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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年美國休曼法（the Sherman Act）通過
 1914 年克萊登法(Clayton Act)
 1985年實施競爭法的國家僅31個
 1992年我國公平交易法生效施行
 2008年中國大陸反壟斷法生效施行
 2010年 ICN（國際競爭網絡）調查46個國家中，
有43國修法加重反競爭行為的罰則、35國賦予競爭
法主管機關更大的調查權

 2018年實施競爭法的國家已超過12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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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反托拉斯法趨勢

競爭值得鼓勵：
「我們每天的食物，不是來自於酒商、肉販或麵包師父的
善心義舉，而是來自他們的自利心。」

競爭需要保護：
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 (Adam Smith 1776年)名言：
「從事相同交易者之聚會，鮮少僅為了娛樂，而不涉及對
公共不利之共謀或企圖提高價格… … 。」（同行相忌）

“People of the same trade seldom meet
together . . . , but the conversation ends in a
conspiracy against the public, or in some
contrivance to raise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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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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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爾(secret cartels)係指競爭者之間，下列行為：
1、固定買進或賣出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the fixing of 

purchase or selling  prices or other trading conditions ）
2、分配生產或賣出配額（the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or 

sales quotas）
3、區分市場（the sharing of markets：包括：4、5、6)
4、綁標（bid-rigging）
5、限制進口或出口（restrictions of imports or exports）
6、其他任何反競爭之行為（and/or anti-competitive actions 

against other competitors）

上述卡特爾行為違反歐盟運作條約§101（Article 101 of TFEU）
【2006Commission Notice on Immuntiy from fines and 
reduction of fines in cartel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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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休曼法第1條：
「任何以契約或以托拉斯或共謀形式，限制美國各州間或與外國間之貿易或商業
者，被認定為違法。任何人有此作成任何契約或進行任何聯合或共謀者，等行
為而應視為觸犯重罪，且經定罪，其若為法人（a corporation），應處以1億
（美）元以下罰金，若為其他個人（any other person），則依法院之裁量，
處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1百萬（美）元以下之罰金。」

Sherman Act §1
Every contract, combination in the form of trust or otherwise, or
conspiracy, in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is declared to be illegal. Every person who shall
make any contract or engage in any combination or conspiracy hereby
declared to be illegal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 felony, and, on
conviction thereof, shall be punished by fine not exceeding $100,000,000
if a corporation, or, if any other person, $1,000,000, or by imprisonment
not exceeding 10 years, or by both said punishments,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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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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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主管機關如何分辨業者間的資訊交換，其意圖究竟是為提升經營效率？

還是為了達成卡特爾之共謀（conspiracy）?

「競爭者之間的直接資訊交換」(direct exchange)

「間接資訊交換－『中心軸輻模式』資訊交換 (“hub & spoke ”

exchange)：上游廠商作為輪軸（ hub），下游廠商為輪輻（ spoke）

「效率抗辯」：事業(被告)主張效率抗辯，要自負舉證責任(cf.美國the rule 

of reason : A quick look approach 直接檢視被告的效率抗辯 )

「損害理論」(Theories of Harm)

 偵測及證明：直接證據（寬恕政策）及間接證據(direct  & indirect 

evidence)推斷(infer)合意存在

資料來源：2016年OECD—韓國政策中心競爭計畫「資訊交換:效率之提升或卡特爾之偽裝?」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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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爾與資訊交換

禁止規定 刑事罰

A.法人 B.個人

行政罰 備註

美國休曼法(1890)

第1條

A.1億（美金）以下之罰金

B.10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100萬

元以下之罰金

（未設行政罰則） 罰金（criminal penalties）

部分，亦得以違法行為所得

利益或所生損害額之2倍為

上限

歐盟運作條約（TFEU）

第101條

(未設刑事罰) 最近年度之全球營業額

10%以下之罰鍰(fines)

對於個人，未設有刑事及行

政罰則

德國限制競爭法第1條 B.5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180萬

歐元以下之罰金（圍標罪）

德國刑法第298條

100萬歐元或最近年度之全球營

業額10%以下之罰金

對於個人，得處以100萬歐

元以下之罰鍰

日本獨占禁止法

第3條後段、第7條、第7條之2、

第8條之3、第89條、第95條

A.5億日圓以下之罰金

B.3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500萬

日圓以下之罰金

違法期間營業額一定比率之罰

鍰

對於個人，未設有行政罰

韓國獨占規制及公平交易法

第19條、第22條

A.2億韓元以下之罰金

B.3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2億韓

元以下之罰金第66條

最近3年之平均年度營業額10%

或20億韓元以下之罰鍰

(surcharges)

對於個人，未設有行政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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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卡特爾規範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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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宗旨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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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定本法。（公平法 §1）

【領域】— 屬經濟法（經濟政策）範疇

【手段】—行政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水平及垂直)

& 不公平競爭行為

競爭法保護競爭而非保護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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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立法宗旨

我國聯合行為規範說明
及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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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稱聯合行為，指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

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

價格、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

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

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14第1項）

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15第1項本文禁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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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行為定義

 消弭競爭事業間的敵對性→把敵人變朋友

 廠商更快速、更省力的壟斷市場→ 大家得忍受高價格和
低品質

 麻痺自由經濟的中樞神經→戕害汰弱留強的市場機制

【美國最高法院近100年來認為，水平共謀提高價格是當然違法限

制競爭行為的典範，旨在徹底消除價格競爭，麻痺經濟中樞神經系
統〝horizontal agreements with the purpose and effect of
raising prices are per se unreasonable because they pose a
“threat to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of the economy”
【United States v. Socony‐Vacuum Oil C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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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行為的危害(規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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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之定義：公司、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其他提供商品或

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2第1項）、同業公會或其他依法

設立、促進成員利益之團體（§2第2項、§14第4項）

複數行為人  2家以上事業

同一產銷階段 水平競爭關係 v. 垂直交易關係

潛在競爭關係 只要事業客觀上相當條件，於案關市場提
供相同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即可認定具有「潛在競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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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主體：具競爭關係之事業間

1.【行為主體】 具競爭關係之事業間

2.【合意】 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3.【合意之內容】 相互約束事業活動

4.【聯合行為之結果】足以影響市場功能

13

聯合行為之構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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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意：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
正式協議 or君子協議
明示 or默示合意(an agreement, express or tacit )
Q: 演算法及人工智慧(AI)?

 契約、協議：例如，銀行間開會協商利率調整事宜，並訂出其定
存利率調幅以2碼為限之合意，即屬「協議」

 其他方式之合意：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
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 (§14第2項)

例如：一致性行為（concerted action）
→  事業間不具法律與事實上拘束力，惟經意思聯絡形成合意後

所導致之外部一致性行為；事業以實際行動配合參與，亦為
合意

★判斷重點：事業間以意思聯絡對彼此採取聯合行為達成共識
(meeting of minds) 即合意，明示或默示均屬之(an
agreement, tacit or express) v.獨立決策【Starr v.
Sony BMG Music Entm’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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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意: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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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行為
（concerted action）

「單純價格跟隨行為」
或「平行行為」
（parallel action）

內在意思聯絡
直接及間接證據

(附加因素plus factors）

×
（最高92年判字第1798

號）

外部行為一致性 外部行為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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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行為 v.價格跟隨(平行行為) 

美國第四上訴巡迴法院：要確認共謀本質及存在，證據必須合理證明，被告
間有意識的承諾實現違法目標的計畫；「平行行為」（parallel action）不
足以證明共謀，平行行為並不違法，除非有附加因素(plus factors)與平
行行為一起考慮，推斷(infer)出共謀(合意)存在【Apex Oil Co. v. DiMauro ,
822 F.2d 246, 253 (2d Cir.4 1987). 1987】

一致性行為的2個要件： 1.內在意思聯絡＋ 2.外部行為一致性

工業用紙案

聯合行為之違規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
含在內，……。

透過間接證據(indirect evidence)之採證與分析，可合理推論若非事業
間採取聯合行為時，否則無法合理解釋市場上一致性行為現象時，即可
推論有聯合行為之合意存在，亦即在聯合行為乃事業外部行為一致性之
唯一合理解釋之情形下，可認定事業間有聯合行為。

Parallel conduct alone may support an inference of conspiracy , moreover,
if it consists of “complex and historically unprecedented changes in
pricing structure made at the very same time by multiple competitors,
and made for no other discernible reason.”

【 Apple E-Book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SECOND CIRCUITDecided: June 3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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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意:一致性行為案例
【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26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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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關係企業間是否會構成聯合行為？
【105年5月12日公法字第10515602811號令】

關係企業間彼此利害關係同一，基於集團整體利潤極大化
之考量，接受集團「同一決策主體」之指令從事經濟活動，
難謂具有經濟獨立性與自主決定能力。是倘具有控制從屬
關係之「同一經營團隊」所為「單一行為決意」，就集團
旗下各公司所持有及經營之百貨商場辦理共同行銷，尚與
聯合行為具競爭關係同一產銷階段事業「合意」之要件有
間
★判斷標準：有無「經濟獨立性」與自主決定能力

→關係企業間具有實質上控制從屬關係者，不具
經濟獨立性與自主決定能力

20

解釋令

聯合行為之合意，得依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
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當依據之因素推定之
（§14第3項）
 市場結構、產品性質、交易態樣
 案例：工業用紙案、鮮奶案

公平會綜合對具體案件之調查蒐證結果，考量§14第3項相
關因素後，已可合理懷疑事業間存有合意者，得推定事業間
有合意之存在。

★推定之效果舉證責任轉換至事業：事業若欲推翻此推定，須
提出相當之事證

19

合意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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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判字第22號判決】

「公平交易法第7條(現行第14條第1項)所規範之聯合行為，係以『足以影響

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為要件。而所謂『足以影響』市

場功能，乃客觀上對市場有發生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

能，限制競爭效果之危險者，即屬之，並不實際上發生限制競爭效果為必

要。換言之，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前段(現行第15條第1項本文）所

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禁止義務之行為，為危險犯，並非實害犯。」

【104年度判字第181號判決】

所謂價格聯合行為，非指必同幅度或同一價格水平，只要業者間之合意，

使得某特定期間之價格有異常之僵固或上揚趨勢，並因此影響該特定市場

之供需功能即已足
22

足以影響供需之市場功能

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

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14第1項）
例示規定

 價格（P） Ex：約定聯合漲價、同業公會訂定收費標準
 數量（Q）、技術、產品、設備 Ex：運輸業者集體減班、共同約定禁

止某種引進先進技術或設備、限制產銷數量、約定產量分配
 交易對象、交易地區 Ex ：約定互不搶客戶、或劃定分配營業區域
概括規定
 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 Ex ：限制節目之播出時段、約定禁止生

產某一類型之產品

21

合意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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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聯合行為形成與維持之因素 不易形成或維持

1.市場結構-事業的數量（多寡） 多

2.市場結構-參進障礙（高低） 低

3.市場結構-占有率高低差（差異大
小）

大

4.市場結構-交易資訊透明度（資訊
公開與否）

低

5.廠商結構-產品異質化（大小） 大

6.商品或服務之價格需求彈性（大小） 大

7.供給面變動-生產成本結構差異
（大小）

大

影響聯合行為形成與維持之因素

解釋令【105年3月1日公法字第10515600941號令】

標準：
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市場
占有率總和未達10％者，推定不足以影響
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例外：
但事業之聯合行為係以限制商品或服務之
價格 (P)、數量(Q)、交易對象或交易地區
為主要內容者，不在此限

23

微小不罰：推定不影響市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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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15第1項但書）
統一規格或型式 EX：銀行業IC晶片卡規格與清算中心（第1
款）

共同研究開發 EX：IBM與Motorola共同研發晶片（第2款）
專業化發展 EX：大安溪砂石開採（第3款）
輸出、輸入 EX：玉米、黃豆合船進口（第4 、5款）
不景氣聯合 EX：人造纖維業聯合減產（第6款）
中小企業聯合 EX：補胎業共同定價（第7款）
概括規定：其他促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或經營效率（第8款）

期限(§16)
最多5年
期限屆滿前3個月至6個月得申請延展

26

例外許可

影響交易秩序重大! !
原則禁止：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15第1項本文）

歐盟：核心卡特爾行為（Hard Core Cartel）即認定其
影響市場重大，無庸再做經濟分析

美國：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不得以反正推翻

例外許可：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申請並
獲公平會許可（§15第1項但書）

25

違法聯合行為之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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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責任（§34）
事業違反聯合行為規定，經行政罰而屆期未停止、改正、更
正其行為，或停止後再為相同為反行為者，處行為人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科或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先行
政後司法】

民事責任（ §29、 §31）侵害他人權益
侵害之除去及防止
損害賠償
損害賠償數額上限：如為故意行為，被害人得請求已證明損
害額之3倍

28

違法聯合行為之法律責任(續)

行政責任（§40第1項）
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5千萬元以下罰鍰

【連續罰】屆期仍不改正加重處罰，按次處新臺幣20
萬元以上1億元以下罰鍰

【寬恕政策】 (§35)免除或減輕罰鍰←100.11.23新增
（下一堂課）

【提高罰鍰】 (§40第2項)情節重大者得處該事業上一會
計年度銷售金額10％以下罰鍰
←100.11.23修正

27

違法聯合行為之法律責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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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相關市場影響
 本案相關市場界定為「大台北地區車用液化石油氣
零售市場」

 100年大台北地區加氣站業者之供氣量總計40,333
公噸，其中本案9家業者之供氣量計26,112公噸，
占全體大台北地區業者之供氣量比例高達64.7％，
是該9家業者合意自100年4月取消每公升1至2元
之現金折扣，對本案液化石油氣零售市場供需功
能已造成影響

30

案例1（續）

行為主體

大台北地區9家民營加氣站業者(公司組織)屬公平法§2所稱之事業

合意方式及內容

大台北地區9家民營加氣站業者本於不為價格競爭之默契或共識，

對於100年初有業者推出現金折扣(每公升折價1-2元)所形成之同

業競爭壓力，9家業者乃藉100年3月22日聚會時，合意於同年4

月取消現金折扣，係屬不為價格競爭之聯合行為

29

案例1：加氣站聯合取消現金折扣
【102年1月31日公處字第1020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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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主體

 記帳士公會係依記帳士法組成之職業團體，為同業公會，屬公平交易

法規範之事業（§2第2項）

合意方式及內容

 被處分人於理事會中就「有關記帳及報稅業務所收公費，其報價應不

得低於財政部所核定之收入標準，即每家每月2,500元。」之事項作成

決議。並行文全體會員「建議會員報價盡量不低於財政部所核定之收

入標準，即每家每月台北市2,500/台北縣2,000元。」

32

案例2: 記帳士公會決議收費標準
【101年8月9日公處字第101096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實務見解：一致性行為(非單純價格跟隨)
【103年2月26日102年度訴字第1072、1606號】

會議內容雖僅為一般性會務報告及討論，惟原告等取消現金

折扣優惠之合意，係基於會後餐聚時同業所形成之共識，

雖非該次會議一般性會務及討論結果，然原告等為2個以上

事業，在明知且有意識之情況下，透過類似聚會等機會交

換經營意見，就其未來之市場行為達成不具法律拘束力之

共識或瞭解，形成具有意思聯絡方式之外在市場行為之一

致性，核諸上開說明，皆屬於聯合行為之合意，並非僅為

單純價格跟隨行為，而係具有意思聯絡之聯合行為

31

案例1（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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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實務見解：約束事業活動為聯合行為
【 102年10月23日102年度訴字第751號】

 同業公會之章程或其會員大會、理監事會所為決議，是否符

合(行為時)公平交易法§7第4項所稱「約束事業活動」，不得

僅自形式上依章程或決議之用語是否具有強制性，或對於不

遵守者是否定有罰則而為判斷

 尚應綜觀同業公會於上述會議中訂定章程或作成決議之動機

與目的，及章程或決議之內容實質上已否對會員產生一定規

制效果等因素而定

34

案例2(續)

對相關市場影響

 99年度被處分人之會員於臺北市及新北市地區申報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案件約占非屬會計師簽證申報案件總數15％

 同業公會聯合約定下限價格，將使交易相對人不得不支付

該下限標準費用，阻卻會員追求經營效率，提昇商品或服

務品質之意願；倘聯合約定上限價格，除扼殺會員提供高

品質商品服務之誘因外，交易相對人亦無由要求提昇商品

或服務水準

33

案例2(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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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司法部（DOJ）於2007年指控日本夏普、韓國三星、LG、
台灣華映、友達、奇美電等公司，涉嫌自2001年9月到2006
年底，以卡特爾操縱全球面板價格，並對台、日、韓三國的
面板大製造商，提起反托拉斯訴訟
 2008年判決:
寬恕政策:韓國三星因而免除刑事訴追
認罪協商:韓國LG遭裁處4億美元罰金，奇美和華映則分別被

罰2.2億和6500萬美元罰金，且公司主管需服6至9
個月有期徒刑（2016華映銷售主任被判6個月徒刑）

不認罪:我國友達於2012年9月被美國加州舊金山巡迴法院裁
定5億美元罰金（約147.5億元台幣），公司主管則被
處3年有期徒刑及20萬美元罰金

36

國際案例1—操縱全球面板價格案

國際卡特爾案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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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演算法(algorithm)，係指任一良好定義(any well-defined)之計算程序
(computational procedure)，在計算程序中投入(input)某些數值或一組
數值，並產出(output)某些數值或一組數值；

機械學習演算法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其中強化型學習
(reinforcement learning)係以特定目標為導向，由演算法自行發現規律
(型態識別pattern recognition)，藉由從所有數據資料與經驗中不斷學習，
隨時調整設定特定參數，以達特定目標(例如，利潤極大化價格)

強化型學習訂價演算法(learning pricing algorithm) 面對目前市場情況選
擇一個最佳定價模式

人工智慧(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夠執行相當困難度任務的智能體
(智能代理人Intelligent Agents)，其運用學習訂價演算法，藉由不斷嘗試與失

誤(trial and error)，找出面對當前市場之最佳策略(更新訂價模式)
38

價格演算法(Pricing Algorithm) 及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與聯合行為

2012年4月11日美國司法部(DOJ)及德克薩斯州及波多黎各自由邦
及哥倫比亞特區等31個州和2地區，對Apple與5家出版商被告共
謀(had conspired)提高電子書價格，違反休曼法§ 1 及各州反托拉
斯法律提起2個民事反托拉斯訴訟(a pair of civil antitrust actions)
紐約州南區地方法院判決(the judgment of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Apple與5家出版商被告構成軸輻式共謀
(a“hub‐and‐spoke” conspiracy)

Apple之禁制令(an injunctive order with preventing future
anticompetitive harms)

5家出版商被告與DOJ簽署同意裁決(consent decrees)
2015年6月30日第2巡迴上訴法院判決：地方法院1.2.均維持

(Affirmed)

37

國際案例2—Apple  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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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2016歐盟Eturas案

事實：E-TURAS公司為E-TURAS線上旅行訂位系統 (booking platform)之管理者

(administrator)，使用該平台之30家旅行代理業者(the platform user；travel agencies) 與

競爭對手用同一個系統，就折扣達成暗默勾結，形成以E-TURAS為核心(Hut)之軸輻

式聯合行為(Hub-And-Spoke Concerted Practices)，經立陶宛(Lithuania)競爭法主管機關

認定E-TURAS公司及30家旅行代理業者構成聯合行為，業者及主管機關上訴

立陶宛最高行政法院向歐盟法院提出2個問題：

Q1.是否E-TURAS平台管理者向使用者發出維持折扣的訊息即推定使用者知悉因此

該當違反歐盟運作條約Artcle 101 TFEU?

Q2.若前述答案為否定，認定使用者參與聯合行為之要素(factors)為何?

資料來源：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40

The digital Cartels(續)

美國DOJ2015年起訴2起利用演算法監控價格並與競爭對手協
議提高價格及2016年Uber案

【案例1】Topkins案 利用客製化演算法程式將海報價格提高，一
旦競爭對手同意，演算法自動將價格維持固定

【案例2】Aston案在Amazon平台提供的配對最低價格演算法(Match
Low Price)與競爭對手達成維持或提高價格合意(傳統
演算法)

【案例3】Uber案利用訂價演算法達成司機之間對車資的軸幅式共
謀 (Hub-And-Spoke Conspiracy) (合意推定)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電子報(106年7月19日第79期)及(108年7月17
日第127期)

39

The digital Cartels(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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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歐洲法院：肯定平台管理者與使用者之間合意可能構成聯合行為

重點在於舉證責任(the burden of proof)及合意推定

推定平台使用者知悉系統管理員的訊息，構成聯合行為共謀，除非被推定之使用者

(旅行業者)已採取必要步驟與該聯合行為保持距離；換言之，合意推定涉案事業可以

反證推翻(例如：證明已明確向系統管理者表示反對；仍持續給予高於3%折扣)

立陶宛最高法院將平台使用者分成三種：

1.知悉該折扣限制且未表示反對者

2.知悉但表示反對者

3.無足夠證據證明知悉者

結論:只有第1種構成聯合行為

資料來源：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41

The digital Cartels(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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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1段2之2號12樓
本會服務中心：(02)2351-7588轉380
南區服務中心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政南街6號9樓
南區服務中心：07-723-0022
網站：www.ftc.gov.tw

44

事業應避免涉及聯合行為
(要有聯合行為違法意識)

43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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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政策簡介

實體規定

程序規定

2

簡報目次

國際潮流下我國反托拉斯法
執法規範與走向

寬恕政策與檢舉聯合行為
獎金發放辦法簡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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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秘密性」，外人不易窺伺內部運作←藉由
「insider」（內部人）提供證據加以突破

2、參與者認為符合商業道義

3、協議多涉及價格（P）、產量配額(Q)

4、監督、懲罰及補償機制

5、以「同業公會」、「協會」作掩護

6、不穩定性(外部面臨潛在競爭者競爭壓力與內
部則有聯合行為參與者之間利益衝突)

4

聯合(卡特爾)行為之特性

寬恕政策（Leniency Program/Policy）
係指，在執法機關尚未知悉或尚未充分掌握卡特爾
（聯合行為）違法事證前，
對於提供違法事證並協助調查之涉案成員，
給予免除或減輕處罰之優惠，

藉此提高違法卡特爾案件之查處成效，強化嚇阻

違法卡特爾行為之制度

3

寬恕政策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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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各國反托拉斯法對卡特爾制裁方式，可區分
為二類：
刑事寬恕－免於刑事訴追 ex:美國
行政寬恕－免除或減輕行政罰鍰 ex:歐盟

我國公平交易法對聯合行為之處罰採「先行
政後司法」→行政寬恕

6

寬恕政策之類型

賽局理論(Game Theory) ： 囚犯的困局
（prisoner’s  dilemma）
→Better to be a backstabber than being 

stabbed on the back !!
卡特爾成員之間形成

→打破無人通報（no report）或競相通報
（race to report）兩種狀態之均衡
(equilibrium)

均衡狀態→囚犯的困局

5

寬恕政策之設計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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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之最終目的在追求公平正義、公
益（消弭不公義的違法行為），而非懲罰

寬恕政策的最終目的，確保市場競爭、維護交
易秩序(消弭聯合行為)

【荷蘭小故事分享】

8

寬恕政策之目的：
遏阻違法聯合行為

1、以寬恕政策作為偵查工具，打破聯合行為共謀
者之間的沈默密碼（Leniency program can
break the code of silence among cartel
conspirators.）

2、協助公平會（主管機關）取得「直接證據」
證據相關觀念

證據能力(適格) ＋證據力（價值）
證據種類：依證據力高低A.＞B.＞C.

A.直接證據：直接證明待證事實（構成要件事實）
B.間接證據：目擊證人←推論（臺北高行政法院101年

訴字第573號）
C.情況證據：杯子上的指紋

7

寬恕政策之目的：
提高違法聯合行為之查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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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禁止→影響交易秩序重大!! 
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 §15第1項本文）

行政責任
刑事責任
民事責任

10

違法聯合行為之法律責任

（歐盟）
適用要件明確性及透明度（Clarity & Transparency）

法律效果確定性（Certainty）

優先權保障（Priority）

胡蘿蔔與棍子(Carrot & Stick)兼施→藉由嚴厲查緝及處
罰，提高共謀者尋求寬恕的動機及誘因

申請者身分保密

9

寬恕政策之成功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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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15之事業，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並經本會
事先同意者，免除或減輕本會依§40第1項、第
2項所為之罰鍰處分：
S1：本會尚未知悉或依本法進行調查前，

就其參與聯合行為，向本會提出書面檢舉
或陳述具體違法＋檢附事證＋協助調查

S2：本會依本法案件調查期間，
就其參與聯合行為，陳述具體違法＋檢附
事證＋協助調查

12

寬恕條款—公平法§35

提高行政罰鍰額度
 100.11.23 增訂公平法§40條第2項：
經本會認定有情節重大者，得處該事業上一會計
年度銷售金額10%以下罰鍰，不受前項罰鍰金額
限制。

 公平法§40第3項授權訂定：
101.04.05「違反公平交易法第9條及第15條情
節重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計算辦法」

11

成功要素：加重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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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架構(先實體後程序)

14

實體要件規定（第2條至第9條）
 適用對象、消極資格(§2)
 申請要件與事證(§3~§5)
 附條件同意及其內容(§6) 
 免除罰鍰之要件(§7)
 減輕罰鍰之要件及其幅度(§8)
 董事或代表人之責任免除或減

輕(§9)

程序性規定（第10條至第20條）
一般性申請方式(§10) 
免除之資格保留制度(§11) 
申請減輕之擬制(§12) 
附條件同意書之製發、駁回及撤

回(§13 、§14、§19) 
申請時點與順位(§15) 
免除與減輕之最終決定（§16、§

17 ）
書面文件之記載（§18) 
申請事業身分資料之保密(§20)

授權依據：公平法§35第2項

「前項之適用對象之資格要件、裁處減免基準

及家數、違法事證之檢附、身分保密及其他執

行事項之辦法，由公平會定之。」

子法名稱：101.1.6「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或減輕罰鍰實

施辦法」（簡稱「寬恕政策實施辦法」）

13

授權依據、子法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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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2項）
事業於準備提出申請至公平會開始調查程序前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

1、湮滅、偽造、變造或隱匿涉案聯合行為之相

關事證

2、直接或間接對外揭露其準備提出申請之事實，

或其將向公平會提出申請之任何內容

16

消極資格

→未有強迫他事業參與或限制退出聯合行為者（§2
第1項）

Q1:首謀或主導者(Leader)?

A: 不排除，因其手中握有最多證據（美國排除首謀，避免

事業利用寬恕政策作為打擊同業之手段）

Q2:累犯?

A: 不排除

15

適用對象：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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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須在案件終結前

S1：未為公平會知悉或依公平法進行調查前

S2 ： 調 查 期 間 → 愈 早 愈 好 !! （ First-in
Principle!!）

Q：案件終結後？ ×
18

申請時點

非常重要!!
開始調查程序之時點（§4第1項）

公平會就該案件依公平法§27規定開始進行通
知或派員前往調查之日

調查期間 （§5第3項）

自公平會開始進行調查程序之日起，至該案件
作成最終決定之日

案件終結時（§6第3項）

公平會對於該案件作成最終決定之日

17

相關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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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2項）
說明其參與涉案聯合行為之具體情節

＋
並附具公平會所未知悉或持有之相關事證，
使公平會得以知悉涉案聯合行為之事實概況與
涉案聯合行為合意之時間、地點、內容及其他
相關事項，並進而開始調查程序

20

有助於開始調查程序

陳述及事證之程度

19

S1：開始調查前
（§3第1項第1款）

 申請人其所檢舉或陳述
具體違法之內容及檢附
之事證

 須有助於開始調查程序
（§4第2項）

S2：調查期間
（§3第1項第2款）

 申請人所陳述具體違法之
內容及檢附之事證

 須有助於認定違反公平法
§15第1項規定（§5第1項）



33

S1 ：開始調查前

公平會所得事證
已足以開始調查程
序或已進行調查者

22

不受理情形

S2 ：調查期間

公平會所得事證
已足認定涉案事業違
反公平法§15第1項規
定者

（§3第2項）

（§5第1項）調查期間提出申請
S1免除罰鍰→ 申請人陳述其參與涉案聯合行為之具體

情節
＋

同時附具於申請時已持有得以證明該涉案
聯合行為違法之證據

S2減輕罰鍰→  申請人所陳述內容
＋

檢附事證，有助於公平會對於涉案聯合
行為之調查者

21

有助於認定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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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條文!!
參考「2006年歐盟執委會卡特爾案件免除及減
輕罰鍰之通告」（Commission Notice on Immunity from 
fines and reduction of fines in cartel cases(2006/C 298/11)）

初步審查→認定符合§2至§5規定（實體要件）
者，即先給予申請人附條件同意免除
或減輕罰鍰

Q：附條件同意之法律性質?
A：程序中間決定（非最終決定）

24

附條件同意（§6）

採2階段審查!!

初步審查→實體要件符合即給予附條件同意

最終審查→待申請人履行所附條件之全部事項
後，公平會始作成最終決定（給予
免除或減輕罰鍰）

23

成功要素：要件明確及效果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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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自提出申請至案件終結時止
內容：（§6第2項第2款5目）

1、即時提供資料與證據
【範圍】：現有或日後可能取得所有資料或證據
【程度】：申請減輕者「明顯有助於本會對於涉案聯合

行為之調查」or「可強化公平會已取得證據
之證明力」 ( vs. 歐盟：顯著附加價值significant 
added value)

2、說明或配合調查
3、接受約談（員工或代表人）
4、陳述內容真實：不得虛偽不實、湮滅、偽變造、隱匿

5、保密：案件未終結前，非經公平會同意，不得對外揭露26

附條件同意—協助調查義務

1、停止涉案聯合行為之參與（立即或指定之時
點）
＋

2、應依據公平會之指示，誠實、全面且持續的
協助調查（協助調查義務）
＋

3、其他公平會指定事項

25

附條件同意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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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案件調查期間提出申請or免除駁回後變更為
申請減輕

＋
獲§6附條件同意

＋
履行附條件同意書內所載義務事項（未被撤回）

28

減輕罰鍰要件(§8)

27

免除罰鍰要件及效果(§7)

S1：開始調查前
＋

第一位提出申請
＋

獲§6之附條件同意
＋

履行附條件同意書內所
載義務事項（未被撤回）

S2：調查期間

無他事業符合“S1”
＋

第一位提出申請
＋

獲§6之附條件同意
＋

履行附條件同意書內所
載義務事項（未被撤回）

法律效果：免除全部罰鍰

First-in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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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事業之董事、代表人、管理人或其他有
代表權之人，因行政罰法第15條第1項、第2
項及第16條規定而應併受處罰者（§9）

【要件】
1、該涉案事業符合免除（減輕）其罰鍰之要

件
2、自然人誠實且完整的陳述違法行為
3、於案件終結前，依據公平會之指示，誠實

、全面且持續的協助調查（協助調查義務）

30

自然人責任之併免或減（衍生寬恕）

減輕部分罰鍰
減輕家數以4家為上限，減輕幅度依序如下：
第一位 30%~50%
第二位 20%~30%
第三位 10%~20%
第四位 10%以下
依序遞減之設計：鼓勵儘早提出
Q:國際法上給予寬恕之家數增加或減少?

29

減輕罰鍰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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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3至§5之事證
書面（掛號或親持）

依本會所訂申請書格式「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或減輕罰鍰申請書」
(https://www.ftc.gov.tw/upload/b50c8de1-81dc-4696-ba76-

a5940b98954b.pdf)

口頭(101.8.22修正)
派員至本會機關辦公處所陳述＋簽名確認陳述紀錄內容

 書面或口頭均得委任代理人為之

 不合程式→原則：不受理
例外：得補正

32

申請程式 (1)

Q1:寬恕政策子法採幾階段審查?

Q2：依現行規定，申請寬恕政策之減輕
及免除罰鍰之家數，最多可有幾家?

31

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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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單獨提出→共同提出不受理!!
例外：

關係企業共同提出→適用同一申請順位，
本辦法相關事項視為單一事業

關係企業漏未共同提出申請→不能適用同一申請
順位

34

申請程式(3)

申請書或口頭陳述，應敘明之事項：

1、事業之名稱、統一編號、實收資本額、營業額、代表人
或負責人、營業所在地、設立登記日期

2、涉案之相關商品（服務）、聯合行為之態樣、影響所及
之地理區域、行為實施之時期

3、其他涉案事業之名稱、營業所在地、代表人或負責人之
姓名

4、代表該事業主要參與涉案聯合行為之自然人職稱、姓名
5、涉案相關資料與證據之目錄與內容（重要!!）
6、其他得供參考之事項。

33

申請程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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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未提出減輕罰鍰之申請，但已提供§5第1項
第2款之資料與證據，並於提供該等資料與證據
時請求依本辦法減輕罰鍰者，視為其已提出申請，
並以該等資料與證據之提供時間為其申請時點
（§12）

注意：事業仍應依§10第1項及第2項規定方式
提出申請

屆期未依方式提出者→不受理

36

申請減輕之擬制

資格保留制度（§11）：參考美國及歐盟Marker，
鼓勵事業儘早提出申請

適用情形： 其現有資料及證據尚未符合§3至§5之
規定，而無法提出正式申請

注意→僅申請免除罰鍰可適用，申請減輕罰鍰 ×
申請方式：書面及口頭均可
效力：保留其可能獲得免除全部罰鍰之優先順位
條件：指定期限內提供資料及證據，
逾期→免除罰鍰之優先順位失其效力

35

成功要素：優先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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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審查（第1階段）→不符合§6第1項，以
「書面」駁回
（§14）

申請免除罰鍰遭駁回之後續處理
→得以書面請求改依申請減輕罰鍰之程序續

行審理，並以其原申請免除之時點排定其
申請順位。

38

附條件同意之駁回

1、事業適用免除或減輕罰鍰之申請順位，及可能
更動該順位之事由。

2、事業停止參與涉案聯合行為之時點。
3、§6第2項第2款5目之具體條件內容(協助調查義

務)。
4、於調查程序中，經公平會要求提出或補充相關

事證之期限。
5、撤回附條件同意之事由

37

附條件同意書之內容(§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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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申請時點排定順位
原則書面：公平會收受§10或§11申請書之時點

口頭：申請人依§10或§11於陳述紀錄簽名
確認之時點

例外：減輕罰鍰申請之擬制（§12）
順位實益→影響可否免除罰鍰或減輕罰鍰之數額
Q:如何確認申請時點?
於申請時，請公平會製發書面收據，並載明收
受日期及時間

40

順位（§15）

公平會得撤回附條件同意之事由：
1、未符合§2適用對象之規定
2、無正當理由，逾期未提出或補充相關事證，

或未依指示協助公平會進行調查
3、未履行公平會依§6第2項所附條件

撤回效果→無法獲得最終免除或減輕罰鍰，倘
有更動其他申請事業順位時，應即
以書面通知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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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確保其身分不被揭露，避免申請人事後遭
受其他違法事業之報復

原則：應予保密（§20）
例外：當事人同意 or 法律另有規定
保密期間
我國：涵蓋行政救濟期間
歐盟：執委會應遵守2001年歐洲共同體第45號規則

（Regulation (EC)45/2001）有關個人資料保護
之規定，惟於處分階段則會公開

美國：訴訟階段，申請人有於法庭作證之義務，其身分
可能因而曝光

42

成功要素：身分資料保密

調查程序終結後(§16)

符合§7第1項之要件
＋

無§19撤回附條件同意之情
事

符合→免除全部罰鍰

不符合→駁回

41

最終審查（第2階段）
調查程序終結後(§17) 

符合§8第1項之要件
＋

無§19撤回附條件同意之
情事

符合→減輕部分罰鍰

不符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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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特爾活動愈趨隱密，參與違法事業經常採取
如秘密會議、使用密碼文字、避免使用電話聯
繫、不作成任何書面紀錄等方式，避免留下紀
錄或證據，以規避競爭法主管機關調查

 透過獎金制度鼓勵知悉違法聯合行為存在者之
檢舉強化聯合行為之查處

44

檢舉獎金制度（Reward Payment）

43

本會中英文網頁「寬恕政策專區」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List.aspx?uid=
1572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english/doc/docList.aspx?ui
d=1601
我國寬恕政策簡介 (About the Leniency Policy)
寬恕政策常見問答 (Frequent Qas)
相關法規 (Legislations)
申請流程及申請書 (Leniency Application 

( Procedure & Application Forms)
ICN寬恕政策相關連結
宣導資料 (僅中文網頁)



45

檢舉主體(檢舉人)：自然人、法人或依法設立之團體

檢舉客體：違法聯合行為

檢舉方式：書面、言詞、電子郵件或其他方式，敘明下列事
項：

1、檢舉人之姓名（名稱）、聯絡方式及地址

2、檢舉違法聯合行為之內容及提供符合發放檢
舉獎金標準（§6Ⅰ）之具體事項、相關資料
或可供調查之線索

46

主體、客體及方式（§3）

「反托拉斯基金」之設立（§47之1第1項）
（104.6.24）
基金用途：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之支出（§47之1
第3項第1款）
授權依據：§47之1第4項

有關檢舉獎金適用之範圍、檢舉人資格、發給標準、發放
程序、獎金之撤銷、廢止與追償、身分保密等事項之辦法，
由公平會定之

辦法名稱：「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

45

授權依據、辦法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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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具名或未以真實姓名(名稱) 、聯絡方式或地址
2 、以言詞提出，拒絕於檢舉紀錄上簽名確認
3 、參與涉案聯合行為之事業
4 、適用寬恕政策實施辦法獲免除或減輕罰鍰之事業，

其董事、代表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
5 、有強迫他事業參與或限制退出聯合行為之具體情

事
6 、公平會所屬人員及其配偶或三等親以內之親屬
7 、因行使公權力而得知違法聯合行為事證之機關及

其所屬人員、配偶或三等親以內之親屬

48

消極要件（§4）

 提供公平會尚未獲悉之聯合行為事證
＋

 經公平會調查後認定涉案事業違反公平法§15
第1項規定

＋
 並依據同法§40規定裁處罰鍰

47

積極要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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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總金額2億至5億元，獎金上限提高2倍（100、1000、2000萬元）

罰鍰總金額5億元以上，獎金上限提高5倍（250、2500、5000萬元）

同一案件依較高額之款次發放，且僅能受領一次為限

50

發放獎金標準(§6第1項及第2項)
證據價值 檢舉獎金為

罰鍰總金額之比例
檢舉獎金
最高數額

有助於公平會開始調查
程序

5% 50萬

間接證明聯合行為合意 10% 500萬
直接證明聯合行為合意
之事實存在

20% 1000萬

 額度：依檢舉人提供證據之價值，按違法聯合
行為案件罰鍰總金額比例定之

檢舉案件適用寬恕政策實施辦法者，前項所稱
罰鍰總金額，指扣除已免除或減輕罰鍰後之數
額。

49

檢舉獎金額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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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獎金之請求權，因十年不行使而消滅，
檢舉獎金歸入反托拉斯基金

 權利消滅（非僅產生不給付之抗辯權）

52

檢舉獎金請求權時效（§7第4項）

證據資料若有下列情形之一，獎金應平均分配：
 同款中有數名檢舉人共同聯名，或同時提供
相同事證無法區別先後

 同款中有數名檢舉人，均提供公平會尚未獲
悉之事證者

51

獎金之均分(§6第4項)



49

 對於檢舉人之身分等相關資料應予保密

 保密期間：調查期間＋行政救濟

54

身分保密(§10)

 有§4消極要件之情形者

 尚未裁罰前，直接或間接對外揭露所提出之檢
舉事實或檢舉之任何內容

 使用偽造或變造證據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

53

不應發放或追回（§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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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1段2之2號12樓
本會服務中心：(02)2351-7588轉380
南區服務中心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政南街6號9樓
南區服務中心：07-723-0022
網站：www.ftc.gov.tw

56

公平交易委員會

 加強對於公平法（反托拉斯法）的理解與認知，
避免因不熟悉法律而被重罰

 企業內部應建立對公平法的內控及查核通報機
制

1.本會對於企業訂定反托拉斯遵法規章之指導原則

2.企業關於反托拉斯之遵法行為守則

 知悉涉入聯合行為時儘快申請寬恕政策減免裁
罰

 利用檢舉獎金鼓勵及早揭露違法聯合行為

55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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