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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現今務求經濟、效率、實用之法律訴求而言，競爭法跟社會經濟發展，更是
有密切而不可分割之關係。競爭法律的規範作用必須建立在社會經濟現狀與社會環
境之基礎上，既有的法律原則、判例如果不能符合社會新現狀與環境，則必須作適
當修改，而非削足適履，強令過時的法律繼續支配新的社會現況。英國於 1998 年
11 月 9 日完成新競爭法之修法，並於 2000 年 3 月 1 日生效施行，就英國積極新競
爭法加以制訂而言，不僅係針對早期習慣法及成文法不足之檢討結果導致，而且也
是學界、實務界不斷建議調整早期執行機關體制之成果，終而透過新法之適用，而
得以引進歐盟競爭法之法律原則、判例及實務經驗，使得英國競爭法現況能從理論
面至實際面上展現不同以往的面貌。因此，就英國新法之立法經驗與過程，值得我
國加以參酌比較。
首先，就英國競爭法發展背景上來觀察，其自古民族性強烈，並於世界各國中
最早承認自由經濟體制，因此早期認為以習慣法（common law）的體系來規範市場
上限制競爭行為以足，但是受到美國於二次大戰後有克萊頓法、休曼法制定的影
響，以及世界各國開始對不當之限制行為加以立法。之後，英國競爭法發展除了仍
堅持傳統習慣法的體制外，更就獨占、結合、聯合而有公平交易法、限制交易行為
本文改寫自作者於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之碩士論文，該論文曾獲 90 年度「行政院公平交易委
員會獎助研究生撰寫研究論文」之獎助。
**
作者為台北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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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轉售價格法等成文法之制訂。英國並於 1973 年加入歐洲共同體，而隨著會員
國不斷修正國內競爭法以求能和歐盟競爭法接軌、並統合歐盟整體市場，如法國、
荷蘭、比利時等。因此，英國亦完全採納羅馬條約第八十五條、八十六條為基礎，
而積極於 1998 年 11 月 9 日完成 1998 年新競爭法之制訂，不僅統整早期習慣法及
成文法之法制，以及修正、調整其國內競爭法執行機構，而且比起早期法制更能和
歐盟競爭法接軌適用。
再者就新法規範特徵來看，其不僅統整舊法整體規範，並且引進不少歐盟競爭
法之概念，彌補以往習慣法之不足，例如英國原先就市場上關於競爭法的問題，乃
以習慣法的方式來讓事業主張其私權，但是在 1998 年的競爭法有所突破，有將習
慣法上的私法救濟權轉化變成實定法的救濟權的走向。因此，新法在規範特徵上有
將早期抽象習慣法之概念落實至具體成文法之趨勢。
另外新法在執行面上，也一改早期複雜而不切實際之制度，而考慮實務組織上
從調查、判斷決定、執行及上訴等等各層面之問題並一一加以改善，並加強英國國
內競爭法之執行效用。英國早期雖然採自由經濟體制，但是在行政運作上仍有非常
強烈的經濟管制的色彩，只要該限制行為影響國內公共利益時，便會介入加以管
制，例如 1973 年公平交易法第八十四條特地將「公共利益」之判斷標準加以制
訂。新法在行政執行體制上更是秉持以往之態度，且參酌歐盟競爭法之經驗及法
制，賦予公平交易局長更大的調查權限，以求能就影響「競爭」和「公共利益」之
各種因素更精準的加以調查、判斷。其次，其執行體制上另一項特色在於，除了仍
秉承早期行政管制掛帥之核心思想，由公平交易局長來扮演執行競爭法之核心角
色，但新法仍試著與司法接軌，使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除了可以訴願至競爭委員會
上訴法庭外，還可上訴的最高法院。
最後，從這次英國積極就新競爭法加以制訂而言，不僅係針對早期習慣法及成
文法不足之檢討結果導致，而且也是學界、實務界不斷建議調整早期執行機關體制
之成果，終而透過新法之適用，而得以引進歐盟競爭法之法律原則、判例及實務經
驗，使得英國競爭法現況能從理論面至實際面上展現不同以往的面貌。因此就英國
新法之立法經驗與過程，值得我國加以參酌比較。
關鍵詞：公平交易法、英國、限制交易行為
關鍵詞：公平交易法、英國、限制交易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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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社會藉由競爭而進步，而市場也透過競爭而加以發展，早期古典經濟理論便認
為市場上須存在完全競爭，讓供需法則使市場上之商業活動熱絡。若市場受到競爭
者以不當之方法而扭曲、阻礙、妨害競爭，將導致市場上顯在及潛在競爭者被排
除、打壓，使市場陷於無競爭狀態，消費者也因為需求而受到供應者單方之控制。
因此，各國基於市場競爭法則，制訂各種競爭法來加以規範。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
路易斯，布蘭迪斯（Louis D.Brandeis, 1856~1941）曾說過「一個沒有唸過經濟學的
律師…是極容易會成為公眾敵人」1，以譴責美國當時律師多淪為大公司、富人的代
言人，而忽略了實際面上一般民眾或獨立的小公司等經濟上弱者所遭受之不平等待
遇及打擊，因而呼籲律師要為民眾伸張權利，並作一個獨立、不受權勢、財富左右
的人，以深入社會經濟發展及脈動 2。該主張值得進一步加以思考的是，法律規定不
可脫離實務之運作，兩者為一體兩面、缺一不可。尤其在現今務求經濟、效率、實
用之法律訴求而言，競爭法跟社會經濟發展，更是有密切而不可分割之關係。競爭
法律的規範作用必須建立在社會經濟現狀與社會環境之基礎上，既有的法律原則、
判例如果不能符合社會新現狀與環境，則必須作適當修改，而非削足適履，強令過
時的法律繼續支配新的社會現況。
首先，就英國競爭法發展背景上來觀察，其自古民族性強烈，並於世界各國中
最早承認自由經濟體制，因此早期認為以習慣法（common law）的體系來規範市場
上限制競爭行為以足，但是受到美國於二次大戰後有克萊頓法、休曼法制定的影
響，以及世界各國開始對不當之限制行為加以立法。之後，英國競爭法發展除了仍
堅持傳統習慣法的體制外，更就獨占、結合、聯合而有公平交易法、限制交易行為

1

A lawyer who has not studied economics……is very apt to become a public enemy” Brandeis
(1916)，參閱葉順榮（2001），競爭法之經濟理論分析：以我國公平交易法對結合行為之規範為
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研究所，1。
2
陳銘祥（2001），「布蘭迪斯大法官—民眾的律師、社會的法官」，月旦法學，第 63 期，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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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轉售價格法等成文法之制訂。英國並於 1973 年加入歐洲共同體，而隨著會員
國不斷修正國內競爭法以求能和歐盟競爭法接軌、並統合歐盟整體市場，如法國、
荷蘭、比利時等。因此，英國亦完全採納羅馬條約第八十五條、八十六條為基礎，
而積極於 1998 年 11 月 9 日完成 1998 年新競爭法之制訂，不僅統整早期習慣法及
成文法之法制，以及修正、調整其國內競爭法執行機構，而且比起早期法制更能和
歐盟競爭法接軌適用。
再者就新法規範特徵來看，不僅統整舊法整體規範，並且引進不少歐盟競爭法
之概念，彌補以往習慣法之不足，例如英國原先就市場上關於競爭法的問題，係以
習慣法的方式使事業主張其私權，但是在 1998 年所制訂之競爭法有所突破，將習
慣法上的私法救濟權轉化成實定法的救濟權，使事業受到完善保障。因此，新法在
規範特徵上有將早期抽象習慣法之概念落實於具體成文法之趨勢。
另外新法在執行面上，也一改早期複雜且不切實際之弊病，考慮執行機關從調
查、判斷決定、執行及上訴等等各層面之問題並一一加以改善，以加強英國國內競
爭法之實際效用。英國早期雖然採自由經濟體制，但是在行政運作上仍有非常強烈
地經濟管制色彩。當事業為限制行為影響國內公共利益時，執行機關便會介入加以
管制，例如 1973 年公平交易法第八十四條特地將機關對於「公共利益」之判斷標
準予以制訂。新法在行政執行體制上更是秉持以往之態度，且參酌歐盟競爭法之經
驗及法制，賦予公平交易局長更大的調查權限，以求能就影響「競爭」和「公共利
益」之各種因素更精準的加以調查、判斷。其次，其執行體制上另一項特色在於，
除了仍秉承早期行政管制掛帥之核心思想，由公平交易局長來扮演執行競爭法之核
心角色，但新法仍試著與司法接軌，使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除了可以訴願至競爭委
員會上訴法庭外，還可上訴至最高法院。
最後，從這次英國積極就新競爭法加以制訂而言，不僅係針對早期習慣法及成
文法不足之檢討結果導致，而且也是學界、實務界不斷建議調整早期執行機關體制
之成果，終而透過新法之適用，而得以引進歐盟競爭法之法律原則、判例及實務經
驗，使得英國競爭法現況能從理論面至實際面上展現不同以往的面貌。
因此，就英國新法之立法經驗與過程，值得我國加以參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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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係採取文獻分析及比較歸納之方法對英國競爭法理論規範及實際運作
加以介紹。首先，蒐集並參考各種相關文獻，並加以整理與分析，是所有研究最初
步與基本的方法，也是形成研究主題、發展研究方向與架構的重要依據。因此蒐集
英國相關之法令規範作為本文主要依據架構，並輔以書籍及期刊論文進行分析及整
理。再者，法學之研究方法中，比較歸納研究法亦是相當重要，透過對於外國法制
之研究，除可以較為宏觀及多方面的角度探討相關議題，更可藉資比較其中法制、
理論、學說、實務運作之異同，收取長補短之效。因此分析而後歸納為本文研究之
基本方法，透過對於各種資料之加以分析再予以歸納，以利豐富的資料能有效地整
合，並建立完整理論體系。另外，由於英國新競爭法制訂未久，且係根據羅馬條約
而來，故對於歐體案例中歐體執委會之決定、歐洲法院及第一審法院之實務判決仍
有參考價值，故本文儘可能加以引用、介紹。此外，有鑑於從事比較法之研究，如
不能究明其立法背景、立法之沿革，而僅從現有之規範出發，似亦不能得其精髓，
因此本文將就英國有關競爭法之歷史背景及立法沿革加以介紹，期能瞭解其在競爭
法方面之發展，以作為檢討我國現行公平交易法之參考。

貳、英國競爭政策及競爭法發展概況
一、英國競爭政策之發展概況
英國競爭法其歷史沿革發展最後，係以成文法取代早期案例法之方式。習慣法
雖早於十七世紀即有認定獨占違法之事例，但由於工商業之發展迅速，如僅透過判
例所提出之累積而形成競爭規範，實有其困難。因此英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亦
順應成文法規範競爭秩序之潮流，而制訂各種競爭法規，來確保自由、公平競爭之
機會。一般說來，就該立法而言基本上係採取弊端規制主義，乃避免企業濫用經濟
力量為出發點。在此基本前提下，如何判斷是否違反公共利益，便成為整個經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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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核心，例如 1973 年公平交易法便要求獨占暨結合委員會須就涉案案件調查、判
斷是否違反公共利益 3 。此外，英國競爭法亦受到十八世紀初著名蘇格蘭經濟學家
Adam Smith所提出學說之影響，其認為應放任市場自由競爭而不加以干涉。因此，
如何對於市場競爭一方面能有效透過法制規範，而另一方面又不致造成約束過多而
影響市場經濟發展，則顯得格外重要。
在早期英國競爭法尚未明確聲明其規範方針時，競爭政策多賴公平交易局年度
報告、貿工部長之政策宣布、以及各種評論文件、或建議之說帖等等加以建立、影
響。競爭政策基本上乃尊重市場架構及公共利益兩大方面加以考量，不過光是這樣
就包含了經濟上、社會上、及政治上各種許多關切的議題。因此，對於造成市場競
爭阻礙的行為並非一定會受到非難，而須從各方面的因素一一加以評估，其中最重
要的乃是判斷其對於公共利益是否違反 4。總結說來，英國競爭政策包含幾個重點，
茲臚列如下，以供參考 5：
(一) 避免經濟力過度集中化，而造成市場競爭之妨礙。
(二) 避免企業過度利潤獲取及市場財富公平分配，而透過徵稅、罰鍰等方式加以調
節。
(三) 消費者利益及避免違反公共利益。公平交易局長主要掌管競爭政策及消費者事
件，而認為競爭政策不能脫離關於消費者之保護，並成為近年來英國競爭法在
實務上主要強調的重點。
(四) 地方區域政策。就該部分由於考量到部分區域經濟發展及競爭政策之獨特性，
例如以結合為例，就某些結合而言因為會妨礙蘇格蘭地區經濟發展而不允准。
(五) 受到抽象之完全競爭理論影響，對於大企業之商業行為加以管制，而間接促進
小企業之發展。並且對於部分小企業之聯合行為，也因為有助於技術發展及分
享，故主管機關對之也抱持較寬鬆之態度而允准。

3
4
5

該法第八十四條規定。
1973 年公平交易法第八十四條規定。
Barry J. Rodger & Ang(1999),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in the EC and UK”,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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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國競爭法發展概況
一般而言，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有關獨占、聯合、及限制交易等行為
之規範，除適用習慣法外，蓋採自由放任之政策。遂而聯合行為便普遍存於產業之
中，並被認為係導致英國經濟停滯不前與僵化之罪魁禍首。有鑑於此，英國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後，便在當時政府領導下，將基礎產業推向國有化之路，而對其他一般
之民營產業，採用超黨派性之反獨占政策，並漸漸強化其規範之效力，且充實其內
容 6。
英國競爭法規範早期包括四個由國會所通過不同之法律。分別為 1973 年公平
交易法、1976 年限制交易行為法、1976 年轉售價格法及 1980 年競爭法，對於獨
占、聯合、結合等限制競爭行為加以規範。此四法案分別處理競爭政策不同之層
面，並分別賦予貿工部長、公平交易局長、獨占暨結合委員會，及限制交易行為法
院不同之權責。首先，公平交易法係規範獨占及結合之狀況，乃根據早期 1948 年
獨占及限制行為法、1965 年獨占暨結合法而制訂。再者，限制交易行為法係規範有
關事業或個人間所訂定可能限制交易自由之協議。其次，轉售價格法係規範企業或
公會企圖限制轉售商品之最低價格之行為。最後，競爭法乃處理、規範關於市場上
反競爭之行為。
此四法案可略分為兩大類，一大類為限制交易行為法及轉售價格法，主要係透
過司法途徑主張權利，以向法院提起訴訟為規範手段，故公平交易局長、獨占暨結
合委員會對此並無判斷之權責，僅能就該狀況加以申報、調查。另一大類為公平交
易法及競爭法，其係透過行政管理手段為規範，故由公平交易局長、獨占暨結合委
員會、及貿工部部長主管監督。除此之外，身為共同體之會員國，英國之競爭政策
自然也受共同體之競爭規範，惟共同體之競爭規範僅適用於有涉及會員國之間之交
易或協議 7。
然而隨著市場發展的繁複，商業行為瞬息萬變，對於事業所為限制競爭之行為

江上勳（1989），經濟法、獨占禁止法概論，稅務經理協會，58-59。
李文秀（1995），英國暨歐體對競爭法規與智慧財產權法規之執行政策與適用關係，行政院
人員出國報告書，5-6。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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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僅憑前述法規加以規範、約束，故學者對其造成之爭議也提出改善之建議。
1989 年所提出之 White Paper（白皮書）中提出改善 1976 年限制交易行為法之修法
方針。該文件對於英國限制交易行為之規範的複雜性、形式化，以及對於協議影響
的考量未周到等流弊一一加以批評。建議政府應該參酌羅馬條約第八十五條規定，
而制定一套新法以替代舊法之不足。並且建議透過新法之制訂，公平交易局長成為
主要之實施、監督機關。該文件亦建議，應設立上訴法庭以利處理公平交易局長上
訴之案件，且對於違反法律規範者處以實質上之處罰。
之後，在 1992 年所提出之Green Paper 8 中，就 1973 年公平交易法及 1980 年競
爭法提出三項建議如下 9：
(一) 保留法規之適用，但擴大其適用範圍，並對程序加以改進，以改善不合時宜之
狀況。或是
(二) 制訂以羅馬條約第八十五條、八十六條為根據的新法取代舊法全部規範，並藉
此新法擴大程序上調查、處罰等等範圍。或是
(三) 制訂以羅馬條約第八十五條、第八十六條為根據之新法，取代 1980 年競爭
法，並和 1973 年公平交易法共同適用，並加以規範。
工黨政府於 1997 年馬上又提新草案建議說帖及新草案。該草案乃就之前的
1996 年草案為架構，並在 1997 年由國會加以審查，於 1998 年 11 月 9 日經英皇批
准，而完成 1998 年新競爭法之制訂。新法在 2000 年 3 月 1 日生效施行，明文宣示
1976 年限制競爭行為法院法、1976 年及 1977 年限制交易行為法、1976 年轉售價格
法 10、及 1980 年競爭法 11 等規定均不在適用。不過，新法和 1973 年法鑑於其各有
規範的著眼點 12 ，故新法僅就該法加以修改、補充，並與之共同適用，而成為英國
現行競爭法制之規範架構。
1998 年新競爭法共規定四篇（包括了競爭、根據羅馬條約八十五條及八十六條
之調查程序、獨占、補充事項等共四篇）共七十六條，四篇中又細分各章，並且於
8

The Green Paper，英國政府印在綠紙上供討論的文件。
Abuse of Market Power, Cm 2100 (1992).
10
新法第一條規定。
11
該法第十七條規定。
12
1973 年公平交易法仍有適用上之必要性，例如第十一條規範「複合式獨占」之型態，能有效
規範寡占市場中企業的行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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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後並有相關補充規定共 14 個附表，可謂規定詳盡且可探知英國政府希望藉由
該法統整早期競爭法制之企圖。其中該法最重要且最精華之規範在第一篇，乃涉及
到「競爭」（competition）之部分，又細分為五章，包括了反競爭協議、濫用優勢
地位、公平交易局長之調查及執行程序、競爭委員會及上訴、及其它雜項等，其中
主要規範基礎即是依照羅馬條約所制訂出之第一章及第二章，就協議、濫用優勢地
位加以規範，並且於其它章中配合實體規定，就組織上及程序上作規定，修訂及擴
大公平交易局長之權限、且改制競爭委員會及增定上訴法庭。
第一章根據羅馬條約八十五條加以制訂，乃有關企業間反競爭協議之行為，規
範上包括了聯合（Cartels）之情形、限制轉售價格以及其他傳統上被認為應禁止之
反競爭協議等等共十六條規定（第一條～第十六條）。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乃關
於事業間的協議、事業團體的決定，或一致性行為有影響英國國內交易之虞，並以
妨礙、限制或扭曲英國國內市場的競爭為其目的或效果，除非受到本章第三條之除
外規定外，否則應加以限制。
第二章則根據羅馬條約八十六條，不僅就獨占之情況，且就事業濫用優勢之行
為加以規範（第十七條～第二十四條）。依照 1998 年新競爭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
定，一個或數個事業有控制地位濫用之行為，就該優勢地位應加以禁止，以避免對
於英國之競爭市場造成影響。
另外，在組織上透過新法之制訂，擴大公平交易局長權限，而獨占暨結合委員
會 （ Monopolies and Mergers Commission ） 也 被 競 爭 委 員 會 （ Competition
Commission）所取代，以及廢除限制競爭行為法院。另外在程序上，改善早期繁雜
的程序，使公平交易局長成為競爭法實際運作之核心，不僅可初步預備調查、且能
進一步調查事實及做出認定之處分，若當事人不服則可上訴至競爭委員會中的上訴
法庭（Appeal Tribunal）13，之後若當事人不服，還可再上訴至高等法院加以處理。
綜前所述，新競爭法不僅統整早期法制之紊亂與疏失，而和 1973 年公平交易
法在英國競爭法制中並駕其驅，且透過新競爭法整合英國早期複雜之競爭法管理體
制，簡化並改善體制，更賦予公平交易局長完全的權利，使英國競爭法在法制上與
實際運作上，兩方面皆呈現有別以往的新氣象。
13

Appeal tribunal學者翻譯為「上訴法庭」。參閱蘇永欽(1998)，出席柏林卡特爾會議及考察瑞
典、英國、義大利競爭法機關報告，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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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英國競爭法規範內容
一、反競爭協議之規範與分析
(ANTI-COMPETITIVE AGREEMENTS)
(一) 概述
聯合行為，又稱卡特爾（Cartel），乃經濟上企業主體聯合起來妨礙、限制、扭
曲市場競爭之行為，為工業國家常見的限制競爭方式。英國競爭法認為實際上，尤
其是透過反競爭協議所為之聯合行為，對於國內競爭所造成之損害是最嚴重的。因
為，其目的或效果乃在妨礙、限制、或扭曲競爭並造成物價上漲，損及消費者之權
益，且也移除對於競爭效率上之刺激，而破壞國內經濟發展，故應對於反競爭協議
加以規範，並對涉案人處以金融上之處罰 14 。故從 1948 年限制交易行為法開始至
1998 年新法制訂為止，便對反競爭協議加以規定，另外就限制轉售價格之部分則獨
立出來加以規範。之後，透過 1998 年新法制定，將限制交易法及轉售價格法統一
規定，並且新法還擴大規範之範圍，除協議外，也包括了一致性行為及企業團體所
為決定，於先說明。

二、1998 年新競爭法
1998 年新競爭法第一章以羅馬條約八十五條為基礎。依照第二條規定，乃關於
事業間的協議、事業團體的決定，或一致性行為有影響英國國內交易之虞，並以妨
礙、限制或扭曲英國國內市場的競爭為其目的或效果，除非受到本章第三條之例外
排除規定外，否則應加以限制。特別是前述行為包含下列行為：
(一) 直接或間接固定買價或賣價或其他交易條件；
(二) 限制或控制生產、行銷、技術發展或投資；
(三) 分配市場或供應來源；
(四) 對交易相對人，就同樣的給付，適用不同之條件，致使其受到競爭上之不利
益；
14

Office of Fair Trading publication (1999), “Leniency in Cartel Cas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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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以他方當事人同意附帶給付為締結契約之條件，而此給付，依其性質或按照商
業習慣，與契約標的並無關連。
並且締結本條所禁止之協定或決議是無效。由以上可知，本章對於協議乃採原則禁
止、例外允許之立法例。
本章規範前提在於，該協議須先判斷有可預期影響競爭之效果 15 ，亦即所謂
「微小不罰原則」（de minimis）。依照貿工部認為，若協議當事人之市場占有率
超過百分之二十五時，則該協議便可認定對競爭具有可預期之影響。另外，依照第
六十條規定，該章若有發生和歐體法相同之案例或問題時，應和歐體法的處理一
致。
其次，第三條除外規定不適用本章之協議之情形（Excluded agreements），包
括了因結合和集中化、受其它法律所審查、專業上規則、或其它除外之情形等。並
配合市場未來發展，於第二項授權貿工部長之後可以命令增加其它除外適用之情
形。
除 此 之 外 ， 如 同 歐 盟 競 爭 法 一 般 ， 本 章 亦 規 定 個 別 除 外 （ Individual
exemptions）及集體除外（Block exemptions）之情形。公平交易局長依照第四條規
定個別除外，即該協議乃有助於生產、銷售或科技提升、經濟發展，並可使消費者
受其成果之利益。不過依照第五條規定，局長仍可以就前述之決定予以變更或是附
加條款等之權力。公平交易局長亦可依照第六條集體除外之規定，向貿工部長建議
依照該條關於群體除外之規定，部長接納該建議後可以命令指定排除適用的協議種
類。
同樣地，除了可透過個別、集體除外之規定，為配合市場發展，依照第十一條
規定（Exemption for certain other agreements），貿工部長亦可以命令就特定之協議
予以排除適用本章之規定，以避免日後因法規無規定，而造成商業行為之阻礙。另
外依照第十條規定（Parallel exemptions），若該協議依照歐盟競爭法而被豁免時，
則該豁免之情況亦適用於本章之除外，以踐行第六十條尊重歐盟競爭法之理念。
公平交易局長對於可能違反本章規定之人，可以事先通知於該人 16 。對於申請
登記之協議，公平交易局長應通知當事人，並給予是否違反本章規定及有無一般除
15
16

參酌表一。
該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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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或其它除外規定適用等之意見 17 。並對於可能違法之協議，進一步予以指導其是
否可藉由前述其它的條款予以除外、或有無因歐盟競爭法除外適用之意見 18 。之
後，公平交易局長依照第十四條規定做出正式決定，包括了以下之內容：
(一) 判斷其是否違反本章之規定；及
(二) 是否有除外規定之適用而無本章之違反。
因此若其結果為不違反本章時，之後便無後續程序加以進行。值得注意的是，
若當事人係在通知前或是在通知期限內予以申請登記時，則縱使該協議有違反本章
之規定，公平交易局長之決定中將不會予以處罰 19 。而且本法在第十五條及第十六
條就局長之指導及決定之效力規定相同條文。對於不違反本法之協議而言（包括了
指導階段、或是決定階段），倘若局長有合理理由相信之後實際狀況改變，或是有
合裡懷疑認為自行調查或當事人提供之資料為不完全、虛偽或誤導之狀態時，可以
就該協議繼續進行後續之程序 20。
另外，本法第二條第二項參酌羅馬條約第八十五條，規定下列法定類型行為須
加以規範：
(一) 直接或間接固定買價或賣價或其他交易條件；
(二) 限制或控制生產、行銷、技術發展或投資；
(三) 分配市場或供應來源；
(四) 對交易相對人，就同樣的給付，適用不同之條件，致使其受到競爭上之不利
益；
(五) 以他方當事人同意附帶給付為締結契約之條件，而此給付，依其性質或按照商
業習慣，與契約標的並無關連。
若有這些行為存在，則公平交易局長無須再經調查階段而為認定。不過若協議之目
的具有妨礙、限制或扭曲競爭時，縱使非為上述種類之一，仍會受到本章之規範。
因此，此處之行為類型僅是就通常之類型加以例示規定，而非僅限於例示之種類，
故實際上仍須就個案來判斷其目的或效果是否有妨礙、限制或扭曲競爭。

17
18
19
20

該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該法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
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
第十五條第二項、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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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制發展
1998 年新競爭法係以羅馬條約第八十五條為基礎加以制訂。於此值得注意的
是，首先先忽視第六十條之規定，我們對於新法和羅馬條約加以審視的話，這兩個
規範是否有其它不一致之地方。實際上，英國新法並無特別規定關於垂直約定之部
分。垂直約定之情況，例如供應者和消費者之間，或是提供商品、服務之供應者和
零售商之間等之協議。
垂直聯合是否與水平聯合具相同的可罰性，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各國學說
及實務見解歧異，如歐市將兩者同視，並由羅馬條約八十五條加以規範、亦有壁壘
分明各持一端如法國，也有疏以規範如我國。競爭委員會及最近的Green paper 21 中
建議應該參酌歐體之經驗而加以增定。貿工部專門小組（The DTI Task Force）被指
派改善該項法制之任務，並依照Green paper之建議而考慮到歐體對於垂直約定之發
展狀況。歐體執委會係根據羅馬條約第八十五條規定，認該協議也應受該條之拘束
22

。因此，實務傾向透過第五十條來間接解決，因為第五十條授權貿工部長可以命

令來修改第一章除外規定之法規，若能以命令指定排除適用某些種類之垂直約定狀
況，另一方面亦代表著本法第一章規定就包括了垂直約定之情況。於是，貿工部長
之後便根據第五十條規定公布the Vertical Agreements（Competition Act 1998）
（Disapplication）Order1999，而適用於除了價格約定外之垂直約定，例如將組
成供銷網路之垂直約定型態，像是連鎖加盟契約予以排除第二章之適用。
其次，雖然新法忽略Explanatory Document建議應該規定排除對於競爭無具體而
明顯影響之協議，因為就該部分並不會造成競爭上極大的問題。但是依照新法規
定，仍可藉由第四條規定予以個別排除、或是依照第三十九條規定可就「small
agreement」等不重要之協議，例外不加以處罰。依照該條第一項規定，所謂「small
agreement」，乃指除了價格約定外，而經由特別規定某種類型之協議，可不受公平
交易局長處罰之豁免。第二項規定，該特定類型之判斷方式，乃從當事人造成市場
之影響程度、或從計算當事人之營業額總和等兩方面來加以認定、判斷 23。
21

The Green Paper, Vertical Restraints.
Julian (1999), “The New U.K. Competition Law Regime”, E.C.L.R., ISSUE 2.
23
可參酌 “(Small Agreements And Conduct Of Minor Significance) Regulation 2000”, Competition
Act 199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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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年新競爭法第一章反競爭協議之規範適用

是否事業之間為反競爭之協議

無（例如母公司和
受控制之子公司）

有
有無排除規定之適用

有（第三條、第四條、
第五十條）

無
有無豁免之適用

有（第四條、第六條、
第十條、第十一條）

無
是否會影響英國國內市場競爭

無（例如出口商）

有
該協議是否適用於英國國內

無

有
是否可預期對英國國內競爭造成
反競爭影響

無（例如市場占有率
未達25%）

有
新法第一章所規範

不受第一章所規範

最後，新法廢除了限制競爭行為法院，就該制度之廢除雖然曾引起一部份人之
批評，認為將導致累積豐富實務運作之經驗付諸一炬。不過針對此點，英國實務目
前則是安排原本法院之成員繼續成為上訴法庭之成員當中，藉此以救濟新制實務經
驗不足之流弊 24 。在組織上統整了獨占、聯合等不相一致紊亂之早期制度，透過第
三章使得公平交易局長能就第一章及第二章之限制競爭行為監控，並使當事人或利
害關係人可上訴至上訴法庭以救濟。就制度上之改革，應值得肯定。

24

See Barry J. Rodger & Ang (1999),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in the EC and UK”,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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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獨占（Monopoly）、濫用優勢地位（Dominance）
之規範與分析
(一) 概述
依據經濟學上認為，獨占（Monopoly）是整個市場或產業只有一家廠商，且其
生產的產品沒有類似的代替品存在，由於人為法律上的限制，或經濟力量運作之自
然形成獨此一家，並對其它競爭者阻礙進入，以長期持續保有超額利潤者 25 。至於
法律上所稱之獨占則不同，乃所謂獨占是指事業於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
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而言，在範圍上較經濟學之定義為廣，尚包括寡占市
場之情況。因此，本文所指「獨占」乃後者之概念，就此一概念於先釐清。另外，
1998 年新競爭法採用「濫用優勢地位」（Dominance），代替獨占之用語，關於新
法之規範內容也將於後詳述。
沿革上來看英國關於反獨占之規範，包含了早期 1973 年公平交易法、1980 年
競爭法、以及 1998 年新競爭法等。首先，1973 年公平交易法可說是英國近三十年
來在反獨占法上最具代表性的競爭法規。之後，1980 年競爭法就反競爭行為包括獨
占、限制協議等行為加以規範。然而隨著市場發展的繁複，商業行為瞬息萬變，對
於事業所為反獨占之行為難以僅憑前述法規加以規範、約束。並且由於規範未盡詳
細，故學者對其造成之爭議也提出改善之建議。直到工黨政府接任後，便接納上述
其建議制訂 1998 年新競爭法。新法不僅取代 1980 年競爭法，且與 1973 年公平交
易法共同適用、規範事業獨占、濫用優勢地位之行為。新法第二章是根據羅馬條約
八十六條為根據，不僅就獨占之情況，更甚與此而就事業濫用優勢之行為加以規
範。雖然有新法之制訂，但 1973 年法關於一般獨占及複合式獨占之規範，仍有適
用上之彈性及必要，例如複合式獨占能有效規範寡占市場中企業的行為。因此，新
法和 1973 年法雖然有部分重複之規定，但亦有各自規範的著眼點。在新舊法相輔
相成中，英國關於事業濫用優勢地位、獨占之情況已獲得改善。以下將就現行狀
況，分別對於 1973 年公平交易法、及 1998 年新競爭法加以介紹及分析。

25

參閱，張清溪、許嘉棟、劉鶯釧、吳聰敏（1987），經濟學上冊，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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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73 年公平交易法
（The Fair Trading Act 1973）
基本上，1973 年公平公平交易法規定係由公平交易局長 26 或由貿工部長 27就獨
占狀態提出獨占案移送至獨占暨結合委員會 28 ，之後再由委員會向貿工部長提出調
查之報告。因此，貿工部長再根據該報告，決定採取何種因應措施，通常係採取報
告中所建議之方式，並由公平交易局長協助加以執行。
早期公平交易局審查程序制度（the OFT Screening Procedure），對其依照競爭
法規來監督、評價市場上濫用獨占行為非常重要。公平交易局長主要係藉由兩類標
準來加以監督，一是行為指標（Conduct Indicators），乃靜態地就事業之行為現況
加以調查；一是表現指標（Performance Indicators），乃動態地就事業之表現加以觀
察、判斷。
行為指標包括了：
(一) 交易相對人或消費者之申訴。
(二) 企業間平行價格之行為。
(三) 企業對於銷售廣告支出經費比率。
(四) 結合之程度等等。
另外，公平交易局所依據的表現指標則包括了：
(一) 市場上企業之比率。
(二) 營業利潤的改變。
(三) 對於營業之收益。
(四) 以及對於價格之調整。
公平交易局長依照上述方式加以審查後，若發現有獨占狀態或是有獨占之虞時，依
照 第 四 十 七 條 規 定 指 明 事 項 ， 向 競 爭 委 員 會 移 送 該 等 獨 占 案 （ Monopoly
References）29 ，例外若貿工部長認為有獨占狀態時，亦可向委員會移送之 30 。委員
26
27
28
29

Director General of Fair Trading簡稱為Director General或是DGF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de and Industry簡稱為Secretary of State。
Monopolies and Mergers Commission 簡稱為MMC。
參見該法第五十條第一項規定。

英國競爭法理論與實際運作之研究

111

會調查獨占移送案事實是否屬實，包括了是否有無第六條至第八條規定之獨占狀
態、屬於何人之利益、受益人有無行為去濫用或維持該獨占狀態等等外 31 ，亦可更
進一步依照認定該事實是否或可能違反公共利益 32 ，以加強對獨占狀態不僅就行為
面上，更就其所造成之影響面上來加以評估，以利對其之有效規範。
一般說來，英國所謂的「獨占」，即指「一般獨占狀態」（Scale or Structural
Monopoly），及「複合性獨占狀態」（Complex or Behavioural Monopoly33）34。首
先，該法所謂「一般獨占狀態」，係依照其對商品、服務之供應量在市場上之比率
來判斷 35 。若同種商品、服務係由同一個企業、同一關係企業集團所供應，或是供
應予同一人、供應予同一關係集團之成員，而在市場上之總供應量有四分之一以上
時，便可認定有「一般獨占狀態」36。另外還有所謂「複合獨占狀態」37，乃指因為
數企業主履行契約之結果或共同結果，使一種商品或服務完全不在英國供應之獨占
濫用狀態；或是指商品、服務的供應量在市場上有四分之一的占有率之情形。後者
情形則係由兩人以上所組成之同一集團所為，包括了自願或不自願、之間有無契約
等等情況。
首先，在少數廠商控制市場時，依照該法關於複合獨占狀態之規定，將由公平
交易局長提交、移送至競爭委員會以公共利益來考量其是否造成市場競爭之問題。
再者，其規範亦有助於 1976 年限制交易行為法之實行，以解決寡占市場中在寡占
企業主之間，通常會發生的平行式之行為，特別是關於平行價格之情況。只要超過
英國市場上四分之一的總供應量，便可以提交該企業群複合獨占之狀態，而無須進
一步去證明該企業間是否有無協議存在 38。

所謂以事實為限之獨占移送案，參見該法第五十一條規定。
參見該法第四十八條規定。
32
所謂不以事實為限之獨占移送案，參見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
33
經 濟 學 者 稱 為 Behavioural Monopoly 。 參 閱 WILEY (1995), BUSINESS GUIDE to
COMPETITION LAW, 150.
34
參見該法第六條至第十一條規定。
35
WILEY(1995), BUSINESS GUIDE to COMPETITION LAW, 150.
36
所謂「一般獨占狀態」，係指第六條第一項(a)、(b)及第七條第一項(a)、(b)規定。
37
所謂「複合獨占狀態」，依照第十一條規定，係指第六條第一項(c)、(d)及第七條第一項(c)、
(d)之規定。
38
Barry J. Rodger, Ang (1999),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in the EC and UK, 111.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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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依照第八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若有藉由一或數契約之履行，而對該
種輸出商品之供應競爭造成妨礙、限制或扭曲，且該契約之輸出數量佔英國生產該
種商品市場四分之一以上之總數之情形時，則亦被視為有獨占之狀態 39 。透過第八
條之規定，可以輔助 1998 年新競爭法，而將第一篇、第二篇所未規定對於企業輸
出行為之部分加以規範。但實際上，這種輸出獨占之狀態在英國競爭市場上也不常
見。
第九條規定則採用第六條及第七條原則上之規定，以適用、規範英國部分地區
之競爭市場，例如地方巴士公司間、建築業者間、或是其他地方性企業間之競爭等
等。不過在 1998 新競爭法之實施後，將可以藉由新法來對於地方性的獨占狀態展
開更進一步調查、蒐集資訊等等程序 40。

(三) 1998 年新競爭法（The Competition Act 1998）
新法第二章乃關於禁止事業濫用優勢地位之行為，並取代了舊法（1980 年競爭
法）第二條到第十條關於利用市場力量而為反競爭行為之規定。由於市場上仍有許
多反競爭行為並未受到調查、拘束，或是因為壟長而繁複的程序而未能及時來加以
控制，於是相對之競爭者可能因而受到損害而未能受到補償。而即使該行為已經受
到主管機關之調查、糾正、改善問題時，往往也早已造成市場上削除相對競爭者之
情況 41 。於是新法第二章規定採用和羅馬條約相同類似的用語，以求能改正英國舊
法規定之缺陷。其不僅規範層面較舊法為廣，並使公平交易局能迅速受理申訴之案
件及展開廣泛的調查，且透過讓公平交易局長以暫時措施（Interim Measure）之方
式發揮實際上之作用 42 。依照第六十條規定，該章若有發生和歐體法相同之案例或
問題時，應和歐體法的處理一致。

依照第十一條規定，將第八條第二項、第三項之狀態亦列入為「複合獨占狀態」。
參見該法第八十四條規定。
41
Foreword to, “A Prohibition Approach to Anti-competitive Agreements and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Draft Bill (1997).
42
Paul M. Taylor (1998), E.C. and U.K. Competition Law and Compliance: A Practical Guide, 41.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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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禁止濫用優勢地位之規範
(1) 優勢地位 43 濫用之意義與判斷
1973 年公平交易法僅就一般獨占及複合獨占加以規範，並以市場占有率百分之
二十五之門檻時為調查之標準。科技日新月異、企業的競爭手法也因而層出不窮，
該法之規定顯然不足約束、規範之。1998 年新競爭法第二章規定依照羅馬條約八十
六條，對於事業優勢地位之行為進一步加以規定。於第十八條中規定禁止優勢地位
事業之行為，並對該行為加以處罰。所謂「優勢地位」，乃指市場上一個或一群事
業享有經濟上控制之地位或力量，使其在相關市場上能有效的避免競爭，而不受競
爭對手、顧客之影響而言。相較於 1973 年公平交易法而言，首先新法在用語上改
以「優勢地位」代替「獨占」，較能精準界定該法律概念，且與經濟學所稱之「獨
占」用語加以區分。再者，新法所謂的「事業」（Undertaking）之範圍，還包括了
公司、工商行號、獨資或合資之企業、貿易協會等等 44 ，亦比舊法的概念還廣，也
較能規範現行市場之不法競爭行為。
公平交易局長根據新法規定，具有調查及決定之權。根據新法第二章規定局長
應該判斷下列問題：事業是否具有優勢地位；若有，是否具有濫用優勢地位之行
為。英國實務通常是以事業在相關市場之占有率判斷該事業有無優勢地位之存在。
早期實務判斷上係是以百分之二十五市場占有率為門檻，便視有獨占狀態而須
接受調查，且若超過百分之四十便認定有獨占之地位。新法實施後，原則上認為超
過百分之四十之門檻便可認定其具有優勢地位，例外對於低於百分之四十市場占有
率之事業，若有其它相關事實證明（例如從市場占有率稀少之競爭對手來看，其已
具有相當優勢地位、以及其它相關因素等等），仍可認定其具有優勢地位之存在 45。
因此搭配新舊法來看，只要市場占有率超過百分之二十五時，便會受到公平交易局
之調查。
再者，若認該涉案事業具有優勢地位後，接下來公平交易局長從下列三方面來
加以考慮，以評估涉案事業是否濫用優勢地位 46：

43
44
45
46

有學者稱Dominance為控制地位，亦有學者稱為優勢地位。
Office of Fair Trading publication (1999), The ChapterⅡ Prohibition, 2.
Office of Fair Trading publication (1999), The ChapterⅡ Prohibition, 6.
Office of Fair Trading publication (1999), The ChapterⅡ Prohibiti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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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競爭者之市場力量是否削減：從其所市場占有率來加以判斷。
二、競爭者進入市場競爭是否有阻礙：藉由其它事業是否容易進入該市場來判斷。
三、其它相關因素：例如事業之顧客購買群（包括了批發商、加工者等等）。
(2) 禁止濫用優勢地位之行為類型
依照 1998 年新競爭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一個或數個事業有控制地位濫用
之行為，就該優勢地位應加以禁止，以避免對於英國之競爭市場造成影響。第二項
規定 47，禁止優勢地位事業之濫用行為包括了：
一、直接或間接課加不公平的買價或賣價或不公平的交易條件。
二、限制生產、行銷或技術發展致生損害於消費者。
三、對交易相對人，就同樣的給付，適用不同之條件，致使其受到競爭上之不利
益。
四、以他方當事人同意附帶給付為締結契約之條件，而此給付，依其性質或按照商
業習慣，與契約標的並無關連。
從以上可以得知，第十八條第二項規範和羅馬條約八十六條相近，對於濫用優勢地
位之行為規範非常詳盡。重點在於事業在從事競爭的過程中，是否以法規所禁止之
方式濫用其優勢地位，而造成對於市場中競爭之限制、妨礙。不過若其行為之結果
係依照 1973 年公平交易法關於造成事業間結合或是合資的情形時，則例外不受第
十八條之規範 48。

(四) 小結
由於 1973 年公平交易法僅就獨占之狀況加以規定，而就優勢地位之濫用難以
加以規範，故新法參考羅馬條約八十六條規定，於第二章中就用語上不僅以「事
業」取代「企業」之用語，擴大規範之對象，再者以「濫用優勢地位」取代早期僅
就「獨占」之情況加以規範，不僅較完善且更易實際之適用，如同前述。新法並於
第二十條至第二十四條就公平交易局對於可能有濫用優勢地位之人的通知程序加以
規定。不過鑑於新法剛施行不久 49 ，故許多實際運用、判斷之法則仍有賴歐體案例
47
48
49

何之邁（1993），公平交易法專論，33。
參見 1998 年第十九條第一條規定。
新法第二章之規定，於 2000 年 3 月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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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參酌。新法取代了 1980 年競爭法關於反競爭行為之規定，並於 1973 年公平交易
法共同適用於競爭市場之中。不過，實際面上仍有許多問題仍會隨著新法實質運作
而待觀察，像是貿工部、公平交易局、及競爭委員會是否能有效的扮演各自的角色
及互相協助執行，或是法院能否有效、公正的處理私人因為違反第二章規定而受損
之賠償請求等等。
另外就新法第二章和 1973 年公平交易法而言，其不僅對於一般獨占作相類似
之規定，並且就市場中之協議濫用行為、或寡占市場之平行互傚濫用行為，雖然
1973 年法係區別於一般獨占，而以複合式獨占加以規範。但是新法用語所謂的「一
個或一個以上的事業」是否也包含此種情況，則仍有不同之爭議 50 。不過新法擴大
公平交易局長之調查、判斷權限，並以之為競爭管理體制之核心之設計，較之早期
複雜而繁複的制度，對於市場上優勢地位之濫用更能有妥適且即時之避免及控制，
就該點之立意與改善則值得稱許。

三、結合（MERGER）之規範與分析
(一) 概述
1973 年公平交易法第五篇（第五十七條到七十七條）對於結合作了一番詳細的
規範。依照 1973 年公平交易法第六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所謂之「結合狀態」乃二
或二以上之相關事業（enterprise），在一定時間或一定情形下 51 已無法區分為個別
事業，而該等事業中至少有一係在英國營業或為在英國設立之公司所控制，且致使
該企業之市場占有率超過四分之一，或目標公司之資產總額超過七千萬英磅之情況
而言。由於事業結合之發展結果有導致獨占之可能，但從企業經濟的角度而言，透
過結合則可以擴大經營之規模，研究開放新技術，以有效利用開發之成果提升產業
水準，並可對公司資源經費之有效支配及避免雙重投資，而發展結果則可強化國家
於國際上之競爭能力 52 。因此對於結合之規範，應該一方面考慮其對於市場經濟發
展之影響，另一方面亦要防堵因結合可能造成之妨礙、限制、扭曲市場競爭等弊端
有學者認為依照羅馬條約 86 條相同之規定，其概念當然包括，故英國新競爭法第十八條規定
亦應作相同之解釋。Barry J. Rodger & Ang (1999),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in the EC and UK, 129.
51
該法第六十四條第四項規定。
52
正田彬編，「企業合併法構造」，昭和 51 年 3 月初版，68。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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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

(二) 1973 年公平交易法
（THE FAIR TRADIND ACT 1973）
1. 規範內容
依照 1973 年公平交易法第六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所謂之「結合狀態」乃二或
二以上之相關事業（enterprise），在一定時間或一定情形下 53 已無法區分為個別事
業，而該等事業中至少有一係在英國營業或為在英國設立之公司所控制，且致使該
企業之市場占有率超過四分之一，或目標公司之資產總額超過七千萬英磅之情況而
言。又依照六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此處所規範結合的狀況，包括了一事業之營業或
部分營業。因此，英國結合管制不僅適用於企業合併、購併他事業之情形，也適用
於收購他事業特殊的資產之情形。
結合狀態最主要的在於判斷事業有無無喪失個別性。依照第六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所謂事業有下列情形時，則視為所謂「喪失個別性之事業」：
(1) 兩事業同屬同一所有權或控制權人所有，或
(2) 兩事業其中之一，因避免事業間競爭所訂協議或交易而完全停業。
以上的規定乃關於結合管制最早期的型態。然而，首先我們應該要注意的是，市場
上極少有企業協議停止競爭之商業行為出現，而且完全結合的情形，實際上也非常
少。市場上企業通常是以獲取他事業一部份的控制，藉資以獲取市場占有率之分
享。因此，六十五條第三項及第四項就後者情況，認為若事業具備以下條件之一
時，可認其為控制權人。茲將該條件臚列如下：
(1) 控制他事業之股份；或
(2) 有能力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經營方針；或
(3) 有能力直接或間接影響他事業之經營方針。
並且依照第六十四條規定，為了能有效的調查結合狀態，分別從市場占有率或資產
評估之標準為判斷。
若有結合案向競爭委員會提出時，依照 1973 年公平交易法規定，委員會須加

53

該法第六十四條第四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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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調查，並判斷該結合狀態是否確切成立，以及是否該結合狀態已經、或可能造成
公共利益之違反 54 。依照本法第八十四條對於公共利益影響之各項事例有詳細之規
定，茲臚列如下：
(1) 維持及加強英國商品及服務供應者間之有效競爭；
(2) 加強英國商品及服務由消費者、購買人及其它使用者所支付之價格、接受之商
品、服務之品質及種類等方面之利益；
(3) 加強藉由競爭降低成本及開發與使用新技術及新產品，以及使新競爭產商進入
市場；
(4) 維持及加強英國產業及就業分配之平衡；及
(5) 維持及加強英國商品、服務之生產者、供應商在英國以外市場之競爭活動，以
促進出口。
競爭委員會經由調查後認為移送該會之結合案確有應調查之結合狀態，且認為
該狀態之發生有違反公共利益之虞時，依照第七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委員會向貿工
部提出報告，以指出該狀態違反公共利益之特殊影響，且應考慮採取補救或防止上
述不利影響之措施，並於報告中提出有關上述措施之建議。在少數一些案例當中，
委員會甚至幾乎可以說是，徹底的禁止結合，以保護公共利益。不過在大多數的案
例當中，委員會仍會在提出的報告中尋求矯治方式，以避免結合所帶來負面的影
響。
實際上在 2000 年一年內，貿工部部長依據公平交易法共處理過 315 個結合
案，比起 1999 年共 415 個結合案約減少了 24%的比率。再者，貿工部提出結合案
移送至競爭委員會也從 1999 年的 254 個減少到 192 個55。競爭委員會必須在預定
的時間內向貿工部長提出報告。若競爭委員會並無證實相關事實時，則程序也就僅
到向貿工部報告為止。但是，若競爭委員若證實該結合違反公共利益時，貿工部長
必須裁定正式的方式以矯治該違法結合所造成的影響。之後，部長必須公開該報
告，並向議會提出。最近的狀況，規定貿工部長須在二十天內以新聞稿的方式公
布，以說明該涉案狀況及相關之方案。雖然貿工部長的權力範圍廣，但其在行使其
權力以補救或防止時，應考慮委員會所提出報告之建議，及公平交易局長所提出之
54
55

該法第六十九條規定。
http://www.dti.gov.uk/CACP/cp/monopol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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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56。
除了可依照法定程序由貿工部做出裁定外，大多數的案例的情況是，由貿工部
長要求公平交易局長與相關當事人協商，並取得該等相關當事人承諾、保證採取貿
工部長認為補救或防止之必要措施 57。例如Stagecoach巴士乙案中，若該巴士公司提
供低於一般市價之車票係為了排除市場上顯在、潛在的競爭者時，為了改善對於公
共利益之影響，公平交易局長和該涉案巴士公司協商仍讓其持續該低價車票之行為
直到市場競爭者重新出現競爭之時，以避免造成突然提高價格而使消費者受損之狀
況發生。另外亦有案例協商的結果屬於較激烈的情況，例如同樣的當事人
Stagecoach巴士在公司別的案例當中，和公平交易局長協商結果為被要求其削除
20%之股權，並且不能擔任主席之地位，以及不能重新獲取之前不法之利潤 58 。因
此，透過此種方式，將更能徹底及有效對於結合案之執行。
貿工部部長在一開始提出結合案，至最後結合案之執行階段中，均能獨立審
慎、判斷以做出適合的裁定。就如同公平交易局長所提出之意見對於貿工部部長不
具拘束力一般，即使委員會報告的結論中，認為該結合案有違反公共利益之虞，但
貿工部長仍有權利決定不加以採納。之後該裁定將會受到司法複審，不過通常法院
仍會尊重主管長官之決定而不加以推翻。

2. 結合承諾保證措施（Undertakings）59
在貿工部除了可提出結合移送案外，亦可改以結合承諾保證措施之方式以取代
結合移送案之提出 60 。在決定移送結合案前，公平交易局長可向貿工部部長提出相
關之承諾措施。公平交易局長在提出適合的方案前，首先應預先判斷涉案案件是否
適宜提出結合移送案。再者，局長在建議中應該自行判斷涉案案件是否適於調查，
並在建議中應特別提出構成結合狀態之基礎事實及對於公共利益之不利影響 61 。最
後，其在建議中應設計合適之方案以矯治該不利影響。附帶一提，利害關係人應就

該法第七十三條第三項規定。
該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規定。
58
DTI Press Release, (1995); [1995] 5 ECLR, 135.
59
http://www.dti.gov.uk/CACP/cp/Guidance on DTI procedures for handling Monopoly references and
reports.htm
60
該法第七十五G條至第七十五K條規定根據一九八九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條增定。
61
該法第七十五G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56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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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該問題向公平交易局長加以解釋。至於貿工部長一旦採納此種方式後，之後便不
能再就同樣之狀況再提出結合案移送至競爭委員會中 62 ，除非發生該基礎重要事實
未被部長或局長所考慮，但會造成事業喪失個別性時，例外才可向競爭委員會提出
結合移送案 63 。貿工部部長若認為該建議方案之內容並未提及公共利益、或是建議
方案有礙公共利益之發展時，可不加以採納 64 。反之，當貿工部長接納該方案之提
出後，須就公平交易局長所提出之解決方案之內容、目的、以及解決方案之影響及
變動程度等等一起公布 65 。而且這些被接納之方案，可被競爭主管機關或利害關係
人強制加以執行之。公平交易局長有職責對於被接納採用之解決方案後續狀態加以
監督 66 ，若涉案狀態之後產生變化而使方案不合時宜時，公平交易局長應向貿工部
部長建議以作必要性之變動、調整，其並可依法下令矯治 67 。該制度之引進，對於
日後貿工部處理相關結合事件時，均能以此較為有效、經濟之方式來處理，也因此
減少無謂行政資源之浪費。

(三) 現制發展
不過由於制訂公平交易法至今已有一段時間，故就英國結合管制之批評與建議
也不斷提出。批評主要在於，結合管制制度在本質上會受到政體而影響其判斷因
素，也因此造成其判斷標準難以清楚的加以辨別。再者，對於 1973 年公平交易法
第八十四條規定來說，各項有關公共利益之事項均須加以判斷，不僅花費時間，而
且對於委員會之調查而言，無形增加不少的負擔，浪費不少行政資源。
1999 年 8 月，貿工部發表「Mergers: A Consultation Document on Proposals for
Reform」之報告中，對於英國結合管制加以批評並提出改善之建議。其建議此新架
構的基礎根據在於，1998 年新競爭法所引進對於競爭之判斷標準、及競爭主管機關
的獨立判斷地位。其強調「應給予企業明確性之態度，以避免因為短期政體改變而

62
63
64
65
66
67

該法第七十五G條第四項規定。
該法第七十五G條第五項規定。
該法第七十五H條第三項規定，
該法第七十五H條第一項規定。
該法第七十五J條規定。
該法第七十五K條第二項、第六項、第七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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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影響」 68 。該報告亦注意到在各案例中，競爭已儼然成為首要考慮因素，並大
多已都排除第八十四條之字眼拘束，主要係因為Tebbit doctrine原則已經影響英國結
合管制系統超過二十年，因此造成之弊端也不斷遭到批評。同時於此情況下，也注
意到貿工部長享有廣泛的權利，為了避免其濫用，故認為除了讓其做出之決定應受
到司法審查之方式外，亦認為可藉由在在做出決定的過程中，使部長須判斷第八十
四條（因為該規定僅委員會須遵守）之方式來改善。
該報告並建議減少貿工部之管制角色，而加重公平交易局長和競爭委員會之地
位，以連貫其在結合上之管制，並以兩階段調查來運作 69 。首先第一個階段先快速
解決處理以判斷是否為合適之案例，接下來第二個階段再非正式的就該案例深入調
查。在第一個階段當中，主要僅在評估涉案結合之結構，而在第二個階段當中，則
係根據競爭法之規範來進行。因此該報告更進一步就如何搭配公平交易局長及競爭
委員會體制提出兩個方案，第一個方案係第一個階段係由公平交易局長先作預備性
之調查，而在第二個階段係由競爭委員會作全面性的調查。這個方案對於行之有年
之結合管制體制比較不會造成極大的干擾及改變，並且可透過不同階段的調查來查
明，但是這僅適合於分工詳細的競爭組織架構上，否則將會造成主管機關更大的負
擔。於是，報告又提出第二種方案，搭配 1998 年新競爭法關於獨占、聯合之管理
體制規範，即由公平交易局長分別在兩個階段中均可加以調查及作決定，並且享有
權利上訴至競爭委員會之上訴法庭。然而該方案仍有問題在於，結合管制深入調查
之分析，往往需要專業判斷及事先之評估。不過相較於第一個方案，競爭委員會須
在現行體制下有嚴格時間限制之壓力下所做之調查，後者比較不會造成調查上之草
率及完整性。另外，貿工部則又從不同的層面加以考量，乃關於利害關係人權利之
保護方面，若以第二個方案為例，則利害關係人將無法上訴 70 。於是基於該點，
1998 年新競爭法特別就利害關係人及代表團體規定其上訴之權利 71。因此，實務目
前較傾向採取第二種方案。

68
69
70
71

At paras 1.17-1.19.
參照圖示一、圖示二。
At para. 4.12.
新法第四十七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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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公平交易局調查（第一階段）
(OFT/First stage investigation)
局長做出決定
(DGFT'S decision)
允許
(clearance)

開始第二階段
(lnitiate second stage)

有條件之允許
(clearance with agreed conditions)

交由競爭委員會（專門報導小組）
調查及做出決定
(Competition Commission /Reporting Panel)
(Second stage investigation and final decision)

允許
(clearance)

禁止結合
(Prohibition)

圖一

有條件允許
(Clearance subject to condition)

結合管制主管機關～方案一72

交由公平交易局調查（第一階段）
(OFT/First stage investigation)
局長做出決定
(DGFT'S decision)

允許
(clearance)

開始第二階段
(lnitiate second stage)

有條件之允許
(clearance with agreed conditions)

公平交易局進一步調查（第二階段）
(OFT/Second stage investigation)
局長做出處分
(DGFT'S decision)
未上訴(no appeal)
允許
禁止結合
(clearance) (Prohibition)

有條件允許
(Clearance subject
to condition)

上訴(appeal)
競爭委員會上訴法庭
(Competition Commission
Appeal Tribunal)

廢除或修改處分
(overturns or varies)

圖二

72
73

承認處分
(confirm)

結合管制主管機關～方案二73

Trade and Industry (1999), Mergers: A Consultation Document on Proposals for Reform, 39.
Trade and Industry(1999), Mergers: A Consultation Document on Proposals for Reform,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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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英國競爭法執行體制
一、概述
實施競爭法的主要國家，幾乎設置主管機關以強化其執行效果，而這類機關的
功能、組織，各國不一。首先，要釐清的是英國執行機構和歐盟競爭法執行機構並
非完全一致。其主管競爭法的機關為貿工部及公平交易局、獨占暨結合委員會（已
改制為競爭委員會）。再者，英國執行機構體制已經藉由 1998 年新競爭法之修訂
而加以改變。新法不僅引進新的執行管理機構，並且廢除了類似的舊體制，例如：
廢除限制競爭行為法院（Restrictive Practices Court），並且將獨占暨結合委員會改
制為競爭委員會、並於委員會中設置上訴法庭受理訴願事件。新法同樣地也修訂競
爭執行機構的功能及權力。最後，雖然新法亦承認可由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團體
藉由一般法院訴訟程序來處理相關競爭事件，但值得注意的是新法在本質上仍保留
並改善、加強行政執行機關之組織及功能。確實此亦使法院的功能僅限於以新法為
基礎上之爭論，而在關於獨占以及結合等方面，競爭管理執行體制仍然扮演著重要
的角色。就早期執行體制，可參考圖示一、二、三、四。

二、1998 年新競爭法制訂之執行體制
(一) 概述
在新法實行之際，1973 年公平交易法仍同時加以適用，以規範較複雜的獨占、
結合等問題。因此，於適用程序上須要配合圖示七新制運作狀況。就獨占、反競爭
聯合行為而言，較無實際運作上之問題，乃已經藉由新法第三章之規範，使得公平
交易局長可就第一章、第二章之案例為通知、調查及處分。此處有問題在於，結合
管制主要由 1973 年公平交易法所規範，則公平交易局長是否仍可依照新法為通
知、調查及處分等程序規定。如同前章結合一節所述，1999 年 8 月貿工部發表
「Mergers: A Consultation Document on Proposals for Reform」，而提出兩階段調查
及兩個未來主管機關配合新法可依循之方案，大體說來，實務傾向讓結合管制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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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對於獨占、聯合等之程序規範一般，且可透過上訴至競爭委員會上訴法庭以救
濟。因此，簡而言之，公平交易局長已儼然成為推動及實施英國現況競爭法之核
心。
另外，圖示七說明了新法之競爭管理體制之概況。一開始的調查階段主要係由
公平交易局長擔任蒐集資訊、查證的角色。除此之外，當事人也能告發反競爭之協
議、或其他不競爭行為等情事。更進一步，新法還提供公平交易局長多方面的全新
調查權力。而新法同樣地也傾向於肯定利害關係人對於違反競爭法之行為藉由法院
加以控告的權力。總而言之，相對於舊法僅限於管理上、架構上組織之維持，英國
新競爭法就競爭管理體制上有著長足而深遠的發展，不僅藉由主管機關為行政上之
管理，且承認可彈性讓利害關係人利用司法制度救濟該損失、或聲請禁止令以禁止
該行為，使得英國競爭管理體制呈現嶄新的面貌。以下，將依照新法就不同以往舊
制之部分加以介紹。

(二) 關於公平交易局之規範 74
1. 公平交易局之地位
新法中最重要的改變，不僅讓公平交易局具有獨立之法人格地位，並且也凸
顯、加重公平交易局長在競爭管理體制上所扮演的角色，而由公平交易局長及公平
交易局加以實施。公平交易局長（以下簡稱局長）乃就競爭政策及消費者事件加以
掌管，其下設五個主要部門 75 ，分別是競爭政策、消費事件、資訊、行政及法務等
部門，以協助局長處理獨占、聯合、結合、限制競爭、轉售價格、金融、專業服
務、消費者政策、不公平契約條款等與競爭或消費者保護有關的事務 76。
依照新法規定，其所扮演的角色則可和競爭委員會相提並論，若有合理之理由
認為有新法第一章、第二章禁止反競爭協議、濫用獨占地位之行為時，除了可預先
初步調查外，並且可作進一步之深入調查 77 。局長將成為一個重要而獨立的角色，
不僅可以加以調查、研究，而且可以自行判斷以決定是否違反法令規範 78 。因此，
74
75
76
77
78

http://www.oft.gov.uk/html/about/about.htm
參照圖示五。
參照圖示六。
新法第二十五條規定。
新法第二十六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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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從最初的調查階段乃至於最後的執行階段，扮演了最核心、也最具影響力之調
查及決策角色 79 。相對而言，貿工部長的角色則加以限縮，減少其在調查、執行階
段的角色，不過其仍可就競爭管理之程序、狀況為指示，且對於法令規範之用語及
適用情況等，亦可以命令加以下明確定義、補充、或修改。
另外，公平交易局長在做出決定前之階段，可以先作中間裁量為暫時措施，以
保障公共利益或是避免更嚴重的事態發生 80 。並且，局長更可在其做出決定之處分
中，就違法行為最多可罰關於營業額 10% 之罰鍰 81 。除此之外，還可提供當事人避
免更進一步傷害的指示、指導 82 。綜上所述，公平交易局長、公平交易局在新競爭
法的依循下，有別於以往之地位。83

2. 公平交易局長之職權
新法實施後，貿工部仍負有競爭政策之整體責任，而掌理國內競爭政策相關事
項，例如限制競爭、商標、專利等。根據新法，公平交易局長則享有以下的權限、
提升其地位，使其儼然成為競爭法執行體制之核心，茲臚列如下：
(1) 可就個案為個別排除第一章之適用，之後亦可再更改其排除之決定（第四條、第
五條）。
(2) 建議貿工部長增定、刪除、或修改第一章集體除外之類型（第六條）。
(3) 擴大調查權，使其享有要求資料權，於事實個案調查時，要求當事人提供正確無
誤之相關資料。受要求之事業必須負合作義務，不得以商業秘密為拒絕之藉口。
另外，還享有現場調查權（第二十五條至第三十一條）。
(4) 給予當事人行政指導之意見，內容包括了個案是否有違反新法第一章或第二章之
虞（第十二條至第十五條、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三條）。
(5) 可就個案判斷並為是否違反本法之處分（第十六條、第二十四條）。
(6) 可中間裁量為暫時措施（第三十五條）。
(7) 可就個案為處罰或豁免之處分（第三十九、四十條）。

79
80
81
82
83

參照新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參照新法第三十五條規定。
參照新法第三十六條規定。
Barry J. Rodger, Angus MacCulloch (1999).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in the EC and UK, 53..
公平會 88 年研究報告，各國競爭政策與競爭法主管機關組織職掌之研究，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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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新法賦予公平交易局長權限外，局長日後可對新法為相關意見之建議。

(三) 新法關於競爭委員會之規範
（Competition Commission）
1. 競爭委員會之功能
依 1948 年獨占及限制行為法第一條設置獨占暨限制行為委員會，後按 1973 年
公平交易法第四條規定，更名為獨占暨結合委員會。隨著 1998 年新競爭法之制
訂，英國於 1999 年 4 月 1 日改組獨占暨結合委員會成立競爭委員會，以取代獨占
暨結合委員會的角色。競爭委員會有兩個主要的功能 84 如下：
(1) 有提出報告的角色：乃繼續執行 1973 年公平交易法中關於獨占暨結合委員會之
職務，就其它競爭管理機關所提出獨占之濫用、結合、或其它關於公司之經濟管
理 等問 題進行 查處 ，其程 序進 行如同 前節 所述。 由常 設委員組成 專門 小 組
（panel）加以處理。
(2) 除此之外，委員會還具有類似法院獨立審判的地位：以聽取關於公平交易局長依
據新法第一章、第二章，就反競爭行為、優勢地位濫用所為之處分，當事人不服
之 上 訴 意 見 。 由 依 據 新 法 設 置 之 「 競 爭 委 員 會 上 訴 法 庭 」 （ Competition
Commission Appeal Tribunals ）85 加以處理。
競爭委員會於每年固定出版年刊，不僅集結至當年七月所處理過的個案，且也就該
年競爭委員會的處理原則、方針、活動、處理訴願事件之態度等加以介紹。

2. 競爭委員會之組織及職務
1998 年新競爭法於第四十五條及該法附表七中規定競爭委員會之成員、組織。
競爭委員會成員為主任委員一人、上訴法庭長一人、副主任委員二人、常設委員及
職員

86

。 目 前 競 爭 委 員 會 之 主 委 為 Derek Morris 、 上 訴 法 庭 庭 長 為 Chrisopher

Bellamy，主任委員及上訴法庭長同時亦是競爭委員會之委員，由貿工部長任命為專
職職位，任期為五年，並可連任。主任委員總理會務、對外代表委員會，對內為委

84
85
86

參照新法第四十五條規定。
參照新法第四十五條至四十九條規定。
常任委員為 40 人至 60 人。職員共 9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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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議之主席。上訴法庭長為貿工部任命具有一定法律實務執業經驗之人擔任 87 ，
負責就個案為籌組及主持上訴法庭以受理訴願事件。除了主任委員及庭長外，其餘
之常設委員則是兼職。常設委員乃具有財經或法律背景之專家學者兼職，以辦理包
括有關獨占、結合、報業結合、一般事業、限制勞工實務、反競爭法實務、公共事
務、訴願事件等業務。而每項業務均由三人以上之委員所組成之專門小組負責，並
由六至十個職員支援該小組進行資料蒐集及調查工作。
組織上，競爭委員會包括了報告專門小組（reporting panel）、報業結合專門小
組（newspaper merger panel）、其它關於電力、電信、水利等專門小組、及上訴專
門小組（appeals panel）。報告專門小組乃就獨占、結合及經濟管制等問題為調查、
處理並提出報告於貿工部長；其它專門小組則協助政府管制關於電力、電信、水
利，或報業結合等業務；上訴專門小組乃處理當事人之上訴。除了報業結合專門小
組外，主任委員就其餘的專門小組可以指派相同的常設委員組成，小組成員最少須
三人以上所組成。上訴法庭長就當事人申請上訴之個案從上訴專門小組中，挑選三
個委員組成上訴法庭以受理，其中一人為主席（可由上訴法庭長擔任，或小組中須
具有七年律師專門執業經驗者擔任）88。
最後，當上訴法庭裁決結果認為公平交易局長在做出處分之過程中未考量到主
要問題時，則該案例將有可能被撤銷而重新開始。除此之外，法庭亦有充分的權力
對於該案件重新審理、推翻，其中當然包括了複審、推翻關於處罰或是解決方案之
處分等權力。假使當事人仍不服上訴法庭之裁定，則其可就裁定中關於處罰或法律
等問題提出於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法庭亦可指派專家從旁諮詢、建議，
以利於其研究及判斷。法庭進行方式，通常是以口頭就目擊證人加以反詰問等公開
辯論之方式進行。
另外，除了受處分之相對人可以上訴外，新法也允許符合一定資格之利害關係
人亦可上訴 89 ，不過利害關係人對於處分中之處罰則不能加以上訴 90 。其依照第四
十六條、四十七條規定向公平交易局長申請撤銷或更改該決定。若局長認為該申請
無合理充分之理由而不撤銷或更改決定時，應加以說明並通知當事人。當事人不
87
88
89
90

該法附表七第四條規定。
該法附表七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規定。
參照新法第四十七條規定。
Office of Fair Trading publication (1999), Enforcement,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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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可就申請案上訴至競爭委員會 91 。依照新法第五章及該法附表七、附表八中賦
予委員會處理上訴之角色，並由委員會中之上訴法庭予以處理 92。
綜上所述，整個競爭委員會不僅承襲早期獨占暨結合委員會之角色，就專門事
項為調查、評估、報告。新法亦賦予其具有獨立的上訴審判角色，使其在競爭管制
上可複審主管機關處分是否正當，相較早期當事人僅能至一般法院上訴，而法官又
多以專業不足、尊重行政機關決定為理由，更能發揮救濟之功能。因此，競爭委員
會在保障當事人權益上而愈顯重要。

(四) 關於救濟方式之規範 93
1.上訴法庭之設置 94
如同前述，新法於競爭委員會設置上訴法庭以處理訴願案件，其具有準司法之
性質 95 。公平交易局長有權就新法第一章、第二章違反之行為加以處分。當事人若
對下述事項不服便可訴願至上訴法庭，包括了是否違反本法、處罰是否恰當、有無
第一章除外規定之適用、暫時措施是否適宜等等 96 。再者，若是其它關於電力、電
信、水利或報業之主管機關所為之處分，當事人亦可不服而為上訴。利害關係人亦
可就申請公平交易局長撤銷或修改處分決定之駁回申請為由不服而為上訴，但就處
分中有關處罰之部分則不得上訴 97。
上訴法庭長受理訴願事件後，便須籌組上訴法庭以處理。上訴法庭由一位主席
（亦可由庭長擔任之），及庭長從競爭委員會之上訴專門小組中指派兩名委員所組
成 98 。上訴法庭可以為下列之判斷：確認或駁回上訴；移交至公平交易局長或其它
之主管機關；增加、刪除或修改處罰內容；給予相關指導意見，或給予與其它主管
機關可採取同樣之行為、措施。法庭於處理訴願事件須注意下列原則：

參照圖示八。
該法第四十八條規定。
93
http://www.mmc.gov.uk/
94
Appeal tribunal學者翻譯為「上訴法庭」。參閱蘇永欽（1998），出席柏林卡特爾會議及考察
瑞典、英國、義大利競爭法機關報告，28。
95
參酌圖示八。
96
參照新法第四十六條規定。
97
參照新法第四十七條規定。
98
關於上訴法庭之組織及程序，可參照新法附表八中之規定。
91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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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序開始時：程序開始時先以書面並提出相關文件以儘速進行審理案件背景及狀
況。
(2) 程序進行中：上訴法庭須儘速集中焦點於爭議事項及有效率地提出證據，以避免
造成程序之冗長、拖延程序。
(3) 於期間內做出決定：一般說來，上訴審理期間為六個月，須嚴格遵守。
(4) 有效率調查證據：法庭須注意書面文件的證明價值，並以有效率之方式調查證
據。若事實須要經由反詰問之程序為證明時，則法庭例外可以口頭詢問當事人或
證人。
(5) 聆聽口頭陳述：避免之後冗長之口頭辯論，故可事先於程序開始時先聆聽當事人
口頭陳述，以幫助法庭釐清爭議所在。
另外還要注意的是，法庭於進行程序時，依照第六十條須考量歐盟競爭法及歐洲法
院，不僅須就相關之案例達到一致之處理原則，且就程序進行中參酌歐盟競爭法律
一般原則，以保障當事人權益。當事人若不服上訴法庭之裁定後，仍可就裁定中引
用法律概念或處罰內容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

2. 私法救濟之建議
新法另外有一個問題存在，並無規定私人可提起訴訟以救濟因限制競爭所受損
害之規定，然則是否新法因此就不承認此制度之存在，則有爭議。從貿工部最近的
資料及文件 99 中得知，其傾向承認當事人可透過一般法院，而以私法手段以達到新
法規範之目的。在以前，舊法雖有部分相關的規定 100，但卻無授與法院可採取相對
之因應措施。
雖然新法並未就私人求償之部分加以規定，但學者認為似乎可依照新法第六十
條之規定，藉由該條參酌歐盟競爭法及歐洲法院、歐體執委會等多已承認此制之見
解，而允許私人為之 101。然而，藉由私法行為來執行新法規範並不是完全毫無風險
的，畢竟新法並無制訂藉由民法之方式來加以執行的相關規定。針對法律對於私法

99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1997), “A Prohibition Approach to Anti-Competitive
Agreements and Abuse of a Dominant Position: Draft Bill”, London:DTI.
100
一九七六年限制交易行為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
101
Jonathan D.C. Turner (1999), “The U.K. Competition Act 1998 and Private Rights”, E.C.L.R,
ISSUE 2,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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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賠償無具體規定之缺漏，此在實務程序運作上則取決於議會是否要創設出新的
私法加以補救、賠償之方法、手段來改善。並且透過議會制訂新法後，在法院受理
案件開始時，法院須慎重地分析議會創設新私法手段之目的，因為往往可藉此清楚
地探知議會關於競爭政策之聲明及態度。另外在經濟上若議會創設出新的權利，則
在之後也將對類似事件產生影響。因此，法院有義務就該手段詳加分析。不過可預
期的是，此種私法行為的方式將會逐漸增加，將有助新法之威懾作用，並且在各方
面亦有其助益存在，例如：幫助公平交易局長發現事實的真偽 102、促使公平交易局
長協助私人公開資訊 103 、或對一些機密的資訊基於尊重公眾利益考量而不予以公
開 104等等。
一般說來，貿工部部長亦會以法令制訂、補充程序上的補償方式，或是因應之
制裁方式，因此在此情況下，當事人通常無須再採取私法行為以求償。但在私法行
為的採取上，仍有兩個例外而不允許當事人提起：第一、法規意圖在平衡某社會階
層之間的差異時；第二、法規意圖創造大眾的權利，反而相對地造成少部分人的損
害時。前者，可從議會基於競爭政策上的考量而創設出該私法行為手段加以印證。
而新競爭法則係基於後者的考量，所以將一些私法行為排除在消費者請求體制外，
而不允其提出 105。

四、結論
在新法實施後，英國的競爭法架構係由 1973 年公平交易法、以及 1998 年新競
爭法兩大部分所組成。雖然如此，瞭結並分析之前相關的法規也是非常重要的，因
為將有助於英國對於競爭管理體制態度上及制度上之演變與釐清。
新法雖然如前所述，對於濫用經濟優勢地位、及結合之管制上有立竿見影之效
力，然而對於在舊法時代合法存在之協議 106，則仍讓其享有五年存續之過渡期間。
雖然，在這過渡期間，該協議仍然有效而可履行，並且不會被強制受到新法第一章

102
103
104
105
106

參照新法第五十八條規定。
參照新法第五十五條規定。
參照新法第五十六條規定。
Barry J. Rodger, Angus MacCulloch (1999),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in the EC and UK, p55.
依照 1976 年限制交易行為法而存在之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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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範、或是遭受到私人採取私法行為之窘境。然而，公平交易局長仍有權力對這
些協議加以調查，以判斷其是否為反競爭之協議。若認定是反競爭協議時，則涉案
相關的當事人將被要求修改或廢棄該協議之內容。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若反競爭
協議尚未依照舊法加以登記或申請登記時，則無上述五年過渡期間之適用，並直接
罹於無效。
依照新法規定，公平交易局長主要的功能在於給予指導，以及判斷、裁定有無
新法第一章或是第二章所適用之協議或濫用優勢地位等行為。估計新法導致每年大
概有將近 1000 件以上請求指導或裁定之申請案。同時，公平交易局長也會以適當
方式公布，對於涉案事件之指導方針、內容、或原則等等，以期使新法之實行狀況
盡可能的顯而易見，並使企業確實遵循。當確定涉案事件違法時，緊接著在程序上
的管制也會隨之而來，並伴隨著對於處罰之裁定。除了行政上管制外，新法也傾向
同意讓受損之利害關係人可尋求私法賠償管道以救濟。除此之外，如前所述新法還
擴大了公平交易局長的調查權限，並且促成其和競爭委員會之區別與合作。另外，
競爭委員會的任務及職權也在新法的制訂下，亦有不同以往獨占暨結合委員會之新
面貌。
不過相對而言，新法也將導致市場上商業行為之部分衝擊。再者因為新法擴大
了調查權限以及增定了相關的配套處罰措施，而使得英國之企業主可能抱著觀望的
態度，而冷漠的接受新法的實施。然而，對於英國長久以來競爭法之複雜性加以統
整、及建構新體制上，新法則具有前瞻而長足之地位，值得加以思考並參酌。

五、我國法制之修法建議─代結論
規範體系上，英國競爭法現制透過 1998 年新競爭法對於聯合行為、優勢地位
濫用等加以規範。並且透過 1973 年公平交易法對事業結合加以管制。我國公平法
對事業獨占、聯合及結合三者一併立法加以規範，然卻更及於不公平競爭之立法。
此一立法例並不常見於各國立法體系上。其所造成的影響，不僅職權發動調查之疑
義一端，更造成公平會資源之分散，將原本屬習慣法院審理之不公平競爭案件劃歸
公平會處理以及體系上之紊亂。因此未來我國是否仍將限制競爭及不公平競爭做一
囊袋式的規範，而不詳加分別立法，實有重新檢討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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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訴
(Complaints)
建議(Advice)

公平交易局長（公平交易局）
(DGFT<OFT>)

貿工部長
(Secretary of State)

提出獨占移送案
(Monopoly Reference)

報告(Report)

獨占暨結合委員會∕競爭委員會107
(MMC/Competition Commission)

Barry J. Rodger & Ang (1999),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in the EC and UK, p47.

圖一

自行調查
(Own research)

獨占管理體制（1973 年公平交易法）107

國會
(Parliament)

控訴
(Complaints)

建議(Advice)
公平交易局長（公平交易局）
(DGFT<OFT>)

結合調查小組
(Mergers Panel)

貿工部長
(Secretary of State)

提出結合移送案
(Merger Reference)

結合之報告
(Merger Report)

獨占暨結合委員會
(MMC)

Barry J. Rodger & Ang（1999）,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in the EC and UK , 47.

圖二

107

結合管理體制（1973 年公平交易法）

獨占暨結合委員會於 1999 年由競爭委員會所取代，故圖示中將兩者並列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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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訴
(Complaints)

建議(Advice)
公平交易局長（公平交易局）
(DGFT<OFT>)

提出關於反競爭之行為之報告
(Report on Anti-Competitive Practice)

貿工部長
(Secretary of State)

報告
(Report)

獨占暨結合委員會
(MMC)

Barry J. Rodger & Ang (1999),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in the EC and UK, 47.

圖三

登記
(Registration)

聯合管理體制（一）

自行調查
(Own research)

國會
(Parliament)

控訴
(Complaints)

公平交易局長（公平交易局）
(DGFT<OFT>)

登記簿
(Register)

限制競爭行為法院
(Restrictive Practices Court)

Barry J. Rodger & Ang (1999),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in the EC and UK, 47.

圖四

聯合管理體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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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 GENENAL OF FAIR TRADING
(John Vickers)
Deput Direct General
(Penny Boys)

DIRECTOR OF
COMPETITION
POLICY

DIRECTOR OF
CONSUMER
AFFAIRS

DIRECTOR OF
RESOURCES
DIVISION

DIRECTOR OF
COMMUNICATION

DIRECTOR OF
LEGAL
DIVISION

(Margaret Bloom)

(Caroline Banks)

(David Fisher)

(Mike Ricketts)

(Pat Edwards)

圖五

公平交易局架構（一）～成員

DIRECTOR GENENAL OF FAIR TRADING
COMPETITION POLICY
DIVISION

CONSUMER AFFAIRS
DIVISION
SUPPORT

Legal
Legal advice on all aspects of the Director General's duties
and functions.

Information
Press office, library, publicity, marketing and public liaison.

Resources and Services
Personnel management, training, finance, administration,
IT and facilities management.

http://www.oft.gov.uk/html/about/staff.htm

圖六

公平交易局架構（二）～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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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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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局長（公平交易局）
(DGFT<OFT>)
全新調查權力
(New investigation powers)
非正式行政指導
(Informal Guidance)

暫時措施
(Interim Measure)

正式的裁定(包括罰鍰)
(Formal Decision<including fines>)
上訴（訴願）
(Appeal)

競爭委員會(上訴法庭)
(Competition Commission<Appeal Tribunal>)

高等法院
(High Court)

Barry J. Rodger & Ang (1999),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in the EC and UK, 52.

圖七

1998 年新競爭法關於競爭管理體制之架構

公平交易局長
(DIRECTOE GENERAL)

協議當事人
(PARTIES TO THE AGREEMENTS)

指導或處分

聲明損害、申請禁止令
申請撤銷、更改處分

協議當事人
(PARTIES TO THE
AGREEMENTS)
上訴（訴願）
(appeal)

利害關係人
(THIRD PARTIES WITH
SUFFICIENT INTREREST)
上訴（訴願）
(appeal)

聲明損害、禁止令
、陳述等行為
(action for damages,
injunction ,declaration)

上訴法庭
(APPEAL TRIBUNAL)
針對上訴法庭所為裁定中法律或處罰部分上訴
(appeal on point of law or penalty)

上訴法院
(COURT OF APPEAL)

圖八
108

上訴(appeal)

民事法院
(CIVIL COURTS)

上訴程序（1998 年新競爭法）108

See Tim Frazer. Stephen Hornsby, ‘The competition Act 1998’, 199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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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就程序規範上，由於該競爭領域所產生之問題仍屬專業且複雜，因此參
酌英國新法不僅就實體規範，更進而就程序運作做一獨特而全面之規範，使其成為
專業而獨立的領域。我國現制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屬於政府機關，而有行
政程序、行政訴訟法等之適用，但就該專業領域之運作，仍可參酌英國新法之程序
運作及判斷原則，而配合我國現制加以運用。因此以下分別以英國新法為基礎，分
別就我國之實體規範及程序運作之修法建議列點詳述。

一、實體規範
(一) 獨占
1. 首先我國在用語上改以「優勢地位」代替「獨占」，較能精準界定該法律概念，
且與經濟學所稱之「獨占」用語加以區分。
2. 其次，就寡占市場之平行行為，英美法系乃至於大陸法系很少形諸實定法之中，
少數除了德國有規定外，英國亦於 1973 年公平交易法以所謂「複合式獨占」加
以規範，乃就該平行行為，只要寡占企業主之間若超過英國國內市場四分之一的
總供應量，便可以提交該案件加以調查，而無須證明其之間有無協議存在。我國
於第五條第二項將該寡占市場之平行行為視為獨占加以規範，並透過施行細則第
三條加以配合適用。此一立法例值得稱許，以解決該行為無法以聯合行為規範之
窘境。
3. 第十條禁止行為之構成要件存有不明確之處，例如「不公平」、「不正當」、
「無正當理由」等等，宜參酌英國競爭法相關規定予以明確。
4. 民國 88 年 8 月 30 日修正本法施行細則第二條判斷獨占事業之規定及刪除第十條
第二項公告之規定，值得肯定。在實際運用上，除可配合施行細則第三條規定
外，更可參酌英國實務經驗，予以應用。例如就超過百分之二十五市場占有率之
事業，便須接受調查，以判斷是否有無公平法施行細則第三條之適用。

(三) 聯合
1. 我國公平法第十四條雖亦有聯合行為許可之類型，然須逐一申請，現今階段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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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負荷尚堪承受，但未來行政業務量激增，為兼顧事業的商業時效，英國競爭法
聯合行為個別除外、集體除外等之程序或有值得擷取之處。另外，我國公平法第
十四條並無聯合行為之一般概括條款，因此對於不符合法定類型者，無法予以除
外，似過於嚴格。反觀英國競爭個別除外，則類似於一般概括條款之地位，不僅
更具彈性，亦具有規範體系一貫之優點，則是另一個值得擷取之處。
2. 英國有個別除外，集體除外及其它彈性運用之除外規定。似乎可以做為我國未來
制度更新之參考之一。藉由基本的除外要件，歸納實務案例類型，將之類型化、
標準化。惟基本的個別除外制度絕不可因此廢除，蓋事業仍得循此管道，個別申
請除外；針對違法嫌疑者，公平會亦得依職權或依檢舉發動調查程序，亦即公平
會仍保有收發自如的執行權，不致架空公平會執行公平競爭事項的權限而貶損公
平法之立法目的與精神，更可促進行政效率、掌握商機，達到雙贏的局面。
3. 我國公平法第七條及施行細則第五條限定於水平聯合之規範，並透過施行細則第
五條第三項將同業公會之狀況納入水平聯合規範範疇內。其次對於價格上之垂直
聯合而言，則透過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第六項來規範。另外又以第十九條第一
項、第二項規範杯葛、差別待遇等。因此，鑑於我國法制對於聯合規範、概念容
易造成適用上之繁雜及誤解，宜參照英國新競爭法之規範將聯合之概念予以確
定，以有利我國關於聯合行為類型化之建立。

(四) 結合
1. 我國依照第十二條「對整體經濟之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者」為事業結合審
核之標準，就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等兩方面加以考量。此判斷標準
不僅為世界潮流所趨（例如美、日等等），且英國目前所提出之報告亦是作相類
似之建議。再者，為應因我國加入 WTO，事業購併情形日益繁多，而於今年年
初前就結合規範加以修正。因此為使法制面運作順暢，且參諸各國立法例，以及
英國學者和實務建議，就結合方面應考慮之因素臚列如下，以供參考：
(1) 整體經濟利益之考量
‧規模經濟效率：是否因結合而在生產效率之專業化、技術化以降低成本，並
從管理費用之節省，財務融通之方便等使生產規模擴大後產生正面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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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另外從結合後之技術移轉或聯合開發，促進生產、銷售、管理之發展，並可
使物價的穩定及就業機會增加等之社會福利。
(2)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結合後可能達到獨占事業之規模。
‧市場進入障礙程度之增加。
‧市場競爭者數目較少者，可能因結合而使市場競爭性更為降低。
‧結合事業之產品特性，若屬同質性較高者，較容易限制市場競爭。
(3) 其它考量之因素
‧結合事業之一是否為垂危事業，可否為垂危抗辯。
‧結合事業之過去行為記錄是否曾發生不當聯合、獨占、結合之行為。

二、程序運作
(一) 我國之公平交易委員會隸屬於行政院，為執行公平法之行政主管機關。其組織
為合議制之委員會，掌理公平法包括限制 爭與不公平競爭之事項。依公平法
得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上級行政機關之干預，因此具有準司法權之色彩。相較
於我國，英國體制上便顯得較為複雜。根據英國新競爭法規定，而使公平交易
局長成為執行競爭法的核心所在。貿工部則是擔負競爭政策之整體責任，以管
理關於獨占、合併、商標、專利等等事項，原則上對於公平交易局可以藉由命
令規範其程序進行，或解釋不明確之法律概念，以利公平交易局執行競爭法。
英國公平交易局長肩負維持競爭秩序及消費者保護兩大使命，對有關於產品之
生產、供應及服務之提供中欠缺競爭狀態或反競爭之行為加以觀察、預先調查
並採取行動。由於其權限之大且複雜，避免局長過於獨斷而濫權，不僅公平交
易局設有各專門部門協助局長處理相關事項，且英國規範上還有透過競爭委員
會中的各領域之專門小組協助深入調查事項。且當事人若不服局長之處分還可
藉由競爭委員會上訴法庭處理訴願事件以救濟。
(二) 英國依據 1998 年新競爭法第六十條規定，可引用歐盟競爭法之一般法律原
則，作為競爭法程序規範之依據，例如基本權利保障原則、法安定性原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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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原則以及平等原則。對當事人亦可藉由該條加以保護，如法定聽證、閱覽卷
宗及法律事務私密權等。至於我國由於本質上屬於成文法的法律制度，加以公
平法之實施運作尚屬發展之成長階段，因此公平法之一般法律原則之發展尚屬
有限。不過近年來透過我國行政程序法之制訂後，也使公平法在程序上對於基
本權利之保障向前邁進一大步。
(三) 我國實務上除依正式程序進行外，尚有行政指導、行政和解、自行改正及簡易
程序等非正式程序之採用，此與英國之實務運作相同，此或各國之競爭法執行
上之共同之特點之一。且為避免行政程序之黑箱作業，官商勾結之詬病，公平
會均訂有相關之處理原則以為遵循，或透過行政程序法中有關於和解契約、行
政指導之補充規定，予以制度化、法制化，雖無法一一在公平法中予以明文，
然而可以大大緩和行政之僵化及負荷，並且更可促進行政程序之透明化、制度
化，符合法制國家之精神，則係值得肯定的。在未來行政業務增加或難以發現
真實時，更可見其價值。
(四) 就處罰而言，英國與我國相同的是對於法人之違法行為，均採取科以財產上不
利益以達到警惕與制裁之目的，惟不同的是英國處以事業百分之十營業額以下
之罰鍰，對於動輒超過百分之二十五市場占有率以上之優勢地位事業或聯合限
制協議之大企業而言，無疑是極大之負擔、懲罰。而我國雖然僅處罰兩千五百
萬以下，但之後若事業若逾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者，得繼續處以罰緩或命令解散、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等，對於事業之制裁亦
有其威嚇效果。因此，在處罰手段之採取上，更要注意到符合比例原則之精
神，以避免過度侵害事業權益。
(五) 救濟程序方面，原則上公平會作成之決定屬於行政處分，必須先進行行政內部
救濟程序，始得進行行政訴訟程序，而依新修正的訴願法，刪除再訴願程序，
因此對於訴願不服者，可於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因此，對於公平會之行政
處分，因違法或不當至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直接提起訴願。參照英國競爭
委員會運作實務，係由上訴法庭處理訴願事件，其上訴法庭乃由上訴法庭長從
委員會中之上訴專門小組挑選三位具有法律素養及其它專門經驗之委員，針對
個案加以組成，且上訴專門小組中亦會定期舉行訓練事宜，使得其新制之建立
頗受當事人及政府之信賴，不僅有利於對於處分之複查，且其判斷亦受到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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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肯定，也因此減少了行政資源之浪費，針對於此部分之實務經驗宜值得我
國參酌。另外和我國不同的是，英國新法規定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就上訴法庭
所為之裁定不服時，可再上訴至最高法院，使其在救濟體制上將行政管制和司
法接軌，呈現其新制之特色。
(六) 最後就私權救濟而言，英國原先關於競爭法的問題是以習慣法（common law）
的方式來讓事業主張其私權，但是在 1998 年的競爭法有所突破，透過該法第
六十條有將習慣法上的私法救濟權轉化變成實定法的救濟權的走向。英國實務
也多肯定私權救濟之途徑，以求加強新競爭法之實際作用。此與我國公平法第
三十一條相似，雖然有人認為此條之規定依循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侵權行為即
可，毋須再於公平法中訂定，但是公平法三十一條仍有其存在的價值，亦即毋
須主張故意過失等民法一八四條之要件，而依據公平法第三十一條事業只要違
反本法規定，致侵他人權益者，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故該條之制訂即類似由
習慣法上的請求權轉變為實法上的請求權，如同英國的情況，而值得肯定。

140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參考文獻
壹、中文部分
一、書籍
張清溪、許嘉棟、劉鶯釧、吳聰敏 (1987)，經濟學上冊。
公平會出版 (1993)，各國公平交易法相關法規彙編。
何之邁 (1993)，公平交易法專論。
公平會 84 年報告書 (1995)，英國暨歐體對競爭法規與智慧財產權法規之執行政策
與適用關係。
何之邁 (1997)，公平交易法專論（二）。
公平會 87 年報告書 (1998)，出席柏林卡特爾會議及考察瑞典、英國、義大利競爭
法機關報告。
陳麗娟 (1998)，歐洲共同體經濟法。
公平會 88 年度研究報告 (1999)，各國競爭政策與競爭法主管機關組織執掌之研究
。
何之邁 (1999)，歐洲共同體競爭法論。
公平會 (2000)，認識公平交易法增定七版。
賴源河 (2000)，公平交易法新論。

二、期刊
黃 立 (1992)，「歐洲共同體之競爭規範」，政大法學評論，第 45 期。
吳秀玲 (1994)，「歐洲共同體之競爭政策」，美歐月刊，第 9 卷第 10 期。
連建志 (1995)，「競爭政策VS貿易政策及產業政策」，工業簡訊，第 25 卷第 9
期。
李仁芳、陳文玲 (1999)，「國內新聞報業競爭規範之研究」，第三屆競爭政策與公
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英國競爭法理論與實際運作之研究

141

單 驥 (2001)，「電子商務與公平交易法」，公平交易季刊第 9 卷第 2 期。
銘 祥 (2001)，「布蘭迪斯大法官—民眾的律師、社會的法官」，月旦法學，第 63
期。

三、學位論文
陳婉珍 (1997)，歐盟競爭法上獨家交易之規範－兼論我國公平交易法，中興大學法
律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黃郁雯 (1997)，歐盟競爭法對航空業之規範，中興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魏杏芳 (1998)，論歐洲共同體對聯合行為的管制－從群體除外制度看超國家體制執
行經濟管制的方法與困境，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班論文。
陳秋華 (1998)，國際結合在競爭法中之規範問題，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班論
文。
王耀慶 (1999)，歐盟競爭法程序規範之研究，中興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論文。
張敏玲 (1999)，國家補助在歐體競爭法上之規範，中興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論文。
葉順榮 (2000)，競爭法之經濟理論分析：以我國公平交易法對結合行為之規範為例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研究所。
王銘勇 (2001)，限制轉售價格法制之研究，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博士論文。

貳、英文部分
一、書籍
Willian J. (1985), Baumol and Alan S. Blinder, Economics Principles and Polic.
R. Whish (1993), Competition law, 175
Roger J. Finbow (1995), U.K. merger control.
Wiley (1995), BUSINESS GUIDE to COMPETITION LAW.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1996), Tackling Cartels and the Abuse of Market
Power: Implementing the Government’s Policy for Competition Law Reform, A
Consultation Document.

142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1996), Tacking Carters and the Abuse of Market
Power: A Draft Bill, An Explanatory Documen.
Roger Clarke & Stephe (1998), Monopoly policy in the U’.
Paul M. Taylor (1998), E.C. and U.K. Competition Law and Compliance: A Practical
Guide.
Barry J. Rodger & Ang (1999),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in the EC and UK.
Office of Fair Trading publication (1999), Enforcement.
Office of Fair Trading publication (1999), The ChapterⅠProhibition.
Office of Fair Trading publication, “The ChapterⅡProhibition”, 1999.
Office of Fair Trading publication (1999), Leniency in Cartel Cases, 1999.
Office of Fair Trading publication (1999), Market Definition, 1999.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1999), Mergers: A Consultation Document on
Proposals for Reform.
Tim Frazer. Stephen Hornsby (1999), The competition Act 1998.
Garth Lindrup, Addleshaw Booth & Co. Manchester (2000), BUTTER COMPETITION
LAW HANDBOOK.

二、期刊
Rodger (1996), “Reinforcing the Sxottish'Ring-fence’: A Critique of U.K. Mergers Policy
vis-à-vis theScottish Economy” E.C.L.R. 104.
Robertson, A (1996), “The reform of UK competition law-again?” 4 ECLR 210.
Rose, S (1996), “Tackling cartels: the Green paper proposal for implementing the
Government's policy on restrictive trade practices” 7 ECLR 384.
Banks (1997), “Non-Competition Factors and their Future Relevance under European
Merger Law”, E.C.L.R. 182.
Broberg (1997), “Comparing the Merger Control Regime of the Community with those of
the Member States”, 4 World Competition 5.
Roberson, A (1997), “Recent developments in UK law”, JBL 358.

英國競爭法理論與實際運作之研究

143

Kerse, C (1997), “Enforcement competition policy under Arts 88 and 89 of the EC Treaty
－new powers for UK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1 ECLR 17.
Griffin (1998), “Antitrust Aspects of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E.C.L.R.12.
Jonathan D.C. Turner (1999), “The U.K. Competition Act 1998 and Private
Rights”, .C.L.R, ISSUE2.
Shaun Goodman (1999), “The Competition Act Section 60-The Governing Principles
Clause”, E.C.L.R, ISSUE2.
Julian Maitland;Walker (1999), “The New U.K. Competition Law Regime”, E.C.L.R,
ISSUE2.
George Peretz (1999), “Detection and Deterrence of Secret Cartels Under the U.K.
Competition Bill”, E.C.L.R, ISSUE3.
Peter R. Willis, “Procedural Nuggets from the Klondike Clause:The Application of s. 60
of the Competition Act 1998 to the Procedures of the OFT”, E.C.L.R, ISSUE6.
Barry J. Rodger (2000), “U.K. Merger Control: Politics,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Reform”,
E.C.L.R. ISSUE 1.
Sean-Paul Brankin (2000), “The Application of the U.K. Competition Act 1998 to Joint
Venture Agreement”, E.C.L.R. ISSUE 3.

三、網址
貿工部（http://www.dti.gov.uk/）
公平交易局（http://www.oft.gov.uk/html/）
競爭委員會（http://www.mmc.gov.uk/）
英國文書局（http://www.legislation.hmso.gov.uk/）

公

144

平

交

易

季

刊

Research into the Competition Law of the United Kingdom
Hsiao, Po-Jen
Abstract
The Competition Law, in the United Kingdom, is now playing an ever increasing role
in regulating the conduct of businesses. To be sure, the Competition Law affects business
contracts, take-overs and mergers, coordinated action, pricing behavior and state subsidies.
The Competition Act of 1998, in fact, must be one of the longest anticipated statutes in
modern legal history. Its genesis was a White Paper published in 1989, but it did not
progress any further until March 1996, when an advisory

paper was circulated, together

with a draft Bill which still required an entire Parliamentary year to progress through to
receiving Royal Assent. Even now, many issues have been left to secondary legislation,
particularly the position of vertical agreements. Also, many gaps are yet to be filled by
guidelines which will be to be issued by the Director of Fair Trading and that sector’s
regulators.
Nevertheless, the Act provides a sturdy framewor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U.K.-- if not one that operates in complete harmony with the EC
regime, then at least one that performs in a more compatible way than the 1970 legislation
it replaced. Although the Act removes the intrusive bureaucracy of the Restrictive Trade
Practice Act of 1976, it places a heavy burden on industries because of the wording of the
prohibitions and new provisions, in general, and the difficult transitional arrangements, in
particular. These shortcomings, however, will be overcome in part by the experience
gained under EC law, and in part by the guidance offered by the Office of Fair Trading. As
the last resort, it will be for each undertaking and its legal advisors to determine the
meaning of the Act and its application on a day-to-day basis.
The Act repeals the Restrictive Trade Practices Acts of 1976 and 1977, the
Restrictive Practices Court Act of 1976, the Resale Prices Act of 1976 and much of the
Competition Act of 1980. The new legislation introduces two prohibitions: one concerning
agreements (whether written or not) which prevent, restrict or distort competi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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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may affect trade with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prohibition of Chapter I”); and
the other pertaining to any conduct of an undertaking which amounts to an abuse of a
dominant position in a market and which, again, may affect trade with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prohibition of Chapter II”).The prohibitions of Chapter I and Chapter II of
the Act are based on Articles 85 and 86 of the EC Treaty, and these articles continue to
apply to agreements or conduct which may affect trade among EC Member States.
The prohibitions in the Act apply to business in the same way as the Community
models in Articles 85 and 86. As far as possible, agreements and practices which are
prohibited under one regime are also prohibited under the other, and conversely, those that
are permissible are allowed under both. Section 60 of the Act, provides for United
Kingdom authorities to handle cases in such a way as to ensure consistency with
Community Law.
The other provisions include: the repeal of previous legislation which applied to
restrictive and anti-competition agreements; an increase in the investigative and
enforcement powers of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Fair Trading; the renaming of the
Monopolies and Mergers Commission (Competition Commission) along with an increase
in its functions; and a partial harmonization of the new prohibition provisions which
includes a strengthening of the Director General’s powers when conducting a monopoly
investigation or an investigation on behalf of the EC Commission. The Act greatly
strengthens the powers of the Director General to conduct investigations into suspected
infringements of Chapter I and Chapter II. This enhanced power is not unlike that wielded
by the EC Commission, and indeed exceeds it in some respects. The Director General is
also given enhanced powers when carrying out investigations on behalf of the EC
Commission. The extension of power also provides for investigations under the 1973 Fair
Trading Act both by the Director General and by the Competition Commission.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 new legislation, according to the incoming Secretary of State,
is that effective competition is essential to ensuring both value and investment.
Key words: fair trade law, the United Kingdom, restrict trade behavi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