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交易委員會
110 年度施政績效報告
公告日期：111 年 3 月 21 日
壹、前言
本會為我國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主管機關，肩負擬訂競爭政策及執行公平交易法
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的重責大任。本會施政之目的在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
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本會 110 年度施政目標由「查處事業妨礙競爭行為，確保市場自由
與公平競爭」、「規整產業競爭行為，建立市場公平競爭機制」、「完備市場競爭法規，確保本會
執法成效」、「倡議市場自由與公平競爭，形塑優質競爭文化」及「掌握全球競爭政策發展脈動，
促進跨國執法合作」等 5 項關鍵策略目標組成，為達機關良好績效，本會積極推動相關計畫，戮力
執行各項業務，已有效達成預定之年度施政目標。
貳、機關 107
107 至 110 年度預、
年度預、決算及人力
一、近 4 年預、決算趨勢（單位: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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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決算趨勢說明
（一） 預算說明
1.單位預算：本會依行政院核定中程計畫歲出概算額度，覈實縝編經費。108 年度較 107 年度
增列 1,349 萬 5,000 元，主要係增列人事費、合署辦公大樓變頻式冰水主機分攤款、汰換辦
公室燈具及舉辦競爭法國際研討會等經費；109 年度較 108 年度減列 535 萬 1,000 元，主要
係減列合署辦公大樓變頻式冰水主機分攤款、汰換辦公室燈具、舉辦競爭法國際研討會、
南區服務中心辦公廳舍租金及資訊系統設備維護費等經費；110 年度較 109 年度減列 38 萬
9,000 元，主要係減列違法案件調查、法規摺頁印刷、資訊系統開發及汰購會議室設備等經
費。
2.反托拉斯基金：自 105 年度循預算程序設立，105 至 108 年度編列「強化反托拉斯執法計
畫」經費，109 年度新增「數位經濟競爭政策研究及倡議計畫」。108 年度較 107 年度減少
87 萬 2,000 元，主要係減少購置無形資產及檢舉違法聯合行為之獎金支出等經費；109 年度
較 108 年度增加 2,978 萬 3,000 元，主要係增加「強化反托拉斯執法計畫」印刷裝訂與廣告
費、專業服務費及「數位經濟競爭政策研究及倡議計畫」等經費；110 年度較 109 年度增加
44 萬 6,000 元，主要係增加「數位經濟競爭政策研究及倡議計畫」專業服務費、競賽及交
流活動費等經費。
（二） 決算說明
1.單位決算：近 4(107 至 110)年度預算執行率分別為 107 年度 95.56%、108 年度 96.35%、109
年度 96.90%及 110 年度 96.60%，均達九成五以上，顯見執行情形良好。
2.反托拉斯基金：
(1)近 4(107 至 110)年度預算執行率分別為 107 年度 65%、108 年度 78.95%、109 年度 73.47%
及 110 年度 83.67%。主要係檢舉獎金實際支出較預期減少所致，其中 109 及 110 年度另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致部分預算無法順利執行（如：國外旅費、國際研討會及交流活
動等相關經費）。
(2)基金財務狀況：
資產總額為 9 億 8,150 萬 5,490 元(包括：銀行存款 9 億 6,827 萬 5,426 元、應收帳款 226 萬
1,869 元、應收利息 77 萬 6,855 元、機械及設備 338 萬 8,136 元、電腦軟體 680 萬 3,204
元)，負債總額為 30 萬 7,000 元(悉數為存入保證金)，淨資產餘額為 9 億 8,119 萬 8,490 元
(其中基金餘額 9 億 7,100 萬 7,150 元)，財務狀況尚屬良好。
三、機關實際員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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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施政目標達成情形
一、查處事業妨礙競爭行為，確保市場自由與公平競爭
（一）積極查處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行為，維護市場競爭與多層次傳銷交
易秩序
110 年本會收辦涉及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的各類檢舉、申請、申報、請釋
案，併計就影響重大公共利益與社會大眾矚目案件主動立案調查之專案，共計 2,522 件，辦
結案件計 2,606 件，經認定違反上開 2 法相關規定而處分者計 84 件，裁處罰鍰金額達 15 億
4,721 萬元。處分之重大違法案件包括：處分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2 家藥廠合
意以金錢利益交換藥品不於市場上銷售之聯合行為案、處分立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等 3 家
事業聯合協議國內線機票價格案、處分台灣惜時有限公司限制下游網路賣家「SEEDS」品牌
寵物食品之轉售價格案、處分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合作餐廳於其經營之外送平臺刊登
價格必須與實際店內價格一致案、處分盛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事業建案廣告不實
案、處分聯穎國際企業有限公司等多家事業銷售家電不實宣稱獲有節能標章或能源效率等
級不符案、處分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統一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在網站刊登全台唯一超越
國家標準符合歐規五期之不實廣告案、處分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與遠雄房地產發展
股份有限公司辦理限量抽籤選戶之禮賓活動且未完整提供重要交易資訊案、處分家福股份
有限公司與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結合後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不當收取新店開幕贊助金案、
處分酈泰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不當使用競爭同業之公司名稱製刊關鍵字廣告案、處分欣泰石
油氣工程行以及統管瓦斯工程行等事業隱匿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身分藉攀附當地公用天
然氣事業不當銷售瓦斯安全器材案、處分台灣綠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傳銷事業未依
法變更報備或辦理傳銷商解除或終止契約退出退貨等行為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案，
有效遏止不法行為，確保市場自由與公平競爭。
（二）有效審議事業結合申報及聯合行為許可申請案件，防範市場力過度集中，並兼顧事業經營效
率，避免妨礙市場競爭
110 年本會審查之重大結合案件包括附負擔不禁止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與亞太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實施 3.5GHz 頻段頻率與網路共用結合案，為國內首宗電信事業間頻率與網路共
用合作案之結合審查，有益於頻譜資源共享、減少重複基礎建設之資源浪費及促進相關產
業發展，其他重要之結合案件尚有：不禁止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與中國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結合案、不禁止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與日盛金控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結合案、不禁止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與專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結合案、不禁止佳世
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聚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結合申報案、不禁止環球晶圓股份有限公司
與德商 Siltronic AG 結合申報案、不禁止佳運重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與臺灣港務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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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結合申報案、不禁止韓商 SK hynix Inc.與美商 Intel Corporation 結合申報案、不禁止長春
人造樹脂廠股份有限公司與信昌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結合申報案等，有助於事業創新發
展，迎接市場競爭之挑戰。
此外，為使事業結合審查更有效率，協助事業掌握商機，110 年本會特別成立「結合工
作小組」及「結合申報案件電子化推動小組」優化結合審查制度，主動召開「如何提升結
合審查之透明性與有效性」座談會瞭解及盤點業界需求，並參考產業團體所提建議，迅即
完成增加結合申報案件線上申報方式、提供結合申報案件審查進度線上查詢服務、結合申
報事前諮詢服務、簡化作業流程及申報表單內容等作為，創造友善的申報環境，大幅提升
結合審查時效。
另公平交易法原則上禁止事業間採行相互約束事業活動的聯合行為，但如事業聯合行
為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時，事業可向本會申請例外許可。110 年底本會受理大統益股
份有限公司等 5 家事業申請延展合船進口黃豆聯合行為之許可期限案，經研析評估認該案
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准予許可展期。
（三）關注民生物資相關市場之競爭狀況，持續運作本會「防制人為操縱物價專案小組」並積極參
與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會議，避免事業藉機從事違法聯合行為
110 年本會持續運作「防制人為操縱物價專案小組」，除針對農曆春節、端午節、中元
節及中秋節應景應節商品價格予以監測，有效掌握相關商品價格變動情形，亦發函提醒業
者不得有共同調漲價格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確實維護相關市場競爭秩序，防範人為
操縱物價情事於未然。另 110 年 3 月至 5 月派員訪查儲水桶及礦泉水等民生物資，密切關注
抗旱物資之供應及價格變化狀況。此外，針對國內新冠肺炎疫情，亦積極參與政府其他部
門針對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相關民生物資議題會議，就涉及公平交易法議題提出說明，並與
主管機關進行分工協調，共同維護市場交易秩序。
另政府為防堵不肖業者藉機哄抬物價、違法囤積或聯合壟斷，於 110 年 12 月 10 日成立
跨部會「物價聯合稽查小組」，特別針對指標性業者漲價行為進行稽查，本會亦積極參加
該小組之稽查任務。若經「物價聯合稽查小組」查證，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等規
定，將由本會依法速查嚴辦，另如涉有囤積居奇，意圖抬高交易價格，屬於刑事處罰範
疇，則交由檢察機關追訴。
（四）完備產業資料庫並強化產業資訊系統，以供研析產業結構與市場競爭，深化案件之經濟分
析，增進執法品質與行政效能
110 年本會持續完備產業資料庫並強化產業資訊系統，掌握產業關鍵數據資料，提供個
案產業結構與市場競爭分析，增進執法品質與行政效能，相關辦理成果如下：
1、辦理完成年度產業市場結構調查，另針對菸品產業、石化產業、天然氣產業及電梯產業
辦理更細問項調查，並辦理連鎖式便利商店、量販店零售通路產業之事業經營概況調
查。
2、提供 149 件產業資料供業務單位辦理公平交易法案件參用，並整合經濟部等相關機關之
產業資料，完備產業資訊系統，供釐定公平交易政策及執行業務參考。
3、辦理完成「垂直結合實證分析法之應用」委託研究計畫，作為執法參考。
4、辦理完成公文整合系統升級，以符合資訊安全政策，另辦理多層次傳銷管理系統改版，
整合公文系統資訊，減少資訊傳遞之資安風險，優化行政程序，並完成線上查詢結合申
報案件審查進度，及結合案件電子申報與補正等功能，落實簡政便民、行政透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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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整產業競爭行為，建立市場公平競爭機制
（一）持續辦理產業重點督導計畫，掌握產業市場競爭動態，促進業者自律與產業健全發展
1、有線電視產業
積極查處有線電視相關事業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110 年處理之重大案件包括：
有線電視業者被檢舉以低價方式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
第 3 款規定案；頻道代理業者被檢舉代理頻道之授權，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及第
20 條第 2 款規定案；頻道代理業者與有線電視業者洽談頻道授權過程，是否涉及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款規定案；頻道代理業者頻道授權行為，是否給予同集團旗下之系統業
者與同經營區系統業者不同交易條件，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款規定案。
2、不動產業
持續關注不動產市場競爭情形，110 年積極查處不動產業者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案
件，維護不動產市場交易秩序；參加內政部相關主管法規之修法會議，提供競爭法及實務
查核意見，並參與內政部、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辦理之預售屋銷售建案聯合稽查；宣導不
動產市場競爭理念，至內政部、新北市政府及新竹縣政府，向地政相關人員及不動產業者
講解公平交易法對於不動產業相關規範內容。
3、民生物資及相關產業
(1)持續關注大宗物資市場價格及競爭狀況，除出席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討論「國際大
宗物資及營建工程物料價格變動對國內價格影響與因應措施(含因應疫情之民生物資調
配措施)」等議題，本會亦定期檢視小麥、黃豆等大宗物資合船採購聯合行為之執行情
形。
(2)因應春節、端午節、中秋節，民眾對相關民生物資需求增加，除函請相關民生物資
公、協會等轉知所屬會員遵守公平交易法規定，節慶期間亦訪查糖果、餅乾、年糕、豬
肉鬆(乾)、湯圓、沙拉油、蕃茄醬、甜辣醬、醬油、果糖及砂糖、月餅等民生物資價格
及競爭概況，有效掌握相關商品價量及市場變化情形。
(3)110 年 9 月 24 日於臺南市辦理 110 年「製造業遵法與競爭宣導」，邀請民生物資相關
產業業者與會，說明公平交易法相關規範以利業者知所遵循，確保交易秩序及消費者權
益。
4、能源及相關產業
(1)積極查處國內瓦斯安全器材銷售業者以隱匿其身份或其他重要交易資訊而銷售瓦斯安
全器材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重要處理案件有順陞、欣泰、統管等處分案。
(2)辦理大亞綠能公司與志光能源公司結合案、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與 ENGIE EPS
S.A.結合案、佳運重工公司與臺灣港務公司結合案、辰亞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與 3 家人壽
保險公司結合案等涉及綠能或儲能市場之結合案件。
(3)110 年 10 月 8 日於臺中市辦理 110 年「製造業遵法與競爭宣導」，邀請電力相關產業
業者與會，說明公平交易法相關規範以利業者知所遵循，確保交易秩序及消費者權益。
（二）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調合作，建立執法共識與分工合作機制
110 年本會持續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工合作，凝聚執法共識，共同維護市場交易秩
序，重要辦理情形如下：
1、110 年 2 月 2 日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就電信事業共頻共網合作案進行交流，雙方就相
關議題研商討論。
5

2、110 年 2 月 9 日出席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營造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導致缺工之解
決對策研商會議」，會中就涉及公平交易法議題提出說明，與主管機關分工協調，共同
維護市場交易秩序。
3、110 年 2 月 23 日出席內政部「研商預售屋銷售聯合稽查及定型化契約查核」等相關事宜
會議，並提供實務查核運作意見。
4、110 年 3 月 15 日出席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維修免責條款國際立法例之意見交流會」，會
中就涉及公平交易法議題提出說明，並聽取各界對專利法維修免責修法之意見。
5、110 年 3 月 26 日、9 月 16 日、11 月 18 日至 12 月 13 日參與內政部、行政院消費者保護
處辦理之預售屋銷售建案聯合稽查，主動出擊即時遏止業者之違法行為。
6、110 年 3 月 30 日及 4 月 28 日出席國發會「穩定物價小組」工作會議，研議整合各機關
查價作為之可行性，會中並達成共識，由各機關基於職掌進行查價作業，並討論「國際
大宗物資價格對國內相關物資價格影響與因應」、「農產品產銷預警系統與即時調節機
制(含價格監控)成效」等相關議題。
7、110 年 7 月 9 日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就本會修正「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線電視相關
事業之規範說明」進行溝通會議。
8、110 年 12 月 24 日至 28 日派員參與物價聯合稽查小組稽查任務，與法務部、農委會、經
濟部、財政部、消保處等單位，共同了解民生物資漲價的環節及原因，並針對餐飲業者
及餐廳使用之食材，透過密集且嚴謹的上中下游供應鏈溯源稽查，以穩定物價波動。
9、110 年 1 至 12 月赴交通部航港局出席「國際海運運輸平穩工作小組」共 10 次會議，向
航港局及相關公協會、事業說明本會立場，並提醒相關事業應注意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
規定。
10、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參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會議，並於疫情期間陸續受理民眾對於防疫物資之檢舉案件，就是否有違反公平交
易法疑慮之案件，依法進行查處。對於個別哄抬價格或囤積涉違反傳染病防治法、刑法
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等刑事責任之規範者，配合移送司法機
關依法追訴；涉及他機關職掌者，則移請權責機關查處。
此外，110 年本於競爭法主管機關權責，就其他政府部門所主管「揭弊者保護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等法案之制定、修正，提供專業意見或持續參與相關會議，以共同營
造優質競爭環境。
（三）委請專家學者進行公平交易法相關議題研究，作為強化案件處理及規整市場行為之參考
110 年本會委請專家學者進行「重大經濟巨變下競爭法主管機關應有之思維與應對－以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為例」、「數位經濟發展下流通事業交易行為與競爭法規範之
研究」、「數位市場與結合管制」、「數位經濟發展下零售商品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研
究」、「數位與環保時代之工業用紙發展現況與競爭規範研究」、「石化產業數位化發展
現況與競爭規範之研究」、「機車產銷策略與競爭規範之研究」、「電力交易平臺發展現
況與競爭規範之研究」、「我國不實廣告執法實務之評析」、「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
之評析-以不實廣告行為為例」、「垂直結合實證分析法之應用」等研究，掌握產業發展現
況，並深入探討產業實務與競爭法相關議題，作為本會執法與訂定產業規範之參據。
（四）審慎辦理多層次傳銷報備案件，主動實施多層次傳銷業務檢查，有效管理多層次傳銷，促進
傳銷產業良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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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本會將督導管理多層次傳銷列為重點執法項目之一，除積極依職權及檢舉查處違
法行為，並與檢調機關就變質傳銷案件及非法吸金案件、與衛生機關就傳銷事業及傳銷商
違反衛生法規案件協調聯繫及分工合作，共同打擊不法。另審視傳銷報備案件，輔導傳銷
事業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實施傳銷業務檢查，發現涉有違法情事即主動立案調查或移送檢
調機關偵辦；辦理年度傳銷事業經營發展狀況調查供各界參考：賡續監督與輔導「財團法
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協助推動其業務運作；另主動召開「研商『多層次傳銷管理
制度』」座談會，強化與業界及傳銷相關團體溝通管道，提升本會執法品質及效率。綜
上，本會積極查處不法，及採行多項行政措施有效管理輔導傳銷事業，促進傳銷產業良性
發展，確實維護多層次傳銷交易秩序及傳銷商權益。
三、完備市場競爭法規，確保本會執法成效
（一）檢討公平交易法、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等相關法令及行政規則，營造優質市場競爭環境
110 年本會持續推動主管法令優化工作，業辦竣「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 、
「事業結合申報須知」、「公平交易委員會提供事業結合申報前諮詢服務作業要點」、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線電視相關事業之規範說明」、「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多層次傳
銷案件之處理原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多
層次傳銷業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作業辦法」、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液化石油氣分裝業與零售業垂直整合或共同經營之規範說明」、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大企業對中小企業價金給付案件之處理原則」等法規之訂定、修正
及廢止作業。
（二）精進執法深度與品質，強化訴訟論證能力，維護行政處分效力，捍衛本會執法立場
自 100 年起至 110 年 12 月底，本會處分事業家數 2,240 家，提起行政救濟家數 626 家，
終局確定被撤銷家數為 110.5 家(含自行撤銷 24 家)，案件維持率仍高達 95%，彰顯執法品質
深獲肯定。
本會仍將持續掌握產業動態，建置專業完善之競爭法資料庫，並於案件中納入經濟分
析觀點，使本會在個案上或行政救濟上逐步發揮經濟分析之效能，強化執法力度與深度及
訴訟論證能力，提升本會執法品質，捍衛本會執法立場。
（三）落實處分案件之罰鍰收繳程序，積極辦理行政執行移送作業，提升罰鍰收繳成效
本會為辦理罰鍰收繳及逾期未繳清罰鍰之移送行政執行業務，訂有「公平交易委員會
辦理罰鍰執行事項處理要點」，並將所有罰鍰執行案件均鍵入「處分案件管理系統」以落
實罰鍰處分案件之後續執行工作。110 年應收罰鍰金額新臺幣 9 億 7,300 萬元，截至 110 年
12 月底止，已收罰鍰金額新臺幣 9 億 6,358 萬餘元(含本會保管有效票據)，罰鍰收繳率
99%，罰鍰收繳執行成效良好。
對於被處分人逾期不繳納罰鍰，本會於向國稅局查調被處分人所得及財產資料後，即
依行政執行法規定，向法務部行政執行署各管分署聲請行政執行，經由查封拍賣被處分人
之動產、不動產、限制出境等執行手段收取罰鍰債權，並定期於每年 1 月、7 月檢視追蹤已
移送執行案件之執行進度，對於逾 6 個月未進行執行程序者，即發函促請各管執行分署儘
速進行執行程序，以提升行政執行效率。110 年度本會辦理罰鍰移送行政執行案件，應移送
執行件數 26 件，已移送執行件數 26 件，移送率 100%。另對於歷年已移送各管分署辦理行
政執行之案件，本會分別於 110 年 1 月及 7 月檢視移送案件之執行進度，針對逾 6 個月未進
行執行程序，本會即致函各管分署儘速進行執行程序計有 37 件，以保障本會債權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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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倡議市場自由與公平競爭，形塑優質競爭文化
（一）多元傳揚本會主管法規及政策，強化各界知法與守法觀念
本會 110 年度除運用網際網路、公平交易 APP 及 YouTube、Flicker、SlideShare 等新媒體
工具，並持續透過發行電子報、更新「倡議及國際交流活動專區」資料供民眾查閱等方
式，增進網路族群掌握本會法規政策重點。此外，本會亦透過紙本文宣、電視跑馬燈，以
及捷運車站燈箱、臺鐵車廂、商業大樓螢幕機身貼等戶外媒體廣向社會大眾傳揚公平交易
理念，強化各界知法與守法觀念。
另為強化與產業互動，提升業界遵法意識，110 年本會主動邀集相關業者、產業團體及
主管機關就多層次傳銷制度、多層次傳銷發展、不動產市場交易秩序、數位平臺、數位內
容網站及線上廣告、電商平臺廣告、能源效率及節能標章廣告，及網路連線遊戲機率等競
爭議題座談，藉由雙向溝通，倡議公平競爭理念。
（二）善用倡議成效回饋資訊，精進宣導活動辦理效益。
本會 110 年度共辦理 45 場次宣導，包括自行舉辦 30 場次，與縣市政府合辦 11 場次，
受邀講授主管法規 4 場次，辦理場次雖受疫情影響而較往年少，惟本會在辦理宣導活動
時，透過參考過往相類宣導活動辦理情形，針對不同產業、族群需求規劃不同課程內容，
獲致宣導活動參加人員高度肯定，參加人員同意參加說明會有助其瞭解本會主管法規範內
容之比率為 95.15%，對於本會辦理倡議活動之整體滿意度比率為 95.09%，皆已達到年度設
定目標，顯示本會舉辦之宣導活動有助各界對本會主管法規之認識與瞭解。
（三）持續維護「APEC 競爭政策資料庫」，充實亞太地區競爭法與競爭政策專業資料。
我國於 80 年加入亞太經濟合作(APEC)後，即積極參與競爭政策與法律小組(CPLG)各項
會議與活動，除於會中分享我國競爭法執法經驗外，並持續關注亞太地區競爭法規與政策
的發展。而鑑於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透明性的重要性，本會於 88 年 5 月建置完成 APEC 所
屬「APEC 競爭政策資料庫」，作為競爭政策資料國際交流平臺。該資料庫對於各經濟體在
競爭政策及競爭法相關資訊交換的貢獻受到國際高度肯定，「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於「競爭政策」專章中，即肯認該資料庫對於提高競爭法、競爭政策及執法活動
透明化之價值，並揭示締約方應致力維護與更新其於該資料庫相關資訊之義務。110 年度建
置更新資料如下：
1、完成本會各項研究計畫英文摘要、英文重要案例等資料上網建置作業，並依據香港及越
南等經濟體提送之資料完成更新作業。
2、配合 APEC 所屬競爭政策及法律小組(CPLG)會議期程，完成資料庫建置報告。
五、掌握全球競爭政策發展脈動，促進跨國執法合作
（一）積極參加 OECD、APEC、ICN 等競爭法國際論壇，接軌國際規範之趨勢。
為掌握競爭法國際趨勢、汲取各國競爭法執法經驗，110 年本會積極參加 OECD、
APEC、ICN 等競爭法國際論壇，重要參與情形包括：OECD 第 21 屆全球競爭論壇、OECD
第 6 屆亞太地區高階代表會議；APEC 經濟委員會會議、APEC 數位市場之競爭法規線上活
動案；ICN 2021 年會、ICN 成立 20 週年會議、ICN 2021 卡特爾研討會；第 16 屆東亞競爭政
策高峰會議；第 13 屆東亞競爭法與政策會議等，110 年實際參與視訊國際會議人數計累計
達 147 人次，藉此即時掌握國際執法之發展，增進我國競爭法執法之國際水準。
（二）促進與他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雙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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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持續藉由雙邊交流活動增進與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間之互相瞭解以建立長期友
誼，並鞏固我國與國際組織的夥伴關係，打造日後合作的良好基礎。110 年 8 月本會與加拿
大競爭局進行雙邊交流「競爭與成長高峰會」視訊會議，以增進我國與加拿大競爭局之相
互瞭解，加強兩國合作關係，建構跨境執法合作網絡。
（三）辦理競爭法能力建置活動及國際反托拉斯區域研討會，增進新興競爭法機關之執法效能。
為回饋國際社會，本會協助開發中國家競爭法制能力建置，強化與該國家之實質夥伴
關係及提升影響力，110 年 12 月，本會獲印尼競爭委員會(ICC)邀請，派員擔任其「結合審
查之新經濟議題」網路研討會講師，分享我國公平法相關規定與本會相關案例之執法經
驗，藉此提供東南亞新興競爭法執法機關技術協助及維繫兩會友好關係，並提升我國在區
域競爭法領域之影響力；另本會每年於東南亞舉行國際反托拉斯區域研討會，邀請 OECD
專家及先進國家之競爭法主管機關擔任講師。此計畫有益於亞太地區競爭法之推展及建立
本會於區域競爭法領域之領導地位，惟 110 年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甚鉅，東南亞各國疫情緊張
且邊境管制未有放寬跡象，各國與會人員出席國際研討會等交流活動恐有致群聚感染之風
險，故反托拉斯區域研討會將俟疫情趨緩後再行舉辦。

肆、評估綜合意見
一、在查處事業妨礙競爭行為，確保市場自由與公平競爭：110 年積極查處藥品業者違法聯合行
為、國內航空公司不當協議票價行為、外送平台不當限制事業交易相對人經營行為等重大限制
競爭案件，並關注不動產經營手法、不動產不實廣告及節能標章廣告，有效維護各市場競爭秩
序，成效良好。同時，推動結合電子化申報、提供事前諮詢服務及簡化作業書表，簡政便民，
創造友善的申報環境，值得肯定。鑒於本會對案件的審議，對相關當事人權益影響甚鉅，本會
對於案件的審理應掌握時效並兼顧品質，對事業違法行為之處分案件，宜持續追蹤後續改正情
形避免相關違法案件再次發生。此外，針對近期物價上漲情勢，宜持續關注重要民生物資價格
變化，並本於權責就是否涉有違法聯合行為積極查處，針對違法風險高產業預先警示，並與其
他部會通力合作，共同平穩物價，以維護消費者權益。
二、規整產業競爭行為，建立市場公平競爭機制：110 年擇定有線電視產業、不動產業、民生物資
相關產業、能源相關產業辦理產業督導計畫，有效規整產業競爭秩序。未來宜持續辦理，掌握
產業市場競爭動態，並強化與其他目的主管機關、業界的溝通互動，提供更符合執法實務與業
界需求的計畫內容，促進業者自律與產業發展。此外，建議可以更積極的態度，主動針對可能
涉及違反競爭法之議題，邀集其他機關進行研商，以建立執法共識，共同維護市場競爭秩序。
另在多層次傳銷管理方面，宜持續與業界溝通聯繫，針對傳銷修法議題、健全傳銷產業發展措
施等尋求共識，並主動提供輔導與協助，以促進傳銷產業良性發展。
三、完備市場競爭法規，確保本會執法成效：110 年修訂「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提
高檢舉誘因，並放寬檢舉獎金適用要件，有助於強化違法聯合行為查處效能。未來，宜持續滾
動檢討主管法規與行政規則，配合國際競爭法趨勢與執法實務，將不合時宜、重複者，予以停
止適用或整併、簡化或整合，完備競爭法制。另在處分案件之罰鍰收繳方面，宜持續積極辦
理，掌握時效、落實催繳與行政執行工作，以提升罰鍰收繳成效。
四、倡議市場自由與公平競爭，形塑優質競爭文化：11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嚴峻考驗下，持續藉
由各式管道倡議公平交易理念，惟考量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實體活動辦理不易，為維持宣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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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建議可思考辦理線上宣導說明會、製作數位教材、宣導影片之可能性，多元宣揚公平交易
理念。另宣導活動辦竣，宜持續檢視相關回饋資訊，調整精進宣導作為。
五、掌握全球競爭政策發展脈動，促進跨國執法合作：11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國際會議多改
採視訊會議方式進行，本會仍積極參與並透過擔任與談人、提交報告等方式，分享我國執法成
果，同時派員擔任印尼網路研討會講師，提供競爭法技術協助，值得肯定。隨著歐美等國家疫
苗覆蓋率之提升，各主要競爭法國際組織自 111 年起可能逐步恢復舉行實體會議，建議仍應於
疫情變化及預算許可下，積極派員參與各項會議及活動，並持續與他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合作交
流，共同建構全球公平交易環境。
伍、整體風險管理(
整體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
含內部控制)
控制)推動情形
本會 110 年已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原則」，將風險管理融入日常作業
與決策運作，考量可能影響目標達成之風險，據以擇選合宜可行之策略及設定機關目標，並透過辨
識及評估風險，採取內部控制或其他處理機制，以合理確保達成施政目標。至簽署內部控制聲明書
類型，本會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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