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平交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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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政策內涵 

實體要件規定 

程序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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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恕政策（Leniency Program/Policy）係指， 

在執法機關尚未知悉或尚未充分掌握卡特爾（聯
合行為）違法事證前， 

對於提供違法事證並協助調查之涉案成員， 

給予免除或減輕處罰之優惠， 

藉此提高違法卡特爾案件之查處成效，強化嚇阻
違法卡特爾行為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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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各國反托拉斯法對卡特爾制裁方式，可區分為
二類： 

刑事寬恕－免於刑事訴追 ex:美國              

行政寬恕－免除或減輕行政罰鍰 ex:歐盟 

我國公平交易法對聯合行為之處罰採「先行政後
司法」→行政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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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禁止→影響交易秩序重大!!  

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 §15第1項本文） 

違反 §15規定之事業，本會得處違法事業： 

 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5千萬元以下罰鍰 

 屆期仍不改正，按次處20萬元以上1億元
以下罰鍰(§40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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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行政罰鍰額度 
 100.11.23 增訂公平法§40條第2項： 

 經本會認定有情節重大者，得處該事業上一會計
年度銷售金額10%以下罰鍰，不受前項罰鍰金額
限制。 

 公平法§40第3項授權訂定： 

101.04.05「違反公平交易法第9條及第15條情節
重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計算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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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15之事業，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並經本會事
先同意者，免除或減輕本會依§40第1項、第2項所
為之罰鍰處分： 

S1：本會尚未知悉或依本法進行調查前， 

 就其參與聯合行為，向本會提出書面檢舉或陳
述具體違法＋檢附事證＋協助調查 

S2：本會依本法案件調查期間， 

就其參與聯合行為，陳述具體違法＋檢附事證
＋協助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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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依據：公平法§35第2項 

「前項之適用對象之資格要件、裁處減免基準及
家數、違法事證之檢附、身分保密及其他執行事
項之辦法，由公平會定之」 

子法名稱： 

101.1.6「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或減輕罰鍰實施
辦法」（簡稱「寬恕政策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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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要件規定 

（第2條至第9條） 

  程序性規定 

（第10條至第20條） 

適用對象、消極資格(§2) 

申請要件與事證(§3~§5) 

附條件同意及其內容(§6)  

免除罰鍰之要件(§7) 

減輕罰鍰之要件及其幅度
(§8) 

董事或代表人之責任免除或
減輕(§9) 

 

一般性申請方式(§10)  

免除之資格保留制度(§11)  
申請減輕之擬制(§12)  
附條件同意書之製發、駁回
及撤回(§13 、§14、§19)  

申請時點與順位(§15)  
免除與減輕之最終決定
（§16、§ 17 ） 

書面文件之記載（§18)  
申請事業身分資料之保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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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要件規定 
（第2條至第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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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涉案聯合行為之事業 

→未有強迫他事業參與或限制退出聯合行為者（§2
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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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2項） 

 事業於準備提出申請至公平會開始調查程序前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 

1.湮滅、偽造、變造或隱匿涉案聯合行為之相關事
證 

 

2.直接或間接對外揭露其準備提出申請之事實，或
其將向公平會提出申請之任何內容 

12 



非常重要!! 

開始調查程序之時點（§4第1項） 

 公平會就該案件依公平法§27規定開始進行通知或
派員前往調查之日 

調查期間 （§5第3項） 

  自公平會開始進行調查程序之日起，至該案件作
成最終決定之日 

案件終結時（§6第3項） 

 公平會對於該案件作成最終決定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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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須在調查程序終結前!! 
 

S1：未為公平會知悉或依公平法進行調查前 

 

S2：調查期間→愈早愈好!!（First-in Principle !1） 

 

Q：調查程序終結？ × 不能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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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開始調查前 
   （§3第1項第1款） 

申請人其所檢舉或陳
述具體違法之內容及
檢附之事證 
      ↓ 
須有助於開始調查程
序（§4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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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調查期間 
    （§3第1項第2款） 

申請人所陳述具體
違法之內容及檢附
之事證 
        ↓ 
須有助於認定違反
公平法§15第1項規
定（§5第1項） 



（§4第2項） 

說明其參與涉案聯合行為之具體情節                        
＋ 

並附具公平會所未知悉或持有之相關事證， 

使公平會得以知悉涉案聯合行為之事實概況與涉
案聯合行為合意之時間、地點、內容及其他相關
事項，並進而開始調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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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1項）調查期間提出 
1.免除罰鍰→申請人陳述其參與涉案聯合行為之具

體情節    ＋  
   同時附具於申請時已持有得以證明

該涉案聯合行為違法之證據 
 
2.減輕罰鍰→申請人所陳述內容 
                          ＋ 

檢附事證，有助於公平會對於涉案聯
合行為之調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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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開始調查前 

→公平會所得事證 

  已足以開始調查程
序或已進行調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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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調查期間 
→ 公平會所得事證 
  已足認定涉案事業

違反公平法§15第1
項規定者 

（§3第2項） 



採二階段審查!! 
 

初步審查→實體要件符合即給予附條件同意 
 

最終審查→待申請人履行所附條件之全部事項後，
公平會始作成最終決定（給予免除或減
輕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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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條文!! 
仿「2006年歐盟執委會卡特爾案件免除及減輕罰
鍰之通告」（Commission Notice on Immunity from fines 

and reduction of fines in cartel cases(2006/C 2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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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附條件同意之法律性質?  

A：程序中間決定（非最終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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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停止涉案聯合行為之參與（立即或指定之時點） 

         ＋   

2、應依據公平會之指示，誠實、全面且持續的協
助調查（協助調查義務） 

         ＋ 

3、其他公平會指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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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自提出申請至案件終結時止 

義務內容：（§6第2項第2款5目） 

1、即時提供資料與證據 
【範圍】：現有或日後可能取得所有資料或證據 

【程度】：申請減輕者「明顯有助於本會對於涉案聯合
行為之調查」or「可強化公平會已取得證據
之證明力」  vs. 歐盟：顯著附加價值
(significant added value)   

2、說明或配合調查 

3、接受約談（員工或代表人） 

4、陳述內容真實：不得虛偽不實、湮滅、偽變造、隱匿 

5、保密：案件未終結前，非經公平會同意，不得對外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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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開始調查前 
        ＋ 
  第一位提出申請 
        ＋     
獲§6之附條件同意 
        ＋ 
履行附條件同意書內所
載義務事項（未被撤回） 

 
S2：調查期間 

 
   無他事業符合“S1” 
           ＋ 
    第一位提出申請 
           ＋ 
    獲§6之附條件同意 
           ＋ 
履行附條件同意書內所
載義務事項（未被撤回） 

法律效果：免除全部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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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in Principle!! 



於案件調查期間提出申請or免除駁回後變更為減
輕 

        ＋ 

獲§6附條件同意 

        ＋ 

履行附條件同意書內所載義務事項（未被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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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部分罰鍰 

減輕家數以四家為上限，減輕幅度依序如下： 

第一位  30%~50% 

第二位  20%~30% 

第三位  10%~20% 

第四位  10%以下 

 

依序遞減之設計：鼓勵儘早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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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涉案事業之董事、代表人、管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權
之人，因行政罰法第15條第1項、第2項及第16條規
定而應併受處罰者 

【要件】 

1、該涉案事業符合免除（減輕）其罰鍰之要件 

2、自然人誠實且完整的陳述違法行為 

3、於案件終結前，依據公平會之指示，誠實、全
面且持續的協助調查（協助調查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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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性規定 
（第10條至第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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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3至§5之事證 
書面（掛號或親持）  

  依本會所訂申請書格式「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或減
輕罰鍰申請書」 

   
口頭 

派員至本會機關辦公處所陳述＋簽名確認陳述紀錄內容 
 

  書面或口頭均得委任代理人為之 
 
  不合程式→原則：不受理 
             例外：得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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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或口頭陳述，應敘明之事項： 
 
1、事業之名稱、統一編號、實收資本額、營業額、

代表人或負責人、營業所在地、設立登記日期 
2、涉案之相關商品（服務）、聯合行為之態樣、

影響所及之地理區域、行為實施之時期 
3、其他涉案事業之名稱、營業所在地、代表人或

負責人之姓名 
4、代表該事業主要參與涉案聯合行為之自然人職

稱、姓名 
5、涉案相關資料與證據之目錄與內容（重要!） 
6、其他得供參考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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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單獨提出→共同提出不受理!!  

例外： 

關係企業共同提出→適用同一申請順位，本
辦法相關事項視為單一事業 

 

漏未共同提出申請→不能適用同一申請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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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保留制度（§11）：參考美國及歐盟Marker，
鼓勵事業儘早提出申請 

適用情形：其現有資料及證據尚未符合§3至§5之規
定，而無法提出正式申請 

注意→僅申請免除罰鍰可適用，申請減輕罰鍰 × 

方式：書面及口頭均可 

效力：保留其可能獲得免除全部罰鍰之優先順位 

條件：指定期限內提供資料及證據， 

逾期→資格保留(優先順位)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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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未提出減輕罰鍰之申請，但已提供§5第1項第
2款之資料與證據，並於提供該等資料與證據時請
求依本辦法減輕罰鍰者，視為其已提出申請，並
以該等資料與證據之提供時間為其申請時點（§12） 

注意：事業仍應依§10第1項及第2項規定方式提出
申請 

屆期未依方式提出者→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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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業適用免除或減輕罰鍰之申請順位，及可能   
更動該順位之事由。 

2、事業停止參與涉案聯合行為之時點。 

3、§6第2項第2款5目之具體條件內容。 

4、於調查程序中，經公平會要求提出或補充相關
事證之期限。 

5、撤回附條件同意之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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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審查（第1階段）→不符合§6第1項，以「書面」
駁回（§14） 

申請免除罰鍰遭駁回之後續處理 

 →得以書面請求改依申請減輕罰鍰之程序續行審
理，並以其原申請免除之時點排定其申請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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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得撤回附條件同意之事由： 

  1、未符合§2適用對象之規定 

  2、無正當理由，逾期未提出或補充相關事證，
或未依指示協助公平會進行調查 

  3、未履行公平會依§6所附條件 

   

撤回效果→無法獲得最終免除或減輕罰鍰，倘有更
動其他申請事業順位時，應即以書面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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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申請時點排定順位 

原則書面：公平會收受§10或§11申請書之時點 

口頭：申請人依§10或§11於陳述紀錄簽名確
認之時點 

   例外：減輕罰鍰申請之擬制（§12） 

 順位實益→影響可否免除罰鍰或減輕罰鍰之數額 

Q:如何確認申請時點? 

  於申請時，請公平會製發書面收據，並載明收受
日期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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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程序終結後(§16) 
 
符合§7第1項之要件 
        ＋ 
無§19撤回附條件同意之情
事 
 
符合→免除全部罰鍰 
 
不符合→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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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程序終結後(§17)  
 
符合§8第1項之要件            

＋ 
無§19撤回附條件同意之情
事 
 
符合→減輕部分罰鍰 
 
不符合→駁 



目的：確保其身分不被揭露，避免申請人事後
遭受其他違法事業之報復 

原則：應予保密（§20） 

例外：當事人同意 or 法律另有規定 

保密期間：涵蓋行政救濟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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