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業競爭處 
109.11.02 

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於同業公會之規範 

及反托拉斯遵法 



簡報大綱 

簡介 

公平法規範主體 

公平法規範行為 

規範說明 

公平會組織 違法行為態樣 

無牴觸公平法行為 

聯合行為 

其他限制競爭行為 

反托拉斯遵法 

3個注意 

結語 

法律效果 

寬恕政策 

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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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法簡介 
(與同業公會等事業團體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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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是啥 
Coffee, bus or FTC? 

賣咖啡？ 公交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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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是物價管制的法律？ 

公平法是保護消費者的法律？ 

公平法是管盡天下不公平的法律？ 

常見的誤解 
Misunderstanding 



正解 
Correct answer 

• 公平法鼓勵事業自由定價 

– 例外：獨占定價、共同定價、約定轉售價格…… 

• 公平法透過競爭過程間接保護消費者 

• 公平法規範事業的反競爭行為 

6 



為何鼓勵競爭 
Why competition matters? 

競爭 

較低的價格 

較多的選擇 

較高的品質  

持續的創新 

有效率的生產  

消費者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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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值得鼓勵 
Worth to promote 

Adam Smith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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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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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需要保護 
Need to protect 

∵廠商先天上有規避競爭的誘因 

– 獨占市場：將討厭的競爭者趕出市場！ 

– 聯合壟斷：跟競爭者說好不競爭！ 

– M&A (合併或購併)：乾脆把搗蛋鬼買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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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規範主體 
Enterprise 

商號 
其他提供 
商品或服務
之人或團體 

事業
團體 

公司 

本法所稱事業如下： 
一、公司。 

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 

三、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 

事業所組成之同業公會或其他依法設立、促進成員利益之團體，

視為本法所稱事業。 
《公平法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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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稱事業如左： 

一、公司。 

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 

三、同業公會。 

四、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 

      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 

修正前公平法第2條 

本法所稱事業如下： 

一、公司。 

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 

三、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 

        或團體。 

事業所組成之同業公會或其他
依法設立、促進成員利益之團
體，視為本法所稱事業。 

現行公平法第2條 

公平法規範主體 
Enterprise 



公平法規範行為 
Behavior 

公平 
交易法 

限制競爭行為 

不公平競爭行為 

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事業結合 

聯合行為 

限制轉售價格行為 

其他限制競爭行為 

不實廣告 

仿冒 

不當贈品贈獎 

營業誹謗 

其他欺罔或顯示公平行為 

12 



聯合行為 
Concerted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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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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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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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或其

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亦為本法之聯合行為。 

《公平法第14條》 

13 



聯合行為 
Concerted action 

“What shall I do about it? They say this is no concerted practice but 
their way to greet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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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行為的危害 
Harm 

「……如果大家競相壓低工程價格，每一家公司都會

探索最低得標價格，在接近底價的價格附近削價競爭，

就算得標了，憑那種價格也做不下去。承攬案件如果

虧損，那就沒意義了。所以才必須進行『協調』。」 

「……如果只是照正常方式估算成本投標，就沒辦法

接到工程。如果變成自由競爭，一定會有業者用接近

最低得標價格的金額投標。這種公司完全不顧獲利，

只求能夠得標。現在有很多公司覺得，就算會有虧損，

也比沒工作來得強。像這種快要爛掉的公司持續削價，

到最後連健全的公司都會出問題。這一來，整個建設

業都會有問題。……」 

「……如果沒有圍標，變成自由競爭，大家就會開始

削價競爭。在體力決定勝負的消耗戰當中，中小微型

企業馬上就會倒閉，就連大企業也很危險。這一來就

會出現大量失業人口，經濟也會陷入大混亂。」 

(頁41~42) 

《鐵之骨》 
作者：池井戶潤 
出版社：尖端 
出版日期：202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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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之骨》 
作者：池井戶潤 
出版社：尖端 
出版日期：2020年9月 

聯合行為的危害 
Harm 

「會去圍標，是因為這家公司太弱了。……他們不去努

力加強公司競爭力，只想走輕鬆的路。明明是競標，卻

在背後操作，確保自己的利益。為什麼有必要做那種事？

有實力的話，應該光明正大地憑價格來分勝負吧？」 

「……如果一再以虧損價格承包，這家公司會變成什麼

樣子？只會一再增加虧損。就算用這種方式承攬一兩次

工作，到最後也會被淘汰，也就是破產。圍標是讓原本

應該被淘汰的公司生存下去的溫室，所以才無法停止。

想要用賠錢價格得標，就讓他們得標吧。就等到虧損企

業被淘汰、能夠健全競爭為止。任何一種行業都會有過

渡期，只有建設業界畏懼改變，小家子氣地搞圍標，還

拿必要之惡這種無聊的理由當藉口。」 

(頁78~79)  



聯合行為的危害 
Harm 

 消弭廠商間的敵對性 

 廠商得以更快速、 
         更省力的壟斷市場 

敵人變朋友 

大家得忍受更高的價格、 
         更低的品質 

 麻痺自由經濟的中樞神經 戕害汰弱留強的市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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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違法原則 
Per se illegal  

共同定價、限制交易條件、劃分市場及圍標行為

屬當然違法，只要作了就違法。以下這些抗辯

都不會被接受 

• 我們只隨口說說，沒有白紙黑字 

• 協議的價格很合理，沒有超額收費 

• 雖有協議但未付諸執行，或沒有效果 

• 我們的市占率非常小 

• 為了產業發展、避免惡性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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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的平行行為 違法的聯合行為 

沒有聯合合意存在，純
粹自身商業判斷所採取
的單方行為。 

有採取契約、協議或其
他方式之合意（包含可
導致共同行為的意思聯
絡，不論有無拘束力）
甚至伴隨有監督、懲罰
偷跑、背叛者的機制。 

ex：預期未來價格將上漲 
所以每家業者都囤積惜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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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團體組織小歷史 
History 

西方 商人行會（Guild，8、9世紀）  -> 手工業行會（11世紀） 

東方 行、會館（隋唐）  -> 商人會館、公所、公行、幫、商館（近代） 

現代 同業公會（business／trade association） 

            專門職業公會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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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公會易從事聯合行為的原因
Easy way 

成功的聯合行為，必須滿足以下2個條件 

 事業間要能達成合意 

 合意要能有效的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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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公會易從事聯合行為的原因
Easy way 

由於同業公會具有以下特性，容易滿足以上的條件，

因此特別容易成為聯合行為的媒介 

 提供聯絡的機會 

 - 會員大會(1年至少1次)、理監事會議(每3個月至少1次)、   

    臨時會員大會 

 內部組織運作有助於聯合行為 

         - 多數決決議、獎懲制度、業必歸會、常設機關或人員 

 法定任務 

         - 商業團體法第5條 (13款任務)、工業團體法第4條 (16款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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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公會易從事聯合行為的原因
Easy way 

 同業公會法定任務 

         - 《商業團體法第5條 》 (13款任務) 

一、關於國內外商業之調查、統計及研究、發展事項。 

二、關於國際貿易之聯繫、介紹及推廣事項。 

三、關於政府經濟政策與商業法令之協助推行及研究、建議事

項。 

四、關於同業糾紛之調處事項。 

五、關於同業員工職業訓練及業務講習之舉辦事項。 

六、關於會員商品之廣告、展覽及證明事項。 

七、關於會員與會員代表基本資料之建立及動態之調查、登記

事項。 

八、關於會員委託證照之申請變更、換領及其他服務事項。 

九、關於會員或社會公益事業之舉辦事項。 

十、關於會員合法權益之維護事項。 

十一、關於接受政府機關、團體之委託服務事項。 

十二、關於社會運動之參加事項。 

十三、依其他法令規定應辦理之事項。    

- 《工業團體法第4條 》 (16款任務) 

一、關於國內外工業之調查、統計、研究、改良及發展事項。 

二、關於原料來源之調查及協助調配事項。 

三、關於會員生產、運銷之調查、統計及推廣事項。 

四、關於技術合作之聯繫及推進事項。 

五、關於會員合法權益之維護事項。 

六、關於會員業務狀況之調查事項。 

七、關於會員產品之展覽事項。 

八、關於會員與會員代表基本資料之建立及動態調查、登記事項。 

九、關於會員證照之申請、變更、換領及會員資格之證明等服務事項。 

十、關於同業糾紛之調處及勞資糾紛之協助調處事項。 

十一、關於勞動生產力之研究、促進與同業員工技能訓練及講習之舉

辦事項。 

十二、關於會員公益事業之舉辦事項。 

十三、關於接受機關、團體或會員之委託服務事項。 

十四、關於政府經濟政策與工業法令之協助推行及研究、建議事項。 

十五、關於各項社會運動之參加事項。 

十六、依其他法令規定應辦理之事項。 



同業公會等事業團體之定義
Trade association 

事業
團體 

同業
公會 

一、依工業團體法成立之工業同業公會及工業會。 

二、依商業團體法成立之商業同業公會、商業同業公會 

        聯合會、輸出業同業公會及聯合會、商業會。 

三、依其他法規規定成立之律師公會、會計師公會、 

        建築師公會、醫師公會、技師公會等職業團體。 

除前3款外，其他依人民團體法或相關法律設立、

促進成員利益之事業團體。 

ex：中華音響發展協會(84年)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86年) 
        中華民國高爾夫球場事業協進會(86年) 
        台北市家禽批發市場業者代表會(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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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農會法 
        漁會法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首頁 > 找團體 
https://group.moi.gov.tw/sgms/html/new_search_team!searchteam.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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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限制競爭行為 
Likely to restrain competition 

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 

1、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 
    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 

2、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 

3、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 

4、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 

      參與結合、聯合或為垂直限制競爭之行為。 

5、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 

《公平法第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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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使他事業參與限制競爭 
Other improper means 

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 

4、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 

      結合或聯合之行為。  

修正前公平法第19條 

 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31號、102年度判字第586號摘錄 

 …觀其立法例係於「脅迫、利誘」外，再明文規定「或其他不正當方法」，而非規
定「或其他相類（似）之不正當方法」；則本款(本條文)所指「其他不正當方法」
當解釋為「脅迫、利誘」以外之其他一切不正當方法，並非以具有「脅迫、利誘」
之共同特徵為限，即不以相對人之交易意願受到脅迫、利誘而無法適當判斷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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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 
同業公會等事業團體之規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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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則 

聯合行為 

1. 背景說明 

2. 名詞定義 

3. 聯合行為違法行為態樣 

4. 聯合行為例外許可規範 

5.1 杯葛行為 

5.2 差別待遇行為 其他限制競爭行為 

5.3 不當使他事業參與限制競爭為 

6. 無牴觸公平法之例示行為態樣 無牴觸公平法行為 

規範 
說明 

7.1 同業公會等事業團體部分 

7.2 成員部分 
法律效果 

8. 隨時補充修正及個案認定說明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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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行為違法行為態樣(例示) 

Concerted action 

(一) 約束成員不得價格競爭 

或 

訂定成員之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 

1.訂定、製發商品或服務價格(參考)表、 
   收費標準或調整幅度 

2.決定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調整時間 

3.授權理事長制定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 
    並據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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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事聯席會議 價目表 臨時會員大會 價格表 

理監事會議 

工資參考表 

臨時理監事會議 

收費參考表 

零售參考價格 執行業務收費標準 

服務費收費標準 

聯誼會 

建議會員收費最低標準 

方法 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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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訂定、製發商品或服務價格(參考)表、收費標準或調整幅度 

2.決定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調整時間 



方法 

召開監事臨時會議 

並決議授權理事長制定價格 

方法 

於○○會議中，商討政府免徵○○營業
稅之售價如何反應事宜，會後除向產業
主管機關說明無法反應降價外，並將書
面說明資料傳真予公會會員及媒體記者，
致使同業採取不降價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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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授權理事長制定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並據以實施 



聯合行為違法行為態樣(例示) 

Concerted action 

(二) 限制成員商品或服務之 

交易地區、交易對象或交易內容 

1.限制成員營業據點或銷售區域 

2.約束成員互不爭取交易對象 

3.限制成員投標金額、投標與否等投標 
   內容 

4.要求成員之上、下游事業，斷絕與 
   非成員間之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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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方法 

 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相互約束

會員不得越區銷售之行為 

 合意約定各事業之營業區域、互

不搶客戶 

 藉理監事會議決議限制會員自由

決定投標金額 

 共同脅迫採購公司停止招標作業、

協議不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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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限制成員營業據點或銷售區域 

2.約束成員互不爭取交易對象 

3.限制成員投標金額、投標與否等投標內容 



 以連署決議方式，聯合要求供貨廠商停止供貨給其他事業 

 透過聚會共同決定要求上游原料供應業者停止供應原料予競爭者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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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求成員之上、下游事業，斷絕與   非成員間之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行為 



聯合行為違法行為態樣(例示) 

Concerted action 

(三) 限制事業進出相關市場 

1.抵制非成員之商品銷售或服務供給 

2.拒絕法律規定須入會始得執業之事業 
   申請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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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抵制非成員之商品銷售或服務供給 

 藉公會會員業者會議之合意，從事分
配砂石數量、抵制非公會會員業者銷
售疏濬料源、及拒絕非公會會員入會
之申請 

方法 

 臨時理事會議決議授權理事長阻
礙新進業者參與競爭，製作公告
文宣：「因市面有來路不明的瓦
斯發出海報優待價格銷售住戶，
請住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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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拒絕法律規定須入會始得執業之事業申請入會 

方法 

 訂定「執業人數管控實施方案」，並將其行文轉知所屬會員或提
會員大會決議追認，以增加市場參進障礙等方式控制執業人數 



聯合行為違法行為態樣(例示) 

Concerted action 

1.以配額、產銷或服務數量上下限、存貨量、 
   生產時間、原料購買或取得等方式予以限制 

2.實施統一或增減休假日、休市日 
    或限制成員參展次數 

3.限制成員設備之重置或擴充及機器設置 

4.限制成員技術引進、研發 

(四) 限制成員商品或服務之 

種類、規格或型式 

5.限制成員營業之內容、方式 

(五) 限制成員商品或服務之 

製造、運送、銷售、供給， 

或產能、規模之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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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協調、配合及召集會員廠商開會

等方式，不當實施總量管制暨定數分

配，並介入會員廠庫存撥補管理 

 決議聯合停工、停止出料以哄抬會員

商品售價 

方法 方法 

 以共同協議方式，約束會員出船班次，

分配營業收入，互不為競爭行為，限

制消費者自由選擇搭乘之權利 

 藉由開會協調之方式，限制會員船舶

客運服務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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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配額、產銷或服務數量上下限、存貨量、 生產時間、原料購買或取得等方式予以限制 



方法 方法 

 以公會內部會議決議，對所屬基層診所

醫師會員實施週日隔週輪休制度，限制

基層診所輪休週日不得看診 

 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中元節後會員連續

公休5日 

 公告增加休市日 

 經由會議共同決定限制會員參展次數 

 會員大會決議於會員守則規定會員

「不得利用廣告宣傳招攬業務」，並

勸阻會員刊登載有「偏離市場行情」

價格之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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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施統一或增減休假日、休市日或限制成員參展次數 



聯合行為違法行為態樣(例示) 

Concerted action 

(六) 限制成員商品銷售條件、 

服務條件或其他有關交易支付條件 

1.限制成員付款期間、付款條件或 
   價格標示方式 

2.限制成員交貨地點及方法 

3.限制成員售後服務之期間、內容及方法 

(七) 其他共同約束事業 

關於競爭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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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方法 

 決議合意限制會員對於商品價格之

標示（往後商品廣告不得有價錢數

字標價）及制裁方式 

 合意為共同縮短交易票期2個月

之相互約束事業活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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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限制成員付款期間、付款條件或價格標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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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行為方法歸納 
Summary 

 章程 (最少見) 

 會員大會決議 (少見) 

 理監事會議決議 (最常見) 

 同業公會間之合意 (也很少見) 

 其他方法 (也很常見) 

 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以外之內部組織或協議 

 代表人或代理人(理事長)之行為 

 製發宣傳文件、發函或以其他方式勸導 



聯合行為例外許可規範 
Approval 

公平交易法對於聯合行為之規範

係採「原則禁止，例外許可」，

故同業公會等事業團體倘有公平

交易法第15條第1項但書各款所

列情形，應由該同業公會等事業

團體向本會申請聯合行為許可。 

1、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 
      而統一商品或服務之規格或型式。 
2、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 
      效率，而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服務或市場。 
3、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 
4、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 
      競爭予以約定。 
5、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商品或服務之 
      輸入採取共同行為。 
6、因經濟不景氣，致同一行業之事業難以繼 
      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畫適應需求而 
      限制產銷數量、設備或價格之共同行為。 
7、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率，或加強其競 
      爭能力所為之共同行為。 
8、其他為促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或經營效 
      率所必要之共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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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行為例外許可規範 
Approval 

公平交易法對於聯合行為之規範

係採「原則禁止，例外許可」，

故同業公會等事業團體倘有公平

交易法第15條第1項但書各款所

列情形，應由該同業公會等事業

團體向本會申請聯合行為許可。 

 聯合行為許可暨延展許可申請須知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中小企業申請
聯合定價案件之處理原則 

 事業聯合申請案件作業程序 

本會網站：首頁 > 業務資訊 > 事業結合聯合 > 事業聯合申辦規定 

                    首頁 > 法規資訊 > 本會主管法規 > 處理原則 > 聯合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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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規格或型式 

共同研究開發 

專業發展 

輸出、輸入 

不景氣聯合 

中小企業聯合 

聯合行為例外許可案例 
Approval 

 銀行業IC晶片卡規格與 清算中心 

 IBM與Motorola共同研發晶片 

 砂石開採 

 黃豆、小麥、玉米合船進口採購 

 人造纖維業聯合減產 

 補胎業共同訂價 



其他限制競爭行為-杯葛 (例示) 

Boycott 

(一) 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 

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

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 

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 

構成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1款之違反 

1.以發函、傳真方式並輔以相關約束及 

    制裁手段，促使成員或他事業斷絕與 

    特定事業間之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行為 

2.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將特定事業 

    列名造冊並周知成員，促使成員斷絕 

    與前開特定事業間之交易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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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方法 

 以發函方式促使煤氣分裝場，斷絕

新分銷商取得分裝、運輸等服務之

交易機會 

 發函給雜誌社聯誼會，請其勸說雜誌

會員，慎重考慮刊登水貨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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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發函、傳真方式並輔以相關約束及 

    制裁手段，促使成員或他事業斷絕與 

    特定事業間之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 
    行為 

2.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將特定事業 

    列名造冊並周知成員，促使成員斷絕 

    與前開特定事業間之交易行為 



其他限制競爭行為-差別待遇(例示) 

Discrimination 

(二) 無正當理由， 

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 

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 

構成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款之違反 

 無正當理由，對於法律規定須入會始得執

業之事業，拒絕入會之差別待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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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限制競爭行為 (例示) 

Likely to restrain competition 

(三) 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

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聯合

或為垂直限制競爭之行為， 

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 

構成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4款之違反 

1.以拒絕入會之不正當方法，使申請入會之事業 
   不得不遵照同業公會等事業團體所訂之價格銷 
   售商品 

2.以向成員揭露產業各類經營成本資料之方式， 
    引導成員調整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促使成 
    員不為價格之競爭 

3.同業公會等事業團體之代表人或其代理人自行 
   核算決定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並通知或建議 
   成員調整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促使成員不為 
   價格之競爭 

4.為防止成員削價競爭，以收取押金之方式， 
   促使成員不為價格之競爭 

5.以要求成員出具切結文件之方式，促使成員 
    拒絕與特定交易相對人之交易，否則移付懲戒或 
    施行懲罰等不正當方法，使成員不為價格之競爭 

6.以訂定內部規範之方式，促使成員拒絕與特定 
    交易相對人之交易，使成員參與聯合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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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方法 

 因某公司未遵照公會訂價而拒絕其

入會申請 

 為防止會員價格競爭，藉核發會員

證書之機會，強制要求會員簽立支

票或切結書 

 召開會議，將近年來廠商加工、管銷成本

增加之金額，及對前述加工成本未反映於

商品價格提出報告，致使各家廠商特定時

點起先後調高商品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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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拒絕入會之不正當方法，使申請入會之
事業不得不遵照同業公會等事業團體所訂之
價格銷售商品 

2.以向成員揭露產業各類經營成本資料之方式， 
    引導成員調整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促使成 
    員不為價格之競爭 



方法 方法 

 理事長自行核算決定售價，並要求

公會職員告知或建議會員於特定時

點調漲家用桶裝瓦斯零售價格，肇

致市面家用桶裝瓦斯價格一致 

 公會為防止會員削價競爭，以

收取抵押金方式，限制所屬會

員價格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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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業公會等事業團體之代表人或其代理人
自行核算決定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並通知
或建議成員調整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促使
成員不為價格之競爭 

4.為防止成員削價競爭，以收取押金之方式， 
   促使成員不為價格之競爭 



方法 方法 

 因會員收取業務酬金低於公會所訂

之酬金標準，而強制要求該會員於

期限內出具承諾書承諾不再接受特

定客戶之委託簽證，並以出具承諾

書做為是否交付懲戒之條件 

 公會自行訂定會員設計權益維護

辦法，規定委託人與會員有糾紛

之案件，其他會員不得接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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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要求成員出具切結文件之方式，促使成
員拒絕與特定交易相對人之交易，否則移付
懲戒或施行懲罰等不正當方法，使成員不為
價格之競爭 

6.以訂定內部規範之方式，促使成員拒絕與
特定交易相對人之交易，使成員參與聯合之
行為 



無牴觸公平法行為 (例示) 

It’s not against the law  

無牴觸公平法之行為態樣 

1.蒐集國內外工商及服務業之市場調查、統計、 
    研究及發展趨勢等產業資料供成員參考 

2.舉辦成員之從業人員職能教育訓練，以及 
    研發、推廣業務、經營管理方法之講習等事項 

3.依據農業法規配合農政主管機關所為之產銷 
    調節措施 

4.執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事項 

5.訂定促使成員遵守法規之自律公約、職業倫理 
   規範等自律性規範 

無牴觸公平法行為 (例示) 

It’s not against th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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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效果 
Legal effect 

同業公會 
等事業團體 

成員 

《公平法第40條、第43條》 

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
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處10萬元~5,000萬元罰鍰 

初犯 

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
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按次處20萬元~1億元罰鍰 

再犯 

1.同業公會等事業團體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者， 

   得就其參與違法行為之成員併罰 

2.不知、未參與合意、未實施、調查前已停止者，不罰  
   (舉證責任在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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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聯合的困難 
Difficult to prove  

核心卡特爾(hard core cartel)的特質 

 秘密性，外人不易窺伺內部運作 

 參與者認為符合商業道義 

 搭配監督、懲罰及補償機制 

 以「同業公會」、「協會」作掩護 

 參與者的不法利得與受害者損失不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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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行為寬恕政策 
Leniency Policy 

 寬恕條款 

違反第15條之事業，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主管機關事先同意者，

免除或減輕主管機關依第40條第1項、第2項所為之罰鍰處分： 

1、當尚未為主管機關知悉或依本法進行調查前，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為，向

主管機關提出書面檢舉或陳述具體違法，並檢附事證及協助調查。 

2、當主管機關依本法調查期間，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為，陳述具體違法，並

檢附事證及協助調查。 

《公平法第35條第1項》 

 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或減輕罰鍰實施辦法 

 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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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行為 
Concerted action 

檢舉獎金 
發放標準 

提供有助於 
開始調查程序

之證據 

 罰鍰總金額5% 

 最高50萬元 

間接證明 
聯合行為合意
之事實證據 

 罰鍰總金額10% 

 最高500萬元 

直接證明 
聯合行為合意
之事實證據 

 罰鍰總金額20% 

 最高1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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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反托拉斯遵法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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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者要注意 
Notice 

 制定競爭法遵循政策(antitrust compliance policy)，
或將競爭法遵循納入既有的內控、內稽項目。 

 定期對所屬員工進行反托拉斯教育訓練，管理階層
亦應參與及明白表示支持遵法規章。 

 對於價格等核心競爭決策，應獨立行使商業判斷，
避免模仿或跟進其他同業。 

 當知悉違反反托拉斯法行為發生時，應立即通知主管
機關；若已涉入違法行為時，應立即尋求專業 

        法律諮詢，並儘早申請寬恕政策以減輕違法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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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互動要注意 
Notice 



Adam Smith 又說 

「同一種行業的人如果聚在一起，即使

事先講好純粹消遣娛樂，最後通常流於

以不利大眾的圖謀，或抬高價格的詭計

收場。」(國富論第1卷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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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互動要注意 
Notice 



同業互動要注意 
Notice 

  與競爭者接觸、締約，或參與同業會議前，應先  

         瞭解原因並要求主辦者提供議程，先諮詢反托拉斯法專  

         業人員評估是否有違法疑慮。 

  若討論偏離原先設定議題，或會後交流、餐敘時， 

         應避免談論競爭敏感事項 (如對未來價格的看法)。 

  當競爭者有意討論與競爭相關之敏感資訊 (如價格、數 

           量、產能利用率、交易對象等)時，應立即堅定拒絕後離開  
        (切勿默不吭聲)，並立即通報法遵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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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互動要注意(續) 
Notice 

 書面紀錄與競爭者間的會議、電話、或會面之時間、地點、 

        內容，以及明確表明不能談論敏感資訊之立場。 

  對於產業間流通之書信、電子郵件及電話簡訊等內容 

         應保持高度警覺性。 

  避免與同為競爭者之友人討論業務相關內容，並 

         應避免以個人郵件或電話進行業務上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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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互動要注意(續) 
Notice 

  公務書信或郵件內容應明確，避免有曖昧不明、容易啟 

         人疑竇的字句。 

  不要以電子郵件、電話、簡訊、即時通訊軟體、社群網 

         站或在同業聚會等社交場合，討論競爭敏感資訊， 

         例如價格(包括過去、現在與未來)或可能影響價格之資訊、 

         交易條件、產量、庫存量、交易對象、交易條件、 

         營業策略、市占率分配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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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情報蒐集及發佈要注意 
Notice 

  對於競爭者價格資訊取得來源應僅限於取自公開訊息 
        平台，或是公會彙整之過去總體資料。 

  應留意產業分析師或市場調查機構所詢問題， 

         如所回復內容與公司未來定價有關，亦有可能會被認為 

         構成違法協議。 

  除非基於顧客方面的要求，否則應避免事先宣布價 
        格調整，此舉會被解讀成在測試競爭對手的反應。 

  不要試圖示意或促使競爭者 
        配合調整價格、產能， 

         或製造競爭者討論競爭敏感資訊 

         之機會。 

 68 



69 

參加公會活動要注意 
Notice 



參加公會活動要注意 
Notice 

 不得於會員大會、理監事會中對價格、數量、劃分
客戶或市場範圍等議題進行討論或決議。 

 公會內部組織(如幹部會、委員會、聯誼會)所作決定亦被

視為公會之決定。 

 公會不得干預或約束會員對於價格及數量之決策。 

 公會或理事長所作建議或參考價格，不論有無法律

拘束力，均有高度的違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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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公會活動要注意(續) 
Notice 

 理事長或重要幹部對於未來價格預期之發言，若有
使會員之共同行為，亦有違法風險。 

 若會員提議或發言涉及競爭敏感問題，應即時制止。 

 避免向會員蒐集價格、產量及客戶等競爭敏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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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本規範說明僅係針對若干同
業公會等事業團體常見可能
涉及公平交易法之行為態樣
加以說明，容或有未盡周延
之處，本會將隨時補充修正，
至於個案之處理，仍須就實
務上具體事實個別認定之。 

        (同業公會規範說明第8點) 

 

 The antitrust laws, however, 
were enacted for "the 
protection of competition, not 
competitors."  

Brown Shoe Co. v. United States, 370 U.S 294 (1962) 
Chief Justice War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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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 
 方式 

https://www.ftc.gov.tw 

(02)2351-7588 # 380、388 
(02)2351-0022 
(07)251-0022 (南區服務中心) 

書面/現場 

10051臺北市中正區 

濟南路1段2-2號12樓、13樓 

服務/檢舉信箱 

https://www.ftc.gov.tw/intern
et/main/mailbox/mailbo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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