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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自 2004 年通過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承認獨立機關的組織型態，並於

2010 年修正行政院組織法，確定了三個二級獨立機關。但究竟怎麼樣的事務適合以
獨立機關加以處理，在學理及實證法上都顯少論及，使得我國獨立機關的運作始終
停留在比較法上「人云亦云」的狀況，法制上並沒有一套標準可循。對此，本文觀
察全球諸多獨立機關的型態，對不同的獨立機關加以分類，並分析出不同類型獨立
機關的設置基準及制度形貌。此外，也透過釋義學的方法，建構出不至於使獨立機
關與我國憲政體制相齟齬的制度建議，並回歸到具體管制領域之一的公平交易事務
做檢討。本文以為由於公平交易事務本身具有諸多高度專業領域的匯流，同時涉及
高度的利益糾葛，加上我國國情的特殊考量，現制之下的公平交易委員會難以確保
此等事務獨立性的要求。因此，以獨立機關做個案管制的修法方向可以追求管制效
能，當值得肯定。除此之外，本文也於文中一併具體指明若干應一併予以變革的制
度配套，以落實制度改革的本旨。 

關鍵詞： 獨立機關、獨立性、專業性、分裂社會、管制匯流、管制效能、公平交易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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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之提出 

獨立機關的組織型態，從 2004 年 6 月 23 日總統公布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之後已告確定。該法並於 2010 年 2 月 3 日修正，對於獨立機關的定義主要是以依

法律獨立行使職權、自主運作不受他機關指揮監督、合議制機關加以描述（以上為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3 條第 2 款之規定），並要求要以法律加以設置（同法

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獨立機關合議制之成員，均應明

定其任職期限、任命程序、停職、免職之規定及程序。但相當二級機關之獨立機

關，其合議制成員中屬專任者，應先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其他獨立機關合議制

成員由一級機關首長任命之。而在相當二級機關的獨立機關，其合議制成員中屬專

任者，應先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其他獨立機關合議制成員由一級機關首長任命。

委員數則以 5 至 11 人為原則，並對政黨比例有一定的限制（同法第 21 條）。 

惟對於獨立機關的認定，理論上並未統一，由於美國法上就獨立機關的組織及

要件並非有一定的規範模式，因此，也很難將獨立機關的定義定於一尊，甚有認為

一旦以委員會形式設立者，即屬獨立機關；亦有廣泛地將「公法人」亦認定為獨立

機關1。本文以為，這樣的認知過於廣泛而難以彰顯獨立機關於功能上的特徵，並不

見得妥當。以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為例，即要求在獨立機關的獨立性上，

考量該機關究為行政部會、行政機關、獨立諮詢機構、獨立管制機關等，此亦為獨

立性所應檢討的項目之一2。在我國，於 2010 年修法確定法定的三個獨立機關前，

探討一個行政組織究否為獨立機關，本不能單純從法條文義加以定性。蓋因此等法

規多於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訂定前設置，在該法制定前，獨立機關多僅流於理

論上的探討，而無法確切地判斷我國具有獨立機關的存在。實則，在現有法制度之

下，事實上有許多實體法規多規定「『獨立』行使職權」的字眼，但我們並不能因

此即認為該等機關為獨立機關，而應從該機關的功能、程序及組織的特徵來判斷該

                                                      
1 詳見黃錦堂，「德國獨立機關獨立性之研究」，中研院法學期刊，第 3 期，10、16 以下

(2008)。 
2 張其祿，「獨立管制機關的政治監督與治理：兼論對我國獨立機關之啟示」，公平交易季

刊，第 17 卷第 2 期，100，11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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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機關是否為獨立機關。從而，現行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平法）第 28 條規定

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組織條例第 13 條規定，本會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政黨活

動，並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等規定。充其量只能認為前者是對委員會全體的誡

命；而後者乃是對個別委員的誡命，並要求委員盡可能去政治化。但並不能斷然認

為現行公平會的組織型態符合獨立機關的要求。 

從歷史的脈絡看來，由於獨立機關所處理的問題多是因應時代及當時社會的需

求，因此，難以一定的定義加以描繪，導致學理上對於獨立機關的定義及認定呈現

眾說紛紜的現象。然而，我國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既已承認此種機關形態，加

上行政院組織法第 9 條也肯認公平會自 2012 年起為獨立機關。因此，吾人也應檢

視此等立法的妥當性。為處理這個問題，應釐清究竟在什麼條件之下，我們適合以

獨立機關的型態處理一些本屬行政權底下的事務。又一個在我國法制上所肯定的獨

立機關，應該具有什麼樣的圖像以履行其公行政任務，都是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的。本文發現獨立機關與一般行政機關對「獨立」的要求是不同的。此外，如從全

球視野分析觀察當前許多獨立機關處理事務的類型，可以發現有專業效能及分裂預

防兩種不同類型的獨立機關，並可本於各自獨立性需求，形塑出在法制上獨立機關

的設置時機，並特定此等組織所應具有的程序及組織，建構出獨立機關的要素。其

後，本文從公平交易事務本質探討其是否有獨立性的需求，本文發現為達此等事務

的管制目的，需要高度獨立性的機關作為管制主體，而可肯定行政院組織法第 9 條

的修正方向。然現有公平交易法中公平會的組織及運作程序尚無法支應此等管制事

務的需求，則在制度設計上，本文也進一步提出公平會未來應做怎麼樣的變革才能

有效地達成管制目標的具體建議方案。 

二、獨立機關要素的建構 

在對獨立機關的要素建構之前，本文將先釐清在當代行政事務中，是否有以獨

立機關進行管制事務的必要，以及其在國家體制下，所占有的地位如何。其次，倘

若獨立機關的組織形態在憲法面前站得住腳，本文將進一步討論獨立機關實際上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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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制的類型，以及不同類型下，獨立機關應有的制度走向。最終，本文將回到公

平競爭的管制事務本質，討論此等專業領域下，如要以獨立機關進行管制，應有如

何的制度配套，才能更有效達成管制目的。 

(一) 行政機關與獨立機關的區別 

1. 行政權領域外的行政事務─權力分立的思考 

獨立機關獨立於行政權的運作，是獨立機關制度設計的本旨，大法官於釋字

613 號解釋也肯認獨立機關存在的合憲性，並可認為獨立機關所稱的「獨立」應為

「作用法意義上的獨立3」。學理上即有對獨立機關做出初步的描述，指出獨立性組

織的最基本要素為該組織就其主管事權內所為決策享有最終決定性，其所隸屬、平

行或不相隸屬行政權組織不得對之再行修改或否決。如該等機關具有人力資源管理

及預算編制的完全自主性，就更具有獨立性了4。如是，獨立性在概念上並非一成不

變，毋寧因應個別不同的情形而有高低之別。簡言之，所謂的「獨立性」，其實並

非「有」與「無」的問題，而是由低至高的「層升」概念，當獨立性越高時，其他

政治部門所可干預的程度越低。亦即，機關獨立性的強度與政治部門的干涉程度是

呈現反比的。 

然而，在實際運作下，獨立機關所進行的管制事務多具有個案性及具體性的本

質，都是傳統權力分立下行政權所處理的事務，是以，如另行以獨立機關進行管制

事務，並排除行政權中行政一體本質的適用，而使該等管制事務無法為行政權所置

喙，即會當然地與權力分立原則有所扞格，尤其在獨立機關具有準立法及準司法之

權限時，更有認為此如同政府的第四權，而對其合憲性加以質疑5。這也是大法官於

                                                      
3 劉靜怡，「有了釋字 613，我們可以怎麼看待獨立行政機關？」，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87

期，247(2006)。 
4 施能傑，「考試權獨立機關化定位的新討論─民主責任政治的檢驗」，臺灣民主季刊，第 6 卷

第 1 期，141(2009)。張其祿，前揭註 2，103。在概念上，有認為機關如具有自我的財源，而毋庸
仰賴行政權從國家總預算中撥付預算，如以自行制定及實施年度預算政策、自行決定預算來源，
將更可以確保獨立性；詳見蕭文生，「金融監理機關財政獨立之法制研究」，政大法學評論，第
101 期，16-17(2008)。 

5 Richard J. Pierce, Sidney A. Shapiro & Paul R. Verkuil, Administrative Law and Process, 4th 
Ed., 94-95(2004). 宇賀克也， 行政法概説Ⅲ－行政組織法 /公務員法 /公物法 ，有斐閣，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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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 613 解釋中所面臨的難題。當然，我們絕對不能僅僅以違反權力分立及行政一

體原則為由，即認為獨立機關的設置為違憲，而應更進一步地思考獨立機關的存在

是否有助於實體法上管制目的的達成，除此之外，也應更進一步考慮此等機關的存

在，是否可以使國家進行管制時更有效率地達成管制目的。在違憲性的檢驗上，於

當前立法者已明白地於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中肯認獨立機關的存在下，尤其更

應仔細地進行審查。學者即有主張從法治國原則及民主原則加以檢驗，並不見得違

憲，並認為在民主正當性的角度檢驗上，從「制度─功能」、「事務─內容」、「組

織─人事」等角度整體相互的影響而一併觀察，並就各個管制事務分別加以檢討。

因獨立機關特別著重於「制度─功能」上的需求，因此，即應從「組織─人事」、

「事務─內容」上獲得更多民主正當性的評價，始能合於憲法上民主原則的要求。

尤其在當代社會中，民主的意含已非僅僅以選票加以累積而得出的結果，當決策可

以促進人民福祉，並為人民所接受才是民主的精義，其餘的安排，只要未根本地牴

觸權力分立，都可加以調整6。是以，從彈性、功能性的角度觀之，為求管制目的的

達成，即有必要容許同時擁有不同權力作用部門的存在，或容許各該部門間權力作

用的相互滲透。從而，管制事務本質上若要求政治中立或專業，以及類似異議、訴

願等爭訟事務，即可本於事務性質做出排除政治干預的安排7。簡言之，當判斷獨立

機關是否合憲時，應從個案加以檢驗，而無法一概而論，當特定管制領域的獨立性

要求高到以成立獨立機關為妥時，立法者本於管制目的的達成、效率、利益衡量及

社會需求而成立獨立機關，即難以再對其合憲性加以指摘。至於如何判斷獨立性的

需求，本文於下文中也將加以論述。 

2. 非典型行政機關－獨立機關 

在權力分立的立憲主義架構下，獨立機關所行使的事務究屬那一個權力部門的

                                                        
(2008)。在內閣制國家中，原則上行政從屬於內閣，並對國會負連帶責任，如肯定由內閣獨立的
獨立機關，將與國會透過內閣而對行政全盤進行民主統治的構造背道而馳。論者並指出由於內閣
對獨立機關的人事、財政、會計等事項具有某種程度的監督權，在此限度下也是對國會負連帶責
任，而可免除違憲的疑慮。詳見同書，163。 

6 詳見黃錦堂，前揭註 1，17-18，22-24，46。此外，從人民權利的保障出發，在是否可設置獨
立機關的判斷上，也多以對人民基本權關聯性及權益影響嚴重性加以判斷；詳見同文，33 以下。 

7 黃銘傑，「競爭主管機關作為獨立行政機關之憲政組織定位及其正當法律程序」，政大法學
評論，第 103 期，71-72，77-78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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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在美國本身仍有爭執之餘地8。本文以為，獨立機關所行使的權力在本質上為

行政權，在沒有獨立機關的制度設計時，此等事務本來是由行政機關行之。因此，

無論如何，獨立機關本質上仍可視為廣義的行政機關。然正因獨立機關為本於功能

取向的設計，而與一般行政機關並不相同，故就獨立機關與一般行政機關間在概念

上根本的不同仍有加以釐清的必要。 

首先，獨立機關與一般行政機關的不同展現在「獨立性」的要求之上。一般行

政機關所要求的為行政中立，但不見得要求要具有獨立；而獨立機關所要求的不僅

是中立，也更進一步要求達到獨立的要求。因此，我們可以發現，中立與獨立其實

是不一樣的概念，在行政中立的要求下，行政機關仍不能免於上級機關本於行政一

體的監督，這是行政權本質上的必然。而「獨立」的概念則不同於中立，不僅在執

行職務時要本於中立的態度為之，更要求其他機關不能對之加以干涉。在獨立機關

的情形中，即以獨立性的要求來達成管制目的的達成9。其次，獨立機關與一般行政

機關的不同也展現在「專業性」要求的程度上，蓋因在權力分立體制下，行政權本

來即較他權力部門具有專業性，如僅以專業性來正當化設立獨立機關，其說服力並

不足夠10。對此，本文以為在獨立機關所涉及的專業當較一般行政機關來得多元且

複雜，在專業性的程度較一般行政機關為高。對此，本文也將於下文中加以說明。 

綜上所述，儘管獨立機關亦為行政機關的一環，但其與一般行政機關仍有很大

的不同，而可認為是「非典型的行政機關」。我國自 2004 年 6 月 23 日訂立中央行

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於第 3 條第 2 款明文承認獨立機關後，也已為我國的獨立機關

尋求到組織法上的依據。然而，緊接而來的問題在於制度論上，究竟怎麼樣的事務

適合以獨立機關加以管制？ 

                                                      
8 廖元豪，「釋字 613 後，獨立機關還剩多少空間？」，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87 期，89-90 

(2006)。 
9 惟在此必須加以闡明的是，即便一個管制事務具有獨立性，也不代表就不受制衡與控制。從

民主原則的角度來看，其仍要受到人民在程序上的監督；從權力分立的角度來看，也要受到司法
權的監督。 

10 黃銘傑，前揭註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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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獨立機關的類型及其要求 

獨立機關自制度設計之初，一直運作至今有許多不同的發展，也因應各種不同

事務的需求，而有不同的設計，並為世界許多國家所接受。如果我們將觀察的視野

拉高到全球的角度，則可以將獨立機關分為以下兩種類型，並本於這兩種類型，在

制度設計上也會有不同的發展。 

1. 獨立機關的類型 

(1) 專業效能型獨立機關 

獨立機關於美國生成時，原本是為追求經濟事務管制需求11，其後，隨著事務

本身的需求，於 1930 年代以後，以獨立機關加以管制的事務擴充到社會領域及公

共領域的保護12，而此等獨立機關的設置，也多為追求特定專業領域管制目標的達

成，本文稱之為「專業效能型獨立機關」。為使此等制度所追求的目標有效達成，

國會也要求獨立機關的運作需符合一定的框架，包括正當法律程序、決策公開、課

責及司法救濟。本諸於此，國會要求獨立機關在職權上須為經濟和社會領域高度專

業技術性事務，組織也必須去政黨化13，除此之外，為因應行政任務隨時代進步所

造成的龐雜狀況，也授予獨立機關有更進一步的規則制定權，使獨立機關可本諸專

業彈性地處理事務。在美國，與我國公平會任務近似的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即為此種類型的獨立機關。 

(2) 分裂預防型獨立機關 

在許多民主轉型的國家，乃至於面對社會及國家的變遷，社會對於許多事務並

不能取得共同的信賴，對於政府所處理的事務也不能信任，因此，必須成立中立客

觀的機關來處理此等事務。如東歐許多民主轉型的國家即使用獨立機關處理共產黨

                                                      
11 See Lisa Schultz Bressman & Robert B. Thompson, “The Future of Agency Independence,” 63 

Vand. L. Rev., 599, 608-609 (2010). 
12 See Marshall J. Breger & Gary J. Edles, “Established by Practice: the Theory and Operation of 

Independent Federal Agencies,” 52 Admin. L. Rev., 1111, 1128-1137 (2000). 
13 施能傑，前揭註 4，142-143。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PROFILER-WLD&DocName=0397418101&FindTyp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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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時期的計畫經濟問題14、南非在解除種族隔離後所舉辦的兩次總統大選也分別

於一般法律及憲法層次創立獨立機關辦理選舉事務15、日本於戰後也為避免警察權

力為政策所濫用，為確保中立性而設置了國家公安委員會，均可見儘管獨立機關追

求行政民主化的目的同一，但設置的根據不一定相同16。此等獨立機關的設置，其

共同點在於當時社會處於分裂的狀況，族群或團體之間彼此的互信並不足夠，因此

以獨立機關來從事此等事務以昭社會公信，以避免因處理事務的不當而造成社會的

分裂。對此，本文稱之為「分裂預防型獨立機關」。 

2. 不同類型獨立機關的制度走向 

學理上有主張獨立機關應重視專業化、去政治化或在決策時充分考慮到政治與

社會的多元價值，從而，也衍生出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3 條、第 4 條、第 7

條、第 11 條、第 21 條及第 32 條的規範17。然而，本文以為在機制的建立上，仍應

本於以上對獨立機關的分類，就其本質上的不同，而就設置時機及機制為不同的制

度設計。本來獨立機關設置的目的，即針對具體管制事務有獨立性的需要，當獨立

性的要求高到一定程度時，即適合以獨立機關對具體事務進行管制。因此，本文以

下所稱設置時機，即為獨立性要求之意。 

(1) 專業效能型獨立機關的設置時機及機制建立 

a.設置時機 

專業效能型獨立機關本身所涉及的是一定專業性的管制事務，而為行政權所固

有的事務領域；然而，究竟在何種情況適合設置獨立機關，會產生一定的疑義。在

                                                      
14 See Ziyad Motala, “Constitution-Making in Divided Societies and Legitimacy: Lessons from the 

South African Experience,” 15 Temp. Pol. & Civ. Rts. L. Rev., 147, 162 (2005).有關財產私有化與獨立
機關的論述，see also Matias F. Travieso-Diaz & Armando A. Musa, “Courts of Limited Jurisdiction in 
A Post-Transition Cuba,” 39 Vand. J. Transnat'l L., 125, 134-137 (2006). 

15 See Vijay Padmanabhan, “Democracy's Baby Blocks: South Africa's Electoral Commissions,” 77 
N.Y.U. L. Rev., 1157, 1162-1179 (2002). 兩次選舉分別於 1994 年及 1999 年進行，前者成立了IEC的
法律層次獨立機關，後者則在憲法中明文成立憲法層次的獨立機關，稱之為EC。雖選舉的過程中
不免有許多公平性的質疑，姑且不論其執行的成果如何，其目的都為確保選舉的結果為多數人所
可信任。 

16 宇賀克也，前揭註 5，162。 
17 詳見張其祿，前揭註 2，117。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tf=-1&rs=WLIN10.06&fn=_top&sv=Split&tc=-1&docname=0327460101&ordoc=0318046682&findtype=h&mt=WorldJournals&db=PROFILER-WLD&utid=2&vr=2.0&rp=%2ffind%2fdefault.wl&pbc=C7337C26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tf=-1&rs=WLIN10.06&fn=_top&sv=Split&tc=-1&docname=0334775301&ordoc=0318046682&findtype=h&mt=WorldJournals&db=PROFILER-WLD&utid=2&vr=2.0&rp=%2ffind%2fdefault.wl&pbc=C7337C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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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理上有認為越具有政治中立性及高度專業性需求者，越須保障其獨立性18。亦有

認為本於政策延續性的觀點，認為某些事務不適合由持續性較短的政治人物加以決

定，是以，要設有獨立性的組織，以確保政策的專業性、一致性與可靠度；此外，

在國際互賴程度高的國家、市場開放程度越大的部門也有越大的政策承諾需求，而

應使管制機關有越高程度的授權與獨立性 19 。除此之外，從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

（FTC）的生成背景觀之，也可知其乃為處理國家對市場的管制失靈，而為了隔絕

執行力的干預並適度為國會所控制而來20。 

實則，政策持續性的高低與國際互賴、市場開放程度與獨立機關間是否有必然

的關聯性，本身是值得進一步思索的。本文以為，政策持續性的要求可以任期較長

的組織加以確保，加上這樣的觀察本身也難以突破行政一體、責任政治的要求，因

此，難以僅憑政策持續性而據以認為應設置獨立機關。再者，國際互賴及市場開放

程度的高低，也涉及執政黨的國際事務能力，以及本於此等能力而落實於內國的政

策取向。如以民主正當性的角度觀之，則可以發現正因為執行黨具有民主正當性，

所以適合對此等事務做決定，如以此等理由而認為應設置獨立機關，而掏空了行政

權的決定空間，在當代民主國家也不一定站得住腳。詳言之，政策擬定本身是行政

權最核心的部分，如果讓獨立機關擁有政策的制定權，而獨立機關又不受到上級行

政機關行政一體的拘束，就更可能會與權力分立制衡的要求有違。是以，獨立機關

職務所應從事的當屬具體的行政管制事項，而不應及於政策的擬定，以避免對行政

權要對政策負責的責任政治原理產生衝擊。尤其在典型行政權的行政行為以具有民

主正當性做為背景，而獨立機關相較於行政首長較不具民主正當性，這樣的考量是

我們不能忽視的。 

此外，以是否有管制失靈的情況做為設立獨立機關的標準而言，本文以為並非

所有獨立機關都是為了因應政府失靈而來，是否可以此做為一般性的判準，本身也

就相當值得質疑了。詳言之，將政策交由政府加以決定，即便產生政府失靈的情

                                                      
18 金井貴嗣、川濱昇、泉水文雄編，独占禁止法，鈴木孝之執筆，弘文堂，2 版，416 (2008)。 
19 張其祿，前揭註 2，92-93。 
20 See Richard J. Pierce, Sidney A. Shapiro & Paul R. Verkuil, supra note 5, 94. 黃銘傑，前揭註

7，78-79。此時行政部門就特定事項或領域無法實現預期目的，或有相當大可能性無法達成此預
期目的時，即生「政府失靈」，而有必要將該事項或領域自行政部門切割，交由特別設計而得以
實現目的的特別機關加以處理，該特別機關即為本文所稱的獨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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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本諸責任政治的理念，其課責的對象也應為政府，並不能因此即當然的認為有

獨立機關設置的必要。 

本文以為，一般而言，專業效能型獨立機關的設立乃在對具體管制事項做決

定，本於對行政權民主正當性及權力分立下權限分配的尊重，除確立國家經濟是以

市場為基礎以維持市場競爭秩序外，本身不應涉及政府具體政策的決定21，是以有

學者稱之為「政策中立性」的要求22。這也是之所以日本學者認為在獨占禁止事務

上，能夠決定競爭政策全體方針的是內閣，在國民經濟上是否可以促進競爭也大多

為內閣政策判斷23。再者，從管制領域觀之，獨立機關所可掌握的事項必須是一定

的專業，而於當前行政權的科層體系中無法予以解決，最為典型的情況即為該管制

事項涉及許多管制事務的匯流，為了使國家可以有效率地追求多重管制目的的達

成，因此，可設置獨立機關，借重其委員會合議制的組織型態，可同時容納許多不

同的專業人士，並以審議的方式做成決定，同時於決策的過程中也以類如司法程序

的嚴謹程序加以調查，以維護個案當事人的權利，並追求此等行政目的可以有效地

達成。最終，於設置獨立機關時，也應觀察該等管制事務是否涉及重大的公益，同

時在社會上是否為多方利益團體所競逐的領域來加以決定；蓋因一旦該具體管制事

務為社會上有力量的團體所關注，此時，此等團體即會想盡辦法介入此等管制事

務，藉由其強大的力量發揮政治上的影響力，再由行政權內部本諸行政體系內部的

                                                      
21 有認為獨立機關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要用以限制總統權限的，但亦有對此等觀點持保留看法

者。See Richard J. Pierce, Jr., “Saving The Unitary Executive Theory from Those Who Would Distort 
and Abuse It: A Review of The Unitary Executive by Steven G. Calabresi and Christopher S. Yoo,” 12 U. 
Pa. J. Const. L., 593, 610-612(2010). 這也是行政院 2006 年 10 月所發布「獨立機關與行政院關係運
作說明」的看法，林子儀大法官於釋字 613 號解釋中，也表示允許行政院長對通傳會的一般政
策，有一定程度的控管機制。惟獨立機關是否可涉及政策的決定國內尚無定見，也有不少學者認
為獨立機關可涉及政策的決定；詳見黃銘傑，前揭註 7，79-80，98-99；張其祿，前揭註 2，92，
121。該文並認為釋字 613 號解釋中大法官將行政機關職權的範疇限縮於「具體個案決定」而「不
包括政策決定領域」，迎合了當時行政權不願放棄對獨立機關掌控的思維。對此，從本文的角度
觀之，大法官所為之解釋其實並不是「迎合」行政權，乃是在權力分立行政一體與去政治化中做
一衡量，加上去政治化中所謂「去」的對象其實不僅僅是行政權，也包括立法權，因此，做出這
樣的解釋也就不見得有那麼大的不妥了；此外，亦有認為如仔細解讀釋字 613 號解釋，則可以發
現獨立機關在政策層次上，仍有「相對獨立」的可能，詳見廖元豪，前揭註 8，87-88。 

22 金井貴嗣，独占禁止法，青林書院，229 (2002)。公正取引委員會除要求要有「政策中立
性」外，尚要求要有「程序的公正」。即對於違法行為的法律適用、具體審查、審判及審決，其
程序應採公正、中立的立場。 

23 金井貴嗣、川濱昇、泉水文雄編，前揭註 18，416-417（鈴木孝之執筆）。 



 從機關獨立到獨立機關－論公平交易委員會的現在與未來 161 

監督、指揮等力量而影響具體的管制決定，而使管制的目的難以達成24。是以，在

此等情形之下即有設立獨立機關的必要，以盡可能地去除政治力的干預，追求管制

目的的達成。總之，設置專業效能型的獨立機關即應綜合考量到管制事務的專業

性、管制目的的匯流及效率、管制事務的公益性及社會利益團體介入的可能性，來

決定是否要成立獨立機關，並賦予該機關獨立性以求管制目的達成的效率。 

b. 機制的建立 

本諸如此的考量，於專業效能型獨立機關機制的建立即應更進一步著重委員會

組成專業的多樣性、委員會決定過程司法化及審議的要求、政治力的退出等，以落

實專業效能型獨立機關設置的本旨。其中尤應指出者，乃在此所稱政治力的退出乃

兼含排除行政權及立法權等政治部門的干涉而言，是以，不應由行政權或立法權有

單獨主導委員人事權的機會，故制度設計上即應讓政治部門都有參與委員產生的機

會；詳言之，在委員的任命程序上，不應單獨排除立法權的參與25，也不應剝奪行

政權提名及任命的權限26。這也是大法官作成釋字 613 號解釋理由之所在，而中央

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21 條第 1 項但書也是本此意旨而制定。此外，於制度設計

上也應進一步排除委員會內同一政黨掌有過多席次，而使特定政黨對個別管制事務

有介入的空間，故於同條第 3 項中規定同一政黨不得超過一定的比例。 

(2) 分裂預防型獨立機關的設置時機及機制建立 

a. 設置時機 

不同於專業效能型獨立機關在制度設計上較著重於準司法程序，並以之為設立

                                                      
24 類似觀察，詳見黃錦堂，前揭註 1，35。 
25 學者有從行政保留的觀點認為立法者自我擴權應推定為違憲，從而在此種情形的違憲可能性

頗高，如要認定為合憲，即應解釋為我國立法權力補夠完整，因此為強化立法院做為最重要決策
與制衡機關的角色，故有必要給予如此權力以制衡行政部門；詳見廖元豪，前揭註 8，92。但本
文以為從管制事務的達成及獨立性追求而言，這樣的制度設計反而更能達成管制目的，也因此，
違憲性也就不見得有那麼高。 

26 在美國法上，即有學者認為無論如何，不能因此完全排除掉總統的任命權。See Richard J. 
Pierce, Sidney A. Shapiro & Paul R. Verkuil, supra note 5, 96. 這樣的結論也與我國釋字 613 號
解釋的結論相當類似。我國法上亦有學者有相似的看法，詳見劉靜怡，前揭註 3，248。但亦
有認為在我國如通傳會此等獨立機關的立法實驗，釋憲者一方面要以宏觀的分權制衡視野多
方考察，另一方面也應尊重立法者建構基本權利內涵、形成管制政策框架的優先權，而認為
大法官在釋字 613 號解釋對委員產生所為的解釋尚有補充空間；詳見石世豪，「通傳管制機關
立法實驗喊停：釋字第 613 號解釋待續」，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87 期，8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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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分裂預防型獨立機關適合在社會面臨重大變遷或轉型之後設立，包括政體從

專制體制轉向為民主政體、國家經歷重大內戰而使社會分裂為不同團體、經濟體制

面臨變革使社會階段呈現大規模流動等情形。此外，除了社會面臨重大的動蕩之

下，另一個要素就是此等管制事務具有重大政治性，而不同團體間因為社會的變革

而分裂，此等事務的決定，可能影響到分裂社會中不同群體的利益，彼此之間也無

法取得互信；同時，不同團體之間也無法獲得共識，懸而未決的結果，可能使一個

國家的憲政體制難以運作，甚至可能根本地侵及國家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及多數人

民的利益；而循現有體制強加運作的結果，也可能引發其他團體的反彈，而引發更

大規模的動亂。因此，為確保各個團體都可以接受管制事務，即有必要以更具獨立

性的機關行使此等管制事務，以確保各個不同團體都可以信賴在此一事務的執行，

更進一步減免動亂，營造國家在高度公領域及政治性事務上團結的氣氛。 

綜上所述，本文以為在社會面臨重大變遷或轉型之後、管制事務具有重大政治

性、不同團體之間無法獲得共識的情況下，適合設置分裂預防型獨立機關。在此種

背景之下，可以知道分裂預防型的獨立機關則更著重政治中立性的確保27，衍生而

來的制度設計也就更不相同了。 

b. 機制的建立 

由於此等獨立機關在處理不同族群或團體間的緊張關係，因此，要盡可能給予

此等族群或團體之人有參與事務運作的機會，使各個族群或團體均有代表於獨立機

關之中，以消弭族群或團體間高度的緊張關係，並杜絕事後的紛爭於事前。簡言

之，由於此等事務在本質上涉及高度政治性事務，因此有必要以政治性的處理手法

來決定成員、決策程序…等事務。如南非選舉委員會委員的組成，即有學者贊成應

以國會議員六成以上或憲法議會議員六成五以上之同意加以決定委員的組成，以使

各個族群都有機會進入獨立機關，並可增強該獨立機關的獨立性28。我國即有學者

主張在高度政治性的領域中，以政黨席次比例決定席次或甚至由政黨實質決定委員

人選，反而更能維護公正與公平。此時為求公共任務目標的達成，以成員選任方式

                                                      
27 如國家公安委員會即有政治中立性的要求，詳見宇賀克也，前揭註 5，162。當然，每一個獨

立機關均有其各自的要求，並非所有的分裂預防型獨立機關都僅僅著重政治的中立性，有些獨立
機關也可能會著重於其他不同的制度設計。 

28 See Vijay Padmanabhan, supra note 15, 1190-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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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分權化、去政治化的管道，在高度政治敏感性或須斟酌各方政治力相互監督的

領域中，全部或局部依政黨席次比例分派席次，亦可具有正當性29。除此之外，在

制度的設計上更要著重資訊的透明，因此等事務為社會所共同關注，在處理上如有

欠缺極易導致紛爭而浪費社會資源，因此相關資訊的透明度，以及對於資訊揭露的

限制應較專業效能型獨立機關為寬鬆，以藉由社會的力量共同監督該獨立機關的運

作，並提升該機關所為決策的信任度。 

除此之外，也要注意到中央與地方間對於此等事務推動的一貫性，以及對於該

事務進行的經驗傳承30，在此種情形下，即應注意到中央層級的獨立機關在地方要

有一定的據點，並本於相同的基準執行職務，以使各地的執行趨於一致，並可避免

因各地執法標準不一而造成公平性的質疑。本文以為以上所述種種的要求及考量，

在社會欠缺互信的情況之下尤有必要。 

(三) 專業效能型獨立機關要素的建構 

本於以上對獨立機關所為的分類，由於在公平交易事項的管制上，並不涉及社

會分裂下信任度不足的問題，同時該管制事務具有一定的專業傾向，因此，如要對

此等管制事務設置獨立機關，所可能成立的當屬專業效能型獨立機關。是以，以下

所討論者，即著重於專業效能型獨立機關的考量。 

本文以為，本於獨立機關特別著重處理事務時獨立性要求的認知，獨立機關會

有不同於一般行政機關的制度要求，以確保該獨立機關職務運作的獨立性，如比較

美國法上現有的諸多獨立機關，或可將獨立機關歸納出幾個共同點，包括：一、任

命方式為總統提名、參議院同意；二、人數通常為奇數；三、不是按照政黨比例分

配委員人數；四、只有在有法定原因時，才能免職獨立機關的委員；五、委員的任

期是交錯的；六、採共同決定的方式；七、決定程序透明。而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發

展，也是本於實際運作的需求而來，並就各個不同的事務有不同的制度設計31。本

                                                      
29 黃錦堂，前揭註 1，31-32。 
30 See Vijay Padmanabhan, supra note 15, 1192-1193. 
31 See Marshall J. Breger & Gary J. Edles, supra note 12, 1135-1154, 1163-1198 (2000). Richard J. 

Pierce, Sidney A. Shapiro & Paul R. Verkuil, supra note 5, 95-96. 我國亦有學者作類型的歸納，認
為美國法上「獨立行政管制委員會」之組織設計，其特色共有八點：(1)由多數委員會組成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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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為，從以上所討論兩種類型的獨立機關，可進一步闡述出專業效能型獨立機關

發展至今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之處，包括：委員的選任由行政權與立法權共同參

與、委員本身就該管制領域具相關專業素養、委員的任期保障、委員的身分保障32、

具準立法權性質、作成決定具準司法權性質、以委員會的方式組成、獨立機關的決

定不由行政權內的他機關審查，凡此都是我們在建立獨立機關時所可以注意的，也

惟有兼顧此等事項，才能讓管制目的更有效達成33。 

三、獨立機關管制公平交易事務的可行性 

專業效能型獨立機關所要追求的是管制目的有效率地達成，在公平交易事務當

中，其獨立性是否高到應成立獨立機關來行使管制事務；乃至於現行公平會的機關

屬性、未來制度建立的走向及具體內含等，都有待進一步討論。 

(一) 公平交易事務的獨立性要求 

從現行公平交易法觀之，公平會所要處理的事務包括獨占、結合、聯合行為及

不公平競爭，並追求交易秩序的維持、公平競爭的確保、消費者利益的維持、經濟

                                                        
以「合議制」方式行使職權。(2)委員的選任相當重視「政黨」的因素。隸屬同一政黨的委員人數
不得超過全體委員人數的一半。(3)擁有廣泛制頒法規命令的權限。(4)掌有舉行司法裁決的正式聽
證程序的權限。(5)掌有調查權及向法院提起訴訟以強制貫徹其管制任務的權限。而大多數管制委
員會本身即有初級司法裁決權。(6)其所主管者，或係負責其依特定產業的全部管制事項，或係負
責某一特定的業務或特殊的問題。(7)委員在職期間，除有法定事由者外，總統不得任意免除委員
的職務。(8)委員有一定的任期，且其任期不與總統或國會議員的任期一致。同時，委員的任期的
不會同時到期；詳見林子儀，「美國總統的行政首長權與獨立行政管制委員會」，權力分立與憲
政發展，元照，127 (1993)。日本亦有學者認為採取行政委員會的組織型態，特點就是：(1)合議
制機關；(2)於行政權限之外尚有準立法權限及準司法權限；(3)保障職權行使的獨立性；詳見金井
貴嗣，前揭註 22，227。 

32 See Lisa Schultz Bressman & Robert B. Thompson, supra note 11, 616-617. 
33 值得指出者，乃我國有學者以為如公平會具有準司法權性質，則不容讓委員提出不同意見

書。並認為此與美國最高法院的性質不同；詳見賴源河編，公平交易法新論，2 版，元照（謝杞
森執筆），146 (2002)。然本文以為，司法權的本質並不以合議庭一致之判決為必要，在判決中附
具不同意見書以表達個別法官法律見解的不同並無礙於法院判決的權威及效力，是以，不宜以委
員可提出不同意見書為由而認為公平會不具有準司法權之性質。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PROFILER-WLD&DocName=0397418101&FindTyp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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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與繁榮的促進等目的，並有助於技術革新34。由於涉及交易的事務，往往因為

有利可圖而引起許多力量介入市場，企圖干預市場公平競爭的環境，這樣的干預行

為對全球自由經濟市場有相當大的衝擊，並抵觸了市場公平競爭這種跨越國境的

「超越性價值」（Transcendental Value） 35 。是以，在進行公平交易事務的管制

時，所要追求的即為此種「超越性價值」的實踐。而此等超越性價值的管制本身涉

及相當複雜多元的專業考量及社會背景結構對該管制事務的影響，管制機關需要相

當的獨立性才能做有效率的管制，以下本文提出四項判斷獨立性高低的標準作說

明。 

1. 多重專業性考量 

                                                     

我國公平交易法所管制的事務包括獨占、聯合、結合、不公平競爭等行為，此

等管制事務所涉及者，包括市場經濟、法律、產業政策等問題，甚至於決策過程中

也應考慮到消費者保護36及智慧財產權37所造成獨占地位的問題，各個領域的專業

問題均具有相當程度的專業性。而在同一個案件中，對此等專業均須一併加以考

量，絕非傳統行政機關單憑一己之力所可完成的，此時，如可有多種不同背景的專

家組成團隊，對同一問題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並經由審議（Deliberation）

作成決定，再加上決定的過程中確實履行正當行政程序的要求，當可對該當事務作

 
34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與保護之法益─第一條之詮釋」，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

務 第一冊 立法目的、事業、罰則，自版 (1996)。金井貴嗣、川濱昇、泉水文雄編，前揭註 18，
10（泉水文雄執筆）。 

35 這個價值就是市場中立性的要求，在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中，市場的中立性已成為一跨越國
界的超越性價值，而不管是美國的FTC、日本的公正取引委員會或我國的公平會都是為達成市場
中立性管制的要求。See Jerry Brito & Jerry Ellig, “A Tale of Two Commissions: Net Neutrality and 
Regulatory Analysis,” 16 CommLaw Conspectus, 1 , 2 (2007). 更有認為維持公正自由的競爭秩序，可
以「實質地」保障人的自由、平等，維持民主秩序。詳見金井貴嗣，前揭註 22，4。 

36 有關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間的關係，See Molly C. Novy, “Privacy at A Price: Direct-to-
Consumer Genetic Testing & The Need for Regulation,” 157 U. Ill. J.L. Tech. & Pol'y, 174 (2010). Jerry 
Brito & Jerry Ellig, supra note 35, 32-33. Nicholas Bagley & Richard L. Revesz, “Centralized Oversight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106 Colum. L. Rev., 1260, 1278-1279 (2006). 亦可見賴源河編，前揭註 33，
162-168（謝杞森執筆）。 

37 有關公平交易法與專利法間的關係，詳見劉孔中，「以關鍵設施理論限制專利強制授權之範
圍」，公平交易季刊，第 15 卷第 1 期 (2007)。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
之聯合行為管制（上）─以『飛利浦光碟案』中弔詭的競爭關係為核心」，月旦法學雜誌，第 174
期，120 以下 (2009)。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下）─
以『飛利浦光碟案』中弔詭的競爭關係為核心」，月旦法學雜誌，第 175 期，99-100 (2009)。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PROFILER-WLD&DocName=0404932701&FindType=h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PROFILER-WLD&DocName=0216873301&FindTyp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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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最為正確的決定。而這也正是日本將公正取引委員會設為獨立機關的理由，認為

此等事務領域因是以法與經濟融合而做為管制對象的領域，有必要進行基於專門技

術判斷的法律運用38。 

2. 管制效率的追求 

以集合許多的專家於同一機關之中加以審議

並作成決定，而可追求管制的效率。 

3. 利益廣度考量 

                                                     

獨立機關在美國的生成，其實是為因應 19 世紀末社會的變革而來的，經過立

法的授權，使得高度技術性本質的經濟性事務，可以經由行政權就細部涉及人民權

利義務的事項進行規範；此外，為追求有效率地處理專業技術性的公共服務，也允

許行政機關有部分的司法裁決權39。如此獨立機關的歷史生成背景，可以認為獨立

機關的產生是為追求效率及公平而來的40。在國家管制事務多如牛毛的今日，同一

件事可能同時有許多管制事務集結在一起，而形成管制匯流的情形41，於如此的情

況下，將所有的管制事務交由同一機關加以處理，正可以追求管制的效率，而以獨

立機關所具有的委員會組織形式，正可

公平交易管制事務涉及企業經營方向，並影響企業營利甚鉅，美國於 1914 年

FTC的籌設階段，即特別著重此等事務所應具有的準司法性質，並修正政黨及利益

團體的壓力，導入專業性的考量以解決本質上複雜及科技的事務，並據此設立了獨

立機關以為管制42。由於在此等管制事務下，甚至所管制者均為內國具有財力的大

財團，稍有以公平交易法加以管制，即可能使事業者受到為數不小的損害，是以，

可以認為公平交易事務所涉及的事務本身具有高度的利害關聯，也是各方利益團體

所角逐的場域。尤其在全球金融貿易發達的今天，所涉及的利益團體已不限於內國

事業者，甚至常有跨國企業跨足來臺，於我國進行經濟行為，並不時有併購、策略

 
38 丹宗暁信、岸井大太郎編，独占禁止手続法，有斐閣（岸井大太郎執筆），31 (2002)。 
39 施能傑，前揭註 4，142。 
40 See Marshall J. Breger & Gary J. Edles, supra note 12, 1117. 
41 The similar conception, see Molly C. Novy, supra note 36, 178. 
42 See Jerry Brito & Jerry Ellig, supra note 35, 1. Marshall J. Breger & Gary J. Edles, supra note 12, 

1132-1133. 



 從機關獨立到獨立機關－論公平交易委員會的現在與未來 167 

聯盟…等經營手法，問題本身所呈現出來的複雜性已非往昔所可比擬。對於此等利

益廣度極為複雜的事務，如由傳統行政機關加以進行具體的管制，由於行政機關受

到傳統行政權行政一體的影響，而行政最高首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均不免具有政

治性格，當此等利益團體向行政首長施壓時，並以一定合法或非法的利益相誘，此

等行政首長基於其他政策目的或自身利益考量，很難不為所動，而以「上級」之姿

要求「下級」的管制決策單位聽令行事，其結果可能會導致公平交易法所要達到的

管制目標難以達成，而間接地使其他利害關係人或消費者蒙受不利益43。事實上，

即便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美國，亦有指出即便交由獨立機關加以管制也可能產生

管制俘虜（Regulatory Capture）的現象44，是以，具體機制的建立就更是我們應費

心思索的，也惟有如此，才能追求本文前述所稱市場自由競爭的「超越性價值」，

並達成管制目的。 

4. 我國國情考量 

                                                     

由於公平交易的事務通常會涉及有財力的公司於市場上的經營，而根本地影響

到此等公司的營利，故可以預期的，公司將會無所不用其極的在公平會的決定上施

加一定的力道以影響決定的結果。這些力道可能為合法的手段，也可能為非法的手

段，後者包括於程序外對機關內的有權者進行關說，再由上而下對決策機關進行施

壓的情形。倘若這樣的情況發生，即可能會影響決定的正當性及正確性，也無法完

成管制目標，對公益將有嚴重的影響。以我國政商結構觀之，具有財力的財團與政

治人物間的關係相當密切，甚至財團內的要角也是政黨的內的重要幹部；此外，財

團也是政黨或政治人物重要的金主，如此現象均可見財團與政黨間的關係匪淺。因

此，財團就牽涉自己利益的事項向執政黨或透過在野黨議員向行政機關施壓也就並

非難以想像了。雖然目前我們很難確定循不法管道干預市場運作的情形在我國是否

發生，但從我國的政經結構看來，似乎是不得不加以防患的風險，否則等到此等對

 
43 這也是日本將獨占禁止事務交給獨立機關管制的原因之一，詳見丹宗暁信、岸井大太郎編，

前揭註 38，31，39（岸井大太郎執筆）。 
44 See Maurice E. Stucke, “Does The Rule of Reason Violate The Rule Of Law?” 42 U.C. Davis L. 

Rev., 1375, 1460 (2009). See also Maurice E. Stucke, “Better Competition Advocacy,” 82 St. John's L. 
Rev., 951, 1017 (2008).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tf=-1&rs=WLIN10.06&fn=_top&sv=Split&tc=-1&docname=0152967101&ordoc=0345945303&findtype=h&mt=WorldJournals&db=PROFILER-WLD&utid=2&vr=2.0&rp=%2ffind%2fdefault.wl&pbc=B3623E79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tf=-1&rs=WLIN10.06&fn=_top&sv=Split&tc=-1&docname=0152967101&ordoc=0345945303&findtype=h&mt=WorldJournals&db=PROFILER-WLD&utid=2&vr=2.0&rp=%2ffind%2fdefault.wl&pbc=B3623E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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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運作產生戕害的情形發生，要加以補救也就太遲了。從而，本文以為在此種情

形由

成而為的分析，並以之防免競爭市場受到破

壞的風險，以追求市場的公平競爭。 

(二) 我國現行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職權與法律定性 

1. 公平交易委員會的職掌 

之，公平會於當前的運作下，多著重於就既已調查之事項為審議 47 ，在作成決定

                                    

不受政治力干預的獨立機關加以決定是有其必要的。 

以上四點標準在具體判斷時，乃是必須全部加以判斷的，全部都具備始可認為

獨立性高到足以設置獨立機關為必要。詳言之，公平會的管制事務涉及多種專業，

並非單一面向所可以解決的。以委員會的型態邀集多種專業人士一起解決問題是有

其必要的，而以這樣的型態來進行管制事務，並賦予其決定具有準司法權的性質，

正好可以追求管制效率，也有助於事業主本身控制其投資風險。而利益廣度的考量

及國情的觀察也是為追求管制目的的達

從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觀之，公平會所掌有的權限包括政策及法規的擬訂事

項、審議、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的調查、違反本法的調查及其他事項，其中政策事

項除公平會本身的施政計畫及重要措施外，也包括了行政院重大政策的配合45。又

如觀察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條例第 14 條可知，委員會議的權限有政策的審議、行

政計畫方案的審議考核、執行的公告案、處分案、許可案的審核、法規的審議、委

員提案之審議及其他應由委員審議之事項。兩相比較的結果，可知公平會所行使的

職權包括個案的管制事項及政策的擬訂事項兩者，委員原則上並無法直接進行行政

調查，從而，在現行公平交易法的運作下，委員並不具有經濟調查之職權46。換言

                  
45  公平會網站，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List.aspx?uid=9，最後瀏覽日期：

2010/7/7。 
46 詳見黃茂榮，「公平交易法之主管機關」，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自版，651 (1993)。李

建良，「從公共工程弊端談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行政調查權」，月旦法學雜誌，第 18 期，14-15 
(1996)。 

47 從過往公平會所處理的個案看來，公平會在進行處分時，是對法律做解釋的工作，並將調查
完成的事實做具體的涵攝而作成處分。如在臺中市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公會聯合行為案〔公平會
(84)公處字第 004 號〕、高雄市葬儀商業公會聯合行為案〔公處字第 91010 號〕、2003 年 8 月 7
日的臺灣省家畜肉類商業同樣公會聯合會聯合行為案等許多個案中，都在認定是否為公平交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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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並不具有類如司法程序的調查證據及審議程序，從而，要認定現行公平會為獨

立機關即有疑義。 

2. 公平交易委員會的法律定性 

現行公平交易法中所規定的公平會亦採「行政委員會」的組織，集合法律、經

濟、行銷專長的專家學者48，以合議方式進行判斷，依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

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之規定，委員共九人，並得連任，且同一黨籍委員不

得逾委員總數二分之一。決議並經出席委員署名，此外，委員並得依公平交易委員

會會議規則第 6 條之規定，要求將不同意見書載入會議記錄；同時關於案件在委員

間的分配採用輪分或抽籤的方式，以求建立透明的分案、直接的調查以及合議的審

理制度49，在相當程度上，類似司法程序中法定法官原則的制度設計，如此觀之，

似有獨立機關的外觀。但從主管機關觀之，公平交易法所規定的地方主管機關為直

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非如美、日國家直接於地方設有辦事處50，又公平會委員的

產生非如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為總統提名，參議院同意，而是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

任命，未經國會的適度參與。同時，儘管有三年任期之規定，但也沒有任何身分保

障之規定，如是，委員是否會於個案進行管制時受到壓力，並受到去職的威脅也是

相當值得質疑的。再加上現行法制下，委員除了沒有任何身分保障之規定，同時亦

無不得連任的限制。此外，公平會於進行個案管制時，於審查及證據的調查上均未

有如同司法審判之程序，甚至依照公平交易委員會會議規則第 12 條之規定，由審

查委員先對案件進行了解並提供意見，再提交委員會討論；又審議過程中，主席亦

得視需要指定委員參與審查，同時，該委員亦得參與決議，如此可見，對於當事人

程序權的保障相較於司法審判程序也遜色許多，如此，也不能認為我國的公平會具

有「準司法權」之性質。學理上即有認為當前制度下，公平會於獨占、聯合、結合

的管制事務上，兼具有監督主管機關及檢察官、法官的性質，而使地位有所混淆，

                                                        
施行細則第 2 條第 3 款的「同業公會」，當中包括了各式各樣的團體，如農漁會是否為「同業公
會」的概念所含蓋，都是具體管制時判斷的重點；詳見陳榮隆，「同業公會為聯合行為主體之研
究」，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20 期，28-31 (2006)。 

48 賴源河編，謝杞森執筆，前揭註 33，138。 
49 黃茂榮，前揭註 46，652。 
50 賴源河編，謝杞森執筆，前揭註 3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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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混淆了審檢分立的精神而於運作上形同糾問主義一般外，且自行發動並介入調

查的委員也同於委員會議中扮演委員角色，有違司法權審判獨立的本質，從而，即

不能認為公平會具有「準司法權」的性質 51 。又於公平會發布一般性的行政立法

上，其職權也僅止於行政命令層次的行政立法，這樣的權限在台灣的其他行政機關

只要符合授權明確性的要求，也都同樣具有此等行政立法的權限，除與獨立機關本

身所具有的「準立法權」有一段差距外，也不能因此即認為公平會是一個獨立機

關。此外，如對公平會的決定不服，在救濟機制的設計上，亦與一般行政機關為行

政處分的情況同樣要循訴願及行政訴訟管道尋求救濟，此時一旦上級機關實質審查

公平會所為決定，並做出撤銷原處分的決定，也根本地侵蝕了公平會的獨立性。此

等爭訟機制的設定與日本法或法國法52上可直接可向高等法院或上訴法院提起救濟

不同，亦可見立法者眼中的公平會與一般的行政機關並沒有不同。是以，本文以為

若觀察公平會的組織設計及職權，則會發現其較接近於一般行政機關，並不能因此

即認為公平會是一個獨立機關。 

(三) 公平交易委員會現在的不足及其未來 

1. 公平交易委員會獨立乎？ 

                                                     

公平會委員的選任未經國會的適度參與，是否可獨立於行政權的控制而獨立行

使職權即易引發質疑。詳言之，從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條例第 14 條有關公平會職

權之規定觀之，可知由於委員未經國會同意，其正當性僅僅來自於同為行政體系的

行政院長及總統，再加上如前所述，公平會的政策方向也必要與行政院重大政策相

配合，有高度受院會及院長影響的可能性，而難以確保其獨立性。又公平會委員在

 
51 詳見黃銘傑，前揭註 7，99-101；黃教授更認為如公平會這樣的獨立機關，其正當性來自於

擁有準司法程序的設計，而不能與一般行政程序相提併論。賴源河編，謝杞森執筆，前揭註 33，
157-160。作者並認為於不正競爭管制的情形，因公平會立於中立第三者的地位為管制，較接近司
法權所應具有的本質，或可認為此為「準司法權」。當然，目前立法造成審檢地位混淆的情形，
若將來公平會改制為獨立機關時，即應根本地從程序及組織面上修改現有的法律，以達獨立機關
特殊的管制功能。 

52 在法國法上，對於競爭審議委員會的決定如有不服，可於裁決送達後一個月內直接向巴黎上
訴法院提起上訴，請求撤銷或變更裁決。詳見何之邁，「論法國競爭審議委員會」，公平交易法
專論，自版，610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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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職務上，於現行法之下並沒有任何身分保障之規定，如是，委員是否會於個案

進行管制時受到壓力，並受到去職的威脅也是相當值得質疑的。再加上現行法制

下，未將委員任期拉長以稀釋政治力對個案影響性的制度設計53，也無不得連任的

限制，當委員為尋求連任時，即易與具有提名權的行政權妥協，都不見得對公平會

獨立性的確保有所助益54。此外，在現行法下，公平會所為之決定在定性上為行政

處分，一旦對該處分不服仍應循訴願、行政訴訟等一般行政爭訟程序進行救濟，在

訴願的情形下，行政院訴願會也可能實質地對公平會所為決定進行審查，並將公平

會所為的決定撤銷，如此也使公平會決定的獨立性受到嚴重的破壞55。最終，從現

有公平會進行審議的程序觀之，並未採行如同司法審判程序般的嚴謹程序，程序中

也多未給予當事人更多參與及表達意見的機會，在程序上毋寧較接近一般行政程

序，人民也就無法透過嚴密的程序對公平會的執法進行監督，而易對公平會所為之

決定有所質疑。是以，在現行制度之下，即便公平會實際上獨立行使職權而未受政

治力干涉，但由於制衡機制的缺乏，都不免使得公平會的獨立性受到質疑。既然公

平交易的管制事務具有獨立性的要求，而現有的制度復無法確保公平會決定之際的

獨立性，則在制度上即可考慮以獨立機關作為公平交易事務的管制機關，以確保管

制事務本身高度獨立性的需求，並追求管制目的達成的效率。 

                                                      
53 類似觀察，亦可見張其祿，前揭註 2，103。日本並有學者指出如採用短期的任期並透過預算

制約使委員遵從政權的意向，將會侵害獨立性，詳見宇賀克也，前揭註 5，163。詳言之，現行法
公平會委員的任期為三年，代表從同一個總統任期中會有一至二次的委員任命程序，委員可以預
測自己何時任期屆滿，以及之後可能會提名的行政院長是屬那一個政黨，如有意爭取續任的委員
就可能會因此討好當權者，而損及其行使職權時的獨立性。如將委員的任期延長，甚至如同美國
聯邦最高法院般並無任期的限制，在延長委員任期的情形下，現在委員行使職權時無法預料將來
是由誰提名下一屆的委員；在委員無任期限制或不得連任的情形下，委員所為的行為也不見會有
爭取連任的壓力，可本於自己的專業良知做決定，不用顧及行政權或立法權的看法。此等制度的
設計，都比目前公平會委員採用短任期加上得連任的設計更可以確保委員行使職權的獨立性。在
美國，或許本於如此考量，在制度設計上，委員的任期最少為 4 年。See Richard J. Pierce, Sidney 
A. Shapiro & Paul R. Verkuil, supra note 5, 95-96. 

54 賴源河編，前揭註 33，145（謝杞森執筆）。 
55 如「飛利浦光碟案」中，行政院訴願會就曾以台(90)訴字第 067266 號訴願決定書將公平會

(90)公處字第 021 號處分書撤銷。此舉形同上級行政機關可對下級行政機關的決定做了合法性與
合目的性的審查，使公平會所為決定的效力與一般行政機關所為決定的效力無異，更使公平會行
使職權的獨立性大打折扣。有關本案的介紹，詳見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交
易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上）─以『飛利浦光碟案』中弔詭的競爭關係為核心」，月旦法學雜誌，
第 174 期，122-13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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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較法上公平交易事項獨立機關化的制度設計 

從比較法的角度觀之，美國及日本就公平交易事務的管制，均設有獨立機關以

進行管制。在美國稱之為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具有

準立法與準司法權；委員五人採交錯任期制，任期 7 年，同時，對於委員非有不能

勝任、懈怠或違反職務不得免職；又同一政黨的委員不得多於 3 人（無黨籍亦算為

同一政黨）；對委員會所為決定若有不服可直接向聯邦上訴法院提起上訴，請求司

法審查；其權限包括對事業相關資料之蒐集與調查權、收取報告、違反托拉斯法的

調查、違反托拉斯法公司之事業重整調查權、反托拉斯法判決履行狀態之調查、資

訊公開、外國交易狀態調查權、傳喚證人聽取證言權、要求提出書證及閱覽抄錄

權、民事調查請求權、訊問權、命停止不公平競爭或欺罔行為、同意命令權、行政

指導權、向國會提出事當意見報告書56。 

另一方面，在日本則因戰後受到美國影響，就公平交易事務設有公正取引委員

會以為具體管制之機關，該委員會主要為達獨占禁止法而設立的，在組織上雖隸屬

內閣總理大臣之下，但於行使職權時不受內閣總理大臣的指揮監督，其職權之進行

亦獨立於他行政機關、政黨、事業者、事業團體。且於個案管制上採用審判程序，

事後審理對委員所為行政處分不服的事項，而認為具有「準司法權」之性質57。從

而，於具體的制度設計上即有採行職權主義程序的當事人對審機制、審判官、審判

部的制度設計；亦有類似審檢分立的職能分立及迴避制度，並對審判官的資格及身

分保障做了嚴密的規定58。正因為如此，可認為其更能主動地發動其職權，並具有

行政調查權59。此外，法院也授權公正取引委員會有內部規則制定權，並公布公平

交易方法的指定，即容許維持轉售價值商品的指定，而認為具有「準立法權」。在

組織上有委員長一人及委員四人以合議制組成，且年齡必須於 35 歲以上 70 歲以

下，委員長及委員的選任則由內閣總理大臣自具有法律、經濟專長者中提名，並經

                                                      
56 詳見賴源河編，謝杞森執筆，前揭註 33，124-128。 
57 谷原修身，獨占禁止法要論，中央經濟社，259 (2007)。金井貴嗣、川濱昇、泉水文雄編，

鈴木孝之執筆，前揭註 18，418。 
58 黃銘傑，前揭註 7，83、87-89。於 2006 年修法前，程序上也有較為簡易的「勸告審結」及

「同意審結」程序，惟修法後已使程序轉換為一行政處分先行，惟有在當事人不服處分時始向公
正取引委員會要求進行審判；詳見同文，84。 

59 金井貴嗣、川濱昇、泉水文雄編，前揭註 18，416，419（鈴木孝之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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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眾議院同意後由天皇任命，任期為五年，並得連任。又為確保委員職權行使的

獨立性，亦定有非因法定事由不得免職的條款。於委員會內亦設有事務局以進行委

員會所委任的部分審判程序，此外，也設有檢察官以擔任因違反獨占禁止法而構成

犯罪時的審查及告發工作，在決定的做成上，並以審判程序加以決定，以去除一般

行政作用所可見到行政專斷主義的弊端。又在地方層級，公正取引委員會也設有直

屬的地方事務所，以確實地對獨占事務進行管制。又對於公正取引委員會的審決如

有不服，也以東京高等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60，相當程度上，可以認為係以公正

取引委員會的審結程序為第一審之程序，更可見該委員會具有濃厚的「準司法權」

性質。 

是以，從比較法觀之，我們可以發現不論是美國或日本，就公平交易管制事務

的組織都符合上述獨立機關的要素；易言之，此等管制事務於彼國都是交由獨立機

關來行使。對此比較法上的觀察，本文嘗試以表 1 加以表示。 

表 1 美、日、臺公平交易管制機關組織及程序比較 

 美國 FTC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 臺灣公平交易委員會 

委員人數 5 人 5 人 9 人 

任期及相關制度 7 年，交錯任期制 5 年，委員共進退 3 年，委員共進退 

委員之任命 總統提名，參議院
同意 

內閣總理提名，參眾
議院同意 行政院提請總統任命 

身分保障條款 
非有不能勝任、懈
怠或違反職務不得
免職 

不受內閣總理大臣指
揮監督，非因法定事
由不得免職 

未有規定 

政黨比例 同一政黨不得多於
3 人 未有明文 同一黨籍不得超過委

員總數 1/2 

準立法權 √ √ 與一般行政機關同 

準司法權 √ √ × 

救濟機制 向聯邦上訴法院提
起上訴 

東京高等法院為第一
審法院 與一般行政處分同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60 谷原修身，前揭註 57，259-261，262-263。丹宗曉信、岸井大太郎編，前揭註 38，31-32

（岸井大太郎執筆）。以上所述，中文文獻亦可見賴源河編，前揭註 33，133-136（謝杞森執
筆）。金井貴嗣，前揭註 2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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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美、日法制均以獨立機關作為公平交易事務的管制機關；然而，以獨立機

關做為公平交易的管制機關亦非舉世皆然，究竟以獨立機關的形式為管制會面臨怎

麼樣的挑戰，又制度上要如何化解此等疑慮，這也有待於下文中加以探討。 

(四) 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運作的未來─制度的重建 

既然在法理及比較法上都可認為有關公平交易事務在我國以獨立機關加以管制

為適，則行政院組織法第 9 條將公平會導向獨立機關的方向也就值得肯定了。然

而，正確的方向必須輔以適當的配套，也因此，既有的諸多子法也有隨之改弦更張

的必要。以下，本文嘗試提出公平會制度變革的配套措施以供參考。 

1. 公平交易委員會做為獨立機關及其類型 

以獨立機關的組織型態管制公平交易事務，在比較法上是有例可尋的，但學理

上亦有指出幾點疑慮，其一，對於獨立機關的人事、預算幾乎沒有制約，由於賦予

獨立機關對於該當事件是否加以審判有裁量權，在舉證困難及新型態的事件中，即

可能有不加以處理的可能。再者，對該當事務全權委任給獨立機關，也可能產生執

法上有恣意的情形，在制度設計上也缺乏對之加以制衡的功能。最終，以獨立機關

處理全部公平交易相關事務也會有弊害，特別在不公平競爭的情形，當事人間利害

關係的網絡相當微妙，以獨立機關單方面、統一地加以處理，不但失去當事人間紛

爭解決的意欲，也剝奪了紛爭解決的手段，這也是相當危險的61。 

對此，本文以為此等擔憂主要針對獨立機關的制衡機制問題，實則，從制衡的

角度觀之，現有的機制也非全無制衡的可能，如對於獨立機關的決定，司法機關並

非全然沒有置喙的餘地。此外，以嚴密的決策程序來作成決定，讓當事人及利害關

係人可以在程序中加以監督也不失為一制衡方式。又在配套的制度設計上，資訊的

透明也同樣可以讓機關在行事上不敢恣意行事，都是現有法制上可行的制衡方式。

是以，以此等指摘而認為不應以獨立機關加以管制即不見得具有說服力了。本文以

為，對於公平交易事務，從事務本身的強烈公益性及多方專業的混雜、牽涉利益的

                                                      
61 谷原修身，前揭註 57，26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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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度、我國國情及管制目的及效率的達成等面向觀之，都足以認為此等事務需要極

高的獨立性，從而，也足以認為其以獨立機關加以管制是較為妥當的。至於所設立

獨立機關的型態，因此種管制事務不涉及社會中族群、團體及黨派的分裂，因此並

非設立分裂預防型獨立機關，而應以設立專業效能型獨立機關為妥。 

2. 制度設計的重點 

由於目前公平會在組織上並非獨立機關，但本於上文中的討論，可知公平交易

事項具有獨立性的要求，是以有改制為獨立機關的必要。於組織設計上，委員的組

成可仿傚法國立法例，多元地網羅產、官、學界中法律、經濟、社會、行銷、智慧

財產、消費者保護…等諸多領域的專家組成或邀請其參與鑑定程序62，以確保在管

制匯流的情況下，可兼顧到多元的法益，並追求管制上的效率。而委員於任命之前

也以由立法及行政兩權力部門共同參與為妥，以使其可以從這兩個權力部門都獲得

權力的正當性基礎；因做為獨立機關的公平會在編制上為行政院下的機關，而為相

當於二級機關的獨立機關，如此也符合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21 條中，由一

級機關首長提名，立法院同意後任命的要求；然於決定委員時也應注意到委員的政

黨比例，不應使某一政黨傾向的委員達總數的半數以上，以達專業效能型獨立機關

去政治化的要求。同時，也應使公平會具有更為廣泛的行政立法權能；同時於決定

程序上也應本諸其準司法性的本質嚴格化審議的程序，甚至可以進一步將審議程序

區分為簡易程序及通常程序而為不同的設計。此外，在行政爭訟程序上，也不應由

上級機關做訴願決定，而可直接向行政機關提起訴訟，以免害及獨立機關所為決定

的獨立性 63 。又本於暫時權利保護及保全將來執行可能性的思考，也可設計假扣

押、假處分及定暫時狀態處分的制度，交由公平會加以決定，以落實獨立機關準司

法性的本質64。相信做為獨立機關的公平會如有這樣的設計，當可更有效率地達成

                                                      
62 類似見解可參見何之邁，前揭註 52，594。 
63 然在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度第 3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所作成的結論，仍認為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雖為獨立機關，但如對其所為決定不服，仍應先提起訴願，如對訴願決定不服，再提起
行政訴訟；詳見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度第 3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司法院公報，第 51 卷 3
期，134-136 (2009)。如此見解實值得檢討，本文限於篇幅，對此不擬過於細膩地探討，留待將來
撰文討論。 

64 正如法國法即有簡易程序的制度，在個案中並可由競爭審議委員會就緊急情況採取一定的處
分；詳見何之邁，前揭註 52，608、61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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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目標。 

實則，將公平會的組織改造為獨立機關，也可充分保障人民的權利，蓋因一旦

公平會為獨立機關，本於獨立機關準司法性的本質，於調查證據、作出決定即必須

適用司法程序，以符合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而有助於當事人實體權利的保

障及相關利害關係人程序權的保障 65 ，也是在追求效率之虞所可追求到的利益之

一。 

四、結語 

獨立機關的運作及制度的設計本來就具有很大的彈性，如觀察從以往到今日的

獨立機關，可以分為專業效能型及分裂預防型獨立機關兩種型態，而公平會的管制

事務則應屬專業效能型的獨立機關。綜合以上的論述，可以發現現有的公平會在作

成決定時，儘管公平交易法第 28 條規定公平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公平交易

委員會組織條例第 13 條規定委員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然實際上不一定可以追

求決策本身的獨立性，而有加以改善的必要。一個良好的管制本來就應符合決定

「產出的合法性」及「投入的合法性」兩者66，現行公平會的決定難以擔保決定的

獨立性，連帶的，也使其決定的公信力下降許多。在行政院組織法中，將公平會改

制為獨立機關，本諸獨立機關的諸多制度設計，確實可使決定兼顧更多元的利益及

不同的專業，並去除政治力的干預，其決策將較優於現有體制下公平會的決定。同

時，以獨立機關為決定本於其準司法的性質，於作成決定時也要踐行類似司法的程

序，可確保決策更為妥切，同時可追求專業與效率。此外，將公平會設置為獨立機

關，從管制實效性的角度觀之，也都是較為妥當的做法。 

就專業效能型的獨立機關，本文的討論僅將討論的重點著重在是否要設置獨立

機關進行管制，以及一旦設置獨立機關後，在制度上要以何等組織及程序以確保獨

立機關運作時的獨立性，至於獨立機關的課責性問題則非本文所討論的重點。可以

預期的，將公平會改制為獨立機關後，在制度上也還有許多有待努力的空間，包括

                                                      
65 類似見解，亦可見賴源河編，謝杞森執筆，前揭註 33，155。李建良，前揭註 46，16-19。 
66 張其祿，前揭註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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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閱卷的規定、衍生的事後爭訟制度67、證據調查與司法審查間的關係68、調

查及決定程序的細緻化，如單純涉及公平會及當事人間的獨占、聯合、結合的管

制，以及涉及多方民間當事人與公平會間的不公平競爭之管制，程序上都有更進一

步細緻化討論的必要，甚至也可如同外國立法例般，將此等管制事務分由不同的管

制機關負責；當然，如此行之也應顧及管制效率的問題。除此之外，在我國民主化

與轉型脈絡及社會相當程度分裂的情況下，究竟有無分裂預防型獨立機關存在的餘

地，從獨立機關的研究來看，也都是相當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67 有學者從訴願制度的功能著眼，認為針對獨立機關所做的處分亦應先進行訴願，才符合憲法

保障訴願權的意旨；詳見陳淑芳，「獨立行政機關與訴願制度」，月旦法學教室，第 82 期，105-
113 (2009)。在立法政策上，訴願的設計可就專業性的角度加以思考，如訴願審議機關集中許多專
業於其中，即難以就特定專業類型進行審議，此時採取分散式的設計，由具有同樣專業者加以審
議或許較為可行。實則，儘管採取如此的做法，一方面高估了訴願的監督效用；他方面由於行政
權內部仍有機關可對獨立機關的決定加以否定，也可能根本地侵害到獨立機關的獨立性；再者，
訴願會人員的選任及決策的獨立性也值得質疑，是以，是否可行本身是有待檢討的；詳見黃錦
堂，「通訊傳播委員會行政處分之訴願管轄機關─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 12 月份第 3 次庭長法官聯
席會議決議之評論」，台灣法學，第 124 期，210 (2009)。黃教授於另文中並主張當司法可進行強
力監督時，他面向的監督即可考慮略為調降；黃錦堂，前揭註 1，30。較為可行之道或許是如
美、日立法例般直接向司法機關提起行政訴訟。但緊接著的問題是，法院面對如此的問題時，究
竟要積極地介入審查，或消極地尊重獨立機關的專業決定，學理上有從民主正當性的角度觀之，
主張要積極介入審查。See Randolph J. May, “Defining Deference Down: Independent Agencies and 
Chevron Deference,” 58 Admin. L. Rev., 429 (2006). 當然，此等問題也有待將來進一步地討論。 

68 參見黃銘傑，前揭註 7，94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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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gency Need Independent to Independent Agency 

－ The Now and Future of Fair Trade Commission 

Shin, Nian-Feng ∗ 

Abstract 

Taiwan has confirmed the institution of independent agency since Legislative Yuan 

approved the “Basic Code Governing Central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Organizations” in 

2004. In 2010, Legislative Yuan also revised the “Act of Executive Yuan’s organization”, 

confirmed three independent agencies. In Taiwan, there are few academic discussions 

about what kind of affairs need use independent agency to deal with, and laws also do not 

have clear stipulations. These situation let our country does not have any clear standard on 

using independent agency to regulate affairs or not. This article observes the operation of 

independent agencies in the world, and classifies it. Then I analyze the establish standards 

and the outline of institutions in both kinds. Besides, this article also uses the method of 

dogmatic, and provides institutional suggestions which conform to constitutional system in 

Taiwan. Finally, I will review the fair trade affair by the theory that established in this 

article. This article concludes because this affair has convergence among many kinds of 

high professional areas; intertwine many interest groups; the social contract in Taiwan.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cannot ensure the independent of this affair in current rule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pprove article 9 of Act of Executive Yuan’s organization which 

had been revised in February, 2010. It could pursue the efficiency of regulation if Fair 

Trade Commission is an independent agency. Besides, this article also applies many 

necessary measures to fulfill the purpose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Keywords: Independent Agency,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Divided Society, Convergence 

of Regulation, Efficiency of Regulation,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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