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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榮傳 

摘要 
各國主管機關對於在外國所完成或實施的域外（Extraterritorial）反競爭行為，

都面臨是否得適用其內國競爭法或反托辣斯法，予以調查處理並決定法律責任的問

題。在立法及司法的實踐上，各國均認為其法律在一定條件下，得適用於在立法國

境外所為或所實施的反競爭行為。美國法院認為美國反托辣斯法，在一定條件下，

得適用於其結果對美國發生影響的域外反競爭行為。歐盟法院透過解釋，將反競爭

行為的概念擴張，認為當事人達成協議及實施其協議之地，均為行為地，只要其中

一部分在歐盟境內，即得適用歐盟競爭法。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域外效力問題，並

未明文予以規定，理論上宜參考歐盟競爭法的見解，但公平會傾向於套用美國法上

的用語及原則，將來可再參照行政罰法及刑法的相關規定，予以檢討。對於因反競

爭行為而生之債，我國 2010 年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27 條已有明文規定，實務上

不宜再從公平交易法適用的地域範圍或域外效力的角度予以考量，對於違反外國競

爭法或反托辣斯法所生的民事訴訟，也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決定我國法院是否有

管轄權。外國反托辣斯法或競爭法雖具有公法的性質，我國法院於民事訴訟中為判

斷民事問題而予以適用時，不應僅因其為外國公法，即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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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各國反托辣斯法（Anti-trust Law）或競爭法（Competition Law）的發展，在法

制的發展歷史上還不算悠久，但隨著各國採行自由經濟體制，市場競爭秩序的維護

在國內及國際上均已成為重要課題。從我國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

平會）所加入的國際組織「國際競爭網絡」（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的

會員名錄，可知目前已制定公平交易法、競爭法或其他類似名稱的反托辣斯法法規

的國家1，總數已 100個以上2。 

各國反托辣斯法法規的形式，乃是一個國家或法律區域的國內法或區域立法，

其內容通常包含列舉妨害市場競爭秩序的行為，即反競爭行為（Anti-competitive 

Conducts）的態樣、行政機關制訂相關法規與調查、處理反競爭行為的程序、反競

爭行為者應負擔的行政、刑事及民事責任。因此，從其設立執法機關的角度來看，

此等法律具有濃厚的行政法色彩，從其各條文的實質內容來看，則可能包含行政

法、刑法及私法（民法）的內容。 

以我國為例，1991年 2月 4日公布、自 1992年 2月 4日起實施（民國 100年

11 月 23 日修正）的公平交易法，其目的是「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

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該法第二章規定「獨占、結合、聯合行為」

等限制競爭之行為，第三章規定「不公平競爭」，另於第五章及第六章分別規定

「損害賠償」及「罰則」，其規定多為行政法之性質，惟該法條文的性質，仍應分

別認定之。例如其第五章「損害賠償」的第 30 條至第 34 條屬於私法，第六章「罰

則」第 35 條、第 36 條至第 39 條屬於刑法，其他條文則屬於行政法。換言之，反

競爭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的法律效果，同時包含行政、刑事及民事責任3。 

隨著跨國貿易盛行，全球各地的市場逐漸整併，各國主管機關對於在外國所完

                                                      
1 關於外國及大陸地區的競爭法或反托辣斯法及其執法機關，公平會已整理於其網站中，請參

閱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List.aspx?uid=1058，最後瀏覽日期：2013/12/6。 
2 國際競爭網絡的會員機構及相關資料，請參閱其官網 http://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 

org/members/member-directory.aspx,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12/6. 
3 請參閱黃茂榮，「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法律責任」，收錄於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台北，自

版，513-555 (1993)；汪渡村，公平交易法，五南出版社，251-284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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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或實施的域外（Extraterritorial）反競爭行為，都面臨以下新問題：該國主管機關

得否根據其內國競爭法或反托辣斯法，予以調查處理？該國法院對於此等反競爭行

為，得否依此等規定予以定罪科刑？該國法院對其民事責任問題，得否予以管轄審

理？如得管轄，究應適用何國的法律，以決定行為人對被害人是否應負責及負何種

民事責任？上述問題，涉及競爭法或反托辣斯法的效力，是否及於在立法國境外所

為或所實施的反競爭行為，即有無域外效力（Extraterritorial Effects）的問題。如採

肯定說，即承認其競爭法或反托辣斯法具有域外性（Extraterritoriality），得為域外

適用（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這些國家或區域的主管機關對於「域外」的反

競爭行為，將可依其法律予以管轄、調查及處理4。 

由於每一反競爭行為均有其行為地，其行為地的主管機關本於競爭法或反托辣

斯法的「域內」效力，本可對其管轄、調查及處理，乃發生數個國家或區域的競爭

法或反托辣斯法，對同一反競爭行為可同時適用的情形，形成各國或區域的競爭法

的競爭（Competition of Competition Laws）5
或經濟法規衝突（Conflicts of Economic 

Regulation）6
的特殊現象。各國對於反托辣斯法或競爭法規的衝突，通常因其相衝

突的條文或規範的性質，而有不同的解決方法：如為刑法規定或公法規定的衝突，

由於內國基於主權原則，不執行外國的刑法規定或公法規定，即著重於內國法律得

適用的範圍；如為私法的衝突，則應依國際私法的原則，決定內國法院是否有國際

管轄權，及究應在內、外國法中如何決定其準據法的問題。 

對於同一涉外反競爭行為，各國的法律可能依據不同的原則，而得予以適用。

此等原則的內容為何？其在具體個案中究應如何適用？我國公平交易法的適用範

                                                      
4 此處的管轄或管轄權，是指英文的 Jurisdiction 一字。依美國法律第三整編：美國對外關係法

第 401條 (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 401)，一國的
管轄權 (Jurisdiction) 應受國際法之限制者，包含下列三種：(一)立法管轄權，即 Jurisdiction to 
Prescribe或 Legislative Jurisdiction；(二)司法管轄權或審判管轄權，即 Jurisdiction to Adjudicate或
Judicial Jurisdiction； (三 )執法管轄權或行政管轄權，即 Jurisdiction to Enforce 或 Executive 
Jurisdiction。狹義的管轄權是指司法管轄權，最廣義的管轄權包含立法、司法及行政管轄權。請
參閱 Trevor C. Hartley,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itig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03 (2009).在
本文之中，主要是指主管機關執法及法院審判的管轄權而言。 

5 Karl M. Meessen, “Competition of Competition Laws,” 10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Business, 17 (1990). 

6 Jürgen Basedow, “Conflicts of Economic Regulation,” 42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423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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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究應依據何種原則決定之？如為涉外反競爭行為所生的私法關係，其法律衝突

的解決方案，在國際私法究應如何處理？我國法律的規定究應如何解釋適用的問

題，在理論、立法及司法實務上均具有重要性，而亟待分析及建議。 

本文的主要目的，乃在探討上述問題。第一部分簡述擬探討的主題，說明各國

反托辣斯法或競爭法發生衝突的現象；第二部分沿著美國司法實務上幾個重要判決

的軌跡，探討美國法院認為反托辣斯法具有域外效力的沿革，也對台、日、韓面板

業者，因被認定為聯合操縱面板價格，而被美國及歐盟課以重罰的事件，提出基本

的說明；第三部分由歐洲法院的案例，探討歐盟競爭法對於涉外反競爭行為的適用

情沿，並分析其是否具有域外效力的問題；第四部分將探討我國公平交易法域外效

力的法源，以我國行政罰法、刑法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的基本規定為依據，分別

探討各類條文的域外效力問題，再就公平會所訂頒的處理原則，探討法律規定及相

關原則如何協調一致的問題；第五部分對於涉外反競爭行為所生的涉外民事問題，

從公平交易法及國際私法的角度提出分析，並探討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27 條的

適用問題及相關案例；第六部分總結全文，對於前述問題，再提出結論及建議。 

二、美國反托辣斯法的域外效力 

(一) 反托辣斯法未明定其「域外效力」 

美國反托辣斯法是世界上發軔最早的競爭法法制，其發展在未制定成文法以

前，只是零星的判例見解，正式發展的四個階段應始於美國國會於 1890 年通過反

托辣斯法，即薛爾曼法（Sherman Act）7。從 1890 年到 1914 年是執行薛爾曼法的

最初 25 年，也是第一階段，其後歷經 1915 年到 1939 年的「理性原則時期」（The 

Rule of Reason Period）、1940 年到 1974 年的「當然原則及著重市場結構時期」

（The Per Se Rule and Focus on Market Structure），從 1975年以後才進入「現代發

展時期」（The Modern Development）8。 

                                                      
7 Sherman Act, July 2, 1890, ch. 647, 26 Stat. 209, 15 U.S.C. §§ 1-7. 
8 各階段或時期的名稱及年代，是採用教科書的章名。請參閱 Thomas D. Morgan, Cas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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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薛爾曼法第 1 條規定：「任何契約、以托辣斯或其他形式成立之組合或謀

議，如限制數州之間或與外國間之貿易或商業者，即為不法。任何人，如締結任何

契約或參與任何組合或謀議，依上述為不法者，視為犯重罪，如經起訴，對公司應

處 1 億美元以下罰金，對任何其他人，應由法院依職權處 100 萬美元以下罰金、10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併處前述二者。9」此一條文屬於刑法的規定，適用於美國人在美

國所實施的行為，固無疑義，對於外國人在美國境內所為的行為，依刑法的屬地原

則亦得予以管轄。但針對美國人或外國人在外國所為的行為，得否適用該條予以處

罰的問題，在司法實務上發生疑義，此即反托辣斯法的域外效力問題。 

上述條文的適用，已有超過一世紀的經驗，發展至今，相關法制已有漸趨成

熟。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及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於 1995 年 4 月共同發布「反托辣斯法國際執法指南」（Antitrust 

Enforcemen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10，全文分為四節，其第二節

「各機關執行之反托辣斯法」（Antitrust Laws Enforced by the Agencies），即指出

其執法的法源包含多項國內法及國際法 11，第三節「國際執法之門檻問題」

（Threshold International Enforcement Issues），並列舉執法應考量的各項問題，即

管轄權（Jurisdiction）、睦儀（Comity）、外國政府介入之影響（Effects of Foreign 

Government Involvement）、反托辣斯法執法與國際貿易法規（Antitrust Enforcement 

                                                        
Materials on Modern Antitrust Law and Its Origins, 3rd ed., 33 et seq. ,Thomson/West, (2005). 

9 “Every contract, combination in the form of trust or otherwise, or conspiracy, in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is declared to be illegal. Every person who 
shall make any contract or engage in any combination or conspiracy hereby declared to be illegal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 felony, and, on conviction thereof, shall be punished by fine not exceeding 
$100,000,000 if a corporation, or, if any other person, $1,000,000, or by imprisonment not exceeding 10 
years, or by both said punishments,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15 U.S.C. §1 (2006). 

10 “Antitrust Enforcemen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available at http://www. 
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internat.ht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12/6.司法部助理副檢察長
(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Diane P. Wood對該指南的簡介，可參閱 “The 1995 Antitrust 
Enforcemen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An Introduc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 
justice.gov/atr/public/speeches/0166.ht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12/6. 

11 指南第二節所列各項法源，依序為 Sherman Act、Clayton Act、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s Act of 1976、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Act、Webb-Pomerene Act、 Export Trading Company Act of 1982、Other Pertinent 
Legislation (含Wilson Tariff Act、Antidumping Act of 1916、Tariff Act of 1930、Trade Act of 1974
及 Relevant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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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ternational Trade Regulation），第四節並說明「屬人管轄權及程序規定」

（ Personal Jurisdiction and Procedural Rules），可見美國對其反托辣斯法的域外效

力已有確立的原則。 

美國反托辣斯法的域外效力，並非以法律的明文規定為依據，為觀察其司法實

務的發展軌跡，特簡介數則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重要裁判，以供參考。 

(二) American Banana公司案 

在 1909年的 American Banana Co. v. United Fruit Co.案判決中12，原告「美國香

蕉公司」（American Banana）是 1904 年在阿拉巴馬州設立的公司，被告「聯合水

果公司」（United Fruit）是 1899年在紐澤西州設立的公司，雙方針對被告在美國境

外所實施的行為是否合法，及原告得否請求三倍損害賠償的問題涉訟，最高法院據

既得權理論（“Vested Rights” Theory），採嚴格的屬地主義（Strict Territorial  

Approach），認為本法僅能適用於在美國境內所為的行為，而不適用於境外的行

為。 

在本案中，美國國民麥肯納（McConnell）自 1903 年起，即開始在當時為哥倫

比亞領域的巴拿馬種植香蕉，並為出口而修築鐵道。被告當時提出恫嚇，要求其停

止經營或加入被告的產銷體系，後來並引進波多黎各政府介入干涉。1903 年巴拿馬

革命並宣布獨立，1904 年 6 月原告依巴拿馬法律向麥肯納購買所有權利並繼續經

營，同年 7 月波多黎各士兵入侵並扣押原告資產，同年 8 月名叫 Astua 之人獲得波

多黎各法院的一造缺席判決，確認原告的資產為其所有，原告的異議未受採納，

Astua 後來將其資產移轉給被告的代理人。原告無法在巴拿馬與被告實質對抗，乃

在美國法院起訴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被告則抗辯美國法院無管轄權13。  

美國最高法院維持下級法院的裁定，認為本案欠缺可行使管轄權的訴訟標的

（Subject Matter），應予駁回。何姆斯（Holmes）法官並指出：「造成損害的行

為，係在美國管轄區域以外，且在其他國家的管轄區域之內實施。原告主張其應受

                                                      
12 American Banana Co. v. United Fruit Co., 213 U.S. 347 (1909). 
13 事實部分請參閱 213 U.S. 354-355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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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所通過的法律規範，令人驚訝。14」最高法院認為，法律上雖有「任何契

約」、「任何人」等用語，但其意義應僅指受法律規範者而言，而非指立法者事後

可拘提之所有人，「美國無意以本法之規定，對於在巴拿馬或波多黎各所為之行

為，以刑罰相繩，相當明顯」，「被告在在巴拿馬或波多黎各所為之行為，就本案

所涉及的部分，並非本法的適用範圍15。」換言之，依本判決見解，薛爾曼法並無

域外效力。 

(三) ALCOA案 

在 1945年的 United States v. Aluminum Co. of America案的判決中16，美國鋁業

公司（Aluminum Co. of America, 簡稱 ALCOA）是 1888年 9月 18日依美國賓州法

律設立的鋁業公司，1907 年更改為上述名稱，其業務遍及美國及世界各地；1928

年 3 月 28 日該公司的股東另外在加拿大成立獨立的法人，即鋁業有限公司

（Aluminum Limited, 簡稱 Limited），接管 ALCOA 原來在美國境外的主要業務及

資產，Limited 的股份均由 ALCOA 普通股股東依原持股比例取得17。美國聯邦政府

對被告的事業集團與人員起訴，主張其於鋁業市場，尤其是製造及銷售已處於獨占

地位，應予切割，且 Limited涉嫌與 ALCOA，或與外國的鋁製造者達成不法謀議，

應予以處罰18；其中涉及反托辣斯法的域外效力者，為 Limited 與外國的鋁製造者在

                                                      
14 “In the first place, the acts causing the damage were done, so far as appears, outside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ithin that of other states. It is surprising to hear it argued that they were 
governed by the act of Congress.” 213 U.S. 355 (1909). 

15 “Words having universal scope, such as ‘every contract in restraint of trade,’ ‘every person who 
shall monopolize,’ etc., will be taken, as a matter of course, to mean only everyone subject to such 
legislation, not all that the legislator subsequently may be able to catch. In the case of the present statute, 
the improbabil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ttempting to make acts done in Panama or Costa Rica criminal is 
obvious, yet the law begins by making criminal the acts for which it gives a right to sue. We think it 
entirely plain that what the defendant did in Panama or Costa Rica is not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statute so 
far as the present suit is concerned.” 213 U.S. 357 (1909). 

16 United States v. Aluminum Co. of America, 148 F.2d 416 (2d Cir. 1945). 
17 148 F.2d 439 (2d Cir. 1945). 
18 法院將爭點整理後，指出：“For convenience we have divided our discussion into four parts: (1) 

whether ‘Alcoa’ monopolized the market in ‘virgin’ aluminum ingot; (2) whether ‘Alcoa’ was guilty of 
various unlawful practices, ancillar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its monopoly; (3) whether ‘Limited’ and 
‘Alcoa’ were in an unlawful conspiracy; and whether, if not, ‘Limited’ was guilty of a conspiracy with 
foreign producers; (4) what remedies are appropriate in the case of each defendant who may be foun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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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達成的不法謀議，是否應依反托辣斯法定罪科刑的問題。 

本件判決由韓德法官（Learned Hand）主筆，其確認 ALCOA自 1935年起即與

Limited 切割，且未參與卡特爾19，至於 Limited，其在 1931 年 7 月 3 日與數家外國

公司（法國 1 家、德國 2 家、英國 1 家、瑞士 1 家）共同謀議成立卡特爾，合組一

家瑞士公司，取名為鋁業聯盟（Alliance），決定各股東的生產配額，並由聯盟定價

收購配額內未出售的產品，但 1936 年另再達成協議，不再定價收購，而約定超過

配額生產之部分，應依規定向聯盟繳納權利金20。 

法院就前述 1931 年及 1936 的協議，分析其是否違反美國薛爾曼法第 1 條時，

指出「我們不宜只看諸如本法條文所使用的一般文字，而必須兼顧一般國家對其權

力行使設限的習慣，以及『法律衝突』規則所形成的一般限制。我們不宜認定國會

有意使法院所能拘提之人，皆就其對美國無影響的行為，而受處罰」21；「此二協

議如係在美國境內所為，將明顯違法，惟如前所述，倘其行為意圖影響進口，並確

已發生影響，即使是在國外所為，亦屬違法」22，由於 1936 年協議對美國的貿易及

商業確已發生實質影響，法院乃認定該協議違反薛爾曼法第 1條規定。 

本件判決一改前述 American Banana案的見解23，認為在外國所為的域外行為，

倘其行為意圖影響進口，並確已發生影響時，依「效果理論」（ Effects 

Doctrine），即應為美國反托辣斯法的效力所及。 

                                                        
have violated the Act.” 148 F.2d 422 (2d Cir. 1945). 

19 148 F.2d 441 (2d Cir. 1945). 
20 148 F.2d 443 (2d Cir. 1945). 
21 “Nevertheless, it is quite true that we are not to read general words, such as those in this Act, without 

regard to the limitations customarily observed by nations upon the exercise of their powers; limitations 
which generally correspond to those fixed by the ‘Conflict of Laws.’ We should not impute to Congress 
an intent to punish all whom its courts can catch, for conduct which has no consequence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148 F.2d 443 (2d Cir. 1945). 

22 “Both agreements would clearly have been unlawful, had they been made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follows from what we have just said that both were unlawful, though made abroad, if they were 
intended to affect imports and did affect them.” 148 F.2d 444 (2d Cir. 1945). 

23 學者有認為美國法院見解的變更，係始於聯邦最高法院 1927 年的判決 United States v. Sisal 
Sales Corporation, 274 U.S. 268 (1927). 請參閱 Trevor C. Hartley,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itigation, 
81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2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四) Timberlane Lumber公司案 

在 1976年的 Timberlane Lumber Co. v. Bank of America et al.案的判決中24，原告

Timberlane 為美國奧瑞岡州的木材公司，被告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為依美

國加州法律設立的銀行，原告主張被告在美國及宏都拉斯的人員共同謀議，妨害原

告在宏都拉斯的伐木及向美國進口木材的業務，使其業務集中在與被告往來的少數

業者，限制美國的貿易及商業，違反美國薛爾曼法第 1 條及第 2 條。本判決主筆法

官邱義（Choy）鑒於系爭行為係在宏都拉斯實施，於判決中特別以「美國反托辣斯

法的域外效力」（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the United States Antitrust Laws）為標題，

討論相關問題，並開宗明義即引用前述判決指出「美國反托辣斯法對於某些在外國

實施的行為，適用上並無疑義。」25。 

邱義法官於本件判決指出，前揭判決著重境外行為的效果（Effects），應對於

美國發生影響的見解，由於未考量相關外國的利益，難謂已充分妥當，從而乃提出

「三面分析法」（Tripartite Analysis），即認為美國反托辣斯法之適用於域外行

為，應符合三項要件：（一）其行為應對美國之涉外貿易構成實際影響或意圖影

響，而得由聯邦法院依規定行使訴訟標的管轄權（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

（二）前述行為的效果，應大到足以造成原告的損害，從而構成違反反托辣斯法的

民事責任；（三）如為涉外行為，應再考量美國之利益與牽連關係，包含美國涉外

貿所受影響程度在內，與相關外國之利益與牽連關係比較，是否強大到適宜主張域

外管轄權26。 

                                                      
24 Timberlane Lumber Co. v. Bank of America et al., 549 F.2d 597 (1976). 
25 “There is no doubt that American antitrust laws extend over some conduct in other nations.” 549 

F.2d 608 (1976). 
26 “A tripartite analysis seems to be indicated. As acknowledged above, the antitrust laws require in the 

first instance that there be some effect actual or intended on American foreign commerce before the 
federal courts may legitimately exercise 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 under those statutes. Second, a greater 
showing of burden or restraint may be necessary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effect is sufficiently large to 
present a cognizable injury to the plaintiffs and, therefore, a civil violation of the antitrust laws. 
Occidental Petroleum, 331 F.Supp. at 102-03; Beausang, The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of the Sherman 
Act, 70 Dick.L.Rev. 187, 191 (1966). Third, there is the additional question which is unique to the 
international setting of whether the interests of, and links to,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the magnitude of 
the effect on American foreign commerce are sufficiently strong, vis-a-vis those of other nations, to 
justify an assertion of extraterritorial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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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述第三項要件，邱義法官認為應考量下列七種因素：(1)與外國法律或政

策衝突之程度；(2)當事人之國籍或效忠之國家或公司之主營業所；(3)各國可期待

之執法程度；(4)對美國及各國影響之重要性比較評估；(5)意圖對美國商業構成影

響或損害之明示意圖之程度；(6)此等影響之可預測性；(7)對於在美國境內之行為

及境外行為指控其違法之相對重要性27。 

邱義法官根據上述三面分析，認為「本案可總結為下列問題：系爭限制的效

果，是否已影響或意圖影響美國的涉外貿易？其類型及程度是否已違反薛爾曼法？

就國際睦儀及公平性而言，美國是否應對其行使域外管轄權？28」邱義法官認為，

由於原審法院之裁定駁回，僅謂系爭限制的效果，對美國的涉外貿易未造成直接而

實質之影響，其未就上述各點有所分析，且薛爾曼法的適用不以系爭限制對美國涉

外貿易的影響係直接且實質者為限，而本案之限制影響自宏都拉斯出口木材至美

國，對美國的涉外貿易確有影響，其程度已足以作為起訴之依據；本案的謀議的指

揮地是舊金山，經濟上最直接受影響者或許為宏都拉斯，但宏、美二國的法律及政

策未見有何衝突，其利益及牽連關係也無任何失衡情形，故美國反托辣斯法就系爭

限制，仍宜適用之。 

(五) Hartford Fire保險公司案 

在 1993年的 Hartford Fire Insurance Co. et al. v. California et al.案的判決中29，原

告是美國 19 個州和一些個人，被告是 4 家美國保險公司、美國及外國的再保險公

                                                      
27 “The elements to be weighed include the degree of conflict with foreign law or policy, the 

nationality or allegiance of the parties and the locations or principal places of businesses or corporations, 
the extent to which enforcement by either state can be expected to achieve compliance, the relative 
significance of effects on the United States as compared with those elsewher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re is 
explicit purpose to harm or affect American commerce, the foreseeability of such effect, and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to the violations charged of conduct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as compared with conduct 
abroad.” 549 F.2d 614 (1976). 

28 “We conclude, then, that the problem should be approached in three parts: Does the alleged restraint 
affect, or was it intended to affect, the foreign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it of such a type and 
magnitude so as to be cognizable as a violation of the Sherman Act? As a matter of international comity 
and fairness, should the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be asserted to cover it?” 549 F.2d 
615 (1976). 

29 Hartford Fire Insurance Co. et al.v. California et al., 509 U.S. 764, 113 S.Ct. 2891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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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保險經紀。原告主張被告在英國共同謀議，迫使美國其他保險公司，不得不在

責任保險的保單中，採用與被告相同條件的承保約款，影響美國的保險市場，違反

薛爾曼法第 1 條的規定。美國最高法院本件判決係由 Souter 法官主筆，Scalia 法官

則提出部分不同意見書30。 

關於倫敦的再保險公司在英國實施的行為，應否適用美國薛爾曼法規定予以處

罰的問題，Souter 法官在本件判決指出，「在外國實施，而意圖產生並已實際在美

國產生某些實質影響的行為，應適用薛爾曼法，乃是當前法律已確立的原則」31，

「本案唯一的實質問題，是『內國法與外國法之間究竟有無真衝突？』」32。 

倫敦再保險公司抗辯指出，如對其行為適用薛爾曼法，將與英國法律嚴重衝

突，英國政府以「法院之友」（Amicus Curiae）陳述意見，亦同意其看法，並指出

英國國會對倫敦再保險市場已制定完善的管制體系，而本案被指控的系爭行為亦符

合英國的法律及政策。Souter 法官認為此等見解並未說明衝突的情況，因為一行為

在其實施地為合法，即使該外國具有很強的政策，以允許或鼓勵該行為之實施，其

本身並不能阻却美國反托辣斯法的適用；受到二個國家的法律規範之人，其能遵守

該二國之法律規定者，即無衝突可言。由於倫敦再保險公司未主張英國法律規定其

應以違反美國法律之方式，而實施其行為，亦未主張其同時遵守二國法律規定乃不

可能之事，法院乃認為美國法與英國法並未在本案發生衝突33。 

此外，最高法院於本案判決認為，本案並無討論基於國際睦儀（International 

Comity）的理由，而放棄行使管轄權的問題34此一見解使法院在具體個案中，運用

傳統的「睦儀」觀念，以決定管轄權問題的空間受壓縮，但仍有強調睦儀作為法律

                                                      
30 509 U.S. 800 (1993). 
31 “[I]t is well established by now that the Sherman Act applies to foreign conduct that was meant to 

produce and did in fact produce some substantial effect in the United States.” 509 U.S. 796 (1993). 
32 “The only substantial question in this litigation is whether ‘there is in fact a true conflict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law.” 509 U.S. 798 (1993). 
33 509 U.S. 798-799 (1993). 
34 Souter 法官指出，當美國國會通過 1982 年對外貿易反托辣斯加強法 (Foreign Trade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 of 1982, “FTAIA”) 時，「國會對於具有反托辣斯法管轄權的法院，並未表示其
應否基於國際睦儀，而拒絕行使其管轄權」“Congress expressed no view on the question whether a 
court with the Sherman Act jurisdiction should ever decline to exercise such jurisdiction on the grounds 
of international comity.” Hartford Fire, 509 U.S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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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的重要性，而期待擴張其適用範圍者35。 

(六) Nippon Paper公司案 

在 1997年 United States v. Nippon Paper Indus.一案的判決中36，日本製紙公司

（Nippon Paper Industries Co., Ltd，簡稱 NPI）為日本的傳真紙製造商，美國司法部

指控其在 1990 年間，在日本與其他業者開過多次會議，決定將其紙品均出售給日

本的貿易公司，由貿易公司的子公司統一運送到美國，以其所商定的價格銷售，共

同操縱傳真紙在北美洲的價格，再由貿易公司將其價差，補發給各製造業者。 

美國司法部指控 NPI 違反薛爾曼法，NPI 抗辯其行為均在日本，不適用該法，

美國麻州地區法院於 1996 年的判決中，從嚴認定薛爾曼法第 1 條的適用範圍，乃

判決不受理37，經上訴到美國第一巡迴法院後，Selya 巡迴法官主筆的本判決採不同

見解，乃廢棄原判決。 

本判決主要討論在外國實施的行為，應否適用美國薛爾曼法第 1 條的問題。巡

迴法院先回顧本文前所引述的三個判決，即 American Banana 案、Alcoa 案及

Hartford Fire 案的判決，並認為「判例法已明確指出，完全在外國實施的行為，如

對美國意圖發生並確已發生影響者，其反托辣斯法的民事訴訟屬於（薛爾曼法）第

1條的管轄範圍。」38。 

本判決所涉及者，為刑事訴訟的管轄權，巡迴法院認為同一法條的用語，就民

事和刑事訴訟的管轄權的問題，應可採用同一解釋標準，在分別針對 NPI 及日本政

府以「法院之友」名義所提出的各點，即「無前例可循」（Lack of Precedent）、

「推定的力度不同」（Difference in Strength of Presumption）、「法律整編」（The 

Restatement）、「從寬原則」（The Rule of Lenity）及「睦儀」（Comity）等予以

                                                      
35 Jeffrey L. Kessler & Spencer Weber Walle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US Antitrust, 2nd ed., 

Thomson/West, 271-273 ( 2006). 
36 United States v. Nippon Paper Indus., 109 F.3d 1 (1st Cir. 1997), cert. denied, 118 S. Ct. 685 (1998). 
37 United States v. Nippon Paper Indus. Co., 944 F.Supp. 55 (D.Mass.1996). 
38 “To sum up, the case law now conclusively establishes that civil antitrust actions predicated on 

wholly foreign conduct which has an intended and substantial effect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e within 
Section One's jurisdictional reach.” United States v. Nippon Paper Indus., 109 F.3d 4 (1st Ci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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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斥後39，巡迴法院在判決中指出：「Hartford Fire案的判決已明確指出，完全在外

國實施的行為，如對美國意圖發生並確已發生影響者，應適用薛爾曼法第 1 條。我

們應接受此一見解，而依法規解釋的確立原則，如以相同方式解釋，我們也應在刑

事訴訟中適用（薛爾曼法）第 1條」40。 

(七) Empagran公司案 

在美國最高法院 2004年著名的 F. Hoffmann-LaRoche v. Empagran S.A.a1一案中

41，參與維他命原料定價的聯合行為的事業，其國籍包含瑞士、德國、日本、美

國、加拿大及法國，在美國司法部的追訴下，涉案的事及個人全部都被依反托辣斯

法處罰，而美國的被害人也提起團體訴訟，並獲得賠償。2001 年初，五家來自厄瓜

多、烏克蘭、巴拿馬、澳大利亞公司，也向美國哥倫比亞特區法院對違法的事業起

訴，請求依美國反托辣斯法42，賠償其在美國境外買受系爭商品所受之損害。 

對於上述五家外國公司提起的上述訴訟，美國哥倫比亞特區法院以其對該案無

管轄權為理由，予以駁回，抗告之後，特區上訴法院採相反見解，認為美國法院對

本案享有管轄權，且應適用美國《對外貿易反托拉斯改進法》的例外規定，被告乃

向聯邦最高法院提起再抗告。最高法院於 2004 年作成裁定，認為美國法院無管轄

權，撤銷上訴法院的原裁定，並指出儘管被告等事業長期聯合密謀、固定價格和劃

分市場，其行為確已造成美國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企業及消費者之重大損害及嚴重

結果，但美國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結果，彼此分離，互相獨立，故本案並無《對外

貿易反托拉斯改進法》的例外規定之適用，對於跨國聯合行為在外國所造成的損

                                                      
39 United States v. Nippon Paper Indus., 109 F.3d 6-8 (1st Cir. 1997). 
40 “Hartford Fire definitively establishes that Section One of the Sherman Act applies to wholly foreign 

conduct which has an intended and substantial effect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are bound to accept that 
holding. Under settled principles of statutory construction, we also are bound to apply it by interpreting 
Section One the same way in a criminal case.” United States v. Nippon Paper Indus., 109 F.3d 9 (1st Cir. 
1997). 

41 F. Hoffmann-LaRoche v. Empagran S.A., 542 U.S. 155 (2004). 
42 美國國會於 1914 年通過柯雷登法 (Clayton Act)，第 4 條規定被害人得請求其所受損害三倍

的賠償。該法條文見 The Clayton Antitrust Act of 1914 (Pub.L. 63–212, 38 Stat. 730, enacted October 
15, 1914, codified at 15 U.S.C. §§ 12–27, 29 U.S.C. §§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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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也不能依美國反托辣斯法予以請求43。案件發回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上訴法

院後，原告主張其在外國所受損害，係因被告等在美國之行為所造成，法院認為此

二者之間欠缺相當因果關係（Proximate Cause），未予採納，乃以無管轄權為理

由，予以駁回44。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上述裁定，主要是從反托辣斯法的立法意旨及歷史，說明反

托辣斯法的域外效力，應不及於與內國無關的外國損害，並且從各國法律自我設限

的國際睦儀（Prescriptive Comity）角度，認為美國反托辣斯法適用於在外國發生的

行為必須合理，如果外國公司在外國實施的反競爭行為未影響美國的利益，原告依

美國法請求賠償損害，即非合理45。 

(八) 台、日、韓面板業者聯合定價案 

2001 年 9 月 14 日至 2006 年 1 月 31 日期間，包括韓國三星、樂金，日本夏

普、日立，以及台灣友達、奇美電（現已改名為群創）、中華映管、瀚宇彩晶等生

產 TFT-LCD 面板的業者，每月推代表在我國舉行同業聚會，以「水晶會議」

（Crystal Meetings，或稱晶體會議）為代號，在我國的五星飯店藉由「多邊會議」

或「雙邊會議」為方式，分享商業機密資訊，前後共計約 60 場。此等行為的行為

地在我國，行為人包含我國、韓國及日本的公司，乃是「涉外」行為，就其性質而

言，應構成操縱價格的卡特爾或聯合行為，美國及歐盟執法機關均認定其違反反托

辣斯法或競爭法的規定，並對我國前述企業科處高額罰金，美國並且對涉案人員處

以徒刑及罰金。 

美國司法部針對該等會議違反美國反托辣斯法的情況，於 2006 年底開始調

查，韓國三星申請適用寬恕政策（Leniency Program），轉當汙點證人，換取免罰的

優惠，結果美國司法部掌握「水晶會議」主要內容，認定涉及聯合定價，並據此對

                                                      
43 本案通常簡稱為 Empagran 案，關於其判決理由及評論，請參閱王銘勇，「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 2004 年 Empagran 案判決解析」，收入於劉鐵錚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一)－新世紀宏觀法
學之研究與展望，台北，元照出版社，33-54 (2008)：中文簡介並可參閱趙秀文，「從維他命案看
美國反壟斷法的適用」，國際法研究，第 1 卷，305-325 (2006)，http://www.rucil.com.cn/ 
article/default.asp?id=281，最後瀏覽日期：2013/12/6。 

44 Empagran S.A. v. F. Hoffmann-LaRoche, Ltd., 417 F.3d 1267, 1271 (D.C. Cir. 2005). 
45 F. Hoffmann-LaRoche v. Empagran S.A., 542 U.S. 155, 169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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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廠商一一起訴。我國中華映管公司首先認罪，於 2008 年 11 月 12 日被科處

6,500 萬美元罰金46；奇美電接著於 2009 年 9 月 9 日認罪，被科處 2.2 億美元罰金

47；瀚宇彩晶於 2010年 6月 29日也認罪，被科處 3千萬美元罰金48。 

我國的友達公司拒絕認罪，美國司法部於 2010 年 6 月向法院起訴，2012 年 9

月 20 日美國舊金山區法院作成判決，對於友達公司及其美國的子公司，處以 5 億

美元的罰金49。此一罰金的金額與 1999年對 F. Hoffmann-La Roche Ltd控制維他命

之價格，所科處的罰金相同，目前仍是對違反美國反托辣斯法之行為所科處的最高

罰金50。實際參與聯合行為的個人，依美國反托辣斯法規定也被判處徒刑及罰金，

參與同一行為的日本業者及韓國樂金公司，也都被美國科處罰金51。 

前述台、日、韓面板業者的聯合行為，因其行為一部分在美國或其域外行為對

美國市場造成直接且實質的影響，美國認定其為反托辣斯法效力所及，將其納入執

法範圍，並未引起質疑52。 

後來，歐盟、韓國及中國大陸也都依其競爭法予以制裁。歐盟執委會先於 2006

年 12 月 8 日對於相關企業發出調查的詢問通知53，再於 2009 年 5 月發出抗辯通知

                                                      
46 同案認罪者，韓國樂金及日本夏普分別被科處罰金 4 億美元及 1 億 2 千萬美元。美國司法部

新聞稿，請參閱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press_releases/2008/239349.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12/6. 

47 美國司法部新聞稿，請參閱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press_releases/2009/252936.ht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12/6. 

48 美國司法部新聞稿，請參閱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press_releases/2010/260175.ht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12/6. 

49 友達公司在審判中抗辯水晶會議的目的，不在聯合定價，而在「為競爭而集會」(meet to 
compete)，惟此一抗辯未為法院採納。關於本判決要旨，請參閱 Douglas Broder & Anthony P. 
Badaracco, “US: Anti-competitive Agreements - TFT-LCD Panels - Price Fixing - Sentencing,” 34(1)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Review, N13 (2013). 審判過程各項論點的討論，請參閱 Daniel R. 
Shulman, “An Outsider Looks at a Criminal Antitrust Trial,” 14 Sedona Conference Journal, 89-99 
(2013). 

50 違反反托辣斯法被科處 1000萬美元以上罰金的業者及其罰金金額，請參閱 Antitrust Division, 
“Sherman Act Violations Yielding a Corporate Fine of $10 Million or More,” http://www.justice.gov/atr/ 
public/criminal/sherman10.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12/6. 

51 司法部於 2009 年科處的罰金，分別是日本 Epson 公司 2 千 6 百萬美元、日立公司 3 千 1 百
萬美元、夏普公司 1億 2千萬美元、韓國樂金公司 4億美元。資料來源同上註。 

52 本案引起學界關注，次年探討美國司法部對國際卡特爾執法的論著，即開始予以討論。請參
閱 Jordan A. Dresnick, Kimberley A. Piro & Israel J. Encinosa, “The United States As Global Cop: 
Defining the ‘Substantial Effects’ Test in U.S. Antitrust Enforcement in the Americas and Abroad,” 40 
University of Miami Inter-American Law Review, 479-480 (2009). 

53 “Competition: statement on investigation on the TFT/LCD industry,” MEMO/06/485, Brussels, 12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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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並於 2010 年 12 月 8 日作成裁決，認定其違反歐盟競爭法的規定，考量三星告

密並申請寬恕，依執委會 2002年寬恕通告（Commission’s 2002 Leniency Notice），

予以完全免罰（Full Immunity），對於前述我國企業及韓國業者亦依其合作情形，

酌予減免55，共處罰鍰 6億 4,892萬 5,000歐元（約新台幣 259億元），其中，韓國

樂金 2 億 1,500 萬歐元、我國友達 1 億 1,680 萬歐元、奇美電 3 億歐元、華映 902

萬 5,000歐元、瀚宇彩晶 810萬歐元56。 

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KFTC）於 2011年 10月 28日，對我國和韓國的 10

家企業作出處分，罰鍰總額高達 1,940 億韓元（約新台幣 52.5 億元），其中，我國

的友達 285億 3千萬韓元（約新台幣 7.7億），奇美電 15億 5千萬韓元（約台幣 4

千 2 百萬元），瀚宇彩晶 8 億 7 千萬韓元（約新台幣 2 千萬元）及中華映管 2 億 9

千萬韓元（約新台幣 7百萬元）57。 

大陸「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於 2013 年 1 月 4 日發布新聞，表示前述六家企

業在中國大陸境內銷售液晶面板時，涉案企業依據晶體會議協商的價格或互相交換

的有關資訊，操縱市場價格，損害了其他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58。六家企業

在中國大陸境內銷售涉案液晶面板數量合計 514.62萬片，其中三星 82.65萬片，LG 

192.70 萬片，奇美 156.89 萬片，友達 54.94 萬片，中華映管 27.06 萬片，瀚宇彩晶

                                                        
December 2006,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06-485_en.htm?locale=e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12/6. 

54 “Antitrust: Commission confirms sending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to alleged participants in LCD 
panels cartel,” MEMO/09/334, Brussels, 13th July 2009,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rapid/press-
release_MEMO-09-334_en.htm?locale=e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12/6. 

55 韓國樂金首先提供證據證明卡特爾行為在 2005 年之後仍持續，得到部分豁免  (Partial 
Immunity)，即對於其罰鍰的 50%完全減免 (Full Reduction)，我國友達公司及中華映管亦分別被減
免 20%及 5%。請參閱 “LCD panel producers fined for price-fixing cartel,” 280 EU Focus, 5 (2011). 
歐盟執委會新聞稿，請參閱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0-1685_en.htm?locale=fr,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12/6. 

56 Commission Decision of 8.12.2010 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under Article 101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Article 53 of the Agreement on the European Economic Area 
(COMP/39.309 - LCD - Liquid Crystal Displays),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elojade/ 
isef/case_details.cfm?proc_code=1_39309,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12/6. 

57 請參閱：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 (KFTC) 2011 年 11 月 1 日新聞稿 “KFTC Fines 10 LCD 
Producers 194 Billion Won for TFT-LCD International Cartel,” http://eng.ftc.go.kr/bbs.do,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12/6. 

58 請參閱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新聞稿，「六家境外企業實施液晶面板價格壟斷被依法查處」，
http://xwzx.ndrc.gov.cn/xwfb/t20130104_521959.htm，最後瀏覽日期：201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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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 萬片，違法所得合計 2.08 億元。國家發展改革委依法責令涉案企業退還國內彩

電企業多付價款 1.72億元，沒收 3,675萬元，罰款 1.44億元，經濟制裁總金額 3.53

億元。其中，三星 1.01億元，LG1.18 億元，奇美 9,441萬元，友達 2,189萬元，中

華映管 1,620 萬元，瀚宇彩晶 24 萬元59。本案例被譽為大陸「首次查處境外企業價

格壟斷行為」60、「首次制裁境外企業價格壟斷」61，但其處罰的依據並非反壟斷

法。 

國家發展改革委在記者會指出，考慮本案價格違法行為發生在 2001 年至 2006

年，當時反壟斷法尚未頒佈施行，按照法律不溯及既往及從舊從輕原則，乃認定其

行為違反價格法第 14 條第 1 項「相互串通，操縱市場價格，損害其他經營者或者

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的規定，按照價格法第 40 條、第 41 條規定，國家發展改革委

責令涉案企業退還國內彩電企業多付價款 1.72 億元人民幣，沒收違法所得 3,675 萬

元人民幣，並處罰款 1.44 億元人民幣。以上經濟制裁總計 3.53 億人民幣，但如依

反壟斷法處罰，罰款的金額將更高62。 

(九) 綜合觀察 

綜合上述可知，美國的反托辣斯法主要為刑法的規定，其條文並未明文規定其

具有「域外效力」，美國法院在反托辣斯法發展的初期，也不認為其具有域外效

力，但到後來，「域外效力」已成為美國反托辣斯法的特色之一。在美國反托辣斯

法的最近實務上，除了司法部貫徹公權力的執法之外，被害人依反托辣斯法提起的

私權訴訟，也很值得注意。 

                                                      
59 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新聞稿指出，「涉案的六家液晶面板企業已將國內彩電企業多付價款

1.72 億元全部退還，並提出了整改措施：一是承諾今後將嚴格遵守我國法律，自覺維護市場競爭
秩序，保護其他經營者和消費者合法權益；二是承諾盡最大努力向我國彩電企業公平供貨，向所

有客戶提供同等的高端產品、新技術產品採購機會；三是承諾對我國彩電企業內銷電視提供的面

板無償保修服務期限由 18個月延長到 36個月。」 
60 「我國首次查處境外企業價格壟斷行為」，http://www.chenandco.com/publications/反壟斷法

快訊：中國反壟斷法律資訊 (2013年第 1期).pdf，最後瀏覽日期：2013/12/6。 
61 「我國首次制裁境外企業價格壟斷」，東方財富網「專題頻道」，http://topic.eastmoney. 

com/jgld/，最後瀏覽日期：2013/12/6。 
62 請參閱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新聞稿，「國家發展改革委有關負責人就液晶面板價格壟斷案答

記者問」，http://xwzx.ndrc.gov.cn/zcjd/t20130104_521995.htm，最後瀏覽日期：201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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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法院承認反托辣斯法的域外效力，在法律衝突法上屬於單面主義或片面主

義（Unilateralism）的表現，惟根據學者觀察，前述判決的理由也都受到法律衝突理

論的影響，例如 American Banana 案的判決與多面主義（Multilateralism）的「既得

權（Vested Rights）」理論有關，Alcoa 案和 Hartford 案的判決受「法院地法

（Forum Law）」主義的影響，Timberlane 案的判決採利益平衡方法，則是運用美

國國際私法第二整編（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flicts）的「最重要牽連關係

（Most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方法63。依本文所見，其後的 Nippon Paper Indus.

案及 Empagran案的判決，似均屬於「法院地法（Forum Law）」主義影響的產物。 

由於美國的反托辣斯法屬於國內法，其域外效力如無適當的限制，將使各國的

反競爭行為，均成為其適用的對象，也使美國成為競爭秩序的世界警察。此種見解

最初無法為其他國家接受64，但後來各國法律多以類似的用語予以仿傚65。美國國會

鑒於各國對反托辣斯法域外效力的疑慮，並避免美國反托辣斯法對於從事出口的美

國業者的規範，形成美國自綁美國出口業者的手腳，使美國出口業者在外國處於貿

易競爭上的劣勢（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in Foreign Trade）66，乃於 1982年通過

「外國貿易反托辣斯改進法」（Foreign Trade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67，明確

規定薛爾曼法的適用範圍，限制在美國商業未受影響時，不得適用反托辣斯法。 

該法規定與外國的貿易或商業（不含進口貿易或進口商業）除有下列情形外，

不適用薛爾曼法第 1條至第 7條：(1)其行為對於下列貿易或商業，造成直接、實質

                                                      
63 請參閱 William S. Dodge,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Conflict-of-Laws Theory: An Argument for 

Judicial Unilateralism,” 39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01 (1998). 
64 英國政府曾於向美國表示反托辣斯法的域外適用違反國際法的原則。見 “Note No. 196 of the 

British Embassy at Washington to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27 July 1978),” 49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390 (1978). 英國後來於 1980年「貿易利益保護法」(Protection of 
Trading Interests Act of 1980)以為反制，相關的討論請參閱 A.V. Lowe, “Blocking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The British Protection of Trading Interests Act, 1980,” 75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57 (1981); Andreas F. Lowenfeld, “Sovereignty, Jurisdiction, and Reasonableness: A Reply to A.V. 
Lowe,” 75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29 (1981).  

65 例如中國大陸於 2007 年 8 月 30 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自 2008 年 8 月 1 日
起施行，其第 2 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經濟活動中的壟斷行為，適用本法；中華人民共
和國境外的壟斷行為，對境內市場競爭產生排除、限制影響的，適用本法。」英國 1998年競爭法
第 2條第 1項及第 3項仿後述歐盟法的立場，規定域外的反競爭協議在英國履行 (Implementation)
者，亦適用英國競爭法，雖然形式不同，實質上並無差異。 

66 Carpet Group Int’l v. Oriental Rug Importers Ass’n, Inc., 241 F.3d 420 (3d Cir. 2000). 
67 Foreign Trade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 (FTAIA), 15 U.S.C.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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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合理預期之效果：(A)非與外國所為的貿易或商業，或非因此所為的進口或出

口；或(B)對於在美國從事與外國所為的出口貿易或出口商業之人，影響其與外國

所為的貿易或商業；(2)該效果應依薛爾曼法第 1條至第 7條之規定予以追訴者。如

薛爾曼法第 1 條至第 7 條之適用於該行為，純係因前項第(1)款第(B)目適用之結

果，則薛爾曼法第 1 條至第 7 條之適用於該行為，應以在美國的出口營業受損害者

為限68。 

上述法律所規定者，是何種涉外案件得適用美國反托辣斯法的問題，就是其域

外效力的範圍，其就執行反托辣斯法的美國機關而言，也形成對刑事或行政案件管

轄權的限制，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前述 Empagran 案中，也依其規定認定民事案

件的管轄權。此種見解將是否應適用內國法律的問題，和內國法院是否有管轄權的

問題同視69，將來如何發展，仍值得重視。對於 Empagran 案中的涉外反競爭行為，

最高法院僅謂其不適用美國反托辣斯法，將來如變更見解認為美國法院有管轄權

70，究竟是否適用外國競爭法的問題，仍值得關注71。 

                                                      
68 本法之原文為 15 USC § 6a - Conduct involving trade or commerce with foreign nations： 

“Sections 1 to 7 of this title shall not apply to conduct involving trade or commerce (other than import 
trade or import commerce) with foreign nations unless－(1) such conduct has a direct, substantial, and 
reasonably foreseeable effect－(A) on trade or commerce which is not trade or commerce with foreign 
nations, or on import trade or import commerce with foreign nations; or (B) on export trade or export 
commerce with foreign nations, of a person engaged in such trade or commer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2) such effect gives rise to a claim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s 1 to 7 of this title, other than this 
section.” “If sections 1 to 7 of this title apply to such conduct only because of the operation of paragraph 
(1)(B), then sections 1 to 7 of this title shall apply to such conduct only for injury to export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69 關於該法為管轄權的規定或限制法律適用的實體規定，請參閱 Edward Valdespino, “Shifting 
Viewpoints: The Foreign Trade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 A Substantive or Jurisdictional Approach,” 
45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457-485 (2009). 

70 關於反托辣斯法民事訴訟的管轄權，除依反托辣斯法的立法管轄權範圍決定是否適用之外，

有認為應依法律衝突決定其準據法者，如 Jens Adolphsen, “The Conflict of Laws in Cartel Matters in 
a Globalised World: Alternatives to the Effects Doctrine,” 1(1) Journal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151-183 (2005)；也有認為不妨採取比較法的方法者，請參閱 Dietmar Baetge,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Antitrust Law between Legal Imperialism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The Empagran 
Judgment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Conflict of Laws in a Global World, 
in Eckart Gottschalk et al.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39-241 (2007). 

71 Jürgen Basedow, The Law of Open Societies – Private Ordering and Public Reg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eneral Cours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65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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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盟競爭法的域外效力 

(一) 競爭法未明定其「域外效力」 

歐盟競爭法的發展，就時序而言可分為四階段，即：一、後戰時期（Post-War 

Period），二、開創時期（Pioneer Phrase），三、擴張階段（Stage of Expansion），

四、後社會主義階段（Post-Socialist Stage）72，其法源形式隨著歐盟組織架構的調

整，也歷經數階段的發展與變動。 

歐盟競爭法的核心條文，最初是 1957年簽署、自 1958年生效的羅馬條約第 85

條及第 86 條73，其內容後來成為阿姆斯特丹條約第 81 條及第 82 條74，最後再轉化

為目前的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第

101條及第 102 條75。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條禁止濫用市場控制地位76；第 101 條禁

止任何事業或事業間利用不公平或無關的交易條件，以限制生產、銷售、或損及消

費者利益等濫用或增強其獨占（或支配）地位的行為或協議，其特別禁止者，包含

                                                      
72 請參閱 Jürgen Basedow, “Introduction,” in Jürgen Basedow and Wolfgang Wurmnest (eds), 

Structure and Effects in EU Competition Law, Martinus Nijhoff, 3-4 (2011). 
73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opened for signature 25 March 1957, 

298 UNTS 11 (entered into force 1 January 1958). 
74 “Treaty of Amsterdam Amending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the Treaties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Certain Related Acts,” opened for signature on 2 October 1997, 1997 OJ C 
340/85 (entered into force 1 May 1999). 

75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8 OJ C 115/47 (09/05/2008). 
76 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條的內容如下： 

Article 102 (ex Article 82 TEC) 
Any abuse by one or more undertakings of a dominant position within the internal market or in a 

substantial part of it shall be prohibited 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internal market in so far as it may affect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 
Such abuse may, in particular, consist in: 
(a)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mposing unfair purchase or selling prices or other unfair trading conditions; 
(b) limiting production, markets or technical development to the prejudice of consumers; 
(c) applying dissimilar conditions to equivalent transactions with other trading parties, thereby placing 

them at a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d) making the conclusion of contracts subject to acceptance by the other parties of supplementary 

obligations which, by their nature or according to commercial usage, have no connection with the 
subject of such con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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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間接設定買價、賣價或其他交易條件，限制或控制生產、市場、技術發展或

投資等，違反本條禁止規定之任何行為或決定，均當然無效77。 

歐盟是由多數國家所組成的區域組織，就歐盟競爭法的適用而言，其所有會員

國的領域合成一個「法域」，其適用範圍及於在任何一個會員國領域內實施的行

為。傳統的法律效力具有地域性或屬地主義（Territoriality Principle）的原則，違反

上述歐盟競爭法規定的行為，歐盟執委會依歐盟運作條約第 105 條規定，應依相關

條例科處罰鍰或其他處分，但以其行為屬於歐盟競爭法的適用範圍者為限。 

關於歐盟競爭法的適用範圍，在法律上並未明文規定，有賴司法實務在個案中

形成見解予以界定，以有效維護歐盟的競爭秩序。以下謹簡介數則相關案例，以供

參考。 

                                                      
77 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的內容如下：C 115/88 EN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9.5.2008 
Article 101 (ex Article 81 TEC)  
1. The following shall be prohibited 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internal market: all agreements between 

undertakings, decisions by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which may affect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 and which have as their object or effect the prevention, restriction or distortion 
of competition within the internal market, and in particular those which: 

(a)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ix purchase or selling prices or any other trading conditions; 
(b) limit or control production, markets, technical development, or investment; 
(c) share markets or sources of supply; 
(d) apply dissimilar conditions to equivalent transactions with other trading parties, thereby placing them 

at a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e) make the conclusion of contracts subject to acceptance by the other parties of supplementary 

obligations which, by their nature or according to commercial usage, have no connection with the 
subject of such contracts. 

2. Any agreements or decisions prohibited pursuant to this Article shall be automatically void. 
3.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 1 may, however, be declared inapplicable in the case of: 
－ any agreement or category of agreements between undertakings, 
－ any decision or category of decisions by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 any concerted practice or category of concerted practices, which contributes to improving the 

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goods or to promoting technical or economic progress, while allowing 
consumers a fair share of the resulting benefit, and which does not: 

(a) impose on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restrictions which are not indispensable to the attainment of 
these objectives; 

(b) afford such undertakings the possibility of eliminating competition in respect of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products in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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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初期案例 

早期歐盟競爭法的涉外案例，偶有涉及非會員國的事業所參與的聯合行為者，

但並未引起特別的注意。例如在 1964 年的 Grosfillex-Fillistorf 一案中78，會員國法

國的 Grosfillex 公司和非會員國的瑞士 Fillistorf 公司訂定契約，由後者在瑞士獨家

經銷前者的產品，執委會於本案並未特別考量相關事業的國籍或住所79。 

在 1971年的 Béguelin一案中80，在第三國日本設立的公司與在會員國設立的公

司訂定契約，由後者在該會員國獨家經銷前者之產品，日本公司於本案雖未受處

罰，但法院仍於判決中明確指出：「由於協議是在共同市場之領域內執行，故參與

協議之一事業為第三國之事業之事實，於該規定之適用並無影響。81」此項見解對

於域外的事業，認為亦應受歐盟競爭法的規範，似為後來對於涉外行為相關案件的

處理，埋下伏筆。 

(三) Dyestuffs案 

1972年的 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al Ltd. v. Commission （“Dyestuffs”）案的

判決82，直接涉及歐盟競爭法有無域外效力的論辯，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本案中，

英國籍的跨國公司 ICI（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透過其完全持股的比利時子公

司，與德國的 Bayer 公司、BASF 公司、瑞士的 Ciba 公司及 Geigy 公司等 8 家公

司，共同操縱染料在歐洲共同市場（EEC）的價格，執委會對 ICI展開調查，ICI抗

                                                      
78 Decision of EC Commission 64/233. March 11, 1964. No. IV/A-00061, 58 OJ 915-16, 09.04.1964. 
79 本案例的簡介，請參閱 Chie Sato,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EU Competition Law- Is It 

Possible for Janpanese Companies to Steer Clear of EU Competition Law?” 11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30 (2010), http://koara.lib.keio.ac.jp/xoonips/modules/xoonips/ 
download.php?file_id=33263,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12/6. 

80 Case 22/71 (Béguelin Import Co. v S.A.G.L. Import Export, 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25 November 
1971), [1971] ECR 949. 

81 “The fact that one of the undertakings which are parties to the agreement is situated in a third 
country does not prevent application of that provision since the agreement is operative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common market.” [1971] ECR 949, para. 11. 

82 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al Ltd. v. Commission (“Dyestuffs”), 1972 E.C.R. 619. 本案的評論，請
參閱 F. A. Mann, “The Dyestuffs Case in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2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35-50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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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執委會不得行使域外管轄權。 

本案是歐洲法院就歐洲競爭法是否得域外適用的首宗案件，但其未就歐洲競爭

法是否採用「效果理論」，直接予以認定，而是依「經濟個體理論」（Economic 

Entity Doctrine）而為判決83。本案判決認為行為對於共同市場發生影響者，執委會

即得行使管轄權，而本案所涉者乃共同市場內的公司，其聯合漲價行為的實施地及

影響均在共同市場之內，自得行使管轄權84。 

上述結論的主要依據，乃是關係企業的「揭開公司面紗」的原則，因為比利時

子公司與母公司 ICI 密不可分，在經濟上乃是一體的「經濟個體」（Economic 

Unit），子公司的行為並非獨立自主，其行為的效果應及於母公司 ICI，故 ICI 係透

過子公司在歐體境內實施反競爭的行為，執委會對其行為予以處分，管轄權並無問

題85。 

                                                      
83 本判決認定系爭事業為單一經濟個體，所依據的證據較薄弱，故受到批評。Ariel Ezrachi, EU 

Competition Law: An Analytical Guide to the Leading Cases, 2nd ed., Hart, 484 (2010). 
84 “The applicant, whose registered office is outside the community, argues that the commission is not 

empowered to impose fines on it by reason merely of the effects produced in the Common Market by 
actions which it is alleged to have taken outside the community. Since a concerted practice is involved, it 
is first necessary to ascertain whether the conduct of the applicant has had effects within the Common 
Market. It appears from what has already been said that the increases at issue were put into effect within 
the Common Market and concerned competition between producers operating within it. Therefore the 
actions for which the fine at issue has been imposed constitute practices carried on directly within the 
Common Market.” 1972 E.C.R. 619, para. 125-128. 

85 “It follows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in considering the submission relating to the existence of 
concerted practices, that the applicant company decided on increases in the selling prices of its products 
to users in the Common Market, and that these increases were of a uniform nature in line with increases 
decided upon by the other producers involved. By making use of its power to control its subsidiaries 
established in the community, the applicant was able to ensure that its decision was implemented on that 
market. The applicant objects that this conduct is to be imputed to its subsidiaries and not to itself. The 
fact that a subsidiary has separate legal personality is not sufficient to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of imputing 
its conduct to the parent company. Such may be the case in particular where the subsidiary, although 
having separate legal personality, does not decide independently upon its own conduct on the market, but 
carries out, in all material respects, the instructions given to it by the parent company. Where a subsidiary 
does not enjoy real autonomy in determining its course of action in the market, the prohibitions set out in 
article 85 (1) may be considered inapplicab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 and the parent company with 
which it forms one economic unit. In view of the unity of the group thus formed, the actions of the 
subsidiaries may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be attributed to the parent company. It is well-known that at the 
time the applicant held all or at any rate the majority of the shares in those subsidiaries.” 1972 E.C.R. 619, 
para. 12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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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Wood Pulp案 

在 1988年的 Ahlstrom Osakeyhito et. al. v. Commission （“Wood Pulp”）一案中

86，由於芬蘭、瑞典、挪威、加拿大及美國的數家木漿製造公司涉嫌聯合哄抬木漿

價格，執委會經調查後，於 1984 年處以罰鍰處分87。其中美國的公司依美國韋伯－

潘梅仁法（Webb-Pomerene Act）88享有反托辣斯法的豁免權，美國的牛皮紙出口協

會（Kraft Expor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簡稱 KEA）89本身並未與歐洲共同

市場進行貿易。 

本件被調查的事業的協議，雖然係在歐洲共同市場以外達成，執委會仍認為其

決定價格及其他交易條件的行為違反羅馬條約第 85 條規定，乃予以處罰。該等事

業不服，乃向歐洲法院起訴，並抗辯執委會無管轄權，歐洲法院認為應先解決管轄

權的問題，再論斷得否予以處罰的實體問題，乃先於 1988 年 9 月 27 日作成判決，

認定執委會確有管轄權90，再於 1993 年 3 月 31 日就實體問題判決，確認系爭價格

領導行為違反羅馬條約第 85條，並決定課予罰鍰91。 

在 1988年的判決中，執委會及法律總顧問（Advocate General）Darmon關於效

果理論的意見，即認為域外行為對共同市場之影響，為實質、直接及可預見者

（Substantial, Direct And Foreseeable），執委會即可行使管轄權92。惟歐洲法院對此

                                                      
86 A Åhlström Osakeyhtiö and Others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89, 104, 114, 

116-7, 125-129/85) [1988] ECR 5193.  
87 85/202/EEC: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9 December 1984 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under Article 85 

of the EEC Treaty (IV/29.725 - Wood pulp), Official Journal L 085, 26/03/1985, 1-52. 
88 Webb-Pomerene Act of 1918, 15 USC §§ 61-6 (2005). 
89 KEA 後來轉型為「美國木漿、紙張、紙板出口協會」(Pulp, Paper and Paperboard Expor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90 Judgment of September 27, 1988, [1988] E.C.R. 5193, [1988] 4 C.M.L.R. 901.本判決的簡評，請

參閱 John E. Ferry, “Towards Completing the Charm: the Wood Pulp Judgment,” 10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Review, 58-73 (1989); 11 Europ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view, 19-25 (1989). 

91 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March 31, 1993, A Ahlstrom Osakeyhtio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89/85) [1993] E.C.R. I-1307 (ECJ (5th Chamber)). 本判決確認系爭共同協
議違反條約第 85 條，但美國的 KEA 未參與行為，不予處罰，美國公司參與 KEA 的行為，因其
行為時不知違反共同市場的競爭法，亦不予處罰。本判決的簡介及評析，請參閱 “Wood 
pulp,”European Law Review, 12-22 (1993). 

92 Opinon of Mr. Advocate General Darmon delivered on 25 May 1988, http://eur-lex.europa.eu/ 
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61985CC0089:EN: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12/6. 



118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並未予以理會，其認為執委會之所以可行使管轄權，乃是系爭行為仍屬於領域內的

行為。 

本判決於第 16 段指出：「16.違反第 85條規定的協議，例如其成立的合意在共

同市場內發生限制競爭之效果者，均包含二項要素，一為其合意、決定或共同協議

之成立，另一為其履行或實施。競爭法的禁止規定適用之領域，如僅限於其合意、

決定或共同協議之成立地，結果將使各事業得以輕易規避此等禁止規定。因此，其

履行或實施地乃是關鍵的因素。」93。 

本判決第 17 段及第 18 段再指出：「17. 本案之生產者係在共同市場領域內，

實施其決定價格之協議。其究竟是否透過其在共同市場內的子公司、代理商、複代

理商或分公司，以與共同市場領域內的買受人訂定契約，於此並非重要之點。94」

「18. 因此，共同市場對其行為適用競爭法的管轄權，依國際公法普遍承認的「領

域內原則」（Territoriality Principle），即可確認。」95。 

本判決對於歐盟競爭法的域內效力或屬地原則，並未予以否定，但藉由「實行

理論」（Implementation Doctrine）的確立，有效擴大域內效力的範圍，並指出美國

的韋伯－潘梅仁法雖消極地「容許」出口卡特爾，但並未規定其「應成立」出口卡

特爾，故歐盟法的規定與其並無牴觸96。 

                                                      
93 “16. It should be observed that an infringement of Article 85, such as the conclusion of an agreement 

which has had the effect of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within the common market, consists of conduct made 
up of two elements, the formation of the agreement, decision or concerted practic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thereof. If the applicability of prohibitions laid down under competition law were made to 
depend on the place where the agreement, decision or concerted practice was formed, the result would 
obviously be to give undertakings an easy mean of evading those prohibitions. The decisive factor is 
therefore the place where it is implemented.” 1988 E.C.R. 5243. 

94 “17. The producers in this case implemented their pricing agreement within the common market. It 
is immaterial in that respect whether or not they had recourse to subsidiaries, agents, sub-agents, or 
branches within the Community in order to make their contacts with purchasers within the Community.” 
Ibid. 

95 “18. Accordingly, the Community's jurisdiction to apply its competition rules to such conduct is 
covered by the territoriality principle as universally recognized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Ibid. 

96 Ariel Ezrachi, supra note 83, at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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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Gencor案 

在 1999年的 Gencor Ltd v. Commission一案中，97Gencor是依南非法律成立的

公司，Lonrho 是依英國法律成立的公司，該二公司擬對依南非法律成立的 Implats

公司，進行共同控制的結合。該結合已獲得南非競爭法主管機關許可，歐盟執委會

調查其對歐盟市場的影響後，依歐盟的結合條例不予許可。Gencor 依法向第一審法

院（Court of First Instance）請求撤銷該處分，並抗辯歐盟執委會對系爭結合並無管

轄權。 

對於上述抗辯，本案判決採用前述 Wood Pulp 案判決的見解，認為歐盟執委會

有管轄權。其第 87 段指出：「本件聲請人無法依 Wood Pulp 一案判決的見解，本

於協議的實施的標準，而支持其關於歐盟條例適用的地域範圍的解釋。衡量系爭協

議與歐盟之間關係的標準，實際上已排除聲請人的見解。依 Wood pulp 一案判決的

見解，無論供應的來源或生產地在何處，單純在歐盟境內販售貨物的行為，即已該

當協議的實施的標準。Gencor 公司及 Lonrho 公司在結合之前，即已在歐盟進行販

售行為，其後也將繼續為之。」98。 

本案判決第 88 段再指出：「因此，歐盟執委會於本案中，就事務所之登記、

採礦及生產之營業等，均於歐盟境外之事業所擬議之結合，適用歐盟條例，其就該

條例適用地域範圍之認定，並無訛誤。」99。 

                                                      
97 1999/3/25 - Case T-102/96 Gencor Ltd.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Judgement of 

25 March 1999, ECR II-753, 4 CMLR 971. 
98 英文原文為：“87 The applicant cannot, by reference to the judgment in Wood pulp, rely on the 

criterion a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agreement to support its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rritorial scope of 
the Regulation. Far from supporting the applicant's view, that criterion for assessing the link between an 
agreement and Community territory in fact precludes it. According to Wood pulp, the criterion a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agreement is satisfied by mere sale within the Community, irrespective of the 
location of the sources of supply and the production plant. It is not disputed that Gencor and Lonrho 
carried out sales in the Community before the concentration and would have continued to do so 
thereafter.” 

99 “88 Accordingly, the Commission did not err in its assessment of the territorial scope of the 
Regulation by applying it in this case to a proposed concentration notified by undertakings whose 
registered offices and mining and production operations are outside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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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綜合觀察 

綜合前述歐盟法院的見解可知，對於在域外所為的反競爭行為，如擬以歐盟競

爭法予以處罰，理論上有二種途徑：（一）擴大歐盟競爭法的適用範圍，使其適用

於「效果」發生於域內的所有域外行為；（二）維持法律僅適用於「域內行為」的

原則，但擴大對「域內行為」的範圍，以其在域內「實施」（Implementation）為條

件，仍適用歐盟競爭法100。 

歐盟競爭法並未明確在條文中規定域外效力的問題，歐盟執委會也未如美國法

院採用前述效果理論，而是透過其執行歐盟競爭法的案例實務，認為違反歐盟運作

條約第 101 條或第 102 條的反競爭行為，其行為的要素包含二項要素，即合意、決

定或共同協議之成立及具體行為的實施或執行，故其行為地的範圍，也包含合意、

決定或共同協議之作成地及行為的實施或執行地，無論合意、決定或共同協議之作

成地或行為的實施或執行地在歐盟境內，均屬於在歐盟境內的行為，均得適用歐盟

競爭法的規定，決定其是否合法及違法時的法律效果。 

相對於美國法院採用的效果理論（Effects Doctrine），歐盟法院採用上述實施

理論（Implementation Doctrine），對於在歐盟會員國的領域外形成決定、約定或協

議，以其在歐盟境內，依該決定、約定或協議而實施行為為條件，逐漸確立應適用

歐盟競爭法的立場，也達到相同的法律適用效果，即使其所使用的名稱不同，主張

適用內國法律的目的則完全相同，除在比較法上可以相提併論之外，並可供發展國

際規範的參考101。 

四、我國公平交易法的域外效力 

我國公平交易法施行以後，公平會及法院都將面臨前揭相同問題：公平會對於

                                                      
100 Ariel Ezrachi, supra note 83, at 478. 
101 關於二者的比較及國際標準的問題，請參閱Marie T. Batz,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Union Jurisdiction in Extraterritorial Antitrust Law & 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9 Duquesne Business Law Journal, 65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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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反競爭行為得否依公平交易法予以調查處理？我國法院對於此等反競爭行為，

得否依該法予以定罪科刑？我國法院對其民事責任問題，得否予以管轄審理？ 

我國公平交易法的域外效力問題，無法直接套用外國的理論或實務見解，而應

從我國法制予以驗證。公平交易法的性質為國內法，主要的內容係管制性的法規，

乃是主管機關據以作成行政處分及法院據以定罪科刑的依據，故其效力的範圍與我

國主權密不可分，原則上應可拘束我國人民，也可適用於在我國領域內發生的事

實。前者是法律的屬人效力，後者是屬地效力，其適用於我國領域內的效力即為

「域內效力」。公平會考量上述問題在實務上的重要性，亦已先後於民國 85 年及

89 年訂頒公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涉外案件之處理原則」（以下簡稱「涉外案件

處理原則」）及「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域外結合案件之處理原則」（以下簡稱「域

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規定公平交易法對於相關「域外行為」的適用問題102。 

本文以為，由於公平交易法條文的性質各異，有如前述，對於涉外反競爭行

為，例如外國人所為的反競爭行為、行為地在外國的域外反競爭行為等，亦均未明

文規定其是否適用，但因其故應就其屬於行政法、刑法或私法之規定，而分別認定

之。 

(一) 行政罰相關規定的域外效力 

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

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逾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

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連續處新臺幣十萬元

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可見本

法基本上為行政法，公平會對於反競爭行為，得依本法予以調查、處理及裁罰。 

1. 行政罰法之規定 

關於我國行政法的是否具有域外效力的問題，即我國對於域外行為得否處以行

                                                      
102 由於公平交易法修正，公平會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更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此

二處理原則均於 101年 3月 13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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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罰的問題，行政罰法第 6 條規定：「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

罰者，適用本法。」「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之中華民國船艦、航空器或依法得由中華

民國行使管轄權之區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以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論。」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民國領域

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以下謹就公平交易法關於行政罰的相關條文的適用，再逐

項說明之。 

(1) 原則上採屬地主義 

公平交易法和各國的反托辣斯法或競爭法，從管制及維持各國市場秩序的功能

來看，應具有公法的性質，而各國公法的適用範圍，基本上是以屬地主義

（Territoriality）為基準。但為保護內國利益，各國對域外反競爭行為，也常規定在

一定條件下，得予以管轄。至於該行為對於域內的經濟秩序或法律利益所發生的影

響，究應達到何種程度始為充分、合理，則頗滋疑義。我國公平會對於在域外所為

的反競爭行為，得否依公平交易法予以調查、處理及裁罰的問題，與在我國領域外

所為的行為，是否應受我國行政法拘束的問題相關，亦即我國行政法得否於我國領

域外適用的問題。對此一問題，公平交易法雖無明文規定，但在民國 94 年制定公

布的行政罰法之中103，已有普遍適用於所有行政法的原則性規定，公平交易法之中

關於行政法條文的適用亦應受其拘束。 

關於我國行政法的是否具有域外效力的問題，行政罰法第 6 條第 1 項採否定

說，規定：「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適用本法。」其立

法理由指出：「本條規定地之效力，採屬地主義。不論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人

國籍為何，只要是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

行政罰之處罰者，即有本法之適用。」由此可見外國人如違反公平交易法而為反競

爭行為，仍與我國人民負相同責任，但公平會對於違反公平交易法的反競爭行為，

其適用我國公平交易法予以處罰的前提，乃是其違法行為地係「在中華民國領域

內」。換言之，我國公平會得適用公平交易法及行政罰法予以處罰的違法行為，僅

以「域內」違法行為為限，逾此範圍的「域外行為」，不得適用我國公平交易法及

                                                      
103 中華民國 94年 2月 5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400016841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46條；並自公布

後一年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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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罰法處罰，即公平會對該域外行為並無管轄權，故依法不得予以調查、處理及

裁罰。 

由上述可知，如就涉外反競爭行為的定義採廣義說，使其範圍包含各事業的決

定、約定或共同協議的形成及實施其協議的具體行為，則任何一階段在我國境內實

施者，均為我國域內的反競爭行為，基於公平交易法的域內效力，公平會即可對該

行為行使管轄權。 

(2) 因行為地特殊而有域外效力 

本條第 1 項的「中華民國領域」，係採憲法上的認定標準104，除我國領土之

外，也包含領海及領空在內105。但如貫徹其規定，我國行政機關對於所有域外的行

政違法行為均無管轄權，將使我國依國際法的原則可行使的管轄權，受到不當限

制，第 2 項乃規定：「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之中華民國船艦、航空器或依法得由中華

民國行使管轄權之區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以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論。」其

立法理由指出：「船艦、航空器於該船籍國或航空器國籍登記國領域外或公海、公

之空域中，國際公法上向來皆認該船籍國或航空器國籍登記國有管轄權。故如在中

華民國船艦或航空器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應受行政罰之處罰者，自應以在中華民

國領域內違反論，仍有本法之適用。又我國領域外有依國際公法、國際慣例或有關

法律 （例如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海洋污染防治法），得由我國

行使管轄權之區域，如於該區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應受行政罰之處罰者，我國

自得依法行使管轄權，爰併為第二項規定。」 

                                                      
104 中華民國憲法第 4條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

變更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28 號解釋謂：「中華民國領土，憲法第四條不採列舉方
式，而為『依其固有之疆域』之概括規定，並設領土變更之程序，以為限制，有其政治上及歷史

上之理由。其所稱固有疆域範圍之界定，為重大之政治問題，不應由行使司法權之釋憲機關予以

解釋。」 
105 參考最高行政法院 102年判字第 84號判決：「按石油管理法第 17條第 1項及第 2項有關經

營柴油，應設置加油站，經營加油站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設站；設
站完成並經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審查合格，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發加油站、加氣站或漁船
加油站經營許可執照後，始得營業之規定，並不僅以在陸地為之，始有其適用，如係在我國領海

內以船舶為工具在其上經營柴油之零售，亦應有其適用，始能達到同法第 1 條規定促進石油業之
健全發展、維護石油市場之產銷秩序、確保石油之穩定供應、增進民生福祉，並發展國民經濟兼

顧環境保護之立法目的。是外國籍油輪在我國領海內以船舶為工具為外國籍船舶補給油料之行

為，自仍有該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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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第 2 項的規定，對其其所規定的行政違法行為，仍認定其為「在中華民國

領域外」之行為，只是「以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論」，而得行使管轄權而已。故

就性質而言，乃是對「域外行為」行使管轄權的例外規定。從事反競爭行為的事

業，其行為地如係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但乃是在中華民國船艦、航空器或依法得由

中華民國行使管轄權之區域時，此域外行為因其行為地的性質特殊，仍得由公平會

依法予以管轄及處理。此種規範方法，並非擴張「中華民國領域」，使系爭行為成

為「域內行為」，而是讓內國法律的效力，及於此種特殊的「域外行為」。 

(3) 因結果地特殊而有域外效力 

行政罰法所規定的處罰，是針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該法第 6 條第 3 項

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民

國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立法理由指出：「隨著交通發達，國際往來迅速頻

繁，國際貿易蓬勃發展及網際網路通訊科技之日新月異，跨國之違法行為益形猖

獗，為防杜不法，有必要針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應受行政罰處罰，係採行為地或

結果地予以明確規範，爰於第三項明定二者兼採之。」根據此一規定，「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包含「行為」及「結果」等二部分，我國行政機關基於行政法的域內效

力，行使域內管轄權的基礎，是只要「行為」或「結果」有一在域內，即可認定為

域內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從而適用我國行政罰法。 

對於違反公平交易法的反競爭行為，如適用行政罰法的上述規定，公平會得依

法調查、科處行政罰者，是針對域內的「違反公平交易法上義務」，而無論在我國

領域之內者，是「違反公平交易法上義務」的「行為」或「結果」，均屬於域內的

「違反公平交易法上義務」。由此可知，行政罰法上的「行為」係狹義的行為，其

行為地在域內時，無論結果在域內或域外，固為「域內行為」，為我國的公平交易

法效力所及；如其行為地在域外，而結果在域內時，其行為的性質仍是「域外行

為」，但因依行政罰法之規定，其仍屬於域內的「違反公平交易法上義務」，故得

由公平會對該「域外行為」行使管轄權106。 

                                                      
106 不過，如將公平會調查、處理的「違反公平交易法上義務」，理解為學理上的「反競爭行

為」，並認為除行為的實施之外，其結果的發生也屬於「反競爭行為」的一部分，則無論是行為

的實施地或結果發生地在我國領域內，均為域內行為，基於行政法的域內效力自得對其行使域內

管轄，而由公平會予以調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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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行政罰法本條項所揭原則，公平交易法的效力及於行為地在域外、結果地

在域內的「反競爭行為」，應無疑問，如果行為地或結果地因跨連數國，而只有一

部分的行為地或結果地在我國領域內，即我國並非唯一的行為地或結果地時，解釋

上仍應適用同一規定，認定其為域內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以符合立法本旨及

實務見解107。值得注意的，是此種反競爭行為受公平會管轄，就行政罰法的適用而

言，因其屬於域內的「違反公平交易法上義務」，故屬於公平交易法及行政罰法的

域內效力所及，在法律明文規定對於此種「域外行為」得予管轄，而且是以「域內

違反」為管轄基礎的情形下，似不宜認其為內國法律的域外效力的體現。 

涉外反競爭行為的行為地與結果地如均不在內國，與內國即無任何關聯，即使

違反競爭法規，亦屬違反域外法規的域外違法行為，此時其行為地（含意思形成及

行為實施的各階段）或結果發生地所在的國家，基於該國法律的域內效力（屬地主

義），即可規範該行為，我國公平會對該域外行為，即不應予以管轄、調查或處

分。 

2. 公平會依「效果原則」訂定處理原則 

關於公平交易法的域外效力問題，按理應由法院於具體個案予以認定，並非屬

於公平會的解釋職權。惟公平會在處理涉外案件時，仍不免觸及公平交易法是否應

具有域外效力的問題，為此，公平會乃訂頒相關處理原則，以為依據。 

(1)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 

a 以「效果原則」為依據 

公平交易法對於特定的事業結合，規定應於結合前向公平會申報，由公平會決

定予以禁止、不禁止或附加條件、負擔而不禁止（第 6 條、第 11 條至第 13 條），

如事業應申報而未申報、被禁止而仍結合、未履行所附加之條件、負擔，公平會並

                                                      
107 利用網際網路為廣告行為者，其行為地的認定在各國實務上常發生爭議。我國行政院衛生署

民國 96年 4月 12日衛署藥字第 0960311697號函謂「依據行政罰法第 6條第 3項規定，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之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如

於國內網站刊登醫療器材網路廣告，既得由不特定之我國人民獲悉，該廣告行為自應受藥事法、

藥物網路廣告處理原則之規範。」此一見解基本上是以廣告的結果為準，並認為「得由不特定之

我國人民獲悉」，即其結果發生於我國領域內。此一見解可供公平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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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依法為行政處分。事業結合如涉及外國事業，尤其是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的結合，

是否應依公平交易法向公平會申報，即在何種情形下應為公平交易法的效力所及，

而應向公平會提出申報，在實務上乃是重要的問題。 

在公平會所出版的「認識公平交易法」一書中，公平會指出：「對於事業於域

外所從事之限制競行為，公平會基本上係秉持『效果原則』之執法態度，亦即無論

其行為發生於何地，倘其結果對於國內市場或競爭秩序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期之

影響者，應有我國競爭法相關規定之適用，惟適用時仍宜考慮國際禮讓原則。108」

公平會為此於民國 89 年公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域外結合案件之處理原則」

（最近於 101 年 3 月 13 日修訂，以下簡稱「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以為執

法的依據。 

本處理原則的規範重點，是公平會對於域外結合案件是否行使管轄權的執法標

準。針對「域外結合案件」的定義，本處理原則第 2 點規定：「本處理原則所稱之

域外結合案件，係指二以上外國事業在我國領域外之結合，符合公平交易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六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其結合效果對我國市場有直接、實質且可

合理預見之影響者。」公平會前此關於域外結合，以其結合的母公司的一方或雙

方，在我國境內有分公司或子公司者為限，始考慮依公平交易法予以規範的問題，

本處理原則可謂是向前跨越一大步109。本處理原則以「其結合效果對我國市場有直

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作為行使管轄權的標準，一般認為乃是參考美國

法院實務的見解，採取修正之「效果原則」110。 

b 國際禮讓及利益衡平原則 

關於域外結合是否「對我國市場有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之判斷，

本處理原則第 3 點規定：「域外結合案件，應考量下列因素，決定是否管轄：(一) 

結合行為對本國與外國相關市場影響之相對重要性。(二) 結合事業之國籍、所在地

及主要營業地。(三) 意圖影響我國市場競爭之明確性程度及其預見可能性。(四) 與

結合事業所屬國法律或政策造成衝突之可能性程度。(五) 行政處分強制執行之可能

                                                      
108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增訂第 14版，公平交易委員會，79-80 (2012)。 
109 公平會前此主要是依公研釋 014 及 095 號解釋的見解辦理，其案例及其他相關問題，請參

閱：沈麗玉，「公平交易法對域外結合之規範簡介－以『公平交易委員會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

則』為核心」，公平交易季刊，第 8卷第 4期，163-168 (2000)。 
110 沈麗玉，同前註，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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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六) 對外國事業強制執行之影響。(七) 國際條約、協定或國際組織之規範情

形。(八) 其他經本會認為重要之因素。111」此一規定的目的，是導入美國法上的國

際禮讓及利益衡平原則等概念，以限縮效果原則的適用。其中公平會依第八款的概

括條款所考量的因素，包含域外救濟的可能性、公平會的處分可產生的效果、行使

管轄權對外交關係的影響等，故其因應個案情形仍有相當的彈性執法空間112。 

此外，第三點第二項規定：「域外結合案件，如參與結合事業在我國領域內均

無生產或提供服務之設備、經銷商、代理商或其他實質銷售管道者，不予管轄。」

可見本處理原則針對「域外結合案件」行使管轄權的標準，基本上採取修正之效果

原則，為避免管轄權因效果原則而過度擴張，乃依國際禮讓、管轄權合理原則及其

他相關因素，對我國的管轄權予以適度限制，其非純粹的效果主義，而是綜合性的

管轄權原則113。 

c 案例實務的考量 

不過，「域外結合案件」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6 條規定的前提，乃是該案件為公

平交易法的效力所及，故是否符合該條規定之問題，應於公平會依法予以管轄之

後，始得判斷，故就立法技術而言，本處理原則的重點宜置於明訂公平會本來因其

行為不在域內，而無管轄權的「域外結合」，即「二以上外國事業在我國領域外」

之結合，以其效果在我國域內發生者為限，即「其結合效果對我國市場有直接、實

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時，公平會亦得予以管轄。至於是否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6

條規定的問題，則是判斷其未依法申報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的實體問題，應於依法

予管轄之後，始行決定。 

在公平會的處理實務上，已曾對若干「域外結合案件」決定為無管轄權，其中

在 2003年有關美商 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與日商 Fujitsu Limited域外結合申

報案，公平會即以 5 票對 4 票決議不予管轄，其理由為：「本件參與結合事業為美

                                                      
111 對於此八項考量因素，有學者認為是採修正的效果理論，與美國判例的見解類似，皆依利益

衡量方法，自我限縮競爭法規的適用範圍，其展現國際禮讓原則，殊值贊同，並應類推適用於域

外聯合行為者。請參閱吳光平，「論反托辣斯法的域外效力」，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論，第

9卷第 1期，135 (2013)。 
112 沈麗玉，前揭註，176。 
113 沈麗玉，前揭註，176；何之邁，「註釋公平交易法－第 6 條」，收錄於廖義男等，公平之

註釋研究系列 (一)：第 1條至第 17條，265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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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與日商 Fujitsu Limited，均為外國事業，其結合行為

對於在我國子公司之組織型態及營運狀態並未直接予以改變，且經考量渠等於我國

NVM（Non-vilatile Memory）市場占有率之相對重要性，目前尚較其他競爭廠商為

低，故對於本申報結合案，爰依本會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三點規定，不予管

轄。」對於此一結論，即有委員提出不同意見書，指出本案之決定有將「不予管

轄」之程序決定，與「不必申報」或「不予異議」（即「不予禁止」）之實體決定

混為一談之不當114。 

本文以為，公平會對於域外結合，應先判斷其是否屬於公平交易法效力所及，

而應由其管轄，如予以管轄，則應依公平交易法的相關規定處理，此時亦宜注意本

處理原則第 4 點至第 6 點的規定，故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仍有將管轄權之要件及

其他實體之處理原則，予以區別的必要。此外，事業之結合的效果，如對我國市場

發生一定影響，其固然已先在域外結合，但我國公平會所處理者，應為其在我國

「域內」的結合，似不宜稱之為域外結合，較能符合行政罰法第 6條的精神。 

(2) 涉外案件處理原則 

公平會於民國 85 年公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涉外案件之處理原則」（最近

於 101 年 3 月 13 日修訂，以下簡稱「涉外案件處理原則」），其內容共有 20 點，

分為「通則」（第 1-3 點）、「涉外案件之受理」（第 4-7 點）、「域外資料、證

據之蒐集」（第 8-13 點）、「公文書之域外送達」（第 14-16 點）、「行政處分之

執行」（第 17-18點）及「附則」（第 19-20點）等六部分。 

本處理原則是公平會所訂，其目的是「為處理與公平交易法有關之涉外案件」

（第 1 點），故其僅適用於公平會之相關行政程序，但就公平會的進行調查及行政

處分的法源，其第 2 點規定，「本會處理與公平交易法有關之涉外案件時，除法

令、國際條約或協定另有規定、或另有國際習慣法外，適用本處理原則規定。」換

                                                      
114 公平會 2003年「有關美商 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 與日商 Fujitsu Limited域外結合申

報之不予管轄決議案」，李憲佐委員不同意見。本案之決定書及不同意見書，可於公平會網站查

詢，請參閱 http://www.ftc.gov.tw/cgi-bin/search/getfile.cgi?act=download&db=decisionfilesearch&id= 
2002&t=DOC&uilang=&title=%e6%a1%88%e7%94%b1%20%ef%bc%9a%e6%9c%89%e9%97%9c%e
7%be%8e%e5%95%86Advanced%20Micro%20Devices%2c%20Inc%2e%e8%88%87%e6%97%a5%e5
%95%86Fujitsu%20%0a&url=E%3a%5cftc2%5cuploadDecision%5cupload%2d920814%5fMEA%2etxt， 
最後瀏覽日期：201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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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如法令、國際條約、國際協定或國際習慣法與涉外案件處理原則有所牴觸，

均應優先適用前者之規定。 

a 涉外案件的定性 

涉外案件處理原則第 3 點規定：「本處理原則所稱涉外案件，係指檢舉人、被

檢舉人、受調查人、申請人、申報人或請釋人有一為外國事業之案件。」第 19 點

規定：「本處理原則於本會處理與公平交易法有關之其他非涉外案件而有蒐集域外

資料、證據之必要時準用之。」可見根據此二規定，公平會所處理的案件，可分為

「涉外」及「非涉外」案件二類，前者適用涉外案件處理原則，後者適用一般規

定，但必要時可準用涉外案件處理原則，故「涉外」及「非涉外」案件的範圍彼此

有消長的關係。 

(a) 涉外案件的範圍 

公平會涉外案件處理原則上述第 3 點從行政程序的角度出發，規定相關程序的

當事人「有一為外國事業之案件」，為「涉外案件」。此種定義方便公平會為案件

定性，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操作性，但從理論上言，公平交易法的「涉外案件」，應

該包含所有包含「涉外因素」的案件，即無論涉及具有外國國籍或住所在外國之

人、在外國實施的行為、在外國發生效力或影響的行為，都屬於「涉外案件」。 

從涉外實務的角度來觀察，涉外案件處理原則第 3 點前述定義，有些已不符合

實際需求，而有重新商榷修訂的必要。例如第 3 點就案件的當事人，強調「有一」

為外國事業者，為涉外案件，即非妥適。因為「有一」一詞，有被理解為「唯一」

的可能，而案件只要涉及「一以上」之外國事業，即應為涉外案件，故宜修正為

「有一以上」較妥。以涉外聯合行為為例，如其參與者或被檢舉人有「二以上」為

外國事業，或檢舉人、被檢舉人「均為」外國事業的情形，顯然即非其中之當事人

「有一」為外國事業，但此等情形均有適用本處理原則的必要。前述面板業者的

「水晶會議」如被公平會調查，即屬被檢舉人有「二以上」為外國事業的情形，雖

不符合本處理原則第 3點的規定，但仍有適用本處理原則的必要。 

(b) 定性標準及時間 

涉外案件處理原則第 3 點未將被檢舉之行為係在外國實施者，列為涉外案件的

類型，也非妥適。以聯合行為為例，如其檢舉人及被檢舉人均為我國籍的事業（涉

外案件處理原則第 12 點稱為本國事業），即不符合第 3 點「涉外案件」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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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被檢舉人的聯合行為係利用於外國度假或集會時達成協議，公平會如擬對其在

外國的行為進行調查時，難免須在域外蒐集相關資料、證據，宜將其定性為「涉外

案件」，並有適用涉外案件處理原則的必要。 

系爭案件是否為「涉外案件」的性質認定，公平會依涉外案件處理原則第 3 點

規定，初步似係以檢舉書或申請書的內容為準，惟嗣後得否變更，仍值得考慮。因

為對於本來依一般規定處理的非涉外案件，如在調查過程發現有外國事業涉案，亦

宜就相關部分改依本處理原則處理。以前述面板業者的「水晶會議」為例，公平會

如對於我國友達、華映、奇美、瀚宇彩晶等公司展開調查，後來發現韓國樂金公

司、韓國三星公司及日本夏普公司亦涉案，則相關的涉外程序，亦有適用本處理原

則的必要。 

在涉外案件處理原則未修正前，對於上述非屬第 3 點規定的「涉外案件」，而

有必要適用涉外案件處理原則的情形，建議公平會適度擴大該處理原則的適用範

圍，以應實際的需要，切勿拘泥於第 3點所使用的文字。 

(c) 外國事業的檢舉 

外國事業應受公平交易法規範，雖有如前述，但外國事業得否檢舉我國事業違

反公平交易法之問題，在實務上仍為重要問題。公平交易法第 47 條就未經認許之

外國法人或團體，採取互惠原則，規定：「就本法規定事項得為告訴、自訴或提起

民事訴訟。但以依條約或其本國法令、慣例，中華民國人或團體得在該國享受同等

權利者為限；其由團體或機構互訂保護之協議，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亦同。」本

條規定並未限制外國事業的檢舉權，再加上檢舉之後是由公平會決定是否啟動調查

及處理程序，解釋上似無限制外國事業的檢舉應符合互惠原則的必要。 

不過，涉外案件處理原則第 7 點規定：「外國事業檢舉本國事業違反公平交易

法者，由本會參照公平交易法第 47 條規定意旨決定是否受理；但未發現外國有排

除保護我國事業之案例前，本會得依職權決定是否受理。」本點規定究應如何適

用，在實務上曾發生爭議。例如在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度判字第 1638 號判決中，被

檢舉的我國事業（大甲牧場股份有限公司）對於外國事業（日商可爾必思股份有限

公司）的檢舉，即認為有違反互惠原則的疑義。對此，最高行政法院在判決中指

出：「上開處理涉外案件原則，縱有外國事業檢舉，惟毋庸於國外調查者，本院認

無適用之必要。本件檢舉人之一雖為日商可爾必思股份有限公司，固屬涉外案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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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惟共同檢舉人之一為台灣可爾必思股份有限公司，為於我國合法設立之公

司，並非外國公司。被上訴人以台灣可爾必思股份有限公司之檢舉而言，則檢舉

人、被檢舉人、違法事實即對市場之影響，均為國內為由，未參酌公平交易法第 47

條規定，即中日間是否訂定互惠原則而予以受理，於法並無違誤。」 

上述判決顯示，互惠原則的適用，其目的係在限制外國事業的權利，如適用不

當，卻可能構成對我國執法機關公平會職權行使的不當限制。因為公平交易法第 26

條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得依檢舉或

職權調查處理。」公平會之依法調查處理乃其職責所在，相關事業的檢舉雖然有其

私益上的考量，但以互惠原則而限制其檢舉，對我國之公共利益不但未能增進，反

有危害，故涉外案件處理原則第 7點實非必要，且屬不當，宜予刪除。 

公平交易法在民國 100 年 11 月 23 日增訂第 35-1 條規定寬恕政策（Leniency 

Policy）115，外國事業如參與聯合行為，違反該法第 14 條，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

為，向公平會提出書面檢舉或陳述具體違法，並檢附事證及協助調查者，得依規定

申請公平會同意減輕或免除公平會依第 41 條所命之罰鍰處分。外國事業適用此一

規定，即可獲得法律上之利益，故在法律上仍採互惠原則的基礎上，建議公平會在

涉外案件處理原則相關規定。 

b 域外行為的處理 

關於域外行為的處理，涉外案件處理原則第 4 點規定，「涉外調查案件」的檢

舉，應具中文檢舉書，載明所列事項，由檢舉人署名；第 5 點規定「檢舉書不合前

點程式，而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應酌定期間通知檢舉人於一定期間內補正。」「檢

舉人如為外國事業，本會於必要時得酌定相當期間請其提出中華民國人或團體得在

其所屬國享受同等權利之法令、慣例。」「檢舉人未依前二項所定期間補正者，本

                                                      
115  美國司法部於 1993 年 8 月 10 日即公布 Corporate Leniency Policy 及 Leniency Policy for 

Individuals，其具體內容請參閱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0091.ht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12/6 及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0092.ht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12/6；歐盟也制定有類似的政策，即 Commission Notice on Immunity from Fines and Reduction 
of Fines in Cartel Cases, OJ C 45, 19.2.2002, 3-5 其具體內容請參閱 http://eur-lex.europa.eu/ 
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52002XC0219(02):EN:NOT,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12/6. 我
國公平會對於參與光碟機採購之外國事業，在其與美國司法部達承認罪協商之後，主動調查並援

用寬恕政策，作為 101年 9月 19日公處字第 101131號處分書，認定其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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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得終止調查。」第 6 點規定「檢舉人應就被檢舉人在我國域內或域外之限制競爭

或不公平競爭之行為或其結果對我國競爭秩序產生影響之程度，提出具體事實及證

據，並須釋明被檢舉人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本會方予受理。」。 

由涉外案件處理原則第 6 點規定可知，公平會受理涉外案件的條件相當嚴格，

檢舉人應提出具體事實及證據者，包含「被檢舉人在我國域內『或』域外之限制競

爭『或』不公平競爭之行為『或』其結果對我國競爭秩序產生影響之程度」（雙引

號為作者所加），由其中使用三個「或」字可知，公平會受理檢舉的反競爭行為，

包含下列三種：(一) 行為地在「我國域內」、(二) 行為地在「域外」、(三) 結果

對「我國競爭秩序」產生影響者。 

上述規定的形式顯示，公平會對於「域內」反競爭行為，固將行使其管轄權，

對於「域外」反競爭行為之行使管轄權，似也認為當然之理。另外，對於「其結果

對我國競爭秩序產生影響」的其他行為，亦得行使管轄權。根據此一見解，檢舉人

雖「須釋明被檢舉人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但對於域外的反競爭行為，不問其

結果對我國競爭秩序是否產生影響，一律予以受理及管轄的立場，在法理上很難獲

得認同。因為反競爭行為在「域內」、「域外」二類之外，已無第三類，而「其結

果對我國競爭秩序產生影響」應屬附加的要件，故上述第 6 點的規定，似有文字或

符號使用顯然不當的瑕疵。推其原意，係採美國司法實務之見解，認為公平會將行

使管轄權者，包含 (一) 行為地在「我國域內」、(二) 行為地在「域外」，而其結

果對我國競爭秩序產生影響者116。 

對於在域外實施的反競爭行為，我國公平會是否應行使管轄權而予以受理，乃

是重要的立法政策問題。上述第 6 點對於域外反競爭行為，不宜認定其均為我國公

平交易法的效力所及，使我國的公平會以「世界經濟警察」自居，而對各國的反競

爭行為均行使管轄權，故應以影響我國競爭秩序者為限，始為我國公平交易法效力

所及。從我國行政罰法第 6 條的角度觀察，涉外反競爭行為無論其行為地或結果地

在我國，均屬於在我國違反公平交易法的情形，故為該法的效力所及。此種立場符

合法律體系的一致性，與美國司法實務附加應以域外行為對內國競爭秩序產生影響

                                                      
116 倘係如此，似應規定為「被檢舉人在我國域內之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行為，或其域外之

行為及其結果對我國競爭秩序產生影響之程度」，以免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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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件相同，對於域外行為的國際管轄權有適當節制，應不致受到外國的質疑。 

不過，公平會公布上述涉外案件處理原則之初，行政罰法尚未施行，由其文字

觀察，基本上似係參考美國法院實務的效果理論而訂定，其文字未能將效果理論精

確表現於條文之中，為免形成對域外行為的管轄權行使不當，仍有根據行政罰法第

6條規定的精神予以改進的必要。 

(二) 刑罰相關規定的域外效力 

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反競爭行為，在第 35 條及第 36 至 39 條，設有關於刑罰

的規定。此等規定的適用，涉及犯罪的追訴、處罰，應依刑事訴訟法或其他法律所

定之訴訟程序為之（刑事訴訟法第 1 條第 1 項規定），故應由法院，而非公平會予

以管轄。公平交易法對於我國法院就涉外反競爭行為的審判權或國際管轄權，並無

明文規定，故應依刑法的一般規定處理。 

1. 原則上採屬地主義 

我國刑法第 3 條前段規定：「本法於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者，適用之。」此

規定與行政罰法第 6 條第 1 項相同，皆採屬地主義，故「犯罪」地在我國領域內

者，為域內犯罪，乃是刑法的域內效力所及。 

2. 因行為地特殊而有域外效力 

我國刑法第 3 條後段規定：「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之中華民國船艦或航空器內犯

罪者，以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論。」此規定與行政罰法第 6 條第 2 項類似，認為

域外犯罪固與域內犯罪不同，但如犯罪地係在域外的中華民國船艦或航空器內者，

仍適用域內犯罪的規定，我國法院即有審判權。 

上述規定所謂「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之中華民國船艦或航空機內犯罪」，最高法

院 94 年台上字第 1066 號刑事判決指出，係「則兼指在國有或私有之船艦或航空機

內犯罪，且不拘船艦或航空機之種類、型式（94年 2月 2日修正公布，95年 7月 1

日施行之刑法第 3 條，將『航空機』修正為『航空器』，以擴大其適用之範圍），

亦不問該航空機或船艦之所在係外國領域內或不屬於任何國家領域之區域，均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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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領域內犯罪同視，而為刑法效力所及，此即學說上所稱之『浮離領土』，乃屬地

主義之擴張，以填補刑法關於屬地效力之真空領域。」。 

關於我國在駐外國使館內之犯罪，雖不在「以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論」的明

文規定範圍，但司法實務上曾認為如該駐在國已同意放棄其管轄權，依國際慣例亦

得「以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論」，而承認我國法院有國際管轄權117。 

3. 因結果地特殊而有域外效力 

關於犯罪地的認定，我國刑法第 4 條規定：「犯罪之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

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本條規定與行政罰法第 6 條第 3 項類

似，認為犯罪包含行為及結果在內，故宜採前述解釋，認為犯罪行為之一部或結果

之一部在我國領域內，即為域內犯罪，即使行為地全部都不在我國領域內，即其行

為為域外行為，只要其結果有一部分在我國，即為域內犯罪，而為我國刑法的效力

所及。 

4. 特別規定的真正域外效力 

上述情形，即使使我國刑法得適用於「域外行為」，但在刑法上述條文的解釋

上，仍是刑法對於「域內犯罪」的適用，並不是刑法的真正域外效力。至於刑法的

真正域外效力，即其適用於「域外犯罪」的效力，主要規定於刑法第 5 條至第 8

條。刑法第 5 條及第 6 條採列舉罪名之方式，分別規定：「本法於凡在中華民國領

域外犯下列各罪者，適用之（下略）」，以及「本法於中華民國公務員在中華民國

領域外犯左列各罪者，適用之（下略）」，其中並無違反公平交易法之罪。第 7 條

                                                      
117 最高法院 58 年台非字第 129 號刑事判決：「刑法第三條所稱中華民國之領域，依國際法上

之觀念，固有其真實的領域及想像的 (即擬制的) 領域之分，前者如我國之領土、領海、領空等
是，後者如在我國領域外之我國船艦及航空機與夫我國駐外外交使節之辦公處所等是。但對於想

像的領域部分，同條後段僅明定在我國領域外之船艦及航空機內犯罪者，以在我國領域內犯罪

論，對於在我國駐外使領館內犯罪者，是否亦應以在我國領域內犯罪論，則無規定，揆之行為之

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之原則，似難比附或擴張同條後段之適用，而謂在我國

駐外使館內犯罪亦應以在我國領域內犯罪論。即純就國際法之觀點言，對於任何國家行使的管轄

權，雖無嚴格之限制，惟在慣例上，本國對於在本國駐外國使領館內之犯罪者，能否實施其刑事

管轄權，常以駐在國是否同意放棄其管轄權為斷。是以對於在我國駐外國使領館內之犯罪者，若

有明顯之事證，足認該駐在國已同意放棄其管轄權者，固非不得以在我國領域內犯罪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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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本法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前二條以外之罪，而其最輕本刑

為 3 年以上有期徒刑者，適用之。但依犯罪地之法律不罰者，不在此限。」第 8 條

規定：「前條之規定，於在中華民國領域外對於中華民國人民犯罪之外國人，準用

之。」 

違反公平交易法之罪，其最重本刑依該法第 35 條規定為 3 年有期徒刑，依該

法第 36 條及第 37 條規定為 2 年有期徒刑，均非刑法第 7 條規定的重罪，因此我國

法院對其域外犯罪，即犯罪行為及結果均在中華民國領域外者，並無域外效力，但

依刑法第 3 條及第 4 條規定，其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即應適用我

國公平交易法上關於刑法的規定，我國法院對其犯罪即有審判權。 

5. 先行政後司法的影響 

我國法院對於違反公平交易法的域內犯罪，不論其行為地在域內或域外，固均

得予以審判，但某些犯罪由於公平交易法規定「先行政後司法」，要件更形嚴格，

而不易構成。以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的聯合行為為例，該法第 35 條第 1 項規

定：「違反第 10條、第 14條、第 20條第 1項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41條規

定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逾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

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者，處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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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此一規定，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14 條的聯合行為，並不當然構成犯罪，必須經公平會認定其為違法，而依第

41 條規定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後，而事業逾期未停止、

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者，始有構

成犯罪之可能。 

上述違反公平交易法的犯罪，是以公平會已就其為行政處分為前提118，如公平

會對其行為未為行政處分，即使外國主管機關或法院已處以高額罰鍰或處徒刑或罰

金，在我國仍不構成犯罪。故對於涉外的反競爭行為，即使我國法院依法有權予以

審判，如其未經我國公平會予以處分，即使其行為地在我國，或對於我國市場交易

                                                      
118 此種「先行政後司法」的規定，在規範效果上頗有再商榷的必要，請參閱黃銘傑，「讓行政

的歸行政、司法的歸司法－跳脫『先行政後司法』後之『先行政無司法』窘態」，月旦法學雜

誌，第 201期，91-12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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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確實造成影響，我國法院仍無法對其定罪科刑。 

就違法公平交易法的犯罪，未經認許之外國法人或團體得否為告訴、自訴的問

題119，該法第 47 條規定其「得為告訴、自訴」，惟依同條但書下列規定，仍受互

惠原則的限制：「但以依條約或其本國法令、慣例，中華民國人或團體得在該國享

受同等權利者為限；其由團體或機構互訂保護之協議，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亦

同。」由於未經認許之外國法人或團體，其在我國法律上並無權利能力及行為能

力，本來亦無在我國為告訴或提起自訴的能力，為維持國際睦儀關係，乃採取互惠

原則，在法律上承認其具有得為告訴或提起自訴的能力。至於外國自然人以及我國

籍的自然人或法人，則均應適用一般規定。 

(三) 綜合觀察 

綜合上述，可見依刑法及行政罰法的基本原理，公平交易法的行政法及刑法性

質的條文，原則上都採屬地主義，其適用的對象主要是在域內實施的反競爭行為，

雖然對於某些實質上係在域外所為的行為，透過中華民國領域範圍的適度延展，以

及認定反競爭行為無論其行為地或結果地在域內，均為域內的反競爭行為的方法，

確定其適用的範圍及於行為地在外國，但結果地在中華民國的反競爭行為。 

比較前述美國法院及歐洲法院的實務見解，可知對於涉外反競爭行為的管轄權

的規範，美國反托辣斯法及歐盟競爭法採取的方法和理論不同，卻獲得相同的結

論，可謂殊途同歸。前述美國法院實務將在外國形成共同協議的行為，定性為「域

外反托辣斯行為」，再以該域外行為的「結果」對美國境內的市場發生影響為條

件，而行使管轄權，即確認美國反托辣斯法具有域外效力；而歐盟執委會則是將在

歐盟發生效果的涉外行為，視為在歐盟「域內」的行為，因而根據歐盟競爭法的域

內效力行使管轄權，避開歐盟競爭法具有域外效力的質疑。 

就我國法律的規定而言，在公平交易法未設明文規定的情形下，刑法及行政罰

法的規定形式，與歐盟競爭法的方式近似，並未承認公平交易法具有「域外效

                                                      
119 刑事訴訟法第 232條規定：「犯罪之被害人，得為告訴。」第 319條第 1項規定：「犯罪之

被害人得提起自訴。但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或死亡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直系血親或配

偶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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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過，公平會的前述處理原則卻都參考美國反托辣斯法的規定，認為依效果

理論及其他原則，公平交易法具有一定的域外效力。此二種立法及解釋原則，在方

式上互有牴觸，從理論上言，在行政罰法制定以前，或許尚有理由援用效果理論，

在該法制定之後，似宜改以行政罰法的規定為準。但無論如何，涉外反競爭行為的

行為地在外國，結果卻發生於我國領域者，仍屬於我國公平交易法的適用範圍。 

前述台、日、韓面板業者的聯合定價行為，其共同協議係在我國境內達成，即

其協議的行為地乃在美國及歐盟的領域之外，但美國及歐盟均直接適用美國反托辣

斯法及歐盟競爭法的規定予以處罰。對美國反托辣斯法而言，其域外效力及於此一

反競爭行為；但對歐盟而言，系爭產品在歐盟市場內的價格決定，係根據此項共同

協議所為，其實施（Implementation）係在域內，仍屬於領域內的行為，其罰鍰處分

乃是針對域內的反競爭行為，故非歐盟競爭法具有域外效力所致。 

對我國公平會而言，該行為乃是不折不扣的域內行為，當各國紛紛指控該反競

爭行為違法的時期，公平會未認定其行為違法或為任何處分，也未提出其行為合法

的意見，以作為國內企業在外國應訴或答詢時的抗辯依據120，其原因或許包含甚

廣，但無論如何，其執法態度均值得深思。 

五、涉外民事的國際管轄權與準據法 

(一) 定性問題 

各國競爭法或反托辣斯法對於反競爭行為的規範，重點通常置於刑罰或行政罰

的規定。由於刑事處罰對於反競爭行為的嚇阻作用較強，各國對於域外行為均適用

                                                      
120 涉案的友達公司尋求我國經濟部協助，希望經由我國政府提供「法庭之友意見書」(Amicus 

Brief) 給美國法院的方式，爭取美國法院減輕徒刑及罰金的機會，但因政府改組及相關程序之因
素，未完成意見書之法定程序，對政府之協助不力頗有怨言。請參閱「封面故事：面板壟斷案經

濟部擺爛，李焜耀翻案不成氣炸」，壹週刊，第 631期，36-41 (2013)。根據媒體報導，韓國電子
大廠樂金電子 (LEG) 2014 年 1 月在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對友達、群創、華映與彩晶等 4 家台灣面
板廠已壟斷價格為由，提起損害賠償之告訴，請求 9.09 億韓元（相當於 84.78 萬美元）的賠償。
袁顥庭 /台北報導。（LED 對我面板廠求償 9.09 億韓元），工商時報  (2014/2/11)，請參閱
http://nesw.chinatimes.com/tech/171706/122014021100362.ht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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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國內法的結果，一國對於反競爭行為的處罰，有時確可與其他國家的執法相呼

應。撇開各國對於同一行為均依國內法予以處罰，是否形成複數處罰或過度嚇阻的

問題不論，由於各國的規定形式類似，域外效力的問題已是各國採取的程度的比

較，而不再被認為是對或錯的價值或基本實質的爭議121，討論的焦點也轉移到其餘

部分，例如是否應將反競爭行為刑事化（Criminalize），及在國際間應如何予以協

調化（Harmonize）的問題122。 

因涉外反競爭行為而受損害者，各國目前未必都設有得請求違法者賠償其損害

的明文規定，但就理論上而言，似均認為違反競爭法或反托辣斯法的不法行為人，

應賠償其損害。不過，有些國家已在特別法中規定其民事責任，甚至規定三倍損害

賠償（Treble Damages）、間接購買者（Indirect Purchaser）的請求權或其他特殊之

民事責任，有些法域，例如歐盟近年來也對其民事責任的相關立法，列為立法的重

點123。在民事訴訟法或國際私法上對於此等民事問題，近來雖有予以規定者，但仍

有許多國家的法律未設明文，故在國際私法上乃發生應如何予以定性的問題。 

在國際私法上對反競爭行為所生的民事問題有規定者，實務上對於具體個案，

即須判斷其是否屬於該條文適用範圍，而發生定性（Characterization）的問題，在

未對其設有明文規定的國家，在實務上則發生應如何直接適用既有的規定，或應類

推適用何種規定以填補法律漏洞的問題。例如前述歐盟條約對於反競爭行為，在明

確的行政罰之外並無關於民事責任的明文規定，違反歐盟條約的反競爭行為所生之

債，尤其是在會員國的國內法院中，究竟應如何定性，即發生問題124。 

                                                      
121 Mark R. Joelson, An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Primer, Kluwer, 60 (2001). 
122 請參閱 Ariel Ezrachi and Jirí Kindl, “Cartels as Criminal? The Long Road from Unilateral 

Enforcement to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in C Beaton-Wells and A Ezrachi (eds), Criminalising Cartels: 
A Critical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an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Movement, Hart, 419-434 (2011). 

123 歐盟執委會在 2005 公布「違反歐盟反托辣斯法損害賠償之訴綠皮書」 (Green Paper- 
‘Damages Actions for Breach of the EC Antitrust Rules’)，2008年公布「違反歐盟反托辣斯法損害賠
償之訴白皮書」(White Paper- ‘Damages Actions for Breach of the EC Antitrust Rules’)，期使因違反
歐盟競爭法行為而受損害的的被害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請求「滿額賠償」 (Full 
Compensation)。相關的討論，請參閱 Firat Cengiz, “Antitrust Damages Actions: Lessons from 
American Indirect Purchasers' Litigation,” 59(1)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39-63 
(2010); Denis Waelbroeck, “Private Enforcement: Current Situation and Methods of Improvement,” 
Ioannis Lianos and Ioannis Kokkoris (eds.), The Reform of EC Compettion Law: New Chelleges, Wolters 
Kluwer, 17-32 (2010). 

124 如將其定性為侵權行為，由於其所違反者並非國內法規而是歐盟條約，乃發生其究應屬於違

反法規 (Statute) 的侵權行為或新型態的「歐盟侵權行為」(Euro-tort) 的問題。請參閱 Christop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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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關於反競爭行為所生之債的要件及法律效果，規定固然並非完全一致，但

其內容主要包含二項特徵，即：一、系爭行為違反競爭法或反托辣斯法的規定，

二、被害人因系爭行為而受有經濟上損害或有受損害之虞。因此，無論法院地法的

相關規定的形式如何，如其法律上有特別規定，固應依其特別規定，如無特別規

定，即使行為人所違反者是類似歐盟條約的國際法，實務上仍宜認定其為違反法律

或法規，而將其定性為侵權行為而生之債，依侵權行為的規定處理之。 

(二) 我國公平交易法的特別規定 

1. 互惠原則 

因涉外反競爭行為而在我國提起民事訴訟者，如為外國事業，特別是未經我國

認許其成立的外國法人，其當事人能力的問題在實務上也值得注意。民事訴訟法第

40 條第 3 項規定：「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有當事人能力。」最

高法院 50 年台上字第 1898 號民事判例亦指出：「未經認許其成立之外國法人，雖

不能認其為法人，然仍不失為非法人之團體，苟該非法人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

者，依民事訴訟法第 40 條第 3 項規定，自有當事人能力。至其在臺灣是否設有事

務所或營業所則非所問。」故外國法人無論是否既經我國政府認許其成立，均得在

涉外民事訴訟中擔任原告或被告，不待特別規定。 

不過，公平交易法第 47 條採取互惠原則，規定：「未經認許之外國法人或團

體，就本法規定事項得為告訴、自訴或提起民事訴訟。但以依條約或其本國法令、

慣例，中華民國人或團體得在該國享受同等權利者為限；其由團體或機構互訂保護

之協議，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亦同。」本條如解為前述民事訴訟法第 40 條第 3

項及判例所揭原則的特別規定，在欠缺互惠條件的情形下，未經認許之外國法人或

團體在我國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當事人能力，即應受限制。 

上述限制對於被害人利益之保護，實有不週，如適用範圍過廣，可能使我國成

為不法行為人的庇護所，故解釋論上宜限制其適用。本文以為，該條規定所限制

                                                        
Withers, “Jurisdiction and Applicable Law in Antitrust Tort Claims,” 2002 Journal of Business Law, 253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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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僅限於外國法人或團體「就本法規定事項」提起民事訴訟，即僅限制其依我

國公平交易法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民事救濟的權利，如其主張的涉外反競爭行為所

生民事關係，是以外國法為準據法時，外國法人或團體在我國提起民事訴訟的當事

人能力，即不受該條關於互惠原則的限制。 

2. 損害賠償 

公平交易法的規定主要為公法，屬於私法的規定主要是第五章「損害賠償」的

下列規定。第 30 條：「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被害人得請求

除去之；有侵害之虞者，並得請求防止之。」第 31 條：「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

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第 32 條：「法院因前條被害人之請

求，如為事業之故意行為，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

證明損害額之三倍。」「侵害人如因侵害行為受有利益者，被害人得請求專依該項

利益計算損害額。」第 33 條：「本章所定之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行為及賠償

義務人時起，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為行為時起，逾 10 年者亦同。」第 34 條：

「被害人依本法之規定，向法院起訴時，得請求由侵害人負擔費用，將判決書內容

登載新聞紙。」 

上述條文規定被害人的權利，包括侵害除去請求權、侵害防止請求權、損害賠

償請求權、費用負擔請求權、登載新聞紙請求權等，此等權利發生的原因，則是

「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公平交易法上述規定「僅適用」於

事業違反該法的情形，從內國法的效力或單面法則的角度言之，此等條文乃是「專

為」事業違反我國公平交易法，致侵害他人權益的特殊侵權行為而規定，其規定之

適用雖未限定事業或被害人的國籍，但因其以「事業違反我國公平交易法」為前

提，亦即必須以系爭事實為我國公平交易法的效力所及，而得適用該法並判斷其是

否違反該法規定為前提。 

由於「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是指違反該法關於行政法的規定而言，故上述條

文如可適用於因涉外反競爭行為而生之債，乃是因為該涉外反競爭行為，為公平交

易法的行政法規定的效力所及。其中的基本法理，是事業既然違反公平交法的規

定，即應依同一法律負擔其民事責任。上述規定雖以「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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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惟對於是否「違反」本法之判斷，是否應專由公平會為之，或得由法院自為判

斷，並無「先行政後司法」的明文規定，再加上是否違法的判斷，宜由法院為之，

故本文以為是否違反行政法的判斷，亦應由審理民事訴訟的法院判斷之。 

(三) 國際管轄權的決定 

1. 法律的地域效力的影響 

對於涉外反競爭行為所生的民事問題，各國法院有無國際管轄權的問題，係依

各該國的法律予以決定。對此問題，美國法院採取與反托辣斯法刑事案件相同的

「效果理論」，故域外反競爭行為如在美國發生直接、實質及合理可預見之影響，

美國法院對其民事訴訟管轄，即得行使管轄權125。美國在 1982 年通過前述「外國

貿易反托辣斯改進法」後，「效果理論」的適用仍未受到有效的抑制126，直到前述

Empagran 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對於美國反托辣斯法的效力所不及的案件，

美國法院對其相關的民事訴訟，也無國際管轄權，才出現克制國際管轄權的跡象。 

歐洲法院對於歐盟競爭法的適用範圍，既未採效果理論，而認為反競爭行為在

外國達成協議或決定，嗣後歐盟實施者，即為歐盟的域內行為，而得由歐盟執委會

予以管轄，均有如前述。歐盟執委會得就其違反歐盟法的行為予以管轄者，關於其

民事責任的民事訴訟，理論上由其行為地的會員國法院予以管轄，似無問題，但有

些國家的法律對於在該國無住所的被告，規定因無法對其依法送達，對其民事訴訟

即無管轄權，故二者相權，仍以依國際私法予以決定，較屬妥適127。 

                                                      
125 我國面板業者因違反美國反托辣斯法，在美國法院也發生被害人對於違法者請求損害賠償或

其他救濟的問題。2010 年 3 月 28 日美國區法院 (加州北區) 裁定，23 州的間接購買人 (Indirect 
Purchaser) 得對涉案者提起團體訴訟，請參閱 In re TFT-LCD (Flat Panel) Antitrust Litigation, 267 
F.R.D. 583 (2010).  

126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Nippon Paper 公司一案的判決，仍未脫藉由效果理論，而擴張美國反
托辣斯法適用範圍的傳統。請參閱 Christopher Withers, supra note 124, at 257. 

127 歐盟會員國法院因同時適用歐盟法與國內法之故，對具體個案須判斷是否適用 2002 年 3 月
1 日生效的理事會 44/2001 條例。Council Regulation 44/2001 (E.C.)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2001] O.J. L12/1.被告於會
員國境內有住所者，依該條例決定其管轄權，無住所者，原則上依國內法決定之。如適用該條

例，第 5 條第 3 項關於侵權行為事件，應由肇禍事件發生地 (Place Where the Harmful Event 
Occurred) 之法院管轄，而依歐洲法院之解釋，加害行為實施地及損害發生地的法院，均有管轄
權。Case C-21/76, Handelswkerij G.J. Bier B.V. v. Mines de Potasse d’Alsace S.A. [1976] E.C.R.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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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法院的涉外民事訴訟中，如原告主張其因被告的反競爭行為而受損害，

我國法院在確定系爭法律關係究應適用何國之法律前，須先判斷對該訴訟得否行使

國際管轄權。對於我國法院有國際管轄權的訴訟，法院應依國際私法決定應以何國

的法律為準據法，不得直接適用我國法上的上述條文，其情形與前述行政罰或刑罰

的涉外案件，只應考慮是否應適用內國法，而無須考慮外國法適用問題者，並不相

同。 

關於行政罰或刑罰的案件，系爭行為屬於我國公平交易法的適用範圍，我國主

管機關或法院始得依我國法律予以處罰，故法律的效力與管轄權的範圍一致。但此

種單面法則的思維，對於涉外民事訴訟即非妥適。因為在就涉外反競爭行為所生之

債提起的民事訴訟，法院未必應適用內國法律予以判決，此與在前述涉外行政事件

及涉外刑事訴訟中，行政機關或刑事法院僅得適用內國法律的情形，並不相同，我

國法院自不能以適用我國公平交易法的案件為限，才行使其管轄權。 

我國公平交易法前述第五章「損害賠償」的上述條文，其性質乃是私法，原告

提起的民事訴訟是否應適用此等條文，係在我國法院有國際管轄權的前提下所為的

判斷，我國法院有管轄權的事件未必均應適用我國法律，故不宜從其是否應適用我

國公平交易法的立論，逆推我國法院有無國際管轄權，而應依我國國際私法決定

之。 

2. 我國民事訴訟法的類推適用 

我國法院對於涉外民事事件行使國際管轄權的標準，除因普通審判籍而對其行

使國際管轄權外，尚有因特別審判籍而行使國際管轄權的問題，至於各審判籍應如

何選擇設計的問題，均屬於國際私法立法的範圍。我國法律目前對普通審判籍尚無

明文規定，對於特別審判籍設有明文規定者，亦僅有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11 條

就外國人死亡宣告、第 12 條就外國人監護及輔助宣告、家事事件法第 53 條就涉外

婚姻事件之規定。我國法院對於法律未明文規定的涉外民事事件，宜依涉外民事訴

訟的一般原則128，或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關於國內管轄權的規定，以決定其國際管

                                                      
128 關於國際管轄權的決定，智慧財產法院 98年度民專訴字第 39號民事裁定有下列說明：國際

私法上所謂「管轄權之確定」，係指一國家之「法院」有權管轄某一涉外案件。法國學者將整個

國家之管轄權，稱之為「一般管轄權」，而對內國各區域之管轄權，稱之為「特殊管轄權」。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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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權的問題129。 

在普通審判籍部分，於我國法院提起的涉外民事訴訟，我國法院類推適用民事

訴訟法第 1 條、第 2 條規定，仍應適用「以原就被」原則，即只要被告在我國有住

所、居所、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等普通審判籍130，即得對其行使國際管轄權131。在

特別審判籍部分，因涉外反競爭行為而提起的涉外民事訴訟，其國際管轄權在我國

國際私法上固無規定，我國民事訴訟法對於因反競爭行為而涉訟者，亦未規定其國

內管轄權，故應類推適用之條文仍有討論的必要。 

由於因反競爭行為而生之訴訟，乃因行為違反競爭法的規定而發生，屬於違反

保護他人之法律，或因故意、過失而侵害他人權利的侵權行為，故就國際管轄權的

                                                        
一國之法院對某種涉外案件有無管轄權，應以該國內國法之規定為準據，各國事實上均希望賦予

本國法院較廣之管轄權，然倘若過份求其擴張，可能會導致其他國家之報復或抵制。尤其一國之

判決常需其他國家之承認或在其他國家執行，更須得到其他國家之合作。故關於國際私法上管轄

權之確定，應本諸公平合理之原則。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我國法院在何種情形下，就涉外事

件取得國際管轄權，欠缺直接明文規定，國內尚未形成統一之見解，主要理論包括：(一) 逆推知
說：從內國民事訴訟法有關土地管轄之規定，即可推知是否具國際裁判管轄權，內國民事訴訟法

土地管轄之規定乃具「雙重機能性」。即符合內國民事訴訟法有關土地管轄規定之案件，不論其

為純粹內國事件或涉外事件，法院皆可管轄。(二) 類推適用說：類推內國民事訴訟法有關土地管
轄規定方式。(三) 利益衡量說：其中又可分為(1)顧及說：內國民事訴訟法土地管轄之規定具有
同時決定國際裁判管轄權之意義，故不能完全置內國民事訴訟法規定於不顧，而係應就每一案件

之類型針對內國民事訴訟法各規定之機能重新賦予其意義，來判斷是否具國際裁判管轄權。(2)獨
立說：基於下列重要之政策考量判斷有無管轄權：當事人之便利、公平、預見可能性；裁判之迅

速、效率、公平性；調查證據便利：判決之實效性 (執行可能、他國承認)；訴訟地與案件之牽連
或利害關係之強度；與準據法選擇間之關聯。 

129 劉鐵錚、陳榮傳，國際私法論，修訂 5版，三民書局，670 (2010)。 
130 民事訴訟法第 1條規定：「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被告住所地之法院不能行使職

權者，由其居所地之法院管轄。訴之原因事實發生於被告居所地者，亦得由其居所地之法院管

轄。」「被告在中華民國現無住所或住所不明者，以其在中華民國之居所，視為其住所；無居所

或居所不明者，以其在中華民國最後之住所，視為其住所。」「在外國享有治外法權之中華民國

人，不能依前二項規定定管轄法院者，以中央政府所在地視為其住所地。」第 2 條規定：「對於
公法人之訴訟，由其公務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其以中央或地方機關為被告時，由該機關所在地

之法院管轄。」「對於私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由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

在地之法院管轄。」「對於外國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由其在中華民國之主

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131 最高法院 100年度台上字第 310號民事判決謂：「上訴人為經我國認許之外國公司，固屬涉

外民事事件，惟我國 100 年 5 月 26 日開始施行前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下稱現行法) 中並無關
於國際管轄權之規定，依現行法第 30 條規定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15 條規定，本件
侵權行為之行為地法院即台灣高雄地方法院自有國際管轄權。」100 年度台上字第 1804 號民事判
決亦指出：「上訴人為外國法人之美商公司，屬涉外民事事件，我國 100年 5月 26日修正施行前
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固無關於國際管轄權之規定，惟依該法第 30條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1條、
第 2條第 2項及第 15條規定，台灣新竹地方法院於本件訴訟應有國際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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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而言，宜依侵權行為之訴的原則。我國法律對侵權行為之訴的國際管轄權並無

明文規定，學說及最高法院的實務見解，均認為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

以決定其國際管轄權132。 

我國法院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15 條第 1 項，只要被告之侵權行為地在我

國，即得行使國際管轄權133，且此處之「行為地」包含行為實施地及損害結果發生

地134，只要行為實施地或損害結果發生地在我國，我國法院即有國際管轄權，在行

為實施地或結果發生地跨連或散在數國的網際網路侵權行為，類推適用同法第 21

條的結果135，只要是其行為實施地或損害結果發生地的任何一部分在我國，我國即

是侵權行為地，我國法院即得行使國際管轄權。對於因反競爭行為而涉訟者，只要

系爭行為的決策地、實施地或結果發生地有一部分在我國境內，我國法院即有國際

管轄權。 

我國法院對涉外反競爭行為的涉外民事訴訟，依上述原則決定的國際管轄權雖

非漫無限制，但如其與我國的牽連關係並不密切，即可能發生不宜由我國法院行使

國際管轄權的情形。例如在我國有營業所的 A國籍甲公司，在 B國與其他事業決定

在 C 國實施聯合行為，如該行為並未影響我國的交易市場，即行為地與結果地均不

在我國，與我國的牽連關係相當有限，此時我國法院可以考慮援用實務上已採行的

「不便利法庭原則」，以節制內國法院國際管轄權，並拒絕行使國際管轄權136。 

                                                      
132 例如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民專訴字第 147 號民事判決明確指出：「因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未就法院之管轄予以規定，倘原告主張侵權行為地在我國，自應類推適用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15條
第 1項規定，由我國法院管轄。」 

133 民事訴訟法第 15條第 1項：「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 
134 最高法院 56 年台抗字第 369 號判例謂：「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為

民事訴訟法第 15條第 1項所明定。所謂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
屬之。」 

135 民事訴訟法 21 條規定：「被告住所、不動產所在地、侵權行為地或其他據以定管轄法院之
地，跨連或散在數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法院俱有管轄權。」 

136 智慧財產法院 98年度民專訴字第 39號民事裁定就「不便利法庭原則」的內容及適用，曾有
下列說明：「國際管轄權上尚有所謂『不便利法庭』原則。亦即受訴法院對某事件雖有國際管轄

權，但若自認為是一極不便利之法院，事件由其他有管轄權之法院管轄，最符合當事人及大眾利

益時，則在不便利法庭原則下，即得拒絕管轄。本件縱如原告所稱我國法院對本件有管轄權，然

被告 Isola 公司為美國法人、被告丙○○為美國公民，其財產所在地及常居之地均在美國，且
Samsung、Daeduck Electronics、Sanmina-Sci、Alcatel-Lucent、Wus Printed Circuits、Multek、
Cisco 等公司分別為美國法人、韓國法人或其他外國法人，將來原告所主張之事實如有調查證據
之必要，亦應以美國法院為之較為便利。故本件由美國法院管轄，最符合原告及被告利益；且因

訴訟有集團現象，為避免排擠他人利用我國法院訴訟之機會，本件由美國法院管轄亦符合公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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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準據法的決定 

因反競爭行為而發生的涉外債之關係，不論是因不公平競爭之行為（例如因不

實廣告）137，或因限制競爭之行為（例如因跨國的聯合行為）受有損害而生之債，

無論聯合行為的實施者、被害人為外國人，聯合行為係在外國決定、實施或效果在

外國發生，由於各國法律關於反競爭行為的要件規定不同，對於得請求損害賠償的

被害人的範圍138、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救濟的要件、得請求賠償的數額為損害的幾

倍或其他救濟的的內容等，規定並不一致。因涉外反競爭行為而發生的債之關係，

由於其在訴訟上屬於「涉外民事」，法院應依國際私法決定其應如何適用法律139，

在我國，即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決定其準據法，不得認為當然應適用我國之法

律140。 

1.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的新規定 

關於因涉外反競爭行為而生之債，其應適用的法律為私法，因此即使在國際管

轄權認定相尚嚴格的國家，該國的法院有國際管轄權的認定，並不等於認定該案件

應適用該國的法律141。在我國，因涉外反競爭行為而生之債涉訟時，我國法院如著

眼於公平交易法的域外效力，考量何種情形始得適用該法第五章「損害賠償」的規

                                                        
益。故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30條規定，自應依上揭國際實務上發展出的『不便利法庭原則』
之法理，拒絕就本件為管轄，方得徹底防止國際管轄權之衝突。」 

137 關於因不公平競爭而生之債的準據法，早期的論述可參閱李永然、王富茂，「微論不正競爭

與國際私法」，律師通訊，第 14期，6-12 (1980)。 
138 在美國，因事業的違法聯合行為或卡特爾而受損害的被害人，得依反托辣斯法向違法的事業

請求損害賠償，但此處之被害人，僅以因反競爭行為而直接被害者為限，始得就其因聯合行為而

支出的差額，請求三倍損害賠償，至於其後再買受其物的間接被害人，則無此項請求。但許多州

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仍規定間接被害人亦得向法院提起集團訴訟。 
139 美國學者認為反托辣斯法應將其焦點，由域外效力移轉至法律衝突規則。Lawrence A. 

Sullivan, Warren S. Grimes, The Law of Antitrust: An Integrated Handbook, 2nd ed., Thomson/ West 
1072 (2006). 

140 此即國際私法之強制性，最高法院已在多件裁判重申此一見解，其用詞大致為「本件應屬涉
外民事事件。原審未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之規定確定其準據法，遽依我國法律而為判決，已有

未合。」請參閱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859 號、99 年度台上字第 2386 號、99 年度台上字第
2444 號、99 年度台上字第 1714 號、99 年度台上字第 1365 號、98 年度台上字第 2333 號、98 年
度台上字第 1695號、97年度台上字第 2051號民事判決。 

141 Christopher Withers, supra note 124, at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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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即是從內國法律的效力應及於何等涉外行為的角度思維，其出發點即是國際私

法早期的片面主義（Unilateralism），故也可以發展出僅考量內國法的適用範圍，即

外國所為之反競爭行為影響國內之市場秩序者，亦得適用我國公平交易法的單面法

則142。但此種方法未考量外國法的適用問題，失諸片面，並非適宜143。 

因涉外反競爭行為而生之債在國際私法上屬於較新法律關係類型，各國國際私

法目前對其準據法多未設有特別規定144，而依國際私法的一般規定，即因侵權行為

而生之債的衝突規則決定之。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舊法對此未明文規定，理論

上應將此種法律關係定性為因侵權行為而生之債，並依舊法第 9 條規定以侵權行為

地法為其準據法，此時在行為實施地法與結果發生地法之間，即使得逕依行為實施

地法，由於涉外反競爭行為的行為地常跨連數國，究應以何一行為實施地法為準據

法，仍有疑義145。 

為解決舊法的上述問題，2010 年通過的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已新增第 27 條

（以下簡稱本條），就因反競爭行為而生之債的準據法，採雙面法則（即全面法

則）之形式規定：「市場競爭秩序因不公平競爭或限制競爭之行為而受妨害者，其

因此所生之債，依該市場之所在地法。但不公平競爭或限制競爭係因法律行為造

成，而該法律行為所應適用之法律較有利於被害人者，依該法律行為所應適用之法

律。」以下謹再就本條適用上的相關問題，再逐點予以說明。 

                                                      
142 Jürgen Basedow, supra note 71, 463-464. 
143 對於僅規定內國法的地域效力的經濟法規，其法律適用法則即為單面法則，由於其未規定外

國法規得否適用的問題，在國際私法上通常以類推適用的方法，將其雙面化 (Bilateralisation)，以
解決外國法的適用問題，但有認為其在結構及品質上並非妥適者。請參閱 Jürgen Basedow, supra 
note 16, 440. 

144 瑞士 1987 年國際私法乃設有特別規定的立法，其第 136 條「特則：不正競爭」規定：「1.
因不正競爭行為而生之債，由該行為發生結果之市場所在地國法所規範。」「2.如一行為專屬侵
害特定競爭者之營業利益，準據法為營業受影響所在地國法。」「3.第 133 條第 3 項不受本條之
影響。」第 137 條「特則：限制競爭」規定：「1.因限制競爭所而生之債，由該阻礙直接對被害
者造成影響之市場所在地國法所規範。」「2.因限制競爭所而生之債之適用外國法時，其損害賠
償以依瑞士法對限制競爭所規定者為限。」條文中譯文及釋義，請參閱劉鐵錚等，瑞士新國際私

法之研究，三民書局 (1991)。 
145 英國在 1998年競爭法 (Competition Act 1998) 施行前，於 1995年已就侵權行為法律衝突問

題制定國際私法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Act 1995)，其中第 11條第 2
項第 c 款規定，行為地或結果地跨連數國時應依侵權行為地中關係最切地之法律，而各地關係密
切程度的比較，在實務上並非容易之事。請參閱 Christopher Withers, supra note 124, 26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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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市場所在地法主義為原則 

本條的本文部分就涉外反競爭行為所生之債，採「市場所在地法主義」，即在

互相衝突的數個相關國家的法律，包括被害人的屬人法、行為人的屬人法、行為實

施地法、結果發生地法及市場所在地法等法律中，以市場所在地法為準據法。此項

主義源於屬地主義，認為反競爭行為違反競爭法規或公平交易法，並對於藉該等法

規維持之市場競爭狀態或競爭秩序，構成妨害，其因此而發生之債權債務關係，乃

是系爭行為違反該市場所屬國法律的法律效果之一部，與該國法律直接、密切相

關，故應依該國法律予以決定。 

因涉外反競爭行為所生之債，其準據法原則上是每一個個別的法律關係決定，

故當其涉及數國的事業、意思或決策的作成地、行為實施地、結果發生地跨連數國

時，究竟應視為一個全球性的（Global Tort）或數個獨立的（Separate）侵權行為，

亦影響應決定其準據法的次數。依前一種見解，同一個涉外反競爭行為所生之債，

均依同一法律予以決定，法律關係比較單純，但無法兼顧損害發生地的法律，有時

難期合理。如依我國舊法第 9 條侵權行為的規定決定其準據法，可能發生上述爭

議，如依新法第 27 條規定，在不同國家的市場所受的損害，均應依不同的法律決

定，即與認定其為不同的數個反競爭行為無異。 

在比較法上，目前仍相當有限的雙面法則類似立法例中146，多分別就不公平競

爭與限制競爭所生之債，以未盡相同之衝突規則明定其準據法。例如歐盟 2007 年

之羅馬第 2 條例147，即於第 6 條就「不公平競爭與限制自由競爭之行為148」設有 4

項規定，分別於第 1、2 項規定「不公平競爭」，第 3 項規定「限制競爭之行

為」，再於第 4 項規定：「4. 本條規定之準據法，不得依本條例第 14 條之合意而

不適用之。149」其中第 4 項即認為前 3 項的規定為強行法，不得任由當事人以合意

                                                      
146 Jürgen Basedow, supra note 71, at 465-468. 
147 Regulation (EC) No 864/2007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1 July 2007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Non-Contractual Obligations (Rome II), OJ, L 199/40 EN (31.7.2007), http://eur-
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7:199:0040:0049:EN: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12/6. 

148 英文原文為：“Article 6 Unfair competition and acts restricting free competition” 關於本條適用
上的問題，請參閱 Tobias Holzmueller & Christian von Koeckritz, “Private enforcement of competition 
law under the Rome II Regulation,” 3(3) Global Competition Litigation Review, 91-97 (2010). 

149 英文原文為：“4. The law applicable under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derogated from by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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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排除150。 

2007年之羅馬第 2條例第 6條就不公平競爭，於第 1項規定：「1.因不公平競

爭之行為而生之非契約之債，其準據法為其所影響或可能影響之競爭關係或消費者

集體利益所在之國之法。151」第 2 項規定：「2.不公平競爭之行為所影響者，純為

特定競爭者之利益者，適用本條例第 4 條。152」由於各國法律對於「不公平競

爭」，是否規定及如何規定的立場並非一致，其定性的標準勢須求諸該條例的立法

本旨，而從寬認定之153。第 1 項適用於為消費者利益，而由消費者團體等所提起的

訴訟，第 2項則適用於是純為特定競爭者之利益，而起提的訴訟。 

2007 年之羅馬第 2 條例第 6 條第 3 項就限制競爭之行為規定：「3.(a)因限制

競爭之行為而生之非契約之債，其準據法為其所影響或可能影響之市場所在之國之

法。(b)被影響或可能被影響者為數國之市場，而其市場所在之會員國，為因限制競

爭而直接且實質受影響國家之一，且該限制競爭乃是債之發生原因時，於被告住所

地之法院起訴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得不依前述之準據法，而選擇依繫屬法院地之法

律，而為請求；請求人依應適用之管轄權規則，於該法院對數被告起訴時，如其對

此等被告之請求權所由發生之限制競爭，對於法院所在之會員國之市場，亦有直接

且實質之影響，該請求人僅得選擇依法院地法而為請求。154」本項規定適用被害人

                                                        
agreement pursuant to Article 14.” 

150 此一規定並非原始提案之內容，有認為除為與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規定配合外，無法理解其限
制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之理由者。J. J. Fawcett & J. M. Carruthers, Cheshire, North and Fawcett: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14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11 (2008). 

151 英文原文為：“1. The law applicable to a non-contractual obligation arising out of an act of unfair 
competition shall be the law of the country where competitive relations or the collective interests of 
consumers are, or a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152 英文原文為：“2. Where an act of unfair competition affects exclusively the interests of a specific 
competitor, Article 4 shall apply.” 

153 J J Fawcett & J M Carruthers, supra note 150, at 809. 
154 英文原文為：“3. (a) The law applicable to a non-contractual obligation arising out of a restriction 

of competition shall be the law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 market is, or is likely to be, affected. (b) When 
the market is, or is likely to be, affected in more than one country, the person seeking compensation for 
damage who sues in the court of the domicile of the defendant, may instead choose to base his or her 
claim on the law of the court seised, provided that the market in that Member State is amongst those 
directly and substantially affected by the restriction of competition out of which the non-contractual 
obligation on which the claim is based arises; where the claimant su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rules on jurisdiction, more than one defendant in that court, he or she can only choose to base his or her 
claim on the law of that court if the restriction of competition on which the claim against each of these 
defendants relies directly and substantially affects also the market in the Member State of that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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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起的民商事訴訟，至於歐盟執委會對違反歐盟競爭法的處分，則不適用之155。 

我國新法第 27 條規定將因不公平競爭與限制競爭而生之債，統一採「市場所

在地法主義」決定其準據法，乃因此二種反競爭行為的類型及法律效果，我國法係

統一在公平交易法中予以規定，且均著眼於市場競爭秩序之維護。本條關於不公平

競爭部分的適用，透過不公平競爭行為所影響的市場的界定，仍可獲得類似的結

論。 

3. 例外適用法律行為之準據法 

「市場所在地法主義」的設計，是從被害人所受損害及其損害填補的角度著

眼，但有些反競爭行為，例如聯合行為，係以契約或共同行為等法律行為的形式，

而實施其反競爭行為者，此時由於參與的事業所為的法律行為，亦自有其應適用的

準據法（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20 條），且其規定的內容與效果地法或其所影響

的市場所在地法，未必一致。系爭涉外反競爭行為違反市場所在地法，致被害人受

損害，固然屬於於違法行為，如該法律行為同時違反其本身的準據法及市場所在地

法，而此二法律關於違法的法律效果規定不同時，為保護被害人之利益故，在該法

律行為的準據法較有利於被害人時，本條但書規定應依該法律行為的準據法，決定

被害人的損害賠償等請求權的問題。 

例如在最高法院 101 年台上字第 883 號民事判決中，兩造所訂系爭授權契約約

定，與契約是否有效及其履行之爭議，以荷蘭法為準據法，但其契約的內容違反我

國公平交易法的規定，屬於違法行為。對於此種在我國違法行為，被害人依我國法

律請求法院依我國法律予以救濟（包含民法第 227 條之 2 因情事變更而聲請法院為

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乃最基本的保護，如其契約的準據法（荷

蘭法）更有利於被害人時，亦得為保護被害人的利益而適用之。在上述情形中，如

被害人未主張適用授權契約的準據法（荷蘭法），而參與反競爭行為的事業主張其

行為依該契約的準據法，係屬合法時，由於其對被害人非屬有利，法院得不予考

量，逕依我國法律判斷之。 

                                                      
155 關於第 3項例外規定的問題，請參閱 Stéphanie Francq and Wolfgang Wurmnest,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Claims under the Rome II-Rgulation,” in Jürgen Basedow, Stéphanie Francq and Laurence Idot, 
eds.,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Litigation: Conflict of Laws and Coordination, Hart, 124-128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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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市場所在地法主義符合效果地法主義 

本條本文所採的「市場所在地法主義」，是以「市場所在地」作為連結因素或

連繫因素，故條文所稱之市場係指「地理市場」而言。如同一反競爭行為影響及於

分別隸屬於不同法域的數地理市場時，則該行為在各法域內的評價，應分別依各該

法域的法律予以決定，其債之關係亦應依各該法律分別決定之。依據此項原則，單

一反競爭行為即使均在同一法域之內作成決策，均其結果在數法域的市場均構成反

競爭的效果時，即應分別依各市場所屬的法域負其法律責任156。 

「市場所在地法主義」強調交易市場受反競爭行為影響者，得依市場所在地的

法律決定被害人和相關事業之間的債之關係，其前提乃是系爭競爭行為應依同一法

律決定是否違法，系爭競爭行為固然屬於其行為地法的效力所及，亦應受該行為地

法規範，惟就債之關係而言，仍宜受市場所在地法，即其效果地法規範，較符合其

保護當地交易市場秩序的意旨。 

5. 外國競爭法規的適用與公序良俗條款 

一國的競爭法或反托辣斯法，乃是維持該國市場機能及競爭秩序的根本大法，

並具有經濟法或公法的性質。各國國際私法通常也有公序良俗條款，規定外國法律

的適用，不得違反內國的公共秩序善良風俗，如有違反，即不予適用。在每個國家

都為其國內市場制定競爭法或反托辣斯法，此等規定都是各該國公共秩序善良風俗

的具體表現，而各國的規定並非完全一致的情況下，外國的競爭法或反托辣斯法的

適用，是否將違反內國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的問題，也值得注意。 

當事人如因涉外反競爭行為在我國法院涉訟，如我國法院有國際管轄權，而當

事人所爭執者，乃是在外國的市場所受損害的賠償，如系爭反競爭行為在該外國，

已經其法院或主管機關為違法性之認定157，我國法院即應依市場所在地法，判斷其

行為所生的債之關係，如該行為尚未經該國法院或主管機關為違法性之認定，且市

                                                      
156 立法理由指出：「不公平競爭或限制競爭行為所妨害之市場橫跨二國以上者，各該國均為市

場之所在地，就該等行為在各地所生之債，應分別依各該市場之所在地法。」 
157 在外國所為的反競爭行為是否應先由該外國執法機關，依該外國法律判斷其違法性，甚至先

依法予以處罰的問題，雖與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成立的問題相關，但其不宜作為內國法院不得行

使國際管轄權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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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在地法所規定之民事責任，並不以先經主管機關認定其行為違法為必要時，我

國法院為作成民事判決，即不應拘泥於該國競爭法具有公法之性質，而不予以適用

158。 

上述情形，即使該國之競爭法為公法，此時我國法院之所以予以適用，並非在

據以作成行政處分或對其行為論罪科刑，而是在針對民事問題予以判斷，尤其針對

行為的合法性，逕依市場所在地法予以判斷，乃是適用當地有關債之關係的私法規

定附帶所為者，在國際私法上自應予以允許159。換言之，我國法院對於外國政府的

公法上權利，雖仍不宜直接予以審判或予以執行，但上述情形之適用外國公法，是

因私法關係之成立以當事人違反外國公法為前提，故應不受限制。 

在比較法上，對於美國反托辣斯法的三倍損害賠償，由於其已超過填補損害的

程度，已具有嚇阻及懲罰的功能，有些論者乃認為其本質為刑法，請求人乃是具有

私人身分的檢察長（Private Attorneys-General），故內國法院不得執行此類外國

法，即不得適用之160。英國為避免其貿易利益因適用外國法而受損害，甚至明文規

定法院不得適用此類損害賠償的規定，不執行以其為內容的裁判或仲裁判斷，如已

依外國法給付者，並得請求返還161。一般認為此類規定的目的係在填補請求人因起

訴而額外受時間、金錢及勞務的損失，以鼓勵私人就其損害求償，故其性質非屬刑

事（Penal）法規，而為救濟（Remedial）法規，故仍不宜因其救濟已超過損害填補

的目的，而不適用之162。 

                                                      
158 英國法院對於外國公法的規定，曾以其適用違反內國的公共政策 (Public Policy) 為理由，

而拒絕適用之，但在競爭法的領域中，已不再認為外國競爭法或反托辣斯法必然違反其公共政

策，相反地，卻認為即使外國法的規定與英國法或歐盟法的規定不一致，由於其禁止及規制限制

競爭與不公平競爭的立法目的相同，採用的法律手段的種類及強度容或有別，也不能以當事人依

外國法 (尤其是美國反托辣斯法) 請求的內容，乃為英國法所不許或與英國法規定不同，而拒絕
適用之。請參閱 Christopher Withers, supra note 124, at 266-267. 

159 關於內國及外國公法在涉外民事的適用問題，近來已成為國際私法上的討論熱點之一。請參
閱 Hannah L. Buxbaum, “Mandatory Rules in Civil Litigation: Status of The Doctrine Post-
Globalization,” 18 Americ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1 (2007). 

160 英國傳統見解認為外國的稅法 (Revenue Laws)、刑事法 (Penal Laws) 及其他公法 (Other 
Public Laws) 均受此項限制，Sir Lawrence Collins et al, Dicey, Morris and Collins, The Conflict of 
Laws, 14th ed., para. 5R-019, Sweet & Maxwell (2006). 

161 請參照英國 1980年「貿易利益保護法」(Protection of Trading Interests Act of 1980) 第 1條、
第 2條、第 5條、第 6條規定，條文原文請參閱 21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834 (1982)。 

162 請參閱 Christopher Withers, supra note 124, at 269-270.在英國法院實務上，有直接認為美國
法上關於三倍損害賠償的規定具有刑法的性質者，也有認為其性質是否為刑法，與是否應適用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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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法院實務上，由於公平交易法已規定三倍損害賠償，故外國此類規定的

適用並不違反內國的公共秩序善良風俗163，故不發生此類問題。 

6. 我國公平交易法的「直接適用」 

在涉外民事訴訟實務上，有時會發生準據法為外國法的法律行為，可否適用內

國的競爭法或反托辣斯法，而認定其為違法的問題。例如在前述最高法院 101 年台

上字第 883 號民事判決中，系爭授權契約的準據法為荷蘭法，乃發生其是否得依我

國公平交易法的規定，認定其是否違法的問題。由於公平交易法是為維護我國市場

秩序而制定的公法，只要系爭涉外契約的行為地在我國實施，或其在我國市場發生

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的效果，依前述行政罰法的規定即應適用之，如系爭授權契

約違反我國公平交易法的規定，其在我國是否應屬無效之問題，已受領的給付是否

構成不當得利，相對人是否應負損害賠償之責等，均應依我國法律予以決定164。 

因為就法律的性質而言，公平交易法屬於法院地法的強行法（Mandatory 

Rules），即使系爭契約的準據法原應為外國法，因為系爭契約在我國訂定、履行或

對我國市場造成影響，與我國關係密切，應受該強行法的規範，其因違反我國法律

所生的法律效果，亦應依我國法律決定之。此一原則在歐盟相關條例及許多國家的

國內立法上，均有明文規定165，在我國法律上，參照本法第 7 條規避法律的精神，

                                                        
外國法或承認外國判決，應無關聯者。請參閱 JJ Fawcett & JM Carruthers, supra note 150, at 127. 

163 最高法院 100年台上字第 552號民事判決謂：「我國立法例中，雖設有數倍懲罰性賠償金之
立法，如證券交易法、公平交易法、專利法、營業秘密法、消費者保護法等，然其立法目的，或

係因事件性質之特殊，或係為解決舉證困難，無法適用一般民事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

之法則。而系爭判決乃兩造因共同投資所衍生之商業糾紛，為一般民事侵權行為，就上訴人有關

懲罰性賠償金之請求部分，係屬美國普通法上處罰錯誤行為、預防再犯之制度，並以行為人財產

之多寡決定其賠償金額，該金額既不固定亦無上限，此與我國一般民事侵權行為，並無得請求懲

罰性賠償金規定，且損害賠償以填補損害及回復原狀為目的，不具有制裁功能者，尚有不同。況

我國就懲罰性賠償之立法例中，皆以損害之一定倍數為賠償上限，非以行為人財產為度，亦與美

國法制不同。又美國懲罰性賠償制度，足使受害人獲得意外之財，復非舉世共認之法則，則系爭

判決就懲罰性賠償之宣示，與我國法律秩序之基本原則相違背，亦與我國公共秩序不合，自不應

准許其強制執行。」 
164 最高法院 101 年台上字第 883 號民事判決認為，系爭授權契約是否有因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第四款等節而無效之情形，已受領的給付是否有不當得利，相對人是否應負損害賠
償等爭執事項，似應以荷蘭法律之規定為準。此項見解並非正確，值得商榷。 

165 例如大陸 2010 年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 4 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對涉外民事
關係有強制性規定的，直接適用該強制性規定。」英國 1995 年國際私法第 14 條第 2 項亦有此類
規定，論者認為何種立法政策及利益，始可認為已達到應直接適用某一強行法，在實務上仍為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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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採類似的見解166。 

7. 涉外民事適用公平交易法的範圍 

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五章「損害賠償」雖有前述規定，因其僅就違反該法的規定

者，明定其民事責任，從而僅得適用於我國公平交易法的效力所及的涉外反競爭行

為。此種解釋的出發點，是我國公平交易法的效力範圍，但因此等規定為私法，仍

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的規定，檢驗其適用是否符合法律衝突法的基本原則與精

神。 

從公平交易法的行政法與刑法規定的角度來看，涉外反競爭行為無論是行為地

或結果地在我國，即得適用我國公平交易法，此時亦得適用公平交易法中的私法規

定。但如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本條，我國法院適用我國公平交易法中的私法條

文，其依據乃是受影響的交易市場在我國領域內，即我國為反競爭行為的結果地，

如其行為地在我國領域，但效果地不在我國領域內時，其因涉外反競爭行為而生之

債，仍應適用其市場所在地法（即效果地法），而非我國公平交易法的私法條文。

上述二種見解，至少就涉外反競爭行為的行為地在我國，效果地在外國的情形，其

涉外債之關係究應適用行為地法的我國法或外國的效果地法，實有疑義。 

本文以為在涉外民事訴訟上，應以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的規定為準，適度限縮

我國公平交易法的適用範圍。因為如依行為地法，並使整體反競爭行為的行為標準

及法律效果，均適用同一法律，可能發生數國的法律針對同一行為，為數次不同之

評價，使行為人對同一損害，須依不同國家的法律為多次賠償，並非合理，故應以

結果發生地法為準據法，並僅就其領域內之結果，依該國法律決定如何賠償，以避

免重複賠償的問題。再加上因涉外反競爭行為而生的涉外之債，是以事業侵害他人

權益為要件，以權益被侵害地之法律為準據法，亦較能有效填補其損害。 

依據上述見解，如涉外反競爭行為之效果發生在數個國家，各該國家的被害人

得分別依各該國家的法律請求損害賠償，惟各被害人的請求內容，應以其在各該國

家領域內所受的損害為限，以免同一損害得到重複賠償。此外，本文以為，各國的

                                                        
難的問題。Christopher Withers, supra note 124, at 270. 

166 請參閱陳榮傳，「公平交易法對涉外授權契約的直接適用」，月旦法學教室，第 131 期，
36-38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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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或刑事法院對涉外反競爭行為，行使行政處分或刑事審判的國際管轄權

時，亦應斟酌同一原則，而僅針對其在各該國家造成的效果，為行政處分或刑事審

判，以免同一效果被依不同國家的法律重複處罰。換言之，涉外反競爭行為宜依其

效果之所在，切割為不同部分，分別予以處罰，以免產生行為地國未限制其執法範

圍，而有侵害結果地國主權的疑慮。 

六、結論 

目前各國的競爭法或反托辣斯法法制已越來越臻完備，承認競爭法或反托辣斯

法具有域外效力的結果，使同一涉外反競爭行為，可能同時須受到數個國家的競爭

法或反托辣斯法的規範，並發生法律的效力重疊或管轄權衝突的現象。美國反托辣

斯法和歐盟競爭法就域外效力的發展，所採取的理論並不相同，但結果基本上一

致：美國法院認為反競爭行為應受其行為地法規範，並在一定條件下，肯定其結果

影響所及國家的反托辣斯法，亦得適用於該域外行為；歐盟法院看似固守行為地法

主義，實際上是透過解釋，將反競爭行為的概念擴張，認為當事人達成協議及實施

其協議之地，均為行為地，只要其中一部分在歐盟境內，即得適用歐盟競爭法。 

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域外效力問題，並未明文予以規定。就法學方法及我國整

體法制的設計而言，歐盟法的見解對我國法較能直接參考，但公平會基本上是套用

美國法上的用語及原則。但無論如何，承認公平交易法的域外效力，不宜解為是我

國追隨某些國家，或為報復某些國家任意擴張主權的行為，而採取的特殊立法措

施，相反地，應認為此等效力的承認或決定，是基於國際禮讓、睦儀的原則，在管

轄權的合理行使並尊重外國主權的考量下，所作成的法制整體安排。 

我國公平交易法所包含的條文，其性質有針對不法行為，科以刑罰或行政罰的

刑法或行政法性質的規定，也有因此等違反公法規定的行為，致受有損害的被害

人，向不法行為人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處分的私法規定。因此，探討公平交易法得

否適用於涉外反競爭行為時，應依各條文之性質分別予以探討：其具有行政法性質

的條文的適用，宜參照行政罰法第 6 條的規定予以認定；具有刑法性質的條文的適

用，則宜參照刑法第 3 條以下的規定認定之。此種方法及其結論，與歐洲法院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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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競爭法的適用情況，大體上仍屬一致。 

至於公平交易法中具私法性質的條文，其域外效力的認定，乃是純從內國法律

的效力應及於何等涉外行為，其思維與國際私法早期單面法則所依據的片面主義

（Unilateralism）相同。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於 2010年新增的第 27條規定，已

就因反競爭行為而生之債規定全面法則，故在實務上不宜再從公平交易法適用的地

域範圍或域外效力的角度予以考量，對於違反外國競爭法或反托辣斯法所生的民事

訴訟，也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決定我國法院是否有管轄權。外國反托辣斯法或競

爭法雖具有公法的性質，我國法院於民事訴訟中為判斷民事問題而予以適用時，其

適用之結果並不牴觸我國的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也不應僅因其為外國公法，即不適

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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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isdiction and the Law Applicable to Anti – Competitive Conduct Involving 

Foreign Elements 

Chen, Rong-Chwan 

Abstract 

As more and more anti-competitive conduct has recently involved foreign elements, 

the enforcers around the world have had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the exterritorial 

effects of the domestic legislation on anti-trust law or competition law. It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practice of most countries that the conduct 

concluded or implemented within a territory shall be governed by its anti-trust law or 

competition law under some prescriptive conditions. The US courts ruled that the US 

antitrust law applies to exterritorial anticompetitive conduct if it results in some 

prescriptive effects in the US market. The EU courts interpreted the concept of 

anticompetitive conduct as to include its conclusion and implementation, so that the EU 

competition law applies to a conduct concluded outside its territory while implemented 

within the EU. There is no express provision, however, regarding the exterritorial effects 

of the ROC Fair Trade Act. The principle developed in the EU is theoretically better for 

the ROC to adopt, but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has preferred to follow the terms and 

principles evolved in US court practic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in 

the Administrative Penalty Act and Criminal Cod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e referred to 

for a compromising improvement. A new article with regard to the law applicable to an 

obligation resulting from an infringement of the competition order of a market by an act of 

unfair competition or restriction of competition was added to the Act Governing the 

Choice of Law to Civil Matters Involving Foreign Elements, which came into effect on 

May 26, 2011.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choice of law problem be decided under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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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instead of the extraterritorial effects of the Fair Trade Act.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shall apply by analogy to the jurisdiction of a ROC court 

over such obligations. The antitrust law or competition law of a foreign country shall not 

be excluded simply because of its nature of public law since it is applied in the course of 

deciding civil problems in a civil matter. 

Keyword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Fair Trade Act, Competition Law, Antitrust Law, 

Foreign Elements, Unfair Competition, Restriction of Competition, 

Extraterritorial Effects, Foreign Court Judgments. 



162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