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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建立在能源產業屬自然獨占之思考，早期我國能源產業一直是受保護且由

政府特別管制的事業。其後，伴隨著自由化的國際潮流，以及國營且獨占衍生經營

效率不彰的弊端，政府持續推動開放、解除管制以及民營化等能源政策；惟在能源

產業的開放與解除管制的經驗中卻又發現，由於相關配套措施的不足，容易導致效

能競爭的忽略，突顯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沒有互動與調和的惡果。觀察國內能源市

場發生的許多問題，例如近日台電公司與民營電廠之間的合約糾紛引發效能競爭不

足的問題；油品市場的開放，因未達充分廠商家數，卻導致假性競爭以及另一種壟

斷的結果，均有違當初政府解除管制市場開放競爭的目的。此外，再生能源固定投

入費率的作法與措施，仍舊重蹈覆轍，無法避免與預防未來爭議的可能發生。睽諸

其他國家經驗，包含歐盟、日本以及韓國，在各項產業相關政策與法令的訂定過

程，均需事前知會與諮詢競爭主管機關，以為競爭內涵影響效能的檢視與評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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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能源政策以「競爭政策為主、產業政策為輔」的世界潮流下，未來能源產業政

策或法令擬訂與修訂時，涉及競爭法事項，應採事先倡議原則，將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的地位，提升至「應當」、「強制」事前諮詢競爭主管機關，同時透過競爭評估

指引與政府補貼處理原則的建立，推動政策評估，賦予競爭主管機關檢視各項涉及

競爭法內涵的評估權力，建立積極的調和機制。 

關鍵詞： 能源產業、競爭評估、再生能源、補貼、競爭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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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能源是一個國家整體價值鏈的重要環節，能源產業更直接牽動國家經濟發展的

命脈。台灣自從 1968 年首度頒布「台灣地區能源發展原則」之後，能源政策大致

上以 1973 年「台灣地區能源政策」的公布實施開始萌芽，自 1990 年第三次修正

「台灣地區能源政策」，首度宣示國內石油市場自由化開始，歷經 1998 年以及

2005 年的「能源政策白皮書」、2007 年「能源科技研究發展白皮書」、及至 2008

年「永續能源政策綱領」、再到 2010 年以及 2012 年「能源產業技術白皮書」的公

布，明確揭示本國的能源政策與發展方向，其中持續開放能源事業進入市場一直都

是我國重要的能源政策之一。 

現在，因應國家經濟發展邁向國際化與自由化趨勢，政府重要的能源政策包括

持續進行能源事業的開放，積極推動能源事業自由化與民營化，開放民間經營發電

廠、石油煉製業，促進國內油電價格調整制度化、透明化，並重視能源環境問題與

對策，據以達成經濟成長、環境保護以及能源供需平衡的目標。除此之外，面對低

碳經濟時代的來臨，能源產業技術發展不但攸關人類未來共同福祉，更直接牽動國

家經濟發展命脈，各國政府無不大力推動節能減碳政策，再生能源與綠能產業的發

展也因應而生，成為現階段最受矚目的新興能源產業。 

能源政策對產業發展之影響1，主要透過能源法規及相關措施發揮影響效果，而

且通常是直接且強烈的。過去，能源產業因為強調涉及規模經濟、高度能源安全、

環境污染外部效果的市場失靈現象，故需以管制政策干預；近年則偏重以建構產業

節能減碳能力、創造低碳能源經濟誘因、及創造綠能產業成長契機，故需以適當的

政策工具與行政管制推動。至於能源政策對其他一般產業的影響效果則相對較為

間接，而且除非該產業或廠商是由政府經營或擁有，否則政府政策通常並無直接

干預或影響其經營決策之工具。在此種情況下，政策上可資運用的措施不外乎透

過能源產品的訂價或租稅金融獎勵設備投資，間接對產業或廠商予以誘導或影

                                                      
1 能源政策對產業發展的影響，參考許志義，「論台灣地區能源政策與市場自由化」，海峽兩

岸能源經濟與政策，24-31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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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政府過去曾採行能源低價政策，並透過加速折舊、租稅減免、及低利率貸款

等措施，協助能源密集度高的產業更新其陳舊設備。這些獎勵的措施，雖在短期

內可達成立竿見影之功效，但在此種獎勵措施下，耗能產業的廠商往往因此獎勵

與改善而得以繼續生存，甚至持續擴充，影響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不利於台

灣整體能源密集度的降低及環境污染的有效紓解。所以，政府未來在採行能源節

約政策時，必須考量產業政策的長期永續發展效果，俾在兩者之間尋求一個平衡

點。 

現階段，在自由化與國際化的潮流下，推動與實踐「競爭政策」是世界大多數

國家主要的能源施政方針；簡言之，市場經濟制度之下，原則上應該遵循「競爭原

則」，進行資源的有效生產與分配，並且配合環境保護的目標，促使傳統能源產業

轉型、綠能產業發展。然而，若干特殊情況，如自然獨占、公共財、外部性在能源

產業又特別明顯，墨守競爭政策可能有不適之處，故若由具有強制力的政府以「產

業政策」主導資源的分配工作，似可避免無效率的產生。只是，當「競爭政策」與

「產業政策」有所抵觸時，二者之間的取捨或互補就是個難以拿捏的問題。釐清這

二者在政府政策目標上的定位，一方面可以解決政府部門分工，另一方面可以解決

競爭法主管機關公平會與其他目的主管機關任務的爭議，即為本文研究的動機與目

的。 

二、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之關聯 

大別來說，競爭政策或產業政策都是規範經濟行為的一種政策，均有廣義與狹

義之分。有關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定義，胡光宇(1994)2、朱雲鵬(1995)3以及蔣黎

                                                      
2 我國的公平交易法是規範廠商在市場競爭活動中的遊戲規則。從理論基礎觀之，競爭是核

心，反托拉斯政策即是在競爭機能無法正常運作時，藉由法律規範及政府公權力的執行，重拾競

爭機能，活絡市場交易環境，促使企業發揮經營效率。產業政策係政府為達成經濟發展、經濟現

代化、產業結構高級化、加強國際競爭力，促使衰退產業復甦、維持就業、平衡地區性經濟的發

展等社會、經濟目的，進而干預某一產業的活動、產品市場及生產要素市場政策之總稱。參閱胡

光宇、陳國華主持，「公平交易法與產業政策關係之研究」，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自行研究計

畫報告 (2004)。 
3 競爭政策或是產業政策都是一種規範經濟行為的政策。競爭政策偏向自由競爭的理念，強調

企業公平合理的交易。廣義的競爭政策指所有可以維護和確保公平競爭行為的策略。競爭政策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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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1997)4等學者均針對上述兩種政策的定義與彼此之間的調和關係進行研究。廖惠

珠(2002)、許志義(2006)5亦曾進一步針對能源產業的競爭與產業政策之間的關係進

行討論。 

為明瞭二者之關係，本文將以狹義的競爭政策內涵，從競爭法的執行面切入，

以和產業政策係針對能源市場供需及訂價管制的相關規範與策略，作為區別，以利

進行討論。 

本質上，一個理想的經濟運作，係透過出於私利的個人在自由市場經由競爭而

轉化為公共利益的產出。這其中，隱含著秩序的倫理學，包括公私部門的行為與決

策。過去，以狹義的角度言，在產業為自然獨占、生產具有外部性、或產品屬公共

財時，任由競爭制度運作，其結果可能無法達到理想境界，由具有強制力的政府部

門，事先予以規劃決定市場結構，係產業政策形成的理由6；易言之，產業政策是由

國家透過規劃、引導、促進、調整、保護、扶持、以及限制等，據以彌補市場機制

固有的缺陷7。然而，本文認為，如此的理解經常在執掌之公部門分屬二以上機關

時，不免使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形成對立的情勢。 

自整體社會公共利益角度觀之，維持產業之可競爭環境，所要達成之目的不外

是活絡、公平的經濟，社會的進步、可能性、選擇性均由其所有成員雨露均霑。然

                                                        
了可追求公平的經濟目標外，更重要的是透過自由競爭行為下而得以生存下來的產業往往較具生

產效率。產業政策側重政府的行政干預，亦即政府在整體經濟利益的考量下，以一個或多個政策

來干預一些無法靠著市場自由運作而達到經濟成長目的經濟行為。參閱朱雲鵬主持，「競爭政策

與產業政策互動關係之研究」，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合作研究計畫報告 (1996)。 
4 競爭政策的施行可以分三個層面，狹義而言，施行競爭政策僅止於競爭法的立法及施行；廣

義的競爭政策實施範圍，則除執行競爭法外，尚包括解除政府管制、公營事業民營化等促進市場

競爭的作為；最廣義的競爭政策則將國際合作與協調含在內。以政策的影響層面或效果看，給予

特定產業的保護措施屬狹義的產業政策；廣義的則定義將財政、貨幣、外匯以及所得政策等包括

在內；最廣義的產業政策則可以擴及維持市場秩序的相關措施，甚至產業基礎建設、研發措施或

職業教育及訓練等。參閱蔣黎明等，「論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調和」，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研究發展報告 (1997)。 
5 能源政策是指政府公權力介入能源市場供需及訂價管制的產業政策；市場自由化則強調解除

政府管制的競爭政策。參閱廖惠珠，「競爭政策與管制政策之調和－我國能源市場之回顧與展

望」，公平交易季刊，第 10 卷第 2 期，103-127 (2002)；許志義，「論台灣地區能源政策與市場
自由化」，海峽兩岸能源經濟與政策，24-31 (2006)。 

6 參閱莊春發，「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替代與互補」，第 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67-98 (2001)。 

7 陳汝吟，「各國競爭法對能源產業規範之研究」，第 1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
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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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如亨利．赫茲利特（Henry Hazlitt）強調，對經濟的理解應重視整體的長期效

果。或者，我們可以說，建立在狹義的定義前提下，產業政策較偏重短期，競爭政

策在產業環境變化中亦然，而二者所欲達成的目標經濟體制，則是長期的。更清楚

地說，不論是產業政策，還是競爭政策，均應是「經濟政策」不論何時空所應同時

考量的面向。基本上，若我們從競爭政策來看，其競爭內涵有市場競爭、產業競

爭、以及潛在競爭等三層次，競爭的手段可以讓社會生產與資源配置達到效能，此

時政府的角色偏重作為一個裁判者。然而，在某些經濟情況下，在前述的社會秩序

外，因其他公共財之緣故，人們要求政府進行經濟決策，例如市場進入、價格或生

產方式的限制等，甚至直接參與生產活動，則此時政府不僅僅是一個裁判者，同時

亦是參與者。在這種情況之下，政府最重要的是要進行自我控制，不但要遵守遊戲

規則，更要嚴格自我檢視是否因其行政參與反而破壞既有之經濟秩序。對此，競爭

政策就是政府自我檢視產業政策的最佳工具。 

 在能源政策部分，過去能源產業因國家安全、沉入成本與公用事業特性，

致多認為屬於自然獨占。因此，相較於其他產業，傳統上能源產業一直由政府特

別管制、保護、甚至自身參與。然而，伴隨著能源產業自由化的國際潮流，以及國

營且獨占所衍生經營效率不彰的弊端，持續開放、解除管制以及民營化是既定的能

源政策。只是，在我國能源產業的開放與解除管制的經驗中卻發現，由於相關配套

措施的不足，容易導致效能競爭的忽略。以近日台電與民間電廠購電契約的爭議為

例，在開放民營電廠的美意背後，相較現行市場資本利率處在 1.37%的低點，台電

卻要付出 6.68%的高利率向民間電廠購電，事實上能否符合效能競爭的精神與當初

電力市場開放的目的，便令人質疑。自此觀察，現階段我國能源產業商品，概分為

油氣、電力以及再生能源等類別，各商品、行業或產業的開放程度有所差異，競爭

狀況也明顯有別，除了開放過程中的配套措施之外，由於國內競爭性的能源市場尚

未完全建立，市場機制較難以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因此在整體的經濟政策選擇上

需有所取捨，而取捨的過程即是本文的重點與主軸。 

當代的能源政策，以資源稀少與效能利用為背景，須兼顧實現穩定能源供給

（Energy Supply）、促進經濟成長（Economic Growth）與環境保護（Environmental 

Protection）三項目標；諸此整合在再生能源的分散式供給的特性，可謂能源產業前

所未有，並且更加促進以政府管制為基礎經濟制度之退化，轉型為分權式的能源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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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制度：一種以自由並相襯以可責性的經濟體制，其基礎便是前述私利的個人經由

競爭而轉化為公共利益產出的立論。據此，我們所要捨的是「未能考量競爭效益的

能源產業政策」，而若未能有適當的轉化過程機制下，經濟政策就會發生內部的相

互衡突、或有彼此牴觸或者相互制約的情況，產業政策所欲提供的諸多誘因，例如

管制市場參進數量與價格等，反而無法達成更具生產力的結果，最後市場在僅剩的

部分自由中，因參與者（包括政府與企業）不能負責地履行享受自由下對應的義

務，終將轉嫁所有代價給其他同一社會而沒有自由的成員。 

為解決此項經濟政策在競爭議題上的難題，我國公平會雖然擁有以公平交易法

第 9 條以及第 46 條與各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互協商契機，然而如何拿捏，化

解矛盾與衝突，進而相互和諧職責分工，值得深入研究。基於上述問題的認知與國

內學者的看法，本文以近期歐盟、日本以及韓國等國有關能源產業的競爭法規與產

業政策的相關規範內容，分析國外能源產業的管制或補貼政策，對於相關市場競爭

效能的影響，針對各國能源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的互動與調和之經驗，探討其競爭

法主管機關與能源產業政策主管機關之間互動的模式，瞭解「競爭政策」與「產業

政策」之間的分工與合作關係，降低二者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提供實際內容與具體

作法作為我國解決現階段能源產業的監理建議，進而評估競爭政策主管機關未來的

執法的方向。 

三、國外競爭政策與能源產業政策調和之借鏡 

(一) 歐盟 

1. 競爭原則的堅持 

以合理價格為企業及消費者提供可靠的能源供給，同時對環境帶來最低衝擊，

對於歐洲經濟政策來說是現階段重要的，其中能源又屬最優先事項。歐盟為了確保

主要能源領域－電力（Electricity）、天然氣（Gas）與石油（Oil）之競爭，已做了



8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許多努力8。 

1990 年代，多數國家的電力與天然氣市場尚處於獨占狀態，而歐盟與會員國決

定逐步開放該等市場之競爭。特別是，歐盟決定： 

(1) 明確區分產業競爭部分（如：提供給顧客）與非競爭部分（如：網絡的營

運）； 

(2) 強制該產業中非競爭部分（網絡與其他基礎設施）的業者允許第三人近用

（Access）該等基礎設施； 

(3) 開放市場的供應端（如排除防止其他供應者進口或生產能源的障礙）； 

(4) 逐步排除顧客變更供應者的任何限制； 

(5) 引進獨立管制者以監督該部門9。 

歐盟的第一個自由化指令於 1996 年（電力）與 1998 年（天然氣）通過，要求

會員國分別在 1998 年（電力）與 2000 年（天然氣）前，轉換10該等指令至會員國

的法律體系。第二個自由化指令於 2003 年通過，並要求會員國須在 2004 年前由會

員國轉換為內國法，若干條文係在 2007年方生效11。 

雖然已有重大進展，但因市場仍然大部分維持國家化的情況，很少跨境交易且

高度集中，競爭發生的速度很慢。嘗試進入市場的事業、企業領袖、國會議員與消

費者團體，非常關切天然氣與電力批發市場的緩慢發展、高價格與消費者的有限選

擇，執委會乃於 2005 年進行一項部門詢問（Sector Inquiry）12，以排除此等市場加

速競爭的障礙，其結果在 2007年 1月 10日發布13。基於執委會 2007年 1月的能源

方案（Package），包括上開部門詢問的結果，執委會於 2007 年 9 月提出於電力與

                                                      
8 於歐盟能源與運輸、環境，以及研究部門，均有歐盟與能源部門有關之政策的相關資訊，詳

請參考：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overview_en.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2/6/ 
5。 

9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overview_en.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2/6/5。 
10 歐盟法律體系中，一般性效力法律有規章（Regulation）與指令（Directive）等 2 種。規章具

直接的法效力，而不需經過轉換立法的程序；指令則僅具有指示目標的效果，必須轉換成各國法

律才能實際執行。 
11 DIRECTIVE 2003/54/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6 June 2003 

concerning common rules for the internal market in electricity and repealing Directive 96/92/EC, OJ L 
176, 15.7., 37 (2003). 

12 有 關 部 門 詢 問 的 簡 要 介 紹 ， 可 參 閱 ：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 
inquiry/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2/6/16。 

13 同上註。其內有關於 2007年 1月 10日的最終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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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市場加強競爭的立法提案，此即為第三次自由化方案14。 

除了上述強調規範應面對競爭而調整外，基於執委會對於能源市場集中化導致

競爭問題的關切，於法規執行上也有一樣表現：執委會於合併（Merger）案件的規

制即特別謹慎15；在獨占（Antitrust）部分，執委會於 2006 年對許多能源公司進行

檢查，因此在許多案件展開相關程序。同時，執委會也因長期天然氣供應契約，通

過一個對於比利時天然氣供應商 Distrigas 的不利決定，將比利時的天然氣市場開放

競爭16。 

2. 競爭原則與產業補助政策 

其次，在產業政策引導新興能源市場方面，歐盟也確立了競爭原則之適用。以

下簡述其重要考量及作法。 

(1) 能源與環境保護 

歐洲能源政策的目標之一即為對抗氣候變遷。因此，有關能源與氣候變遷或環

境保護的關係，於歐盟倍受重視。如前所述，若由會員國提供支援（補助），即可

能會發生扭曲競爭的結果，因為該支援將不公平地增強受益事業相對於其競爭者的

地位，此為歐盟法律原則禁止政府補助的原因所在。然而，環境保護係公共利益的

目標（Objective of Common Interest），因而，在特定的情況下，可以正當化政府補

助的授予。政府補助可以提供誘因達成歐盟低碳與能源效率經濟（Low Carbon and 

Energy-Efficient Economy）的目標。有關環境之政府補助的相關規定，允許廣泛的

補助措施以達到環境保護，惟同時須確保因該等措施所帶來的競爭扭曲不逾越必要

性（Necessary）與可接受度（Acceptable）17。 

由於歐盟執委會係執行歐盟競爭法規的主要機關，因此，對於各會員國應於何

                                                      
14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overview_en.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2/6/5。 
15 例如，2004 年執委會禁止葡萄牙 EDP 與 GDP 的合併(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elojade/ 

isef/case_details.cfm?proc_code=2_M_3440)；2006 年執委會則對 GDF 與 Suez (http://ec.europa.eu/ 
competition/elojade/isef/case_details.cfm?proc_code=2_M_4180) 的合併，課予重大的補救措施
(Remedies)，也就是給予有條件的同意，最後瀏覽日期：2012/6/16。 

16 參考：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IP/07/1487&guiLanguage=en.，最
後瀏覽日期：2012/6/16。  

17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environment_en.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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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情形須將擬實施或已實施的政府補助計畫通知執委會，作成以下說明： 

A、 無須通知執委會的補助措施－若干政府補助措施無須通知執委會進行評估與

核准。該等措施被認為僅對競爭造成有限的扭曲18。 

B、 須通知執委會的補助措施 

超過前款門檻的補助措施，或是關於其他特定補助措施，應通知執委會，並依

照相關規範進行審查19。 

關於規制政府對能源事業之補助部分，執委會須確保任何補助係必須且適當。

除了上述有關環境保護的補助之外，於電廠的部分尚有對於套牢成本（Stranded 

Costs）的補助。2005 年，執委會針對波蘭的長期電力購買契約（PPAs），展開深

入調查。根據此等契約，網絡的經營者有以保證價格購買保證電量的義務。最後一

份契約將在 2027 年到期。此等電力購買契約涵蓋約百分之四十的波蘭電廠。執委

會認為，此等契約屬於政府對電廠的補助。2006 年與 2007 年間，波蘭政府提出新

                                                      
18其事由包括：A.有限的補助數額，即依最低補助規章 (de minimis aid Regulation) http://eur-

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6:379:0005:0010:EN: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2/6/15，每一受益人在任一以三個財政年度為一期 (over any period of 3 fiscal years) 之補助數
額不超過 20萬歐元，或 B.依一般禁止之除外規則 (General block exemptions Regulation) http://eur-
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8:214:0003:0047:EN: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2/6/15，第 4條關於補助強度 (Aid Intensity) 之計算規定，認為屬於投資補助 (Investment Aid) 
之有限補助強度 (Limited Aid Intensity) 者。該規則涵蓋的措施包括：超過共同體環境標準的投資
補助、取得較環保車輛 (Greener Vehicles) 的補助、中小企業提早符合未來共同體環境標準的補
助、對於節省能源措施，推廣再生能源與汽電共生 (Cogeneration) 投資補助、對環境研究之補
助 ， 與 以 稅 捐 減 免 形 式 提 供 之 補 助 。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 
environment_en.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2/6/9。 

19  A、 2008 年環境保護政府補助綱領  (2008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該綱領鼓勵會員國：a、支援再生能源與具能源效率之汽電共生，故方式上允許會員
國授予再生能源生產廠商能夠涵蓋生產成本與市場價格所有差額的營運補助 (Operating Aid)；b、
支援所有加強環境保護的措施，例如能源節省、區域供熱 (District Heating)、超越共同體標準、
廢 棄 物 管 理 或 其 他 措 施 。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 
LexUriServ.do?uri=OJ:C:2008:082:0001:0033:EN:PDF.，最後瀏覽日期：2012/6/15。 

B、2012年有關歐盟排放交易方案之政府補助綱領( 2012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in the Context of 
the EU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會員國得支援若干有排放二氧化碳風險之高耗電力使用者，如
鋼 鐵 業 者 。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C:2012:158:0004:0022:EN: 
PDF.，最後瀏覽日期：2012/6/15。 

C、假如補助的領域未為上述綱領所涵蓋，該補助仍可直接依歐盟條約的規定進行評估並宣示
係與條約規定相容。執委會會衡量補助的正面效果(例如達到環境保護之目的、必要性與補助的比
例原則 )與負面效果 (例如競爭與會員國間交易的扭曲)。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 
energy/environment_en.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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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草案，該草案預想電力購買契約屆期以及符合執委會有關套牢成本之政府補

助分析方法（Methodology for Analysing State Aid Linked to Stranded Costs）20的補償

制度。該方法容許會減少自由化效果但不影響電力繼續供應的套牢成本補償，然該

補償必須是合乎比例原則，而且不阻礙新公司參進生產市場。2007 年，執委會作成

附加特定條件的正面決定，並終結調查21。 

另一案例，即匈牙利政府於 2004 年通知執委會有關於國有、獨占網絡經營者

與特定電廠間存在長期電力購買契約一事。該契約保證對電廠提供投資回饋（a 

Return on Investment）與固定的獲利差額（a Fix Profit Margin）。該等契約於 2010

年與 2024 年間屆期且涵蓋約百分之八十的匈牙利電廠市場。2005 年 9 月，執委會

認為該等契約對因而獲利的電廠提供政府補助，故針對匈牙利的長期電力購買契約

展開深入調查。執委會於 2008 年 5 月認定該等契約構成對電廠之非法且不相容

（Incompatible）的政府補助，並要求匈牙利於 2008 年底終止該等契約並回復自其

於 2004年加入歐盟起給予電廠的補助22。 

(2) 再生能源補助之競爭評估 

再生能源包括風力、太陽能、水力發電、潮汐、地熱能源與生質能源。歐盟設

定目標於 2020 年使所需能源的百分之二十由再生能源提供。當然，更多的再生能

源可使歐盟減少溫室排放，且較不依賴進口能源，而促進再生能源產業亦將鼓勵歐

洲的相關技術創新與就業，重要性不言可喻23。再生能源可以使能源的供應更多樣

化，而此有助於歐盟能源供應安全，更因為能增加出口的機會而增強競爭力，因

此，歐盟對於再生能源甚為重視，近來更頒布許多指令24與聯繫文件25。  

然而，再生能源的來源相較於傳統來源仍然較為昂貴。若干再生能源的高額生

產成本，意味著生產者無法在市場上以具競爭力的價格收費，而此對再生能源而言

                                                      
20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tate_aid/legislation/stranded_costs_en.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2/6/15。 
21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IP/07/1408.，最後瀏覽日期： 2012/ 

6/16。 
22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IP/08/850&format=HTML&aged=0&langu

age=EN&guiLanguage=en.，最後瀏覽日期：2012/6/16。 
23 http://ec.europa.eu/energy/renewables/index_en.htm.，最後瀏覽日期：2012/6/9。 
24 Directive 2009/28/EC.  
25 Communication–Renewable energy: a major player in the European energy market, 6.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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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產生進入市場的障礙（Market-Access Barrier）26。此時，政府補助措施即係達成

公共利益目標之有效工具。在若干條件下，政府補助可以矯正市場失靈，促進市場

運作與增加競爭力，也有助於促進永續發展。而環境保護則可提供創新的機會，創

造新市場，與透過資源效率（Resource Efficiency）與新的投資機會，增加競爭力
27。於環境保護領域，政府補助控制的主要目標係確保政府補助會達到較在沒有補

助的情況下，更高水準的環境保護，並且確保補助的正面效果，超過補助所造成歐

洲共同體條約第 174條污染者付費原則（PPP）之扭曲競爭的負面效果28。 

依照污染者付費原則，負面的外部性可以透過確保污染者為其污染付費而解

決，此意味著由污染者內部化所有的環境成本。完全地執行污染者付費原則，可以

矯正市場失靈。污染者付費原則的執行，或可以透過制訂強制的環境標準，或可以

透過以市場為本的工具；有些以市場為本的工具，可能即包含政府授予事業全部或

一部的補助29。雖然目前適用污染者付費原則有其限制，但此管制失靈不應阻止會

員國訂定超越共同體要求的環境保護要求，亦不應阻止其以最大可能性減少負面的

外部性30。 

為了提升環境保護的水準，歐盟會員國可擬透過政府補助，於個別的層級（事

業的層級）創造誘因，以達到超越共同體標準的更高環境保護水準，或是在欠缺共

同體標準時，以加強環境保護為補助目標31 。 

目前，執委會已認定一系列的政府補助措施在符合特定條件時，與歐洲共同體

條約第 87 條第 3 項（c）相容，其中包括為再生能源來源提供補助。此類型的補助

係透過創造個別誘因，增加再生能源占所有能源生產的比例，以因應負面外部性帶

來的市場失靈。增加使用再生能源的資源是共同體環境的優先事項，也是與經濟、

能源相關之優先事項，於達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也扮演重要角色。在共同體

層級，歐洲能源政策已設定目標於 2020 年前使歐盟整體能源消費的百分之二十由

                                                      
26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measures_en.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2/6/9。 
27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5), OJ C 

82, 1.4.2008, 4. 
28 2008/C 82/01, Point (6), OJ C 82, 1.4.2008, 4. 
29 2008/C 82/01, Point (8), OJ C 82, 1.4.2008, 4. 
30 2008/C 82/01, Point (9),OJ C 82, 1.4.2008, 5. 
31 2008/C 82/01, Point (10), OJ C 82, 1.4.200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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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提供。如生產再生能源的成本較以對環境不友善的來源生產的成本為高，

對個別事業而言又欠缺有關再生來源占所有能源比例的強制性共同體標準，則政府

補助即具正當化事由。生產特定類型再生能源的高額成本，將使事業於市場上無法

以具競爭力的價格收費，因此對再生能源而言即形成接近市場（Market-Access）的

障礙。然而，由於再生能源領域的技術發展以及環境外部性的內部化逐漸增加32，

成本的差額在近幾年已有縮小的趨勢，也因此，將會減低補助的需要。例如水力發

電設施，則應注意到其對於環境的雙重影響。因為就降低溫室氣體排放而言，其確

實具有潛力而扮演整體能源組成（Energy Mix）的重要部分；但另方面而言，該等

設施也可能有負面的影響，比方說對於水系與生物多樣性等33。 

目前，歐盟執委會對以環境保護為目標之涉政府補助的產業政策，進行下列競

爭效益評估程序，藉以提高法律確定性與決策透明度： 

A、環境保護政府補助綱領的衡平檢驗（Balancing Test） 

於評估補助措施是否可認為與共同市場相容時，執委會則衡量補助措施為達成

共同利益目標所生的正面效果，以及潛在的副作用，例如貿易與競爭的扭曲。此過

程被稱作衡平檢驗。該檢驗係以三項步驟操作：前兩個步驟處理政府補助的正面效

果，第三步驟則處理負面效果與衡量正面與負面效果的結果，其架構如下：34 

a、 補助措施是否針對經適當界定（Well-Defined）之共同利益目標？（例

如：成長、就業、環境、能源安全） 

b、 該補助是否經過良好設計以達成共同利益目標，換言之，提出的補助是否

能回應市場失靈或其他目的？ 

甲、政府補助是否係適當的政策工具？ 

乙、有無誘因效果，換言之，該補助是否改變事業的行為？ 

丙、補助措施是否合乎比例原則，換言之，相同的行為改變是否能透過較

少的補助達成？ 

c、競爭的扭曲與對貿易的影響是否有限，故而整體的衡量係屬正面？ 

B、政府補助再生能源的競爭評估 

                                                      
32 比方說基於 2008/1/EC有關整合污染防制指令，OL J 24, 29.1.2008, 8。 
33 2008/C 82/01, Point (48), OJ C 82, 1.4.2008, 10.  
34 2008/C 82/01, Point (16), OJ C 82, 1.4.200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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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基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7條第 3項之 c，針對再生能源市場參進障礙，環

境保護政府補助綱領允許會員國可以提供投資及/或營運補助，以吸收生產成本與能

源市場價格間的差價。然而，為此執委會亦進行查核，主要是兩種評估

（Assessment）35：a、為包含低於一定門檻之補助或將補助授予低於一定門檻之產

能設施而設的標準評估（Standard Assessment），以及 b、為包含高於門檻之補助、

將補助授予高於一定門檻之產能設施，以及將補助授予生產再生能源且該補助數額

係基於計算所避免之外部成本而來等情形所設的詳細評估（Detailed Assessment）。

目的係用以確定相對於傳統能源，政府並未對再生能源進行超額補助

（Overcompensation）。 

a、標準評估 

為了推廣自再生資源而來的能源，有關環境投資與營運的補助，於滿足下述條

件時，將認為符合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7 條第 3 項（c），而與內部市場相容。如果

欠缺對於個別事業之有關再生來源占能源比例的強制性共同體標準，則政府補助得

以被正當化。對於生產生質燃料的投資補助及/或營運補助，僅針對永續的生質燃料

方被允許36。 

甲、 投資補助 

 補助強度不可超過合格投資成本（Eligible Investment Costs）的百分之

六十。如果投資補助是提供給中小企業，則給予中型企業的補助，其

強度可增加百分之十、給小型企業則可增加百分之二十。如果授予投

資補助係於公開、透明且不歧視的基礎上進行真正競爭的招標程序，

能有效確保該補助係為達成最大再生能源的最低必要，則補助強度可

增加到依下述定義之合格成本的百分之百。須注意的是，該招標程序

必須是非歧視性，且必須有足夠數量的事業參與競標。此外，有關此

招標程序的預算，必須係有拘束力的約束（Binding Constraint），非所

有的參與者均可得到補助。最後，該補助必須基於投標人初始的投標

而授予，並排除後續協商37。 

                                                      
35 2008/C 82/01, Point (12), (13), OJ C 82, 1.4., 5(2008). 
36 2008/C 82/01, Point (101), OJ C 82, 1.4., 19(2008). 
37 2008/C 82/01, Point (102)-(104), OJ C 82, 1.4.200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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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再生能源而言，合格成本必須限於與具備相同有效能源生產能力之

傳統電廠或傳統暖房系統相比，受益人須承擔之額外投資成本。有效

成本的計算須扣除與投資再生能源之額外成本有關且在該投資前五年

產生的營運利潤與營運成本38。 

乙、 營運補助 

 生產再生能源的營運補助可以正當化，以涵蓋再生資源生產成本與該

能源之市場價格的差額。此適用於之後市場上銷售以及該事業自己消

費而生產再生能源的情形39。會員國有三種為再生能源而授予補助的選

擇40。 

 政府的營運補助必須具備誘因效果，使得補助接受者改變其行為而提

高環境保護的水準。如果受益人在向國家機關提出補助申請前，其與

營運行為相關之計畫已經開始，則會被認為不具誘因效果。為說明誘

因效果存在，會員國必須證明如果沒有該補助，則對環境較友善的選

擇不會被保留41。 

 如果政府補助係為執行具環境優先性之歐洲共同利益的重要計畫，則

可能被認為與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7條第 3項（b）42相容。由於此等補

助要求具有對共同體整體之利益，故困難度較高，但執委會也會授權

與其他綱領中所訂比率更高的補助43。 

b、詳細評估 

為了使執委會得以針對經授權方案而給予的大額補助進行詳細的評估，以決定

是否與內部市場相容，會員國必須就經授權方案下給予之個別大額投資或營運補

助，或符合一定條件的補助（例如：投資補助的情形，授予一事業超過 750 萬歐

                                                      
38 2008/C 82/01, Point (105)-(106), OJ C 82, 1.4.2008, 19.有關如何確定與環境保護直接相關的投

資、營運利潤與成本，可參考該綱領之 (81) 至 (83) 點。 
39 2008/C 82/01, Point (107), OJ C 82, 1.4.2008, 19. 
40 2008/C 82/01, Point (109)-(111). 
41 2008/C 82/01, Point (142)-(146). 
42 The following may be considered to be compatible with the internal market: … (b) aid to promote 

the execution of an important project of common European interest or to remedy a serious disturbance in 
the economy of a Member State... 

43 詳細的說明請參考 2008/C 82/01, Point (14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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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生產再生能源電力之營運補助的情形，當係授予生產再生能源電力設備補助

時，再生電力產能超過 125萬瓦），事先通知執委會44。 

會員國可基於計算避免的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s Avoided），授予營運補助

予生產再生能源的新電廠。由於該方法是在決定補助的數額，該措施必須通知執委

會並進行詳細評估。避免的外部成本係將以傳統能源型態營運的廠商生產相同數量

電力時，社會將經歷的額外社會環境損害，以貨幣價值量化。該計算係基於再生能

源生產者所產生但未負擔的外部成本，與非再生能源生產者所產生但未負擔的外部

成本間之差額。會員國必須提出比較成本分析與競爭之能源生產者的外部成本，以

說明該補助確實只補償避免的外部成本45。 

詳細評估係根據扭曲可能性（Distortion Potential）所進行的比例原則評估。該

評估係在標準評估所設標準之外，再依下述正面與負面要素進行： 

甲、 補助的正面效果：補助能促使事業追求原本不會追求之環境保護的事

實，此係評估其相容性主要考慮的正面要素。 

i. 市場失靈的存在：執委會確認政府補助是否係針對市場失靈，也會注

意補助措施對於環境保護的貢獻。受益人之競爭者的本質、類型與所

在位置、如未給予補助該受益人執行國家標準的成本，以及受益人主

要競爭者執行該標準的比較成本，均會納入考量46。 

ii. 適當的措施：由於其他較不會造成扭曲的方法可能達成一樣的結果，

且政府補助可能違反污染者付費原則，故應考慮政府補助是否是達成

環境保護目標的適當方法。措施的影響評估，包括使用其他政策選

擇，也會在相容性分析時被考慮47。 

iii. 誘因效果與補助必要性：為環境目的而提供的政府補助必須具備誘因

效果，換句話說，必須造成受益人行為的改變，以提高環境保護的水

準。單純環境保護水準的提高不能作為補助係必要的理由。會員國必

須提出特定行為如果沒有補助便不會被採取的證據，此外，也必須說

                                                      
44 2008/C 82/01, Point (160), OJ C 82, 1.4.2008, 26. 
45 2008/C 82/01, Point (161), OJ C 82, 1.4.2008, 26. 
46 2008/C 82/01, Point (167), (168), OJ C 82, 1.4.2008, 27. 
47 2008/C 82/01, Point (169), (170), OJ C 82, 1.4.2008,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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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與該行為改變有關的環境效果。執委會也會考慮投資是否會有其他

生產的利益，如果有的話，則誘因效果會被認為較低。此外，市場的

條件、未來可能的強制標準、風險程度、獲利程度均是考慮誘因效果

的因素48。 

iv. 補助之比例原則：會員國必須提供證據說明該補助是必須、最低限度

以及選擇過程符合比例原則。據此，將考慮下列因素：成本的精確計

算、選擇受益人的過程是否達到利用最少的補助或是最具成本效益的

方式達到環境目標、是否係最低限度補助等49。 

乙、 對競爭與貿易扭曲的分析：如果補助符合比例原則，且投資或營運成

本的計算考慮到所有該事業得到的好處，則負面影響應屬有限。首

先，執委會會評估受益人在補助後增加或維持銷售的可能性。特別是

考慮到單位生產成本的減少或補償（價格彈性越大，越容易扭曲競

爭）、更多環境友善的生產過程（消費者越偏愛環保產品，越容易扭

曲競爭），以及新產品（消費者越偏愛環保產品，越容易扭曲競爭）

50。 

i. 動態誘因/排擠：政府補助可能被策略性地用來促進創新的環境友善

技術，給予本地生產者「先驅（First Mover）」的好處。因此，該補

助可能扭曲動態的誘因，而且排擠在其他會員國於特定技術的投資，

造成該種技術集中在一個會員國的情況。在此項分析中，執委會考慮

補助數額、補助頻率、補助久暫、逐步降低補助、符合未來標準之準

備、關於環境目標之管制標準的水準、交叉補貼的風險、技術中立、

創新競爭等因素51。 

ii. 使無效率公司存在：環境保護的政府補助可作為推進環境負面外部性

之完全分配的過渡機制，不應被用在將不必要的支援授予因低效率水

準而無法向更為環境友善標準與技術調整的事業。在此項分析中，執

                                                      
48 2008/C 82/01, Point (171), (172), OJ C 82, 1.4.2008, 27-28. 
49 2008/C 82/01, Point (174), OJ C 82, 1.4.2008, 28. 
50 2008/C 82/01, Point (177), OJ C 82, 1.4.2008, 28-29. 
51 2008/C 82/01, Point (178)-(179), OJ C 82, 1.4.200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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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考慮受益人的類型、補助對象之部門產能過剩、補助對象之部門

的正常行為、補助的相對重要性、選擇程序、選擇性等因素52。 

iii. 市場力量/排除行為：授予受益人環境保護的政府補助可能被用來增

強或維持其在該產品市場的市場力量。執委會會評估受益人在被授予

補助前的市場力量以及補助後可預期之市場力量的改變。在每一補助

受益人的市場占有率低於百分之二十五的市場以及赫芬達爾—赫希曼

市場集中指數低於 2,000 的市場，執委會不會提出有關市場力量的競

爭顧慮。在此項分析，執委會會考慮補助受益人之市場力量與市場結

構、新加入者、產品區別與價格歧視、以及購買者力量等因素53。 

iv. 影響貿易與定位：政府補助可能造成某些區域自更有利的生產條件獲

得好處，特別是因為補助而造成相對低的生產成本，或是因為透過補

助而達到更高的生產水準。此會造成事業重新設址補助的區域。於此

項分析，執委會會考慮受益人是否考慮其他投資地點的證據54。 

丙、 衡平與決定：在正面與負面因素之下，執委會會衡量措施的效果，並

決定所產生的扭曲是否影響貿易條件致違反共同利益的程度。執委會

可以對通知的補助措施不表示反對而不啟動正式的調查程序，也可以

在正式的調查程序後決定終止程序而作成決定。當作成附條件的決定

時，可以考慮附加下列條件，以減少造成的扭曲或對貿易的影響而符

合比例原則：較低的補助強度、帳目分離（Separation of Account）、

改善環境影響的額外要求以及不歧視其他潛在受益人55。 

(二) 日本 

日本在經歷 1953 年至 1990 年產業至上後，1990 年代開始「獨占禁止法」

（The Antimonopoly Act, AMA）地位躍升56。當時，競爭法受到重視其理由有二：

                                                      
52 2008/C 82/01, Point (180), OJ C 82, 1.4.2008, 29-30. 
53 2008/C 82/01, Point (181)-(182), OJ C 82, 1.4.2008, 30. 
54 2008/C 82/01, Point (183)-(185), OJ C 82, 1.4.2008, 30. 
55 2008/C 82/01, Point (186)- (188), OJ C 82, 1.4.2008, 30-31 
56 這個現象自 1990年 6月 JFTC宣布將對聯合行為、圍標、杯葛等嚴重影響消費權益之行為課

以刑責，顯示其重視程度。違法之獨占與聯合行為最高將被處以三年有期徒刑或課 500 萬日圓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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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來自美國之外部壓力，即因日本事業的反競爭行為形成貿易壁壘，故要求

日本政府更加積極執行 AMA；其次，歷經 90 年代開始的經濟衰退，民眾對經濟改

造之強烈主張，更希望自解除國內產業管制與促進競爭開始做起，尤其是電信、能

源、交通與金融等產業。換句話說，人民對「國家利益」的理解發生了改變，AMA

成為日本面對變化環境所採取的新方法。另外，日本消費者團體以及消費者利益在

日本政黨中逐漸壯大力量，消費者團體與消費者利益集團傾向於支持競爭，以降低

商品消費價格。反應這個趨勢，日本政府於 1995 年提出「管制再造促進方案」

（Program for Promoting Regulatory Reform），並於 1997年、1999年及 2000年修

正 AMA 關於適用除外之規定。同時，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JFTC）明顯的動作是大幅限縮依法對聯合行為的許可，相較於 1966年

通過 1079件，2000年 4月僅剩 15件。 

另一晚進發展是，透過強化自由競爭機制，不再適用產業投資相關之行政指

引，以切斷日本的政商關係。在 1995 年「管制再造促進方案」中規定，該等部會

於發布指引前，均應事先諮詢（Prior-Consultation）JFTC57。為此，JFTC於 1994年

公布「獨占禁止法對行政指引之指引」（Antimonopoly Act Guidelines on 

Administrative Guidance），明列行政機關指引可能導致反競爭行為之情形58。在前

述背景之下，日本如何以「獨占禁止法」調和產業政策，在法令規範架構上，主要

即係透過「獨占禁止法」適用除外制度。該適用除外制度大略可包括二種類型： 

第一，明示的適用除外規定，即「獨占禁止法」或其他特別法59規定明文規定

                                                        
金。 

57 1993 年日本公布行政程序法，目的即以增進政府決策程序之透明與公正，包括在授予業者執
照及頒布行政指引的情形。  

58 Michiyo Hamada (Commissioner of the JFTC), “Controlling Anticompetitive Action by the State: 
The Role of Competition Advocacy/Competition Assessment- Japan’s Experience,” 2011/03/18 Hong 
Kong, Global Competition Law Conference.(2011), http://www.jftc.go.jp/en/policy_enforcement/ 
speeches/110318.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2/7/9。 

59 日本從 1948 年後，獨占禁止的推動漸次緩和，適用排除的條款除在 1953 年因修正公平交易

法而大幅增加之外，在 1948 年後，當時業已存在的各種法律或新成立的法律，亦不乏增設排除適

用之規定，例如：海上運送法 (昭和 24 年，法律第 87 號，1949 年 8 月 24 日公佈、實施) 第 28
條規定；保險業法 (1950 年，法 215 號、304 號) 第 72 條之 3；道路運送法 (昭和 25 年，1950
年，法 183 號) 第 21 條；港灣運送事業法 (昭和 26 年，1951 年，法 162 號) 第 19 條；航空法 
(1952 年，法 231 號) 第 110 條；輸出入交易法 (1952 年，法 299 號) 第 33 條；中小企業團體組
織法 (1957 年，法 195號) 第 89條；批發市場法 (1971 年，法 35號) 第 29條；倉庫業法 (1956
年，法 121 號) 第 15 條；證券投資信託法 (1951 年，法 189 號) 第 25 條等。而其類別大致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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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 

第二，默示的適用除外規定，則是根據規制產業事業經營活動的特別法之目

的、體系以及對個別規定的解釋以為排除適用。 

事實上，「獨占禁止法」第 21 條至第 23 條是該法適用除外之規定，第 21 條

是關於行使無體財產權之行為，第 22 條是關於特定合作社（即商會）之行為，第

23 條是關於維持轉售價格行為。原則上，妨礙公平與自由競爭之價格、數量或銷售

管道之聯合行為，AMA 是禁止的。然而，若自達成其他政策目的之觀點，並在個

別規定其必要條件與程序下，應有例外合法的情形。例如保險業法的保險聯合行

為、道路運送法的運輸聯合行為等，前者係因事業具有特殊性，後者則係考量地區

居民生活確保的旅客運輸等事由。承此，這些類型之聯合行為，一般而言，應得到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的同意，或由該委員會進行協議或通知，主務大臣進行批准

（昭和 40 年度數量達到巔峰共計 1,079 件，至平成 22 年度結束則大幅減少僅剩 28

件）；除此之外，若該等行為具備目的上必要之積極要件，且未有不正當差別待遇

的消極要件，則各該法律之規定，將視為合法。 

除上述直接運用「獨占禁止法」以調和產業政策外，本文以下接續說明日本對

於產業政策之競爭評估機制與重要措施。 

1. 「獨占禁止法對行政指引之指引」 

雖然行政機關之指引具有反應快速、彈性與目標達成等優點，惟避免濫用且確

保明確及公平，日本於 1993 年公布行政程序法60，要求行政機關運作應具公平性及

透明性。同時，JFTC 於 1994 年 6 月 30 日公布「獨占禁止法對行政指引之指引」

（Antimonopoly Act Guidelines on Administrative Guidance），明列行政機關指引可

能導致反競爭行為之情形61。對於違反 AMA 之行政指引，即應加以鬆綁或廢止；

                                                        
於中小企業特別法、國際貿易法、運輸事業法、保險或金融事業法，以及經濟調節法等領域。平

成 9年(1997年) 7月 20日施行「私的独占の禁止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の適用除外制

度の整理等に関する法律」 (平成 9年法律第 96 号 ) 後，有 20部法律 35個制度因此而廢止。計
該等適用除外之個別法律，自平成 7年底 30部法律 89 個制度，迄平成 22年底則僅剩 15部法律
21個制度。 

60 Law No. 88 of 1993。 
61 Michiyo Hamada (Commissioner of the JFTC), “Controlling Anticompetitive Action by the State: 

The Role of Competition Advocacy/Competition Assessment- Japan’s Experience,” 2011/3/18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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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符合前述違反 AMA指引之事業，仍應直接自負違法責任。 

指引之重要內容如下： 

(1) 行政指引與「獨占禁止法」之關聯 

A、根據特別法律或規則作成之行政指引 

無論行政指引係根據特別法律、勸告或指示等，只要指引之目的、內容與方法

符合 AMA 規定，則事業根據該指引所作成之行為方符合 AMA 之規定。易言之，

除非 AMA 直接明文為例外，否則根據指引所作成之行為，仍應適用 AMA 而有可

能被認定為違法。另外，若法律或規則賦予行政機關命令、核准、建議或指示等權

限，以正當化事業的主張者，該等行政機關權限之行使亦屬於本項類型。行政指引

若僅有法律一般組織法上授權，則尚不屬本項情形。 

B、未根據特別法律或規則作成之行政指引 

雖然未有特別法律或規則授權，惟行政機關依據其所認為之適當目的

（Purpose）、內容（Content）與方法（Method）等，所作成之行政指引，若可能

產生限制或禁止公平且自由之競爭，則自應適用 AMA而有可能被認定為違法。 

(2) 各種行政指引與「獨占禁止法」 

A、與參進（Entry）或退出（Withdrawal）有關的行政指引 

為維持並增進公平與自由之競爭，市場參進或退出之自由應予以確保。行政指

引未有特別法律或規則為依據者，須留意不應有限制或禁止公平且自由之競爭。下

列情形將可能有違反 AMA第 3條、第 8條(1)（i）、（iii）及（iv）規定之疑慮。 

a、 要求新參進者須獲得相關行業既有企業或商業協會的同意，或是為進入市

場而須與前述企業或協會合作為條件。 

b、 要求新參進者須參與相關商業協會，以達與既有企業合作獲利之目的。 

c、 若因供需調整、或與其他事業合作獲利等，致相關行業協會有可能介入新

進事業自公共機關獲得必要貸款的程序或類似情況者。 

B、與價格有關的行政指引 

                                                        
Kong Global Competition Law Conference (2011), http://www.jftc.go.jp/en/policy_enforcement/ 
speeches/110318.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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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指引未有特別法律或規則為依據者，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將可能有違反

AMA第 3條、第 8條(1)（i）、（iv）、（v）及第 19條規定之疑慮。 

a、 有關漲價、降價而表示與數量、比率等相關標準之特定金額。 

b、 當價格下跌或類似情形發生時，行政指引鼓勵企業自我約束不以折扣或更

低價格銷售。 

c、 要求商業協會提供個別企業營業祕密相關資料，例如協會會員特定交易之

價格。 

d、 對生產者、經銷者或其協會發布指引，以穩定其與交易對象之交易價格，

包括零售價格。 

e、 要求個別企業事前提供具體銷售價格，或透過商業協會蒐集或提供會員該

等資料。 

C、與數量及設備有關的行政指引 

行政指引未有特別法律或規則為依據者，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將可能有違反

AMA第 3條、第 8條(1)（i）、（iii）及（iv）規定之疑慮。 

a、 對於生產與銷售之數量、出口量、進口量、減量生產的比例及原料採購數

量等，依標準給予特定數額。 

b、 表示特定的標準，例如短期供應/需求規劃，並要求提交生產量、銷售量、

出口量、進口量、新設備採購或擴充等商業計畫。 

c、 要求商業協會提供個別企業營業祕密相關資料，例如協會會員特定交易之

數量。 

d、 促使企業透過其商業協會對短期供需規畫交換意見。 

e、 表示特定標準，例如輪作系統（Rotation System）之時間表、投資規模、

淘汰技能或設備。 

f、 要求個別企業或其商業協會事先提供生產量、銷售量、出口量、進口量、

新設備採購或擴充等商業計畫。 

D、與商業技術、品質、標準、廣告及陳述有關的行政指引 

行政機關為了公共利益，可能會發布特定具限制或行動之行政指引，而鼓勵企

業或其商業協會自願性的約束其相關商業技術、品質、標準、廣告及陳述之行為；

或是為了生產或銷售商品或是服務提供之效率化，發布某些指引，促使企業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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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商品或服務。此項類型之企業共同行為若是依循一既存的行政指引而發生，並不

違反 AMA，惟若是因為企業間的約定或是商業協會促成，便是可能違反 AMA 規

定。 

(3) 涉及許可或同意之行政指引 

行政機關依法律要件頒布各別涉及企業獲得許可或同意改變之行政指引，原則

上應無違反 AMA 疑慮。惟行政機關對於任何企業或商業協會頒布該等指引，而其

指引之內容或程序將可能引起該企業或協會作成違反 AMA 行為者，仍將可能有違

反 AMA第 3條、第 8條(1)（i）、（iii）及（iv）規定之疑慮。 

A、 要求新參進者須獲得相關行業既有企業或商業協會的同意，或是為進入市場

而須與前述企業或協會合作為條件，方給予許可或同意。 

B、 要求新參進者須參與相關商業協會，以達與既有企業合作獲利之目的，方給

予許可或同意。 

C、 申請許可或同意之企業有一家以上，指引要求該等申請者或是相關商業協會

等應合作為之。 

D、 關於例如價格等事項之申請許可或同意，法律要求個別企業應依其自身情形

提出，而指引卻賦予商業協會得要求其會員以共同提出。 

E、 關於例如價格等事項之申請許可或同意，法律要求個別企業應依其自身情形

提出，而指引卻容許企業間或透過其商業協會提出，或是須經由市場既存事

業或其商業協會同意後方得提出。 

2. 政府政策評估法 

2001 年，日本政府通過政府政策評估法（Government Policy Evaluations Act, 

GPEA），2002 年正式生效62。其中，所謂的「評估」，分為事前評估（Ex-ante 

Evaluation）與事後評估（Ex-post Evaluation）。以下僅就對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調

和尤具重大效益之事前評估機制，扼要說明之。 

(1) 政策評估之時點 

                                                      
62 同年 9月亦公布「行政機関が行う政策の評価に関する法律施行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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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GPEA 第 3 條及第 9 條有關政策評估時點之規定，綜合其他行政程序法

規，若行政機關係為立法而提出法案供立法機關審議，則應於內閣簽署法案前提出

評估報告；若行政機關僅係以內閣命令（Cabinet Order）決定若干政策，則仍應先

於行政程序法 30日的公眾諮詢開始前，提出評估報告。 

(2) 評估之作法 

A、建立評估表以判斷是否具備對競爭影響之分析。 

B、管制機關應於發布新的法令規範前提交評估表。 

(3) 目的 

即判別對競爭具負面影響之因素，包括： 

A、影響供給者數量 

B、影響供給者競爭之供給能力 

C、影響供給者競爭之動機 

(4) 法令規範與競爭評估清單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圖 1 日本法令規範競爭評估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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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能源產業規範再造與競爭政策 

整體而言，根據 OECD 在 1999 年公布的「日本規範再造－競爭政策於規範再

造之角色」（Regulatory Reform in the Japan－The Role of Competition Policy in 

Regulatory Reform）開宗明義認為：競爭政策應與其他一般性政策加以整合。過去

直接以管制方式介入之特殊產業，例如公用事業，可能由其他部會透過法律或以命

令規範，成為「獨占禁止法」適用之例外63；亦或是，直接由產業法律規定，取代

「獨占禁止法」。在經歷自 1994 年「獨占禁止法對行政指引之指引64」以及 1998

年解除管制方案為主的進程中，我們可以發現，對於電力、天然氣產業過去自肩負

平衡供需必要之角色言，更以特許營業資格、價格、合併許可等，加以嚴密管制；

在現代，關於生產、銷售與供應部門，AMA 仍認為屬於固有的自然獨占事業，而

得成為 AMA 之適用例外。較可惜的是，對於可能影響產業競爭與市場之具有網絡

（Network）功能的部門，當時並未明確說明如何適用 AMA。電力、天然氣產業因

其在「概念上」被理解為自然獨占，故成了 AMA 適用的例外。若隨著政策或法令

修改，事實上該等「例外」，範圍即將受到限縮。只是，若產業政策與部門規範能

考量競爭政策而設計，在尊重 JFTC 的前提下，產業部門的規範通常仍是優先，而

可以取代 AMA 對網絡產業（Network Industries）的適用。此時，JFTC 的可發揮的

角色是較間接的。雖然執行競爭法制仍是 JFTC 的職責，但針對特定事務，其產業

主管機關仍是主事者而具有決策權力65。更深入言，若主管機關單以平衡供需及保

護投資為名，實際上仍可能封閉創新服務的產生、扭曲市場的運作。據此，應該思

考的是，產業政策主管機關在達成相同目標上，能否有更開放、更客觀而具選擇性

的作法。 

技術上言，在 AMA 外沒有正式的適用除外（畢竟 AMA 第 21 條至第 23 條正

                                                      
63 1989 年日本法院開始認定某些依法令辦理之行為，例如市立屠宰場、政府發行郵政明信片以

及彩券等案例，實際上確實與私人處於競爭與爭利的狀態，惟卻不受 AMA 規範。OECD, 
“Regulatory Reform in the Japan－The Role of Competition Policy in Regulatory Reform,” 32 (1999)。 

64 其實嗣後也僅有二個案例明確違反該指令。“Regulatory Reform in the Japan－The Role of 
Competition Policy in Regulatory Reform,” 14 (1999)。 

65 以電信與郵政為例，雖然 JFTC 事前積極參與相關決策過程，惟其影響力如何尚難客觀衡
量。“Regulatory Reform in the Japan－The Role of Competition Policy in Regulatory Reform,” 34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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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明文規定於 AMA 方有可能成為例外），JFTC 與其他部會各有其主管事務之權

限。但事實上，以合併為例，主管機關在原來的權限中就可以考慮事業合併後對市

場競爭的影響，而行使否決權。正如電力事業既由經濟產業省（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ETI）決定，表面上雖是因主管部門對該等產業深具

瞭解及專業知識，並且可以準確依據其產業政策中合法之要素，將競爭政策整合進

來，二者達成協調；而這個模式確實也較符合傳統垂直式的管制架構。 

然而，若以水平式分工的政府體系言，JFTC 作為一個獨立委員會，除固有的

執法權限外，較特別的一個觀察是，JFTC 策動的整體法規範再造與管制解構的作

法。根據 JFTC 在 1997 年發布的報告，電力市場應朝向解除管制、促進競爭並嚴格

執行 AMA。為增進發電與零售部門更多的競爭，JFTC 將其執法體系延伸至零售供

應（Retail Supply）與民營發電範疇，認為這個部門應屬可與電力公司競爭的部

門。隨後亦針對零售供應自由化加以討論，並發布對發電、輸電與配電垂直整合系

統與效率的觀點，能源部門間如何建立競爭、以及針對特定產業法規檢視是否符合

其適當角色等。JFTC 一連串的措施促使產業部門開始著手對主管法規規範再造。

另外，在天然氣市場，報告建議應以解除參進管制與增進競爭為目標，以降低對城

市瓦斯營運者大量供應的依賴，因此瓦斯「輸送」應合法化，並核發以營運者執照

而在供應區域內形成小規模的網絡。隨後亦針對城市瓦斯產業統一管制、營運者供

應區域架構、垂直整併、電力與天然氣市場交互參進（Crossover Entry）等議題提

出討論。近年，JFTC 的報告在日本政府體系中發揮極為深刻的作用，而目前 JFTC

亦持續倚賴這項方法，帶領其他部門邁向將競爭政策納入產業政策的目標。整體而

言，JFTC在日本政府能源政策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綜上所述，能源部門的法令，若涉及參進限制、供需平衡之規範，均將受到是

否限制競爭之檢視，而加以減緩或廢止。雖然產業政策經常強調可以增進特定部門

的投資，並相信將使產業於未來獲得成長或是其他對經濟表現效益的回饋等，但仍

須依循競爭原則以同一標準加以檢驗。當然，現時已有許多競爭法適用除外的法令

遭到廢止，產業主管部門仍然具有權限協助產業整體地回應經濟衝擊，再加以重

建。1998 年解除管制方案要求產業部門應事先諮詢競爭主管部門，以確認法令規範

中未有違反競爭的管制，但這並非意謂競爭政策對產業政策而取得代之。值得肯定

的是，日本近 10 多年來的努力，使二政策與機關間調和在一法制化的規範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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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中，已見其豐碩之實踐成果。 

(三) 韓國 

韓國現行「獨占規制與公平交易法」（Monopoly Regulation and Fair Trade Act, 

MRFTA）（以下簡稱獨占規制法）係於 1981 年實施，迄今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

次為 2011 年 12 月 2 日。現行條文共計 71 條，其中與產業政策有適用上衝突與調

和之規定者，即第 58 條。易言之，雖然韓國是以市場經濟為中心的國家，「獨占

規制法」原則上作為經濟秩序的基本法，本應適用於整體產業；況且，該法並未將

特定產業除外。然而，由於市場功能不可能完全在所有經濟活動中完美運作，故

「獨占規制法」第 58 條設有除外規定。根據該條文之規定：「本法不適用於經營

者或經營者團體根據其他法律或法令作出的正當行為66。」惟由於該法對於何謂

「其他法律或法令」並未作出明確解釋，過去 1980 年制定的「獨占規制法」尚規

定「由特別法具體規定不適用本法的情形」（舊法第 47 條第 2 項），但是之後政

府均未制定此類關於適用除外的法律，至 1986 年該法第一次修改時，遂刪除該條

款。因此，韓國「獨占規制法」之適用除外行為目前皆依解釋與實務形成其內涵。 

1. 「獨占規制法」第 58條 

關於韓國「獨占規制法」第 58 條，學者認為以法律解釋論言，有廣義與狹義

解釋方法。亦即該法所謂「基於法令的正當行為」既包括所有基於其他法令的行

為，也可以認為在基於其他法令的行為中，具有合理根據的行為方為該法所指的適

用除外行為。然而，綜合考量「獨占規制法」作為經濟秩序基本法以及立法背景，

應以後者解釋為適當。因為，韓國自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一直推行政府主導型經

濟發展政策，直至此政策到達極限。80 年代開始，為克服該等政策的弊端，乃將經

濟營運方式從政府主導型轉變為民間主導型，且為維持民間主導型經濟的正常功

                                                      
66 韓國「獨占規制法」第 58 條 (Legitimate Actions Taken Pursuant to Acts and Subordinate 

Statutes) 規定為適用範圍之解釋故，曾有一次修訂。原條文英文版：「This Act shall not apply to 
acts of an enterpriser or enterprisers organization as committed in accordance with any Act or any of its 
decrees.」2010年修訂為：「This Act shall not apply to lawful acts of an enterprise or an entrepreneurs’ 
organization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other acts and subordinate sta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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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制定並實施「獨占規制法」。 

因此，政府應對當初在推行民間主導型經濟發展政策時制定的法律進行重新研

究，對某些法律進行果斷修改，廢除不符合民間主導型市場經濟的法律。雖然政府

一直不懈地努力，但事實上不少產業中仍存在相當多的無合理根據或不符合時代精

神的政府管制。在此情形下，若將凡有其他法令根據的行為均認定為正當行為而不

適用「獨占規制法」，則該法之實效性必將不斷減損。因此，為能更有效揮發經濟

秩序基本法的規範作用，自不應將所有根據其他法令之行為均認屬適用除外之情

形，而應將該法適用除外的範圍限定在具有合理根據的行為之內。 

綜上所述，既然韓國目前以市場經濟為經濟秩序，而「獨占規制法」為經濟秩

序的基本法，因此僅在限制競爭具有充分合理的理由時，方適用除外規定。該法第

58 條規定，適用除外之依據是基於法令的「正當行為」，而非單純基於法令的行為
67。事實上，欲認定行為有無限制競爭的合理理由相當困難，對此應有法定的認定

標準。在對現行法中允許限制競爭的規定逐一加以分析研究後，應果斷廢除無合理

理由之限制競爭行為。 

2. 產業之管制政策 

管制產業是指因其本身的特殊性，全部或部分內容根據特別法的政府規制以替

代競爭的產業，通常稱為「替代競爭的規制」。政府管制一般可分為經濟管制和社

會管制。社會管制在直接或間接影響該產業的競爭這一點上可以歸類為廣義的經濟

管制。而經濟管制，按其內容可分為准入規制、價格規制、質量產量與供應對象、

交易條件等經濟活動的規制。對此類管制產業，全部或部分排除「獨占規制法」之

適用。 

前述管制產業中，最具代表性的為電氣、煤炭、石油、煤氣等能源產業，鐵

路、汽車、航空器、船舶等運輸產業，電信、電話等電子通信業，以及金融、保

險、證券等金融產業。限於本研究主題，以下僅就韓國能源產業說明。 

韓國對電氣、煤炭、石油、煤氣等能源產業，有下列幾種管制類型： 

(1) 限制產業市場准入，例如電氣營業法第 7 條、煤炭產業法第 17 條、城市煤氣營

                                                      
67 韓國大法院，1997年 5月 16日，宣告 96nu150判決。 



 各國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調和之研究－以能源產業為中心 29 

業法第 3條。 

(2) 限制產業之價格、交易條件，例如電氣營業法第 15 條、第 16 條，城市煤氣營

業法第 23條。 

(3) 限制產業之交易方法，例如電氣營業法第 31條。 

(4) 產業資源部有權制定能源供需計畫以保障能源供需穩定，例如電氣營業法第 25

條、煤炭產業法第 3條、城市煤氣營業法第 3條。 

(5) 產業資源部有權採取調整供需的措施以應對緊急情況，例如電氣營業法第 29

條、煤炭產業法第 24條、城市煤氣營業法第 24條。 

以上限制或措施均具有限制競爭之性質，以往認為其當然不應適用「獨占規制

法」；惟近來開始將其區分為有合理理由的限制或措施，以及無合理理由的限制或

措施。對於無合理理由的限制或措施從適用除外中予以排除，同時儘量擴大雖有合

理理由，但超過必要範圍或程度之限制或措施的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韓國於 1999 年 1 月制定有「產業發展法」（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aw），並廢除原有的「工業發展法」。「工業發展法」追求工業合理

化，而新法「產業發展法」則追求提高產業競爭力，通過均衡發展達到產業結構合

理化（參閱產業發展法第 1 條），即允許通過企業間之共同行為達成零件的標準化

或公用化，共同開發技術或商標，相互支持技術、人力等。然而，當此類行為屬於

「獨占規制法」中之不當共同行為時，則須與公平交易委員會協商決定是否對其加

以支持（參閱產業發展法第 11條）68。 

3. 韓國產業與競爭政策調和之特色機制－KFTC 與其他政府機關的橫向聯
繫 

韓國競爭主管機關 KFTC（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與其他政府機關的橫

向聯繫，主要即透過競爭倡議（Competition Advocacy）之體系機制。1960 年代韓

國政策重在保護本土產業、管制介入，而非競爭，以致於最終形成壟斷的市場結

構，經濟力量過於集中。有鑑於此，韓國政府承認，過去這種以政府引導發展

                                                      
68 The Industrial Complex Cluster Program of Korea http://www.clustercollaboration.eu/documents/ 

270945/0/THE_INDUSTRIAL_COMPLEX_CLUSTER_PROGRAM_OF_KOREA.pdf，最後瀏覽日
期:2012/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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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Led Development）對於建構一個有效運作的市場體系是失敗的，並

且更惡化 1997 年金融危機對韓國所造成的影響。為此，KFTC前主席曾表示，經濟

發展與均衡成長必須所有參與者均存有競爭思想的體認，包括政府、私部門與消費

者。 

(1) 事前競爭倡議體系 

1994 年，KFTC 成為一個獨立的機關直接對首相（Prime Minister）負責。1996

年開始，KFTC 主席取得相當於部長的地位而參與內閣及經濟部長的相關會議。這

樣的接觸強化了在 MRFTA 明確授權 KFTC 所具備的倡議角色。該法律要求，韓國

政府機關部會應於提出可能涉及限制競爭之法律與規範前，事先通知 KFTC；而

KFTC依法有權對之提出最小化反競爭效果的意見。 

根據 2005 年 KFTC 年報顯示，MRFTA 第 63 條「事先諮詢」（Prior 

Consultation）機制運作成效顯著。KFTC 共計收到 658 件其他政府部會的諮詢，較

2004 年（430 件）件數成長了 53%，2006 年 634 件、2007 年 635 件、2008 年 827

件、2009年 1097件、2010年 1178件。在 2005年的 658件中，對此 KFTC針對 49

件提出意見（7.4%），而有 41 件被接受（83.7%）69。相較之下，2010 年的 1178

件，KFTC 則針對 56 件提出意見（4.8%），其中 43 件（76.8%）確實依 KFTC 意

見加以修正。2006 年迄 2009 年，則有共計 63 件（2006 年 20 件、2007 年 25 件、

2008 年 18 件）違反競爭原則之法令，因諮詢而預先避免；以違反的類型觀察，其

中涉參進限制者有 13 件（20.6%）、涉限制事業活動者有 10 件（15.9%）、涉價格

控制者有 5 件（7.9%）、損害消費者利益者有 15 件（23.8%）、涉聯合行為者有 4

件（6.4%）以及其他 16件（25.4%）70。 

近來，KFTC 更針對過去屬於管制產業而現在已逐漸轉變為競爭產業者，推展

競爭政策。2006 年 KFTC 指定五個產業-廣播、通訊、能源、健康服務與交通運

輸，對之市場結構與行政機關法令進行調查。藉此，全面分析其在相關市場當前存

在的參進障礙、價格決定機制、交易實務與消費者需求情形。更進一步，自 2006

                                                      
69 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Development in Korea 

(January 1, 2005 – December 31, 2005), 17-18 (2006).  
70 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Development in Korea 

(January 1, 2009 – December 31, 2009), 2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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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至 6月，KFTC對 15,000家公司以及 900個消費者與公民團體瞭解產業管制

再造的需求。根據前述研究所得出的 240個提案，KFTC選擇其中 52個與經濟密切

相關之管制再造方案加以實施，並諮詢相關部會以改善當前違反競爭原理之制度及

實務。 

表 1  近年韓國對於 KFTC 的立法諮詢件數（單位：案件） 

年 政府部門法案 立法部門法案 共計 

提交評估 KFTC表示意
見 

提交評估 KFTC表示
意見 

提交評估 KFTC表示
意見 

2009 1,097 29 1,082 45 2,179 74 

2010 1,178 56 918 75 2,096 13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KFTC 一向戮力於建立諮詢管道，而與不同產業之部門主管機關密切合作，例

如 KFTC 與韓國管制通訊的主管機關-資訊通訊部（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達成協議，每季召開會議，針對與公共利益有關之重要議題及管制

諮詢，共同討論71。 

(2) 事後競爭倡議體系 

2008 年 12 月韓國導入法規競爭影響評估機制，並自 2009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

施。每一個政府機關部會於頒布或修正法令時，均需填寫一份評估分析報告給規範

再造委員會72（the Regulatory Reform Committee, RRC）及 KFTC，而 KFTC對之表

示意見後回覆予 RRC 及相關部會，RRC 據此做為檢視該等法令的參考。KFTC 主

席是 RRC25個成員中非經選任的政府成員之一（政府成員共計 6位）73。 

 

                                                      
71  Ohseung Kwon, Chairman 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 “Recent Development in Korea’s 

Competition Laws and Policies,” The 4th East Asia Conference on Competition Law & Policy, May 3 
(2007). 

72 http://www.rrc.go.kr/fzeng.page.AboutRRC.laf#3，最後瀏覽日期：2012/08/09。 
73 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Development in Korea 

(January 1, 2009-December 31, 2009), 2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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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圖 2  韓國法令競爭評估機制74 

2009 年 7 月 KFTC 根據 OECD 競爭評估工具書（the OECD Competition 

Assessment Toolkit），為各部會的工作成員訂出了一份競爭評估手冊。2010 年，

KFTC的反競爭規範再造小組（Anti-competitive Regulatory Reform Team）公布『競

爭評估手冊』（Competition Assessment Manual）。根據該手冊，競爭評估程序如

下： 

在初步評估階段，主要應檢視下列四個問題： 

A、 該法令是否將限制事業之數量或使之限於一定範圍？ 

B、 該法令是否將限制事業競爭之能力？ 

C、 該法令是否降低事業活絡競爭的意願？ 

D、 該法令是否限制消費者選擇或更換供應事業的能力，或者限制消費者可得獲

取的資訊？ 

進一步，若需要深入評估，則在此階段評估須根據以下二個目的，其一是檢視

規範是否影響競爭，其二則為尋求達成法規之政策目標，並且最小化限制競爭的影

響。為此，在深入評估階段，KFTC 訂有五個子項階段的評估程序，而各階段皆有

更仔細的評估項目：A、了解規範本身；B、相關市場的界定；C、了解相關市場的

情況；D、分析對競爭之全面性影響；E、當前的決策判斷。 

 

                                                      
74 Recent Activities in Competition Assessment in Korea, APEC, Competition Policy and Law Group 

Meeting, 2011/SOM1/CPLG/014,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7-8 March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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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圖 3 韓國競爭評估程序 

據此，KFTC 亦曾以電力供應市場為例，認為縱然管制該市場之參進經常被認

為合理，原因是過度參進與重複投資將造成社會損失，尤其某些產業又是特別具有

規模經濟的考量。然而，前述這些情況應該僅存在於輸電部門，因此若自發電與配

電部門觀察，則開放競爭，確實具有必要且將更有效率。法令上，僅有對輸電業給

予獨占權方有依據，發電業與配電業並不包含其中。 

在這樣重要的機制下，KFTC 已前瞻地藉由檢視現行法規而促進法制再造，

2004 年 KFTC 在徵詢相關部會後，廢止或修訂了 56 個限制競爭的法令規定，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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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競爭。持續如此的工作，KFTC 致力於改善反競爭規範並辨識子規則（Sub-

Rules），例如指引（Guidelines）等是否存在過多對事業之限制。不同於其他競爭

主管機關，KFTC 的工作並非集中在慣常之競爭法的執行（ “Conventional” 

Competition Enforcement），而是放在大型事業集團與財閥所形成社會經濟結構的問

題。因此，KFTC 也針對該等事業分屬不同市場部門的內部交叉補貼（Cross-

Subsidization），所致各市場競爭不公平的現象，採取法律行動。 

綜上，KFTC 持續推展競爭的原則，並形成競爭的文化。KFTC 一直努力事先

避免反競爭原則的法令規定與政策，藉由有權參與事前法規諮詢（Prior Statute 

Consultation）的優勢，並且出席內閣會議（Cabinet Meetings）與副首相會議（Vice 

Ministers’ Meetings）。對於已經訂立而違反競爭原則的法令，KFTC 積極推動其修

訂。根據 MRFTA 第 63 條，各行政部門首長於立法提案、修法涉及違反競爭行為

時，應事先諮詢 KFTC是否支持亦或可能對該等事業將採取措施。MRFTA第 63條

本身既屬強制規定，而若新的法規被認為違反競爭原則，則在與相關部會諮詢會議

結束後，即係受到禁止。在這新體系之下，KFTC 主席出席內閣會議與經濟部長會

議，在先期遏止反競爭法規上，確實具有意義。尤其，KFTC 在近年透過法令競爭

評估機制，協助各政府部門調整產業政策使之符合競爭原則可說不遺餘力，角色甚

為積極，成效亦極為良好。 

在過去，經常以政府法令引導私部門產業，結果致本應為競爭者因法規體制阻

礙而欠缺競爭75。自此韓國極力從政府部門本身矯正這樣的觀念與作法，建立調和

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之橫向溝通機制。一般認為，這樣的作法在具有相似產業規範

背景的亞洲國家，亦可發揮效果。就韓國而言，產業的自由競爭、積極與創新，已

為整體經濟帶來莫大的利益；而其自 1996 年以來以公平法引導的活絡市場機制的

成效，更是世人有目共睹。這種作法與過去過度管制（Heavy Regulation）、對特定

產業或事業提供保護或優惠（Protection and Preferential Support），有絕大的不同。

在今日，韓國競爭政策不僅僅是經濟政策的一部分，而是真正成為經濟政策核心的

基石76，其發展與相關配套機制值得台灣參酌。 

                                                      
75  http://www.nortonrose.com/knowledge/publications/32742/competition-law-developments-in-east-

asia，最後瀏覽日期：2012/10/01。 
76 http://www.scribd.com/doc/43965303/24/KOREA，最後瀏覽日期：201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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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能源產業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應有之調和 

(一) 我國的實踐經驗 

有關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調和作法，無論國內外在競爭法成立之初，均以法

令規範列示排除適用的產業，給予產業發展特殊的考量，包括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對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的不適用規定。目前，在公平交易法中現

有的調和機制中，第 9 條第 2 項開立公平會與其他部會協調的窗口，賦予公平會對

「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釐清、劃分、分工，以及主動出擊的機會。至於公

平法與其他法律競合與適用的問題，則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的規定。本文認

為，公平法第 46 條的旨意並非在於保護經濟效率為唯一的目標，但不可否認經濟

效率是競爭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再進一步引申解釋，對於「競爭政策」與「產業

政策」的互動關係，由過去「替代競爭的管制」概念，演進為以「促進競爭的管

制」的想法，原則上遵循競爭原則，解決經濟資源的生產與分配，但在例外的情況

下，才採用「產業政策」以為替代，亦即在管制政策中，蘊含著競爭的本質。 

除此之外，國內相關研究均提及，參考國外趨勢與發展經驗，確立競爭政策為

主、產業為輔的決策思維。因此，為了配合「競爭政策為主、產業政策為輔」以及

「公營事業民營化」等政策方針，我國政府亦積極進行解除管制工作，專案與各部

會協調溝通，就相關法規進行通盤檢討、「解除管制促進市場競爭專案小組」、四

六一專案的執行，促使政府各部會逐步修改相關法令，消除因政府管制所造成的市

場進入障礙；進一步，亦有四六二專案的推動，協助公營公用事業調整營運行為。

「法規自由化促進專案小組」則繼續追蹤各相關法規調整的成果，但未配合修正法

規與新的不符合競爭規定仍然存在。特別是，由實務運作情況來看，「競爭政策」

主管機關，確實可依公平法第 46 條審查其他法律規定是否有牴觸競爭的意旨，並

決定其適法性或回歸公平法的適用，為「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互動找到平

衡的依據。而且依據公平法第 9 條規定，在涉及他部會執掌事務，主動商同辦理。

可惜的是，現行法令只給予公平會「商同」其他部會的權力，若其他部會堅持「產

業政策」的理由，而該規定又有牴觸公平法立法精神時，公平會仍難使市場經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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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回歸到以競爭為原則的軌道上。 

有關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之間的互動的觀念與準則，相關調和因素則有蔣黎明

等（1997）綜合學者有關建議，提出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調和因素應包括：當前

政經情勢變化；與相關主管機關進行協調與訂定產業政策目標、產業政策執行時間

表、以及評估產業政策對競爭政策的影響；產業與民意機關的意見反映；以及衡酌

適用競爭法的產業等因素。實際上針對能源產業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提出調和機制

研究的則有廖惠珠（2002）指出目前國際能源政策，以競爭為主、管制為輔的方

向，建議我國公平會應以國際競爭角度處理能源事業有關獨占、結合或聯合等行

為。而且在價格的約定上，亦需考量能源產業龐大投資難以反應於競爭價格的事

實，而給予適度的調整空間。學者許志義（2006）則從行政一體的角度，提出我國

能源政策與競爭政策的事前與事後調和之建議，其認為：競爭與產業政策主管機關

彼此密切配合，職權分工；有關能源市場一般行為的事前規範，宜由能源事業管制

機關加以「事前規範」，例如能源事業的投資計畫、經營執照的核發、營業區域的

許可、申設供應的程序、能源配比的義務、能源價格管理、能源事業會計成本的稽

核等業務。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在能源管制政策主管機關規範的市場遊戲規則下，對

於能源事業有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的行為，透過被動的個案檢舉或主動的調查，

「事後」加以介入聯合哄抬能源價格商品、掠奪性定價、濫用市場獨占力、樞紐設

施的競用規則等有關業務。學者莊春發（2001）則對於競爭提出替代與互補的觀

念：競爭政策的落實在於市場競爭狀能的維持，但在自然獨占、外部性與公共財存

在的場合，競爭政策的執行，可能不能獲得配置效率與生產效率的滿意結果，因此

在此例外情況下，政策方向上要以產業政策「取代」競爭政策，以獲得公共利益的

實現。但以犠牲產業競爭內涵的產業政策並不表示豁免於競爭規則的約束，仍一體

適用於競爭政策實踐所訂定的競爭法規範，因此競爭政策的執行要考量產業政策的

目的；產業政策的執行仍需考量競爭的功能，既定產業的發展管理，在政策上是否

需要採例外的「產業政策」，還是一體適用「競爭政策」，仍需政府各部門的討論

與協調。 

事實上，能源產業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之調和，首重政府機關間之橫向聯繫。

目前，涉執掌之必要聯繫，法令上依據即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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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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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另外，同法第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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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能可藉由機關間的事前聯繫而避免衝突。 

然而，根據 2009 年公平會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國際競爭法在競爭倡議上之

發展及其引入國內之可行性」研究顯示，公平會目前依法規而對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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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運輸事業等係以「規範

說明」或「處理原則」方式進行。而公平法第 9 條與第 46 條，前者涉及公平會與

其他部會的協商關係，雖法律有此一條文規定，如何去運作競爭協調或倡議，並達

成政策效果，仍有待各行政機關之配合；而後者則更須以釐清公平會與其他目的主

管機關之適用關係，方可達到競爭倡議之目的。 

過去公平會在依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情形，主要

係透過與行政部門協調之方式進行，包括個案和通案之協調。前者指在調查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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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案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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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包括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教

育部、經濟部、農委會、法務部、衛生署、內政部警政署、公共工程委員會、勞委

會職訓局等主要中央機關部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 

另外，公平會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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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曾對於有線電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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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有關能源事業者，計有「桶裝瓦斯勞務配送中心營業

行為之規範說明」、「瓦斯安全器材銷售案件之處理原則」、「油品市場全面自由

化前供油行為之規範說明」三項。 

其中，與能源市場攸關競爭政策，主要是油品自由化之議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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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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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產生疑問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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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我國石油市場屬寡占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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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依據公平法第 46 條，公平會於 1994 年起成立「四六一專案」，推動公平法第

46 條第 1 項之除外適用檢討協調實施計畫，總計檢討 215 種法規、314 條條文。另

外，針對公平法第 46 條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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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法公布後五年內，不適用本法之規定」，因將屆滿 5 年，公

平會於 1996 年成立「四六二專案」，積極進行國營事業行為之適法檢視與建議79。

復於 1996 年 12 月成立「解除管制促進市場競爭專案小組」，對於選定的市場開始

積極推動市場自由化，並對於現有法規中涉有不必要的管制，而有礙市場公平競爭

的規定進行檢討。2001 年 7 月為配合行政院「綠色矽島願景與推動策略」方案，公

平會成立「執行綠色矽島願景與推動策略法規檢討專案計畫委員會」，擬訂策略與

計畫，並與其它十個部會進行協商，全面檢討妨礙競爭之法令規章，共計 31 種。

相關法規之修訂，有助於法規自由化、提升市場競爭能力80。 

然而，以能源產業而言，由於傳統上屬高度管制產業，多有產業特別法之規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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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李淳主持，「國際競爭法在競爭倡議上之發展及其引入國內之可行性」，公平會委託研究計

畫報告，30（2009）。 
79 「四六一專案」與「四六二專案」達成許多法規檢視與相關事業行為適法建議，請參見行政

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工作成果報告 (1995)。隨後，前者被定名為「法規自由化促進專案」、後者
則稱為「解除公營事業不公平競爭專案」。轉引自陳和全主持，「公平交易法與其他法規競合競

爭評估標準之研究」，公平會委託研究計畫報告，註釋 13，16 (2009)。 
80 陳和全主持，「公平交易法與其他法規競合競爭評估標準之研究」，公平會委託研究計畫報

告，16-17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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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且主管機關之法令政策與施政措施，往往出於非競爭因素之考量81，而未思考

以促進競爭為其核心對整體經濟秩序之價值，故仍缺乏競爭機制。因此，吾人亦可

發現近年在能源產業法令上，由主管機關調整其主管法規數量仍為少數，計有82： 

表 2 近年來能源產業法令的調整情形 

主管機關 協調方式 法規 修正情形及說明 

經濟部 主管機關同意檢討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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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條 90.06.04廢止 

經濟部 主管機關同意行政
程序上加強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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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條、第 10
條、第 14條 

91.03.06廢止 

經濟部 加強行政聯繫配合 

礦業法第 34條 89.11.15修正 

工業輔導準則第 6 條、第 12 條、第
13條、第 15條、第 16條 90.07.18廢止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依照第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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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當時修法前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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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條修正以

後，各部會略有回應，但速度及幅度仍顯不足，而凸顯市場在競爭倡議上成效不

彰。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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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陳信宏、李淳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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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82 李淳主持，「國際競爭法在競爭倡議上之發展及其引入國內之可行性」，公平會委託研究計
畫報告，39，41-4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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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外經驗借鏡 

歐盟競爭規則係規定在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至 109 條，原則上乃禁止政府補

助。然而，如果基於普遍經濟發展的理由而正當化，則政府介入對於運作良好與衡

平的經濟是必要的。因此，上開條約也為若干政策目標留下政府補助可被認為係與

內部市場相容的空間，主要基礎便是歐盟運作條約第 107 條第 2 項、第 3 項的規

定。而歐盟執委會也透過一系列的立法，提供許多適用除外規定來補充上開基礎規

定。其中，就與再生能源有關之政府補助的評估，歐盟主要是透過「環境保護政府

補助綱領」的適用，確定各會員國所通知的政府補助措施是否與內部市場相容，而

「環境保護政府補助綱領」的規範依據則是歐盟運作條約第 107條第 3項之（c）。

因為如此，歐盟執委會建立起能源產業競爭規則清楚的規範體系。 

在執行的部分，歐盟將會員國的補助措施區分為無須通知與必須通知兩種，因

此，只要是對於競爭會產生非屬「有限之扭曲」者，均會由歐盟執委會審查。此

外，歐盟的事業與消費者也可透過向執委會提出檢舉，發動對政府補助的調查程

序，而執委會也歡迎利害關係人於懷疑建議的補助措施之相容性時，提出評論，以

啟動正式調查程序。就被認定為與內部市場不相容的政府補助措施，執委會有權回

復之，故執委會的權力甚達，就其執行而言，自應可產生相當的成效。 

相較之下，日本為調和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獨占禁止法」明文規定之第 21

條至第 23 條是最直接的制度工具。然而，許多產業政策仍依賴行政部門的專業，

而據此行政機關倚賴的規範指引具有反應快速、彈性與目標達成等優點。惟避免濫

用且確保明確及公平，日本於 1993 年公布行政程序法，要求行政機關運作應具公

平性及透明性；因此，JFTC 於 1994 年 6 月 30 日公布「獨占禁止法對行政指引之

指引」（Antimonopoly Act Guidelines on Administrative Guidance），明文列舉行政

機關指引可能導致反競爭行為之情形。對於違反 AMA 之行政指引，即應加以鬆綁

或廢止；行為違反 AMA 指引之事業，仍應直接自負違法責任。2007 日本再公布

「政府政策評估法」（Government Policy Evaluations Act），其中要求之影響競爭

之評估流程，相當具有架構性，值得參考。 

在再生能源部分，日本政府依循「技術開發‧實證階段‧引進階段」三階段支

援（補助），對發展須較高成本的太陽光發電和風力發電、生質能利用等新能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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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與普及，進行了針對費用的部份補助，與剩餘購買制度等支援工作。對此等回

應能源與環保議題之密切議題，實現平成 12 年 12 月 22 日公布的「環境基本

文」，並使社會成員自覺對環境肩負責任。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地球環境問題對策

推進委員會於平成 18 年 1 月 4 日（西元 2006 年）訂立有「公正取引委員會環境配

慮方針」，惟內容僅涉會內事務，例如物品採購以效率環保優先、抑制使用量、節

約、宣傳等。2009 年 9 月 25 日公正取引委員會「政府規制等相關競爭政策研究

會」對於針對溫室效應對策的經濟措施，所可能形成的競爭政策上課題，加以討

論。會議主題雖僅限於碳排放量交易制度的競爭政策論點，其間討論亦涉及「省エ

ネ法」對減排碳效果高之各種補助金制度，包括：1.能源使用合理化業者支援工

作；2.地區新能源‧節約用電理想策定等工作；3.新能源等非營利活動促進工作；4.

住宅‧建築物高效率能源系統引進促進工作；5.能源使用合理化業者支援補助金

（民間團體平分），肯定補助金具競爭法上公平性之討論意義83。 

在韓國，能源產業屬相對行政高度介入規制的產業，從傳統的市場參進資格，

到近年獎勵補助，皆係由政府產業政策加以引導。然而執行產業政策之行政措施等

公部門行為，並不排除韓國「獨占規制法」之適用。易言之，許多產業法律或是產

業主管機關透過行政命令賦予業者獨占的市場地位84，亦或引導業者做成聯合行為

的合意，均將有須認定是否屬「獨占規制法」第 58 條例外的情形。即便在公用事

業，法律明文規定訂價行為得以除外，但 KFTC 仍係密切注意該等事業其他違反競

爭之行為，例如不公平待遇或拒絕提供使用關鍵設施等。 

另外，韓國競爭法以保障中小企業（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具公平參與競爭之機會為立法目的之一，因此，對於政府與行政機關給予財

閥（Chaebol）不當的協助、補助或較優惠的金融措施，KFTC 均嚴正加以檢視其合

法性。對於 1979 年僅有的 23 個保護/管制產業在 1989 年成長高達至 237 個產業，

                                                      
83 與會者法政大學法學部岸井大太郎教授從節能成效觀點言，主張應扣除國家補助部分方符合

公平性。 
84 例如表面上好似 the Urban Gas Business Act賦予 Korea Gas Corporation市場獨占的地位，但

事實上並非法律明確規定得以獨占方式取得市場，而是知識經濟部部長  (the Minister of 
Knowledge Economy) 批准，才導致天然氣的輸入及躉售市場只有獨占的情形。當然，當時政府主
要是考量避免剩餘投資以及規模經濟的問題。同樣地，Korea Electric Power Corporation亦非因電
力公用事業法 (the Electric Utility Act) 而獲得獨占的地位，反倒也是因知識經濟部的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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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KFTC介入後，僅餘 88 個，而至 1994年共計有 19000家中小企業得以參進原屬

保護/管制的產業85。對於仍受保護/管制的產業，例如電信，在通訊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外，KFTC 積極就業者之價格聯合、利潤等加以規

範。 

為調和產業與競爭政策過去潛在的矛盾，甚至是政策衝突明朗化後的法律適用

問題，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 KFTC 已經過一段長時間的努力，逐步透過競爭法的發

展，重構（Reform）經濟規範體系。1980 年 KFTC 認定有 18 個過度管制的產業需

要改善管制狀況以增進競爭，1981 年至 1990 年間 KFTC 便處理約 450 件政府法令

本身反競爭的案子。雖然 1993 年這部門權限移轉到經濟規劃委員會（the Economic 

Planning Board），然而 1994 年隨著 KFTC 成為獨立委員會後，自 1995 年迄 2000

年，KFTC仍持續對約 300部法律、命令加以檢視其是否違反競爭法意旨。  

除了前述立法規範的檢視與重構外，KFTC 採取嚴格的執法態度，逐步解構管

制產業，同時促使產業政策透過立法方式賦予基礎，最終達成近階段有效調和的成

果。吾人可以發現，在能源產業政策亦同，整體而言韓國已可透過符合競爭法期待

的標準，依循法律而建立縝密的能源法律規範架構，將過去單一的能源供給穩定的

政策目標，調整為發展能源的多樣化86，截至近年較少有嗣後、以個案處分依循產

業政策之行政指導而最終被宣告違反 MRFTA 的情形。惟對立法上某程度仍屬管制

的產業，KFTC持續監督該等事業內部競爭部門與非競爭部門之交叉補貼情形87。  

最後，韓國 KFTC 近年對產業競爭政策的成功調和，不可忽略的一重大因素係

其他政府部門所進行的跨部會諮詢（Inter-Agency Consultation）工作。韓國行政部

門在制定法律、發布命令以及核准某些特定事業得以參進市場、或是採取聯合行為

前，均事前向 KFTC 提出諮詢。如此諮詢程序的成效，在 KFTC1994 年成為獨立委

員會後，更形顯著。簡言之，韓國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之調合，早期以 KFTC 準司

法權的事後介入，至後來迄今則以立法及行政事前的合作式治理為典型。 

                                                      
85 OECD, “Regulatory Reform in Korea－The Role of Competition Policy in Regulatory Reform, ”  

30 (2000). 
86  See 89-90，http://docs.meritas.org/Resources/RE_Asia/Korea.pdf，最後瀏覽日期：2012/06/ 

20。 
87 OECD, “Regulatory Reform in Korea－The Role of Competition Policy in Regulatory Reform,” 35-

36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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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上述歐盟、日本、韓國與台灣競爭規制與產業政策調和機制特色如下表： 

表 3 歐盟、日本、韓國與台灣競爭規制與產業政策關係比較 

 歐盟 日本 韓國 台灣 

規範

依據 
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至 109條 
歐盟運作條約第 107
條第 2項、第 3項 
環境保護政府補助綱

領 

獨占禁止法 
行政程序法 
獨占禁止法對行政指引

之指引 
政府政策評估法 

獨占規制法第 63
條 

公平交易法第 9、
46條 

關係 互補關係、強度較高 互補關係 互補關係 調和關係 

事前

規制 
事前須通知執委會 產業部門應事先諮詢

JFTC 
事前應向 KFTC 提
出諮詢 

公平會主動商同各

部會 

事後

調和 
行政：執委會有回復

權 
行政：競爭回復措置命

令、通知並諮詢主務大

臣、召開公聽會 

行政：規範再造委

員會、跨部會諮詢

行政：行政協調 

司法：歐洲法院 司法：東京高等裁判所 司法：首爾高等法

院 
無 

特色 偏重法制化 
評估標準具體、明確 

偏重法制化 
建立評估機制 

較倚賴跨部會協調

建立評估機制兼個

案審查 

未有法制化 
較倚重個案跨部會

協調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五、結論與建議 

當代的能源政策，以資源稀少與效能利用為背景，須兼顧實現穩定能源供給、

促進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三項目標；諸此整合在再生能源的分散式供給的特性，可

謂能源產業前所未有，並且更加促進以政府管制轉型為分權式的能源經濟制度：一

種以自由並相襯以可責性的經濟體制，奠基於私利的個人經由競爭而轉化為公共利

益之產出。國內在制定能源的產業政策時，似乎完全忽略產業最終競爭機制的重要

性。在油品市場的開放中，政策上似乎遺漏市場廠商數多寡對市場競爭達成與維持

的重要性。未來也許可以進一步引進多家國外油品供應商進入國內市場，參與油品

市場的競爭，以解決油品市場競爭不足的問題。電力市場發電開放的競爭問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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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獨立電廠能夠自行直接供應公司行號、工廠、社區民眾等終端使用用戶著手，

使其在發電市場能夠與台電公司面對面的競爭，從而獲得市場引進新廠商產生的競

爭效果。經由供電市場的競爭，獨立電廠自然會對其發電成本進行嚴密的控制，不

需要由政府部門管制監督，為求取本身的最大利潤，獨立電廠必然會盡力壓低其生

產成本，社會將因此獲得更便宜的電力供應。現階段太陽能再生能源的生產因規模

不夠大，無法讓其向終端用戶直接供電，只能藉由台電的電網蒐集之後，再供應于

終端用戶。因此對裝置設備長期成本的調整，必須給予審慎的考量，務必使其能夠

隨時空條件的改變而能夠調整，使太陽能生產出來的電能在市場上具有競爭性。 

本文認為，有關能源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調和準則部份，首先以確立能源產

業競爭政策為主、產業政策為輔的決策思維原則。特別是，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互

有替代與互補的關係，因此在促進競爭的管制原則下，在能源經濟政策中，應蘊含

著競爭的本質。從國外經驗，我們發現在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關係中，以歐盟的

互補關係強度較高。即便能源產業傳統上雖屬於管制產業而多為獨占，然而既然產

業競爭部分（如：提供給顧客）與非競爭部分（如：網絡的營運）係可以明確區

分，則針對可競爭部分，政府補助或其他扭曲競爭的政府介入應係違反公平交易法

的。當然，近年的能源產業政策不可能與氣候變遷或環境保護的目的脫鉤；為此公

共利益目的，特定情況下或可正當化政府補助，惟仍須確保因該等措施所帶來的競

爭扭曲不逾越必要性（Necessary）與可接受度（Acceptable）。本文認為，公平會

應可參考歐盟關於補助節能與推廣再生能源的競爭確保作法，以公布指引或規範說

明之方式，提出一定門檻補助之競爭扭曲評估標準、補助項目（投資補助或是營運

補助）、補助正面效果與競爭扭曲等分析考量因素等，彰顯基於公平法可茲事先表

明的競爭法精神，不啻亦為重要的事前競爭倡議方法。 

而產業主管機關亦應考量廣義補貼之概念，與其對競爭效果的影響。不僅對用

於私人企業，尚包括公用事業、公法組織、以私法方式組織的行政主體及公私合營

的事業，蓋此類型組織在受到優待時產生扭曲競爭結果；公用事業的公共任務並不

能夠使這種競爭扭曲得以正當化，因為事實上這些事業也經常以營利為目的而展開

經營活動。是此，本文建議，產業主管機關在行政裁量範圍內自我約束，應訂定符

合法律保留原則、法律安定性與提高透明度及效率之補貼政策指導原則，建立一得

經檢驗的產業政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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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歐盟、日、韓均有事前規範機制，亦即產業政策在事前均會通知或諮詢

相關部會。然台灣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2 項僅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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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條文規定僅在公

平會依據公平法辦理「本法規定事項」而「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方由公平會主

動向其他各該部會「商同辦理」。另一方面，各機關研擬法案時，依據「行政院所

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第四點，應踐行之程序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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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不論自公平法亦或「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

查應注意事項」，事實上若公平會未能向其他各該部會「商同辦理」，或是其他部

會未能回應，而機關法案審查又未能徵詢公平會意見，則有關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

之調和，即難以落實調和。 

因此，本文建議應建立事前強制諮詢機制，以透過修訂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2

項，或以能源產業為例，在其他能源法律增訂一諮詢條文，以具體、明確之諮詢制

度，取代事前消極不作為而事後互推皮球之制度缺漏。當然，若公平會發現產業政

策事涉競爭事務，而相關產業主管機關未為諮詢，則亦應主動表示意見，落實競爭

倡議的角色。更何況，即便依韓國 MRFTA 之規定，強制諮詢並不代表其他部會機

關有義務或必然接受公平會之意見，部會機關參酌公平會意見後仍可依當時產業條

件，依職權自行決定主管事務之政策方向與推動策略。為此，強制諮詢制度，既不

影響行政部會間之相互地位，亦可避免未能徵詢或協調所致權責不清之弊端，不失

為台灣現階段競爭政策倡議或調和產業政策之良策。 

在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的調和部份，歐盟與日本均有法制化的評估機制，韓國

則較倚賴實務個案的審查。產業主管機關在擬定相關產業法規時，即應評估各種管

制政策對市場競爭的利弊，企圖既能保障政策標的達成，又能維護市場競爭機能、

創造市場效率。台灣目前僅有「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

而未具體法制化，更遑論競爭影響的評估。本文建議，關於此或可參考日本政府為

落實「政府政策評估法」（Government Policy Evaluations Act）而於 2007年「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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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評估施行指引」（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for Ex-ante Evaluation of 

Regulations），已將對競爭影響視為「其他社會成本」（Other Social Costs）。2010

年，日本總務省（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與 JFTC合作，開

始對主管法令進行競爭評估，基此 JFTC 建立了「競爭評估清單」，同時知會其他

部會，並很快地進一步開展相關評估工作至各部會。事實上，後階段的工作，台灣

公平會 2009 年「公平交易法與其他法規競合競爭評估標準之研究」委託研究報告

已針對法令之競爭影響評估提出初步簡易檢視表，並說明深度進階量化評估分析之

方向。本文建議，為期競爭評估工作可以內化在每一產業法規的政策精神，訂定

「政策評估法」以作為評估的法律上依據，具有必要性，應持續推動。 

綜上，為使政府部會在制定產業政策時，能避免因職權所發布之指引所可能導

致反競爭行為，JFTC 於「獨占禁止法對行政指引之指引」（Antimonopoly Act 

Guidelines on Administrative Guidance），明列行政機關指引可能導致反競爭行為之

類型。相似地，KFTC 的反競爭規範再造小組（Anti-competitive Regulatory Reform 

Team）公布『競爭評估手冊』，將評估過程分為初步評估階段與深入評估階段。不

同於日本的全部由主管部會自行檢視的做法，韓國的競爭影響初步評估由主管部會

先行作成，而進階的深入評估則直接由 KFTC 根據二項目的加以檢視。如此的差

異，主要是日本 2001 年即訂有「政府政策評估法」，並於 2007 年將競爭評估納

入，因此評估工作本來就是各部會份內的事務，JFTC 僅以「獨占禁止法對行政指

引之指引」明列類型，發揮專業引導的作用，若行政部會尚且違反 AMA 之指引，

則將可能被認為違法，而相關事業仍應自負違法責任。 

相較之下，由於韓國未有以法律明訂各政府部門的評估義務，而以 MRFTA 第

63條直接課與所有部會「事先諮詢」義務，並在 KFTC公布的『競爭評估手冊』，

於第二階段的深入評估直接由 KFTC 介入加以審查。是比較觀點言，日本制度可能

義務明確，但除非各部會在競爭評估上具有專業且能落實，否則事後由 JFTC 認定

違法，對整體社會成本影響將較為龐大。而韓國 KFTC 介入較早，產業政策與競爭

政策橫向聯繫自初始即有眾多管道加以溝通，則表現在 KFTC 依 MRFTA 審查案件

鮮少法令係事後被宣告違法可知，韓國作法較為積極，短時間內亦較有成效。 

我國公平會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至第 29 條、行政院公平交易委會組織條

例、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本身為一獨立、委員會議組織的競爭法中央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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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然而在執掌中並未明文有協調工作，故從目前實踐效果來看，獨立委員會雖係

一種比較理想化的模式，有利於確保競爭事務執法的獨立性、專業性和權威性，提

高執法效率，但這種模式卻難以與其他多個部門進行協調。為加強競爭政策與產業

政策之事前協調與整體規劃，本文認為可在行政院層級建立各部會間有關競爭事務

之定期諮詢聯席會議，以協調行政院相關部會執法和監管等的工作。從現實情況來

看，經常可能涉及到的產業主管機關包括經濟部、NCC、交通部等部門。會議主席

由行政院副院長擔任，各部會首長為當然成員。聯席會議主要可通過召開全體會

議、專題會議等可共同商議制定競爭法的配套規章、提出市場總體競爭狀況評估報

告、研究草擬行業分類和評估標準、建立反映各行業市場集中狀況的資料庫、進行

各部會競爭法宣傳和人員培訓等。當然，聯席會議原則上僅是以發揮「組織協調」

的功能，並不行使行政權力或作出行政決定。如此，既可維持我國公平會獨立委員

會的現行制度，又可兼顧競爭法之以市場經濟為基礎並輔以國家產業政策引導的重

要角色，融合涉及經濟、法律、社會等多個執法面向考量，達成政府施政作為之一

致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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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Harmonization between Competition Policy and Industry 

Policy－With a Focus on Energy Industries 

Chuang, Chuen-Fa∗ 

Chen, Ju-Yin 

Abstract 

The energy industry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aiwan’s energy industry has been especially protected and managed by the government 

for a long time.  In early times, it adopted the monopoly and state-owned operation 

method, so as to ensure the stable supply of various energy resources and government 

liabilities.  However, it also resulted in the corruption and inefficiency of the public 

enterprises.  Under the global trend of internalization, liberal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Taiwan’s energy industry is gradually stepping into the open status to some extent into an 

open status, but in some cases and instances market competition failure still occurs.  In 

the future,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an energy shortage and the urgent goal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hether it is for the petroleum, liquefied gas, natural gas or the 

power industry, there will be a need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aspects of energy saving 

and a decentralized energy supply system, as well as the participative policy-making. The 

economy is not result of a single person or a single government agency.  In recent years, 

the EU, Japan and Korea have accelerated the pace of regulatory reform in the field of 

energy industries.  Furthermore, the statutory requirements for inter-agency consultation 

to take place prior to when they intend to issue an act, decree or order that would restrain 

competition seem to function well.  Competition advocacy is not only the FTC’s business, 

but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are also obligated to self-assess the anti-competitive effect 

                                                      
Date submitted: January 22, 2013 Date accepted: June 27, 2013 
∗ Chuang, Chuen-Fa,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inance, Jinwe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en, Ju-Yin (Corresponding Author),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w,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各國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調和之研究－以能源產業為中心 51 

as a part of the intrinsic policy evaluation.  Based on such thinking,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status of TFTA Article 9 should be promoted and there is also an urgent need to 

establish a broader environment for competition advocacy. 

Keywords: Energy Industries, Competition Assessment, Renewable Energy, Subsidy, 

Competition Advo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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