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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之調查報告書，指出競爭法主管當局實施寬

恕政策，將有助於打擊諸如限制價格、限制產出或劃分市場等惡性卡特爾行為。蓋

卡特爾行為具有密室謀議之特性，因此難以取得其違法事證，是以寬恕政策之實

施，對於通報違法事證之卡特爾成員，給予減輕或免除制裁之獎勵，即有提昇競爭

法主管機關發現及查處卡特爾之成效。 

美國為首先採行寬恕政策之國家，隨之歐盟、德國、韓國及日本等國亦相繼採

行。近年來，由於 OECD 會員國加重對於違法卡特爾之處罰，促使寬恕政策制度愈

具實施功效。歸納該等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執法經驗，顯示寬恕政策許可減免處罰金

額之條件愈趨於客觀明確者，愈有助益其政策實施之功效。 

當前，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其修法草案內，刻正研擬寬恕政策制度，是以本

文嘗試探討各主要競爭法國家之制度措施，提供幾點參考建議：首先，修法草案應

強化對於聯合行為之制裁措施，公平交易委員會並應訂定其罰鍰金額之計算準則；

其次，實施子法應明確揭示免除或減輕罰鍰之制度適用標準，以促使涉案業者樂於

提出申請；末者，公平交易委員會應調整對於同業公會實施聯合行為之處置，俾確

保寬恕政策之實施成效。 

關鍵詞：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惡性卡特爾、寬恕政策、減免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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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依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於西元 2001 年 4 月公布之「實施寬恕政策打

擊惡性卡特爾」報告書  1  所示，由於限制價格（fixing prices）、圍標（rigging 

bids）、限制產量（restricting output）或劃分市場（dividing markets）等惡性卡特爾

（hard core cartels），導致相關市場供給減少、價格異常上漲之結果，不僅損及消

費者福祉，且形成社會資源之浪費及市場經濟之非效率性，是以該等卡特爾厥屬最

重大之反競爭行為。 

基於上述競爭政策課題之體認，OECD 認為，加重對於卡特爾之制裁處罰，同

時實施「寬恕政策」（Leniency Programs/Policy）之制度，兩者相輔相成，要屬抑

制卡特爾違法案件之有效措施。蓋所謂寬恕政策，乃係在執法機關尚未察覺或充分

掌握違法事證前，對於提供卡特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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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提高卡特爾違法案件之查處成效，即與加重處罰俱有強化嚇阻

違法之功效。 

我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在西元 2006 年 2 月 9

日接受 OECD 對我國競爭法與政策進行同儕檢視（Peer Review）2
，並具體建議我

國公平會應建立健全之寬恕政策後，同會已於民國 96 年 1 月公布之「公平交易法

修正草案」
3
，揭示寬恕政策之立法原則。是以值此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平

法」）引進寬恕政策之際，本文分別論述美國、歐盟、德國、韓國、日本等國之相

關政策法制，並比較其規定內涵對於適用效果之影響，以資檢討我國公平法寬恕政

策之草案規定，及研擬相關配套措施，藉此期待有助於日後公平會對寬恕政策之順

利推展。 

                                                      
1 OECD/CLP, “Report on Leniency Programmers to Fight Hard Core Cartels,” Apr. 2001, http://www. 

oecd.org/dataoecd/28/31/1890449.pdf, visited May 5, 2007. 
2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競爭政策通訊，第 10卷第 5期，2-24，2006。 
3 該修正草案總說明，揭載於網頁：http://www.ftc.gov.tw/960122a.doc，查訪日期：民國 96 年

5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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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寬恕政策之意義及經濟分析 

(一) 實施意義 

寬恕政策在被定位為有效抑制卡特爾之措施下，其制度實施之意義主要表現在

下列三方面 4： 

1.易於發現密室謀議之卡特爾 

共謀實施卡特爾之「合意」，通常於密室協議或以其他秘密通訊之方式達成，

相關合意之違法事證，皆未留存書面證據，或僅留存於卡特爾之內部成員間，其查

證頗為困難。是以藉由寬恕政策提供免除或減輕處罰之誘因，相對換取卡特爾成員

提供內部證據（insider evidence），即有助於執法機關順利完成卡特爾違法案件之

查處。 

2. 促使卡特爾成員停止違法行為之參與 

寬恕政策制度之適用要件，普遍要求提出申請之卡特爾成員，須於特定時點停

止違法行為之參與。如此制度之實施，除蘊含有獎勵違法業者自新之效果外，同時

得以即時降低卡特爾對於市場競爭之侵害程度。 

3. 預防卡特爾違法行為之發生 

寬恕政策制度，俗稱「窩裡反條款」，其意味著卡特爾組織隨時存在有內部成

員揭發違法事證之高度風險，如此不僅具有瓦解現存卡特爾之功效，對於有意策劃

卡特爾之發起人而言，在疑懼可能遭受告密之顧慮下，往往因而打消實施此違法行

為之念頭。 

此外，對於有影響本國市場競爭效果之國際卡特爾案件，由於本國執法機關受

                                                      
4 Richard Gruner, “Avoiding fines through offense monitoring, detection, and disclosure: Trace for 

amnesty”, Practicing Law Institute’s Corporate Law and Practice Course Handbook Series, 82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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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管轄權之限制，致未能於域外行使調查權之際，此時藉由寬恕政策以促使卡特爾

成員提供違法事證及協助調查，即可發揮打擊國際卡特爾之重大效果 5。 

(二) 經濟分析 

從經濟分析之觀點，對於寬恕政策應予如何之評價？歷來不乏經濟學者，提出

多樣分析方法與結論。例如，Motta and Polo（2003）6
，分析企業間實施共謀與減

免處罰誘因之相互關係，認為寬恕政策給予減免處罰之優惠，將使部分卡特爾成員

得以保有不法利得，同時產生促進共謀之負面效果，是以執法機關倘握有充分之調

查資源，即應徹底予以全體違法者重罰，儘量避免適用寬恕政策。 

又如，日本學者松村（2005）7
，以上揭Motta and Polo之研究理論為基礎，進

而指出：當執法機關之預算、人力等資源有限，因此未能同時增加調查成本、舉證

成本，導致對於卡特爾之制裁率（發現卡特爾之機率×獲取違法事證之機率）低於

一定數值之情況下，即有考慮實施寬恕政策之必要性；惟於寬恕政策實施後，倘若

執法機關未能同時提高發現率，則在減免處罰金額之負面效果作用下，仍然未能根

絕卡特爾之發生。是以解決之道，執法機關應將實施寬恕政策所節省之舉證成本，

轉投注於調查成本，用以提高發現率，俾徹底抑制違法卡特爾之發生。 

近來，Harrington（2006）8，
提出協調賽局（coordination game）分析方法，認

為在一場協調賽局中，參與卡特爾之各家廠商，經由慎重考慮是否申請適用寬恕政

策之結果，至少將形成無人通報（no report）或競相通報（race to report）之二種均

衡狀態（equilibria）。詳言之，當各家廠商相信沒有一家廠商會提出密告，或執法

機關不可能發覺卡特爾違法事證，此時將形成無人通報之均衡；反之，當有廠商懷

疑其他廠商可能提出密告，在爭先恐後之心態下，自然出現競相通報之均衡。是以

                                                      
5 David A. Balto, “Antitrust Enforcement in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9 Cornell J. L. & Pub. PoL’Y 

61, 65 (1999). 
6 Massimo Motta and Michele Polo, “Leniency programs and cartel prosecu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1(3), 347-379 (2003).  
7 松村幹二，「カルテルに対するリニエンシー・プログラムの経済分析」，引自荒井弘毅，

独占禁止法と経済学，193-195，大阪大学出版会（大阪），2006。 
8 Joseph E. Harrington, “Corporate Leniency Programs and the Role of the Antitrust in Detecting 

Collusion,” http://www.jftc.go.jp/cprc/DP/CPDP-18-E.pdf, visited May 5,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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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機關之任務，在於藉由寬恕政策之實施，設法將無人通報轉變為競相通報之均

衡狀態。如此均衡狀態轉變之原理，若從眾人熟知的囚犯困境（ prisoner’s 

dilemma）理論加以理解，或許更為清楚。即設有涉嫌參與卡特爾之二家廠商，在

分別接受調查的場合，同樣面臨著三項選擇：「背叛」對方，而對方保持沉默—自

己無罪獲釋，對方將被判 5 年徒刑；或者，互相「合作」保持沉默—自己與對方同

樣被判 1 年徒刑；或者，互相「背叛」—自己與對方同樣被判 3 年徒刑。以全體利

益而言，如果兩個參與者都合作保持沉默，兩人都只會被判刑 1 年，總體利益最

高；但結果通常是，二家廠商由於互不信任及利己之思考，最後都會作出相同之選

擇—互相「背叛」。 

三、寬恕政策之設計理念 

(一) 處罰金額之可預測性原則 

基於企業經營規避風險之法則，卡特爾成員之所以樂於申請適用寬恕政策，必

然意識到其參與之卡特爾有被發覺之危機，甚至因此遭受之處罰金額將超過其不法

利得；否則，即使寬恕政策給予減免處罰金額之優惠，惟在處罰金額程度不明，致

無從與不法獲利作出衡量評估之情況下，實難期待卡特爾成員有申請適用之意願。

依此論點，實施寬恕政策之主要競爭法國家，莫不加重對於卡特爾之制裁處罰，同

時揭示處罰金額之計算準則，藉以提高當事人提出申請之誘因。以下，分別以美

國、歐盟及日本等國之競爭法制為例，說明各該處罰金額之計算基準。 

1. 美國聯邦量刑指令 

依據美國休曼法第 1 條規定，對於參與卡特爾之犯罪行為，其為法人者，科以

1億美元以下之罰金；其為個人者，處以 10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併科 100萬美元

以下之罰金。此外，依據西元 1984年之量刑修正法（the Sentencing Reform Act）規

定，經比較反托拉斯法規定之上限金額、違法所得利益或所生損害額之二倍金額，

得以其中最高金額，作為罰金額度之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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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揭罰金額度範圍內，聯邦量刑委員會（Federal Sentencing Commission）訂

有量刑指令，以供法院裁決反托拉斯法罰金案件之參考。其中，針對企業、公會及

政府機關等團體組織為被告之案件，該委員會於西元 1991 年增訂有對團體組織被

告之量刑指令（Sentencing Guidelines for Organizational Defendants）9
。大體言之，

西元 1991 年量刑指令之計算方法，包含下列基礎罰金額（base fine）、責任積分

（culpability score）、罰金額度範圍及具體罰金額之決定等三大項目。 

(1) 基礎罰金額之計算（§ 2R1.1.） 

首先，以遭受違法行為影響之美國境內交易金額之 20%，定為基礎罰金額。至

於其百分比定為 20%之理由，乃係以其 10%推定為價格卡特爾之平均不法利得；另

外之 10%，推定為消費者由於價格過高而未能購買之無謂損失（dead ‐weight 

loss）。 

(2) 責任積分之計算（§ 8C2.5.） 

涉案之被告為法人者，以 5 分為基本點數，其次斟酌下列 6 項要素後，加減計

算其責任積分： 

(a) 法人之高階職員（high‐level personnel）或握有實權之職員（substantial 

authority personnel），有犯罪行為之參與或容許（ involvement in or 

tolerance of criminal activity），依據法人規模之大小，加計 1至 5分。 

(b) 法人曾有類似違法行為而受刑事處罰，或因類似違法行為曾受二次以上民

事求償或行政處分之前科或紀錄（prior history），其間隔期間逾十年以上

者，加計 1分；間隔期間在五年以內者，加計 2分。 

(c) 違反法院之強制命令（violation of an order），加計 2分。 

(d) 故意或意圖妨礙搜索、追訴、裁判或量刑等司法程序（obstruction of 

justice），或未為防止該等行為之合理措施者，加計 3分。 

(e) 設有預防或發覺違法行為效果之方案（program to prevent and detect 

violation of law），扣減 3分；但有容許或故意放任其高階職員參與違法行

                                                      
9 U.S Sentencing Comm’n,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Manual, § 8 A.1.1, Application Notes at 

424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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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情事者，不得扣減。 

(f) 主動通報、協助調查及承擔責任（self-reporting, cooperation and acceptance 

of responsibility），扣減 5 分。在違法行為被發覺或開始調查前未為通

報，惟有全面協助調查，足認其積極承擔責任者，扣減 2 分。未通報且未

全面協助調查，惟有其他足認積極承擔責任之情事者，扣減 1分。 

(3) 罰金額度範圍及罰金額之決定（§ 8C2.6.；2.8.） 

依上揭計算方式得出之責任積分，對照於下列表 3-1「責任積分倍數表」之相

當欄位，以基礎罰金額乘以該欄位之最大倍數、最小倍數，分別為罰金額之上限、

下限額度。在此額度範圍內，法院將斟酌刑罰之目的、該法人於違法行為擔任之角

色、有罪判決之影響等因素，決定具體之罰金額（§ 8C2.8.）。 

表 3-1 責任積分倍數表 

責任積分 最小倍數 最大倍數 

10分以上 2.00 4.00 

9分 1.80 3.60 

8分 1.60 3.20 

7分 1.40 2.80 

6分 1.20 2.40 

5分 1.00 2.00 

4分 0.80 1.60 

3分 0.60 1.20 

2分 0.40 0.80 

1分 0.20 0.40 

0分以下 0.05 0.20 

資料來源：雄松堂出版，リニエンシーの実務─競爭法の荒波から企業を守れ，西元 2006
年 4月 12日。 

2. 歐盟執委會之罰鍰計算方法指令 

依據歐盟理事會西元 2003 年第 1 號規則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對於故意或過失

違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1 規定之卡特爾事業或事業團體，得處以其前年度之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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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營業額 10%以下之罰鍰。至於決定罰鍰金額之計算方法，依據西元 2006 年 6 月

28日公告新修正之計算指令10
，揭示如下之罰鍰計算方法。 

(1) 基礎額（basic amount）之計算 

執委會於裁處罰鍰之案件，首先須依下列步驟計算基礎額： 

(a) 調查涉案事業於違法期間，在歐洲共同市場之最近年度營業額；如係事業

團體違法之案件，則以相關事業團體成員之營業額，合併計算之。 

(b) 綜合違法行為之性質、涉案企業之市場占有率總和、影響所及之地理範

圍、涉案行為是否實際付諸實施等因素，在 30%之範圍內，個案決定計算

率；惟於執委會認有加重制裁效果之必要者，得不受 30%上限之限制。 

(c) 違法行為持續一年以上者，以該違法期間之年數，乘以上揭年度營業額及

計算比率，即為一般違法案件之基礎額。 

(d) 另針對水平的價格卡特爾、劃分市場卡特爾、限制產量卡特爾等惡性重大

案件，得於該基礎額上，加計其最近年度營業額 15%至 25%之金額。 

(2) 罰鍰金額之決定 

執委會算出基礎額後，尚須審視有無下列加重或減輕事由： 

(a) 曾有實施相同或類似違法行為之紀錄者，得依其違法行為之次數，每次最

多加計基礎額 100%之罰鍰金額。此外，對於居於主導或煽動之地位、妨

礙或未配合調查、有實施報復之措施、獲有過多之不法利得者，亦得個案

裁量，加計罰鍰金額。 

(b) 對於居於從屬地位、未實施合意內容之卡特爾行為、開始調查後即時停止

違法行、僅有過失並非故意、積極協助調查、罰鍰額度超過支付能力者，

得個案裁量，扣減罰鍰金額。 

3. 日本獨占禁止法之課徵金制度 

依據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7 條之 2 規定，公正取引委員會（以下簡稱「日本公平

                                                      
10 Guidelines on the method of setting fines imposed pursuant to Article 23(2)(a) of Regulation No 

1/2003, 2006/C210/02, OJC 210, 1.9.2006, http://www.worldlii.org/eu/cases/EUECJ/2006/T32901.html, 
visited May 5,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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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於參與價格卡特爾、限制產量卡特爾及劃分市場卡特爾等違法行為之事

業，得處以如下計算之課徵金（罰鍰）
11
。 

(1) 基礎金額 

以其最近三年之銷售金額或採購金額，處以下列一定比率之罰鍰： 

(a) 屬於大企業之製造業、零售業、批發業，分別處以 10%、3%、2%之罰

鍰。蓋依歷來違法案件之統計資料，顯示各該業種事業之不法獲利均超過

營業額之 8%、2.28%、1.18%，是以訂定如此之罰鍰比率，得以達到剝奪

不法利得及懲戒違法之效果。 

(b) 屬於中小企業之製造業、零售業、批發業 12
，分別處以 4%、1.2%、1%之

罰鍰。此乃由於中小企業之違法案件較少，且其營業獲利率相對較低，因

此相對降低其罰鍰計算比率。 

(2) 減輕事由 

在開始調查日之一個月前，已停止實施違法行為，且該違法行為之實施期間未

逾二年者，其罰鍰計算比率，若屬大企業之製造業、零售業或批發業，分別減為

8%、2.4%、1.6%；若屬中小企業之製造業、零售業或批發業，則分別減為 3.2%、1 

%或 0.8%。 

(3) 加重事由 

在開始調查日起，回溯 10 年內，曾受有確定之罰鍰處分者，不問是否屬於同

類違法行為或同一相關市場，其罰鍰之計算比率，若屬大企業之製造業、零售業或

批發業，分別增為 15%、4.5%或 3%；若屬中小企業之製造業、零售業或批發業，

分別增為 6%、1.8%或 1.5%。蓋依違法案件之統計資料，相較於僅有一次違法紀錄

者，再次違法之不法利得將增加五成，是以依此比例分別加重計算。 

(4) 罰金之扣除 

同一違法行為，受有罰金刑判決確定者，計算其罰鍰金額應扣除該罰金二分之

                                                      
11 諏訪園貞明，平成 17 年改正獨占禁止法—新しい課徴金制度と審判・犯則調查制度の逐条

解說，49-69，商事法務出版（東京），2005。 
12 同條第 4 項，依據業別、資本額、員工人數，訂有中小企業之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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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之金額，以免處罰過度。  

(5) 小額罰緩之免除 

依上揭計算之罰鍰金額低於 100 萬日圓者，免除對該涉案事業之罰鍰處分。此

乃鑑於小額罰緩無從發揮違法抑制之效果，且基於節省行政成本之觀點，故無發動

罰鍰處分之必要性。 

(二) 政策適用之明確性原則 

卡特爾成員在處罰金額可預測性之原則下，最終是否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仍須

取決於適用可能性之評估判斷而定。是以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 Masoudi 副署長指

出
13
：競爭法主管當局賦予當事人申請結果之可預見性，厥為寬恕政策達成應有成

效之必備要素。 

如此對於寬恕政策明確性之要求，依其申請時點之差異，即有如下不同之政策

設計考量 14
： 

1. 調查程序開始前 

在此階段，卡特爾尚無立即被發現之危險，一般而言，涉案事業並無提出申請

之意願，是以政策設計為強化其提出申請之誘因，通常給予最先申請者免除處罰之

最大優惠。藉此誘因之催化作用，分析涉案事業可能提出申請之情況有二：其一，

參與卡特爾之不法獲利，遠低於日後可能遭受處罰之金額；其二，即使短期內獲有

高額之不法利得，惟經長期累計之處罰金額，仍有可能超過不法利得。於此情況

下，卡特爾成員基於損益權衡之理性評估，為爭取免除處罰之最優惠效果，自然產

生及早提出申請之動機。 

                                                      
13 Gerald F. Masoudi, “Cartel Enforc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eyond),” Presented at the 

Cartel Conference Budapest, Feb. 16, 2007,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speeches/221868.pdf, visited 
May 5, 2007. 

14 同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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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查程序開始後 

相較於上述階段，此階段之卡特爾成員處於可能被取締之高度風險下，其申請

適用寬恕政策之意願，相對提高。對於執法機關而言，依據一般公眾或非卡特爾成

員事業之檢舉，亦有可能察覺卡特爾存在之跡象；惟相對之下，此時執法機關較難

充分掌握違法事證，是以仍有必要藉由申請者提供補充事證，俾順利完成調查程

序。其具體作法為：預先設定有限之申請名額，並依序遞減其減免處罰之適用效

果；同時配合執法機關公告開始調查程序之訊息，促使卡特爾成員產生爭先恐後之

心態，即得期待其競相申請適用之效果。 

四、主要競爭法國家寬恕政策之介紹與比較 

（一）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之企業法人寬恕政策 

1. 沿革 

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於西元 1978 年 10 月，即訂頒實施企業法人寬恕政策

（Corporate Leniency Program）；惟依當時制度規定，即使涉案企業於開始調查

前，已經主動供述違法行為，其最終得否豁免刑事追訴，仍須取決於反托拉斯署之

裁量決定，是以在此不確定因素之作用下，至西元 1993 年止，平均每年僅有 1 件

申請案件 15
。 

鑑於上述政策之缺失，反托拉斯署經由全面檢討修正，嗣於西元 1993 年 8 月

公告新修正之企業法人寬恕政策 16
，對於符合一定適用要件之企業及其相關職務人

員，當然的（automatic）予以免除刑事追訴，反托拉斯署不得行使裁量權。 

                                                      
15 Gary R. Spratling, “The corporate leniency policy: Answers to recurring questions,” Remarks at the 

ABA Antitrust Section 1998 Spring Meeting (1998). 
16 U.S. Dep’t of Justice, Corporate Leniency Program,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guidelines/ 

0091.htm, visited May 5,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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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元 1993 年之企業法人寬恕政策 

(1) A項適用要件 

違法企業，在反托拉斯署開始調查程序前，已經提出申請，且符合下列各點要

件者，予以免除刑事追訴： 

(a) 該企業提出申請之際，反托拉斯署就該企業參與之違法行為，尚未自其他

訊息來源察覺有違法嫌疑。 

(b) 該企業發現其涉及違法行為時，立即採行有效終止違法行為之措施。 

(c) 該企業誠實（candor）且完全（completeness）的供述違法行為，並於反托

拉斯署調查期間，全面且持續的協助調查（full cooperation）。 

(d) 對於違法行為之供述（ confession），確實為該企業組織體之行為

（corporate act），並非企業相關職務人員之個人行為。 

(e) 該企業在可能情況下（where possible），賠償被害人之損失。 

(f) 該企業並未強迫他人參與涉案之違法行為，且顯然非係該違法行為之領導

人或發起人（the leader in, or originator of, the activity）。 

(2) B項適用要件 

未符合 A 項適用要件之違法企業，不論其申請係在調查程序開始前或開始後，

倘符合下列各點要件者，予以免除刑事追訴： 

(a) 該企業係最先（first-in）向反托拉斯署提出申請，且主動供述違法行為

者。 

(b) 該企業提出申請之際，反托拉斯署尚未獲得足認其應受有罪判決之證據。 

(c) 該企業發現其涉及違法行為時，立即採行有效終止違法行為之措施。 

(d) 該企業誠實且完全的供述違法行為，並在反托拉斯署調查期間，全面且持

續的協助調查。 

(e) 對於違法行為之供述，確實為該企業組織體之行為，並非企業相關職務人

員之個人行為。 

(f) 該企業在可能情況下，賠償被害人之損失。 

(g) 衡量涉案違法行為之性質、該企業於違法行為擔任之角色、提出申請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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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等因素，免除對該企業之刑事追訴，不致於對他企業有不公平之情事。 

(3) C項適用要件 

違法企業之相關職務人員，符合下列三點要件者，一併予以免除刑事追訴： 

(a) 該違法企業，符合 A項適用要件，予以免除刑事追訴。 

(b) 誠實且完全的承認參與涉案違法行為。 

(c) 於反托拉斯署調查期間，全面的持續協助調查。 

3. 適用要件說明 

上揭適用要件之目的，得歸納為下列三大項目說明之 17
： 

(1) 促使及早通報違法行為，並全力協助調查 

有關 A 項(b)及 B 項(c)之要件，提出申請之企業並無須有促使其他卡特爾成員

終止違法行為之必要；該申請者僅須終止其卡特爾之繼續參與，並主動向反托拉斯

署供述違法行為，即足認其係有效終止違法行為之措施
18
。 

至於 A 項(c)及 B 項(d)之要件，應綜合拒絕者之職務地位、拒絕人數及影響調

查之程度等因素，具體認定有無拒絕協助調查；倘若僅係其中一名董事或少數幾名

職員（one or more）之拒絕協助者，並不當然否定該企業符合全力協助調查之要件

19
。 

(2) 保護被害人 

關於 A 項(e)及 B 項(f)之要件，係以企業處於可能之情況為條件，始對被害人

負有損害賠償之義務（where possible, the corporation makes restitution to injured 

parties）。因此，企業若有受破產宣告、被害人已經不存在或損害賠償有危及企業

存續等事由，致未能賠償被害人之損失者，並不影響其申請適用寬恕政策
20
。 

                                                      
17 Donald C. Klawiter, “Corporate Leniency in the age of international cartel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titrust, 14 (2000). 
18 同註 15。 
19 Scott D. Hammond, “Detecting and Deterring Cartel Activity through an Effective Leniency 

Program,”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speeches/9928.htm, visited May 5, 2007. 
20 同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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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維護卡特爾成員之公平性 

關於 A 項(f)及 B 項(g)之要件，目的在於排除卡特爾之強制者、領導人及發起

人等企業之申請資格，用以維護卡特爾成員之公平性。惟依其文義排除之對象為

“the leader in, or originator”，並非“a leader or an originator”，是以在數企業共同領導

或發起之卡特爾案件，其中任一企業仍具備申請資格 21
。 

4. 適用程序 

企業法人寬恕政策僅許可對首先提出申請者免除刑事追訴，導致卡特爾成員爭

先提出申請之情況下，難免僅因數日或數小時之順差，形成截然不同之申請結果。

是以政策之適用程序，設有如下之保障措施，俾確保政策實施之公正性及可信賴

性： 

(1) 資格保留制度 

對於最先提出申請之企業，在反托拉斯署決定受理後，將給予其一至二週之資

格保留期限（marker）；在此期限內，反托拉斯署將避免與其他卡特爾成員進行接

觸。如此給予資格保留期限之作用，在於促使卡特爾成員及早提出申請。惟為防止

制度之流於濫用，在此資格保留期限內，倘發現申請者有不誠實或惡意之意圖，或

未依指示提出相關資料者，反托拉斯署即得撤銷其保留資格。 

(2) 附條件協議書 

經過資格保留期限後，反托拉斯署將與申請者簽署附條件之免除刑事追訴協議

書，俾確保申請者遵守相關適用要件；否則，反托拉斯署保留認定該免除刑事追訴

協議為無效之權利。 

通常，基於雙方簽署之附條件協議書，反托拉斯署將免除對於申請者之刑事追

訴；然而，近年首次出現司法部撤銷與 SNTG 航運公司簽署附條件協議書之爭議案

件，頗受注目。本件為 SNTG 航運公司，就其參與之航運卡特爾行為申請適用寬恕

政策，並於西元 2003 年 1 月 15 日與反托拉斯署簽署附條件協議書；惟於簽署協議

後，反托拉斯署發現該公司仍有參與該卡特爾之違法跡象，爰撤銷該簽署之附條件

協議書。 

                                                      
21 同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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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 SNTG 航運公司向賓州東部聯邦地方法院提起訴訟，同法院於西元 2005

年 1月 14日判決 22
，認為反托拉斯署依據附條件協議書，業已達成起訴其他共謀者

及阻斷共謀行為之目的，爰應認定本件協議書仍為有效，反托拉斯署不得對原告發

動刑事追訴。嗣於上訴審程序，聯邦第三巡迴法院西元 2006 年 3 月 23 日判決 23
，

認為地方法院不得禁止本案反托拉斯署之起訴，因而廢棄原審判決。惟於本案發回

更審後，地方法院認為本案並無充分證據顯示 SNTG 航運公司有繼續參與卡特爾及

拒絕協助調查之情事，爰於西元 2007年 11月 29日判決 24
，依然宣告本件協議書仍

屬有效。 

5. 實施成效 

美國司法部自西元 1993 年實施新修訂之寬恕政策，至西元 2004 年間，平均每

月即受理 1 件申請案 25
；尤其，如下列代表性案例所示，更顯現出新修訂寬恕政策

對於國際卡特爾案件之取締成效 26
。 

(1) 石墨電極案（Graphite Electrodes）27 

美、德、日等國之石墨電極製造商，在西元 1998 年之前 5 年期間，分別在歐

洲、遠東及美國等地密會協商，合意實施調漲價格、廢止折扣、分配銷售量及分割

市場之國際卡特爾行為。嗣後，美商 Carbide/Graphite Group, Inc.公司，首先向反托

拉斯署提出適用寬恕政策之申請，並提供搜索卡特爾事證之重要訊息；至於其他部

                                                      
22 Stolt-Nielsen, S.A., Stolt-Nielsen Transporation Group Ltd. and Richard Wingfield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No. 04-CV-537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Pennsylvania 
(2005).  

23 Stolt-Nielsen, S.A. v. U.S., No. 05-1480 (3rd Cir.) (2006). 
24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v. Stolt-Nielsen, S.A., et al. NO 06-cr-466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Pennsylvania (2007). 
25 Antitrust Divisi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 Overview Of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Antitrust Division’s Criminal Enforcement Program,”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guidelines/ 
202531.htm, visited May 5, 2007. 

26 相關案例，英文部分參見 Scott D. Hammond, “A Review of Recent Case And Developments In 
The Antirust Division’s Criminal Enforcement Program,”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speeches/ 
10862.pdf, visited May 5, 2007；日文部分，參見佐藤潤，「米国における反トラスト法違反行為

に対するリーニエンシー制度について」，國際商事法務，第 32 卷 6 號，762-763，2003。 
27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v. SGL Carbon Aktiengesellschaft and Robert J. Koehler,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Pennsylvania, Criminal No. 99-244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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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卡特爾成員，則與司法部達成認罪協商。據此，本案之處置及量刑，如下表 4-1

所示。 

表 4-1 石墨電極案處置及量刑表  

單位：美元 

公司名稱（國別） 申請順序 罰金額（交易金額比率） 備  註 

Carbide/Graphite 
Group, Inc（美國） 

1 0 適用寬恕政策 

（免除刑事追訴） 

昭和電工（日本） 2 3,250 萬（10%） 減輕 4,250 萬罰金 

UCAR International 
Inc.（美國） 

3 1 億 1,000 萬 董事長：125 萬罰金、17 個
月徒刑。 

副董事長：100 萬罰金、9 個
月徒刑。 

SGL Carbon（德國） 4 1 億 3,500 萬（30%） — 

資料來源：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編印，独占禁止法研究會報告書，西元 2003 年 10 月 28 日。 

 

(2) 維他命案（Vitamins）28 

在西元 1990 年代，美、德、瑞士及日本等國之維他命製藥廠商，每年聚會協

議各種維他命藥品之銷售價格、生產數量及行銷通路等合意事項，會後並由各卡特

爾成員之中階職員監視決議執行狀況。嗣於西元 1999 年本案調查期間，法商

Rhône-Poulenc藥廠首先提出寬恕政策之申請；其他卡特爾藥廠則相繼與司法部達成

認罪協商。最終，反托拉斯署與法院作出如下表 4-2之處置及量刑。  

(二) 歐盟有關卡特爾案件免除及減輕罰鍰之執委會告示 

1. 沿革 

歐盟執委會於西元 1996 年 7 月 18 日，即訂頒有關卡特爾案件減免罰鍰之告

示 
29
；惟其適用要件，除要求申請者必須提供關鍵證據（decisive evidence）外，並

有限定申請者須非居於煽動者或主導者地位（an instigator or a determining role）等

                                                      
28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v. Rhône-Poulenc Biochimie S.A.,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Missourl, Criminal No. 4:03CR567RWS (2003). 
29 Commission Notice on the non-imposition or reduction of fines in cartel, 96/C207/04, OJC 207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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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判斷要素。此外，對於開始調查前之提出申請者，究竟予以免除或減輕罰鍰，

尚非明確，致有礙寬恕政策之實施功效 30
。 

表 4-2 維他命案處置及量刑表  

單位；美元 

公司名稱 
（國別） 

申請 
順序 

罰金額 
（交易金額比率） 

備  註 

Rhône-Poulenc 
（法國） 

1 0 適用寬恕政策 
（免除刑事追訴） 

F. Hoffman-La Roche
（瑞士） 

2 5 億 
（15%） 

5 億為當時最高金額之罰金紀錄；另該
藥商之二名職員涉及偽證，各被判處 3
至 5 個月之徒刑 

BASF 
（德國） 

3 2 億 5,000 萬 
（15%） 

— 

第一製藥 
（日本） 

4 
 

2,500 萬 
（26%） 

— 

武田製藥 
（日本） 

5 7,022 萬 
（20%） 

該藥商另有供述其他相關市場之卡特
爾違法行為，因此罰金計算比率減為
20% 

資料來源：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編印，独占禁止法研究會報告書，西元 2003 年 10 月 28 日。 

 

為改善上述制度之缺失，執委會嗣於西元 2002 年 2 月 14 日公布新修正告示

 31
，明確給予最先申請者免除罰鍰之適用效果，並刪除「關鍵證據」、「煽動者或

主導者地位」等主觀判斷要件。嗣經 4 年實施後，執委會再度檢討該告示實施之成

效，進一步明確其適用要件，並採用美國法制之資格保留及附條件協議書等制度，

爰於西元 2006年 9月 29日公布現行之新修正告示 32
。  

2. 2006年有關卡特爾案件免除及減輕罰鍰之執委會告示 

(1) 免除罰鍰（immunity from fines） 

                                                      
30 Mark Jephcott,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New Leniency Notice-Whistling the right tune,” 

E.C.L.R, 378-385 (2002). 
31 Commission Notice on immunity from fines and reduction of fines in cartel cases, 2002/C45/03, 

OJC 45 (2002). 
32 Commission Notice on immunity from fines and reduction of fines in cartel cases, 2006/C298/11, 

OJC 298,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site/en/oj/2006/c_298/c_29820061208en00170022.pdf, 
visited May 5,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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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提出申請之事業，係最先提供涉案卡特爾之資訊或證據，且符合下列要件

之一者： 

I. 藉由該資訊或證據之提供，致執委會得以針對涉案卡特爾發動調查權

（告示(8)(a)）。 

II. 在執委會開始調查程序後，提供之資訊或證據，足以認定涉案卡特爾違

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1條之規定（告示(8)(b)）。 

(b) 於適用告示(8)(a)要件之情形，未有妨礙調查權行使之虞。 

(c) 具備上揭要件之申請者，於符合下列要件時，免除其罰鍰： 

I. 對執委會提供現有或日後可能取得涉案卡特爾之相關證據，且於調查期

間，全面、持續且迅速的協助調查（告示(12)(a)）。  

II. 於提出申請之際，立即停止違法行為之參與；但執委會另有指示者，不

在此限（告示(12)(b)）。 

III. 提出申請前，未有損毀、變造或隱匿相關資訊或證據；並且，除對其他

競爭法主管機關為表示外，未對第三者透漏其提出申請之事實或內容

（告示(12)(c)）。 

IV. 未有強迫他事業參與涉案卡特爾之行為（告示(13)）。 

(2) 減輕罰鍰（reduction of a fine） 

未符合告示(8)(a)或(8)(b)要件之申請者，提供具有顯然附加價值（significant 

added value）之證據，且完全符合告示(12)(a)～(12)(c)之要件者，依其提供

證據之時期、附加價值之程度等因素，如下減輕其罰鍰（告示(26)）： 

(a) 最先符合要件之申請者，減輕其罰鍰金額 30%～50%。 

(b) 其次符合要件之申請者，減輕其罰鍰金額 20%～30%。 

(c) 第三位以下符合要件之申請者，減輕其罰鍰金額 20%以內。 

3. 實施成效 

依據歐盟執委會於西元 2002 年 2 月公布之統計資料 33
，顯示從西元 1996 實施

寬恕政策以來之 6 年期間，查處 24 件之卡特爾案件，計有 16 件申請適用罰鍰減免

                                                      
33 EU Institutions press releases, “Question & Answer,” MEMO/02/23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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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34
。此外，在西元 2002 年公布修正減免罰鍰告示後之 5 個月期間，即有 10 件

申請適用之案件，足證該寬恕政策具有相當實施之功效 35
。以下，列舉近年 2 件代

表性案例，一窺其告示實施之概況。 

(1) 瓦斯絕緣開關設備案（gas insulated switchgear/GIS） 

本案為橫跨瑞士、法國、日本、德國及奧地利等 5 國之 11 家電機製造商，從

西元 1988 年至西元 2004 年間，針對變電所調整電壓必要之瓦斯絕緣開關設備，合

意實施圍標、議定產品價格、分配市場及相互交換營業秘密資訊等國際卡特爾行

為。嗣後瑞士商 ABB 公司首先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並提供有關內部協議文件之書

類證據，致使執委會順利完成調查程序，並於西元 2007 年 1 月 24 日之最終決

定  36
，作出如下表 4-3 之罰鍰處分。  

表 4-3 瓦斯絕緣開關設備罰鍰表 
單位：歐元  

公司名稱 國別 減免比率（%） 減免金額 減免後之罰鍰金額 

ABB 瑞士 100 2 億 1,515 萬 6,250 0 

Alstom 法國 0 0 6,502 萬 5,000 

Areva 法國 0 0 5,355 萬 

富士電機 日本 0 0 375 萬 

日立 日本 0 0 5,175 萬 

日本 AE 日本 0 0 135 萬 

三菱電機 日本 0 0 1 億 1,857 萬 5,000 

Schneider 法國 0 0 810 萬 

Siemens 德國 0 0 3 億 9,656 萬 2,500 

Siemens 奧地利 0 0 2,205 萬 

東芝 日本 0 0 9,090 萬 

合計   2 億 1,515 萬 6,250 7 億 5,071 萬 2,500 

資料來源：EU Institutions press releases, IP/07/80, Jan. 24, 2007。 

                                                      
34 相關案例，英文部分參見 L. Brokx, “A Patch-work of Leniency Programs,” 2 E.C.L.R 35, 36-37 

(2001); M.A.P. Castellot, “An Overview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eniency Notice,” 1 Competition Policy 
Newsletter 11, 12-14, (2001)；日文部分，參見小畑德彥，「国際カルテル事件に対する EUの審查
と措置—リジン事件及び黑鉛電極事件を題材に—(上) (下)」，公正取引，第 637 號 51-56、第
638號 71-79，2003。 

35 Mario Monti, “the fight against Cartels,” Summary of the talk to EMAC (2002). 
36 EU Institutions press releases, IP/07/80 (2007). 



86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2) 電梯及電扶梯案（lifts and escalators） 

本案為分屬比利時、德國、盧森堡及荷蘭等國之 4 大升降機企業集團，其旗下

合計 17 家之升降機製造廠商，從西元 1995 年至西元 2004 年間，針對歐洲相關升

降機市場，合意實施圍標、議定價格、分配業績、劃分市場等國際卡特爾行為。由

於升降機廠商於相關裝設工程完工後，通常會與業主訂定長期之維修合約，是以如

此卡特爾行為對於相關升降機市場之影響，估計長達 20 年至 50 年，可謂嚴重扭曲

歐洲共同市場之競爭秩序。有鑑於此，執委會最終於西元 2007 年 2 月 21 日之決定

 37
，對於本案合計處以 9億 9,231萬 2,200歐元之罰鍰金額，創下歷來罰鍰額度之新

高紀錄。其中，屬於 KONE企業集團之 Belgium S.A.、Luxembourg S.à.r.l.二公司，

及屬於 Otis企業集團之 B.V.公司，首先提出分別涉及比利時、盧森堡及荷蘭等國市

場之卡特爾證據，因此獲得罰鍰之免除；另外對於其他涉案廠商，執委會依據其申

請順序之先後及協助調查之程度，作出如下表 4-4之罰鍰處分。 

表 4-4 電梯及電扶梯案罰鍰表 
單位：歐元 

企業集團 

公司名稱 

國別 減免比率 

（%）（註） 

減免金額 減免後之罰鍰金額 

KONE 企業集團     

Belgium S.A 比利時 100 700 萬 0 

GmbH 德國 50+1 6,363 萬 6,237 萬 

Luxembourg S.à.r.l. 盧森堡 100 450 萬 0 

B.V. Liften en 
Roltrappen 

荷蘭 0 0 7,975 萬 

集團合計罰鍰金額    1 億 4,212 萬 

三菱電機 

Europe B.V. 

荷蘭 0+1 1 萬 8,600 184 萬 1,400 

Otis 企業集團     

N.V. Otis S.A. 比利時 40+1 3261 萬 1,950 4,771 萬 3,050 

GmbH & Co OHG 德國 25+1 5,515 萬 6,500 1 億 5,904 萬 3,500 

                                                      
37 EU Institutions press releases, IP/07/209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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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電梯及電扶梯案罰鍰表（續）  

單位：歐元  

企業集團 

公司名稱 
國別 

減免比率 

（%）（註） 
減免金額 減免後之罰鍰金額 

General Technic-Otis 
S.à.r.l. 

盧森堡 40+1 1,242 萬 3,600 1,817 萬 6,400 

Otis B.V. 荷蘭 100 1 億 803 萬 5,000 0 

集團合計罰鍰金額    2 億 2,493 萬 2,950 萬 

Schindler 企業集團     

S.A./N.V. 比利時 0+1 70 萬 6,930 萬 

Deutschland Holding 
GmbH 

德國 15+1 404 萬 1,750 2,145 萬 8,250 

Schindler S.à.r.l. 盧森堡 0+1 18 萬 1,782 萬 

SchindlerLiften B.V. 荷蘭 0+1 35 萬 5,250 3,516 萬 9750 

集團合計罰鍰金額    1 億 4,374 萬 8,000 

ThyssenKrupp 

企業集團 

    

Liften Ascenseurs 
N.V./S.A 

比利時 20+1 1,801 萬 8,000 6,860 萬 7,000 

Aufzüge GmbH and 
ThyssenKrupp 
Fahrtreppen GmbH 

德國 0+1 378 萬 3 億 7,422 

Ascenseurs 
Luxembourg S.à.r.l. 

比利時 0+1 13 萬 5,000 1,336 萬 5,000 

ThyssenKrupp Liften 
B.V. 

荷蘭 40+1 1,604 萬 7,150 2,347 萬 7,850 

集團合計罰鍰金額    4 億 7,966 萬 9,850 

總  計    9 億 9,231 萬 2,200 

（註）減免比率(%)＝減免罰鍰告示之減輕比率(%)＋其他協助調查事由之減輕比率(%) 

資料來源：EU Institutions press releases, IP/07/209, Feb. 21, 2007。 

(三)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之減免罰鍰告示 

1. 沿革 

受到歐盟執委會實施寬恕政策之影響，德國卡特爾署亦於西元 2000 年訂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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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減免罰鍰之告示 38。惟該德國卡特爾署之告示，在仿效歐盟執委會西元 1996 年減

免罰鍰告示之制定背景下，同樣存在類似不利於寬恕政策實施之缺點。是以德國卡

特爾署於西元 2005 年著手修正裁處罰鍰之告示，刪除「關鍵證據」

（enstscheidend）之主觀要件、給予最先申請者免除罰鍰之保障、引進資格保留期

限（Marker）制度 39。嗣於西元 2006年 3月 7日，公布並實施新修正之減免罰鍰告

示 40
。 

2. 2006年之聯邦卡特爾署減免罰鍰告示 

(1) 免除罰鍰（Erlass der Geldbuße） 

(a) 提出申請之事業，最先以言詞或書面提供涉案卡特爾之資訊或證據，且符

合下列要件之一者： 

I. 調查程序開始前之申請者，提供之資訊或證據，足以促使卡特爾署發動

調查權。 

II. 調查程序開始後之申請者，提供之資訊或證據，足以證實涉案卡特爾構

成違法。 

(b) 符合上揭要件之申請者，並符合下列各點要件者，免除其罰鍰： 

I. 於涉案之卡特爾，非係居於領導者（Anführer）地位，且無強迫

（gezwungen）他事業參與該不法行為。 

II. 持續且全面的協助調查，包含提供其可能取得涉案卡特爾之所有資訊或

證據。 

III. 依據卡特爾署指定之時點，立即停止涉案卡特爾行為之參與。 

(2) 減輕罰鍰（Reduktion der Geldbuße） 

未符合免除罰鍰適用要件之申請者，於符合下列各點要件者，依其提供資訊或

證據之價值、提出申請之先後順序等因素，減輕其 50%以上之罰鍰金額： 

                                                      
38 Bekanntmachung Nr. 68/2000 über Richtlinien des Bundeskartellamtes für die Festsetzung von 

Geldbußen. 
39 Bundeskartellamt, “Announcement of New Leniency Programme,” news of March 15, 2006. 
40 Bekanntmachung Nr. 9/2006 über den Erlass und die Reduktion von Geldbußen in kartellsachen 

vom 7. März 2006, http://www.bundeskartellamt.de/wEnglisch/download/pdf/06_Bonusregelung_e.pdf, 
visited May 5, 2007. 



 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 89 

(a) 以言詞或書面提供之資訊或證據，對於證實涉案卡特爾構成違法行為，具

有顯然貢獻程度（wesentlich dazu beitragen）。 

(b) 持續且全面的協助調查，包含提供其可能取得涉案卡特爾之所有資訊或證

據。 

(c) 依據卡特爾署指定之時點，立即停止涉案卡特爾行為之參與。 

3. 實施成效 

如下圖 4-1所示 41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自西元 2000 年引進寬恕政策以來，於西

元 2005 年度計有 13 件、合計 69 家事業提出申請適用，其餘西元 2001 年至西元

2004 年，各年度申請適用之件數皆未超過 5 件、合計申請之事業家數為 7 家至 21

家不等。至於西元 2006 年 3 月公布新修正之減免罰鍰告示後，同年度即有 6 件、

合計 7家事業提出申請適用。 

 
□代表申請案件數               ■代表申請之事業合計家數 

資料來源：Bundes Kartellamt, Our Activities in 2005 and 2006, July 2007。 

圖 4-1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歷年申請適用減免罰鍰規定案件圖 

以西元 2003 年 4 月 14 日公布之 6 大水泥業者劃分市場及分配產量卡特爾案為

                                                      
41 http://www.bundeskartellamt.de/wEnglisch/download/pdf/07_Kurz_TB_e.pdf, visited May 7, 2007.  



90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例，其違法期間長達數十年，導致特定水泥市場之競爭幾近停滯，因此合計處以約

6 億 6,000 萬歐元之罰鍰，創下歷來罰鍰額度之最高紀錄。對於本案，德國聯邦卡

特爾署署長 Ulf Böge表示 42
：聯邦卡特爾署得以順利查獲本案卡特爾之違法行為，

實係歸功於西元 2000 年訂頒罰鍰減免制度之告示，藉由涉案業者提供重要訊息，

致卡特爾署得以全面展開對 30 家較大規模水泥業者之調查，因而發現本案重大違

法事證，促使其他涉案業者坦承違法行為。 

(四) 韓國競爭法之減免罰鍰及更正措施規定 

1. 沿革 

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韓國公平會」）於西元 1996 年 12 月修法之

際，引進寬恕政策制度，增設韓國競爭法第 22 條之 2 有關減免卡特爾通報者之罰

鍰及更正措施規定；另有關減輕比率及適用條件等事項，則授權同法施行令第 35

條訂定之。依當時之制度規定，其適用對象僅限於卡特爾違法事實之通報者，嗣經

西元 2001 年 1 月之制度修正，將其適用對象擴及提供調查之協助者；惟有關其適

用要件及效果，仍然含有諸多不確定要素，致有礙制度之實施效果 43
。 

鑑於舊制度之缺失，韓國公平會爰於西元 2005 年 3 月再次修正制度，刪除申

請者須非居於領導人地位之主觀要件、採用合格申請順位確認書制度，並於同年 4

月 1日開始實施新修正規定 44
。 

2. 2005年之減免罰鍰及更正措施規定 

(1) 免除罰鍰 

(a) 調查程序開始前，於韓國公平會尚未掌握涉案卡特爾之相關資訊或充分證

據時，提出通報且符合下列各點要件之申請者，免除其罰鍰及更正措施：  

                                                      
42 http://www.bundeskartellamt.de/wEnglisch/News/Archiv/ArchivNews2003/2003_04_14.php, 

visited May 7, 2007. 
43 池田卓郎，「韓国獨禁法における課徵金制度」，國際商事法務，第 31 卷 2 号，173-174，

2003。 

44 http://www.jftc.go.jp/worldcom/html/country/korea200608.html, visited May 7,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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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最先且單獨的提供證明涉案違法事實之必要證據。 

II. 在涉案違法事實及提供相關資料之調查程序終了前，協助調查。 

III. 已經停止涉案卡特爾行為之參與。 

IV. 未有強迫其他事業參與涉案卡特爾之行為。 

(b) 調查程序開始後，於韓國公平會尚未掌握涉案卡特爾之相關資訊或充分證

據前，提供協助，且完全符合上揭各點要件之申請者，免除其罰鍰，並免

除或減輕其更正措施。 

(2) 減輕罰鍰 

在調查程序開始前提出通報，或調查程序開始後提供協助，且符合下列各點要

件之申請者，予以減輕 30%之罰鍰金額，並得減輕其更正措施： 

(a) 第二位且單獨的提供證明涉案違法事實之必要證據。 

(b) 在涉案違法事實及提供相關資料之調查程序終了前，協助調查。 

(c) 已經停止涉案卡特爾行為之參與。 

(d) 未有強迫其他事業參與涉卡特爾之行為。 

3. 實施成效 

韓國競爭法，自西元 1996 年引進寬恕政策以來，至西元 2004 年 9 月止，計有

5 件申請適用之案例45
；至於西元 2005 年修法後，迄今則有 2 件適用案例46

。其一

為西元 2006 年 11 月 16 日公布之韓國國防部採購玉米油圍標案，對於韓國製油同

業公會主導本案採購之圍標行為，合計處以 4 億 5,800 萬韓元之罰鍰；惟對其中一

家參與圍標之製油業者，由於申請適用寬恕政策，爰免除其罰鍰及命更正措施之處

分。另一為西元 2007 年 7 月 20 日公布之砂糖產量及價格卡特爾案，對於韓國國內

3 家砂糖製造商，共同協定砂糖生產數量及銷售價格之卡特爾行為，合計處以 511

億韓元之罰鍰；惟對於其中一家參與卡特爾之砂糖廠商，由於申請適用寬恕政策規

定，爰免除其罰鍰及命更正措施之處分。 

                                                      
45 同註 13。 
46 http://ftc.go.kr/data/hwp/20070829_102831.pdf, visited May 9,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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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日本獨占禁止法之減免罰鍰制度 

1. 制定背景 

日本公平會於西元 2002 年至西元 2003 年舉辦之各次獨占禁止法修法研討會，

即將同法有無必要引進寬恕政策，列為重要討論之議題 47
。嗣後，並參考 OECD 於

西元 2004 年有關「日本競爭法與政策」報告書48
之建議，在西元 2005 年 4 月修正

獨占禁止法之際，增設第 7 條之 2 第 7 項至第 13 項有關減免罰鍰規定，並於西元

2006 年 1 月 4 日開始實施 
49
。至於適用程序事項，日本公平會另訂頒「有關減免罰

鍰之通報及資料提出規則」（西元 2005年第 7號規則），以供提出申請者遵循。 

2. 2006年之獨占禁止法減免罰鍰規定 

(1) 免除罰鍰 

參與涉案卡特爾之事業，符合下列各點要件者，免除其罰鍰（同條第 7 項、第

12項第 3款）： 

(a) 調查程序開始前，單獨且首先通報涉案違法事實，並提供相關資料。 

(b) 調查程序開始後，未參與涉案違法行為之實施。 

(c) 未有強迫他事業參與涉案卡特爾，或妨礙他事業停止參與之行為。 

(2) 減輕罰鍰 

(a) 調查程序開始前 

調查程序開始前，符合下列各點要件，減輕第二位申請者 50%、第三位申請者

30%之罰鍰金額（同條第 8項、第 12項第 3款）： 

I. 單獨通報涉案違法事實，並提供相關資料。 

II. 調查程序開始後，未參與涉案違法行為之實施。 

                                                      
47 根岸哲，「独占禁止法の改正と議論の経緯」，ジュリスト，第 1270 号，6-14，2004。 
48 OECD/CLP,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in Japan, http://www.oecd.org/dataoecd/22/18/ 

33723798.pdf, visited May 9, 2007. 
49 http://www.jftc.go.jp/e-page/legislation/ama/immunity.pdf, visited May 9,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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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未有強迫他事業參與涉案卡特爾，或妨礙他事業停止參與之行為。 

(b) 調查程序開始後 

調查程序開始後之申請者，符合下列各點要件，減輕其 30%之罰鍰金額（同條

第 9項、第 12項第 3款）： 

I. 日本公平會受理減免罰鍰之申請者，合計未達三家事業。 

II. 調查程序開始後之 20 日內，單獨的通報涉案違法事實，並提供相關資

料。 

III. 自提出通報及相關資料之日起，未參與涉案違法行為之實施。 

IV. 未有強迫他事業參與涉案卡特爾，或妨礙他事業停止參與之行為。 

3. 實施成效 

日本獨占禁止法自西元 2006 年 1 月開始實施寬恕政策以來，迄同年 3 月底

止，累計有 26件申請案；嗣後每月亦有 4或 5件之申請案 50
。針對其中較為重大案

件，日本公平會公布適用減免罰鍰之結果，如下表 4-5所示 51
。 

上揭表列各案件，除最近 3 件係屬價格卡特爾案件外，其餘 6 件皆屬公共工程

圍標卡特爾案件。其中，前二件之聚乙烯瓦斯管、聚乙烯瓦斯管接頭端子價格卡特

爾案，分別為 9 家、7 家之瓦斯相關產品業者，合意自西元 2004 年 11 月 1 日、西

元 2005年 11月 1日起，聯合調漲各該產品售價 8%～10%、15%，因此該二案件分

別遭受日本公平會處以合計 6 億 5,555 萬、11 億 7,375 萬日圓之罰鍰。其中，涉案

之富士化工公司，最先且於案件開始調查程序前，申請適用減免罰鍰規定之結果，

均獲得罰鍰金額之免除；至於其他涉案之積水化學工業、日本鑄鐵管及三菱樹脂等

公司，由於較後提出申請，僅各獲得 30%罰鍰金額之減輕。  

另一件室內裝潢矽酸鈣板價格案價格卡特爾案，則係 A&AM 及 NICHIAS 等二

家矽酸鈣板製造廠商，合意自西元 2004 年 12 月 1 日起，聯合調漲其矽酸鈣板價格

10%，因此該二廠商分別遭受日本公平會處以 3 億 4,555 萬日圓、3 億 8,120 萬日圓

之罰鍰；惟該二廠商於本案調查程序開始後，先後申請適用減免罰鍰規定，爰分別

                                                      
50 http://www.jftc.go.jp/kouenkai/nentou19.html, visited May 9, 2007. 
51 http://www.jftc.go.jp/dk/genmen/kouhyou.html, visited May 9,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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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 30%罰鍰金額之減輕。 

表 4-5 日本獨占禁止法減免罰鍰案件 

案由 
（處分日期） 公司名稱 減免比率 

富士化工 免除 

積水化學工業 30% 

聚乙烯瓦斯管 9 家業者協議價格案 
（西元 2007 年 6 月 29 日） 

日本鑄鐵管 30% 

富士化工 免除 

積水化學工業 30% 

聚乙烯瓦斯管接頭端子 7 家業者協議價格案 
（西元 2007 年 6 月 29 日） 

三菱樹脂 30% 

A&AM 30% 室內裝潢矽酸鈣板 2 家業者協議價格案 
（西元 2007 年 5 月 24 日） NICHIAS 30% 

神鋼 EN&M 免除 近畿地區天然瓦斯供應站工程 6 家業者圍標案 
（西元 2007 年 5 月 11 日） 

住友金屬工業 50% 

三菱重工業 免除 

JFE Engineering 30% 

國土交通省各地方整備局發包特定水庫用水閘設備
工程 14 家業者圍標案 
（西元 2007 年 3 月 8 日） 

日立造船 30% 

三菱重工業 免除 

JFE Engineering 30% 

國土交通省各地方整備局發包特定河川用水閘設備
工程 23 家業者圍標案 
（西元 2007 年 3 月 8 日） 

日立造船 30% 

三菱重工業 免除 

JFE Engineering 30% 

獨立行政法人水資源機構發包特定水庫用水閘設備
工程 13 家業者圍標案 
（西元 2007 年 3 月 8 日） 

日立造船 30% 

石川島播磨重工業 30% 

川崎重工業 30% 

農林水產省各農政局發包特定水閘設備工程 
8 家業者圍標案 
（西元 2007 年 3 月 8 日） 

栗本鐵工所 30% 

三菱重工業 免除 

川崎重工業 30% 

舊首都高速公路公團發包隧道換氣工程 
5 家業者圍標案 
（西元 2006 年 9 月 8 日） 

石川島播磨重工業 30% 

資料來源：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ホームページ，課徵金減免制度の適用事業者の公表につい

て，西元 2007 年 12 月 4 日。 

此外，6 件公共工程圍標卡特爾案件，涉及公共安全，深受日本社會高度關

注。例如，國土交通省各地方整備局發包特定水庫用、特定河川用之水閘設備工程

圍標案，分別參與各該標案之 14家、23家投標廠商，自西元 2001年 7月 1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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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針對各地方整備局發包特定水庫用、特定河川用之水閘設備工程，事前協定得

標廠商，因此該二圍標案件分別遭受日本公平會處以合計 5 億 2,227 萬、4 億 1,359

萬日圓之罰鍰。其中，參與圍標之三菱重工業公司，最先且於案件開始調查程序

前，申請適用減免罰鍰規定之結果，均獲得罰鍰金額之免除；至於其他涉案圍標之

JFE Engineering、日本鑄鐵管及三菱樹脂等公司，由於較後提出申請，僅各獲得

30%罰鍰金額之減輕。 

五、各國競爭法寬恕政策之比較 

(一) 適用效果之比較 

上揭各國競爭法制之寬恕政策，對於免除處罰之申請時點及減輕處罰金額之比

率，其規定未盡相同
52

。如此適用效果之差異，對於寬恕政策實施成效之影響，以

美國、歐盟及日本等國之法制為例，如下 5-1圖示說明之53
。 

下圖之橫軸代表相對於第二位申請者，最先申請者得以獲得減免處罰效果之高

低；縱軸代表相對於調查程序開始後之申請者，在調查程序開始前之申請者得以獲

得減免處罰效果之高低。首先，觀察橫軸代表事項，美國法制僅允許對最先申請

者，免予刑事追訴，是以其相對適用效果最高，最有激化涉案業者爭先提出申請之

效果。日本法制，除免除最先申請者之罰鍰外，仍得減輕第二位申請者 50%之罰鍰

金額，其相對適用效果之差距最小，相對促進爭先申請之效果最低。至於歐盟法

制，除免除最先申請者之罰鍰外，對於第二位申請者減輕罰鍰之比率為 30%～

50%，其適用效果居於美、日兩國法制之間。 

其次，觀察縱軸代表事項，日本法制限於調查程序開始前之最先申請者，始得

給予免除罰鍰之優惠，最有助於執法機關及早獲知違法事證，相對適用效果最高；

然而在依職權或非卡特爾成員檢舉而開始調查程序之情形，由於申請者喪失獲得免

                                                      
52 各國寬恕政策之比較分析，英文部分參見 Joseph E. Harrington, “Corporate Leniency Programs 

and the Role of the Antitrust in Detecting Collusion,” (2006)；日文部分，參見丹野忠晋、木村友二、
濱口泰代、石本将之、鈴木淑子，リーニエンシー制度の経済分析，CPRC ワークショップ，
CR 03-06, 3-16, 2006。 

53 同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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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罰鍰之機會，即可能嚴重影響卡特爾成員提出申請之意願。反之，美國法制對於

調查程序開始後之最先申請者，亦得予以免除刑事追訴，相對較不利於礙執法機關

及早獲悉違法事證；惟於調查程序開始後，仍有促使卡特爾成員申請適用之效果。

至於歐盟法制，對於調查程序開始後之最先申請者，亦得予以免除罰鍰之處分，其

適用效果同樣介於美、日兩國法制之間。 

 

縱軸：調查開始前之申請相對有利效果 

（Relative gain to reporting before an investigation） 

橫軸：最先申請者之相對有利效果（Relative gain to reporting first） 

資料來源： Joesph E. Harrington, “Corporate Laniency programs and the Role of the 

Antitrust in Petecting Collusion”, CPPP-18-E, January 2006。 

圖 5-1 歐美日寬恕政策適用效果比較圖 

(二) 適用要件之比較  

1. 停止違法行為之時點 

美國法制，要求申請者在發現涉案行為違法時，必須立即停止違法行為，目的

在於減低卡特爾對於市場競爭之危害程度。歐盟、德國及日本等國法制，規定停止

違法之時點較為彈性，申請者得於提出申請時、調查程序開始時或執法機關指定之

時點停止之，其目的在於避免引起其他卡特爾成員之警覺，致有阻礙調查程序進行

之虞。至於韓國法制，規定須於申請時停止之理由，則係防止涉案事業提出申請

後，持續獲取不法利益之不當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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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證據之性質 

歐盟西元 1996 年及德國西元 2000 年之舊制，均規定最先申請者必須提供「關

鍵性證據」。如此要件，欠缺明確判斷標準，致有礙當事人提出申請之意願，爰於

近年制度之修正，皆已刪除此適用要件，僅要求最先申請者提供足以促使執法機關

發動調查權或「顯然附加價值」之證據。 

3. 協助調查之程度 

各國寬恕政策之適用要件，普遍要求申請者必須「誠實」、「完全」、「持

續」、「全面」或「迅速」的協助調查。至於日本獨占禁止法，形式上雖未課予申

請者積極協助調查之義務，惟同法訂有提供虛偽證據或未依指示提供證據者之喪失

資格事由（同法第 7 條之 2 第 12 項），是以實質上申請者仍然負有協助調查之義

務。 

4. 是否須單獨的提出申請 

日本、韓國等二國法制，為防範涉案業者集體提出申請，致有阻礙調查程序之

虞，爰規定當事人必須單獨的提出申請。至於美國、德國及歐盟等法制，並未設有

此限制要件。 

5. 是否須無實施強迫或妨礙退出之行為 

美國、日本及韓國等國法制，以申請者無強迫他人參與涉案卡特爾行為，作為

許可申請適用之消極要件。歐盟及德國法制，要求免除罰鍰之申請者，須未有相關

強迫行為；惟對於減輕罰鍰之申請者，則未列有此消極適用要件。此外，日本法

制，除列有該消極適用要件外，更要求申請者亦不得有妨礙他人退出參與卡特爾之

行為
54
。 

                                                      
54 強制行為之認定標準，參見志田至朗，「課徵金減免制度について」，ジュリスト，第 1270

號，31-39，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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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是否須非涉案卡特爾之領導人、煽動者或發起人 

美國法制，認為卡特爾之領導人或發起人，倘得以受到刑事追訴之豁免，將對

其他卡特爾成員顯失公平，因此將此等行為人排除於寬恕政策之適用對象外。歐盟

及韓國之舊制，設有消極適用要件，惟其認定標準不明，爰於嗣後俢法予以刪除。

德國法制，採折衷方式，規定免除罰鍰之申請者須非卡特爾之領導者，對於減輕罰

鍰之申請者並未列此消極適用要件。至於日本法制，對於免除或減輕罰鍰之申請

者，皆未規定此消極適用要件。 

7. 應否賠償被害人之損失 

以申請者賠償被害人之損失，作為寬恕政策之適用要件，洵為美國法制之特

色。究其原因，顯然與美國反托拉斯法之三倍損害賠償訴訟，向來扮演實質輔助規

範之重要角色，具有相當關聯性。蓋於此適用要件之要求下，申請者即須積極與受

害者洽談賠償事宜，間接亦有促進當事人達成和解之功能55
。 

六、對我國公平法寬恕政策之啟示 

(一) 聯合行為制裁措施之檢討與建議 

如前所述，加重對於卡特爾之制裁措施，並明確揭示其處罰金額之計算準則，

厥為有效實施寬恕政策之前提要件。據此基本原則，為確保我國公平法引進寬恕政

策得以發揮預期之實施成效，即有先就同法有關聯合行為之制裁措施，予以檢討並

提出建議事項之必要。 

1. 罰鍰額度規定之檢討 

現行公平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對於實施違法聯合行為之事業，公平會得處以

                                                      
55 同註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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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之罰鍰。在此罰鍰規定下，觀察公平會若干處分

案例，例如「北誼興業公司等 30 家事業聯合行為案」56
、「中國石油公司等 2 家事

業聯合行為案」
57
，發現各該案件違法所得可能已逾法定 2,500 萬元之罰鍰額度上

限，是以即使公平會對之處以該上限額度之罰鍰金額，亦難期待有何遏止違法之功

效
58
。 

有鑑於此，公平法修正草案第 39 條第 1 項前段，擬將聯合行為之罰鍰額度，

提高至 2 億元上限，期能發揮違法嚇阻之效果。然而，僅單純提高罰鍰額度之上

限，尚無從期待此修法目的得以有效達成。蓋修正草案之加重處罰規定，仍然係以

固定額度為罰鍰金額之上限，如此在新法實施後，若有聯合行為之不法利得逾此固

定額度之上限者，同樣未能根絕業者圖謀高額不法利得之違法動機。 

2. 裁處罰鍰標準之檢討  

依據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之規定，公平會於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

狀，並衡量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等多項因素。惟該規定諸多審

酌事項過於抽象，未能提供公平會明確之裁處罰鍰標準，因此同會曾經訂定「行政

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裁處罰鍰額度參考表」
59
（下稱「裁罰表」），作為其內部決定

具體罰鍰金額之依據。 

然而，該裁罰表並未訂有類似歐美日法制之基本處罰金額計算標準，至被處分

人無從預測可能遭受罰鍰金額之範圍；再者，該裁罰表相關考量項目之配分等級，

例如違法行為之動機項目，區分成：A 惡性極重大（1.8 分）、B 惡性重大（0.9

分）、C 普通（0.5 分）及 D 惡性輕（0.3 分）等級配分，仍屬抽象之主觀判斷事

項，爰於個案適用難免有輕重失衡之弊 60
。基此原因，公平會往往未能於處分書內

說明其配分等級之客觀依據，致使其裁處罰鍰之處分，時有遭受訴願委員會或行政

                                                      
56 公平會（92）公處字第 092073號處分。 
57 公平會（93）公處字第 093102號處分。 
58 相關案例介紹，參見王銘勇，「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1期，114-118，2006。 
59 該裁罰表之訂定過程及法律性質，參見張麗卿，「公平交易委員會裁處罰鍰額度之研究」，

公平交易季刊，第 15卷第 2期，43-70，2007。 
60 廖義男、顏雅倫，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三），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42-243，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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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之撤銷者 61
。 

例如，對於「台灣區麥粉工業同業公會案」6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0 年度訴字

第 1207 號判決，認定原處分未就本案逾越聯合採購例外許可之情形與程度詳加調

查，即僅以會員廠之無相關補強證據，逕將被處分人之違法動機及目的、對交易秩

序危害程度、違法行為持續期間及所得利益等項，均列為等級 A，其裁處罰鍰有裁

量濫用之瑕疵，據此撤銷原處分。 

又如，對於「北誼興業公司等 30 家瓦斯業者案」6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3 年

度訴字第 3226 號判決，認為本案有關違法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營業額及市場

地位，僅空泛敘述，並無具體評估，已有裁量不足；另有關不法利得之估算，未衡

酌業者之成本及合理利潤，即將營業額全數視為不當得利，亦有未洽，是以原處分

應予撤銷 64
。 

鑑於上述裁罰表之缺失，公平會業已廢止該裁罰表之適用 65
。然而，該裁罰表

雖經廢止，惟於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仍舊存在之情況下，倘公平會未能建立一

套客觀之罰鍰裁處標準，即無從具體說明其裁處罰鍰之依據，則仍然難免遭受有權

機關撤銷其罰鍰處分之結果。 

3. 建議事項 

首先，有關罰鍰額度上限之問題，現行公平法第 41 條及修法草案第 39 條第 1

項等規定，欠缺彈性而過於僵化，對於不法利得逾此固定罰鍰額度上限者，即有遏

止違法效果不足之缺失。雖然，依據我國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對於不法

利得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不受法定罰鍰最高

額之限制；惟是否逾此額度上限予以加重處罰，仍然有待公平會之裁量，其處罰效

                                                      
61 截至民國 93 年 7 月，行政法院對公平會裁罰表示意見者，有最高法院 5 件，台北高等行政

法院 17件。相關案例介紹，參見張麗卿，「公平交易委員會裁處罰鍰額度之研究」，公平交易季
刊，第 15卷第 2期，71-79，2007。 

62 公平會（89）公處字第 89091號處分。 
63 公平會（92）公處字第 092073號處分。 
64 公平會對此判決提起上訴，並經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1617 號判決，以原處分雖未充

分說明違法等級及裁罰之理由，惟此屬得以補充說明之事項，原審判決未予詳查，自嫌率斷，爰

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發回原審法院更審。依此判決意旨，最高法院亦認為原處分關於違法等級

及裁罰理由，仍有說明不足之問題，尚有待公平會為補充說明。 
65 民國 95年 12月 15日，公法字第 0950010723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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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究非明確。 

反觀外國法制，美國及歐盟法制，除定有處罰金額之固定額度上限外，並以違

法事業營業金額之一定比率為浮動額度上限，最終選擇其中額度較高者為處罰金額

之上限；日本法制，則是直接以違法事業營業金額之一定比率，浮動的作為罰鍰之

基本額度。如此採行浮動的額度上限或基本額度之制裁措施，對於違法程度愈重或

違法期間愈長者，其處罰額度之上限或基本額度，將依隨營業額之增加而自動提

高，自然得以避免不法利得逾越處罰額度上限之情況。因此，學者頗多建議我國公

平法亦應引進類似浮動罰鍰額度之立法例，俾罰鍰額度更具彈性及強化遏止違法效

果 66
。     

其次，有關罰鍰裁處標準之問題，其癥結在於現行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

定之審酌事項，諸多充滿主觀判斷要素及不確定法律概念，欠缺量化標準之故。解

決之道，亦得考慮仿效美國、歐盟或日本法制之立法例，訂定處罰金額計算準則。

其中，美國之量刑指令及歐盟之罰鍰計算方法指令，其特色在於以量化標準決定基

本額度，另對於部分加重或減輕處罰之審酌事項，仍然賦予執法機關一定程度之裁

量權；至於日本課徵金制度之特色，則係對於基本額度、加重或減輕處罰事由，完

全依據客觀事實予以量化，徹底排除執法機關之裁量權。 

就我國公平法而言，究以採行何者之計算準則類型為佳，應由公平會視其日後

執法之重心而定。申言之，倘採行美國或歐盟法制之計算準則類型者，公平會仍然

得以保持彈性之裁量空間，因事制宜；惟對於加重或減輕處罰事由之裁量部分，仍

須負擔遭受有權機關撤銷之風險。反之，若採行日本法制之計算準則類型者，並無

濫用裁量或裁量瑕疵之虞，致得以確保罰鍰處分之安定性；惟相對之下，公平會將

因而喪失對於個案罰鍰之裁量權限。 

(二) 寬恕政策立法之檢討與建議 

1. 公平法修正草案相關規定 

有關公平法寬恕政策之立法，同法修正草案第 39 條第 2 項、第 3 項如是規

                                                      
66 廖義男、顏雅倫，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三），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43，

2005。及張麗卿，「公平交易委員會裁處罰鍰額度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15 卷第 2 期，
8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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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違反第 14 條之事業，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主管機關事先同意者，減輕

或免除主管機關依前項所命之更正措施及罰鍰： 

於主管機關尚未知悉或進行調查前，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為，以書面向主管機

關提出檢舉或供述具體違法情事，提供重要事證，並協助主管機關進行調查者。 

於案件調查期間，供述具體違法情事，提供足以認定違法之事證，並協助主管

機關進行調查者。 

前項之適用對象、資格要件、裁處減免標準、身分保密及其他執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2. 檢討與建議 

分析上揭修正草案規定，對於公平法寬恕政策之立法事項，分別檢討及建議如

下： 

(1) 減免更正措施之適用效果 

依據同條第 2 項本文規定，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符合寬恕政策之適用要件

者，不僅得以受到減免罰鍰之優惠，尚且得以減免其更正措施，如此規定，顯然仿

效於韓國法制；惟就我國公平法法制而言，給予減免更正措施之適用效果，是否妥

適？不無商榷之餘地。 

我國公平法規定之命更正措施，性質上屬於「糾正權」而非「處罰權」，其糾

正之目的在於回復市場競爭秩序，對於被命更正措施之違法行為者而言，並非裁罰

性之不利處分，不具有行政罰之性質
67
。因此，寬恕政策予以減免更正措施之適用

效果，並無實質意義，且有悖於公平法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之立法目的，是以本文建

議：修正草案應刪除同條項本文有關減免更正措施之規定。 

(2) 參與聯合行為之適用要件 

綜觀同條第 2 項規定，其第 1 款係適用於調查程序開始前，第 2 款則係適用於

調查程序開始後。除申請時點之差異外，第 1 款規定「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為，以

                                                      
67 廖義男、王以國，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三），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472-473，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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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向主管機關提出檢舉」之要件，並未見諸於第 2 款規定內，其結果將形成在調

查程序開始後之申請者，得不受此要件之限制。 

然而，有關「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為」之要件，應屬所有申請者之共通要件，

不因申請時點之差異而有別；否則，對於未參與本案聯合行為之事業而言，即得以

提供本案之違法事證，藉以換取減免其參與他案聯合行為之處罰，如此顯然超過公

平法寬恕政策之適用範圍。因此，本文建議：修正草案應將本款「就其所參與之聯

合行為」之要件，移植於同條項本文，俾為申請者之共通要件。 

(三) 實施子法之研析 

依據公平法修正草案第 39 條第 3 項之授權，公平會應予訂定寬恕政策之執行

事項，分別研析如下。 

1. 適用對象 

所謂適用對象，本屬寬恕政策資格要件之一，修正草案予以列為實施子法之單

獨項目，當係特別考量實施強迫行為者或卡特爾之領導人、煽動者及發起人等，應

否予以排除在政策適用範圍外。 

對於強迫他人參與涉案卡特爾之行為者，得否許可其適用寬恕政策？各國法

制，除歐盟及德國法制許可其適用減輕罰鍰部分外（免除罰鍰部分，仍然禁止），

美國、韓國及日本各國法制一律加以禁止。是以依循多數國家法制，公平會訂定之

實施子法，對於調查程序開始前或開始後之申請者，宜應將其列為消極的適用要

件。 

至於應否將卡特爾之領導人、煽動者或發起人列為申請適用之消極要件，觀察

近年修法或立法之歐盟、韓國及日本等國之法制，均分別刪除或未予列入該消極適

用要件，是以公平會之實施子法亦以未列該消極適用要件為宜。蓋申請者是否該當

此等地位，實務判斷頗為不易，致有礙當事人提出申請之意願，進而有影響寬恕政

策實施成效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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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格要件 

有關適用對象以外之資格要件，參酌各國法制相關規定，應予考慮下列事項： 

(1) 停止違法行為之時點 

各國寬恕政策要求停止違法之時點，尚非一致；惟以歐盟、德國法制之最近修

法趨勢而言，乃係著重彈性要求申請者停止違法行為之時點，避免引起其他卡特爾

成員之察覺，致影響調查程序之進行。基此理念，公平會應依個案決定以提出申請

時或其他時點，命申請者停止違法行為。 

(2) 提供證據之性質 

對於公平法修正草案同條第 2 項第 1 款要求提供之「重要事證」，由於其係適

用於調查程序開始前之階段，故參考歐盟及德國法制之經驗，公平會之認定標準不

宜過於嚴苛，僅須達到足以開始調查程序之程度即已足，否則可能影響當事人提出

申請之意願 

至於同條項第 2 款要求提供之「足以認定違法之事證」，參考相關外國法制對

於「顯然附加價值」證據之解釋，公平會應以其是否與涉案事實具有直接關聯性，

為主要認定標準。 

(3) 協助調查之程度 

為確保寬恕政策得以發揮查處卡特爾之成效，公平會宜應參酌外國法制經驗，

明訂申請者負有「持續」、「全面」且「迅速」之協助調查義務。 

(4) 是否須單獨的提出申請 

為避免當事人共同協議申請順位之情事，公平會宜應仿效日、韓等國法制，限

制當事人必須單獨的提出申請，藉以防止寬恕政策遭受濫用。 

3. 裁處減免標準 

本事項可謂公平會訂定實施子法之核心，其規定足以影響公平法寬恕政策實施

之成效，爰應慎重審酌。其評估層面，應涵蓋免除或減輕罰鍰之區別時點、免除或

減輕罰鍰之適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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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免除或減輕罰鍰之區別時點 

如前揭外國法制之比較分析，是否以調查程序開始之時點，作為界定給予免除

或減輕處罰之基準，其利弊互見。日本法制，限於調查程序開始前之最先申請者，

始得給予免除罰鍰之效果，如此最有利於執法機關及早獲知違法事證；惟相對減低

當事人於調查程序開始後之申請意願。相對之下，美國、歐盟等多數法制，對於最

先申請者，即使在調查程序開始後，亦得給予免除處罰之優惠，因此得以補充執法

機關調查證據之不足；但相對有延遲其獲知違法事證之可能。至於我國公平法寬恕

政策究以採行何者法制之類型為佳，端視公平會預期政策實施效果之重心而定。倘

公平會著重及早獲知違法事證之效果者，宜採行日本法制類型；反之，若以補充違

法事證之效果為優先考量者，即應採行美國、歐盟等法制類型。 

(2) 免除或減輕罰鍰之適用效果   

首先，有關許可免除或減輕處罰之事業家數，美國法制僅允許對於最先申請

者，免除刑事追訴；其他國家法制，除給予最先申請者免除罰鍰外，另外許可對後

順位減輕罰鍰之事業家數，歐盟及德國法制為三家以上，日本法制為二家以下，韓

國法制僅為一家。比較言之，給予過多事業減輕罰鍰之機會，由於邊際效用遞減，

並無助於調查程序之進行，且有損違法嚇阻之效果；反之，僅開放一家事業減輕之

機會，執法機關或有獲取補充事證不足之虞，致有礙寬恕政策之實施功效。二者折

衷，本文建議：公平會之實施子法，宜參考日本法制之精神，設定以許可對二家事

業減輕罰鍰為上限。 

其次，有關減輕罰鍰之比率，各國法制規定不一。歐盟及德國法制，依序減輕

30%～50%、20%～30%、20%以內。日本法制，對於調查程序開始前之申請者，依

序減輕 50%、30%；對於調查程序開始後之申請者，一律減輕 30%。韓國法制，則

僅對一名申請者減輕 30%。至於我國公平法寬恕政策減輕罰鍰比率之設計，宜應把

握二點原則：其一，減輕罰鍰比率應予確定，避免裁量空間，俾符合適用效果明確

性之原則；其二，依據先後申請順位，給予一定差距之減輕罰鍰比率，俾促進當事

人爭先提出申請。本此設計原則，並參酌我國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減輕

罰鍰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

二分之一的裁處標準，本文建議：公平會訂定之實施子法，除免除最先申請者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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鍰外，另依序減輕其後二順位申請者 50%、30%之罰鍰。 

4. 身分保密事項 

依據公平法修正草案同條立法理由說明，同法寬恕政策之制定，併有參考證人

保護法第 15 條有關「污點證人」之相關規定，其目的應係在於防範申請者事後遭

受其他違法事業之報復，俾確保當事人提出申請之意願。相對之下，外國法制側重

寬恕政策之保密事項，並非申請者身分之保密，而係在於禁止當事人公開其申請適

用之訊息，以免妨礙調查程序之進行 68
；是以在調查程序完成後，如前揭國際卡特

爾或圍標等重大案件所示，外國執法機關即得公告申請者之事業名稱及適用效果。 

基於上揭公平法修正草案之立法理由，公平會若要貫徹對於申請者身分保密之

作法，實務運作得以考慮之方式有二：其一，對全體違法事業製發罰鍰處分之共同

處分書，另針對申請者個別製發減免罰鍰之處分書，如此其他違法事業即無從於共

同處分書上知悉有申請者之事由；其二，有關罰鍰處分及減免罰鍰處分，一倂揭載

於共同處分書，並參酌證人保護法第 15 條準用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就送達其

他違法事業之處分書，應以代號表示減免罰鍰處分之申請者名稱。 

相較而言，採行上揭第一種方式，較能達到申請者身分之保密效果。惟採第一

種方式，對於申請者同時製發罰鍰處分及減免罰鍰處分之二份處分書，如何解釋二

者行政處分效力關係之問題？本文以為，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22 條規定，在減免罰

鍰處分書送達於當事人時，即得解為公平會同時有廢止原罰鍰處分之意思表示。至

於處分書之公告及刊登公報，參酌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條第 1項第 1款及同條第 2

項規定之意旨，公平會亦得考慮保留減免罰鍰之處分書，不予公開；或於公開之處

分書，以代號表示申請者之名稱。 

5. 其他執行事項 

為促使卡特爾成員及早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意願，公平會訂定之實施子法，亦

應參考外國法制之資格保留制度及附條件協議書等事項。大體言之，公平會於受理

                                                      
68 例如歐盟減免罰鍰告示(12)(c)、日本有關減免罰鍰之通報及資料提出規則第 8 點等規定，皆

明文禁止當事人無故洩漏其申請寬恕政策適用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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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後，若經委員會議初步認定其符合適用要件者，即應預定其排名順位，並對申

請者寄發附條件之申請同意書。該同意書應載明提出相關違法事證之期限、可能獲

得之減免效果、保密及協助調查之義務。對於違反該同意書之規定事項者，公平會

即得廢止其減免罰鍰處分之同意。   

(四) 寬恕政策適用問題之探討 

1. 申請順位之變更可能性 

在有複數事業先後提出申請，並各自獲有預定排名順位之情況下，倘其中先順

位之申請者未於指定期限內提出相關事證資料，致喪失預定優先順位之申請資格

者，後順位之申請者即得依序往前遞升排名。至於在排名順位確定後，即使先順位

申請者遭受公平會廢止減免罰鍰之同意，由於申請順位已經確定，爰不影響後順位

申請者排名之變動 69
。 

2. 再為相同或類似之違法行為者，得否申請適用 

事業在本案聯合行為申請適用寬恕政策後，再為他案相同或類似之聯合行為

者，倘對於他案提出適用寬恕政策之申請，公平會亦應予以受理。蓋寬恕政策僅要

求申請者必須停止本案之聯合行為，並未將其不得再為他案相同或類似之聯合行

為，列為政策之消極適用要件；況且，他案之聯合行為，可能同樣存在著調查不

易，取證困難之問題，是以仍有受理其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必要性。 

3. 與同業公會聯合行為制裁措施之適用關係 

依據公平會之案件統計資料，顯示歷來由同業公會主導聯合行為之案件，約佔

全體聯合行為案件件數 37%，其違法比例顯非一般 70
。然而，對於同業公會聯合行

為案件之制裁，如上揭台灣區麥粉工業同業公會案例所示，歷來公平會皆僅以同業

                                                      
69 日本公平會，課徵金減免制度關係 Q&A：http://www.jftc.go.jp/dk/genmen/qa.html, visited May 

9, 2007. 
70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全球化時代卡特爾行為之規範與因應，94 年度自行研究報告，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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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之主體為處罰對象，並未罰及參與決議或執行決議之會員事業。如此制裁措

施，得以預見，勢必嚴重影響寬恕政策之實施成效。蓋處罰對象僅限於公會，其會

員事業在無受罰可能性之情況下，對於會員事業根本不存在有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

誘因，因此可能形成之現象有二：其一，始終無人提出申請，寬恕政策對於同業公

會聯合行為之案件，形同虛設；其二，涉案之同業公會，唯一且當然最先提出申

請，在免除其罰鍰後，全案無一事業受罰。 

雖然，公平會於民國 94 年 11 月 17 日第 732 次委員會議，針對「同業公會中

參與或形成會議決議之成員是否為聯合行為之處罰對象」議題，決議相關案件之處

理，原則上維持僅以同業公會為處罰對象之現制；但依個案之具體事證，例外得併

以該所屬事業為處罰對象。惟如此決議，仍然維持僅以同業公會為處罰對象之原

則，則日後大多數相關案件難免發生上述政策適用之異常現象。有鑑於此，公平會

若要徹底發揮寬恕政策之實施成效，其對同業公會聯合行為案件之執法立場，即有

改弦更張之必要；質言之，公平會日後對於涉及同業公會聯合行為之案件，除處罰

「合意」主體之同業公會外，亦應一倂處罰「執行」主體之會員事業 71
。 

4. 與刑事處罰規定之適用關係   

如上所述，事業在本案聯合行為申請適用寬恕政策後，再為他案相同或類似之

聯合行為者，亦得許可他案聯合行為適用寬恕政策之申請。不過，對於再為他案相

同或類似之聯合行為，依現行公平法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其行為人負有 3 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 1 億元以下罰金之刑責，此時行為人若有申請適

用寬恕政策者，有無影響刑事處罰規定之適用關係？從比較法之觀點言之，公平法

並未類似日、韓等國法制，設有刑事案件之專屬告發制度 72
，是以公平法寬恕政策

之適用，並無限制檢察機關起訴之效力。惟行為人若有代表事業申請適用寬恕政

                                                      
71 對於同業公會聯合行為案件之處理，學者普遍認為，應將該類案件聯合行為區分為「合意部

分」及「執行部分」之前後二部分，前部分應視是否為同業公會所為之有效行為，據以認定其責

任；後部分在認定會員事業為行為主體之情況下，亦應有加以處分之可能性。以上，參見吳秀

明，「聯合行為理論與實務之回顧與展望—以構成要件之相關問題為中心」，公平交易法施行 9
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39-239，元照出版公司，2001；蘇永欽 ，「同業公會聯合行為的處分
對象」，跨越自治與管制，87-98，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 

72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96 條第 1 項、韓國公平法第 71 條第 1 項，皆明文規定以競爭法主管機關
之告發，作為檢察機關發動刑事追訴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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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因此足認其犯罪後之態度良善，由於其所犯為「最重本刑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第 376 條第 1 款及刑法第

57條第 10款等規定，檢察官仍得予以不起訴處分 73
。 

5. 與行政救濟程序之適用關係 

事業申請適用寬恕政策，經由公平會之審查，認定其欠缺相關適用要件，致未

能獲得申請之同意者；或其申請獲得同意，惟申請者對於公平會有關排名順位、廢

止同意減免罰鍰等決定有異議者，均應賦予其行政救濟之權利。詳言之，對於公平

會有關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決定，申請者提出行政救濟之方式有二：其一，在公平

會對於涉案聯合行為作出罰鍰處分前，有關申請適用之決定，尚未直接發生免除、

減輕或未予減免罰鍰之法律效果，因此在相關決定未具備行政處分要件之情況下，

申請者僅得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05 條、第 106 條等規定，以書面或言詞向公平會陳

述意見；其二，在公平會對於涉案聯合行為作出罰鍰處分後，申請者先前相關陳述

意見未獲公平會採納者，得與罰鍰處分一倂提起行政訴訟，請求行政法院併同審理

公平會有關申請適用之決定
74
。 

七、結論 

寬恕政策，自西元 1978 年濫觴於美國反托拉斯法，嗣後相繼為各國競爭法當

局採行並逐次修正改善，現今已蔚為國際間有效取締卡特爾違法行為之重要措施。

我國公平會，在此國際潮流之影響下，接受 OECD 同儕檢視強力之建議，爰於公平

法修正草案揭示寬恕政策之立法原則，俾徹底達成同法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之規範目

的。 

觀察主要競爭法國家之執法經驗，其實施寬恕政策所以可得發揮遏止違法之功

                                                      
73 王銘勇，「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1 期，126-

127，2006。 
74 有關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行政救濟程序，參見井上朗，リニエンシーの実務 ― 競争法の荒

波から企業を守れ，202-203，雄松堂出版（東京），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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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除政策本身具備適用明確性之原則外，尚須配合採行重罰卡特爾及符合處罰金

額可預測性原則之相關措施。基此理念，鑑於現行公平法及修正草案對於聯合行為

制裁措施之不足，公平法修正草案宜應仿效美國、歐盟或日本法制，增列浮動罰鍰

額度上限規定；另公平會並應訂定明確之罰鍰計算準則。 

其次，公平法修正草案第 39 條第 2 項本文所列減免更正措施之規定，非屬寬

恕政策應有之適用效果，應予刪除。此外，修正草案同條項第 1 款「就其所參與之

聯合行為」之規定，係屬所有申請者之共通要件，宜應移植於同條項本文規定。 

至於實施子法應予涵蓋之適用對象、資格要件、裁處減免基準、身分保密及其

他執行事項，參照各國法制實施經驗，本文分別提出研析意見。其中，給予免除罰

鍰之裁處基準，應否限於調查程序開始前之最先申請者，更係攸關日後寬恕政策之

實施成效，是以本文分析二者相互利弊，提出因應選擇方案。另值注意者，為配合

日後寬恕政策之順利推展，公平會應即調整對於同業公會聯合行為之執法態度，其

處罰對象宜應涵蓋公會主體及會員事業。 

總而言之，為確保公平法寬恕政策得以發揮應有之實施成效，除應建構一完善

之聯合行為制裁措施外，日後於政策付諸實施之際，公平會尚應審時度勢，依隨市

場環境及實施狀況之變化，機動調整實施子法之執行事項方案，如此應可達成有效

取締聯合行為之政策實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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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Implementing Rules of the Leniency Program 

Yen, Ting-Tung* 

Abstract 

A report by the OECD shows that the enforcement of leniency programs by 

competition law authorities can help to fight hard core cartels, which consist of agreements 

among competitors to fix prices, restrict output, or divide markets. Since by nature cartel 

conspiracy meetings might occur in a darkened room, it is difficult to collect evidence of 

illegal cartel activities. In order for the authorities to detect cartels and also make the 

ensuing investigations more effective, leniency programs grant a reduction in or 

exemption from sanctions in order to encourage cartel members to provide evidence 

regarding their clandestine meetings and communications. 

The U.S. was the first country to introduce a leniency program, to be later followed 

by the EU, Germany, South Korea, and Japan. These programs have become more 

successful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the penalties for cartel agreements have increased in 

some OECD countries. The evidence gathered by these authorities to date shows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gram would be improved by an increase in the transparency and 

certainty of the conditions on which any exemption or reduction in fines or surcharges is 

to be granted. 

Presently, the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is considering legislation to include a 

leniency program in the draft Amendment to the Fair Trade Law. Theref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leniency programs among the main 

competition law countries. The concrete suggestions that arise out of this paper include the 

following: (1) The draft Amendment of the FTL should impose stronger sanctions against 

cartels, and the TFTC should enact a regulation on the method of setting penalties for 

cartel conduct. (2) A leniency program works best when the enforcement rules provid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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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 standard of immunity or reduction in penalties for a conspirator to come forward. (3) 

To develop an effective leniency program,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TFTC to adjust the 

punishment against the cartel conduct of a trade association. 

Key words: OECD, hard core cartels, leniency programs, reduction in or exemption from 

sa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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