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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據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簡稱歐盟)

競爭委員會公布的統計資料，自2013年至2021

年7月，歐盟處分與汽車相關的零組件卡特爾

(cartel)共有11件，涵蓋的汽車零組件大至交流

發電機和起動機、空調和發動機冷卻器，小至

汽車軸承、車燈、汽車座椅泡棉，罰鍰總金額

將近22億歐元1。其中罰鍰金額最高的是車輪軸

承(automotive bearings)卡特爾，其次是安全

帶、安全氣囊和方向盤(seat belts, airbags and 

steering wheels)卡特爾，罰鍰金額分別為9.53

億歐元和4.02億歐元。上述卡特爾案件都是針對

產品的價格或供銷分配進行勾結，處分對象都

是汽車零組件的製造商或供應商，而在2021年

7月，歐盟首次處分技術開發卡特爾，而且直接

對汽車製造商處分，主要理由是車商對氮氧化物

(NOx)處理技術達成不競爭的卡特爾協議，被處

分的事業分別是Daimler、BMW與Volkswagen

集團(包含Volkswagen、Audi與Porsche等3個品

牌)，罰鍰共計約8.75億歐元2。

案例背景

柴油引擎汽車排放的污染物中，最受到重視

的是氮氧化物，因為它是一種有毒氣體，且是

主要的移動污染源，所以汽車製造商都積極投

入此種污染物的改善技術，以符合歐盟在 2007 

年就立法規範氮氧化物排放的最低標準 (稱為

“EURO 5”和“EURO 6”規範)。目前控制氮

氧化物的技術有很多種，對車廠而言，則以「選

擇性還原觸媒」(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

簡稱SCR)為最佳的污染控制方案。SCR的原理

是利用氨氣(NH3)或尿素(urea)與氮氧化物進行

化學反應，使氮氧化物氣體產生無毒的氮氣(N2)

和水(H2O)。由於氨氣是有毒氣體且不易運送，

因此一般都是使用具有穩定性高且無毒又容易

儲存與運送的液體尿素，做為車輛SCR系統的

反應物。這種車用液體尿素稱為「柴油廢氣處

理液」(Diesel exhaust fluid)，在歐洲地區稱

為AdBlue，也就是當添加足夠的這種“藍色液

體”時，SCR系統才能有效處理汽車排放的廢氣

並減少污染。

技術開發卡特爾—歐盟處分案例簡介
2021年7月，歐盟首次處分技術開發卡特爾，主要是針對汽車製造商將有益於消費者和環境的氮氧化

物處理技術達成不競爭的協議，被處分的事業分別是Daimler、BMW與Volkswagen集團，罰鍰合計約8.75

億歐元。

■撰文＝陳韻珊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簡任視察）

1 Statistics on Cartel Cases, 1.12. Car parts cases decided since 2013。參閱網址如下：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policy/index/news/updated-cartels-
cases-statistics-2021-07-12_en。

2 參考European Commission - Press release :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car manufacturers €875 million for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in emission cleaning for new 
diesel passenger cars, Brussels, 8 July 2021, Case No.4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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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atistics on Cartel Cases, 1.12. Car parts cases decided since 2013。參閱網址如下：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policy/index/news/updated-cart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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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考European Commission - Press release :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car manufacturers €875 million for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in emission cleaning for new 
diesel passenger cars, Brussels, 8 July 2021, Case No.4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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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歐盟所訂的氮氧化物排放最低標準規

範，由Daimler、BMW、 Volkswagen、Porsche

和A u d i等汽車製造商代表所組成的「5人小

組」，定期舉行技術會議，共同開發客車所使用

的SCR系統。這樣的合作使得他們擁有超越歐盟

法定要求排放標準的有害物處理技術，並可將該

技術推向市場，造福消費者並有益於環境保護。

但是歐盟競爭委員會在2019年提出指控表

示，這5家汽車製造商在2009年6月至2014年10

月間，針對盛裝AdBlue容器的尺寸和容量範圍召

開會議達成協議，並就平均估計的AdBlue消費量

取得共識，同時也交換與這些有關的商業敏感資

訊。換言之，即使這些公司的氮氧化物排放清潔

技術可以超越法律要求，卻協議在技術開發上避

免競爭，而且也達成排除AdBlue的再灌裝容量範

圍增大可能性的共識。

處分結果

本案經委員會調查，這些汽車製造商明確違

反TFEU 第 101（1）（b）條有關“禁止限制或

控制生產、市場、技術開發或投資協議 ”的規

定，並在2021年2月進入和解程序。最後委員會

考量這些卡特爾成員在2013年(侵權行為的最後

一整年)於歐盟經濟區銷售配備SCR系統的柴油

客車的價值、侵權的嚴重性和地理範圍，以及所

涉行為是第一個基於限制技術開發的卡特爾，而

不是價格操縱、市場或客戶分配的勾結行為，因

此對所有參與卡特爾的汽車製造商都減少罰鍰。

同時根據2006 年的獎勵檢舉卡特爾的寬恕處理

通知(Leniency Notice)，又減免各汽車製造商的

罰鍰如下：

（一）Daimler獲得罰鍰完全豁免權，因此避開

總計7.27億歐元的罰鍰。

（二）Volkswagen汽車集團因為配合調查，而

且提供的證據大幅協助委員會證明卡特

爾的存在，也依據寬恕處理通知而減少

45%的罰鍰。

此外，因為每家公司都承認參與卡特爾，並

同意對造成的侵權行為負責，委員會根據2008

年的和解通知(Settlement Notice)，對每個卡

特爾成員又再減少10%的罰鍰 (如表1)。最後

Volkswagen汽車集團被處約5.024億歐元罰鍰 ，

BMW公司的罰鍰金額約3.728億歐元。

結語

歐盟是全球節能減碳執行的先驅，在2005年

就啟動碳排放交易機制，更在2019年公布「歐

洲綠色協議」(European Green Deal)，詳盡訂

出歐盟氣候目標與戰略，在2030年碳排放量能較

1990年至少降低50%，並在2050年以前能實現

淨零碳排(即碳中和)的重要目標，因此較少污染

也是任何汽車重要的特徵。本案汽車製造商共同

開發一項降低有害氣體排放的優良技術，能促使

碳排放標準優於法定標準，但是卻彼此勾結決定

不參與競爭以充分發揮其潛力，同時透過卡特爾

協議達成共識，避免對有助碳排放的SCR系統進

行有效的競爭。因此歐盟執委會副主席Vestager

女士對本案發表聲明指出3，這種卡特爾行為不

但消除競爭對手在關鍵創新方面的驅動力而違反

競爭法，也威脅到歐盟致力於綠色協議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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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uropean Commission - Statement by Executive Vice-President Vestager on the Commission 

decision to fine car manufacturers €875 million for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in emission cleaning for 
new diesel passenger cars, Brussels, 8 July 2021  

4 3  

3 參考European Commission - Statement by Executive Vice-President Vestager on the Commission decision to fine car manufacturers €875 million for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in emission cleaning for new diesel passenger cars, Brussels, 8 Jul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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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每年約有數百萬輛價值數十億歐元的

柴油客車在歐洲銷售，還有更多客車數量目前在

使用。而事業共同研發或技術合作，可以促進效

率提高收益，甚至有利消費者，本案卻是事業協

議在技術上彼此不競爭。所以Vestager女士也

同時說明4，歐盟的反壟斷規則不會妨礙競爭對

手間在研發和產品開發上的競爭與合作，但是事

業間不可透過協議來限制任何類型的技術開發潛

力，未來事業如果再以此種方式限制競爭，仍會

毫不猶豫地採取堅決行動。

4 同註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