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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裁處罰鍰額度參考表」施行迄今已經超過 6 年。原則

上，行政法院都認同公平交易委員會裁處的罰鍰。惟晚近卻屢加質疑「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裁處罰鍰額度參考表」之考量項目及適用等級，進而撤銷公平交易委員

會的處分。鑑於實務趨勢之轉變，本文介紹罰鍰額度形成所根據的「行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裁處罰鍰額度參考表」之生成及沿革，並就各國相關立法例及國內其他機

關有關裁罰之相關規定加以比較，釐清「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裁處罰鍰額度參考

表」的法律性質與行政機關判斷餘地間之關係。尤其，針對行政法院撤銷公平交易

委員會相關案例，探討撤銷之理由，並就行政法院得否審查行政機關之裁量內容及

界線，加以論述。最後，提出應廢止或大幅修正裁罰表之內容及理由，並就公平交

易委員會將來裁處罰鍰額度之運作，提出若干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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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裁處罰鍰額度參考表」（以下稱裁罰表）施行迄今已

經超過 6 年 1，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以下稱行政院訴願會）及行政法院對公平

交易委員會（以下稱公平會）行政處分中有關罰鍰額度適用裁罰表，多予以認

同
 2
。惟晚近行政法院對於公平會裁罰表之審查，除就違法事實於填列該表時應勾

選何種等級與公平會認定有所出入外，亦質疑公平會有否嚴謹適用該裁罰表之考量

項目及就適用之等級未於處分理由中詳加敘明，進而撤銷公平會之處分，此如：台

灣區麥粉工業同業公會案
 3
、中華防火安全協會案

 4
、及北部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案

 5 

等案。 

鑑於實務趨勢之轉變，本文首先介紹罰鍰額度形成所根據的裁罰表之生成及沿

革，並就各國相關立法例及國內其他機關有關裁罰之相關規定加以比較，釐清裁罰

表的法律性質與行政機關判斷餘地間之關係。尤其，針對行政法院撤銷公平會相關

案例，探討撤銷之理由，並就行政法院得否審查行政機關之裁量內容及界線，加以

論述。最後，提出修正裁罰表之內容及理由，並就公平會裁處罰鍰額度之運作，提

出若干具體建議。 

二、生成及沿革 

裁罰表主要係根據公平交易法（以下稱公平法）第 41 條及公平法施行細則

（以下稱施行細則）第 36 條而來。因此，為釐清裁罰表之性質，應先探討公平法

                                                      
1 裁罰表係於 88 年 7 月 28 日第 403 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於同年 8 月 1 日起開始試行一年，
經 88年 11月 3日及 89年 8月 23日修正，於 89年 8月 31日分行後，由各處室據以執行，總計
包括試行期間與施行期間已 6年有餘。 

2 截至 93年 7月，行政法院於裁判書中曾提及公平會依裁罰表者，大約有最高行政法院 5件，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20件；其中行政法院對公平會裁罰表示意見者，有最高行政法院 5件，台北高
等行政法院 17件。 

3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0年度訴字第 1207號判決。 
4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年度訴字第 947號判決。 
5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3年度訴字第 488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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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條及施行細則第 36條之沿革，才能清楚掌握裁罰表的由來 6
。 

(一) 公平法第 41條 

行政院於民國（以下同）75 年 5 月函請立法院審議之「公平交易法草案」中，

對於事業違反公平法之行政責任，共設有 4 條規定 7。其中，原草案第 41 條規定之

內容為：「事業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命其限期改正而不改正或停

止其行為而不停止者，處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期滿仍不改正或停止其行為

者，得繼續限期命其改正或停止其行為，並按次連續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鍰，至改正或停止其行為。」嗣後在立法院經濟、司法兩委員會完成一讀審查時，

仍維持行政院前述原案。 

惟至院會審議時，立法委員認為依行政院當時之草案設計，對於違反公平法規

定之行為多採取刑事制裁，另設置公平會作為本法主管機關恐難發揮其功能，為強

化公平會之監督及執法權能，應有賦予公平會一般糾正及處罰權限之必要，不應只

限於違反第 24 條之情形，且原草案之罰鍰金額偏低，不足以達到遏止事業違法之

效果，遂於 80 年 2 月 4 日將本條大幅修正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

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其行為；逾期仍不停止或改正其行為者，得繼續

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其行為，並按次連續處罰新台幣一百萬以下罰鍰，至停止或改

正為止。」 

公平法施行後，公平會經過一年多之執法，認為本條「先糾正，後處罰」之處

置方式，不足以充分發揮執法成效，遂研議修正本條之規定，擬使公平會對於違反

本法之事業，除糾正外，並得逕行科處罰鍰，以強化取締及制裁之效果。因此，修

正草案乃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得處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其行為；逾期仍不停止或

                                                      
6 關於沿革資料的提供，特別感謝呂副處長玉琴的協助。猶記得，要弄清楚裁罰表的生成過
程，當我們（研究助理：毓釧、怡君與我）從一堆檔案公文中翻到那張泛黃手寫的紙張時，欣喜

若狂。那張泛黃的紙是指：「趙前主委揚清於 88 年 4 月 23 日業務會報指示，研擬公平會裁處罰
鍰額度原則…」的一張公平會便簽紙條。 

7 這些規定分別為第 40條（事業違反結合許可規定之處罰）、第 41條（事業違反第 24條「其
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規定之處罰）、第 42條（事業違反「多層次傳銷
管理辦法」之處罰）及第 43條（事業拒絕行政調查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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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其行為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其行為，並按次連續處新台幣一百萬元

以下罰鍰，至停止或改正為止。」 

最後，88 年 1 月 5 日立法院進行朝野黨團協商，其中第 41 條部分，依公平會

建議調整條文通過 8，並於 88 年 1 月 14 日完成二、三讀程序，將上述兩版本之修

正草案予以整合，除維持行政院原草案糾正與處罰併行之規定外，並增列「或採取

必要更正措施」之文字，並參考第 35 條之修正，將原得逕以刑罰制裁之違反第 10

條、第 14 條、第 20 條第 1 項之行為，改為「先行政，後司法」，亦即，上述違法

行為須先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41 條為處分後，而逾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者，始得處以刑罰。 

不過，此種變更亦使處罰規定之威嚇作用受到影響，故為了強化公平會取締及

制裁效果，乃大幅提高罰鍰額度，將本條規定修正為現行第 41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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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處新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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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按次連續處新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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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公平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進行糾正之同時，即可

科處罰鍰至 2,500百萬元。 

(二) 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36條 

公平法第 41條於 88年 2月 3日修正後，有關罰鍰額度大幅提高至新台幣 2千

5百萬元，惟下限仍定為新台幣 5萬元及 10萬元 9，為了配合第 41條的具體運用及

合理裁處罰鍰，罰鍰額度之裁處須有更客觀明確之認定標準。公平會嗣於同年 2 月

5日起著手擬定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33條，經 6月 24日定案後，於 8月 13日經行政

院核可備案。同年 8 月 30 日公布之施行細則第 33 條，規定八項有關於罰鍰之認定

標準，嗣後公平法於 91 年 6 月 19 日再行修正，但未變更其內容，僅將第 33 條移

列至第 36條。 

                                                      
8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法修法沿革彙編（二），580、592，2003。 
9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法修法沿革彙編（二），47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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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年所增訂之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立法理由指出：「科刑或罰鍰之額度允

宜有適切認定之標準，鑑於公平法第 41 條修正後大幅提高罰金、罰鍰上限，並考

量比例原則，爰參酌刑法規定 10
，及外國實務，訂定裁罰考量事項。」 

現行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內容為：依公平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

狀。所謂「一切情狀」，同條規定例示有：(1)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

利益。(2)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3)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

(4)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等事項。(5)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6)違法

類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7)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

罰。(8)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罰鍰的裁處與刑法的量刑法理相通，施行細則第 36 條的

立法理由即特別指出係參酌刑法規定制訂，故許多刑法量刑之準則均被施行細則第

36 條所納入；例如：施行細則第 36 條第 1 款之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相當於刑

法第 57 條之第 1 款；施行細則第 36 條第 2 款之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相當於刑

法第 57 條第 9 款之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施行細則第 36 條第 4 款之因違法行為

所得利益，相當於刑法第 58 條之審酌犯罪所得利益；施行細則第 36 條第 6 款違法

類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及第 7 款之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

所受處罰，相當刑法第 47 條累犯的規定；施行細則第 36 條第 8 款之違法後悛悔實

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相當於刑法第 57條第 10款之犯罪後之態度。 

簡言之，除了針對公平法是經濟法之特質所訂定之款項，如施行細則第 36 條

第 3、5 款外，刑法第 47、57、58 條量刑基準的原則，幾乎被施行細則第 36 條所

援用。 

(三) 裁處罰鍰額度參考表 

如上述，為精確掌握罰鍰認定之標準，公平法除第 41 條規定外，更有施行細

則第 36 條訂定裁處罰鍰應考量事項；不過，施行細則所定審酌因素較多為不確定

的法律概念
 11
，公平會為了讓罰鍰執行以及裁罰標準更加明確化，趙前主委揚清於

                                                      
10 我國刑法第 57 條規定所考量項目的精神，幾乎被施行細則第 36 條所引用。有關本條的具體
運用，可參照張麗卿，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501以下，2005。 

11 將抽象之法規適用於該當之具體的事實關係，其過程稱之為涵攝；如法規之用語係屬涵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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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年 4 月 23 日業務會報指示，研擬公平會裁處罰鍰額度原則，並提法規研究小組

討論，以供業務單位同仁於個案裁處罰鍰之考量依據。經法規小組多次研議後，公

平會於同年 7月 14日之第 402次及 7月 28日之第 403次兩次委員會議決議，依 88

年 6月 24日經公平會定案之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33條（即現行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之內容為依據訂定裁罰表，並自 88年 8月 1日起開始正式實施試行 12
。以下分

述裁罰表之初始內容及修正經過： 

1. 原始初表之內容及操作方式 

裁罰表最初設計有考量事項計分表、等級對應表及操作方式三大部分。將考量

事項區分為 13 項，以各分項加總積分（如下述之表一），所得總分再對應罰鍰額

度等級裁處（如下述之表二），詳細內容如次︰ 

(1) 表一 

a. 考量事項，共分為 13 項，前 12 項係綜合施行細則修正草案有關量處罰鍰

應考量事項而擬定。這 12 項包括：違法行為之動機；違法行為之目的及預

期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危害程度；違法行為所得利益；違法事

業之規模、經營狀況、營業額；違法事業之市場地位；違法類型曾否經導

正或警示；事業以往違法類型；事業以往違法間隔時間；悛悔實據及配合

調查等態度。每一項目均依相關情節輕重程度以抽象之概念，原則上區分

為三級，第一級 (A) 為 0.9分；第二級 (B) 為 0.5分；第三級 (C) 為 0.3分。

惟第三項對交易秩序危害程度，因係判斷違法行為惡性之重要依據，故加

重其權重，並區分為五級，即 (A) 為 1.8 分；(B) 為 1.4 分；(C) 為 1.0 分；

(D) 為 0.8 分；(E) 為 0.6 分。又第九、十、十一項均針對違法者是否為累犯

之判斷，行為類型較為特殊，為避免此三項分數與其他項目均列等同之分

數，造成失衡，故將此三項之分數分別酌調，即 (A) 為 0.6 分；(B) 為 0.4

分；(C) 為 0.2分。 

b. 至於第十二項若違法者有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則可減少社會成本及公平

                                                 
確定或有多種可能時，即所謂不確定法律概念。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第 8 版，118-119，
2004。 

12 參照第 402次委員會議、第 403次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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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執法成本，故第二級�(B)�為 0分，第三級�(C)�則為減項，為−2分。 

c. 另第十三項其他綜合判斷因素，則可依個案違法情況，綜合前開各項情

節，並考量特別因素，如對社會經濟之影響、日後相關違法行為之遏止、

不公平競爭與限制競爭惡性輕重之別，微罪輕罰等特別考量，為加分或減

分，額度不限，以應實務。 

d. 違法行為預期之不當利益及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如經調查估算得有數

據，應併填載，以作為參考數據。 

(2) 表二 

a. 違法等級暨罰鍰額度，共分為 10 級，第一級為小於 3.3 分，即各項違法情

節均為最輕微。 

b. 第十級為 14.3 分以上，即第一至十二項違法情節均為最重，並考量第十三

項為加權計分後總分為 14.3 分以上時，仍以 2,500 百萬元罰鍰金額為法定

上限。 

c. 第二、三、四級因考量通案之適用，為期各相關或相類似之案件能有較一

致之罰鍰額度，又以 0.1分為級距再區分為更小之等級。 

d. 第五級以上，通常違法情節較重，且可能因個案考量差異性大，故不再予

以細分，以彈性裁量。 

e. 罰鍰金額則以第 41條及 42條之下限，5萬元為第一級，第二級為 6萬元至

50萬元，第三級為 51萬至 100萬元，第四級為 101萬至 300百萬元，第五

級為 301 萬至 500 百萬元，第六級為 501 萬至 1,000 千萬元，第七級為

1,001 萬至 1,500 百萬元，第八級為 1,501 萬至 2,000 萬元，第九級為 2,001

萬至 2,500百萬元，第十級為 2,500百萬元。 

(3) 操作方式 

a. 承辦處依據個案違法情節，勾選表一並加計總分後，參考表二違法等級暨

罰鍰額度，擬具適當之罰鍰建議，提請委員會議裁決。委員對於承辦處所

擬之罰鍰金額均同意時，則照案通過。 

b. 委員會議對於承辦處所擬之罰鍰金額有不一致意見時，各委員於表一第十

三項，綜合判斷後，提出該項分數調整意見，如僅有 2 種分數，則以過半

數表決之；如有 3 種以上不同分數，則將超過標準差之最高及最低分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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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後，取其餘分數之平均數，為該項分數，對照表二處以適當之罰鍰。 

c. 如調查估算違法行為所預期之不當利益或因違法行為所得之利益，逾依附

表二之罰鍰額度者，得於該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但不得逾法律規定限

額。 

2. 歷次修表經過及內容 

嗣後為求裁罰表於實務運用上更臻完善，復於第 417 次、第 459 次、第 679

次、第 680 次、第 683 次、第 686 次及第 705 次委員會議多次決議及修正 13
，目前

最新修正之裁罰表係於 94 年 5 月 12 日第 705 次委員會議決議之內容。以下是裁罰

表歷次修正情形： 

(1) 第 417 次委員會議於 88 年 10 月 19 日決議，僅修正裁罰表隨案件陳核及委員

會議審議流程 14
，修正如下：a.「由秘書室…於委員會議審理至該案時置於各

委員、相關處長之會議桌上」部分，修正為「由秘書室…於委員會議前一天

以密件分送各委員、主任秘書及各處長」。b.「提案及處分書中處分金額留

空」之「留空」二字修正為「填列」。 

(2) 第 459 次委員會議於 89 年 7 月 27 日決議，將裁罰表表二操作方式，改為

「參考方式」，並將表二之 (二)、(三)、(七) 刪除。另外，有關裁罰表中之文

字修正，如「豁免」修正為「不處」罰鍰；「共犯」亦建議修正為「共同違

法之事業」，以及可對外宣示，以節省公平會執行成本。委員會議亦決議公

平法第 40 條之裁罰可準用裁罰表，以及裁罰表可隨工商發展隨時檢討，如將

來就「寬恕政策」（Leniency Program，俗稱「窩裡反條款」15
）之採用可能

性。 

                                                      
13 其中第 683 次、第 686 次委員會議並未對裁罰表作內容上之修正，蓋第 683 次委員會議係在
討論是否有廢止公平會裁罰表之必要，最後決定保留；第 686 次委員會議則是在重申裁罰表僅供
公平會內部參考之性質。 

14 原始初表及操作方式試行滿一年前，公平會加以檢討「罰鍰裁處流程與委員會議程序如何配
合」後，始有第 417次委員會議的決議。 

15 「寬恕政策」係指倘多家事業涉嫌聯合哄抬物價或聯合壟斷行為時，倘成員有意願協助主管
機關調查，主動提供事證協助破案，主管機關可以因此考慮給予減輕罰責或免責。從 1990年代開
始，美國反托拉斯法的刑事案件明顯增加，反托拉斯局提供「寬恕計畫」，鼓勵行為人自首揭發

反競爭行為，發揮不少功能。參照，Raymond Krauze& John Mulcahy, Antitrust Violations, 40 
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 241, 253 (2003), at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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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 679 次委員會議於 93 年 11 月 11 日決議，鑒於實務上行政法院因對公平會

裁處罰鍰金額有意見，撤銷有關台灣區麥粉工業同業公會案以及中華防火安

全協會案之處分。參酌公平會內第一、二、三處意見及蒐集國內外有關罰鍰

或罰金實務作法後，修正裁罰表之項目與相關比重，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a. 維持原案不修正者計：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

為對交易秩序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持續期間；違法行為所得

利益；違法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態及市場地位；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度；承辦單位建議分數及罰鍰金額；委員會議決議分數及罰鍰金額。 

b. 等級修正者計：a.違法類型曾否經中央機關導正或警示，其等級修正為：曾

經個別警示（0.6 分）、曾經行業導正或行業警示（0.3 分）、未曾導正或

警示（0 分）；事業或經營者以往違法類型（原為考量項目十，調整為

九），其等級修正為：有一為同一類型（0.6 分）、全非屬同一類型（0.3

分）、初次違法（0 分）；b.事業或經營者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

及所受處罰（原為考量項目九，調整為十），其等級修正為：二次以上

（0.9 分）、二次（0.6 分）、一次（0.3 分）、初次違法（0 分）；事業或

經營者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其等級修正為：二年

以下（0.6 分）、二至五年（0.4 分）、五年以上（0.2 分）、初次違法（0

分）；綜合其他判斷因素，其等級不修正，但項次順序改為 A減罰__分、B

加罰__分、C 不另調整，另加列「（減罰或加罰之理由應予敘明）」等文

字；參考數據，將第一、二項予以刪除。 

(4) 第 680 次委員會議於 93 年 11 月 18 日決議，雖然台灣區麥粉工業同業公會乙

案中，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麥粉公會本身並非營利事業而為職業團體，其

辦理聯合採購業務僅係為服務會員，不可能因此而直接獲得任何實質利益，

故撤銷公平會之處分。不過，上開見解於公平會上訴時，最高行政法院明白

指出，違法聯合行為所得利益，包括其違法聯合行為為自己或他人而獲得之

利益。基於上述，為避免相似爭議，委員會決議修正裁罰表有關考量項目 (6) 

違法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態、營業額，如違法事業為同業公會，係統和所屬

會員之規模、經營狀況、營業額等併同考量。而將等級與評分均重調整如

下：極高（1.8 分）、高（1.4 分）、一般（1.0 分）、少（0.6 分）、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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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分）。 

(5) 第 705 次委員會議於 94 年 5 月 12 日決議，鑒於公平會就不同事業主體之違

法行為，審議有關裁罰表中「經營者」之用語是否妥適
16
。鑑於最高行政法院

裁判認公平會上述裁量方式為違法之事實
17
，及 94 年 2 月 5 日新制定之行政

罰法第 15 條已有對於事業之形式負責人併同處罰之明文規定 
，故本次會議決

議裁罰表之考量項目：九、事業或經營者以往違法類型、十、事業或經營者

以往違法次數、十一、事業或經營者以往違法間隔時間等項之「經營者」刪

除，俾與實務見解及行政罰法的法理相應。 

經上述多次修正後，目前裁罰表之操作，係由承辦處依裁罰表所列事項，隨案

件填載裁罰表
 18
。先由承辦處審酌違法案件相關情狀，並對照違法等級暨裁罰表，

擬具提案（提案及處分書中填列處分金額），置於加蓋「機密文件」戳記之信封

袋。於主任秘書核轉審查委員審查後，經副主任委員及主任委員核准，轉送秘書室

議事科，列入議程。由議事科將參考資料影印 15 份（9 位委員、主任秘書、一處、

二處、三處、企劃處、法務處），於委員會議前一天以密件分送各委員、主任秘書

及相關處長，交由委員會議討論決議。於委員會決議後，由秘書室收回影本銷毀，

而承辦處將裁罰表置於信封內密封存原卷
 19
。 

三、立法例之比較 

我國公平法與多數國家所採之競爭法體系並不相同，蓋我國係採限制競爭與不

公平競爭合併立法之體例，亦即，對違反公平法行政責任者，悉依公平法第 41 條

規定，裁處違法的事業。相對於其他國家對於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行為之違法類

                                                      
16 將經營者（實質負責人）一併加以考量為加重裁罰之因素，因實質經營者之舉證，尤其是大
股東有無實際控制公司之經營，有其舉證之困難存在。且縱引用「揭穿公司面紗理論」，否定公

司人格，將責任歸諸負責人，命其對從屬公司之債務負連帶責任，仍有相當條件限制，故將經營

者以前違法行為列入裁罰加重因素，似有不當聯結而涉違法裁量之情事。 
17 最高行政法院 93年判字第 259號判決意旨（法院認定經營者與事業顯屬不同之處罰主體），
公平會此部分有違法裁量之虞。 

18 如附件 1之格式及內容，乃公平會廢止前操作之裁罰表。 
19 參照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裁處罰鍰額度參考表隨案件陳核及委員會議審議流程表
（94.5.25.公法字第 0940004022號函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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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分別由不同之法規及主管機關加以規範者不同。以下，說明美國、日本、德

國、歐盟關於裁處規定之立法例： 

(一) 美國 

美國的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如同我國的公平交易法，其目的是為了防

止獨占及意圖限制競爭的其他手段，以保護市場競爭機制，促使消費者擁有更低價

格及更多樣的商品選擇。然而美國對於限制競爭行為及不公平競爭行為，並無制定

統一法典以資規範，亦無單一執法機關。 

早期美國僅地方州政府有各自的反托拉斯法，至 1980 年後始陸續訂立聯邦的

反托拉斯法，主要為休曼法（Sherman Act）、克萊登法（Clayton Act）及聯邦交易

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FTC Act）。就執法權限言，司法部反托

拉斯局（Antitrust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DOJ）負責調查與起訴違反

休曼法之行為，並與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共同執行

克萊登法；在 FTC 部分，其性質上為主管違反反托拉斯法事項之一永久性的行政主

管機關，並以 FTC Act第五條關於不公平與欺罔行為之案件為主。 

有關違反限制競爭行為之裁處方式，於執法主體上，行政部門有司法部

（DOJ）、聯邦交易委員會（FTC）、各州政府及私人訴訟。行政部門除得開啟刑

事追訴或提起民事救濟等程序外（DOJ 權限），亦得為禁止或停止命令（FTC 權

限），在私人訴訟則以民事訴訟為主。行政部門開啟刑事追訴之對象，主要為違反

休曼法第 1 條之惡質聯合行為，得處法人 1000 萬美元以下罰金，自然人 3 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 35 萬美元以下罰金。行政部門提起民事救濟的手段，則包括

透過法院禁止涉案事業為違法行為之禁制性手段，及有 3 倍賠償利益之損害賠償訴

訟。於私人訴訟上，則以 3 倍損害賠償及請求法院裁罰禁止性手段為主。2004 年反

托拉斯刑罰加重改革法中，加重罰則，使法人罰金上限為 1 億美元，並可處自然人

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及 100萬美元以下罰金。 

FTC 所屬競爭部門主管較屬於限制競爭行為（獨占、結合、聯合行為、價格限

制行為），消費者保護部門則掌管不實廣告等不公平競爭行為。 

尤應注意的是，美國反托拉斯法主管機關對罰鍰僅有建議權，決定權屬聯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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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院。換言之，基於 FTC在競爭政策與法規之專業，FTC 依法所享有的另一獨特

的制裁權限，則是協助法院於審判終結後，設立制裁之手段，但是最終決定權仍屬

於法院。而對於罰鍰之裁量，法院係參酌案件對市場競爭之影響，並考量犯罪輕

重、犯罪者過去之行為、財務狀況及受害者損害情形，而向採「最適裁罰理論」來

決定卡特爾等限制競爭行為處罰與否及處罰標準
 20
，其應考慮的因素主要為︰1.�其

獲得之不法利益；2.其所造成社會之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3.�其成本之簡

省，即其帶來之社會效率；4.最適罰款應等於違規者除外之個人淨損失。如違規者

之利益超過他人之淨損失，才可能發生違規事件，否則將有效遏阻卡特爾；5.對卡

特爾科處罰款並非以其提高價格為必要之考量因素，如其保持原價格但減少產量，

其仍可能享有成本減省，惟其亦將造成社會淨損失；6.違規被查報並作成裁決的機

率；7.執法成本之大小。 

對於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規範，因不公平競爭行為最早即被視為侵權行為之一

種，故於法規設計上，多採以民事制裁為主，刑事制裁為輔，且以事後救濟為執行

重點，行政機關並未介入或對違法者直接以行政手段予以制裁。依聯邦交易委員會

法規定，美國 FTC 必須基於保護公共利益之要求，才可以「停止或禁止命令」方式

介入。聯邦交易委員會法並未賦予私人得依該法規定，逕行提起民事救濟，亦未賦

予 FTC 得依該法直接裁罰或以犯罪行為相繩。針對欺罔交易行為所採行之制裁手

段，以民事救濟為主，不公平交易行為與消費者保護則以民事救濟及刑事制裁為

主。關於仿冒行為方面，係規定於蘭哈姆法（Lanham Act，即美國商標法），救濟

途徑主要為民事損害賠償。 

(二) 日本 

日本競爭法規是將限制競爭（包含垂直交易限制）定位為「獨占禁止法」範

疇，主管機關為公正取引委員會，不公平競爭則屬「不正競爭防止法」的範圍，主

管機關為通產省。對於違反獨占禁止法相關規定之事業，公正取引委員會除得以裁

定逕行處分外，並得對於特定行為處以類似我國法上罰鍰之「課徵金」，其課徵金

                                                      
20 參照 88 年 5 月 17 日第 402 次委員會議，由企劃處試擬之「對違反公平交易法案裁處罰鍰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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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施期間該商品或勞務依命令規定方法計算之銷售金額乘以一定百分比來計

算
 21
。而所謂的特定行為，係指有關價格之聯合行為或獨占行為，或是因實質的限

制供給量、購入量、市場占有率或交易相對人而致影響價格之聯合行為或獨占行

為。 

對限制競爭行為之規範，日本獨占禁止法訂有行政制裁、刑事制裁與民事制裁

等多元手段，以確保獨占禁止法之實效性，其規定與我國公平法相仿，依違法行為

性質，規定一行為可同受行政罰與刑事罰之處罰，或係單純處以行政罰。獨占禁止

法所採行政制裁方式，為排除措施命令（類同我國下命行政處分）、營業額乘以一

定比率之課徵金繳納命令（對於聯合行為所課徵）及罰鍰等 3種。  

刑事制裁方面，則幾乎所有違反獨占禁止法行為皆有刑罰規定，刑事制裁對象

有三：分別為實行行為之自然人、法人事業及法人之代表人。制裁之法律效果，依

所違反為獨占禁止法第 89 條至第 91 條規定者，依同法第 92 條及第 95 條規定，處

行為人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500 萬日圓以下罰金，亦得對行為人同時併科徒刑及

罰金。對於法人事業或事業團體則採兩罰制，得科處 5 億日圓以下罰金。前開違法

行為之刑事程序，依同法第 96 條規定，需由公正取引委員會為專屬告發後，始可

論罪，且依同法第 85 條第 3 款規定，該等案件由東京高等法院專屬管轄（東京高

等法院負責一審裁判，最高法院負責二審裁判），與一般刑事案件不同。民事制裁

程序，則由權益受侵害者依同法第 25 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及在損害尚未發生前

得提起以事先防止為目的之禁止請求訴訟。 

根據獨占禁止法第 7 條之 1 第 1 項至第 6 項規定，課徵金徵收之金額，依違法

事業之規模、種類不同而有不同的最高金額上限，於非中小企業之情形，對製造業

得徵收之課徵金金額為其違法行為實施期間中之營業額的 10%、批發業為 2%、零

售業為 3%；於中小企業之情形，對製造業徵收之課徵金金額為其違法行為實施期

間中之營業額的 4%、批發業為 1%、零售業為 1.2%。惟當被處罰事業於過去十年

                                                      
21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7 條之 2 規定：「1.事業，以不當之交易限制或以該當不當交易限制之事
項為內容之國際協定或國際契約，影響商品或勞務之價格或實質上限制商品或勞務供給量影響其

價格時，公正取引委員會應依第八章第二節（程序）之規定，命事業向國庫繳納自實行該行為之

事業活動日起至該行為之事業活動不存在之日止之期間（該當期間超過三年時，自該當行為所實

行之事業活動不存在之日起溯及至三年。以下稱「實行期間」）該商品或勞務依命令規定方法算

定之銷售金額乘以 6%（零售業 2%、批發業 1%）所得金額之課徵金。但其金額未滿五十萬日圓
者，不得命其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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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曾受到課徵金之處分，則得徵收之金額為上述金額的 1.5 倍。另一方面當被課

徵事業其違法行為實施期間不超過二年，而於公正取引委員會開始調查前一個月以

內停止該當行為者，得徵收之課徵金額上限為上述金額的 80% 22
。 

2005 年 4 月 20 日新修正獨占禁止法第 7 條之 2，提高課徵金之上限，以製造

業為例，課徵金由原本規定年營業額之 6% 提高至 10%，並同時增列累犯者加重課

徵金 50% 之規定。此外，為提供違法事業自行舉發其所參與之違法行為的誘因，獨

占禁止法特別於第 7 條之 1 第 7 項至第 12 項引進「課徵金減免制度」。當事業於

公正取引委員會開始進行調查前，單獨對公正取引委員會提供有關違法行為之事實

或資料時，第一個提供該等資料者，其課徵金全免；第二個提供資訊之事業，其課

徵金減少 50%；第三個提供資訊之事業，其課徵金減少 30%。若於公正取引委員會

開始調查前，提供違法資訊之事業，各減少其課徵金額 30%。易言之，全體可以享

受課徵金減免制度者，不論於公正取引委員會開始調查前後，總共只能有三家。另

外，為防止事業不當濫用此一制度，對提供虛偽不實資訊或強制他事業實施違法行

為之事業，不得享受此一減免制度
 23
。 

附帶一提的是，對於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裁處，日本依不正競爭防止法之規定，

係採行民事救濟及刑事制裁等手段。民事救濟程序主要有禁止請求權、損害賠償請

求權及回復信用措施請求權。對於刑事制裁，則處違法者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是

300 萬日圓以下罰金，行為人若是法人之代表人或代理人、使用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者，可對法人科以 3 億日圓以下罰金。簡言之，日本行政機關並不介入不公平競爭

行為之裁處。 

(三) 歐盟 

歐盟關於限制競爭的競爭法政策並非以一部統一完整之法典作為規範基礎，而

係藉由條約、規則、指令、歐洲法院判決、歐盟執委會（ the European 

Commission）的通知書或指導原則建構出一套競爭法之體系；目前主要由羅馬條約

（EC Treaty）第 81條所規範之限制競爭之聯合行為，如價格調整協議（price-fixing 

                                                      
22 黃銘傑，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三），463，2005。 
23 黃銘傑，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三），46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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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s）、卡特爾（cartels）；以及同法第 82 條所規範之市場控制地位之濫用

行為為其架構內容
 
。 

由於歐盟本身並無刑罰或民事訴訟等法律規範，故執委會只有行政制裁手段而

無其他方式可供選擇；從而執委會除命停止違法行為外
 24
，對違法者處以罰鍰（秩

序罰），係歐盟競爭法之主要制裁手段。罰鍰的主要依據為羅馬條約第 81 條及第

82 條執行規則（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of 16 December 2002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es on competition laid down in Articles 81 and 82 of the EC 

Treaty），而科處罰鍰依額度可分為二種型態，如下述： 

1. 處罰 10%營業額者 

對於事業或事業團體故意或過失所為違反 (1) 羅馬條約第 81 條或第 82 條；(2) 

執委會依歐盟理事會（the Council of Union）所發布之第 1/2003號規則 25 
第 8條 26 

所為臨時處分之行為；(3) 執委會依理事會第 1/2003 號規則第 9 條 27 
已決定宣告為

有拘束力之「義務承諾」之行為，執委會對事業或事業團體最高得課以上一營業年

度總營業額 10% 之罰鍰。前述事業團體之行為如與其成員之行為有關，則罰鍰之總

額不得超過在違法行為所影響之市場活動之事業團體成員營業總額之 10% 28
。 

2. 處罰 1%營業額者 

事業或事業團體故意或過失所為之下列行為，執委會依理事會第 1/2003 號規則

第 23 條第 1 項  
之規定對事業或事業團體最高得課以上一營業年度總營業額 1% 之

                                                      
24 對於違反羅馬條約第 81條或第 82條之行為，依理事會第 1/2003號規則第 7條之規定執委會
能加以確認，並要求參與違法行為之事業或事業團體停止其行為。執委會並得採用能使違法行為

或狀態有效停止之行為或結構型態之附加措施。 
25 規則（regulation）是歐盟五種不同的法律效果途徑的政策之一，其係適用於全體成員國而不
需要成員國國會再行立法，並且在與成員國國內法相互衝突時優於國內法。換言之，規則擁有整

體性，即成員國不得有立法或行政措施以改變規則的內容或實施的方法；普遍性，即適用於成員

國、自然人及法人；直接性，即直接適用於成員國；雙重排他性，除成員國不得制訂違反規則的

法 律 外 ， 也 不 得 與 第 三 國 簽 訂 有 違 規 則 的 國 際 協 定 。 參 照

http://myweb.hinet.net/home5/fuhrer/articles/a12.htm，最後查訪日期：2006年 3月 3日。 
26 參照理事會第 1/2003號規則第 8條。 
27 參照理事會第 1/2003號規則第 9條。 
28 參照理事會第 1/2003號規則第 23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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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1) 
於執委會以一般要求方式請求提供資訊時，提供不實或誤導之資訊；(2) 

於執委會以正式決定之方式要求提供資訊時，提供不實、不完全或誤導之資訊，或

未於決定中所定期限內提供資訊者；(3) 
執委會在調查案件過程中依理事會第 1/2003

號規則第 20 條規定實施檢查權時，未提供完整之帳冊或其他交易文書，或於執委

會以正式決定之形式實施檢查時未予配合容忍者；(4) 
在執委會依理事會第 1/2003

號規則第 20條第 2項規定實施調查訊問時：a. 為不實或誤導之回答者；b. 對於職員

所為之不實、誤導或不完整之回答，未於執委會鎖定之期限內加以更正者；c. 執委

會以正式決定之形式實施檢查時，對於上述決定之調查內容及目的所相關聯之事

實，為不完整之回答或拒絕為完整之回答者。(5) 
破壞執委會依法所為之查封者

 29
。 

此外，理事會第 1/2003 號規則第 23 條第 3 項特別強調罰鍰之科處尤應考量違

法之嚴重程度及違法行為之持續期間。而參照執委會於 1998 年 1 月 14 日發布一計

算罰款金額之方法，前述於決定最高得課 10% 營業額或 1% 營業額之情形時，執委

會應考量下列所列之因素予以增減
 30
： 

1. 違法的惡性：在評估違法的惡性時，應考量其本質、對市場的實際影響（若可以

評估的話）及相關地理市場的大小。依此，可將違法行為分為三類：輕度違法、

嚴重違法及非常嚴重違法。 

(1) 輕度違法：這一類違法行為類如：對市場衝擊有限，雖具實質影響但僅限於

聯盟市場之一小部分之垂直交易限制。 

(2) 嚴重違法：這一類違法行為往往為類似前述交易限制但屬水平者，以及雖屬

垂直交易限制但市場衝擊較廣，且效果及於聯盟市場之相當範圍者。其亦可

能係屬濫用優勢地位（如拒絕供給、差別待遇、排他交易、優勢廠商為壓迫

競爭者退出市場而提供忠實顧客折扣等）。 

(3) 非常嚴重違法：這一類違法行為通常係為價格卡特爾、市場分享配額等水平

限制，及其他危及單一市場正常運作之行為，如對國家市場劃分、具實質獨

占之事業明顯濫用優勢地位等。 

                                                      
29 參照理事會第 1/2003號規則第 23條第 1項。 
30 查理事會原於 1998 年 1 月 14 日發佈第 17/62 號規則做為執行羅馬條約第 81 條、第 82 條之
具體規範，爾後於 2004 年 1 月 5 日又制定第 1/2003 號規則取代第 17/62 號規則之適用；惟第
1/2003 號第 23 條第 3 項之規定過於抽象，因此於不違背第 1/2003 號規則之精神下，仍可沿用第
17/62號規則中有關決定罰鍰金額之考量因素裁處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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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持續期間 

(1) 短續期（一般而言在一年以下）之違法行為：不調整依惡性程度決定的罰鍰

額。 

(2) 中續期（一般而言在一年以上五年以下）之違法行為：依惡性程度決定之數

額再加不超過 50% 作為基本額。 

(3) 長續期（一般而言在五年以上）之違法行為：每年再加惡性程度決定數額之

10%。 

3. 加重計算情況：若違法行為有加重或惡化因素，應將罰鍰酌予提高，這些情況包

括：(1)同一事業重複為同類型之違法行為。(2)不與執委會合作或阻擾其調查。(3)

違法案件之領導者或發起人之角色。(4)為遂行該違法行為而對其他事業採行報復

措施。(5)如客觀上可以估計事業違法行為之不當利得時，是否有提高罰鍰致超過

該不當利得之需要。(6)其他。 

4. 減輕計算情況：倘若出現以下情況，將罰鍰予以削減：(1)於違法案件中屬完全被

動或僅係“追隨領導者”。(2) 
協定或行為並非全部均構成該違法案件。(3) 

當執委

會介入（特別是其執行調查）時，即終止該違法行為。(4) 
事業對該限制行為是否

構成違法，有合理的懷疑時。(5) 
事業於訴訟過程中作有效的合作（不屬 1996 年

7月 18日通知書有關得免罰或減輕罰款卡特爾個案之範圍）。(6) 
其他。 

 

5. 援引 1996 年 7月 18日有關免罰或減輕罰款卡特爾案之通知書 31
。例如：(1) 

對於

滿足所有下列條件者，給予一級優惠，至少減免在未與執委會合作情況下應繳罰

款之 75%，甚至全免。(2) 
於執委會發動調查後，但未獲充分資料作成決定前，對

符合下述 b.至 e.的條件者，給予二級優惠，減免罰款 50% 至 75%。(3) 
對於其他

所有與執委會合作但未符合所有條件之事業，給予第三級優惠，減免罰款 10% 至

 50%。前述所提之減免條件為：a. 於執委會尚無充分資料支持卡特爾存在的情況

                                                      
31 違反競爭法案件中，最嚴重者為固定價格、生產或銷售配額、分配市場、禁止進口或出口等
之秘密卡特爾行為，某些參與之事業囿於被科處鉅額罰款的風險，致不能退出並告知執委會。因

此為鼓勵參與卡特爾行為之事業退出並告知執委會，1996 年 7 月 18 日，執委會發布通知文件，
對於在執委會調查卡特爾案期間，充分合作且合乎特定條件之事業，給予免於科處罰款或減輕罰

款之優惠。引自 http://www.europa.eu.int/comm/competi-tion/antitrust/overview/，最後查訪日期：
2006年 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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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於執委會書面決定調查之前，告知其參與秘密卡特爾之事業名單。b. 為第一

個陳述有關卡特爾存在之決定性證據者。c. 於其揭發該卡特爾案前即已停止涉入

違法行為。d. 提供執委會所有與該卡特爾案有關之資訊、文件及證據，並於調查

期間保持持續及完全的合作。e. 無脅迫其他事業參與該卡特爾行為，且於該違法

行為未曾勸誘他事業參與，亦未居決定性地位。 

關於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規範，歐洲聯盟雖無共識制定相關規範，惟歐盟執委會

業於去年（2005 年）5 月 11 日頒布禁止企業對消費者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concerning 

unfair business-to-consumer commercial practices in the Internal Market and amending 

directive 84/450/EEC, 97/7/EC and 98/27/EC (the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希藉此建立共識及標準，供各會員國為執法參考。依該指令規定，賦

予消費者或團體得採行法律訴訟對抗不公平商業行為，或向有權限之行政機關提出

申訴或發動適當法律程序，且為落實保障消費者權利，並進一步規定會員國應授與

法院或行政機關具體權利來執行民事訴訟或行政救濟程序。 

(四) 德國 

德 國 立 法 上 ， 係 以 營 業 限 制 競 爭 防 止 法 （ Geses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GWB）及不正競爭防止法規範限制競爭行為及不公平

競爭行為。對於限制競爭行為之規範，德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對於違法行為者、

事業管理者及事業本身以違反秩序罰而科處罰鍰。裁處機關為聯邦卡特爾署，裁處

金額對事業最高可課處 50 萬歐元，對違法行為人更可處相當於因違反行為取得利

益之 3 倍。具體個案裁處金額，由聯邦卡特爾署依案件之惡質性及嚴重性裁量決

定。德國對於限制競爭行為雖採秩序罰之罰鍰處分，然所踐行程序則為刑事訴訟程

序，此為其規定之特徵。 

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81 條以下規定罰鍰程序，此一程序可以說是延伸「違

反秩序罰法」（Gesetz über Ordnungswidrigkeiten; OWiG）有關罰鍰程序的規定。

GWB 於第 83 條以下僅就與秩序違反法有所差異的管轄及審級加以規定。倘事業或

事業團體之行為為 GWB所禁止者，最高得處 25,000元歐元之罰鍰；惟 GWB第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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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2 項規定有下列行為之情形者，最高得處以 50 萬歐元之罰鍰及因違法所得利

益之最高 3倍之罰鍰。所稱之「違法所得利益」，依下述方法估算之： 

1. 故意或過失違反 GWB以下禁止之行為：(1)第 1條卡特爾禁止規定、第 19條第 1

項濫用控制市場地位、第 20 條有關差別待遇及不合理阻礙之禁止、第 21 條第 3

項或第 4 項禁止強制杯葛或強加他事業限於經濟上劣勢、第 41 條第 1 項第一句

禁止結合之規定；(2)卡特爾署所為之執行命令；(3)對於第 39 條第 1 項結合管制

申報之不實或不完整；(4)對於第 39 條第 6 項參與結合事業報備之不實、不完整

或未及時提出；(5)違反第 40 條第 3 項第一句所課與不禁止結合的限制或負擔，

或第 42條第 2項第一句經濟部長許可結合所附加之限制或負擔；(6)對於第 59條

第 2 項卡特爾署請求答覆之內容，有不實、不完整或未及時提出、未提出相關證

據等行為。 

2. 違反 GWB 第 21 條第 1 項妨礙供給或需求之行為；第 21 條第 2 項脅迫；或者違

反第 24 條第 4 項第三句（競爭規則）或第 39 條第 3 項第五句（事業結合申報）

之陳述。 

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七次修正除將歐盟理事會第 1/2003 號規則有關罰鍰的程

序規定落實於修正內容外，亦明訂有關法院罰鍰程序之規定。於第 82a 條即規定，

於法院中的罰鍰程序，卡特爾代表得以詰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法院程序之管

轄，為聯邦卡特爾署所在之邦高等法院（GWB 第 83 條）。若為法律抗告案件，則

由聯邦最高法院管轄（GWB第 84條參照）32
。 

此外，德國對於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處罰，在不正競爭防止法（UWG）規定，對

違法行為所採制裁方式，以民事救濟為主，兼採刑事制裁程序，並無專責之行政機

關介入處理。依該法規定，民事救濟主要有不作為請求權及損害賠償請求權，另因

不公平競爭行為而受有影響之利害關係人，亦例外具有訴訟上之請求權。 

刑事制裁方面，德國之 UWG 刑事責任部分，係規定於第四章第 16 條至第 19

條。配合現代化商業及交易活動之需求，2004 年 7 月 UWG 修正之幅度甚鉅，關於

刑事責任部分，係刪除屬於告訴乃論之行為態樣（例外仍保留之告訴乃論為營業秘

密侵害），包括營業誹謗行為（舊法第 14 條及第 15 條第 1 項）、廣告代理業者及

                                                      
32 謝銘洋、陳人傑，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三），46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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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主之刑事責任（舊法第 4 條第 2 項及第 15 條第 2 項）；此外，不實標示倒閉

商品行為（舊法第 6 條第 2 項）在 UWG 舊法係屬於社會秩序違反之輕罪行為，

2004 年修法時亦予以刪除。受到現行 UWG 刑事處罰者，原則上僅有危害交易秩序

較鉅之公訴罪行為，營業秘密侵害乃唯一屬於告訴乃論之不正競爭行為 。綜合而

言，UWG 處罰之不正競爭行為態樣包括：(1)符合一定要件之不實廣告行為（第 16

條第 1 項）。(2)多層次傳銷行為（第 16 條第 2 項）。(3)營業秘密侵害行為（第 17

條至第 19條）。 

(五) 小結 

本文雖論述各國有關違反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之裁處情形，但是以下僅就各

國有關「裁處罰鍰部分」之立法例與我國規定加以比較： 

 

1. 有無區分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之裁處不同  

美國、日本、德國、歐盟均分別限制競爭行為與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裁處方式，

只有我國將限制競爭行為與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裁處統一規範在我國的公平法當中，

且僅以第 41 條為處罰之根據。亦即，他國所為之罰鍰裁處，均只針對限制競爭行

為，不包括不公平競爭行為。 

換言之，在限制競爭行為科處罰鍰之立法例上，美國法不但引進經濟學上效能

概念，且考量罰鍰是否足資遏阻卡特爾活動以及執法成本之高低。日本之裁處罰鍰

係以事業之營業額為依據，而依據違法事業之規模、種類而適用不同罰鍰倍率。歐

盟與日本相同，係依照事業之限制競爭行為的違法態樣，適用不同倍率的營業額做

為裁罰基準，然同時考量違法行為之嚴重程度、持續期間以及事業有無減輕或免罰

情事來裁處罰鍰。德國則將限制競爭行為之裁罰回歸於行政法，依違反秩序罰法第

17 條及行政法之一般原則（如誠實信用原則、比例原則、公益原則、明確性原則

等）決定罰鍰額度
33
。 

                                                      
33 Karlsruher Kommentar zum Gegetz‚ ueber Ordnungswidrigkeiten, §17, Rn. 1ff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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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決定罰鍰額度之主管機關不同 

日本和歐盟與我國一樣，皆由主管競爭法法規之機關（如日本之公正取引委員

會、歐盟執委會）對於違反競爭法相關規定之事業處以罰鍰，然而美國反托拉斯法

主管機關對罰鍰僅有建議權，決定權仍屬法院。 

3. 罰鍰額度所考量之因素不同 

有關決定罰鍰額度所考量因素，美國法院以「最適裁罰理論」來決定卡特爾等

限制競爭行為之裁罰考量根據，其考量因素與我國施行細則第 36 條雖大同小異，

然值得注意的是，「最適裁罰理論」明文將經濟學上的概念引入決定罰鍰金額之參

考因素，如社會效率、罰鍰是否有足以遏阻違規者之效果，以及執法成本之大小。

此外，歐盟對於未能完全配合執委會調查是有否限制競爭行為之事業，亦明文科予

相當之罰鍰。 

4. 罰鍰最高金額上限之基準不同 

對罰鍰之最高金額上限有不同之規範，我國公平法以一固定數額為罰鍰之最高

限額，而德國雖與我國規定類似，但其主管機關仍可併處因違法所得利益之最高三

倍之罰鍰；此外，日本及歐盟則以違反競爭法相關規定之事業其營業額的相當程度

之百分比做為罰鍰上限。 

5. 有無採取寬恕政策不同 

針對違反競爭法相關規定之事業，有無採取「寬恕政策」，亦有差異。由於寬

恕政策的施行，不僅可節省行政機關的調查成本，及時發現違法行為，且可防止危

害繼續擴大，對於意圖從事聯合行為的事業，也可收防範及嚇阻之效，有利於競爭

法主管機關對聯合行為的調查實務。美國於 1993 年、歐盟於 1996 年、韓國於

1997 年 34
、加拿大於 2000 年、日本於 2005年均對於自動舉發卡特爾事實之成員設

                                                      
34 例如，韓國就第一個揭發卡特爾事實的成員給予完全的免罰，第二個舉發且其揭發能確實補
充第一個舉發者未能釐清之處的成員給予 30% 的罰鍰減輕額；而美國則僅給予第一個舉發卡特爾
事實的成員免罰額度。參照 Joong Weon Jeong, The Rationale and Tools to Regulate Cart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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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免罰或減輕處罰之規定，故援用此一制度已成為國際趨勢。 

我國雖然尚未有相類似之規定，但公平會於 89 年 7 月 27 日第 459 次委員會議

已決議未來公平法將納入寬恕制度。實務運作上，公平會更於去年（95 年）首度引

用「寬恕政策」的精神，鼓勵台中縣、市桶裝瓦斯業者「窩裡反」，提供協商減罰

之誘因，因而在短短四個月內以極高效率完成全案調查，並於 95 年 2 月 23 日第

746次委員會議以違反公平法第 14條第 1項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為由，決議對中部

13 家桶裝瓦斯業者，僅處以總計新台幣 551 萬元罰鍰 35
，這是公平會執法與國際趨

勢接軌的情形。此外，正在研議當中的公平法修正草案也已經將寬恕政策明文

化
 36
。 

值得一提的是，韓國於 2002 年為有效偵測卡特爾活動，進一步發展出獨特的

卡特爾告發獎金制度（Informant Reward Program）。此制度提供一筆獎勵金（韓圜

一億元，約美金十萬元）給第一個揭發卡特爾行為的人。第一個揭發卡特爾行為的

人如：交易市場上游廠商、下游廠商、因卡特爾活動而受有損害的廠商、卡特爾成

員的現任員工或前任員工等
 37
，均包括在內。這個制度是除了寬恕政策外，亦能供

作我國將來立法上參酌的新制。 

綜上所述，我國罰鍰額度所依據之參考表內容與其他國家相較，其所列出之考

量標準比起其他國家言，應屬周全。不過，為建立一個彈性且有嚇阻力的罰鍰制

度，我國公平會亦應朝向將罰鍰之最高金額上限由現行法之固定數額，改為以違反

競爭法相關規定之事業之「營業額的相當程度之百分比做為罰鍰上限」的考量。這

是著眼於「執法成本」和「違法成本」乃影響法令執行成效的兩個關鍵因素。由於

法令執行成本之高低，將影響該項法令的執行成效，故如果希望法令要有效執行，

則必須將違法成本的期望值提升至或接近守法成本。因此目前公平會之運作，極有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gram on Competition Policy-Seminar on the Investigating Cartel and Other 
Horizontal Restraints Cases, 2005.8.11, OECD Center for Co-operation with non-Members, special Asia 
Program., at.10-11. 

35 相較於「北部瓦斯股份有限公司等 30 家事業」違反公平法第 14 條行為，所處罰之 3 億餘元
罰鍰，本次處罰之金額明顯偏低，雖是著眼於鼓勵配合調查的寬恕法理，但也不禁讓人質疑是否

有違公平原則？參照公平委員會（92）公處字第 92073號處分書。 
36 詳請參照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第 39條規定。 
37 有鑒於此制度生效以來，僅有五件通報案，為了此制度順利運作且更有效偵測卡特爾活動，
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KFTC）擬將獎勵金提高到十億韓圜（相當於美金一百萬元）。Joong 
Weon Jeong, ibid, at.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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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引進美國「最適裁罰理論」中所考量的「執法成本之大小」做為我國裁罰表之

考量因素之一
 38
。此外，是否有必要與其他國家立法例相同，區分限制競爭與不公

平競爭的裁處方式，以符合競爭法制之法理，亦值得深思。 

四、其他機關之比較 

(一) 行政機關 

對於違法者之處罰，應依法為之，乃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行政罰之

裁處若無適用之統一性、綜合性法律可資遵循，不但嚴重影響行政效能，斲傷政府

威信，更有失公平正義，難以保障人民權益，故於 94 年 2 月 5 日公布之行政罰

法，主要在健全行政法體系之綜合運用
39
。而行政罰法第 18 條，即規定裁處罰鍰時

為求公平適當並符合比例原則，除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及所

生影響，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等因素外，亦應審酌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

利益。 

除了行政罰法針對罰鍰裁處的一般宣示外，我國其他行政機關裁處罰鍰額度的

基準，有下列各種不同的規範型態。例如：財政部訂有「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

倍數參考表」，係以法定上下限額之中數或最低額起算，惟情節重大或較輕者，得

予增減但應敘明其理由。另該部依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2 訂有「稅務違章案件減

免處罰標準」對於短漏稅金額微小者，免予或減輕處罰。環保署訂有「交通工具排

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準」，則依交通工具之大小，輕重其罰。勞委會訂有「勞工保

險條例罰鍰應行注意事項」，其特點為首次違法者處以最低額，如續違反行政義務

者，依次累增罰鍰金額。 

                                                      
38 例如，觀諸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廣告處分案件，公平會自 93 年起迄 95 年 1 月底之統計表
顯示出，對於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之業者僅命其立即停止違法行為或同時裁處第 41 條所規定之最
低罰鍰金額五萬元者，在全數共 113 則案件中幾乎佔一半之比例（51 件）。這個數據讓人質疑五
萬元之罰鍰是否有足夠之遏阻效力，及是否符合執法成本，故公平會未來裁處罰鍰時，有必要考

量執法成效與違法成本間的相互關係。 
39 參照行政罰法草案修正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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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司法機關 

司法機關為裁處決定時，民事案件與刑事案件雖有不同，但法理上是一致的。

民事判決，例如依照民法第 184 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案件，法官於裁判時審酌事

項，除原告實際所受損害外，主要考量者不外乎兩造之身份、經濟能力、侵權行為

情節之輕重、因侵權所得利益等事項
40
，加以決定其金額。 

具體適用如：台北地方法院 94 年度訴字第 1052 號判決：「……審酌原告因被

告駕車過失致遭受身體上粉碎性骨折之傷害，期間須歷經多次醫療行為，日常作息

不免因此拖累等因素，以及兩造之身份及經濟能力等，認原告所受之精神上損害，

以 10 萬元為宜」。宜蘭地方法院 93 年度訴字第 352 號判決：「……考量兩造身

份、地位、資本額、經濟狀況、原告所受傷害之程度，復斟酌車禍發生後迄今原告

所受身體上及精神上之痛苦，認原告請求 12 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尚屬過當，應予

核減為 10萬元」。 

刑事判決的量刑主要依照刑法第 57 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包括犯罪之

動機、犯罪之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之手段、犯人之生活狀況、犯人之品

行、犯人之智識程度、犯人與被害人平日之關係、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

之態度。且依第 58 條規定科處罰金時尚應審酌犯人之資力及因犯罪所得之利益

等。第 59 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如科以最輕法定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

輕其刑。復就所蒐集之案例其所審酌之事項大致為犯罪之動機、手段、品行、智識

程度、犯後態度及所生危害、犯後態度、犯罪所得，及其以往之犯罪紀錄等事

項
41
。 

具體適用如：士林地方法院 94 年度重訴字第 1 號判決：「審酌被告犯罪之動

機、目的、手段、品行、智識程度、犯罪所生危害及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處有

期徒刑 6 年」。士林地方法院 94 年度訴字第 155 號判決：「審酌被告犯罪之動

機、目的、手段、犯罪所得，及其前因常業重利罪，經桃園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40 例如，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94 年度訴字第 1052 號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93 年度訴字第 811
號判決、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93 年度訴字第 352 號判決、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93 年度訴字第 341 號
判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93年度訴字第 1218號判決。 

41 張麗卿，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501以下，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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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確定，而今再犯，本應重判，惟念其犯罪後坦承犯行，態度良好，被害人等均

已表明不願再追究被告之刑責，且現有固定工作，有在職證明書乙件在卷可憑等一

切情狀，爰從輕量處有期徒刑 6月，罰金 25,000元」。 

值得一提的是，有關刑事判決部分，實務上有主張，為回應人民對司法的期待

以及使法官量刑時可兼顧正義的維護、矯正被告犯行、防止再犯等面向思考，司法

院應制定「量刑參考表」
42
，讓法官在判決時可以「套用公式」，依被告的犯罪次

數、危害程度、危險性等變數，計算出被告的刑期，避免因個別法官的背景差異，

有「判決歧異」之非議。然亦有認為，雖然法官的性別、求學背景不同，人生閱歷

及家庭環境各有差異，故在適用法律上，本來就有不同之認知標準，如果當事人不

服，可循審級管道上訴。尤其「量刑」是審判的核心，不容外力干預，若制定這類

量表，要法官套公式「依表量刑」，恐有違憲法中司法獨立的精神
43
。 

本文認為，刑法量刑著重罪責原則之反應，統一制式化的量刑結果，或許使量

刑處罰更接近客觀公平，卻無法反應個別行為人之罪責。基於審判獨立精神
44
及考

慮量刑準據的合憲性，司法院縱使制定量刑準據，該量表不應該有強制力，而僅係

基於司法行政的立場，整理資料，提供量表供法官參考而已，因此，是否有必要仿

美國制訂強制性之「聯邦量刑準據」（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45
的作法，值

得深思。 

(三) 小結 

從上述得知，行政機關裁處罰鍰額度的基準，除了有共通適用之行政罰法可資

遵循外，各行政機關得依照不同的違法性質，而有屬於機關內部之各種裁罰基準。

另外，民事相關損害賠償判決就賠償金額部分，法官所審酌者大致是：兩造之身

份、經濟能力、侵權行為情節之輕重、因侵權所得利益等事項；刑事判決就罰金及

                                                      
42 91 年 3 月 21 日司法院舉行「訂定刑罰量刑準據公聽會」，預計在一年內訂出量表雛型，三
年內完成架構，本人亦應邀出席該次公聽會。亦可參照自由時報，94年 3月 14日，第 18版。 

43 蘇俊雄，「量刑法理與法制之比較研究」，法官協會雜誌，第 1卷第 2期，27，1999。 
44 參照大法官釋字第 539號解釋指出：憲法第 80條的精神除在揭示司法權獨立的原則外，並要
求國家建立完備之維護審判獨立制度保障之作用。 

45 林錦芳，「美國聯邦量刑準據」，司法週刊，第 2 版，1991；吳巡龍，「美國量刑公式
化」，新刑事訴訟制度與證據法則，374以下，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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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部分，法官所考量者亦不外乎如：刑法第 57、58、59 條所列舉事項，並未對

其審酌事項作更詳盡之指述。 

相較於此，公平會裁處罰鍰之處分雖與民刑事判決性質相似，惟就裁量部分所

審酌因素加以比較，公平會形成罰鍰過程所本之裁罰表操作方式顯然更加詳盡客

觀。此外，有關刑事判決部分，司法院雖亦有制訂「量刑參考表」之想法，但亦傾

向將該表定位為提供法官參考之準據，不能拘束法官之自由心證，有關此點，從公

平會是獨立之準司法機關性質言
46
，尤具意義。 

五、裁罰表之法律性質 

公平會於依公平法裁處罰鍰時，皆依照施行細則第 36 條及裁罰表所定事項，

審酌一切情狀，以為裁處罰鍰之考量因素。故公平會依法於法定罰鍰額度內行使罰

鍰裁量權時，行政法院是否有權介入審查，這攸關行政機關之判斷餘地及裁罰表之

法律性質。 

(一) 屬於裁量基準之行政規則 

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

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得訂頒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故裁量性行政規則或

解釋性行政規則之目的在於使執行人員在面對具體個案時，有客觀處理標準。裁罰

表是公平會為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定，故學理上有認該表性質上歸屬行政程

序法第 159 條之「裁量基準」47
，其發布或廢止程序當依該法所定法制作業程序為

之，始生效力
48
。 

基於國家行政之範圍日益擴大，行政之性質日趨複雜，為充分保障人民之權

                                                      
46 相關見解如學者石世豪認為，公平會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的意義，等同於「實際審理個案
之獨任制「法官」或由「法官」所組成之合議庭。參照石世豪，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

（三），98，2005。 
47 廖義男、王以國，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三），480，2005。 
48 黃異，「行政規則」，法令月刊，第 51卷第 7期，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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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行政機關之任務已從傳統的危險防止，轉向成危險預防
49
。例如環境法、經濟

行政法及基因遺傳工程法等領域，行政機關必須針對危險預防觀點為風險決定，以

實現國家之任務及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
50
，故在此領域中就形成所謂之「規範具體

化行政規則」
51
（normkonkretisierende Verwaltungsvorschriften）。詳言之，裁量性

或解釋性之行政規則屬於行政機關之固有職權，是為了行使裁量權或判斷不確定法

律概念
52
而將規範具體化的作法

53
，由於該「規範之具體化」之行政規則，是本於專

業判斷所制定，故法院對於裁量性或解釋性的行政規則，原則上應予尊重。因此，

關於法院審查行政機關「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解釋與適用，應有「審查界限」之存

在，此即行政機關的「判斷餘地」
54
。更具體地說，行政機關「判斷餘地」之特

權，係司法完全審查不確定法律概念之例外事項。因為，行政機關對於不確定法律

概念，有一定的決定空間，使其能擁有最終的評價與決定，該行政機關之最終評價

與決定，法院應予以尊重
55
。 

簡言之，行政機關的「判斷餘地」的理論基礎主要來自於：立法者在法律規範

                                                      
49 此種想法恰與「刑罰理論」之演進過程相同，亦即，刑罰理論也是由一般預防思想演進到注
重風險預防的「特別預防思想」。關於刑罰理論演進過程之詳細內容，可參照張麗卿，刑法總則

理論與運用，455以下，2005。 
50 陳春生，「行政法學上之風險決定與行政規則—以規範具體化行政規則為中心」，台灣本土
法學，第 5期，80，1999。 

51 例如，德國立法例上，關於產生規範具體化或事實調查相關效力之行政規則，是處理有關法
律執行與審查密度之關連問題。故當法律允許行政機關有規範上之形成權限時，不論是以法規命

令或行政規則均存在判斷餘地；且行使此種裁量或判斷餘地之理想情況是針對個別案件為之。參

照陳春生，「行政法學上之風險決定與行政規則—以規範具體化行政規則為中心」，台灣本土法

學，第 5期，83-84，1999。 
52 罰鍰認定之標準，公平法除第 41 條規定外，更有施行細則第 36 條訂定裁處罰鍰應考量事
項；不過，施行細則所定審酌因素較多為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公平會為了讓罰鍰執行以及裁罰標

準更加明確具體，趙前主委揚清乃於 88 年 4 月 23 日業務會報指示，研擬公平會裁處罰鍰額度原
則，而有裁罰表之形成。 

53 有些規範性的不確定法律概念，缺乏可供一般人實際經驗感受之對象，須經由專業知識之評
價判斷始能獲知其意。例如，專利法上之「可供產業利用性」、集會遊行法之「社會秩序」· 
「公共利益」、公平法上之「交易秩序」、「整體經濟利益」或「市場上壓倒性地位」。如：最

高行政法院 95 年度判字第 93 號判決也認為，「經濟法規之特性常隨著社會及經濟之變化演進，
日新月異之不同行為態樣會不斷出現，無法針對明確固定之行為態樣得以明文規範，故此乃經濟

法規常會出現不確定法律概念規範之緣故，舉世皆然。」 
54 林錫堯，行政法要義，243，1999。 
55 Vgl. Hartmut Maurer, Allgemeines Vervaltungsrecht, 8. Aufl. 1992, S. 116ff. insbesondere S.121 u. 

123; Ferdinand O. Kopp, 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Kommentar, 9. Aufl., 1992, §114Rn. 30-33 S. 
134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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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有意授權行政機關自行決定之空間。且基於權力與功能

之分立原則，法院應自我約束，盡量避免以自己之價值判斷取代行政機關之價值判

斷。尤其，在個別專門領域，行政機關擁有其專家或諮詢以及豐富之行政經驗，對

於行政個案知之甚稔，故法院必須予以相當地尊重，不能作出高密度之介入審查，

因為這是對於行政專業之尊重。故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4 年度訴字第 752 號判決明

白指出：「…具有高度之屬人性、專業性、經驗性之專業判斷，例如國家考試之評

分
56
、學生成績之評定

57
、教師升等評審之審查結果

58
、計畫性政策之決定

59
、公務

員能力之評價
60
、獨立專家委員會之判斷

61
、專門科技事項、行政上之預測決定或風

險評估
62
等，由於法院審查能力有限，承認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之決定，有判斷餘

地。」亦即，在此等領域中，具有高度專業特質的獨立性，是法律授權行政機關於

執行法律時所為判斷的特權，法院應尊重屬於此種專業領域行政機關之判斷餘地，

而不做完全之審查。 

蓋作成此種決定之行政機關，通常係由各種利益代表、公正人士或專家學者所

                                                      
56 例如，釋字第 319 號解釋由翁岳生、楊日然、吳庚所提之不同意見書指出：「國家考試之評
分專屬於典試委員之職權，針對考試評分…無論從裁量之理論或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見解，典試委

員之評分應受尊重，其他機關甚至法院亦不得以其自己之判斷，代替典試委員評定之分數。因依

典試法規定，國家考試之評分權賦予典試委員而不及於他人。」；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度判字第
44 號判決：「…國家考試考試成績之評定，係屬典試委員或閱卷委員基於法律之授權，根據個人
學識素養與經驗所為專門學術上獨立公正之判斷，如無違背法令之處，即不容應試人對之藉詞聲

明不服」；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度判字第 1087 號判決：「考試機關依法舉行之考試，其閱卷委員
係於試卷彌封時評定成績，在彌封開拆後，除依形式觀察，即可發現該項成績有顯然錯誤者外，

不應循應考人之要求任意再行評閱，以維持考試之客觀與公正。」 
57 例如，釋字第 382 號解釋理由書：「涉及學生之品行考核、學業評量或懲處方式之選擇，應
尊重教師及學校本於專業及對事實真象之熟知所為之決定，僅於其判斷或裁量違法或顯然不當時

得予撒銷或變更。」 
58 例如，釋字第 462 號解釋理由書：「本於專業評量之原則應選任各該專業領域具有充分專業
能力之學者專家先行審查將其結果報請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教師評審委員會除能提出具有專業

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度與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其判斷」。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度判字第 696 號判決：「…大學教師升等之評審應尊重評審委員會所為之學術評價，於適用
該不確定法律概念時，大學評審委員對升等與否之決定享有判斷餘地，其他機關及行政法院均不

得以自己之判斷，代替評審委員之決定。」 
59 例如，外國人居留、外勞引進、外籍新娘配額之決定。 
60 例如，對公務員考績之判斷，各機關長官或各機關所設置之考績委員會專有判斷餘地之權限
（參照公務員考績法第 14、15條）。 

61 這些獨立機關如：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中央選舉委員會、中央銀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等機關。 

62 例如，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對於土地開發行為衝擊環境之程度與範圍，提出之環境影響
評估之判斷（參照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3、1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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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之委員會所作成之判斷，一般而言，此等專家委員會比法院更能作成合乎事理

之適當決定，且其組織之決議運作皆有審慎之程序、獨立超然，類似法院審判之功

能。故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度判字第 93 號判決指出：「…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

『事業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之概括條款，於立

法時保留給行政主管機關裁量餘地，使主管機關得依實際個案情形，以其專業知

識，作是否違法之判斷，此即行政判斷餘地之精神及內涵所在。」依此言之，具有

一定獨立性及高度專業性的公平會所為罰鍰之決定，司法實務上亦肯定，應該享有

極大的判斷餘地。 

(二) 屬於行政機關之內部參考資料 

除了上述認為是行政規則的性質外，亦有認裁罰表之性質不完全屬於行政規則

者。蓋其乃幕僚為委員會準備的內部文件資料，尚非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裁量基準之行政規則。因此，裁罰表僅為行政機關內部作業之參考基準，該表

所列事項之配分，得依個案予以變更，且僅係業務單位提供委員會議參考之資料，

資料內容並不拘束委員會議之決議
63
。有關於此，行政法院王碧芳法官亦曾謂：

「其實法院並不樂見審查到這張參考表，一直以來它似乎是在卷內的信封袋被封起

來，其實法院一直樂見這樣做，因為它是內部準則，當然可以不被閱覽，跳脫法院

的立場，我想行政規則不要太繁複，否則可能會產生一個月也審不完一件案子的情

形，是以行政規則只要稍微細緻一點就可以了」
64
。 

司法實務贊同此種見解者，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國匯液化煤氣分裝公司等聯

合調漲運裝費用一案即表示：「裁罰表僅係被上訴人內部業務單位於處理具體案件

時，參酌施行細則第 33 條規定（即現行施行細則第 36 條），就其違法程度，提供

委員會決定罰鍰數額裁量之參考資料，並非行政處分之本身，要無違法之可言」

65
。尤其，最近（94 年），於中華防火安全協會案中，最高行政法院亦表示：「行

                                                      
63 為強調參考表僅為公平會內部裁量參考資料，93 年 12 月 28 日公平會第 686 次委員會議決議
通過於公平會罰鍰額度參考表加註下列文字：(1)本表所列事項之配分得依個案，予以變更（加重
或減輕）；(2)本表僅由業務單位提案供委員會議參考，不拘束委員會議之決議。 

64 參照王碧芳，於 94 年 5 月 10 日在公平會所舉辦之「公平法重要案例研討會」中之發言記
錄。 

65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0年度訴字第 627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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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裁罰表僅供公平會內部裁罰參考，遽以評分有瑕疵及未敘明理

由，即認定公平會裁量權之行使有瑕疵，稍嫌速斷。」之見解
66
。 

上述二實務判決意見均肯認裁罰表之適用僅係內部業務單位於處理具體案件

時，參酌施行細則第 36 條的規定，提供委員會決定罰鍰數額裁量之參考資料，從

而行政法院應充分尊重行政機關之自我形成空間，不宜介入。 

(三) 小結 

本文認為，裁罰表的性質較接近於內部業務單位於處理具體案件時，就其違法

程度，提供委員會決定罰鍰數額裁量之參考資料。 

此外，即使將裁罰表定位為行政機關為了行使裁量權所訂之行政規則，行政法

院也應該尊重公平會本於法律之授權所為判斷的特權；換言之，法院應尊重屬於此

種專業領域行政機關之判斷餘地，而不做完全之審查。蓋立法者於行政實體法賦予

行政機關裁量權，只要在法令授權範圍內皆為合法裁量。因為，行政機關對於不確

定法律概念，有一定的決定空間，使其能擁有最終的評價與決定，該行政機關之最

終評價與決定，法院應予以尊重。 

實務見解亦肯認，除非行政機關依裁量權所為之行政處分，逾越權限或濫用權

力，才得予撤銷
67
。例如，釋字第 553 號解釋理由書明白指出：『…涉及不確定法

律概念，上級監督機關為適法性監督之際，固應尊重地方自治團體所為合法性之判

斷，但如其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上級監督機關尚非不得依法撤銷或變

更。』
68
故行政法院原則上只能作有限度之審查，亦即，有無判斷逾越或判斷濫用

                                                      
66 最高行政法院 94年度判字第 1451號判決。 
67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92 年度判字第 1238 號：『行政機關依裁量權所為之行政處分，以其作為
或不作為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者為限，行政法院得予撤銷。」；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4年度訴字第
752號：『如行政機關之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應承認法院得例外加以審查』。 

68 參照釋字第 553 號解釋理由書：『…涉及不確定法律概念，上級監督機關為適法性監督之
際，固應尊重地方自治團體所為合法性之判斷，但如其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上級監

督機關尚非不得依法撤銷或變更。對此類事件之審查密度，可參酌：1.單純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解
釋與同時涉及科技、環保、醫藥、能力或學識測驗者，對原判斷之尊重即有差異。2.原判斷之決
策過程，係由該機關首長單獨為之，抑由專業及獨立行使職權之成員合議機構作成，均應予以考

量。3.有無應遵守之法律程序？決策過程是否踐行？4.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其涵攝有無錯
誤？5.對法律概念之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之上位規範。6.是否尚有其他重要事項
漏未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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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審查
69
；而於認定違法裁量的裁判，法院仍須以尊重行政裁量權的方式為之。 

尤其，在具有高度專業性並攸關公平交易秩序領域所作之行政處分，應享有最

大之判斷餘地。因為依照公平法第 28 條規定，公平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處理有

關公平交易案件所為之處分。公平會的裁量性質接近準司法機關之決定，如民事法

上被告損害賠償金額，以及刑法上量刑與罰金，法官具有獨立之裁量權，公平會既

具有準司法機關性質，則所做之決定，自應如民事法院與刑事法院的判決般，關於

損害賠償之金額與刑度決定之心證過程，應給予充分之尊重。 

六、案例檢討 

在掌握裁罰表之法律性質後，以下依照公平會處分業者之先後次序，分析因裁

罰表適用上有疑義，被行政法院撤銷的相關案件。 

(一) 台灣區麥粉工業同業公會案 

1. 本案背景 

台灣區麥粉工業同業公會（下稱麥粉公會）於 86 年間依公平法第 14 條第 5 款

規定，向公平會申請聯合採購合船裝運小麥，經公平會以（86）公聯字第 12 號決

定許可聯合行為。嗣麥粉公會於辦理國內 32 家麵粉廠小麥聯合採購、合船進口作

業事宜時，透過協調、配合及召集會員廠商開會等方式，不當實施總量管制暨定數

分配，限制事業自由決定其採購數量，並介入會員廠庫存撥補管理，公平會認定其

相關行為不僅限制事業自由決定其採購數量，且有妨礙事業公平競爭，已違反公平

法第 14 條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爰命其停止前開違法行為，並依裁罰表之裁罰基

準，處以新臺幣 2,000萬元罰鍰70
。  

                                                      
69 「判斷逾越」，指行政機關裁量之結果，超出法律授權之範圍，或抵觸其他法規；「判斷濫

用」，是行政機關作成裁量與法律授權之目的不符，或裁量違背一般法律原則，如平等原則、比

例原則等。參照林錫堯，行政法要義，244，1999；洪家殷，「行政規則之違反與裁量權之濫

用」，台灣本土法學，第 5期，119-120，1999。 
70 公平交易委員會（89）公處字第 89091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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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粉公會不服公平會行政處分，於提起訴願遭駁回後，遞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提起行政訴訟，經該院 90 年度訴字第 1207 號判決：「原處分即被告 89 年 6 月 7

日公處字第 89091號處分及行政院台 89訴字第 34884號訴願決定關於罰鍰 2,000萬

元部分均撤銷，原告其餘之訴駁回。」，嗣經兩造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經該

院於 93 年 7 月 29 日以 93 年判字第 968 號判決：「兩造上訴均駁回，上訴費用由

兩造各自負擔。」。判決結果確定，麥粉公會違反公平法第 14 條聯合行為之禁制

規定，及因此廢止前許可聯合採購之決定等部分，為有理由；惟就裁處罰鍰之審酌

理由及罰鍰額度部分，則有裁量濫用之瑕疵而予撤銷，命公平會另為適法處分。 

2.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0年度訴字第 1207號判決主要理由 

(1) 公平會係以被處分人所提出之所謂「配額表」、「百分比新表」、「庫存量

撥補表」為證，輔以其相關查證資料，認定被處分人逾越許可。但無相關補

強證據即逕予認定被處分人自 81 年起有違反公平法之事實，而認為行為延續

七年，自無足採。 

(2) 公平會依公平法量處罰鍰時，並未審酌施行細則第 36 條所訂定應考量事項—

「一切情狀」，有裁量上之瑕疵。 

(3) 公會本身並非營利事業而為職業團體，不可能因辦理聯合採購而獲得任何實

質利益，該所謂之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亦係被處分人會員事業獲得，而非被

處分人獲得，則公平會在列計其(4)違法行為所得利益、(5)違法事業之規模、

經營狀況、營業額等項時，不應以等級為 A列計之。 

3. 公平會上訴理由 

針對上揭判決之撤銷理由，公平會於上訴時表明公平會確有審酌施行細則第 36

條等事由來量處罰鍰，期間的認定亦無違誤。 

4. 最高行政法院 93年判字第 968號判決理由 

最高行政法院基於下列理由，維持高等法院之判決，撤銷公平會原處分及訴願

決定關於罰鍰 2,000萬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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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審酌本件違法行為之持續時間係自 81 年間起，並評定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

持續期間等級為 A（1.8分），與該原處分所認定之違法事實未合。 

(2) 違法聯合行為所得利益，當包括其違法聯合行為為自己或他人而獲得之利

益，原判決此部分理由有所未合，但該原處分關於罰鍰部分有前揭應予撤銷

之理由，仍予以撤銷。 

5. 公平會另為處分 

公平會於最高行政法院駁回上訴後，本於尊重行政法院判決就麥粉公會案另為

處分，其內容為：以 2 年為重新處分時，違法行為持續期間之認定基礎。因違法期

間之認定由 7年變更為 2年，則其違法所得利益亦因而隨之減少。 

6. 分析 

就本件審理結果言，最高行政法院之最終認定，僅對於違法期間長短之證據證

明力提出質疑，對於公平會斟酌裁量之項目事實上並無爭議，故公平會於調整違法

期間之認定後，已經與最高行政法院見解相同。 

(二) 國匯液化煤氣分裝股份有限公司案 

1. 本案背景 

國匯液化煤氣分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國匯液化）於 89年 3月初至 89年 12

月間與北誼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等高屏地區共 19 家分裝場業者以組成地區性分裝同

業聯誼會方式，達成共同協定繳交保證金、聯合調高運裝費用及相互約束不得接受

瓦斯行之任意變更提氣對象之合意後，進而要求下游瓦斯行業者及公會反映末端售

價，並調漲高屏地區分裝場之運裝費用、互不搶客戶及限制桶裝瓦斯分銷商選擇提

氣對象自由等不為競爭之相互約束事業活動行為，嚴重影響高屏地區桶裝瓦斯運裝

交易市場之功能，公平會認定其相關違法行為已違反公平法第 14 條之規定，爰命

其停止前開聯合行為，並處以新臺幣 800萬元罰鍰71
。 

                                                      
71 公平交易委員會（90）公處字第 90023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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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匯液化不服處分，向行政院、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願、行政訴訟均遭駁

回，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特別指出：『裁罰表僅係被上訴人內部業務單位於處理具體

案件時，參酌施行細則第 33 條規定（即現行施行細則第 36 條），就其違法程度，

提供委員會決定罰鍰數額裁量之參考資料，並非行政處分之本身，要無違法之可

言」
72
，但國匯液化仍然遞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以 93 年度判字

第 259 號判決發回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更為審理；經高等行政法院於 94 年 5 月 19 日

以 93 年度訴更一字第 56 號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處原告罰鍰新臺幣 800 

萬元部分均撤銷。原告其餘之訴駁回。」。判決結果因雙方皆未提起上訴而告確

定，國匯液化違反公平法第 14 條聯合行為之事實部分，認定於法有據；惟就裁處

罰鍰之審酌，則為違法裁量，命公平會另為適法處分。 

2. 最高行政法院 93年度判字第 259號發回更審之理由 

(1) 遍查全卷，並無榮順興驗瓶廠過去的違法記錄之證據資料； 

(2) 且榮順興驗瓶廠與國匯液化係各自獨立之事業，其處罰之主體不同，將榮順

興驗瓶廠違法行為列入處罰國匯液化之裁量審酌事項，即屬瑕疵。 

(3) 違法行為持續期間之認定，應再予以究明。 

3.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3年度訴更一字第 56號判決理由 

(1) 認為公平會對國匯液化於 89 年 4 月至 89 年 12 月間參與該項聯合行為之違法

事實，認定於法有據； 

(2) 國匯液化與榮順興公司驗瓶廠乃屬不同行為主體，將國匯液化以外之其他法

人違法紀錄作為累犯之依據乃屬違法裁量；是以，對公平會於罰鍰裁量時，

因所依據之「裁罰額度表」（舊）第 8 項至第 11 項所考量之「違法類型」、

「違法次數」、「間隔時間」等項目，將以往有違法紀錄之榮順興公司併計

於國匯液化之評價內，為違法裁量，應就罰鍰重為裁量及處分。 

 

                                                      
72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0年度訴字第 627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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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平會另為處分 

公平會對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3 年度訴更一字第 56 號判決決議不提起上訴，

本於尊重行政法院判決就國匯液化案另為處分，以為適法，其內容為：將榮順興公

司之違法紀錄剔除於國匯液化之違法評價，並爰依從輕原則精神裁處之罰鍰金額為

新臺幣 500萬元。 

5. 分析 

最高行政法院及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最終認定被處分人公司與榮順興公司驗瓶廠

乃屬不同行為主體，將被處分人以外之其他法人違法紀錄作為被處分人累犯之依據

乃屬違法裁量，不能以相同代表人之公司之違法紀錄，作為加重裁罰被處分人之依

據
73
。誠然，不同法人間之行為應個別評價，不過，對於刻意設立不同法人規避分

散責任之行為人，就無法達成行政處分之警示目的，故如何掌握此類違法行為，應

探尋其他事由據以處分，較無疏失。 

(三) 中華防火安全協會案 

1. 本案背景 

中華防火安全協會（下稱防火安全協會）以招募志工為由，贈送行動電話晶片

拉人頭入會給獎金之傳銷方式吸引民眾入會，致生消費糾紛，疑涉及違反公平法。 

公平會認為其會員非為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而加入，且會員取得佣金、獎金

或其他經濟利益，非基於其所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合理市價，而係基於會員不

斷介紹新成員成為 A 階、B 階志工會員。況防火安全協會勾串○○通訊行許君等

人，使會員取得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之來源，係來自訛詐手機優惠價差或倒賣手機

所得之退佣金，並非基於會員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利潤，防火安全協會之行為

核已違反公平法第 23 條。爰依公平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處防火安全協會新臺幣

                                                      
73 針對不能以相同代表人之公司的違法紀錄，作為加重裁罰之理由，公平會第 705 次委員會議
於 94年 5月 12日決議，刪除關裁罰表中「經營者」之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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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萬元罰鍰74
。 

防火安全協會不服公平會行政處分，提起訴願遭駁回後，遂向台北高等行政法

院提起行政訴訟，經該院 92 年度訴字第 947 號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撤

銷。」，嗣經公平會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經該院於 94 年 9 月 22 日以 94 年

判字第 1451 號判決：「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回。」，判決結果即

告確定。 

2.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年度訴字第 947號判決理由 

(1) 縱認公平會就上述之考量項目分項評分並予加總後，其等級合計 5.9 分，依

「違法等級暨罰鍰額度」規定，應依「5.8~5.9 分，罰鍰 86 萬元至 92 萬

元」，然公平會表示綜合其他判斷因素（考量項目）後，加罰 4 分，總裁量

積分 9.9 分，而應適用「違法等級暨罰鍰額度」「9.0~10.3 分，罰鍰 501 萬元

至 1000 萬元」規定，其罰鍰額度顯然數倍增加，則公平會自當具體說明其綜

合其他判斷因素（考量項目）加罰 4 分之考量因素，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

的，且須依照比例原則，就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併注意，而與個案情

節有正當合理之連結，否則即構成裁量瑕疵之違法。本院審酌本案情節後，

認公平會逕處原告 1,000萬元罰鍰，有裁量濫用之裁量瑕疵情形。 

(2) 公平會之考量項目「綜合其他判斷因素」欄內，僅記載「C加罰 4分」，卻未

於考量項目「綜合其他判斷因素」欄內，具體說明其加罰 4 分之考量因素，

而該「參考數據」欄所載理由，復已於考量項目中有所考量。顯有重覆加

計，而未嚴謹適用該裁罰表，致構成裁量瑕疵之違法。 

3. 最高行政法院 94年度判字第 1451號判決理由： 

(1) 裁罰表僅供公平會內部裁罰參考，遽以評分有瑕疵及未敘明理由，即認定公

平會裁量權之行使有瑕疵，稍嫌速斷。 

(2) 考量該裁罰表上考量項目第 1 至 12 項後，如認為處罰額度不足以達行政處分

效果時，得斟酌考量項目第 13項加罰之。 

                                                      
74 公平交易委員會（91）公處字第 91110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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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另該裁罰表考量項目第 2 項與考量項目第 5 項係不同情狀之考量項目，原處

分並未重複斟酌。 

4. 分析 

事實上，公平會依裁量表加總分數後，得斟酌能否達成行政處分效力之目的，

酌處裁量，並無違誤之處。最高行政法院之最終認定，亦肯定裁罰表為供委員會內

部裁罰參考之用，公平會得以為達成行政處分效果之目的，斟酌加重，並無裁量瑕

疵之違法。 

(四) 北部地區桶裝瓦斯案 

1. 本案背景 

基隆暨台北地區之 16 家及桃園新竹地區之 14 家瓦斯分裝場業者於各該區域內

分別共同成立組織（係北管會及桃管會，通稱聯管會）、設立聯名帳戶及繳交市場

安定基金，遂行聯合行為，並協議以補貼方式達成限制區域內成員間之競爭及二個

區域間互不越區競爭。另分裝場業者利用其優勢地位相互約定限制各瓦斯行不得任

意變更提氣對象及調降價格來爭取客戶，甚而要求瓦斯行必須調漲零售價格。公平

會爰以北部瓦斯股份有限公司等 30 家事業核已違反公平法第 14 條行為，公平會依

公平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命其停止前開違法行為，並處以 3 億餘元罰鍰75
。其中原

告北部瓦斯股份有限公司等 21 家事業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後，遞向台

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經該院 94 年 11 月 23 日以 93 年度訴字第 3226 號

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裁處原告罰鍰部分均撤銷。」，嗣經公平會向最高

行政法院提起上訴審理中。 

2.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3年度訴字第 3226號判決理由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對於有關原告等 21 家事業亦認定確實有違反公平法第

14 條規定之行為，然對於公平會之裁處罰鍰，則認定違反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從

                                                      
75 公平交易委員會（92）公處字第 92073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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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裁處原告罰鍰部分。其理由： 

(1) 公平會未依裁罰表將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列示考量事項區分等級予以配分並

彙整加總後再對照違法等級暨罰鍰額度而為裁量。 

(2) 公平會並未由承辦單位依裁罰表適用說明第 2 條第 6 款規定，敘明難以適用

之理由，提由委員會議決議不予參考引用之情形，自屬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

則。 

(3) 對於相類似他案桶裝瓦斯市場之聯合行為，所為裁罰標準不同，違反平等原

則。灌氣噸數愈大者罰鍰愈輕，違反比例原則。 

(4) 此外，其他於該裁罰表上所列各應考慮之要素如：違法類型曾否經導正或警

示、事業或經營者以往違法次數、事業或經營者以往違法類型事業或經營者

以往違法間隔時間、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均付之闕如，另如：違法

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營業額，及違法事業之市場地位，亦僅空泛敘述，

並無具體評價，已有裁量不足。 

(5) 有關原告等不當得利之核估金額，未衡酌業者之成本及合理利潤，全數視為

不當得利，核估金額亦有未洽。 

3. 分析 

本案法院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裁處原告罰鍰部分之理由主要有二，其

一，法院認為公平會作成原處分之裁罰時，顯未依裁罰表，從而認定公平會違反行

政自我拘束原則；其二，公平會對於系爭聯合行為之各參與者未以相同之對待，甚

至灌氣噸數愈大者罰鍰愈輕，亦違反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 

然本案對於業者之違法行為，確已綜合審酌全部違法情節及裁處罰鍰之參考項

目，並在評分表下說明，始對原告等 21 家事業分別處以不同罰鍰金額，而業者違

法行為所得利益，僅係被告量處罰鍰考量因素之一，並非以原告等 21 家事業之灌

氣量計算所得利益，作為量處罰鍰之唯一標準，行政法院認定以各家業者所得利益

不同的見解，似將灌氣量作為審酌罰鍰輕重之主要標準，顯有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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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合利國際汽車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案 

1. 本案背景 

合利國際汽車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利國際）從事多層次傳銷，其參加人

取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主要係基於介紹他人加入，而非基於其所推廣或

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合理市價，違反公平法第 23 條規定；又從事多層次傳銷，其營

業場所之增設、搬遷、結束營業，及公司所在地之變更，未於實施前或變更後 15

日內向公平會報備，違反依公平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7

條規定；公平會乃依公平法第 42條及第 41條前段規定，以 92年 6月 30日公處字

第 92124 號處分書，命停止公平法第 23 條規定禁止之行為，並處原告新臺幣 1,050

萬元罰鍰
76
。 

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駁回後，遂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經該

院於 94年 7月 21日以 93年度訴字第 1268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違反

公平法第 23條規定部分。嗣經公平會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審理中。 

2.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3年度訴字第 1268號判決理由 

(1) 於計算原告違法行為所得利益時，加入非公平會據以處分之內涵「全國分紅

退休福利計畫」，與原處分不具正當合理之連結，此部分裁量有瑕疵。 

(2) 依照裁罰表 1 至 12 之考量項目分項評分加總後等級合計為 8.4 分，對於加罰

2分而應適用違法等級暨罰鍰額度 10.4至 11.7分，罰鍰 1,001萬元至 1,500萬

元」規定之依據，並未具體說明且有重複考量之疑慮，構成裁量瑕疵之違

法。 

3. 分析 

高等行政法院主要針對據以加重處分理由，是否具有正當合理關連性提出質

疑，並認定加重處分理由有重複斟酌之虞。另外，公平會於認定本件加重之考量事

                                                      
76 公平交易委員會（92）公處字第 92124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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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確有具體說明正當合理關連並於理由中詳述考量合理關連事實後，為了達成處

分之目的所斟酌加重的處分，並無不妥之處。此於中華防火安全協會案最高法院亦

清楚指出：「公平會得以為達成行政處分效果之目的，斟酌加重，並無裁量瑕疵之

違法。」足見高等行政法院之質疑，並不充足。 

其實，行政法院認為對於加重處分事實是否與本案有合理關連認為有所疑義，

似乎沒有掌握處分書中之加重處分事實與本案關係所致，故行政法院指出就具體連

結加以說明部分，不具充分理由。 

(六) 小結 

綜觀前開案例之被撤銷理由，除麥粉公會案，就違法行為存續期間之證據有不

同見解外；其餘案例主要被指摘者，乃公平會依據裁罰表計算分數，對於考量分數

之具體事實因未能詳盡說明，或加重依據究竟是裁罰表中之何項目不清楚，而認為

有違法裁量之虞，加以撤銷。 

然而，對照其他國家立法例或其他機關的作法，公平會罰鍰形成之過程，可說

是最為詳盡。誠如二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最高法院判決指出：裁罰表僅供公平會內

部裁罰參考
77
，法院應尊重行政判斷餘地之精神及內涵

78
，司法實務上已肯定具有一

定獨立性及高度專業性的公平會所為罰鍰之決定，享有極大的判斷餘地。尤其，有

些規範性的不確定法律概念，須經由專業知識之評價判斷始能獲知其真正涵義
79
。 

簡言之，在公平會仍向最高行政法院上訴中之「北部地區桶裝瓦斯案」，因關

涉高度專業之瓦斯灌氣噸數計算，涉及到科技知識及特殊法則的問題；「合利國際

汽車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多層次傳銷案」，針對違法行為所得利益的計算，攸關遏止

                                                      
77 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第 1451 號判決：「裁罰表僅供公平會內部裁罰參考，遽以評分有瑕疵及

未敘明理由，即認定公平會裁量權之行使有瑕疵，稍嫌速斷。」 
78 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第 93 號判決「…公平交易法之概括條款，乃立法時保留給行政主管機關
裁量餘地，使主管機關得依實際個案情形，以其專業知識，作是否違法之判斷，此即行政判斷餘

地之精神及內涵所在。」 
79 例如，專利法上之「可供產業利用性」、集會遊行法之「社會秩序、公共利益」、公平法上
之「交易秩序」、「整體經濟利益」或「市場上壓倒性地位」因此，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第 93 號
判決認為，「經濟法規之特性常隨著社會及經濟之變化演進，日新月異之不同行為態樣會不斷出

現，無法針對明確固定之行為態樣得以明文規範，故此乃經濟法規常會出現不確定法律概念規範

之緣故，舉世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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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質多層次傳銷之行政目的問題。該二案中的爭點，皆須經由專業知識之評價判斷

始能獲知其真正涵義，因此，公平會於決定罰鍰的過程中，皆充分考量所有相關的

正確資訊與數據，依據科學的方法得出最恰當之評價，故法院宜尊重構成員具備高

度專業性與獨立性的公平會
80
，為了反映多元利益所為罰鍰決定之判斷餘地。 

七、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公平會為了讓罰鍰執行及裁罰標準明確化，根據公平法第 41 條及施行細則第

36 條訂定了「裁處罰鍰額度參考表」。經由比較其他國家的立法例及我國其他機關

裁處方式的作法後，我國公平會裁處罰鍰部分所審酌的因素，顯然非常詳盡客觀。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雖然行政法院對公平會適用裁罰表所決定之罰鍰額度，大多

給予肯定，但晚近各級行政法院之判決中，亦有針對公平會依據裁罰表所作成之罰

鍰額度認有裁量瑕疵而質疑其合法性的情形。 

對於行政法院之判決固應予以尊重，但是，本文認為鑑於實務立場之轉變及下

述各項理由，宜認真思考裁罰表是否仍保留現在內容之必要性： 

1. 公平會屬於專業之獨立機關 

行政院公平會於行政組織法上屬於獨立機關，具有最高度之獨立性
81
。所謂

「獨立機關」係指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自主運作，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受其

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制機關。其所為之決定應較一般行政機關更受「尊重」，蓋

其成員均由專家學者組成，本身具有高度之專業性，以獨立委員會進行公正之決

                                                      
80 除了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是具有高度專業性的組織外，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及行
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也是具有通訊傳播及金融管理高度專業的機關。因此，政府組織改造中

之獨立機關包括前述三者。蓋獨立機關的建制是讓若干行政機關獨立於行政權之外，以確保決策

的高度專業、去政治化，以及反映多元價值等需求，所以，獨立機關不列計於行政院所屬部會，

機關首長也非內閣閣員，更無需參與行政院院會。 
81 因為公平法第 28 條之「依法獨立行使職權」，與憲法第 80 條之「依據法律獨立審判」的精
神相同。相同見解如，石世豪，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三），9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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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建制精神是要讓行政機關獨立、公正地行使職權，以確保決策上需要高度專

業、去政治化或需顧及政治與社會之多元價值的公共事務，能夠合理有效地推動執

行，故公平會於事實認定上應享有高度之「判斷餘地」。此外於「法律效果」之裁

量上，只要遵守合義務性與目的性的裁量，即無「瑕疵」可言，司法更無介入審查

之理由。 

公平會既屬於獨立機關，其認定事實應適用一般法則（如經驗法則或論理法

則），除非公平會於判斷受處分人違法事實所憑之證據，有取樣不當或數據有運算

上之顯然錯誤或疏失，否則不管從「判斷餘地」或「行政裁量」之理論言，公平會

均應受尊重。如今卻因裁罰表之存在，而構成自我拘束之窘境，甚至遭行政法院質

疑，實非始料所及，因此應予考慮廢止或大幅修正裁罰表。 

雖然我國行政機關亦不乏有裁罰表之訂定者，不過，公平會與前述其他行政機

關適用裁罰基準有本質上之不同，由於公平會具有強烈準司法性質，而一般裁罰基

準係給受指揮監督之公務員作為裁罰依據之用，與強調獨立行使職權之公平會並不

相同，故不管從「判斷餘地」或「行政裁量」之理論言，公平會均應受到最大的尊

重。 

2. 公平會罰鍰裁處已經累積相當經驗 

公平會於 88 年開始裁處罰鍰之初，或許有必要制訂比施行細則第 36 條更加詳

細的基準，以為裁量之根據。然公平會執行公平法已有 13 年，除了執法已有相當

豐厚之經驗外，就處分案件也已累積相當之數量。且根據公平會執法經驗及過去相

關案例之累積，就相同之違法態樣，處以相當罰鍰，亦較符合平等原則，倘若個案

有加重之必要，則於理由欄中予以敘明，亦符合明確性原則，未來行政法院審查時

即無法再以裁量表填寫分數多寡等枝節問題，質疑公平會處分之適法性。 

3. 避免因評價不同被質疑有違公平原則 

由於裁罰額度之決定，係由承辦單位依裁罰表所列事項，隨案件填載裁罰表。

先由承辦單位審酌違法案件相關情狀，並對照違法等級暨裁罰表，擬具提案後，交

由委員會議討論決議。實務運作上經常面臨的困難是，由於承辦人員不同，對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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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主觀項目的評價，出現寬嚴不一的現象，例如，對於悛悔實據與配合調查態度

的分數加減，不但困擾承辦人員，也讓人憂慮有違公平原則
82
。解決之道，應是由

承辦人員在委員會議中報告調查過程的細節，再由委員會議統一斟酌一切情狀後再

決議加減額度，較為妥適。 

4. 應落實彈性而有效率的罰鍰制度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於 2006年 2月 9日對我國的競爭政策進行「同儕

檢視」(Peer Review)83
，提出六大建議。其中一點是，為使罰鍰有效遏止卡特爾行

為，公平會應建立彈性的罰鍰制度。目前公平法第 41 條的罰鍰金額在 5 萬到 2500

萬元間，可能對大型企業不具遏止再犯的效果。因此，公平會將在我國法律制度下

研議以事業的營業額作為罰鍰計算標準；且裁處罰鍰時亦應考量不正競爭行為對於

我國市場競爭影響的程度，例如，提高惡性卡特爾的罰鍰額度，乃當務之急。從而

公平會的罰鍰制度應朝向「彈性而有效率」的方向邁進，亦即，除了施行細則第 36

條所規定之考量要素外，以營業額的相當程度之百分比做為罰鍰上限
84
、寬恕政策

的引進、執法成效與違法成本間的奧妙關係、特定政策執行的宣示
85
等均為決定罰

鍰過程中所應考量的因素。 

                                                      
82 誠如謝杞森教授所言：「事實認定和規範評價如果都可以量化，只要把它輸進電腦結果就自

然產生。…為什麼叫做裁量，就是因為沒有辦法切割得非常精細，所以殺人者，處 10年以上或死

刑，個案有所不同。…這就好比是老師打分數時，給的分數你不能去挑戰，差幾分是因為你的邏

輯推演沒有比其他人好…，可是我們鉅細靡遺來看該參考表，如違法行為之動機考量，Ａ是 1.8
分，B 是惡性重大 0.9，中間還是有一個範圍，如果我認為是 1.5，那應該勾在哪裡？」參照謝杞

森，94年 5月 10日在公平會所舉辦之「公平法重要案例研討會」中之發言記錄。 
83 OECD 對個別國家所進行的同儕檢視，是一種類似「品質管制」概念。也就是由其他國家有

系統的審查與評估某一國家的表現，最終目標在協助該國改善政策的制定。接受檢視的國家，可

藉由檢討其競爭政策及執行，有助於提升經濟競爭力。參照自由時報，A4版，95年 2月 10日。 
84 此如，日本與歐盟的立法可以參照。另外，黃茂榮教授建議用經濟分析的方式來處理，即

「造成之損害」或「可能造成之損害」加上「已經取得的利益」乘以「案件被發現機率」來計

算。參照黃茂榮，94年 5月 10日在公平會所舉辦之「公平法重要案例研討會」中之發言記錄。 
85 例如：為了維護交易秩序及及消費者利益，公平會於 94 年度將「整頓不實廣告列為施政主軸

之一」為加強公平會執法決心，曾三次以新聞稿揭示加重處罰之政策。包括：(1)自 94 年 2 月 24
日宣示「不實廣告案件經處分後，再查獲有重複違法之行為時，將依原裁處罰鍰金額，至少加重

一半之罰鍰」；(2)94 年 5 月 12 日宣示「不實廣告案件經處分後，再查獲有重複違法之行為時，

將依原裁處罰鍰金額，加罰一半以上之罰鍰」；(3)94 年 10 月 25 日宣示「自 94 年 2 月 1 日以後
受理之不實廣告案件及之前收件但屬 2次違法者，均加重處罰，以遏止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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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若上述分析無誤，公平會宜思考將裁罰表廢止；或刪除裁罰表中關於「分數對

應的級距呈現」與「違法等級暨罰鍰額度表」之內容。這樣不但可以避免勾選分數

太過僵化的缺點，也可以符合個案精準化之原則。因為依照修正後的內容操作（如

附件 2），應該可使公平會裁量權之行使更加精準靈活。除了廢止或修正裁罰表之

內容外，本文更建議以下之因應措施： 

1. 回歸罰鍰適用的基本原則 

除了施行細則第 36 條就罰鍰之裁量基準已有規定，可作為公平會裁處罰鍰時

之依據外，行政罰法第 18 條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

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人之資

力。前項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不

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亦是裁處罰鍰時應考慮的基本原則，且該法對於共同

違法及併同處罰、裁處之審酌加減及擴張、單一行為及數行為之處罰等均有明確規

定，都能提供公平會未來執法之參考，故將來公平會裁處罰鍰應回歸裁處罰鍰的基

本原則
86
。 

2. 修法解決構成要件與額度級距之疑義 

由於公平法第 41條所制定之罰鍰僅設有最上限 2,500萬及最下限 5萬之額度，

其間差距有 500 倍之多，且僅以「違反本法規定」為處罰之構成要件，因而被質疑

該條構成要件太過於概括到有如包山包海之地步
87
。針對於此，公平會刻正修法中

的重要部分是，依不同違法行為應有不同違法評價之原則，針對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第 14 條、第 19 條、第 21 條、第 22 條及第 24 條等不同違法行為，分別增修

                                                      
86 不過，因行政罰法第 1 條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

罰時，適用本法。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準此，行政罰法係普通法，如公平法

有特別規定時，仍不能適用行政罰法之規。參照，林錫堯，行政罰法，9，元照出版公司，2005。 
87 參照蔡宗珍，於 94 年 5 月 10 日在公平會所舉辦之「公平法重要案例研討會」中之發言記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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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公平法草案第 38條、第 39條、第 40條、第 41條、第 42條及第 43條以為處

罰之依據。如此將違反不同違法行為的構成要件加以區分，並處以不同法律效果的

罰鍰額度後，將更符合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且將罰鍰的級距縮小後，亦可解決被

質疑罰鍰額度級距是 500倍的過大疑慮。 

3. 作成罰鍰額度彙整統計表並建置上網 

公平會各業務處就過去各種違法類型作成罰鍰額度彙整表，於個案裁罰時由承

辦單位提供委員會議參考。並由公平會統計室協助將各處所製作之彙整表建置於公

平會網站，以利業務單位及委員會參考。按裁量係法律許可行政機關行使職權時，

得為之自由判斷。 

然基於法律優越原則，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所做之個別判斷，亦應避免違背誠

信原則、平等原則、比例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其中平等原則係指行政機關作成各

種單方行為時，除非基於事物之本質不同，而為合理的差別待遇外；相同的事物，

應該相同的待遇
88
。彙整統計表係根據公平會執法經驗及過去相關案例之累積，就

相同之違法態樣處以相當罰鍰所作成之統計資料，成為公平會決定罰鍰之參考，必

較符合就相同事物，為相同待遇之平等原則。 

4. 綜合一切審酌因素得出罰鍰之心證 

往後，業務單位於提案時，除了提供過去裁處相類似違法類型之案例標準供作

參考外，個案上仍得審酌案情之非難性予以減輕或加重，並於處分書理由中明確交

代。換言之，業務單位僅就簡化之裁處罰鍰參考表的表格中之說明欄為事實上陳

述，金額多寡：首先由審查委員及承辦單位建議，額度之決定由委員會議審酌：

「個案的違法事實」、「裁處罰鍰參考資料表」，比較過去「相同違法類型之罰鍰

額度彙整表」，於委員會議聽取承辦人員的調查報告後，綜合一切考量因素後得出

心證決議之。 

如此以「客觀違法事實之陳述代替主觀量化之數據」，不但使公平會裁量權運

用更加靈活，行政法院也就無法就量化數據中的細項評分予以挑剔，在符合平等、

                                                      
88 參照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第 8版，69，2004。 



86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比例及明確性等原則之前提下，行政法院對公平會罰鍰裁量之決定，即應對行政判

斷餘地之精神及內涵，給予最大的尊重。 

最後，本文特別強調的是，現代民主法治國家重視正當法律程序，面對人民質

疑行政處分之適法性，公平會該以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並踐行保障人民權利為依歸。

故於事實認定之「理由部分」應令人民知悉何以形成裁罰結果，並就當事人有利或

不利部分一併考量。其中於理由之記載，至少應包括：法令之引述與必要之解釋，

對案件事實之認定，案件事實涵攝於法令構成要件之判斷，法律效果斟酌之依據

（於授權裁量時）。關於「法律效果之斟酌」，可於理由中詳細說明，如此方可杜

絕人民認為「恣意裁量」之疑慮。亦即，未來可於處分書之理由部分加強論述，此

觀之上述中華防火協會案、北部桶裝瓦斯案、合利國際案等行政法院判決，均指摘

處分結果之理由部分論述不足，改進之道，宜從理由說明著手。如此一來，不管受

處分人或司法審查機關，可使其直接瞭解公平會裁處心證之形成，此亦為正當法律

程序之核心。 

八、後記 

本文完成後，於 95 年 3 月 9 日提行政院公平會舉辦之「公平交易法研究會」

中發表，引起熱烈討論，促成該會重新思考罰鍰額度形成的方式，應否改弦更張。

嗣經該會提「公平會法規小組」及「委員會議」多次審慎評估後，於 95年 11月 30

日第 786 次委員會議決議予以廢止「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裁處罰鍰額度參考

表」，並於 95年 12月 15日以公法字第 0950010723號令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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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表一：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裁處罰鍰額度參考表（已廢止） 

第   次委員會議       案、主體：         裁處罰鍰額度參考表      編表日期：  

1.本表所列事項之配分得依個案，予以變更（加重或減輕）。 

2.本表僅由業務單位提案供委員會議參考，不拘束委員會議之決議。 
 

說           明 
考  量  項  目 等           級 

理           由 

以事業之違法動機認定其惡性程度。 
 
 

1. 違法行為之動機 

□ A 惡性極重大（1.8分） 
□ B 惡性重大（0.9分） 
□ C普通（0.5分） 
□ D 惡性輕（0.3分）  

違法行為預期之不當利益大，其可責性

較高；雖為預謀，但預期之不當利益不

大，其可責性次之；非為預謀且預期之

不當利益不大，則其可責性更次之。 
 
 

2. 違法行為之目的及

預期之不當利益 

□ A 預謀，且預期不當利益大

（1.8分） 
□ B 非為預謀，但預期不當利

益大（0.9分） 
□ C 為預謀但預期不當利益不

大（0.5分） 
□ D 非為預謀且預期之不當利

益不大（0.3分）  
以違法行為對市場造成之無謂損失及效

率損失之程度考量。 
 
 
 

3.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
序危害程度 

□ A極嚴重（1.8~3.6分）配分 
□ B嚴重（1.4分） 
□ C中（1.0分） 
□ D輕微（0.8分） 
□ E極輕微（0.6分） 

 
本項係就違法行為在相關市場持續期間

之長短考量輕重。 
 
 
 

4. 違法行為危害交易

秩序持續期間 

□ A極長（1.8~3.6分） 
配分   

□ B長（1.4分） 
□ C一般（1.0分） 
□ D 短（0.6分） 
□ E極短（0.3分）  

違法者其獲得之不法利益，應處以相當

之罰鍰，以有效遏止不法。違法行為所

得利益多寡係依違法事業所屬行業經營

情況，比較評價之。 
 

5. 違法行為所得利益 

□ A極高（1.8~3.6分） 
配分    

□ B高（1.4分） 
□ C一般（1.0分） 
□ D少（0.6分） 
□ E極少（0.3分）  

裁罰及執行必須負擔成本，裁罰超過行

為者資力之作法，既無實益亦增加行政

成本。故考量違法事業之規模、經營狀

況、營業額以判斷其支付能力。如違法

事業為同業公會，係統合所屬會員之規

模、經營狀況、營業額等併同考量。 

6. 違法事業之規模、

經營狀況、營業額 

□ A高（1.8分） 
□ B一般（1.3分） 
□ C少（0.8分） 
□ D極少（0.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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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考  量  項  目 等           級 

理           由 

違法事業之市場地位愈大，其愈具違法

行為示範作用，影響交易秩序亦可能較

廣泛。 
 

7. 違法事業之市場地
位 

□ A獨占（1.8分） 
□ B具領導地位（1.4分） 
□ C一般（1.0分） 
□ D占有率小（0.6分） 
□ E占有率極小（0.3分）  

曾經導正或警示分列為曾經個別警示與

曾經行業導正或警示兩項評分。違法行

為是否經本會導正或警示亦是考量違法

事業之可責性之重要依據，另導正或警

示期間之長短亦是判斷其惡性之依據。 

8. 違法類型曾否經導

正或警示 

□ A曾經個別警示（0.6分） 
□ B 曾經行業導正或警示（0.3
分） 

□ C未曾導正或警示（0分） 
 
本項均係就違法者以往違法紀錄之情形

予以考量。與以往違法類型有一為同類

型填 A，全非屬同一類型填 B，初次違
法則填 C。 

9. 事業以往違法類型 
□ A有一為同一類型（0.6分） 
□ B全非屬同一類型（0.3分） 
□ C 初次違法（0分） 

 
本項係就違法者以往違法紀錄之情形予

以考量。以往違法次數超過二次以上填

A，二次填 B，僅有一次填 C，初次違
法則填 D。 

10. 事業以往違法次數 

□ A二次以上（0.9分） 
□ B二次（0.6分） 
□ C一次（0.3分） 
□ D初次違法（0分） 

 
本項係就違法者以往違法紀錄之情形予

以考量。與前次違法行為間隔之時間愈

短則其可責性愈高，間隔時間二年以下

填 A，二年至五年填 B，五年以上填

C，初次違法則填 D。 

11. 事業以往違法間隔

時間 

□ A二年以下（0.6分） 
□ B二年至五年（0.4分） 
□ C五年以上（0.2分） 
□ D初次違法（0分）  

 
基於執法成本及執法成效之考量，違法

者是否為自認、舉發其他共犯、提供資

料配合調查之情形、改正之意願、事後

之補救措施等，均得作為加重或減輕其

罰鍰之依據。 

12. 悛悔實據及配合調

查等態度 

□ A    不佳（0.1-2.0分） 
□ B    尚可（0分） 
□ C    佳（−0.1-−2.0分） 
□ D    極佳（負分，額度不

限） 
（以 0.1為單位）  

依個案綜合其他判斷，考量特別因素，

如時空因素、對社會經濟之影響程度，

所涉產品與服務之特性、日後相關不法

行為之遏止、不公平競爭與限制競爭惡

性輕重有別等因素或其他      為加分
或減分，額度不限。 

13. 其他判斷因素 

□ A加罰    分 
□ B不另調整 
□ C減罰    分 
 94 年 2 月 1 日以後受理之不實廣告案

件及之前收件但屬 2 次違法者，採取加
重懲處，即依原裁處罰鍰金額，至少加

重一半之罰鍰 
14. 承辦單位建議分數
及罰鍰金額 

 
 

15. 委員會議決議分數
及罰鍰金額（第 1
至第 1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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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違法等級暨罰鍰額度表 

單位：萬元 
 

積     分  罰     鍰 

1. 2.4以下  5 

2. 2.5~4.5  6~50 

 (1) 2.5~2.7 6~11 

 (2) 2.8~3.0 12~17 

 (3) 3.1~3.3 18~23 

 (4) 3.4~3.6 24~29 

 (5) 3.7~3.9 30~36 

 (6) 4.0~4.2 37~43 

 (7) 4.3~4.5 44~50 

3. 4.6~6.6  51~100 

 (1) 4.6~4.8 51~57 

 (2) 4.9~5.1 58~64 

 (3) 5.2~5.4 65~71 

 (4) 5.5~5.7 72~78 

 (5) 5.8~6.0 79~85 

 (6) 6.1~6.3 86~92 

 (7) 6.4~6.6 93~100 

4. 6.7~8.7  101~300 

 (1) 6.7~6.9 101~128 

 (2) 7.0~7.2 129~156 

 (3) 7.3~7.5 157~184 

 (4) 7.6~7.8 185~213 

 (5) 7.9~8.1 214~242 

 (6) 8.2~8.4 243~271 

 (7) 8.5~8.7 272~300 

5. 8.8~10.1  301~500 

6. 10.2~11.5  501~1000 

7. 11.6~12.9  1001~1500 

8. 13.0~14.3  1501~2000 

9. 14.4~15.4  2001~2500 

10. 15.5以上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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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裁處罰鍰額度參考表（建議修正表） 

第   次委員會議       案、主體：         裁處罰鍰額度參考表        編表日期：  

◎ 本表僅由業務單位提案供委員會議參考，不拘束委員會議之決議。 
 

說           明 
考  量  項  目 等           級 

理           由 
以事業之違法動機認定其惡性程度。 
 
 

1. 違 法 行 為 之 動
機、目的 

□ A 惡性極重大 
□ B 惡性重大 
□ C普通 
□ D 惡性輕  

違法行為預期之不當利益大，其可責性較

高；雖為預謀，但預期之不當利益不大，

其可責性次之；非為預謀且預期之不當利

益不大，則其可責性更次之。 
2. 預期之不當利益 

□ A極高 
□ B高 
□ C一般 
□ D少 
□ E極少  

以違法行為對市場造成之無謂損失及效率

損失之程度考量。 
 
 

3. 違法行為對交易
秩序危害程度 

□ A極嚴重 
□ B嚴重 
□ C中 
□ D輕微 
□ E極輕微  

本項係就違法行為在相關市場持續期間之

長短考量輕重。 
 
 

4. 違法行為危害交

易秩序持續期間 

□ A極長 
□ B長 
□ C一般 
□ D 短 
□ E極短  

違法者其獲得之不法利益，應處以相當之

罰鍰，以有效遏止不法。違法行為所得利

益多寡係依違法事業所屬行業經營情況，

比較評價之。 

5. 違法行為所得利
益 

□ A極高 
□ B高 
□ C一般 
□ D少 
□ E極少  

裁罰及執行必須負擔成本，裁罰超過行為

者資力之作法，既無實益亦增加行政成

本。故考量違法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

營業額以判斷其支付能力。如違法事業為

同業公會，係統合所屬會員之規模、經營

狀況、營業額等併同考量。 

6. 違 法 事 業 之 規
模、經營狀況、

營業額 

□ A高 
□ B一般 
□ C少 
□ D極少 

 

違法事業之市場地位愈大，其愈具違法行

為示範作用，影響交易秩序亦可能較廣

泛。 
7. 違法事業之市場
地位 

□ A獨占 
□ B具領導地位 
□ C一般 
□ D占有率小 
□ E占有率極小 

 

8. 違法類型曾否經
導正或警示 

□ A曾經個別警示 
□ B曾經行業導正或警示 
□ C未曾導正或警示 

曾經導正或警示分列為曾經個別警示與曾

經行業導正或警示兩項評分。違法行為是

否經本會導正或警示亦是考量違法事業之

可責性之重要依據，另導正或警示期間之

長短亦是判斷其惡性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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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考  量  項  目 等           級 

理           由 
本項均係就違法者以往違法紀錄之情形予

以考量。與以往違法類型有一為同類型填

A，全非屬同一類型填 B，初次違法則填

C。 

9. 事業以往違法類

型 

□ A有一為同一類型 
□ B全非屬同一類型 
□ C初次違法 

 

本項係就違法者以往違法紀錄之情形予以

考量。以往違法次數超過二次以上填 A，
二次填 B，僅有一次填 C，初次違法則填

D。 

10. 事業以往違法次

數 

□ A二次以上 
□ B二次 
□ C一次 
□ D次違法  

本項係就違法者以往違法紀錄之情形予以

考量。與前次違法行為間隔之時間愈短則

其可責性愈高，間隔時間二年以下填 A，
二年至五年填 B，五年以上填 C，初次違
法則填 D。 

11. 事業以往違法間

隔時間 

□ A二年以下 
□ B二年至五年 
□ C五年以上 
□ D初次違法 

 

基於執法成本及執法成效之考量，違法者

是否為自認、舉發其他共犯、提供資料配

合調查之情形、改正之意願、事後之補救

措施等，均得作為加重或減輕其罰鍰之依

據。 

12.悛悔實據及配合

調查等態度 

□ A    不佳 
□ B    尚可 
□ C    佳 
□ D    極佳 

 

依個案綜合其他判斷，考量特別因素，如

時空因素、對社會經濟之影響程度，所涉

產品與服務之特性、日後相關不法行為之

遏止、不公平競爭與限制競爭惡性輕重有

別等因素或其他      為加分或減分，額
度不限。 

13.其他判斷因素 

□ A加罰 
□ B不另調整 
□ C減罰 
 

 

14.承辦單位建議罰
鍰金額 

 
 

15.委員會議決議分
數及罰鍰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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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volume of imposing a fine by the FTC 

Chang, Li-Ching* 

Abstract 

“The Reference to Considerations for Imposition (RCI) of Fair Trade Commission 

(FTC)” has come into force for over six years. Generally, the administrative courts may 

consent to impositions made by FTC. However, the courts recently started to question the 

listed- and classed standards of the RCI, and then revoked the impositions frequently. 

Seeing the changes of the practical exercises, this article is to introduce the birth and 

history of the RCI, according to which the amount of a fine shall be decided, and to 

compare the RCI with the foreign legislations the imposition regulations of the other 

domestic authorities in order to make cle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ure of the RCI 

and the authorized discretion. Especially, it is also to discuss cases in which the 

impositions made by FTC are revoked by courts and the reasoning thereof, so as to find 

out the boundaries to which the administrative court is allowed examining the Discretion 

of FTC. At last, it is to indicate how and why the RCI shall be abolished or revised to 

certain extend, and to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concerning the future exercise of the 

imposition of FTC. 

Key words: Fine, Competition, the Reference to Considerations for Imposition,  

Authorized Discretion﹐Independent Authority, Administrative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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