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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達成實質之單一市場目標，歐盟之整合是一個極重要的趨勢，且因荷比盧三

國的領土與我國領土相當，經濟規模、經濟情況亦與我國相似，皆屬於小型但開放

之經濟模式，故以此三國競爭法為經緯而深入探討，冀印證歐盟整合之趨勢，亦希

其於我國公平交易法能有所助益。 

本文首就歐盟競爭法之規定為探討。無疑地，在競爭法領域，歐盟競爭法實際

上居於一個領導先驅，雖嚴格言之並非為一部完整統一之法典，惟其重要性不因此

而抹滅。然而現今歐盟競爭法的形成，亦非一蹴可幾，必定是經過一段歷程，因此

就其發展歷史大略說明。其次，在施行競爭法時，不免應提及其執行機關與職權，

由機關之處理方式可進一步了解相關程序，以及適用上之優缺點。之後進入競爭法

探討中極為重要之一環，即分析歐盟競爭法之規範體系，係指羅馬條約第八十五至

九十四條（現為阿姆斯特丹條約第八十一至八十九條）等屬於競爭法制中普通法之

規定。並因欲使論文之主旨更臻清晰，後述者儘量以上述之結構為主幹。 

其次，探討荷蘭競爭法。自競爭法之立法目的與歷史沿革為始。荷蘭之競爭法

制由來已久，自 1935 年草創荷蘭競爭法以來，歷經多次修正。嗣於 1997 年 5月 22

日正式通過新荷蘭競爭法，於 1998 年 1 月 1 日，正式生效。再就競爭法之執行機

                                                      
* 本文改寫自作者於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之碩士論文，該論文曾獲 90 年度「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獎助研究生撰寫研究論文」之獎助。感謝匿名審查人及論文口試委員劉連煜老師、吳秀
明老師、指導教授何之邁老師對本文之指正。 

** 作者為台北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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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與職權介紹。荷蘭新競爭法設立了一個嶄新的機構，即競爭局。至於荷蘭競爭法

之規範體系，包含第六條之聯合行為、第二十四條之濫用市場優勢地位及第二十七

條以下之事業結合等三部分。 

再者，為比利時競爭法之探討。於比利時，競爭法為一個全新規定，因此以立

法爭論為始。其次審究該國競爭法之執行機關與職權。並且，討論比利時競爭法之

規範體系，第二條規定聯合行為、第三條規定禁止濫用優勢地位，事業結合則定義

於第九條。惟在 1999 年 4 月及 6 月稍微修正 1991 年之競爭法，且已於 1999 年 10

月開始生效，故就新修正之部分歸納說明之。 

之後，探究盧森堡之競爭法。盧森堡乃於 1970 年 6 月 17 日制定限制交易行為

法。再於 1989 年 9 月 2 日進一步對該法作技術性之修正。惟因其經濟活動乃在製

造及消費商品的輸入，很少發生爭論，職故至今未再為修法。此競爭法之規範體

系，實質上為一個十分簡略之規定，尤其在事業結合方面，最終乃以歐體結合規則

補齊，故不屬於完備之立法。在執行機關與職權方面，於盧森堡並無一個純擔任執

行機構之特殊行政體。而在其內國法院之適用上，則以直接引用歐體法規定之方式

為之。 

最終對本文之研究結果作出結論，因而乃以此三國為重點，分析其異同，強調

整合之趨勢，以及對我國公平交易法之未來發展可能有的幫助。 

關鍵詞：競爭法、荷蘭、比利時、盧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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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蓋經濟活動屬於社會上極其重要之一環，而為維持經濟有效運行，保障事業經

營之效能，完全之自由競爭仍須以政府完善之法律制度加以規範。因之，為確保經

濟活動之進行，經濟法制遂應運而生。不可喙言地，歐盟競爭法歷經長久之發展，

已於競爭法領域居於領導先驅。且歐盟成立之主要目的即為形成單一市場，為達此

實質內涵，整合即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方式。其次，因荷蘭、比利時與盧森堡三國，

自歐洲組織成立至今，皆為組織內之一員，故以此三國近期所修正之競爭法，探究

是否仿效於歐盟競爭法，而得出歐盟整合之結論。此外，此三國之經濟環境，屬於

小型且開放之經濟模式，與我國經濟情況相當，其所訂定之競爭法必有參考價值，

可作為我國未來修法之依據。 

惟競爭法實由兩大體系所組成，亦即限制競爭與不正競爭，然本文僅論及限制

競爭之範疇，主源於三國競爭法之規範並不及於不正競爭部分，而限於限制競爭之

相關規定。 

貳、歐盟競爭法之探討 

與美國聯邦體制不同，歐洲在半世紀前還是分裂與戰爭之發源地。故歷時四十

餘年之努力，演變至現今的目標一致利害與共之局面。惟本國主權至上之觀念仍揮

之不去，而有採取抵制之聲浪存在，但毫無疑問地，歐洲整體整合目標仍是歐洲各

國間趨勢所在 1。 

一、歐盟競爭法之執行機關與職權 

歐盟競爭法之執行機關主要係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執委會）之第四總署，職
                                                      

1 據 88 年 5 月 5 日之自由時報一版報載，歐洲八大股市，包括阿姆斯特丹、布魯塞爾、法蘭克
福、倫敦、馬德里、米蘭，巴黎及蘇黎士等八個證券交易所主席，於 88 年 5 月 4 日在馬德里簽署
一項「諒解備忘錄」決定共同成立一個泛歐股市。其備忘錄確認，「其擁有相同的目標並且是歐
洲主要證券交易所朝邁向一個統一股市之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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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之故，本文以下即就其組織及職權予以詳細說明，此外執委會於執行歐盟競爭政

策時，無可避免地會與其他共同體機關有所關連，本文對此亦一併概略加以介紹。 

(一) 理事會 

理事會為歐洲共同體自身之立法機構，係由各會員國之政府部長所組成，故又

稱為「部長理事會」。理事會係共同體主要之立法機構與決策機構。依歐洲共同體

條約 2 第一百八十九條規定，可制頒規則、指令、決定以及提出建議或意見等。在

決策權方面，理事會亦可根據執委會或非執委會所提之議案議決之。依歐洲共同體

條約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理事會亦具協調權，負責協調會員國相關之經濟政策。再

者，依據單一歐洲法第十條規定，理事會通過之法案執委會有執行權，惟在特定情

況下，理事會亦得保留此權利，由其直接行使，意即理事會可能享有執行權 3。 

(二) 執行委員會 

執行委員會簡稱為執委會。至於執委會之內部組織，依不同事務領域分成各部

門，稱之為總署（Directorates-General，簡稱DGs）協助執行委員會之決策。負責歐

盟經濟政策者為第四總署 4。 

執委會之主要任務係執行共同體事務，因此具有行政權。為共同體之常備執法

機構。其職權包括有，依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二項，就本條約相關事

宜，執委會得依條約之規定或認為必要者，擬具建議或提供意見之提案權，惟現執

委會之提案權已被削弱 5；依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一項，為完成共同

體之使命，執委會制定規則、指令、決定、建議及意見之立法權；且如執委會認為

某會員國未能履行該國依本條約所應履行之義務，執委會在給予該會員國提出其看

法後，應就此問題作出意見（同條約第一百六十九條）之監督權規定。 

                                                      
2 就此條約於 1997 年由歐盟各會員國達成協議，簽署為今日所稱之阿姆斯特丹條約，且於 1999

年生效，條號並已變動。惟因本文引用之文獻大多仍援用原條約名稱與條號，再者，現今體系亦
於歐體時代所奠定，故文中乃繼續援引歐洲共同體條約之條文。 

3 王泰銓（1997），歐洲共同體法總論，218-219。 
4 歐盟執委會，網址：http://Europe.eu.int/comm./dg4/misc/organi.htmm。 
5 王泰銓（1994），「歐洲聯盟政治統合之發展」，問題與研究，三十三卷八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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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歐洲議會 

歐洲議會（European Pailiament）是共同體目前唯一由各成員國人民直選之民主

機構。組成上有些類似美國之眾議院 6，現居於歐盟競爭政策實行之監督地位。其

職權，依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二百零三條第三項規定，預算案應由理事會提交議會，

因此，議會有權提出修正預算草案之建議，此為預算審核權。而議會得透過公開討

論執委會所提之年度總報告、質詢權、不信任投票或者設立委員會分別負責審查執

委會政策等方式來監督執委會之運作，此則為行政監督權。 

(四) 歐洲法院 

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設於盧森堡。主要係由法官及輔佐法官

（Advocates General）7 組成。歐洲法院之主要任務在於保障歐洲共同體條約之有效

解釋及適用。而對於涉及共同體法律之案件，會員國法院應將問題轉呈歐洲法院，

以獲得「先行裁決」（Preliminary Ruling）8。故在職權方面，解決共同體法律爭端

以及先行裁決係歐洲法院之二大職權。此外，單一歐洲法設立「第一審法院」，以

分擔歐洲法院之工作 9。 

(五) 諮詢委員會 

諮詢委員會係由各會員國主管機關之代表所組成。諮詢委員會原則上屬於臨時

性委員會組織，於作成決定前由執委會召集聯席會議為之。依第一七—六二號規則

第十條第三項規定，於執委會對於違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條及第八十六條之

事實作成決定，或依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條第三項予以延長、修正或撤銷決定

前應先徵詢限制實務及獨占諮詢委員會。另外，依第四○六四—八九號規則第十九

                                                      
6 章謙凡（1998），市場經濟的法律調控，156。 
7 於章謙凡所著書中稱為「總檢察官」，惟王泰銓著作中之註釋（230，註 85），認為此係配合

歐洲聯盟而特別設計之制度。蓋因歐洲會員國眾多，法律制度不一，於法官審判期間，配置一位
協助提供法律見解之人士是有必要的。且其係司法行政官，並非訴訟程序中之律師、檢察官或法
官之地位，故宜稱之為「輔佐法官」，以示區別。本文採此見解。 

8 亦有稱先行裁決為「初步決定」。章謙凡，前揭書，157。 
9 詳細內容請參閱論文，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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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三項規定，執委會依第八條第二至五項、第十四條或第十五條規定作成決定

前，應先徵詢結合諮詢委員會。 

二、歐盟競爭法之規範體系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條至第九十四條規定，乃歐盟競爭法主要之普通法之

規範依據。惟競爭規範體系中另一重點之事業結合管制，並不規定在歐洲共同體條

約中，而係由理事會依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七條及第二百三十五條之授權，於

1989 年制定第四○六四—八九號理事會規則作為依據。以下即分別對其論述。 

(一) 聯合行為 

歐盟競爭法對聯合行為採取「原則禁止，例外允許」之原則。 

1. 聯合行為之禁止規定 

依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條第一項前段規定，有影響會員國間交易之虞，並

以阻礙、限制或扭曲共同市場內之競爭為目的，或有此效果之所有事業間之約定、

事業團體之決定，及一致性行為，與共同市場不相容並應禁止。分析此規定得知，

構成歐體所禁止之聯合行為，應符合下列三要件 10，即事業間應有聯合之合意、以

限制競爭為目的或產生此效果、有影響會員國間交易之虞。 

歐體於市場經濟體制之架構下，為維護市場之有效競爭，僅以該協議係以妨害

競爭為目的，或因該協議而造成市場競爭之不利益者，始受非難，而非任何事業間

之協議皆受歐體競爭法之規範。另外，事業之協議尚須其對競爭具「顯著性」

（appreciable）影響，始被禁止。而所謂「有影響會員國間交易之虞」，依歐洲法

院之見解，係認基於客觀的法律或事實因素，該契約使人有相當程度的可能性預期

其對會員國貿易之型態有直接或間接及實際或潛在之影響者 11。 

                                                      
10 詳見何之邁（1999），歐洲共同體競爭法論，9-18。 
11 陳婉真（1997），歐盟競爭法上獨家交易之規範－兼論我國公平交易法，中興大學法律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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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聯合行為之例示性規定 

依據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條第一項第 a 至 e 款，例示規定禁止之聯合行為

類型，包含下列五種： 

(1) 價格或其他交易條件之聯合 

第 a 款規定：「直接或間接決定採購或銷售之價格，或決定其他交易條件。」

蓋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本質上係屬市場競爭不可或缺之重要因素，故以此為聯合

行為之標的者，執委會與歐洲法院認定其對競爭秩序有所侵害。 

(2) 生產、銷售、技術開發或投資等之聯合 

第 b 款規定：「限制或控制生產、銷售、技術發展或投資。」就水平之形態言

之，通常為同業間進行共同銷售或共同購買之協定，並各依協定所分配之比例從事

生產、供給。 

(3) 分配市場之聯合 

第 c 款規定：「分配市場或資源之供應。」所謂「分配資源之供應」，則係指

由買方事業所為分配市場之聯合，實質言之，為分配市場之一部。 

(4) 差別待遇 

第 d 款規定：「就相同之交易，對其他交易對象適用不同之條件，致其處於不

利之競爭地位。」此款以差別取價之類型為代表，例如非因成本不同，卻依會員國

國別而異其出口商品之定價。 

(5) 搭售 

第e款規定：「使契約之訂定依另一方當事人是否接受附帶義務而定，而該附

帶義務無論就其性質或商業用途而言，均與上述契約之主旨無關。」此款以供應

商於出售某商品予經銷商之際，課以該經銷商須同時購入他種商品之義務為其典

型 12。 

                                                      
12 何之邁，前揭書，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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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聯合行為之無效規定 

對於競爭具有限制之目的或效果，而且具備顯著性之要件時，均在歐洲共同體

條約第八十五條第一項禁止規範之列，產生自動無效之效果。 

4. 聯合行為之除外規定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條第三項規定：「事業間之約定或約定類型、事業團

體之決定或決定類型，及一致性行為或一致性行為類型，對商品之生產、分配之改

善，或技術、經濟進步之促進有貢獻，且確保使用者能公平分享其所導致之利益，

而無為達此目的而對相關事業課以非必要之限制，亦無於涉案產品之重要部分，賦

予事業排除競爭之可能性。第一項之規定得被宣告不適用之。」分析此條文，有促

進經濟進步、確保使用者分享利益、限制競爭應有其必要性與不得排除競爭等四要

件。其類型有二，為「個別適用除外」與「集體適用除外」。 

(1) 個別除外 

依據理事會所訂之第十七號規則進行相關程序，惟其決定僅及於個案。依此號

規則第四條規定，主張個別除外之當事人，應向執委會提出申報。惟就具體案件相

關爭議是否除外，各會員國之競爭主管機關仍得表示其意見。惟執委會於受理申報

後，倘認其請求無涉於限制競爭，得以舒慰函（comfort letter）13 為通知。而後委員

會所作之決定應附具理由，並對外公布。依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一百七十三條第四

項，不服決定者得上訴第一審法院請求救濟。然而，於允許個別除外之決定，其決

定可附加條件或負擔，惟附加不利益之條件或負擔，則須賦與申報當事人說明之機

會。 

(2) 集體除外 

於聯合行為之規範上，歐盟競爭法發展出一套簡明之集體除外程序。即理事會

授權執委會依據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條第三項之要件，累積實務之案例經驗，

制定個別的集體除外規則，以為事業所遵循。此等集體除外規則亦為歐盟競爭法體

                                                      
13 一非正式程序，即舒慰函。此乃由執委會第四總署官員所發給，表示執委會將終結本案或不

採取更進一步之行動。惟此函對於會員國之競爭主管機關與法院並無拘束力亦不具法律效果。執
委會常採取發布舒慰函之方式，不以正式程序為之。何之邁，前揭書，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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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之一重要環節。蓋某特定類型之聯合行為，未必有礙於共同市場競爭秩序或會員

國之交易，可能反而有促進實現共同體目的之效果。故由理事會依據同條約第八十

七條之授權，訂定相關規則，俾決定就一定類型之聯合行為，是否集體的予以除

外。 

(二) 濫用市場優勢地位 

依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六條規定：「於共同市場或其重要部分，一個或數個

事業有優勢地位濫用之行為，在會員國間之交易可能被影響之範圍內，與共同市場

不相容並應禁止。該等濫用行為尤其包括：(1) 直接或間接課加不公平之買價、賣價

或不公平之交易條件；(2) 限制生產、行銷或技術發展致生損害於消費者；(3) 對交

易相對人，就相同之交易適用不同之條件，致使其受到競爭上之不利益；(4) 以他方

當事人同意附帶給付為締結契約之條件，而此給付，依其性質或按照商業習慣，與

契約標的並無關連 14。」故歐體競爭法對於居於市場優勢地位（dominant position）

之事業主要非難其濫用（abuse）其市場優勢地位。由條文規定可知，適用之構成要

件有三： 

1. 居於市場優勢地位 

優勢地位定義為「事業享有一經濟強勢狀態，使該事業有能力對其競爭者、顧

客及 終消費者為一顯著程度之獨立行動，並能在相關市場中阻止有效競爭之繼續

維持。」此為執委會及歐洲法院之見解 15。而於判斷事業是否居於市場優勢地位，

首須由界定相關市場著手。倘若相同之事業地位，於所劃定之市場範圍較大時，則

事業在該市場中之市場力量將相對變小，被認定為優勢地位之機會較低；反之，當

劃定之市場範圍較小時，事業之市場力相對變大，被認定為優勢地位之機會將因而

增加。於界定相關市場範圍，除必須考量產品（或服務）市場外，地理市場及時間

因素之競爭關係亦應考慮之。 

大體而言，市場占有率是歐體用以判斷事業是否具備市場優勢地位之主要標

                                                      
14 條文翻譯內容引自前註，118。 
15 因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六條並未就市場優勢地位加以定義，此為執委會在United Brands

案，Case 22/76 [1978] ECR；歐洲法院在Michelin案，Case 322/81 [1983] ECR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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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如上所述，優勢地位既為事業於相關市場上經濟力之顯現，則以該事業占有該

市場之比例，推算其是否具有此地位，當然是 直接有力之方法 16。惟單依市場占

有率為判斷可能不夠客觀、確實，故執委會仍要參酌其他重要因素 17。 

2. 須有濫用之行為 

所謂「濫用行為」，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六條並未明白定義。而 1965 年 12

月 1 日之執行委員會備忘錄對其作一定義性解釋：「事業所為之違法行為，有悖於

歐洲共同體條約所揭櫫之宗旨者，謂之濫用行為 18。」同條亦例示四種濫用行為類

型，惟並非用以限定濫用行為之類型。因此，除該條第a款規定直接或間接課加不公

平之買價或賣價及交易條件之強制、第b款對消費者不利益之生產、銷售或技術發

展之限制、第c款差別待遇以及第d款之搭售等四種類型外，其他凡為經濟力不當之

運用而破壞市場結構、妨礙有效競爭者均屬之，例如拒絕供給、壟斷技術資訊等行

為。 

3. 影響會員國間之交易 

此要件內容與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條規定相同，蓋歐體競爭法之目的，即

在建立一個單一市場，對於未影響各會員國間之交易並不加以規範。職是之故，於

適用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六條規定時，應注意行為主體其濫用行為並不須實行於

共同市場內，惟其「效果」若發生在歐體內，即得以該條加以規範，此即「反托拉

斯法（Antitrust）域外效力」之概念 19。且若行為及效果僅發生於單一會員國境內

時，則屬內國法之範疇，毋需以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六條規定繩之。 

(三) 事業結合 

1. 事業結合之構成要件 

於事業結合之管制方面，事業間之結合行為必須符合第四○六四—八九號規則

                                                      
16 何之邁，前揭書，125-126。 
17 Markin Robert, Encyclopedia of Competition Law, Vol. 1, Sweet & Maxwell, Competition R. 19, 

1994. 3, l358-1359. 
18 何之邁，前揭書，131-132。 
19 參見陳麗娟（1996），「歐洲共同體競爭法域外效力之研究」，美歐月刊，十一卷四期，68-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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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結合之意義，而且該結合須已達到共同體之規模，始受歐體競爭法之規範。 

(1) 結合行為 

依第四○六四—八九號規則第三條之規定，不論是 二個以上原各自獨立之事

業為合併，或 一或一個以上之事業，以購買證券或資產，或以契約或其他之方

式，取得其他一或數個事業之全部或部分之直接或間接之控制權者，皆為「結合」

（Concentration）。惟新修正之第一三一○—九七號結合規則，擴張範圍至成立合資

事業係持續而自主之經濟實體，亦屬第三條第一項第 b 款界定之結合。 

至於合資之規範，以往必須先區分合作式合資與集中式合資，而分別適用歐洲

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條與第四○六四—八九號規則之規範。1997 年 6 月理事會通過

結合規則修正案，其將合資規範統一整合，規定凡達共同體規模之完全功能合資，

均納入該規則之規範，不再以區分合作式與集中式合資為標準，而改以合資是否為

「完全功能合資 20」為標準。 

(2) 須達共同體規模 

新修正之理事會第一三一○—九一號結合規則第一條規定，修正了適用結合規

則之門檻限制，降低原有之門檻標準 21。新門檻標準即具共同體規模者須符合下列

要件： 所有結合事業全球營業總額達二十五億歐元以上； 至少在三個會員國

內，所有結合事業之營業總額超過一億歐元； 至少在三個會員國內，至少有兩個

結合事業之營業總額超過二千五百萬歐元；至少有兩個結合事業之共同體內營業

總額達到一億歐元以上；每一參與事業在同一會員國內所占之營業額，未達其

「共同體營業額」三分之二以上。 

(3) 限制競爭之效果 

必須結合之實行產生或強化市場優勢地位，致妨礙共同市場或其重要部分之有

效競爭。惟符合前述規定時，並非當然受到禁止，而是由執委會判斷該結合與共同

                                                      
20 詳細內容請參閱論文，57-58。 
21 依第四○六四-八九號規則第一條二項之規定，其共同體規模之結合必須符合下列三個要件： 

(1) 所有相關事業全球營業額合計超過五十億歐元； 
(2) 至少二個以上事業各自在共同體內之營業額合計超過二億五千萬歐元； 
(3) 每一參與事業在同一會員國內所占之營業額，未達其「共同體營業額」三分之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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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之相容性其程度為何。依第四○六四—八九號規則第二條第三項規定，於上述

情形之結合應宣告為不適於共同市場。因之，若事業結合未產生或強化市場支配地

位，亦未致妨礙共同市場或其重要部份之有效競爭時，應宣告為適於共同市場，而

得實行 22。 

2. 事業結合之程序規定 

主管結合事務之機關，為結合作業組（Merger Task Force），隸屬於執委會之

第四總署。 

1998 年生效之新結合規則，修改原程序規定，特別針對達到會員國規模之結合

案，設定一系列之申報門檻，以避免同一案件多重申報，並配合簡化申報程序。新

法亦允許在案件調查之第一個月，結合參與人可進行結合運作，以排除競爭上之不

利。當有影響數會員之競爭時，亦可由數會員國合併向執委會提出。新法並且對於

信用及金融機構營業額有新規定。 

結合程序上亦有等待期間，即於執委會宣告事業之結合行為適於共同市場前，

均不得實行該結合之規定。而為確保當事人防禦權之行使，於顧及事業之營業秘密

下，亦給予審閱權。 

(四) 公營事業 

歐體競爭法對於公營事業之規範，依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九十條第一項之規定，

主要係以會員國為規範之對象。至於同條第二項則係表明受託經營一般經濟利益之

服務之事業，或有營利之獨占性質之事業，原則上仍受歐體競爭法之規範，然若因

此阻礙其受託任務之履行，且其貿易發展不損及共同體之利益時，則可免除歐洲共

同體條約之適用 23。 

(五) 國家補助 

各國常以直接或間接之補助措施，對國內事業或特定區域施以補助（Aids），

對內國事業而言當然十分歡迎，惟如此造成其他國家之關切，因而將其訂定於條約
                                                      

22 王耀慶（1999），歐盟競爭法程序規範之研究，中興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17。 
23 王耀慶，前揭論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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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較好方法。歐體對此規範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九十二條。至於國家補助之程序

規定則規定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九十三條，明確規定執委會之審核過程及會員國應

配合之事項。第九十四條則作為授權理事會制定規則之依據 24。 

三、小結 

歐洲聯盟有關規定，主要係規定在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條及第八十六條。

依第八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其所列行為因與共同市場相違背而應予以禁止，同條

第三項則有除外規定，即原則上禁止聯合行為，僅於符合第三項之規定時，始可不

受第一項之適用。其次，依該條約第八十六條規定可知，濫用市場優勢地位之行

為，亦被禁止。惟由於此等規定過於抽象，存在著諸多不確定法律概念，因此歐洲

聯盟之自由競爭政策在實際運作上，以透過理事會頒布規則之方式加以補充，第十

七號規則即為一例。 

並且，歐洲聯盟以「集體除外規則」，規範商業交易安排之特殊手段。因其法

律明確性，即提供事業之自律，依規定得以先期自我調整。而執委會在理事會規則

之授權下，已陸續制定出多項集體除外規則。此種集體除外規定，於行政效率上有

一定之優點，不言可喻。 

至於事業結合此另一競爭法規範型態，其對歐體內之貿易障礙消除，市場逐步

自由化之目標，若能允許適度之經濟力集中，將有助於事業調整體質，因應日趨激

烈之市場競爭。現歐體結合規則較低之規範門檻，規定是否合適，則有待進一步之

觀察。 

參、荷蘭競爭法之探討  

一、概述 

荷蘭基於國內經濟環境不佳及競爭力低弱之情形下，於 1935 年草創荷蘭經濟

法，自 1935 年以來，歷經多次修正。嗣於 1997 年 5 月 22 日正式通過新荷蘭競爭
                                                      

24 何之邁，前揭書，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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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Dutch Competition Law）。「法」背後概念反映出過去六十或七十年來荷蘭經

濟思想的改變。新法於 1998 年 1 月 1 日生效，將國內競爭法律之一般規則編入荷

蘭競爭法中。此法展現荷蘭政府強調經濟政策之企圖，及其為了引進更多歐體競爭

規則於國內競爭法律之意向 25。而國際性發展如經濟全球化、內部市場之建立、自

動整合歐盟會員國之國內競爭法與歐盟競爭法，及國家政府自主原則等，是取代

1956 年荷蘭經濟競爭法及轉換為類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八十六條禁止體系

之一些主要原因。即新競爭法，取代 1956 年版經濟競爭法26較為寬大但誤用之體

系（lenient misuse）27。 

二、荷蘭競爭法之執行機關與職權 

荷蘭經濟部原為荷蘭競爭事務之主管機關，但自 1998 年新競爭法施行後，其

有關競爭法之相關業務，均移轉由新成立之競爭局為主管機關 28。以下即以競爭局

與其擁有之職權而為說明。 

(一) 簡介 

新法授權一新主體為法之施行者，即「競爭局」。其隸屬於荷蘭經濟部，承襲

歐體法之精神，主管荷蘭反托拉斯法之各項相關事務，機構設立於海牙。競爭局由

大約七十位官員所組成，且被稱為「卡特爾之監督者」（cartel watchdog）29。於

2000 年 12 月 15 日，荷蘭部長會議已接受經濟部所提出，改變競爭局的地位，成為

                                                      
25 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曾公告荷蘭國內所在事業之競爭壓力太低。荷蘭政府亦受OECD

之壓力希能藉由增加禁止體系替代當前經濟競爭法濫用體系。而又因為於歐洲共同體條約下即有
此系統之經驗，故理論上 接近之方法是盡可能模仿歐洲共同體條約之規則。因此，新荷蘭競爭
法大大地反映出共同體競爭法。OECD, Assessing Structural Reform: Lessons for the future, 1994. 

26 此法之基本體系，乃是競爭局只有在一長串程序後對反於公共利益之反競爭行為案例，禁止
其反競爭行為，或採取一個或更多個經濟競爭法所規定之限制措施。簡而言之，只有當競爭當局
採取正式措施時，才能禁止該行為。惟前述之措施幾乎很少為之，也因而常稱為「荷蘭，卡特爾
天堂」。 

27 T.R. Ottervanger, J. Steenbergen, S.J. van der Voorde, Competition law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the Netherlands and Belgium,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8, 97. 

28 何之邁(1999)，考察荷蘭、法國暨OECD競爭法機關報告，4。 
29 NMa annual report 1998, Netherlands competition authority. 



 歐盟競爭法整合趨勢之研究─從荷比盧競爭法之立法觀察 95 

一個所謂的自主行政組織之計畫。目前此計畫正送交至荷蘭國會 30。 

(二) 競爭局之職權 

1. 概說 

荷蘭政府對於涉及不正競爭及消費事務案件之處理方式，如同歐體國家一般，

均委由地方法院執行。至於荷蘭競爭局之主要職掌分述如後 31： 

(1) 監督執行荷蘭競爭法第五十條所揭櫫之原則； 

(2) 採取違反競爭法規之調查行動（第五十三條）； 

(3) 得對該法第六條所規定之禁止競爭協定內容，決定是否給予除外適用（第十

七條）； 

(4) 對於購併合併之事業集體化行為，得同意或拒絕發給執照（第四十一條）； 

(5) 採取制裁或處罰行為（第五十六條）； 

(6) 根據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八條，執行歐聯競爭政策、適用共同體競爭規

則。 

因為調查、起訴及制裁之權力皆屬於同一主體，新設立之競爭局分成四個部

門，各部門將從事申訴違反事項之審查及制裁之利用。其每一部門負責以下所述之

任務 32 之一：(1) 對申報違反之有關事項為調查及認為個別除外之申報的處理；(2)

決定之起草，與復審及上訴程序之處理；(3) 結合控制；(4) 一般性管理。 

2. 調查及相關程序 

執行行為本質上為行政行為，以兩階段實現，第一階段關於競爭局官員之調

查，及第二階段有關反競爭行為之控訴與制裁。 

競爭局因控訴、或其主動權或接到申報而開始調查。而關於調查程序，競爭局

分為監視活動及調查活動。前者，指授與競爭局監控事業是否遵守競爭規則之權

利。因而競爭局所任命之官員有權去要求資料、進入建物（居民不同意時除外）、

檢查帳冊與其他紀錄，及調查運輸的目的與方法。後者，指能使官員於一特定案件

                                                      
30 Netherlands report, 1999~2000.8, OECD. 
31 Supra note 28, 3. 
32 Supra note 2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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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其是否違反競爭法之權利。並且為了保護資料之機密性，將各種預防措施納入

本法規範。 

調查 終可能導致制裁，包括罰鍰（Fines）與週期性懲罰金（Periodic Penalty 

Payments）。惟違反禁止反競爭協議及濫用優勢地位之制裁及程序原則，不同於結

合控制規定 33。 

3. 暫時性救濟 

規定於本法第九章。如局長為違反本法第六條或第二十四條之暫時意見且又考

慮到第三人利益或維護現存競爭利益時，將會發布含有懲罰金之暫時性命令，迫使

嫌疑事業結束其行為。 

4. 案例處理情形 

由荷蘭 2000 年 8 月有關競爭法之報告書中得知，截至此期間，競爭局已處理

相當大量，申報於 1998 年 4 月 1 日前屬於過渡性體制下之除外請求案例，以及大

量的協議與濫用優勢地位之上訴及控訴。競爭局亦接獲許多歸類為預防性結合控制

內容之結合案。且在 2000 年間，調查隱蔽之聯合行為與濫用優勢地位案例， 先

開始實施。此乃因競爭局希望達成實行時，能自原本被動之角色轉變為較積極主動

的態度。經濟部亦提出報告予荷蘭國會，表達其支持之立場，說明就一般而言此將

會進一步強化競爭局實行本法之效能 34。 

三、荷蘭競爭法之規範體系 

荷蘭新競爭法之體系架構，包含聯合行為、濫用市場優勢地位及事業結合等規

範。茲就各規範內容詳加說明之。 

(一) 聯合行為 

荷蘭競爭法對於聯合行為採取「原則禁止，例外允許」之原則，等同於歐盟競

爭法之規定，內容如下： 
                                                      

33 詳細內容請參閱論文，77-79。 
34 Supra note 2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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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則禁止 

根據荷蘭競爭法第六條第一項，事業間之約定、事業團體之決定及共同一致之

行為，於荷蘭市場或其一部分，以阻礙、限制或扭曲競爭為目的，或有此效果者，

禁止之。由以上所述之規定得知，荷蘭競爭法所禁止之聯合行為，要件有三 35：(1)

行為主體間須有合意；(2) 以限制競爭為目的或產生此效果；(3) 影響荷蘭市場或其

一部分。 

除了省略例示，及「影響會員國間的交易之虞」之要求外，規定於本法第六條

第一項中之定義類似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條第一項之定義，惟第六條並無複

製第八十五條之企圖。進一步言之，「於共同市場之影響」之要件，被「影響荷蘭

市場或其一部分」所取代，此乃第六條規定中比較歧異之部分 36。亦因此間之差異

而導致不同之詮釋。 

2. 無效規定 

違反本法第六條之協議且並無獲得除外或豁免者，協議自動無效。此等同於歐

體競爭法，惟一般而言，無效並不擴張至整個協議。因之第六條只適用於協議違反

禁止規定此個別要素。而無效效力於協議其餘部分之影響及無效之民事結論，皆由

荷蘭民法，更明確言之，由個別國家法規決定之 37。 

3. 除外規定 

於第六條第一項之禁止外，本法亦制定除外適用之規定。而於適用除外時，首

須符合其基本意涵，故以其要件為開端，概略說明之。 

(1) 適用除外之要件 

第十七條規定除外適用之要件有四：(a) 改善產品之生產或分銷，或促進技術或

經濟進步；(b) 確保使用者能公平分享其所導致之利益；(c) 對於目的之達成而對相

關事業之競爭限制有其必要性；及 (d) 事業不得排除涉案中產品與勞務之重要部分

之競爭可能性。職是之故，為了具備除外資格，協議須滿足上述四個標準，此標準

                                                      
35 詳細內容請參閱論文，80-82。 
36 supra note 26. 
37 Aricle 3:41 and 3:42 of the Dutch Civil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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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條第三項所列者相似。即在競爭上積極影響勝過消極影

響，當可例外允許。且在議會討論期間，部長已清楚說明此方面之規定與執委會之

政策一致，其除外之依據可能包括社會或文化特性及環境保護之考量。而本法之解

釋性備忘錄亦指出，各式各樣之社會利益於協議之評價上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

如此之考量，與列於本法第十七條者，兩者間並非規定一個分裂標準。因之假使滿

足四個標準，除外即被允許 38。 

(2) 個別適用除外 

競爭局有權允許個別除外。此時之除外適用所考慮之要件，如前所述。而事業

如希冀獲得除外適用之協議須申報於局長。且申報必須包含有 1997 年 10 月 17 日

之皇家命令所要求之資料。該申報受利益團體公開檢閱，惟保留了營業祕密及製造

情報。競爭局必須在通知日期起四個月之 後期限內下決定，不能再延長另一個四

個月期限。 

(3) 集體適用除外 

某些種類之協議，根據本法第十五條規定，依皇家命令(Royal Decree)而受除

外。據此，即發布下述之皇家命令：(a) 皇家命令除外適用有關投標之聯合協議 39；

(b) 皇家命令除外適用支部保護協議 40；(c) 皇家命令除外適用有關零售交易之合作

協議 41；(d) 皇家命令除外適用日報之價格維持協議 42。 

(4) 其他態樣之除外適用 

本法亦包含了微小不罰原則。具體言之，本法第六條第一項之禁止規定並不適

用於 (a) 不超過八個事業涉及限制協議之情形；及 (b) 該事業整年度營業額總和不超

過一千萬荷盾（如該事業之主要活動為供應物品）或二百萬荷盾（於其他情況）

者，不問這些營業額是否發生於荷蘭境內（參照第七條第一款規定）。然而，本法

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假使如此之協議損害競爭至一相當嚴重之程度，競爭局之局長

                                                      
38 Supra note 26. 
39 Decree of November 25, 1997. 
40 Decree of November 25, 1997. 
41 Decree of December 12, 1997. 
42 Decree of December 15,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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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以書面決定來撤銷其除外利益。 

與歐體結合規則態度一致，本法第六條第一項之禁止不適用於「附隨限制」。  

本法第十一條之規定類似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九十條第二項之原則。憑藉協

議，至少一事業或事業團體受託經營具一般經濟利益之服務，亦遵從於第六條第一

項之禁止規定，然而在適用此條文時，並不妨礙歸類於特別任務之執行。而為加強

荷蘭競爭規則與歐體競爭規則間之整合，歐體除外規定於本法有直接之影響力。 

明確言之，行政主體對協議之核准或宣告其無效、禁止或失效乃根據他法之規

定，或此協議之產生是依據任一他法之要求，亦即併存有兩種競爭規則。存在於本

法發生效力之同時，本法與他法令間相牴觸之案例，除外被列為一種暫時性措施。

而為調和其他法令與競爭規則，肯定將會有一番修正 43。 

(二) 濫用市場優勢地位  

依據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禁止事業濫用優勢地位，惟本法於此部分僅為簡

單之規定。 

所謂優勢地位（或稱控制地位），第一條第i項定義為，於荷蘭市場或其一部

分，單一或多個事業具有阻止有效競爭繼續維持之地位，使該事業有能力對其競爭

者、供應者、顧客或 終使用者為可察覺程度之獨立行動。此乃起源於歐洲法院於

幾個裁判中所下的定義，尤其是歐體執委會於United Brands案 44 中所為之定義。惟

本法定義稍微改變前述案例之定義形式。而決定事業是否居於優勢地位，須先為經

濟分析以定義相關產品及地理市場。雖條文之改變亦包含地理市場，即規定「荷蘭

市場或其一部分」而非「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但此地理市場並非必須

限於荷蘭境內或其一部分 45。此外，條文使用「 終使用者」之名稱，取代較不精

確意義之「消費者」。 

雖然歐洲執委會已反覆宣稱屬於結合規則意義下之結合不適用第八十六條之規

定，但內國法院（national court）仍可根據歐洲法院 Continental Can 政策為之。然

而，荷蘭競爭法明確地規定於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禁止濫用優勢地位之規定不適用

                                                      
43 Supra note 26, 108-110. 
44 Case 22/76 [1978] ECR p. 207. 
45 Supra note 26,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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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法第二十七條之結合。 

(三) 事業結合 

1. 概說 

結合監管為 1998 年荷蘭競爭法嶄新之規定。新法結合章 明顯之特性，為類

似於歐體結合規則。於解釋性備忘錄中認為造成此特性乃在於荷蘭營業利益及可調

和國內競爭法與共同體法。此法潛在之觀念在歐體法整合上，令人滿意。惟另一方

卻認為此種規定是「奴隸」調和共同體競爭法，於此觀點上該規定並不良好。其所

據論點為，第一，調和之主要缺點在於共同體法無效用之部份亦被併入荷蘭法內。

再者，個別之內國競爭法較能適應於荷蘭市場之特殊需要及特質。而且，共同體競

爭法之主要目標為市場整合，並不適用於荷蘭市場，因如前所述，該市場本身即為

單一市場本不具整合問題。兩派見解殊值傾聽 46。 

2. 結合之定義 

新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了三種形式之結合：(1) 二個或二個以上事業之合併；(2)

一個或一個以上事業獲得一個或更多他事業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之控制，或 (3) 設

立之合資持續實行基於其獨立經濟本質之所有功能且不會導致母公司競爭行為之合

作。由此三種形式相當清楚得知荷蘭立法者循著共同體法規模式制定競爭法相關規

定。 

特別一提，於銀行業與保險業，事業合併有特殊之過渡性期間規定。依本法第

三十二條及第一百零七條第三項，即在競爭法開始生效後之 初二年間，規定於本

法之結合控制將不適用於僅涉及信用機構、金融機構或保險公司等事業之結合。事

實上，荷蘭之金融、保險產業已於 2000 年 1 月 1 日，退出結合管制除外之列，亦

即從這一天起，涉及信用機構、金融機構或保險公司之結合時，若其達營業額標準

且不為歐體執委會結合監管範圍者，即屬於本法結合監管之範疇。 

本法合資之特徵尚未採取 1998 年 3 月 1 日生效之結合規則第三條第二項之修

正規定，仍舊區分集中式合資與合作式合資。因此，結合章不適用於設立事業引起

                                                      
46 Valentine Korah (1997), E.C. Competition Law and Practice, 6th edition,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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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競爭行為合作之合資。 

3. 結合之適用範圍 

本法適用範圍一方面限於 小營業額之要求（荷蘭規模），另一方面限於共同

體法令之適用可能性，即當執委會具有法定資格監管結合者，不適用之。 

如同「one-stop-shop」原則 47 之結論，本法於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本法之

內容不適用屬於執委會監管之結合。結合規則之營業額門檻，則構成荷蘭競爭法適

用範圍及結合規則本身適用可能性之限制。而所謂具有「荷蘭規模」者，即指下列

事件： 

(1) 所有結合事業全球營業總額超過二億五千萬荷盾，且 

(2) 至少有二個事業於荷蘭國內有不少於三千萬荷盾之營業額 48。 

4. 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之概念 

於結合案例 重要爭論，在於討論何者為相關市場及何者為市場新結合地位。

「相關市場」概念之意義將與共同體法 49（歐體結合規則）相同。惟地理市場，有

一明顯之不同，在於本法適用於重大限制「荷蘭市場或其一部分」，然而結合規則

適用於共同市場或其大部分。因此由「或其一部分」得知，相關地理市場可以小於

荷蘭領域。地理市場之定義將是進行中十分重要之爭論。毫無疑問，事業會希望相

關地理市場較為廣泛，因而競爭局將常須處理公司主張其面對實際的或潛在的國際

性競爭 50。 

5. 結合程序 

(1) 申報開始（第一階段） 

結合控制原則規定兩階段提出程序，其以結合申報為始。亦即當結合具「荷

蘭」規模時，首要之義務乃對競爭局局長為申報。申報須依 1997 年 10 月 17 日之

皇家命令第八至十二條之要求為之。 

                                                      
47 同於「one stop shopping」，指一次處理、一次辦妥。 
48 Article 29~31. 
49 Eelco Meerdink, Supervision concentrations in the Netherlands: convergence with the European 

model, [1999] 6 ECLR 109. 
50 詳細內容請參閱論文，10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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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三十七條第一項，局長須於競爭局接獲完整申報之時起算，四個星期內下

決定。如局長未為此種決定，該結合即無需申請許可。因此，本法不會遲延事業結

合。當局長要求提出進一步資料時，四星期之期限暫停之，直到該資料提出再繼續

累進（第三十八條規定）。局長之決定發布於政府公報且可對此為上訴。相對於一

般程序，再次審查之申請並非義務且上訴可立即地提出於 Rotterdam 地方法院。 

不過，此規則有二個除外規定。第一，依第三十九條，以企圖取得事業資本某

一比率之公眾獲得（public acquisition）或交換價格（exchange bid），不適用第三十

四條之規定，惟須立即報告於局長，且該請求團體不能行使有關資本成數之投票

權。其次，依四十條規定，為避免事業遭受嚴重損害，局長因此進一步地有權基於

該申報團體間一團體的要求，豁免第三十四條申報後原則禁止之結合實行。惟如其

後實行之結合是受禁止者，必於具體明確之期限內撤銷之。本法並無意於一般禁止

外建立廣泛之除外規範。當然，若假使進一步遲延將造成所計畫之結合嚴重損害，

競爭局可能適用於除外情況此規定 51。 

然而，如在第一階段程序之檢查結果，對於反競爭影響問題不明白、不清楚

時，局長將要求事業申請許可，以致於可有進一步之調查行為。 

(2) 申請許可（第二階段） 

為了開始第二階段，有關團體將必須分別提出申請。如局長決定許可申請是必

要者，於第二階段競爭局須於該許可申請提出之日起十三個星期內決定之。為許可

申請時必須依據 1997 年 10 月 17 日皇家命令第十三至十五條之要求，使用許可階

段之標準形式。申請之提交須先於局長作出決定，或者甚至於與第一階段之申報同

時。然而，自局長已提出確實含有許可之正式決定後，才無需考慮該申請。又，在

局長做出決定之十三個星期期限內，禁止結合之實行。另一方面，如果局長決定授

予許可或於十三個星期內不作出決定，結合開始生效。 

承認也許有公共利益的原因（經濟或非經濟），主要起因於預期結合於經濟上

之消極影響。這些必須權衡之利益被認為是屬於局長能力外政治之本質。因此將權

力賦予經濟部，當其認為保護公共利益較為重要時，可駁回局長所為拒絕結合的決

定。「公共利益原因」之概念本法並無定義，僅在議事討論期間，經濟部經由國家

                                                      
51 supra note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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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及結構性失業（社會結構改變造成）等範例，而為命名。而具國際性市場之經

濟規模，或許可能是另一個比在荷蘭市場限制競爭更重大之原因。為了得到部長批

准，此方面須在局長決定後四個星期內提出申請。申請程序必須與行政上之上訴

（規定於荷蘭行政法，Awb）相區別。理論上，兩程序可同時為之 52。 

四、法定救濟規定 53

荷蘭對抗行政決定之法定救濟，通常有兩方式。其一，對局長決定之上訴提出

於Rotterdam地方法院（該法院為行政法院），第九十三條即規定該法院之法定資

格。而地方法院之裁判可進一步於貿易及工業之上訴法院上訴（第二次及 後之請

求）。此外，任何利益團體可對Rotterdam地方法院之長官請求暫時性措施，此規定

適用要件為，享有利益之申請人需要立即行動且其已提出再次審查之請求。其二，

由於違反或企圖違反競爭行為而招致損害之第三人，可能對競爭局提出控訴。其亦

可能以民事程序為開始 54。 

五、小結 

本法之規定大約兩倍於前一部經濟法（1956 年版），包括引進國內結合控制且

明白禁止反競爭協議及濫用優勢地位 55。相同地，於荷蘭，普遍的承認歐體法相較

於荷蘭內國競爭法，是優先適用的，包括其他相關法令與判例法。倘若競合發生於

內國機構適用本法與歐體機構適用歐體競爭法時，為了避免任何可能違反歐體優先

適用原則，必須先為商議。 

本法之熱力，進一步迅速影響了競爭局為了準備下一次任務之配備、職員，以

及訓練。毫無疑問，本法之實行反映出近來於市場力量及有效競爭所產生之一般信

念。 

                                                      
52 Ibid. 
53 Supra note 1, 105. 
54 詳細內容請參閱論文，110-111。 
55 Weyer VerLoren van Themaat, The Dutch Competition Act of May 22, 1997, [1997] 6 ECLR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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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比利時競爭法之探討 

一、概述 

1991 年 8 月 5 日比利時制定法律，即經濟競爭保護法（或稱「比利時競爭

法」、競爭法），以保護經濟競爭。此法顯示出一個比利時競爭法規則發展之重要

階段。此經濟競爭保護法（下稱之為「本法」）大部分模仿歐體競爭規則，且大量

引用相關政策規定，及為了施行本法再次審查與一些程序適用原則之施行規則。本

法於 1993 年 4 月 1 日開始生效。 

二、比利時競爭法之執行機關與職權 

欲施行比利時競爭法首需建立幾個負責適用與實行該法之機構，以下即就各機

構及法授予之職權 56 分述之。 

(一) 競爭部門（Competition Service） 

競爭部門（下稱「部門」），隸屬經濟部，即屬於經濟部內之一個部門，有調

查權。此部門主要負責調查屬於本法範圍之案件，尋找及注意競爭協議，且確保依

本法作成之任何決定適當地被執行。 

(二) 競爭理事會（Competition Council） 

競爭理事會（下稱「理事會」），為一行政機關。其職責，主要在於根據比利

時競爭法之規定負責作出決定（例如否定證明、除外決定及相關結合決定），且具

有廣泛諮詢權。此外，亦提交本法適用之年度報告予經濟部。 

此競爭理事會由十二位實際成員與十二位可更換之成員所組成（本法第十六及

十七條規定可得），任期為六年。第一屆之理事會成員已於 1999 年中任期屆滿，

                                                      
56 Alain Vanderelst, Frank Wijckmans, The Belgian law of 5 August 1991 on the protection of ecnomic 

competition, [1992] 3 ECLR,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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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可能於 1999 年指派一個新理事會，因為在同時本法已作修改。然而，在此期

間，「先前」的理事會繼續行使已減弱之職權，僅作成二個控訴與七個暫時性措施

決定 57。 

(三) 競爭委員會（Competition Commission） 

競爭委員會，隸屬中央經濟理事會（Central Economic Council），為一合議制

形式之委員會，僅具有諮詢權。此權利可主動為之或依國王、經濟部或競爭理事會

之要求而行使。 

(四) 競爭理事會之會長（chairman） 

依本法第十七條規定，競爭理事會之會長，亦屬於司法制度成員之地方法官。

除擔任競爭理事會會長之角色外，其亦享有要求提供相關資料之特別權利（第二十

三條第三項），及可對依據本法受調查之案例採行暫時性措施（第三十五條規定參

照）。 

(五) 布魯塞爾上訴法院（Brussels Court of Appeal） 

布魯塞爾上訴法院，負責對競爭理事會及其會長所為決定之上訴審查。其亦有

權將在他法院之請求下，關於本法產生之法律爭論，給予先行裁決。 

(六) 書記團隊 

書記團隊為 1999 年比利時競爭法之新規定，隸屬於競爭部門。其主要任務

為：(1) 領導與安排調查；(2) 發布指示予指派之代表人實施調查措施；(3) 製作調查

報告及提交報告予競爭理事會。並且，書記團隊與競爭部門協助歐洲競爭機構實行

歐體競爭規則 58。 

                                                      
57 Belgium report 1999, OECD. 
58 Ib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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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利時競爭法之規範體系 

比利時競爭法對於聯合行為採取「原則禁止，例外允許」之原則，等同於歐盟

競爭法與荷蘭競爭法之規定，內容如下： 

(一) 聯合行為 

1. 原則禁止 

本法第二條使用之詞彙，非常相似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禁止所有阻礙、限制、扭曲相關比利時市場或其重要部分之競爭至顯著性程度影

響，以此為目的或有此效果之事業間約定、事業團體之決定及一致性行為。依此條

文規定觀之，欲構成禁止之聯合行為，要件有三： 

(1) 行為主體間須有聯合行為之合意 

依第二條之規定，本法僅適用於事業。而此「事業」之概念須如同歐體法規

定，擁有相同範圍之意義 59，且包含所有追求根本持續之經濟目標之個人及法定實

體（本法第一條第a項）。所謂「約定」、「事業團體」及「一致性行為」，牽涉至

少包含二個獨立事業共同行動之廣泛範圍。其次，本法第二條所論對事業團體之決

定，則指禁止規定亦適用於事業不直接作成約定，反而透過組織媒介一起行動之情

況。至於一致性行為之概念，指藉由相關事業以某種實際合作或協力形式之共謀行

為取代其獨立行為，以一種相互調整之方式而達成 60。 

(2) 以限制競爭為目的或產生此效果 

本法第二條列舉之阻礙、限制或扭曲競爭協議，有以下幾種：直接或間接決

定買、售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限制或控制生產、市場、技術開發或投資；分

配市場或供應來源；就相同交易，對其他交易團體適用不同之條件，致其處於不

利之競爭地位；使契約之訂定依另一方當事人是否接受附帶義務而定，而該附帶

義務無論就其性質或商業用途而言，均與上述契約之主旨無關。此乃屬非徹底詳盡

                                                      
59 Ibid, 4. 
60 Supra note 5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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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且相同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條第一項之列舉內容。 

然而，並非所有協議均受禁止，依據本法第二條，禁止僅適用於限制競爭至一

顯著性程度之協議，倘若事實上並不顯著者，當然排除禁止之適用。換句話說，如

為限制「微小不罰」程度之競爭者，當然不在本法禁止之列 61。 

(3) 影響相關比利時市場或其重要部分 

本法第二條適用於阻礙、限制或扭曲於比利時市場或其重要部分競爭之協議。

換句話說，此條文僅有關影響比利時境內之反競爭協議，其禁止並不適用僅可於比

利時境外感受之反競爭效果之行為。而在適用此條文時，產生關於認定地理市場之

兩大問題。亦即，何謂比利時市場之重要部分；更重要的是，反競爭協議須至何程

度影響比利時市場而適用本法 62。 

然而，如何認定比利時市場之重要部分，尚未有定義。可確定者僅為解釋性備

忘錄指出之以比利時領域甚或城市，作為適用本法第二條比利時重要部分之資格。

惟參與協議之事業所在位址，與此並無關聯。 

就涉案事業而言， 通常之爭論，即為該協議並無直接影響於比利時市場。故

為評價此種爭論，首應檢驗影響比利時市場此依據本法規定之適用要素。倘若限制

協議已實行於比利時境內，無疑地應適用本法。此標準在大部分之案例中，皆可適

用。 

2. 無效規定 

本法第二條第一項所為之禁止協議，根據同條第三項，該協議自動地無效。 

3. 除外規定 

歸屬於本法第二條意義內之限制協議，可以三種不同方式避免禁止適用，即透

過適用競爭理事會之個別除外、透過適用內閣命令（Ministerial Decree）頒布之集

體除外，以及依據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條第三項之除外適用。 

(1) 競爭理事會之個別除外適用 

如限制協議滿足第二條第三項之所有要件者，可獲得本法原則禁止之例外的除

                                                      
61 Ibid,121. 
62 Johan Ysewyn, What Belgium has to offer foreign competition complainants, [1997] 1 ECLR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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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適用： 該協議應對產品或分配之改善，或技術或經濟進步之促進有貢獻，或其

須提供予小型及中型事業擴張其於相關市場或國際市場競爭地位之可能；消費者

須能公平分享其所導致之利益；該協議不能為達目的，而對相關事業課以非必要

之限制；該協議不能在涉案產品之重要部分，賦予事業排除競爭之可能。 

原則上個別除外不能依據職權而為許可。為獲得本法之個別除外，該限制協議

應申報之（本法第七條規定參照）。至其申報形式為何，附加之施行法令將使得此

種申報之形式上要求明確化（本法第七條第三項）。現乃依照 1993 年 3 月 23 日之

皇家命令，藉由使用CONC E/A形式將協議通知予部門，以要求除外 63。個別除外

僅可經由競爭理事會通過之決定而獲得。競爭理事會是有權為此決定之唯一行政

體。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競爭理事會有權對其所允許之個別除外決定，附

加某種條件或義務，亦授予競爭理事會有權利於某些情況撤銷或更改個別除外，相

似於歐體執委會對根據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條第三項獲得之除外決定可為撤銷

或更改之情形。 

(2) 內閣命令頒布之集體除外適用 

本法第二十八條論及之集體除外，類似於歐體競爭法下之集體除外規則。此種

集體除外 重要之特色，即達到其要求之協議不需申報競爭部門。該等協議受有依

本法第二條第三項自動除外之利益。 

(3) 根據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條第三項之除外適用 

本法第二條第一項之禁止規定，不適用於根據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條第三

項除外適用之協議。依第八條規定，於比利時競爭法第二條第三項，如協議已由歐

體執委會授予其個別除外，或如其滿足執委會集體除外規則之一之情況時（該除外

適用不管來自個別除外，或來自於適用集體除外規定，皆不重要），為取得除外利

益協議不須申報部門。 

(二) 濫用優勢地位 

本法第三條清楚規定，當事業具優勢地位，即於相關市場，可自我行動無需考

                                                      
63 Supra note 2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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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其競爭者、消費者或供應者，且因此妨礙市場內之實際競爭，則受本法規制。簡

而言之，本法第三條，乃規定於相關比利時市場或其重要部分，個別或數個事業有

控制地位濫用之行為，應禁止之。此條文等同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六條為濫用行

為之不完全列舉。 

任何優勢地位之判別先要求相關市場的定義，包括關於涉案商品或服務，以及

由地理觀點而論之相關市場定義，然後須評價於該定義之市場下，相關事業之經濟

力。解釋性備忘錄明確指出，本法所要求市場定義及優勢地位評價，應照歐體競爭

法規定可適用之相關原則為之。因上述理由，市場占有率數字必定扮演一個重要角

色 64。 

依競爭法之條文規定，禁止事業在比利時相關市場或重要部分市場濫用優勢地

位。因而競爭法不太可能應用在當濫用優勢地位所造成的結果只有發生在比利時之

外的情形 65。至於「濫用行為」本法第三條規定為：(1) 直接或間接課加不公平之買

價或賣價或其他不公平之交易條件；(2) 限制生產、行銷或技術發展致生損害於消費

者；(3) 對交易相對人，就相同之交易，適用不同之條件，致使其受到競爭上之不利

益；(4) 締結其他團體接受之輔助性義務契約惟依其本質或依據商業習慣，該義務與

契約本旨無關。此等列舉方式，嚴格言之並非無遺漏。於他種協議也可能產生濫用

優勢地位之結果。因而，歐體競爭法將很可能適合作為本法第三條解釋之基礎。 

(三) 事業結合 

比利時競爭法有關結合之部分，乃規定於第九條以下，以禁止導致產生或擴張

優勢地位，明顯限制比利時市場或其重要部分有效競爭之結合為目的。 

1. 結合之概念 

結合之概念定義於本法第九條，實質上相同於歐體理事會第四○六四—八九號

規則有關事業間結合控制之方法。然下述經營行為被認為不屬於本法規範之結合，

即結合不發生於下列情形：(1) 第九條規定：當信用機構、他種金融機構或保險公司

為一般活動，包括為自己或為他人計算而交易有價證券，基於其於事業所獲以轉售

                                                      
64 Ibid, 130-131. 
65 詳細內容請參閱論文，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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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目的之暫時性基礎，持有有價證券，規定不能於決定事業競爭行為時，行使其所

擁有有價證券之投票權，或規定其可行使之投票權僅以準備販售全部或部分事業、

或其資產或有價證券時，且該等販售行為發生於取得之日起一年內；(2) 第九條規

定：根據司法決定或義務清算程序，當政府或法院指派官方持有者獲得控制；(3) 第

十三條規定：當結合受歐體執委會之控制 66。 

2. 具「比利時」規模之結合 

適用於第九條規定之結合，而其門檻標準規定於第十一條。惟 1991 年之規

定，已由 1995 年 3 月 31 日之皇家命令而作修正，改為須達三十億比利時法郎，及

占有相關市場的百分之二十五。本法第四十六條具體指出第十一條論及之營業額，

為達到比利時國內外前一會計年度間之總營業額，其計算乃依照 1990 年 3 月 6 日

皇家命令中之合併計算原則 67。惟於 1999 年復修正競爭法之規定，事業結合需滿足

下列標準，即有關事業於比利時合計營業額超過四千萬歐元，且其中二事業以上於

比利時之營業額至少有一千五百萬歐元。這些標準為新比利時規模門檻，主要在於

廢除市場占有率之要求。 

3. 許可與除外規定 

無疑地，結合之許可須考慮其對比利時市場之影響而為裁判。依比利時競爭法

第十條規定，競爭理事會若確定行為不能創造或擴張優勢地位，且限制比利時相關

市場之有效競爭，可許可結合。然而，與歐體結合規則規定不同，本法增加了如確

定結合對產品改良、分銷、技術或經濟進步有貢獻，或結合產生之市場競爭結構的

改善，勝過由該結合同時造成之限制競爭消極影響，亦可授予結合。本條項之規定

事實上非常相似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條第三項可授予除外之規定內容，以及

本法第二條第三項授予除外標準之範圍。  

四、比利時競爭法之程序規定 

(一) 概說 

                                                      
66 Supra note 26, 133. 
67 詳細內容請參閱論文，13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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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競爭法之程序，依某公眾機構之請求、利益事業之控訴，或由請求布爾

塞爾上訴法院先行裁決後，部門即應開始調查。競爭部門具廣泛之調查權，其權限

相似於歐體執委會所具有者。根據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競爭部門要求事業及事業

團體提供資料。且於本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如不精確地給予資料或在期限內為答

覆，賦予競爭理事會處以事業二萬法郎至一百萬法郎罰鍰之權。此外，如該事業或

團體不遵守要求提供某資料之決定時，競爭理事會會長可處 高達每天二十五萬法

郎之週期性懲罰金。然而，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四項規定，於申報結合，競爭部門

在開始調查前，將先檢查該請求可否准許。 

對競爭理事會或其會長所為決定上訴於布魯塞爾上訴法院，期間由其公布於比

利時官方日報之日開始，或由申報日始三十日內為之，即依決定之類型而有不同。

上訴可由受調查之事業提出，亦可由申訴者及已出現於競爭理事會之所有團體為

之。雖請求時，直到裁判日為止，法院可暫緩課以罰鍰或週期性懲罰金，然上訴仍

不具停止之效力。嗣後上訴法院之決定發布於比利時官方日報 68。 

(二) 暫時性救濟 

本法第三十五條，程序期間，如需要避免對受限制競爭協議影響之事業造成嚴

重、緊急、無法挽回之侵害之情況下，或當具有一般經濟利益之要求時，原告或經

濟部將請求理事會會長作成暫時性救濟之命令。且為確保暫時性措施之有效性，可

處以一天 高二十五萬法郎之懲罰。 

(三)先行裁決 

本法第四十二條規定，法院如認為，為了能完成裁判，即決定該協議是否許可

有一定之必要性，可暫緩作出本案及請求布魯塞爾上訴法院給予先行裁決。雖對此

裁決不可上訴，然此方法可解決法律爭論，並拘束請求之法院。亦因此，上訴法院

為能夠作出先行裁決，可請求競爭部門實行調查。 

                                                      
68 Supra note 26,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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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定救濟規定 

理事會之決定公布於比利時官方公報之三十天內，該決定可上訴於布魯賽爾上

訴法院。上訴法院之裁判有關法律觀點之部分，則可上訴於 高法院 69。至於第三

人可以二種方法，使違反比利時競爭法第二及三條之協議受制裁。第一，第三人可

指出第三條第二項第b款事由，投訴於競爭機關；其次，其可於法院前提出該協議

之違法。 

六、新修正之比利時競爭法 

比利時 1999 年 4 月 26 日之競爭法補充規定，附於 1999 年 9 月 1 日之皇家命

令中，明顯修正 1991 年 8 月 5 日之比利時競爭法。此次修正於 1999 年 10 月 1 日

開始生效。新修正者已適用於具「比利時規模」之結合與所有形態之合資，如同修

正後第一三一○—九七號之結合規則。且其門檻標準之認定亦已修改，須有關事業

於比利時合計營業額超過四千萬歐元，且其中二事業以上於比利時之營業額至少有

一千五百萬歐元。1999 年 6 月 1 日之補充法，又併入國會 1999 年制定之規定，主

要修正如下 70： 

(1) 於理事會設立四個專任職務，包括會長及副會長職位。 

(2) 在競爭部門設立一組書記（rapporteur）。 初總數為四人，其職責為領導調

查、準備調查報告及提交該報告予競爭理事會。 

(3) 部長會議，基於該結合行為所產生一般利益超過限制競爭造成之危險緣由，

現可授予原競爭理事會決定不許可之結合案得從事結合。 

七、小結 

本法適用於當相關市場至少包含比利時市場之重要部分時。惟於此造成一重大

議題，亦即議會及行政部門尚未宣布「比利時市場重要部分」之定義，因此仍不了

                                                      
69 Ibid, 126. 
70 Supra note 5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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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何謂 小地理相關市場，而引發了比利時競爭法之適用問題。 

至於執行機構方面，規定部門與理事會兩者間權力分立之此種制度性結構，雖

此種精緻之方式論理上值得讚揚，然事實證明運作上相當麻煩。因此於 1998 年對

於制度體制之再次檢閱，乃企圖對此作成修正。然 1999 年之修正仍分為兩機構，

本質並未改變，惟職權漸有融合之傾向。 

其次，探究依本法而為申報之協議如此少量之緣由，大部分皆由於下列兩因

素。首先，比利時是一個具有公開經濟之小國家。因此，並非所有重要協議都可能

影響會員國間之交易。並且，市場經營者所涉銷售及其他協定通常大多依第八十五

條第三項規定申報予歐體執委會，而非依比利時競爭法第二條規定申報予比利時當

局 71。 

再者，就施行本法之機構而言，自完成之初至今，遭受資源缺乏之困境。究其

根本，競爭部門之成員僅有二十七位，比起其他競爭機關之人員部署，十分不合

理 72。並且，競爭理事會所有人員除具競爭法之實行責任外，在他處亦有專任之職

責（可能為法官、大學教授或律師），實不妥適。今日已對此稍作修正，競爭理事

會中有四位成員須是專職的。 

伍、盧森堡競爭法之探討 

盧森堡大公國（Grand-Ducky of Luxembourg；簡稱盧森堡）為歐盟會員國中領

土 小的國家。其於 1970 年 6 月 17 日制定其管理限制商業經營之基本法，即限制

交易行為法。再於 1989 年 9 月 2 日 73 進一步對該法為技術性之修正。此種技術性

修正規定，並不影響 1970 年法之基本原則。以下即將所有 1970 年 6 月 17 日之基

本法規定與其修正規定合稱為「本法」。 

                                                      
71 Supra note 26, 128-130. 
72 Supra note 56, 12. 
73 詳細內容請參閱論文，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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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盧森堡競爭法之規範體系 

(一) 聯合行為與濫用優勢地位 

基本上，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及八十六條與盧森堡競爭法間之概念並無不

同。1970 年 6 月 17 日限制交易行為之盧森堡法，實際上其第一條之內容，便相同

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及八十六條規定。 

依第一條之規定，本法所設之制裁適用於： 

(1) 以阻礙、限制或扭曲市場競爭為目的或產生效果且具侵害公眾利益之性質之

所有事業間約定，事業團體之決定及一致性行為； 

(2) 一個以上事業濫行利用其市場優勢地位且侵害公眾利益之行為。 

並且，根據本法第二條之規定，當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可除外適用：  

(1) 由於法定規定或規則之適用，即該協議已適用他法； 

(2) 自然人負責證明其對改善產品之生產或分配，或促進技術或經濟發展有貢獻

且消費者可分享利益。 

此條文相似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條第三項，為除外於一般禁止原則之規

定。 

因而，本法之聯合行為，規定在第一條第二項，要件為事業間應有聯合之合

意、以限制競爭為目的或產生此效果，以及具侵害公眾利益之性質等。其前二要件

等同於歐體法，至於第三要件是否即是歐洲法院所認為欲適用第八十五條第一項，

應以該協定所引發之限制競爭效果，足以影響第三者之事業或消費者為前題之觀點

的具體化進步規定，即在 1970 年盧森堡之立法者就以此意圖劃定聯合行為禁止規

定適用範圍，並無法得知。且此條文無歐體法影響會員國間交易之虞要件，或者訂

定與荷蘭及比利時之相似規定，應如何解釋，考量盧森堡機關在處理案例時，通常

援引歐體法，不妨認同歐體要件。 

其次，本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事業如濫用市場優勢地位，可對其加以制裁，

制裁之要件亦涵蓋上述所論之侵害公眾利益。由條文規定可知，構成要件應有三：

(1) 居於市場優勢地位；(2) 須有濫用之行為；及 (3) 侵害公眾利益。  

再者，自盧森堡法院處理限制協議及濫用優勢地位之案例中，可獲得歐洲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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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條約第八十五及八十六條於盧森堡所具有之直接效力 74。因而亦須就此二條文內

及與其相關之法規稍加注意。適用上包括定義之探討援引歐體內容，要件之充足亦

依循歐體規定，以彌補盧森堡競爭法之闕漏。 

(二) 事業結合 

結合檢驗之標準，於本法並無規定，惟就法之規範本質而言，第一條之禁止規

定可適用於事業結合。本法形成關於結合控制之一般法規 75。 

嗣後，依 1993 年之補充法 
76，開宗明義即訂定歐體第四○六四—八九號規則於

盧森堡競爭體制之適用。亦即在事業結合之管制方面，事業間之結合行為必須符合

第四○六四—八九號規則所定結合之意義，而且該結合須已達到共同體之規模，始

受規範。此外，此種經濟力之結合必須對共同市場之競爭秩序產生相當影響，始有

規範必要。 

應注意，結合規則有新近規定，即歐體理事會於 1997 年 6 月頒布之理事會一

三一○—九七號規則。此新規則在 1998 年 3 月 1 日已正式生效。惟新修正之結合規

則，盧森堡尚未引進，故其擴張第三條界定之結合範圍至成立合資事業係持續而自

主之經濟實體，是否於盧森堡亦可適用，仍有疑問。 

二、盧森堡競爭法之執行機關與職權 77

於盧森堡並無一個擔任純執行機構之特殊行政體，而由檢察機關（Public 

Prosecutor）、國家經濟部（Minister of National Economy；簡稱為經濟部）及限制

交易行為委員會（Commission des Pratiques Commerciales Restrictive；下稱之為委員

會）三者為之。 

                                                      
74 Loesch ＆ Wolter, Luxembourg,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5 and 86 of the EC treaty by national 

courts in the member states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7, 332~333. 
75 Pieere Rauchs, Grand-duchy of Luxembourg, International merger control, p. 1037. 
76 詳細內容請參閱論文，176-177。 
77 Supra note 74, 1038-1039. 



116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一) 檢察機關與檢察官 

檢察機關之行動，如同其身為一個執行機構所應具有之權限，僅除了不能自發

地開始調查。檢察官只可於接獲大眾控訴，存在有限制商業之協議時，而採取行

動。 

檢察官代表檢察機關，職責為接受他人提出之控訴。嗣後，檢察官將決定可能

之調查，及（或）實行控訴。依本法，檢察官可能接獲任何限制措施之受害者所提

對該商業交易限制措施之控訴。如決定依控訴採取進一步行動，檢察官將請求經濟

部要求委員會從事本案之調查。此外，檢察官亦涉及違反經濟部 終裁決時之處

理。 

(二) 經濟部 

倘若該約定、決定或一致性行為屬於本法之適用範圍，經濟部有權先為發布警

告或忠告予利益團體。經濟部亦可完全地或部分地禁止其認為違反本法第一條規定

之交易措施。並且，同樣地，對其先前已發布警告或忠告之該等協議，經濟部仍可

加以禁止。經濟部依此第七條規定而為之決定，應以掛號信函通知予相關事業，包

括申訴者，否則程序不合法。相關事業如不遵從經濟部之命令，將可引起犯罪之制

裁，即監禁及（或）罰鍰。 

經濟部內並無特別區分單位，以分別負責聯合、濫用優勢地位，及結合之再次

審查。惟經濟部具有作出裁決之獨占權限。而當事業違反經濟部之 終裁決時，即

由檢察官處理之。經濟部亦可命令委員會對相關事業及人員行使質問，但質問權之

界線本法無規定。然而，如前所述，經濟部雖為實施本法之機構，但終究並非屬於

一個真正之審判機關。不過，對於經濟部之決定，仍規定有救濟途徑，即其可上訴

於州議會（Council of State）。 

(三) 限制交易行為委員會 

限制交易行為委員會之性質為顧問機關，當受到調查之經濟部請求時提出意

見。委員會須於經濟部所為任何行為之前，調查案例且發表意見予經濟部。且當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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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部受檢察官要求而請求委員會提出意見時，經濟部一定須尋求委員會之建議，否

則其程序不正當。 

依本法第三條規定，委員會隸屬於經濟部，其職責為考慮屬於第一條範疇之案

例，且就是否該特定協議係根據第二條大眾利益之除外規定而受允許提出報告，包

含檢閱依第二條規定所提之證明原因，及另一方面，提供經濟部其所檢閱之每一案

件的實際建議。然此建議並非為決定，身為一個顧問機關之委員會，並無決定之作

成權限，經濟部所為決定才是 終之決定。亦即，在其意見報告中，委員會將提出

採取有關措施之計畫，惟此種經濟部於決定前尋求委員會所得之意見，仍不拘束經

濟部。 

同條規定，委員會由六位成員組成，包括二位經濟部高級官員，一位司法部

（Ministry of Justice）官員，及三位由私人事業選出特具經濟能力〈技術〉者。委

員長及委員會所有成員，除司法部代表由司法部自行指派外，其餘由經濟部指派，

每一成員任期五年且可再次被指派，連選得連任。而且，倘若案例有需要，例如於

結合之場合，對於該等金融事業知之 詳者，莫過於其主管機關，依此緣由，經濟

部亦可主動行為或因政府他人員之要求，基於某種專業能力之需要，暫時選出成員

外其他相關部門之官員進入委員會。 

本法第九條亦對經由委員會之執行而產生的費用，訂定其依經濟部州預算規定

設立之款項償付。且根據第十一條，委員會之運作將由本法規定外之其他大公國規

則管理。 

三、盧森堡競爭法之程序規定 

(一) 調查程序 

依據所接獲之控訴，指派為本案之檢察官將行初步調查，即以非正式之初步調

查為開始，至於提起控訴之隱含本質，乃在授予檢察官權限考量是否開始調查。依

照初步調查，實行其發現事實權利，包含提出資料之要求、執行現場（on-the-

spot）調查。倘若檢察官認為證據顯現其具潛在之違反性，正式程序開始。 

然而程序可能於此非正式階段即終止，可能因相關事業自動終止其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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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改正有關協議使其適應競爭規則。對於檢察官之調查權，本法之 1993 年補充法

直指向歐體第十七號規則第十一條、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第十一條提到資料之書

面要求，第十四條則為現場調查。第十四條所規定之權利，本質上為對歐體事業及

事業團體進行所有必要的調查，盧森堡競爭法援引適用後，解釋為對盧森堡事業及

事業團體進行所有必要的調查。此調查行為適用於相信有違反行為或已違反競爭規

則之事業，以及認為擁有違反嫌疑資料之事業。 

嗣後，如檢察官發現充分證據證明此控訴內容為正當者，將請求經濟部命委員

會開始行質問，正式程序於焉展開。有關質問程序，規定於第六條，即在經濟部之

要求下，委員會主委以其官員或職員繼續進行質問，而官員或職員可能特別地以此

目的受指派。於詢問屬於其他部門權限範圍之有關事業，相關部門將可指派代理人

參與商議。 

依本法第五條規定，委員會收集所有資料、證言及可能證據，且將檢閱所有文

件及其他肯認將對形成意見有幫助之資料。其亦給予相關事業提交書面評論及必要

時聽審之機會，即給予事業機會發表其爭論。如有聽審之請求則應為之。且於任何

案例，事業皆可指定律師或特別代理人為代表或提供幫助。 

本法第五條第四款規定，假使相關事業不於受正式要求，行意見之提出行為後

一個月期間內，以掛號信函提出其意見，或如在相同時間，不履行以掛號信函方式

所發之書面傳喚，委員會不採用相關事業之解釋，亦可作成有效之決定。惟委員會

可依相關事業之具體請求延展此期限。 

委員會應於案例送至日起五個月內發布其意見。然而，經濟部可許可委員會一

較長之期限提出報告，或要求委員會於較短期內提供意見。嗣後，隨著取得委員會

之報告與忠告，經濟部作出決定。 

(二) 決定作成程序 

依本法第四條規定，會議由委員長召開或以經濟部之要求為之。案例僅由經濟

部提出。惟如檢察官有此要求，經濟部一定須行之。 

由準備每一案例之行政文件之秘書處，負責接受案例之申請。於案例提交開始

五個月期限內，委員會應對此行政文件做出判斷，除非經濟部訂定更長或更短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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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已於前述。並且，在正當程序的考量上，至少需有委員會四位成員在場，其中

包含二位經濟部官員及二位司法部官員。 

若委員長被阻止參與，主席可由經濟部指派之第二位成員擔任。會議中將考慮

所有提交之案例。由秘書處製作會議記錄。對於已形成之見解，須由贊成者簽名。 

由此可知，委員會成員可表達其不同意見。既然如此，委員會之見解將反映出

各種態度。 

此外，委員會如前述可得到所有有用之資料，以及可請求專家之協助，即就其

專業領域問題提供幫助。 

(三) 上訴程序 

根據本法第七條，對經濟部之決定，可以掛號信函在決定通知日之一個月內，

提出上訴予州議會之糾紛處理委員會。此上訴屬於州議會之訴訟階級。州議會受請

求處理緊急問題之上訴，且其擁有完整之裁決案例是非之司法權。 

遞交訴狀於州議會，上訴即開始。於州議會之程序為書面審理，該團體以案例

摘要呈現其態度，而州議會審理時可僅考慮其所提出之爭議。如上訴之提出乃代理

人所為者，此類上訴方式亦只可准許接受。上訴並不當然地停止經濟部的命令，而

是需要進一步要求州議會之特定決定以獲得停止。 

(四) 其他規定 

關於先行裁決（Advance Ruling）程序此部分，並無明確地規定於本法，惟經

濟部仍可以非正式之觀點，先為考慮事業或團體所提之計畫。雖本法對此無規定，

但由盧森堡法院之審理過程視之，其中卻也有採取暫時性救濟之情況者，惟此時之

法理根據為盧森堡之程序法典，而非競爭法，亦非共同體法 78。 

本法第十條，要求委員會成員、官員或秘書處職員，及自然人從事第六條論及

之調查工作時，對所為決定及資料應保密，如傳遞之，可撤銷其職責。此規定包含

了競爭法執行機構委員會官員之保密義務。然再深入思考，他執行機關之人員便無

此等義務，如此之結論並不合理。雖依據歐體法之規定，由執委會詢問及調查所獲

                                                      
78 Supra note 73, 33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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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資料，僅使用於請求或調查之目的。並且，執委會不能揭露調查所得之資料及

有關專業機密之資料。但是在盧森堡，案例之流動機關可能有多處，故不只應對委

員會相關人員為規範，亦應擴及他執行機關。 

依歐體法規定，倘若 終之正式程序，執委會確定有第八十五條或第八十六條

之違反情形，可藉由決定，要求相關事業終止違反行為。而本法第一條僅以「制

裁」一詞而論，未提及要求事業終止該協議，適用上有待釐清。 

依照本法第八條，當發現事業之經營者、合夥人、董事或負責人以適用第七條

第一項第三款，即違反第一條之規定者，將處以八天至一年之監禁課刑，及一萬至

一百萬法郎之罰鍰，兩者併罰或單獨地以其一為處罰，惟並不侵害刑事法典與他法

律及規則規定所訂定之處罰。至於，任何故意阻撓委員會成員，或第六條論及之代

理人之調查工作，及同樣地關於任何規定之資料，對官員或代理人故意誤導或不為

詳盡說明者，將處以五百至一萬法郎之罰鍰。 

四、小結 

歐洲國家於建立歐洲聯盟後，原來在一個國家內之事業競爭，便擴大到整個歐

洲共同體，因此不論歐盟或各國經濟法規應運而生，期望以一項有效之法律制度來

保障競爭之公平與合理。盧森堡競爭法於 1970 年即有屬於特別立法規定之競爭體

系，雖規範不充分，但可謂很早邁入國家競爭法之林。 

可以這麼認為，一個如同歐盟競爭法，或僅為比利時共五十七條條文之競爭

法，對盧森堡而言，並無實際效用，因其經濟活動乃在製造及消費商品的輸入，很

少發生爭論，職是之故，如訂定更完美、更詳盡之競爭法，可能只是一種立法資源

的浪費。然而，案例極少，表示仍有規範之必要，也許當前盧森堡之情勢，以現存

規定輔以補充法即可適用，或直指歐體規定方式而處理案例，即已足夠。惟未來之

發展無法預測，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乃一般趨勢，預先制定完善之法制實有必要，

否則一旦弊病形成再圖改革，為時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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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結論 

一、荷比盧三國競爭法之歸納比較 

(一) 競爭法之產生背景 

荷蘭競爭法於 1935 年即已草創，當時之制定乃基於該國之經濟環境不佳及競

爭力低弱。然隨著經濟的不斷改變，亦歷經了多次修正，直至形成今日此版本之競

爭法。惟此競爭法屬於新法而非修正規定，共有一百一十個條文。 

至於，比利時競爭法，不同於荷蘭競爭法，為一個嶄新之立法，亦因而使得比

利時邁入「競爭法俱樂部」之林，成為獨有國內競爭法國家之一員，這也是該國立

法機關制定此法 大之因素。 

而盧森堡之競爭法規則，雖於 1970 年即已出現，但其規定相較於前述兩國之

規定，顯得十分貧瘠及不明確。尤其在結合方面之論述，付之闕如，僅能以相關概

念涵攝之。嗣後於 1993 年再將歐盟有關結合之規則引進適用。實際說來，此法仍

有極大之立法空間。 

(二) 仿效歐盟競爭規則 

荷蘭、比利時及盧森堡之競爭法，其大量規定皆模仿於歐盟競爭規則。例如荷

蘭競爭法第六、二十四條、比利時競爭法第二條及盧森堡競爭法第一條，即依循著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八十六條（現條號已改為第八十一、八十二條）而來。

更甚者，荷蘭競爭法於名詞定義上，直接指向歐洲共同體條約之規定，相較於比利

時以重申歐洲共同體條約定義之方式立法稍有差異，然事實上兩者 終結果並無不

同。 

(三) 執行機關與職權 

於荷蘭競爭法之規定下，產生一新法施行者之主管機關，即競爭局，隸屬於荷

蘭經濟部（舊法時代之執行機關）。其職權包含調查、監管、決定是否允許除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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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以事業罰鍰等，可說是極廣大之權限。 

比利時競爭法則設立經濟部門與經濟理事會兩機構，兩者間之權力分立。此種

制度性結構，於分工細緻此點上，為其優點，惟亦為其缺點。舉例來說，一案於荷

蘭處理時，僅須由競爭局為之，較不易產生權限上劃分之難題，因如依比利時競爭

法規定由兩機關分權行使，假使兩者間之權限又相當僵化而不具彈性，再加上行政

上處理比起一機關之行為亦可能較為費時，將形成資源之浪費。對追求商機之事業

而言，亦是一大損失。然而，比利時此種立法方式，究其根本乃屬先進之方式，如

同司法制度下之審檢分立，避免有球員兼裁判之嫌。 

盧森堡競爭法僅規定執行由檢察機關、國家經濟部及限制交易行為委員會為

之，與荷蘭、比利時皆不相同，並無一個純擔任執行之特殊行政體。 

(四) 規範體系 

相同的，此三國之競爭法所規範者，僅及於限制競爭之部分，至於不正競爭部

分則不在此範疇。 

荷蘭與比利時之競爭法，皆包含聯合行為、濫用優勢地位與事業結合三大部

分。然盧森堡競爭法，以第一條規定涵蓋聯合行為以及濫用優勢地位，事業結合則

引用歐盟理事會第四○六四—八九號規則及視該法為一般規定而適用。 

(五) 聯合行為之規範 

荷蘭、比利時及盧森堡三國競爭法，對於聯合行為皆採取「原則禁止，例外允

許」之原則。於禁止規定方面，事業間之約定、事業團體之決定及一致性行為，以

阻礙、限制或扭曲競爭為目的，或產生此效果者，雖根本上相同，然依荷蘭法規定

將區域限制於荷蘭市場或其一部分，比利時法卻限於比利時市場或其重要部分，盧

森堡法更為簡單，僅規定盧森堡境內。相關規定可說是大同小異。 

(六) 事業結合之規範 

荷蘭與比利時競爭法於事業結合之適用範圍限於荷蘭規模與比利時規模，且當

執委會具有法定資格監管該結合時則不為適用。依其規定內容，可知荷蘭與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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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立法者乃循著共同體法規模式制定競爭法相關規定。惟於盧森堡競爭法就結合並

無規定，直至 1993 年之補充法，開宗明義將歐體第四○六四—八九號規則適用於盧

森堡競爭體制，然而結合規則有新近規定，即第一三一○—九七號規則。此新規則

盧森堡尚未引進，是否亦可適用，容有疑問。 

(七) 濫用市場地位之規範 

荷蘭競爭法，禁止事業濫用優勢地位，惟僅為簡單之規定。條文規定「荷蘭市

場或其一部分」而非「相關市場」。此外，條文使用「 終使用者」之名稱，取代

較不精確意義之「消費者」。而比利時競爭法，亦規定當事業具優勢地位，即於相

關市場，可自我行動無需考慮其競爭者、消費者或供應者，且因此妨礙市場內之實

際競爭，須受規制。至於盧森堡法，僅規定事業如濫用市場優勢地位，侵害公眾利

益，可對其加以制裁。實質內容則由歐體法加以補充。 

(八) 調查權與保密義務 

荷蘭法之調查權，除了有關監視之權力外，官員有權查封營業場所與物件，且

可檢閱帳簿及其他紀錄。但是對於機密資料（即包含商業秘密與製造資訊之資料）

屬於除外部分，如此之資料原則上並不可傳遞，當然即不應公開。且官員為了從事

調查，可進入事業所在建物。 

依比利時法，競爭部門要求事業及事業團體提供資料。部門不只搜索涉案事業

之建築物，且搜索主管及工作人員私人住所及會計師、金融及稅務顧問之樓宇，然

依規定仍須獲有法官之先前許可，始可行使。相較於荷蘭法，缺少了保密義務之規

定，然於附帶條件下增加調查權行使之範圍，若欲論其優劣，實應進一步對此兩國

之歷史、經濟，甚至文化背景共同參考，才有辦法評價，不過於保密義務方面，還

是有所規範較為妥適。 

盧森堡法要求委員會成員、官員或秘書處職員，及自然人從事調查工作時，對

所為決定及資料應保密，不得傳遞。1993 年之補充規定加上引進歐體法程序規定，

使得調查權與保密義務較為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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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三國競爭法之未來發展 

荷蘭競爭法以一百一十個法條建構出其經濟體系，深入討論後可發覺已有一定

之規模，相信在處理問題上無甚大問題。其次就比利時法以五十七個條文構成者而

言，雖相較於荷蘭僅有約半數條文，然內容中亦十分完備，且加上其判例法之援

用，成果亦屬完善。因而考量三國競爭法，其中 有問題者，無疑的可以說是盧森

堡法。但是如同前章所述，該國形成此狀況 主要之原因，在於本國經濟因素，因

不常發生此類經濟案例，認為不需要太過清楚之規定，即使發生亦可在其法院以直

接適用歐體法之方式為之。 

二、荷比盧三國與歐盟競爭法之整合 

歐洲聯盟為當今世界中，體制 為完備且歷經長期的諮商過程， 具代表性的

區域組織。其特性在其會員國皆具有相當同質的文化和齊一的經濟及福利水準，地

理上亦相當毗連且具有可結合的特性 79。故於競爭法上發展之趨勢，應是會員國自

然追隨於歐盟之規範，荷比盧三國即是如此。惟國內之立法者應意識到本國所獨具

之歷史背景、政策目標，以制定出不同於歐盟制度架構及不同其程序規則，但更合

適於該國之調和體系，此乃是一個由一開始即注定複雜之課題。 

荷比盧三國與歐盟競爭法之整合，有下列幾點： 

(一) 規範體系 

荷蘭與比利時之競爭法，皆包含聯合行為、濫用優勢地位與事業結合三大部

分。且內容多引用自歐盟競爭法之規定。即使是盧森堡法亦仿照歐盟之規範。雖歐

盟於歐洲共同體條約僅規定聯合行為與濫用優勢地位兩者，而另外制定結合規則規

範事業結合，但就整合面而言，並無差別。 

(二) 歐盟機構之判例法 

在此三國中，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例如該國之執行機關或裁判機關，於案例處

                                                      
79 承立平（1995），「歐洲聯盟之競爭法制及其適用性」，美歐月刊，十卷六期，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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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適用歐洲法院之見解時，即借用歐盟較長久之發展經驗，用以作為規範依據，

彌補本國競爭法規定之不足處，此種方式無形間將歐盟規範帶入三國競爭法內，實

質上已屬整合，且可預見將來修法時，或多或少將成為考慮的對象，造成形式規定

之融合。 

(三) 除外適用之一致 

於荷蘭法規定除外適用之要件有四：(1) 改善產品之生產或分銷，或促進技術或

經濟進步；(2) 確保使用者能公平分享其所導致之利益；(3) 對於目的之達成而對相

關事業之競爭限制有其必要性；及 (4) 事業不得排除討論中產品與勞務之重要部分

之競爭可能性。而在比利時法除在 (1) 部分，加上「或允許小、中型事業於相關市

場或於國際市場擴張其競爭地位」外，其餘亦相同。於盧森堡法則規定 (1) 由於法

定規定或規則之適用，即該協議已適用他法；(2) 自然人負責證明其對改善產品之生

產或分配，或促進技術或經濟發展有貢獻且消費者可分享利益。此種規定雖並非完

全採用歐盟競爭法規定（除荷蘭為全文引用），但採取其概念之本意，無庸置疑。 

(四) 程序發動之方式 

歐盟對於此方面，於聯合行為時以事業主動提出申報、基於本身之自發權或由

申訴者所為控訴而開始進行程序。荷蘭法之競爭局則因控訴、或其主動權或接到申

報而開始調查，此與歐盟規定完全一致。然比利時競爭法規定為，依某公眾機構之

請求、利益事業之控訴，或由布爾塞爾上訴法院請求先行裁決後，競爭部門開始調

查，與歐體法 大不同乃在機關本身無自發權。而在盧森堡之規定，檢察官只可於

接獲大眾控訴，存在有限制商業之協議時，而採取調查行動。實與歐體法大相逕

庭，發動方式不僅被動且範圍狹小。 

其實，在處理競爭案例時，執行機關如有主動之權限，於競爭秩序之維持上應

可成為一個更有效能之機構。使其不再居於被動之角色，自發調查違反行為，對於

同一市場中之非涉案事業的保障，可較為周延。 



126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五) 結合程序階段 

荷蘭法之程序進行採行兩階段方式， 初之第一階段，當結合具「荷蘭」規模

時，首要義務乃對競爭局局長為申報。惟如在第一階段程序之檢查結果，對於反競

爭影響問題不明白、不清楚時，局長將要求事業申請許可，以致於可有進一步之調

查行為。申請許可即為第二階段，有關團體必須分別提出。此種形式不同於歐體法

之規定。然比利時則如同歐體法之規定，通常先討論部門之申報，即於接受申報

後，部門將詢問消費者、供應者及競爭者，作成初步決定。故於此處結合程序，荷

蘭法有極大範圍之革新規定，而未仿效歐體法規定。 

三、荷比盧三國競爭法對我國之啟示 

(一) 概說 

我國在台灣地區經濟發展的成就，已為世所公認，惟隨著產業結構的改變與日

益增加的國內外競爭壓力，市場獨占、結合、聯合及種種不公平競爭行為亦與日俱

增，扭曲了價格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機能。因此，經過數年之研議，於民國 81 年

通過「公平交易法」80。然而，法之訂定並非即為終點，我國公平交易法，亦應富

修正彈性，因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的調整過程，故於有關之競爭政策需隨著社會經

濟問題、產業結構、或政治環境之更替，而有所修正或調整。 

觀察荷比盧三國與我國之經濟情況，皆屬於具有開放經濟之小國，原則上為自

由貿易。亦因為國內市場小，聯合行為極為普遍，及可能以結合方式擴張其經濟

力。因此以其新修競爭法之規定，作為我國法執行之借鏡、修法之參考，應為可

行。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九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後稱為公平會）之組織，應另以

法律定之，因而於 81 年 1 月總統公布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條例，作為其法律依

據。此種另訂法律之方式，相較於荷比盧三國直接以競爭法規定之立法例，有些差

異，不過在法位階上並無不同。 

                                                      
80 李文福、賴源河，公平交易法治之建立及其經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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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隸屬於行政院，形式上為部會級組織，且為一合議制之機關。雖定位為

行政機關毫無疑義，然是否具有準立法權及準司法權仍有爭議。 

(二) 由三國競爭法檢視我國公平交易法 

1. 規範體系之再檢閱 

我國公平法包含限制競爭與不正競爭兩部分，主要規定於第二章與第三章。推

量當時國內立法者採用此種立法方式，可能希冀將所有不公平競爭皆納入規範，此

想法實屬良善。惟實務處理上，亦因而產生大量以民事法律即可解決之案例，竟送

交於公平會之情形，實質而言，為一種社會資源之浪費。故依三國模式，將競爭法

僅規定限制競爭，於其內詳盡規定，對於實行上亦有助益。然於荷蘭，其不正競爭

之規定以「習慣法（customary law）」繩之 81，對於純以成文法規範之我國而言，

有一定的困難。因此是否該分別規定限制競爭與不正競爭，應進一步考慮我國法制

體系及其他因素。 

2. 聯合行為除外適用類型 

公平法第十四條之規定，屬於聯合行為除外允許之情形。其與荷比二國除外規

定 大之不同，首先在於該二國有集體除外適用規定，無論是皇家命令除外或由內

閣命令頒布之除外適用。我國則須一一申請，即使同質性極高之案例，亦逐案為

之，如案件激增，行政上將不堪負荷。再考量事業之商機可能稍縱即逝，擔誤時間

對事業造成之影響不可謂不大。因之基於相似之經濟環境，可以參考其集體除外內

容，加上我國案例之累積而完成規範。 

其次，荷比盧法之聯合行為除外適用，是以一種概括條款的方式規定，而我國

卻以列舉方式臚列法定類型，實過於嚴格而不具彈性。故應仿效三國，以我國獨有

之社會情況及競爭秩序，類型化概括規定。 

3. 程序規定之不足 

公平會之調查權限，大體而言十分周詳。然於聽證方面，公平法並無明文要

                                                      
81 Monique P. H. J. Nillessen, Carl M. R. van der Zandt, The Netherlands, Unfair trading practices,  

1997,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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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因而舉行與否皆操之於公平會之手。事實上此聽證權應為相關事業之權利之

一，現今卻無法對其充分保障，十分不合理。此處雖荷蘭、比利時皆有聽證制度，

尤其於荷蘭以聽證程序正式開始決定制裁之前階段程序，以涉及調查之官員外之他

官員，實行聽證。此種規定如引進於我國公平法，始能強制實行聽證程序，避免同

一調查人員難免有所偏廢之疑。甚或我國制定歐盟之聽證官制度，以符合公平合理

原則與發展趨勢。 

4. 違反規定之處罰 

我國公平法所規定之處罰，包含行政罰及刑罰手段，即所謂之「先行政後司

法」規定。而由前述三國之比較上可得，比利時法與盧森堡法皆採行此種方式，以

刑罰嚇阻行為人從事違反行為。 

依歐盟及荷蘭等競爭法之規定，在處理案例上實可採行，因刑罰之制裁並非一

定有嚇阻效用，且「應刑罰性」涉及價值判斷問題，具有相對性，會隨著不同時空

而變動，同時應注意刑罰之「 後手段性」，其僅為其他法律之補充手段，而非唯

一、主要之手段，亦即在別無選擇時才得以動用刑罰。故如能以行政罰解決，將是

好的方法，相信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所重視的應是其營收，處以高額罰鍰，必有

作用。 

我國法亦採取「窮化經濟犯罪人」政策，以高額罰金之方式使事業不為違反行

為。此政策值得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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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rend of Integration of European Union’s Competition Law:  

A Perspective from Legislation of Competition Laws in Netherlands,  

Belgium, and Luxembourg 

Chang, Chia-Chien 

Abstract 

To carry out the internal market, integration of European Union is urgent and 

irresistible.  Now, the European rules on competition have been expanded and fine-tuned.  

And many national laws have been brought into harmony with those European rules.  

Also, Netherlands, Belgium and Luxembourg belong to the fifiteen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Netherlands, Belgium, Luxembourg, and Taiwan own territories of 

similar square measure.  Meanwhile,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first three countries is 

similar to that in Taiwan, whose pattern is open and small-scaled.  Thus, based on 

examin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in the three countries,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tendency of integration of European Union and to contribute to amendment of Fair Trade 

Law of Taiwan. 

In Chapter One, the motivation, purpose and methodology of the paper are introduced. 

In Chapter Two, the rules of European Union’s competition law are investigated.  

Undoubtedly, European Union’s competition law takes the lead in the area of competition 

law.  Its importance is undiminished despite the fact that it is incomplete and non-

consistent.  However, the legisl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European Union’s competition 

law cannot happen overnight.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Union’s competition law is 

fundamental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and, therefore, is demonstrated here.  

Moreover, the execution institution and its authority have to be mentioned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in order to clarify related procedure as well as merits and 

disadvantages of administr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Nex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ormal 

system of European Union’s competition law, i.e. from Article 85 to 94 of EC Treaty (now 

known as Article 81 to 89 of Treaty of Amsterdam), which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common law of competition law. 

Chapter Four begins from the legislation viewpoint of competition law of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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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lgian Competiton Act), which is a whole-new regulation, and entered into effect on 

April 1, 1993. Then, the execution institution and its authority are mention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gian Competiton Act required the establishment of several new 

institutions.  This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providing for a separation of powers, through 

constitutionally elegant, proves cumbersome in practice.  Next, the normal system of 

Belgian Competition Act is brought into discussion, which is composed of concerted 

practices in Article 2, prohibition of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in Article 3, and merger 

control in Article 9.  Nevertheless, this study explains only the revised part of the Belgian 

Competition Act, which was originally established in 1991, later revised slightly in both 

April and June 1999 and effective in October 1999.  Finally, the principles of dealing 

with cases on competition law in Belgian national court are presented. 

Chapter Five explores competition law of Luxembourg.  On June 17, 1970, 

Luxembourg passed the Act concerning restrictive trading practices (the Act), which was 

technologically revised on September 2, 1989.  Due to the great proportion of 

manufacture and import of consuming goods in most economic activities in Luxembourg, 

the Act has not caused much dispute and, as a result, has not been modified recently.  In 

reality, the normal system of Luxembourg competition law is scaffolded without detail,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 of merger control.  It has to be supplemented with Merger 

Regulation, and, thus, is intrinsically unsound.  In Luxembourg, there is no specific 

institution fully responsible for execution of competition law of Luxembourg.  In 

addition, the regulations of European Union are adopted into Luxembourg’s national 

courts practice. 

In conclus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Netherlands, Belgium, and Luxembourg, 

analyzes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of competition law of the three countries, and 

emphasizes the trend of integration of European Union as well as possible aid to future 

development of Fair Trade Law of Taiwan. 

Key words: competition law, Netherlands, Belgium, Luxem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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