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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問題意識與問題提出 

一、本研究之主旨         

 本研究之主旨在於（一）探討在現行公平交易法制下，公平交易

事件爭訟制度及實務之問題點，（二）特別是從公平交易委員會組織

上及作用（職權行使）上之獨立性特質之觀點，檢討現行爭訟體制及

實務狀況有無違背其「獨立性」特質？（三）探討基於公平交易委員

會組織及作用（職權行使）上之獨立性之特質，於處理違反公平交易

事件時，應依如何之正當法律程序為之？為達規制目的，得採取何種

行政手法？（四）探討公平交易委員會依正當法律程序作成處分或為

其他行政手法後，其合理的後續爭訟程序為何？（五）建議應如何解

決現行公平交易事件爭訟制度之問題點。 

 

二、問題意識及問題提出 

 現行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公平交易委員會依法獨立行使

職權，處理有關公平交易案件所為之處分，得以委員會名義行之；而

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委員，依其組織條例第十一條規定，係由行政院院

長提請總統任命，且委員具有同一黨籍者，不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

一；第十三條並規定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於任職期間內不得參加政

黨活動，並依法獨立行使職權。 

    從以上規定觀之，為確保公平交易委員會處理公平交易事件之中

立性及獨立性，並尊重其專業性、技術性之行政活動，建立及維護公

平交易之市場秩序，立法者意圖賦與公平交易委員會在組織上成為具

政治中立性及獨立性之合議機關，在職權行使上，亦賦與其獨立性之

特質。既然賦與其組織上及作用上之獨立性，即應在具體的職權、職

權行使、處理違法事件程序、爭訟程序等制度上，配合其獨立性特質

而設計，獨立性特質始得具體化。惟在現行法制下，此等事項並未配

合其獨立性特質而設計，因此前揭所定獨立性，僅為抽象的規範，尚

難謂為具體的規範，其具體的問題分述如下：  

（一）職權方面：公平交易委員會之職權，僅限定在行政權及準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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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權，尚無準司法權，與一般行政機關並無差異，自無法踐行

準司法程序而公正客觀及獨立審理公平交易事件。同時，其專

業性、技術性之判斷，亦可能被其他及上級行政機關，甚至司

法機關所忽視。 

（二） 處理公平交易事件之程序方面：公平交易委員會既係具政

治中立性及獨立性之合議機關，如同後述，本研究認為其處理

公平交易事件之程序所需之正當性程度，自應較其他一般行政

機關之行政程序更為嚴謹，甚至應具準司法性質。惟在現行法

制及實務上，公平交易委員會因尚無準司法權，自無法踐行正

當法律程序或準司法程序，雖然行政程序法已於 2001 年 1 月

施行，處理公平交易事件程序，即使亦適用行政程序法，例如

作成行政處分程序，實施行政指導程序，締結行政契約程序，

特別是適用關於作成行政處分程序部分，但由於行政程序法上

之作成行政處分程序規定，整體而言，欠缺準司法程序之嚴謹

性，無法認定為準司法程序，因此即使適用該等行政程序規

定，亦不得謂處理程序之準司法化。其結果，以一般行政程序

處理公平交易事件，自難確保其政治中立性及獨立性，甚至專

業性、技術性。 

（三）公平交易事件爭訟制度：現行實務上，由於將公平交易委員

會作成之處分視為行政處分，受處分者對之如有不服，與一般

的行政處分一樣，得提起訴願。在八十九年修正施行前之舊訴

願法及行政訴訟法下，對公平交易委員會作成之處分後之後續

爭訟程序，為受處分者先向公平交易委員會提起訴願，如對該

委員會之訴願決定仍有不服者，得向行政院提起再訴願，如對

再訴願決定仍有不服者，得提起行政訴訟，其流程為公平交易

委員會作成處分→公平交易委員會訴願決定→行政院再訴願

決定→行政法院行政訴訟；八十九年修正施行後之新訴願法及

行政訴訟法下，因刪除再訴願程序及修正訴願管轄機關之結

果，流程改為公平交易委員會作成處分→行政院訴願決定→高

等行政法院一審行政訴訟→最高行政法院二審行政訴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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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新行政訴訟法下，增設請求應為行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

之行政處分之訴訟，確認訴訟及給付訴訟。如此之訴訟制度，

衍生出以下幾項問題： 

1. 關於撤銷爭訟：公平交易委員會作成之處分，由於得對之

提起訴願，而訴願管轄機關為訴願決定時，除得為法之監

督（適法性監督）外，並得為政策目的之監督（合目的性

監督），訴願管轄機關基於合目的性監督所為之訴願決定，

有無違背公平交易委員會組織及職權行使之獨立性？ 公

平交易委員會作成之處分，係基於高度專業性之判斷所

為，有無必要與一般行政處分一樣，採訴願前置主義？若

認對公平交易委員會作成之處分允許提起訴願為違背公平

交易委員會組織及職權行使之獨立性及忽視公平交易委員

會專業性判斷者，則對公平交易委員會作成之處分，應否

完全排除訴願程序？抑或在如何之情形下始得排除訴願程

序？行政程序法第一百零九條規定，如何適用於處理公平

交易程序上？ 

2. 關於請求應為行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行政處分之訴

訟，及一般給付訴訟：此等課予義務訴訟及一般給付訴訟，

如何適用在公平交易事件上，特別是檢舉人依公平交易法

第二十六條檢舉違法事件，而公平交易委員會依職權認定

不予處分時，檢舉人得否提起請求應為行政處分或應為特

定內容之行政處分之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 

3. 行政法院之審查範圍：行政法院在實體上之審查範圍，究

應至何程度？在訴訟程序設計上，如何兼顧公平交易委員

會之獨立性及政治中立性，甚至高度專業性？ 

 

三、研究方法及主要架構 

基於以上之問題意識及問題提出，本研究擬先檢討現行公平交

易事件之事前及事後程序法制之問題狀況，包括檢討公平交易委員

會組織之性質、定位與職權、公平交易委員會處理公平交易事件程

 4



 

  

序之性質、公平交易委員會所為「處分」之性質、公平交易委員會

作成處分後之後續爭訟程序等，是否配合其獨立性特質而設計，確

認我國現制之問題狀況後，整理美國反扥拉斯事件及日本獨占禁止

事件爭訟法制之特徵，並分析美國及日本法制給予我國之啟示，最

後擬對公平交易事件爭訟制度提出法解釋論或立法論上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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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行公平交易事件之事前及事後程序法制之檢討 

第一節 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定位、組織與職權 

一、在行政組織上之定位 

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為處理本法有關公平交易事

項，行政院應設置公平交易委員會，其執掌如下：一、關於公平交

易政策及法規之擬定事項。二、關於審議本法有關公平交易事項。

三、關於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調查事項。四、關於違反本法案之

調查、處分事項。五、關於公平交易之其他事項。」又同法第二十

九條規定：「公平交易委員會之組織，另以法律定之。」從此二條

規定來看，公平交易委員會係為執行公平交易法而設置隸屬於行政

院之行政機關，自非司法機關，更非立法機關。且依行政組織法第

六條規定：「行政院經行政院會議及立法院之決議，得增設裁併各

部各委員會或其他所屬機關。」，公平交易委員會在行政組織上之

定位，並非該法第三條所定之八部二會，而係行政院所屬之委員會。 

較有爭議者，為公平交易委員會之性質是否為美國、日本之「行

政委員會」（或獨立管制委員會）？本研究認為，雖然法律賦予公

平交易委員會職權行使獨立性（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八條）及政治中

立性（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組織條例第十三條）之特質，但如同

後述，公平交易委員會並無準司法權，處理事件之程序，亦非準司

法程序，與美國、日本之「行政委員會」之具有準司法權及踐行準

司法程序相較，自大異其趣，從而難將公平交易委員會認定為美

國、日本之「行政委員會」，只不過為具有抽象的政治中立性及獨

立性保障而較一般行政機關更具特殊性之「準行政委員會」。 

 

二、組織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組織條例第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本會置委員九人，任期三年，任滿得連任。其中一人為主任

委員，特任，綜理會務；一人為副主任委員，襄助主任委員處理會

務，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其餘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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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由行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委員出缺時，其繼任人之任期

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又，同條第三項規定：「本會委員具有

同一黨籍者，不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第十三條規定「委員

須超出黨派以外，於任職期間內不得參加政黨活動，並依法獨立行

使職權。」第十二條規定「委員之任用，應具有法律、經濟、財稅、

會計或管理等相關學識及經驗」。 

從上述規定觀之，公平交易委員會組織上之特徵有下列幾項： 

（一） 組織上之相對的獨立性：公平交易委員會雖隸屬於行政

院，但由於其職權行使上具獨立性及組織上具政治中立性

之特徵，為一般行政機關所無，組織及其構成上自具一定

程度之獨立性。不過，公平交易委員會組織上之獨立性之

涵義，較司法機關之獨立性為限定。司法機關之獨立性，

一般而言，係指不受行政（及政治）及立法機關之干預或

介入，甚至指揮監督，係最嚴格的獨立性。而公平交易委

員會組織上之獨立性，僅限定在不受行政院及其他行政機

關之指揮監督而已，公平交易委員會終究是行政機關，終

不能免於司法及立法之監督，而且公平交易委員會不得自

立於國家行政體系之外（因為憲法第五十三規定行政院為

國家最高行政機關，公平交易委員會自不得超越其地位而

取代行政院）而破壞行政一體之原則，因此在人事權（例

如委員之任命）及預算權上，仍受行政院之監督，自難謂

具絕對的獨立性，從而公平交易委員會組織上之獨立性，

僅止於「相對的獨立性」，並非如同司法機關之「絕對的獨

立性」。 

（二）專業性：公平交易委員會委員之任用，依前揭規定，應具

有法律、經濟、財稅、會計或管理等相關學識及經驗，此

等為公平交易事件之專業技術性而要求成員專業性確保

之特別規定，亦為一般行政機關所無。 

 7



 

  

（三）政治中立性：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委員，依前揭規定，負有

不得參加政治活動之義務
1
，委員會之組織成員，亦應含蓋

有二種以上不同政黨或無政黨成員，抑制政黨屬性一元

化，以確保政治之中立性。 

（四）委員任命方式：依前揭規定，委員由行政院長提請總統任

命，與一般國家政務官之任命方式相同，但因受任期制之

保障，則與一般國家政務官隨行政院長同進退者不同，且

在職權行使上因受獨立性之保障，亦與一般國家政務官受

行政院之指揮監督者不同。因此，理論上委員並無對政策

負責之政治責任問題。 

 （五）任期制：前已提及，委員因受三年任期之保障，而與一

般國家政務官隨行政院長同進退者不同。任期制之採用，

亦是身份保障的一手段，蓋在任期中非有法定原因，總統

或院長不得藉故任意免除委員之職位，如此始能確保委員

會依法獨立行使職權而免於受院長之指揮監督。 

  

三、職權 

A、一般性規定 

依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五條：「為處理本法有關公平交易事項，

行政院應設置公平交易委員會，其執掌如左： 

一、 關於公平交易政策及法規之擬定事項。 

二、 關於審議本法有關公平交易事項。 

三、 關於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調查事項。 

四、 關於違反本法案之調查、處分事項。 

五、 關於公平交易之其他事項。」 

又依公平交易委員會組織條例第十四條規定，委員會的職權

如下：「 

                                                 
1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組織條例第十三條雖僅規定「不得參加政黨活動」，但此處之「政黨活

動」，應解為所有政治活動，才符合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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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關於公平交易政策之審議。 

二、 關於公平交易行政計畫方案之審議考核。 

三、 關於公平交易法之公告案、許可案、處分案之審核。 

四、 關於公平交易法規之審議。 

五、 委員提案之審議。 

六、 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本條係源自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五條對公平交易委員會之職掌

之規定而來。然組織條例第十四條與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的

內容不但重疊，前者更擴充後者之內容。由此二條文來看，公平交

易委員會之委員會職權如下： 

（一）公平交易政策之擬定及審議 

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前段規定公平交易委員會之職

掌為「政策之擬定」，而公平交易委員會組織條例第十四條第一款

則規定委員會議之職權為「政策之審議」。實際上係由業務、企劃

或法務單位草擬後，由委員會議審議核定。 

「政策」係指通盤性、一般性而言。公平交易委員會依法對公

平交易政策之擬定權，與一般行政機關並無兩樣，不過，值得討論

者，為此政策之擬定權與公平交易委員會之獨立性之關係如何。一

般行政機關之政策擬定，係依最上級機關（行政院）之上位政策而

定下位政策，自不得違反上位政策，但公平交易委員會因其獨立性

特質，是否即完全不受上位政策之拘束？公平交易委員會之政策，

得否違反行政院之政策？本研究認為，公平交易委員會固有其獨立

性特質，但其獨立性，如同司法機關一樣，應重在個案判斷上之獨

立性，而非一般性政策上。蓋公平交易委員會組織上之獨立性，如

同前述，只不過為相對的獨立而已，並非自立於行政院之外之絕對

的獨立，因此在一般性及全面性政策上，仍須受行政院上位政策之

拘束。 

（二）公平交易法規之擬定及審議  

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後段規定公平交易委員會之職

掌為「法規之擬定」；而公平交易委員會組織條例第十四條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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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規定委員會議之職權為「法規之審議」。此二條文所定之「法規」

究指為何？解釋上應包括法律草案、法律授權之法規命令（例如多

層次傳銷管理辦法係依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四而定；公平交易

法施行細則係依公平交易法第四十八條而定）及行政規則（例如處

理原則）。 

（三）有關公平交易事項之審議 

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五條第二款規定公平交易委員會之職掌為「關

於審議本法有關公平交易事項」，係概括性規定，包括具體個案及一

般性政策；由於同條第一、三、四款已包含個案及政策，因此此款規

定似屬重複。 

（四）有關公平交易行政計畫方案之審議及考核 

是指公平交易委員會之業務單位所提的行政計畫需送經委員會

議審議並予考核。 

（五）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調查 

為掌握各級產業及整個市場狀況，以便在審議公平交易政策及具

體個案之審議有所依據，俾已確保事業之公平競爭。 

（六）違反公平交易法之調查、處分 

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五條第四款規定對違法案件之調查、處分，係

針對具體個案與同條第三款針對一般性、普遍性之調查不同。 

（七）執行公平交易法之公告案、許可案、處分案之審核 

公平交易委員會組織條例第十四條第三款中所稱之公告案，係指

公平交易法第十一條第三款銷售金額公告。許可案係指第十一條結合

之許可、第十四條聯合行為之許可。處分案則指第四十條到第四十四

條對違反公平交易法之事業所做之處分以及公平交易委員會本於行

政機關所為之其他行政處分。而所謂執行公告案、許可案、處分案之

審核，應指「審議核駁」，不過公告案當無「核駁」的問題。                  

（八）委員提案之審議 

係指委員認為有必要時得自行提案。 

（九）其他 

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五條第五款規定「關於公平交易之其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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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亦為公平交易委員會之職掌。而組織條例第十四條第六款規定

尚包括「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事項」。此係概括性條款，但所

謂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事項，究指為何，目前為止似無例

可尋。 

 

B、具體性、個別性規定 

（一）準立法權 

  公平交易委員會與一般行政機關一樣，基於法律之具體明確

授權者，亦有法規命令訂定權，即準立法權。公平交易法第二十

五條第一項所定「關於公平交易法規之擬定事項」之職掌，即為

一般性及概括性的準立法權之授權條款。至於具體的及個別的授

權規定，例如同法第二十三條之四規定就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

報備、業務檢查，及對參加人之告知、參加契約內容及與參加人

權益保障等相關事項，授權公平交易委員會訂定多層次傳銷事業

管理辦法。又如同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應申請結合許可

之事業銷售金額之下限，授權予公平交易委員會以公告定之。 

（二）行政權 

公平交易委員會所掌有之行政權，若依行政手法來區分者，有下

列幾項： 

1.對許可申請之處分：此乃應經公平交易委員會許可之事項，若

符合法定許可要件者所給予之授益處分。例如對事業結合之許

可申請，若符合所定要件者，得予許可（公平交易法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及其施行細則第七條、第八條）；對事業聯合行為之

許可申請，若符合所定要件者，得予許可，並得為附款（公平

交易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及其施行細則第十二條~第二十

條、第二十三條）。 

2.不利處分（包括所謂裁罰性處分）：此乃公平交易委員會對直

接相對人所為不利之行政處分。例如核駁許可申請（公平交易

法施行細則第九條及第二十一條所定因程式不合所為駁回許

可之申請。又，不符合許可之實體要件所為駁回許可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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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雖無直接明確具體之規定，但法解釋上，以其許可之法定

要件規定作為駁回之依據，尚非不可）；對聯合行為許可所為

撤銷許可、變更許可內容、命令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

更正措施（公平交易法第十六條）；對事業結合所為禁止其結

合、限期命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份股份、轉讓部分營業、

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公平交易法第十三條第一

項）；對事業結合所為命令解散、停止營業或勒令歇業（公平

交易法第十三條第二項）；對違反公平交易法之事業所為限期

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繼續為之（公

平交易法第四十一條）；對多層次傳銷行為所為命令解散、停

止營業或勒令歇業、命令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

施，並繼續為之（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二條）；對仿冒行為所為

命其刊登更正廣告（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二十六條）。 

3.調查權：可分為一般性及個別性之調查權。前者最重要者為依

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五條第三款及第四款所為調查及第二十六

條所為之職權調查，具體之調查程序則依第二十七條為之。後

者例如對聯合行為申請時要求提供相關資料（公平交易法施行

細則第十九條第二項）；對多層次傳銷事業檢查資料及命其定

期提供資料（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二十三條）。 

4.處罰權：例如對違反事業結合之罰鍰（公平交易法第四十條）；

對違反公平交易法之罰鍰（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一條）；對違反

多層次傳銷行為之罰鍰（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二條）；對拒絕調

查程序之罰鍰（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三條）。 

5.行政指導：公平交易委員會對事業行為有違法之虞者，原依「公

平交易委員會對申訴或依職權調查案件處分與不處分之通案

處理原則」，得為「行業導正」行為，而依八十九年十月九日

修正發布之「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指導處理原則」第一

點規定，於「事業之行為有違反公平交易法之虞，或雖不違法

但影響交易秩序」時，得實施行政指導，並將「行業導正」修

正為「行業警示」，且與「警示」加以區別，前者為對可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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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數事業通案實施之行政指導，後者為對個別事業實施之行

政指導。 

此種行政指導，係公平交易委員會鑑於國內部分事業特

性、交易習慣等因素，存有若干不公平競爭行為，可能違法或

影響公平交易秩序，而此等不公平行為屬多數業界所共通者，

個別處分不但曠日廢時，且成效有限，乃實施行政指導，以發

揮管制機能。 

行政指導之性質，本屬非權力的事實行為，因此不得有強

制的法效果，且被指導之事業即使不遵循指導，亦不得對之為

不利處置。但過去實務上屢見行業導正，形式上雖並未對特定

事業對象作成正式處分書予以處罰或為不利處分，但導正之內

容上，往往課予事業一定之行為或不行為義務等而具強制性的

法效果，實質上行政指導已轉化為行政處分。 

為改善行政處分及行政指導之混淆現象及因應行政程序

法施行，乃依行政程序法之旨，特修訂上開行政指導處理原

則，明定行政指導之方式及用語（第二點）、行政指導之方式

（第三點）、不利處置之禁止原則（第五點）、一般法律原則之

遵守（第六點）。 

6.行政和解：於行政程序法施行前，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實務上即

已引進美國「同意命令協定」（consent order agreement）以

及德國行政程序法上「和解契約」之概念，而有與相對人締結

行政和解契約之實務經驗。此乃為促使行政程序經濟化，並有

效達成行政目的及解決爭執，行政機關與當事人各相互讓步，

在不抵觸法規規定的前提下容許行政機關與人民締結和解契

約，以代替行政處分。 

行政程序法施行後，即有第一百三十六條一般性的行政和

解契約締結之法據，並依該條規定，於八十九年十月九日訂定

發布「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締結行政和解契約處理原則」，作

為具體依據。其主要規定有進行和解契約之協商程序前之審酌

因素（第二點）、和解契約協商過程之程序規範（第三點至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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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侵害第三者權利之和解契約之效力（第六點）、撤回或變

更要約或中止和解程序（第七點）、和解契約之書面方式原則（第

八點）、和解契約之撤銷、解除或終止事由（第九點及第十點）。 

（三）準司法權 

公平交易委員會組織上雖具相對的獨立性及政治中立性之

特質，但業務單位本身並無獨立的訴追機能，必須接受委員會之

指揮監督（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辦事細則第三條），委員會亦

非與訴追機關之業務單位分離，而仍對其業務單位有指揮監督

權，自無獨立審判機能。在委員會與業務單位一體下，與行政權

一體無異，自無準司法權，且如同後述，業務單位與委員會處理

違法事件之程序，尚難謂為準司法程序，亦與委員會無準司法權

之設計相互印證。 

 

 

第二節 公平交易委員會處理公平交易事件之程序 

公平交易委員會處理公平交易事件之程序，依其流程可分為兩階

段，第一階段為受理及調查程序，第二階段為審議及議決；又依其處

理程序之方式，有聽證、公聽會、座談會、陳述意見、公告、理由附

記、處理期間、閱覽卷宗等。簡述如下： 

一、依處理流程之區分 

（一）受理及調查程序 

依公平交易法第二十六條「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

危害公共利益之情事，得依檢舉或職權調查處理」規定，公平交易

委員會處理事件之開端，係來自於檢舉或職權。得檢舉者，於資格

上並無限制，不論消費者或事業，均得向公平交易委員會檢舉。目

前公平交易委員會要求檢舉人詳述事件始末，並提出相關證據，並

具真實姓名及地址始予受理。若未具姓名及地址者，於簽請主任委

員或副主任委員批准後存，但若事關公共利益，即可依職權交辦調

查。 

受理檢舉後按業務單位之職掌分送至承辦單位，交由承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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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依職權調查處理之事項，則由主任委員逐級交辦。 

承辦人員於接收案件後即以「擬辦單」初擬意見，再逐級向上

呈報，承辦人員之上有科長、副處長、處長、審查委員、副主任委

員、主任委員。因此所擬意見若不被採納時，基於公務員服從命令

之義務，承辦人員只得重擬意見，批准後，即由處長指揮科長及承

辦人員著手進行調查。在調查過程中，依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七條，

得（1）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陳述意見（2）通知有關機關、團

體、事業或個人提出帳冊、文件及其他必要之資料或證物（3）派

員前往有關團體或事業之事務所、營業所或其他場所為必要之調

查。 

經調查後，具相當證據且合理懷疑被檢舉人涉有違反公平交易

法時，簽請處長批准，依第二十七條，通知被檢舉人或關係人，提

供相關資料並提出說明或至公平交易委員會陳述意見。調查完畢後

即由承辦人員研析該個案並做成討論案，再逐級呈報，簽請主任委

員或副主任委員批准列入委員會議程，由委員會議進行討論。 

（二）審議及議決 

委員會議開會時，檢舉人與被檢舉人不列席說明或結辯。在少

數特殊情形始請檢舉人或被檢舉人列席委員會議進一步說明。由於

多數委員並未直接全程參與調查，僅書面審理後經充分討論作成決

議。若因故未作成決議，則延期再審議。在證據尚有不足認定事實

時，則命業務單位再繼續調查蒐證，以利日後委員會議得以再做研

判及決議。若決議處分業者，則將處分書送達，事後再由業務單位

追蹤調查改正情形，若未改正則連續處罰。若決議不處分，則函覆

檢舉人。 

從而於議決時，既無詢問相對人及關係人提出證據之規定，且

不絕對要求相對人及關係人到場陳述而不採取直接審理原則，因此

難謂為準司法程序。 

 

二、依處理程序之方式之區分 

（一）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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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因應行政程序法施行，於八十九年十二月二日訂定發布「行

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舉行聽證應行注意事項」。該注意事項雖提供舉

行聽證之具體依據，但有下列問題點： 

1.聽證舉行與否，對絕大部分事件，仍為裁量規範之「得舉行」而已

（第三點），而義務規範之「應舉行」，僅限定在滿足非常嚴格之條

件者始為之（第四點）。因此，絕大部分之公平交易事件，難以期

待踐行聽證程序。倘若公平交易委員會積極舉行聽證而於每件處分

案作成前均舉行聽證者，則依行政程序法第一百零九條規定，則可

免除訴願程序。 

2.聽證紀錄之效力，亦即聽證紀錄對處分之拘束力如何，於該注意事

項並無規定，因此即適用行政程序法第一百零八條，即原則上聽證

紀錄對處分，僅為參考性質，並無拘束處分之效力，僅斟酌聽證紀

錄而為處分即可，致使聽證之意義幾乎全面喪失
2
。 

3.聽證主持人，係由主任委員或其指定之人員為之（第十二點），難

謂合乎公正客觀性。 

（二）公聽會、座談會 

舉行公聽會、座談會，透過諮詢其他機關、團體、學者、專家、

公會、相關交易對象等各方意見（例如處理公平交易法第二十條原則

第十三點第二款及第三款；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締結行政和解契約

處理原則第五點），較聽證簡易許多，是其優點，但程序保障程度較

低，且公聽會、座談會之結論，並不強制要求作成紀錄，對處分亦無

拘束力，僅供公平交易委員會參考而已，係其問題點。 

（三）陳述意見 

陳述意見，係調查程序中法律關係較為單純但事實關係不明確時

常使用之方式，例如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七條第一款規定通知當事人及

關係人到場陳述意見，此項通知，除有急迫情事者外，應於到場日四

十八小時前送達（同法施行細則第二十八條），且到場陳述意見後，

應作成陳述書，由陳述者簽名（同施行細則第三十條）；又如處理公

                                                 
2 詳細請參考蔡秀卿「行政程序法制定之意義與課題」月旦法學雜誌第 5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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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易法第二十條原則第二十一點規定對事業為處分前，應給予其陳

述意見之機會。至於詳細之程序規範，有「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到

場陳述人應行注意事項」，可資依據。 

（四）公告 

公告之意旨在於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過程之透明化，例如公平交

易法施行細則第十一條所定對事業結合之許可，必要時，得刊載政府

公報；進行行業警示時，除應將書面指導通知相關同業公會及利害關

係人外，並應刊登公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指導處理原則第

三點第二項）。 

（五）理由附記 

公平交易委員會於處分或為其他行政手法時，特別是不利處分

時，應附記理由，資以保護相對人後續程序準備程序（攻擊防禦）上

之利益。例如施行細則第二十一條對不合程式之聯合行為許可申請予

以駁回時，應敘明理由；行政指導除應以書面表明相對人及行政指導

之目的、內容、期間外，並應敘明行政指導之理由與依據（行政院公

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指導處理原則第三點第一項）。 

（六）處理期間 

處理期間之設置，乃為防範主管機關怠惰不作為而影響人民權益

而設。公平交易法第十一條第二項即有規定事業結合申請之核駁期間

為二個月。該兩個月期間，自公平交易委員會收文之日起算，但經通

知補正者，自補正之日起算（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九條第二項）。 

（七）閱覽卷宗 

九十年八月三十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之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卷宗閱覽要點第二點規定，當事人或關係人為主張或維護其法律上利

益之必要，得向公平交易委員會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

料或卷宗。 

 

 

第三節 公平交易委員會處理程序及處分之性質 

 從以上公平交易委員會處理程序之內容以觀，即使係行政院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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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委員會舉行聽證應行注意事項第四點所定應舉行聽證之情形，但

在對當事人程序保障程度及程序之獨立公正客觀程度上，聽證程序終

究不如司法及準司法程序之言詞辯論，仍純屬行政程序；更何況應舉

行聽證之情形，僅係非常限定，絕大部分之事件，仍停留在得舉行之

裁量規範及其他程序保障程度較低之公聽會、座談會、陳述意見等，

因此，整體而言，公平交易委員會處理程序之性質，仍屬行政程序，

無法謂為準司法程序。從而其對直接相對人所為之不利處分，例如核

駁許可申請、撤銷許可、變更許可、命令停止、改正其行為、禁止結

合、限期命其分設事業、處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

命令解散、停止營業、勒令歇業、命其刊登更正廣告等，自為行政程

序法上之行政處分，並非具準司法性質之決定。 

至於公平交易委員會所為行政指導，若未增加被指導者之負擔或

具強制性的法效果者，純屬非權力之事實行為。而實務上之「行政和

解契約」，應屬行政程序法上之和解契約。 

 

 

第四節 公平交易事件之爭訟程序 

一、對不利處分之爭訟程序－撤銷訴願及撤銷訴訟 

  由於公平交易委員會所為之不利處分，例如核駁許可申請、撤銷

許可、變更許可、命令停止、改正其行為、禁止結合、限期命其分設

事業、處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命令解散、停止營

業、勒令歇業、命其刊登更正廣告等，性質上屬行政程序法上之行政

處分，亦為訴願法上之行政處分，且在公平交易法上，並無如日本獨

占禁止法上限制對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審決及其他處分之不服審查請

求之明文規定
3
，因此對公平交易委員會之不利處分之後續爭訟程

序，在現制採取撤銷訴願強制前置主義下，可分為兩種情形：第一為

經舉行聽證而作成處分者，依行政程序法第一百零九條規定，免除訴

                                                 
3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70 條之 3 規定，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審決及其他處分，不得依行政不服

審查法請求不服審查及異議，因而明確限制對審決及其他處分之請求不服審查及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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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及其先行程序，因此直接提起撤銷處分之一審行政訴訟及二審行政

訴訟；第二為未經舉行聽證而作成處分者，與一般行政處分一樣，循

撤銷訴願、一審行政訴訟及二審行政訴訟為之。此等爭訟程序，可能

產生以下問題： 

（一）有違公平交易委員會組織及職權行使之獨立性：公平交易委員

會在組織及定位上，立法者使其有別於一般行政機關，賦與其政治中

立性及組織及職權行使之獨立性，但是公平交易委員會作成之處分，

由於得對之提起訴願，而訴願管轄機關為訴願決定時，除得為法之監

督（適法性監督）外，並得為政策目的之監督（合目的性監督），訴

願管轄機關基於合目的性監督所為之訴願決定，例如基於政策之考量

而認公平交易委員會之處分係不當而撤銷原處分者，則形成公平交易

委員會接受訴願決定機關之指揮監督之情形，與公平交易委員會組織

及職權行使之獨立性，則有牴觸之嫌，亦減損其政治中立性之特質。       

不過，反過來思考者，現行體制之問題在於公平交易委員會之組織及

職權行使之獨立性，只不過為抽象的及相對的獨立性而已，公平交易

委員會處理程序仍係行政程序，並非以其組織及職權行使之獨立性為

基礎之準司法程序，既欠缺程序之準司法化，則基於行政程序所為之

不利處分，自無法視為準司法決定，則得否僅以其「抽象的及相對的

獨立性」而完全排除訴願管轄機關之監督則仍待檢討。   

本研究認為，在法解釋論上，現行法制下，對公平交易委員會之

不利處分，倘擬免除訴願程序，不僅是「舉行聽證注意事項」第四點

所定應舉行之情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每件處分案均積極舉行聽證

者，自得依行政程序法第一百零九條規定免除訴願程序，而免於訴願

管轄機關之合目的性監督，以確保其組織及職權行使上之獨立性。       

但在立法論上，由於行政程序法畢竟僅為最低限度之程序保障

之一般規範而已，具政治中立性、獨立性及專業性之公平交易委員

會處理公平交易事件之程序保障程度之要求，自應高於最低限度程

序保障之一般規範，從而將來於修正法規時，自應全面檢討處理程

序之準司法化，建立保障程度高於行政程序法之公平交易程序法

制，以此為前提，則訴願程序自得一併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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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平交易委員會專業性判斷之忽視：公平交易委員會基於競爭

政策對個案所為之處分，係基於高度專業性之判斷所為，在某種程度

上應予以尊重，不宜由其他行政機關或甚至司法機關予以否定，則目

前制度下，在公平交易事件所須之專業度上，訴願管轄機關（行政院

訴願審議委員會）組織成員之資格，似不如公平交易委員會委員，則

訴願管轄機關對公平交易委員會為合目的性之監督者，亦有忽視公平

交易委員會專業性判斷之虞。 

不過，本研究認為，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專業性，固然宜予以尊重，

但尚難僅以其專業性為理由而免除訴願程序。   

 

二、對申請許可之案件－請求應為行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行政

處分之課予義務訴願及課予義務訴訟 

對事業結合之許可申請及事業聯合行為之許可申請，若有於法

定期間內應為准駁而未為准駁，或被駁回者，申請人得提起請求應

為行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行政處分之課予義務訴願及課予義務

訴訟。 

 

三、對檢舉人為不予處分或未予調查之爭訟程序 

關於檢舉人依公平交易法第二十六條檢舉事業違反公平交易法

事件，公平交易委員會經調查結果認定為不予處分，或未予調查者，

檢舉人得循何種爭訟程序？為實務上常見之爭議。以下，列舉三件案

例，檢討其法理上之問題： 

（一）高等行政法院八十九年度判字第三○二四判決（林國卿因檢舉

僑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不服行政院八十七年八

月三日台八十七訴字第三八六二二號再訴願決定提起行政訴訟案）： 

本件係檢舉人檢舉事業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公平交易

委員會經調查結果認定無違反該條項而函覆檢舉人，檢舉人對該函復

提起撤銷訴願、再訴願及撤銷行政訴訟（舊訴願法及舊行政訴訟法），

最高行政法院認為對於檢舉案不予處理之處分，得提起行政爭訟，且

認為該事業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乃撤銷公平交易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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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不予處分之函，訴願決定及再訴願決定。其爭點有 

（1）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函覆，是否為行政處分？檢舉人得否對之提

起爭訟？（2）該事業有無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1.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函覆，是否為行政處分？檢舉人得否對之提起爭

訟？ 

（1）公平交易委員會主張：「檢舉人所舉事實，係買賣雙方因債務不

履行，經債權人聲請法院強制執行，查封拍賣債務人不動產，由

拍定買受人取得所有權移轉登記，僅能證明買賣雙方發生權利變

動之事實，無法證明他人因本案發生損害，且檢舉人無法提出事

證證明損及其權益。」 

（2）最高行政法院認定：「公平交易法所保護法益之直接利害關係

人，依同法第二十六條規定之檢舉之案件，具有類似刑事告訴人

之地位，對檢舉案不予處理之處分，得提起行政爭訟。」 

 

2. 該事業有無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1）公平交易委員會主張：無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a.檢舉人等提供五樓、六樓黑白平面圖，係橋木公司提供承購戶購

買之參考而隨時可取得，非不得認為其具有廣告之性質。然查平

面設計圖之性質及作用，在提供消費者參考，其與彩色廣告圖說

搭配招徠顧客，實際興建附屬公共設施時，從消費大眾及公共利

益考量，自得做局部修正或增減，檢舉人等遽以主張僑木公司將

六樓之公共設施擠入五樓，係不實廣告，鮮有悖合理認知之範圍。 

b.事業不得於商品或其廣告上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

徵，故事業如藉不實廣告引誘相對人或影響交易相對人權益，即

違反首揭法條之規定。惟事業刊登廣告後，因情勢變更或事實需

要，依據法律規定所為之變更，在未損及交易相對人權益之前提

下，尚非可議。檢舉人主張游泳池尺寸與廣告內容不符部份，此

項變更係因裝飾假山瀑布等事實需要，既經建管機關准予更改下

所為之變更行為，且變更後之現狀並無減損原設計泳池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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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難證明其有欺騙消費者之意圖。 

c.六樓樓層之公共設施縮小或合併至五樓使住戶公社比例縮小，於

原告等之影響，尚難論斷。  

（2）最高行政法院認定：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a.訴外人僑木公司委任律師於八十五年六月三日以存證信函復檢

舉人林國卿時稱：「關於六樓之公共設施部份，敝當事人固於廣

告圖中標示並承諾將有兒童遊戲室、韻律教室、圖書館等公共休

閒設施，惟查此部份係敝當事人為提升本大樓之居家生活品質及

水準，使全體承購戶有更多元化之生活所附贈之設施。．．．」

等語，足認僑木公司於推出「大衛道」之預售屋時，於六樓確有

公共設施之規劃，並做成廣告向客戶進行推銷。就此事實觀之，

自難認黑白圖說非屬僑木公司促銷「大衛道」預售屋之廣告。 

b.僑木公司於實際設計「大衛道」預售屋時，因在六樓設計為挑空

防火層，因將原設計在六樓之公共設施縮小併入五樓。該大樓之

六樓如設計為挑空防火層，則不得為前開廣告所指公共設施之施

作，應為僑木公司明知者。明知該預售屋之六樓設計為挑空防火

層，竟於促銷廣告上表示有公共設施，應係對於商品之品質及內

容有虛偽不實之表示，且此一虛偽不實之廣告，對於同時同區域

依法從事銷售行為之同業，已造成不公平競爭。僑木公司之行為

已屬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c.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是否違反，係以消費者實際成交

前之廣告行為，是否有該條例所規定之虛偽不實為斷，並不以其

後僑木公司是否對六樓公共設施之部份有所補償計劃，而有不

同。 

d.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係在禁止不公平競爭行

為，非以保護實際交易相對人為其主要目的。因此六樓為挑空防

火層此一設計為僑木公司興建之初所得知悉，自無情事變更或事

實上需要。 

e.原處分以檢舉人並未因本件不實廣告而受有重大權益損害之論

據，而認本案無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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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誤會，而有適用法律不當之違法。 

 

（二）台北高等行政法院八十九年度訴字九五六號判決（博士倫公司

檢舉愛爾康藥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不服行政院再訴願決定提起行

政訴訟案）：本件係博士倫公司檢舉愛爾康藥廠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

九條第三款、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四條規定，公平交易委員會函復檢

舉人，以該案一部分已經北市衛生局處分在案，爰予中止調查，其餘

部分移送行政院衛生署處理。訴願決定及再訴願決定均以該函非行政

處分而程序駁回。台北高等行政法院以檢舉人有利害關係，且其請求

公平交易委員會續行調查愛爾康藥廠之違法行為，並依調查之結果另

為處分，係屬請求公平交易委員會為一定之事實行為，為給付訴訟；

藥事法與公平交易法之目的、規範對象等不同，非特別法與普通法之

關係，不得僅以衛生主管機關已處分在案或逕行移至衛生主管機關而

不予調查，乃認公平交易委員會未為調查係屬違法，而命公平交易委

員會就檢舉人檢舉愛爾康藥廠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三款、第二

十一條及第二十四條規定之事件，續行調查並依其調查之結果另為處

分。其爭點有二：（1）檢舉人請求公平交易委員會調查愛爾康藥廠違

反事件，是否為利害關係人而得起訴？（2）關於廣告管理規定，藥

事法是否為公平交易法之特別法？公平交易委員會對該廣告，有無調

查之義務？公平交易委員會未為調查，有無違法？ 

 

1. 檢舉人請求公平交易委員會調查愛爾康藥廠違反事件，是否為利

害關係人而得起訴？ 

（1）公平交易委員會主張：公平交易委員會函復檢舉人，並未就其

實體內容，認定其合乎公平交易法之規定，僅於程序上不再續行調

查，此程序行為，未改變原有法律狀態，尚未對外發生法律效力，並

非行政處分，僅屬觀念通知。又檢舉人不得以利害關係人身份提起撤

銷訴訟，且本案非人民申請案件，檢舉人也非申請人，難以行政處分

相對人身份，合法提起撤銷訴訟（本研究註：應為請求應為行政處分

之訴訟），因此難認原告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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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北高等行政法院認定：被檢舉人廣告影射詆毀檢舉人之產

品，檢舉人就公平交易委員會所為之調查有利害關係，自有起訴需

求保護之必要。檢舉人請求公平交易委員會續行調查，並依調查結

果另為處分，核屬請求公平交易委員會為一定之事實行為，是為給

付訴訟，與公平交易委員會（88）公貳字第八八 O 二四三七--OO 五

函是否為行政處分之爭議已無涉，即無庸再就該函之性質為判斷。 

 

2.關於廣告管理規定，藥事法是否為公平交易法之特別法？公平交易

委員會對該廣告，有無調查之義務？公平交易委員會未為調查，有

無違法？ 

（1）公平交易委員會主張：藥事法為公平交易法之特別法，公平交

易委員會毋須調查。 

  a.檢舉人指稱被檢舉人涉及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或第二十四條

規定部分，藥事法第六十八條，對於藥物廣告不當宣傳方式，已

特別設有禁止規定，故本會依法移送行政院衛生署處理。若就同

一事項，不同法規間之規定不同時，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六條

規定，特別法應優於普通法之適用。公平交易委員會雖就本案之

不實廣告予以調查，惟行政院衛生署既已就同一事件調查處分，

依管轄競合之處理協調結論，中止調查並移請行政院衛生署卓

處。 

b.依藥事法第六十八條規定，衛生主管機關關於醫療器材廣告之許

可審查權限，包括不當之見證廣告、引用書刊資料保證其效能、

假借新聞報導進行宣傳，及其他不正當之宣傳方式。故就事實不

符或引人錯誤之不實廣告，不論是「本身」商品或「競爭同業」

商品引人錯誤認知，均為不當宣傳，應屬前揭條文規範範圍。 

c.司法院釋字第四一四號解釋理由書中表示：「藥事法規定藥商刊

播廣告前應申請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係為專一事權，使其就藥物

功能、廣告之內容、及對市場之影響等情事，依一定程序為專業

客觀之審查，係為增進公共利益所必要」。觀此，藥事法關於廣

告之規定，有關該廣告對於市場競爭秩序之影響，亦在其規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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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圍內。另參照行政程序法第八條後段規定，廣告主對於衛生

主管機關核准之醫療器材廣告許可，實已享有正當合理之信賴，

依法應予保護。 

（2）台北高等行政法院認定： 

a.藥事法與公平交易法之立法目的，所欲規範之對象均有所不同，

前者在於藥物、藥商、藥局、藥物廣告之管理，以保障國民健康；

後者在於確保市場上公平競爭，以維護交易秩序與消費者利益，

二者並非存有「適用藥事法即排除公平交易法」之關係。 

b.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四條在適用上均以侵害交易相對

人，或使不為不實廣告或標示者之競爭利益受損害之「結果」發

生為必要；然違反藥事法第六十六條，僅在刊播廣告與主管機關

核准之內容不同或未經主管機關核准刊播即可裁罰，並不審酌有

無不公平競爭情事。故藥事法第六十六條之藥物廣告事前審查制

度，並非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四條之特別規定。故不

存在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六條「特別規定優於普通規定」之情形。 

c.因此公平交易委員會自不得因台北市衛生局已依藥事法相關規

定裁處，而中止調查或逕將檢舉案移由衛生主管機關處理。北市

衛生局雖以被檢舉人藥物廣告與核准內容不符而予以處分，惟對

於廣告主有無貶損他事業以致影響公平競爭，並無認定。 

d.藥品廣告之播出採事前審查制度，其立法目的在於確保藥物廣告

之真實，以維國民健康。藥事法施行細則有關藥物廣告審核之事

項，並未包括廣告內容是否涉及市場不正競爭秩序，且此種事前

審查制度，亦難以就廣告內容是否貶損他事業以影響交易秩序做

衡量。 

e.藥物管理雖為高度專業性之領域，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藥物廣告

之效能宣傳不具備判斷是否與事實相符之專業能力，惟可藉由行

政機關間職務協助或透過鑑定等方式判斷，公平交易法第九條第

二項有相關規定。上例檢舉人因未依照核准廣告內容刊登而受處

分，北市衛生局所核准之廣告處分並無違法，要與信賴保護原則

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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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北高等行政法院八十九年度訴字第一○○四號判決（美商寶

鹼等三家公司檢舉德商里滋麻煙草廠等三家公司違公平交易法第二

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十四條之規定事件，不服行政院再訴願決

定，提起行政訴訟案）。本件為檢舉人請求公平交易委員會對德商里

滋麻煙草廠等三家公司，依公平交易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

十四條規定作成行政處分，公平交易委員會拒絕其請求之行政處分，

經提起訴願、再訴願均遭駁回。台北高等行政法院認定，檢舉人具有

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之訴訟權能，為適格之當事人；至於原處分程序上

瑕疵之爭議，關於未經合議程序部分，認此等瑕疵得以補正，不影響

原處分之效力；關於未踐行證據調查程序部分，應屬不得補正之重大

瑕疵，而此等瑕疵足以造成原處分在事實認定上發生錯誤，兩者間有

因果關係，構成撤銷原處分之原因，乃將原處分、訴願決定及再訴願

決定均撤銷，並命公平交易委員會應就檢舉人檢舉德商里滋麻煙草廠

等三家公司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十四條規

定之事件，參照判決所示之法律見解，另為處分。其爭點有三：（1）

檢舉人就請求公平交易委員會為行政處分之訴，有無訴訟權能（或是

否適格）？（2）原處分之作成，未經合議程序，其效力為何？（3）

原處分之作成，未踐行證據調查程序，有無違法而構成撤銷理由？ 

 

1. 檢舉人就請求公平交易委員會為行政處分之訴，有無訴訟權能（或

是否適格）？ 

（1）公平交易委員會主張：人民僅有提出檢舉之權利，而公平交易

委員會也僅有調查及答覆之義務，但公平交易委員會調查後所為之決

定（即認定檢舉事項是否成立以及成立之處置方式），檢舉人無權過

問。 

（2）台北高等行政法院認定： 

a.人民提起課予義務之訴，以拒絕之行政處分違法侵害其權利或法

律上之利益為要件。而權利人之認定標準，係以「保護規範理論」

為基礎，由於行政訴訟所保障之權利係指所有法秩序認為值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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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並得以個別化之利益，因此探究檢舉人有無得以主張之權

利，即轉換為以保護檢舉人利益為目的之保護規範存否之問題。 

b.公平交易法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對不正競爭行為所為之禁止

規範，其立法目的，除了為維護市場秩序公共利益外，當然也及

於遭到不公平競爭事業主體之商業利益。對遭到不公平競爭事業

主體而言，當然是一種「保護規範」，可以作為該事業主體請求

公平交易委員會，進行制裁或拘束之法律上依據，故得作為此種

「課予義務之訴」之請求權規範基礎。 

c.對涉及公平交易法之案件，依公平交易法第二十六條之規定，任

何人均得向公平交易委員會提出檢舉，但檢舉所生之效果，則須

視檢舉人身分之不同而有差異：（a）如果檢舉者之商業利益未受

到不正競爭行為之影響，純粹是站在維護公益之立場提出檢舉，

此時公平交易委員會僅為進行調查之作為義務而已，此種作為也

僅屬「事實行為」而非「行政處分」，調查之結果，檢舉人不能

循行政爭訟程序而為爭執。（b）如果檢舉者是以不正競爭行為之

事業主體身分為之，因其主張自身商業利益已因不正競爭行為而

受到侵害，此時公平交易委員會不僅有進行調查之作為義務，而

且如果檢舉人檢舉之事實屬實，並有依檢舉人之請求對不正競爭

者進行制裁之義務。如果公平交易委員會認定檢舉之事實不成

立，而拒絕對遭指訴之不正競爭者作出規制性之制裁或管制時，

此種拒絕即符合行政處分之要件，檢舉人可以提起行政爭訟及課

予義務之訴。 

d.檢舉人既是以商業利益受到參加人不正競爭行為之侵犯而提出

檢舉，請求公平交易委員會依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一條，對被檢舉

人作出具有規制性法律效果之制裁或管制措施；而公平交易委員

會拒絕其請求，檢舉人提起本件訴訟，顯然符合行政訴訟法第五

條第二項之要件，其起訴具備訴訟合法要件。 

 

2. 原處分之作成，未經合議程序，其效力為何？ 

（1）檢舉人主張：依法律規定決定應由合議機關作成者（非僅為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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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該未經合議機關之決定，即屬變更法律規定之機關權限，

屬於重大瑕疵，倘對外形成之名義，未以合議機關行之者，即屬

明顯瑕疵。就未經合議機關議決而論，原處分具有合議機關名義

之外觀，或可認定瑕疵未達明顯瑕疵。然縱使該瑕疵未達明顯重

大之無效程度，為其屬於重大瑕疵，對其結果自有所影響。 

（2）公平交易委員會主張：公平交易委員會於函覆檢舉人後，經公

平交易委員會八十八年九月十五日第四一○次委員會議追認，依

行政程序法第一百十四條第四款規定，本案程序業於事後補正並

無瑕疵。 

（3）台北高等行政法院認定：公平交易委員會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

五條第四款調查處分事項之合議審查，原則上以書面為之，無論

事前與事後審查，對行政處分作成之事實認定，均無太大之影

響，因此容許以事後決議追認之方式來補正「行政處分之作成未

經合議」之瑕疵。 

 

3. 原處分之作成，未踐行證據調查程序，有無違法而構成撤銷理由？ 

（1）檢舉人主張：公平交易委員會依法有依職權調查之義務，公平

交易委員會既非認定本件不涉及公平交易法，則其應自行調查，

或命檢舉人提供相當事證，或使被檢舉人陳述，而公平交易委員

會完全未進行任何調查程序，程序瑕疵自屬重大。 

（2）公平交易委員會主張：相關事證已足以作成不違法或不適用公

平交易法之判斷，基於節省行政成本及時效性之考量，且避免對

於被檢舉人有不當濫用行政調查權之嫌，則公平交易委員會自得

依公平交易法第二十六條意旨行使裁量權，以現有之證據作成不

處分之決定。 

（3）台北高等行政法院認定：原處分未踐行證據調查程序，屬於「不

可補正之瑕疵」，其理由如下： 

a.本案在檢舉人提出檢舉之始，依其提出之資料，從外觀為形式上

之觀察，並非可以不經調查即可認定檢舉人之主張不成立。蓋公

平交易法規範之競爭行為有二：一為「限制競爭」行為，一為「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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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競爭」行為。而智慧無體財產權，在使權利人享有排他性之專

用權，當然會造成限制他人營業自由之結果，因此才有公平交易

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產生。所以此一規定僅應適用公平交易法中

「限制競爭」行為，而不及於「不正競爭」行為。因此公平交易

委員會或被檢舉人不得以前開香菸上「BOSS」圖樣已取得商標註

冊，即可立即排除本案成立公平交易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或

第二十四條所指「不正競爭」行為之可能性。且公平交易委員會

就「相關事業及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一節，在行政訴訟中未提出

質疑。 

b.本案「是否發生混淆結果」，如果公平交易委員會亦難以認定，

即必須採取「舉行公聽會或座談會」、「徵詢學者專家、業者代表、

消費者代表相關產業公會或機關意見」、「委託公正客觀團體、學

術機構調查」等調查方式。在本案中檢舉人提出諸多證據證明被

檢舉人仿冒之動機，還在事後提出市場調查報告，說明其主張已

生混淆結果之理由。由此可見「混淆」之認定，在本案中顯有相

當之爭議，實無法單憑檢舉人提供之書面資料，即為外觀上之判

斷。此等程序上之欠缺，無法由法院之調查證據來補正。 

 

（四）檢討及本研究見解 

關於檢舉人依公平交易法第二十六條檢舉事業違反公平交易法

事件，公平交易委員會經調查結果認定不予處分，或未予調查者，檢

舉人得循何種爭訟程序？ 

1.首先，可否提起撤銷訴願及撤銷訴訟？在舊法時代，由於只有撤銷

訴訟一種訴訟種類，而無課予義務訴訟及一般給付訴訟等，因此在

（一）案例，最高行政法院從寬認定公平交易委員會不予處分之函

為行政處分，檢舉人得對該函提起撤銷訴訟，資以確保檢舉人救濟

機會，尚非可議。 

但增列課予義務訴訟及一般給付訴訟等之新法施行後，撤銷訴

訟對檢舉人而言，則成為非完全滿足其權利保護之訴訟型態。蓋檢

舉人縱使因該函被認定為行政處分而得提起撤銷訴訟，即使有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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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撤銷該函，亦只不過是回復到公平交易委員會沒有答覆檢舉人之

狀態而已，尚非檢舉人請求權利保護之目的。則公平交易委員會不

予處分之函之性質為何？是否為行政處分？已無檢討之必要。 

因此，新法施行後，檢討之重點應為，檢舉人之法的定位、有

無公法上之請求權？得向公平交易委員會請求何種給付（請求作成

行政處分或其他非財產上之給付）？ 

於（二）案之情形，行政法院認檢舉人就公平交易委員會所為

之調查有利害關係，自有起訴需求保護之必要，檢舉人請求公平交

易委員會續行調查，並依調查結果另為處分，核屬請求公平交易委

員會為一定之事實行為，是為給付訴訟。此處所稱「給付訴訟」究

為「請求應為行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行政處分之訴訟」或「一

般給付訴訟」？並不明確。不過由判決理由最後援用之法條依據為

行政訴訟法第二百條第四款以觀，似認為請求應為行政處分之訴

訟。                          

（三）案則更明確認為檢舉人有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之訴訟權

能，並認檢舉人請求公平交易委員會直接依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一條

之規定對被檢舉人為「命令停止係爭菸品包裝及廣告行為，並處以

罰鍰」之行政處分，在要求行政法院命令公平交易委員會不得拒絕

其請求之範圍內為有理由，且亦援引行政訴訟法第二百條第四款規

定，將本案發回公平交易委員會依判決所示之法律意見重為決定。 

2.檢舉人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之妥適性 

由於（二）案及（三）案均認檢舉人得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則今

後檢舉人可能均傾向提起此種訴訟，在訴訟法理上，是否妥適？值得

檢討。 

按請求應為行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行政處分之訴訟，就如行

政訴訟法第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原來係限定在「對依法申請之

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不作為」及「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

以駁回」之情形，一般而言，係針對許可等申請案請求行政機關為授

益行政處分之特別的給付訴訟，至於有無包括請求對他人作成不利處

分之情形，似待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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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從應賦與權益被害者適當且有效之救濟方式（或訴

訟型態）之觀點，將課予義務訴訟之適用範圍無限的擴充，似非妥適。

蓋在新法下，課予義務訴訟有「訴訟期限」及「強制訴願前置」之制

約，而一般給付訴訟則無。對檢舉人而言，一般給付訴訟較為有利及

有效。且若將課予義務訴訟之適用範圍擴充至請求對他人作成不利處

分之情形者，一般給付訴訟之適用範圍則大幅減縮，是否為立法者原

意？則屬疑問。 

再者，關於檢舉人之法的定位，依法律準據主義而言，若問公平

交易法上有無明文規定課以公平交易委員會依檢舉人之檢舉事實而

對被檢舉人為不利處分之義務？有無課以公平交易委員會作成其他

行政處分之義務？不論係公平交易法第二十六條甚至公平交易法全

部規定，答案似均為否定
4
，則難認有相關規定作為保護檢舉人權益

之依據
5
。固然將「法律準據主義」之「法律」涵義擴充解釋為公平

交易法規體系，並將公平交易法規保護之利益，解為除了公益外，並

包括檢舉人之個別利益，即檢舉人之個別利益（經濟利益或競爭利

益），即使未有明文規定，透過相關法規體系來看，足以解釋亦有保

護檢舉人之個別利益之意旨者，則不為公益所吸收，而肯定檢舉人之

適格性，但此等適格性或訴訟權能保護之理論，與檢舉人為保護其權

益之適切的訴訟型態問題，則屬不同問題，即使肯定檢舉人之適格性

或訴訟權能，仍沒有解決檢舉人為保護其權益之適切的訴訟型態問

題。 

因此，本研究認為，檢舉人以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公平交易

委員會對他事業因違反公平交易法而為不利處分，似嫌不當，檢舉人

擬獲權益救濟者，最適當之訴訟型態應為一般給付訴訟，既無課予義

務訴訟有「訴訟期限」及「強制訴願前置」之制約，亦不必論究檢舉

人之適格性或訴訟權能。只不過檢舉人請求給付之標的，應為請求公

                                                 
4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理公平交易法第二十條原則」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一條雖有檢舉程序

之規定，但仍尚難認為保護檢舉人權益之規範。 
5 相同意見，請見彭鳳至「行政訴訟種類理論與適用問題之研究」2000.12.26~27 第四屆東亞行

政法學術研討會 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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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易委員會充分調查及踐行必要程序，應不得請求公平交易委員會

對他事業因違反公平交易法而為不利處分。 

   

第五節 小結 

    基於本章以上之檢討，現行公平交易事件事前及事後程序法制之

問題點整理如下： 

一、公平交易委員會在行政組織上之定位，僅為「準行政委員會」，

與一般行政機關差異不大；在職權上，享有與一般行政機關一樣

之行政權及準立法權，而欠缺準司法權；在組織上，僅具相對獨

立性、政治中立性。即使具有相對的獨立性，但終究為行政機關，

不得因此免於民主的監督。現行任命方式僅由行政院長提請總統

任命，非如同美國及日本之委員需經國會之同意，委員任命方式

仍欠缺民主監督。由直接選舉產生之總統享有任命權，固然具一

定之民主正當性，但終究僅為一人代表，其在民主正當性上，與

多數代表之國會相較則稍嫌薄弱；因此，委員之任命程序，立法

院之同意，應屬必要。更從未來發展為公平交易委員會之準司法

化及賦與準司法權之觀點而言，其委員之任命方式，應排除政務

官之任命方式，形式上雖受行政院及總統之主導任命，但應強化

獨立性、專業性及政治中立性之任命，並受立法院之監督。 

二、公平交易委員會處理公平交易事件之程序，在目前法制下，性質

上仍屬行政程序，難謂為嚴謹的準司法程序。其對相對人所為不

利處分，亦與行政程序法及訴願法上之行政處分無異。 

三、若從公平交易委員會政治中立性及獨立性之理念以觀，訴願管轄

機關基於合目的性監督，對公平交易委員會所為之訴願決定，例

如基於政策之考量而認公平交易委員會之處分係不當而撤銷原

處分者，則形成公平交易委員會接受訴願決定機關之指揮監督之

情形，與公平交易委員會政治中立性及組織、職權行使之獨立

性，有牴觸之嫌，亦減損其政治中立性之特質。且公平交易委員

會基於競爭政策對個案所為之處分，係基於高度專業性之判斷所

為，在某種程度上應予以尊重，不宜由其他行政機關及司法機關

 32



 

  

予以否定。則目前制度下，在公平交易事件所須之專業度上，訴

願管轄機關（行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組織成員之資格，似不如

公平交易委員會委員，則訴願管轄機關對公平交易委員會為合目

的性之監督者，亦有忽視公平交易委員會專業性判斷之虞。 

不過，本研究認為，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專業性，固然宜予以

尊重，但尚難僅以其專業性為理由而免除訴願程序。   

四、現行體制之問題在於公平交易委員會之組織及職權行使之獨立

性，只不過為抽象的及相對的獨立性而已，公平交易委員會處理

程序仍係行政程序，並非以其組織及職權行使之獨立性為基礎之

準司法程序，既欠缺程序之準司法化，則基於行政程序所為之不

利處分，自無法視為準司法決定，則得否僅以其「抽象的及相對

的獨立性」而完全排除訴願管轄機關之監督？可從法解釋論及立

法論探討之。 

在法解釋論上，現行法制下，對公平交易委員會之不利處分，倘

擬免除訴願程序，不僅是「舉行聽證注意事項」第四點所定應舉行之

情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每件處分案均積極舉行聽證者，自得依行政

程序法第一百零九條規定免除訴願程序，而免於訴願管轄機關之合目

的性監督，以確保其組織及職權行使上之獨立性。       

但在立法論上，由於行政程序法畢竟僅為最低限度之程序保障

之一般規範而已，具政治中立性、獨立性及專業性之公平交易委員

會處理公平交易事件之程序保障程度之要求，自應高於最低限度程

序保障之一般規範，從而將來於修正法規時，自應全面檢討處理程

序之準司法化，建立保障程度高於行政程序法之公平交易程序法

制，以此為前提，則訴願程序自得一併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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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國反托拉斯事件爭訟程序 

第一節 美國反托拉斯法之歷史背景及沿革 

一、歷史背景 

反托拉斯（Anti-Trust）是美國特有的傳統。為了廢除黑奴制度

與南北統一之問題而爆發的南北戰爭（1861~1865）造成美國近代工

業迅速改變與成長。因為整個戰爭需要加速並大量的生產，因而形成

一次大規模的產業戰爭，其結果使得美國的經濟全部改觀。例如小企

業的生產量因資金不足，無法因應戰爭的各種需求，尤其是一八五七

年後經濟大恐慌期間，銀行的授信貸款幾乎停頓，小企業家所受的打

擊尤大。另一方面，戰爭則反應出集中而大規模的新興企業，較能充

分吸收大量資金，加入投資。此外，南北戰爭亦促使美國在一八六四

年通過國家銀行法案（National Bank Act）。錯綜複雜的銀行制度，

自此豎立起新的里程碑，從而帶動更龐大的商業投資及銀行活動。 

南北戰爭後，傳統獨資或合夥的商業組織型態，已不適用於大量

的資本投資，而公司化的法人組織型態正滿足此一需求。故當時的經

濟條件促使當時商業組織法人化。在此時，企業家們不斷的尋求效率

與市場操縱的力量，其結果是走上企業併購、市場壟斷及限制交易之

反競爭趨勢，自由公平的企業制度遭受迫害，經濟力量的分配極度不

均，遂令人相信政治力量的分配也同樣不平均。因而許多人深信，一

個自由國家的最根本基礎正為此而崩潰瓦解，因而反托拉斯的立法已

刻不容緩了。
6

 

二、「托拉斯」的由來 

 如前所述，美國南北戰爭（1861~1865）後，國內產業結構發生

巨大改變。資本主義高度發展，致使資本集中，企業形成，產生種種

經濟集中的型態，如聯營組織（Pool）、信託組織（Trust）、及控股

公司（Holding Corporation or Parent Corporation）等，以市場

                                                 
6 杜瑋 「美國反托拉斯執行問題之研究」 國立政治大學法研所碩士論文 79 年 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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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率及價格為手段打擊同業競爭，達到獨占及壟斷市場之目的，進

而影響商業行為之正常競爭。
7

（一）聯營組織（Pool） 

聯營組織的開始是因美國鐵路運費的惡性競爭，但到最後卻無利

可圖，所以產生所謂「聯營」的方式彼此合作，以免同歸於盡。但依

照「聯營」的程序，許多家鐵路公司共同營運，聯營組織與一批託運

人商訂，每一家鐵路公司承運一定比例之貨物，鐵路公司給予託運人

各種不同方式的折扣。鐵路聯營組織的此種做法，引致一般社會大眾

的極度不滿，運費的歧視待遇日益猖獗，所謂短程與長程的不同收費

辦法，實際上是打擊競爭者。另外，聯營方式是仰賴各有關公司的志

願參加，因此在某些商業危機出現時，並無絕對的約束力來強制各同

業依約履行。有鑑於此，洛克斐勒（John D.Rockefeller）的標準石

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遂利用普通法（Common Law）上之

信託方式，建立一個較聯營更為有效的商業組織。
8

 

三、托拉斯之組織 

 「托拉斯」的產生方式，公司的股東將其所持有的股票託付給一

個受託理事會（Board of Trustees）並賦予該受託理事會全權處理

此一信託組織。如此一來，即可透過該受託理事會，將散處全國各地

的許多公司予以全部掌握。這種借「信託」之方式而產生協議的方法，

使公司的活動空間大為增加。一八八二年標準石油公司的信託協議在

俄亥俄州簽訂，之後，威士忌信託、糖信託、鉛信託、棉花信託、石

油信託等，亦陸續出現。透過信託方式，商業領袖即可全部控制各該

整個產業，其控制程度甚至從每一產業之原料供應到商品成品出售

止。至此，「信託」（Trust）一詞，其字意已從原來的信託，轉變為

操縱營業組合，而反托拉斯（Anti-Trust）也成為反獨占、反壟斷的

代名詞了。
9

                                                 
7 朱瑞祥「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判例史程」 頁 192~194 
8 杜瑋 前揭論文 同註二  頁 1-4～1-7 
9 張耀東 「貿易管制」 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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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石油公司取得獨占地位的方式為併購各地煉油廠，再將公司

石油低價賣出，讓各地煉油廠一家家倒閉，而標準石油公司便趁機將

之併購，最後，同業競爭者完全消失，標準石油公司完全獨占整個石

油市場。由於標準石油公司所採策略成功，各商業領袖便起而效尤，

各種托拉斯便紛紛成立，以取得獨占地位，致使各種中小企業瀕臨絕

境。於是自一八八九年起，美國各州便紛紛制定限制托拉斯及聯合獨

占的條款。美國國會亦在一八九○年七月二日通過「休曼法」（Sherman 

Anti-Trust Act），以解決州際托拉斯問題。 

 

四、控股公司 

 由於托拉斯組織經營濫用其獨占地位，「托拉斯」這一名稱，已

成為可憎惡的名稱。此時，控股公司逐漸發展並取代托拉斯組織，成

為另一種對整個工業攫取控制的工具。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八九

○年，紐澤西州採取放任之立法，使該州之公司可以合法在其他州營

業、擁有財產及持有其他公司股票。由於允許控股公司或母公司存在

的結果，新的工業巨人又陸續興起。 

 有關控股公司存在的合法性問題，在 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Jersey V. United States 一案中，可窺之聯邦最高法院的見解。

在聯邦最高法院的判決理由中，認為托拉斯或企業合併是否非法，必

須由其目的或手段來判斷。如果目的或手段是非法的，就構成違法，

否則就不是非法。此即曰「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
10
此一原

則雖然是當時審理反托拉斯的指導原則，另一方面卻成為不法商人規

避法律制裁的法寶。因為托拉斯的組織雖被宣告違法，卻可以化整為

零的方式，將大規模的托拉斯公司分割成很多小規模的公司；經由分

割後，即使尚有獨占事實，但亦不違法。 

 

 

第二節 美國反托拉斯法之主要內容 

                                                 
10 紀振清 「水平交易限制之法律問題研究」 頁 6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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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反托拉斯法，係萌芽於英國之普通法（Common Law）。早自

中古時期，英國的普通法即存有認為獨占及限制交易係屬不合理而違

法的法律思想。其後美國繼受此種普通法的傳統而成為美國法之原

則。美國在繼受此種法律思想後，也依本身之社會、經濟、政治等環

境不斷修正，其主要內容及沿革如下： 

（一）州際通商法 

美國國會為統一規制各州的商業管制法，於一八八七年二月四日

通過「州際通商法」（Interstate Commerce Act）。立法目的及精神

為對自由放任之貿易政策加以適度限制。 

（二）休曼法 

由於管制州際商業之聯邦憲法通商條款及州際通商法，不足以徹

底解決州際托拉斯之問題，因此美國國會乃於一八九○年七月二日通

過俄亥俄州參議員 John Sherman 所提出的反托拉斯法案，此即休曼

法（Sherman Anti-Trust Act）。 

雖然休曼法內容過於簡單，且其規定大多抽象不具體，以致窒礙

難行。但休曼法經過百年來的施行，對於規範反托拉斯案件，有其不

容否定的歷史價值。 

（三）克萊登法 

由於休曼法有諸多不確定的法律概念，因此備受批評。鑑於此，

美國國會便於一九一四年通過克萊登法（The Clayton Anti-Trust 

Act），以彌補休曼法的闕漏。
11
克萊登法的制訂係以具體列舉的方式，

以求明確，並詳列各種獨占活動，以作為法院判決依據。但執行上紛

爭頻傳。因為克萊登法在認定是否違法時，還需以其所造成的影響，

是否在實質上足以導致競爭之減少或確有造成獨占之虞為前提要

件。因此克萊登法實施之成果，尚非理想。
12

（四）聯邦交易委員會法 

休曼法對托拉斯所造成的獨占，或以契約、托拉斯、或其他方式

                                                 
11 Richard A. Posner, Frank H. Easterbook, Antitrust Cases, Economic Notes, 1981, at 89-90 
12 A. D. Neal, The Antitrust Laws of the U.S.A., at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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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成結合或共謀來限制交易行為，加以規範；至於其他不公平方法限

制競爭之行為，其效力則未予規定。因此美國國會便於一九一四年九

月二十六日制訂聯邦交易委員會法（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以彌休曼法之不足。聯邦交易委員會法授權成立一個具有準司

法性質之聯邦交易委員會，作為執行反獨占措施之主管機關。該法第

五條（a）（1）定有一概括條款：「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不公平競爭方

法或欺罔行為或慣性，視為違法。」其目的在使聯邦交易委員會有較

大且有彈性之執行權限。 

（五）其他 

美國反托拉斯主要由休曼法、克萊登法及聯邦交易委員會法三者

所構成。在一九一四年以後美國又制訂了相關的法律來補充或修正原

有的法律，其中較重要的有： 

1936 年：Robinson Patman Act  

1937 年：The Miller-Tydings Amendment 

1938 年：The Wheeler-Lea Act 

1950 年：The Celler-Kefauver Anti-Merger Act 

1952 年：The McGuire Act 

1974 年：修改休曼法，提高刑罰規定 

1975 年：Magnuson-Moss FTC Improvement Act 

1976 年：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 

 

 

第三節 美國聯邦交易委員會之組織、職權與定位 

一、組織 

一九一四年美國設立聯邦交易委員會，屬於獨立的管制機關，並

與聯邦司法部所設立之反托拉斯局（The Anti-Trust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共同負責克萊登法的執行
13
。聯邦交易委員

會由五名委員組成，委員係由總統提名經參議院同意任命之。委員中

                                                 
13 本研究僅以聯邦交易委員會為檢討對象，不包括司法部反扥拉斯局。 

 38



 

  

不得有三人以上屬於同一政黨。總統僅於委員不能勝任職務

（inefficiency in office）、懈怠職務（neglect of duty）或瀆職

（malfeasance in office）時，總統得將委員免職。委員會主席擁

有極大的權力，足以影響委員會的預算、人事任命及一般的行政管理

工作。尤其重要的是對反托拉斯案件進行追訴的決定權。與委員會主

席相比較，其他委員的權力實屬有限，無法影響委員會的決策。
14
總

統雖不能直接指揮監督聯邦交易委員會，但仍可透過人事任免、預

算、行政管理及其他非正式管道來影響聯邦交易委員會政策與執行方

向。 

委員會中有三個主要的執行業務單位： 

（一）競爭業務局（The Bureau of Competition），負責執行反托拉

斯法律，維護市場自由競爭，對於調查結果決定是否提起控訴，並且

監督委員會所發命令的遵行。 

（二）消費者保護局（The Bureau of Customer Protection），負責

調查、追訴違反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五條所規定之不公平或欺罔行

為，以及保護消費者之其他法律。其下分設九處：1、追訴處 2、消

費者及商業界教育處 3、政策評估處 4、行動處 5、強制執行處 6、市

場行為方式處 7、廣告行為方式處 8、信用行為方式處 9、服務業行

為方式處。 

（三）經濟業務局（The Bureau of Economic），負責提供競爭業務

局或消費者保護局有關調查案或訴訟案在經濟上及統計上的分析報

告，其下設有 1、工業研析處（The Division of Financial Analysis），

負責經濟研究工作；金融統計處（The Division of Financial 

Statistics），負責收集財政金融資料，並將資料公開出版
15
。 

除了以上三個主要業務外，另有一些處室協助委員會的工作，如 

（四）政策發展室：協調以上三單位的行動並做長程規劃及出版刊

物、手冊等。 

                                                 
14 Kenneth W. Clarkson & Timothy J. Muris, supra note 11 at 288. also see: Mary Claire Mahancy & 
Adrian E. Tschoegl, The Determinants of FTC Anti-Trust Activity,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19  
15 Kenneth W. Clarkson & Timothy J. Muris, supra note 11 at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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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律總顧問室：負責處理或協調一切有關法律問題。 

（六）行政法官室：由一群行政法官組成，設有主席一人，負責分案，

其職責主要在依行政程序法、委員會議之決議、政策指示及實務規

範，處理準司法程序之審訊及裁決。在審訊結束後做成初步裁決，委

員會之追訴官員或被告均可向委員會議提出上訴。行政法官依法獨立

審判案件，其待遇及去留則決定於文官委員會人事行政局
16
。 

（七）其他：主事官員辦事處，負責執行法規制訂程序，並向委員會

提交建議性裁決。公共事務室，提供媒體有關訊息，並對公眾提供委

員會工作情形的訊息。國會關係室，負責委員與國會的聯繫，務使密

切合作。另設十個地區辦事處及一個地區站負責交辦事項。 

 

二、聯邦交易委員會之職權 

聯邦交易委員會本質上為行政機關，因此具有行政權。此外，因

國會授權而具有準立法權及準司法權。換言之，聯邦交易委員會可以

根據國會的授權自訂命令，自為執行及解釋與裁決。又此三種不同性

質的權力相互運作與關連：應用準立法權，以制訂各種管制法規及政

策，作為企業交易活動的準則；而應用行政權以執行國會所制訂或授

權之法律與命令；如發生爭議時，則使用準司法權加以解釋及裁決；

在應用準司法權時，又可應用行政權調查事實。調查的結果，可作為

裁決的證據，也可作為立法的建議。此三種不同性質的權力交互運

作，成為聯邦交易委員會的特色。 

（一）行政權 

聯邦交易委員會為美國獨立的管制委員會，具行政機關性質，擁

有一般行政機關的執行權及管理權。在其執行職務時，不受總統之指

揮監督，也不受其他行政部門的節制，不過仍受國會監督與控制。 

聯邦交易委員會之行政權，最重要的有調查權、傳審權、資料接

近權、法律執行權、廣告管理權等多項： 

1.調查權 

                                                 
16 賴源河 「公平交易法新論」 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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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於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六條，委員會有下列權限： 

a.一般資料蒐集權---就從事商業或其營業影響商業之個人、合夥或

營利組織，收集關於其組織、營業、行為、手段管理與其他個人、

合夥或營利組織之關係的資料，並調查之。但不包括同法第十八條

（3）項規定之銀行、儲蓄及借貸機構，第十八條（f）項（4）款

規定之聯邦信用聯盟，以及商業管制法規範之運輸業。 

b.請求報告權---第六條（b）項規定聯邦交易委員會以一般或特別命

令，分別要求從事商業或其營業影響商業之個人、合夥及營利組織

或其中之任何層級，或其中之任何人，以委員會規定之形式提供年

度或特別報告，或針對特定問題提供書面答覆，以提供委員會其所

要求之關於應提供前述報告或書面答覆之個人、合夥及營利組織的

組織、營業、行為、手段、管理及與其他營利組織、合夥及個人關

係之資料。此種報告及答覆，應依宣誓或委員會另行指示之方式做

成之，並且應於委員會指定之合理期間內完成，但經委員會同意延

長者，不在此限。聯邦交易委員會此一請求報告權對其整個工業之

調查工作，甚有助益，因其不只得到某一公司之資料，而且可以由

一公司之報告，得到其相關公司之資料。 

c.對於反托拉斯法判決執行之調查權---聯邦為防止及限制反托拉斯

法之行為，經提起訴訟並對被告營利組織取得確定判決者，委員會

得依職權主動調查判決執行之方式，經檢察長請求者，則有調查之

義務。委員會應就根據此種調查所得之發現及建議向檢察長提出報

告，並裁量是否將之公告。 

d.對違反反托拉斯法之調查權---第六條（d）項規定，經總統或國會

之一院指示，就任何營利組織違反反托拉斯法之事實，進行調查並

做成報告。 

e.促使違反反托拉斯法之營利組織調整之調查權---經檢察長請求，

為使違反反托拉斯法之營利組織日後能依法維持其組織、管理及業

務行為，就其業務之調整進行調查並做成建議。 

f.國外交易狀況之調查權---第六條（h）項聯邦交易委員會就國外生

產者、貿易業或商人之協會或組合其慣例或條件對美國對外貿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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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者，有權去調查其國際貿易狀態及美國與該外國有關之貿易狀

況等事項，並就調查情形向美國國會提出附註其適當意見之報告
17
。 

至於聯邦交易委員會調查權之行使，可基於四種情形
18
： 

a.依職權調查 

b.基於其他政府官員或機構之請求，如基於總統、國會、法務部檢

察長等請求。 

c.基於法院之移送，如在審理他案過程中，發現有違反聯邦交易委

員會法之事件，可移送聯邦交易委員會調查。 

d.一般人民之控告，非僅僅是涉及私益爭論之事。 

聯邦交易委員會調查權的行使是否有受到限制？應受何種限

制？曾任美國聯邦交易委員會主席，法律總顧問之 Earl W. Kintner 

及孟斐斯州立大學法學院法律學教授 William P. Kratzke 在他們合

著的美國聯邦反托拉斯法（Federal Antitrust Law）的著作中，認

為聯邦交易委員會之調查權受有二大類的限制，即： 

a.美國憲法上相關規定之限制：美國聯邦憲法第四條規定人民有保護

其身體、住所、文件與財產之權，不受無理拘捕、搜索與扣押；第

五條人民不得被迫自證其罪，亦不得未經正常法律程序而喪失生

命、自由或財產之限制。 

b.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相關規定之限制：各州州內之商業、銀行業、儲

蓄業、融資業、運輸業、保險業，國會已特別加以管理之行業等，

豁免於聯邦交易委員會調查權行使之限制規定。 

2.傳喚權 

依聯邦交易委員會第九條之規定，聯邦交易委員會得以傳票傳喚

證人出面供述證言，要求提出有關調查事項之一切事證。聯邦交易委

員會可以依此有關強制證人到場作證及提出書證之相同方法，強制任

何人到場，做宣示證言，提出有關書證。美國各級法院對聯邦交易委

員會之傳喚權做相當擴張的解釋，使其可以使用在調查、行政爭訟及

                                                 
17 美國公平交易法相關法規彙編  頁 44～46 
18 Steplanic W.Kanwrt, op . cit §13.02 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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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制訂程序中。聯邦交易委員會也在各類行動中如蒐集編纂經濟報

告，提出行政訴訟時之採證，及法規制訂之工作上，廣泛採用此一傳

喚權
19
。 

然而傳喚權之行使並非漫無限制。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曾為其立下

五個基本條件
20
：a.需有管轄權限b.有合法之目的c.與詢問事項有關

d.需合理e.所要資訊非具隱私性。 

3.資料接近權 

聯邦交易委員會第九條規定，聯邦交易委員會得於合理時間，為

審查之目的，閱覽並抄錄受調查或程序對象之個人、合夥或公司之任

何書證。因此資料接近權包含了資料閱覽權及資料抄錄權。 

資料接近權可以單獨行使，也可以與傳審權、調查權併用。最近

以來，它較少單獨使用，而逐漸納入聯邦交易委員會之傳喚權內
21
。 

接近資料權之行使亦有限制，即 a.必須是為了法定目的 b.必須

在合理時間內 c.只及於事實上已被調查之個人、合夥或公司。這點

與傳審權可及於第三人不同 d.在性質上不可違反美國憲法增修第四

條之規定，在此點，私人之書證比公司的書證受有更多隱私之保護。 

4.民事調查請求權 

  此一權利與上述聯邦交易委員會第九條規定之傳喚權與資料接

近權並不相同。蓋第九條規定的是一些不屬於商業上或影響商業不公

平或欺罔行為事項之證據蒐集方法，而第二十條之民事調查權乃是規

定一些屬於商業上或影響商業不公平或欺罔行為事項之證據蒐集方

法
22
。 

民事調查請求權可分為三類： 

（1）請求提供文件資料之民事調查，其應記載：（A）依其請求提供

出之各種文件資料，並應載明確係辨認所需資料。（B）答覆期間，

此項期間應為便於蒐集、檢查及複印該資料之合理期間。（C）利

                                                 
19 Steplanic W.Kanwrt, op . cit §14-01，pp.14-23，14-7 
20 Ibid. pp.14-9.14-10 
21 Ibid. op . cit. ,p.14-13 
22 Kintner / Kratzke , op. cit., §45.25 p.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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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該資料之保管人。 

（2）請求對質問作書面報告或回答之民事請求權，其應記載：（A）

要求作書面報告或回答之質問，需明白確定。（B）提出書面報告

或回答期限。（C）明訂保管人，以便將該報告或回答交該保管人。 

（3）以口頭作證之民事調查權：（A）口頭作證之日時場所。（B）執

行調查之委員會調查員及保管調查記錄抄本之保管人。 

5.控問權 

 聯邦交易委員會經過調查而有相當理由足認個人、合夥或營利團

體，已有或正為商業上不公平競爭方法、不公平或欺罔性行為或營業

方式，而認為依法行使職權有利於公眾利益時，應對該個人、合夥或

營利團體製作並送達控問狀。此即為聯邦交易委員會之控問權（The 

Power of Complaint）。 

 聯邦交易委員會在行使控問權時，應依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五條

（b）項之規定，行使控問權，除記載指控事項外，並附記訊問時日

及地點，而訊問時日更應訂於控問狀送達三十日後，使當事人有準備

訊問之充分時間。 

6.停止命令權 

 聯邦交易委員會依聯邦交易法第五條（b）項行使控問權後，認

為該行為之方法或行為本身為聯邦交易委員會法所禁止者，應就事實

之認定做成報告書，送達於該個人、合夥或營利團體，命令其停止所

為之不公平競爭方法、行為或營業方式。此一命令即所謂停止命令，

為聯邦交易委員會為防止不公平競爭方式、不公平或欺罔行為或營業

方式之重要行政權 
23
。 

聯邦交易委員會除了可以發布停止命令外，亦可依聯邦交易委員

會法第五條（b）項之規定，變更、修正、撤銷一部或全部先前所發

布之停止命令。此種權限可使聯邦交易委員會符合順應法律或事實條

件之變更，並基於公益之考量，而為最適當之處理，以執行聯邦交易

委員會法。 

                                                 
23 各國公平交易法有關彙編， 頁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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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同意命令權 

同意裁決程序乃是聯邦交易委員會與涉嫌違法者協商解決處理

有關違反法律之事件。協商所獲致之同意命令通常要求涉嫌人停止不

法行為或採取改正之措施，不過在此同意命令中，涉嫌人並未承認也

不否認是否犯錯。聯邦交易委員會在此所擬議的同意命令，應在聯邦

登記簿（the Federal Register）公告並在六十天內接受公眾評論。

公眾的評論成為記錄的一部分。聯邦交易委員會在六十天評論期間經

過後，決定是否發佈最終形式之同意命令。公眾之評論意見可以導致

聯邦交易委員會恢復正常行政爭訟程序，或使聯邦交易委員會在發佈

同意命令時，為適當之改變
24
。 

這種同意命令權及運作，因涉嫌違反人既不承認也不否認是否犯

錯，比較能顧及個人或企業之名譽形象，有助於行為人自願遵守反托

拉斯法令或改正以進行或進行中之行為，是一個相當好的行政運作模

式。 

8.法律執行權 

 除了使用上述各種行政權去執行休曼法、克萊登法及聯邦交易委

員會法等反托拉斯法律以外，聯邦交易委員會更因美國國會之指定，

負責執行許多經濟、社會問題的法律，幾乎成為一個消費者保護機

構。聯邦交易委員會在執行這些保護消費者法律之權限有如其他行政

部門所擁有的管制權限一樣。例如產品登記權、辨識號碼發給權、不

實商標之撤銷權、產品試驗檢查權、廣告規範權、行政規章制訂權及

其他行政執行權等
25
。 

9.政策計畫權 

美國國會創設聯邦交易委員會之目的之一就是要它創立專業隊

伍，從事研究，並對國會提出建議或忠告，以作為國會改良經濟管制

政策之參考。根據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六條（d）、（f）、（h）項之規

定，聯邦交易委員會要在經濟管制的政策計畫上從事研究調查、提出

                                                 
24 張耀東，貿易管制，頁 24；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 in Federal Regulatory Direstory , fifth 
Edition , Congressional Ouarterly Inc , p.301 
25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in Federal Regulatory Directory, op.cit., p.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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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或意見已對美國國會提出專業上的幫助。因此經濟管制計畫政策

也是聯邦交易委員會的重要權限之一。此外根據同條（g）項規定，

聯邦交易委員會亦可對公司之適當分類及施行聯邦交易委員會法之

必要規則，為行政規劃
26
。 

10.行政指導權 

 聯邦交易委員會為導引公眾依照法律要求從事交易行為，亦常從

事產業指導，乃是推動業務，就其職權範圍事項，使用非強制手段，

促使民眾同意與協力，以達成反托拉斯法制之目的。聯邦交易委員會

之發佈行政指導有因本身之發動者，也有因職員或利害關係人或團體

之發動者。美國行政手續法並不要求行政指導在其生效前應行公佈，

而在行政指導發布前也不必有公眾之參與或聽證。但聯邦交易委員會

通常會將擬議之產業指導公告以獲取公眾之評議。而利害關係人或團

體通常用書面對聯邦交易委員會之產業指導表示意見。所有意見及文

件皆被列入公共紀錄，除非是有機密性的事物
27
。透過這種程序，聯

邦交易委員會可對公眾、廠商、產業界發揮相當大的行政指導功能。 

聯邦交易委員會之產業指導並無法律效力，在違反行為之追訴執

行工作上不能拘束聯邦交易委員會，也不能拘束公眾。產業指導之發

佈並不能改變聯邦交易委員會採行命令程序之進程。但在某一情形

下，聯邦交易委員會會主動改變停止命令之內容，使被告應負之義務

不至大於聯邦交易委員會之行政指導所課加者
28
。 

 

（二）準立法權 

聯邦交易委員會在美國國會的授權下，得以訂定各種命令，即所

謂準立法權，有別於美國國會之立法權。這種準立法權，可補國會立

法之不足，其所訂定之行政命令，具有與法律同等的效力，因而被稱

為有實體法效力之命令。在一九六二年時，聯邦交易委員會宣稱，依

據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六條（g）項規定，它可以制定施行聯邦交易

                                                 
26 各國公平交易法有關彙編 頁 47 
27 Kintner , op. cit., pp.447 
28 Ibid. pp. 44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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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法之必要規則。任何人違反聯邦交易委員會所訂定之規則，即

構成違反聯邦交易委員會第五條（a）（1）款所規定之不公平競爭方

法、不公平或欺罔行為或業務方式。聯邦交易委員會這種自己宣示其

有訂定實質法律效力規則之權力，雖受到民間之質疑與挑戰，但因各

級法院之支持而獲得普遍的肯定
29
。 

聯邦交易委員會要訂定有實質效力之交易規範規則，是要經過相

當嚴格、冗長、耗時之程序。為了避免不必要之費用和拖延，聯邦交

易委員會不斷在尋求加速交易規範規則訂定程序之方法，如設定每一

利害關係人口頭陳述之合理期限；決定有利於聽證之程序規則；重新

考量或改變主事官員報告之功能；限制期限之延長等是
30
。 

聯邦交易委員會尚可因為其他法律之授權規定，頒佈有實質法律

效力之法規性命令，行使其準立法權
31
。例如： 

1、依照行政程序法第五百五十三條規定，訂定規範不公平競爭方法

及對抗不公平、欺罔性行為或業務方式之法規性命令。 

2、依照羊毛產品標示法第六條之規定，聯邦交易委員會可訂定羊毛

標示型與方法之規則。 

3、依照公平包裝及標示法第四條之規定，聯邦交易委員會有權訂定

任何消費品之包裝與標示規則，以及除了聯邦食品、藥物及化妝品

法所稱食品、藥物、化妝品、飾品以外任何消費之分類規則等。 

 

（三）準司法權 

準司法權乃是指美國之各種獨立管制委員會在執行管制法令

時，對引起之有關權義糾紛，加以裁決之權力。這種裁決糾紛的準司

法權，被認為違反美國賴以立國的三權分立的原則。但因美國聯邦最

高法院之承認，而成為美國各種獨立管制委員會執行管制法律之重要

權力
32
。 

                                                 
29 Ibid. , op. cit.,§46.41. pp. 449,450. Kanwit, op. cit. §6.02, pp. 6-7,6-8 
30 Ibid. pp. 6-21 
31 Ibid. pp. 6-11 
32 陳鉅堂 準司法權在美國之由來 頁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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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邦交易委員會依靠其準司法權，可以對因法規執行所引發的當

事人糾紛，加以裁決。這種裁決權，又被稱為行政裁決權

（Administrative Adjudication）
33
，是一種處理逐案裁決爭議的方

法，與準立法權之目的在於處理一般政策不同。法院在原則上只就法

律問題加以審理，對聯邦交易委員會認定之事實，多予相當的尊重。

法院在原則上為法律審，聯邦交易委員會則有事實審的功能而被稱為

「準司法的行政機關」或類似司法性之行政審判庭（Administrative 

Tribunal）。 

然因聯邦交易委員會行使準司法權的行政裁決權之立場和程

序，與其他聯邦管制機關略有差異。例如，聯邦交易委員會為了保護

大眾權益，主動提起控訴而成為告發人（prosecutor）又因準司法權

之行使而成為法官（judge）。 

 

三、聯邦交易委員會之性質 

聯邦交易委員會為一獨立管制委員會，除具一般行政機關之功能

外，並具有國會授權訂定具有與法律同等效力之規則及命令之準立法

權。此外，亦有準司法權，可對具體違法案件加以審查、裁判，稱「行

政裁決權」（Administrative Adjudication），採用類似司法體制與

程序進行。當事人若不服，可向聯邦上訴法院訴請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直至最高法院，然法院多半會尊重聯邦交易委員會所做專

業性之事實認定。 

各州的反托拉斯法由各州自行執行。聯邦交易委員會與各州之執

行反托拉斯機構並無上下隸屬及指揮監督的問題。兩者是協調合作及

補充關係。 

 

第四節 反扥拉斯事件之事前及事後爭訟程序 

一、行政程序制度概要 

                                                 
33 在美國為行政裁判的機關有三，一種是以行政事務為主要業務的法院，如租稅法院、求償法

院，一種是在行政個部內之行政裁判機構，如民航委員會、專利局，令一種是有準司法權和準立

法權之管制委員會。引自羅志淵，美國政府及政治。頁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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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行政機關行使規則訂定（Rulemaking）、行政裁決

（Adjudication）及行政調查（Investigation）等行政行為時，是

依聯邦及各州所制定之行政程序法。而美國聯邦行政程序法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規定行政機關法規制定、行政裁

處等行政行為，明定關於程序正義的基本事項。例如：給予人民合理

通知（Reasonable Notice）
34
，賦予人民提示證據和適當陳述機會

（Present Evidence & Opportunity to be Heard）
35
以及提供人民

公正審理機關（A Fair Tribunal）
36
等，務使與人民權益息息相關的

行政行為皆可符合憲法所訂正當法律程序的要求。至於有關程序正義

基本要求以外的其他行政事宜，如聽證程序是否公開、裁決程序是否

嚴謹等，則委由單一行政法規，就其所規範行政行為之性質與需求，

分別予以規定。例如人民有請求行政機關做成行政裁決，依再議或再

聽審（Petition For Reconsideration or Rehearing）程序、審查

（Review）、廢棄（Vacate）原決定或宣告無效（Annul）之權利。但

人民可資適用的行政救濟制度，究非基於聯邦行政程序法之統一規

定，而是依各該行政行為之有關行政單行法規之特別規定而設立。因

此，美國有關行政救濟制度之立法例，乃因行政行為之種類、內容、

作成機關之不同、以及各級政府實證取向或法院裁判見解之不同，而

呈現繁雜分歧的現象。因此，美國尚未有一套放諸四海皆準的行政救

濟體系。 

行政機關依行政程序法關於公正審理機關的規定，行政機關須依

法聘任獨立於行政機關編置成員以外、具有法律素養或有關專業知能

之行政法法官（Administrative Law Judges 簡稱ALJ），於行政機關

進行聽證程序及作成行政裁決時，充任聽證官（Hearing Examiners）

或審理員（Presiding Employees）
37
，行使證據聽證審判長職務，擁

有與法院審判長相當之職權。 

                                                 
34 參見 U.S.C §554（b） 
35 Ibid. , §556（d） 
36 Ibid. , §556（b） 
37 Ibid. , §556 ,3105 ,7521 ,5372 ,3344 &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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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法法官所作之行政裁決，代表行政機關所作之行政行為，得

對外直接發生行政法上之效果，被裁決人對於行政法法官所為之決定

如有不服，除非法律特別規定且有正當理由（good cause），被裁決

人始得向原行政機關之行政首長或其他具有再議或再聽審執掌之行

政機關請求行政審判（Administrative Appeal）。否則，行政法法官

所作成之行政裁決，乃屬行政機關之最終決定。如遇有行政救濟未臻

設立時，被裁決人只能依法提起行政訴訟，請求法院依司法審查機制

進行司法救濟
38
。被裁決人如欲請求行政審判，必須考慮下列事項：

（一）受理行政審查之行政機關是否具有行使再議或再聽審之法定職    

權？ 

（二）申請再議或再聽審之理由是否充分？ 

（三）申請再議或再聽審是否是尋求行政救濟的最後手段等？ 

一般來說，行政審判程序雖以審查、廢棄或撤銷行政法法官所作

成之行政裁決為目的，但受理行政審判之行政機關在行政審判程序中

所具有之權限，除非法令有特別規定，否則幾與作成最初裁決的行政

法法官並無明顯不同。 

向原行政機關或有關機關申請再議或再聽審，並非被裁決人尋求

行政訴訟之前置程序，故被裁決人在法律認可的範圍內，拋棄（Waive）

行政機關或有關行政機關的行政救濟程序，對其日後直接向法院提起

行政訴訟之權利並無重大影響。
39

如前所述，行政法規得在其有關行政組織之規定上，明定特定機

關得組織關於行政審判事件之再審判機關，用以行使行政再審判

（Further Administrative Appeals）之職權。惟應否受理人民行政

再審判之申請，乃委由具此權限之行政機關依其法定職權自行裁量

之。 

行政機關之行政救濟制度應與法院之司法審查機制相結合,始為

美國行政行為所適用之有關行政爭訟制度的全貌（茲以略圖簡介如

                                                 
38 參照 De Cordoba V. Governing Bd. ,71 CA3d 155    
39 參見  U.S.C.A §701 et 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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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司法審查之功能，在於確保行政行為不致過於偏離人民在程序

上之重要權利，亦可避免行政機關因不當解釋法令或其他涉及行政決

定核心之類似違誤情事之發生。
40

                                                 
40 參照 Lindahl V. OPM, 470 U.S.768 791（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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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審查                 

                  【法律審】                

 （Judicial Review） 

  

 事實部分發回更審 

 （Remand）  

 

 審判請求  

 （Appeals） 1.更新裁判 

 （de novo Judgment） 

 2.頒佈職務執行令 

 （Writ of Mondamus） 

再 審 判 機 構 

(Further Appeal Body) 

行政機關首長 

（Agency Head） 

權責機關 

（Authorized Agency） 

地 區 法 院 
（District Court） 

最 高 法 院 

（Supreme Court）

上 訴 法 院 
（Court of Appeals）

行 政 法 法 官 

（ALJ） 

 

 

美國行政程序法明定，人民在法律定有排除司法審查之規定，或

在行政機關依法享有完全之裁量權時，不得向法院提起關於司法審查

之行政訴訟
41
。惟有對行政機關之最後行為（Final Action），當事人

已用盡行政機關所提供一切可資適用之行政救濟途徑，仍無法獲得適

當救濟，且法院對其亦無特別提供適當之救濟時，該最後行為始應受

到司法審查之拘束
42
。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在近年來有進一步從寬認定行政行為應接受

司法審查之趨勢，甚至在多次判決中主張行政行為應推定具有可審查

                                                 
41 參見U.S.C.§701(a) 
42  所謂用盡行政救濟法則（Rule of exhaustion of administrative remedies），法院仍認可某些不予

適用之例外，例如適用行政聽證程序及行政命令未經司法干預，將對於當事人或公益肇致無法彌

補之傷害，以及行政救濟係屬不適當等。參見Greenblatt V.Munro ,161Cal. App.2d 596, 326 P.2d 
929(1st Dist.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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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Presumption of Reviewability）。此一推定，雖然與美國行政

程序法所規定的意旨有所衝突
43
，但並未違反國會立法者之本意。國

會於一九四六年審議美國行政程序法草案時曾表示，法律未特別規定

司法審查，並不足以證明國會有意否定某一行政行為有接受司法審查

之義務
44
。最高法院亦曾指出，法律無司法審查之規定，並不足以使

行政機關豁免於法院針對行政行為之合法性所做之一般性司法檢

驗。當行政命令直接危及人民身體或財產上之權利時，請求法院進行

司法審查係人民在憲法上所保障的基本權利
45
。法院只有在無法獲致

可資適用於系爭行政行為之有關行政法規時，始將據以認定國會確有

明顯意圖，責成行政機關依其自由裁量權之行使，自行決定某些具有

高度行政專業性之行為。對於此類行政行為，法院將不受理關於司法

審查之行政訴訟。但此項標準卻影響人民實施訴訟尋求司法救濟之權

益。因此聯邦最高法院表示，縱然在「無法可管」之情形下，法院非

不得以行政機關採擇證據違反證據法則，或適用證據法則顯有錯誤為

理由，對於行政機關屬於高度裁量範圍內之行政行為進行司法審查。 

法院對於行政行為進行司法審查，必須解釋法律。若法院之解釋

法律與行政機關適用法律所為之解釋不一致時，該如何？針對此一問

題，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揭示雪弗蘭理論（Chevron Doctrine）：法律

之解釋，首應受立法者之拘束；若法律文義不明確，或立法者本意不

可考時，行政機關給予法律明確意涵；法院應尊重行政機關對於法律

所作成之解釋；除非行政解釋明確違反立法者本意且有明確違誤

（clearly erroneous），否則法院應認可行政機關所為合理的行政解

釋
46
。 

在三權分立的憲政架構下，司法機關在行使司法審查權限時，應

本於制約與尊重二理論，善盡憲法與法律守護者的角色。尤其在涉及

                                                 
43 參見Abbott Laboratories V. Gardner, 387 U.S. 136 (1967) ；Johnson V. Robison, 415 U.S.361 
(1974)。惟「推定得審查」亦有遭最高法院推翻的情形，參照Block v. Community Nutrition Institute, 
467 U.S. 340 (1984) 
44 參見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Legislative History 275 (1946) 
45 參見Blount V. Metropolitan Life Ins. Co., 677 S.W.2d 565, 569(Tex. App. 1984) 
46 參照 Chevron V. NRDC, 467 U.S. 837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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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度專業之行政行為時，法院應僅就法律審的部分詳實審查，縱使事

實部分仍有爭議，法院仍應發回原行政機關更行審理為宜。此乃美國

上訴法院受理行政訴訟第一審案件之通常做法
47
。 

 

二、聯邦交易委員會處理反扥拉斯事件之程序 

聯邦交易委員會為獨立管制委員會之一，而國會授權獨立管制委

員會擁有準司法權，也因此聯邦交易委員會可對因法規執行所引發的

當事人糾紛，加以裁決。此種裁決權，又稱為行政裁決權

（Administrative Adjudication）
48
。這種行政裁判權，乃聯邦交易

委員會對具體的違法案件有審查、裁判之權，而對聯邦交易委員會之

行政裁決若有不服，可向轄區內之美國聯邦地區法院，請求司法審查

（judicial review）。法院原則上只就法律問題加以審理，而對聯邦

交易委員會認定的事實，多予相當的尊重。換言之，法院尊重聯邦交

易委員會的專家們所為之專業性、技術性的事實認定。因此，法院在

原則上為法律審，聯邦交易委員會則有事實審，因而被稱為「準司法

的行政機關」
49
或類似司法性之行政審判庭

50
。 

在行政裁決權的行使程序為初步調查、提出控告、舉行聽證、再

審判及最後裁決等過程。這一系列的過程，被稱為逐案裁決的程序

（case to case or case by case procedure）
51
，是一種正式的裁

決程序；非正式的裁決程序，則是透過非正式的會議（Conference）、

通訊（Correspondence）、簽署約定（Stipulation）、同意命令

（Consent）等方式。 

（一）正式裁決，通常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聯邦交易委員會對於反競爭或反消費行為的申訴埋

怨，即展開初步調查，視證據是否充足，並決定有無提出控訴的必要。

此為程序中最基本的工作。此項工作由競爭局或消費者保護局的官員

                                                 
47 史慶璞 「政府行政行為與美國行政爭訟制度之研究」輔仁法學第十八期 頁 61~63 
48 Kanwit, op, cit. , §6.02 PP6-5, PP6-6 
49 陳水亮 「美國聯邦獨立管制委員會」美國月刊 第一卷第三期 頁 119~120（1986） 
50 陳永烜 「美國獨立管制委員會體系的研究」頁 94 
51 陳鉅堂 「美國獨立管制委員會研究」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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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負責人員將調查結果與建議，交由委員會之專任委員再行研

究；待研究工作完畢，則決定案件有無提出控訴之必要，並向委員會

提出報告。 

第二階段，若對案件提出控訴，則由行政法法官予以審查。審理

的程序必須依照行政程序法的規定，要事先通知（notice）當事人、

審訊中，原告及被告皆有律師代表，雙方可提口頭或書面證據，並且

相互詰問（cross-examination）。行政法法官根據證據，向委員會及

被告律師送交一份報告。行政法法官要向委員會提出一項「初步裁決」

（initial decision）的建議，內容包括事實、法律及裁量問題的認

定與結論、作成該結論的依據以及關於適用法規、命令、處分、救濟

或駁回等說明。該項裁決在三十天內，如雙方當事人沒有異議時，將

成為委員會的裁決。委員會可發布停止命令（cease-and-desist 

order），令當事人遵行。若三十日內被告或其律師不服，要求委員會

審查時，則委員會將親自審理。被告要求委員會審查行政法官的初步

裁決時，通常需附理由。 

第三階段，對行政法法官之裁決不服，或聯邦交易委員會主動對

行政法官之報告做最後裁決之必要時，則由聯邦交易委員會本身來審

理。委員會審理時，一方面當事人雙方都可提出有關事實及法律觀點

的節要（briefs），並得要求言詞辯論（oral argument）；另一方面，

委員會對於整個案件的分析工作，有一位委員協助。言詞辯論時，委

員會將獲競爭局或消費者保護局的一位審核律師的協助。審核律師在

言詞辯論後，將擬定一份裁決的初稿（a draft of the decision），

而後委員會將開會討論，並作成最後裁決意見。委員會主席依委員們

工作輕重，指派一人撰寫。裁決意見經多數委員同意後，即以委員會

的命令發布最後的裁決（final decision）。該項裁決可對行政法法

官的初步裁決加以維持、修改或推翻。 

最後裁決是委員會準司法過程中的最後一個階段。若在委員會發

布最後裁決命令後六十天內，無人上訴時，該案件就算終結。反之，

如果當事人仍不服時，則可上訴到所在地的聯邦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s），請求對該裁決為全部或一部之變更或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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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正式裁決程序 

當聯邦交易委員會決定採取非正式的裁決程序時，聯邦交易委員

會就不必擴大調查或舉行聽證，只要將違規事實通知違規者，要其答

覆或服從。若被告承認，則可選擇簽署一項約定（a stipulation），

表示願意接受委員會所提各種違規事項，並且保證停止這些違規行

為。該案件就算獲得解決，若被告不正式承認違規事實，則以「同意

命令」（consent order），向委員會保證將來絕對服從各法則；若違

規，則科以罰金。 

大部分委員會的裁決，都能以非正式的方式獲得解決，因非正式

裁決不用等待漫長的訴訟程序，又較節省費用。又因委員會的案件繁

重、又需專門知識，希望有快速結果。非正式程序在事實認定與裁決

上，最能符合行政程序之經濟性
52
。 

                                                 
52 林騰鷂 「美國聯邦交易委員會之研究」79 年 頁 12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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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本獨占禁止事件爭訟制度 

第一節   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定位、組織與權限 

一、在國家行政組織上之定位 

公平交易委員會，係執行「私的獨占禁止及公平交易確保法」（以

下簡稱「獨占禁止法」）之主要的中央行政機關。其在國家行政組織

上之定位，原來在「獨占禁止法」制定時，係內閣總理大臣之所屬機

關（修正前第 27 條第 2項）。但在 1996 年內閣開始推動行政改革後，

擔任行政改革之諮詢機關之行政改革會議，於 1997 年 12 月 3 日所提

最終報告中，關於省廳再造，建議公平交易委員會改屬總務省，為該

省之外局，並維持行政委員會性質之組織。以該最終報告為基礎而法

律化之「中央省廳等改革基本法」（1998 年 6 月 12 日公布），乃規定

公平交易委員會為總務省所屬外局之行政委員會（第 16 條第 5 項及

附表 3）。「總務省設置法」亦規定公平交易委員會為其外局（第 30

條）。1999 年 12 月 22 日修正之「獨占禁止法」第 27 條第 2 項，乃

規定公平交易委員會為總務大臣之所屬機關。 

 

二、行政組織之性質－「行政委員會」 

公平交易委員會為總務省之外局，其組織之性質為「行政委員會」

「行政委員會」，係日本在戰後行政組織之民主化改革中，導入美國

行政委員會（Administrative Commissions or Board）制度設計而

成
53
，其名稱並非法律用語，而係學理上之用語。美國行政委員會之

組織型態之特色，係從總統獨立出來，其職權行使上，或多或少具獨

立性，享有之權限，除有與總統所屬一般行政機關一樣之行政權外，

並有一定之準立法權及一般行政機關所無之準司法權，亦常以獨立管

制委員會稱之。 

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設計成具獨立性之行政委員會，主要係考

量執行獨占禁止法所須高度專業性、政治中立性及準司法機能所致。

                                                 
53 請參考和田英夫『行政委員会と行政争訟制度』（弘文堂、1985）6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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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獨立性」之涵義，包括組織上之獨立及作用上之獨立。組織上

之獨立，係指設於總務省之外局，主要成員由委員長一名及委員四名

組成，委員長及委員之資格及任命條件，係年齡在三十五歲以上具法

律或經濟之學識經驗者，經兩議院之同意，由內閣總理大臣任命之

（「獨占禁止法」第 29 條）；而作用上之獨立，係指職權行使上，不

受總務省之指揮監督。「獨占禁止法」第 28 條所定委員長及委員獨立

行使職權，應係職權行使上之獨立之意。 

與獨立性之設計有一體兩面關係者，為委員會之政治中立性及委

員身分保障。關於委員會之政治中立性，「獨占禁止法」第 37 條規定

委員長、委員及職員在任職中，不得成為議員及從事政治活動。關於

委員身分保障，同法第 31 條規定除該條所定六項免職事由外，不得

免職。 

 

三、組織之構成 

公平交易委員會之組織，包括委員會及事務總局。委員會由委員

長及委員四名組成，除前述年齡在三十五歲以上具法律或經濟之學識

經驗者，經兩議院之同意，由內閣總理大臣任命之外，委員長亦為天

皇之認證官。 

事務總局，主要處理公平交易委員會之事務，其組織包括（1）

內部部局：包括官房、經濟交易局及審查局，審查局中，設上席審查

專門官四名，亦設特別審查部，置上席審查專門官二名，協助審查長

或特別審查長之職務（「公平交易委員會事務總局組織規則」第 1

章）。（2）地方機關：目前設有北海道、東北、中部、近畿中國四國、

九州之五個事務所，分別有一定之管轄區域（「公平交易委員會事務

總局組織令」第 23 條）。 

事務總局，設有事務總長，統籌事務總局之事務，亦得設審判官，

處理審判程序（但不包括審決）。審判官之資格條件為在公平交易委

員會職員中，具法律或經濟知識經驗，且得公正審判者。此外在公平

交易委員會職員中，必須加入檢察官、現任律師或有律師資格者（「獨

占禁止法」第 3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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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權限 

1.準立法權：公平交易委員會對其內部規範、事件處理程序及認

可申請等之必要程序，有規則制定權（「獨占禁止法」第 76 條，公平

交易委員會依該條規定制定「公平交易委員會審查及審判規則」）、不

公正交易方法之指定之告示（「獨占禁止法」第 72 條），均屬準立法

權。 

2.準司法權：此乃公平交易委員會最具特色之權限，係為除去違

反獨占禁止法狀態所為準司法程序之相關權限；「獨占禁止法」就違

反行為者設有罰則規定，但對違反行為之告發權，專屬於公平交易委

員會（「獨占禁止法」第 96 條）；被害者雖有無過失損害賠償請求權，

但該請求權之行使，必須等待公平交易委員會審決確定後始得為之，

係採審決前置主義（「獨占禁止法」第 26 條）。詳細的程序，後敘述

之。 

3.行政權：此與一般行政機關相同，有實體上及程序上之行政

權。（1）前者例如對於違反獨占禁止法行為之排除措施命令（「獨占

禁止法」第 7 條、第 8 條之 2、第 17 條之 2、第 20 條），對獨占狀態

之競爭回復措施命令（第 8條之 4）、課徵金之納付命令（第 7 條之 2、

第 8 條之 3）、價格同步上升之報告請求（第 18 條之 2）等。（2）後

者例如國際協定、申請登記之受理、事業團體等成立之登記（第 8 條

第 2 項至第 4 項）、股份持有報告書等之受理（第 10 條第 2 項）、合

併、營業轉讓等之登記（第 15 條第 2項）、再賣價格維持契約之登記

（第 23 條第 6項），此外，為達法目的所必要之事業活動及經濟實態

之調查權，亦屬重要，例如對事業者等之報告、資料提出之請求權（第

40 條），得對事業者等囑託調查（第 41 條）等。又，公聽會之舉行

（第 42 條）、必要事項之公告（第 43 條）、對國會提出意見及報告（第

44 條），亦為重要的程序權限。 

 

第二節  公平交易委員會處理違法事件之程序與手法 

一、依公平交易委員會處理違反獨占禁止法事件之過程，可分為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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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審判程序→審決程序。 

（一）審查程序：審查程序，係確認違反行為之有無所為一連串之程

序。事件之開端，係來自於一般人之舉發（第 45 條第 1項）、職權得

知（第 45 條第 4 項）或檢察總長之通知（第 74 條），實務上大都來

自於一般人之舉發。 

預備調查之結果，若認為無必要再為調查者，則得不處置。若認

有再調查之必要者，則得為「任意審查」或「事件審查」。「任意審查」

為經事件關係人之任意協助而為之審查。「事件審查」為依「獨占禁

止法」第 46 條第 1 項命事件關係人等出席應訊等、命鑑定人鑑定、

命帳簿等物件持有人提出物件、進入必要場所檢查物件所為之審查。

該項審查係委員會在職員中指定審查官而為之審查（「獨占禁止法」

第 46 條第 2 項）。對審查官之審查如有不服者，被處分者得對委員會

提出異議（「公平交易委員會審查及審判規則」第 17 條之 2 第 1項）。

又，此項調查，純屬行政調查，不得解為犯罪搜查之調查（「獨占禁

止法」第 46 條第 4項）。 

審查之結果，認有違反行為者，通常為命採取適當措施之勸告

（「獨占禁止法」第 48 條第 1 項），即使違反行為已不存在，認有必

要時，仍得為命採取適當措施之勸告（「獨占禁止法」第 48 條第 2項）。

被審人對該勸告表示承認者，不經審判程序，直接為與該勸告同意旨

之審決（「獨占禁止法」第 48 條第 4 項）。相反地，被審人對該勸告

不予承認者，則開始審判程序。此外，若認將事件付諸審判係符合公

共利益者，亦得不經勸告，直接開始審判程序（「獨占禁止法」第 49

條第 1 項）。又，認有違反行為之嫌者，亦得經警告等行政指導；認

無違反行為者，則終止審查。 

 

（二）審判程序：此為公平交易委員會為處分前，為確保公正性而履

行類似裁判訴訟之程序，原則上亦採公開主義（「獨占禁止法」第

53 條第 1項）。 

1.審判程序主體：審判程序之主體為審判程序主持人、審查官及被審

人三者。亦有加入參加人之情形（「獨占禁止法」第 59 條、第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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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審判程序主持人，有委員會及事務局職員之兩種情形。前者

為委員會審判，由委員長及委員二人以上出席（「公平交易委員會

審查及審判規則」第 25 條）；後者為審判官審判，為接受委員會之

命令而擔任一部份事件之審判程序（從審判開始決定至審決案作

成）（「獨占禁止法」第 51 條之 2）。實務上多為審判官審判，委員

會審判則屬少見
54
。 

審判官為維持審判開始決定，必須出席審判會議，提出必要之

證據等（「獨占禁止法」第 51 條之 3）；被審人，得在審判時，得

主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該事件所為排除措施之不當理由，並提出證

據等行使防禦權（「獨占禁止法」第 52 條第 1 項），被審人亦得委

任律師為代理人（「獨占禁止法」第 52 條第 2項）。 

2.審判主持人公正性之確保：為確保審判主持人公正審判，僅要求委

員長、委員及審判官之公正判斷能力及見識，尚非充分，並應要求

得期待客觀公平性。 

在事務局職員之情形，採取審查機能與審判機能分離（即所謂

「職能分離」），對該事件曾為審判官職務者及曾介入該事件之審查

者，均不得受任履行審判程序（「獨占禁止法」第 51 條之 2 但書）；

在委員會之情形，雖無職能分離之規定，但法解釋上對委員會審判

之公正性之要求，則無兩樣。例如在任職委員前，曾對該事件有深

切關係，在不影響法定人數之情形下，應解為欠缺審判資格。  

3.審判程序開始、進行：審判程序因審判開始決定書謄本送達被審人

後開始（「獨占禁止法」第 50 條第 2 項）；第一次審判期日，原則

上應訂於審判開始決定書謄本送達被審人 30 日後（「獨占禁止法」

第 50 條第 4 項）；被審人接到審判開始決定書謄本後，應立即向委

員會提出答辯書（「獨占禁止法」第 51 條）。 

（1）準備程序：為有效進行審判程序，在第一次審判期日前，應為

事件爭點之釐清及證據之整理（「公平交易委員會審查及審判規 

則」第 40 條之 2）。 

                                                 
54 地頭所五男編『新しい独占禁止法の実務』（商事法務研究会、1993）3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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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次審判程序：第一次審判期日時，審查官陳述審判開始決定

書之事件概要，被審人依其答辯書為答辯（「公平交易委員會審

查及審判規則」第 41 條）。主持人行使釋明權，審查官及被審人

得對相對人行使直接發問權（同規則第 39 條）。 

（3）調查證據：初次審判程序終了後，開始進行調查證據（同規則

第 42 條第 1 項）。調查證據，原則上係依審查官或被審人之請求

而為，有必要者，亦得依職權為之（同規則第 43 條）。當事人請

求調查之證據，原則上應予採用，若不採用時，應附記不採用之

理由（「獨占禁止法」第 52 條之 2）。 

（4）最終陳述意見：調查證據後，由審查官對事實及法律之適用提

出意見（同規則第 58 條第 1項）。被審人亦有最終陳述意見之機

會（同規則第 58 條第 2 項）。此等程序終了後，審判程序終結。 

（5）對審判官處分之異議：在審判官審判之情形，對審判官為調查

所為之處分，如有不服者（被處分者），得向委員會提出異議（同

規則第 61 條之 2）。審查官及被審人，對審判官所為審判程序之

處分認違反法令或顯然不當者，得向委員會提出異議（同規則第

62 條）。 

4.審判程序終結：在委員會審判之情形，審判終結後直接進入審決。

在審判官審查之情形，審查程序終結後 30 日內製作審決案及事件

紀錄，向委員會提出，並將審決案謄本送達被審人（同規則第 66

條）。被審人於送達審決案謄本後 2 週內，得向委員會以書面提出

異議（同規則第 68 條）。被審人於審決案送達後 2 週內請求陳述意

見者，則賦予直接陳述意見之機會（「獨占禁止法」第 53 條之 2，

同規則第 68 條之 2）。 

異議期間經過後（有請求陳述意見者，賦予陳述意見機會後），

事件紀錄、對審決案之異議書、聽取陳述意見後，對審決案再予調查，

其結果，認審決案為適當者，逕行與審決案相同之審決（同規則第

69 條第 1項）。相反地，調查之結果，委員會認異議或陳述意見有理

由者，或認有必要者，得為與審決案不同之審決，或自行審判，或對

審判官指示應審理之爭點，命再開審判程序（同規則第 69 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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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審判程序因同意審決而終結，或因審判開始決定撤銷、審

判程序之終止而終結。 

（三）審決程序：審決，由委員長及委員合議為之（「獨占禁止法」

第 55 條第 1 項）。審決之種類，有勸告審決、同意審決及審判審決（正

式審決）。勸告審決係被審人承認勸告意旨時所為（同法第 48 條第 4

項）。同意審決係審判開始決定後，被審人承認審判開始決定書所載

之事實及法律之適用，向委員會提出不經審判程序接受審決之意旨之

文書，且提出對該違反行為自行排除等採取措施之計劃書，此時，得

不經審判程序，而為與該計劃書所載之具體措施相同意旨之審決（同

法第 53 條之 3）。審判審決係審判程序終結後所為（同法第 54 條）。

在審判審決，除被審人不爭之事實及眾所周知之事實外，應依審判程

序調查之證據認定事實（同法第 54 條之 3）。 

審判審決之內容，有下列四種：（1）命令違反行為排除措施之審

決（同法第 54 條第 1 項）（2）命令以往違反行為排除措施之審決（同

法第 54 條第 2 項）（3）雖有違反事實，但審判開始決定以前，違反

事實已不存在且明確時之審決（同法第 54 條第 3 項中段）（4）在審

判開始決定以前，已無違反事實且明確時之審決（同法第 54 條第 3

項前段）。 

審決，以書面為之，審決書應記載公平交易委員會認定之事實及

法令之適用，主文及證據（審決判決（1）~（3）之情形），主文及理

由（審決判決（4）之情形），主文（勸告審決及同意審決之情形），

並將審決書送達被審人。 

審決，於審決書送達時發生效力（「獨占禁止法」第 58 條第 1 項）。

審決之效力，有（1）拘束力：被審人必須依主文所載採取排除措施，

（2）不可變更力：除有特別規定者外，公平交易委員會對其審決，

不得撤銷，變更之。所稱特別規定，例如第 66 條第 2 項所定，因經

濟情事之變化等，認維持審決者反而違反公益時，在不危害被審人利

益之前提下，得以審決，撤銷或變更該審決。（3）不可爭力：被審人

於起訴期間經過後，不得對該審決不服。 

（四）法院之緊急停止命令：公平交易委員會雖認有違反行為，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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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決命令排除措施，須相當時間，因此，設有法院之緊急停止命令

制度，法院得依公平交易委員會之申請，對違反行為之嫌者，命令

暫時停止該違反行為（第 67 條第 1項）。 

（五）課徵金制度：課徵金制度，係因聯合行為所得之經濟利益，國

家以一定比率予以徵收，資以抑制違反行為，確保聯合行為之禁止

規定之實效性之行政上之措施。此制度於 1977 年導入，1991 年之

修正而予以強化。為課徵金之對象之聯合行為時，即應命令繳納依

所定方式計算之課徵金，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應否課徵或繳納金額，

並無裁量之餘地
55
。 

   

二、依行政法學上行政手法（或行政行為）論，可分為以下多項手法： 

（一）法規命令訂定（準立法權）：此乃公平交易委員會基於法律直

接授權而賦與之法規命令訂定權，亦可稱為準立法權。最重要者

為依「獨占禁止法」第 76 條所定之「公平交易委員會審查及審

判規則」及依第 72 條所為之各種告示。 

（二）行政處分（審決）：公平交易委員會所為各種審決，勸告審決、

同意審決及審判審決，性質上均屬行政處分。審查官受公平交易

委員會委任依第 46 條第 2 項所為之命事件關係人應訊等、命鑑

定人鑑定、命帳簿等物件持有人提出物件、進入必要場所檢查物

件而所作之處分，及審查官依第 51 條之 2 所為之處分，均係行

政處分。公平交易委員會依第 65 條第 1 項對各種認可之申請認

無理由者，以審決駁回申請，亦屬行政處分。 

值得注意者，為公平交易委員會依第 65 條第 1 項所為駁回申

請之審決處分及其他審決，性質上雖屬對申請之處分及不利處

分，但審決程序係準司法程序，其對當事人程序保障之程度，相

當甚至優於行政手續法上之程序規定，因此第 70 條之 2 規定認

可或承認之處分、審決及其他處分程序，不適用行政手續法第二

章（對申請之處分）及第三章（不利處分）。 

                                                 
55 今村成和『独占禁止法入門』（有斐閣、1990）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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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行政調查：公平交易委員會為掌握事業活動及經濟實態，自有

必要為充實基礎資料之調查。此行政調查，通常為任意調查（無

拘束力），但亦有強制調查，例如對事業者等之報告、資料提出

之請求（第 40 條），對事業者等囑託調查（第 41 條）。 

（四）行政指導：在獨占禁止法制上，運用了大量之行政指導，發揮

規制機能。依其指導內容來區分，有以下幾項行政指導類型： 

1.關於加入、退出之行政指導：在同業加入時，指導其取得既存事業

或事業團體之同意，關於加入之條件，指導其與既存事業或事業團

體之間作適當調整。且指導其加入事業團體，並使其參與事業團體。 

2.關於價格之行政指導：例如價格之上升或下降，其額度、比率等，

對之為具體之指導。對價格過低之事業，指導其自我約束。價格等

營業上之秘密事項，透過事業團體，要求其報告。對製造業者及流

通業者或其團體，就與交易相對人之買賣價格，指導其安定之。關

於事前登記事項，指導其如何登記。 

3.關於數量、設備之行政指導：例如對生產、販賣數量，輸入輸出數

量，減產率，原料購入數量等，以具體數字指導之。指導事業提出

生產、販賣數量，輸入輸出數量，設備等之事業計劃，供需計劃，

指導事業相關事項之事前登記。 

4.關於營業方法、品質、規格、廣告、標示等之行政指導：關於營業

方法、品質、規格、廣告、標示等，對事業者指導其自我約束。 

不過，由於此等行政指導，有行政手續法上行政指導之實體規定

及程序規定適用之餘地，因此，行政指導之一般原則（行政手續法第

32 條），關於申請之行政指導（第 33 條），關於許可之行政指導（第

34 條），行政指導之方式（第 35 條），複數對象之行政指導（第 36

條），均應適用於公平交易之規制行政。 

（五）處罰：為擔保規制目的之達成，「獨占禁止法」上設有諸多處

罰規定。最值得注意者為對聯合行為之課徵金制度。此外，違反勸

告審決、同意審決、命令違反行為排除措施之審決、命令以往違反

行為排除措施之審決者，得課以 50 萬元以下之罰鍰（第 97 條），

違反法院緊急停止執行命令者，課以 30 萬元以下罰鍰（第 9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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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登記等：例如國際協定、申請登記之受理（第 6 條）、事業團

體等成立之登記（第 8 條第 2 項至第 4 項）、股份持有報告書等之

受理（第 10 條第 2 項）、合併、營業轉讓等之登記（第 15 條第 2

項）、再賣價格維持契約之登記（第 23 條第 6項）。 

 

 

第三節 訴訟程序 

對於公平交易委員會所為之審決，性質上雖為行政處分，但在審

決作成之程序上，與一般行政處分有相當之差異，係經準司法程序而

為，已給予當事人相當之程序保障，此段準司法程序，就當事人程序

保障而言，與行政不服審查程序相當，甚至較之更為優厚，自得取代

之，因此，「獨占禁止法」第 70 條之 3 規定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審決及

其他處分，不得依行政不服審查法請求不服審查及異議，限制對審決

及其他處分請求不服審查，因此審決其他處分後，如有不服，則逕至

訴訟程序。 

關於公平交易事件之訴訟，除有對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審決提起撤

銷訴訟外，民事訴訟方面有被害者（或有被害之虞者）請求侵害停止

及防止侵害訴訟、損害賠償請求訴訟，刑事訴訟方面有訴追各種犯罪

行為之訴訟。本文僅論及審決撤銷訴訟，其他訴訟則省略。 

（一）審決撤銷訴訟之提起： 

對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審決不服者，得於審決發生效力 30 日以內

提起審決撤銷訴訟（「獨占禁止法」第 77 條）。審決撤銷訴訟之第一

審裁判權，屬於東京高等法院（同法第 85 條第 1 款）。一般行政處分

之撤銷訴訟，由地方法院管轄。而審決撤銷訴訟，由高等法院專屬管

轄之理由，主要係考量處分（審決）前，已履行類似司法程序之嚴謹

的審查、審判、審決程序，已無必要再經地方法院裁判；至於選擇東

京高等法院為專屬管轄法院，係考量事件之高度專業性，由一特定法

院管轄，較能集中審理。 

（二）審理之特別規定：在審理上，有兩項特別規定，為一般行政事

件訴訟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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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質證據法則：於訴訟階段，一般行政處分之審查範圍為該處

分之適法性，且法院若認原處分或原決定機關處分所認定之證據不足

或不當，得依職權重新調查證據而為認定，此乃考量行政行為之適法

性監督，法院係最後審查機關，為堅守法治主義，法院宜有職權調查

權，確保適法性監督機能。但法院對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審決處分之審

查範圍，「獨占禁止法」第 80 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公平交易委員

會認定之事實，有實質證據時，對法院有拘束力，實質證據之有無，

由法院判斷之。此乃仿襲美國行政委員會制度所採取之實質證據法

則，亦即法院不得重新依其調查之證據而重新認定事實，資以判斷公

平交易委員會事實認定之適法性，僅得審查公平交易委員會依審判程

序中所提證據所認定之事實，是否違反經驗法則？換言之，審決事實

之認定，從經驗法則而言，是否基於充分之證據而為
56
？關於實質證

據，東京高等法院曾謂「足為審決認定事實之合理基礎之證據，亦即

依該證據，理性者合理思考而到達事實認定者，得謂實質證據」（昭

和 28.8.29 判決）。至於採取實質證據法則而限定法院審查範圍止於

實質證據之有無之理由，無非係考量於審決、審判程序中已履行準司

法程序所認定之事實已存在，且獨占禁止法違反事實之認定，具高度

專業性，應予以尊重
57
。 

2.新證據提出之限制：在訴訟程序中，當事人得提出新證據，但

僅限定在公平交易委員會認定事實之證據有下列情事之一：（1）公平

交易委員會無正當理由而不採認證據（2）公平交易委員會審判時無

法提出該證據，且無重大過失（第 81 條第 1項）。對該證據，當事人

間應予究明（同條第 2 項），該證據提出有理由而有必要再為調查者，

得發回公平交易委員會，命令就該證據重為調查後為適當之措施（同

條第 3項）。 

（三）判決：判決之種類有程序駁回，實體駁回（請求無理由）及撤

銷（請求容認）。撤銷判決，係有下列情形之一：（1）審決之基礎事

                                                 
56 実方謙二『独占禁止法（新版）（有斐閣、1992）425 頁。 
57 丹宗昭信・厚谷襄児編『現代経済法入門』（法律文化社、1986）1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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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並無實質證據（2）審決違反憲法或法令（第 82 條）。在撤銷判決

之情形，法院認有必要再審判者，得附理由發回公平交易委員會再審

查（第 83 條）。 

 

第四節 最新議論 

一、競爭政策之整合、擴張 

1990 年代以來，政府全面推動規制改革政策及IT（資訊通信技

術）政策，此等新政策如何與既存之公平交易規制政策（狹義的競爭

政策）整合？競爭政策在國家政策上應如何定位？及競爭政策之角色

等新課題於是產生。公平交易委員會乃於 2001 年設立「思考 21 世紀

競爭政策懇談會」，關於競爭政策之定位，競爭政策之角色及公平交

易委員會之組織、體制之整備等課題，進行檢討中
58
。同時，並設立

「獨占禁止法研究會」（分為「一般集中規制部會」及「手續規定等

部會」），就獨占禁止法問題集中式及專業式檢討。2001 年 8 月，「手

續規定等部會」已提出報告書
59
。 

關於競爭政策之定位，及與規制改革之關係議題上，多數意見認

為現行競爭政策之涵義過於狹隘，有必要將目前進行中之規制改革政

策及資訊通信技術政策併入，而形成廣義的競爭政策。公平交易委員

會之角色，不僅是倡導規制改革之機關，而應強化為擔任競爭政策之

主導機關，自行主導規制改革，從前公平交易委員會較未管制之醫

療、福祉、教育等領域，極待訂立競爭規則之知的財產權、電子商務

等領域，目前被排除適用之中小企業領域等，應期待公平交易委員會

積極干預。此外，對於獨占禁止法執行力之強化、與消費者保護政策

之結合，亦有共識。 

二、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定位及組織、權限之強化（總務省→內閣府） 

公平交易委員會為有效擔任競爭政策之主導機關，自應強化其獨

立性及組織、權限，因此前述懇談會建議將現行總務省之附屬機關移

                                                 
58 http://www.jftc.go.jp/21-kon/kadai.htm. 
59 独占禁止法研究会手続関係等部会『独占禁止法研究会手続関係等部会報告書―手続規定等

の検討』平成 1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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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內閣府所屬機關，並強化其組織，擴充人員及權限。例如，職員之

擴增，人事採用之柔軟性、多樣性（包括民間之採用），外部專業者、

專業機關之使用制度，公平交易委員會職權行使之獨立性確保，公平

交易委員會之競爭政策活動之積極化等，均為檢討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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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美國及日本公平交易事件爭訟制度給予我國之啟示 

一、兩國行政委員會及公平交易主管行政委員會之成立背景 

美國獨立管制委員會制度，早自一八八七年首創州際通商委員會

（ICC）以來，已設立多達六十三個獨立管制委員會。獨立管制委員

會與權力分立原則及民主主義之關係，「獨立性」之意義、甚至委員

會之存廢，於學理上，至今雖仍為討論之焦點，但委員會實際上仍然

存在。每個委員會之成立背景雖不盡相同，但多數委員會仍以確保政

治中立性或專業性等為主要目的，聯邦交易委員會即是一例。 

日本在戰後，亦導入美國式的獨立管制委員會或行政委員會，有

為確保政治中立性及政策一貫性者，如公平交易委員會、國家公安委

員會、都道府縣公安委員會、人事院、人事委員會、公平委員會、選

舉管理委員會；有為尊重專業性者，如土地調整委員會（於一九七二

年後，與中央公害審查委員會合併，成為公害等調整委員會）、司法

考試管理委員會、文化財產保護委員會、教育委員會、固定資產評估

審查委員會、公平交易委員會；有為保護人民權利為目的而須經嚴謹

的準司法程序者，如公安審查委員會、土地徵收委員會、人事院、人

事委員會、公平交易委員會、都道府縣公安委員會、公害等調整委員

會、勞動委員會；有為整合利害關係所須經利害關係者參加而為行政

決定者等，如中央勞動委員會、地方勞動委員會、船員勞動委員會、

公企業等勞動委員會、農業委員會、海區漁業調整委員會、內水面漁

場管理委員會等。而將處理公平交易事件之主管機關設計成獨立管制

委員會或行政委員會，其主要理由在於確保政治中立性及專業性，打

破官僚行政，促使行政民主化。 

  

二、兩國公平交易主管行政委員會之組織、定位及權限之特色 

美國聯邦交易委員會及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之組織及定位上之

特色，如同前述，為不受總統及內閣指揮監督而具獨立性之行政委員

會，而獨立性之意義，由於人事任命權及預算權仍由總統及內閣掌

握，並非從執行權及行政權完全獨立出來而成「第四權」，可謂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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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絕對的獨立。關於權限上之特色，則均有一般行政機關所無之準司

法權，及較一般行政機關更寬廣的準立法權。在內部組織上之設計，

均強調訴追機能與審判機能分離。 

 

三、兩國處理公平交易事件程序之特色 

美國處理公平交易事件程序，由行政法法官主持踐行行政裁決程

序，並得經行政審查及再審查程序；日本處理公平交易事件程序，較

一般行政程序更具準司法化，經審查、審判及審判官之審決程序。兩

者均設計成如同法院第一審之司法程序，具濃厚的準司法程序性質 

 

四、兩國公平交易事件爭訟程序之特色 

美國公平交易事件爭訟程序，對委員會之行政裁決不服者，可提

起行政審判及再審判，或直接向上訴法院起訴；日本公平交易事件爭

訟程序，對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審決不服者，免除行政不服審查程序及

法院第一審訴訟程序，直接向東京高等法院起訴。均係由於事前處理

程序已具濃厚的準司法程序性質，而強制或選擇性取代了事後之行政

不服審查程序及法院第一審訴訟程序。 

在訴訟制度上，為尊重公平交易主管行政委員會之專業判斷，並

有採用實質證據法則主義，新證據提出之限制等特殊規範。 

 

五、給予我國之啟示 

由於準司法機能係擔保委員會獨立性之核心機能，美國制度及日

本制度乃均為擔保其獨立性及將獨立性具體化，配套賦與其準司法機

能，並考量訴追機能與審判機能之分離，強化獨立性並落實其準司法

機能；更為發揮其準司法機能，主管機關處理事件之程序，有別於一

般行政程序，而以嚴謹的準司法程序為之；最後，日本制度考量經準

司法程序所為之決定之準司法化，不同於一般行政處分，於爭訟程序

上免除訴願程序及取代第一審訴訟程序，逕行至第二審訴訟程序；美

國制度以經行政裁決之準司法程序，逕行至第二審訴訟程序；兩國制

度更為尊重行政委員會經準司法程序所為專業性判斷，而在訴訟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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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採用實質證據法則主義，並有新證據提出之限制等特殊規範。 

因此，兩國制度之特徵均為「政治中立性」→「獨立性」→「準

司法機能」→「嚴謹的準司法程序」→「日本制為免除訴願程序，美

國制為行政審判自由選擇原則，兩國對行政決定之行政審判，均非必

要程序」→「免除一審訴訟程序」及「採用實質證據法則主義、新證

據提出之限制」，而此等制度具整體性及密切相互聯結，不宜任意割

裂，否則即與行政委員會設立之理念－政治中立性及獨立性－不合，

若欠缺此等配套制度，則政治中立性及獨立性則難以落實。 

從而，美國及日本之公平交易事件爭訟制度可否導入我國？本研

究認為，根本問題在於我國應否導入以政治中立性及獨立性為理念之

「行政委員會」制度，因此係行政組織體制之整體政策問題，並非公

平交易主管機關單一機關所得特殊考量。倘若我國在行政組織政策

上，已確定全面導入行政委員會制度，且關於行政委員會與權力分立

原則及民主主義等憲法原理之關係，已獲肯定並有共識者，則美國及

日本制度中為擔保行政委員會政治中立化及獨立性之準司法機能、準

司法程序、特殊的爭訟程序等配套制度，自應同時整體導入。 

其次，倘若行政委員會創設之行政組織體制之整體政策問題，未

獲共識，而對僅以公平交易行政之特殊性而認其主管機關有行政委員

會化之必要，已有共識者，則將公平交易委員會從現行「準行政委員

會」性質轉型為正式行政委員會，在立法政策上，似非不宜。此際，

為擔保公平交易委員會政治中立性及獨立性，自應賦予其準司法機

能，其內部組織上，得改造為將現行業務單位強化為具訴追機能之部

門，並與委員會之審判部門分離，委員會對訴追部門無指揮監督權，

且訴追部門及委員會處理程序均係接近司法程序，其後續爭訟程序自

得設有免除訴願程序（或從現行強制訴願前置，改為任意訴願前置，

提起訴願與否，由當事人依自由意思選擇）及在訴訟程序上以考量經

準司法程序所為之決定及專業判斷為基礎之例外規定。 

綜上論結，準司法機能及準司法程序，係特殊的爭訟程序之前提

制度，換言之，特殊的爭訟程序，必須係公平交易委員會已有準司法

機能，且委員會之審判部門及訴追部門均係以準司法程序為之，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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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爭訟程序例外處理。委員會之機能及處理程序，與一般行政機關無 

重大差異者，自無法逕行將爭訟程序特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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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前章所提「政治中立性」→「獨立性」→「準司法機能」→「嚴

謹的準司法程序」→「日本制為免除訴願程序，美國制為行政審判自

由選擇原則，兩國對行政決定之行政審判，均非必要程序」→「免除

一審訴訟程序」及「採用實質證據法則主義、新證據提出之限制」，

係美國及日本對公平交易事件主管機關之組織及權限、處理程序及其

爭訟程序，作一完整且密切聯結之準司法化之整體制度。可知公平交

易事件爭訟制度，論理上，必須與公平交易主管機關之組織、職權、

機能及處理程序相互配合而作整體設計，始為正道，不得僅就爭訟制

度與其他制度完全分割而獨自設計。因此若欲檢討我國現行公平交易

爭訟制度，論理上，自應與公平交易委員會之組織、職權、機能及處

理程序一併檢討。 

而我國公平交易委員會在行政組織上之定位，僅為「準行政委員

會」，與一般行政機關差異不大；在組織上，僅具相對獨立性、政治

中立性。即使具有相對的獨立性，但終究為行政機關，不得因此免於

民主的監督。現行任命方式僅由行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非如同美國

及日本之委員需經國會之同意，由直接選舉產生之總統享有任命權，

固然具一定之民主正當性，但終究僅為一人代表，其在民主正當性

上，與多數代表之國會則稍嫌薄弱。因此委員任命方式仍欠缺民主監

督。 

在職權上，享有與一般行政機關一樣之行政權及準立法權，而欠

缺準司法權。至於公平交易委員會處理公平交易事件之程序，在目前

法制下，性質上仍屬行政程序，難謂為嚴謹的準司法程序。其對相對

人所為不利處分，亦與行政程序法及訴願法上之行政處分無異。 

若從公平交易委員會政治中立性及獨立性之理念以觀，訴願管轄

機關基於合目的性監督，對公平交易委員會所為之訴願決定，例如基

於政策之考量而認公平交易委員會之處分係不當而撤銷原處分者，則

形成公平交易委員會接受訴願決定機關之指揮監督之情形，與公平交

易委員會政治中立性及組織、職權行使之獨立性，有牴觸之嫌。亦減

損其政治中立性之特質。且公平交易委員會基於競爭政策對個案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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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分，係基於高度專業性之判斷所為，在某種程度上應予以尊重，

不宜由其他行政機關及司法機關予以否定。則目前制度下，在公平交

易事件所須之專業度上，訴願管轄機關（行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組

織成員之資格，似不如公平交易委員會委員，則訴願管轄機關對公平

交易委員會為合目的性之監督者，亦有忽視公平交易委員會專業性判

斷之虞。不過，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專業性，固然宜予以尊重，但尚難

僅以其專業性為理由而免除訴願程序。現行體制之問題在於公平交易

委員會之組織及職權行使之獨立性，只不過為抽象的及相對的獨立性

而已，公平交易委員會處理程序仍係行政程序，並非以其組織及職權

行使之獨立性為基礎之準司法程序，既欠缺程序之準司法化，則基於

行政程序所為之不利處分，自無法視為準司法決定，則得否僅以其「抽

象的及相對的獨立性」而完全排除訴願管轄機關之監督？可從法解釋

論及立法論探討之。 

在法解釋論上，現行法制下，對公平交易委員會之不利處分，倘

擬免除訴願程序，不僅是「舉行聽證注意事項」第四點所定應舉行之

情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每件處分案均積極舉行聽證者，自得依行政

程序法第一百零九條規定免除訴願程序，而免於訴願管轄機關之合目

的性監督，以確保其組織及職權行使上之獨立性。       

但在立法論上，由於行政程序法畢竟僅為最低限度之程序保障之

一般規範而已，具政治中立性、獨立性及專業性之公平交易委員會處

理公平交易事件之程序保障程度之要求，自應高於最低限度程序保障

之一般規範，從而將來於修正法規時，自應全面檢討處理程序之準司

法化，建立保障程度高於行政程序法之公平交易程序法制，以此為前

提，則訴願程序自得一併免除。 

不過，最後，本研究仍建議，公平交易事件爭訟制度，包括得否

免除訴願程序，基本上應與公平交易委員會之組織、定位、權限及事

前處理程序一併檢討，因此，若肯定美國及日本公平交易主管機關行

政委員化之理念而維持現行公平交易委員會採「政治中立性」及「獨

立性」之理念者，則本研究建議可分短期目標及長期目標兩階段，漸

進至全面修正公平交易法及其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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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期目標：著重於強化公平交易委員會處理程序之準司法化，

至少處理程序應較現行行政程序法上之程序保障程度更為準

司法化，例如擴大舉行聽證之範圍，聽證程序之準司法化，聽

證主持人之公正客觀化，委員會審議採直接審理原則（例如於

決議時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委員全程參與證據調查），聽證

紀錄對委員會之決議有拘束力，當事人間攻擊防禦方法之對等

性。 

        當公平交易委員會處理程序已達一定程度之準司法化，若準

司法化程度較強者，即可設計全面免除訴願程序，逕行至一審

行政訴訟，若準司法化程度較弱者，可設計從現行強制訴願前

置，改為任意訴願前置，提起訴願與否，由當事人依自由意思

選擇。由於目前我國行政訴訟審級僅為二級二審，並非日本及

美國之三級三審，因而無法仿襲而「免除一審訴訟程序」。不

過，由於行政訴訟第一審為事實審，為使行政法院審判範圍著

重在適法性之監督，關於專業判斷之事實，宜尊重公平交易委

員會之判斷，而為保障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專業判斷之事實認

定，可採用實質證據法則主義及限制新證據提出等特殊訴訟程

序制度。 

 

（二）長期目標：著重於賦與公平交易委員會準司法機能，包括內部

組織改造為委員會之審判部門與訴追部門之分離，委員會對訴

追部門無指揮監督權，委員之任命排除政治任命，而偏重專業

任命，並受民主監督，同時委員身分保障，亦應予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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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之主旨在於（一）探討在現行公平交易法制下，公平交易事件

爭訟制度及實務之問題點；（二）以公平交易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

會）組織及作用（職權行使）上之觀點，檢討現行爭訟體制及實務有

無違背「獨立性」特質？（三）基於公平會組織及作用上獨立性之特

質，於處理違反公平交易事件時，應依何法律程序為之？為達規制目

的，得採取何種行政手法？（四）探討公平會作成處分或為其他行政

手法後，其後續爭訟程序為何？（五）建議如何解決現行公平交易事

件爭訟制度之問題點。 

「政治中立性」→「獨立性」→「準司法機能」→「嚴謹的準司

法程序」→「日本制為免除訴願程序，美國制為行政審判自由選擇原

則，兩國對行政決定之行政審判，均非必要程序」→「免除一審訴訟

程序」及「採用實質證據法則主義、新證據提出之限制」，係美國及

日本對公平交易事件主管機關之組織及權限、處理程序及其爭訟程序

之準司法化之整體制度。公平交易事件爭訟制度，論理上，必須與公

平交易主管機關之組織、職權、機能及處理程序相互配合，作整體設

計，不得僅就爭訟制度與其他制度完全分割而獨自設計。 

我國公平會，在組織上，僅具相對獨立性、政治中立性；委員任

命方式由行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相較於美、日等國，委員任命仍欠

缺民主監督。在職權上，享有與一般行政機關一樣之行政權及準立法

權，而欠缺準司法權。在目前公平會處理公平交易事件之程序仍屬行

政程序，與行政程序法及訴願法上之行政處分無異。 

公平會基於競爭政策對個案所為之處分，係基於高度專業性之判

斷所為，在某種程度上應予以尊重，不宜由其他行政機關及司法機關

予以否定，否則有忽視公平會專業性判斷之虞。不過，公平會之專業

性，固然宜予以尊重，但尚難僅以其專業性為理由而免除訴願程序。

現行體制之問題在於公平會之組織及職權行使之獨立性，只不過為抽

象的及相對的獨立性而已，公平會處理程序仍係行政程序，並非以其

組織及職權行使之獨立性為基礎之準司法程序，既欠缺程序之準司法

化，則基於行政程序所為之不利處分，自無法視為準司法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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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法制下，對公平會之不利處分，倘擬免除訴願程序，公平會對每

件處分案均積極舉行聽證者，自得依行政程序法第一百零九條規定免

除訴願程序，而免於訴願管轄機關之合目的性監督，以確保其組織及

職權行使上之獨立性。但在立法論上，由於行政程序法畢竟僅為最低

限度之程序保障之一般規範而已，公平會處理公平交易事件程序保障

程度之要求，自應高於最低限度的程序保障；將來於修正法規時，應

建立保障程度高於行政程序法之公平交易程序法制，則訴願程序自得

一併免除。 

若肯定美國及日本公平交易主管機關行政委員化之理念，則本研

究建議可分短期及長期目標，漸進至全面修正公平交易法及其相關法

規： 

（一）短期目標：強化處理程序之準司法化，例如擴大聽證範圍，聽

證程序之準司法化，聽證主持人之公正客觀化，委員會審議採

直接審理原則，委員全程參與證據調查，聽證紀錄對委員會之

決議有拘束力，當事人間攻擊防禦方法之對等性等。 

        行政訴訟第一審為事實審，關於專業判斷之事實，宜尊重公

平會之判斷，而為保障公平會之專業之事實認定，可採用實質

證據法則主義及限制新證據提出等特殊訴訟程序制度。 

（二）長期目標：著重於賦與公平會準司法機能，包括組織內部審判

部門與訴追部門之分離，委員會對訴追部門無指揮監督權，委

員之任命排除政治任命，而偏重專業任命，並受民主監督，同

時委員身分保障，亦應予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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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Legal Remedy of Fair Trade Cases 

Abstract 

The keynotes of our research are:  

1.Discussing the problems between the legal remedy and the 

practice of fair trade cases in the Fair Trade Law.   

2.From the viewpoints of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carrying out duties, we will discuss whether the legal remedies 

or the practices disobe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ependence.        

3.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ependent on the legal 

remedy and practice, what is the proceeding we should follow? 

4.What is the proceeding after the Fair Trade Committee (FTC) 

made the administrative discipline? 

5.The suggestions about solving these problems. 

  

The systems of quasi-judic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have som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organization, purview, and 

proceeding of the remedy. There are:  

1.    the neutrality in the politics 

2.    independent power 

3.     quasi-judicial power 

4.    the proceeding of quasi-judicial strictly 

5.    The administrative Appeal is not necessary: in Japan, they 

exempt the procedure of appeals; in U.S.A., people can make a 

choice by themselves. 

6.    exempt the first instance proceeding 

7.    take the essential evidence and limit to raise new proof 

In theory, the system on a legal remedy must go with the 

organization, purview, function and proceeding. It’s hard to 

separate the legal remedy from other systems and legislat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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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selves. 

 The organization of FTC is only independent partly. The 

Premier of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gives a mention and the 

President appoints them as the committeemen of FTC. The 

purviews of FTC have the administrative power and quasi- 

legislative power, but without quasi-judicial power. The 

proceeding of administration i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al Laws 

is no different from the discipline of Laws of Administrative 

Petition. The committeemen of FTC make the discipline with 

profession. Other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departments 

shouldn’t reject the discipline and they should respect the 

profession of FTC. But it is hard to exempt the procedure of 

appeal by this reason. The point is the independent of FTC is 

abstract and partly, but lacking of quasi-judicial power. 

Without this, the discipline of FTC can’t be the quasi-judicial 

decision.  

 If the FTC can hold the hearings about the discipline, the 

FTC can exempt the procedure of appeal basing on 109 article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al Law. After all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al Law is the minimum protection i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When the FTC will revise the law, 

they should legislate the more safeguard laws than the laws of 

procedure of FTC. If we can do that, the procedure of appeal 

can be exempted. 

 Both short-term and long-term targets, and modify the whole 

Fair Trade Law and other related laws. 

1.    Short-term targets: Strict the quasi-judicial of the 

procedure of FTC. For example, expanding the range of hearing; 

the procedure of hearing must be quasi-judicature; the chairman 

of the hearing should be objectivity, etc. To ensu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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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of the facts with profession by FTC, the court can 

take the essential evidence and limit to raise new proof. 

2.    Long term targets: To give the quasi-judicial power to FTC, 

including dividing the proceeding and judgment departments; 

the FTC can’t supervise the proceeding departments; the point 

is profession when the President appoints the committeemen; the 

identities of the committeemen should be en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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