亦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其有效性評估，以直接測量競爭倡議所造成

的效益。例如 FTC政策規劃辦公室（FTC’s Office of Policy Planning）針

對 2001年到 2006年期間進行過問卷調查。該份問卷不只訪問倡議提出者，也

徵求決策過程中的相關利害關係人，包括反對 FTC倡議措施的當事人，並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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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評估 FTC對立法或行政過程成果的影響。該調查結果發現有 53%的受訪者同

意政府政策大致與 FTC所提出之立場一致，而 94%的受訪者認為 FTC的意見被

納入決策考慮，且 54%受訪者相信 FTC 的建議影響決策結果。此外有 81%的受

訪者回答 FTC的評論對其自身行為產生影響。由此可見，FTC對當前管制政策

的觀點相當受到重視，在競爭議題上提供相關諮詢而具有其權威性。 

四、成功案例之經驗與意涵分析 

FTC與司法部反拖拉斯署有許多關於競爭倡議之案例。從 1980年起，FTC

進行了 748 項競爭倡議行動，並自 2001 年後提出了 116 項建議案，而近 10

年間，DOJ 每年平均在聯邦管制行動前提出 9 項倡議文件。以下茲針對法律

專業服務業以及能源產業兩個領域進行討論。 

（一）法律專業服務業 83 

法律專業服務業之競爭議題受到普遍的重視，而通常是直接在法律制度

面予以改善，以確保更好的競爭地位。關於此方面的議題大部分都在反對不

必要的競爭限制，例如若干不需要律師代理的行為。 

1. 無執照執行業務 （Unauthorized Practice of Law, UPL） 

無執照執行法律業務(UPL)是非律師與律師競爭的重要阻礙。UPL禁止非

律師從事若干非法律性質的專業服務，例如納稅建議、租賃建議、地產經紀

人對買家的法律要求、地產規劃、法律資訊條款、可能具法律效力的契約協

商、不動產經紀人交易協議等。支持禁止 UPL 者認為，限制 UPL 的利益會大

於減少競爭的傷害。 

自從 1996 年起 DOJ 與 FTC 共同提出一系列的倡議文件，反對擴大 UPL

83 Advocacy Working Group Report prepared by the subgroup n°3 : case studies, 2003,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pp.159-161. 
http://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media/library/conference_2nd_merid
a_2003/SG3_Report_1.pdf 搜尋日期：2009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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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的特定法規及提案，以免阻礙其他專業人員的競爭。例如在不動產交易

方面，許多州在不動產交易時需要律師出席，而成為競爭倡議之對象。例如

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在 2000年時曾做出有關支持禁止 UPL的判決，即遭到司法

部提出強烈要求反對該案之意見。此外，許多相關的限制也被兩機構認為是

限制競爭而遭到否決。北卡羅藍那法院召集不動產交易特別會議，以兩機構

的觀點重新考慮該州禁止非法律人員進行不動產交易之規定。在 2002年，FTC

與司法部指出立法與行政機關對於 UPL 的定義過於廣泛，因此排除不動產交

易以及其他領域的競爭。 

2. 律師市場之競爭 

FTC 的倡議將目標，在消除可能阻礙法律專業服務市場之競爭之不必要

的法律或管制。最顯著的例子是州法令限制律師進行廣告行為。雖然政府應

當保護公民免於不實或欺騙誤導的廣告，但 FTC 認為州政府固然應該管制法

律廣告，但不應限制廣告行為，因此主張管制法律專業的廣告應與其他行業

廣告採取同樣的標準；亦即是，州政府之政策，對法律廣告的標準不應超過

預防欺騙的必要標準。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曾請求 FTC 對於法律廣告管制規

定提出修正建議，該提案禁止律師於廣告中提及過去的成果、證明、品質的

描述，並禁止律師以外的他人與律師在辦公室以外的場景出現，甚至是在單

一顏色背景前出現。FTC 指出這樣的限制競爭規範是不必要的，並要求州最

高法院僅針對不公平或欺騙的行為和業務，作為規範廣告內容之基礎。 

五、能源產業之競爭倡議
84
 

（一）特定案例介入之一：天然氣 

在美國，天然氣的企業多屬於私營之營利事業，其營業範圍及於探測和

發展、採集瓦斯和運輸、分配。天然氣透過管線公司經由跨州管線來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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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地區性的經銷配銷公司來售予企業或家庭。 

天然氣公司在美國受到州和聯邦的高度管制，因此在價格、天然氣之分

配與銷售上，體制十分紊亂。在 1970年代中期之前，美國天然氣公司透過與

管線公司之長期合約形成生產和跨州傳輸之垂直整合的結構。在 1976年，聯

邦能源管理委員會（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FERC）解除

對天然氣的價格管制後，跨州傳輸管線仍受到 FERC之監管。
85
司法部反拖拉

斯署十分關注 FERC 開放受管制之天然氣管線公司進入天然氣供給此一競爭

性市場之決定。1991 年 FERC 公開了一個法規預告（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 ） ， 準 備 進 一 步 要 求 天 然 氣 買 賣 和 傳 輸 業 務 分 離

(de-integration)，並就此向外界徵求意見。對此，反拖拉斯署並未針對特

定的管制規則提出意見，而是提出了一個經濟分析架構，以提供 FERC針對收

到之公眾意見，進行競爭影響評估之工具。 

在此一經濟分析架構下，反拖拉斯署指出對生產多元產品，並在某一市

場區塊仍享有獨佔力量之廠商進行部分解除管制(partial de-regulation)

時，可能會給予此類廠商經濟上之誘因，透過競爭部門與獨佔部門之「自我

交易」(self-dealing)、交叉補助或歧視性待遇來規避監管。反拖拉斯署在

其提供之意見中，提出記幾種應付以歧視性交易條件來規避監管之政策工

具，例如繼續對套餐服務(bundled services) 之價格實施高度管制，以提高

廠商將若干產品在競爭性市場（無價格管制）單獨提供的效率，但亦保留了

獨佔性廠商透過垂直整合達成範疇經濟(economies of scope)之經濟效率的

彈性。另一個政策工具則為強制要求分解(unbundle)，亦即要求受管制廠商

向其本身購買受管制之服務時（亦即天然氣批發市場），必須以合理無歧視

之價格與條件進行。在此一結構下，可大幅降低管制介入之需要回歸市場機

84 Advocacy Working Group Report prepared by the subgroup n°3 : case studies, 2003,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pp.9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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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且無庸針對在批發市場中若干具有獨佔力量之關鍵服務，實施成本計價

管制法。 

最後，FERC對於天然氣供應事業上，採取了反拖拉斯署所建議的強制要

求分解(unbundle)取向，並透過 FERC與競爭法主管機關共同執法之方式維護

天然氣批發市場之競爭關係。其中 FERC之職權在於落實無歧視之管線接續規

則(access rules)，而競爭法主管機關則針對批發市場獨佔行為，或具有獨

佔意圖之行為進行管理。 

（二）特定案例介入之二：電價管制 

美國之電力事業最初是由私人擁有的公司所提供，並發展出發、輸、配

垂直整合（亦即我國之綜合電業）之產業結構。直到 1990年代初起，垂直結

合在電信的事業上才有了基準規範。 

在初期階段，除水力發電以外，其餘之電力事業係受到州與地方政府之

監管
86
。州與地方政府以地理區域為界線，核發排他性之零售供電執照。惟

自 1940年代開始，跨州供電之市場開始出現，而州與地方政府對於跨州供電

並無管轄權，故聯邦國會制定了聯邦電力法案（Federal Power Act）和天然

氣法案（Natural Gas Act），並成立聯邦能源管理委員會（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來管理跨州之電力批發市場之價格、費用與其他事

項進行監管，但一般用戶之零售市場仍屬州與地方政府之職權。 

FERC 最初係以歷史會計成本法與可比較風險的資本成本管制法來規範

批發電力價格。惟自 1990年開始，美國批發電力市場變得日趨競爭，且長期

供電合約（而非自建發電廠）成為取得電力供應的重要手段。對此，司法部

反拖拉斯署開始對 FERC進行競爭倡議，建議 FERC解除批發電力之價格管制，

85 National Gas Policy Act, Pub. L. No. 95-621, 92 Stat. 3350(1978). 
86 自從 1920 年起，在可供航行的河上興建的水力發電計畫，都必須得到聯邦的允許
才可進行，Federal Power Act of 1920, 41 Stat. 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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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有競爭性供給來源之市場中，以透過協商形成之契約價格取代管制價

格。FERC接受此一建議，逐漸改以市場價格為管制基礎，但在若干案件中，

並未完全落實此一政策，成為反拖拉斯署進行競爭倡議之對象。 

例如在 UI 與 UNITIL 公司購電案中，反拖拉斯署於具有準司法性質之行

政救濟程序中，主張 FERC應重新檢視並同意接受 UI與 UNITIL公司之間批發

電力契約的價格與條件。反拖拉斯署之意見認為兩公司之供電契約價格係由

市場競標決定，而非依據成本計價原則。在本案中，UNITIL共收到來自於 54

家電業公司收到超過 80個提案，來自 74個發電機合計 2697百萬瓦特。在評

估標單以及與投標者協商之後，UNITIL 選擇了來自五間公司總計 84 百萬瓦

特的六個提案，其中包括 30百萬瓦特來自 UI。然而，FERC並不支持該契約，

並指出 UI 並未對第三人開放其傳輸系統（亦即所謂代輸 wheeling）。然而

如此對 UNITIL強烈競標通常會被迫接受價格是具競爭性的，然而反拖拉斯署

指出，並無證據顯示 UI 有拒絕代輸之情事，且即使 UI 拒絕代輸，其價格仍

屬於競爭性價格，且並未對 UNITIL選擇其他競爭對手之售電造成任何妨礙。 

（三）建立關係網路：非正式的倡議接觸 

FTC 和 DOJ 在過程中均使用許多較非正式的競爭倡議方式。例如，兩機

關參加產業研討會、公聽會，並在會中發言，處理產業重建議題。會議的參

與者通常包括不同的產業成員。會議中所關心的議題和疑問可能有助於競爭

機關瞭解其回應並瞭解產業技術和組織發展。產業研討會、公聽會的參與也

提供額外機會去培養與正式參與者間的良好關係。 

兩機關也和其他欲進行制度改革的國家機關有所接觸，包括前述之 FERC

和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跨部會會議由 FERC的主席助理與高階

人員參加，討論的目的並非想要影響任何程序中的案例，而是提供這些機關

分享觀點且關心相關能源政策。此過程不只會產生許多新構想，且確保政府

對能源政策態度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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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兩機構會尋求與管制機關的正式聯繫。例如，FTC 成為美國國家

公用事業管制委員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gulatory Utility 

Commissioners）的成員，該資格使其可參與 NARUC 會議。而其成員通常是

NARUC 的資深成員，也使其與國家管制研究機構（National Regulatory 

Research Institute）的研究人員接觸，可共同對管制政策發表評論。 

發展有效的競爭倡議方案需要時間，而評估方案的有效性卻很困難，倡

議方案的短期與長期影響是不同的。此外，很難單獨衡量其效果，因為決策

者通常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因此在能源產業方面，倡議行動最大的影響乃是

增加 FERC對產業結構的興趣，而非對市場力量的特定補救措施。從天然氣運

輸產業的相關評論開始，到最近電力產業重建的相關倡議，均鼓勵聯邦管制

機關考慮創造可給予企業適當誘因的結構，而非依賴干預管制的行為規範，

倡議成果集中在管制改革中市場力量議題的重要性。 

六、小結 

提高競爭能改善國家的經濟表現、開放商機、並降低商品及服務之成本。

但是市場上卻存在許多限制競爭的法律規定，各個機關之間所掌管的法規在

執行常與競爭法的精神有所衝突，因此競爭倡議乃是競爭機關在實施強制性

反壟斷法之外的重要手段，且其重要性並不因其非強制性而有所影響。雖然

由於影響決策的因素眾多，且長期的政策影響更加難以評估，故無法單獨藉

由政策成果來評估競爭倡議的有效性。然而透過競爭倡議許多成功案例宣

導，行政上透過倡議可以給行政機關瞭解政策上產生的競爭問題、立法上，

可以使得各機關在修正或是新訂法規之時，對於有關競爭之規範可以事先詢

問競爭機關之意見，使其不至於在法規訂立之後和競爭法有所衝突，而在私

人間的宣導競爭觀念，使得企業和民眾更瞭解競爭法，不論在正式的倡議還

是非正式的倡議，都再再顯示出 FTC 與 DOJ 的倡議措施對於競爭議題有著重

要的領導地位，也充分為消費者維護了一個具競爭力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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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歐盟 

一、競爭倡議制度之內容 

歐盟執行委員會 (DG)下設之競爭總署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Competition)負責執行共同體條約中訂定的競爭規範，包括確保歐盟市場競

爭秩序不被扭曲，以及良好的市場運作，以進一步保障消費者的福祉。以下

區分三個面向來說明歐盟競爭倡議制度的實施內容。 

（一）政府面向 

1. 歐盟執委會 

在政府的面向上，競爭倡議主要作用在允許競爭主管機關透過各種形式

影響行政機關、立法機關與司法機涉及競爭的相關政策措施，促使這些政府

機關的作為不致破壞市場運作或是扭曲競爭。歐盟執委會本身，即透過立法

程序的機制，使其內部各總署的提案(proposal)，競爭總署有機會對於關係

競爭之事項有所置喙的餘地。 

執行委員會在 2005 年 6 月發布『提案影響評估指引』（以下簡稱「指

引」）
87
，該「指引」係作為各總署對其所擬提案應進行之總體評估的具體要

求，而其中包括競爭影響評估程度的指標。換言之，該「指引」要求各總署

對其所擬提案的正式評估報告中，必須說明競爭相關的影響，具體包括： 

 對競爭力、貿易與投資的影響 

 對內部市場競爭環境的影響 

該「指引」將歐洲共同體條約(EC Treaty)中競爭條款所指 「市場機制

失靈(market failures)」列入需要在評估影響中處理的項目之一，並指出歐

87 EC “Impact Assessment Guidelines” , 2005.June 
http://ec.europa.eu/enterprise/regulation/better_regulation/impact_assessment/docs/se
c_2005_791_guidelines_annex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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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共同體條約第 98 條明白要求成員國與共同體應在開放市場競爭的條款上

通力合作。 

「指引」適用的範圍極廣，凡執行委員會的工作事項(Commission’s 

Work Programme)，包括規範之提案、擬訂白皮書，預算書，國際協定範本的

草擬等均適用，並若有其他行政行為屬於執行委員會認有必要進行評估者，

也適用之。此外，個別提案在呈交給執行委員會審查前，還需經過總署間平

行聯繫工作小組的審查，此程序上的改變亦為該次「指引」所訂定者。當影

響評估報告會連同提案進入總署間平行聯繫工作小組時，工作小組必須針對

關於提案之各事項討論，也包括對競爭事項之考量，最終才決定是否呈交給

執行委員會。 

此外，競爭總署對於歐盟成員國的政府措施也能表示關切。若成員國之

法規或措施對共同市場的競爭產生扭曲之影響，尤其有政府干預事項(State 

aid control)存在時
88
，競爭總署也會主動檢視成員國相關政策或法規，並

給予建議。原則上，成員國境內實施的相關規範造成限制競爭的效果，因而

違反其共同體條約法下之固有義務時，即便該成員國將限制措施的實施權力

授予私部門機構來進行，成員國仍要對此類限制競爭的行為負責，亦即競爭

總署可對成員國違反義務之行為向歐洲法院提出控訴。 

不過，為避免對成員國採取違反協定義務的控訴，執行委員會通常會先

邀集成員國與相關產業業者共同檢討如何修正此類違反規定的條款。執行委

員會所採取的途徑包括： 

 召開雙邊會議，提供業者與主管機關陳述其立場的機會。 

88 參見競爭總署 2009 年年度執行報告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publications/annual_management_plan/amp_2009_en.
pdf  

 
79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publications/annual_management_plan/amp_2009_en.pdf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publications/annual_management_plan/amp_2009_en.pdf


 納入國家職業公會、國家主管機關、競爭主管機關、以及消費

者團體等相關主體。 

 鼓勵成員國間交流經驗。 

過去競爭總署對於執委會下其他總署的提案以及成員國的立法進程，總

是居於消極的地位，然而在前述「指引」公布後，競爭總署對於執行委員會

政策發展與立法過程的參與，轉化成為一個主動倡議的角色
89
，歐盟也藉此

建立了更為具體的競爭倡議制度。 

2. 歐盟各成員國 

歐盟成員國本身也有其競爭倡議之制度。一般而言，各成員國內的競爭

法規均授予其競爭主管機關推廣競爭概念的條款，且區分不同對象，包括有: 

對立法機關、對其他行政機關以及對司法機關的倡議。各類型競爭倡議條款

茲舉例如下
90
: 

（1）對立法機關---以愛爾蘭為例，競爭主管機關的職權之一是負責發

現指認出可能導致限制競爭的法律條文，並提出評論與建議。如義

大利的競爭主管機關一旦發現可能產生扭曲競爭效果的法律條

文，即須通知國會。 

（2）對行政機關---有些成員國採取允許競爭主管機關對其他行政機關

提出競爭議題上的建議或評論意見，例如法國競爭委員會法的第

L462-1 條。另有部份成員國則是規定對於限制競爭的規範應予解

除 (deregulation)，如瑞典的競爭機關職權法 Section 4
91
。又有

成員國則是要求，其行政機關在行使職權時涉及市場競爭相關事項

89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OECD 2005 
http://www.oecd.org/dataoecd/7/41/35908641.pdf  

90 “Advocacy Provisions” ICN ,The Model Advocacy Provisions Subgroup, 2003.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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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取得競爭主管機關的意見，例如義大利競爭法 Section 21。 

（3）對司法機關---相較於前述兩種類型，對司法機關進行競爭倡議的

規定較為少見，不過在比利時與法國的規定中，允許法院在審理案

件時聽取競爭主管機關的意見，在芬蘭競爭署法第 27(2)條更要求

法院在處理限制競爭的侵害案件中，聽取競爭署的意見。 

（二）產業面向 

歐盟競爭總署並沒有設立專責執行競爭倡議與監督的單位，取而代之的

是依各個產業或議題的專責單位來分派競爭倡議計畫。在競爭總署每年度提

出的執行年報(Annual Management Plan)中，可以知悉歐盟競爭倡議計畫在

各個產業中的執行情況。 

自 2005年起，歐盟競爭總署便將各個產業的競爭倡議焦點放在解除管制

的努力上，特別是針對新開放產業(recently liberalized sectors)維護其

內部市場環境的競爭條件，包括電信服務業、郵遞服務業、能源產業以及運

輸業。在這些產業中進行的競爭倡議計畫包括: 

 提案取消歐洲議會制定的海運整體豁免條款。 

 有關專業服務業規範的改革報告。 

 持續對各產業進行調查(sector inquiries)，以採取後是適當

的倡議措施，例如針對藥品業進行調查，作成是否解除基因藥

物與新研發藥物的市場進入障礙。 

（三）消費者面向 

從消費者面向觀察歐盟實施的競爭倡議，主要焦點集中在釋疑的部分，

亦即針對新開放產業與管制產業的市場型塑上，提供足夠資訊給消費者知悉。 

91 The Regulation (1996:353) with Instructions for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Iss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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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總署提供資訊的管道包括執行委員會的競爭資訊網，每年度發布年

度活動報告與年度執行報告，以及召開公共諮詢等。這些管道同時開放給一

般民眾與消費者團體。 

競爭總署同時強調，其與衛生暨消費者保護總署(Health and Consumers 

Protection Directorate General)間的平行合作，也是保護消費者利益中重

要的一環。 

二、法律位階與主管機關 

（一）主管機關 

1. 歐盟執行委員會競爭總署 

競爭政策被視為開創經濟成長與繁榮的重要要素，競爭總署的一項重要

任務即負責完成歐盟里斯本計畫(Community Lisbon Program)中揭櫫的策略

性目標-- 維持內部市場的有效運作，以及促進研發創新環境必備的條件，使

歐洲成為一個吸引人的投資工作環境，並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競爭總署完成

其任務的主要途徑分述如下: 

 執行歐盟競爭規範，包括與反壟斷、併購、政府干預以及政府

援助控制相關的競爭規範。執行競爭規範的原則大致有四: 區

分執行優先性、對個案進行經濟評估、實施有效的震懾與救濟

措施、以及在歐盟內部(ECN)或國際間建立網絡進行合作。 

 產業調查與市場監督---在下列情事發生時，競爭總署會著手進

行官方產業調查: (1)經非正式市場監督所得之資訊顯示該市

場運作失靈且原因不明時，(2) 為釐清原因有必要進行更有系

統的事實調查，(3)有必要行使官方調查權限來取得資訊，(4)

競爭失靈的問題牽涉數個市場主體。 

1996-05-09 As amended – up to and including 2000:1028  Tasks  Secti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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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制定---關於政策擬定的眾多活動中，重要的有:制訂與檢

討競爭規範中實體與程序部分，會員國主管機關間的協調，對

外提供歐盟競爭政策的相關資訊。 

 競爭倡議---歐盟的競爭倡議呈現多種態樣，包括:參與其他執

行委員會的規範制定、案件、公眾諮詢程序、競爭情勢報告、

推行良好實踐等。 

 國際合作---全球經濟整合的趨勢下，歐盟執行委員會勢必要增

加對外尋求國際合作，特別是在處理多國併購或是跨境反競爭

行為的問題上。 

2. 歐盟成員國競爭主管機關 

以芬蘭為例，芬蘭的競爭主管機關為芬蘭競爭署(Finnish Competition 

Authority)，競爭署底下設有競爭倡議處(Advocacy Unit)，特別針對市場競

爭與規範間發生衝突的情況提供決策者一些專家意見或是計畫方案等，或是

維持國營企業與私人企業的競爭條件相當。 

對此，芬蘭競爭署法(The Decree on the Finnish Competition Authority)

的第一條即授予競爭署實施競爭倡議的權限
92
，包括: 在經濟性法規的立法

過程中提出意見，以及著手進行促進競爭的活動與解除管制的活動。 

（二）歐盟競爭倡議法律位階 

共同體條約第三條揭示了共同體權限範圍之一
93
，即是維護內部市場的

競爭，不致遭受扭曲。為達成此一目標，共同體條約第 86(3)條授予歐盟執

行委員會有一項特殊監管權限，對於成員國的公共事業或授予特殊專營權利

的事業，如果成員國立法或執行任何措施違背共同體條約的第 12 條與第

92 芬蘭競爭署法第一條第(6)款與第(7)款。  
93 共同體條約第 3 條 g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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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9 條之規定，執行委員會應在必要時對成員國此一違反作成適當的指令

或決議予以處置。 

第 86(3)條授予歐盟執行委員會對於會員國市場競爭與自由化予以管理

檢討的權限，執行委員會保有裁量權限在其認為「必要」時，作成決議來處

理市場競爭與自由化的議題。 

然而，倘若成員國所為之立法與措施屬於歐盟基本權利憲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 36條所指 「公眾經濟利益

服務」(services of general economic interest，簡稱 SGEI)時，歐盟執

委會應予尊重。對此，共同體協定的第 86(2)條即規定成員國 SGEI類型的事

業，在提供公眾經濟利益服務的必要範圍內，不受到執行委員會上述權限的

監管。 

(基本權利憲章  第 36條) 

歐洲聯盟確認並尊重依符合歐洲共同體條約規定之國內法律與措施而獲

得一般經濟利益服務之權利，以便能促進歐洲聯盟社會與領域之結合。 

 

因此，這類型的公共事業並非完全豁免於執行委員會在促進競爭與自由

化事項上的監管權限，成員國的公共事業仍在提供此類服務的必要範圍內享

有上開特殊權利。 

目前歐盟訂出逐步開放指令的產業分別有:能源業(電力業與天然氣產

業)，郵遞服務業，電信服務業與運輸服務業等產業。 

三、有效性評估 

歐盟體制下，競爭倡議的實施目的在維護歐盟經濟的競爭力，確保來自

公部門與私部門的作為能夠對競爭環境的建構有所助益，以及不會對競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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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產生不當限制。特別是針對幾個重要產業的內部市場，以及執行里斯本策

略。以電子通訊產業與網路產業為例，在這些產業中建構競爭環境大大的影

響其投入成本，進而提升歐盟在這類型服務中的競爭力。另一方面，依里斯

本進程所進行單一歐洲能源市場際化，目標之一即是將歐洲能源市場予以競

爭化。 

為了使金融業運作更加良善，歐盟規畫將金融市場與保險市場的進入障

礙排除，企業將能更便捷的運用金融與保險工具來提升競爭力。歐盟競爭總

署每年均會提出年度執行報告，在 2008年度評估報告中指出，市場開放與維

持 市 場 競 爭 條 件 的 政 策 能 夠 持 續 強 化 歐 盟 經 濟 效 率 (economic 

efficiency)，提升生產力進而加速經濟成長
94
。其以 2003年至 2008年之間

為例，歐盟的每人平均 GDP(依購買力平價指數)成長了 19%，競爭總署認為此

絕大部分應可歸功於競爭政策的執行與競爭環境的提升，惟相較於美國仍然

少了 35%。又以網路服務產業為例，競爭總署估計競爭條件的提升對該產業

潛在影響達到 1.5%至 2%
95
。 

其次，競爭總署在 2008年評估報告也指出，提升競爭所帶來的效益上在

各層面也是多面向的: 

1. 一般民眾可以從了解競爭帶來的益處，發現消費者的權益與選擇所

在。消費者在買受商品或服務前可以獲取足夠的資訊，做出選擇。  

2. 企業能公平競逐利益。企業遵守競爭規則可以附帶的削減經濟市場的

一些不利影響，良善的市場環境對企業與消費者均屬有利。 

3. 對為政者而言，可以避免其所制定之政策產生不當限制競爭的效果。 

94 歐盟競爭總署 2008 年度執行報告中，說明競爭事項的執行與人均 GDP 的成長間
之連結，雖非唯一因素但具有直接關聯。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publications/annual_management_plan/amp_2008_en.
pdf  

9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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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截至 2008年的各項回饋指標與有效性整理如下表
96
： 

歐盟競爭事項

總體目標 

影響層面 

指標 長期目標 現階段成效 

維持市場競爭

來強化歐盟境

內消費者利益 

檢視因為競爭政策

工具的採行，對於

消費者節約指數的

影響 

從執行競爭規範盡

可能消費者利益 

估計 2007 年所有卡特爾、反

壟斷、市場自由化、併購等競

爭事項對於消費者節約指數

的影響達到 138 億歐元 

維持市場競爭

提 升 經 濟 成

長、就業機會

與競爭力 

競爭市場建立所

帶來的長期實際

產出量與實際價

格的變化。  

可檢視實際人均

GDP 成長率。 

競爭市場長期影響

---實際產出的擴充

與實際價格的穩定。 

依歐盟里斯本計畫

來檢視成長率。 

根據歐洲統計局(Eurostat)的

統計，競爭市場的建立對 2006

年歐盟 27國總體人均 GDP成

長的影響範圍為 2.81% 

提升競爭意識 從各種調查中獲知

一般民眾、企業與

決策者，依據競爭

意識所作出之正面

回應比率。 

盡可能提升一般民

眾、企業與決策者正

面回應比率。 

歐洲趨勢調查顯---67%歐洲

民眾認為市場競爭條件的提

升(諸如運輸或電信市場)是

有益的。在另一項針對企業的

調查，歐盟有超過 82%的企業

領導人認為維護歐洲單一市

場的公平競爭條件是相當重

要的 

資料來源：整理自歐盟競爭總署 2008年度執行報告 

2006年間『歐洲趨勢調查(Euro-barometer)』針對競爭環境提升對民眾

之影響所做的調查顯示，67%歐洲民眾認為市場競爭條件的提升(諸如運輸或

電信市場)是有益的。在另一項針對企業的調查，有超過 82%的歐盟企業領導

人認為維護歐洲單一市場的公平競爭條件是相當重要的。另一方面，企業領

導人對於能源、運輸、電信以及郵遞等產業的進一步開放競爭，有 68%以上

的受訪對象認為是重要的事項。 

這些數據顯示歐盟內部對於建立競爭環境的意識高昂，且高度支持其競

爭政策，但仍有更多需求仍待執行。 

96 同上註  第 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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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功案例之經驗與意涵分析 

案例一：歐盟專業服務業之改革方案
97
 

歐盟執行委員會在 2004 年公布了一份歐盟境內專業服務業的競爭環境

報告，針對律師、公證人、會計師、建築師、工程師與藥劑師等專業服務業

採行改革方案。競爭總署指出歐盟國家相關法律與措施中有爭議的部分，包

括固定價格與建議價格(fixed and recommended prices)，刊登廣告的限制

規定，商業結構與市場進入等問題。雖然這些問題從保護消費者的觀點是有

其理據，但該報告傾向從推廣競爭的角度來檢視這些條款與措施。執行委員

會指出這類私部門機構(通常是職業公會)實施的限制措施，除非是為了維護

該專業服務正當執業上所必須者，否則有違反共同體協定第 81條之虞。 

為避免對成員國採取違反協定義務的控訴，執行委員會邀集成員國與專

業服務業業者共同檢討並改革這些違反規定的條款，透過一連串的雙邊會

議，提供業者與主管機關陳述其立場，並使國家職業公會、國家主管機關、

競爭主管機關、以及消費者團體表述意見；以及參考成員國間交流經驗。 

至 2005 年 9 月 5 日，執行委員會公布改革進度之『專業服務業---更一

步改革涵蓋範圍』的報告，該報告呈現成員國如何檢視這類爭議措施，以及

去除這類爭議規範的成效。執行委員會表示樂見成員國所做出的努力，但認

為這類限制競爭的規範與措施在許多國家仍普遍存在。而無法解除此類規範

與措施的原因如下: 

 欠缺成員國對於改革的政治支持。 

 專業服務業業者本身對改革欠缺誘因(little appetite for 

reform)。 

97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OECD 2005 第 58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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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執行委員會再度要求會員國採取更有效的作為，並建議將專業服

務業影響競爭的相關規範予以現代化，這些規範改革工作應作為執行里斯本

策略(Lisbon Strategy)
98
 的一部分。執行委員會持續在專業服務業的競爭條

件上進行更大規模的改革，同時仍不排除提起控訴的可能。 

案例二:歐盟航空運輸之單一歐洲天空制度(Single European sky) 
99
 

歐盟各國航空運輸開放競爭的主要進展，是執行委員會在 2001 年引入

『單一歐洲天空』的制度。執行委員會責成成員國進行結構性的改革來遂行

此一制度。一系列的規範架構出歐洲單一化的航域管理、航空管制、以及多

國合作機制。在這當中，對於各成員國境內的所有歐洲機場，均強制應開放

給其他成員國公平使用，是促進歐洲航空業競爭條件一極為關鍵的環節。 

執行委員會按第 793/2004號歐盟指令（Regulation），將歐洲所有機場

劃分為兩種:高度飽和機場(協調機場)與可進一步開放機場，成員國政府必須

將境內所有機場按此分類加以區分。各家航空公司使用機場的規則上，高度

飽和機場是以空位(slot)來分配，而可進一步開放機場則以起降排班表

(schedules)來分配。由於不論是空位或起降排班表的分配方式皆可能引起競

爭公平性之疑慮，從而第 793/2004指令爰要求，空位與起降排班表的分配，

不能產生歧視或獨厚某一家航空公司。此外，該號指令允許航空公司將空位

移轉給其他航空公司，或是將空位轉為不同路線之用，或是轉為提供其他種

類的航空服務之用。然而，航空公司必須使用該空位才能實際取得使用權

(‘own’ their slots)。 

再者，對於新進入市場的航空公司，其須持續使用空位與起降排班表達

98 里斯本策略為 2000 年起歐盟整體競爭力提升的政策方針，目標是充分運用歐洲人
力資源並促使歐盟成為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該政策方針經修訂於 2005 年續行，
目前進入里斯本策略的制訂已經延伸到 2010 年之後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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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期間(一個期間為期 6 個月)。使用率低於 80%的空位會進入一個總分配

庫(pool)，新進航空公司可以優先分配前 50%的空位，機場的使用分配上不

得因國籍不同而有差別待遇，且對待外國航空公司的待遇不得低於本國航空

公司。 

此外，航空公司間的對於路線或價格等水平協議，倘若其能開創更有利

的競爭條件與利益，執行委員會傾向將此類型水平協議排除於第 81條禁止之

列。特別是執委會發現，競爭者間透過票價協議的方式，可達到使旅客更為

便利的在其航程中，使用不同經營者所提供之航空服務。故而執行委員會認

為，此種情況應可豁免於共同體協定中競爭核心禁止條款(反壟斷等)的適用。 

五、小結 

歐盟的競爭倡議承襲了歐盟競爭法所強調的特點，亦即在維護市場競爭

之外，一併考量競爭力提升與增進消費者利益兩個面向。由於歐盟本身的超

國家性質，使得執行委員會在政府層面實施競爭倡議的功能遠比其他國家來

得大，也更為複雜，除了涵蓋執行委員會內部事項(經濟與衛生等)外，還必

須監控其成員國之競爭事項與立法。 

從上開案例來看，彈性運用競爭倡議作為提出控訴以外的另一個維持市

場競爭管道，是歐盟執行委員會實施競爭倡議的另外一項特色。 

第四節  小結 

由本章所分析之澳洲、美國與歐盟之競爭倡議經驗中，可以歸納出以下

幾個特徵： 

99 Peter C. Carstensen , Susan Beth Farmer  and Edward Elgar “Competition Policy 
and Merger Analysis in Deregulated and Newly Competitive Industries” MPG Books 
Ltd 第 203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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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國在法規與政策層面上，均有明確之授權基礎，賦予競爭法主管機

關進行競爭倡議之法源依據。 

2. 各國競爭倡議之法源依據，除要求競爭法主管機關進行行政部分、產

業與消費者之競爭倡議工作外，亦多建立在程序上確保其他政府機關

涉及市場競爭之議題上，必須徵詢競爭法主管機關意見之制度。 

3. 在自由化與管制革新之過程中，對於重要之服務業或基礎設施市場之

解除管制與實施再（以競爭法為基礎）管制，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均

扮演了主動積極推動的角色。特別是在關於建立以競爭市場為基礎之

監管架構與政策工具上，競爭法主管機關除提供市場改革方向之建議

外，並並針對具體監管措施提出倡議。 

4. 除正式（法定）管道外，競爭法主管機關亦會透過各種非正式管道，

強化與外界（特別是其他行政機關與產業界）進行競爭唱倡議之工作。 

5. 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多有針對特定對象與產業，持續主動發行各類之

宣導文宣出版，並利用網路等電子方式進行競爭倡議。 

以上之特徵所表現出之政策取向，可謂將競爭法主管機關視為國家整體

競爭政策的核心幕僚，並以競爭法主管機關為推動、深化競爭意識之平台。

特別是公平法與競爭機制已是一種客觀的「法制度」，應由國家來推動及保

障的活動。我國公平法第四十六條所揭示者，即為此一精神之展現。 

其中涉及競爭倡議之推動工作者，仍然以明確法源依據最為關鍵。然而

我國公平法並無類似其他國家，針對推動軟性競爭倡議工作賦予明確法律依

據之安排，因此較無法形成制度性之推動制度，或為未來值得關注的重點。 

又近年來台灣各種受管制產業紛紛出現「解除管制」(deregulation)的

趨勢，公用事業的業務切割(unbundling)與產業結構重整（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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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成為普遍的發展趨勢
100
。然而如電信（民國 85 年）、油品（民國

89年）、氣體燃料銷售（民國 82年）等幾個典型公用事業市場在自由化後，

由於傳統公營獨佔之市場結構之故，仍然需要持續各種強制與非強制手段，

以促進市場競爭之落實。其中多數受到高度管制之產業均有產業特別法之規

範，而在各特別法中除少數例外（如電信法第 26條之一）外，多數缺乏競爭

規範，故仍有賴競爭法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針對競爭文化進行推廣與提

倡，方足以完成，此亦為國外經驗值得參考之處。 

100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gulation and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a Perspective for Regulatory Reform, OECD General 
Distribution GD (97) 113,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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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國際組織競爭倡議制度之分析 

—以國際競爭網路為例 

固然如 OECD、APEC等國際組織均有若干涉及競爭倡議之討論，但其中直

接以競爭倡議之推廣與推動最力者，則以我國公平會亦為會員之「國際競爭

網路」（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以下簡稱 ICN）為核心。準

此，關於國際組織競爭倡議制度經驗中之分析，本章將以 ICN 為主要分析對

象，此原因不僅在於 ICN 為目前國際上專門唯一且主要致力於從事競爭法之

執行以及宣導競爭倡議之國際組織，且 ICN 之會員皆為國家或者多國（包含

我國公平會）競爭主管機關之代表
101
，經過多年之運作及經驗之累積，ICN

對競爭倡議之議題已有相當之發展與暸解。除此之外，ICN 尚歸納蒐集各會

員國之經驗與案例，且建立相當之資料庫。因此，本報告於下將著重 ICN 本

身之運作與結構、競爭倡議制度之基本原則、內容、法律位階與主管機關、

競爭倡議有效性之評估、以及 ICN競爭倡議模範條文等加以分析說明。 

第一節  ICN競爭倡議制度之分析 

一、ICN 競爭倡議制度之內容 

為了建立推廣市場達到自由、公平之競爭狀態，以及使消費者得以受益

等目的，ICN 設立了多個小組以負責不同的工作項目及領域，例如：在受管

制產業之反托拉斯政策執行（ Antitrust Enforcement in Regulated 

Sectors）小組、卡特爾（Cartels）小組、競爭政策執行（Competi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小組、電信（Telecom）小組、倡議工作（Advocacy Work）

小組等。其中，與競爭倡議最為直接相關之工作小組即為倡議工作小組，此

工作小組對於 ICN 於國際上推廣競爭倡議之成效功不可漠，以下便就此一工

作小組之成立、工作內容及 ICN競爭倡議制度之內容予以分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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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倡議工作小組 

由於 ICN 體認到現有的競爭政策並在若干場合並不適合且限制了市場競

爭之發展，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個獲得公眾支持且滿足市場競爭的公共政策。

除此之外，ICN 期望能夠提升經濟效率以及促進社會經濟福祉，為此，ICN

於成立後便建立了「倡議工作小組」 (Advocacy Working Group, 以下簡稱

AWG)。AWG 最主要之任務在於宣導推廣競爭倡議，然而 AWG 主要之工作項目

亦會隨著每年不同的倡議工作計畫（Advocacy Work Plan）而有不同之主要

重點，例如：於 2001 年至 2003 年間，AWG 主要之工作便在於尋求發展競爭

倡議最佳之作法，並提供相關資訊給予 ICN之成員。爾後，於 2008年 5 月，

在俄羅斯聯邦反壟斷服務局(the Russian Federal Antimonopoly Service)

以及英國公平交易局（the UK Office of Fair Trading）的領導下，再次召

開 AWG會議，並重新討論決定 AWG工作之方向
102
。 

近期 AWG 之主要任務則是在於試圖發展具體的工具及指導原則以協助促

進 ICN 會員於競爭倡議之有效性。於 2008 至 2009 年間，AWG 之工作項目則

是轉為就 ICN 本身之倡議工作進行檢討、更新資訊、以及檢視其他會員國之

案例與經驗，並期望能從會員國之案例與經驗中發展出具體的標準與原則
103
。 

（二）競爭倡議制度之內容 

1. 基本原則 

如前所述，ICN 對競爭倡議之定義為「競爭主管機關就經濟活動方面之

競爭環境之推廣，藉由非強制性之手段進行相關之活動與引導，而主要是透

101 ICN, available at: 
http://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index.php/en/about-icn 

102 ICN, available at: 
http://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index.php/en/working-groups/advoca
cy 

103 同上註。  
 

94 

                                                                                                                                      



過與其他政府機關之聯繫，以及增進加強公眾對競爭利益意識之提升。」
104
。

從 ICN 對競爭倡議之定義看來，我們可以得知「倡議」本身幾乎包含了每一

件與經濟活動、市場相關之事務，但唯獨不包含強制性之執行層面。除此之

外，ICN 對此之定義尚包含了競爭主管機關期望喚起業者、其他主管機關以

及眾多大眾對於競爭之意識，以及瞭解競爭政策是可以作為促進與保護競爭

之最佳手段。 

與競爭法規不同的是，競爭法規基本上是著重於法之執行層面，而宣導

推廣競爭之觀念、加強各部會主管機關之合作、以及使大眾瞭解如何保護自

己權益之方式則必須仰賴競爭倡議。基此，競爭法規與競爭倡議乃息息相關

之事，而競爭政策更是此推動此兩者之重要工具。然而，不論是競爭法規、

競爭倡議以及競爭政策，最終之目標仍在於確保經濟效率以及市場公平、鼓

勵中小企業發展、避免市場壟斷以及最終之維護消費者之利益。有鑒於此，

於 2001 年 10 月時，數個先進國家如美國、歐盟、加拿大等，才會發起成立

ICN，爾後更有許多國家陸續加入成為 ICN之會員
105
。 

2. 進行倡議之方式 

不論競爭倡議之定義為何，或者競爭政策、法律等內容為何，欲推廣競

爭倡議最重要之手段仍在於倡議應如何進行。關於倡議之進行方式，亦為 ICN

每年年度大會上會員皆會熱絡討論之議題，因此，集合了各會員之意見後，

如前所述，針對倡議之進行方式 ICN歸納了 7種最常進行之方式：（1）徹底

執行競爭相關法規，以確實維持經濟效率與穩定性，並保護消費者的利益，

與確保公平競爭；（2）有效利用主關機關與各部會主管機關應之資源與人力

104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2002） , “Advocacy and competition policy：
report prepared by the Advocacy Working Group”, p. 25。  網址參見：
http://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media/library/conference_1st_naples
_2002/advocacyfinal.pdf 

105 ICN 詳細成立過程與時間請參閱註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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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協調與溝通之平臺；（4）與企業保持良好之互動與關係；（5）對

公眾進行相關教育宣導並建立競爭文化；（6）與其他政府主管機關建立溝通

平台，並推動解除管制(de-regulation)之進行；（7）加強提升與國際間之

合作。 

呈上所述，得以用來進行倡議之方式事實上有不少方式，因此，於 ICN

今（2009）年所舉辦之年度大會中，許多會員亦提供自己國家經驗案例與其

他會員分享，尤其是就競爭方面之倡議以及消費者教育兩個面向上，各會員

之討論都相當熱烈。於競爭倡議方面， 例如:美國表示，於 2003年時，美國

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A）成立了一系列的工作小

組以檢驗政府法令或者政策是否有妨礙任何市場競爭之情形，並出具一份報

告。於此份報告中，關於酒類販售方面，FTC 發現美國法令禁止境外酒商提

供任何形式販售給美國境內消費者，包括線上販售在內亦同，FTC 認為此一

法令已經造成消費者必須以更高之價錢購買酒類商品且導致市場之不公平。

爾後，於 2005 年時，美國最高法院在 Granholm v. Heald, 544 U.S. 460

之案件中便引用 FTC此份報告，並認為州政府此類法律是違反憲法的。
106
 

消費者教育方面，許多會員國及國內機關例如：日本、牙買加、韓國、

紐西蘭、美國司法部與貿委會等，皆認為教育消費者正確的競爭觀念相當重

要，其中，日本、牙買加、美國司法部與貿委會更表示其是透過發佈新聞、

報告、文章、指導原則或者雜誌等來提倡競爭倡議之觀念，除此之外，其亦

舉辦相關之研討會。其中，較為特別的是日本公平貿易委員會（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JFTC）更提供國、高中學生認識反托拉斯之課程，亦有

架設有關競爭之網站以供學生查詢資料。至於牙買加與日本之作法相當類

似，唯一較為不同的是，牙買加是提供各個年級學生相關課程並且出版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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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給予十歲以下之兒童閱讀。
107
 

3. 倡議之對象 

基本上，競爭之倡議必須依據對象性質之不同而有不同之倡議方式，而

各會員國大致上於倡議對象之區分上亦大同小異，普遍都是區分為三個類

型，即：消費者、產業、以及政府機關。不過，亦有些許國家針對不同的政

府機關而有不同之倡議方式，例如:美國，美國尚區分對行政機關之倡議以及

對立法機關之倡議。然而，不論各國是如何區分競爭倡議之對象，可以確定

的是，針對不同的倡議對象即必須有不同之倡議方式。 

就消費者倡議方面而言，競爭主管機關應藉由競爭倡議向民眾宣導市場

競爭可帶來之利益，並且教導民眾認識違反競爭行為之態樣，以及面臨自身

權益受損時，消費者應如何自我確保權益甚至進一步之救濟手段。產業方面，

政府則應強化推廣產業競爭之意識，並應特別著重受管制產業部份。至於政

府部門倡議方面，大致上可包含協助政府規劃公眾政策，向政府提出建議、

報告、研究甚至質詢，以及提供意見以協助立法等，除此之外，藉由學者或

者利用大眾媒體傳播相關資訊及案例亦是相當有效之倡議手段。 

二、法律位階與主管機關 

（一）競爭倡議的法律位階 

雖然一國是否採取明確的競爭倡議條文與競爭主管機關所實施的競爭倡

議工作可能沒有必然的關聯，但由於明確的法律規範在競爭市場上仍然具有

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因此，競爭主管機關還是必須參與特定行業規範的草案

制定或是特定經濟活動之公共政策的形成，並且在法令制定程序過程中提供

106 ICN, Competition Advocacy Work Group, Report on Assessment of ICN Members’ 
Requirements and Recommendations on Further ICN Work on Competition Advocacy 
(June 2009), at 25 

107 Ibid, at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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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之意見，才能替國家市場塑造一個競爭之環境，並創造經濟效率進而保

護消費者之權益，而這也是競爭主管機關最主要的任務之一。基此，競爭倡

議之法律位階為何便更為重要，惟有清楚瞭解競爭倡議之法律位階，競爭主

管機關才有法源依據得以進行相關競爭政策以及執行競爭法律規範。 

然而，事實上，在某些國家中關於競爭倡議的程序並沒有制定一部特定

之法令加以規範，因此對於競爭倡議並無法定位其法律之位階，而競爭主管

機關亦可能往往面臨無法順利運作及實施競爭政策之窘境。 

進一步而言，於此類型之國家中，也因為欠缺一部特定競爭倡議之法令，

因此，其通常皆會設計一套程序將諮詢程序予以制度化，以便提昇該國競爭

倡議之功能及解決競爭主管機關所面臨之問題。不過，此一類型之設計反而

較少出現在先進的國家當中。然而，有鑑於此，為明確化競爭倡議之法律位

階以及提升其效能，ICN 針對競爭倡議工作設有「競爭倡議模範條文工作小

組」(Model Advocacy Provisions Subgroup)，並預計提出一套「競爭倡議

模範條文」（Model Advocacy Provisions）
108
以供上述國家參考

109
。不過，

即便有模範條文可供參考，但競爭倡議是否能有效的發揮仍必須視各國憲政

架構、競爭文化、主管機關地位、該國風俗民情等等諸多因素才能決定競爭

倡議是否能發揮應有之功能。 

（二）主管機關 

根據 ICN 所蒐集各會員之經驗及資料顯示，各國在競爭主管機關所採行

之方式、機關首長之選任、決策單位之架構等等，皆有不同之方式，而大致

上又可區分為幾種類型，以下分別說明。 

108 ICN CA Working Group (2003), “Report on Advocacy Provisions”. Available at: 
http://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media/library/conference_2nd_merid
a_2003/ModelAdvocacyProvisions.pdf 

109 關於 ICN 所蒐集各國之倡議條文，報告將於本章第二節中詳細介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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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競爭機關的發展背景 

當一國建構競爭法制時，被指定之機關往往被賦與調查與防止競爭之權

限，而這樣的法定競爭主管機關將能促進基本經濟之自由化中，以及市場進

入自由與市場之競爭。 

歷史上第一個競爭主管機關是於二十世紀初設立，之後關於競爭主管機

關的設立則有三個主要的發展時期：第一次是二次大戰後已開發國家的設

立；第二個時期則是 1981 年到 1996 年期間，此時有半數以上的競爭主管機

關是由開發中國家（包括拉丁美洲、亞洲，以及前歐洲社會主義國家）所設

立；第三個則是 1997年至今。至今為止，則有將近 100國家設立競爭主管機

關，然而每個國家對於競爭主管機關的設計則不盡相同。即便在東歐新興國

家中，各國為了未來進入歐盟的準備，競相模仿歐盟競爭法之設計，但其在

競爭主管機關的設計上仍有些微之不同。
110
 

2. 競爭機關的形式 

統計上，競爭機關所設立之形式最主要可以區分為兩種不同方式，第一

種方式，有 62％的國家，係採取獨立機關的形式；第二種方式則有 32％的國

家是以部會等行政機關之形式。不過即使如此，這些國家此種設計有時候仍

會影響內部獨立委員會行政行為之獨立性。除此之外，在部分國家中，因為

司法傳統之因素，因此刻意地將競爭調查權與裁判劃分開來。於此種情況下，

調查權限則係交由在部會架構下之行政部門進行，而裁決部份則由獨立的或

專業的行政法官享有。
111
 

110 ICN CA Working Group, Advocacy and Competition Policy(2002), at 43, 44. Available at: 
http://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media/library/conference_1st_naples
_2002/advocacyfinal.pdf 

111 ICN CA Working Group, Advocacy and Competition Policy(2002), at 45, 46. 
Available at: 
http://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media/library/conference_1st_naples
_2002/advocacy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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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競爭機關首長之選任 

於競爭主管機關首長的選任方式上，從 ICN 會員國的統計資料上主要可

歸納分為五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最多國家所採用之方式，即「總統或閣揆

指派」；其次之方式則是由「部長指派」或者「國會指派」；其它較為少數

之方式則是少數國家基於其特殊的司法傳統而採取由「企業、消費者或學術

代表」或者「司法系統」（judicial system）指派。
112
 

4. 競爭機關決策單位架構 

關於競爭主管機關的決策單位架構，主要可區分為「獨任制」

（non-collegiate）與「合議制」（collegiate）。前者約有 40%的國家採

用，此種體制之競爭主管機關在絕大部分的情況被授權享有調查權；至於後

者合議制則為多數國家（60%）所採用，其中有一半的國家係由三到五個委員

組成競爭主管機關（57%），其它國家則是設計由更多的成員組成競爭主管機

關（六到十位委員的組成有 27%，十一到二十位委員的組成，有 16%）。
113
 

5. 競爭主管機關之運作獨立性 

於探討競爭主管機關之運作獨立性之前，首先，必須說明者，所謂的「獨

立性」至今仍是難以定義之名詞。獨立性至少可以解釋成在法律、政治、經

濟、事實上的獨立性，例如：如果競爭主管機關每年需要向國會或上級機關

爭取經費，如何稱得上「獨立」？而一個附屬於行政部門下的競爭主管機關，

如果其首長係由國會直接指派，那麼該競爭主管機關也將享有一定程度的獨

立性。總的而論，不論所謂的「獨立性」應如何確切定義，但可以確定的是，

112 ICN CA Working Group, Advocacy and Competition Policy(2002), at 45. Available at: 
http://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media/library/conference_1st_naples
_2002/advocacyfinal.pdf 

113 ICN CA Working Group, Advocacy and Competition Policy(2002), at 45-47. 
Available at: 
http://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media/library/conference_1st_naples
_2002/advocacy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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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一國的競爭文化中對於競爭主管機關之決定給予尊重，那麼競爭主管機

關便能充分整合行政部門內部，並完善地執行競爭政策。因此，充分的運作

獨立性有時候是扮演讓競爭主管機關確實執行競爭政策之重要關鍵。 

然而，就 ICN 所獲得之資料顯示，目前並無法明確指出程度多高或多低

之獨立性對於競爭主管機關是不足的，但是多數之競爭主管機關皆表示，高

度的獨立性將有利於競爭倡議工作之推廣與發展。不過，亦有國家指出，運

作的獨立性並不表示競爭主管機關對於行政組織架構下之參與可以從此不聞

不問。除此之外，國家預算的分配機制亦通常成為評估一國競爭主管機關獨

立性之重要指標。
114
 

6. 小結 

從上所述，事實上可以明確的瞭解到由於競爭倡議不僅屬於競爭政策之

重要一環，亦為政府是否能順利執行競爭法律之重要媒介，因此，各國主導

競爭倡議的主管機關，通常即是競爭主管機關。然而，不論競爭倡議是否有

的確發揮出其功能，應注意的是，競爭主管機關與其它主管機關之間之良好

溝通。由於各部門主管機關可自行訂定主管事項之相關行政命令，而是否能

順利將「競爭倡議」導入其法令內涵當中，除了有賴一國競爭主管機關掌握

如何之權限與功能，以及一國法令如何賦予競爭主管機關介入其它規範以倡

議競爭之活動範圍外，最為重要的仍然是各行政機關間之溝通與協調，如此，

任何之政策才能達到事半功倍之成效。 

114 ICN CA Working Group, Advocacy and Competition Policy(2002), at 53-58. 
Available at: 
http://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media/library/conference_1st_naples
_2002/advocacy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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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性之評估 

競爭倡議並不僅止於制度本身之內容、競爭主管機關、以及進行倡議之

方式為何，尚包括競爭倡議實際執行後之有效性之評估。主管機關如欲瞭解

其所利用之國家資源、人力、政策等所執行之競爭倡議是否發揮一定功效，

就必須進行有效性之評估，唯有待評估結果出爐後，主管機關才得進一步檢

視其所執行之政策是否為可行之方法、預算是否有合理分配、消費者是否明

白自身之權益為何，以及市場是否真的有逐漸邁向公平競爭之狀態。 

基此，各國用來檢驗競爭倡議之有效性評估方式亦不盡然相同，然而，

根據 ICN 綜合資料整理後，目前各國用來檢驗競爭倡議之有效性評估方式大

致上有五個面向：（1）主管機關的組織結構：競爭倡議主管機關是否得自動

執行其政策與其立法機關是否同意授權息息相關，而競爭倡議是否得順利進

行與成功，亦須視競爭倡議主關機關與其行政部門間之關係為何，意即行政

機關是否授權主管機關得有效獨立作為；（2）主管機關是否參與政策決定過

程：倘若主管機關得參與政策決定過程，特別是對於競爭法規體制進行檢討

時，那麼競爭倡議便能更有效的被予以執行；（3）競爭倡議的目標：競爭倡

議的目標應該明確，且應根據每項活動之特徵而有所不同。除此之外，亦應

就策劃與計畫之執行予以有效管控；（4）傳播政策（Communication Policy）：

應鼓勵准許對於競爭法制以及競爭政策的建議、意見以及專家建言，得以透

過報紙與電子媒體刊登，使主管機關與大眾易於接收與發表訊息；（5）建立

良好形象：競爭倡議的推動應達到公眾熟悉競爭主管機關之程度，而主管機

關應建立並加強良好之形象。 

然而，除了上述五項積極的有效性評估方式外，事實上，競爭倡議的有

效與否尚應就其是否存有消極事項而被加以評估，例如：資源是否浪費、或

者資源不充足，例如：缺乏專家學者或者數據資料，特別是欠缺授權條款支

持相關活動、相關部門主關機關是否確實接納意見、競爭倡議是否並非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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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優先參考政策、以及政策本身並沒有被確實的執行。 

第二節  ICN競爭倡議模範條文 

一、前言與背景說明 

如前所述，有鑒於多數國家仍處於建立競爭制度之初，因此 ICN 對此才

設有「競爭倡議模範條文工作小組」（ Model Advocacy Provisions 

Subgroup）。基此，競爭倡議模範條文工作小組之任務便在於定義並研擬一

套「競爭倡議模範條文」（Model Advocacy Provisions）提供各國參考、並

選擇符合其國家需求之條文，進一步從中學習其它國家經驗。然而，競爭倡

議能否發揮功能尚涉及多種因素，而這些因素各國亦不盡相同，因此要訂定

出一部普遍適用的倡議條文有相當之困難度。 

基此，模範條文工作小組最後決定蒐集各國的倡議條文（包括正式或非

正式的條文），並詢問各國在適用條文上之經驗與困難處。除此之外，ICN

指出倡議條文通常未必一定是出現在一國競爭法規當中，而可能是規定在其

他部門條文當中。根據 ICN 所蒐集之資料及歸納後，模範條文可以分為總則

條文與分則條文。於總則條文中，往往涉及競爭主管機關倡議之權限，然而

有些則是在其他部門法規當中制定總則規定，但卻只提及倡議之重要性，卻

未設定競爭主管機關之地位。然而，不論如何，ICN 亦發現且認為在倡議條

文中，越是明確化競爭主管機關在各個程序中的角色、地位並提供權限，將

越助於競爭倡議之提升與保護競爭。 

二、倡議條文之類型 

根據 ICN 所出具之報告表示，ICN 於蒐集歸納各會員國之競爭條文後，

其主要係以競爭主管機關與數個政府機關間之關係、競爭主管機關與不同階

層行政部門間之關係、以及競爭主管機關與其他經濟機構例如：貿易機構，

等三個面向將倡議條文進而分門別類。因此，於 ICN 綜合考量各機關間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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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及各會員國之競爭條文後，ICN 即將倡議條文之內容分為六大類，以

下將進一步分別說明： 

1. 立法機關、立法程序與競爭主管機關間之關係 

於此類型中之倡議條文主要係用以處理立法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間之關

係，例如：愛爾蘭的「2003競爭法案」（the Competition Act 2003）第 30

條第 1 項便賦予愛爾蘭競爭主管機關多項功能，其中的一個功能便是在於確

認並評論立法機關於立法過程中是否有造成任何限制競爭之情形
115
。又例

如：義大利，根據義大利的法律「Law no. 287 of October 10th, 1990」第

21 條中便規定義大利的競爭主管機關必須向國會報告是否有任何的立法措

施造成任何的市場扭曲情形。事實上，有一部分用於此類型中之倡議條文皆

會賦予競爭主管機關必須向國會報告之義務，然而，於此類型中，依據 ICN

所觀察之結果，ICN 亦認為立法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間之關係越緊密，那麼

所獲得之成效將會更好。 

2. 執行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間之關係 

與上述類型一不同的，此類型中的倡議條文主要則是用於處理執行機關

與競爭主管機關間之關係，而此處所指之執行機關，基本上應包含所有的政

府主管機關及其部門。 

基本上，不同層面的法律條文授予了競爭主管機關數種權力與功能，舉

例而言，於競爭法規架構下之條文往往給予競爭主管機關表達意見及評論之

權力。然而，競爭主管機關可以介入什麼樣的議題，以及介入行政執行機關

至何種程度尚必須視條文中之文字而定。對此，有些條文著重於強調行政程

序、法規或者撤銷管制對於競爭影響之層面；某些條文則著重於競爭主管機

關可就執行機關之行為說明意見，例如：墨西哥清楚指出競爭主關機關可就

115 ICN, Advocacy Working Group（June 2003） , Advocacy Provisions, at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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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規範以及行政活動出具意見，但其意見則不具拘束力
116
。 

除上所述之外，仍有許多國家之倡議條文皆是著重於調和執行機關與競

爭主管機關間之關係，例如：英國，英國的競爭法「企業法案」（Enterprise 

Act）第一部份第 7條中便規定，英國的公平交易委員會（Office of Fair Trade, 

OFT）具有下列兩項功能，即提出計畫以及就其他行政機關所提出之法律、計

畫等給予其他資訊與建議
117
。 

3. 司法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間之關係 

第三種類型之倡議條文則是用於調和司法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間之關

係，而於 ICN 所蒐集之資訊中，雖然僅有少數會員例如：比利時、法國以及

芬蘭之倡議條文屬於此一類型，但 ICN 表示，此一類型之倡議條文仍具相當

之重要性。 

對此，比利時則是引用倡議條文來建立競爭主管機關可以向布魯塞爾上

訴法院（the Court of Appeals in Brussels）提交意見之功能；法國則是

引用倡議條文以便法院可以就反競爭之事務與實例向競爭理事會

（Competition Council）進行諮商；至於芬蘭則是較為特殊，芬蘭之法院必

須聽取競爭主管機關之意見。
118
 

4. 部門倡議條款（sector advocacy provision articles） 

屬於此種類型的倡議條款通常隸屬於特殊行業別法律（sector laws）的

一部份，而不屬於國家競爭法中的一部份。大多數這一類型的倡議條款主要

是在處理並決定委員會以及競爭主管機關的義務，除此之外，委員會於核發

執照或者制定可能影響經濟競爭的規範時，亦應通知競爭主管機關。例如：

於比利時，競爭倡議的條款是用來解決電信業者或電信提供者之間對於電信

116 Ibid, at 20  
117 Ibid, at 34 
 

105 

                                                 



互連、專線（leased lines）等爭議。至於墨西哥，為了賦予執法者可以有

效利用規範或者給予其特殊之義務，墨西哥的倡議條款則是用以處理特許

權、准許權、以及市場支配等議題
119
。 

然而，在某些同樣被另外規範的特殊行業上，該國的競爭法可能給予該

特殊行業特定的豁免權（例如美國的國際航空協定），於此種情形下，競爭

倡議的存在與推廣更顯得相當重要。總的而言，此種類型的競爭倡議往往可

於電信、能源、天然氣、航空或者礦業中發現，而此種類型的倡議更需要競

爭主管機關邀請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一同參與，如此，才能真正提高競爭之

效率。 

5. 貿易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間之關係 

存在於此類型中的倡議條文則是用來決定貿易機關、競爭道德以及競爭

主管機關間之關係。然而，雖然此一類型的倡議條文並不常見，但對於某些

國家而言，此類型的倡議條文反而特別具有高度之重要性，因為貿易機關（或

者商會）通常屬於某種程度之自我管理機構，而且其往往根據其機關或商會

自我法令作為。
120
 

屬於此類型的某一部分的倡議條文主要則是用以處理與競爭主管機關就

有關商會之規範或者道德進行諮商；亦有其他的條文則是於條文之中提及商

會可與競爭主管機關就競爭之議題進行諮商。此種類型的倡議條文可於匈牙

利、西班牙等國家中見到
121
。 

6. 公眾與競爭主管機關間之關係，以及其他議題 

如標題所述，屬於此類型的倡議條文則是用以處理公眾與競爭主管機關

118 Ibid, at 38-40 
119 Ibid, at 41 
120 Ibid, at 51 
121 Ibid, at 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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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關係上，例如：於瑞典，競爭主管機關必須向公眾提供一定資訊、指導

原則以及建議。再者，如尚比亞，競爭主管機關則是必須從事資料案例的研

讀並且向公眾提出尚比亞競爭與公平貿易法案（the Competition and Fair 

Trading Act of Zambia）執行狀況之報告。又例如：拉脫維亞，拉脫維亞競

爭法的第七條亦規定競爭主管機關應出版競爭理事會之觀點與建議。
122
 

從上述各國家之案例看來，ICN 亦認為鼓勵競爭文化普及最重要的角色

便是在於競爭主管機關身上，競爭主管機關之作為與地位將決定競爭文化的

普及與否，而此一類型的倡議條文賦予了競爭主管機關多種可推廣促進競爭

文化之工具，例如：經營並發行刊載文物，並藉此可與其他國外或者國內不

同機關交換資訊。 

第三節  小結 

從 ICN 所蒐集之各國經驗與資料看來，事實上可發現近年來各國越來越

體認到競爭倡議之重要性，因此，每年的年度大會各會員參與程度亦相當踴

躍，而大會的會員也逐漸增加之中。除此之外，各會員不僅透過 ICN 所舉辦

之平台互相交換心得資訊以及自己國內之案例與經驗，ICN 亦相當用心彙整

資料並每年出具報告以供各會員參考，ICN 之貢獻不容小觑。整體而言，競

爭倡議與競爭法不再僅僅是各國國內本身之事務，隨著近年來經貿往來之頻

繁 ，服務與商品的快速流通，貿易已不再有地域性之限制，因此，國際間

才會如此正視此一議題。然而，雖然目前並非各國皆已建立完整的競爭制度，

但未來仍有賴 ICN 此種組織繼續關切、領導以及推廣競爭倡議。至於仍在探

索中之國家亦可透過 ICN 之網路及資料庫瞭解其他會員國於競爭倡議過程中

所可能面臨之困難與解決方式。 

此外，一國競爭文化的普及與否，上並不單單只與競爭主管機關相關，

122 Ibid, at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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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競爭文化如欲普及仍需各個行政部門以及主管機關相互合作，並建立共

同之意識。除此之外，於某些較特殊之行業上，除了競爭主管機關之外，尚

有規範該行業之主管機關，於此種情形下，競爭主管機關與該行業之主管機

關之協調溝通便具有相當之重要性。然而，不論國內如何運作推廣競爭，最

首要之工作仍是在於競爭法律以及競爭倡議條文的如何規範，唯有於法律以

及倡議條文中清楚規範，才能劃定競爭主管機關之地位與方向。 

然而，呈上所言，雖然 ICN 已初步將倡議條文歸納分為六類，但 ICN 亦

認為上述六種倡議條文分類之範圍其實仍相當廣泛，基本上尚可再細分出次

要之類別。不過，固然此六種類型之倡議條文仍各有其優缺點，並且亦是現

今多國經過多年之經驗與不斷改進下仍採用之類型。但是，對於正在發展競

爭文化之台灣，除了可參考 ICN 所整理出來之資料與他國之經驗外，仍應瞭

解自我國內之實際需求與風俗民情，才能真正制定有效的倡議條文，也唯有

如此才能賦予競爭主關機關最確切的地位與目標，進而推廣競爭文化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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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國建立競爭倡議制度之可行性分析 

第一節  國際經驗對我國之政策意涵 

依據第三章之分析，我國公平會固然迄今並無明確之競爭倡議政策，但

在實際運作上已有許多在性質上屬於競爭倡議之作為。事實上，觀諸公平會

98至 101年度中程施政計畫，其中已將「協調相關機關檢討妨礙競爭法規」

以及「傳揚公平交易規範理念，型塑交易公平競爭文化」等屬於典型競爭倡

議之政策列為優先發展課題，而公平會在欠缺法律對於推動競爭倡議之明文

授權的情形下，在近年來亦已積極推動跨部會之競爭文化之協調與推廣工

作。惟目前多為非制度化之跨部會協調與溝通，其程度與效果往往可能因不

同部會之施政方向、對競爭政策重要性之掌握，甚至不同部會首長之立場與

態度，而有所差異，無法建立共通性、一致性之競爭倡議制度。亦即是，我

國所欠缺者，為競爭倡議之制度化工作。準此，本章之目的，在於參考國際

間之經驗與運作架構，對如何於我國推動競爭倡議制度化之發展進行分析。 

歸納第四章所分析之主要國家關於競爭倡議之經驗與制度可知，各國在

法規與政策層面上，對於競爭倡議多有明確之授權基礎，賦予競爭法主管機

關進行競爭倡議之法源依據，且此一法源依據，特別強調競爭法主管機關對

於其他政府部門（包含立法與司法部門）進行競爭倡議之制度化基礎。 

亦即是，各國競爭倡議之法源依據，除要求競爭法主管機關進行行政部

分、產業與消費者之競爭倡議工作外，亦多為建立其他政府機關涉及競爭議

題時，必須徵詢競爭法主管機關意見之制度。除此之外，在自由化與管制革

新之過程中，對於重要之服務業或基礎設施市場之解除管制與實施再（以競

爭法為基礎）管制，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亦扮演主動積極推動的角色。特別

是在關於建立以競爭市場為基礎之監管架構與政策工具上，競爭法主管機關

除提供市場改革方向之建議外，並針對具體監管措施提出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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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本報告所分析之主要國家經驗顯示，該等國家之競爭法主管機關，

除依據競爭法，透過強制手段確保競爭環境外，更已具備國家整體競爭政策

的核心幕僚地位，並以競爭法主管機關為推動、深化競爭意識之平台。 

對此，在政策上需要的配套措施，自然是對於競爭環境之重視，以及在

整體政策形成過程中，將競爭議題的位階予以提升的問題。又對於多數受到

高度管制之產業，均有產業特別法之規範，而在各特別法中除少數例外（如

電信法第 26條之一）外，多數缺乏競爭規範，故仍有賴競爭法主管機關會同

主管機關，針對競爭文化進行推廣與提倡，方足以完成，此亦為國外經驗值

得參考之處。 

復前述 ICN 對於建立政府部門間制度化競爭倡議之架構，亦建議將對象

區分為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特定產業部門主管機關與貿易主政

機關與競爭倡議主管機關間之關係。而在此一利害關係範圍中，建立競爭倡

議制度之有效性與否，將取決於以下三個因素：倡議之參與時點、意見徵詢

之強制力以及倡議之拘束力。在時點上，參與政策與法案起草之時點越早，

倡議之效果越佳，而參與之強制力與意見之拘束力高低，亦將影響競爭倡議

之效果。 

準此，以下競爭倡議制度化之分析探討重點，主要將在於依據前述之利

害關係範圍，在政府機關間建立制度化的「事前」競爭倡議之分析，蓋此一

構面所涉及者，已超越公平會本身執掌、施政計畫與推動架構制度化問題，

而觸及建立與其他政府機關進行競爭倡議之制度化問題；而此等問題，即使

公平會本身將競爭倡議視為施政重點，仍須其他機關配合建立相關配套措

施，方足以完成，故其複雜程度遠較其他倡議對象為高，但（至少在短期）

效果可能遠較其他倡議工作為高且明顯，故有其關鍵意涵。準此，以下將針

對「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與「貿易主政機關」三種政府機關建立制度

化競爭倡議機制之推動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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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競爭倡議制度化之可行性分析 

一、對立法機關建立制度化競爭倡議之分析 

許多反競爭行為之出現，並非市場參與者本身依據其決策而生，而係因

法令規範在追求其他政策目標時，未將潛在之反競爭效果納入考慮所導致。

例如任何價格管制(price regulation)可能造成之「無言的聯合定價行為」

(tacit price collusion)，在文獻上多有討論，
123
因此在採行任何價格管制

規範時，除考量消費者權益保護之政策外，亦必須納入對競爭之影響，方不

至於發生顧此失彼之現象，且徒增競爭法主管機關執行競爭法上的困難。對

此，除參與法令草案之草擬過程並進行競爭倡議外，在立法過程中針對立法

機關進行競爭倡議亦為重要的關鍵。 

在本報告各章所分析之國際經驗中，競爭倡議主管機關對於立法機關進

行競爭倡議之工作，均屬於競爭倡議制度的核心要素之一。其中又可分為在

立法機關要求下，被動提供競爭政策諮詢之義務，以及賦予競爭倡議主管機

關主動進行競爭倡議之授權二種取向。 

惟就台灣之現狀觀察，對於公平會是否得以針對立法機關進行競爭倡

議，無論依據公平法與公平會組織法，亦或是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等相關法規，

並無公平會得針對涉及競爭議題對立法機關進行競爭倡議之明確依據，在過

去除立法院針對如不實廣告、油價等個案，由個別立法委員要求公平會調查

介入外，鮮少發生針對公平法以外之法案邀請公平會提供競爭政策意見之經

驗。 

對此，本報告以為在我國體制下有以下幾個可能之改革方向。首先欲透

過相關法令之修改，將競爭意見徵詢列為強制性要求，將涉及在整體制度中

123 參見 Marc Ivaldi, Bruno Jullien, Patrick Rey, Paul Seabright, Jean Tirole 2003. The 
Economics of Tacit Collusion, IDEI, Toulouse, Final Report for DG Competition, 
European Commission，第 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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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議題之重要性辯論，以及在我國憲政體制下立法與行政權互動之基本關

係之調整，恐非一朝一夕得以完成之工作，故應列為長期之推動項目，並以

修正公平法為較為可能之選項。惟在此之前，或可與立法院法制局建立常態

性溝通與意見交流管道制度，以提升法制局對競爭政策涉及各種層面之跨議

題屬性之掌握，並依據公平法第 46條，推動將對競爭政策與競爭環境之影響

評估，納入法制局依其職權進行立法政策與法律案研究、分析、評估及諮詢

事項之檢視要件之一，
124
並及時提供競爭議題之專業意見。 

二、對行政機關建立制度化競爭倡議之分析 

對行政機關進行競爭倡議之推動，過去已累積相當之經驗。特別是在公

平法第 46條修正之過程中，已進行大規模的法規檢視工作。且目前除持續參

與相關機關修立法會議，且就競爭政策提出建議，每年亦與地方主管機關召

開 2次業務協調會報。 

然而在現制下，對於其他行政機關之協調機制，多屬於針對特定行為關

於執行公平法之分工協調，而非關於整體競爭政策納入各部會施政考量議題

之倡議。又關於修立法程序中之參與，除在公平法第 46條之修正過程中曾由

公平會主動檢討其他部會主管之法規並提出修正建議外，其餘場合公平會原

則上屬於被邀請對象；至於是否邀請公平會參與，多由主政機關依其判斷決

定之。 

依據前述 ICN 對於競爭倡議有效性之分析，倘若競爭意見徵詢列為強制

性要求，且公平會之意見與建議具有拘束性，則競爭倡議之效果最高。然而

欲透過修正公平法達成此一目標，由於其無可避免涉及各部會之職權分工之

124 立法院組織法第 20 條，法制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關於立法政策之研究、分析、評估及諮詢事項。  
二、關於法律案之研究、分析、評估及諮詢事項。  
三、關於外國立法例及制度之研究、編譯及整理事項。  
四、關於法學之研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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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有其限制與困難。對此，除依據公平法第 9 條第 2 項之規定，對涉及

公平法規定之事項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由公平會主動商同各該部會辦理

外，對於未涉及公平法之規定，而屬於與促進競爭整體精神有落差之事項的

競爭倡議之推動，一種較為簡便的作法，或不在於修正現行法律規定，而在

於依據公平法第 46 條，推動將競爭影響，納入我國「法規影響評估」

（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RIA)制度中，使得其他機關有義務進行

競爭評估，並尋求公平會之協助。
125
 

現階段法規影響評估在台灣落實之工具，主要係透過「行政院所屬各機

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以及「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

作為基本規範基礎。對此，為引進對各行政機關之競爭倡議工作，本報告建

議或可推動修正「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現行

規定參見附錄一），並於現行注意事項第三點第（五）項中，除要求「除廢

止案外，應進行性別影響評估」外，加入「並應評估有無公平法第 46條所規

定之情事」等規定，以建立通案性競爭影響評估制度。此外，亦應同步推動

修正「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並於「準備作業」與「草擬作

業」要求中，增加如「草擬時，涉及相關機關權責者，應會商有關機關，並

應注意有無公平法第 46條之情事」等要求。如此，各機關在自我研判時，小

則將注意其主管法令對競爭之影響，而影響層面較大之修正則必然需要尋求

公平會之意見，進而取得事前倡議之機會。 

不過關於法規影響評估之建立，我國目前尚處於推動階段。目前主要之實

際運作經驗，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配合行政院經建會，制定出經濟部標準檢驗

五、其他有關法制諮詢事項。  
125

 所謂 RIA，係指行政機關法制作業中，針對規範背景、問題爭點、規範目標必須
明確的陳述，並提出所擬定的可能各種措施，分析評估實施造成社會、企業及政
府影響的相關效益與成本的過程，用以提供決策者制定法律規範時，得以依據具
體事實的描述，甚至量化的數據所呈現的分析內容，作為理性選擇的基礎。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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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法規影響評估審查表」，並已依據該審查表針對消費事故強制通報等管制

法規進行小規模之 RIA。參考標準檢驗局「法規影響評估審查表」，行政機關

在制定或修正法律案或法規命令時，應先進行法規影響評估，而評估項目包

含：1. 增進政府作業或管制、2. 減少行政作業成本、3. 有利產業發展升級、

4. 減少業者成本、5. 可有效縮短檢驗時程、6. 達成環境保護目標、7. 促進

消費者權益保護或減少消費事故發生以及 8. 其他目標等八個方面。 

對此，公平會亦可推動協助各部會在建立「法規影響評估審查表」時，

納入對競爭（亦即涉及公平法第 46條之情事者）之影響評估項目，以作為各

機關內部審查評估之要件。為協助各部會掌握涉及公平法第 46 條情事之態

樣，而應進行競爭影響評估，或可參考 OECD 之「競爭影響評估工具手冊」

（Competition Assessment Toolkit）
126
中所列之清單為依據加以調整，並

提出合乎我國體制之具體檢視清單，提供各部會參考，並作為其進行法案評

估作業之基礎（表 6-1）。最後公平會亦可與各部會建立常態性溝通協調機

制，提供各部會在立、修法過程中進行競爭影響評估時之專業意見。 

OECD, 2002. Regulatory Policies in OECD Countries: From Interventionism to 
Regulatory Governance, OECD, Paris. 

126 OECD, 2007. Competition Assessment Toolkit, OECD,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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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依據 OECD建議屬於涉及公平法第 46條情事之態樣清單 

若擬執行的政策或法令有以下任一之影響，則即屬於涉及公平法第46條之

情事，而應進行競爭影響評估 

性質 涉及之情勢與態樣 
（1）涉及限制事

業的數量或經營

範圍者 

- 授予特定事業提供商品或服務的特許經營權 
- 營業執照之許可程序與制度 
- 限制特定類型之事業提供商品或服務之能力 
- 大幅提高市場進入或退出之成本 
- 對公司提供產品或服務，投資與提供勞務設置地理

上之限制 
（2）涉及限制事

業的競爭能力者 
- 控制或實質影響商品與服務之價格 
- 限制事業進行廣告宣傳或市場行銷的自由 
- 建立有利於特定事業之產品品質標準, 或建立過度

先進之產品品質標準 
- 大幅提高特定事業之生產成本（特別是對市場新進

和既有事業給予差別待遇） 
（3）涉及降低事

業參與競爭的積

極性者 

- 建立產業自治或產官共管（co-regulatory）制度 
- 要求或鼓勵事業揭露產量，價格，銷售額或成本資

訊 
- 對特定產業或事業給予公平法之豁免 
- 通過直接或間接增加更換事業之成本，限制消費者

選擇之自由 
資料來源：OECD Competition Toolkit, 2007. 

 

三、對特定產業建立制度化競爭倡議之分析 

如前所述，對於如電信、有線電視、廣播電視、金融、能源、運輸教育

與醫療等受到高度管制之產業，多有產業特別法之規範，而在各特別法中除

少數例外（如電信法第 26條之一）外，多數缺乏競爭規範，且主管機關之法

令政策與施政措施，往往出於如消費者權益維護等非競爭因素之考量
127
，而

127 例如 NCC 在針對第一類電信事業主導業者進行零售價格管制時，便未考量要求
主導業者降價固然可回應社會對電信價格之期待，但卻未考量此管制措施對新進
業者可能造成之價格擠壓 (price squeezing)效果與其潛在之反競爭問題。參見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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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以促進競爭機制為其核心施政價值，故仍有賴競爭法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

關，針對競爭文化進行推廣與提倡，方足以完成。 

對此，公平會過去已對油品、四 C、有線電視與電信等行業提出立場說

明，而未來欲進一步制度化競爭倡議之推動，促進競爭文化在該等產業別中

之落實，首先建議可將該等產業作為優先推動建立前段所述之「競爭影響評

估」制度之對象，其次在現制下仍可能必須透過公平法第 46條所建構之位階

體系，強化與各產業主管機關之常態性聯繫機制，以及由公平會自主提出競

爭倡議文件。 

四、對經貿主管機關建立制度化競爭倡議之分析 

傳統上我國經貿政策之決策機制中，較少納入競爭議題之考量。然而經

貿政策中往往涉及貿易對手國要求之國內市場開放競爭議題，以及對外國產

品或服務提供加以限制之討論。在欠缺公平會參與之情形下，往往多由產業

政策與經貿利益交換等角度加以考量，而無相關措施對國內市場競爭影響之

評估。目前我國有關服務貿易涉及國際經貿政策之協調架構，目前正式之機

制係以「策略聯盟布局工作小組」為核心，公平會亦為成員。 

此外，如澳洲
128
之對於外人投資審查中，即將對本國相關市場之競爭態

勢之影響，列為外人投資審查中除國防與經濟安全以外之主要要件之一。反

觀我國在「外國人投資條例」、「華僑回國投資條例」，乃至於晚近之「陸

資來台許可辦法」所建構之外人投資審查機制中，均無納入關於本國相關市

場競爭之影響評估要件，亦未將徵詢競爭法主管機關之意見，納入外資審查

程序中。 

宏、李淳，2007。自由化政策下電信零售價格之管制，中華經濟研究院委託研究
報告。  

128參見澳洲外資審查委員會 (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 FIRB) 網站：
http://www.firb.gov.au/content/direc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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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本報告建議公平會在初期階段，應積極推動將競爭議題納入我國

經貿政策之考量構面，並可透過經貿決策機制進行競爭倡議。而後在外資審

查機制中，更應透過修法，將競爭影響評估作為外資審查要件之項目。 

第三節  公平會建立有效競爭倡議推動架構之可行性分析 

依據 ICN 之分析，欲建立有效之競爭倡議機制，除推動與各利害關係人

之競爭倡議機制外，競爭政策主管機關本身之組織結構亦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其中除主管機關本身在行政體系中之定位，以及參與其他機關政策決定

之程度外，尚有倡議目標明確、建構良好傳播政策等推動項目，茲分別分析

如下。 

一、建立專責單位與明確之競爭倡議目標 

依據現行公平會組織條例第 14 條第 1、2 項之規定，公平會之職權本即

包含「公平交易政策之審議」以及「公平交易行政計畫方案之審議、考核」

二者。而由前述之分析可知，競爭倡議屬於整體公平交易政策之一部份，而

公平會即可依據本條規定，擬定競爭倡議之政策與實施計畫，並將其納入年

度工作計畫項目。此一制度化之關鍵，或在於公平會本身對於競爭倡議之重

要性形成共識。如第三章所歸納，過去公平會對於推動競爭文化之深化與進

行競爭倡議已豐富相當經驗，並獲致相當成效，且相關競爭倡議活動均已納

入年度與中期施政計畫。依據 ICN 之建議對於未來推動競爭倡議工作，或可

透過進一步透過議題重要性擬定優先順序，並針對不同議題擬定明確之競爭

倡議目標與推動計畫，並就計畫之執行採取有效管控機制。 

欲達成此一目標，分為組織與議題判斷二個層面進行。首先在組織方面，

或可在現有人、物力資源下，設置任務編組性質之競爭倡議工作小組，同時

為擴大參與以及提升議題重要性與優先順序之判斷，亦可參考澳洲之經驗，

組成跨議題之競爭倡議諮詢委員會，並邀請公協會與學者專家參與，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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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擬定明確之競爭倡議議題與推動目標，同時可隨經貿與社會情勢發

展，動態提供諮詢意見。明確之競爭倡議目標亦有助於提升競爭倡議計畫之

有效性評估與控管。 

二、建立競爭倡議之議題與對象判斷標準作業程序 

由於需要落實競爭政策之面向涉及各種層面，在資源限制的情況下，除

隨著時事發展所進行的動態式倡議外，有必要針對倡議議題與對象之優先性

進行研判，以便推動聚焦式倡議(focused advocacy)。對此，本報告建議可

透過前述之工作小組與諮詢委員會，建立競爭倡議議題與對象之標準作業流

程。此一作業流程，或可分為幕僚準備作業、諮詢委員會意見徵詢、公平會

委員會議決定、準備背景倡議資料與進行倡議等五個階段進行。 

（一）議題研判與篩選之準備工作階段 

首先在議題研判之準備幕僚工作上，或可藉由以下之三種方式，並在考量

資源限制下，篩選出年度優先進行倡議之產業清單、倡議之議題範圍與目標： 

1. 依據過去公平會辦理之案件，整理出現階段競爭政策落實仍然受限

（例如 LPG業、醫療業）之行業或公協會； 

2. 針對公用事業（電信、電力、運輸、能源等）以及受高度管制之行

業（銀行、醫療、律師、會計師、建築師等），依據過去公平會所

進行之實證研究結果與建議或具體處分案件進行優先性篩選；以及 

3. 歸納因技術發展或市場結構變遷，晚近面臨重大結構調整與法規革

新需求之產業（例如通訊傳播、銀行）。 

（二）諮詢委員會意見徵詢階段 

本階段或可將準備階段所提出之產業清單（數目不宜過多），透過諮詢

委員會之組織徵詢意見，並進一步限縮倡議之範圍與議題，進而提出具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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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倡議計畫與目標。 

（三）公平會委員會議決定階段 

本階段即應依據前一階段所提出之具體年度倡議計畫與目標，於年度工

作計畫審查時提出於委員會議討論並決定之。 

（四）倡議背景資料之準備 

對於納入年度倡議計畫與目標之產業與議題，建議應先行準備倡議之背

景資料，針對產業發展與結構、比較制度之競爭發展、解除競爭限制之經濟

與社會利益等面向進行分析研究，並提出具體方向與建議，並或可製作倡議

說帖，以藉此一背景資料強化競爭倡議之論述基礎。 

（五）倡議階段 

依據前述之背景資料與倡議說帖，除可由公平會主動提出政策意見、立

場文件與處理原則，以及邀請主管機關會商等正式倡議措施外，亦可透過與

主管機關共同舉行研討會等非正式方式，進行競爭倡議。 

茲歸納以上建議之流程與相關工作事項如下圖 6-1。 

 

 

 

 

 

圖 6-1  建立競爭倡議之議題與對象判斷標準作業程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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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妥適之競爭倡議傳播政策 

1. 所謂傳播政策（Communication Policy），係指對於透過各種可行

之傳播媒介與平台，進行競爭政策之宣導與意見交流。例如對於競

爭法制以及競爭政策的建議、意見以及專家建言，得以透過報紙與

電子媒體刊登，使主管機關與大眾易於接收與發表訊息。對此，除

可透過前述工作小組與諮詢委員會之運作，組成競爭倡議宣導團

隊，並動態性的對於涉及競爭議題之議題與時事透過公眾媒體發表

意見與表達公平會立場。而公平會網站亦可設置競爭倡議專區做為

宣導平台。對於建構妥適之競爭倡議傳播政策，除透過前述諮詢委

員會徵詢意見外，亦可藉由委請專業機構（如公關公司）方式進行

策劃與執行。 

四、有效性評估之建立 

依據 ICN之建議，競爭倡議之有效性評估應就以下事項進行檢討與評估： 

 主管機關的組織結構與獨立性 

 競爭倡議的目標是否明確 

 是否建立有效之傳播政策（Communication Policy） 

 是否建立良好形象，以及 

 其他政府機關是否確實接納意見、競爭議題是否被列為優先參

考政策。 

又觀諸比較經驗中有效性評估之作法，對於以上事項之有效性評估機制

又可分為量化評估與質化評估二種取向。在量化評估方面，除現行制度中以

發生頻率（如公平會中程施政計畫之績效指標）作為指標外，並可參考美國、

澳洲與歐盟之經驗，將現行問卷調查之對象加以擴大與細緻化，將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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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問卷調查之對象，以作為後續推動方向之參考基礎。 

對於質化評估方法而言，由於目前我國所欠缺者，為政府機關間制度化

競爭倡議機制之建立，故在短期內或可以制度化之建構目標之達成程度，作

為質化評估之內容。 

五、建立特殊整體環境（如不景氣時期）之競爭倡議政策 

在如不景氣或當前金融危機等特殊整體環境變遷時期，競爭倡議工作之

推動可能受到影響。例如在 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各國政府所採取

的諸多振興經濟與抒困方案，若是具有針對性的補貼或抒困，則即使有短期

抒困效果，但中長期可能產生扭曲市場誘因與競爭環境之運作效果。
129
此外，

政府對於金融業強化監管制度之發展，在欠缺完整 RIA 評估的情形下，亦可

能因該等措施之設計與執行而影響競爭發展。
130
最後在不景氣或當前金融危

機等特殊整體環境變遷中，聯合行為出現的機率亦可能增加。 

對此，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固然應持續進行競爭倡議，除檢視政府抒困與

振興措施的潛在反競爭性外，並應強調競爭方為於長期有利於整體經濟環境

與參與者之政策。但此舉不免面對外界落井下石或不共度患難的質疑，因此

在具體措施上宜保持彈性，對於如艱困聯合之認定要件，或可適度予以放

寬，
131
以期透過具體行動展現競爭政策之短期彈性，反而可以強化競爭政策

與競爭主管機關之形象與地位，並有助於競爭倡議之推動。 

129 Frédéric Jenny, 2009,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regulation and competition, 
keynote speech for the Taiwan 2009 競爭政策及競爭法國際研討會，第 4 頁。  

130 同上註，第 5 頁。  
131 前揭註，第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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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所謂「競爭倡議」，係指「競爭主管機關就經濟活動方面之競爭環境之

推廣，藉由非強制性之手段進行相關之活動與引導，主要是透過與其他政府

機關之聯繫，以及增進加強公眾對競爭利益意識之提升。」。若以此定義為

基礎，則就國家整體競爭政策而言，競爭倡議除了不具競爭法之強制性功能

外，其涵蓋範圍與重要性仍應與競爭法等量齊觀。競爭機關在此一領域中，

更可謂為落實競爭政策之守門員（goalkeeper）。在眾多倡議之對象中，又

以對政府行政機關缺乏效率甚至妨礙競爭之政策與措施提出建議，並檢視現

存法律規定在執行上的效益與缺失最為關鍵。 

我國公平法施行至今，在競爭倡議工作上實際上已累積相當經驗，惟競

爭之概念雖已逐漸為產業與其他政府機關所接受，但廣度與深度仍有進一步

強化之空間，且所欠缺者，主要為對其他政府機關在「事前之競爭倡議」的

制度化。亦即，目前對於政府機關競爭倡議之推動，主要限於事後之法規調

整與分工協調，較少涉及事前之競爭倡議。又對於已經推動之競爭倡議工作，

除如公平法第 46條修正過程中之檢討等少數場合外，多屬於非制度化之跨部

會協調與溝通，其程度與效果往往可能因不同部會之施政方向、對競爭政策

重要性之掌握，甚至不同部會首長之立場與態度，而有所差異，無法建立共

通性、一致性之競爭倡議制度。亦即是，我國所欠缺者，為競爭倡議之制度

化工作。而在公平會內部，固然已將競爭倡議工作列為重要施政目標，但亦

有強化推動組織與方式之空間。 

本報告透過我國與比較經驗分析，以及國際組織討論方向與建議之歸

納，茲針對將競爭倡議引入國內之可行性，提出以下之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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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策建議 

一、對立法機關建立制度化競爭倡議之建議 

現階段公平會是否得以針對立法機關進行競爭倡議，無論依據公平法與

公平會組織法，抑或是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等相關法規，並無公平會得針對涉

及競爭議題對立法機關進行競爭倡議之明確依據，而欲透過相關法令之修

改，將競爭意見徵詢列為強制性要求，涉及在整體制度中競爭議題之重要性

辯論，以及在我國憲政體制下立法與行政權互動之基本關係之調整，故或可

列為長期之推動項目。 

於此之前，本報告建議於短期內可強化與立法院法制局建立常態性溝通

與意見交流管道制度，以提升法制局對競爭政策涉及各種層面之跨議題屬性

之掌握，並依據公平法第 46條，推動將對競爭政策與競爭環境之影響評估，

納入法制局依其職權進行立法政策與法律案研究、分析、評估及諮詢事項之

檢視要件之一，並及時提供競爭議題之專業意見。 

二、對行政機關建立制度化競爭倡議之建議 

倘若競爭意見徵詢列為強制性要求，且公平會之意見與建議具有拘束

性，則競爭倡議之效果最高。然而欲透過修正公平法達成此一目標，由於其

無可避免涉及各部會之職權分工之調整，有其限制與困難，故較為簡易之作

法，或不在於修正現行法律規定，而在於依據公平法第 46條，推動將競爭影

響納入我國現有之「法規影響評估」（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RIA)

制度。 

對此，本報告建議或可推動修正「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

應注意事項」第三點第（五）項，加入「並應評估有無公平法第 46條所規定

之情事」等規定，以建立通案性競爭影響評估制度。此外，亦應同步推動修

正「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並於「準備作業」與「草擬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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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中，增加如「草擬時，涉及相關機關權責者，應會商有關機關，並應注

意有無公平法第 46條之情事」等要求。 

此外，亦建議公平會可推動協助各部會在建立「法規影響評估審查表」，

並將競爭事項（亦即涉及公平法第 46條之情事者）納入影響評估項目，以作

為各機關內部審查評估之要件。為協助各部會掌握涉及公平法第 46條情事之

態樣，而應進行競爭影響評估，建議可參考 OECD之「競爭影響評估工具手冊」

（Competition Assessment Toolkit）中所列之清單為依據加以調整，並提

出合乎我國體制之具體檢視清單，提供各部會參考，並作為其進行法案評估

作業之基礎。最後公平會亦可與各部會建立常態性溝通協調機制，提供各部

會在立、修法過程中進行競爭影響評估時之專業意見。 

三、對特定產業建立制度化競爭倡議之建議 

建議可將該等產業作為優先推動建立前段所述之「競爭影響評估」制度

之對象，其次在現制下仍可能必須透過公平法第 46條所建構之位階體系，強

化與各產業主管機關之常態性聯繫機制，以及由公平會自主提出競爭倡議文

件。其中，前述 OECD之「競爭影響評估工具手冊」中有關針對市場失靈問題

所採取之管制措施對產業競爭之影響評估架構，並可在準備倡議背景資料時

做為對特定產業競爭倡議時之評估工具。  

四、對經貿主管機關建立制度化競爭倡議之建議 

短期內本報告建議公平會利用行政院「策略聯盟布局工作小組」成員之

身分，在經貿政策中進行競爭倡議，並建議透過修法，在外資審查機制中將

競爭影響評估作為審查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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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專責單位與明確之競爭倡議目標 

首先在組織方面，或可在現有人物力資源下，於公平會設置任務編組性

質之競爭倡議工作小組，同時為擴大參與以及提升議題重要性與優先順序之

判斷，亦建議參考澳洲之經驗，組成跨議題之競爭倡議諮詢委員會，並邀請

公協會與學者專家參與，以協助公平會擬定明確之競爭倡議議題與推動目

標，同時可隨經貿與社會情勢發展，動態提供諮詢意見。明確之競爭倡議目

標亦有助於提升競爭倡議計畫之有效性評估與控管。 

六、建立妥適之競爭倡議傳播政策 

對於建立妥適之競爭倡議傳播政策（Communication Policy），本報告

建議除可透過前述工作小組與諮詢委員會之運作，組成競爭倡議宣導團隊，

並動態性的對於涉及競爭議題之議題與時事透過公眾媒體發表意見與表達公

平會立場，並於公平會網站設置競爭倡議專區做為宣導平台，並建議可考慮

委請專業機構（如公關公司）方式進行策劃與執行。 

七、建立競爭倡議之議題與對象判斷標準作業程序 

由於需要落實競爭政策之面向涉及各種層面，在資源限制的情況下，除

隨著時事發展所進行的動態式倡議外，有必要針對倡議議題與對象之優先性

進行研判，以便推動聚焦式倡議(focused advocacy)。對此，本報告建議可

透過前述之工作小組與諮詢委員會，建立競爭倡議議題與對象之標準作業流

程。此一作業流程，或可分為幕僚準備作業、諮詢委員會意見徵詢、公平會

委員會決定、準備背景倡議資料與進行倡議等五個階段進行。 

八、有效性評估之建立 

在量化評估方面，除現行制度中以發生頻率（如公平會中程施政計畫之

績效指標）作為指標外，本報告建議可參考美國、澳洲與歐盟之經驗，將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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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問卷調查之對象加以擴大與細緻化，將政府機關納入問卷調查之對象，以

作為後續推動方向之參考基礎。對於質化評估方法而言，由於目前我國所欠

缺者，為政府機關間制度化競爭倡議機制之建立，故在短期內或可以制度化

之建構目標之達成程度，作為質化評估之內容。對此，由於行政院研考會過

去以多次從事跨部會調查工作，故或可與其合作進行。 

九、建立特殊整體環境（如不景氣時期）之競爭倡議政策 

在如當前全球金融危機中，政府所採取的振興經濟與紓困方案，以及強

化監管制度之發展，中長期均可能產生扭曲市場誘因與競爭環境之運作效

果。且在不景氣或當前金融危機等特殊整體環境變遷中，聯合行為出現的機

率亦可能增加。 

對此，競爭政策主管機關除應持續進行競爭倡議，強調競爭符合消費者

長期利益外，為避免外界質疑，因此在具體措施上宜保持彈性，對於如艱困

聯合之認定要件，或可適度予以放寬，以具體行動展現競爭政策之短期彈性，

反而可能有助於競爭倡議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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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 
93年 6月 14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0930086121 號函 

97年 9月 15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0970090196 號函修正第 3點、第 12點 

一、行政院（以下簡稱本院）所屬各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

應依本注意事項之規定辦理。 

二、本注意事項所稱法案，指法律之制定、修正或廢止案。 

三、各機關研擬法案，除應遵照「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之規定辦

理外，應切實注意下列各款規定： 

（一）應先決定政策目標，再確立可行作法，對於體系架構、應規定事項、

授權法規命令內容及配套法案等應有具體構想。 

（二）應同時檢討現行法律，配合研擬必要之修正或廢止，以消除法律間之

分歧牴觸、重複矛盾。 

（三）執行法案所需之員額及經費，應有合理之預估；有增加地方自治團體

員額或經費負擔者，應與地方自治團體協商。 

（四）法案衝擊影響層面及其範圍，包括成本、效益及對人權之影響等，應

有完整之評估。 

（五）除廢止案外，應進行性別影響評估。 

（六）涉及稅式支出者，應依「稅式支出評估作業應注意事項」之規定辦理。 

（七）授權訂定法規命令，應確有必要，且內容具體明確，避免授權法規命

令過多、內容空洞，並應同時預擬其主要內容及訂定之程序；如就違

反法規命令者有加以處罰必要，應配合於法案中研擬罰則。 

 129 



四、各機關研擬法案時，應踐行下列程序： 

（一）應先整合所屬機關、單位及人員之意見。 

（二）所屬機關、單位及人員意見整合後，應徵詢及蒐集與法案內容有利害

關係或關注相關議題之機構、團體或人員之意見。必要時，並應諮詢

專家學者之意見或召開研討會、公聽會。 

（三）草擬法案後，應與其他相關之機關或地方自治團體協商；未能達成共

識時，應將不同意見及未採納之理由附記於法案說明欄。 

（四）研擬法案時，應有法制人員之參與，除機關性質特殊或有急迫情形者

外，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設有法規委員會者，提法規委員會討論。 

2. 設有法制專責單位者，會法制專責單位表示意見。 

3. 同時設有法規委員會及法制專責單位者，提法規委員會討論或會法

制專責單位表示意見。 

五、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時程需求，尤應注意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二

十四條及司法院解釋所定期限，除依本院指示辦理者外，應預留一個月以上

本院審查時間。 

六、各機關將法案報院審查時，應檢附下列資料： 

（一）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制定案）或條文對照表（修正案）。 

（二）第三點各款規定及已踐行第四點所定程序之相關文件及其他參考資料。 

前項法案為法律制定案或修正案者，應於報院函中敘明是否英譯，並副知法

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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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機關報院法案由政務委員審查時，該機關之首長或副首長應親自出席，未

親自出席者，政務委員得拒絕或延期審查。 

八、出（列）席法案審查會議之機關、單位，應指派相當層級之人員代表出（列）

席。出（列）席人員於審查會議前，應詳閱會議資料；於法案審查完竣後，

提本院會議討論前，應將審查會議中重大爭點及主要結論報告機關首長。 

同一法案，每次審查會議，均應指派相同之人員代表出（列）席。但原指派

代表出（列）席之人員因故無法出（列）席者，得指派其他嫻熟該法案審查

情形之相當層級人員代表出（列）席。 

九、報院審查法案經政務委員審查完竣者，報院機關及出（列）席法案審查會議

之機關均不得再表示不同意見。但由副首長以上層級人員出（列）席，並於

審查會議中保留本院會議發言權者，不在此限。 

十、報院審查法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退回報院機關重行研擬： 

（一）政策目標有再行斟酌之必要。 

（二）未與相關機關、地方自治團體協商，致有重大爭議。 

（三）未依第六點第一項規定檢附資料或有其他重大瑕疵，致難以進行審查。 

十一、各機關對於立法委員自行提案之法案，應即瞭解其內容並進行檢討評估。

評估結果有提出對案之必要者，除有急迫情形者外，應即依本注意事項之

規定辦理，並以本院函送立法院審議之對案版本作為協調、推動之依據。 

前項急迫情形，各機關應擬具協商原則或對案版本，以電洽或面報等方式

經本院同意後，於立法院協商或請立法院執政黨黨團就所擬具因應方案協

助處理。 

十二、（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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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部分條文） 
66年 2月 8日行政院台規字第 1008號函訂定 

67年 9月 8日行政院台 67規字第 8166 號函修正 

69年 1月 10 日行政院台 69規字第 0364 號函修正 

70年 12月 18日行政院台 70 規字第 18283號函修正 

73年 4月 2日行政院台 72規字第 4821 號函修正 

93年 10月 22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0930084858 號函修正全文及名稱（原名稱：行政機關法

制作業應注意事項） 

 

第一章 法規之草擬 

一、準備作業  

（一）把握政策目標：法規（指中央法規標準法所稱法律、命令，包含行政

程序法所稱法規命令，以下同）是否應制（訂）定、修正或廢止，須

以政策需要為準據。 
（二）確立可行作法：法規必須就其可行性進行評估，並採擇達成政策目標

最為簡便易行之作法。 
（三）提列規定事項：達成政策目標之整套規劃中，惟有經常普遍適用且必

須賦予一定法律效果之作為或不作為事項，方須定為法規，並應從嚴

審核，審慎處理。下列事項，不應定為法規： 
1. 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1 款所定之機關內部一般性規定與第 2

款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 
2. 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之指示。 
3. 機關於其權限範圍內之職務協助事項。 

（四）檢討現行法規： 
1. 應定為法規之事項，有現行法規可資適用者，不必草擬新法規；得修

正現行法規予以規定者，應修正有關現行法規；無現行法規可資適用

或修正適用者，方須草擬新法規。 
2. 制（訂）定、修正或廢止一法規時，必須同時檢討其有關法規，

並作必要之配合修正或廢止，以消除法規間之分歧牴觸、重複矛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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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草擬作業  

（一）構想要完整：法規應規定之事項，須有完整而成熟之具體構想，以免

應予明定之事項，由於尚無具體構想而委諸於另行規定，以致法規施

行後不能貫徹執行；草擬時，涉及相關機關權責者，應會商有關機關；

必要時，並應諮詢專家學者之意見或召開研討會、公聽會；有增加地

方自治團體員額或經費負擔者，應與地方自治團體協商；對於法案衝

擊影響層面及其範圍，亦應有完整之評估。 
（二）體系要分明：制（訂）定、修正或廢止法規，須就其內容，認定該法

規在整個法規體系中之地位以及與其他法規之關係，藉以確定有無其

他法規必須配合制（訂）定、修正或廢止，並避免分歧牴觸。 
（三）用語要簡淺：法規用語須簡明易懂，文體應力求與一般國民常用語文

相切近，並符合法律統一用字（語）。 
（四）法意要明確：法規含義須明顯確切，屬授權性質之規定，其授權目的、

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 
（五）名稱要適當：制（訂）定法規及修正現行法規時，宜就其所定內容之

重心，依下列規定定其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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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應說明表 
審查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莊教授春發 

 

（一）研究搜集資料充分豐富，宜能

與國內實際實務配合。 

 

（二）研究結論最重要核心有二，一

為法之授權，以取得「競爭政策」的

入法，除藉由「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法

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中央行

政機關應注意事項」，是否還有其他

單位或方法促成。二為取得主導權，

而非現在第九條第二款以「商同其他

機關」，屬於被動方式。 

 

（三）欲達成「事前」諮商公平會，

在研究報告的建議，未有深入的討論。 

 
 
 
 
 
 
 

（四）是否可藉由公平會所面對的特

定主管案例作為對象，暸解「競爭倡

議」可能產生之問題。 

 

（一）感謝評審意見。 

 
 

（二）對於爭取主導權部分，

由於涉及台灣整體對於競爭

政策之優位性討論，恐非短期

內所能達成，故本報告僅列為

長期目標。 

 
 
 

（三）對於「事前」諮商部分，

本報告係建議透過「行政院所

屬各機關法案報院審查應注

意事項」與「中央行政機關應

注意事項」之調整，則各機關

在自我研判時，小則將注意其

主管法令對競爭之影響，而影

響層面較大之修正則必然需

要尋求公平會之意見，進而取

得事前倡議之機會。 
 
（四）關於特定主管機關部

分，已納入報告第三章之分析

範圍。 

王教授文宇 

 

（一）「成功案例之經驗與分析」可

增加對先進國家(尤其是澳洲)實施經

驗的介紹，例如對澳洲整體經濟所造

成的正面效果。 

 

（一）先進國家競爭倡議成功

經驗，已納入報告第四章之分

析範圍。有關澳洲整體經濟效

益評估部分，因時間限制並未

找到與競爭倡議直接相關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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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二）強調競爭機制對本國產業發展

的重要性。(例如：高科技—具競爭

力，金融業—不具競爭力) 

 
 
 
 
 
 
 
 
 
 
 

（三）就我國建立競爭倡議制度之可

行性分析，可增加對行政學者，行政

法學者的訪談，更深入的分析。 

（四）除了立法院法制局以外，行政

院研考會也是可以溝通的單位。 

 

（二）有關競爭倡議對本國產

業發展之影響部分，報告第二

章第二節有以下之說明：「對

於產業而言，除一般產業競爭

意識之強化外，更應將倡議重

點置於受管制產業。由於該等

產業或使用稀有資源，或涉及

公用服務之提供，對於整體經

濟發展具有重要性，但因受管

制之故，可能因管制而受到保

護，亦可能藉由管制政策與競

爭政策之落差所產生之空

間，利用「法規選取」(forum 
shopping)的策略而進行反競

爭行為，故應作為競爭倡議的

主要對象。 

（三）（四）感謝評審意見。

關於訪談部分，礙於時間限

制，建議納入未來具體推動規

劃之工作項目。有關研考會之

建議，已納入政策建議中。 

林委員欣吾 

 

（一）期末報告 P.14 已檢討出國內競

爭倡議缺乏機制與制度化，準此，建

議對於目前所提政策建議，轉化成流

程，及相應應強化/強調的重點。例

如：流程若需先選議題，再針對議題

再作倡議。此兩階段應強調那些重

點，(EX.實證基礎，各界意見，法規

限制研析競爭的公共利益等)而比較

可能成功！ 

（二）建議參考 OECD competition 
assessment toolkit 之
recommendation，以強化結論。 

（一）感謝評審意見。關於處

理流程部分，已於報告第六章

第三節中增加針對「建立競爭

倡議之議題與對象判斷作業

程序」之分析。 

 
 
 

（二）已參考 OECD 相關出

版，並納入政策建議相關段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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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三）4C 案例參考：公開播送/公開傳

輸的判定，已經形成數位匯流發展的

障礙，公平會採取了事前研析，研析

成果公開討論，邀集主管機關進行討

論，等最後成功地協調出 MOD 及有

線電視在頻道授權擁有一致競爭地位

結果。 

（三）感謝評審意見。 

陳委員志民 

 

（一）計劃詳實比較介紹各國在競爭

倡議所為之努力，並點出過程中的困

難，結論中也提出未來可能的作為，

對本會未來與相關部門及公眾宣導競

爭文化與價值，頗具啟發性與運用價

值。 

（二）競爭倡議本即涉及各國在文化

上對「競爭」概念的接受程度，其成

敗難以預料，本計劃雖未就此有深入

的探討，但已踏出重要的一步，對後

續的研究也有引導的功能。 

感謝評審意見。 

胡處長光宇 

 

謹就結論部分提出意見，請研究團隊

參酌。 

（一）研究報告中所規劃之對立法院

競爭倡議在現行制度下似難執行，文

中雖已點出其困難性，惟大前提在於

競爭政策在我國的優位性究竟如

何，此或可從金融危機或不景氣中加

強論述。 

（二）文中所述我國之「經貿策略聯

盟佈局工作小組」與現況或有差異，

建議再進一步查明。 

（三）研究報告建議本會於企劃處

下設置競爭倡議工作小組，立意良

善但建請斟酌提昇此位階，較具實

益。 

 
 

（一）感謝評審意見。已於第

六章第三節中新增「建立特殊

整體環境（如不景氣時期）之

競爭倡議政策」之分析。 

 
 

（二）相關論述已加以修正。 

 

（三）感謝評審意見。相關分

析已進行調整，並已修正有關

企劃處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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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四）適當之傳播政策相當重要，研

究團隊似可進一步加強研議具體方

法與步驟。 

（四）感謝評審意見。本報告

主要為可行性分析，故對於具

體方法與步驟，或可於未來具

體實施規劃中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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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競爭倡議、可行性分析、管制影響評估 

 

本報告旨在透過國際間各國與多邊組織競爭倡議之經驗與相關規範，進

行比較制度分析與歸納，並以此為基礎，針對符合我國政經環境之競爭倡議

提出可行性之作法與評估，並向主管機關提出具體政策建議。 

所謂「競爭倡議」，係指「競爭主管機關就經濟活動方面之競爭環境之

推廣，藉由非強制性之手段進行相關之活動與引導，主要是透過與其他政府

機關之聯繫，以及增進加強公眾對競爭利益意識之提升。」。若以此定義為

基礎，則就國家整體競爭政策而言，競爭倡議除了不具競爭法之強制性功能

外，其涵蓋範圍與重要性仍應與競爭法等量齊觀。就國家整體競爭政策而言，

競爭倡議除了不具競爭法之強制性功能外，其涵蓋範圍與重要性仍應與競爭

法等量齊觀。競爭機關在此一領域中，更可謂為落實競爭政策之守門員

（goalkeeper），除執行競爭法以外，同時對政府行政機關缺乏效率甚至妨

礙競爭之政策與措施提出建議與忠告，並檢視現存法律規定在執行上的效益

與缺失。 

準此，本報告透過我國過去競爭倡議之推動經驗分析，以及澳洲、歐盟

與美國等三個主要先進國家與國際競爭網絡（ICN）關於競爭倡議之經驗與相

關規範，進行制度分析與歸納，並以此為基礎，針對符合我國政經環境之競

爭倡議提出可行性之作法與評估，最後向推動競爭倡議制度之主管機關提出

具體政策建議。 

我國公平法自 1992 年施行以來已逾 17 年，且已展現初步成績，惟競爭

之概念雖已逐漸為產業與其他政府機關所接受，但廣度與深度仍有進一步強

化之空間。並且，各部門之主管機關、企業間、以及人民對於市場競爭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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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仍未普遍，而消費者對於市場競爭之益處亦有強化之空間，是以縱然我國

欲推行全面性的競爭法，但亦因其他部門主管機關無太高意願與未得各主管

機關相互配合，造成事倍功半甚至市場效率更為惡化之情形。此外，若干產

業主管機關（例如 NCC）亦負有促進特定產業競爭狀態之任務，亦有強化與

競爭主管機關之互動的必要，以求整體競爭政策與個別產業競爭規範之一致

性。是故，為達到我國推行全面性競爭法以及健全的市場競爭之目標，競爭

倡議實為非常重要之政策工具，若各部門別主管機關、企業界與消費者皆能

大力支持競爭倡議，主管機關便能更有效執行競爭法相關規定，並增進消費

者之權益，以及確保市場的公平競爭，甚至可望促進國際間就競爭法制與政

策之合作。 

惟本報告分析結果發現，我國公平法施行至今，在競爭倡議工作上實際

上已累積相當經驗，惟競爭之概念雖已逐漸為產業與其他政府機關所接受，

但廣度與深度仍有進一步強化之空間，且所欠缺者，主要為對其他政府機關

在「事前之競爭倡議」的制度化。亦即，目前對於政府機關競爭倡議之推動，

主要限於事後之法規調整與分工協調，較少涉及事前之競爭倡議。又對於已

經推動之競爭倡議工作，除如公平法第 46 條修正過程中之檢討等少數場合

外，多屬於非制度化之跨部會協調與溝通，其程度與效果往往可能因不同部

會之施政方向、對競爭政策重要性之掌握，甚至不同部會首長之立場與態度，

而有所差異，無法建立共通性、一致性之競爭倡議制度。亦即是，我國所欠

缺者，為競爭倡議之制度化工作。而在公平會內部，固然已將競爭倡議工作

列為重要施政目標，但亦有強化推動組織與方式之空間。 

對此，本報告針對將競爭倡議引入國內之可行性，提出以下之政策建議。 

1. 對立法機關建立制度化競爭倡議之建議： 

現階段無論依據公平法與公平會組織法，亦或是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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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法規，並無公平會得針對涉及競爭議題對立法機關進行競爭倡議之明確依

據，而欲透過相關法令之修改，將競爭意見徵詢列為強制性要求，涉及在整

體制度中競爭議題之重要性辯論，以及在我國憲政體制下立法與行政權互動

之基本關係之調整，故或可列為長期之推動項目。 

於此之前，本報告建議於短期內可強化與立法院法制局建立常態性溝通

與意見交流管道制度，以提升法制局對競爭政策涉及各種層面之跨議題屬性

之掌握，並依據公平法第 46 條，推動將對競爭政策與競爭環境之影響評估，

納入法制局依其職權進行立法政策與法律案研究、分析、評估及諮詢事項之

檢視要件之一，並及時提供競爭議題之專業意見。 

2. 對行政機關建立制度化競爭倡議之建議 

較為簡易之作法，或不在於修正現行法律規定，而在於依據公平法第 46

條，推動將競爭影響納入我國現有之「法規影響評估」（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RIA)制度。對此，本報告建議或可推動修正「行政院所屬各

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第三點第（五）項，加入「並應評估有

無公平法第 46條所規定之情事」等規定，以建立通案性競爭影響評估制度。

此外，亦應同步推動修正「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並於「準備

作業」與「草擬作業」要求中，增加如「草擬時，涉及相關機關權責者，

應會商有關機關，並應注意有無公平法第 46 條之情事」等要求。此外，

亦建議公平會可推動協助各部會在建立「法規影響評估審查表」，並將競

爭事項（亦即涉及公平法第 46 條之情事者）納入影響評估項目，以作為

各機關內部審查評估之要件。最後公平會亦可與各部會建立常態性溝通協

調機制，提供各部會在立、修法過程中進行競爭影響評估時之專業意見。 

3. 對特定產業建立制度化競爭倡議之建議 

建議可將該等產業作為優先推動建立前段所述之「競爭影響評估」制度

之對象，其次在現制下仍可能必須透過公平法第 46條所建構之位階體系，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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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各產業主管機關之常態性聯繫機制，以及由公平會自主提出競爭倡議文

件。其中，前述 OECD之「競爭影響評估工具手冊」中有關針對市場失靈問題

所採取之管制措施對產業競爭之影響評估架構，並可在準備倡議背景資料時

做為對特定產業競爭倡議時之評估工具。  

4. 對經貿主管機關建立制度化競爭倡議之建議 

短期內本報告建議公平會爭取成為行政院「策略聯盟布局工作小組」之

成員，並建議透過修法，在外資審查機制中將競爭影響評估作為審查之項目。 

5. 建立專責單位與明確之競爭倡議目標 

首先在組織方面，或可在現有人物力資源下，於公平會設置任務編組性

質之競爭倡議工作小組，亦建議參考澳洲之經驗，組成跨議題之競爭倡議諮

詢委員會，並邀請公協會與學者專家參與，以協助公平會擬定明確之競爭倡

議議題與推動目標，同時可隨經貿與社會情勢發展，動態提供諮詢意見。明

確之競爭倡議目標亦有助於提升競爭倡議計畫之有效性評估與控管。 

6. 建立妥適之競爭倡議傳播政策 

對於建立妥適之競爭倡議傳播政策（Communication Policy），本報告

建議除可透過前述工作小組與諮詢委員會之運作，組成競爭倡議宣導團隊，

並動態性的對於涉及競爭議題之議題與時事透過公眾媒體發表意見與表達公

平會立場，並於公平會網站設置競爭倡議專區做為宣導平台，並建議可考慮

委請專業機構（如公關公司）方式進行策劃與執行。 

7. 建立競爭倡議之議題與對象判斷作業程序 

由於需要落實競爭政策之面向涉及各種層面，在資源限制的情況下，除

隨著時事發展所進行的動態式倡議外，有必要針對倡議議題與對象之優先性

進行研判，以便推動聚焦式倡議(focused advocacy)。對此，本報告建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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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前述之工作小組與諮詢委員會，建立競爭倡議議題與對象之標準作業流

程。此一作業流程，或可分為幕僚準備作業、諮詢委員會意見徵詢、公平會

委員會決定、準備背景倡議資料與進行倡議等五個階段進行。 

8. 有效性評估之建立 

在量化評估方面，除現行制度中以發生頻率（如公平會中程施政計畫之

績效指標）作為指標外，本報告建議可參考美國、澳洲與歐盟之經驗，將現

行問卷調查之對象加以擴大與細緻化，將政府機關納入問卷調查之對象，以

作為後續推動方向之參考基礎。對於質化評估方法而言，由於目前我國所欠

缺者，為政府機關間制度化競爭倡議機制之建立，故在短期內或可以制度化

之建構目標之達成程度，作為質化評估之內容。對此，由於行政院研考會過

去以多次從事跨部會調查工作，故或可與其合作進行。 

9. 建立特殊整體環境（如不景氣時期）之競爭倡議政策 

在如當前全球金融危機中，政府所採取的振興經濟與抒困方案，以及強

化監管制度之發展，中長期均可能產生扭曲市場誘因與競爭環境之運作效

果。且在不景氣或當前金融危機等特殊整體環境變遷中，聯合行為出現的機

率亦可能增加。 

對此，競爭政策主管機關除應持續進行競爭倡議，強調競爭符合消費者

長期利益外，為避免外界質疑，因此在具體措施上宜保持彈性，對於如艱困

聯合之認定要件，或可適度予以放寬，以具體行動展現競爭政策之短期彈性，

反而可能有助於競爭倡議之推動。

 v 





ABSTRACT 

Key Words：competition advocacy、feasibility、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This research aims at exploring the feasibility of introducing competition 
advocacy to Taiwan. In this research competition advocacy is defined as activities 
conducted by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related to the promotion of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for economic activities by means of non-enforcement mechanisms 
mainly through: its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governmental entities and by 
increasing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benefits of competition. To achieve the 
research objec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are undertaken to review competition 
advocacy experiences in Taiwan, Australia, the U.S. and EU.  

As a rule of thumb, means to improve competition advocacy include the 
following mechanism and arrangements: 1) Install mechanisms of mandatory 
consultation of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in legislative and regulatory procedures. 
2) Enhance transparency of consultation procedures and oblige public authorities 
that do not follow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to justify 
their decision and eventually raise the controversy to a dispute before the political 
level of government. 3) Disseminate the benefits from competition both among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private constituencies and 4) Promote competition 
related issues through websites and press offices.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petition advocacy to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the timing 
of advocacy (e.g. ex ante or ex post)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which is 
followed by the level of bindingness of competition opinion and whether there is a 
mandatory requirement for competition consultation. 

It is found that to date advocacy activities on regulations undertaken by 
Taiwan’s Fair Trade Commission (FTC) are mainly ex post in nature. On the 
other hand, FTC has taken a active role in the liberalization of public utilities 
(energy, transportation and telecom) and other highly regulated markets (financial 
services, cable TV). In general, the FTC has performed well given the limitations 
it faces. In particular, the lacking of clear legal mandate for inter-agency advocacy 
and procedural requirement for competition consultation are the major obstacles 
hindering the FTC’s ability to undertake competition advo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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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findings, this research recommends the following policy 
initiatives to establish a harmonized regime for competition advocacy.  

Regarding competition advocacy to the legislative authority and the 
legislation proces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FTC should establish a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platform with the Organic Laws and Statutes Bureau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and to promote the inclusion of competition assessment as 
a criterion in the Bureau’s routine legislative analysis assignments. In the sense, 
the FTC would be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provide competition consultation in the 
process to the Bureau. 

On the mechanisms to improve competition advocacy to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regulators, currently the lacking of legal mandate limits FTC’s 
ability to advocate actively in regulatory-making process ex ante, and invitation 
by other authorities for competition consultation is rare. As such, the first-best 
scenario will be the promotion of mandatory competition consultation obligation 
and binding opinion. This option, however, involves the adjustment of the status 
of the FTC in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Thus the second-best scenario, which is 
also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troduce mandatory competition 
impact assessment from “within”--pushing for the inclusion of competition 
assessment in the 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RIA) through the amendment 
of the “Guideline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draft legislation for the review by the 
Executive Yuan to include competition impact assessment. At the same time this 
research also suggest the amendment of the “Guideline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legislation and regula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ies”, to  include 
competition impact assessment. In this reform approach, the FTA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still by invitation) consultation and comments ex ante.  

 
In relation to competition advocacy to trade policy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e existing trade policy-making process did not include competition assessment, 
in particular in the FDI review regime. This research thus suggests advocating for 
the inclusion of competition impact assessment in trade-related policy-making 
process. Finally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the FTC requires adjustment to underpin 
better competition advocacy works in the future. This includ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ad hoc task force on competition advocacy and a advocacy consul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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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In conclusion, albeit limitations, FTA has performed well in advocating 

competition, especially in country such as Taiwan where competition is not highly 
valued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introduction of competition advocacy is 
feasible in Taiwan, yet substantial reforms are required to establish a more 
formally structured advocacy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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