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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聯合行為，合意，寬恕政策，誘因，囚犯兩難，檢舉獎金

一、研究緣起
我國公平法在 2011 年 11 月 8 日三讀修正，新增第 35 條之 1（現行法
已移至第 35 條）規定，導入各國競爭法上通稱「寬恕政策」的誘因式執法
機制：
「違反第十五條之事業，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主管機關事先同意
者，免除或減輕主管機關依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二項所為之罰鍰處分：一、
當尚未為主管機關知悉或依本法進行調查前，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為，向
主管機關提出書面檢舉或陳述具體違法，並檢附事證及協助調查。二、當
主管機關依本法調查期間，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為，陳述具體違法，並檢
附事證及協助調查」。根據立法授權，公平會在 2012 年 1 月 6 日，以公法
字第 10015614641 號令訂定發布「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或減輕罰鍰實施
辦法」全文 21 條（以下仍沿用全稱或簡稱「實施辦法」）
，規定聯合行為違
法案件免除或減輕罰鍰「適用對象之資格要件、裁處減免之基準及家數、
違法事證之檢附、身分保密及其他執行事項」
。約莫半年之後，公平會又在
2012 年 8 月 22 日，以公法字第 10115610601 號令修正發布上述實施辦法
第 5 條、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2 條及第 15 條等規定，不限於書面提出
申請，亦得以口頭為之。到了 2015 年 3 月 6 日，公平會又以公法字第
10415601311 號令修正發布上述實施辦法全文 21 條，配合公平法 2015 年
全文修正，調整在該辦法中所提及（母法）條文的條號，刪除原條文依（母
法）舊法所訂「中央」主管機關相關文字
公平法在 2015 年 6 月 9 日復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增訂第 47 條之 1 規
定，引進「檢舉獎金」制度。公平會就法律授權的「有關檢舉獎金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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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檢舉人資格、發給標準、發放程序、獎金之撤銷、廢止與追償、身
分保密等事項」，在 2015 年 10 月 7 日，以公法字第 10415608631 號令訂
定發布「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全文 11 條。上述獎金發放辦法
（以下援用相同簡稱）施行半年之後，公平會又在 2016 年 4 月 19 日，以
公法字第 10515602191 號令修正發布部分條文，調整不適用該獎金發放辦
法的檢舉人範圍、刪除基本數額改依該違法聯合行為罰鍰總金額比例計算、
檢舉獎金發放標準及額度、分期發放方式及時效等規定。
本研究係依公平會招標文件委託意旨及 2017 年 4 月 13 日上午計畫書
評審會議結論，蒐集並研究美國、德國、韓國競爭法「寬恕政策」制度設
計與實施成效，據以比較我國公平法上「寬恕政策」迄今執法成效。此外，
委託研究範圍也包括「檢舉獎金」制度及其實施成效；此部分由於美國、
德國並未採行類似制度，主要比較對象則為韓國競爭法「檢舉獎金」制度。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使用法律及制度比較法、文獻分析法、經濟分析法（賽局理論）
，
針對上述國家競爭法及「寬恕政策」相關法制框架加以整理、比較及參考，
蒐集、整理美國、德國、韓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同儕執法實務資料加以比較，
經由對照我國公平法上「寬恕政策」相關立法、法規及執法措施與成效，
並邀請產業公會或協會幹部進行深度訪談，再參考委託機關實務需求予以
綜合歸納之後，提出研究結論並探討未來調整的可行建議。
在研究過程中，本研究首先參考由各國競爭法執法機關人員及律師等
實務界人士所彙整的各國「寬恕政策」共通架構，據以盤點美國、德國、
韓國「寬恕政策」主要內涵及其配套措施與法律制度背景，藉以比對我國
「寬恕政策」在同儕機關之間的異同情形（第二章）。再經由「寬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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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據以設計的「囚犯兩難」賽局理論分析，進而掌握「寬恕政策」誘因機
制運作原理，以及，認知賽局理論套用於實證經濟學分析時，必需一併注
意產業經濟特性與個別市場上事業互動情境等因素，不應過度化約、一概
而論（第三章）
；就此，本研究也透過訪談產業公會及協會，印證於我國產
業實況及公平法適用實務。針對美國、德國、韓國及我國競爭法執法機關
取締違法聯合行為成效，以及，
「寬恕政策」申請件數與適用案件數等實務
資料（第四章）
，透過國際競爭網絡（ICN）所研訂的「寬恕政策效率及效
用檢核清單」逐項檢核「寬恕政策」效率及效用（第五章）
，連同「檢舉獎
金」與「寬恕政策」在誘因機制上的關聯性（第六章）
，整理、歸納之後，
作成本研究結論並提出若干可行建議（第七章）。

三、研究發現
我國自 2011 年公平法導入「寬恕政策」迄今已滿 6 年，公平會對外正
式揭露的「寬恕政策」申請案僅 15 件，經公平會同意適用「寬恕政策」者
僅有 3 案；比較美國、德國、韓國同一時期「寬恕政策」申請及／或適用
件數，委實難以稱上「亮眼」成績（參閱：第四章）。
對照韓國導入「寬恕政策」歷程，也曾經在初期明顯並未達成立法所
預期的政策目標。不過，韓國迄今「寬恕政策」框架日趨穩固而制度內涵
益發繁複，該國率先導入「檢舉獎金」制度更已帶動不少國家跟進，其「寬
恕政策」實施成效也直追各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同儕「領先群」表現。我國
作為該制度「後進」追隨者，藉由模仿與跟進持續修正、調整「寬恕政策」
框架及內涵（參閱：第二章）
，是否能在未來執法表現上拿出相應成績，值
得持續觀察並探索其中成敗關鍵，務實檢討改進。
「寬恕政策」本係利用經濟學上所謂「囚犯兩難」賽局理論設計其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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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機制，藉以吸引違法聯合行為參與者「窩裡反」
，讓競爭法執法機關得以
發現進而掌握違法聯合行為相關事證（參閱：第三章）
，從而有效取締、打
擊違法聯合行為，並藉由違法聯合行為成員可能「窩裡反」所形成的不法
行為遭查獲風險，對於潛在違法聯合行為參與者造成威嚇作用。
美國、德國、韓國 3 國競爭法執法機關高階官員，也在 2001 年 10 月
25 日發起創立 ICN 的 14 個競爭法執法機關代表之列。ICN 卡特爾工作組
研訂「寬恕政策效率及效用檢核清單」，列出 12 項要件，建議各國競爭主
管機關在引進、設計、修正寬恕政策時應予參考（第五章）：
1.「寬恕政策」適用對象能適用於涉及限制競爭的公司（包括單一法律
主體或一群法律主體）及／或自然人，並納入民事法、刑事法或行政法體
系中。
2.「寬恕政策」所涵蓋的違法行為類型，主要為聯合定價、瓜分市場、
圍標、限制產出或以限制競爭的暗默型水平協議或一致行為聯合行為，有
時也可能涉及特定附隨的垂直面向。
3.分流的寬恕體系，倘若有法人寬恕與個人寬恕及／或平行的民事、
行政及刑事的機制，體系整體提供最大確定性及可預見性。
「寬恕政策」必
須考量授予個人寬恕並不自動排除法人寬恕；適用於相同行為的不同性質
法律制裁效果彼此並不相互抵消或妨礙，並將公司及涉案個人的利益及誘
因納入考量。
4.避免使「寬恕政策」申請者陷入比不與競爭主管機關合作的卡特爾
參與者更不利的地位。
5.競爭主管機關應該決定僅給予申請人完全免除或也得減輕參與卡特
爾原本將被課處／聲請法院判處的任何罰鍰或制裁。免除之證據門檻：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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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尚無充分先前資訊以進行調查時，申請人提供卡特爾的證據及詳細描
述足供競爭主管機關針對目標進行檢查（的資訊）
。當機關已進行調查，或
無其他申請者符合第一順位門檻獲得免除時，提出足供機關根據其中的證
據及資訊確認全部違法行為（的資訊）
；例外完全排除申請人豁免資格（依
其在違法行為中角色而定）。減輕：按申請排序及時機（啟動調查前後），
減輕原本將被課處／聲請法院判處的（處罰）金額至特定百分比，訂定確
立申請者之間相互競逐情境的規定，以促使其儘速提供最佳合作。減輕之
證據門檻，申請寬恕成功者必須提供在本質上、品質上及／或詳細程度上
強化機關證明違法行為的能力的證據。如一方（已經符合罰鍰減輕條件）
是第一個揭露機關先前未知事實者，而此事實延伸調查中的（違法）行為
重要性或期間者，也符合相應部分制裁的免除條件。
6.獲得寬恕的行為條件：持續誠實協助調查，全程盡力配合說明，停止
參與違法聯合行為，不破壞、偽造或隱匿證據，揭露／承認參與卡特爾行
為，申請者保密義務。
7.倘若僅提供首位申請者「寬恕政策」者，可依裁量對於其他申請者下
列後續配合及對應措施給予回饋：回復或繳回不法所得，在民事訴訟或其
他調查中配合。
8.成功的「寬恕政策」
，包含以下要件：匿名／假設式申請，申請順位
標記（marker）制度，撤銷寬恕政策的程序，歸總申請（歐盟內由單一執法
機關受理，全體適用），申請形式（書面及口頭），免於在「寬恕政策」自
證己罪，關於其他「寬恕政策」緊密相關個案資訊處理程序，撤回／否准
申請時資訊處理。
9.合作誘因，額外因素包括：追加寬恕（leniency plus）
，給予不符合條
件但另揭露其他卡特爾者減輕本次處罰，追加處罰（penalty plus）
，寬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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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申請者或卡特爾參與者未揭露參與其他卡特爾者，核處該其他卡特爾時
應納入考量（加重處罰）。
10.保密：建立申請者與執法機關間互信，建立口頭申請的保全機制以
免外洩資訊，建立規範及行政慣例確保申請中自證己罪陳述不內外洩漏。
11.競爭法全球化下的「寬恕政策」
，確保彼此相容：交換寬恕資訊，交
換資訊的平等保護，處理不同寬恕條件之間的彈性，盡可能明確且可預測，
且一旦申請者已經符合寬恕政策的條件，機關應該沒有基於其他原因給予
或不給予寬恕的裁量權。
12.（ 不透過立法）提升「寬恕政策」成效：教育宣導卡特爾的違法性，
宣傳「寬恕政策」及法規遵守，執法機關內設置明確受理單位，一致、可
預測及透明的「寬恕政策」實施方式。
在上述由 ICN 所研訂的「檢核清單」中，我國公平法「寬恕政策」有
數項要素，已與「領先群」競爭法制相去不遠；不可諱言，由於我國公平
法與美國、德國、韓國當前競爭法制已有規範內涵上明顯差異之處，尤其，
美國、韓國均針對惡質卡特爾採取刑事制裁手段，德國也已大幅強化聯邦
卡特爾署執法權限及行政資源，因此，該「檢核清單」上也有不少要素，
並非我國公平法「寬恕政策」短期內可以輕易拉近其間差異者。
至於公平法在 2015 年 6 月 9 日修正增訂第 47 條之 1，授權公平會自
違反該法罰鍰中提撥 30%設立「反托拉斯基金」
，建立「檢舉違法聯合行為
獎金」制度（簡稱「檢舉獎金」制度）
，迄今也滿 2 年，核發獎金 3 件，均
屬 50 萬元以下小型個案。本研究針對「檢舉獎金」制度，比較「食安法」
類似制度實施經驗，再根據經濟分析建議提高獎金額度，藉以吸引真正可
以提供「內部證據」有助於公平會取締違法聯合行為者（參閱：第六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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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建議事項
總結上述研究發現，本研究根據我國公平法及相關配套法制現況，
（在
不修正法律、不大幅翻轉制度的前提下，）從務實的角度出發，分別提出
以下與「寬恕政策」直接相關的立即可行建議及中長期性建議，提供委託
機關參考（第七章）：

（一）立即可行之建議
1. 適度公開「寬恕政策」
、
「檢舉獎金」實施情形及聯合行為取締績效，
製作淺顯易懂手冊或其他宣導資料，推廣聯合行為執法與法遵觀念。
2. 試行各種讓事業更易於「近用」的寬恕申請及檢舉管道，包括專線、
專用信箱、專人受理、單一窗口、透過律師先就假定案情討論適用可能性
等，各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同儕業已行之有年的配套受理措施。
3. 舉辦以實際案例輔助說明，甚至（針對各產業別或個別事業）開放
實務導向、一對一問答式諮詢的「寬恕政策」宣導活動。

（二）中長期性建議
1. 邀請產官學研廣泛討論「實施辦法」實務操作如何強化事宜，包括
表格、接觸管道、透過律師討論假定案件、資料及證據形式與效力、保密
及後續公開等事宜。
2. 邀請產官學研廣泛討論「實施辦法」修正事宜，至少可以包括以下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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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將減輕罰鍰的名額降至 2 個（，避免無端浪費「寬恕政策」制度
誘因，又無法獲得取締違法聯合行為所需的相應資訊及證據）。
b. 提高「檢舉獎金」額度（，以便吸引參與違法聯合行為事業內部
員工勇於檢舉，不受「後顧之憂」牽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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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我國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平法」）在 2011 年 11 月 8 日三讀修正
（，同年月 23 日公布）
，新增第 35 條之 1（現行法已移至第 35 條）規定，
引進各國競爭法（competition law 1）上通稱「寬恕政策（leniency programme,
leniency policy）」（或「窩裡反」 2）條款的誘因式執法機制：「違反第十五
條之事業，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主管機關事先同意者，免除或減輕主
管機關依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二項所為之罰鍰處分：一、當尚未為主管機
關知悉或依本法進行調查前，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為，向主管機關提出書
面檢舉或陳述具體違法，並檢附事證及協助調查。二、當主管機關依本法
調查期間，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為，陳述具體違法，並檢附事證及協助調

1

競爭法因各國立法例是否在禁止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行為、禁止事業聯合行為、管
制事業結合行為等「限制競爭規範」之外，兼含事業不公平或不正競爭行為規範而有所
不同；例如，我國公平法即屬於兼含「限制競爭規範」與「不公平競爭規範」的立法體
例。為避免用詞混淆起見，本報告以下部分，除非特別提及不公平競爭行為及政府採購、
傳銷等其他相關規範，關於「競爭法」此一名詞，與各國官方資料及學術文獻中所謂「反
托 拉 斯 法 （ antitrust law ）」、「 營 業 競 爭 限 制 防 止 法 （ 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GWB）」或「限制競爭法」
、
「卡特爾法（Kartelrecht）
」
、
「反
壟斷法」等類似稱呼相當，主要指涉上述「限制競爭規範」而言。至於所謂「競爭主管
機關」、「競爭法執法機關」、「反托拉斯主管機關」等名稱，也以上述「限制競爭規範」
的執法機關為主，在不同法制中，可能指涉類似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
會」）
的行政機關或獨立機關，例如：德國聯邦卡特爾署
（Bundeskartelamt，縮寫為 BKartA）
；
也可能指涉類似美國聯邦司法部反托拉斯署（Department of Justice, Antitrust Division，也
常縮寫成 DOJ）的執法（司法行政）機關。
2
類似的誘因式執法機制，也可以稱為「吹哨（whistleblowing）
」條款，中文亦可譯作「窩
裡反」
。在特定情境下，
「吹哨」指涉就他人犯罪嫌疑向執法機關檢舉而言，
「吹哨」者通
常並未參與犯罪行為；相關說明，參閱：M. E. Stucke, Leniency, Whistle-Blowing and the
Individual: Should We Creat Another Race to the Competition Agency?,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209 (2015)。由於我國公
平法及其授權實施辦法著重於參與違法聯合行為的事業申請減免罰鍰，因此，更貼近制
度設計的譯法似乎是「窩裡反」
。關於參與違法聯合行為的事業，究竟選擇與參與該違法
聯合行為的其他事業繼續合作，抑或「窩裡反」脫離違法聯合行為，經濟學上也有從賽
局理論加以分析者；相關說明，參閱：本報告第三章。
1

查」3。從此，我國公平法又增添一項新的執法工具：一種相當不同於傳統
行政取締措施 4，借用經濟學上所謂「賽局理論（game theory）」觀念 5，設
計「窩裡反」機制，藉以誘導參與聯合的事業自行檢舉違法，換取減輕或
免除罰則機會的誘因式執法機制。
根據立法授權，公平會在 2012 年 1 月 6 日，以公法字第 10015614641
號令訂定發布「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或減輕罰鍰實施辦法」全文 21 條
（以下仍沿用全稱或簡稱「實施辦法」），規定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或減
輕罰鍰「適用對象之資格要件、裁處減免之基準及家數、違法事證之檢附、
身分保密及其他執行事項」 6。約莫半年之後，公平會又在 2012 年 8 月 22
日，以公法字第 10115610601 號令修正發布上述實施辦法第 5 條、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2 條及第 15 條等規定，不限於書面提出申請，亦得以口
頭為之。到了 2015 年 3 月 6 日，公平會又以公法字第 10415601311 號令修
正發布上述實施辦法全文 21 條，配合公平法 2015 年全文修正，調整在該
辦法中所提及（母法）條文的條號，刪除原條文依（母法）舊法所訂「中
央」主管機關相關文字。
根據上述實施辦法第 2 條及第 3 條規定，
「參與涉案聯合行為之事業，
且其未有強迫他事業參與或限制退出之具體情事者」
，在「尚未為主管機關
知悉或依本法進行調查前，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為，向主管機關提出書面
檢舉或陳述具體違法，並檢附事證及協助調查」且「所檢舉或陳述具體違
法之內容及檢附之事證…有助於主管機關開始調查程序」
；或者，在「主管
3

修正當時原列為公平法第 35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其後於 2015 年初該法全文修正時，
移至第 35 條第 1 項；關於該條文序號，以下援引條號及條文，均逕依現行公平法規定的
條序處理。
4
傳統上，行政機關取締違法行為係「依檢舉或依職權調查」進行，與公平法第 26 條所
規定情形大致相當。
5
詳請參閱：本研究報告第三章部分說明。
6
參照：公平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
2

機關依本法調查期間，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為，陳述具體違法，並檢附事
證及協助調查」且「所陳述具體違法之內容及檢附之事證…有助於主管機
關認定該案參與事業違反本法」之外，並不得「湮滅、偽造、變造或隱匿
涉案聯合行為之相關事證」
、
「直接或間接對外揭露其準備提出申請之事實，
或其將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之任何內容」7。整體而言，不但資格要件有所
限制，公平會是否同意適用母法規定減輕或免除罰則，仍須視其依職權具
體認定結果而定。此外，一旦公平會同意免除或減輕「其原應受處分之罰
鍰」，尚得附加下列條件 8：
「一、於提出申請後，立即停止涉案聯合行為之參與；或於主管機關
指定之時點，立即停止該違法行為。
二、申請人自提出申請時起至案件終結時止，應依據主管機關之指示，
誠實、全面且持續的協助調查。其協助之內容，如下：
（一）即時向主管機關提供其所現有或日後可能取得涉案聯合行為之
所有資料與證據。申請減輕罰鍰者，其所提出之資料與證據，須明顯有助
於主管機關對於涉案聯合行為之調查，或可強化主管機關已取得證據之證
明力。
（二）對於得以證明聯合行為之相關事實，依據主管機關指示迅速提
出說明或配合調查。
（三）必要時，指派曾參與涉案聯合行為之員工或代表人接受主管機
關約談。
（四）所陳述之內容或所提出之資料、證據，不得有虛偽不實之情事，
7
8

參照：實施辦法第 2 條及第 3 條規定。
參照：實施辦法第 6 條規定。
3

亦不得湮滅、偽造、變造、隱匿與涉案聯合行為相關之資料或證據。
（五）案件未終結前，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對外揭露其已提出申
請之事實或其提出申請之任何內容。
三、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申請事業倘若未能履行公平會所附加條件，停止違法聯合行為、依據
公平會指示迅速提出說明或配合調查、或遵照公平會其他指定事項辦理，
公平會依實施辦法規定，尚得事後撤回其同意 9。
關於實施辦法內所稱「開始調查程序之時點」、「有助於主管機關開始
調查程序之檢舉或陳述內容與事證」、「有助於主管機關認定違法之陳述內
容與事證」
、公平會「調查期間」等特殊名詞定義，以及，事業提出申請的
內容、格式、補正方式、公平會發給同意書內容等程序及程式規範，實施
辦法也逐一予以規範 10。
相較於上述公平會同意申請人適用母法規定減輕或免除罰則的資格要
件，以及，申請人「免除其原應受處分之全部罰鍰」11，須高度配合公平會
職權調查以爭取有利認定結果，
「提出減輕罰鍰之申請」事業，除了獲得公
平會同意、履行公平會所附條件兩者，亦須高度配合公平會職權調查以爭
取有利認定結果之外，其罰鍰減輕幅度，則完全依據授權法規明定比例辦
理，公平會並無裁量空間 12：

9

參照：實施辦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
參照：實施辦法第 4 條、第 5 條、第 10 條、第 13 條等規定。
11
參照：實施辦法第 7 條規定。
12
參照：實施辦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就此，實施辦法第 17 條第 1 項亦明文規定：
「事
業於主管機關調查程序終結後，經認定符合第八條第一項得減輕罰鍰之要件，且無第十
九條各款所定主管機關應撤回原附條件同意之情事者，主管機關就該案所為之處分，應
依第八條第二項各款規定減輕其原應受處分之罰鍰」
。
10

4

「一、第一位提出申請且符合要件者，減輕其原應受處分之百分之三
十至百分之五十之罰鍰。
二、第二位提出申請且符合要件者，減輕其原應受處分之百分之二十
至百分之三十之罰鍰。
三、第三位提出申請且符合要件者，減輕其原應受處分之百分之十至
百分之二十之罰鍰。
四、第四位提出申請且符合要件者，減輕其原應受處分之百分之十以
下之罰鍰。」
由於提出減輕罰鍰申請者，其申請順位，將是符合要件後決定罰鍰減
輕額度的主要標準；因此，實施辦法特別規定「如因其現有資料及證據尚
未符合…規定，而無法…提出申請」者，得向公平會申請暫時「保留」優
先順位的方式及其限制 13。即使事業依實施辦法申請免除罰鍰遭公平會駁
回，仍得以書面請求公平會改依申請減輕罰鍰的程序續行審理，
「並以原申
請免除之時點排定其申請順位」14；當公平會撤回對於事業申請免除或減輕
罰鍰的同意，倘若因此「更動其他申請事業之申請順位時」
，公平會亦應依
實施辦法規定「即以書面通知該等事業」15，足見申請順位在該辦法中涉及
罰鍰減輕額度的重要地位。
當公平會調查結束，針對該案件「作成最終決定」時 16，亦即，不予處
分或依公平法第 40 條規定「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

13

參照：實施辦法第 11 條規定；該條第 2 項規定：「事業獲得前項優先順位之保留者，
應於指定期限內提供符合第三條至第五條規定之資料與證據，逾期其保留之優先順位失
其效力」
。
14
參照：實施辦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
15
參照：實施辦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
16
參照：實施辦法第 5 條第 3 項規定。
5

施」
，並「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或「認定有情節重大…
處該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百分之十以下罰鍰」
，該案不予處分或公平
會未課處違法事業法定罰鍰者，固然無須適用「寬恕政策」及實施辦法相
關規定；倘若公平會對參與違法聯合行為事業課予法定罰鍰，依實施辦法
申請免除罰鍰的事業「經認定符合…得免除全部罰鍰之要件，且無…主管
機關應撤回原附條件同意之情事者，主管機關就該案所為之處分，應免除
其原應受處分之全部罰鍰」17，申請減輕罰鍰的事業經認定符合得減輕罰鍰
要件，且無公平會應撤回原附條件同意情事者，公平會就該案所為裁罰處
分，則應依其申請順位排序所對應的固定比例，
「減輕其原應受處分之罰鍰」
18

。
至於事業不符合實施辦法規定而無法免除或減輕其罰鍰者，公平會應

駁回其申請；事業經公平會依實施辦法駁回其申請後，不得再就該案請求
免除或減輕其所應受處分的罰鍰額度 19。
針對參與聯合行為事業「窩裡反」
，倘若其身分曝光，可能遭到其他參
與聯合行為的同業「報復」問題，實施辦法也設有相關保密規定 20：
「對於申請免除或減輕罰鍰事業之身分資料，除經該事業事前同意者
外，應予保密。（第 1 項）
載有申請人真實身分資料之談話紀錄或文書原本，應另行製作卷面封
17

參照：實施辦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
參照：實施辦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
19
參照：實施辦法第 16 條第 2 項及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至於公平會尚未依母法第 27 條
規定啟動「通知或派員前往調查」等外部程序，或者，尚在調查期間的違法聯合行為案
件，倘若公平會認定事業所提出的免除或減輕罰鍰申請，無法依實施辦法第 6 條第 1 項
給予附條件同意者，公平會固然應予駁回；但「免除罰鍰之申請經駁回，事業得以書面
請求改依申請減輕之程序續行審理，並以原申請免除之時點排定其申請順位」
，參照：實
施辦法第 14 條規定。
20
參照：實施辦法第 20 條規定。
18

6

存之。其他文書足以顯示申請人之身分者，亦同。（第 2 項）
前項談話紀錄、文書，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不得供閱覽或提供偵查、
審判機關以外之其他機關、團體或個人 21。（第 3 項）」
此外，由於公平會針對違法聯合行為所作成的裁罰處分，其行政處分
相對人及所課予罰鍰額度、理由等相關紀載，經各該受處分人相應部分對
照比較之後勢必透露「窩裡反」的業者身分，就此，實施辦法特別明文規
定 22：
「主管機關依…規定作成應免除或減輕事業罰鍰之決定後，得以下列
方式作成處分書或其他書面文件送達各被處分人：
一、經申請事業同意者，於該案處分書中記載其名稱、原應受處分之
罰鍰金額、減輕罰鍰金額及理由。
二、無前款事業之同意時，於該案處分書以代號或其他保密方式記載
申請事業之相關身分資訊，避免可能辨識該事業主體之相關敘述。
三、對於所有被處分人分別製作個別之處分書，其記載罰鍰之主文內
容以該個別事業為限，均不含其他同案被處分人之受罰內容。
四、其他對於申請事業之身分資訊得予保密之方式。」

21

實施辦法第 20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應相當於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1 項
第 1 款所規定「依…法規命令規定應秘密事項或限制、禁止公開者」所稱法規命令，解
釋上，無須再依該法同條項第 4 款規定「政府機關為實施監督、管理、檢（調）查、取
締等業務，而取得或製作監督、管理、檢（調）查、取締對象之相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
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或妨害者」檢視其保密必要性；當然，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政府資訊含有前項各款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事項者，應僅就其他部分公開
或提供之」
，仍應予以適用。
22
參照：實施辦法第 18 條規定。
7

上述「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或減輕罰鍰實施辦法」既非我國首創，
立法當初又多所借鏡於各國競爭主管機關執法經驗；因此，自公平法於
2011 年底修正時引進「寬恕政策」迄今，其實施成效究竟如何？是否及如
何發揮當初所預期立法目的及法律規範功能？除針對公平會實際執法情形
加以分析之外，亦有必要比較就我國競爭法制及「寬恕政策」立法而言較
具參考意義的其他國家經驗，提出較為客觀的實務績效評估。
當公平法在 2015 年 1 月 22 日三讀通過修正全文 50 條 23，其中，關於
聯合行為相關定義及實體規範，整併舊法第 7 條及第 14 條以下各條規定，
移置於新法第 15 條以下。針對公平會歷來取締聯合行為，常礙於難以掌握
事業間合意的直接證據，新法特別明定「聯合行為之合意，得依市場狀況、
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當依據之
因素推定之」
。在此同時，關於違法聯合行為罰則，亦同步提高至首次處罰
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億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24，針對（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及）違法聯合
行為，立法賦予公平會更為寬廣的處罰裁量權限，試圖藉以大幅強化嚇阻
效果。
此外，公平法在 2015 年 6 月 9 日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增訂第 47 條

23

該次全文修正條文，於 2015 年 2 月 4 日公布，除第 10 條及第 11 條條文自公布 30 日
後施行外，其餘各條自公布日施行；參照：公平法第 50 條規定。
24
參照：公平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值得注意者，由於公平會係合議制獨立機關，其委
員會議討論事業聯合行為相關紀錄，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其
「案由、議程、決議內容」均須對外公開，公平會內部自應注意相關案件提案、討論及
決議等事項的較佳紀錄方式，以免違背公平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授權該會配合寬恕政策
辦理「身分保密及其他執行事項」的立法意旨。
8

之 1 規定如下：
「主管機關為強化聯合行為查處，促進市場競爭秩序之健全發展，得
設立反托拉斯基金。（第 1 項）
前項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提撥違反本法罰鍰之百分之三十。
二、基金孳息收入。
三、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四、其他有關收入。（第 2 項）
第一項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之支出。
二、推動國際競爭法執法機關之合作、調查及交流事項。
三、補助本法與涉及檢舉獎金訴訟案件相關費用之支出。
四、辦理競爭法相關資料庫之建置及維護。
五、辦理競爭法相關制度之研究發展。
六、辦理競爭法之教育及宣導。
七、其他維護市場交易秩序之必要支出。（第 3 項）
前項第一款有關檢舉獎金適用之範圍、檢舉人資格、發給標準、發放
程序、獎金之撤銷、廢止與追償、身分保密等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9

之。（第 4 項）」
根據該條立法理由說明，係著眼於「聯合行為本即有暗默不易察查之
特性，為強化聯合行為查處，促進市場競爭秩序之健全發展，實有設立反
托拉斯之特種基金」；「強化聯合行為之查處及促進市場競爭秩序之健全發
展，攸關市場交易秩序永續發展，宜需有相對穩定財源之支應，方得有效
且持續地打擊惡質卡特爾行為。惟為避免增加中央政府財政負擔、有效調
配資源，期以現有財源提撥部分比例之金額，設立反托拉斯基金，做最有
效之運用，爰於第二項及第三項明定特種基金之財源及用途」；「按聯合行
為具有高度隱密性，實務上常有難以蒐證之困擾，鑑於事業內部員工較容
易獲得消息，為鼓勵其等揭露違法行為，提供事業內部告密者一筆獎金作
為揭露之誘因，爰參考韓國、英國等國立法例研議檢舉獎勵制度，於第三
項第一款明定基金適用於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之支出，並於第四項授權
主管機關就檢舉獎金適用之範圍、檢舉人資格、發給標準、發放程序、獎
金之撤銷、廢止與追償、身分保密等事項訂定辦法，藉以發現更多不法聯
合行為，強化執法成效」 25。
換言之，立法者授權公平會利用事業違反公平法遭課處罰鍰 30%等來
源，設立所謂「反托拉斯基金」
，除了「推動國際競爭法執法機關之合作、
調查及交流事項」、「辦理競爭法相關資料庫之建置及維護」、「辦理競爭法
相關制度之研究發展」、「辦理競爭法之教育及宣導」及「其他維護市場交
易秩序之必要支出」等附帶用途之外，主要仍用以支應「檢舉違法聯合行
為獎金」及「補助本法與涉及檢舉獎金訴訟案件相關費用之支出」。
公平會就「有關檢舉獎金適用之範圍、檢舉人資格、發給標準、發放
25

以上說明，應係整理各版本提案後的綜合敘述；引自：立法院官方網站，
「立法院法律
系統（http://lis.ly.gov.tw）」：「公平交易法【一百零四年六月九日：第四十七條之一（增
訂）】
」項下，「異動條文及理由」。
10

程序、獎金之撤銷、廢止與追償、身分保密等事項」
，也在 2015 年 10 月 7
日，依上述法律授權，以公法字第 10415608631 號令訂定發布「檢舉違法
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全文 11 條。上述獎金發放辦法（以下援用相同簡
稱）施行半年之後，公平會又在 2016 年 4 月 19 日，以公法字第 10515602191
號令修正發布部分條文，調整不適用該獎金發放辦法的檢舉人範圍 26、刪除
基本數額改依該違法聯合行為罰鍰總金額比例計算 27 、檢舉獎金發放標準
及額度 28、分期發放方式及時效等規定 29。
既然上述獎金發放辦法，主要目的在於「強化聯合行為查處」
，就此，
與「寬恕政策」理應發揮相輔相成的規範作用。有鑑於此，本研究亦將在
委託範圍內，就其與「寬恕政策」間的適用關係加以分析，並據以一併探
討後續修正或調整的可能方向。

第一節

制度源起及其背景

本研究題旨主要針對公平法在 2011 年 11 月 8 日三讀修正（，同年月
23 日公布）時，透過當時新增的第 35 條之 1（現行法已移至第 35 條）規
定，引進比較競爭法上通稱「寬恕政策（leniency program）條款」的誘因
式執法機制：
「違反第十五條之事業，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主管機關事
先同意者，免除或減輕主管機關依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二項所為之罰鍰處
分：一、當尚未為主管機關知悉或依本法進行調查前，就其所參與之聯合
行為，向主管機關提出書面檢舉或陳述具體違法，並檢附事證及協助調查。
二、當主管機關依本法調查期間，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為，陳述具體違法，

26
27
28
29

參照：獎金發放辦法第 4 條規定。
參照：獎金發放辦法第 5 條規定。
參照：獎金發放辦法第 6 條規定。
參照：獎金發放辦法第 7 條規定。
11

並檢附事證及協助調查」 30。
上述 2011 年修訂的公平法新制，同時仿照歐盟競爭法前例，增訂「經
主管機關認定有情節重大者，得處該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百分之十
以下罰鍰，不受前項罰鍰金額限制」31，提高大型事業違法遭取締時的嚇阻
效果 32，藉此建構更完整的誘因機制。為有效運用減免罰則的誘因機制，立
法者並授權公平會就其「適用對象之資格要件、裁處減免之基準及家數、
違法事證之檢附、身分保密及其他執行事項之辦法」
，以法規命令具體加以
規定 33。
到了 2015 年 1 月 22 日，立法院又三讀通過修正公平法全文 50 條 34，
其中，聯合行為相關實體規範整併舊法第 7 條及第 14 條以下各條規定，針
對主管機關歷來取締聯合行為，常礙於難以掌握事業間合意的直接證據，
明定「聯合行為之合意，得依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考
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當依據之因素推定之」
；關於違法聯合行為
罰則，亦同步提高至首次處罰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屆
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
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億元以
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35，針對（獨占事業
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及）違法聯合行為大幅強化嚇阻效果。

30

參照：公平法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
參照：2011 年版公平法第 41 條第 2 項規定；現行法已移至同法第 40 條第 2 項規定。
32
針對此項修正，公平會於立法院審查修正草案時表示：
「應可加強嚇阻功能…且可避免
現行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2 項不法利得認定困難之問題」
，參閱：立法院第 7 屆第 8 會期
第 8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字第 1375 號，委員提案 9851、10369、9762、10662（等）
之 1，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函。
33
參照：公平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
34
該次全文修正條文，於 2015 年 2 月 4 日公布，除第 10 條及第 11 條條文自公布 30 日
後施行外，其餘各條自公布日施行；參照：公平法第 50 條規定。
35
參照：公平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
31

12

公平法在 2015 年初修正加重違法聯合行為罰則等配套機制，適足以
拉大並凸顯「減免」罰則的對比效果，從而增強「寬恕政策」吸引參與聯
合事業「窩裡反」的制度誘因。
公平法在 2015 年 6 月間再度修正 36，新增第 47 條之 1 規定，設立「反
托拉斯基金」
，用於支應「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等事項，藉以「強化聯
合行為查處，促進市場競爭秩序之健全發展」37。針對「有關檢舉獎金適用
之範圍、檢舉人資格、發給標準、發放程序、獎金之撤銷、廢止與追償、
身分保密等事項之辦法」
，立法者再度授權由主管機關以法規命令具體加以
規定 38。
公平會依據上述法律明文授權，先後訂定「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或
減輕罰鍰實施辦法」及「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
，架構我國競爭
法制近年來引進之「寬恕政策」
，據以「強化聯合行為查處，促進市場競爭
秩序之健全發展」的誘因式執法機制。前者自 2012 年 1 月 6 日訂定發布
全文 21 條以來，在同年 8 月 22 日修正發布第 5 條、第 10 條、第 11 條、
第 12 條及第 15 條，到 2015 年 3 月 6 日，又配合母法全文修正而修正發
布全文 21 條。修正雖然頻繁且調整幅度不小，但是，大多屬於技術性、細
節性及文字、條號等格式調整；面對執法實務上的諸多挑戰，尤其，參與
聯合事業及相關自然人是否願意配合「寬恕政策」檢舉違法聯合行為，讓
歷來難以查獲的聯合行為因此浮現，以及，關於其所提供聯合行為合意等
違法事證，是否足以強化聯合行為查處績效等，尚須根據實際執行成果機
動調整誘因機制具體運作模式。至於後者，自 2015 年 10 月 7 日訂定發布
全文 11 條，半年後即於 2016 年 4 月 19 日修正發布部分條文，針對排除適

36
37
38

立法院於 2015 年 6 月 9 日完成三讀，總統則於同年月 24 日公布。
參照：公平法第 47 條之 1 第 1 項及第 3 項第 1 款等規定。
參照：公平法第 47 條之 1 第 4 項規定。
13

用對象、獎金額度計算方式、獎金發放標準及發放方式等規定，為提高檢
舉誘因起見，從執行層面機動加以調整。
本研究針對公平法引進「寬恕政策」後，具體制度設計上是否充分發
揮誘因式執法機制功能，以及，如何活用檢舉獎金制度以強化「寬恕政策」
誘因等，透過比較美國、歐盟主要成員德國、韓國「寬恕政策」制度設計
及其實施成效，對照我國迄今實際推動經驗，藉以歸納誘因式執法機制的
跨國共通性及我國法制在地特色。另一方面，關於國內執法實務上所實際
面臨的各項具體問題，也從國際間其他競爭法同儕機關所得利用的執法工
具及實務經驗中，尋繹足資參考借鏡的成功先例，或據以精緻化相關誘因
機制的共通準則，以便探討未來調整法規命令內容及具體執法措施的可能
方向。
公平法新增「寬恕政策」相關誘因式執法機制，並非我國立法所獨創。
關於競爭法上「寬恕政策」形成的背景，主要源自美國反托斯執法機關（司
法部反托拉斯署：Department of Justice, Division of Antitrust）自 1978 年起，
針對違反薛曼法（Sherman Act）的共謀行為（collusion）
，在主動供述違法
事實等一定條件下免除參與者刑事追訴的彈性執法措施。此項附著於美國
刑事追訴體制的彈性執法措施，經該署於 1993 年檢討歷來實施成效後大
幅更張，發展為更加制度化的誘因式執法機制，從此顯著提升違法共謀行
為的取締成效；由於美國反托拉斯法執行範圍包括跨國案件，對於其他管
轄地競爭主管機關產生領導風潮效果，歐盟及其成員國因此紛紛起而效法，
導入其以行政調查及處罰為主要執法機制的違法聯合行為規範體系 39 。類
似的競爭法制「趨同發展」情形，在我國東鄰的韓國及日本也先後出現 40。
39

相關說明，參閱：Motta, Competition Policy, 193-195 (2004).，並請對照：顏廷棟，寬
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3, 20（2007）
；王銘勇，
「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
，
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1 期，76, 90（2006）。
40
詳請參閱：顏廷棟，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3, 34-7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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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等國際組織積極鼓吹之下，我國公平會亦曾於 2003
年提出的公平法修正草案中，納入減免罰鍰、更正措施及不起訴等行政與
刑事責任的寬恕條款，但並未順利完成立法程序 41。
在比較法上，
「寬恕政策」主要以減免刑事或行政罰則設定整套誘因機
制，利用賽局理論中所謂「囚犯兩難（prisoner’s dilemma）」的誘因框架，
吸引參與違法聯合行為事業（及相關自然人）提供關於違法聯合行為合意
的關鍵「內部證據」
，換取本身因違法聯合行為受罰額度獲得減輕或甚至免
除，進而瓦解該違法聯合行為實施所需的參與者間合作架構，提高違法聯
合行為因參與者相互檢舉而遭到執法機關（有效）取締的風險，從而發揮
嚇阻潛在違法聯合行為的預防功能 42。然而，各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往往偏向
於強調：由於「寬恕政策」誘使參與事業及相關自然人提供關鍵證據，較
多違法聯合行為因此被發現進而遭執法機關裁罰，亦即，轉而側重取締成
效而非嚇阻成效。至於其後是否因此鬆動事業從事違法聯合行為的合作架
構，進而嚇阻潛在違法聯合行為、發揮此項制度所應具備的預防功能，則
彷彿已是「不證自明」而鮮少進行實證調查加以驗證 43。
事實上，我國公平法引進「寬恕政策」時，立法理由中曾提及：
「在公

41

相關說明及分析，參閱：王銘勇，「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公平交易季
刊，第 14 卷第 1 期，76, 119-129（2006）
。
42
相關經濟分析，參閱：Motta, Competition Policy, 195-202 (2004)，並請對照：顏廷棟，
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1-2（2007）
。
43
關於「寬恕政策」是否發揮瓦解事業實行違法聯合行為內容的合作架構、進而發揮嚇
阻潛在違法聯合行為的預防功能，相關實證研究主要由（經濟學為主的）學術界整理、
分析實務資料或藉由（套用類似誘因機制設計賽局，透過控制條件並篩選受測者進行）
實驗等方式，間接推估其可能成效；其中，基於競爭法執法機關官方資料所進行的實證
分析，仍以歐盟及美國為主。相關說明，參閱：C. Marvão, G. Spagnolo,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Leniency Policies? A Survey of the Empirical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57-8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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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易法實施一段時間後，事業經營者逐漸瞭解聯合行為係屬違法行為，
原則上均會注意且避免留下直接證據，使得中央主管機關難以獲得違法證
據…特參酌美國之…Corporate leniency policy…『證人保護法』第十四條之
污點證人…」，因此建議增訂（2011 年版）第 35 條之 1 規定 44。該項立法
委員提案說明中，也一併提及參考美國 1986 年「公民詐欺索賠法」（Civil
False Claims Act）所建立「賞金制度」
（bounty mechanism）
，以及，歐盟、
德國、韓國、日本等國相繼採行「寬恕政策」情形 45。
然而，對照國際間其他競爭法同儕機關所得利用的執法工具，我國公
平法引進「寬恕政策」並非一次全部到位，例如：除了消極減免罰則之外，
類似所謂「賞金制度」的積極誘因即未於 2011 年修法時一併納入。此外，
與「寬恕政策」緊密關聯的違法聯合行為其他查處措施，例如：執法機關
依職權蒐集及保全證據所需的各項調查權限，至今仍停留在「通知」到場
陳述及提出資料證物、
「派員」前往等調查方法，針對未依法配合調查者處
以行政罰 46，並未導入類似刑事偵查程序中常見的警力協助及賦予執法機
關（或協助調查的檢察機關）聲請搜索、扣押等強制處分權限。

第二節

研究範疇及相關議題

比較法上其他競爭法同儕機關用以取締違法聯合行為的各項執法工具，
我國法制納入使其在地化的制度建構歷程，並非採取一步到位的通盤立法
布局，毋寧更近似於所謂「點滴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
般逐步漸進：公平法於 2015 年初第 1 次修正時，明文規定得依「事業行為
44

參閱：立法院第 7 屆第 5 會期第 1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字第 1375 號，委員提
案 9762 號案由。
45
參閱：前揭註，提案說明。
46
參照：2011 年版公平法第 27 條及第 43 條規定，並請對照：現行公平法第 27 條及第
44 條規定。
16

之經濟合理性」等間接證據「推定」其聯合行為合意，則又紓解實務上主
管機關常苦於不易取得其直接證據的執法瓶頸。而早在 2011 年公平法修
正條文提案說明中即已提及的「賞金制度」，直到該法於 2015 年第 2 次修
正時，方在「反托拉斯基金」名義下正式納入制度一環。至於立法者引進
「寬恕政策」之際授權主管機關訂定的各項子法，包括「聯合行為違法案
件免除或減輕罰鍰實施辦法」及「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
，實務
上操作也有根據執行成效機動調整必要。
自 2011 年 11 月 23 日「寬恕政策」條款施行迄今已滿 6 年，總計 3 件
適用案例而事業陸續提出諮詢及申請 47，相較於其他國家競爭法同儕機關
推動「寬恕政策」經驗，如此表現是否亦屬「亮眼」？從其他國競爭法同
儕機關推動「寬恕政策」的經驗看來，減免罰則等誘因倘若成功吸引參與
違法聯合行為事業或相關自然人提出檢舉（「窩裡反」）
，其所提供的「內部
證據」將使競爭主管機關得以順利取締違法聯合行為；當參與違法聯合行
為事業或相關自然人「窩裡反」明顯提高競爭主管機關取締成效之後，潛
在違法聯合行為是否因顧慮參與者「窩裡反」及查獲風險上升而遭到嚇阻？
由於取締成效並不等同於嚇阻成效，其中尚涉及個別產業內的市場結構、
商品或服務特性、事業彼此互動模式及執法情境差異等，諸多影響整體誘
因結構的複雜變數，未深入個別產業及違法聯合行為個案之前，委實不能
一概而論。
我國公平法上「寬恕政策」條款施行迄今僅 3 件適用案例，單就案件
數量而言，在競爭法同儕機關之間取締績效並不特別「亮眼」
，造成其間差
異的國情因素為何？是否因我國「寬恕政策」適用條件較為嚴格或另有其
他原因？由此將衍生比較法上值得注意的相關議題，例如：各該國家關於
47

併請參閱：王銘勇，「公平交易法寬恕政策與檢舉獎金辦法之分析與檢討」
，公平交易
季刊，第 25 卷第 3 期，152-16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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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政策」誘因機制設計有何異同？適用對象及家數限制有何異同？與
此密切相關的競爭法有關聯合行為規範又有何異同？關於寬恕政策是否得
適用於垂直限制競爭（所謂「垂直卡特爾」）案件、是否也適用於圍標等政
府採購案件等問題，涉及各該國家競爭法立法體例及執法機關權責範圍不
同，以致於國別之間差異極大，在選定比較研究對象時即應納入考量，避
免將背景條件明顯不同的對照國別置於同一比較基準之上。
我國「寬恕政策」誘因機制設計及公平法上相關配套規範，是否需要
參考其他競爭法同儕機關用以取締違法聯合行為的各項執法工具再做檢討
調整，以及，
「寬恕政策」誘因機制設計相關問題，例如：申請程序是否需
再做調整，藉以強化參與違法聯合行為事業或相關自然人「窩裡反」誘因
（，尤其，如何吸引參與違法聯合行為事業或相關自然人搶先「窩裡反」
，
以及，避免「窩裡反」者遭其他參與違法聯合行為事業發覺、進而施以報
復）？又如：
「檢舉獎金」如何與「寬恕政策」交互運用，藉以強化參與違
法聯合行為事業或相關自然人「窩裡反」誘因？
至於比較法上其他值得注意的「寬恕政策」相關衍生議題，例如：是
否將寬恕效果轉而延伸至遭查處的參與違法聯合事業，藉以吸引其就其他
特定市場上所參與的違法聯合行為「窩裡反」（亦即，所謂「追加赦免，
Amnesty Plus」）？以及，基於貫徹執法成效、提高後續爭訟程序中的裁處
維持率考量（，因應舉證需要）
，是否要求「窩裡反」者簽訂保密權利拋棄
聲明（Waiver or Confidentiality Waiver）？根據 2017 年 4 月 13 日上午委託
機關所舉行的計畫書評審會議結論，考量我國「寬恕政策」實施經驗尚屬
有限，實務案例較少且各項配套機制未經充分整合運用，允宜根據實務需
求審慎評估其可行性，不宜未經評估即貿然採行，本研究因此暫不予納入
研究範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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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及其限制

本研究計畫依招標文件委託意旨所示及 2017 年 4 月 13 日上午計畫書
評審會議結論，蒐集並研究美國、歐盟主要成員德國、韓國競爭法「寬恕
政策」制度設計與實施成效彼此關聯，據以比較我國公平法上「寬恕政策」
迄今執法成效；由此向前延伸，亦需配合蒐集並研究競爭法上有關「寬恕
政策」最新立法趨勢，一方面據以通盤理解上述國家競爭法「寬恕政策」
制度設計依據及其運作框架，另一方面，亦據以為針對我國公平法上「寬
恕政策」相關授權法規及執法措施進行比較分析。根據上述委託研究意旨，
本研究計畫必須使用法律及制度比較法、文獻分析法、經濟分析法（賽局
理論）
，針對上述國家競爭法及「寬恕政策」相關法制框架加以整理、比較
及參考，以及，針對上述國家各該競爭法同儕機關執法實務資料加以整理、
比較及分析，經由對照我國公平法上「寬恕政策」相關立法、法規及執法
措施與成效，邀請產業公會或協會幹部進行深度訪談，再參考委託機關實
務需求予以綜合歸納之後，提出研究結論並探討未來制度調整的可行方向。
關於上述國家競爭法「寬恕政策」實施成效如何衡量，最易於掌握的
外在客觀資料，莫過於違法聯合行為取締案件數量變化情形，以及，違法
聯合行為裁處（總）金額變化情形等官方資料。雖然，如上所述，倘若「寬
恕政策」所設定誘因機制得宜而其實施成效卓著，勢必在揭發違法聯合行
為提高取締績效之後，理論上，嚇阻作用繼而強化以致實際發生的違法聯
合行為隨之減少。但是，由於一方面（未查獲、因證據不充分未予處罰的）
違法聯合行為總數無從得知，另一方面，潛在違法聯合行為可能總數（及
其中是否有因此未成立者）
，亦即，用以衡量取締比例或嚇阻比例的「母體
（分母）」無從得知（，尤其，促使事業間不競爭，甚至改以聯合行為與同
業共謀，試圖以約定價格、限制數量、劃分經營區域或限定交易相對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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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確保利潤的產業結構及整體經濟環境，也可能影響「寬恕政策」的整
體誘因效果）
；有鑑於此，在上述國家競爭法同儕機關針對違法聯合行為取
締案件數量的統計資料中，籠統加總違法聯合行為經舉報或主管機關依職
權查獲案件數量，未必直接反映「寬恕政策」
（實施初期尤其重要）揭發違
法聯合行為的取締成效與（初期獲致相當取締成效之後逐漸浮現）迫使潛
在違法聯合行為參與者放棄共謀的嚇阻成效 48。
基於上述認知，掌握參與聯合事業及相關自然人根據「寬恕政策」檢
舉違法聯合行為的案件數量，尤其，其成案之後經由競爭主管機關取締的
案件數量，以及，此類取締案件數量占所有違法聯合行為取締案件總數比
例，毋寧更能貼近「寬恕政策」揭發違法聯合行為的取締成效（，倘若進
一步掌握個別案件類型所涉處罰金額等詳細資料，更可以印證「寬恕政策」
揭發重大違法聯合行為的取締成效）
。然而，此類執法實務統計資料，在亞
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成員國
競爭主管機關年報中，實際記載的詳簡情形國別差異不小 49，難免增加跨國
比較上的困難程度。本研究於初步掌握並分析美國、德國、韓國競爭法同
儕機關主動公開的法規及執法資訊，勾勒上述各國競爭法同儕機關執行「寬
恕政策 」的 整體 概況 之後 ，也 曾經 試圖 循 國際競 爭網 絡（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ICN）等競爭法執法同儕機關間的合作交流管道，進
一步蒐集特定國別其他足資參考的實務（內部）資料。然而，此舉在實務
上仍有許多障礙未能克服，已超出研究小組單從外部獲取資料範疇；另一

48

相關說明，參閱：C. Marvão, G. Spagnolo,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Leniency Policies? A Survey of the Empirical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57-80 (2015)。
49
關於「寬恕政策」申請件數，其統計方式及是否於官方網站等正式管道對外公布，各
國競爭法執法機關之間做法也頗有不同：對外公布者如德國聯邦卡特爾署，係將各年度
申請數據納入宣導手冊中公布，但以申請事業為單位累計；倘若數家事業就同一卡特爾
申請寬恕，所呈現數字即事業數而非卡特爾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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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本研究係自 4 月底、5 月初起執行至 11 月下旬，屬於限期完成的研
究計畫，不得已只能轉向各國際組織及美國、德國、韓國競爭主管機關官
方網站，儘可能從公開流通資料中搜尋、檢索、比對、整理相關資訊。
由於各國競爭法上關於違法聯合行為類型（例如，是否將非屬同一產
銷層級的上下游事業間垂直限制競爭協議納入「卡特爾」概念中，）及其
處罰方式（主要可分為刑事制裁或行政罰，兩者又各有輕重額度差異）不
同，直接影響其「寬恕政策」實施對象及誘因強弱；再者，處罰程序分屬
刑事追訴或行政裁罰、各國刑事訴訟法及行政罰法的程序構造各自有別，
以及，是否將政府採購所涉「圍標」案件一併納入適用等（競爭法以外的）
制度差異，亦將造成各國競爭法上「寬恕政策」實施方式及條件各異。對
於上述「寬恕政策」以外相關競爭法及一般法律上「配套機制」差異，本
研究在題旨範疇內針對實務上較為重要者，儘可能謹慎比較其關聯性及可
能影響。
本研究小組一方面瀏覽我國公平會及美國、德國、韓國競爭主管機關
官方網站，以及，各國競爭主管機關跨國合作平台，例如：APEC、OECD
及 ICN 等官方網站，蒐集並整理「寬恕政策」相關資料及最新資訊。關於
公平會及美國、德國、韓國競爭主管機關官方網站「寬恕政策」相關資料，
研究小組整理後製作表格收，並將其中涉及本研究所關注各項議題者，摘
要說明後分別納入報告各章節之中。另一方面，關於專業圖書方面，最重
要外文參考文獻有以下兩冊：其一為 Jacques Buhart and David Henry 所編
著 50 、實務手冊性質的 Leniency Regimes, International Series，2015 年由
Thomson Reuters 出版的第 5 版，依國別字首英文字母順序編排澳大利亞、
歐洲聯盟（以下簡稱「歐盟」）
、德國、美國等逾 30 國（及超國家組織）
「寬

50

該書編者為 McDermott Will & Emery 事務所歐盟跨國併購案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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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政策」27 個共通議題。其二則為 Caron Beaton-Wells and Christopher Tran
所 編 著 、 學 術 及 批 判 色 彩 相 對 較 濃 的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Leniency Religion，2015 年，Hart Publishing 初版；前者
提供跨國系統性比較的資料基礎及視野，後者則在法學（、公共行政）及
經濟學等跨科際實證研究上，提供方法論反思並補充官方觀點所不及的重
要實踐經驗分析。中文參考文獻，則仍以顏廷棟、王銘勇 2 位兼具實務經
驗的學者相關先驅研究，以及，後者在近期追蹤「寬恕政策」本土化相關
議題的後續研究為主 51。
此外，研究小組也透過邀請產業公會或協會代表深度訪談，藉以了解
公平法上聯合行為規範及其導入「寬恕政策」對於特定產業及其公會的可
能影響，探索特定產業及其人員回應「寬恕政策」相關辦法的可能情形。

第四節

研究發現

我國自 2011 年公平法導入「寬恕政策」迄今已滿 6 年，公平會對外正
式揭露的「寬恕政策」申請案僅 15 件，經公平會同意適用「寬恕政策」者
僅有 3 案；比較美國、德國、韓國同一時期「寬恕政策」申請及／或適用
件數，委實難以稱上「亮眼」成績（參閱：第四章）。
對照韓國導入「寬恕政策」歷程，也曾經在初期明顯並未達成立法所
預期的政策目標。不過，韓國迄今「寬恕政策」框架日趨穩固而制度內涵
益發繁複，該國率先導入「檢舉獎金」制度更已帶動不少國家跟進，其「寬

51

參閱：顏廷棟，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2007）
，公平會九十六年度委託研究報告
一；顏廷棟，
「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
，公平交易季刊，第 16 卷第 4 期，67-115（2008）
；
王銘勇，
「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
，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1 期，75-133
（2006）
；王銘勇，
「公平交易法寬恕政策與檢舉獎金辦法之分析與檢討」
，公平交易季刊，
第 25 卷第 3 期，127-176（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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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政策」實施成效也直追各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同儕「領先群」表現。我國
作為該制度「後進」追隨者，藉由模仿與跟進持續修正、調整「寬恕政策」
框架及內涵（參閱：第二章）
，是否能在未來執法表現上拿出相應成績，值
得持續觀察並探索其中成敗關鍵，務實檢討改進。
「寬恕政策」本係利用經濟學上所謂「囚犯兩難」賽局理論設計其誘
因機制，藉以吸引違法聯合行為參與者「窩裡反」
，讓競爭法執法機關得以
發現進而掌握違法聯合行為相關事證（參閱：第三章）
，從而有效取締、打
擊違法聯合行為，並藉由違法聯合行為成員可能「窩裡反」所形成的不法
行為遭查獲風險，對於潛在違法聯合行為參與者造成威嚇作用。因此，至
少在「寬恕政策」的制度設計上諸多跨國別的共通要素，例如：加重對於
違法聯行為的處罰，部分國家甚至對於違法聯合行為採取刑事制裁，藉以
拉大申請寬恕獲准者與其他違法聯合行為成員之間的利害落差，增強執法
機關所需法律授權、行政資源及專業能量以提升其調查能力，讓「寬恕政
策」在申請門檻條件上透明而具有較高可預見性等方面，我國立法及執行
等面仍有不小努力空間。本研究從「囚犯兩難」賽局的誘因機制出發，建
議未來修正「實施辦法」時不妨考量：將減輕罰鍰的名額降至 2 個，避免
無端浪費「寬恕政策」制度誘因，又無法獲得取締違法聯合行為所需的相
應資訊及證據。
由於美國、德國、韓國 3 國競爭法執法機關高階官員，也在 2001 年 10
月 25 日發起創立 ICN（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的 14 個競爭法
執法機關代表之列。這個集結競爭法執法機關官員、執業律師的國際非政
府組織，提供競爭法執法機關交流及溝通平台，主要目的就在於競爭倡議
及提升執法效能，對於跨境結合、聯合行為等競爭法重要議題向來高度關
注。有鑑於實施寬恕政策係打擊卡特爾相當重要手段，ICN 卡特爾工作組
不僅製作教導各國如何制定和實施有效寬恕政策的官方說明，近年也透過
23

各國競爭法執 法機關合 作，積極研 訂 「寬 恕政策效率及 效用檢核 清單
（LENIENCY CHECKLIST）」
，列出 12 項要件，建議各國競爭主管機關在
引進、設計、修正寬恕政策時，應參考以下 12 項要素（第五章）：
1.「寬恕政策」適用對象能適用於涉及限制競爭的公司（包括單一法律
主體或一群法律主體）及／或自然人，並納入民事法、刑事法或行政法體
系中。
2.「寬恕政策」所涵蓋的違法行為類型，主要為聯合定價、瓜分市場、
圍標、限制產出或以限制競爭的暗默型水平協議或一致行為聯合行為，有
時也可能涉及特定附隨的垂直面向。
3.分流的寬恕體系，倘若有法人寬恕與個人寬恕及／或平行的民事、
行政及刑事的機制，體系整體提供最大確定性及可預見性。
「寬恕政策」必
須考量授予個人寬恕並不自動排除法人寬恕；適用於相同行為的不同性質
法律制裁效果彼此並不相互抵消或妨礙，並將公司及涉案個人的利益及誘
因納入考量。
4.避免使「寬恕政策」申請者陷入比不與競爭主管機關合作的卡特爾
參與者更不利的地位。
5.競爭主管機關應該決定僅給予申請人完全免除或也得減輕參與卡特
爾原本將被課處／聲請法院判處的任何罰鍰或制裁。免除之證據門檻：當
機關尚無充分先前資訊以進行調查時，申請人提供卡特爾的證據及詳細描
述足供競爭主管機關針對目標進行檢查（的資訊）
。當機關已進行調查，或
無其他申請者符合第一順位門檻獲得免除時，提出足供機關根據其中的證
據及資訊確認全部違法行為（的資訊）
；例外完全排除申請人豁免資格（依
其在違法行為中角色而定）。減輕：按申請排序及時機（啟動調查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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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原本將被課處／聲請法院判處的（處罰）金額至特定百分比，訂定確
立申請者之間相互競逐情境的規定，以促使其儘速提供最佳合作。減輕之
證據門檻，申請寬恕成功者必須提供在本質上、品質上及／或詳細程度上
強化機關證明違法行為的能力的證據。如一方（已經符合罰鍰減輕條件）
是第一個揭露機關先前未知事實者，而此事實延伸調查中的（違法）行為
重要性或期間者，也符合相應部分制裁的免除條件。
6.獲得寬恕的行為條件：持續誠實協助調查，全程盡力配合說明，停止
參與違法聯合行為，不破壞、偽造或隱匿證據，揭露／承認參與卡特爾行
為，申請者保密義務。
7.倘若僅提供首位申請者「寬恕政策」者，可依裁量對於其他申請者下
列後續配合及對應措施給予回饋：回復或繳回不法所得，在民事訴訟或其
他調查中配合。
8.成功的「寬恕政策」
，包含以下要件：匿名／假設式申請，申請順位
標記（marker）制度，撤銷寬恕政策的程序，歸總申請（歐盟內由單一執法
機關受理，全體適用），申請形式（書面及口頭），免於在「寬恕政策」自
證己罪，關於其他「寬恕政策」緊密相關個案資訊處理程序，撤回／否准
申請時資訊處理。
9.合作誘因，額外因素包括：追加寬恕（leniency plus）
，給予不符合條
件但另揭露其他卡特爾者減輕本次處罰，追加處罰（penalty plus）
，寬恕政
策申請者或卡特爾參與者未揭露參與其他卡特爾者，核處該其他卡特爾時
應納入考量（加重處罰）。
10.保密：建立申請者與執法機關間互信，建立口頭申請的保全機制以
免外洩資訊，建立規範及行政慣例確保申請中自證己罪陳述不內外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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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競爭法全球化下的「寬恕政策」
，確保彼此相容：交換寬恕資訊，交
換資訊的平等保護，處理不同寬恕條件之間的彈性，盡可能明確且可預測，
且一旦申請者已經符合寬恕政策的條件，機關應該沒有基於其他原因給予
或不給予寬恕的裁量權。
12.（ 不透過立法）提升「寬恕政策」成效：教育宣導卡特爾的違法性，
宣傳「寬恕政策」及法規遵守，執法機關內設置明確受理單位，一致、可
預測及透明的「寬恕政策」實施方式。
在上述由 ICN 所研訂的「檢核清單」中，我國公平法「寬恕政策」有
數項要素，已與「領先群」競爭法制相去不遠；不可諱言，由於我國公平
法與美國、德國、韓國當前競爭法制已有規範內涵上明顯差異之處，尤其，
美國、韓國均針對惡質卡特爾採取刑事制裁手段，德國也已大幅強化聯邦
卡特爾署執法權限及行政資源，因此，該「檢核清單」上也有不少要素，
並非我國公平法「寬恕政策」短期內可以輕易拉近其間差異者。
至於公平法在 2015 年 6 月 9 日修正增訂第 47 條之 1，授權公平會自
違反該法罰鍰中提撥 30%設立「反托拉斯基金」
，建立「檢舉違法聯合行為
獎金」制度（簡稱「檢舉獎金」制度）
，迄今也滿 2 年，核發獎金 3 件，均
屬 50 萬元以下小型個案。本研究針對「檢舉獎金」制度，比較「食安法」
類似制度實施經驗，再根據經濟分析建議提高獎金額度，藉以吸引真正可
以提供「內部證據」有助於公平會取締違法聯合行為者（參閱：第六章）
。
總結上述研究發現，研究小組將在報告之末，根據我國公平法及相關
配套法制現況，
（在不修正法律、不大幅翻轉制度的前提下，）從務實的角
度出發，分別提出與「寬恕政策」直接相關的立即可行建議及中長期性建
議數則，提供委託機關參考（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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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寬恕政策在美國、德國、韓國及我國競爭法上
的地位及其發展

我國公平法於 2011 年 11 月 23 日公布，新增第 35 條之 1「寬恕條款」
，
公平會對於該條立法緣由，轉引提案立法委員說明如下：
「一、本條新增……
於 1993 年間，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為提高事業自願通報違法行為，並
於過程中協助調查，爰修正該署先前於 1978 年所公布之『公司寬恕政策』
（Corporate Leniency Policy）。此次修正要點如下：（一）在司法部反托拉
斯署展開調查前，所有自願通報者皆可獲得豁免或減輕處罰。
（二）在進行
調查過程中，與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合作者，亦可獲得豁免或減輕處罰。
（三）
所有職員、主管、受雇者，若與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合作，亦可免除刑事之
追訴。此一『公司寬恕政策』已成為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查證聯合行為
之最有效工具，現歐盟（執委會對卡特爾案件之罰鍰豁免或減輕通知，
Commission Notice on Immunity from Fines and Reduction of Fines in Cartel
Cases, 2006/C298/11）
、德國、韓國及日本等國亦皆相繼採行相同措施……」
；
雖然並非公平會主動提案，但主管機關亦持贊同態度，認為新增規定有助
主管機關取得聯合行為違法事證，將有效杜絕（違法）聯合行為 52。我國公
平法「寬恕政策」借鏡美國、德國、韓國等比較法制的緣由，相當明顯。
長久以來，各國競爭法執法機關普遍將取締違法聯合行為列為任務重
點 53。有鑑於違法聯合行為發現不易、有關合意的關鍵證據難以掌握，因此，

52

檔案資料原載於公平會官方網站：http://www.ftc.gov.tw/upload/e54bb4e5-d79b-472ea714-8171dfc9d17e.pdf，轉引自：王銘勇，「公平交易法寬恕政策與檢舉獎金辦法之分析
與檢討」
，公平交易季刊，第 25 卷第 3 期，129-130（2017）
，關於公平會官方立場，該文
亦藉當時主任委員於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審查會中的發言為佐證。
53
以歐盟為例，自 2004 年至 2015，執委會在反托拉斯領域內所作成決議中，有 48%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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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法律授權或依其法定職權，針對違法聯合行為採行「寬恕政策」
，藉以
提升取締成效進而發揮嚇阻作用，近年在國際間逐漸成為趨勢：近 20 年來
已經有超過 60 個司法管轄體系先後導入「寬恕政策」。就此，各國競爭法
執法機關也透過各種跨國合作平台交換經驗。以 ICN 為例，每 2 年由其中
一個會員國競爭主管機關主辦國際會議，彼此分享「寬恕政策」施行經驗、
探討「最佳範例（best practices）表現」、邀請實務工作者研究彼此「寬恕
政策」以尋求改進，較成熟的「寬恕政策」推動者甚至提供指導及支援，
協助其他會員發展一套「寬恕政策」 54。
儘管「寬恕政策」源起於美國，因此與該國（刑事）司法體制緊密互
動，自始就頗有「美國」特色。但是，在上述競爭法執法機關相互參考借
鏡，各國所導入的「寬恕政策」隨之趨同發展（convergence）過程中，許
多跨越國境，在不同整體經濟條件、產業結構及各自國情特殊背景下，
「寬
恕政策」中的各種共通「模式」或「典範」也次第浮現，尤其，關於「寬
恕政策」適用對象及條件、決定程序、減免結果等事項 55。例如：歐盟競爭
署（DG Competition）自 2006 年起，即與歐盟會員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在「歐
洲競爭網絡（European Competition Network, ECN）架構下，共同發展「模
範寬恕政策（Model Leniency Programme, MLP）」，近年則又改進其中關於
歐盟層級的申請順位標記制度 56。

卡特爾案件，數據引自歐盟競爭署副署長說法，參閱：Cecilio Madero Villarejo, Foreword
in: Buhart and D. Henry (ed.) Leniency Regimes: International Series, 5th Ed., vii (2015)。
54
引自美國聯邦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資深官員說法，參閱：Lisa M. Phelan, Foreword in:
Buhart and D. Henry (ed.) Leniency Regimes: International Series, 5th Ed., ix-x (2015)。
55
至少，
「在書面上」各國「寬恕政策」呈現許多共通特徵，相關說明，參閱：Caron BeatonWells, Leniency Policies: Revolution or Religion?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3-4 (2015)。
56
引自歐盟競爭署副署長說法，參閱：Cecilio Madero Villarejo, Foreword in: Buhart and D.
Henry (ed.) Leniency Regimes: International Series, 5th Ed., vii-viii (2015) 。 本 報 告 就
“marker system”中譯，並未依循國內其他文獻已採行的「順位保留制度」譯法，一則該
詞字面僅有「標記系統」意涵；再則，各國關於申請寬恕順位涉及免除或減輕處罰效果，
28

有鑑於「寬恕政策」同源而分流，引進不同國家之後與其既有法制及
該國競爭法體制密切連動，即使在全球化競爭法執法環境下不免「趨同發
展」
，競爭主管機關為了處理跨國聯合行為而彼此（既競爭又合作）互動頻
繁，因此不難發現各國「寬恕政策」內彼此近似的諸多共通要素，但終究
各有特色及重點而異其具體內涵。為避免在幾近於「無涯」的浩浩資料之
海中盲目搜索，本研究遂以國內歷來有關「寬恕政策」研究在比較法制上
的既有成果為基礎 57，參考並借用由各國律師事務所及法學教授等合作編
纂、為美國及歐盟競爭法資深執法官員所推崇的一部（跨國）競爭法「寬
恕政策」手冊，亦即 Jacques Buhart and David Henry 所編著的 Leniency
Regimes, International Series, Fifth Edition（2015）彙整多國「寬恕政策」在
（公司、律師事務所等私部門組織）實務應用上重要資訊所使用的 27 項共
通議題問答式（Q & A）架構（以下簡稱「27 項基本構造」）58，整理美國、
德國、韓國「寬恕政策」在各該國競爭法上的地位及其發展 59，並自各該國

均須考量其他要件於申請時或事後是否具備而定，未能符合其他條件者甚至可能喪失順
位利益，拱手讓予原本列於後順位的其他寬恕申請者，嚴格而言，並無順位「保留」的
制度內涵。以我國公平法第 35 條及其授權實施辦法為例，寬恕申請在時序上的第一順位
及較前順位，固然是申請者免除或減輕處罰的重要條件，然而，倘若申請者出現實施辦
法第 2 條消極要件，或未履行公平會依第 6 條規定所附加條件者，公平會依實施辦法第
19 條規定必須撤回其同意。
57
主要係第一章中所提及的以下各篇研究報告及專論：顏廷棟，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
究，
（2007）
，公平會九十六年度委託研究報告一；顏廷棟，
「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
，
公平交易季刊，第 16 卷第 4 期，67-115（2008）
；王銘勇，
「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
之研究」
，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1 期，75-133（2006）
；王銘勇，
「公平交易法寬恕政
策與檢舉獎金辦法之分析與檢討」，公平交易季刊，第 25 卷第 3 期，127-176（2017）。
58
該手冊每隔數年即更新其內容，第 4 版於 2012 年出版；迄至 2017 年中的最新版，則
為 2015 年出版的第 5 版。
59
至於日本「關於禁止私的獨占及確保公平交易之法律（私的独占の禁止及び公正取引
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簡稱『獨禁法』）」
，以及，該國「公正取引委員會（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簡稱 JFTC 或『公取會』）」為執行「寬恕政策」所制定的「關於提出減免課
徵金報告與資料規則」
，其制度內涵介紹及施行早期成效，參閱：顏廷棟，寬恕政策實施
子法之研究，58-70（2007）
，公平會九十六年度委託研究報告一；近年沿革及成效檢討，
參閱：王銘勇，「公平交易法寬恕政策與檢舉獎金辦法之分析與檢討」，公平交易季刊，
第 25 卷第 3 期，145-150（2017）
。本研究根據 2017 年 4 月 13 日上午委託機關所舉行的
計畫書評審會議結論，將研究範圍限定在美國、德國、韓國作為比較對象，並未將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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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競爭法主管機關或執法機關、ICN 等各國競爭主管機關跨國合作平台的
官方網站，搜尋、整理最新資訊，更新、補充相關事項的記載內容，以便
對照我國實施至今已滿 6 年的「寬恕政策」，透過國際比較全盤檢視我國
「寬恕政策」基本構造及其在上述「趨同發展」趨勢中的相應定位。

第一節

美國

美國為反托拉斯法執法上「寬恕政策」發源之地，其處罰與我國公平
法上聯合行為近似的限制競爭「共謀（conspiracy）」主要依據，為薛曼法
（Sherman Act）第 1 條規定：「任何契約、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之組合或
共謀，限制州之間或與外國間之貿易或商業者，違法。任何訂定契約或從
事聯合或共謀依上述規定宣告為違法者，視為重罪，依法院裁量，法人處
以 1 億元美金，自然人處以 1 百萬美金或併科 10 年以下徒刑。」（Every
contract, combination in the form of trust or otherwise, or conspiracy, in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is
declared to be illegal. Every person who shall make any contract or engage in
any combination or conspiracy hereby declared to be illegal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 felony, and, on conviction thereof, shall be punished by fine not
exceeding $100,000,000 if a corporation, or, if any other person, $1,000,000, or
一併納入。原因之一，在於 JFTC 依獨禁法享有「專屬告發權」
，並由派駐該會的檢察官
針對違法聯合行為進行刑事搜索調查，此乃我國公平法上所無且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亦無
類似配套機制。此外，研究小組也發現，雖然 JFTC 推動「寬恕政策」
，在國際間以相當
亮麗的申請件數傲於同儕機關（在國際出版品中發表的專論，例如：S. v. Uytsel,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Japan: Does Leniency Make the Difference? in: :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81-106 (2015)，認為日本「寬恕政策」
申請者雖多，因此查獲處罰的聯合行為卻相對較少，其嚇阻成效毋寧應從其他面向尋找
更直接的影響因素）
，其國內檢討聲浪及公取會諮詢機構「獨占禁止法研究會」今（2017）
年就此提出研究報告書建議修正等節，我國學者亦已及時掌握，參閱：王銘勇，
「公平交
易法寬恕政策與檢舉獎金辦法之分析與檢討」
，公平交易季刊，第 25 卷第 3 期，148-150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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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imprisonment not exceeding 10 years, or by both said punishments,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60
負責執行上述規定的聯邦司法部反托拉斯署（DOJ, Antitrust Division）
在執法實務上，尤其注重聯合定價（price fixing）、圍標（bid rigging）、瓜
分市場（market allocation）等類違法行為的調查及起訴 61。該署執行薛曼法
上 述 規 定 相關刑事制裁案件， 於 1984 年起即經由「量刑改革法（the
Sentencing Reform Act）」授權 62，根據量刑準則中關於企業、公會及團體等
法人為被告案件處理準則，針對違反法院強制命令（violation of an order）
、
妨礙司法（obstruction of justice）
、
（法人內部）預防及發現違法方案（program
to prevent and detect violation of law ）、 通 報 及 合 作 等 （ self-reporting,
cooperation and acceptance of responsibility）行為，列為量刑時加重或減輕
責任的參考項目 63。不但「寬恕政策」雛形已經粗具，當「寬恕政策」自 1993
年起大幅強化之後，量刑準則迄今也持續扮演「寬恕政策」後階段的刑事
追訴配套機制 64：

60

該法於 1890 年已制定，嗣後亦就刑責等規定多次修正：July 2, 1890, ch. 647, § 1, 26
Stat. 209; Aug. 17, 1937, ch. 690, title VIII, 50 Stat. 693; July 7, 1955, ch. 281, 69 Stat. 282;
Pub. L. 93–528, § 3, Dec. 21, 1974, 88 Stat. 1708; Pub. L. 94–145, § 2, Dec. 12, 1975, 89
Stat. 801; Pub. L. 101–588, § 4(a), Nov. 16, 1990, 104 Stat. 2880; Pub. L. 108–237, title II,
§ 215(a), June 22, 2004, 118 Stat. 668.。
61
參閱： 該署 所頒 的執法 人員 手冊 An Antitrust Primer for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Personnel，2003 年編定，2005 年修正，沿用至今：https://www.justice.gov/atr/file/761666/
download，最近瀏覽日期：2017. 10. 31.。
62
該法為 1984 年「通盤犯罪控制法（Comprehensive Crime Control Act of 1984, Pub.L.
98–473, S. 1762, 98 Stat. 1976, enacted October 12, 1984）
」一環，設置由 3 位聯邦法官及
司法部長授權代表等 7 人組成的「量刑委員會（Sentencing Commission，USSC）」
，編訂
及修正量刑準則（Sentencing Guidelines），藉以調和聯邦法官量刑尺度。
63
並請參閱：顏廷棟，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8-11（2007）
，公平會九十六年度委託
研究報告一。王銘勇，
「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
，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1 期，79-81（2006）
。
64
美國「量刑改革法」及「量刑委員會」自始即非特別針對薛曼法設計，迄今也仍在運
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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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量刑準則 65中關於企業、公會及團體等法人為被告案件處理準則，
罰金金額之計算方式包括定基本罰金（§8C2.4 Base Fine）
、罪責評分（§8C2.5
Culpability Score）
、罰金倍數之最低限度及最高限度（§8C2.6 Minimum and
Maximum Multipliers）三個步驟，此外，量刑準則中針對違反反托拉斯行
為之聯合定價、圍標、瓜分市場案件訂定特別適用標準取代原本的計算方
式（§2R1.1）。
第一個 步驟 是決 定基 本罰 金， 法院 將審 酌 三要素 ，犯 罪違 反等 級
（offense level）
、所獲得之利益（pecuniary gain）及造成之損害（pecuniary
loss）
。第一個要素犯罪違反等級係法院依照被告違反之犯罪類型評斷級別，
再按「犯罪違反程度罰金表」決定金額。關於反托拉斯之聯合定價、圍標、
瓜分市場案件，基本犯罪違反程度為 12 級。如果被告行為涉及參與提交非
競爭性圍標的協議，則增加 1 級。如果被告的交易額超過 1 百萬美金，則
增加 2 級；超過 1 千萬美金，增加 4 級；超過 5 千萬美金，增加 6 級；超
過 1 億美金，增加 8 級；超過 3 億美金，增加 10 級；超過 6 億美金，增加
12 級；超過 12 億美金，增加 14 級；超過 18 億 5 千萬美金，增加 16 級。
基本罰金中第二個要素為因犯罪行為所獲得之利益。而第三個要素造成之
損害，在關於違反反托拉斯之聯合定價、圍標、瓜分市場案件為 20%美國
境內受被告犯罪行為影響的交易額，之所以以 20%作為推定所造成之損害，
係因聯合定價等行為平均不法獲利推定為 10%，另外 10%係推定消費者因
過高之價格而未能消費所生的無謂損失 (dead-weight loss)，然此處 20%為
推定性質，個案中若能舉證證明不法獲利超過或不足 10%者，法院仍得依
個案調整百分比。

65

參閱：美國量刑委員會所頒之 2016 年量刑準則手冊 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COMMISSION GUIDELINES MANUAL 2016，323-326、54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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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美國犯罪違反程度罰金表
〔OFFENSE LEVEL FINE TABLE〕（2015.11.1）
違反
程度

金額

違反
程度

金額

違反
程度

金額

6或
以下

$8,500

17

$450,000

28

$10,000,000

7

$15,000

18

$600,000

29

$15,000,000

8

$15,000

19

$850,000

30

$20,000,000

9

$25,000

20

$1,000,000

31

$25,000,000

10

$35,000

21

$1,500,000

32

$30,000,000

11

$50,000

22

$2,000,000

33

$40,000,000

12

$70,000

23

$3,000,000

34

$50,000,000

13

$100,000

24

$3,500,000

35

$65,000,000

14

$150,000

25

$5,000,000

36

$80,000,000

15

$200,000

26

$6,500,000

37

$100,000,000

16

$300,000

27

$8,500,000

38或
以上

$150,000,000

第二步驟是罪責評分，法人被告以 5 分為基礎分數，法院再審酌四項
加重要素及兩項減輕要素。第一項加重要素為參與或容忍犯罪行為
（Involvement in or Tolerance of Criminal Activity），此項係依據法人規模
（員工人數）及法人內部高級或掌握實質權利人員涉案情況加以判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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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1~5 分；第二項加重要素為法人之前科（Prior History），如法人曾違反
類似違法行為經刑事制裁後，於特定期間內再犯，或因兩次以上類似違法
行為經民事或行政裁罰後，於特定期間內再犯者，加重 1~2 分；第三項加
重要素為違反法院強制命令（Violation of an Order）加重 1~2 分；第四項
加重要素為妨礙司法（Obstruction of Justice）加重 3 分。而兩項減輕要素
分 別 為 ， 第 一 項 減 輕 要 素 為 法 人 內 部 設 有 有 效 的 遵 法 規 章 （ Effective
Compliance and Ethics Program）
，內部有設置預防及發現違法方案者減 0~3
分，但如果法人無故延遲通報，或縱容、刻意忽視高級或握有實質權利人
員參與犯罪，或法人內部 200 人以上涉案，則不予扣減。第二項減輕要素
為 自 行 通 報 、 合 作 等 （ Self-Reporting, Cooperation, and Acceptance of
Responsibility）
，如在主管機關調查前，法人發覺違法行為時立即通報，並
與主管機關充分合作，及明確表示願意承擔責任者，減 5 分；如法人未通
報，但在主管機關調查時，配合調查，並明確表示承擔責任者，減 2 分；
如法人未通報、未合作，僅明確表示願承擔責任者，減 1 分。因此，法院
以 5 分基礎分數再審酌加重減輕項目後，計算出法人被告之罪責評分。
第三步驟為罰金倍數之最低限度及最高限度，法院依第二步驟所計算
出的罪責評分後，依照下表相對應之最低及最高倍數，將基本罰金乘上最
低及最高倍數，即為罰金之範圍，但在計算反托拉斯違法案件時，最低限
度之倍數應為 0.7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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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罪責評分最低及最高倍數表
罪責評分

最低倍數

最高倍數

10或以上

2.00

4.00

9

1.80

3.60

8

1.60

3.20

7

1.40

2.80

6

1.20

2.40

5

1.00

2.00

4

0.80

1.60

3

0.60

1.20

2

0.40

0.80

1

0.20

0.40

0或以下

0.05

0.20

最終，法院得按薛曼法第 1 條規定之法定罰金上限或依量刑準則計算
之罰金範圍內，以金額最高者作為罰金之上限，然後在此範圍內，審酌被
告實際犯罪情形以決定被告實際罰金金額 66。
此外，由於美國聯邦司法部也是聯邦犯罪追訴機關，不但其下轄的反
托拉斯署在執法時彈性採取「追加赦免（Amnesty Plus）」措施，將「寬恕
政策」擴大適用於調查階段所發現的其他限制競爭「共謀」
；在後續起訴及
法院審理階段，聯邦檢察官也能彈性運用「非正式豁免（Informal Immunity）」
及「認罪協商（Plea Agreement）」等既有刑事追訴手段，擴大並延伸「寬

66

參閱：陳志民，「美國及歐盟反托拉斯法對國際卡特爾行為之規範」，貿易政策論叢，
第 14 期，59（201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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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政策」提供參與「共謀」者「窩裡反」的制度誘因。
關於民事法律責任面：違法卡特爾之參與者，依據克萊頓法第 4 條規
定（Clayton Act §4）67，在民事責任上將面臨受害者請求 3 倍損害賠償額、
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且卡特爾成員間負連帶賠償責任。 68而美國於 2004
年 通 過 「 反 托 拉 斯 刑 罰 加 強 和 改 革 法 （ Antitrust Criminal Penalty
Enhancement and Reform Act，簡稱：ACPERA）」
，並於 2010 年修改 ACPERA，
將該法規延長適用至 2020 年。ACPERA 替適用寬恕政策之申請人帶來更
多利益，對於適用寬恕之申請者，根據 ACPERA 亦可降低其民事賠償責任。
受害者在民事訴訟程序中，向已與司法部反托拉斯署達成寬恕協議之公司
或個人，提出損害賠償訴訟時，民事原告即受害者僅能向適用寬恕之被告
索賠其所受之實際損害，而該實際損害須符合 “違法行為可歸責於被告，
該違法行為影響了被告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因而導致已和被告完成交易之
原告受有實際損害” 之要件，亦即原告僅能向被告請求因被告違法行為所
造成之實際損害額，且適用寬恕政策之被告亦得依據 ACPERA，免除民事
連帶賠償責任，適用寬恕政策之被告僅須對自身違法行為所造成之損害賠
償責任 69。
至於美國現行「寬恕政策」
，根據上述「27 項基本構造」架構，可以整

67

Clayton Act § 4, 15 U.S.C. § 15
Suits by persons injured ， 原 文 請 參 閱 ：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15/15，最近瀏覽日：2017.10.31。
68
參閱：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前助理檢察長於 2004 年 ICN 卡特爾研討會上之說法，
參閱：R. HEWITT PATE, International Anti-Cartel Enforcement, (2004), 3-4。
69
參閱：陳志民，「美國及歐盟反托拉斯法對國際卡特爾行為之規範」，貿易政策論叢，
第 14 期（2010）
，59-61。王銘勇，
「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
，公平交易季刊，
第 14 卷第 1 期（2006），86-87。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所公布關於寬恕政策之 FAQs，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THE ANTITRUST DIVISION’S LENIENCY
PROGRAM AND MODEL LENIENCY LETTERS(2017)，18。PUBLIC LAW 108–237, §
211-215, 118 Stat. 661, 666-668 (June 22, 2004)。PUBLIC LAW 111–190, 124 STAT. 12751277 (JUNE 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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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出以下重點：

一、關於「寬恕政策」的背景

1. 有關寬恕政策的立法為何？何者是執法機關？執法機關有無發布補充
支應上述有關寬恕政策立法的指導原則？
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為執行寬恕政策之執法機關。其於 1978 年第
一次公布公司寬恕政策，並於 1993 年 8 月 10 日修訂並採用新的公司寬恕
政策，本次修正主要針對三方面進行修訂，第一，若申請人在反托拉斯署
調查開始前申請，並符合資格者，將自動赦免，不會被起訴，而自動赦免
也稱為”類型 A 寬恕”。第二，當無人適用自動赦免時，即便在反托拉斯
署開始調查後，申請人也可能獲得任意赦免，而任意的赦免也被稱為‟類型
B 寬恕”。第三，公司之雇員、董事、高級職員，在公司適用公司寬恕政
策時，該個人亦具寬恕資格，且同時具備反托拉斯署於 1994 年 8 月 10 日
頒布的個人赦免資格。

2. 寬恕／豁免政策的基本原則為何？寬恕可否適用於卡特爾以外的違反
競爭法行為？
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公布的公司和個人寬恕政策係提供予第一位承
認參與違法反托拉斯行為者，並全面與反托拉斯署合作，以及符合其他具
體條件下，公司能完全避免刑事定罪和罰金，而個人亦可避免刑事定罪、
監禁和罰金。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對於公司寬恕政策及個人寬恕政策所要求
的條件清單於問題 12 回答內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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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政策僅適用於違反薛曼法第 1 條之規定 70，違法行為涉及聯合定
價、圍標、生產限制、或瓜分市場、分配消費者、銷售分配或分配生產量。
實際上，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對於相關的非反托拉斯違法行為提供一些保護。
公司寬恕條件信範本內提供寬恕申請者關於本身所揭發之刑事反托拉斯犯
罪的保護外，對於雖非反托拉斯犯罪但與獲得赦免之反托拉斯犯罪‟相關”
的犯罪亦提供保護。例如，違反郵件或電話詐欺或共謀詐欺等罪，對於此
類相關之犯罪，寬恕政策所提供的保護可能延伸到這些相關的犯罪。倘若，
非反托拉斯犯罪不與所揭發之反托拉斯犯罪相關，則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可
能不會對於非反托拉斯犯罪給予寬恕。而且，寬恕政策只限於司法部反托
拉斯署使用，其他美國司法部的部門或其他聯邦或州機關無法適用。

3. 有無「追加寬恕」或「追加豁免」選項？若無，在實務上，寬恕的申請
者可否因報告參加第二次、無關的卡特爾，就其參加第一次卡特爾所應
受處罰獲得減輕？
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於 1999 年公布之寬恕政策已擴張到包括‟追加寬恕”
之規定，在該規定下，一家公司可能提供在第二個市場中違反反托拉斯行
為的證據，以便和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換取對該行為之赦免，以及對於原本
第一個調查案件得以減少罰金。
相反的，如果受調查的公司或個人未主動揭發他們所從事、知悉的其
他違法活動，則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將利用‟追加懲罰”制度懲罰受調查的公
司或個人。亦即，在‟追加懲罰”政策下，如一家公司也參與第二個反托拉

70

此處為 27 項基本構造填答者之回答。然依據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公告之個人寬恕
政策及公司寬恕 政策，僅載 明申請者須 報告其所參 與之違法反托拉 斯行為 (reporting
illegal antitrust activity)，及符合一定之要件便可適用寬恕政策，寬恕政策未特別限制僅適
用於違反薛曼法第 1 條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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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犯罪但其在第一個反托拉斯犯罪調查期間沒有主動揭發，而後司法部反
托拉斯署查獲第二個反托拉斯犯罪並成功起訴時，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會建
議法院在依據量刑準則決定被告責任時，將公司和犯罪的高層未揭發之行
為作為加重責任之考量因素。

4.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以來，已做成多少涉及寬恕申請的卡特爾案件決
定？有多少事業在此期間，應受處罰完全獲得豁免？
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在未經寬恕申請人同意情況下透漏其身分，亦未透
漏寬恕申請的統計數據及適用寬恕政策而獲得完全豁免罰金金額等相關統
計數據。
但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會偶爾發表關於其於刑事訴訟上的相關訊息，例
如在 2015 年 1 月 22 日，司法部公布了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止，一年中
關於執法的資訊，聲稱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在此期間收到了 18.61 億美元的
刑事罰金，該罰金主要係汽車零件和銀行業從事違法反托拉斯行為所受之
裁罰。此外，司法部亦與 21 名個人被告達成協議，其平均同意服刑 26 個
月監禁。而根據司法部之公開消息，始於 2010 年的汽車零組件的調查，該
案刑事定罪和罰金數量均破了紀錄，有 34 家在汽車零組件業的公司同意
認罪，總共支付了 24 億美元罰金。

5. 成功的寬恕申請者須具備什麼？書面證據或正式證詞（申請者可否僅提
供正式證詞予執法機關就獲得寬恕）？「有益貢獻」或「附加價值」如
何定義？對於誤導或錯誤的寬恕申請者有無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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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申請人為了獲得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所寄發之附條件寬恕信，首先
寬恕申請人必須承認其參與刑事反托拉斯犯罪，公司必須指派一名或多名
雇員代表公司向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承認公司參與了反競爭協議。在附條件
寬恕信核發前，司法部可能堅持先面談公司涉案之關鍵高層，通常由該供
述者口述違法行為並提供已存在的違法相關文件、證據，申請人必須提出
足夠證據讓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評估其申請，然而，寬恕政策不適用申請人
為卡特爾單一首謀或強迫者之情形。
對於誤導或錯誤的寬恕申請者，除無法適用寬恕政策外，可能涉及干
擾阻礙調查相關犯罪（18 U.S.C. §§1503、1505、1509、1510、1512、1519）
，
偽證和虛假陳述相關犯罪（18 U.S.C. §§1621-1623）
，或刑事蔑視相關犯罪
（18 U.S.C. § 402、18 U.S.C. § 3691、Fed. R. Crim. P. 42） 71。

二、關於「寬恕政策」程序

6. 申請寬恕的實際步驟為何？向執法機關實際申請寬恕前，可否初步以匿
名方式接觸？或，當事人是否須在任何時期充分揭露自己身分？
寬恕申請人申請寬恕之步驟為：首先，公司的律師先以非正式方式與
反托拉斯署接觸，詢問申請寬恕之可能，以及口頭申請順位標記，註記公
司的申請順位。其次，公司高級管理階層和外部律師與司法部反托拉斯署
承辦人員見面，提出證據。第三，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將給予公司附條件寬
恕信。第四，司法部反托拉斯署開始展開調查，確認公司所提供的證據及
陳述。第五，調查完成後，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會給予成功寬恕申請人一封

71

參閱：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所公佈之手冊，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Fifth Edition)，2017
年 8 月更新，P. II-8、II-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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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寬恕赦免信。

(1) 申請順位標記
因時間要素對於寬恕申請人而言相當重要，關係到申請人是否具有寬
恕資格，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允許申請人在提供實質證據之前，先申請順位
標記，而順位標記日期是卡特爾成員接觸司法部反托拉斯署並向其提出申
請之官方受理日期，該制度係在確保寬恕申請人之順位及確保寬恕申請人
能從寬恕政策中受益。
寬恕申請人為了獲得順位標記，其委任之律師必須(1)報告目前已發現
能指出其委託人從事刑事反托拉斯犯罪的訊息或證據，(2)揭露違法行為的
態樣，(3)確認涉及的行業、產品或服務，須明確到足夠讓司法部反托拉斯
署決定寬恕是否依然有效和保護申請人的順位標記，(4)確認申請人。
寬恕申請人應該謹慎考慮標記的範圍，在申請人成功標記後，司法部
反托拉斯署通常提供申請人 30-60 天完成內部調查並提出證據。如果公司
無法在反托拉斯署分配的時間內提出證據證明，則可能失去順位，以及其
他公司可能考慮按順序申請寬恕或順位標記。

(2) 提供證據
寬恕申請人為了確保符合必要條件以便獲得寬恕，申請人必須完全及
詳細的提供證據，寬恕申請人的律師通常親自與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承辦人
員接觸，提供包含重要的違法事實及公司內部調查期間所發現的關係文件
和事實，為了避免在民事訴訟中提出書面文件予原告，申請人可以口頭方
式告知反托拉斯署承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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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附條件寬恕信
申請人提供證據資料後，如果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認為申請人符合資格，
將會寄送附條件寬恕信給申請人，附條件寬恕信上明確記載申請人應遵守
之條件 72。

(4) 司法部反托拉斯署的調查
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對於申請人所陳述之違法事實進行調查，寬恕申請
人在調查期間須對司法部反托拉斯署的詢問作出回應，提供證據、證人及
充分、完全與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合作。
公司高層人員必須嚴格地履行合作義務，此對於獲得寬恕是不可或缺
的，若不合作將會導致寬恕被撤回。然而，寬恕申請人不需放棄他的「律
師-委託人保密權」或「營業秘密特權」。

(5) 最終寬恕信
司法部反托拉斯署結束調查後，會寄發一封最終寬恕信予符合資格之
申請者，確認同意赦免。這封最終寬恕信對於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具拘束力。

7. 有無申請順位標記系統？
有順位標記系統，相關描述在第 6 題答案內。

72

參閱：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所公布之公司及個人附條件寬恕信範本：
https://www.justice.gov/atr/page/file/926531/download ， 最 近 瀏 覽 日 ： 2017.11.20 。
https://www.justice.gov/atr/page/file/926526/download，最近瀏覽日：201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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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若有，是否提供所有寬恕申請者，以確保其順位或提供予第一順位者？
順位標記系統提供予所有潛在寬恕申請者，然僅有第一順位並符合資
格者能獲得。

7.2 若有，合格標記順位申請者須提供何種初步資訊？順位標記完成是否
有期限？若期限依裁量決定，執法機關要求完成順位標記平均期間為何？
寬恕申請人為了獲得順位標記，其委任之律師必須(1)報告目前已發現
能指出其委託人從事刑事反托拉斯犯罪的訊息或證據，(2)揭露違法行為的
態樣，(3)確認涉及的行業、產品或服務，須明確到足夠讓司法部反托拉斯
署決定寬恕是否依然有效和保護申請人的順位標記，(4)確認申請人。司法
部反托拉斯署通常提供申請人 30-60 天完成內部調查並提出證據。

三、關於「寬恕政策」時機／利益

8. 申請寬恕順位「第一」利益為何？第一順位申請者可否獲得完全豁免？
在美國第一順位申請者是相當重要的，因為有效的完全寬恕赦免僅提
供予一家公司或一位個人。第一順位成功寬恕申請者，不會被司法部起訴、
定罪和入監服刑，因此，不會有刑事罰金、監禁等刑事制裁。第一順位具
寬恕資格之公司申請者將獲得三個重要的利益(1)公司不會被刑事起訴。(2)
公司內部之個人承認他們所知悉或參與的違法行為，並充分地與司法部合
作調查，亦同時不會被刑事起訴。(3)公司不會被處罰金。在某些案件中，
如第一順位申請者已經提供足夠之資訊或證據，便可能排除其他涉案者與
司法部合作機會的可能性；但若第一順位申請者提出之證據不足，司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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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托拉斯署便可能與其他涉案者合作，向其他涉案者提供無入監服刑之交
易，讓調查能更加深入。
此外，第一個具資格的寬恕申請人，在相同的民事訴訟中也可能獲得
附帶利益，儘管司法部反托拉斯署的寬恕政策中未提供民事訴訟的豁免權，
但在反托拉斯刑罰改善和改革法案（Antitrust Criminal Penalty Enhancement
and Reform Act，簡稱 ACPERA）提供了赦免利益的可能性。對於被告成功
適用寬恕政策並滿足部分責任之情況下，依據 ACPERA 規定，被告應負的
民事損害賠償責任限制在被告本身違反反競爭行為所造成影響之銷售額；
相較之下，倘若民事被告無法援引 ACPERA，將被處以因反競爭行為受影
響之產品銷售額 3 倍的損害責任，且對於所有卡特爾參與者造成之損害負
連帶責任。

9. 申請寬恕「第二」後果為何？倘若有此情形，「第二順位」寬恕申請者
可預期什麼利益（包括應受處罰減輕水準）？
美國寬恕政策和其他的寬恕制度（例如：歐盟）具有一個關鍵性的不
同，美國有效的寬恕僅提供給第一順位具寬恕資格的公司或個人；而歐盟
的寬恕政策，對於在調查程序中較慢申請寬恕之公司亦提供減免罰鍰之寬
恕；美國寬恕政策，即便第二順位申請者比第一順位申請人晚了幾個小時
提出申請，公司及所有涉案高層均可能會被司法部起訴。
不過，在某些案件中，司法部也可能提供合作機會給在成功寬恕申請
人之後前來尋求合作的公司和個人，但該程序並非寬恕政策，而是可能運
用認罪協商之方式處理，至於是否同意適用認罪協商制度，司法部具有裁
量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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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第二順位之公司或個人無法適用寬恕政策，司法部反托拉斯署仍
利用其他方式提供獎勵予第二順位前往合作之公司或個人，只要該公司及
時、真誠地與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合作，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將根據量刑準則
請求法院裁罰最低限度之罰金或刑期。通常，第二順位之公司可能被處以
自身商業交易金額約 15%的罰金。而較晚合作的公司須支付平均罰金為自
身商業交易額的 25-35%。

10. 順位在後的寬恕申請者可否獲得有利待遇？倘可，可獲得此有利待遇的
順位在後申請者，有無數量限制？倘若有此情形，順位在後申請者可預
期獲得什麼利益 （包括應受處罰減輕水平）？
如同問題 8、9 之答案，在反托拉斯調查中，越早揭發將獲得越多好
處。雖然寬恕赦免僅提供給第一位符合資格之申請者，但司法部反托拉斯
署在尚未知悉和獲得相當資訊前，亦可能以其他方式（例如：認罪協商制
度）提供減少刑罰或罰金之機會，特別是當這些資訊越早被提供予司法部。
一般而言，順位較後之公司（第三順位、第四順位等）會發現他們處於比
更早報告的公司更不利的協商地位。亦即第一順位合作的公司具有最大的
貢獻度，而後續合作的公司將效力遞減，因為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門已從較
早合作公司的報告中獲得大部分有用的資訊。

四、關於母公司責任

11. 給予申請者及／或其先前或目前母公司寬恕時，有無關於母公司責任方
面的考量？先前母公司受益於其先前從屬公司就後者本身行為的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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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母子公司解體後何者適用寬恕？
依據美國相關法律規範，正常情況下，母公司不須對其子公司的行為
負責〔參照：United States v. Besttfoods, 524 U.S. 51,61(1998)〕
，法院在認定
刑事責任或民事責任時，母公司和其子公司通常不會被視為單一實體〔參
照 ： In re Pennsylvania Title Inc. Anti-trust

Litig.,681 F.Supp.2d

663(E.D.Pat.2009)〕。司法部通常不會將子公司的違法行為歸咎於母公司，
母公司亦不需要從子公司獲得之寬恕中受益；實務上，司法部反托拉斯署
與公司間的寬恕協議會具體明確記載於附條件寬恕信中，將獲得寬恕利益
者在附條件寬恕信中亦明確記載，因此，司法部同意寬恕只會提供給信件
中具體指明之實際對象，如果該對象僅為子公司，寬恕利益不會自動轉換
給母公司，除非附條件寬恕信中有特別指明母公司亦同樣適用該寬恕政策
時，母公司才可能獲得寬恕利益。

五、關於寬恕的範圍

12. 享有寬恕或豁免利益者，須符合何種特定條件？
美國公司寬恕政策有三個基本類型，各自須符合不同要件：
(1) 自動赦免（類型 A73）
倘若公司在反托拉斯署展開調查前與其接觸，並符合以下六個條件，
反托拉斯署將會自動准予(同意)赦免：


公司必須第一位前來。也就是說，反托拉斯署必須尚未從任何其
他管道得知關於違法活動的資訊。

73

參美國企業寬恕政策-類型 A，https://www.justice.gov/atr/file/810281/download，最近瀏
覽日：201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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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必須採取及時有效的行為停止參與其所發現的違法活動。停
止違法活動不需要向參與活動的其他人公開。停止可以透過報告
反托拉斯署來達成，以及避免將來的參與，除非反托拉斯署同意
其繼續參與。



公司必須完全地合作。



公司必須未強迫其他參與者參與，及必須非活動的唯一首謀。反
托拉斯署區別此要件為申請者是明確的唯一首謀，還是兩家或多
家公司開始的卡特爾。前者，申請者如為十分明確的唯一首謀則
不具有赦免資格，後者，任何一家參與共謀的公司都可以尋求赦
免，因為他們非卡特爾的唯一首謀。



如果可能，公司必須賠償受害者。



承認犯罪行為確實為公司行為，非公司高層的個人行為。

(2) 兩擇一（替代）的赦免（類型 B 74）
如果公司在反托拉斯署開始調查後前往，或是不符合上述類型 A 條件
的情況下，反托拉斯署會斟酌同意赦免（‟二擇一(替代)的赦免＂）
，
為了在二擇一的赦免中具有資格，赦免申請人必須符合下面 7 個
要件：


公司必須第一位(首先) 前往合作



公司必須完全地合作



公司必須採取及時有效的行為停止參與其所發現的違法活動。



如果可能，公司必須賠償受害者。



承認犯罪行為確實為公司行為，非公司高層的個人行為。



當赦免申請人前往時，反托拉斯署必須尚未擁有可能足以定罪的

74

參美國企業寬恕政策-類型 B，https://www.justice.gov/atr/file/810281/download，最近瀏
覽日：2017.11.20。
47

證據去對抗申請人。


赦免同意必須不會對其他人不公平，將考慮違法活動的性質、公
司擔任的角色，及公司前往的時機。

(3) 公司雇員赦免（類型 C 75）
若一家公司具有自動赦免的資格（類型 A）
，公司的董事、高級主管、
雇員若承認他們涉及違法反托拉斯活動，作為公司承認的一部分，該個人
必須坦承參與違法行為，並完全持續地配合反托拉斯署的調查，符合資格
之該個人也將會獲得寬恕，免於刑事起訴定罪。
(4) 個人寬恕 76
個人的寬恕政策適用於以自己名義接觸司法部反托拉斯署的個人，該
個人並非作為公司申請者之一部。獲得個人寬恕的條件為①個人在司法部
反托拉斯署獲知違法活動訊息前前往揭發違法活動，②全面充分地合作，
③未強迫其他人參與違法活動、顯然非活動領導者或發起人。

12.1 首謀（領導）者／脅迫者得否獲得完全寬恕？
首謀/強迫者不能獲得完全寬恕，寬恕申請人被要求他們不能強迫其他
成員參與被報告的反競爭活動，以及非活動領導者或發起人。寬恕申請人
承擔此要件的舉證責任。申請人若明顯是違法活動之唯一領導者或唯一首
謀，將會被取消獲得寬恕的資格。

75

參美國企業寬恕政策-類型 C，https://www.justice.gov/atr/file/810281/download，最近瀏
覽日：2017.11.20。
76
參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公告之個人寬恕政策，https://www.justice.gov/atr/individualleniency-policy，最近瀏覽日：201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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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有無特別要求：「完全配合且持續」，此類要求具體內容為何？
寬恕申請人被要求完全地和反托拉斯署合作。根據反托拉斯署企業寬
恕信範本 77的描述，寬恕申請人被要求(1)提供全部所知事實(2)提供文件、
資訊，及任何其他具關連性的資料(3)盡最大的努力去確保公司現任及前任
的董事、高級職員、雇員合作。(4)促進任何現任或前任的董事、高級職員、
雇員出席反托拉斯署(5)盡最大努力確保現任及前任董事、高級職員、雇員
完全地、坦率地、真實地提供資訊給反托拉斯署。(6)盡最大努力確保向反
托拉斯署提供資訊的前任及現任董事、高級職員、雇員未企圖錯誤保護或
錯誤牽連任何人，以及(7)盡所有合理的努力去支付賠償。

12.3 執法機關是否要求寬恕申請者於申請後停止參與卡特爾行為？
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要求寬恕申請人立即停止參與卡特爾行為，除非在
為了幫助調查之情況下，經司法部反托拉斯署之同意讓申請人繼續參與卡
特爾。

13. 倘寬恕申請者完全配合執法機關，其寬恕申請有無獲得最終利益的保證
（豁免或減輕處罰）？
最終的同意寬恕確認信對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具有約束力。自 1993 年
起，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僅在一個案件中嘗試撤回寬恕〔參照：Stolt-Nielsen
S. A. United States v Stolt-Nielsen S. A., 524 F.Supp.2d 609 (E.D. Pa. 2007) 〕

77

參美國企業附條件寬恕信範本，https://www.justice.gov/atr/page/file/926531/download，
最近瀏覽日：201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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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在程序的什麼階段，寬恕申請者可確知由其寬恕申請獲得一定利益（寬
恕順位及處罰減輕）？
申請人在收到司法部反托拉斯署的最終同意寬恕信件時，確定獲得寬
恕。然而，順序在後的申請人可與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認罪協商，認罪協商
之被告則必須等法院依刑事訴訟程序做出最終決定。

13.2 較晚的寬恕申請者，有無可能經由其所能提供優於較早寬恕申請者的
附加價值，在寬恕順位中移往高位？請提供可能會出現此情形的案例。
因為司法部對於寬恕申請人具保密義務，關於申請人如何移動順位取
代原來之寬恕申請人等相關案例均不會公開。

六、其他效果

14. 給予公司被告寬恕，對於該被告的員工有何效果？能使其免於刑事或民
事責任嗎？
在問題 2 和 8 回答中均有提及，當公司符合公司寬恕之類型 A 時，公
司的董事、高級職員和雇員作為公司之一部，承認他們參與違法活動並配
合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調查，也將獲得寬恕，免於被刑事起訴、罰金或監禁。
實務運作上，當公司已符合公司寬恕之類型 B 時，司法部反托拉斯署通常
也提供寬恕予所有具資格的公司雇員。
但如果公司不適用公司寬恕時，從事違法行為之公司董事、高級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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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員，若以個人身分個別接觸司法部反托拉斯署，亦可能適用個人寬恕政
策獲得寬恕，免受刑事制裁。
然而，若公司個別雇員在調查中拒絕合作，他將會喪失原本司法部反
托拉斯署在公司附條件寬恕信中對其之寬恕保護，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則可
能對該個人提起訴訟，該個人可能面臨起訴、監禁、罰金之制裁。如該違
法之個人是外國人並身處國外，亦須面臨引渡之風險。

15. 倘個別員工可能受行政或刑事制裁，有無適用於個別員工的另一套寬恕
／吹哨機制？倘有，請說明此機制及公司與個人寬恕間的互動關係。
美國有些法律中有包括‟檢舉者”條款，舉例而言，檢舉者如合法揭發
其雇主之違法行為，該條款將保護檢舉者免於受到其雇主之報復；雖然美
國參議院有考慮立法提供對於反托拉斯檢舉者的雇傭保護，但尚未經國會
立法通過，因此，目前無針對違反反托拉斯法另設計一套關於雇員的吹哨
機制。此外，依據聯邦的虛假索賠法（the federal False Claims Act），一個
舉報者依其在 個案中的 貢獻度，可 能獲得 違法行為收益 或賠償金 額的
15~25%獎勵。然而，聯邦反托拉斯法規目前亦缺乏任何類似的”獎金”規
定。

16. 符合寬恕者是否影響其爭訟給予寬恕的決定（寬恕申請者是否不得爭訟
該決定某些面向，倘是，哪些面向）？
美國寬恕政策是由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執行，寬恕申請人對於司法部反
托拉斯署拒絕寬恕決定，沒有爭訟途徑。但如果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在發出
最終寬恕確認信予寬恕申請者後，寬恕申請者可以向法院請求執行與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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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相關之協議。類似案例可參考問題 13 之 Stolt-Nielsen 案例。

17. 在爭訟程序中，有無導致撤銷原決定的指標性案件？
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僅有在問題 13 的 Stolt-Nielsen 案件中試圖撤銷其
寬恕。

18. 給予寬恕是否排除第三人尋求民事損害賠償，或，保護寬恕申請者免除
全部或部分其他民事執行？
寬恕政策只保護申請人免於司法部反托拉斯署之執法行動，司法部的
其他部門或其他聯邦機構不會受到司法部反托拉斯署的寬恕協議限制。
此外，適用寬恕政策之公司或個人，對於私人請求之民事損害賠償訴
訟，寬恕政策無法提供保護。然而，符合條件的寬恕申請人可能可以從
ACPERA 規範中受益，該法係對於成功獲得寬恕之申請人對於其應負之民
事責任所為的限縮，其僅須賠償因公司本身違法行為所造成的實際損害（而
非必須依據民事反托拉斯訴訟規則所定之應賠償全部卡特爾成員所造成損
害額之 3 倍），並免負連帶賠償責任。

七、防範洩密／保密

19. 是否給予寬恕申請者及其他合作者保密？倘是，程度如何？
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對於寬恕申請人的身分，以及任何自申請人處獲得
的資訊，負有嚴格保密義務。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在未經申請人同意前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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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露寬恕申請人的身分，除非在法院命令（court order）要求之情況。如此，
對於寬恕申請人因其違法行為與受害者個別協商賠償範圍時，可以計劃賠
償策略和試圖去限縮私人民事訴訟之賠償範圍。

19.1 寬恕申請者／其他合作者的身分在調查期間或在最後決定時揭露？
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在調查期間或最終寬恕決定時均不會揭露寬恕申請
人之身分，除非事前已取得寬恕申請者之同意。但合作成員的身分可能會
因為起訴、有罪請求或審判而公開。

19.2 寬恕申請者／其他合作者所提供資訊，是否交予受調查的其他事業？
司法部反托拉斯署通常不會將寬恕申請人或其他合作成員所提供的資
訊傳遞給受調查的其他企業。然而，在一些案件中，其他公司不認罪並選
擇進行審判時，寬恕申請者/其他合作成員所提供的某些證據將可能會成為
後續民事案件中預審的一部分。

19.3 寬恕申請者／其他合作者能否請求匿名或就其提供資訊保密？
依據美國‟資訊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之規定，寬
恕申請人可以要求對其所提供的資訊保密，包括但不限於交易或商業機密。
此外，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可能會抵抗根據不同特權請求必須揭露的訊息，
例如法律執行調查的特權、情報提供者的特權等，但這些方式均無法保證
在所有情況下對於寬恕申請者提供之資訊得以完全保密，包括之前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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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審情況。

20. 寬恕是否影響貴管（執法機關）參與的雙邊或多邊合作？
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和其他管轄權限相應的執法機關簽訂許多協議，司
法部反托拉斯署在執法行動上亦多與其他機關合作，例如拂曉襲擊。不過，
關於寬恕之決定與否，司法部反托拉斯署不會和其他執法機關協調或透露。

21. 寬恕申請者所提交證據是否不得移轉至與該管（執法單位）合作的其他
競爭主管機關？倘是，如何限制？
對於寬恕申請人提供之證據，司法部反托拉斯署不能在未經寬恕申請
人同意的情況下，與其他競爭管理機關分享。

22. 寬恕申請者所提交證據（口頭陳述筆錄或書面證據）在什麼範圍內可於
後續私權執行聲請中揭露？
通常寬恕申請人提供之書面文件，可能在後續的民事訴訟程序中被揭
露 78 。然而，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內部對於寬恕申請人的口述記錄通常不會
被揭露，因為經由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所做成之口頭陳述筆錄可以適用特權
保護此類資料免向第三方揭露。

78

美國反托拉斯民事程序法中有相關文件必須揭露之規定，例如：Antitrust Civil Process
Act § 4, 15 U.S.C. § 1313 Custodian of documents, answers and transcri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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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請求反托拉斯損害賠償的私權主張者，能否在後續訴訟中，向法院提
出僅因其為反托拉斯主管機關所進行的前階程序中當事人所獲得資訊？
依據 ACPERA 規定，在民事訴訟程序中，寬恕申請人必須一定程度
地與民事原告合作，以避免其受到自動 3 倍懲罰，以及對於因全體共謀者
所造成之損害負連帶責任。

22.2 上述資訊，在國內或國外法院的私權執行主張中，是否須依（法院）
命令揭露？有無裁判前例？
民事訴訟程序中，原告可以請求並自寬恕申請人處發現證據。例如，
汽車零組件之卡特爾案件，在後續的民事訴訟中，美國地方法院下令被告
向民事原告出示被告所提供予司法部的資料。實務運作上，寬恕申請者向
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提供「書面申請」是相當罕見的，因為所有寬恕申請人
所提供給司法部反托拉斯署的書面文件，將會在隨後的民事訴訟中非常有
可能必須依據法院命令揭露。

22.3 在外國主管機關所提出的上述資訊，是否須依國內法院命令揭露？
法院可能以法院命令命民事被告提出此類資料給民事原告。例如在
關於維生素卡特爾案件的民事訴訟中，美國地方法院強迫被告提出某些提
交給歐盟委員會和加拿大競爭局的資料，同時禁止被告將某些其他資料提
供給加拿大競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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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其他歐盟成員國中，與歐盟執委會寬恕通告及寬恕政策
的關係

23. 執法機關是否接受歐洲競爭網絡模範寬恕政策下的一體適用（單一窗口
申報，歐盟境內適用）
不適用。

24. 此寬恕政策是否顧及與歐盟寬恕通告之間的適用（競合）關係？倘是，
如何顧及？
不適用。

25. 此寬恕政策是否顧及與其他歐盟成員國寬恕政策之間的適用（競合）關
係？倘是，如何顧及？
不適用。

九、與和解程序之間的關係

26. 倘在貴管範圍內有和解程序，寬恕政策與此和解程序之間關係為何？兩
者可得利益是否累加？
寬恕政策僅提供予第一順位符合資格之寬恕申請人，而後順位之申請
者如與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合作，則須進入個別的認罪協商程序，越早與司
法部反托拉斯署合作的成員，將會獲得更好的談判地位，為其爭取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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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但認罪協商制度係必須提交至聯邦地方法院並經其批准。寬恕政
策與認罪協商制度是不同的兩套制度，兩者利益無法累加。

十、改革／最近發展

27. 有無修正寬恕政策的改革正在進行？最近發展為何？
美國寬恕政策近期內未有相關改革。

根據 Stefan M. Meisner & Kevin M. Bolan (McDermott Will & Emery
LLP), 2015 原填列內容，參考 DOJ 官方網站最新資料（最近瀏覽：2017.11.20）
調整，研究小組整理

第二節

德國

德國與多數歐盟成員，尤其，處於大陸法傳統下的歐陸國家相同，限
制競爭法執法工具自始即採取行政處罰模式 79。雖然，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
止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GWB）第 82 條規定關於

79

將共謀等限制競爭行為列為重罪，並施以刑事制裁的法律制度，以歷史悠久的美國薛
曼法為代表；直到 1990 年為止，美國仍是以刑事手段制裁懲罰卡特爾的少數特例。然而，
自 1995 年起，尤其，進入 21 世紀之後，各國紛紛將卡特爾「入刑化」
；迄至 2015 年間，
已有超過 30 個以上國家競爭法制，針對卡特爾改採刑事制裁。至於部分國家遲疑於卡特
爾「入刑化」
，並非僅就執法工具層面衡酌，同時也涉及各該國家對於卡特爾「罪質」的
規範層面判斷。相關說明，參閱：Ch. Harding, C. Beaton-Wells, J. Edwards, Leniency and
Criminal Sanctions in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233-26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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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或團體違反該法的行政罰程序，通常亦由卡特爾主管機關負責裁罰；
然而，對於涉及秩序違反罰法（Gesetz über Ordnungswidrigkeiten，OWiG）
第 30 條規定，就法人或團體代表人、負責人、監督管理人員等所為，致使
該法人或團體違背其公法上義務，或使該法人或團體獲有利益的刑事犯罪
或秩序違反行為，依法科處該法人或團體罰鍰案件，卡特爾主管機關得交
予檢察機關處理 80。此外，即使在卡特爾主管機關負責的行政罰程序，一旦
被處分者聲明不服進入救濟程序，後續階段亦由法院準用刑事訴訟規則
（Strafprozeßordung，StPO）關於抗告程序規定審理 81。
德國 GWB 第 1 條明文禁止卡特爾，並未區分水平或垂直限制競爭情
形：
「事業間之協議、事業團體之決議及互為一致之行為，以阻礙、限制或
擾 亂 競 爭 為 目 的 或 具 有 此 效 果 者 ， 禁 止 之 」（ Vereinbarungen zwischen
Unternehmen, Beschlü sse von Unternehmensvereinigungen und aufeinander
abgestimmte Verhaltensweisen, die eine Verhinderung, Einschränkung oder
Verfälschung des Wettbewerbs bezwecken oder bewirken, sind verboten.）。違
反該條（及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第 102 條）規定者，除卡特爾主管機
關依法發動調查、命停止或改正、科處（1 百萬歐元或事業所屬企業集團
全球營業額 10%以下）罰鍰等行政程序之外 82，競爭對手及其他因該事業
違法行為受損害的市場參與者，亦得對該事業提起侵害排除、侵害防止或
損害賠償等民事訴訟 83。關於違法卡特爾科處罰鍰的標準，聯邦卡特爾署於
2006 年公布關於 GWB 第 81 條對於事業及事業集團罰鍰額度裁量標準 84，
80

參照：§82 S. 2 GWB，Neugefasst durch Bek. v. 26.6.2013 I 1750, 3245; Zuletzt geändert
durch Art. 1 G v. 1.6.2017 I 1416。
81
參照：§62 OWiG，Neugefasst durch Bek. v. 19.2.1987 I 602; zuletzt geändert durch Art. 5
G v. 13.4.2017 I 872。
82
參照：§§32~32e, §§54~62, §81 GWB。
83
參照：§§33~33h GWB。
84
參照：Bekanntmachung Nr. 38/2006 über die Festsetzung von Geldbußen nach § 81 Abs.
4 Satz 2 des Gesetzes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 [GWB] gegen Unternehmen 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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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3 年又修正公布新版罰鍰裁量準則。由於不法行為歸責嚴重性（故意
或過失）
、持續期間、秩序違反重大程度、可非難情形、經濟關係及比例原
則等考量因素，已明定於 GWB 第 81 條第 4 項及 OWiG 第 17 條第 3 項中；
該裁量準則所補充者，主要係根據事業規模（營業額）推估其因違法卡特
爾所生潛在損益（Gewinn- und Schadenspotential）
，最高可至事業於卡特爾
持續期間與構成要件行為有關的營業額 10%85。
此外，德國刑法典第 298 條特別針對圍標協議明文規定刑事制裁：依
違法協議投標，意圖使招標者採納特定投標者，處 5 年徒刑或科處罰金。
招標視為投標者間的競爭。主動阻止招標者採納違法投標者不罰，行為人
未介入招標者即不採納特定投標，該行為人主動並致力阻止招標者採納該
投 標 者 亦 不 罰 86 （ (1) Wer bei einer Ausschreibung ü ber Waren oder
Dienstleistungen ein Angebot abgibt, das auf einer rechtswidrigen Absprache
beruht, die darauf abzielt, den Veranstalter zur Annahme eines bestimmten
Angebots zu veranlassen, wird mit Freiheitsstrafe bis zu fünf Jahren oder mit
Geldstrafe bestraft. (2) Der Ausschreibung im Sinne des Absatzes 1 steht die
freihändige Vergabe eines Auftrages nach vorausgegangenem Teilnahmewettbew
erb gleich. (3) Nach Absatz 1, auch in Verbindung mit Absatz 2, wird nicht
bestraft, wer freiwillig verhindert, daß der Veranstalter das Angebot annimmt
oder dieser seine Leistung erbringt. Wird ohne Zutun des Täters das Angebot
nicht angenommen oder die Leistung des Veranstalters nicht erbracht, so wird
er straflos, wenn er sich freiwillig und ernsthaft bem üht, die Annahme des
Angebots oder das Erbringen der Leistung zu verhindern.），形成另一套平行
Unternehmensvereinigungen – Bußgeldleitlinien – vom 15. September 2006。
85
參照：Leitlinien für die Bußgeldzumessung in Kartellordnungswidrigkeitenverfahren v. 25.
6. 2013。
86
參照：§298 StGB，Neugefasst durch Bek. v. 13.11.1998 I 3322; zuletzt geändert durch Art.
1 G v. 17.7.2017 I 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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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聯合行禁止及例外免罰體系。
民事法律責任方面，GWB 於第 33 條原即規定限制競爭行為受害者得
提出不作為請求（Unterlassungsanspruch）
，第 33 條 a 則規定違法的惡質卡
特爾，亦即：聯合訂定價格或條件、限制產量、瓜分市場、針對競爭對手
的限制競爭措施等，推定將造成損害，損害額度則可依照行為人參與違法
行為所獲得利益加以衡量 87。今（2017）年 8 月 27 日 GWB 修正時，第 33
條 d 以下，又將歐盟關於違法卡特爾受害人求償相關實體及程序規範轉換
為內國法。
至於德國現行「寬恕政策」
，根據上述「27 項基本構造」架構，可以整
理出以下重點：

一、關於「寬恕政策」的背景

1. 有關寬恕政策的立法為何？何者是執法機關？執法機關有無發布補充
支應上述有關寬恕政策立法的指導原則？
德國有關「寬恕政策」的立法，主要由 GWB 定義卡特爾，宣告卡特
爾原則違法，並授權卡特爾主管機關介入，命事業停止或改正、科處罰鍰
等。關於圍標行為，則由刑法規定為犯罪行為，部分構成要件借用 GWB 關
於競爭的概念。至於「寬恕政策」則未明訂於法律之中，由聯邦卡特爾署
依職權頒布「關於卡特爾事務免除及減輕罰鍰公告」
（簡稱為「紅利規則」）
實施寬恕政策 88。「寬恕政策」執行機關是聯邦卡特爾署。聯邦卡特爾署自

87

參照：§§ 33, 33a GWB。
參照：Bekanntmachung Nr. 9/2006 über den Erlass und die Reduktion von Geldbußen in
Kartellsachen – Bonusregelung - v. 7. 3. 2006。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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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起推動「寬恕政策」，「紅利規則」最近一次修正於 2006 年 89。

2. 寬恕／豁免政策的基本原則為何？寬恕可否適用於卡特爾以外的違反
競爭法行為？
根據「紅利規則」
，在聯邦卡特爾署掌握充分證據可以取得搜索裁定之
前，第一個向該署以書面或口頭提出資訊或證據，足以讓該署取得搜索裁
定，且非卡特 爾主導者 亦未強迫其 他事業 參與卡特爾， 並持續、 完全
（uneingeschränkt）與該署合作者，該署將免除其罰鍰 90；當聯邦卡特爾署
已可取得搜索裁定之後，但尚未掌握充分證據證明違法行為，而其他卡特
爾參與者亦未依上述條件獲得該署同意免除罰鍰，第一個向該署以書面或
口頭提出資訊或證據，足以讓該署證明違法行為，且非卡特爾主導者亦未
強迫其他事業參與卡特爾，並持續、完全與該署合作者，該署原則上將免
除其罰鍰 91。不符合免除條件，但向聯邦卡特爾署以書面或口頭提出資訊或
證據，實質有助於該署證明違法行為，並持續、完全與該署合作者，該署
得依其有助於調查的貢獻程度及申請順位酌減罰鍰，最多可以減至 50%92。
僅合格第一順位申請者得全免，第二順位以後合格者至多減輕 50%罰
鍰。
寬恕政策原則上適用於水平卡特爾，同時涉及水平及垂直者亦有適用。
在少數案例，聯邦卡特爾署對於垂直卡特爾或單方限制競爭行為案件，亦

89

參閱：德國聯邦卡特爾署 2016 年底出版物「成果豐碩的卡特爾取締：有益於經濟及消
費者（Erfolgreiche Kartellverfolgung: Nutzen für Wirtschaft und Verbraucher）」，S. 5。
90
參照：Bonusregelung, Rn. 3。
91
參照：Bonusregelung, Rn. 4。
92
參照：Bonusregelung, R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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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予適用寬恕政策。

3. 有無「追加寬恕」或「追加豁免」選項？若無，在實務上，寬恕的申請
者可否因報告參加第二次、無關的卡特爾，就其參加第一次卡特爾所應
受處罰獲得減輕？
德國無「追加寬恕」或「追加豁免」選項。
由於 GWB 第 81 條第 4 項及 OWiG 第 17 條第 3 項已明定罰鍰額度衡
量事項，而聯邦卡特爾署所頒裁量準則又以營業額等因素，推估其因違法
卡特爾所生潛在損益；單從外部觀察，則針對事業報告參加第二次、無關
的卡特爾，就其參加第一次卡特爾所應受處罰獲得減輕的空間顯然有限。
至於該署如何操作非正式程序及和解等行政契約，須視其實際處理情形而
定。

4.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以來，已做成多少涉及寬恕申請的卡特爾案件決
定？有多少事業在此期間，應受處罰完全獲得豁免？
聯邦卡特爾署表示，超過 50%卡特爾調查案源自寬恕申請，寬恕政策
不可或缺。
2013 年至 2014 年兩年間，總計 138 件寬恕申請，涉及 82 卡特爾案。
關於適用寬恕政策減免案件數及額度資料，均未公開，僅有年報中裁
罰件數及總金額（；2013 年及 2014 年兩年間，聯邦卡特爾署對 21 件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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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案件，總計裁罰 12.5 億歐元） 93。

5. 成功的寬恕申請者須具備什麼？書面證據或正式證詞（申請者可否僅提
供正式證詞予執法機關就獲得寬恕）？「有益貢獻」或「附加價值」如
何定義？對於誤導或錯誤的寬恕申請者有無制裁？
寬恕申請者須提出口頭或書面證據，持續配合聯邦卡特爾署。
「有益貢獻」或「附加價值」在法律或公告中並未定義。
誤導或錯誤的寬恕申請者將失去免除或減輕資格（或失去原順位）
，無
其他制裁。

二、關於「寬恕政策」程序

6. 申請寬恕的實際步驟為何？向執法機關實際申請寬恕前，可否初步以匿
名方式接觸？或，當事人是否須在任何時期充分披露自己身分？
寬恕申請得為口頭或書面，聯邦卡特爾署提供申請格式，並於負責取
締卡特爾的「特別委員會（Sonderkommission）」中指派專人受理，聯絡電
話公布於該署官方網站上。
正式申請前，可透過外部律師匿名接觸，探詢適用寬恕政策可能性。
聯邦卡特爾署自 2012 年起，在官方網站建置匿名舉報系統（anonymes
93

相較之下，該署上述出版品「成果豐碩的卡特爾取締」中，關於該署歷年罰鍰總額略
高於年報中關於取締卡特爾裁罰金額，自 2013 年至 2016 年，各年度分別為：2.4 億歐
元、11.17 億歐元、2.08 億歐元、1.245 億歐元，參閱該手冊，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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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weisgebersystem），自 2012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該系統收到 1420
份舉報資料，其中，2015 年 1 件關於 5 家汽車零組件製造商卡特爾案，裁
罰金額高達 7500 萬歐元，其消息就是來自於匿名舉報系統 94。

7. 有無申請順位標記系統？
有。「紅利規則」針對順位標記，訂有相當詳盡規範 95。

7.1 若有，是否提供所有寬恕申請者，以確保其順位或僅提供予第一順位
者？見對問題 7 的答覆。
關於順位標記，原則上提供所有寬恕申請者，寬恕申請者得向取締卡
特爾的「特別委員會」主管或相關裁決庭主席表達申請意願 96；但第一順位
與後續申請者減免程度不同，倘若前順位申請者未能履行合格所需事項，
其順位將註銷而後順位者得依序往前移動順位 97。

7.2 若有，合格標記順位申請者須提供何種初步資訊？順位標記完成是否
有期限？若期限依裁量決定，執法機關要求完成順位標記平均期間為

94

參閱：
「成果豐碩的卡特爾取締」，S. 6。
參照：
「紅利規則」，Rn. 11-17。
96
寬恕申請者得向取締卡特爾的「特別委員會」主管或相關裁決庭主席表達申請意願，
參照：
「紅利規則」
，Rn. 11。此外，即使非由代表人或負責人所提出的申請，倘若該事業
代表人或負責人無相反表示者，該署仍視同該事業已提出申請，並依此時點標記其申請
順位；參照：「紅利規則」，Rn. 17。
97
參照：
「紅利規則」，Rn. 16。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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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合格標記順位申請者，須提供包含卡特爾種類及持續期間、相關商品
或服務市場與地理市場、卡特爾參與者及其身分、是否已向其他卡特爾主
管機關申請等相關資訊 98。
聯邦卡特爾署通常設定 8 週內須完成順位標記 99。

三、關於「寬恕政策」時機／利益

8. 申請寬恕順位「第一」利益為何？第一順位申請者可否獲得完全豁免？
僅「第一」順位者符合條件時可免除罰鍰。聯邦卡特爾署通常並不另
行沒入不法經濟利益 100。

9. 申請寬恕「第二」後果為何？倘若有此情形，「第二順位」寬恕申請者
可預期什麼利益（包括應受處罰減輕水準）？
「第二」順位者符合條件時，最多可減輕 50%罰鍰。
倘「第一」順位者失去資格，
「第二」順位者亦可能在符合條件時免除
罰鍰。

98

參照：
「紅利規則」
，Rn. 11。倘若申請寬恕的卡特爾涉及（歐盟境內）跨國執法面向，
申請者尚須提供卡特爾影響範圍相關資訊，尤其，與獲得搜索裁定有關的相關資訊及證
據；參照：
「紅利規則」，Rn. 13-14。
99
參照：
「紅利規則」，Rn. 12。
100
參照：
「紅利規則」，Rn. 23；然而，GWB 第 81 條第 5 項明文規定得沒入不法利益，
該項末句也規定：倘若罰鍰已發揮懲罰作用，亦應於裁罰時一併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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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順位在後的寬恕申請者可否獲得有利待遇？倘可，可獲得此有利待遇的
順位在後申請者，有無數量限制？倘若有此情形，順位在後申請者可預
期獲得什麼利益 （包括應受處罰減輕水平）？
第二順位以後寬恕申請者至多減輕 50%罰鍰。減輕幅度依申請順位及
貢獻度而定。
愈晚提出申請者，由於其他申請者已提供資訊，因此，其所提供資訊
「貢獻」不足的風險愈大。

四、關於母公司責任

11. 給予申請者及／或其先前或目前母公司寬恕時，有無關於母公司責任方
面的考量？先前母公司受益於其先前從屬公司就後者本身行為的寬恕
申請，母子公司解體後何者適用寬恕？
依秩序違反罰法（OwiG）事業僅就本身代表人及負責人等的不法行為
負責 101，母公司與從屬公司違法責任分別認定。值得注意者，關於罰鍰額
度的計算，GWB 規定與違法事業「如同經濟上一體（als wirtschaftliche
Einheit）」運作的其他法人及團體全球營業額均應一併納入考量 102。
（實務工作上）建議母子公司解體時，分別就本身參與卡特爾的行為
申請寬恕。

101
102

參照：OWiG 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
參照：GWB 第 81 條第 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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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於寬恕的範圍

12. 享有寬恕或豁免利益者，須符合何種特定條件？
免除罰鍰者，須 103：
(1) 在聯邦卡特爾署掌握足以取得搜索狀的證據前，第一個接觸該署。
(2) 提供口頭或書面資訊，並儘可能提供聯邦卡特爾署足以取得搜索
狀的證據。
(3) 該申請非唯一首謀（領導）者，亦未脅迫他事業參與卡特爾。
(4) 持續且完全配合聯邦卡特爾署。
當聯邦卡特爾署已處於取得搜索狀情形，免除罰鍰者，須：
(1) 在聯邦卡特爾署取得足以認定違法的證據前，第一個接觸該署。
(2) 提供口頭或書面資訊，並儘可能提供聯邦卡特爾署足以認定違法
的證據。
(3) 該申請非唯一首謀（領導）者，亦未脅迫他事業參與卡特爾。
(4) 持續且完全配合聯邦卡特爾署。
(5) 無其他合格者。

12.1 首謀（領導）者／脅迫者得否獲得完全寬恕？
不能獲得完全寬恕；但不排除仍可減輕罰鍰 104

103

參照：
「紅利規則」，Rn. 3, 4。
「紅利規則」關於減輕罰鍰條件中，並未納入卡特爾領導者等消極要件，參照該規則，
Rn. 5。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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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有無特別要求：「完全配合且持續」，此類要求具體內容為何？
依「紅利規則」，寬恕申請者須「持續且完全配合」，於申請後立即將
其掌握的資訊及證據（尤其，計算罰鍰時所需的重要項目）提供卡特爾署
，須確保其現任及前任員工、代表人將提供資訊 106，與該署秘密合作直到

105

該署免除此項義務（通常為搜索完成之後） 107。

12.3 執法機關是否要求寬恕申請者於申請後停止參與卡特爾行為？
申請者須依聯邦卡特爾署要求立即停止參與卡特爾行為 108，必要時，
仍須消極參與卡特爾，以維持對其他卡特爾參與者保密狀態。

13. 倘寬恕申請者完全配合執法機關，其寬恕申請有無獲得最終利益的保證
（豁免或減輕處罰）？
聯邦卡特爾署將於受理寬恕申請後，立即以書面向寬恕申請者確認其
申請標記，明確記載日期及時間 109；當第一順位申請者符合其他免除條件
（包括：不具備消極條件）
，該署將以書面向寬恕申請者確保其罰鍰將獲得
免除 110；當其他順位申請者符合其他免除或減輕條件（包括：不具備消極
條件）
，該署則僅以書面通知寬恕申請者，關於其申請順位及其罰鍰原則上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參照：
「紅利規則」，Rn. 8。
參照：
「紅利規則」，Rn. 10。
參照：
「紅利規則」，Rn. 9。
參照：
「紅利規則」，Rn. 7。
參照：
「紅利規則」，Rn. 18。
參照：
「紅利規則」，R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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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獲得免除或減輕等節 111。

13.1 在程序的什麼階段，寬恕申請者可確知由其寬恕申請獲得一定利益
（寬恕順位及處罰減輕）？
聯邦卡特爾署通常只告知順位及一般適用寬恕情形。
最終免除或減輕決定通常在卡特爾案件終局決定時一併為之。

13.2 較晚的寬恕申請者，有無可能經由其所能提供優於較早寬恕申請者的
附加價值，在寬恕順位中移往高位？請提供可能會出現此情形的案例。
後順位者只有在前順位者失去資格時，方可能移往前位。
但，在同屬減輕罰鍰的情形下（皆非第一順位申請者）
，後順位者可能
因提供較高附加價值，減輕幅度大於前順位者。

六、其他效果

14. 給予公司被告寬恕，對於該被告的員工有何效果？能使其免於刑事或民
事責任嗎？
公司被告獲得寬恕，該公司參與卡特爾行為的現任或前任員工及代表
人亦可適用。但，自然人如因卡特爾而另負刑事或民事責任者，對此寬恕
111

於此情形，聯邦卡特爾署尚須檢視並比對搜索所獲資訊及證據，方能認定相關事證是
否足以證明違法卡特爾；參照：「紅利規則」，R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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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無法提供減免。

15. 倘個別員工可能受行政或刑事制裁，有無適用於個別員工的另一套寬恕
／窩裡反機制？倘有，請說明此機制及公司與個人寬恕間的互動關係。
德國無類似機制。

16. 符合寬恕者是否影響其爭訟給予寬恕的決定（寬恕申請者是否不得爭訟
該決定某些面向，倘是，哪些面向）？
寬恕申請者仍得爭訟聯邦卡特爾署給予寬恕的決定 112。

17. 在爭訟程序中，有無導致撤銷原決定的指標性案件？
德國（迄至 2015 年）尚無法院撤銷寬恕決定的案例。

18. 給予寬恕是否排除第三人尋求民事損害賠償，或，保護寬恕申請者免除
全部或部分其他民事執行？
原則上並不排除。但，對於獲得寬恕的卡特爾參與者，關於其因違法
卡特爾對於他人所應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歐盟於 2014 年頒布「關於違反
競爭法依內國法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指令（DIRECTIVE 2014/104/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6 November 2014

112

「紅利規則」與美國「認罪協商」制度不同，並無涉及限制或排除爭訟範圍相關規定，
GWB 及 OWiG 關於罰鍰救濟程序亦無特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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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ertain rules governing actions for damages under national law for
infringements of the competition law provisions of the Member States and of
the European Union，簡稱損害賠償指令 Damages Directive）」，於第 11 條
（Article 11）第 4 項規定：限於其直接或間接買方或供應商，且無法自該
卡特爾其他參與者獲得全部賠償時，始須承擔個別或連帶賠償責任 113。上
述歐盟規範，德國已於 2017 年 8 月 27 日通過的 GWB 修正案中納入 114。

七、防範洩密／保密

19. 是否給予寬恕申請者及其他合作者保密？倘是，程度如何？
聯邦卡特爾署在法律規定範疇內及競爭主管機關跨國合作架構下，自
受理申請至裁罰為止，維持申請者身分保密並保護其營業秘密 115。

19.1 寬恕申請者／其他合作者的身分在調查期間或在最後決定時揭露？
直到聯邦卡特爾署處罰卡特爾為止，申請者身分保密；一旦進入爭訟
程序，其他參與卡特爾事業得透過閱卷權（間接）查出。

19.2 寬恕申請者／其他合作者所提供資訊，是否交予受調查的其他事業？
是，在閱卷權範圍內。但聯邦卡特爾署將在法定裁量範圍內，拒絕提

113
114
115

參照：Art. 11 (4) Directive 2014/104/EU；並請比較：§ 33 e GWB。
參照：§ 33 e bzw. § 33 g GWB。
參照：
「紅利規則」，Rn.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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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予第三人事業於申請減免罰鍰時所交付證據 116。

19.3 寬恕申請者／其他合作者能否請求匿名或就其提供資訊保密？
交易資訊及員工身分等，得以營業秘密名義保密。

20. 寬恕是否影響貴管（執法機關）參與的雙邊或多邊合作？
否。

21. 寬恕申請者所提交證據是否不得移轉至與該管（執法單位）合作的其他
競爭主管機關？倘是，如何限制？
除歐洲競爭網絡（ECN）外，不轉交予其他競爭主管機關。

22. 寬恕申請者所提交證據（口頭陳述筆錄或書面證據）在什麼範圍內可於
後續私權執行聲請中揭露？
法定閱卷權範圍內，第三人可能觸及。聯邦卡特爾署聲明，將善用其
職權拒絕提供可能自證寬恕申請人刑事或民事不法的檔案。但根據歐盟上
述「損害賠償指令」
，會員國應確保其內國法院不得命當事人或第三人揭露

116

參照：
「紅利規則」，R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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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寬恕或和解時所交付證據資料 117。

22.1 請求反托拉斯損害賠償的私權主張者，能否在後續訴訟中，向法院提
出僅因其為反托拉斯主管機關所進行的前階程序中當事人所獲得資
訊？
否。

22.2 上述資訊，在國內或國外法院的私權執行主張中，是否須依（法院）
命令揭露？有無裁判前例？
德國不採美國式預審制度。由法官個案判斷，須權衡各方利益。但根
據歐盟上述「損害賠償指令」
，會員國應確保僅可透過該國競爭主管機關獲
得的申請寬恕所提交證據，在後續民事訴訟求償案件中，或為不應許可的
證據方法，或該證據受內國法保護 118。

22.3 在外國主管機關所提出的上述資訊，否須依國內法院命令揭露？
尚無案例。

117
118

參照：Art. 6 (6) Directive 2014/104/EU；並請比較：§ 33 g GWB。
參照：Art. 7 (1) Directive 2014/104/EU；並請比較：§ 33 g G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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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其他歐盟成員國中，與歐盟執委會寬恕通告及寬恕政策
的關係

23. 執法機關是否接受歐洲競爭網絡模範寬恕政策下的一體適用（單一窗口
申報，歐盟境內適用）
歐盟及各成員國間寬恕政策尚未有效統合至單一窗口申報。但，根據
歐盟競爭署高階官員表示：近年歐盟「模範寬恕政策」又有所精進，歐盟
執委會在統合申報系統（summery application system）支持下得以「最適管
轄」寬恕申請案，倘若轉介至會員國受理，申請者也不致錯失其應有順位
119

。

24. 此寬恕政策是否顧及與歐盟寬恕通告之間的適用（競合）關係？倘是，
如何顧及？
透過「最適管轄（best placed authority）」原則決定。

25. 此寬恕政策是否顧及與其他歐盟成員國寬恕政策之間的適用（競合）關
係？倘是，如何顧及？
是；主要在順位標記上相互調和：申請寬恕時，申請者即須交代是否
已向／擬向其他競爭主管機關申請寬恕 120。

119

參閱：歐盟競爭署副署長 C. M. Villarejo 所述，in: Buhart and D. Henry (ed.) Leniency
Regimes: International Series, 5th Ed., vii-viii (2015)。
120
參照：
「紅利規則」，R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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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與和解程序之間的關係

26. 倘在貴管範圍內有和解程序，寬恕政策與此和解程序之間關係為何？兩
者可得利益是否累加？
兩者並未相互連結。實務上和解至多減輕 10%罰鍰。

十、改革／最近發展

27. 有無修正寬恕政策的改革正在進行？最近發展為何？
GWB 於 2013 年修正時並未涉及寬恕政策。近年熱切討論者：圍標及
自然人刑事豁免等相關議題。聯邦卡特爾署表示：
（在設置取締卡特爾的特
別委員會之後）擴充專責卡特爾單位、建置匿名舉報系統、研議「紅利規
則」調整等措施，已大幅提升該署取締卡特爾的打擊力道 121。

以上係根據 Dr. Ulrich Denzel, Dr. Carsten Klöppner & Benjamin Kohnke
(Gleiss Lutz), 2015 原填列內容，參考 BKartA 官方網站最新資料（最近瀏
覽：2017 年 10 月 31 日）調整，研究小組整理

第三節

韓國

韓 國 「 獨 占 禁 止 暨 公 平 交 易 法 （ 독점규제 및 공정거래에 관한
121

引自：聯邦卡特爾署署長 Andreas Mundt 於「成果豐碩的卡特爾取締」前言所述，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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법률）」122（英譯：MONOPOLY REGULATION AND FAIR TRADE ACT）
，又稱公平交易法（공정거래법）
，為該國最主要的競爭法源，採類似我

123

國、日本成文立法例， 另依公平法制定該法之「施行令（ 독점규제 및
공정거래에 관한 법률 시행령）」 ( 韓文文本簡稱：
「공정거래법 시행령」
124

；ENFORCEMENT DECREE OF THE MONOPOLY REGULATION AND

FAIR TRADE ACT 125）。韓國公平法自 1990 年 4 月 1 日經其總統令公告實
施迄今，全法共計 15 章，條文數量逾 70 條有餘，期間修正頻繁。如案件
中在影響韓國國內市場的情況下，韓國公平法第 2-2 條對「於國外違反公
平法者」明文亦得適用。
韓國公平法第 4 章「制約不當共同行為」（부당한 공동행위의 제한；
RESTRICTIONS ON UNFAIR COLLABORATIVE ACTS RESTRAINTS） 特
為打擊惡質卡特爾而設，對於限制競爭之類型、行為態樣與行為主體適用，
及處分範圍等加以明文規定。其中第 19 條禁止不公平的「共同」行為
（부당한 공동행위의 금지，Prohibition of Unfair Collaborative Acts）第(1)
項即稱：業者不得同意與其他事業透過契約、協議、決議或其他方式，共
同達成以下不公平的限制競爭行為(以下或稱不當共同行為)或與任何其他
業 者 為 類 似 一致的 不公平合謀 行為 （사업자는 계약ㆍ협정ㆍ결의 기타

어떠한

방법으로도

다른

사업자와

공동으로

부당하게

경쟁을

제한하는 다음 각 호의 어느 하나에 해당하는 행위를 할 것을
합의(이하 "부당한 공동행위"라 한다)하거나 다른 사업자로 하여금
이를 행하도록 하여서는 아니된다.）

법률 제 14839 호, 2017.7.26., 타법개정; 시행 2017.7.26
Act No.14137, 29. Mar, 2016., Partial Amendment; Enforcement Date 29. Mar, 2016.
124
시행 2017.10.19.] [대통령령 제 28352 호, 2017.9.29., 일부개정
125
Presidential Decree No.27751, 30. Dec, 2016., Amendment by Other Act; Enforcement Date
01. Jan, 2017.
122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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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決定、維持或改變價格 （가격을 결정ㆍ유지 또는 변경하는 행위）
2.決定交易的商品或服務 之交易條件，或其 支付對價的 條款及條件

（ 상품 또는 용역의 거래조건이나, 그 대금 또는 대가의 지급조건을
정하는 행위）
3.限制商品的生產、出庫（供應）、運輸或交易，或者限制服務的交易

（ 상품의 생산ㆍ출고ㆍ수송 또는 거래의 제한이나 용역의 거래를
제한하는 행위）
4. 限 制 交 易 進 行 地 區 或 交 易 對 象 （ 거래지역 또는 거래상대방을

제한하는 행위）
5.妨礙或限制為生產商品或提供服務所必要設施之設置或擴充 （생산

또는 용역의 거래를 위한 설비의 신설 또는 증설이나 장비의 도입을
방해하거나 제한하는 행위）
6.限制作為生產或交易商品或服務的種類與標準 （상품 또는 용역의

생산ㆍ거래 시에 그 상품 또는 용역의 종류ㆍ규격을 제한하는 행위）
7.以共同實施與管理業務為主要目的或為共同執行、管理業務而設立
公 司 等 行 為 （ 영업의

주요부문을

공동으로

수행ㆍ관리하거나

수행ㆍ관리하기 위한 회사등을 설립하는 행위）
8.決定合格得標者，適格的投標人、投標價、最高價或契約價格，以及
經總統令所訂明的其他事項 （입찰 또는 경매에 있어 낙찰자, 경락자,

투찰가격, 낙찰가격 또는 경락가격, 그 밖에대 통령령으로 정하는
사항을 결정하는 행위）
9.其他不屬第 1 至第 8 款以外之行為，但實際上於商業交易區域中，
77

藉由其他業者（包括已完成行為之業者）以干預形式或限制業務行為或內
容之限制競爭 （제 1 호부터 제 8 호까지 외의 행위로서 다른 사업자(그

행위를

한

사업자를

포함한다)의

사업활동

또는

사업내용을

방해하거나 제한함으로써 일정한 거래분야에서 경쟁을 실질적으로
제한하는 행위）
但為產業合理化、研究和技術開發、因應經濟不景氣、產業革新、交
易內容與條件的合理化、提升中小型企業競爭力之目的，而合於法規要求
得經公平會核准實施共同行為（同條第(2)項）
。當二以上業者實施合於第(1)
項各款所定之行為時，得考量交易特性、商品或服務、經濟理由和影響之
結果，及企業間接觸之頻率、方式等等，當該行為具高度可能性為企業間
共同實施者，推定企業有共同實施第(1)項各款行為之合意（第(3)項）。
韓國公平法第 19 條第(1)項第 8 款對於圍標加以規範外，同法第 19-2
條第(1)項賦予公平會得要求公共機構的首長提出有關投標和其他資料，以
揭露或防止由國家、地方政府或依公共機構管理規定的公共事業有關不公
平共同投標的行為（ 공정거래위원회는 국가ㆍ지방자치단체 또는 「공공

기관의 운영에 관한 법률」에 따른 공기업이 발주하는 입찰과 관련된
부당한 공동행위를 적발하거나 방지하기 위하 여 중앙행정기관ㆍ
지방자치단체 또는 「공공기관의 운영에 관한 법률」에 따른 공기업의
장(이하 "공공기관의 장"이라 한다)에게 입찰 관련 자료의 제출과 그
밖의 협조를 요청할 수 있다. <개정 2009.3.25.>）。
因涉犯不法卡特爾者，通常韓國公平會的處分為：改正措置命令、公
告或行政罰鍰，依第 21 條，得命業者終止或停止其共同行為、發佈有關業
者受責令改正此等共同行為的事實與處分，併依第 22 條處該期間營業額
10%範圍內之行政罰鍰；在欠缺營業額的案件中，可處 20 億韓元以下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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鍰。或者命其採取必要的改正措施。因違反該法規定致生他人損害者，亦
有民事損害賠償之規定（第 56 條）。
刑事責任方面，第 66 條、第 67 條、第 70 條皆屬刑事罰範圍。第 66
條可對不法共同行為之自然人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2 億韓元以下之罰金；
第 67 條刑事處罰之規定係針對自然人未能遵從機關根據第 21 條採取或發
出的改正措施，或違反強制禁止命令所為之制裁，可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以 1.5 億韓元以下之罰金。第 70 條有關共同處罰規定（양벌규정；Joint
Penalty Provisions）：法人（包括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其職務代理人、
受雇業務執行人，或者其他為法人工作之個人或獨立個體，因業務關係而
違反第 66 條、第 67 條規定者，不僅行為人受相應的懲罰，且法人或個人
就有關條文中所定之罰金併罰之。
即使韓國公平會認定非屬第 71 條第 (2) 項得請求起訴之案件，稽核
與審計委員會主席，行政供應管理當局首長、或中小企業管理局首長得就
主管法令規定或其他如交易秩序引起社會的動盪效應、影響國家財政，及
其妨害程度致生中小型企業之損害，仍得要求公平會判斷後逕予行政上不
利益處分或轉陳檢察機關予以告發訴追（第 (4) 項）
。且一經刑事起訴，韓
國公平會即不得撤回（第(6)項）。
個人之刑事制裁係依第 71 條第(2)項規定，違法行為須實質上阻礙競
爭，客觀上違反程度明顯，韓國公平會始得將案件移轉檢察總長；檢察總
長提起公訴前仍應按該國刑事訴訟法為必要之刑事調查。而且，韓國公平
會若判斷申請人或行為人有寬恕適用，即應避免使其成為刑事訴追對象，
除非該當事人或申請寬恕尚未獲准者涉及嚴重侵犯寬恕適用範圍以外特定
類型的案件（如濫用獨占地位）
，或因該案另違犯其他法律（如該國的「消
費者保護法」），經檢察總長依法要求韓國公平會移轉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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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韓國現行「寬恕政策」
，根據前文「27 項基本構造」架構，可以整
理出以下重點：

一、關於「寬恕政策」的背景

1.有關寬恕政策的立法為何？何者是執法機關？執法機關有無發布補充支
應上述有關寬恕政策立法的指導原則？
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簡稱：KFTC 或
韓國公平會）是負責實施「寬恕」法令之執法機關，關於韓國公平會執行
「寬恕政策」主要的規定計：韓國「獨占禁止暨公平交易法（MONOPOLY
REGULATION AND FAIR TRADE ACT）」於 1996 年 12 月 30 日增定之第
22-2 條；「獨占禁止暨公平交易法執行令（ENFORCEMENT DECREE OF
THE MONOPOLY REGULATION AND FAIR TRADE ACT）」第 35 條；以
及其他寬恕政策立法的指導原則。
因韓國公平會於主管法令或其他主管機關涉及公平交易法而發布之通
知，提供具體的程序與標準，或為案例類型化的裁量給予寬恕的全部或部
分豁免適用範圍之指引，計有：
(1) 「指引」
（Guidelines）
：2009 年的「聯合行為審查指引（Guidelines
for concerted practice Review）」。
(2) 「通知或公告（Notification ; Public Notification）」，如：「寬恕申
請者的不當聯合行為之改正措置減輕或免除通知（Notification on
Mitigation or Exemption of Corrective Measures against Leniency
Applicants of Improper Concerted 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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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寬恕所採取改正措置的執行規則，可大致分為以下幾類 126：
密切有關減輕和免除程度之規定，較重要者如：關於實施寬恕方案有
關申請者改正措施（Notification on Implementation of Leniency Program for
Corrective Measures against Confessors (2009.11.12)）、有關徵收罰款詳細指
引之公告（Public Notification of Detailed Guidelines for Imposition of Penalty
Surcharges （ 2015.10.07 ））、 公 告 寬 恕 政 策 之 修 正 （ KFTC amended its
leniency program（2016.09.27））、違法行為罰款標準（위반행위의 과징금
부과기준 （2017.7.17.））…等。
再者為寬恕程序的規定，例如：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會議運作及案件
處理程序規則（Rules on the FTC’s Committee Operation and Case Handling
Procedure, etc (2011.03.14)）；或關於透過協議解決之運作及程序實施的相
關規定（RULES ON OPERATION OF, PROCEDURE FOR, ETC. SYSTEM
FOR RESOLUTION BY AGREEMENT (2014.4.17））…等。
並公告「經濟分析」證據之方法（“From now on, evidence of economic
analysis must be submitted within the submission deadline ” KFTC amends
guideline for submission of economic analysis evidence（2012.06.26））。
其 四 為 執 行 本 法 行 為 的 標 準 ， 例 如 ： 相 關 裁 罰 標 準 （ 과징금부과
세부기준 등에 관한 고시 (2016.12.30)

127

）或針對不當卡特爾活動自願改

正措施，如：「寬 恕政策執行 事項公告 」（PUBLIC NOTIFICATION ON
IMPLEMENTATION

OF

LENIENCY

PROGRAM

INCLUDING

CORRECTIVE MEASURES AGAINST VOLUNTARY CONFESSORS, ETC.
OF UNFAIR CARTEL ACTIVITIES (2012.01.03)，以下稱「寬恕政策公告」）

126

研究小組於韓國公平會搜尋後，就原文已提及者加以增補。參韓國公平會網址：
http://www.ftc.go.kr/eng/utility/quicksearch.jsp?pageId=0601 ，最近瀏覽日：2017.11.10。
127
韓文文本為「부당한 공동행위 자진신고자 등에 대한 시정조치 등 감면제도 운」
（공정거래위원회(카르텔총괄과) 044-200-4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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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等。
以及其他有關事項，如：檢舉獎勵制度（ KFTC’s launch of Reward

System for Informants）、不當共同投標行為的審查準則（GUIDELINES ON
EXAMINATION OF UNFAIR JOINT CONDUCT IN BIDDING（2015.08.07））
、
共同行為報告書…等。

2. 寬恕／豁免政策的基本原則為何？寬恕可否適用於卡特爾以外的違反
競爭法行為？
寬恕政策的設計是為了鼓勵不法業者（enterpriser）與韓國公平會充分
合作，自願揭露卡特爾並提出相當事證且配合調查，得在法律規定或授權
範圍內，對該事業及所屬業者制裁的全部或部分免除作為回報。
韓國公平法第 19 條第(1)項第 8 款的不法「圍標」行為，亦適用寬恕
政策，另韓國公平法於 2009 年 3 月 25 日新增第 19-2 條，使公平會得要求
公共機關提供招標、投標的相關資訊，如公共工程有不法分包行為，公平
會對該案亦有管轄權，因而有寬恕政策的適用。

3.有無「追加寬恕」或「追加豁免」選項？若無，在實務上，寬恕的申請者
可否因報告參加第二次、無關的卡特爾，就其參加第一次卡特爾所應受處
罰獲得減輕？

128

韓國寬恕政策現行原則，個別制度修正另以公告代之。參 KFTC “PUBLIC NOTIFICATION
ON IMPLEMENTATION OF LENIENCY PROGRAM INCLUDING CORRECTIVE MEASURES AGAINST
VOLUNTARY CONFESSORS, ETC. OF UNFAIR CARTEL ACTIVITIES （ 2012.01.03 ） ”
http://www.ftc.go.kr/eng/solution/skin/doc.html?fn=621fa381a0447fced65440beddfda0477
a5f873da3866109b26bc3d9fbf31d20&rs=/eng/files/data/result/files/bbs/2014/，最近瀏覽日：
2017.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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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當涉及其他不法共同行為的案件中，已經合於寬恕適用與滿足規
定的條件者，本案處罰得為減輕或免除，此參「執行令」第 35 條第 1 項第
4 款定有明文。根據韓國公平會「追加寬恕」政策 129，原本案件調查中不具
資格的申請人，揭露第二個的卡特爾且符合要求，對第二個（次）卡特爾
本可免除罪責，並取得對第一個（次）卡特爾的寬恕對待。對第一個（次）
卡特爾的寬恕程度，視二者間的規模，定有標準，比較二個卡特爾的規模
決定，有關規定如下表 2-3，但在其它的改正處分或命令，仍得以維持 130。

表 2-3

韓國「追加寬恕」制度減輕程度說明 131

第二個卡特爾與第一個
卡特爾的活動規模比例

第一個卡特爾罰
鍰的減輕程度

「寬恕政策公
告」第 13 條

≦100%
小於一倍

< 20%

第(2)項前段

< 200%
一倍以上，兩倍未滿
<400%
兩倍以上，四倍未滿
≧400%
（四倍以上）

30%

第(2)項第 1 款

50%

第(2)項第 2 款

100%

第(2)項第 3 款

說明

1.規模應銷售額測
定。
2. 罰款數額，須將
通常行政程序已
為處分所裁量的
減少數額加入後
再與減輕比例計
算。

【資料來源：韓國公平會】

129

參「公告」第 17 條規定，KFTC,“PUBLIC NOTIFICATION ON IMPLEMENTATION
OF LENIENCY PROGRAM INCLUDING CORRECTIVE MEASURES AGAINST
VOLUNTARY CONFESSORS, ETC. OF UNFAIR CARTEL ACTIVITIES （2012.01.03）”
http://www.ftc.go.kr/eng/solution/skin/doc.html?fn=621fa381a0447fced65440beddfda0477a
5f873da3866109b26bc3d9fbf31d20&rs=/eng/files/data/result/files/bbs/2014/ ，最近瀏覽日：
2017.7.31。
130
參 KFTC 修 正 公 告：“KFTC amended its leniency program”(2016.9.27), 第 2 點 ：
“Improvement of Amnesty Plus”, 或 另 參 附 錄 十 或 可 於 韓 國 公 平 會 英 文 網 址 搜 尋 ：
http://www.ftc.go.kr/eng/utility/quicksearch.jsp?pageId=0601，最近瀏覽日：2017.10.19。
131
另參 KFTC, “Improvement of Amnesty Plus ”, KFTC amended its leniency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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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以來，已做成多少涉及寬恕申請的卡特爾案件決
定？有多少事業在此期間，應受處罰完全獲得豁免？
2013 年有 23 例，免除行政罰鍰金額為 1.684 億韓元；2014 年 44 例，
免除罰鍰金額 3.551 億韓元，但韓國公平會並未透露免除罰鍰事業數目。

5. 成功的寬恕申請者須具備什麼？書面證據或正式證詞（申請者可否僅提
供正式證詞予執法機關就獲得寬恕）？「有益貢獻」或「附加價值」如何
定義？對於誤導或錯誤的寬恕申請者有無制裁？
申請人「寬恕」對待之准駁，韓國公平會依以下情形加以審查，

如

果下列條件中的任何一個存在即不予核准：
(1) 直到委員會審議完成，申請人不承認卡特爾活動的所有相關違法
事實，不提交所有相關事證，或者不盡力配合公平會調查。
(2) 所提的任何事證為虛假的。
(3) 申請人未在申請寬恕後立即或由受指明的期限結束卡特爾活動，
或其後也未停止，或者不使卡特爾活動終止狀態繼續維持。
(4) 申請人強迫另一個業務實體或違反經營者的意願使其參與有關不
法卡特爾活動或不停止此等卡特爾活動。
依「執行令」第 35 條，寬恕申請人必須具備一定的資格、條件並完全
持續的配合，並提供有助於卡特爾調查的證據或資料，及時答覆韓國公平
會之詢問和要求，以獲得寬恕地位。依「寬恕政策執行公告」 132第 4 條，

132

KFTC,“PUBLIC NOTIFICATION ON IMPLEMENTATION OF LENIENCY PROGRAM
INCLUDING CORRECTIVE MEASURES AGAINST VOLUNTARY CONFESSORS, ETC.
OF UNFAIR CARTEL ACTIVITIES（2012.01.03）”, http://www.ftc.go.kr/eng/solution/skin/
doc.html?fn=621fa381a04fced65440beddfda0477a5f873da3866109b26bc3d9fbf31d20&rs=/e
ng/files/data/result/files/bbs/2014/，最近瀏覽日：2017.7.31。
84

證據的「有益貢獻」或「附加價值」必須是：
(1) 可以直接證明卡特爾活動協議形成之文件，如：會議紀要或事業
內部傳遞有關協議執行的詳細資訊、實際進行這種協定的參加或
形成過程。
(2) 描述關於卡特爾活動具體事實，但須補充書面的證據，如非正式
文書、電子檔和電子郵件。
(3) 韓國最高法院在 2013 年裁決中，對證據水準和類型的要求。
因此，申請者不可能僅提供正式證詞予執法機關就獲得寬恕。如果申
請人提交虛偽證據，因誤導或錯誤，韓國公平會調查後並不會准許前述「公
告」之寬恕。提交虛偽的證據與資訊，可能被處以一億韓元以下罰鍰。根
據有關行政罰鍰實施標準的規定，也可能增加 20%的卡特爾行政罰鍰。

二、關於「寬恕政策」程序

6.申請寬恕的實際步驟為何？向執法機關實際申請寬恕前，可否初步以匿
名方式接觸？或，當事人是否須在任何時期充分披露自己身分？
參「執行令」第 54 條（關於違反行為的報告方法），申請人必須提交
正式申請和相關實質證明力的證據以啟動寬恕程序。申請文件應包含有：
申請人有關的基本資訊（名稱、位址、職稱、連絡人資訊）
、卡特爾的說明、
卡特爾的證據、承諾與韓國公平會的調查合作直到程序結束、申請人同意
停止所有卡特爾活動。韓國公平會另頒佈制式申報書與填寫指引，作為參
考。
此外，申請人須提交正式申請書表和相關證據，方能請求啟動寬恕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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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若因情形急迫或特別因素，當事人得採口頭方式提出申請，承辦人員
應依申報書表項目加以記錄內容並以錄音或錄影方式加以證明，並立即轉
知調查單位處理。
提出正式寬恕申請文件前，有意申請寬恕者可以電話或電子郵件方式
以匿名方式為初步的接觸，但此不意味申請已經成案；又當事人必須在提
出申請之時起充分披露自己身分，而機關會對個人資訊保密。

7.有無申請順位標記系統？
原作者表示「該國制度相當完備，故無此一系統」。
韓國寬恕政策與正式申請文件並無註記申請先後之要求，僅提供豁免
與減輕兩種寬恕對待，而該國確有「自動繼位」
（Rank Succession）133規定，
即令首位申請寬恕者若不能獨立提出充分足以證明卡特爾活動及其不法行
為之證據，後位申請者可在首位資格被撤銷時，提出充足的直接證據而進
位。
然而，首位申請者如需要一些時間來收集必要的證據，韓國公平會得
先行將申請人所提出證據列表摘要而視為正式提出申請，並視證據取得的
難易程度給予申請人 15 天或 60 天甚至更多時間取得。一旦證據補充完全
經審議程序確認完成，寬恕的序位始生效力，溯及提出申請當日。至於「註
記」是為確保優先次序的程序制度，韓國雖無相關法令為規範，但依其相

133

KFTC, “Improvement of Order of Rank Succession ”, KFTC amended its leniency program，
另 參 “ PUBLIC NOTIFICATION ON IMPLEMENTATION OF LENIENCY PROGRAM
INCLUDING CORRECTIVE MEASURES AGAINST VOLUNTARY CONFESSORS, ETC.
OF UNFAIR CARTEL ACTIVITIES（2012.01.03）”, http://www.ftc.go.kr/eng/solution/skin/
doc.html?fn=621fa381a04fced65440beddfda0477a5f873da3866109b26bc3d9fbf31d20&rs=/e
ng/files/data/result/files/bbs/2014/，最近瀏覽日：2017.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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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定，
「順位」先後視提出正式申告書之文件時間為判斷依據，在其他國
家的「註記」亦是韓國公平會參考依據之一。當順位不能確定時，依提出
完整證據之時為先後判斷。
韓國確實因各項規定相互配合，此一制度並無明文。

7.1 若有，是否提供所有寬恕申請者，以確保其順位或僅提供予第一順位
者？提供所有寬恕申請者；第一順位與後續申請者減免程度不同。
除按題 7 之說明外，寬恕之豁免或減輕處罰，法律效果有所差別，非
於申請當時即可確知，尚須經調查、審議決定等程序，雖該國公平法未明
文僅限「第一順位」適用，但就全體寬恕申請者言，在此一期間補充證據
的法律地位是一致公平的，而後位者或因已先行提交必要直接證據，甚至
將使首位申請者在證據要求上已經落後，而可能因此失去首位豁免的資格。

7.2 若有，合格標記順位申請者須提供何種初步資訊？順位標記完成是否
有期限？若期限依裁量決定，執法機關要求完成順位標記平均期間為何？
(1) 除按題 6 所要求外，申請者應先列出欲提出證據之清單，且至少
應有較「線索」更為高度的證據或資料提供，並將各證據內容加
以陳述說明，經機關初步調查各項證據的貢獻程度。
(2) 公平會視證據取得的難易程度給予申請人 15 天以內之期間，若
有特殊情形，如須更多時間取得相關證據，須經公平會專門委員
同意後延長，但通常至多 6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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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寬恕政策」時機／利益

8.申請寬恕順位「第一」利益為何？第一順位申請者可否獲得完全豁免？
在不為寬恕對待的情形時，韓國公平會對於從事卡特爾活動的業者可
施加以下處分：
(1) 停止和終止或改正命令： 韓國公平會得依韓國公平法第 21 條的
改正措置（Corrective Measures）發出命令禁止違法者繼續從事卡
特爾活動，或針對不當競爭行為要求業者改正。
(2) 公告（Public announcement）
：韓國公平會得以自己名義或令違法
之業者，將其違法以指定的方式刊載（如新聞稿）公告社會。受
處分人對韓國公平會之說明要旨有加以履行義務，類似機關對於
當事人已為悔過改正而加以警告，此為另一種裁罰方式 134。
(3) 行政罰鍰（Penalty Surcharges）：依其公平法第 22 條規定，任何
違反第 19 條第(1)項禁止實施之卡特爾行為者，公平會可處業者
相當於實施期間營業額（銷售總額） 10% 以內之罰鍰，在欠缺
營業額等的案件中，可處 20 億韓元以下罰鍰。
(4) 刑事制裁：韓國公平法第 66 條第(1)項第 9 款規定，任何人因實
施或勸誘（induces）不法卡特爾行為而屬違反第 19 條第(1)項者
應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2 億韓元以下之罰金。但因刑事制裁乃

134

在共同行為（聯合行為）中，多因業者已自動改正，且影響市場範圍侷限於城市內
的特定區域，難謂有影響整體市場競爭秩序，而由公平會各地辦事處主管依職權作成之
處分類型，舉韓國公平會公開之處分書一例：
「釜山市資源回收業處分案」（案件編號：
2017 부사 2622 사건），參閱網址：http://www.ftc.go.kr/solution/skin/doc.html?fn=
28bbdd0dca78ff34d8b6b7ae3e654938144dcf4cc358186e84830b7790a30765&rs=/fileupl oad
/data/result/abdecs/，最近瀏覽日：2017.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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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最嚴厲的懲罰，通常為最「反競爭」的活動，即惡質 卡特爾
（hardcore cartel）。
也僅有符合條件的「第一」順位者可完全免除行政罰鍰與處分，以及
獲得刑事處罰的完全豁免。

9.申請寬恕「第二」後果為何？倘若有此情形，
「第二順位」寬恕申請者可
預期什麼利益（包括應受處罰減輕水準）？
依據韓國公平法第 22-2 條第(1)項規定，自願舉報不當共同行為之事
實與在調查中因提供證據等而為合作者，得減輕或免除根據第 21 條所採
取之改正措施或根據第 22 條罰鍰處分，或者得以免於第 71 條之刑事告發
（complaint）。「第二」順位者符合條件時，可減輕 50%的行政罰鍰與部分
免除行政上的改正措置。至於刑事處罰或有完全免除之可能，倘「第一」
順位者失去資格，「第二」順位者亦可在符合條件時提昇其順位，並 減輕
（mitigated）或免除（exempted）上述的處罰。
韓國相關公平法令對於第二順位申請者雖無減輕刑事責任之規定，但
公平會「判斷」未達最嚴重的不法行為，仍不得向檢察機關告發。當第二
順位申請者向公平會「自首」舉報並完全配合調查，即使移轉檢察機關訴
追（或因檢察總長依職權要求案件移轉而起訴）
，法院仍應就刑事制裁的必
要性與公共利益的關聯程度加以衡量。因此對第二順位提起刑事告發，除
達於最嚴重的不法行為而獲判「自由刑」屬最為例外，實務上通常仍施以
「罰金刑」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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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順位在後的寬恕申請者可否獲得有利待遇？倘可，可獲得此有利待遇
的順位在後申請者，有無數量限制？倘若有此情形，順位在後申請者可預
期獲得什麼利益 （包括應受處罰減輕水平）？
原作者依 2011 年之前的規定，說明當時「寬恕政策」存有第三順位應
與減輕之規定。但韓國公平法已修法，使第三順位以後之申請者排除寬恕
適用，但可依其他規定，如：繼位制度與追加寬恕，以取得寬恕政策範圍
內的利益對待，但有關行政處罰法令規定之裁量減輕罰鍰，不屬寬恕政策
之範圍。且愈晚提出申請者，由於其他申請者已提供證據，
「貢獻」不足的
風險也因此提升。至於前後順位在利益上的差異主要在：
(1) 繼位制度：因早於首位申請人達於證據要求，經公平會判斷首位
失格時，可令後位者進級至首位、或第三順位進級第二位而取得
寬恕的豁免或減輕。
(2) 追加寬恕：原韓國公平法訂有明文，為提高合作誘因，使原本不
合寬恕者仍得就原案獲得一定的減輕，而於另案中取得寬恕申請
的優先地位，如此的雙重激勵，對原始的卡特爾活動罰鍰減少程
度，必須由另一卡特爾活動的規模決定。
(3) 不屬寬恕政策中的行政裁量，請求減免行政罰鍰屬行政裁量，對
後續申請人數量並無限制。

四、關於母公司責任

11.給予申請者及／或其先前或目前母公司寬恕時，有無關於母公司責任方
面的考量？先前母公司受益於其先前從屬公司就後者本身行為的寬恕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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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公司解體後何者適用寬恕？
「執行令｣ 第 35 條第(1)項第 1 款(a)目與「公告」第 9 條允許由兩個
或更多的公司共同申請寬恕，若申請人是在同一從屬控制關係下所組成，
仍視為順位同一的單一業者；申請人如已將事業分拆或轉移業務，其證據
視為已由單一業者提供，但韓國公平會須個別審查母子公司的從屬關係。

五、關於寬恕的範圍

12. 享有寬恕或豁免利益者，須符合何種特定條件？
(1) 正式申請，持續且完全配合調查，並立即停止進行中的卡特爾（公
平會另有指示者，得於一定期間後退出卡特爾）。
(2) 韓國公平會立案調查前，最先提出申請並完全合乎「執行令」第
35 條第(1)項第 1 款各條件者，完全免除。
(3) 韓國公平會已立案調查中，申請人因提供卡特爾事實的有力證據
且完全合乎「執行令」第 35 條第(1)項第 1 款(a)(c)(d)條件之第一
順位申請者，完全免除（「執行令」第 35 條第(1)項第 2 款）。
(4) 第二位提出申請且合於寬恕條件者，應減少 50%的罰鍰與免除部
分的改正措置。
(5) 無第三（或以後）順位的適用（但得以其他行政處罰法令規定而
減免）。
(6) 未脅迫他事業參與卡特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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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曾獲寬恕且未在其後五年內再為卡特爾之行為者。
(8) 不適用於僅兩事業形成的卡特爾。

12.1 首謀（領導）者／脅迫者得否獲得完全寬恕？
韓國公平法並未排除首謀適用，在合於有關規範即可能完全寬恕，即
「執行令」第 35 條第 (1) 項所述條件得到滿足。然而，此類申請人如有
強迫他人參與卡特爾活動或不停止的卡特爾活動，仍不具申請寬恕資格。

12.2 有無特別要求：「完全配合且持續」，此類要求具體內容為何？
依「執行令」第 35 條及「公告」相關規定，寬恕申請人必須履行一定
的資格、條件並完全持續的配合，並提供有助於卡特爾調查的證據或資料，
及時答覆韓國公平會之詢問和要求，以獲得寬恕地位。「完全配合且持續」
之具體內容，立於以下考量：：
(1) 作為調查卡特爾活動所須依據的所有事實，申請人是否及時陳明。
申請當時須依申請書表之欄位或依公平會要求詳加填註。描述關
於卡特爾活動具體事實或表單文件應依 5W+1H 原則為之，但此
等「描述性」證據 （narrative evidence）仍須加以補充或證明，
如非正式文書、電子檔和電子郵件。
(2) 申請人是否及時且完整提供所有違法事證（包括但不限於書面文
件）
。於接受公平會調查時，除提交各項書證，對應補充的資料須
依期限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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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查期間，配合公平會要求隨時補充有關文件、證據、資訊或陳
述，如：會議紀要或事業內部傳遞有關協議執行的詳細資訊、實
際進行這種協議的參加或形成過程。
(4) 申請人及其相關關係人（所有雇員和董事）亦須及時答覆韓國公
平會的詢問和要求，如受僱人已經離職仍應促使其接受調查而不
得拒絕，或藉故推遲調查。
(5) 主動或與公平會協議回復相關市場秩序、損害賠償或與被侵權人
和解。
(6) 包括相關或間接證據在內，申請人若故意提交虛偽證據，銷毀、
操縱、隱匿有關卡特爾活動資訊的證據，或使其失去證明力，韓
國公平會不得批准其「寬恕」申請，且應追加 1 億韓元以下或原
處分卡特爾罰鍰的 20%作為處罰。
(7) 未經韓國公平會的事先審核其報告或已為同意前，申請人已揭露
或洩露有關揭發卡特爾或提交「寬恕」之事實。

12.3 執法機關是否要求寬恕申請者於申請後停止參與卡特爾行為？
申請者須立即停止卡特爾行為。如為取得證據或調查必要而經公平會
要求、指示或同意繼續有條件續留卡特爾當中者，一旦條件成就應即退出。

13.倘寬恕申請者完全配合執法機關，其寬恕申請有無獲得最終利益的保
證（豁免或減輕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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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公平會對合格申請者作成書面判斷並送達當事人。其「保證」已
明文規定於有關公平法令中。但根據「執行令」
，即使滿足上述條件，第二
申請人於僅存兩位當事人且參與卡特爾活動之調查或第二位申請者距離第
一申請人提出申請的日期逾二年者，不得適用「寬恕」對待。
此外，根據「寬恕政策公告」135第 9 條（3）項，事件中有兩個或多個
符合寬恕資格的申請人因自願退出適用或條件、資格不合要求，次序在後
的適用「寬恕」申請人，依繼位規定可將次序向前遞補。

13.1 在程序的什麼階段，寬恕申請者可確知由其寬恕申請獲得一定利益（寬
恕順位及處罰減輕）？
韓國公平會對寬恕申請者作成書面判斷並送達當事人時可以確知。但
對第二順位申請人減輕數額若有爭執，因裁罰是以營業額為計算的基數，
仍待法院判決確定。

13.2 較晚的寬恕申請者，有無可能經由其所能提供優於較早寬恕申請者的
附加價值，在寬恕順位中移往高位？請提供可能會出現此情形的案例。
「繼位制度」中，後順位者只有在前順位者自願放棄，或者經審議判
斷前順位者不具備寬恕條件時，方可進位。同時，第一順位申請者因證據
未達要求使其申請被撤銷，而由第二順位申請者進位，前後順位在可得利

135

KFTC, “PUBLIC NOTIFICATION ON IMPLEMENTATION OF LENIENCY PROGRAM
INCLUDING CORRECTIVE MEASURES AGAINST VOLUNTARY CONFESSORS, ETC.
OF UNFAIR CARTEL ACTIVITIES （2012.01.03）”, http://www.ftc.go.kr/eng/solution/skin/
doc.html?fn=621fa381a0447fced65440beddfda0477a5f873da3866109b26bc3d9fbf31d20&rs=
/eng/files/data/result/files/bbs/2014/，最近瀏覽日：2017.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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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上仍有不同，但從韓國公平會所公告處分書難以看出有此實務案例。

六、其他效果

14.給予公司被告寬恕，對於該被告的員工有何效果？能使其免於刑事或民
事責任嗎？
依規定，公司被告為寬恕第一順位者，從屬該公司之行為人一併豁免
刑事責任；若公司被告為寬恕第二順位者，刑事責任無法豁免（行政處罰
可減免）
。韓國公平會必須判斷屬於極嚴重的行為類型，有刑事訴追的必要
性，始能移轉檢察機關請求起訴。檢察機關尚須考量公共利益，始能立案
發動刑事調查程序並要求機關提交相關資料。至於公司被告獲得寬恕，又
對於該被告的員工加以刑事訴追，在實務上尚未發生。
民事責任者，寬恕政策並無法提供減免。

15. 倘個別員工可能受行政或刑事制裁，有無適用於個別員工的另一套寬
恕／吹哨機制？倘有，請說明此機制及公司與個人寬恕間的互動關係。
由於韓國公平法上的併罰規定，事業與受指示個別員工（含具決策權
力之高階經理人）之從屬關係，事業與行為之員工皆可能因為不法共同行
為而受行政或刑事制裁。因韓國另設有檢舉獎金，該國實務上認為此等制
度為吹哨機制 136，但與寬恕政策有所分別。

136

參 KFTC,“2016 ANNUAL REPORT”, http://www.ftc.go.kr/eng/bbs.do?command=
getList&type_cd=53&pageId=0301，254-269&289 以下，(2017)，最近瀏覽日：2017.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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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哨者是指知情但未實質參與、執行卡特爾者；而可能受行政或刑事
制裁之個別員工既然因為主動告發己罪而獲得寬恕或減免處罰，自不能另
受有其他吹哨的回報，但個別員工若經公平會的調查認為不屬應被處罰的
對象，該員工仍可因提出具有貢獻之事證或具有價值的線索，使機關得以
揭露卡特爾，該員工可獲得金錢上的獎勵。
寬恕政策欲使員工免於刑事制裁為設計重心：一方面，個人在為獲得
寬恕而舉報事業不法；而另一方面，事業為免監督管理之從屬性而受共同
處罰而主動要求員工遵法與加強對業務行為之掌握，甚或以業者自己向機
關主動揭露員工的不法行為。韓國於制度設計上，將檢舉獎金視為揭露不
法之獎勵誘因，縱使僅提供重要線索仍可能獲得獎金，希望藉由外部吹哨
進而產生預防效果 137。

16.符合寬恕者是否影響其爭訟給予寬恕的決定（寬恕申請者是否不得爭訟
該決定某些面向，倘是，哪些面向）？
不影響。實務中，第二順位之申請人可能之爭訟，主要在取得第一順
位的地位或者爭執行政罰鍰數額。

17.在爭訟程序中，有無導致撤銷原決定的指標性案件？
無。

137

參 KFTC,“2016 ANNUAL REPORT”, http://www.ftc.go.kr/eng/bbs.do?command=
getList&type_cd=53&pageId=0301，258，(2017)，最近瀏覽日：2017.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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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給予寬恕是否排除第三人尋求民事損害賠償，或，保護寬恕申請者免除
全部或部分其他民事執行？
不排除。且在民事求償上，當韓國公平會揭露違反公平法行為，受損
害者得因此作為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基礎，向不法者提起民事訴訟。損害
之一方只需證明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以及該損害與卡特爾之間的聯繫（因
果）關係，並無須證明違法業者或業者團體的故意或過失 138，法院通常仰
賴韓國公平會對案件中卡特爾活動及其在相關市場競爭的不利影響之判斷。
韓國公平會可針對個別申請者，要求提出損害賠償的計畫數額作為和解之
內容，或依仲裁程序、或另為法院外之協調機制

七、防範洩密／保密

19.是否給予寬恕申請者及其他合作者保密？倘是，程度如何？
是，對申請者的身分以「匿名」方式保護。並在訴訟中將申請人身分
以代號（代稱）加以處理，且足以辨識或連結的資訊必須去除或重新編寫。

19.1 寬恕申請者／其他合作者的身分在調查期間或在最後決定時揭露？
韓國公平會對申請者提出申請時起，即有保密義務，除案件因受總統
令之公告者如實施訴訟所必要之情形外，公平會及其從屬的公職人員不得
提供或洩露有關自願報告或交付如提交自願報告或合作者之身份、詳細資
訊等與報告相關之資訊及資料。

138

參韓國公平法第 56 條第(2)項。
97

依韓國公平法第 22-2 條第(2)項與其「執行令」第 35 條第(2)項，韓國
公平會除因事先取得申請人同意或為進行訴訟啟動或調查有關之必要者外，
受有嚴格的個人資料保護，縱使得公開或揭露部分，相關標準、範圍、條
件，仍應依法律位階加以制定公布始得為之。
在韓國實務上，曾有民事損害賠償案件於法院審理時，韓國公平會以
保密為由拒絕法院提出證據之要求，但仍屬少數，較多者還是因前述的幾
項作法，足使申請人的身分不具識別可能。但在行政訴訟當中，提交未獲
原申請人同意之書證，這通常是因為申請寬恕未達當事人期待所致，也因
為訴訟當事人（對造）與申請人具同一性，並非公平會的保密義務範圍。
但這也顯示，就適用寬恕爭議的最後確定，法院仍有實質審查的權力。

19.2 寬恕申請者／其他合作者所提供資訊，是否交予受調查的其他事業？
依韓國公平法與執行令，身分以外資訊的提供仍須經總統令所公告的
範圍，且在必要提供時，對於相關資訊必須經過處理。

19.3 寬恕申請者／其他合作者能否請求匿名或就其提供資訊保密？
更具體地說，
「寬恕政策公告」第 15 條規定下的保密義務 139，為了保
護申請人的身份規定韓國公平會對申請人的身份的保密作為可採：

139

另 參 ， KFTC, “PUBLIC NOTIFICATION ON IMPLEMENTATION OF LENIENCY
PROGRAM INCLUDING CORRECTIVE MEASURES AGAINST VOLUNTARY
CONFESSORS, ETC. OF UNFAIR CARTEL ACTIVITIES （2012.01.03 ） ” ， 網 址 ： ,
http://www.ftc.go.kr/eng/solution/skin/doc.html?fn=621fa381a0447fced65440beddfda0477a5f
873da3866109b26bc3d9fbf31d20&rs=/eng/files/data/result/files/bbs/2014/ ， 最 近 瀏 覽 日 ：
2017.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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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承辦（或經辦）人的報告對於申請人必須使用別名。
(2) 含有申請人的身份資料部分，應移除或者改編。
(3) 韓國公平會進行每次進行審議所須報告與每位申請人的應依規定
處理並單獨編寫。
(4) 防止在寬恕適用者的身份因媒體的報導而披露。
申請人得要求匿名或對機敏資訊個別提供更周延的保密作為，寬恕申
請者或其他合作者亦可要求就特定身分資訊加以清除始得提供調查或訴訟
之用。儘管如此，申請人或合作者仍可要求，在合於法令範圍內，提供加
強保密的可行作法。

20.寬恕是否影響貴管（執法機關）參與的雙邊或多邊合作？
否。競爭管理當局是藉由備忘錄(MOU)分享彼此之間已知的證據。公
司參與外國司法管轄區的寬恕政策，並不妨礙該公司向韓國公平會申請寬
恕的條件，即使兩機關的資訊交流早於申請前。

21.寬恕申請者所提交證據是否不得移轉至與該管（執法單位）合作的其他
競爭主管機關？倘是，如何限制？
韓國公平法第 22-2 條，公平會不得向其他機關，包括其他競爭主管
部門提交必須保密的任何證據。若韓國公平會事先獲得申請人同意，或有
必要啟動或進行有關的訴訟與調查則為例外，但仍受各法令限制有所不同。

22.寬恕申請者所提交證據（口頭陳述筆錄或書面證據）在什麼範圍內可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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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私權執行聲請中揭露？
(1) 根據韓國民事訴訟法第 352 和 352-2 條規定，在民事訴訟 （包
括強制執行）中，法院要求提交的書面證據屬應保密者，韓國公
平會仍須遵守這樣要求，但有其它基於法律賦予保密理由而得以
拒絕。在實務中，韓國公平會曾拒絕提交或開示證據於民事法庭
的請求。
(2) 依「公告」140的第 15 條第(5)項，韓國公平會可能提交包含申請人
的身份卻未經申請人同意的證據至法院。然而，此情形僅適用于：
韓國公平會決定對被告公司提出行政訴訟的上訴。

22.1 請求反托拉斯損害賠償的私權主張者，能否在後續訴訟中，向法院提
出僅因其為反托拉斯主管機關所進行的前階程序中當事人所獲得資訊？
不能。

22.2 上述資訊，在國內或國外法院的私權執行主張中，是否須依（法院）
命令揭露？有無裁判前例？
韓國公平會於本國法院依法有權拒絕；於國外法院的私權執行，須取
決於外國法院所發出命令的有關內容和外國管轄範圍決定。

140

KFTC, “PUBLIC NOTIFICATION ON IMPLEMENTATION OF LENIENCY PROGRAM
INCLUDING CORRECTIVE MEASURES AGAINST VOLUNTARY CONFESSORS, ETC.
OF UNFAIR CARTEL ACTIVITIES （2012.01.03）”, http://www.ftc.go.kr/eng/solution/skin/
doc.html?fn=621fa381a0447fced65440beddfda0477a5f873da3866109b26bc3d9fbf31d20&rs=
/eng/files/data/result/files/bbs/2014/，最近瀏覽日：2017.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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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在外國主管機關所提出的上述資訊，是否須依國內法院命令揭露？
無任何規定。

八、在其他歐盟成員國中，與歐盟執委會寬恕通告及寬恕政策
的關係

23.執法機關是否接受歐洲競爭網絡模範寬恕政策下的一體適用（單一窗口
申報，歐盟境內適用）
不適用。

24.此寬恕政策是否顧及與歐盟寬恕通告之間的適用（競合）關係？倘是，
如何顧及？
不適用。

25.此寬恕政策是否顧及與其他歐盟成員國寬恕政策之間的適用（競合）關
係？倘是，如何顧及？
不適用。

九、與和解程序之間的關係

26.倘在貴管範圍內有和解程序，寬恕政策與此和解程序之間關係為何？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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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得利益是否累加？
寬恕政策並無官方和解程序，但韓國公平會要求涉案業者（無關取得
寬恕與否）提出關於競爭秩序的回復或補償，或是對其他受害業者提出和
解計畫，甚或介入消費者損害的調解等，乃機關的裁量（須合於一定的規
範），仍不能視為可得利益的累加。

十、改革／最近發展

27.有無修正寬恕政策的改革正在進行？最近發展為何？
(1) 加速寬恕申請的時程：降低程序進行的不確定，合於寬恕條件資
格，韓國公平會 15 天內（原則上）對申請加以決定。
(2) 明確賦予申請人承擔舉證責任：要求提交不僅是直接證據，也包
括描述性證據（如書面證詞和聲明），描述性證據須具體呈現。
(3) 限制後順位寬恕申請人的明文：在只有兩個業者實施的卡特爾，
排除後順位的申請。後順位申請寬恕已逾前順位申請日起兩年者，
亦不能獲得寬恕。
(4) 對累犯或再犯者，於前次獲得寬恕之時起 5 年內，不得再次申請
寬恕適用。
(5) marker system 的明文化、導入與修正。

以上係根據 Gene-Oh (Gene) Kim, Gina Jeehyun Choi & Luke Shin, 於
2015 原填列內容，參考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官方網站（英文與韓文）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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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最近瀏覽：2017 年 11 月 18 日）調整，研究小組整理。

第四節

與我國寬恕政策基本構造的比較

我國公平法第 15 條第 1 項前段明文禁止「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
而關於聯合行為之定義則依公平法第 14 條第 1 項之規定「本法所稱聯合
行為，指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
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
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
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我國聯合行為指水平聯合行為。而事業違反公
平法上所禁止之聯合行為，依公平法負有至多 3 倍已證明所受損害額之民
事損害賠償責任（公平法第 29 條至第 33 條），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 1
億以下罰金之刑事責任（公平法第 34 條），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
鍰之行政責任，如公平會依「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九條及第十五條情節重大
案件之裁處罰鍰計算辦法」認定違法情節重大者，得處該事業上一會計年
度銷售金額 10%以下罰鍰之行政責任（公平法第 40 條）。雖然事業從事違
法聯合行為，依法負有民事、刑事、行政責任，但聯合行為違法者之民事
責任，須受害者依循我國民事訴訟程序請求相關賠償，而聯合行為違法者
之刑事責任，按公平法第 34 條規定，須具備前提要件即須經公平會要求停
止、改正或採取必要措施後，違法事業依然繼續該違法行為，或是違法事
業停止後再為相同之違法行為時，始負有刑事責任。
而我國寬恕條款規定於公平法第 35 條「違反第十五條之事業，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並經主管機關事先同意者，免除或減輕主管機關依第四十條
第一項、第二項所為之罰鍰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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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尚未為主管機關知悉或依本法進行調查前，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為，
向主管機關提出書面檢舉或陳述具體違法，並檢附事證及協助調查。
二、當主管機關依本法調查期間，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為，陳述具體違法，
並檢附事證及協助調查。
前項之適用對象之資格要件、裁處減免之基準及家數、違法事證之檢附、
身分保密及其他執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事業若從事違法之聯合行為者，得依公平法第 35 條規定向公平會申
請寬恕免除或減輕罰鍰，事業除須符合公平法第 35 條之規定外，同時亦須
符合該條授權公平會訂定發布之「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或減輕罰鍰實施
辦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經公平會審核後，符合條件之申請者可獲得
減輕或免除其行政罰鍰。
此外，我國於 87 年 5 月 27 日制定公布「政府採購法」
，該法於公布後
一年施行，因此，在 88 年 5 月 27 日之後，關於公共工程圍標 141案件，因
圍標行為將產生限制競爭之作用，若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
之市場功能者可能同時涉及違反公平法上禁止聯合行為之規定，以及違反
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4 項「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
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處六
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且行為人
若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4 項，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依政府採購法
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機關應通知廠商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同法
第 102 條第 3 項將廠商名稱、相關情形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如經第一審

141

圍標係指具有競爭關係的事業之間，就公共採購招標案件及公共工程案件，互相協議
投標的內容、條件、價格等，再依協議結果進行投標之行為。參閱：楊家駿，公平會目
前處理圍標、綁標案例實務報導，公平交易季刊第 4 卷第 4 期（1996），96、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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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有期徒刑者，依同法第 103 條規定，刊登次日起 3 年內不得參加投標或
作為決標之對象或分包廠商。
針對公共工程圍標案件究竟應適用公平法或是政府採購法處罰，兩部
法律之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公共工程委員會曾於 87 年 12 月 21 日
召開協調會議，依該次協調會議結論〔（88）公法字第 00248 號函〕，對於
公共工程圍標事件，在政府採購法施行後，如政府採購法中有規範者，依
政府採購法解決，在政府採購法施行前，仍須依公平法處理。若違法行為
期間橫跨政府採購法施行前後者，依政府採購法解決，但如果政府採購法
施行前所為之違法行為已該當公平法之違法要件，公平會仍得依公平法處
分。惟，若係得標廠商與分包廠商間發生違反競爭法之行為，縱使在政府
採購法施行後，仍須依公平法處理 142。

142

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87.12.21 與公共工程委員會之協調結論〔（88）公法字第 00248 號
函〕
一、 政府採購法施行後，有關涉及違反競爭法規範之政府採購事件，應依公平交易法或
政府採購法處理為當？
協調結論：
(一) 政府採購法施行後，與政府採購有關之行為涉及競爭秩序，政府採購法已有規範
者，由政府採購法主管機關或相關權責機關依政府採購法處理。
(二) 政府採購法施行後，機關辦理政府規劃或核准之交通、能源、環保、旅遊等建設，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放廠商投資興建、營運者，其甄選投資廠商之程序，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依政府採購法處理。
(三) 至於得標廠商與其分包廠商間所生違反競爭事件，政府採購法雖未規範，但涉及
公平交易法規範者，由公平交易委員會依公平交易法處理。
二、 在政府採購法施行前後所發生之政府採購爭議事件，公平交易法與政府採購法之適
用與分工方式如何？
協調結論：
(一) 政府採購爭議事件涉及競爭秩序之行為，發生在政府採購法施行前者，依公平交
易法處理。
(二) 政府採購爭議事件涉及競爭秩序之行為，跨越政府採購法施行前、後者，由當事
人循政府採購法途徑解決。但在該法施行前已合致公平交易法之違法要件行為，
公平交易委員會仍得依公平交易法處罰。
(三) 公平交易委員會就前款應依政府採購法處理之事件，應儘速通知當事人循政府採
購法途徑解決。
(四) 政府採購爭議事件涉及競爭秩序之行為，發生在政府採購法施行後者，由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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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國寬恕條款僅於公平法中規定，且僅適用於違反聯合行為之事業，
在政府採購法中未有類似公平法第 35 條寬恕條款之規定，因此，關於公共
工程圍標案件，行為人如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4 項規定，恐遭法院判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而行為
人無法申請適用公平法上之寬恕條款。
至於我國現行「寬恕政策」
，根據上述「27 項基本構造」架構，可以整
理出以下重點：

一、關於「寬恕政策」的背景

1. 有關寬恕政策的立法為何？何者是執法機關？執法機關有無發布補充
支應上述有關寬恕政策立法的指導原則？
我國關於「寬恕政策」之立法，係依據公平法第 14 條定義聯合行為，
公平法第 15 條明文禁止事業為聯合行為，違反者須負公平法第 29 條至第
33 條（民事損害賠償）
、第 34 條（違反第 15 條規定的刑事法律責任）
、第
40 條（違反第 15 條規定的行政責任）之責任。而我國於 2011 年引進寬恕
條款，現行公平法第 35 條為聯合行為寬恕條款之依據。我國公平交易委員

循政府採購法途徑解決。
附帶決議：
政府採購法主管機關或相關權責機關與公平交易委員會，得就政府採購法與公平交易法
之適用與分工方式隨時會商檢討之。
88.9.9.（88）公法字第 02557 號函分行
註：
政府採購法施行後，有關涉及政府採購法部分行為之案件，究屬民事案件或政府採購法
規範事件之處理原則，經本會第 407 次委員會議確認並決議如次：
(一) 政府採購爭議事件，除涉及得標廠商與分包廠商間所生違反競爭之事項，由本會
處理外，一律函覆當事人循政府採購法途徑處理。
(二) 機關與廠商間之履約爭議事件，函覆當事人依政府採購法或民事救濟途徑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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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係「寬恕政策」執法機關。基於公平法第 35 條之立法授權，公平會於
2012 年訂定發布「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或減輕罰鍰實施辦法」，於 2015
年訂定發布「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

2. 寬恕／豁免政策的基本原則為何？寬恕可否適用於卡特爾以外的違反
競爭法行為？
依第 1 題之回答可知，我國公平法明文禁止聯合行為，如違反者須受
法律制裁，又公平法第 35 條針對聯合行為可適用之寬恕條款，指聯合行為
涉案成員如提供違法事證及協助公平會調查發現卡特爾者，並符合實施辦
法所定之資格、條件者，其制裁將可獲得公平會同意免除或減輕。
依實施辦法第 7 條及第 8 條之規定，免除全部罰鍰僅適用於第一位提
出免除並符合要件之申請者；獲得公平會同意減輕罰鍰者，最多四位，第
一位提出並符合要件之申請者其罰鍰減輕 30%-50%，第二位提出並符合要
件之申請者罰緩減輕 20%-30%，第三位提出並符合要件之申請者罰鍰減輕
10%-20%，第四位提出並符合要件之申請者罰鍰減輕 10%以下。
因我國所禁止的聯合行為限於水平之聯合行為，因此，針對聯合行為
所適用之寬恕條款亦僅適用於水平卡特爾。

3. 有無「追加寬恕」或「追加豁免」選項？若無，在實務上，寬恕的申請
者可否因報告參加第二次、無關的卡特爾，就其參加第一次卡特爾所應
受處罰獲得減輕？
我國無「追加寬恕」或「追加豁免」選項。實務上無類似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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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以來，已做成多少涉及寬恕申請的卡特爾案件決
定？有多少事業在此期間，應受處罰完全獲得豁免？
公平會自 2011 至 2015 年共收了 15 件申請案（8 個個案）。公平會自
引進寬恕政策後迄今，作成同意寬恕之案件有 3 件。第 1 件為公平會於
2012 年裁罰之日、韓、荷蘭商等 4 家光碟機事業聯合行為處分案，其中一
家聯合行為涉案事業申請適用寬恕政策，經公平會同意免除全部罰鍰之案
件。另於 2015 年香港商、日商等 7 家鋁質電容器業者違反聯合行為案及 3
家鉭質電容器業者違反聯合行為案，亦係適用寬恕政策之 2 個個案 143。

5. 成功的寬恕申請者須具備什麼？書面證據或正式證詞（申請者可否僅提
供正式證詞予執法機關就獲得寬恕）？「有益貢獻」或「附加價值」如
何定義？對於誤導或錯誤的寬恕申請者有無制裁？
依據實施辦法，成功寬恕申請者須具備提出申請、陳述並提出事證、
未強迫他人參與或退出卡特爾、未揭露申請訊息、未湮滅、偽造、變造或
隱匿相關事證、停止參與卡特爾、持續協助公平會調查。
「有益貢獻」或「附加價值」未有明確定義，實施辦法第 3 條僅強調
須有助於公平會開始調查程序或須有助於公平會認定參與事業違反卡特爾。
對於誤導或錯誤寬恕申請者無法取得或喪失寬恕資格，其他制裁則可

143

參閱：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0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20 日
印發，院總第 887 號政府提案第 15350 號之 723，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函，為 105 年
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研擬強化寬恕政策之法」相關說明，請查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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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涉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等刑事犯罪。

二、關於「寬恕政策」程序

6. 申請寬恕的實際步驟為何？向執法機關實際申請寬恕前，可否初步以匿
名方式接觸？或，當事人是否須在任何時期充分披露自己身分？
申請人向公平會實際申請寬恕前，若對於申請事項有疑義時，可初步
以匿名方式與公平會接觸，即所謂的向公平會諮詢。
申請人在申請寬恕時須詳細記載申請者之身分，實際申請步驟為：書
面或口頭提出順位標記申請或寬恕申請，經公平會審查後如符合資格者，
公平會將核發附條件同意書，申請者須於案件調查期間持續配合公平會之
調查，調查程序終結後，公平會將以處分書或其他書面形式為最終寬恕決
定。

7. 有無申請順位標記系統？
有。規定於實施辦法第 11 條，口頭或書面向公平會提出申請。

7.1 若有，是否提供所有寬恕申請者，以確保其順位或僅提供予第一順位
者？見對問題 7 的答覆。
申請順位標記系統係提供予申請免除罰鍰之申請者，然可能短期內有
多數申請人提出申請，依公平會所提供之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罰鍰資格
保留申請書中，有一項「變更申請類型(申請免除改為減輕)」之欄位供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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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勾選，而最終順位標記系統之利益僅提供予第一順位並符合資格之申請
者。

7.2 若有，合格標記順位申請者須提供何種初步資訊？順位標記完成是否
有期限？若期限依裁量決定，執法機關要求完成順位標記平均期間為
何？
依公平會之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罰鍰資格保留申請書 144所載，合格
順位標記申請者除應提供申請者事業及負責人之相關基本資訊外，事業設
立登記日期、實收資本額、最近三年之營業額…等等，亦須載明聯合行為
之事實概況，包含涉案商品或服務、涉案事業、聯合行為態樣、合意的時
間地點、實施期間、影響範圍。順位標記申請人應於公平會指定期限內提
供聯合行為之相關證據及資料，但公平會未明確規定或公布要求順位標記
申請者完成之平均期間。

三、關於「寬恕政策」時機／利益

8. 申請寬恕順位「第一」利益為何？第一順位申請者可否獲得完全豁免？
依實施辦法第 7 條規定，第一順位寬恕申請者且符合資格者，可獲得
免除全部罰鍰。

144

參閱：公平會之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罰鍰資格保留申請書，網址：
https://www.ftc.gov.tw/upload/f42586ad-0c94-4542-8b30-476f438e9c68.pdf，最近瀏覽日：
201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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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申請寬恕「第二」後果為何？倘若有此情形，「第二順位」寬恕申請者
可預期什麼利益（包括應受處罰減輕水準）？
第二順位寬恕申請者（該申請者在我國須第一位提出減輕罰鍰之申請
者）如符合資格者，依實施辦法第 8 條，將可獲得減輕罰鍰 30-50%。又依
據實施辦法第 19 條，如前順位申請者有被撤回之情況，後順位申請者將可
能更動其順位。

10. 順位在後的寬恕申請者可否獲得有利待遇？倘可，可獲得此有利待遇的
順位在後申請者，有無數量限制？倘若有此情形，順位在後申請者可預
期獲得什麼利益 （包括應受處罰減輕水平）？
順位在後的申請者僅能申請減輕罰鍰，依我國實施辦法第 8 條之規定，
最多 4 位。符合資格之第一位減輕罰鍰之申請人，減輕罰鍰幅度 30-50%，
第二位減輕罰鍰之申請人並符合資格者，減輕幅度 20-30%，第三位減輕罰
鍰之申請人並符合資格者，減輕幅度 10-20%，第四位減輕罰鍰之申請人並
符合資格者，減輕幅度 10%以下。公平會依其申請人個別的貢獻程度決定
罰鍰減輕幅度，然而，倘公平會已獲得足夠之證據資料，得不予受理寬恕
申請人之申請。如前順位申請者有被撤回之情況，後順位申請者將可能更
動其順位。

四、關於母公司責任

11. 給予申請者及／或其先前或目前母公司寬恕時，有無關於母公司責任方
面的考量？母子公司解體後，前從屬公司就其所為之（違法）行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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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體後申請，母公司是否適用？
母公司及其從屬公司的違法責任係分別認定，惟在我國，關係企業可
以共同提出申請適用寬恕。

五、關於寬恕的範圍

12. 享有寬恕或豁免利益者，須符合何種特定條件？
免除罰鍰者，有兩種類型：
(1) 類型 1：
I.

公平會調查前

II.

第一位提出申請

III.

陳述具體違法內容及檢附事證

IV.

申請後立即停止或依公平會指定之時點停止參與卡特爾

V.

誠實、全面且持續協助調查

VI.

未湮滅、偽造、變造、隱匿相關事證

VII.

未對外揭露申請相關資訊

VIII. 未強迫他事業參與或限制退出
(2) 類型 2：
I.

無他事業符合類型 1

II.

公平會調查開始後

III.

第一位提出申請

IV.

陳述具體違法內容及檢附事證

V.

申請後立即停止或依公平會指定之時點停止參與卡特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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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誠實、全面且持續協助調查

VII.

未湮滅、偽造、變造、隱匿相關事證

VIII. 未對外揭露申請相關資訊
IX.

未強迫他事業參與或限制退出

(3) 減輕罰鍰者：
I.

公平會調查期間提出申請

II.

罰鍰減輕之第一至第四順位申請者

III.

陳述具體違法內容及檢附事證

IV.

申請後立即停止或依公平會指定之時點停止參與卡特爾

V.

誠實、全面且持續協助調查

VI.

未湮滅、偽造、變造、隱匿相關事證

VII. 未對外揭露申請相關資訊
VIII. 未強迫他事業參與或限制退出

12.1 首謀（領導）者／脅迫者得否獲得完全寬恕？
首謀（領導）者如符合資格者仍可獲得完全寬恕。脅迫者無法適用寬
恕政策。

12.2 有無特別要求：「完全配合且持續」，此類要求具體內容為何？
「完全配合且持續」的具體內容為：
(1) 即時向主管機關提供其所現有或日後可能取得涉案聯合行為之
所有資料與證據。申請減輕罰鍰者，其所提出之資料與證據，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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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有助於主管機關對於涉案聯合行為之調查，或可強化主管機
關已取得證據之證明力。
(2) 對於得以證明聯合行為之相關事實，依據主管機關指示迅速提出
說明或配合調查。
(3) 必要時，指派曾參與涉案聯合行為之員工或代表人接受主管機關
約談。
(4) 所陳述之內容或所提出之資料、證據，不得有虛偽不實之情事，
亦不得湮滅、偽造、變造、隱匿與涉案聯合行為相關之資料或證
據。
(5) 案件未終結前，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對外揭露其已提出申請
之事實或其提出申請之任何內容。

12.3 執法機關是否要求寬恕申請者於申請後停止參與卡特爾行為？
寬恕申請者原則上應於提出申請後立即停止參與卡特爾，除非公平會
有另外指定停止時點。

13. 倘寬恕申請者完全配合執法機關，其寬恕申請有無獲得最終利益的保證
（豁免或減輕處罰）？
公平會調查程序終結後，對於符合資格之申請者，且未有撤回原附條
件同意的情形，應免除、減輕寬恕申請者原應受處分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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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在程序的什麼階段，寬恕申請者可確知由其寬恕申請獲得一定利益
（寬恕順位及處罰減輕）？
公平會在收受寬恕申請者申請後，審查後對於符合申請者，會寄送附
條件免除或減輕罰鍰同意書，該同意書上將載明事業申請順位、可能變更
順位之事由、停止參與聯合行為之時點、配合公平會調查之相關條件、公
平會撤回同意之事由等事項。在公平會調查終結後，對於符合資格之寬恕
申請人，以處分書或其他書面形式為最終寬恕決定送達於寬恕申請者時確
知。

13.2 較晚的寬恕申請者，有無可能經由其所能提供優於較早寬恕申請者的
附加價值，在寬恕順位中移往高位？請提供可能會出現此情形的案例。
後順位者僅在前順位者喪失資格時，才可能變動順位。而同樣在減輕
罰鍰之情況下，後順位者可能因其提供較高附加價值，減免幅度等於前順
位者。

六、其他效果

14. 給予公司被告寬恕，對於該被告的員工有何效果？能使其免於刑事或民
事責任嗎？
涉案事業如獲得免除或減輕罰鍰處分，其董事、代表人、管理人或其
他有代表權之人如誠實且完整的陳述違法行為，並誠實、全面且持續的協
助調查，將一併免除或減輕其罰鍰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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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倘個別員工可能受行政或刑事制裁，有無適用於個別員工的另一套寬恕
／吹哨機制？倘有，請說明此機制及公司與個人寬恕間的互動關係。
雖我國無個別員工之另一套寬恕／吹哨等相關機制。但依實施辦法第
9 條之規定，如涉案事業的董事、代表人、管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
因行政罰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項或第 16 條規定而應併受處罰者，若涉
案事業符合免除或減輕罰鍰處分時，事業內部之個人誠實完整陳述違法行
為，並依公平會之指示，誠實、全面、持續協助調查者，得一併免除或減
輕其罰鍰處分。

16. 符合寬恕者是否影響其爭訟給予寬恕的決定（寬恕申請者是否不得爭訟
該決定某些面向，倘是，哪些面向）？
寬恕申請仍得爭訟公平會是否給予寬恕決定，但僅能與最終處分一併
聲明不服。

17. 在爭訟程序中，有無導致撤銷原決定的指標性案件？
無。

18. 給予寬恕是否排除第三人尋求民事損害賠償，或，保護寬恕申請者免除
全部或部分其他民事執行？
我國寬恕政策僅針對涉案事業行政罰鍰之全部免除或部分減免，無法
排除適用民事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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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防範洩密／保密

19. 是否給予寬恕申請者及其他合作者保密？倘是，程度如何？
是。公平會對於寬恕申請人之身分資料、談話紀錄、文書予以保密。

19.1 寬恕申請者／其他合作者的身分在調查期間或在最後決定時揭露？
依據實施辦法第 20 條規定，公平會對於寬恕政策申請者之身分、談話
紀錄、文書，負有保密義務，不得提供予偵查、審判機關以外之其他機關、
團體或個人；若案件將來進入法院爭訟，公平會對於應予保密之部分（不
可供閱覽部分）另行製作卷宗提供予法院，並於該卷宗封面特別加註「密」
，
以免承辦人員疏未注意而洩漏，公平會亦會要求法院不公開審理，以及，
涉及機密事項範圍內禁止閱卷。

19.2 寬恕申請者／其他合作者所提供資訊，是否交予受調查的其他事業？
公平會並不會將寬恕申請者或其他合作者所提供之資訊交付予受調查
之其他事業，但如該案將來進入訴訟程序，受調查之其他事業可能透過閱
卷得知。

19.3 寬恕申請者／其他合作者能否請求匿名或就其提供資訊保密？
公平會對於寬恕申請人所提供之資訊，應予以保密外，公平會若因調
查而知悉或持有寬恕申請人之營業秘密者，依營業秘密法，公平會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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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亦不得無故洩漏或使用，否則須負相關責任。

20. 寬恕是否影響貴管（執法機關）參與的雙邊或多邊合作？
不影響。

21. 寬恕申請者所提交證據是否不得移轉至與該管（執法單位）合作的其他
競爭主管機關？倘是，如何限制？
除了偵查、審判機關外，公平會原則上不得提供。

22. 寬恕申請者所提交證據（口頭陳述筆錄或書面證據）在什麼範圍內可於
後續私權執行聲請中揭露？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公平會不得供閱覽或提供偵查、審判機關以外
之其他機關、團體或個人。

22.1 請求反托拉斯損害賠償的私權主張者，能否在後續訴訟中，向法院提
出僅因其為反托拉斯主管機關所進行的前階程序中當事人所獲得資訊？
否。

22.2 上述資訊，在國內或國外法院的私權執行主張中，是否須依（法院）
命令揭露？有無裁判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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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民法原則上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訴訟當事人應自行蒐集證據提
出證明文件，若舉證不足，恐遭敗訴判決。

22.3 在外國主管機關所提出的上述資訊，否須依國內法院命令揭露？
目前實務上無相關案例。

八、在其他歐盟成員國中，與歐盟執委會寬恕通告及寬恕政策
的關係

23. 執法機關是否接受歐洲競爭網絡模範寬恕政策下的一體適用（單一窗口
申報，歐盟境內適用）
不適用

24. 此寬恕政策是否顧及與歐盟寬恕通告之間的適用（競合）關係？倘是，
如何顧及？
不適用

25. 此寬恕政策是否顧及與其他歐盟成員國寬恕政策之間的適用（競合）關
係？倘是，如何顧及？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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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與和解程序之間的關係

26. 倘在貴管範圍內有和解程序，寬恕政策與此和解程序之間關係為何？兩
者可得利益是否累加？
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行政和解案件之處理原則」第二條之規定，
公平會對於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或法律關係，經依職權調查仍不能確定
者，為有效達成行政目的，並解決爭執，得與人民和解，締結行政契約，
以代替行政處分。是以，寬恕政策及和解程序為不同程序，兩者利益無法
累加。

十、改革／最近發展

27. 有無修正寬恕政策的改革正在進行？最近發展為何？
我國的寬恕政策、實施辦法、獎金辦法係於 2011 年後陸續制定、修正；
然而，在引進寬恕政策及相關制度後，實務上對於發現聯合行為之案件數
並無顯著增加。另，公平會為了強化主管機關調查聯合行為之手段，曾試
圖修法增訂搜索、扣押權限，然迄今仍尚未增訂關於搜索扣押權限之條文。

我國資料為研究小組整理填答。

120

第三章

寬恕政策的誘因機制與賽局理論

關於寬恕政策的誘因機制，從經濟學的觀點而言，其實可以放在更廣
泛的市場力量運作情境下，觀察個別事業為追求利潤極大化，如何面對競
爭，或者選擇與其他事業透過勾結以避免競爭，再探究競爭主管關機採行
寬恕政策所可能造成的影響。在過往經驗中，其實也可以找到對應的實例
相互印證。
事業單位間在市場上採行勾結的一致行為，基本上是為了規避事業彼
此間的無情競爭，背後動機則是追求個別事業利潤的最大化。但是事業間
要有共識，以及最後在市場上採取一致性行為，事業間事先必須要有某種
機制，讓事業間能夠達成協議（agreement）
，而且這些協議在實務上也必須
能夠執行（enforce），勾結的目的才可望實現 145。
然而，事業間勾結組織組成之後，參與勾結的事業並非從此即可高枕
無憂。因為勾結之後所獲得的高利潤現象，首先，會形成市場外的潛在競
爭者（potential competitor）的覬覦，想辦法進入市場分一杯羹，一旦勾結
組織的籓籬為潛在競爭者打破，市場的利益必須從新分配，勾結組織及其
效果無形中會因此瓦解。
例如，以中東國家為主要成員所組成的石油輸出組織（OPEC），透過
石油卡特爾將石油價格提高之後，非 OPEC 的石油生產國如墨西哥，即將
該價格視為參數價格（parametric price），按該價格下大量生產石油，最後
則造成石油價格的大幅下跌，它是活生生因為外部競爭促成卡特爾崩解的

145

Carlton W. D. and J. M. Perloff ， “Moder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 New York ：
Perrsonaddson Wesley（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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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在 1974 年至 1985 年間 OPEC 的石油生產量占全球的比例由 55％下
跌 30％，最大的輸家為沙烏地阿拉伯。到了 1985 年沙烏地阿拉伯決定重
現其對世界石油市場的控制力，放棄石油的高檔價格策略，決定大幅增產
以保持其石油市場占有率，到了 1986 年，世界石油價格乃跌至每桶美金
10 元146。因為價格大幅下跌，許多 OPEC 產油國因此不得不關閉不具效率
的油井，使市場的總產量進一步下跌。
除上述市場外部競爭因素的影響之外，卡特爾內部的參與者亦可能基
於本身利益，而違反卡特爾限制生產數量的約定，大量增加本身的生產數
量，最終使市場價格無法維持在原有的高檔。OPEC 過去的發展歷史，成
員中的國家科威特、委內瑞拉、阿爾及利亞、卡達，在 OPEC 決定參考價
格之後，認為本身產量占總產量比例較小，增產後對市場的均衡價格不致
於產生影響，乃偷偷以增產方式企圖增加本身的利潤，石油市場的供給乃
在大家都增產的情形下大幅的增加，最後則因為市場供給量增加，使得原
本石油高價格無法維持，因此卡特爾為之崩解。
卡特爾的組織與運作，從上面 OPEC 的例子，雖然在市場上可以看到
「外部競爭」與「內部競爭」相互節制的結果，最終使石油市場回到競爭
的局面。但不可否認：在大部分的市場上，未必具備上述石油市場的條件，
無法產生外部競爭與內部競爭相互節制之效果，仍舊需要藉助於競爭法規
範介入，藉以排除事業限制競爭的行為。
在上述產業經濟發展過程的背景理解下，以下分別從發現聯合行為「合
意」要件難以證明、囚犯兩難困境、重複賽局、報復策略依序進行分析，
再以小結歸納本章的研究發現。

146

許景翔、潘明如合譯，產業經濟學-理論與實務，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4E（2013），頁 23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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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聯合行為「合意」要件難以證明

依據我國公平法的規範，主管機關首先要能抓住事業曾經有「意思聯
絡」具體行為之事證，才能從相應客觀因素推定有此「意思聯絡」從而導
致「共同行為」，進而認定有違法聯合行為存在。公平法第 14 條聯合行為
的定義為：
「本法所稱聯合行為，指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
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術、
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足
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
前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
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
聯合行為之合意，得依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考量、
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當依據之因素推定之。
第二條第二項之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
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亦為本法之聯合行為。」
由於「合意」特別重要，因此在公平法第 14 條第 2 項特別加以闡釋
為：
「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
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
公平法在 2015 年修正時，有鑑於以往實務上一直無法解決台灣油品
市場聯合行為之認定問題，又將經濟學上附加因素(plus factors)法制化，以
法律推定聯合行為之「合意」亦列入，
「聯合行為之合意，得依市場狀況、
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當依據之
因素推定之。」（公平法第 14 條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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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台灣聯合行為由公會發動的比例相當高 147，因此將產業公會以及
其他產業協會的共同行為，納入聯合行為要件的合意內涵：
「同業公會或其
他團體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
動之行為，亦為本法之聯合行為。」（公平法第 14 條第 4 項）。
即使公平法聯合行為定義中已佈下天羅地網，但是市場上的事業如欲
進行聯合行為之動作，必然會將其聯繫方式或共同決定策略的行為隱密到
只有參與的事業才能知曉的程度，因此破解事業聯合行為隱密進行的取締
手段，最後只好借助於參與事業間彼此不信任，並利用寬恕條款誘發「窩
裡反」效果的發生。

第二節

文獻回顧

對於寬恕政策是否能夠提升競爭法主管機關取締違法卡特爾之功效？
歷來已有不少經濟學者，提出各種分析方法及不同研究結論。以下，首先討
論寬恕手段是否有節省執法成本之功效148。

一、執法成本節省可能之分析
早期學者Grossman and Katz（1983） 149、Reinganum（1998） 150以資訊

147

莊春發，
「廠商人數、公會與聯合行為-公平會處分案的研究」
，公平交易季刊，第 13
卷第 4 期（2005）
。
148
以下之資料，轉引自：顏廷棟（2007）
，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公平交易委員會
委託報告，頁 4-7，本文稍加整理。
149
G. M. Grossman and M. L. Katz （ 1983 ）, “ Plea bargaining and social welfare,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4）, 749-757.
150
J. F. Reinganum （ 1998 ） , “ Plea bargaining and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
AmericanEconomic Review, 78（4）, 71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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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對稱之模型分析（asymmetric information model），從司法交易（plea
bargaining）角度觀察，認為寬恕政策應有執法成本節省之功效。接著，
學者Malik（1993） 151、Kaplow and Shavell（1994）152， 則基於成本之比
較分析，認為節省成本的說法，其結論不一定發生。因為藉由卡特爾成員
之密告，固然可以獲得節省執法機關之調查成本；但執法主管機關因為執
行寬恕政策適用之審查，以及減免處罰金額之核算等事務，亦可能增加執
法成本之增加。

二、寬恕政策應是執法最後的手段
研究也有從如何發揮寬恕政策最佳機能之立場，提出相關經濟分析者。
例如，學者Motta and Polo（2003） 153，分析企業間實施共謀與減免處罰誘
因之相互關係，認為：寬恕政策給予減免處罰之優惠，將使部分卡特爾成
員得以保有不法利得，則有產生促進共謀之負面效果，是以提醒執法機關
倘握有充分之調查資源，即應徹底予以全體違法者重罰，儘量避免適用寬
恕政策；換言之，卡特爾之調查僅限於欠缺調查資源之際，執法機關始得
退而求其次的適用寬恕政策。因為實施寬恕政策，藉由減免處罰之誘因，
換取卡特爾成員提供內部證據，因此得以順利開啟調查程序及節省調查資
源者，始得認為其有增進社會福祉之正面效果。

151

A. S. Malik（1993）, “Self-reporting and the design of policies for regulating stochastic
pollu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4, 241-257.
152
L. Kaplow and S. Shavell（1994）, “Optimal law enforcement with Self-reporting of
behavio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2（3）, 583-606.
153
Massimo Motta and Michele Polo（2003）, “Leniency programs and cartel prosecu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1（3）, 34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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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證經濟學之應用
此外，日本學者濱口、川越（2004）154，應用無限重複賽局（infinitely
repeated game）之分析方法，分別設定由 2 家廠商或 7 家廠商組成之卡
特爾進行模擬試驗，結果顯示：寬恕政策對於組成規模愈大之卡特爾，愈
是容易發揮瓦解組織之破壞功用。

四、寬恕政策成效可能兩極化
Harrington 的研究指出 155：在一場協調賽局中，參與卡特爾之各家廠
商，經由慎重考慮是否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結果，至少將形成無人通報（no
report）或競相通報（race to report）之二種均衡狀態（equilibria）。詳言之，
當各家廠商相信沒有一家廠商會提出密告，或執法機關不可能發覺卡特爾
違法事證，此時將形成無人通報之均衡。
反之，當有廠商懷疑其他廠商可能提出密告，在爭先恐後之心態下，
自然出現競相通報之均衡。是以執法機關之任務，在於藉由寬恕政策之實
施，設法將無人通報轉變為競相通報之均衡狀態。均衡狀態立即轉變為眾
人熟知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所以，以下即由囚犯兩難論分析
寬恕政策之所以會成功之基礎。

第三節

囚犯兩難困境

154

Yasuyo Hamaguchiand Toshiji Kawagoe（2005）,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Leniency
Programs,”
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05-E-003,
available
at:
http://www.rieti.go.jp/jp/
publications/dp/05e003.pdf
155
Harrington(2006),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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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認 罪 為 優 勢 策 略 156
假設某甲與某乙因共同販毒被捕，檢察官需要其中至少一人承認販毒，
才能求處重罰。調查人員將甲乙兩位嫌疑犯分置於兩間隔離房間加以偵訊，
同時對甲乙兩人提示認罪與不認罪的後果，而此後果與同黨認罪與否有密
切之關係。例如某乙認罪，某甲也認罪，兩人同時被判罪 6 年。如果某乙
認罪，某甲不認罪，則某甲判刑 10 年，某乙則因坦白從寬僅判刑 1 年。相
對的，某乙不認罪，某甲採認罪之策略，則某甲獲罪 1 年，某乙則重判 10
年，若某甲亦採不認罪之策略，則甲乙兩人則輕判 3 年。此獲罪之報償以
表 3-1 表示。

表 3-1

囚犯兩難論報償
某

乙
認罪

不認罪

認罪

（6 年，6 年）

（1 年，10 年）

不認罪

（10 年，1 年）

（3 年，3 年）

某
甲

以報償表 3-1 的資料觀察，就某甲而言，某乙採行認罪時某甲最佳策
略是採行認罪策略（6 年刑期較 10 年刑期短）；某乙採行不認罪時，某甲
的最佳策略是認罪（1 年刑期較 3 年刑期短）
，因此就某甲而言，認罪是其
優勢策略（dominant

strategy）
，亦即不管對手某乙採行何種策略，某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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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景翔、潘明如合譯，「產業經濟學-理論與實務」，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4E（2013），頁 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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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策略都是採認罪策略。
以某乙的立場觀察，某甲採行認罪時某乙最佳策略是採行認罪策略（6
年刑期較 10 年刑期短）；某甲採行不認罪時，某乙的最佳策略是認罪策略
（1 年刑期較 3 年刑期短）
，因此就某乙而言，認罪是其優勢策略（dominant
strategy）。因此最後甲乙兩方都會採行認罪之策略，符合檢察官原本之期
待。
以某甲與某乙的總合利益而言，兩人應當採不認罪的策略，因為其總
和刑期為 6 年，相對的，若採行認罪策略時，兩人的總和刑期為 12 年，遠
遠大於不認罪的刑期。但是就個人的角度審視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
萬一對手採行認罪策略，不認罪的人就必須承擔 10 年的刑期，而認罪的人
僅需承擔 1 年的刑期，例如某甲認罪而某乙不認罪，或某乙認罪而某甲不
認罪，兩種結果都是一人刑期銳減而另一人的刑期大幅增加，為保險起見
認罪策略雖不是最好的策，但卻是不必承擔高刑期風險的策略。
「囚犯兩難
的困境」選擇認罪是「犧牲道友，不死貧道」設計，最終會讓涉嫌人自動
選擇認罪的機制。
同樣的，寬恕政策設計的基本基礎，亦是「犧牲道友，不死貧道」機
制的設計，促使聯合行為的廠商爭先向競爭機關認罪，以獲得寬恕的結果。
它所著重的是要參加聯合行為的廠商之一，能夠揭露所有勾結的犯罪事實，
最終讓競爭主管機關能夠依法將違反公平法的廠商受到應有的懲罰。

二 、 不 認 罪 是 優 勢 策 略 157
表 3-1 的報償內容是兩位涉嫌人認罪各受 6 年的刑期，而不認罪時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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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景翔、潘明如合譯，「產業經濟學-理論與實務」，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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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罰 3 年，在訊息不清楚不能勾結的情形之下，兩位涉嫌人最終會在保護
個人利益最大的前提之下，而陷入檢察官設下之陷阱，最後共同選擇認罪
之策略。如果將犯罪的報償數據改成表 3-2 時，則兩位涉嫌人的優勢策略
可能就不是認罪而是不認罪。

表 3-2 囚犯兩難論有死刑報償
某

乙

認罪

不認罪

認罪

（死刑，死刑）

（死刑，10 年）

不認罪

（10 年，死刑）

（3 年，3 年）

某

甲

從表 3-2 的報償資料觀察，就某甲而言，如果他選認罪，不管某乙認
罪還是不認罪，報償結果都是「死刑」
。如果他選擇不認罪，不管某乙認罪
還是不認罪，某甲還有活命的機會，其刑期的長短則看某乙是認罪還是不
認罪，如果某乙認罪揭露若干犯罪事實，某甲可能必須接受較高刑期 10 年，
相反的，若某乙採不認罪的策略，檢察官欠缺所需的證據事實訊息，最終
只能對他處以較低的刑期 3 年。
同理，某乙的選擇，亦如同某甲的選擇，而會選擇不認罪之策略，避
免受到「死刑」的處罰，其刑期的高低則視某甲是選擇認罪或不認罪的影
響，而接受 10 年刑期或 3 年之刑期。以寬恕政策的觀點而言，判死刑相當

Practice, 4E（2013），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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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讓事業一無所有，涉嫌人權衡利害關係，和人類必定自利的思維而論，
相信市場上的事業不會因為正義之目的而讓自己最終一無所有。因此表 32 報償的兩位涉嫌事業，勢必會選擇不認罪之策略，因為那是他們的優勢
策略。

第四節

重 複 賽 局 158

典型的囚犯兩難賽局只進行一次便結束，但是市場實務上的寡占賽局
大都是重複進行，例如中油與台塑化兩家公司油品的批發價的競爭是多次
數的賽局，只要兩家公司繼續存在市場，賽局就會繼續下去，繼續下去的
賽局兩家公司會不會因為｢學習效果｣之關係，最終不會選擇認罪，而會選
擇不認罪，對彼此較為有利之結果呢？
為將現實市場事業存在重複賽局之精神，分析以表 3-3 是通用公司與
西屋公司的利潤報償作為基礎，雙方如果勾結（訂定高價）
，兩家公司都可
獲得 100 億的利潤，若通用採行欺騙策略（訂定低價）則可獲得 120 億元
之利潤，而被欺騙的西屋公司則因價格較高，只能獲得 25 億元的利潤，同
理，若西屋公司採欺騙（訂定低價）之策略，而通用公司相信西屋採行高
價策略，前者可獲得 120 億元之利潤，後者僅能獲得 25 億元之利潤。如果
兩家公司均採欺騙策略（都訂定低價），則兩家公司僅能獲得 80 億元之利
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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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景翔、潘明如合譯，「產業經濟學-理論與實務」，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4E（2013），頁 19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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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通用與西屋公司囚犯兩難論的報償
西

屋 公 司

勾結（高價）

欺騙（低價）

勾結（高價）

（100，100）

（25，120）

欺騙（低價）

（120，25）

（80，80）

通
用
公
司

假設兩家公司預期將在未來的期間競爭，例如時間訂為 10 年，則雙方
在每一季應採取何種策略？假設在類似此型態的重複賽局中，雙方每一回
合的行動策略皆同時進行，而且每額外增加一回合的賽局中，雙方都能瞭
解對手前一期的行動策略。
假設賽局現在進行到最後一回合的第 40 回合（每年有 4 季，10 年共
有 40 季），通用公司會採行其優勢策略的欺騙策略，以求得其最高利益。
同理，西屋公司也會採行相同之策略─欺騙策略，雙方各得 80 億元的利
潤。現在向前一期考量第 39 期的賽局情形，由於已經明瞭第 40 回合之結
果，第 39 回合的策略行為不影響第 40 回合的結果。換言之，西屋公司和
通用公司會將 39 回合視為最後一回合加以處理。兩家公司仍舊會採行優
勢策略，最後的均衡結果為雙方採行低價策略。到了第 38 回合期間，參賽
的兩家公司仍會將其視為最後一回合賽局加以處理，均衡結果仍為雙方均
採行低價策略。依此類推，每一回合的均衡都是雙方均採行低價策略。對
於有限賽局而言，沒有誘因使參賽者在最後一個回合採行高價策略，因此
也沒有誘因使參賽者在之前的任一回合採行高價策略，最讓雙方採行利益
較高的高價策略。
131

現實的問題是大部分的賽局，尤其是寡占賽局都是無限賽局，並沒有
最後賽局之情形，例如上述分析例子裡，西屋公司與通用公司在渦輪發電
機市場的賽局，可預期的是無限賽局。在無限賽局中則沒有最終回合，參
賽者可以利用早期的行為，希望影響競爭者未來的採行策略。在無限賽局
中，通用公司可能相信早期採用高價策略，可以鼓勵西屋公司未來也能採
行相同的高價策略行為。不過在有限期間內，想要讓競爭的雙方透過一方
釋出善意，影響對方採行對雙方更有利的策略似乎是不可能。
換言之，在有限賽局中，企圖由市場一方之業者先釋出善意，從而誘
使對手事業配合，改變原有的策略，讓雙方的利益更大的空間並不容易。
在公平法採用寬恕政策的進一步含意是，寬恕政策僅給競爭者一次的機會，
因此更不可能讓雙方有改變競爭策略的空間，就經濟觀點而言，此限制是
無法讓雙方利益增加，就法律層面而言，此限制會讓競爭雙方為自身之利
益無法規避法律制裁的機會。

第五節

報 復 策 略 159

賽局文獻裡，無限賽局人們會問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在經過多次賽局
的磨合之後，或競爭雙方的事業如果存在以牙還牙（tit-for-tat）的機制，會
不會讓彼此競爭的事業最後回到合作的軌道上。
首先，假定市場事業雙方能夠發現對手的欺騙行為，其次，被欺騙的
事業有能力懲罰欺騙者，若無此兩項條件事業會有強烈的欺騙誘因。假設：
1、第一回合以合作策略開始。2、後續的每一回合，每家事業採取對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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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景翔、潘明如合譯，「產業經濟學-理論與實務」，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4E（2013），頁 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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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合的策略，亦即在第 N 回合時，採行對手在第 N-1 回合採行之策略。
某甲與某乙的利潤報償如表 3-4：
表 3-4 某甲與某乙的利潤報償
某

乙

勾結（高價）

欺騙（低價）

勾結（高價）

（100，100）

（25，120）

欺騙（低價）

（120，25）

（80，80）

某
甲

假定甲乙兩家公司進行賽局，甲公司採用以牙還牙之策略，某乙採行
優勢策略，即採欺騙的低價策略，之後，雙方再跟相同策略的人進行賽局。
假定參賽者認為金錢價值並無時間的差異，也就是說暫時假定金錢的折現
率為零。

一 、 某 甲 與 某 乙 的 賽 局 結 果 160
表 3-5 是某甲與某乙的賽局結果，第一回合因某甲選擇勾結（高價）
，
某乙選擇欺騙（低價），因此某甲受到傷害僅能獲得 25 億元的利潤。相對
的，某乙一開始採行低價的優勢策略，因此在利潤上佔優勢，可獲得 120
億元。第二回合後，某甲因為採行以牙還牙之策略，採行欺騙之策略，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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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繼續採行欺騙策略，雙方僅能獲得 80 億元之利潤，直到第 200 期的賽
局。總和而言，某甲總共可獲得 15945 億元，而某乙則可獲得 16040 億元。
表 3-5 某甲與某乙賽局報償之結果
回合

某甲採行
以牙還牙策略的利潤

某乙採
優勢之利潤

1

勾結（25）

欺騙（120）

2

欺騙（80）

欺騙（80）

3

欺騙（80）

欺騙（80）

：

：

：

200

欺騙（80）

欺騙（80）

總利潤

15945

16040

接著，採行以牙還牙的某甲遭遇到也採行以牙還牙的某丙，欺騙的策
略不會發生在此賽局，因此某甲與某丙都獲得 20000 億元的利潤。賽局之
報償與最終結果以表 3-6 表示：
表 3-6 某甲與某丙賽局報償之結果
回合

某甲採行
以牙還牙策略的利潤

某丙採
以牙還牙策略的利潤

1

勾結（100）

勾結（100）

2

勾結（100）

勾結（100）

3

勾結（100）

勾結（100）

：

：

：

200

勾結（100）

勾結（100）

總利潤

20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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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某乙則遇見採優勢策略的某丙，雙方賽局所獲得報償以表 37 加以表示。由於雙方從頭到尾均採行欺騙的策略，因此每一期大家都僅
能獲得 80 億元之報償，最終每家事業僅能獲得 16000 億元之利潤。

表 3-7

某甲與某丙均採優勢策略賽局之報償結果

回合

某甲採行
以牙還牙策略的利潤

某乙採
優勢之利潤

1

欺騙（80）

欺騙（80）

2

欺騙（80）

欺騙（80）

3

欺騙（80）

欺騙（80）

：

：

：

200

欺騙（80）

欺騙（80）

總利潤

16000

16000

從以上假設性的情境裡，可以發覺最終採行以牙還牙策略的某甲，所
獲得的總利潤為：15945 億元＋20000 億元＝35945 億元。相對的，採行優
勢策略的某乙，最終所獲得的利潤是：16040 億元＋16000 億元＝32040 億
元。以勝負的標準來看，某甲獲得一負一和的結果，某乙則獲得一勝一和
的結果。
以牙還牙的策略是否可以解決囚犯兩難的問題呢？看起來似乎是不可
能，該策略仍然無法保證「勾結策略」一定會出現於賽局的每一回合。不
過以牙還牙策略的分析，仍然可以讓我們獲得許多啟示：1、以牙還牙的策
略溫和的對待競爭者，2、以牙還牙的策略懲罰所有的欺騙策略，3、以牙
還牙的策略原諒回到勾結協議的欺騙者。因此可以以上述三種現象詮釋：
以牙還牙的策略是溫和的策略，因為它從不主動發起侵略性的行為；不過
以牙還牙的策略也是侵略性的策略，因為它懲罰所有的侵略性行為；以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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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牙是寬恕的策略，因為它嘉獎回復至合作協議的欺騙者。
以牙還牙策略的勝利，需要參賽者具有偵測與懲罰欺騙的能力是很重
要的特質。將以牙還牙的勝利一般化，因而認為寡占市場的參賽者都應該
採行以牙還牙的策略，是錯誤的結論。該策略就解決囚犯兩難論的問題會
有致命的缺點。例如在單淘汰制的賽局時，採行以牙還牙策略的參賽者可
能導致提前出局，例如先前之例子，甲、乙於賽局中所採的是單淘汰制，
甲的以牙還牙策略（15945）在第一回合就會被乙的優勢策略（16040）所
淘汰。

二 、 允 許 一 次 隨 機 欺 騙 ， 但 會 報 複 賽 局 之 報 償 161
如果賽局中加入另一條件─隨機選擇欺騙的情況，則雙方都採取以牙
還牙策略的參賽者將會獲得更糟的結果。以通用公司與西屋公司的賽局為
例，如果雙方在前 2 至 10 的賽局可以選擇欺騙的策略，其他回合都採取以
牙還牙的策略，則其彼此的報償以表 3-8 加以表示：

表 3-8 通用與西屋允許一次隨機欺騙之報償
回合

通運公司的策略（利潤）

西屋公司的策略（利潤）

1

勾結（100）

勾結（100）

2

勾結（100）

勾結（100）

3

隨機欺騙（120）

勾結（25）

4

勾結（25）

欺騙（120）

5

欺騙（120）

勾結（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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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勾結（25）

欺騙（120）

7

欺騙（120）

勾結（25）

8

勾結（25）

欺騙（120）

9

欺騙（80）

隨機欺騙（80）

10

欺騙（80）

欺騙（80）

11

欺騙（80）

欺騙（80）

12

欺騙（80）

欺騙（80）

：

：

：

200

欺騙（80）

欺騙（80）

總利潤

15995

15995

從表 3-8 報償結果觀察，允許隨機一次欺騙開始是通用採用欺騙策略，
之後彼此不信任產生輪流欺騙之情形，到了西屋隨機欺騙之後，雙方根本
就不相信對方持續採行欺騙之策略，最終使得雙方均只能獲得 15945 億元
之利潤。它比雙方一開始均採行優勢策略，如表 3-7 報償利潤為 16000 億
元還差。它也比一方採行優勢策略，一方採行以牙還牙策略所獲得利潤
16400 億元，如表 3-5 某乙的報償，還要差。
三 、 允 許 一 次 隨 機 欺 騙 ， 但 不 會 報 複 賽 局 之 報 償 162
假如通用與西屋公司兩家事業採行更和善的策略，容許對手事業一次
欺騙而不報復，而要兩次欺騙才要報復。同樣的假定在 2 到 10 回合中兩家
事業出現一次欺騙之策略，擇期報償以 3-9 報償表加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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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通用與西屋允許一次隨機欺騙不報復之報償

回合

通用電子之策略（利潤）

西屋公司之策略（利潤）

1

勾結（100）

勾結（100）

2

勾結（100）

勾結（100）

3

隨機欺騙（120）

勾結（25）

4

勾結（100）

勾結（100）

5

勾結（100）

勾結（100）

6

勾結（100）

勾結（100）

7

勾結（100）

勾結（100）

8

勾結（100）

勾結（100）

9

勾結（25）

隨機欺騙（120）

10

勾結（100）

勾結（100）

11

勾結（100）

勾結（100）

12

勾結（100）

勾結（100）

：

：

：

200

勾結（100）

勾結（100）

總利潤

19945

19945

在雙方更友善的策略，彼此不追究對手欺騙之行為下，各自的利潤由
15995 億元上升為 19945 億元。
雖然上述更友善賽局的假定，可以使事業雙方的利潤更接近一開始雙
方均採行勾結之策略，如表 3-6 某甲與某丙之報償。但在現實世界裡隨機
選擇策略仍可能因此摧毀有效的勾結，因為在真實的寡占競爭世界裡，降
價或欺騙有可能被對手事業誤認為侵越行為，最後導致雙方的價格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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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使市場雙方產品的價格大幅下跌，除非競爭對手彼此之間能夠採行更友
善之行為。
從以上各種假定所獲得的分析結果，即使雙方彼此釋出最大的善意下，
所獲得賽局分析結果，均證明在理論上參與賽局之事業，仍然可能因為彼
此信任度無法達到 100％，而很難避免欺騙行為的發生，實務上相互「競
爭」的事業，為各自經濟利益的最大，尤其不能期待其彼此之間會有甚麼
善意，因此就出現主管機關設計破壞事業間信任的空間，讓競爭者彼此為
了自己的生存，而可能利用寬恕機制消滅對手事業的動機。

第六節

小結

藉由賽局理論的分析，以及人性是自利的假設之下，寬恕政策的確可
以促使市場參與聯合行為的廠商，為維護自身的最大利益，以及避免受到
最大的傷害，而會選擇「犧牲道友，保護貧道」最佳策略，陷入寬恕政策
所設的囚犯兩難的陷阱。
即使將分析的條件擴充至長期，或是競爭對手有報復的可能時，囚犯
兩難論的結果一樣會繼續存在，表示寬恕政策在理論上一定會發生效果。
目前我國寬恕政策績效不明顯的原因，可能是執行細節的設計有不夠
完備的地方。檢視我國公平會「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或減輕罰鍰實施辦
法」
，以及「檢舉違法行為獎金發放辦法」之規定，初步可以發現：以下兩
項似乎尚有可以調整之空間：一、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之廠商數似乎不
需要到四家廠商，可縮減至兩家廠商，應當就足夠獲取聯合行為「合意」
的證據，由四家廠商改為兩家廠商，會有促進參與聯合行為的廠商，積極
成為第一個檢舉人之效果。二、發放檢舉人的獎金以罰鍰總額的 20％為上
139

限似乎過低，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檢舉人檢舉聯合行為的風險成
本在我國社會非常的高，不用高金額的檢舉獎金彌補其風險貼水（ risk
premium）
，社會上即使有人知道他人從事不法的聯合行為，除了不敢也不
會出面向競爭主管機關進行檢舉。如此，寬恕條款的機制將無法實現，從
而達到遏阻經濟不法行為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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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國、德國、韓國及我國寬恕政策實施成效

美國、德國、韓國及我國「寬恕政策」運用於競爭法執法上，由於各
國競爭法制及刑事司法、行政罰、民事損害賠償及行政調查等體制並不相
同，因此其法律框架難免各有特色（參閱：第二章）。但是，「寬恕政策」
既然利用經濟學上所謂「囚犯兩難」賽局理論設計其誘因機制，藉以吸引
違法聯合行為參與者「窩裡反」
，讓競爭法執法機關得以發現進而掌握違法
聯合行為相關事證，尤其，有如「密室犯罪」一般隱密進行的聯合行為「合
意」證據（參閱：第三章）
，從而有效取締、打擊違法聯合行為，並藉由違
法聯合行為成員可能「窩裡反」所形成的不法行為遭查獲風險，對於潛在
違法聯合行為參與者造成威嚇作用；因此，在「寬恕政策」的制度設計上
呈現諸多跨國別的共通要素，例如：加重對於違法聯行為的處罰，部分國
家甚至對於違法聯合行為採取刑事制裁，藉以拉大申請寬恕獲准者與其他
違法聯合行為成員之間的利害落差，增強執法機關所需法律授權、行政資
源及專業能量以提升其調查能力，讓「寬恕政策」在申請門檻條件上透明
而具有較高可預見性等方面，基本上都「大同小異」。
然而，關於「寬恕政策」實施成效究竟如何，美國、德國及韓國競爭
法執法機關卻普遍無法全面呈現上述「寬恕政策」典範內涵，逐一呈現違
法聯合行為經由「寬恕政策」發現進而取締的執法實效（，往往以「保密」
為由，未主動公布「寬恕政策」適用案件及其處理情形，或遲至數年之後
才選擇性公開相關資訊）
；關於「寬恕政策」所可能造成的嚇阻效果 163，更
163

關於「寬恕政策」的嚇阻效果，以歐盟為主的實證研究結果大多持保留態度，相關說
明，參閱：C. Marvão and G. Spagnolo,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Lenliency
Policies? A Survey of the Empirical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57-80 (2015)。經由「寬恕政策」
查獲因此被取締的違法卡特爾，大多在「窩裡反」之前就已經停止運作；參閱：A. Step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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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以強調「制度」本身的誘因機制加以推估。由於違法聯合行為發生於哪
些產業、牽涉多少違法獲利，競爭法執法機關因此處罰（或求處）多少罰
鍰，除了與各該國家競爭法執法機關權限大小及調查資源多寡、法律授權
的（行政或刑事）制裁措施嚴厲程度有關之外，也涉及各國產業結構及整
體經濟狀況差異，國情差異及年度變化都不小，其實，難以忽略其間差異
勉強跨國進行比較。關於各國實施寬恕政策成效，國內以往相關研究中，
大多也僅藉由各該國家選擇性公開的違法聯合行為案例加以呈現 164。
本章以下，首先將美國、德國、韓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在官方網站所揭
露的聯合行為取締成效及「寬恕政策」申請及／或適用件數統計資料，藉
以呈現跨國別、跨產業別的各國「寬恕政策」實施成效概況。其次，在「寬
恕政策」申請及／或適用件數統計與違法聯合行為取締成效的國際比較基
礎上，詳細展現我國取締違法聯合行為及「寬恕政策」適用案件成果，藉
此在更為廣泛的外在客觀比較條件下，比對我國公平法導入「寬恕政策」
迄今 6 年來的實施成效。

第一節

美國、德國、韓國聯合行為取締數及寬恕政策
申請情形

關於美國、德國、韓國聯合行為取締數及寬恕政策申請情形，本研究
嘗試透過蒐集、整理各該國家競爭法執法機關官方網站上有關寬恕申請及
通過件數，以及，取締違法聯合行為件數等一般客觀數據等，較不涉及事
and A. Nikpay, Leniency Decision-Making from a Corporate Perspective: Complex Realities,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150151 (2015)。
164
參閱：王銘勇，「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1
期，88-90, 98-99（2006）
；顏廷棟，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28-32, 42-49, 51-53, 56-57,
68-7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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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所以選擇不競爭的產業個別化因素，概要說明如下：

一、美國
依據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 2007~2016 年之工作量統計表格整理得出，
因調查開始時主要行為類型為違反薛曼法（Sherman Act）第 1 條「任何契
約、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之組合或共謀，限制州之間或與外國間之貿易或
商業者，違法。任何訂定契約或從事聯合或共謀依上述規定宣告為違法者，
視為重罪，依法院裁量，法人處以 1 億元美金，自然人處以 1 百萬美金或
併科 10 年以下徒刑。」而展開之調查案件數（包含民事及刑事之調查），
2012 年為 31 件、2013 年為 25 件、2014 年為 31 件、2015 年為 39 件、2016
年為 42 件 165。
美國司法部對於違反薛曼法第 1 條規定所提起之民事訴訟案件，2012
年民事起訴案件數有 3 件，有 2 件案件於當年度取得勝訴判決。2013 年民
事起訴案件數有 3 件，有 3 件案件於當年度取得勝訴判決。2014 年民事起
訴案件數 0 件，但有 5 件案件於當年度取得勝訴判決。2015 年民事起訴案
件數有 2 件，有 2 件案件於當年度取得勝訴判決。2016 年民事起訴案件數
有 2 件，有 1 件案件於當年度取得勝訴判決 166。
美國司法部對於違反薛曼法第 1 條規定所提起之刑事訴訟案件，2012
年刑事起訴案件數有 58 件，當年度取得勝訴判決之案件數有 82 件，敗訴
判決 0 件，判決尚未確定之案件數有 43 件。2013 年刑事起訴案件數有 45
件，當年度取得勝訴判決之案件數有 37 件，敗訴判決 0 件，判決尚未確定

165

參閱：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 2007 年-2016 年工作量統計表，ANTITRUST DIVISION
WORKLOAD STATISTICS FY 2007–2016，頁 1。
166
參閱：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 2007 年-2016 年工作量統計表，ANTITRUST DIVISION
WORKLOAD STATISTICS FY 2007 – 2016，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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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案件數有 50 件。2014 年刑事起訴案件數有 37 件，當年度取得勝訴判決
之案件數有 45 件，敗訴判決 0 件，判決尚未確定之案件數有 42 件。2015
年刑事起訴案件數有 54 件，當年度取得勝訴判決之案件數有 40 件，敗訴
判決 1 件，判決尚未確定之案件數有 55 件。2016 年刑事起訴案件數有 39
件，當年度取得勝訴判決之案件數有 30 件，敗訴判決 1 件，判決尚未確定
之案件數有 63 件 167。
而美國司法部對於違反薛曼法第 1 條所提起之民、刑事訴訟案件數多
於因違反薛曼法第 1 條而展開調查之案件數，係同一調查案件但對於各涉
案成員分別提起訴訟所導致，另在民刑事訴訟案件統計中，起訴案件與取
得勝訴判決之案件數有所不同，乃因當年度起訴案件未必會在當年度判決。
關於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自 2012 年~2016 年針對違反薛曼法第 1 條
所展開調查之案件數、民事起訴案件數及刑事起訴案件數整理成下表：

圖 4-1

美國違反薛曼法§1 之案件數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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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所公布之「2016 年刑事執行趨勢圖

167

參閱：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 2007 年-2016 年工作量統計表，ANTITRUST DIVISION
WORKLOAD STATISTICS FY 2007–2016，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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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riminal Enforcement Trends Charts Through Fiscal Year 2016）」，2012
年刑事罰金總額為 11.36 億美元、2013 年刑事罰金總額為 10 億美元、2014
年刑事罰金總額為 12.77 億美元、2015 年刑事罰金總額為 36.31 億美元、
2016 年刑事罰金總額為 3.39 億美元 168。

圖 4-2

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統計之刑事罰款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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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於其官網上公布之「2016 年刑事執行趨勢圖表（Criminal
Enforcement Trends Charts Through Fiscal Year 2016）」，2012 年至 2016 年刑事罰金總金額
之數據整理自「刑事罰款總金額圖表」
，雖各年度罰金總金額並非全部皆為違反薛曼法第
1 條罰金總額，但比對「司法部反托拉斯署 2007-2016 年工作量統計表」及「2016 年刑
事執行趨勢圖表」對於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刑事起訴總案件數：2012 年刑事起訴總案件數
有 67 件，其中 58 件係因違反薛曼法第 1 條遭刑事起訴。2013 年刑事起訴總案件數有 50
件，其中 45 件為違反薛曼法第 1 條遭刑事起訴。2014 年刑事起訴總案件數有 45 件，其
中 37 件為違反薛曼法第 1 條遭刑事起訴。2015 年刑事起訴總案件數有 60 件，其中 54
件為違反薛曼法第 1 條遭刑事起訴。2016 年刑事起訴總案件數有 51 件，其中 39 件為違
反薛曼法第 1 條遭刑事起訴，因此，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於其官網上公布之「2016 年
刑事執行趨勢圖表」中之「刑事罰款總金額圖表」仍具一定參考價值。美國司法部反托
拉斯署公布之「2016 年刑事執行趨勢圖表」連結：https://www.justice.gov/atr/criminalenforcement-fine-and-jail-charts，最近瀏覽日：201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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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國
德國自 2000 年導入「寬恕政策」後，至 2006 年間申請適用寬恕政策
之案件數（每個寬恕申請者算 1 件申請案件）
，分別為 2001 年 2 案（10 件）
、
2002 年 4 案（21 件）、2003 年 2 案（16 件）、2004 年 5 案（7 件）、2005
年 13 案（69 件）、2006 年 6 案（7 件）。

圖 4-3 德國 2001-2006 年申請寬恕案件數統計
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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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自 2003 年 3 月修正「寬恕政策」次年（即 2007 年）後，至 2016
年間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案件數（每個寬恕申請者算 1 件申請案件）
，分別
為 2007 年 41 件、2008 年 42 件、2009 年 24 件、2010 年 56 件、2011 年
41 件、2012 年 51 件、2013 年 66 件、2014 年 72 件、2015 年 76 件、2016
年 59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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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德國 2007-2016 年申請寬恕案件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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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2012 年至 2016 年間卡特爾案件之結案案件數分別為，2012 年 17
件、2013 年 11 件、2014 年 9 件、2015 年 7 件、2016 年 4 件。 169

圖 4-5

德國 2012-2016 年卡特爾結案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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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卡特爾案件結案案件數之數據整理自 BKartA 年報（Jahresbericht）
，對照雙年業
務報告（Tätigkeitsbericht）所附各裁決庭（Beschlussabteilung）案名，
（包含垂直卡特爾）
。
147

此外，德國自 2007 年至 2016 年間，每年自處罰卡特爾之收入（以歐
元為單位）
，各年度罰鍰總金額分別為，2007 年 4 億 3480 萬歐元、2008 年
3 億 1370 萬歐元、2009 年 2 億 9750 萬歐元、2010 年 2 億 6670 萬歐元、
2011 年 1 億 8980 萬歐元、2012 年 3 億 1600 萬歐元、2013 年 2 億 4000 萬
歐元、2014 年 11 億 1700 萬歐元、2015 年 2 億 800 萬歐元、2016 年 1 億
2450 萬歐元。 170

圖 4-6

德國 2007-2016 年卡特爾案件罰鍰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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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韓國
韓國公平會於 2012 年查獲 41 件卡特爾，其中 24 件遭罰鍰處分，總
金額為 3988.66 億韓元。2013 年查獲 45 件卡特爾，其中 28 件遭罰鍰處分，
總金額為 3647.31 億韓元。2014 年查獲 76 件卡特爾，其中 56 件遭罰鍰處
170

參閱：聯邦卡特爾署 2016 年底出版物，成果豐碩的卡特爾取締：有益於經濟即消費
者（Erfolgreiche Kartellverfolgung: Nutzen für Wirtschaft und Verbraucher ），S. 8, 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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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總金額為 7694.28 億韓元。2015 年查獲 88 件卡特爾，其中 63 件遭罰
鍰處分，總金額為 5049.19 億韓元。2016 年查獲 64 件卡特爾，其中 45 件
遭罰鍰處分，總金額為 7560.4 億韓元 171。
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 2012 年至 2015 年同意適用寬恕政策致減免罰鍰
之案件數，分別為 2012 年有 12 件，2013 年有 23 件，2014 年有 44 件，
2015 年有 48 件 172。

圖 4-7

韓國公平會 2012-2016 年適用寬恕政策相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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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 2016 年統計年鑑，2016 년도통계연보 ，36、61。該年鑑將
卡特爾稱「부당공동행위 及 Improper Concerted act」。
172
關於寬恕政策適用案件數整理自：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 2015 年年度報告，2015 Annual
Report，93 頁。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 2016 年年度報告，2016 Annual Report，125 頁。惟
2016 年適用寬恕政策而獲得減免罰鍰之案件數，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目前未公布相關數
據，故圖表中 2016 年未有適用寬恕減免罰鍰案件數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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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韓國公平會 2012-2016 年卡特爾案件罰鍰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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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聯合行為取締數及寬恕政策申請情形

我國公平法「寬恕政策」及「檢舉獎金」制度實施之前，公平會取締
違法聯合行為已分別「依檢舉」或「職權」啟動調查處理程序 173，歷來取締
成效也相當穩定。自 2011 年底我國公平法導入「寬恕政策」後，歷年違法
聯合行為經檢舉或公平會主動調查，其後續裁罰及處分（在爭訟過程中）
維持情形有如本文以下所述；由於相較於美國、德國、韓國，我國公平法
「寬恕政策」實施經驗尚屬有限，因此，針對迄今我國適用「寬恕政策」
的 3 件個案，將特別盤點其已公開行政處分及司法裁判相關資訊，藉以檢
視「實施辦法」在實務應用上所呈現的在地特色及其背後所潛藏議題。

一 、 2 0 1 2 年 至 2017 年 各 年 聯 合 行 為 取 締 情 形

173

參照：公平法第 26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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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2 0 12 年 之 情 形
2012 年因檢舉聯合行為之案件有 52 件，公平會調查後，因違反公平
法中聯合行為之規定而遭處分者有 4 件；因公平會主動展開調查者有 14
件，因違反公平法中聯合行為之規定而遭處分者有 14 件。因此，公平會於
2012 年處分違反聯合行為，共有 18 件處分案，132 家事業。且公平會統計
當年度聯合行為處分案遭法院撤銷者有 4 件 174。
2012 年公平會對於聯合行為所處分之 18 件案件，分別為：被處分人
3 人就其經營之停車場收費金額，以協議之方式聯合漲價，公平會分別裁
罰 50 萬、10 萬、10 萬元罰鍰 175，後受處分人不服提起訴願，遭行政院撤
銷原處分，公平會另處行為人 30 萬、8 萬、8 萬元之罰鍰 176。被處分人龍
宏股份有限公司等 51 家事業，聯合調漲桶裝瓦斯零售價格，遭公平會裁罰
總金額為 1,015 萬元之罰鍰 177。被處分人綠電再生股份有限公司等 12 家事
業，共同協議回收廢電子電器物品的收購價格及分配處理的比例、數量，
遭公平會裁罰總金額為 12,190 萬元整 178，然本案受處分人不服提起訴願，
經行政院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後公平會另為處分，裁罰總金額為 8,050 萬
元 179，但該處分案件後經行政院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而公平會於 102 年
6 月 24 日再次處分，罰鍰總金額為 5,800 萬元 180。被處分人綠電再生股份

174

參閱：公平交易統計年報（2012 年）
，公平交易委員會編印，2013 年 4 月出版，第 1415、20-23、147-174 頁。
175
公平會 101 年 1 月 4 日公處字第 101002 號處分案。本案經行政院 101 年 5 月 3 日院
臺訴字第 1010130080 號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
176
公平會 101 年 7 月 5 日公處字第 101082 號處分案。
177
公平會 101 年 2 月 13 日公處字第 101013 號處分案。
178
公平會 101 年 3 月 2 日公處字第 101019 號處分案。本案經行政院 101 年 8 月 3 日院
臺訴字第 1010139284 號、101 年 8 月 16 日院臺訴字第 1010140229 號、101 年 8 月 22 日
院臺訴字第 1010139663 號、第 1010140941 號及第 1010141282 號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
179
公平會 101 年 10 月 5 日公處字第 101142 號處分案。本案經行政院 102 年 4 月 18 日
院臺訴字第 1020131273 號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
180
公平會 102 年 6 月 24 日公處字第 102096 號處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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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等 13 家廢資訊處理業者，共同協議回收廢資訊物品的收購價格
以及分配處理的比例、數量，遭公平會裁罰罰鍰總金額為 1,810 萬元 181。被
處分人雲林縣液化氣體燃料商業同業公會藉由公會的理、監事會議達成使
公會會員聯合漲價桶裝瓦斯零售價格的合意，後再以分區座談會方式，凝
聚會員間之共識，並實施漲價之行為，遭公平會裁罰 50 萬元之罰鍰 182。台
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理、監事等 18 人利用集會之方式，共同決定台東縣
收購及販賣荖葉、荖花的價格，遭公平會裁罰總金額為 105 萬元 183。被處
分人中華民國律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以召開常務理事會議決議方式，並發函
通知各地方律師公會，請其轉告律師會員，如加入該平台可能違反律師倫
理相關規範，已參加之律師應盡速退出該網站的法律諮詢服務平台，遭公
平會裁罰 50 萬元 184，受處分人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訴願決定撤銷原處
分。被處分人 2 人就「99/100 年期國產大蒜外銷作業費投標案」
，共同協議
投標的金額和數量，遭公平會分別處以 150 萬元及 50 萬元之罰鍰 185，後受
處分人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撤銷原處分。社團法人臺北市記帳士公會
以理事會議決議之方式，發函建議會員執業收費最低標準，遭公平會裁罰
40 萬元 186，本案係受處分人不服公平會於 100 年 5 月 5 日公處字第 100076
號處分書而提起訴願，經行政院 100 年 8 月 24 日院臺訴字第 1000102004
號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後，公平會再為處分之案件。被處分人韓商 Hitachi-

181

公平會 101 年 3 月 2 日公處字第 101020 號處分案。
公平會 101 年 4 月 26 日公處字第 101044 號處分案。
183
公平會 101 年 5 月 9 日公處字第 101051 號處分案。
184
公平會 101 年 5 月 10 日公處字第 101053 號處分案。本案經行政院 101 年 9 月 27 日
院臺訴字第 1010144559 號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
185
公平會 101 年 5 月 18 日公處字第 101056 號處分案。本案行政院 101 年 10 月 4 日院
臺訴字第 1010145431 號及 101 年 11 月 1 日院臺訴字第 1010148133 號訴願決定撤銷原處
分。
186
公平會 101 年 8 月 9 日公處字第 101096 號處分案。本案經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
字第 292 號判決被處分人上訴駁回。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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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 Data Storage Korea Inc. 187、飛利浦建興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8、Sony
Optiarc Inc.

189

、 韓 商

Toshiba-Samsung Storage Technology Korea

Corporation190四家事業間定期以電子信件或電話達成協議、交換訊息，包含
關於投標之順位、價格、產量、新產品等，共同對 Dell Inc.和 Hewlett-Packard
Company 光碟機採購標案進行圍標，遭公平會裁罰總金額合計 5,400 萬元，
本案件是其中一家事業向公平會申請適用寬恕，並獲得公平會免除其全部
罰鍰之案件，此為我國第一件適用寬恕條款之案件 191。被處分人怡星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等 6 家事業於 98 年 5 月至隔年 5 月間，共同購售油羅溪疏
濬的砂石料源，遭公平會裁處總金額為 300 萬元之罰鍰 192。被處分人宓久
企業有限公司等 4 家事業於 100 年 8 月聯合調漲屏東縣東港鹽埔漁港漁業
用冰之價格，遭公平會處罰合計 20 萬元之罰鍰 193。社團法人台中市記帳士
公會之會員守則規定，其中有限制會員「不得以廣告宣傳招攬業務」之條
款，遭公平會命停止該行為，本案無處以罰鍰 194。
2012 年公平會統計因聯合行為遭處分之案件有 18 件，但經案件分析
後，其中 3 件係因受處分人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撤銷原處分後，公平
會再為處分之案件，另上述光碟機採購案因有事業適用寬恕條款，公平會
因而分別處分，屬同一案件但有 4 個不同處分之案號，因此，如以公平會
於 2012 年所查獲之聯合行為數來計算的話，本年度查獲 12 件聯合行為。

187

公平會 101 年 9 月 19 日公處字第 101127 號處分案。
公平會 101 年 9 月 19 日公處字第 101130 號處分案。
189
公平會 101 年 9 月 19 日公處字第 101131 號處分案。
190
公平會 101 年 9 月 19 日公處字第 101132 號處分案，本案經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
字第 212 號判決撤銷確定。
191
參閱：王銘勇，
「公平交易法之寬恕政策與檢舉獎金辦法之分析與檢討」
，公平交易季
刊，第 25 卷第 3 期，第 152 頁（2017）
。
192
公平會 101 年 10 月 3 日公處字第 101138 號處分案。
193
公平會 101 年 11 月 15 日公處字第 101166 號處分案。
194
公平會 101 年 12 月 11 日公處字第 101186 號處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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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公平會於 2012 年針對聯合行為處分案整理
編
號

處分
案號

被處分人

101002
號

1010104

○○○ 君等
三人

龍宏股份有
限公司、長順
利企業有限
公司、大安全
煤氣行、○○
○君 即榮記
煤氣行、天元

2

處分金額

備註

日期

公處字第
1

處分事由

公處字第
101013
號

1010213

液化煤氣行、
國光液化煤
氣行、永全煤
氣有限公司、
弘裕煤氣有
限公司、○○
○君 即大山
煤氣行、三佳
煤氣行、人文
液化煤氣有

三人協議共
同決定其所

處○○○新
臺幣 50 萬元
罰鍰。

經 營 之 停 車 處○○○、○
場收費標準。 ○ ○ 各 新 臺
幣 10 萬元罰
鍰。

經檢舉而展
開調查。
本案經行政
院 101 年 5
月 3 日院臺
訴 字 第
1010130080
號訴願決定
撤銷原處分
案。

處龍宏股份
有限公司新
臺幣 400 萬元
罰鍰。

101 年 1 月龍
宏股份有限
公司等 51 家
事業，聯合調
漲桶裝瓦斯
零售價格。

限公司、○○
○君即榮豐
煤氣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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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長順利企
業有限公司
新臺幣 50 萬
元罰鍰。

因檢舉而展
開調查。

本案業經最
高行政法院
處大安全煤
103 年度判
氣行新臺幣
字第 438 號
35 萬元罰鍰。
判決上訴駁
處 ○ ○ ○ 君 回。
即榮記煤氣
行、天元液化
煤氣行各新
臺幣 30 萬元
罰鍰。

○君即榮冠
煤氣行、○○
○君即得勝
煤氣行、張亦
泰行、全信煤
氣行、友文煤
氣有限公司、

處國光液化
煤氣行、永全
煤氣有限公
司各新臺幣
25 萬罰鍰。

中美行煤氣
有限公司、豐
年煤氣行、榮
光液化煤氣
行有限公司、
○○○君即
嘉友煤氣行、
進益煤氣行、
南山興氣體
有限公司、○
○○君即長
峰瓦斯行、明
裕煤氣有限
公司、怡和成

有限公司、○
○○君即大
山煤氣行、三
佳煤氣行、人
文液化煤氣
有限公司各
新臺幣 20 萬
罰鍰。

處弘裕煤氣

處○○○君
即榮豐煤氣
行、○○○君
即榮冠煤氣
行、○○○君
即得勝煤氣
行、張亦泰
行、全信煤氣
行、友文煤氣
有限公司、中
美行煤氣有
限公司各新
臺幣 15 萬元
罰鍰。

煤氣股份有
限公司、○○
○君即京都
煤氣行、利東
煤氣有限公
司、玉成煤氣
有限公司、天
照煤氣有限
公司、元璟煤
氣有限公司、

處豐年煤氣
行、榮光液化
煤氣有限公
司、○○○君
即嘉友煤氣
行、進益煤氣
行、南山興氣
體有限公司、
○○○君即

中本興記企
業有限公司、
廣成號、嘉義
液化煤氣有
限公司、長峯
氣體有限公
司、○○○君
即天七煤氣
155

行、全成液化
煤氣有限公
司、隆成煤氣
行、金永豐煤
氣行、○○○
君即大雅煤
氣行、大展液

長峰瓦斯行、
明裕煤氣有
限公司、怡和
成煤氣股份
有限公司、○
○○君即京
都煤氣行、利

化煤氣行、正
成液化煤氣
有限公司、○
○○君即小
雅煤氣行、海
國煤氣行、○
○○君即四
川煤氣行、○
○○君即中
福液化煤氣
供應行、三陽
興煤氣有限
公司、○○○
君即威昇煤

東煤氣有限
公司、玉成煤
氣有限公司、
天照煤氣有
限公司、元璟
煤氣有限公
司、中本興記
企業有限公
司各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氣行、○○○
君即東美行、
○○○君即
昇昌煤氣行、
大力液化煤
氣行

峯氣體有限
公司、○○○
○ 君 即天
七煤氣行、三
陽興煤氣有
限公司、全成
液化煤氣有
限公司、隆成
煤氣行、金永
豐煤氣行、○

處廣成號、嘉
義液化煤氣
有限公司、長

○○君即大
雅煤氣行、大
展液化煤氣
行、正成液化
煤氣有限公
司、○○○君
即小雅煤氣
行、海國煤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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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君
即四川煤氣
行、○○○○
君即中福液
化煤氣供應
行、○○○君
即威昇煤氣
行、○○○君
即東美行、○
○○○君即
昇昌煤氣行、
大力液化煤
氣行各新臺
幣 5 萬 元罰
鍰。

處綠電再生
股份有限公
司 新 臺 幣
2,500 萬元罰
鍰。

綠電再生股
份有限公司、
惠嘉電實業
股份有限公

3

公處字第
101019
號

1010302

司、博威特實
業股份有限
公司、宏青企
業股份有限
公司、綠建股
份有限公司、
久發環保工
程股份有限
公司、大祈環
保科技有限
公司、大南方
資源再生股
份有限公司、
瑞原環保有
限公司、可百
勝環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
司、弘光環保

被處分人綠
電再生股份
有限公司等
12 家事業，就
廢電子電器
物品，共同協
議回收的收
購價格及分
配處理的比
例、數量。

處惠嘉電實
業股份有限
公司、博威特
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宏青
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綠建
股份有限公
司各新臺幣
1,500 萬元罰
鍰。
處久發環保
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大祈
環保科技有
限公司、大南

157

民眾反映，
公平會主動
調查。
本案業經行
政院 101 年
8 月 3 日院
臺 訴 字 第
1010139284
號、101 年 8
月 16 日院
臺 訴 字 第
1010140229
號、101 年 8
月 22 日院
臺 訴 字 第
1010139663
號 、 第
1010140941
號 及 第
1010141282
號訴願決定

有限公司、漢
林環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
司

方資源再生
股份有限公
司各新臺幣
1,000 萬元罰
鍰。

撤銷原處分

處瑞原環保
有限公司、可
百勝環保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各新臺
幣 250 萬元罰
鍰。
處弘光環保
有限公司新
臺幣 125 萬元
罰鍰。
處漢林環保
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新臺
幣 65 萬元罰
鍰。

綠電再生股

公處字第
4

101020
號

1010302

份有限公司、
惠嘉電實業
股份有限公
司、博威特實
業股份有限
公司、宏青企
業股份有限
公司、綠建股
份有限公司、
久發環保工
程股份有限
公司、大祈環
保科技有限

處綠電再生
綠電再生股
份有限公司
等 13 家費資
訊處理業者，
就廢資訊物
品共同協議
回收的價格、
分配處理的
數量、比例、
交易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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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
司新臺幣 240
萬元罰鍰。
處惠嘉電實

民眾反映，

業股份有限
公司、博威特

公平會主動
調查。

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宏青
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綠建
股份有限公
司、久發環保

公司、大南方
資源再生股
份有限公司、
瑞原環保有
限公司、弘光
環保有限公
司、全亞冠科

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大祈
環保科技有
限公司、大南
方資源再生
股份有限公
司各新臺幣

技股份有限
公司、城礦資
源股份有限
公司、佳龍科
技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200 萬 元 罰
鍰。
處瑞原環保
有限公司、弘
光環保有限
公司、全亞冠
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各新
臺幣 50 萬元
罰鍰。
處城礦資源
股份有限公
司新 臺幣 20
萬元罰鍰。

被處分人藉
由公會的理、

公處字第
5

101044
號

雲林縣液化
1010426

氣體燃料商
業同業公會

監事會議達
成使公會會
員聯合漲價
桶裝瓦斯零
售價格的合
意，後再以分
區座談會方
式，凝聚會員
間之共識，並
實施漲價之
行為。

159

處新 臺幣 50
萬元罰鍰。

雲林縣政府
去 函 公 平
會，說明雲
林縣桶裝瓦
斯價格較其
他相鄰縣市
高，公平會
主動調查。

處○○○、○
○○、○○○
各新 臺幣 10
萬元罰鍰。
台東縣荖葉
荖花產銷協

6

公處字第
101051
號

1010509

ＯＯ Ｏ等 18
人

會理、監事等
18 人利 用集
會之方式，共
同決定台東
縣收購及販
賣荖葉、荖花
的價格。

處○○○、○
○○、○○
○、○○○、 因民眾檢舉
○○○、○○ 而 展 開 調
○、○○○、 查。
○○○、○○
○、○○○、
○○○、○○
○、○○○、
○○○、○○
○各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被處分人以

7

公處字第
101053
號

1010510

中華民國律
師公會全國
聯合會

召開常務理
事會議決議
方式，並發函
通知各地方
律師公會，請
其轉告律師
會員，如加入
該平台可能
違反律師倫
理相關規範，
已參加之律
師應盡速退
出該網站的
法律諮詢服
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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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檢舉展開
調查。
本案業經行
處新 臺幣 50
萬元罰鍰。

政院 101 年
9 月 27 日院
臺 訴 字 第
1010144559
號訴願決定
撤 銷 原 處
分。

農糧署移送
之案件，公
平會依職權
主動調查。
被處分人就

8

公處字第
101056
號

1010518

甲○○君、乙
○○君

「 99/100 年
期國產大蒜
外銷作業費
投標案」，共
同協議投標
的金額和數
量。

處甲○○君
新臺幣 150 萬
元罰鍰。
處乙○○君
新臺幣 50 萬
元罰鍰。

本案業經行
政院 101 年
10 月 4 日院
臺 訴 字 第
1010145431
號及 101 年
11 月 1 日院
臺 訴 字 第
1010148133
號訴願決定
撤 銷 原 處
分。

(本案原處

甲○○君等
9

公處字第
101082
號

1010705

甲○○君、乙
○○君、丙○
○君

三人共同協
議決定其停
車場之收費
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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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甲○○新
臺幣 30 萬元
罰鍰。
處乙○○、丙
○○各新臺
幣 8 萬 元罰
鍰。

分公處字第
101002 號，
前經行政院
101 年 5 月
3 日院臺訴
字
第
1010130080
號訴願決定
撤銷處分。)

(本案原處
分 100 年 5
月 5 日公處
字
第
100076 號
處分書，經

10

公處字第
101096
號

1010809

社團法人臺
北市記帳士
公會

被處分人以
理事會議決
議之方式，發
函建議會員

處新 臺幣 40
萬元罰鍰。

執業收費最
低標準。

行政院 100
年 8 月 24 日
院臺訴字第
1000102004
號訴願決定
撤 銷 原 處
分。)
本案經最高
行 政 法 院
103 年度判
字第 292 號
判決被處分
人上訴駁回

四家事業間
定期以電子
信件或電話
達成協議、交

公處字第
11

101127
號

1010919

韓商 HitachiLG
Data
Storage Korea
Inc.

換訊息，包含
關於投標之
順位、價格、 處 新 臺 幣
產量、新產品 1600 萬 元 罰
等 ， 共 同 對 鍰。
Dell Inc. 和
HewlettPackard
Company 光
碟機採購標
案進行圍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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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司法部
於 100 年 11
月 8 日公布
其與日立樂
金資料儲存
股份有限公
司 ( 即
Hitachi-LG
Data
Storage
Inc.)達成認
罪 協 商 協
議，公平會
主動調查

四家事業間
定期以電子
信件或電話
達成協議、交
換訊息，包含
關於投標之
12

13

公處字第
101130
號

公處字第
101131
號

1010919

1010919

飛利浦建興
數位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Sony Optiarc
Inc.

順位、價格、
處新臺幣 800
產量、新產品
萬元罰鍰。
等，共同對
Dell Inc. 和
HewlettPackard
Company 光
碟機採購標
案進行圍標。

四家事業間
定期以電子
信件或電話
達成協議、交
換訊息，包含
關於投標之
順位、價格、
處新臺幣 500
產量、新產品
萬元罰鍰。
等，共同對
Dell Inc. 和
HewlettPackard
Company 光
碟機採購標
案進行圍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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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主動
調查。

公平會主動
調查。

四家事業間

14

公處字第
101132
號

1010919

韓商 ToshibaSamsung
Storage
Technology
Korea
Corporation

定期以電子
信件或電話
達成協議、交
換訊息，包含
關於投標之
順位、價格、 處 新 臺 幣
產量、新產品 2500 萬 元 罰
等 ， 共 同 對 鍰。
Dell Inc. 和
HewlettPackard
Company 光
碟機採購標
案進行圍標。

公處字第
101138
號

1011003

本案業經最
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
字第 212 號
判決撤銷確
定。

處怡星企業
股份有限公
司、○○○
君各新臺幣
80 萬元罰鍰。

怡星企業股

15

公平會主動
調查。

份有限公司、
怡星企業股
○○○ 君、
份有限公司
尖石工業股
等 6 家事業於
份有限公司、
98 年 5 月至
義興砂石有
隔年 5 月間，
限公司、新壢
共同購售油
環保科技有
羅溪疏濬的
限公司、大山
砂石料源。
土石股份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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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尖石工業
股份有限公
司、義興砂石
有限公司各
新臺幣 50 萬
罰鍰。
處新壢環保
科技有限公
司、大山土石
股份有限公
司各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

公平會主動
調查。

處綠電再生
股份有限公
司 新 臺 幣
1,700 萬元罰
鍰。
綠電再生股
份有限公司、
惠嘉電實業
股份有限公
司、博威特實
業股份有限
公司、宏青企
業股份有限
公司、綠建股 被 處 分 人 綠
份有限公司、 電 再 生 股 份

16

公處字第
101142
號

1011005

久發環保工
程股份有限
公司、大祈環
保科技有限
公司、大南方
資源再生股
份有限公司、
瑞原環保有
限公司、可百
勝環保科技

有限公司等
12 家事業，就
廢電子電器
物品，共同協
議回收的收
購價格及分
配處理的比
例、數量。

股份有限公
司、弘光環保
有限公司、漢
林環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
司

處惠嘉電實
業股份有限
公司、博威特
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宏青
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各新
臺幣 1,000 萬
元罰鍰。
處綠建股份
有限公司新
臺幣 800 萬元
罰鍰。
處久發環保
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大祈
環保科技有
限公司、大南
方資源再生
股份有限公
司各新臺幣
700 萬 元 罰
鍰。
處瑞原環保
有限公司、可
百勝環保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各新臺
幣 170 萬元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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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原處
分公處字第
101019 號
處分書，前
遭行政院撤
銷原處分。)

本案業經行
政院 102 年
4 月 18 日院
臺 訴 字 第
1020131273
號訴願決定
撤 銷 原 處
分。

鍰。
處弘光環保
有限公司新
臺幣 80 萬元
罰鍰。
處漢林環保
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新臺
幣 30 萬元罰
鍰。

宓久企業有
限公司、永泉
公處字第
17

101166
號

1011115

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振順
製冰股份有
限公司、○○
○君即勝興
製冰廠

被處分人宓
久企業有限
公司等 4 家事
業於 100 年 8
月聯合調漲
屏東縣東港
鹽埔漁港漁
業用冰之價
格。

處宓久企業
有限公司、永
泉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振
順製冰股份
有限公司、○
○○ 君 即
勝興製冰廠
各新臺幣 5 萬
元罰鍰。

民眾反映，
公平會主動
調查。

被處分人之

18

公處字第
101186
號

1011211

社團法人台
中市記帳士
公會

會員守則規
定，其中有限
制會員「不得
以廣告宣傳
招攬業務」之
條款。

停止違法行
為，無罰鍰處
分。

民眾反映，
公平會主動
調查。

（ 二 ） 2 0 13 年 之 情 形
2013 年檢舉聯合行為案件有 28 件，公平會調查後，因違反聯合行為
166

而遭處分者有 3 件；因公平會主動調查聯合行為案件有 4 件，處分違法者
4 件。因此，公平會於 2013 年合計處分違反聯合行為之處分案件共 7 件，
57 家事業。且公平會統計當年度聯合行為處分遭法院撤銷者有 2 件 195。
2013 年公平會對於聯合行為所處分之 7 件處分案件，分別為：被處分
人六通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 9 家民營車用液化石油氣加氣站業者，於 100
年 3 月 22 日餐敘中達成合意，同意於隔月即 4 月間取消現金折扣，遭公
平會裁罰合計 206 萬罰鍰 196。被處分人麥寮汽電股份有限公司等 9 家民營
電廠，透過合意拖延戰術之方式，聯合拒絕調整其與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
司間之購售電費率，遭公平會裁罰合計 63 億 2,000 萬元 197，被處分人不服
提起訴願，行政院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公平會於同年 11 月間再次處分，
本案裁罰罰鍰合計 60 億 5,000 萬元 198，然本案遭行政院撤銷原處分，公平
會於 103 年 7 月 10 日再次重新處分，罰鍰總金額為 60 億 700 萬元 199。被
處分人三通起重工程有限公司等 8 家事業以聚會之方式，共同決定於 101
年 5 月初調漲花蓮縣吊車起重業務之承攬服務價格，遭民眾檢舉公平會展
開調查後處以總金額為 80 萬元之罰鍰 200。被處分人大統益股份有限公司等
5 家事業共同合意於 96 年 6、7 月間，進行 2 次合船自國外進口黃豆，遭
195

參閱：公平交易統計年報（2013 年）
，公平交易委員會編印，2014 年 4 月出版，第 1920、25-27、29、162-187 頁。
196
公平會 102 年 1 月 31 日公處字第 102016 號處分案。
197
公平會 102 年 3 月 15 日公處字第 102035 號處分案。本案經行政院 102 年 9 月 12 日
院臺訴字第 1020146733、1020147184、1020147185、1020147186、1020147187、1020147198、
1020147226、1020147251、1020147255 號訴願決定罰鍰部分撤銷。
198
公平會 102 年 11 月 13 日公處字第 102192 號處分案。本案業經行政院 103 年 5 月 9
日 院 臺 訴 字 第 1030134098 、 1030134131 、 1030134133 、 1030134135 、 1030134124 、
1030134118、1030134126、1030134121、1030134129 號訴願決定撤銷。
199
公平會 103 年 7 月 10 日公處字第 103090 號處分案。本案所有處分流程可參閱立法院
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0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20 日印發，院總第 887 號政府提案第 15350 號之 718，案由：經濟部函送台電公司「104
年度向民營電廠請求損害賠償訴訟」書面報告，請查照案。目前該案仍在行政法院訴訟
中。
200
公平會 102 年 3 月 21 日公處字第 102039 號處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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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處以罰鍰總金額為 160 萬元 201。被處分人綠電再生股份有限公司等
12 家事業，就廢電子電器物品，共同協議回收的收購價格及分配處理的比
例、數量，此案原處分遭行政院訴願決定撤銷，公平會第三次處分之案件，
罰鍰總金額為 5,800 萬元 202。被處分人 5 家火雞銷售業者為了避免與競爭
者間進行火雞銷售價格之競爭，於 101 年 7 月間，共同要求上游的雛火雞
供應業者，以停止提供雛火雞給競爭者之方式，迫使競爭者出面與渠等協
商火雞之銷售價格，藉以調高火雞之售價，遭公平會罰鍰合計 25 萬元 203。
公平會於 2013 年的 8 件聯合行為處分案件發現，其中 2 件為上述提
及之 9 家民營電廠案件，1 件係公平會於 2012 年對綠電再生股份有限公司
等 12 家事業回收廢電子電器案件之處分案遭行政院廢棄原處分而再為處
分案件，因此，如以公平會於 2013 年所查獲之聯合行為數來計算的話，本
年度公平會查獲 6 件聯合行為。

表 4-2 公平會於 2013 年針對聯合行為處分案整理
編
號

1

案號

公處字
第
102016
號

處分日
期

1020131

被處分人

處分事由

處分金額

六通開發股
份 有 限 公
司、瑞山液
化石油氣汽
車加氣站股
份 有 限 公
司、大台北
加氣站股份

六通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
等 9 家民營車
用液化石油
氣加氣站業
者，於 100 年
3 月 22 日餐
敘中達成合

處六通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新臺幣
36 萬元罰鍰。

201

處瑞山液化石油
氣汽車加氣站股
份有限公司及大
台北加氣站股份

備註

因檢舉而
展開調查

公平會 102 年 5 月 29 日公處字第 102073 號處分案。本件業經行政院院臺訴字第
1020154978 號決定書確定全部撤銷。
202
公平會 102 年 6 月 24 日公處字第 102096 號處分案。
203
公平會 102 年 10 月 23 日公處字第 102178 號處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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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西歐加油站
股份有限公
司、新安和
加氣站股份
有限公司、
莒光路加氣

意，同時於隔 有 限 公 司 各 新 臺
月即 4 月間取 幣 32 萬元罰鍰。
消現金折扣。
處西歐加油站股
份有限公司新臺
幣 26 萬元罰鍰。
處新安和加氣站
股份有限公司、莒
光路加氣站股份
有限公司及大中
和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各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

站股份有限
公司、大中
和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鈉叡股份有
限公司、金
玉盟股份有
限公司

處鈉叡股份有限
公司及金玉盟股
份有限公司各新
臺幣 10 萬元罰鍰。

2

公處字
第
102035
號

1020315

麥寮汽電股

處麥寮汽電股份

份 有 限 公
司、和平電
力股份有限
公司、長生
電力股份有

有限公司新臺幣
18 億 5,000 萬元罰
鍰

限公司、新
桃電力股份
有限公司、
森霸電力股
份 有 限 公
司、星能電
力股份有限
公司、國光
電力股份有
限公司、嘉
惠電力股份
有限公司、
星元電力股

麥寮汽電股
份有限公司
等 9 家民營電
廠，透過合意
拖延戰術之
方式，聯合拒
絕調整其與
台灣電力股
份有限公司
間之購售電
費率。

處和平電力股份
有限公司新臺幣
13 億 5,000 萬元罰
鍰
處長生電力股份
有限公司新臺幣 6
億 4,000 萬元罰鍰
處新桃電力股份
有限公司新臺幣 5
億 8,000 萬元罰鍰
處森霸電力股份
有限公司新臺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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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主
動調查。
本案業經
行 政 院
102 年 9 月
12 日院臺
訴 字 第
10201467
33
、
10201471
84
、
10201471
85
、
10201471
86
、
10201471
87
、
10201471

億 3,000 萬元罰鍰

份有限公司

處星能電力股份
有限公司新臺幣 4
億 3,000 萬元罰鍰
處國光電力股份
有限公司新臺幣 4
億 1,000 萬元罰鍰

98
、
10201472
26
、
10201472
51
、
10201472
55 號訴願
決定罰鍰
部分撤銷

處嘉惠電力股份
有限公司新臺幣 4
億元罰鍰
處星元電力股份
有限公司新臺幣 1
億 3,000 萬元罰鍰

三通起重工

處三通起重工程
有限公司、統傑機
械工程有限公司

程 有 限 公
司、統傑機

3

公處字
第
102039
號

1020321

械工程有限
公司、○○
○君即長雄
機 械 工 程
行、巨業起
重工程有限
公司、東見
汽車實業有
限公司、○
○○君即大
統起重工程
行、○○○
君即宏威起
重工程行、

各新臺幣 20 萬元
罰鍰。
三通起重工
程有限公司
等 8 家事業以
聚會之方式，
共同決定於
101 年 5 月初
調漲花蓮縣
吊車起重業
務之承攬服
務價格。

處○○○君即長
雄機械工程行新
臺幣 15 萬元罰鍰。
處 巨 業 起 重 工 程 民眾檢舉
有限公司、東見汽
車實業有限公司、
○○○君即大統
起重工程行、○○
○君即宏威起重
工程行、○○○君
即大雄機械工程
行各新臺幣 5 萬元
罰鍰。

○○○君即
大雄機械工
程行

170

處大統益股份有
限公司新臺幣 65
萬元罰鍰。

4

公處字
第
102073
號

1020529

大統益股份
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股

大統益股份

份 有 限 公
司、美藍雷
股份有限公
司、大成長

有限公司等 5
家事業共同
合意於 96 年
6、7 月間，進

城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泰華油脂工
業股份有限
公司

行 2 次合船自
國外進口黃
豆。

處統一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

公平會主
動調查。

處美藍雷股份有
限公司新臺幣 25
萬元罰鍰。

本件業經
行政院院
臺訴字第
10201549

78 號決定
處大成長城企業
書確定全
股份有限公司新
部撤銷。
臺幣 10 萬元罰鍰。
處泰華油脂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新
臺幣 10 萬元罰鍰。

綠電再生股
份 有 限 公
司、惠嘉電
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博

5

公處字
第
102096
號

1020624

威特實業股
份 有 限 公
司、宏青企
業股份有限
公司、綠建
股份有限公
司、久發環
保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大祈環保科
技 有 限 公
司、大南方
資源再生股

處綠電再生股份
有限公司新臺幣
1,250 萬元罰鍰。
被處分人綠
電再生股份
有限公司等
12 家事業，就
廢電子電器
物品，共同協
議回收的收
購價格及分
配處理的比
例、數量。

處惠嘉電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博威
特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宏青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各新
臺幣 750 萬元罰
鍰。
處綠建股份有限
公司新臺幣 600 萬
元罰鍰。
處久發環保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新
臺幣 550 萬元罰

171

(本案第一
次處分公
處 字 第
101019 號
處分書，
經行政院
撤銷原處
分後，公
平會再為
處分公處
字
第
101142 號
處分書，
仍遭行政
院 102 年 4
月 18 日院
臺訴字第
10201312

鍰。

份 有 限 公
司、瑞原環
保 有 限 公
司、可百勝
環保科技股
份 有 限 公
司、弘光環

處大祈環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新
臺幣 450 萬元罰
鍰。
處大南方資源再
生股份有限公司
新臺幣 350 萬元罰
鍰。

保 有 限 公
司、漢林環
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處瑞原環保有限
公司新臺幣 160 萬
元罰鍰。
處可百勝環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臺幣 120 萬元罰
鍰。
處弘光環保有限
公司新臺幣 50 萬
元罰鍰。
處漢林環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新
臺幣 20 萬元罰鍰。

172

73 號訴願
決定撤銷
原處分。)

ＯＯＯ君等 5
家業者為了
避免與競爭
者間進行火
雞銷售價格
之競爭，於

6

公處字
第
102178
號

1021023

101 年 7 月
間，共同要求
甲○○、乙
上游的雛火
○○、丙○
雞供應業者，
○、丁○○、
以停止提供
戊○○
雛火雞給競
爭者之方式，
迫使競爭者
出面與渠等
協商火雞之

處甲○○、乙○
○、丙○○、丁○
○、戊○○各新臺
幣 5 萬元罰鍰。

經檢舉展
開調查。

銷售價格，藉
以調高火雞
之售價。

7

公處字
第
102192
號

1021113

麥寮汽電股
份 有 限 公
司、和平電
力股份有限
公司、長生
電力股份有
限公司、新
桃電力股份
有限公司、
森霸電力股
份 有 限 公
司、星能電
力股份有限
公司、國光
電力股份有
限公司、嘉
惠電力股份
有限公司、

麥寮汽電股
份有限公司
等 9 家事業，
透過合意拖
延戰術之方
式，聯合拒絕
調整其與台
灣電力股份
有限公司間
之購售電費
率。

處麥寮汽電股份
有限公司新臺幣
18 億 2,000 萬元罰
鍰。
處和平電力股份
有限公司新臺幣
13 億 2,000 萬元罰
鍰
處長生電力股份
有限公司新臺幣 6
億 1,000 萬元罰鍰
處新桃電力股份
有限公司新臺幣 5
億 5,000 萬元罰鍰
處森霸電力股份

173

(原處分公
處 字 第
102035 號
遭行政院
訴願決定
撤銷原處
分)

本案業經
行 政 院
103 年 5 月
9 日院臺
訴 字 第
10301340
98
、
10301341

有限公司新臺幣 5
億元罰鍰

星元電力股
份有限公司

處星能電力股份
有限公司新臺幣 4
億元罰鍰
處國光電力股份
有限公司新臺幣 3
億 8,000 萬元罰鍰
處嘉惠電力股份
有限公司新臺幣 3
億 7,000 萬元罰鍰
處星元電力股份
有限公司新臺幣 1
億元罰鍰

31
、
10301341
33
、
10301341
35
、
10301341
24
、
10301341
18
、
10301341
26
、
10301341
21
、
10301341
29 號訴願
決定撤銷

（ 三 ） 2 0 14 年 之 情 形
2014 年檢舉聯合行為案件有 26 件，公平會調查後，被處分人因違反
聯合行為遭處分者有 4 件；因公平會主動展開調查聯合行為之案件有 2 件，
遭處分者 2 件。因此，公平會於 2014 年違反聯合行為之處分案件共 6 件，
38 家事業。且依據公平會當年度年報中之統計表格，2014 年對於聯合行為
案件未有遭法院撤銷處分之案件 204。
2014 年公平會對於聯合行為共有 6 件處分案，分別為：被處分人社團
法人桃園縣地政士公會以會議決議方式，印製收費參考表提供給公會會員，
遭公平會處新臺幣 40 萬元罰鍰 205。被處分人永登瀝青有限公司等 16 家事
204

參閱：公平交易統計年報（2014 年）
，公平交易委員會編印，2015 年 4 月出版，第 1920、25-27、29、161-178 頁。
205
公平會 103 年 1 月 23 日公處字第 103012 號處分案。
174

業，於 99 年 8 月至隔年 10 月間，共同合意並決定向供應瀝青混凝土之下
游客戶收取每公噸 200 元之穩定基金，導致臺南地區的瀝青混凝土價格上
漲，因此遭公平會裁罰合計 3,950 萬元 206。被處分人山慶瀝青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等 7 家事業，以不定期聚會之方式，合意彼此間不削價競爭、相互
調料的價格相同，以及同幅調漲瀝青混凝土之售價，遭公平會裁罰合計
2,050 萬元罰鍰 207。被處分人麥寮汽電股份有限公司等 9 家事業，透過合意
拖延戰術之方式，聯合拒絕調整其與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間之購售電費
率，遭公平會處以罰鍰合計 60 億 700 萬元 208，本處分案為 2013 年公平會
處分案件，因遭行政院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公平會再次重為處分之案件。
被處分人高雄市私立北一升學文理工商管理短期補習班等 4 家補習班，達
成合意，依各補習班實際招生人數，就某些部分專業科目合併開課，同師
資、同教材，並分配開課之補習班，遭公平會處以罰鍰總金額為 20 萬元 209。
被處分人社團法人高雄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以理、監事會議決議之方式，
對於公會會員自由決定投標金額予以限制，遭公平會裁罰新臺幣 40 萬元
罰鍰 210。
2014 年公平會處分之 6 件處分案件，其中一件為 2013 年公平會處分
之 9 家民營電廠案件遭行政院撤銷原處分，公平會重為處分之案件，因此，
公平會於 2014 年查獲 5 件聯合行為案件。

206

公平會 103 年 4 月 16 日公處字第 103044 號處分案。本案經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裁字
第 1524 號裁定確定原處分關於建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部分撤銷。
207
公平會 103 年 4 月 16 日公處字第 103045 號處分案。
208
公平會 103 年 7 月 10 日公處字第 103090 號處分案。
209
公平會 103 年 9 月 1 日公處字第 103107 號處分案。
210
公平會 103 年 11 月 4 日公處字第 103134 號處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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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公平會於 2014 年針對聯合行為處分案
編
號

1

案號

公
字

處
第

10301
2號

處分
日期

被處分人

處分事由

2

備註

被處分人以會
1030123

社團法人桃
園縣地政士
公會

議決議方式，
印製收費參考
表提供給公會
會員。

永登瀝青有
限公司、佑晟
瀝青企業有
限公司、景皇
營造有限公
司、新統企業
股份有限公
司、展源瀝青
股份有限公

公 處
字 第
10304
4號

處分金額

1030416

處新臺幣 40 萬
元罰鍰。

檢舉

處永登瀝青有
限公司、佑晟瀝
青企業有限公

永登瀝青有限
公司等 16 家
事業，於 99 年
司、坤慶瀝青 8 月至隔年 10
工 業 股 份 有 月間，共同合
限公司、建生 意並決定向供
實 業 股 份 有 應瀝青混凝土
限公司、智勝 之下游客戶收
瀝 青 拌 合 工 取每公噸 200
廠有限公司、 元 之 穩 定 基
永 晟 瀝 青 實 金，導致臺南
業有限公司、 地區的瀝青混
士成興業有 凝 土 價 格 上
限公司、永鵬 漲。
瀝青有限公
司、宏展瀝青
有限公司、東

司、景皇營造有
限公司各新臺
幣 500 萬 元 罰
鍰。
處新統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展
源瀝青股份有
限公司、坤慶瀝
青工業股份有

本案業經
最高行政
法院 105
年裁字第

限公司、建生實
業股份有限公
司、智勝瀝青拌
合工廠有限公
司、永晟瀝青實
業有限公司各
新臺幣 300 萬元
罰鍰。

1524 號
裁定確定
原處分關
於建中工
程股份有
限公司部
分撤銷。

處士成興業有
限公司、永鵬瀝
青有限公司、宏
展瀝青有限公
司、東柏有限公

柏有限公司、
富廣鑫瀝青
混凝土有限
公司、季豐瀝
176

公平會主
動調查。

青有限公司、
建中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司、富廣鑫瀝青
混凝土有限公
司、季豐瀝青有
限公司各新臺
幣 100 萬 元 罰
鍰。
處建中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新
臺幣 50 萬元罰
鍰。
處山慶瀝青工
業股份有限公
司新臺幣 630 萬
元罰鍰。

3

公 處
字 第
10304
5號

1030416

山慶瀝青工
業股份有限
公司、石庫瀝
青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光
利瀝青工業
有限公司、廷
隆瀝青工業
股份有限公
司、宏基瀝青
有限公司、勇
宗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益
興瀝青股份
有限公司

山慶瀝青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等 7 家事業以
不定期聚會之

處石庫瀝青工
業股份有限公
司新臺幣 510 萬
元罰鍰。
處光利瀝青工

方式，合意彼
此間不削價競

業有限公司新
臺幣 300 萬元罰
鍰。

爭、相互調料
之價格一致及
同幅調漲瀝青
混凝土之售
價。

處廷隆瀝青工
業股份有限公
司新臺幣 260 萬
元罰鍰。
處宏基瀝青有
限公司新臺幣
240 萬元罰鍰。
處勇宗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新
臺幣 60 萬元罰
鍰。

177

公平會主
動調查。

處益興瀝青股
份有限公司新
臺幣 50 萬元罰
鍰。

處麥寮汽電股
份有限公司新
臺幣 18 億 1,300
萬元罰鍰。

麥寮汽電股
份有限公司、
和平電力股

公
4

處

字 第
10309
0號

1030710

份有限公司、
長生電力股
份有限公司、
新桃電力股
份有限公司、
森霸電力股
份有限公司、
星能電力股
份有限公司、
國光電力股
份有限公司、
嘉惠電力股
份有限公司、
星元電力股
份有限公司

麥寮汽電股份
有限公司等 9
家事業，透過
合意拖延戰術
之方式，聯合
拒絕調整其與
台灣電力股份
有限公司間之
購售電費率。

處和平電力股
份有限公司新
臺幣 13 億 2,000
萬元罰鍰。

(原處分

處長生電力股

公處字第
102035

份有限公司新
臺幣 6 億 1,000
萬元罰鍰。
處新桃電力股
份有限公司新
臺幣 5 億 4,800
萬元罰鍰。
處森霸電力股
份有限公司新
臺幣 4 億 8,900
萬元罰鍰。
處星能電力股
份有限公司新
臺幣 3 億 9,200
萬元罰鍰。
處國光電力股
份有限公司新
臺幣 3 億 7,100
萬元罰鍰。

178

號遭行政
院訴願決
定撤銷原
處分；而
後，公平
會公處字
第
102192
號 之 處
分，亦遭
行政院訴
願決定撤
銷 原 處
分。)

處嘉惠電力股
份有限公司新
臺幣 3 億 6,400
萬元罰鍰。
處星元電力股
份有限公司新
臺 幣 1 億元 罰
鍰。

高雄市私立

公
5

6

北一升學文
理工商管理
短期補習班、
高雄市私立
北一鳴志文

處

字 第
10310
7號

公 處
字 第
10313
4號

1030901

1031104

理短期補習
班、高雄市私
立統一文理
會計短期補
習班、高雄市
私立鳴志升
學文理短期
補習班

社團法人高
雄市不動產
估價師公會

高雄市私立北
一升學文理工
商管理短期補
習班等 4 家補
習班，達成合
意，依各補習
班實際招生人
數，就某些部
分專業科目合
併開課，同師
資、同教材，並
分配開課之補
習班。

被處分人以
理、監事會議
決議之方式，
對於會員自由
決定投標金額
予以限制。

179

處高雄市私立
北一升學文理
工商管理短期
補習班、高雄市
私立北一鳴志
文理短期補習
班、高雄市私立
統一文理會計
短期補習班及
高雄市私立鳴
志升學文理短
期補習班各新
臺幣 5 萬元罰
鍰。

處新臺幣 40 萬
元罰鍰。

民 眾 檢
舉。

檢舉

（ 四 ） 2 0 15 年 之 情 形
2015 年遭檢舉之聯合行為案件有 8 件，公平會調查後處分違法案件有
2 件；而公平會主動展開調查之聯合行為案件有 10 件，調查後處分違法案
件 10 件。當年度合計違反聯合行為遭公平會處分之案件共 12 件，32 家事
業。而依據 2015 年年報中之統計表格，對於聯合行為案件未有被法院撤銷
處分案件 211。
2015 年因聯合行為遭公平會處分之案件為 12 件，分別為：被處分人
喜多納企業有限公司等 13 家事業均係高屏地區從事電臺廣告藥品銷售的
供應商，透過聚會之方式，要求下游廠商事業按照建議售價銷售電台廣告
藥品，遭公平會處以罰鍰共 1,030 萬元 212。被處分人香港商三洋聯合有限
公司商用設備分公司 213與翔菱冷凍空調設備有限公司 214，就大潤發流通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店及平鎮店冷凍冷藏改裝設備招標工程合意圍標，遭
公平會分別處以罰鍰 100 萬元及 50 萬元。被處分人魚中魚水族寵物有限
公司等 7 家事業，透過台南市寵物業者聯誼座談會之方式，共同決議不為
價格之競爭，並且要求上游供應商對於不配合者施以控管出貨及斷貨待遇，
遭公平會處以罰鍰合計 1,285 萬元 215。被處分人香港商 SANYO Electric
(Hong Kong) Ltd. 216、日商 Rubycon Corporation 217、日商 Nippon Chemi-Con

211

參閱：公平交易統計年報（2015 年）
，公平交易委員會編印，2016 年 4 月出版，第 1920、25-27、29、163-177 頁。
212
公平會 104 年 3 月 27 日公處字第 104023 號處分案。原係公平會於 98 年 1 月 19 日公
處字第 098022 號處分書予以處分，被處分人等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以 101 年度訴更一字第 2、9、10、11、12、13 號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裁處罰鍰部
分均撤銷在案。又本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訴更一字第 33 號判決關於喜多納企業
有限公司等 8 事業原處分撤銷。
213
公平會 104 年 8 月 17 日公處字第 104069 號處分案。
214
公平會 104 年 8 月 17 日公處字第 104070 號處分案。
215
公平會 104 年 10 月 14 日公處字第 104100 號處分案。
216
公平會 104 年 12 月 16 日公處字第 104133 號處分案。
217
公平會 104 年 12 月 16 日公處字第 104134 號處分案。
180

Corporation、香港商 Hongkong Chemi-Con Limited、台灣佳美工股份有限
公司 218、日商 ELNA Co., Ltd. 219 、香港商 Nichicon (Hong Kong) LTD. 220，
多次利用電話、見面、會議等方式聯繫，交換彼此間銷售之鋁質電容器商
品數量、價格、客戶等機密資訊，達成彼此間不競爭之合意，遭公平會裁
罰總罰鍰金額為 45 億 2,290 萬元。被處分人美商 Vishay Polytech Co., Ltd. 221、
日商 NEC TOKIN Corporation 222、日商 Matsuo Electric Co.,Ltd. 223以參與會
議之方式，與其他事業交換彼此所銷售之鉭質電容器商品的數量、價格、
訂單、客戶訊息、調整價錢等相關資訊，達成彼此間不競爭之合意，遭公
平會裁罰罰鍰總金額共 12 億 7,370 萬元。上述兩件鋁質、鉭質電容器案件，
有申請人申請適用我國寬恕條款而獲公平會同意寬恕之案件 224。
2015 年因聯合行為遭公平會處分之案為 12 件，其中一件處分案為喜
多納企業有限公司等 13 家電臺廣告藥品銷售供應商案件原本係公平會於
98 年處分之案件，後遭法院撤銷原處分，公平會於 104 年再次重為處分之
案件。另一件處分案香港商三洋聯合有限公司商用設備分公司與翔菱冷凍
空調設備有限公司就大潤發冷凍設備工程圍標案件，亦屬同一聯合行為違
法事實分別就兩家公司作成兩個不同處分案。再者，7 家鋁質電容器銷售
商，亦屬同一聯合行為違法事實，公平會分別作成 5 件處分案。最後係 3
家鉭質電容器銷售商，係同一聯合行為違法事實，公平會分別作成 3 件處
分案。因此，2015 年公平會所查獲之聯合行為案件數為 4 件。

218

公平會 104 年 12 月 16 日公處字第 104135 號處分案。
公平會 104 年 12 月 16 日公處字第 104136 號處分案。
220
公平會 104 年 12 月 16 日公處字第 104137 號處分案。
221
公平會 104 年 12 月 16 日公處字第 104138 號處分案。
222
公平會 104 年 12 月 16 日公處字第 104139 號處分案。
223
公平會 104 年 12 月 16 日公處字第 104140 號處分案。
224
參閱：王銘勇，
「公平交易法之寬恕政策與檢舉獎金辦法之分析與檢討」
，公平交易季
刊，第 25 卷第 3 期，第 152、157-160 頁（2017）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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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公平會於 2015 年針對聯合行為處分案整理
編
號

處分
案號

被處分人

處分事由

處分金額

日期

喜多納企業
有限公司新
臺幣 271 萬元
罰鍰。
喜多納企業有
限公司、和氣

和氣藥品股
份有限公司
141 萬 元 罰
鍰。

藥品股份有限
公司、信安實

公 處 字
1

備註

第
104023
號

1040327

業有限公司、
凱盛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尖
美藥品有限公
司、申聖化企
業有限公司、

喜多納企業
有限公司等
13 家 事 業 均
係高屏地區
從事電臺廣
告藥品銷售

歐起那瓦有限
公司、得麗股

的供應商，透
過聚會之方

份有限公司、
烏象仙藥品有

式，要求下游
廠商事業按

限公司、保您
能貿易有限公
司、鹿王國際
開發有限公

建議售價銷
售電台廣告
藥品。

信安實業有
限公司 121 萬
元罰鍰。
凱盛生物科

於 98 年 1
月 19 日公
處 字 第
098022 號
處分書予
以處分，
被處分人
等不服提
起行政訴
訟，經臺
北高等行
政法院以

尖美藥品有
限公司 104 萬
元罰鍰。

第 2、9、
10 、 11 、
12、13 號
判決訴願
決定及原
處分關於
裁處罰鍰
部分均撤
銷在案。
經最高行

歐起那瓦有
限公司 86 萬
元罰鍰。
得麗股份有
限公司 39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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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

技有限公司
106 萬 元 罰
鍰。

申聖化企業
有限公 司 93
萬元罰鍰。

司、○○○君
即養德藥品
社、○○○君

公平會主
動調查案
件。

101 年 度
訴更一字

政 法 院
103 年 度
裁 字 第
668 號 裁

元罰鍰。
烏象仙藥品
有限公 司 29
萬元罰鍰。
保您能貿易
有限公司、鹿
王國際開發
有限公司、○
○○君即養
德藥品社、○
○○君 各 10
萬元罰鍰。

定駁回上
訴而告確
定。）本案
業經臺北
高等行政
法 院 105
年訴更一
字第 33 號
判決關於
喜多納企
業有限公
司等 8 事
業原處分
撤銷。經
最高行政
法 院 106
年度裁字
第 592 號
行政裁定
駁回上訴
而 告 確
定。

被處分人與

2

公 處 字
第
1040817
104069
號

香港商三洋聯
合有限公司商
用設備分公司

翔菱冷凍空
調設備有限
公司，就大潤
發流通事業
股份有限公
司台南店及
平鎮店冷凍
冷藏設備招
標工程合意
圍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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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新臺幣 100
萬元罰鍰

公平會主
動調查。

被處分人與

3

公 處 字
第
104070
號

1040817

翔菱冷凍空調
設備有限公司

香港商三洋
聯合有限公
司商用設備
分公司，就大
潤發流通事
業股份有限
公司台南店
及平鎮店冷
凍冷藏改裝
設備招標工
程合意圍標。

處新臺 幣 50
萬元罰鍰

公平會主
動調查。

處魚中魚水
族寵物有限
公司新臺幣
400 萬 元 罰
鍰。

公 處 字
4

第
104100
號

1041014

魚中魚水族寵

魚中魚水族

物有限公司、

寵物有限公

萬達寵物事業
股份有限公
司、寵物王國
有限公司、旭

司等 7 家事
業，透過台南
市寵物業者
聯誼座談會

海水族寵物有
限公司、北高
雄水族館有限
公司、甲○○
即愛諾寵物生
活館、乙○○
即美自愛犬整
容屋

之方式，共同
決議不為價
格之競爭，並
且要求上游
供應商對於
不配合者施
以控管出貨
及斷貨待遇。

處寵物王國
有限公司新
臺幣 300 萬元
罰鍰。
處萬達寵物
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旭海
水族寵物有
限公司各新
臺幣 250 萬元
罰鍰。
處甲○○即
愛諾寵物生
活館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
處北高雄水
族館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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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

司新臺 幣 30
萬元罰鍰。
處乙○○即
美自愛犬整
容屋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被處分人與
其他事業多
次利用電話、
見面之方式，

5

公 處 字
第
1041216
104133
號

香
港
商
SANYO
Electric (Hong
Kong) Ltd.

聯繫交換彼
此間所銷售
之鋁質電容
器商品的數
量、價格、客
戶等資訊，並
告知總公司，
作為產品定
價參考，達成
彼此間不競
爭之合意。

處新臺幣 8 億
4,200 萬元罰
鍰。

公平會主
動調查。

處新臺 幣 12
億 4,800 萬元
罰鍰。

公平會主
動調查。

被處分人與
其他事業以
參與會議及
電子信件等
方式，聯繫交

公 處 字
6

第
104134
號

1041216

日商 Rubycon
Corporation

換彼此間所
銷售之鋁質
電容器商品
的數量、價
格、客戶等資
訊，達成彼此
間不競爭之
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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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日 商 Nippon

7

公 處 字
第
1041216
104135
號

Chemi-Con
Corporation 、
香
港
商
Hongkong
Chemi-Con
Limited、台灣
佳美工股份有
限公司

日 商 Nippon
Chemi-Con
Corporation
等 3 家事業與
其他事業以
參與會議及
電子信件等
方式，聯繫交
換彼此間所
銷售之鋁質
電容器商品
的數量、價
格、客戶等資
訊，達成彼此
間不競爭之
合意。

8

公 處 字
第
1041216
104136
號

日

商

Nippon
Chemi-Con
Corporation
新臺幣 18 億
6,830 萬元罰
鍰。
處 香 港 商
Hongkong
Chemi-Con

公平會主
動調查。

Limited 新臺
幣 8,290 萬元
罰鍰。
處台灣佳美
工股份有限
公司新臺幣 2
億 9,380 萬元
罰鍰。

被處分人與
其他事業以
參與會議及
電子信件等
方式，聯繫交
日 商 ELNA
Co., Ltd.

換彼此間所
銷售之鋁質
電容器商品
的數量、價
格、客戶等資
訊，達成彼此
間不競爭之
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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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新 臺 幣
7,660 萬元罰
鍰。

公平會主
動調查。

被處分人以

9

公 處 字
第
104137
號

1041216

香
港
Nichicon
(Hong
LTD.

商

Kong)

參與會議方
式，與其他事
業交換彼此
間所銷售之
鋁質電容器
商品的數量、
價格、訂單、
客戶、調價等
相關資訊，達
成彼此間不
競爭之合意。

處新臺幣 1 億
1,130 萬元罰
鍰。

公平會主
動調查。

處 新 臺 幣
3,120 萬元罰
鍰。

公平會主
動調查。

被處分人以
參與會議方

10

公 處 字
第
104138
號

1041216

美 商 Vishay
Polytech Co.,
Ltd.

式，與其他事
業交換彼此
間銷售之鉭
質電容器商
品的數量、價
格、訂單、客
戶訊息、調整
價錢等相關
資訊，達成彼
此間不競爭
之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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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以

公處字
11

12

第
104139
號

公處字
第
104140
號

日商 NEC
1041216

1041216

TOKIN
Corporation

日商 Matsuo
Electric
Co.,Ltd.

參與會議方
式，與其他
事業交換彼
此間銷售之
鉭質電容器
商品的數
量、價格、
訂單、客戶
訊息、調整
價錢等相關
資訊，達成
彼此間不競
爭之合意。

被處分人以
參與會議方
式，與其他
事業交換彼
此間銷售之
鉭質電容器
商品的數
量、價格、
訂單、客戶
訊息、調整
價錢等相關
資訊，達成
彼此間不競
爭之合意。

處新臺幣 12
億 1,820 萬元
罰鍰。

處新臺幣
2,430 萬元罰
鍰。

公平會主
動調查。

公平會主
動調查。

（ 五 ） 2 0 16 年 之 情 形
2016 年遭人檢舉聯合行為之案件有 12 件，經公平會調查後處分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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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有 3 件。而公平會主動展開調查聯合行為案件有 1 件，處分違法案件
1 件。合計違反聯合行為遭公平會處分案件共 4 件，48 家事業。且依據 2016
年年報中之統計表格，本年度公平會對於聯合行為處分案件未有被法院撤
銷處分之情形 225。
2016 年公平會所處分之 4 件聯合行為案件，其中 3 件因民眾檢舉，公
平會展開調查後裁罰，1 件為公平會主調調查案件，分別為：寶仁土石開
發有限公司等 6 家事業係中部地區銷售砂石業者，以聚會之方式達成合意，
並於 102 年 4 ~6 月間聯合調漲砂石的銷售價格，遭公平會處以罰鍰合計
160 萬元 226。被處分人長榮國際儲運股份有限公司等 21 家事業利用餐敘方
式討論於 103 年 7 月間恢復收取「3 噸以下 CFS 出口貨物裝卸搬運使用機
械費」，在餐會中達成共識並實施，遭公平會處以罰鍰合計 7,260 萬元 227。
被處分人良宏益企業有限公司等 4 家事業於 104 年 9 月間就其所販售之手
工紅麵線，達成每台斤調漲 3 元之合意並相繼調漲，遭公平會裁處合計 66
萬元罰鍰 228。被處分人和氏草實業有限公司等 17 家事業，自 103 年 11 月
起至隔年 1 月間，以聚會之方式達成合意，共同向雇傭外籍漁工之漁船雇
主收取「登記費及介紹費」和「服務費」等名目之仲介費用，遭公平會處
以罰鍰共 219 萬元 229。

225

參閱：公平交易統計年報（2016 年）
，公平交易委員會編印，2017 年 4 月出版，第 1920、25-27、29、158-171 頁。
226
公平會 105 年 3 月 4 日公處字第 105019 號處分案。
227
公平會 105 年 4 月 22 日公處字第 105034 號處分案。
228
公平會 105 年 5 月 26 日公處字第 105054 號處分案。
229
公平會 105 年 9 月 6 日公處字第 105101 號處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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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公平會於 2016 年針對聯合行為處分案整理
編
號

1

處分
案號

被處分人

處分金額

備註

日期

公處字
第
105019
號

1050304

寶仁土石開
發有限公

寶仁土石開
發有限公司

司、誌建企
業股份有限

等 6 家事業
係中部地區

公司、寶文
股份有限公
司、億華砂
石有限公

銷售砂石業
者，以聚會
方式達成合
意，並於

司、安信展
業有限公
司、益郁實
業有限公司

102 年 4 ~6
月間聯合調
漲砂石的銷
售價格。

長榮國際儲
運股份有限
公司、東亞

2

處分事由

公處字
第
105034
號

1050422

運輸倉儲股
份有限公
司、中航物
流股份有限
公司、高鳳
國際物流股
份有限公
司、貿聯企
業股份有限
公司、中國
貨櫃運輸股
份有限公
司、台基國

長榮國際儲
運股份有限
公司等 21 家
事業利用餐
敘方式討論
於 103 年 7
月間恢復收
取「3 噸以
下 CFS 出口
貨物裝卸搬
運使用機械
費」並達成
共識遂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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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寶仁土石開發
有限公司、誌建
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寶文股份有
限公司各新臺幣
40 萬元罰鍰。
處億華砂石有限
公司 20 萬元罰
鍰。

公平會
主動調
查。

處安信展業有限
公司、益郁實業
有限公司各 10
萬元罰鍰。

處長榮國際儲運
股份有限公司新
臺幣 1,725 萬元
罰鍰。
處東亞運輸倉儲
股份有限公司新
臺幣 1,300 萬元
罰鍰。
處中航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新臺幣
1,000 萬元罰
鍰。
處高鳳國際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新

檢舉

臺幣 440 萬元罰
鍰。

際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中華貿易開
發股份有限
公司、亞太
國際物流股
份有限公

處貿聯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新臺幣
395 萬元罰鍰。
處中國貨櫃運輸
股份有限公司新
臺幣 315 萬元罰
鍰。

司、長春貨
櫃儲運股份
有限公司、
國成國際物
流股份有限
公司、環球
倉儲股份有
限公司、友
聯儲運股份
有限公司、
中央貨櫃倉
儲股份有限
公司、弘貿
貨櫃倉儲企

處台基國際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貿易開發股
份有限公
司各新臺幣 310
萬元罰鍰。
處亞太國際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新
臺幣 295 萬元罰
鍰。

業股份有限
公司、臺陽
儲運股份有
限公司、大
三鴻國際貨
櫃股份有限
公司、新隆
儲運股份有
限公司、欣
隆倉儲物流

處長春貨櫃儲運
股份有限公司新
臺幣 280 萬元罰
鍰。
處國成國際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新
臺幣 195 萬元罰
鍰。

股份有限公
司、台北港
貨櫃碼頭股
份有限公

處環球倉儲股份
有限公司新臺幣
185 萬元罰鍰。

司、聯興國
際通運股份
有限公司

處友聯儲運股份
有限公司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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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萬元罰鍰。
處中央貨櫃倉儲
股份有限公司新
臺幣 135 萬元罰
鍰。
處弘貿貨櫃倉儲
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新臺幣 90 萬
元罰鍰。
處臺陽儲運股份
有限公司新臺幣
60 萬元罰鍰。
處大三鴻國際貨
櫃股份有限公司
新臺幣 15 萬元
罰鍰。
處新隆儲運股份
有限公司、欣隆
倉儲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
台北港貨櫃碼頭
股份有限公司、
聯興國際通運股
份有限公
司各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192

公處字
3

第
105054
號

1050526

良宏益企業
有限公司、
泰益麵線企
業社、○○
○、○○○

和氏草實業
有限公司、
大宏國際人
力資源有限
公司、長興

公處字
4

第
105101
號

1050906

利國際管理
顧問有限公
司、荃家管
理顧問有限
公司、國興
人力資源有
限公司、上
榮國際人力
仲介有限公
司、華崗國
際人才有限
公司、華軒
國際管理有
限公司、宏
佶人力資源
管理有限公
司、伯陽國
際有限公

被處分人良
宏益企業有
限公司等 4
家事業於
104 年 9 月
就其所販售
之手工紅麵
線，達成每
台斤調漲 3
元之合意並
相繼調漲。

處泰益麵線企業
社新臺幣 25 萬
元罰鍰。
○○○新臺幣
16 萬元罰鍰。
檢舉
○○○新臺幣
15 萬元罰鍰。
良宏益企業有限
公司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處和氏草實業有
限公司新臺幣
21 萬元罰鍰。
和氏草實業
有限公司等
17 家事業，
自 103 年 11
月起至隔年
1 月間，以
聚會之方式

處大宏國際人力
資源有限公司新
臺幣 19 萬元罰
鍰。

達成合意，
共同向雇傭
外籍漁工之
漁船雇主收
取「登記費
及介紹費」
和「服務
費」等名目
之仲介費
用。

理顧問有限公
司、荃家管理顧
問有限公司及國
興人力資源有限
公司各新臺幣
16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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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長興利國際管

處上榮國際人力
仲介有限公司、
華崗國際人才有
限公司、華軒國
際管理有限公
司、宏佶人力資
源管理公司、伯

檢舉

司、雙富人
力資源顧問
有限公司、
宏盛國際管
理顧問有限
公司、聯友
人力資源管

陽國際有限公司
及雙富人力資源
顧問有限公司各
新臺幣 15 萬元
罰鍰。

理顧問有限
公司、吉順
人力仲介有
限公司、冠
德人力資源
顧問有限公
司、高昇人
力資源有限
公司、佳宸
國際有限公
司

顧問有限公司新
臺幣 11 萬元罰
鍰。

處宏盛國際管理

處聯友人力資源
管理顧問有限公
司新臺幣 10 萬
元罰鍰。
處吉順人力仲介
有限公司、冠德
人力資源顧問有
限公司、高昇人
力資源有限公司
及佳宸國際有限
公司各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 六 ） 2 0 17 年 之 情 形
截至本研究期末報告時為止，2017 年公平會目前僅處分 1 件聯合行為
違法案件，被處分人臺中市保全商業同業公會要求所屬會員之保全公司報
價不得低於「法定成本參考表」計算之金額，否則將依被處分人會員大會
通過之「優良保全公司基本規範實施辦法」處理，造成會員無法自由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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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駐衛保全服務之價格，經公平會主動調查後，處以罰鍰 20 萬元 230。

表 4-6 公平會於 2017 年針對聯合行為處分案整理
編
號

案號

處分

被處分人

處分事由

處分金額

備註

臺中市保全
商業同業公
會

被處分人要求
所屬會員之保
全公司報價不
得低於「法定
成本參考表」
計算之金額，
否則將依被處

處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

公平會主
動調查。

日期

1

公處字
第
106039
號

106060
1

分人會員大會
通過之「優良
保全公司基本
規範實施辦
法」處理，造
成會員無法自
由決定其駐衛
保全服務之報
價。

二、我國「寬恕政策」適用個案
自從我國於 2011 年引進「寬恕政策」至 2016 年 2 月 23 日，受理 8 案
15 件申請案，經公平會同意「寬恕政策」申請之案件有 3 件，分別為 2012
年光碟機事業聯合行為案、2015 年鋁質電容器事業聯合行為案、2015 年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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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 106 年 6 月 1 日公處字第 106039 號處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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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電容器事業聯合行為案 231。值得注意者，在公平會同意「寬恕政策」申
請案件當年度，違法聯合行為取締件數也隨之大增；近兩年未見公平會再
公布「寬恕政策」適用個案相關資訊，違法聯合行為取締件數也隨之明顯
減少。

（一）2012 年光碟機事業聯合行為案 232
1. 被處分事業及其罰鍰金額：
(1) 韓商 Hitachi-LG Data Storage Korea Inc.（下簡稱：HLDSK 公
司）罰鍰金額為新台幣 1600 萬元。
(2) 飛利浦建興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飛利浦公司）罰
鍰金額為新台幣 800 萬元。
(3) Sony Optiarc Inc.（下簡稱：Sony Optiarc 公司）罰鍰金額為新
台幣 500 萬元。
(4) 韓商 Toshiba-Samsung Storage Technology Korea Corporation（下
簡稱：TSSTK 公司）罰鍰金額為新台幣 2500 萬元。

2. 公平會認定之違法事實：
本案緣於美國司法部於 100 年 11 月 8 日公布其與 Hitachi-LG Data
Storage Inc. (下稱 HLDS 公司)達成認罪協商協議，違法內容為光碟機業者
HLDS 公司與其他同業自 2004 年 6 月至 2009 年 9 月間，分別對 Dell 公
司、HP 公司及 Microsoft 公司之採購光碟機標案，以圍標方式決定得標順
序，違反美國反托拉斯法，我國公平會為了解該違法行為是否影響我國市
231

參閱：2015 年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字第 887 號政府提案第 15100 號之 142，以
及，2016 年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字第 887 號政府提案第 15350 號之 723；轉引自：
王銘勇，公平交易法寬恕政策與檢舉獎金辦法之分析與檢討，152-160(2017)
232
參閱：公平交易委員會 101 年 9 月 19 日公處字第 101127、101130、101131、101132
號處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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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遂主動立案調查。
公平會認定對本件聯合行為具管轄權，雖本件聯合行為主要針對 Dell
公司及 HP 公司光碟機採購標案，但其中一家涉案事業（飛利浦公司）是
在我國設立的公司，涉案事業的員工也曾在我國進行合意行為，且涉案事
業係我國光碟機需求業者之主要供應商，加上 HP 公司及 Dell 公司的電腦
組裝廠商又多為我國廠商，因此公平會認定對於本件聯合行為具管轄權。
被處分人 HLDSK 公司（HLDSK 公司係 HLDS 公司之子公司，事實上
HP 公司、Dell 公司之光碟機採購標案業務係由 HLDSK 公司負責）
、TSSTK
公司、飛利浦公司、Sony Optiarc 公司為全球光碟機的主要供應廠商，而光
碟機市場的主要客戶為 Dell 公司及 HP 公司，其為了使光碟機供應商之間
互相競爭以便取得最有利的光碟機進貨價格，故光碟機主要採購方式係以
網路招標之方式進行，亦即 Dell 公司及 HP 公司會預先邀請符合技術規格
的光碟機供應商，藉由網路和特殊軟體同時登入，在指定期間內對未來特
定型號的光碟機採購案出價競標，競標時間結束後，依各家光碟機供應商
最終報價之高低分配該次標案預計之採購數量（Dell 公司及 HP 公司之標
案，可同時由多家廠商得標，再依各得標廠商的順位名次分配出貨量）。
公平會調查後發現該四家事業至少從 2006 年 9 月到 2009 年 9 月間，
除了透過事業內部員工對於 Dell 公司或 HP 公司之光碟機採購招標案件，
在投標前或投標期間互相交換彼此曾提出或將提出之報價、預計投標名次
等訊息，且至少在數次標案中就最後決標價格及各光碟機供應商名次預先
達成協議，或著對投標結果交換資訊，以便作為日後投標之參考。該四家
事業分享投標訊息的主要目的為，倘若知悉其他競爭對手在特定標案中的
報價策略，便可消除或減少彼此間的競爭壓力，例如：在不知道其他競爭
對手將如何報價的情況下，為了取得標案自身可能會選擇降價策略，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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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悉競爭對手報價相關訊息的情況下，彼此間便不須互相競爭，維持本身
的報價同時也能取得一定的順位藉以獲得訂單。相關合意內容可在涉案事
業 2007 年至 2009 年 6 月間負責光碟機網路招標標案之員工電子郵件紀錄
中查得。
而被處分人 HLDSK 公司等四家事業，除了上述交換關於投標案之相
關訊息外，也長期交換其他競爭資訊，包括所供應之光碟機短缺情形、產
能、研發新產品、推出時程、客戶的要求和回應、是否會參加特定標案、
光碟機實際銷售情形等競爭資訊，以便強化彼此間的互信基礎和合作意向，
亦能提升對於彼此間行為的可預測性。聯繫事實包含利用電子郵件電話或
會面方式進行。
而本件聯合行為主要對象為 Dell 公司或 HP 公司，該兩家公司是全球
最大的個人電腦供應事業，全球總市占率高達 30%，在我國的市佔率約 10%，
且該兩家公司稱採購光碟機之方式，約 90%~95%係以網路招標方式進行，
故 Dell 公司或 HP 公司在我國銷售之電腦，每年因光碟機標案造成之影響
至少占 9%~9.5%。且自 2009 年起，HP 公司光碟機採購決策中心逐漸移至
我國，因而認定被處分人所為之違法聯合行為對我國市場產生影響。
本件光碟機事業聯合行為案，公平會裁罰金額合計新台幣 5400 萬元。
然被處分人韓商 TSSTK 公司不服公平會之處分，提起行政訴訟，經最高行
政法院 104 年判字第 212 號撤銷原處分確定。
（二）2015 年鋁質電容器事業聯合行為案 233
1. 被處分事業及其罰鍰金額：
233

參閱：公平交易委員會 104 年 12 月 16 日公處字第 104133、104134、104135、104136、
104137 號處分案。2015 年鋁質電容器聯合行為案，涉案事業共 7 家，公平會對涉案事業
之處分分別作成 5 件處分案，其中，日商 Nippon Chemi-Con Corporation、香港商 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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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商 SANYO Electric (Hong Kong) Ltd.（下簡稱：SANYO
HK）罰鍰金額為新臺幣 8 億 4,200 萬元。
(2) 日商 Rubycon Corporation（下簡稱：RUBYCON）罰鍰金額
為新臺幣 12 億 4,800 萬元。
(3) 日商 Nippon Chemi-Con Corporation（下簡稱：NCC）罰鍰金
額為新臺幣 18 億 6,830 萬元。
(4) 港商 Hongkong Chemi-Con Limited（NCC 在香港設立之子公
司，下簡稱：NCC HK）罰鍰金額為新臺幣 8,290 萬元。
(5) 台灣佳美工股份有限公司（NCC 在我國設立之子公司，下簡
稱：NCC TW）罰鍰金額為新臺幣 2 億 9,380 萬元。
(6) 日商 ELNA Co., Ltd.（下簡稱：ELNA）罰鍰金額為新臺幣
7,660 萬元。
(7) 香港商 Nichicon (Hong Kong) LTD.（NICHICON 在香港設立
之子公司，下簡稱：NICHICON HK）罰鍰金額為新臺幣 1 億
1,130 萬元。
2. 公平會認定之違法事實：
本案緣於日本電容器廠商自 1980 年代起，招集多個同業廠商召開會
議及各自召開雙邊會議，並於會議中交換彼此間的商業訊息和討論價格，
而相關電容器產品銷售對象包含我國事業，公平會為了調查該情形是否影
響我國相關市場及交易秩序遂主動立案調查。
因電容器生產技術和鋁箔製造集中在日系公司，鋁質電容器的生產銷
售也以日系公司為主，包含 NCC、RUBYCON、NICHICON、SANYO（之
後被 Panasonic Corporation 併購）、TDK-EPC、ELNA，另外也有其他美商
Chemi-Con Limited、台灣佳美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家事業為關係企業，公平會作成同一處
分案(公處字第 104135 號處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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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MET，我國雖然也有生產鋁質電容器之廠商，但產值和產量均遠遠不及
日系公司，因此，鋁質電容器之需求者大多仰賴進口。
公平會依據涉案事業所提供的開會通知、會議資料、會議記錄（涉案
事業自行整理）
、輪值表、電子郵件、筆記、核帳單據等相關事證以及涉案
事業參與者至公平會之陳述紀錄，交叉彙整比對，查證日系電容器公司確
實曾透過招集同業召開會議，分別為 MK 會議、香港 SM 會議、CUP 會議
，或各自透過雙邊聯繫 235，以交換同業間關於鋁質電容器售價、數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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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對產品銷售對象報價之應對、價格調漲等競爭機密訊息或有彼此間達
成合意之情形。
3. 公平會所查得之涉案事業及參與期間：
(1) MK 會議：RUBYCON、NCC、ELNA、SANYO、Hitachi AIC
Inc.（下簡稱 HAIC）、Fujitsu Ltd.（下簡稱 FMD）。各事業參
與期間分別為，RUBYCON、NCC、ELNA 自 2005 年~2014 年
1 月止。SANYO 自 2005 年~2011 年 4 月止。HAIC 自 2005 年
~2009 年 5 月止。FMD 自 2005 年~2009 年 3 月止。
(2) 香港 SM 會議：RUBYCON、NCC、NCC HK、NICHICON HK。

234

關於 CUP 會議：公平會所查得涉案事業分別為 NCC、RUBYCON、HAIC、ELNA、
NICHICON，參與會議時間最早自 2006 年 6 月間，最遲至 2009 年 5 月止，而本案處分
日期均為 2015 年 12 月 16 日，依行政罰法第 27 條規定：
「行政罰之裁處權，因 3 年期間
之經過而消滅。」縱涉案事業參與 CUP 會議違反公平法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亦已罹裁
處權時效，因此在本文中不討論 CUP 會議涉案事業及其參與之時間。各涉案事業參與
CUP 會議之時間可參：公平會公處字第 104133 號處分案，事實四調查結果(二)行為時間
第 2 點之描述。
235
公平會對於雙邊聯繫涉案廠商雖列有：NCC、NCC HK、NCC TW、SANYO、SANYO
HK、RUBYCON、ELNA、NICHICON、NICHICON TW、NICHICON HK 之 10 家事業，
但處分書內文中說明「並無事證足證 NICHICON 涉及雙邊聯繫之情事」，另於該案處分
書七、聯合行為之合意內容第（三）點關於雙邊聯繫之具體案件描述中並無 SANYO 及
NICHICON HK 與何事業針對何種事項聯繫之相關描述，因此，雙邊聯繫之事業本文未
列 NICHICON、NICHICON HK 及 SAN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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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事業參與期間分別為，RUBYCON、NCC、NCC HK 自 2008
年~2013 月 12 月止。NICHICON HK 自 2008 年~2012 年 12 月
止。
(3) 雙邊聯繫：NCC、NCC HK、NCC TW、SANYO HK、RUBYCON、
ELNA、NICHICON TW。聯繫期間及內容分別為 NCC TW 和
SANYO HK 曾於 2008 年~2013 年 4 月間就「技嘉公司主機板
降價」進行聯繫；NCC HK 與 RUBYCON 2013 年 11 月間就
「LITEON 之報價」進行聯繫；NCC 與 ELNA 曾於 2009 年 7
月間就「三星之報價」進行聯繫；NCC（包含 NCC HK、NCC
TW）與 RUBYCON、NICHICON TW 於 2007 年 11 月 29 日
針對「整體方針」進行聯繫。

鋁質電 容器 事業 聯合 行為 案， 經公 平會 調 查後發 現涉 案事 業雖 有
SANYO HK、RUBYCON、NCC、NCC HK、NCC TW、ELNA、NICHICON
HK、NICHICON TW、SANYO、FMD、HAIC，但 NICHICON TW、SANYO、
FMD、HAIC 參與之會議或雙邊聯繫之時點，均已罹於行政罰法第 27 條規
定之裁處權時效，因此，本件鋁質電容器事業聯合行為案，公平會裁罰 7
家事業，裁處罰鍰金額合計 45 億 2,290 萬元。
（三）2015 年鉭質電容器事業聯合行為案 236
1. 被處分事業及被處分罰鍰金額：
(1) 美商 Vishay Polytech Co., Ltd.（下簡稱 VISHAY）罰鍰金額為
新臺幣 3,120 萬元。

236

參閱：公平交易委員會 104 年 12 月 16 日公處字第 104138、104139、104140 號處分
案。
201

(2) 日商 NEC TOKIN Corporation（下簡稱 NEC TOKIN）罰鍰金額
為新臺幣 12 億 1,820 萬元。
(3) 日商 Matsuo Electric Co.,Ltd.（下簡稱 MATSUO）罰鍰金額為
新臺幣 2,430 萬元。
2. 公平會認定之違法事實：
本案緣於日本電容器廠商自 1980 年代起，招集多個同業廠商召開會
議及各自召開雙邊會議，並於會議中交換彼此間的商業訊息和討論價格，
而相關電容器產品銷售對象包含我國事業，公平會為了調查該情形是否影
響我國相關市場及交易秩序遂主動立案調查。
全 球 鉭 質 電 容 器 的 主 要 廠 商 為 美 商 KEMET Corporation （ 下 簡 稱
KEMET）、美商 AVX、美商 VISHAY，日系廠商則有 SANYO Electric Co.,
Ltd.（下簡稱 SANYO，其為 Panasonic Corporation 100%持股之子公司)，
NEC TOKIN， MATSUO、ROHM Co., Ltd.（下簡稱 ROHM）
，而我國國內
無鉭質電容器之生產廠商，因此，鉭質電容器需求者須 100%仰賴國外進
口。
公平會依據涉案事業所提出之筆記、會議紀錄、會議資料、電子信件
等，認定涉案事業以參與 MK 會議之方式或透過雙邊聯繫之方式，與其他
競爭事業交換彼此所銷售之鉭質電容器商品的數量、價格、訂單、客戶訊
息、調整價錢等相關資訊，達成彼此間不競爭之合意，違反公平交易法聯
合行為之禁制規定。
3. 公平會所查得之涉案事業及參與期間：
(1) MK 會議：NEC TOKIN、MATSUO、SANYO（包括 SANYO HK）
、
HAIC、VISHAY 及 ROHM。各事業參與期間分別為，NEC
TOKIN 自 2005 年~2013 年 12 月止；MATSUO 自 2005 年~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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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止；SANYO 自 2005 年~2011 年 4 月止；HAIC（於 2010
年將鉭質電容器部門以資產轉讓方式出售廠房及設備予
VISHAY）自 2005 年~2009 年 5 月止；VISHAY 自 2010 年 4 月
~2014 年 1 月止。ROHM 僅於 2010 年 6 月參加過一次會議。
(2) 雙邊聯繫：KEMET、NEC TOKIN TW。根據涉案事業表示，
KEMET 於 2008 年~2010 年間參與雙邊聯繫；NEC TOKIN TW
於 2005 年~2011 年與其雙邊聯繫。
公平會調查後認定 NEC TOKIN、MATSUO、SANYO（包括 SANYO
HK）
、HAIC、VISHAY、ROHM、KEMET、NEC TOKIN TW 違反公平法上
之聯合行為禁制規定，惟因 NEC TOKIN TW、SANYO（包括 SANYO HK）
、
HAIC、ROHM、KEMET 已罹裁行政罰法規定之裁處權時效，因此，本件
鉭質電容器事業聯合行為案，公平會對 NEC TOKIN、MATSUO、及 VISHAY
三家事業裁罰，罰鍰金額合計為 12 億 7,370 萬元。
關於我國自 2012 年~2017 年 9 月止，公平會對於聯合行為處分案件數
及同意適用寬恕之案件數得以整理成以下圖表：

圖 4-9

我國公平會 2012-2017 年聯合行為處分案件數及適用寬恕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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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我國「寬恕政策」申請案（迄今公布件數為 15 件）在國際
比較下不能算「多」；適用個案僅 3 件（「寬恕政策」適用件數相對於取締
違法聯合行為件數的比例，比較其他國家同儕機關表現則明顯更低） 237，
在國際比較下尤其稱不上「亮眼」成績。其次，該 3 件適用「寬恕政策」
個案，又恰巧均涉及外商就我國及其他國家市場參與違法聯合行為，其中，
「2012 年光碟機事業聯合行為案」甚至涉及外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已同意違
法卡特爾參與者適用「寬恕政策」情形，與韓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 2002 年
（及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稍早在 2001 年）間處理「石墨電極（Graphite
Electrodes）」案的執法經驗類似 238。
然而，公平會歷年取締違法聯合行為的執法表現，在國際比較上並不
遜於其他國家同儕機關。比對「寬恕政策」實施前後情形，則公平會同意
「寬恕政策」申請案的同一年度中，取締違法聯合行為的執法表現確實因
此較佳，足見「寬恕政策」協助公平會取締違法聯合行為仍有其助益。不
過，更令人擔心的卻是：行政法院（雖然以行政罰罹於時效消滅為由，判
決公平會敗訴定讞，但判決理由中揭露）未能完全採信經由「寬恕政策」
所取得「內部證據」
，仍要求主管機關依職權調查證據加以確認，此一法院
實務見解對於「寬恕政策」是否造成衝擊，值得進一步觀察 239。

237

這個比較同時卻也顯示：公平會傳統上「依檢舉」取締聯合行為的件數及占全部取締
件數比例，均凸顯其補強「依職權」調查並取締違法聯合行為的重要作用；只不過，對
照其他國家同儕機關大量借助「寬恕政策」的情形，公平會顯然尚未充分運用此項以導
入 6 年的新制度。
238
關於「石墨電極」案在韓國適用「寬恕政策」相關說明，參閱：王銘勇，
「聯合行為寬
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1 期，頁 103（2006）
；關於「石墨
電極」案在歐盟適用「寬恕政策」相關說明，參閱：顏廷棟，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
公平會九十六年度委託研究報告一，42-43（2007）。
239
關於「2012 年光碟機事業聯合行為案」的論述及類似觀察，參閱：王銘勇，
「公平交
易法之寬恕政策與檢舉獎金辦法之分析與檢討」
，公平交易季刊，第 25 卷第 3 期，頁 15215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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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寬恕政策制度設計與實施成效的關聯性

從美國、德國、韓國等「寬恕政策」創始地與較早期追隨者的制度設
計，對照我國作為該制度「後進」追隨者的模仿與跟進（參閱：第二章）
，
以及，各該競爭執法機關導入「寬恕政策」之後的實施成效（參閱：第四
章）
，可以發現：各國「寬恕政策」制度設計雖然精準與繁複程度有別，在
競爭法制「趨同發展」的全球化共通趨勢下畢竟大同小異。但是，即使彼
此都借助於類似的「囚犯兩難」賽局設計「寬恕政策」誘因機制（參閱：
第三章）
，在此一領域內「領導」風潮多年的美國果然成效可觀，而德國、
韓國等「後起之秀」在實施「寬恕政策」數年後調整制度也各有出色表現，
顯然實務經驗久暫多寡不同，執法工具運用上也成敗利鈍各自不同。
其實，美國、德國、韓國 3 國競爭法執法機關高階官員，也在 2001 年
10 月 25 日發起創立 ICN（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的 14 個競爭
法執法機關代表之列 240。這個集結競爭法執法機關官員、執業律師的國際
非政府組織，提供競爭法執法機關交流及溝通平台，主要目的就在於競爭
倡議及提升執法效能，對於跨境結合、聯合行為等競爭法重要議題向來高
度關注 241。ICN 內部設有卡特爾工作組（Cartel Working Group，CWG）
，其
主要任務在於探討、解決取締違法卡特爾所面臨相關問題，包括 ICN 成員
國內或國際卡特爾的預防、察覺、調查、懲罰；該工作組提供各國競爭法
執法機關交流平台，密集探討制裁、調查卡特爾的法律架構及執法所需工

240

關於 ICN 所以創立的全球競爭倡議背景及其過程，參閱：ICN 官方網站說明：「歷史
（History）
」
（http://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about/history.aspx，最近瀏覽
日：2017.11.25）
。
241
關於該組織的性質、目的、主要功能等相關簡介，參閱：The ICN Factsheet and Key
Messages（http://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uploads/library/doc608.pdf，最近
瀏覽日：2017.1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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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技術，倡導成員國間合作，提升取締違法卡特爾所需執法工具的效率
及效用，遂成為該工作組的重要目標 242。
有鑑於「寬恕政策」係取締違法卡特爾的重要執法工具，ICN 卡特爾
工作組除製作官方說明文件，引導各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制定及實施有效的
「寬恕政策」之外 243，也積極研訂「寬恕政策效率及效用檢核清單（Checklist
for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leniency programme，簡稱『寬恕政策檢核清單』
“LENIENCY CHECKLIST”）」244，該工作組內部於 2016 年 6 月底提出第
一份草案，並自 8 月起與 CWG 主席交換意見，隨即在 2016 年 10 月開始
的卡特爾工作坊（Cartel Workshop）初次發表並討論，稍早也供 CWG 成員
審閱並提出意見，在 2017 年 ICN 年會之前提交指導小組（Steering Group）
通過。
ICN 在 2017 年年會中 245，即以「寬恕政策檢核清單」為議題之一納入
會議資料（Conference Materials）。此清單當中所列的各項要素，部分源自
於 2014 年 4 月公布的 ICN「反卡特爾執法手冊」（Anti-Cartel Enforcement

242

參 閱 ： ICN Cartel Working Group 2016 - 2019 Work Plan ， 參 照 網 址 ：
http://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uploads/library/doc1104.pdf，最近瀏覽日：
2017.11.1
243
參 閱 ： ICN ANTI-CARTEL ENFORCEMENT MANUAL ， “Chapter 2 Drafting and
implementing an effective leniency policy” ， April 2014 ， 參 照 網 址 ：
（http://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uploads/library/doc1005.pdf 最近瀏覽日：
2017.11.18）
244
該清單原為 ICN 卡特爾工作小組第一分組（Cartel Working Group Sub Group 1；簡
稱：CWG SG1）於 2016–2017 年間執行的專案，有鑑於所謂「寬恕政策」包括較嚴格定
義下的「寬恕政策（即授權競爭主管機關制定成文的書面規則及適用條件）」，同時也勢
必借助於其他補充要素以便在更寬廣的執法環境中支持該政策；因此，該「清單」也收
錄於卡特爾工作小組 2016–2019 年工作計畫中，以專案方式持續蒐集、研析清單中的各
項成功要素，俾有益於「後進」競爭法執法機關可以藉由借鏡同儕既有經驗，制定、實
施「寬恕政策」並發揮執法成效。
245
本次 ICN 年會，於今（2017）年 5 月中旬在葡萄牙 Porto 舉行，正式會議首日（5 月
10 日）上午議程，即包括「寬恕政策及未來挑戰（Leniency and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主題；我國公平會主委、資深官員及執業律師多人，亦獲邀參與其中。
206

Manual）第 2 章中有關「擬定並實施有效的寬恕政策」
，在該文獻附錄一列
出影響實務績效的 15 項情形，至此，已與最終公布的「寬恕政策檢核清
單」版本相當接近。

表 5-1

ICN 寬恕檢核清單制定過程

2016.06

草擬文件並由專案團隊相互交流

2016.07

與 CWG 聯席主席討論意見

2016.09

交 CWG 成員討論草案（具國家公權力機關成員參
與）

2016.10

於 Cartel Workshop 中向參與者簡報與討論

2017.05

ICN 2017 年會中正式揭示最終成果

（資料來源：ICN, Cartel Working Group 2016 - 2019 Work Plan）

ICN 卡特爾工作組在「寬恕政策效率及效用檢核清單」中列出 12 項要
件，建議各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在引進、設計、修正「寬恕政策」時，應參
考以下 12 項要素：
1.「寬恕政策」適用對象能適用於涉及限制競爭的公司（包括單一法律
主體或一群法律主體）及／或自然人，並納入民事法、刑事法或行政法體
系中。
2.「寬恕政策」所涵蓋的違法行為類型，主要為聯合定價、瓜分市場、
圍標、限制產出或以限制競爭的暗默型水平協議或一致行為聯合行為，有
時也可能涉及特定附隨的垂直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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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流的寬恕體系，倘若有法人寬恕與個人寬恕及／或平行的民事、
行政及刑事的機制，體系整體提供最大確定性及可預見性。
「寬恕政策」必
須考量授予個人寬恕並不自動排除法人寬恕；適用於相同行為的不同性質
法律制裁效果彼此並不相互抵消或妨礙，並將公司及涉案個人的利益及誘
因納入考量。
4.避免使「寬恕政策」申請者陷入比不與競爭主管機關合作的卡特爾
參與者更不利的地位。
5.競爭主管機關應該決定僅給予申請人完全免除或也得減輕參與卡特
爾原本將被課處／聲請法院判處的任何罰鍰或制裁。免除之證據門檻：當
機關尚無充分先前資訊以進行調查時，申請人提供卡特爾的證據及詳細描
述足供競爭主管機關針對目標進行檢查（的資訊）
。當機關已進行調查，或
無其他申請者符合第一順位門檻獲得免除時，提出足供機關根據其中的證
據及資訊確認全部違法行為（的資訊）
；例外完全排除申請人豁免資格（依
其在違法行為中角色而定）。減輕：按申請排序及時機（啟動調查前後），
減輕原本將被課處／聲請法院判處的（處罰）金額至特定百分比，訂定確
立申請者之間相互競逐情境的規定，以促使其儘速提供最佳合作。減輕之
證據門檻，申請寬恕成功者必須提供在本質上、品質上及／或詳細程度上
強化機關證明違法行為的能力的證據。如一方（已經符合罰鍰減輕條件）
是第一個揭露機關先前未知事實者，而此事實延伸調查中的（違法）行為
重要性或期間者，也符合相應部分制裁的免除條件。
6.獲得寬恕的行為條件：持續誠實協助調查，全程盡力配合說明，停止
參與違法聯合行為，不破壞、偽造或隱匿證據，揭露／承認參與卡特爾行
為，申請者保密義務。
7.倘若僅提供首位申請者「寬恕政策」者，可依裁量對於其他申請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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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後續配合及對應措施給予回饋：回復或繳回不法所得，在民事訴訟或其
他調查中配合。
8.成功的「寬恕政策」
，包含以下要件：匿名／假設式申請，申請順位
標記（marker）制度，撤銷寬恕政策的程序，歸總申請（歐盟內由單一執法
機關受理，全體適用），申請形式（書面及口頭），免於在「寬恕政策」自
證己罪，關於其他「寬恕政策」緊密相關個案資訊處理程序，撤回／否准
申請時資訊處理。
9.合作誘因，額外因素包括：追加寬恕（leniency plus）
，給予不符合條
件但另揭露其他卡特爾者減輕本次處罰，追加處罰（penalty plus）
，寬恕政
策申請者或卡特爾參與者未揭露參與其他卡特爾者，核處該其他卡特爾時
應納入考量（加重處罰）。
10.保密：建立申請者與執法機關間互信，建立口頭申請的保全機制以
免外洩資訊，建立規範及行政慣例確保申請中自證己罪陳述不內外洩漏。
11.競爭法全球化下的「寬恕政策」
，確保彼此相容：交換寬恕資訊，交
換資訊的平等保護，處理不同寬恕條件之間的彈性，盡可能明確且可預測，
且一旦申請者已經符合寬恕政策的條件，機關應該沒有基於其他原因給予
或不給予寬恕的裁量權。
12.（ 不透過立法）提升「寬恕政策」成效：教育宣導卡特爾的違法性，
宣傳「寬恕政策」及法規遵守，執法機關內設置明確受理單位，一致、可
預測及透明的「寬恕政策」實施方式。
我國公平法既然於 2011 年 11 月新增第 35 條之 1（ 現行法已移至第 35
條規定）
，正式將各國競爭法上所稱「寬恕政策」誘因式執法機制引進我國；
公平會歷年又積極參與 ICN 活動，並曾與「領導」推動「寬恕政策」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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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分享執法資訊，實有必要參酌 ICN 上述「寬恕政策效率及效用檢核清單」
，
檢視我國迄今推動「寬恕政策」在執法工具上成敗利鈍情形，與美國、德
國、韓國有何異同之處，並藉此發掘寬恕政策制度設計與實施成效之間可
能存在的關聯性，據以改進我國「寬恕政策」制度設計，提升其實施成效。

第一節

美 國 寬 恕 政 策 依 ICN 檢 核 清 單 所 呈 現 效 率 及
效用情形

研究小組根據 ICN「寬恕政策效率及效用檢核清單」所列 12 項要素，
蒐集並比對美國聯邦司法部（DOJ）官方網站相關資訊，嘗試檢核其「寬
恕政策」制度設計與實施成效的關聯性如下：

本文件提供一份為有助於引進及實施有效率且具效用的寬恕政策所
設計的要素清單。競爭主管機關或任何其他追訴違反競爭法行為的
調查機構設計或修正其寬恕體系時，應該考量這些要素。本文件預先
假定：建立寬恕政策的一般前提要件已經存在，亦即，基於公部門積
極執法的實務及具備充分嚇阻效果的處罰，卡特爾將被發現的高度
風險。

以下為 12 項檢核要素比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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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寬恕政策得適用於：
a.公司（包括單一法律主體或一群法律主體）及／或涉及反競爭行為
的自然人；
b.民事、行政或刑事的競爭法機制。
答：
按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於 1993 年 8 月 10 日公布新的「公司寬恕政
策（Corporate Leniency Policy） 246」及 1994 年 8 月 10 日公布「個人寬恕
政策（Individual Leniency Policy）247」
。美國的「寬恕政策」適用對象包含
公司及自然人，且依據美國的公司寬恕政策之類型 C，如果公司符合寬恕
資格，公司的董事、高級職員、雇員承認其參與違法的反托拉斯行為，並
持續完全配合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調查，亦可獲得寬恕。
依據薛曼法第 1 條（Sherman Act § 1, 15. U.S.C. § 1）規定，禁止共
謀行為，違反則處以監禁及罰金，而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公布之寬恕政
策，只要寬恕申請人符合條件，可避免被刑事起訴，因此，寬恕申請人不
會被刑事定罪、處以罰金、監禁，屬於刑事法體系中之寬恕。

2.寬恕所涵蓋違法行為類型：
卡特爾，亦即，藉由限定價格、瓜分市場、圍標或限制產出以限制競

246

參閱：DOJ 於 1993.8.10 公布之公司寬恕政策，CORPORATE LENIENCY POLICY，
（https://www.justice.gov/atr/file/810281/download，最近瀏覽日：2017.11.20）
247
參 閱 ： DOJ 於 1994.8.10 公 布 之 個 人 寬 恕 政 策 ， LENIENCY POLICY FOR
INDIVIDUALS，
（https://www.justice.gov/sites/default/files/atr/legacy/2006/04/27/0092.pdf，
最近瀏覽日 201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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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的暗默水平協議或一致行為聯合行為，有時也可能涉及特定附隨
的垂直面向。
答：
美國薛曼法第 1 條（Sherman Act §1, 15. U.S.C. §1）禁止共謀行為，
該條所指之共謀行為不限於水平卡特爾亦包括垂直卡特爾。而美國判例上
則將聯合定價、限制產量、瓜分市場、圍標、分配消費者等重大卡特爾案
件屬於「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 248
且依據薛曼法第 1 條規定，共謀行為亦同時包含垂直面向的卡特爾，
而美國實務上自 2007 年以後，對於垂直卡特爾是否違法之判斷，多採用
「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來加以判斷該違反行為是否構成違法。 249

3.分流的寬恕體系
倘若有公司寬恕與個人寬恕及／或平行的民事、行政及刑事的機制，
體系整體提供最大確定性及可預見性是重要的。為避免損及寬恕政
策的效率，確保以下事項是重要的：
a. 授予個人寬恕並不自動排除公司寬恕。因此，對於申請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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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銘勇，「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1 期，頁
79-80（2006）
。陳志民，
「美國及歐盟反托拉斯法對國際卡特爾行為之規範」
，貿易政策論
叢，第 14 期，45（2010）
。詳細說明請參閱：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 Issued by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d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pril 2000，頁 3。
249
陳志民，美國及歐盟反托拉斯法對國際卡特爾行為之規範，貿易政策論叢第 14 期，
頁 48。詳細說明請參閱：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 Issued
by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d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April 2000，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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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及個人（例如：個人刑事豁免）皆提供保護是重要的。
b. 適用於相同行為的不同性質法律制裁效果彼此並不相互抵消
或妨礙，並且，將公司及涉案個人的利益及誘因納入考量。對於
申請寬恕的公司及個人提供免受其他潛在的行政、管制（例如：
政府採購主管機關禁止投標）或刑事制裁的保護是重要的。
答：
在美國，如果卡特爾是個人之違法行為，而不是作為公司一員所從事
的違法行為，該個人在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尚未察覺前，自行向司法部反托
拉斯署報告違法行為，並持續完全配合調查，且未強迫其他人參與違法活
動及非活動領導人或發起人時，可適用個人寬恕政策，當該個人適用個人
寬恕政策時，不會自動排除公司法人的責任。
但如果公司係以公司寬恕向司法部反托拉斯署申請寬恕時，公司的董
事、高級職員或雇員若代表公司前往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承認違法行為，作
為公司之一部分，若該個人坦承參與違法，並持續完全配合反托拉斯署調
查，雖公司係適用公司寬恕之規定，該個人亦同時豁免刑事責任（公司寬
恕政策－類型Ｃ）。

4.不陷入更不利地位：
寬恕政策應該設計為：避免寬恕申請者陷入比不與競爭主管機關合
作的卡特爾參與者更不利的地位（參照以下第 10 點 ）。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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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克萊頓法第 4 條（Clayton Act § 4, 15 U.S.C. § 15 Suits by persons
injured250）
，違法卡特爾之參與者，在民事責任上恐面臨受害者請求三倍損
害賠償額，且卡特爾成員間負連帶賠償責任。但寬恕申請者如符合寬恕資
格，除了在刑事程序上不會被起訴之外，亦因其未曾在刑事程序上認罪，
不會產生認罪協商或有罪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因此，寬恕申請者在民
事案件上就不會有「表面證據(prima facie)」251。對寬恕申請者而言，在民
事賠償責任或是民事訴訟程序中，相對於其他卡特爾成員，處於更為有利
之地位。

5.罰 款 免除及／或減輕：
機關應該決定僅給予完全免除或也得減輕罰鍰。
A.免除：免除參與卡特爾原本將被課處／聲請法院判處的任何罰
鍰或制裁。寬恕政策所免除者，應該包括：
a.免除所須的證據門檻定義（免除類型）是：
●當機關尚無充分先前資訊以進行調查時，提出足供針對
目標進行檢查（的資訊）：提供卡特爾的證據及詳細描述，
例如：
250

Clayton Act § 4, 15 U.S.C. § 15，請參閱：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15/15
（最近瀏覽日：2017.10.31）
。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委託翻譯為「第 15 條 被害人之訴訟：…
除本條第(b)項中所規定者外，任何人因反托拉斯法中所禁止之任何事項而導致其營業或
財產上受有損害者，不問其系爭損害金額為何，得於被告住所地或所在地或其代理人所
在地地區內之任何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對此提起訴訟，並請求其所承受損害金額之三倍
賠償、及其包括合理律師費用在內之訴訟費用…」
。
251
王銘勇，
「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
，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1 期，8687（2006）
。顏廷棟，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公平會九十六年度委託研究報告一，24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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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入（公司）主體的名稱／地址；
○涉入個人的姓名／職位／地址：
○商品範疇：
○已知期間：
○行為類型，手段：
○可預見的會議或接觸（倘若卡特爾正在進行中）：
○已向其他機關提出或計畫提出的類似資訊。
● 當機關已經進行調查，或尚無其他申請者符合第一順位

門檻獲得免除時 ，提出足供機關根據其中的證據及資訊確
認全部違法行為（的資訊）：未達在上述段落中提到的資訊
水準者，則須足供機關描述且證明其中參與者的違法行為。
b.例外情形排除完全免除（依特定參與者在違法活動中所扮演

的角色而定）。
B.減輕罰鍰：依相關寬恕申請者的排序及其申請時機（例如：在
調查之前或之後提出）
，減輕原本將被課處／聲請法院判處的（處
罰）金額至特定百分比。極力建議：訂定確立申請者之間相互競
逐情境的規定，以促使其儘速提供最佳合作。在此範圍內，任何
訂有減輕罰鍰的寬恕政策可以包括以下事項：
●減輕罰鍰所需的證據門檻：亦即，提供相較機關於提出時已
經掌握的證據貢獻 顯著加值 的證據。申請寬恕成功者必須提
供在本質上、品質上及／或詳細程度上強化機關證明違法行
為的能力的證據，例如：
○直接證據，相對於間接或情況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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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證據，相對於尚須佐證的證據；
○書面、當時證據，相對於（行政或訴訟）程序時的口頭陳
述。
●可獲得寬恕的申請者潛在數目及減輕程度：機關可以依公
司申請排序，提供第二順位及後續成功申請寬恕者減輕罰鍰
至特定數額範圍（例如 50%）。
●部分免除：倘若當事人（已經符合罰鍰減輕條件）是第一個
揭露機關先前未知事實者，而此事實延伸調查中的（違法）行
為重要性或期間者，也符合相應部分制裁的免除條件。
答：
A. 免除：
當寬恕申請人律師尋求標記時便須提供：(1)報告其已發現違反反托拉
斯犯罪行為的資訊或證據。(2)揭露違法行為之態樣。(3)明確指出違法行為
涉及之行業、產品或服務、期間，足以讓當局決定寬恕是否依然有效而可
以保護標記之申請人。(4)確認其委託人 252。
而符合資格之寬恕申請人必須承認其參與卡特爾，且在寬恕合作要件
中，除提供申請人對於違法行為目前已掌握之資訊、證據，涉案主體名稱、
地址、可預見之將來集會等均須據實告知司法部反托拉斯署。
美國「寬恕政策」僅適用於第一位符合資格之申請者，但如申請人在
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尚未知悉並展開調查前第一順位申請，則可能適用公司
252

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所公布關於寬恕政策之 FAQs，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THE ANTITRUST DIVISION’S LENIENCY PROGRAM AND MODEL LENIENCY
LETTERS，18 (2017)，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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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類型 A，該類型對於證據價值無特別要求；但如果申請人是在司法部
反托拉斯署調查期間第一順位前來申請，則須適用公司寬恕類型 B，寬恕
要件中對於證據價值要求為「執法機關尚未掌握能定罪之足夠證據（does
not yet have evidence against the company that is likely to result in a sustainable
conviction;）」。
成功之寬恕申請人須符合「未強迫其他成員參與卡特爾違法活動，且
顯然非卡特爾活動之領導者或發起人（The corporation did not coerce another
par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illegal activity and clearly was not the leader in, or
originator of, the activity.）」之要件，否則無法申請適用寬恕政策。
B. 減輕：
美國寬恕政策僅適用於第一順位符合資格之申請者，該符合資格之申
請者可獲得刑事責任完全豁免，寬恕政策中無減輕之類型，但對於後順位
之申請者，司法部反托拉斯署仍有其他配套措施可加以利用，例如：認罪
協商、追加寬恕等制度，後順位之申請者亦可能選擇與司法部反托拉斯署
合作，但其他制度均須個案協商 253。
且對於其他卡特爾參與者，美國法院對於公司等組織在計算罰金時，
會依據美國聯邦量刑委員會(Federal Sentencing Commission)於 1991 年制定
之量刑準則(Sentencing Guidelines for Organizational Defendants)計算最終罰
金，其中，在責任積分的判斷要素中，包括「6.自我通報、合作及承擔責
任」之要件。 254因此，縱卡特爾參與者無法申請寬恕，但對於其配合調查

253

參閱：DOJ 於 2016.8.29 更新之公司請求協議範本，Model Annotated Corporate Plea
Agreement，（https://www.justice.gov/atr/file/889021/download 最近瀏覽日：2017.11.20）；
個 人 請 求 協 議 範 本 ， Model Annotated Individual Plea Agreement ，
（https://www.justice.gov/atr/file/888481/download 最近瀏覽日：2017.11.20）。
254
參閱：王銘勇，「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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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機關尚未知悉之事實或證據，仍可能會影響實際應受處罰之罰金金額。

6.獲得寬恕的行為條件：申請者應該遵守特定條件以取得寬恕，例
如：
a.直到調查及起訴完成真誠合作的持續義務（例如：報告相關事
實、提出文件、使相關個人配合機關調查。有所合作應該按照機
關要求立即促成）；
b.盡最大努力全程提供全面而坦誠解釋；
c.停止參與卡特爾（或按照機關指示／同意繼續參與卡特爾）；
d.不破壞、偽造或隱匿證據；
e.揭露／承認參與卡特爾；及
f.申請者的保密義務。
答：
美國公司寬恕要件均要求申請人須第一位前來申請，坦承涉案，持續
完全配合調查、立即停止參與卡特爾、盡可能賠償所造成之損害、未強迫
其他成員參與違法活動且顯然非活動之領導者或發起人。
此外，在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公布之附條件寬恕信範本，在關於合
作要件中明確要求申請人須闡述所有已知事實，迅速提供文件、信息，盡
期，80-81（2006）
。顏廷棟，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公平會九十六年度委託研究報告
一 8-10 （ 2007 ）。 美 國 量 刑 委 員 會 所 頒 之 2016 年 量 刑 準 則 手 冊 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COMMISSION GUIDELINES MANUAL 2016，323-326、54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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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確保其雇員完全持續配合調查等 255。
美國公司寬恕政策或個人寬恕政策之要件中沒有特別要求申請人須
「不破壞、偽造或隱匿證據」
，但對於誤導調查程序的寬恕申請者，除無法
獲得寬恕外，亦可能違反阻礙調查相關犯罪、偽證和虛假陳述相關犯罪，
或刑事蔑視相關犯罪 256。

7.依裁量獎勵體系：寬恕僅給予／聲請法院判予第一順位成功申請
者，且寬恕政策未明訂必予減輕者，保留依裁量獎勵後順位公司並給
予誘因或承認當事人先前或同時的以下主動配合，可能是適切的：
a.儘可能回復或繳回不法所得；且
b.在民事訴訟及／或其他相關調查中合作（例如：州或其他政府
機關）。
答：
美國在公司寬恕條件中明文規定「盡可能賠償公司因違法行為所造成
之損害。」而美國寬恕政策僅能免除寬恕申請人之刑事責任，縱寬恕申請
人成功適用寬恕政策免除刑事制裁，但其仍負有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依據
反托拉斯刑罰加強和改革法（Antitrust Criminal Penalty Enhancement and
Reform Act，ACPERA）
，成功寬恕申請者的民事責任被限縮至僅須就自己
造成之實際損害負責，且不須負連帶賠償責任，但 ACPERA 亦規定，成功

255

參 閱 ： 美 國 司 法 部 反 托 拉 斯 署 公 布 之 公 司 附 條 件 寬 恕 信 範 本 ， P.2-4 ，
（https://www.justice.gov/atr/page/file/926531/download 最近瀏覽日：2017.11.19）
256
參閱：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Fifth Edition ， Last Updated August 2017，Page II8、II-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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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寬恕申請人須在民事訴訟程序中與索賠人即民事原告「合作」
，其須誠實
描述違法事實並提供相關資訊，而法院在判決時應考量寬恕申請人是否有
達到令人滿意之合作 257。

8.成功的寬恕政策可能包括以下要素中的幾個：
a.提供匿名接洽／假設性申請；
b.提供順位標記（保留申請者在等待免除或減輕罰鍰排序中的位
置）；
c.必要時撤銷寬恕的程序；
d.（向一管轄機關申請，多處）一併適用；
e.申請表單（書面或口頭，口頭提出即生效）（參照下文 10a）；
f.寬恕（申請）中的陳述自證其罪者，保護其不須向民事原告揭
露（參照下文 10b）；
g.處理密切相關的其他寬恕申請資訊所需程序；及
h.撤回／駁回申請情況下的資訊處理。

257

參閱：陳志民，
「美國及歐盟反托拉斯法對國際卡特爾行為之規範」
，貿易政策論叢，
第 14 期，59-61（2010）
。王銘勇，
「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
，公平交易季刊，
第 14 卷第 1 期，86-87（2006）。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所公布關於寬恕政策之 FAQs，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THE ANTITRUST DIVISION’S LENIENCY
PROGRAM AND MODEL LENIENCY LETTERS，18 (2017)。PUBLIC LAW 108–237, §
211-215, 118 Stat. 661, 666-668 (June 22, 2004)。PUBLIC LAW 111–190, 124 STAT. 12751277 (JUNE 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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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寬 恕 申 請 人 的 律 師 可 以 聯 絡 司 法 部 刑 事 執 行 副 助 理 司 法 部 長 (the
Division's 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for Criminal Enforcement) 或著
該部刑事執行署署長(the Division's Director of Criminal Enforcement) 電話：
202-514-3543。且潛在寬恕申請人的律師可以在不提供委託人姓名之情況
下以”匿名”方式向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諮詢相關意見，當該律師須正式提
起順位標記（marker）或寬恕申請時，便須明確向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告知
其委託人是誰。美國之寬恕順位標記制度，係當公司律師首先獲得可能違
反反托拉斯犯罪的跡象時，若還沒有足夠的資訊確信公司是否有這類的違
反時，可以先申請順位標記，爭取一些時間蒐集證據，再提出寬恕申請。
為了獲得標記，律師必須(1)報告他已發現違反反托拉斯犯罪行為的資訊或
證據。(2)揭露被發覺之全體行為類別。(3)明確指出涉案行業、產品或服務、
期間，以足以讓當局決定寬恕是否依然有效而可以保護標記之申請人。(4)
確認其委託人。 258對於撤回／駁回申請的情形並未特別規範。

9.合作誘因—額外要素可以包括：
a. 追加寬恕：不符合免除或減輕條件但揭發第 2 件卡特爾的公司，
得因此項揭露減輕第 1 件違法行為的罰鍰而獲益；及
b. 追加處罰：倘若申請寬恕或被發現參與卡特爾的公司也參與另
一件卡特爾，卻並未報告此事，得為處罰此第 2 件違法行為時的
加重事由。

258

參閱：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THE
ANTITRUST DIVISION’S LENIENCY PROGRAM AND MODEL LENIENCY LETTERS，
Originally Published November 19, 2008 Update Published January 26, 2017。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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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美國有追加寬恕制度，公司在揭發另外的共謀案件中具有多少功勞要
看：(1)合作的公司在寬恕調查中所提供的證據強度。(2)寬恕申請中揭發可
能的違法行為、涉及的商業數量、地理範圍、共謀公司或個人數量。(3)若
沒有該公司自我揭發，反托拉斯署發現的可能性。當調查中的案件和追加
寬恕案件間，兩者間的關聯性較小或無重覆時，則揭露功勞更高。在上述
3 個要件中，要件(1)(2)是較為重要的。為了在判決中取得附加寬恕的功勞，
承認有罪的公司須提供誠實、完整、持續、充分配合調查，以致查獲不法
行為。 259
若涉案公司參與其他的反托拉斯犯罪卻沒有向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報告，
除了無法適用追加寬恕外，還會面臨額外的處罰（即追加處罰） 260。

10.保密—保護寬恕申請秘密的適切措施加強寬恕申請者對機關的信
賴：
a.開放口頭申請寬恕以保護寬恕申請者免於洩漏或揭露資訊等建
置配套保護機制。
b.建立規格及行政典範，確保寬恕申請中的自證己罪陳述在機關
內外皆獲得保護（例如：針對其他機關、團體及第三人）。

259

參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THE
ANTITRUST DIVISION’S LENIENCY PROGRAM AND MODEL LENIENCY LETTERS，
Originally Published November 19, 2008 Update Published January 26, 2017。頁 9-10。
260
參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THE
ANTITRUST DIVISION’S LENIENCY PROGRAM AND MODEL LENIENCY LETTERS，
Originally Published November 19, 2008 Update Published January 26, 2017。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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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寬恕申請人可以口頭申請之方式向司法部反托拉斯署申請寬恕。
申請人所提供之相關資訊，依據反托拉斯民事程序法（the Antitrust
Civil Process Act ，ACPA）針對民事程序中強制要求提出之資訊（ Civil
Investigative Demands，CIDs）
、資訊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
、隱私法（Privacy Act Unit）均有明確規定保密條款，而且寬恕申請
人如果是自願提供資訊者，在某些情況下，甚至能要求司法部反托拉斯署
簽立書面保密協議，得到額外保密之承諾，例如限制該特定訊息如何使用、
何時使用，或著在某些情況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必須洩漏資訊時，會先通
知提供資訊者，讓其得以向法院尋求限制使用該機密文件之救濟程序，且
為了加快調查，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對於面談後自願提供資訊者提供保密信
函是相當常見的情形。 261

11.在全球競爭法環境中的寬恕—確保相容的額外措施
a.競爭主管機關之間透過寬恕拋棄保密（條款），促成競爭主管
機關間合作，交換寬恕資訊。
b.在其他管轄地對於交換資訊的同等保護：機關應該確保與其他
機關間的潛在資訊交換，不至於違背在相關國家中提供予個人
的法律保障。
c.全球關於不同寬恕條件／要求的彈性（在例外情形下）
：
（各國）
261

參閱：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 Fifth Edition | Last Updated August 2017，Page III-18~
III-20、III-45~III-46、III-61~III-63、VI-4~VI-5。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所提供之類似保密信
函可參見：https://www.justice.gov/atr/file/764896/download 最近瀏覽日：201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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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政策有時建置不同或衝突條件，在特定情形下可能陷寬恕申
請者於不確定；機關應該有能力彈性處置此種情形。
d.與全球同儕相較下寬恕體系的最大確定性及可預測性：
●機關應該參考其他已經確立的寬恕政策，在確保準據規範
（例如：法律、決定、通知）的執行體系上清晰、完整、定期
更新、一致且具有充分吸引力。
●此外，一旦申請者已經符合寬恕政策的條件，機關應該沒有
基於其他原因給予或不給予寬恕的裁量權。
答：
依據美國國際反托拉斯援助法 262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Enforcement
Assistance Act of 1994,15 U.S.C. §§ 6201-12）之授權，美國司法部和聯邦
貿易委員會可與外國競爭主管機關簽訂”反托拉斯互助協議（ antitrust
mutual assistance agreements）”以便交換彼此執法獲得之訊息。但是這些
協議並不會架空任何國家的國內法，包括對於保密要求之相關法律 263。
特別針對卡特爾案件的調查，美國司法部會與外國競爭主管機關進行
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在不受保密相關規範限制情況下，在調查前階段會
交換已知悉關於卡特爾參與者之線索或背景事實等資訊，若在調查後階段
則會交換已公開於法庭之文件副本 264。且在徵求寬恕申請人之同意後，司

262

參閱：DOJ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Page II-5~ II-6、Page VII-32~ Page VII-32 (2017)。
參閱：DOJ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Page VII-32~ VII-33 (2017)。
264
參閱：美國提供給 OECD 之文件，Discussion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頁 7-8，
(2012) ，（ http://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s/us-submissions-oecd-and-otherinternational-competition-fora/062012International_coop_U%20S.pdf. ， 最 近 瀏 覽 日 ：
（2017.11.21）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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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反托拉斯署可與外國競爭主管機關分享申請人所提供之情報，交換資
訊 265。
美國的反托拉斯執法者相當關心其他司法管轄區(juridictional)競爭主
管機關在其管轄範圍內如何運作、協調等，因為在全球經濟體系下，當核
心問題和原則達成一致時，雙方或多方才能更有效地進行調查等，且其他
司法管轄區的競爭政策及其競爭主管機關執法亦有可能影響到美國的公司
或消費者，而實質和程序原則的融合將有助於美國和非美國公司以更具成
本效益的方式遵守競爭法，並為他們提供在多個司法管轄區經營業務時所
需的可預測性 266。國際競爭執行界（例如：OECD、ICN、UNCTAD、APEC）
近年來提供最佳方法之指導，推動競爭法規、政策、程序、適用等方面逐
漸達成一致或共通，亦加強提高執法之有效性及可預測性，促使國際間的
各司法管轄區競爭主管機關合作，並藉由個案合作，在實踐中所產生實質
或程序之問題，可能導致彼此間的法律規範、適用、或程序等更加趨同 267。

12.寬恕政策的有效性—非立法的支援措施（假設法律中已經明確禁
止卡特爾）：
a.關於卡特爾違法性的一般教育及宣導。
b.推廣寬恕政策及法遵政策：
265

參閱：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前助理檢察長於 2004 年 ICN 卡特爾研討會上之說法，
R. HEWITT PATE, International Anti-Cartel Enforcement,11-12(2004)。
266
參閱：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助理檢察長 BILL BAER 於第 41 屆國際反托拉斯法及
政策年度會議上之演說，International Antitrust Enforcement:Progress Made; Work To Be
Done，頁 8-9(2014)。
267
美國司 法部 和 聯邦 貿易 委 員會 共 同發 布之 反 托拉 斯國 際執 法 與合 作 指導 守則 ，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ENFORCEMENT AND COOPERATION，
2、3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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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在所有相關場所，以出版品、論文、演講、展示推廣寬恕；
ii.專屬的廣告宣傳；
iii.關於寬恕政策、其採行或修正的諮詢；
iv.寬恕的專屬網站；
v.推廣寬恕的成效；及
vi.支持並鼓勵採行有效率的法遵政策。
c. 在競爭主管機關內部組織，為寬恕申請設立明確接觸單位。
d. 寬恕政策的執行一致、 可預測且透明。
答：
美 國 在 司 法 部 網 站 上 發 布 一 篇 「 反 托 拉 斯 執 行 與 消 費 者 」（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Washington, DC 20530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the
Consumer 268 ），內容在宣導反托拉斯法對於一般消費者而言保護了些什麼？
告知聯邦反壟斷法主要所依據之法律，嚴重違反反壟斷法之行為類型及罰
則，政府對於反壟斷法如何執行，並舉例某些案件，消費者可以依據克萊
登法案向反托拉斯法之違法者請求三倍之損害賠償，且有集體訴訟或國家
司法部代表人民提起訴訟。亦舉例惡質卡特爾行為包含價格卡特爾、圍標、
分配客戶、分配市場。宣傳司法部成功執法案件。內容有描述違反法律之
類型，並一再告知社會大眾，有效的反托拉斯執法須仰賴大家，如果發現
了不對勁可向哪些主管機關檢舉或告知發現疑似的反競爭行為。司法部之
官員亦在多種場合中發表關於卡特爾執法、寬恕政策等相關議題的演講活
動 269。

268

參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Washington, DC 20530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the
Consumer，https://www.justice.gov/atr/file/800691/download 最近瀏覽日 2017.10.31。
269
相關演講題目及詳細內容請參閱：美國司法部寬恕政策專屬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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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支持並鼓勵採行有效率的法遵政策」項目，美國「量刑準則」
已將此項要素明確訂為罪責評分之減輕要素，
「法人內部設有有效的遵法規
章（Effective Compliance and Ethics Program）」，此為法定減輕罰金之依據
270

。
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設有寬恕政策專屬網站 271，在該網站上除公告

公司寬恕政策及個人寬恕政策，寬恕申請人之律師可以聯絡司法部刑事執
法 副 助 理 司 法 部 長 (the Division's 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for
Criminal Enforcement) 或著該部刑事執行署署長(the Division's Director of
Criminal Enforcement，電話：202-514-3543) 272。還特別針對潛在寬恕申請
者 在 申 請寬 恕 政 策 時 ， 可 能 會 面臨 之 相 關 程 序 或 問題 ， 製 作 成 FAQs
（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the Antitrust Division's Leniency
Program and Model Leniency Letters）
。另外，於該網站上也公布公司、個人
附條件寬恕信之範本、寬恕政策主題之演講。
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官員在相關演說中十分強調，成功的寬恕政策
須透明、可預測、提供必要激勵措施。舉例而言，美國於 1978 年便訂定公
司寬恕政策，直至 1993 年修訂原本之寬恕政策，司法部每年僅收到一件寬
恕申請，根據 1978 年寬恕版本，寬恕申請者前來揭發其違法行為並符合相
關條件時，司法部反托拉斯署仍具有是否同意其寬恕之裁量權。而 1993 年
之修訂版本，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提高了寬恕政策之透明性、可測性，主要

https://www.justice.gov/atr/leniency-program 最近瀏覽日：2017.11.20。
270
詳細說明請參閱：美國量刑委員會所頒之 2016 年量刑準則手冊 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COMMISSION GUIDELINES MANUAL 2016，323-326、542-555。
271
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對於寬恕政策所設之專屬網站，https://www.justice.gov/atr/leniencyprogram 最近瀏覽日：2017.11.20。
272
參閱：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THE
ANTITRUST DIVISION’S LENIENCY PROGRAM AND MODEL LENIENCY LETTERS，
Originally Published November 19, 2008 Update Published January 26, 2017，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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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了三個面向：一、如果公司寬恕申請者在調查之前報告違法行為並符
合要件者，將自動獲得寬恕，司法部無裁量權。二、另外創造替代寬恕，
亦即在調查進行中，申請人前來報告，與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合作，亦可能
獲得寬恕。三、如公司寬恕申請人符合公司寬恕資格，公司之董事、雇員
亦配合調查，也會一併獲得寬恕。因此，自 1993 年修訂之後，寬恕申請率
增加了將近 20 倍，導致破獲數 10 個大型國際卡特爾案件 273。
有效的寬恕政策若只有減少或免除制裁的可能性通常不足以促使公司
合作，對於寬恕可獲得之利益必須要透明、可預測及確定性。為了使潛在
寬恕申請者能評估使用寬恕之利益，卡特爾參與者必須能高度準確預測其
採取合作策略及不合作時，將面臨甚麼結果。因此，競爭主管機關必須明
確規定寬恕標準、政策，且要明確解釋在實施寬恕政策時，其自由裁量權
為何 274。

第二節

德 國 寬 恕 政 策 依 ICN 檢 核 清 單 所 呈 現 效 率 及
效用情形

研究小組根據 ICN「寬恕政策效率及效用檢核清單」所列 12 項要素，
蒐集並比對德國聯邦卡特爾署（BKartA）官方網站相關資訊，嘗試檢核其

273

詳參：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刑事執行部門主管 Scott D. Hammond 於 2004 年 11 月
22-23 日 ICN 寬恕政策專題研討會，CORNERSTONES OF AN EFFECTIVE LENIENCY
PROGRAM ， 頁 3-4 ， https://www.justice.gov/atr/speech/cornerstones-effective-leniencyprogram，最近瀏覽日 2017.11.20
274
參閱：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負責刑事執行之副助理司法部長 Ann O’Brien 於第 13
屆歐盟競爭法及政策年度研討會，“Cartel Settlements in the U.S. and EU: Similarities,
Differences & Remaining Questions”，P.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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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政策」制度設計與實施成效的關聯性如下：

本文件提供一份為有助於引進及實施有效率且具效用的寬恕政策所設
計的要素清單。競爭主管機關或任何其他追訴違反競爭法行為的調查機
構設計或修正其寬恕體系時，應該考量這些要素。本文件預先假定：建
立寬恕政策的一般前提要件已經存在，亦即，基於公部門積極執法的實
務及具備充分嚇阻效果的處罰，卡特爾將被發現的高度風險。

以下為 12 項檢核要素比對情形：

1.寬恕政策得適用於：
a.公司（包括單一法律主體或一群法律主體）及／或涉及反競爭行為的自
然人；
b.民事、行政或刑事的競爭法機制。
答：
a.德國現行「紅利規則」適用於參與聯合行為的事業及事業團體（公
會），自然人參與聯合行為將依法處以罰鍰者，亦有適用。
b.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GWB）由聯邦卡特爾署（BKartA 設於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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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部之下的獨立行政機關）主管 275，主要處罰為行政罰 276，基本上為行政的
競爭法機制。
然而，該法另針對違法限制競爭行為參與者，明定其應負侵害停止請
求權、侵害排除請求權及損害賠償等民事責任 277。
此外，GWB 中也明文規定，BKartA 得將法人代表人或負責人違反秩
序違反罰法（OWiG）至該法人違法案件，交由檢察機關處理 278。

2.寬恕所涵蓋違法行為類型：
卡特爾，亦即，藉由限定價格、瓜分市場、圍標或限制產出以限制競爭
的暗默水平協議或一致行為聯合行為，有時也可能涉及特定附隨的垂直
面向。
答：
德國現行「紅利規則」涵蓋違法行為類型為卡特爾，包括：藉由限定
價格、瓜分市場、圍標或限制產出以限制競爭的暗默水平協議或一致行為
等聯合行為，有時也可能涉及特定附隨的垂直面向均包括在內 279。

275

參照：§§ 32 ff., §§ 48 ff. GWB。值得特別注意者，GWB 也授予卡特爾主管機關證人
詢問權（必要時得聲請法院命證人宣誓後作證）
、證物扣押權及資料調取權，參照：§§ 57
ff.。
276
參照：§§ 81 ff. GWB。
277
參照：§§ 33 ff. GWB。
278
參照：§ 82 S. 2 GWB。
279
參照：Bonusregelung, Rn. 1。GWB 第 1 條修正刪除事業「處於競爭關係」的要件之
後，所謂「垂直卡特爾」也在該條原則禁止的範疇之中。
230

3.分流的寬恕體系
倘若有公司寬恕與個人寬恕及／或平行的民事、行政及刑事的機制，體
系整體提供最大確定性及可預見性是重要的。為避免損及寬恕政策的效
率，確保以下事項是重要的：
a. 授予個人寬恕並不自動排除公司寬恕。因此，對於申請寬恕的公
司及個人（例如：個人刑事豁免）皆提供保護是重要的。
b. 適用於相同行為的不同性質法律制裁效果彼此並不相互抵消或
妨礙，並且，將公司及涉案個人的利益及誘因納入考量。對於申請
寬恕的公司及個人提供免受其他潛在的行政、管制（例如：政府採
購主管機關禁止投標）或刑事制裁的保護是重要的。
答：
a.德國關於寬恕政策適用對象，係參與卡特爾的自然人或事業、事業
團體；至於事業內代表人、負責人等個人，其與事業或事業團體之間的責
任歸屬，則依秩序違反罰法（OWiG）第 30 條規定分別追究。倘若代表人
或負責任涉及刑法第 298 條圍標罪，則連同秩序違反罰法相關罰鍰，均移
交檢察署一併處理 280。
b.聯邦卡特爾署「紅利規則」特別明定：
「寬恕政策」申請者獲得減免
者，主管機關原則上不再依 GWB 第 34 條或 OWiG 第 29 條 a 追徵其不法
所得利益 281。此外，德國對於卡特爾的違法責任，除圍標罪之外，目前並
未規定刑事制裁 282。至於政府採購，德國納入 GWB 第 97 條以下（第 4 編）
280

參照：§ 41 Abs. 1 OWiG，以及，Bonusregelung, Rn. 24。
參照：Bonusregelung, Rn. 23。
282
由於德國行政罰與刑罰競合時，則刑罰規定優先適用，因此，並無刑事制裁與行政罰
相互扞格情形；參照：§ 21 OWiG。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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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加以規範，其中，第 123 條關於強制排除參與投標資格者，並不包含
刑法第 298 條圍標罪；至於採購單位得依比例原則排除其投標資格者，則
包括意圖使投標或開標程序不正確及干擾競爭者 283。關於參與卡特爾的事
業申請「寬恕政策」者，在政府採購程序上是否免於排除投標資格，GWB
並未特別規定，「紅利規則」中亦未特別加以規範 284。

4.不陷入更不利地位：
寬恕政策應該設計為：避免寬恕申請者陷入比不與競爭主管機關合作的
卡特爾參與者更不利的地位（參照以下第 10 點 ）。
答：
聯邦卡特爾署於「紅利規則」中定有保密專節，以免「寬恕」政策申
請者身分曝光而遭其他卡特爾成員報復 285；關於卡特爾主管機關一般調查
程序，也準用不強迫事業自證己罪原則 286。

5.罰 款 免 除及／或減輕 ：
機關應該決定僅給予完全免除或也得減輕罰鍰。
A.免除：免除參與卡特爾原本將被課處／聲請法院判處的任何罰鍰

283

參照：§ 124 GWB。
由於政府採購機關與聯邦卡特爾署各自行使法定職權，在程序上並無前後銜接，實體
上亦無彼此調和的明文規範。
285
參照：Bonusregelung, Rn. 21-22。
286
參閱：
「成果豐碩的卡特爾取締」，S. 23。
284

232

或制裁。寬恕政策所免除者，應該包括：
a.免除所須的證據門檻定義（免除類型）是：
●當機關尚無充分先前資訊以進行調查時，提出足供針對目標
進行檢查（的資訊）：提供卡特爾的證據及詳細描述，例如：
○涉入（公司）主體的名稱／地址；
○涉入個人的姓名／職位／地址：
○商品範疇：
○已知期間：
○行為類型，手段：
○可預見的會議或接觸（倘若卡特爾正在進行中）：
○已向其他機關提出或計畫提出的類似資訊。
● 當機關已經進行調查，或尚無其他申請者符合第一順位門檻

獲得免除時 ，提出足供機關根據其中的證據及資訊確認全部違
法行為（的資訊）
：未達在上述段落中提到的資訊水準者，則須
足供機關描述且證明其中參與者的違法行為。
b. 例外情形排除完全免除（依特定參與者在違法活動中所扮演的

角色而定）。
B.減輕罰鍰：依相關寬恕申請者的排序及其申請時機（例如：在調查
之前或之後提出）
，減輕原本將被課處／聲請法院判處的（處罰）金
額至特定百分比。極力建議：訂定確立申請者之間相互競逐情境的規
定，以促使其儘速提供最佳合作。在此範圍內，任何訂有減輕罰鍰的
寬恕政策可以包括以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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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罰鍰所需的證據門檻：亦即，提供相較機關於提出時已經
掌握的證據貢獻 顯著加值 的證據。申請寬恕成功者必須提供在本
質上、品質上及／或詳細程度上強化機關證明違法行為的能力的
證據，例如：
○直接證據，相對於間接或情況證據；
○獨立證據，相對於尚須佐證的證據；
○書面、當時證據，相對於（行政或訴訟）程序時的口頭陳述。
●可獲得寬恕的申請者潛在數目及減輕程度：機關可以依公司申
請排序，提供第二順位及後續成功申請寬恕者減輕罰鍰至特定數
額範圍（例如 50%）。
●部分免除：倘若當事人（已經符合罰鍰減輕條件）是第一個揭
露機關先前未知事實者，而此事實延伸調查中的（違法）行為重
要性或期間者，也符合相應部分制裁的免除條件。
答：
聯邦卡特爾署得決定免除或減輕申請寬恕的卡特爾參與者罰鍰，除提
出申請的時機及順位等外在客觀條件之外，申請者皆須提供資訊及證據，
申請者並非卡特爾主導者且未脅迫其他成員參與卡特爾，該申請者須完全
且持續與聯邦卡特爾署合作。
A.寬恕申請者免除罰鍰的最重要條件，必須第一個向聯邦卡特爾署提
出。
a.當聯邦卡特爾署尚未掌握得聲請法院裁定搜索的充分證據資料時，
寬恕申請者以書面或口頭提供資訊或證據，使聯邦卡特爾署據以向法院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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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搜索得裁定獲准者，聯邦卡特爾署將（明確）免除該寬恕申請者罰鍰 287。
當聯邦卡特爾署已可取得搜索狀之後，寬恕申請者以書面或口頭所
提供資訊或證據，足以證明違法卡特爾行為者，聯邦卡特爾署原則上將免
除該寬恕申請者罰鍰 288。
雖然「紅利規則」並未列舉證據及描述的具體項目或內容，在聯邦
卡特爾署官方網站上也無可供下載的表格可資參考，但該署在官方網站上
提供專線電話，該署將提供保密的對話情境及「寬恕政策」相關諮詢，事
業正式提出申請前，可透過外部律師匿名接觸，探詢適用寬恕政策可能性。
關於寬恕申請者已向其他機關提出或計畫提出的類似資訊，亦須向該署說
明。
b.寬恕申請者遭排除資格者，最主要情形為卡特爾的唯一首謀（領
導者），或脅迫其他成員參與卡特爾。
B. 寬恕申請者倘若並非第一個向聯邦卡特爾署提出，其書面或口頭提
出的資訊或證據，實質有助於該署證明違法行為者，該署將減輕其罰鍰。
「紅利規則」並未明定減輕罰鍰所需證據種類；由於德國關於行政罰
裁罰程序，一旦相對人爭訟即準用刑事訴訟程序由法院審理，因此，寬恕
申請者所提出的資訊或證據詳細程度及品質，亦須與聯邦卡特爾署聲請搜
索狀時所需的資訊或證據相當。
減輕罰鍰的額度，依申請排序及其所提供資訊或證據證明力而定，最

287
288

參照：Bonusregelung, Rn. 3。
參照：Bonusregelung, R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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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減輕 50%罰鍰 289。

6.獲得寬恕的行為條件：申請者應該遵守特定條件以取得寬恕，例如：
a.直到調查及起訴完成真誠合作的持續義務（例如：報告相關事實、
提出文件、使相關個人配合機關調查。有所合作應該按照機關要求
立即促成）；
b.盡最大努力全程提供全面而坦誠解釋；
c.停止參與卡特爾（或按照機關指示／同意繼續參與卡特爾）；
d.不破壞、偽造或隱匿證據；
e.揭露／承認參與卡特爾；及
f.申請者的保密義務。
答：
無論免除或減輕罰鍰，共通條件均為：非卡特爾主導者亦未脅迫其他
事業參與卡特爾，並持續、完全與聯邦卡特爾署合作。就哪些事項與該署
合作，如何合作，
「紅利規則」僅例示：寬恕申請者須「持續且完全配合」
，
於申請後立即將其掌握的資訊及證據（尤其，計算罰鍰時所需的重要項目）
提供卡特爾署 290，須確保其現任及前任員工、代表人將提供資訊 291，與該署
秘密合作直到該署免除此項義務（通常為搜索完成之後） 292；此外，申請

289
290
291
292

參照：Bonusregelung, Rn. 5。
參照：Bonusregelung, Rn. 8。
參照：Bonusregelung, Rn. 10。
參照：Bonusregelung, R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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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須依聯邦卡特爾署要求立即停止參與卡特爾行為 293，必要時，仍須消極
參與卡特爾，以維持對其他卡特爾參與者保密狀態。

7.依裁量獎勵體系：寬恕僅給予／聲請法院判予第一順位成功申請者，且
寬恕政策未明訂必予減輕者，保留依裁量獎勵後順位公司並給予誘因或
承認當事人先前或同時的以下主動配合，可能是適切的：
a.儘可能回復或繳回不法所得；且
b.在民事訴訟及／或其他相關調查中合作（例如：州或其他政府機
關）。
答：
聯邦卡特爾署明定必予免除者，係聯邦卡特爾署尚未掌握得聲請法院
裁定搜索的充分證據資料時，寬恕申請者以書面或口頭提供資訊或證據，
使聯邦卡特爾署據以向法院聲請搜索得裁定獲准者。除此之外，其餘情形
「原則上」得予免除或減輕者（主要在於申請順位不同）
，主要係書面或口
頭提出的資訊或證據，實質有助於該署證明違法行為，並「持續且完全」
與該署合作，該署均得依「紅利規則」就具體個案裁量是否准予減免罰鍰。
此外，聯邦卡特爾署亦得依一般法律如行政程序法、秩序違反罰法，與個
別受調查且即將受罰的事業和解，由後者承認違法事實以換取主管機關以
簡易程序作成裁罰處分，以聯邦卡特爾署為例，該署並將根據行政資源節
省情形，依裁量減輕 10%以下的罰鍰額度 294。至於秩序違反罰法上的追繳
不法所得利益，聯邦卡特爾署通常不在寬恕政策中倂用 295；因違法卡特爾
293

參照：Bonusregelung, Rn. 7。
參 照 ： 聯 邦 卡 特 爾 署 頒 布 的 裁 罰 案 和 解 程 序 公 告 Das Settlement-Verfahren des
Bundeskartellamtes in Bußgeldsachen v. 2. 2. 2016.。
295
參照：Bonusregelung, Rn. 23。
294

237

而受害者自行提起民事訴訟者，固然可以受惠於聯邦卡特爾署處罰違法事
業的行政處分確定力，但「寬恕政策」申請者亦應享有類似「證人保護」
的相對利益 296。

8.成功的寬恕政策可能包括以下要素中的幾個：
a.提供匿名接洽／假設性申請；
b.提供順位標記（保留申請者在等待免除或減輕罰鍰排序中的位
置）；
c.必要時撤銷寬恕的程序；
d.（向一管轄機關申請，多處）一併適用；
e. 申請表單（書面或口頭，口頭提出即生效）（參照下文 10a）；
f.寬恕（申請）中的陳述自證其罪者，保護其不須向民事原告揭露（參
照下文 10b）；
g. 處理密切相關的其他寬恕申請資訊所需程序；及
h. 撤回／駁回申請情況下的資訊處理。
答：
聯邦卡特爾署實施「寬恕政策」，（在書面規範上）大致均符合本點各
款要求：該署為推動「寬恕政策」，自 2012 年起，該署在官方網站建置匿

296

參閱：
「成果豐碩的卡特爾取締」，S. 30。就此議題，可以一併參考第 1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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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舉報系統（anonymes Hinweisgebersystem）297，由負責調查單位專人處理
申請案件並提供諮詢；為明確相關申請人提出順位，該署也建立一套順位
標記系統 298；關於聯邦卡特爾署撤銷「寬恕政策」決定的程序，卡特爾法
上亦未另作特別規定 299，仍回歸一般法（行政程序法）處理；歐盟及各成
員國間寬恕政策尚未有效統合至單一窗口申報。根據歐盟競爭署官員表示：
近年歐盟「模範寬恕政策」又有所精進，歐盟執委會在統合申報系統支持
下得以「最適管轄」寬恕申請，倘若轉介至會員國受理，申請者也不致錯
失其應有順位 300；關於「寬恕政策」申請，口頭或書面皆可 301；寬恕申請者
所陳述者，聯邦卡特爾署在法律授權內致力於不在其他民事訴訟程序中揭
露 302；關於寬恕申請順位、申請是否符合等內部檢視程序，
「紅利規則」均
有規範 303：聯邦卡特爾署對於「寬恕政策」申請資料的保密作業，通常在
裁罰處分作成時結束，對於撤回／駁回申請的情形並未特別規範 304。

9.合作誘因—額外要素可以包括：
a.追加寬恕：不符合免除或減輕條件但揭發第 2 件卡特爾的公司，得
因此項揭露減輕第 1 件違法行為的罰鍰而獲益；及
b. 追加處罰 ：倘若申請寬恕或被發現參與卡特爾的公司也參與另一

297

參閱：
「成果豐碩的卡特爾取締」，S. 6。
詳請參照：Bonusregelung, Rn. 11-17。
299
在「寬恕政策」中明文規定者，僅止於原即為免除或減輕不可發生的消極條件，亦即：
申請者非卡特爾主導者且未脅迫其他成員參與卡特爾，參照：Bonusregelung, Rn. 19。
300
參閱：歐盟競爭署副署長 C. M. Villarejo 所述，in: Buhart and D. Henry (ed.) Leniency
Regimes: International Series, 5th Ed., vii-viii (2015)。
301
參照：Bonusregelung, Rn. 3-5。
302
參照：Bonusregelung, Rn. 22。就此議題，可以一併參考第 10 點。
303
參照：Bonusregelung, Rn. 18-20。
304
參照：Bonusregelung, Rn. 21。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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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卡特爾，卻並未報告此事，得為處罰此第 2 件違法行為時的加重
事由。
答：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並不採行追加寬恕或追加處罰，如上述第 7 點所述，
在「寬恕政策」以外其他措施，均回歸一般法處理，在卡特爾法上並未另
訂特殊規範 305。

10.保密—保護寬恕申請秘密的適切措施加強寬恕申請者對機關的信賴：
a.開放口頭申請寬恕以保護寬恕申請者免於洩漏或揭露資訊等建置
配套保護機制。
b.建立規格及行政典範，確保寬恕申請中的自證己罪陳述在機關內
外皆獲得保護（例如：針對其他機關、團體及第三人）。
答：
a.如上所述，聯邦卡特爾署在「紅利規則」中以專節規定保密事項，對
於口頭申請也賦予與書面申請相同的效力 306。此外，該署已在官方網站建
置匿名舉報系統（anonymes Hinweisgebersystem），讓寬恕申請者得如同其
他檢舉人，不洩露身分資訊而儘早與主管機關接觸。

305

該署特別引用聯邦立法機關在刑事訴訟法上引進協商制度時的立法考量：立法者不擬
就行政機關裁罰程序過度予以制式化（Regierungsbegründung zum Gesetz zur Regelung der
Verständigung im Strafverfahren, BT-Drucksache 16/12310, S. 16.）
，參閱：Das SettlementVerfahren des Bundeskartellamtes in Bußgeldsachen v. 2. 2. 2016., S. 2。
306
參照：Bonusregelung, Rn. 3-5：此外，口頭申請者，在順位標記上也未予忽略，參照：
Bonusregelung, R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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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聯邦卡特爾署在「紅利規則」中明確表示：該署將善用其職權拒絕提
供可能自證寬恕申請人刑事或民事不法的檔案 307。然而，歐盟已於 2014 年
頒布「關於 違反競 爭法依內 國法提起 損害 賠償訴訟指 令（ DIRECTIVE
2014/104/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6 November 2014 on certain rules governing actions for damages under
national law for infringements of the competition law provisions of the Member
States and of the European Union，簡稱損害賠償指令 Damages Directive）」
，
明文要求會員國應確保其內國法院不得命當事人或第三人揭露申請寬恕或
和解時所交付證據資料 308；會員國應確保僅可透過該國競爭主管機關獲得
的申請寬恕所提交證據，在後續民事訴訟求償案件中，或為不應許可的證
據方法，或該證據受內國法保護 309。對此，德國聯邦卡特爾署表示：德國
將該指令轉換為內國法之後，將有助於第三人就其因違法卡特爾所受損失
起訴求償，形成私人（為本身利益）協助執法，以及，違法卡特爾參與者
申請寬恕進而有助於主管機關破獲違法卡特爾，兩項重要執法工具之間更
加均衡發展 310。德國 GWB 於 2017 年修正時，已將上述歐盟指令規範納入
其中 311。

11.在全球競爭法環境中的寬恕—確保相容的額外措施
a.競爭主管機關之間透過寬恕拋棄保密（條款）
，促成競爭主管機關
間合作，交換寬恕資訊。

307
308
309
310
311

參照：Bonusregelung, Rn. 22。
參照：Art. 6 (6) Directive 2014/104/EU。
參照：Art. 7 (1) Directive 2014/104/EU。
參閱：
「成果豐碩的卡特爾取締」，S. 29-30。
參照：§ 33 e bzw. § 33 g G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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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其他管轄地對於交換資訊的同等保護：機關應該確保與其他機
關間的潛在資訊交換，不至於違背在相關國家中提供予個人的法律
保障。
c.全球關於不同寬恕條件／要求的彈性（在例外情形下）
：
（各國）寬
恕政策有時建置不同或衝突條件，在特定情形下可能陷寬恕申請者
於不確定；機關應該有能力彈性處置此種情形。
d.與全球同儕相較下寬恕體系的最大確定性及可預測性：
●機關應該參考其他已經確立的寬恕政策，在確保準據規範（例
如：法律、決定、通知）的執行體系上清晰、完整、定期更新、
一致且具有充分吸引力。
●此外，一旦申請者已經符合寬恕政策的條件，機關應該沒有基
於其他原因給予或不給予寬恕的裁量權。
答：
德國為歐盟主要成員，因此，關於經濟共同體核心規範之一的卡特爾
執法，與歐盟及其他成員之間，係透過具有規範效力的歐盟層級規範 312，
以及，競爭法主管機關同儕彼此合作等跨國平台相互協調，其中最重要者
首推「歐洲競爭網絡（European Competition Network, ECN）。關於「寬恕
政策」
，ECN 已共同發展「模範寬恕政策（Model Leniency Programme, MLP）
」
，
近年則又改進其中關於歐盟層級的申請順位標記制度。
a.德國聯邦卡特爾署與其他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同儕，將違反競爭法
312

關於經濟共同體條約中限制競爭行為的執法分工規範，參閱：Verordnung (EG) Nr.
1/2003 des Rates zur Durchführung der in den Artikeln 81 und 82 des Vertrags niedergelegten
Wettbewerbsregeln vom 16.12.2002, ABl. EG L 1/1 vom 04.0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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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透過 ECN 的安全內網（intranet）系統相互交換。各國主管機關在
各自管轄範圍內蒐集執法資訊，再透過安全內網相互交換，對於違法事證
蒐集極有助益 313。
b.關於競爭法執法機關間的合作，德國仍以歐盟成為為主要對象：在
歐盟頒布指令調和各成員內國法範圍內，跨境交換資訊將（在規範層面上）
獲得與內國相當的保護。
c.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基本上在 ECN 架構中＜致力與其他競爭法主管機
關同儕調和「寬恕政策 」執行標準，透過最適管轄機關（ bestgeeignete
Behörde）分工方式劃定受理權限。此外，德國聯邦卡特爾署也是 2001 年
間參與發起成立 ICN 的 14 個競爭法執法機關之一，該署現任署長 Andreas
Mundt 則自 2013 年起，就擔任 ICN 指導小組（Steering Group）主席，致
力推動全球超過 130 個競爭法執法機關、律師、企業代表等不同成員之間，
就包括「寬恕政策」在內的競爭法實務工作相互交流、建立共識、調和規
範等合作事務 314。
d.德國「寬恕政策」在歐盟架構下的調和趨勢較為明顯，至於違法卡特
爾「入刑化」或「追加寬恕」等其他國家逐漸採納的立法及執法措施，則
仍持觀望態度。雖然，「紅利規則」最近在 2006 年頒布，近年在規範文字
上並無修正或調整；但在執法措施上，該署則不斷強化搜索、資訊處理及
內部審議能量，成效頗為顯著 315。

313

該署並未提及拋棄保密相關議題，參閱：
「成果豐碩的卡特爾取締」
，S. 11-12。
相關說明，參閱：「成果豐碩的卡特爾取締」
，S. 12-13。
315
聯邦卡特爾署自 2007 年起至 2016 年間，每年發動 8 至 20 次搜索行動；以 2016 年為
例，該署當年扣押的數位跡證就超過 20 兆元（Tera Bytes）
，亟需資訊科技專家及實驗室
支援相關資料處理工作。相關說明，參閱：「成果豐碩的卡特爾取締」
，S. 5-8, S. 23-25。
此外，GWB 原已授予卡特爾主管機關證人詢問權（必要時得聲請法院命證人宣誓後作
證）
、證物扣押權及資料調閱權，參照：§§ 57-59 GWB。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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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政策」申請者在聯邦卡特爾署尚未掌握得聲請法院裁定搜索的
充分證據資料前，寬恕申請者以書面或口頭提供資訊或證據，使聯邦卡特
爾署據以向法院聲請搜索得裁定獲准者，當該申請者符合其他條件時即可
免除罰鍰；除此之外，聯邦卡特爾署「原則上」均將依「紅利規則」免除
或減輕申請者應受處罰金額 316。

12.寬恕政策的有效性—非立法的支援措施（假設法律中已經明確禁止卡
特爾）：
a.關於卡特爾違法性的一般教育及宣導。
b.推廣寬恕政策及法遵政策：
i.在所有相關場所，以出版品、論文、演講、展示推廣寬恕；
ii.專屬的廣告宣傳；
iii.關於寬恕政策、其採行或修正的諮詢；
iv.寬恕的專屬網站；
v.推廣寬恕的成效；及
vi.支持並鼓勵採行有效率的法遵政策。
c. 在競爭主管機關內部組織，為寬恕申請設立明確接觸單位。
d. 寬恕政策的執行一致、可預測且透明。
答：
聯邦卡特爾署實施「寬恕政策」的配套及宣導措施，大致均符合本點

316

但在減輕情形下，該署則明顯享有裁量權，參照：Bonusregelung, Rn.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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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款要求：以該署 2016 年底出版物「成果豐碩的卡特爾取締：有益於經濟
及 消 費 者 （ Erfolgreiche Kartellverfolgung: Nutzen f ü r Wirtschaft und
Verbraucher）」為例，首先以淺顯的文字說明何謂「卡特爾」317，也解釋卡
特爾將造成何種損害、為何要有效打擊違法卡特爾 318，並且逐項說明該署
為有效打擊違法卡特爾所推動各項措施、提供接觸管道、說明「寬恕政策」
內涵及向讀者揭露「寬恕政策」歷年績效、宣導事業主動落實法規遵循等
319

，堪稱該署推廣「寬恕政策」及法遵政策的最佳「專屬的廣告宣傳」。

第三節

韓 國 寬 恕 政 策 依 ICN 檢 核 清 單 所 呈 現 效 率 及
效用情形

研究小組根據 ICN「寬恕政策效率及效用檢核清單」所列 12 項要素，
蒐集並比對韓國公平會（KFTC）官方網站相關資訊，嘗試檢核其「寬恕政
策」制度設計與實施成效的關聯性如下：

本文件提供一份為有助於引進及實施有效率且具效用的寬恕政策所
設計的要素清單。競爭主管機關或任何其他追訴違反競爭法行為的
調查機構設計或修正其寬恕體系時，應該考量這些要素。本文件預先
假定：建立寬恕政策的一般前提要件已經存在，亦即，基於公部門積
極執法的實務及具備充分嚇阻效果的處罰，卡特爾將被發現的高度
風險。

317
318
319

參閱：
「成果豐碩的卡特爾取締」，S. 5。
參閱：
「成果豐碩的卡特爾取締」，S. 15-17。
參閱：
「成果豐碩的卡特爾取締」，S.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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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 12 項檢核要素比對情形：

1.寬恕政策得適用於：
a.公司（包括單一法律主體或一群法律主體）及／或涉及反競爭行為
的自然人；
b.民事、行政或刑事的競爭法機制。
答：
韓國寬恕政策依該國「公平交易法」第 22-2 條規定，事業與事業團體
並及於自然人、事業及個人因不法的共謀共同行為（相當我國聯合行為）
於機關尚未知悉或尚未能取得確切事證前，向機關自願陳明有關事實與提
供一定水準之證據，並與機關合作且配合調查者，得請求機關給予行政處
分與刑事罪責的豁免或減輕。
(1) 寬恕政策適用於法人：
依韓國公平法第 2 條對「業者」
（사업자）之定義，係指「從事製造、
服務或其他業務之人」
，即為人所熟知的依公司法所設立登記之公司類型，
或依其商業登記法依法設立之營利法人之事業（獨資、合夥）
，或其他事業
法所規範之控股公司、集團中之內部關係企業，即可因寬恕政策，有條件
的免除或減輕不法卡特爾行為所受之警告、改正措置（如事業或業者團體
的分割、重組或依定應履行之禁制命令）與行政罰鍰。
(2) 個人寬恕之適用：
韓國公平法第 66 條有關刑事處罰，對象僅限合意實施、執行、資助卡
特爾活動者，係對參與惡質卡特爾活動者對其行為惡性之規定，為不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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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個人如欲申請寬恕，尚須合於身分資格。
(3) 事業的連帶責任：
因韓國公平法另設有「併罰」規定（第 70 條），行為人所屬事業在未
能更早主動向機關揭露該行為人之不法時，仍應受相關行政處分，並可能
因此失去寬恕之保護。

2.寬恕所涵蓋違法行為類型：
卡特爾，亦即，藉由限定價格、瓜分市場、圍標或限制產出以限制競
爭的暗默水平協議或一致行為聯合行為，有時也可能涉及特定附隨
的垂直面向。
答：
第 19 條第(1)項針對聯合定價（第 1 款）、瓜分市場（第 4 款）、圍標
（第 8 款）、輸出限制（第 3 款）等行為皆有明文規範。
(1) 本條謂「業者不得透過契約、協議、決議或其他方式，與其他事業達
成一致，共同參與不公平限制競爭事項，或允許任何其他事業去履行
類似的不當的合作行為」，因此該規範已包括水平與垂直面向。
(2) 另第 9 款規定：其他已於第 1 至第 8 款以外之行為，實際上於商業交
易區域中，藉由其他業者（包括已完成行為之業者）以干預形式或限
制行為或業務內容，視為限制競爭。此等規定亦將可能違法行為類型
予以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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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流的寬恕體系
倘若有公司寬恕與個人寬恕及／或平行的民事、行政及刑事的機制，
體系整體提供最大確定性及可預見性是重要的。為避免損及寬恕政
策的效率，確保以下事項是重要的：
a. 授予個人寬恕並不自動排除公司寬恕。因此，對於申請寬恕
的公司及個人（例如：個人刑事豁免）皆提供保護是重要的。
b. 適用於相同行為的不同性質法律制裁效果彼此並不相互抵消
或妨礙，並且，將公司及涉案個人的利益及誘因納入考量。對於
申請寬恕的公司及個人提供免受其他潛在的行政、管制（例如：
政府採購主管機關禁止投標）或刑事制裁的保護是重要的。
答：
韓國公平法「併罰」規定（第 70 條）與修正後的非自動「繼位」制度，
可見授予個人寬恕並不自動排除公司寬恕，也因此寬恕政策不因不同主體
而將差別待遇降至最低。也因為韓國公平會具有行政上解釋競爭法令的高
權地位，而得以彈性利用寬恕政策，將公司及涉案個人的利益及誘因同時
納入考量，並使申請寬恕的公司及個人免於其他潛在的行政、管制或刑事
制裁的過度雙重懲罰。

4.不陷入更不利地位：
寬恕政策應該設計為：避免寬恕申請者陷入比不與競爭主管機關合作
的卡特爾參與者更不利的地位（參照以下第 10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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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若寬恕申請人主動報告不法而一旦為其他卡特爾成員所知，可能會受
到制裁，與機關的合作反而成為不利益的來源。因寬恕申請者一旦自願「報
告」陳述卡特爾之不法活動，除須受機關要求而停止一切不利掠取現實經
濟利益的違法行為，若自己向機關提出證據之事敗露，甚或招致其他卡特
爾成員杯葛或斷絕供給以為報復。
韓國公平會對於主動申報者，於程序進行中會採取相關措施，以保護
申請人身分免於洩漏。
(1) 明定得公開之範圍：公平法施行令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調查公務員對
自行申報者必須遵守秘密保障的可行作為。另外，在進行審查報告書
的審理等過程中，也採取了不公開身分的相應措施。然韓國公平會在
作出違反本法規定的處分決定事項時，依本法應以書面作成，指明其
原因，委員會及曾參與決定之專員應簽核署名（公平法第 45 條第(1)
項），為確保前述不公開原則，故第 22-2 條第(3)項規定，韓國公平會
及在其所屬的公務員不得提供或洩露有關申請人自願報告或交付、利
用自願報告或合作之人其身分、詳細資訊等報告相關資訊及資料；甚
或對於資訊和資料的禁止提供與公開之細部事項，明定應按總統令始
得為之（同條第(4)項後段）
，藉此保護申請人，但案件為實施訴訟所必
要且受總統令之公告者除外。
(2) 避免職務上的外洩：另於第 62 條擴大保密義務人的範圍，擔當或曾
為執行職務之委員、公務員，或負責、承擔糾紛調解業務之人，不得
洩漏於調查期間事業與組織履行義務的秘密資訊，或違反執行本法律
的目的加以利用。甚或工作或受分配任務人員或已在工作或擔任的成
員，或在與政府磋商者，任何人皆不得洩露秘密或業務內容或以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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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以外的使用行為。此外，執行令第 35 條第 3 項，賦予自願報告或
合作調查之人得要求公平會就牽連案件分別討論或決定，以確保申請
者等身分不被洩漏。另於有關審議程序規定中亦要求處分書應分別製
作或為必要之處理，於事實描述時更應避免直接使用申請人所提出之
證據 320。
(3) 除其他保護個人資訊法律原有之處罰規定外，公平法對洩漏公平法上
所稱應秘密範圍者，另有加重處罰之特別規定，依其洩密程度、範圍
與對象分別科處罰鍰或施予刑事制裁。

5.罰款免除及／或減輕：
機關應該決定僅給予完全免除或也得減輕罰鍰。
A.免除：免除參與卡特爾原本將被課處／聲請法院判處的任何罰
鍰或制裁。寬恕政策所免除者，應該包括：
a.免除所須的證據門檻定義（免除類型）是：
●當機關尚無充分先前資訊以進行調查時，提出足供針對目
標進行檢查（的資訊）：提供卡特爾的證據及詳細描述，例
如：
○涉入（公司）主體的名稱／地址；
320

更具體地說，「寬恕政策公告」第 15、19 條規定，韓國公平會對申請人的身份的保
密作為可採：於承辦（或經辦）人的報告對於申請人必須使用別名。含有申請人的身份
資料部分，應移除或者改編。應當採取必要措施，防止申請人的身份被揭露。例如，韓
國公平會進行每次進行審議所須報告與每位申請人的應依規定處理並單獨編寫。防止在
寬恕適用者的身份因媒體的報導而披露。申請人得要求匿名或對機敏資訊個別提供更周
延的保密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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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入個人的姓名／職位／地址：
○商品範疇：
○已知期間：
○行為類型，手段：
○可預見的會議或接觸（倘若卡特爾正在進行中）：
○已向其他機關提出或計畫提出的類似資訊。
●當機關已經進行調查，或尚無其他申請者符合第一順位門

檻獲得免除時，提出足供機關根據其中的證據及資訊確認全
部違法行為（的資訊）：未達在上述段落中提到的資訊水準
者，則須足供機關描述且證明其中參與者的違法行為。
b. 例外情形排除完全免除（依特定參與者在違法活動中所扮演

的角色而定） 。
B.減輕罰鍰：依相關寬恕申請者的排序及其申請時機（例如：在
調查之前或之後提出）
，減輕原本將被課處／聲請法院判處的（處
罰）金額至特定百分比。極力建議：訂定確立申請者之間相互競
逐情境的規定，以促使其儘速提供最佳合作。在此範圍內，任何
訂有減輕罰鍰的寬恕政策可以包括以下事項：
●減輕罰鍰所需的證據門檻：亦即，提供相較機關於提出時已
經掌握的證據貢獻 顯著加值 的證據。申請寬恕成功者必須提供
在本質上、品質上及／或詳細程度上強化機關證明違法行為的
能力的證據，例如：
○直接證據，相對於間接或情況證據；
○獨立證據，相對於尚須佐證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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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當時證據，相對於（行政或訴訟）程序時的口頭陳
述。
●可獲得寬恕的申請者潛在數目及減輕程度：機關可以依公司
申請排序，提供第二順位及後續成功申請寬恕者減輕罰鍰至特
定數額範圍（例如 50%）。
●部分免除：倘若當事人（已經符合罰鍰減輕條件）是第一個
揭露機關先前未知事實者，而此事實延伸調查中的（違法）行
為重要性或期間者，也符合相應部分制裁的免除條件。
答：
韓國寬恕政策當中的「豁免」
，係指行政罰鍰、行政改正措置（시정조치，
Corrective Measures）與刑事告發（고발，complaint）的完全免除；減輕（감경，
mitigated）僅免除 50%的行政罰鍰與行政改正措置（시정조치，Corrective
Measures）
。兩者皆須屬於自願陳報合意不法共同行為（부당한 공동행위의，
collaborative）之事實且提供證據，並在調查中合作者。
有關免除或減輕之准否，視申請人提出事證之證明力強弱而定。但這
並非意味每罪必罰，在實務運作上通常以「警告」（경고의，warning）處
分對於「微罪」寬容，並藉此和緩法之威攝效力 321，減輕對中小企業或特
定須受「保護」之地區性產業之不利益。但如同處分作成前，應配合調查
與自主改正義務並不因此解消，
「警告」處分之程序要求亦屬法定範圍，同
樣要求調查程序與證據能力 322；另外曾獲寬恕者，五年內不得再因同一原

321

參，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 “2016 ANNUAL REPORT”(2017) , 63-64。網址：
http://www.ftc.go.kr/eng/bbs.do?command=getList&type_cd=53&pageId=0301, 最近瀏覽
日：2017.7.27.
322
參 韓 國 公 平 會 新 聞 稿 ，「 스포츠용 고글 원산지를 미국산으로 오인하게 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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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取得寬恕，從而寬恕申請者對於本身資格與證據價值能於第一時間達成
機關之要求，至為重要。
按韓國之規範要求，取得寬恕應先經申請、調查、審議與決定四階段，
韓國公平會為使申請者得於早先提出足供針對目標的資訊進行初步檢驗，
先後制定「不當共同行為申報書」
（부당한 공동행위 신고서，以下稱「申
報書」）及「不當 共同行為主動申報者豁免 申請表」（부당한 풍동행위
자진신고자 등에 대한 시청초치 둥 감면신청서，下稱：「申請表」） 323。
申報書載明須列出參與共同行為之事業（涉入（公司）主體的名稱／
地址）
，申報書「參加聚會之人」一項要求列出實際參與者，所屬公司、職
務，聯繫方式等。就協議商品範疇的範圍，須具體指明就產品或服務為對
象而達成協議的態樣，以及已知期間，即申報書上「共同行為之期間」項
目下所載明每次共同行為起訖期間。有關行為類型，手段，應於申報書載
明之「協議的內容」：如同意提高價格的百分比；「會議日期及地點」或可
預見的會議或接觸（倘若卡特爾正在進行中）
，應就參與共同行為者的接觸
日期和場所加以詳細的說明。
由於韓國公平會為其國境內最高競爭執法機關，依法對於國境外活動
但對國內市場或競爭秩序有所影響之卡特爾仍得加以處罰 324，故在向委員

(주)다사커뮤니케이션에 경고 조치｣（產地標示不實案）
，其中對業者無故不配合出席調
查 處 以 200 萬 韓 元 之 罰 鍰 ， 但 對 其 違 反 公 平 法 行 為 處 以 「 警 告 」（ 參 閱 網 址 ：
http://www.ftc.go.kr/news/policy/competeView.jsp?news_no=1630&news_div_cd=2 ）。
323
參附錄十一：KFTC 主動申報者豁免申請表；及附錄十二 KFTC 不法共同行為申報書。
前者於 2015 年前將豁免與檢舉申請合一設計，其後加以分化，但無論何者，當機關尚無
充分資訊以進行調查時，仰自願申報者的如實陳述，及其所知有關共同行為的事實上客
觀證據時，當事人考量乃機關決定之評價標準，避免過於抽象的法律概念相形之下更為
申請人所關注。或參 http://ftc.go.kr/minwon/minwon/formList.jsp，表 8。或「寬恕政策公
告」韓文文本（부당한 공동행위 자진신고자 등에 대한 시정조치 등 감면제도 운）附
件 1、2。
324
參韓國公平法第 2-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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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提出申請前，於該管之申報書要求申請人說明「是否向外國政府申請豁
免」
，並須說明外國有關當局的名稱和日期，向其他機關提出計畫或類似資
訊的作為義務。當機關已經進行調查，或尚無其他申請者符合第一順位門
檻獲得免除時，提出足供機關根據其中的證據及資訊確認全部違法行為（的
資訊）
。在未達證據水準者，則須為詳實描述且使機關得以證明其中參與者
的違法行為。如：
(1) 意思聯絡及締結的方法：為討論有關共同行為的問題而與其他成員溝
通的方法，
（例如：電子郵件、郵遞、傳真等）及有關內容（如何協調
配合、召開會議等）應詳加註明。
(2) 接觸頻率：須說明共同行爲參與者接觸次數。例如：從何時起到何時
止，已進行 10 次或者每月 1 次
(3) 描述已有多少相關協議是否已經實行及內容。如：依事先制定基準價
格加以執行，是否遵守，定期檢查價格超出訂定價格時徵收罰款，及
在日後的報復制裁，以判斷協議實施方法及是否可行。
(4) 其他資料，例如：會議場所使用記錄、信用卡存根等

依「主動申報不法共同行為者所採取減免改正措置等規定實行公告」
第 12 條，以及申報書「申請後的注意事項」所載者，依特定參與者在違法
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參酌「陳述有關共同行為的事實，並提交所有有關
資料的資料且真誠合作直到審議結束」之要求，若有以下情形，縱使已經
合於寬恕者，仍將不予豁免，為例外情形排除完全免除：
(1) 直到委員會審議結束止，不提供與不法行爲相關事實，不提交相關材
料，不予認真協助等情況（부당한 공동행위와 관련된 사실을 모두
진술하지 않고, 관련 자료를 제출하지 않는 등 위원회의 심의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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끝날때까지 성실하게 협조하지 않는 경우）。
(2) 故意提供虛假資料者（고의로 허위 자료를 제출한 경우）
(3) 申請減免後或審查官員規定的期限結束後，未立即停止或取消共同行
為，或繼續維持共同行為狀態者（감면신청 후 즉시 또는 심사관이
정한 기간 종료 후 즉시 공동행위를 중단하지 않았거나,
공동행위 중단상태를 유지하지 않은 경우）
(4) 有強迫其他經營者參與其中，強迫參與不當的行為或被迫中斷的事實
因 此 被 揭 露 者 （ 다른 사업자에게 그 의사에 반하여 당해 부당한
공동행위에

참여하도록

강요하거나

이를

중단하지

못하도록강요한 사실이 밝혀진 경우）
韓國對第二順位所為之減輕，在證據要求上與第一順位者相同，參申
報書要求，所謂「直接證據，乃相對於間接或情況證據」
，具體而言，文件
須是經協議後簽署、會議記錄及包含協商結果的內部文件而可以成為直接
證據的資料；而相對證據是記錄了恢復價格、撕毀協議、重啓交易等的脫
離共同行為的情況和記錄及其證明資料的目錄。至於獨立證據，係相對於
尚須佐證的證據，是可以證明業者間溝通的電子郵件、電話通話記錄、傳
真記錄、業務書面記錄等。至於申請人之報告陳述、確認書狀或其他根據
六 W 原則 325所記述、討論或實行共同行動有關的事實、資料，須藉由可為
證明會議場所存在的會議場所使用記錄、信用卡存根等或是可以比較共同
行為前後經營狀態的其他資料、內部文書、報告書等（另參附錄十一）。
在可獲得寬恕的申請者潛在數目及減輕程度方面，韓國對第二順位所
為之減輕，在證據要求、合作程度上與第一順位者相同。第三順位因現行
325

即「Who, What, When, Where, Why &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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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已無法依寬恕政策而當然獲得減輕。除第一個寬恕申請人可以豁免，
第二個提出申請者僅得免除 50%的罰鍰及減輕附隨的行政改正措施。
當一家公司所參與之 A 卡特爾將來會受到裁罰，而這家公司在 A 卡
特爾調查期間第一個揭發 B 卡特爾，則這家公司除了 B 卡特爾能適用寬恕
政策外，A 卡特爾案件也因此能獲得減免此一制度在韓國稱為追加寬恕
（Amnesty Plus） 326。韓國公平會在 2016 年 9 月 27 日公告修正韓國「寬
恕政策」 相關辦法中第一個卡特爾所能獲得的減輕程度，必須衡量彼此間
的規模關係而採級距式的減免，20%〜100%。

6.獲得寬恕的行為條件：申請者應該遵守特定條件以取得寬恕，例如：
a.直到調查及起訴完成真誠合作的持續義務（例如：報告相關事
實、提出文件、使相關個人配合機關調查。有所合作應該按照機
關要求立即促成）；
b.盡最大努力全程提供全面而坦誠解釋；
c.停止參與卡特爾（或按照機關指示／同意繼續參與卡特爾）；
d.不破壞、偽造或隱匿證據；
e.揭露／承認參與卡特爾；及
f.申請者的保密義務。

326

參 KFTC 修正公告：“KFTC amended its leniency program”(2016.9.27), 第 2 點 ：
“Improvement of Amnesty Plus”, 或另參附錄十或可於韓國公平會英文網址搜尋：
http://www.ftc.go.kr/eng/utility/quicksearch.jsp?pageId=0601，最近瀏覽日：2017.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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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即使韓國公平會採取通常的豁免、減輕與追加的寬恕政策，但在真誠
持續合作的法定義務，例如：報告相關事實、提出文件、使相關個人配合
機關調查。
a. 以下就申報書「填寫指南」（參附錄十三）所要求者加以說明：
(1) 完整寫申請申請書之欄位：
I.

依申報書載明之釋例，說明卡特爾的存在或協議形成的方式。

II.

填列可以或將來欲提供之實體證據之清單或目錄。

III. 提交申報書當時可提供的實質文件或是佐證卡特爾協議之資
料、訊息。
IV. 提出書面陳述與承諾（即以申報書代之）
(2) 於指定地點接受調查：
I.

陳述有關卡特爾所有內部訊息。

II.

接受調查人員的訊問並誠實、毫無保留的回答。

III. 除非機關同意不得藉詞拖延調查時程。
IV. 就提出資料、證據加以完整說明及必要處理（如申請人、第
三人身分的隱蔽）。
V.

接受調查人員指示於一定期間補充有關書證資料、有條件的
限制（如出境限制）及其他依法之要求（如不得洩漏調查內
容…等）。

VI. 退出卡特爾或終止共同行為（必要時得經同意有條件繼續參
與）。
(3) 審議期間須是完全提交應補充證據或是佐證卡特爾協議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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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之書證，如有未盡事項應加以履行。
(4) 主動提出或配合公平會履行回復或填補市場競爭機能，及損害賠
償計畫。
b. 盡最大努力全程提供全面而坦誠解釋應達於：
(1) 陳述必須完整、明確且自願主動，具結所供述與事實無違，且提
供之證據具證明力。
(2) 對公平會的問題加以及時答覆或欲了解的案情不予迴避。
(3) 協助公平會取得相關人（如離職員工或其他卡特爾成員）的證述，
或主動供述申請人所知的其他卡特爾行為（或活動）。
(4) 不迴避於公開法庭出席義務或承擔因其他非可歸責公平會身分洩
漏之可能風險。
c. 在不破壞、偽造或隱匿證據方面
(1) 申報書已明確要求。
(2) 故意毀棄、湮滅、隱藏或使證據不能提出於法庭，或使證明力未
能達於要求者，須受刑事制裁。
(3) 未依期限提交證據將受行政罰鍰之處罰。
d. 必須退出卡特爾或終止共同行為，必要時（如未取得但必須提供證據
時）得經同意有條件繼續「消極」參與。
e. 揭露／承認參與卡特爾；及
(1) 在申報書簽名蓋章，即生承諾揭露與承認參與卡特爾之法律效力。
(2) 應依申報書之填寫指南詳實填寫（新申報表已取消部分欄位得不
填寫的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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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當申請者於調查、審議過程中，因接觸而知悉，或被告以應秘密之範
圍，申請者即有保密義務且不得使其他卡特爾成員知悉有關寬恕申請
內容。

7.依裁量獎勵體系：寬恕僅給予／聲請法院判予第一順位成功申請
者，且寬恕政策未明訂必予減輕者，保留依裁量獎勵後順位公司並給
予誘因或承認當事人先前或同時的以下主動配合，可能是適切的：
a.儘可能回復或繳回不法所得；且
b.在民事訴訟及／或其他相關調查中合作（例如：州或其他政府
機關）。
答：
a. 儘可能回復或繳回不法所得：
(1) 韓國對完全寬恕者僅限一位，對後續者採取「寬恕性措施」的對
待，除第二位獲得寬恕可減輕本案之行政處罰外，對其他申請者
下列後續配合及對應措施仍給予一定回饋，以行政和解方式，提
出自願改正的協議申請，用以救濟卡特爾活動活動進行中所造的
損害，如承擔消費者損害賠償，或用以改善交易秩序。
(2) 申請人須提交申請與書面陳述及恢復競爭秩序或交易秩序之自願
改正作為，如暫停有關活動，恢復到原始狀態的方法等等，公平
會就其所提出內容加以調查或審議，如有必要再與當事人協商，
權衡採取其他改正措施或其他的制裁，能否達於本法規範目的及
實質填補損失等（該法第 51-2 條），作出申請人應受之處分。

259

b. 在民事訴訟及／或其他相關調查中合作
(1) 由於韓國公平會對其他機關，就有關類似公平交易規定所為的裁
量，有建議或最終裁量權，就其內部審議規則，仍須考量有關合
作程度。
(2) 在民事訴訟當中，法院實務亦將此作為法官裁量時的依據。
(3) 公平會對於將來可能發生之（消費者）民事求償，得向申請人要
求或提出適當數額之建議，作為改正措施之一部。

8.成功的寬恕政策可能包括以下要素中的幾個：
a.提供匿名接洽／假設性申請；
b.提供順位標記（保留申請者在等待免除或減輕罰鍰排序中的位
置）；
c.必要時撤銷寬恕的程序；
d.（向一管轄機關申請，多處）一併適用；
e.申請表單（書面或口頭，口頭提出即生效）（參照下文 10a）；
f.寬恕（申請）中的陳述自證其罪者，保護其不須向民事原告揭
露（參照下文 10b）；
g. 處理密切相關的其他寬恕申請資訊所需程序；及
h. 撤回／駁回申請情況下的資訊處理。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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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提供匿名接洽／假設性申請
(1) 其申請方式可採電話、網路、書面傳真傳送與現場等，但依公平
法第 49 條第(2)項、執行令第 54 條，關於違反行為的報告方法採
「書面」原則，除為解決迫切情況且不可避免者，得先通過電話
或口頭報告事項。另韓國公平會依法令頒訂：
「不法共同行為申報
書」
（부당한 공동행위 신고서)，書面報告必載事項與係為申請准
駁的要件之一。
(2) 惟舊式申報書尚未被公平會公告無效或不再使用，該書表仍為有
效文件，其中「雖亦得為『匿名』申請」
，而申請人（事業）姓名
或名稱、甚或聯絡方式非屬標示「*」項目之必填事項，得以不填
寫或以法定之其他代稱與以註明；但「為有效審覆申請」
，其餘未
標示「*」項目者仍被要求「詳加填註」。
(3) 該申報書「被檢舉者」屬必填欄位，申請人資格於此時已進入實
質審查階段，故申報書為程序簡化的方法之一，其餘非書面陳報
方式須於受理或接洽當時由承辦人員加以記錄，並立即交職權單
位進行必要調查或審理。申請寬恕後可得結果，另以公平會委員
審議後作成處分書為據，在撤回或否准申請時，資訊處理仍依匿
名原則，保護身分相關資料。
b. 提供順位標記：
(1) 於韓國實務上，寬恕申請人皆以該申報書為初次（接觸）正式申
請之用，故申請者眾多時，順位並非於申請時即可確定，而是在
公平會審議作成當時，依據申報書填註完全並以送達公平會或其
他有權機關的時間先後為排序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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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平會於審查其書表、文件、證據後，方可暫定序位先後，但並非
最後唯一依據。且該申報書並無機關核駁或意見簽註欄位，須待
公平會以正式處分書送達當事人指定處所，始能真正確定。
(3) 韓國僅針對申請者在等待機關作成免除或減輕罰鍰處分之期間所
處的寬恕地位加以保留，申請人不能於申請當時即提出有效證據
時，機關得同意一定期間促其補充證據，此為順位標記所包括。
(4) 韓國對「順位標記」（marker）並無明文規範，但在是「裁量」當
中是實質審查的問題，基於 2016 年 9 月正式修正「繼位」制度上
的「證據」進位原則，取消過去後位申請人因故自動進位之規定。
c. 「撤銷」寬恕是申請人於「證據」
、
「時效」與「合作」不能合於要求所
受的行政處分，機關處分將使申請人的申請「寬恕」效果歸於消滅或
減少，因此，除非現實上或法理上非以撤銷處分而不能使目的達成，
否則不應輕易撤銷。目前尚無相關爭訟案例。
(1) 就程序規範觀察，仍須先由韓國公平會轄下卡特爾調查局（Cartel
Investigation Bureau）調查申請人不能合於法定要件與原因，先為
裁量給予一定期間繼續取得或補強「證據」
，若不能或改善未果而
其他後序位申請人已提出更具價值的事證後，該局將「撤銷」特
定申請之裁量建議，交由委員會專門委員會審查處分作成准否，
若為重大案件應交由全體委員會進行討論始能做成決定。當事人
若有不服，得逕向法院提起救濟；或向韓國公平會提出訴願，再
有不服則得再行提起行政訴訟。
(2) 韓國公平會對於「撤銷」順位資格所生變動的處理原則，過去是
直接「進位」（即順位自動往前）。但此處理原則對首位申請者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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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利益（參檢核項 4）
，並於 2016 年 9 月加以修正，明令寬恕政
策的「順位」前進至完全豁免地位者，須滿足：早先申請人受撤銷
處分的原因必須是因為申請人「不能使公平會取得足夠、充分、
可信」的證據資料，欲前進至完全豁免地位者須滿足此等證據要
求；若首位申請者滿足此項證據資料之要件但因其他原因受撤銷
處分，原第二位申請人亦無法進位。
d. 向一管轄機關申請，多處一併適用
(1) 就國際卡特爾而言，為歐盟的各會員國所採。
(2) 若是國內卡特爾者，韓國公平會於國內管轄上具專屬地位，並對
它法中有關公平交易規定具有高度的「裁量」空間，若有適用公平
法的「寬恕」，公平會得建議或逕予移轉案件。
e. 韓國寬恕申請採「書面」原則，其中：
「書面」申請者可採自行以制式
表單（參附錄十一）提出（送達方式不限親自、郵寄，甚或電子郵件
亦可）
；或以「口頭」提出，由承辦人員紀錄後交口述人確認所述內容
並簽名，與「書面」有同等效力。至於電話提出者在不能確認其身分
或所提事實待證情形下，尚不能謂有效申請。另網路提出者若於網頁
上（表單）填入必要資訊，或其事實已臻明確，僅直接證據尚未提出，
仍視為有效申請。
f. 韓國公平會在處分作成前，通常會就向申請者建議將來可能民事損賠
之數額，另外在民事訴訟中採取強制和解或仲裁方式，或者以不公開
審理程序避免向法院爭執應否揭露的衝突，以及採取必要作為使盡可
能使其不須向民事原告揭露。
g. 除前文所述，其他處理密切相關的其他寬恕申請資訊所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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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確保與外部隔絕的網路申請環境：依韓國公平法 22-2 條第(3)項、
第 62 條保密義務為處理原則，並受韓國有關個人資訊處理法規
範，因韓國於「網路」採「實名制」監理，KFTC 依法得對網路上
個別資訊加以處理與利用，為使申請人不公開其身分，或避免檢
舉或自願陳報行為、內容受到非法紀錄、監控中斷、事後追蹤或
路徑被留存或錯誤引導，一律要求採網路方式申請者，強制於進
入陳報網頁前須完成安裝特定軟體經檢核後，確認合於「匿名」
環境方能繼續進入後續申報程序。
(2) 依書面申報者依當事人意願加以匿名申請為原則：因法令規範，
公平會仍須以「書面」為核駁寬恕依據。附件申報書區分三種類
型：不公開、公開、案件公開。非書面申請寬恕者所提供之違法資
訊，公平會仍會加以記錄，但容許當事人以假名申請，或不透漏
其個人身分。
(3) 申請人未必須在公平會「現場」接受調查：公平會得依申請人意
願至指定地點進行。
(4) 有關文書採取遮蔽或不對無職權關係者提供。且應對外公開範圍
尚須依法進行並為必要處理。
(5) 韓國公平會對個案申請人之資訊利用、處理，具有一定權能（執
行令第 64-9 條，個人可識別資訊管理）。為免資訊洩漏、使接觸
相關資訊之人負有更高義務，韓國公平法更設有洩漏資訊者的處
罰規定。
(6) 依韓國「行政機關資訊公開法」規定，對申告者的一般保護有：
I.

法院、憲法法院、各級行政機關、甚至各獨立行使職權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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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於可能威脅個人生命、身體，或重大危害他人財產權利
之資訊得不予公開，且必須訂定內部詳細規範加以確保。必須
公開之部分，應依法定程序為之。
II.

法院得與各機關協商以不公開方式檢視、閱覽有關資訊，或機
關得於法律授權範圍就必要提供之非公開資訊為必要處理
（如以副本遮蔽敏感事項）後提交其他機關。

III. 機關內部依法不公開之資訊，機關有權拒絕其他機關調閱請
求。對法院之命令得為抗告。
IV. 各機關應主動頒布不予公開資訊有關規範，並經總統令核准。
對不與公開範圍，各級政府、法院、憲法法院有保守應秘密事
項之義務，違反者應受刑事制裁。
h. 雖受相關保密規範的保護，惟若有繼續或他案調查必要，公平會仍得
在規範範圍內繼續就已提出之資料加以利用。案件縱使撤回或駁回，
個人身分亦受保護，更有法律上加諸保密義務拘束機關內部人員。除
因申報書上已有公開案件與否之選項外，韓國法律賦予公平會就個人
資料有處理利用之權。

9.合作誘因—額外要素可以包括：
a. 追加寬恕 ：不符合免除或減輕條件但揭發第 2 件卡特爾的公
司，得因此項揭露減輕第 1 件違法行為的罰鍰而獲益；及
b. 追加處罰：倘若申請寬恕或被發現參與卡特爾的公司也參與另
一件卡特爾，卻並未報告此事，得為處罰此第 2 件違法行為時的
加重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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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a. 追加寬恕在使不符合免除或減輕條件但揭發第 2 件卡特爾的公司，得
因此項揭露減輕第 1 件違法行為的罰鍰而獲益；原韓國寬恕政策「公
告」訂有明文 327，為提高合作誘因，使原本不合寬恕者仍得就原案獲得
一定的減輕，而於另案中取得寬恕申請的優先地位，如此的雙重激勵，
對原始的卡特爾活動罰鍰減少程度，必須由另一卡特爾活動的規模決
定 328。
(1) 他案卡特爾規模相等或小於原案，第 1 件違法行為的罰鍰得減輕
20%以內。
(2) 他案卡特爾規模小於原案的 2 倍，第 1 件違法行為的罰鍰減輕 30%
（固定比例）。
(3) 大於原案的 2 倍但小於 4 倍，第 1 件違法行為的罰鍰減 50%（固
定比例）。
(4) 大於原案的 4 倍，第 1 件違法行為罰鍰全部免除。
b. 追加處罰確有此規定，但僅對與本案有一定關聯之他案卻未加以揭露，
尚須藉由他人舉報，若經公平會查證確實，此已為消極不作為之隱匿、
干預阻撓調查而「可能」使其原案的優先順位受到動搖，他案或無申
請寬恕之資格，且干預阻撓調查或隱匿、湮滅有關事證，亦有處罰規

327

參「寬恕政策」公告第 17 條規定，KFTC,“PUBLIC NOTIFICATION ON IMPLEMENTATION
OF LENIENCY PROGRAM INCLUDING CORRECTIVE MEASURES AGAINST VOLUNTARY
CONFESSORS, ETC. OF UNFAIR CARTEL ACTIVITIES （2012.01.03）”
http://www.ftc.go.kr/eng/solution/skin/doc.html?fn=621fa381a0447fced65440beddfda0477
a5f873da3866109b26bc3d9fbf31d20&rs=/eng/files/data/result/files/bbs/2014/，最近瀏覽
日：2017.7.31。
328
參 KFTC「修正」公告：“KFTC amended its leniency program”(2016.9.27), 第 2
點 ：“Improvement of Amnesty Plus”, 或另參附錄十或可於韓國公平會英文網址搜
尋：http://www.ftc.go.kr/eng/utility/quicksearch.jsp?pageId=0601，最近瀏覽日：
2017.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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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第 69-2 條）。現因 KFTC 以行政規則加以明確，並就追加處罰訂
出範圍標準。

10.保密—保護寬恕申請秘密的適切措施加強寬恕申請者對機關的信
賴：
a.開放口頭申請寬恕以保護寬恕申請者免於洩漏或揭露資訊等
建置配套保護機制。
b.建立規格及行政典範，確保寬恕申請中的自證己罪陳述在機關
內外皆獲得保護（例如：針對其他機關、團體及第三人）。
答：
a. 開放口頭申請寬恕以保護寬恕申請者免於洩漏或揭露資訊等建置配套
保護機制
(1) 韓國建立口頭申請的保全機制，除法律規範及於職務上接觸資訊
之人，對公平會外部人員亦有規範效力。韓國公平法對於職務上
接觸應保護秘密資訊之人，洩漏或不依法律目的而加以利用者，
可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 200 萬韓元以下之罰金。
(2) 實務上，自證己罪陳述可能之不利益採「去連接」化，以避免申請
人身分外洩（參檢核項目 8）。同時公平法也賦予申請可以要求公
平會採取一定的加強作為，如：由申請人指定地點接受調查。
(3) 參前文 8.h 說明，韓國「行政機關資訊公開法」規定之部分。
b. 建立規格及行政典範，確保寬恕申請中的自證己罪陳述在機關內外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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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保護（例如：針對其他機關、團體及第三人）
(1) 除法律賦予韓國公平會不予揭露或不得公開之範圍外，
(2) 分別製作送達或匿名相關處分書，在訴訟實務中，為避免自證己
罪陳述對外洩漏，公平會通常不主動提交寬恕申請人所提供之事
證於法院，而以公平會調查「確認」後的證據提出，盡可能避免其
他人因「身分連結」進而探知申請人之身分。
(3) 立法賦予公平會得依民事仲裁程序或委託其他紛爭協調單位進行，
降低因為訴訟成為洩密的途徑。
(4) 依公平法提起的民事損害賠償訴訟，單純金錢賠償先經公平會所
監督或設立的單位進行協商外，與法院有同一效力；公平會亦可
藉由卡特爾成員預先訂出可能民事賠償金額與負擔比例的行政和
解，作為參與訴訟之寬恕申請人或其他非獲寬恕之被告參考（第
48-2 條、第 48-3 條、第 51-2 條）。
(5) 其他非法定方式，如要求新聞業者配合不透漏案情細節。

11.在全球競爭法環境中的寬恕—確保相容的額外措施
a.競爭主管機關之間透過寬恕拋棄保密（條款），促成競爭主管機
關間合作，交換寬恕資訊。
b.在其他管轄地對於交換資訊的同等保護：機關應該確保與其他
機關間的潛在資訊交換，不至於違背在相關國家中提供予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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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保障。
c.全球關於不同寬恕條件／要求的彈性（在例外情形下）：（各國）
寬恕政策有時建置不同或衝突條件，在特定情形下可能陷寬恕申
請者於不確定；機關應該有能力彈性處置此種情形。
d.與全球同儕相較下寬恕體系的最大確定性及可預測性：
●機關應該參考其他已經確立的寬恕政策，在確保準據規範（例
如：法律、決定、通知）的執行體系上清晰、完整、定期更新、
一致且具有充分吸引力。
●此外，一旦申請者已經符合寬恕政策的條件，機關應該沒有
基於其他原因給予或不給予寬恕的裁量權。
答：
a. 競爭主管機關之間透過寬恕拋棄保密（條款）
，促成競爭主管機關間合
作、交換寬恕資訊。依韓國資訊相關保護法令，可藉由以下方式與其
他競爭主管機關間合作，交換寬恕資訊。
(1) 當事人自願拋棄或於申請後徵得相關人同意或承認。
(2) 法定的部分公開，或對不得公開資訊在能保護申請人之情形時，
經處理後交換。
(3) 曉諭申請人向競爭主管機關自願申告
b. 韓國「行政機關資訊公開法」為該國就資訊的平等互惠一般性規定，
其第 6 條：外國人要求披露資訊的事項，應以總統命令規定。又該法
第 7 條的反面解釋：在不損害國家安全、國防等領域的重大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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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或外交關係，或不致對人民的生命、身體和財產以及其他公共安
全或利益發生極大損害，仍得公開或以他法替代。

12.寬恕政策的有效性—非立法的支援措施（假設法律中已經明確禁
止卡特爾）
a.關於卡特爾違法性的一般教育及宣導。
b.推廣寬恕政策及法遵政策：
i.在所有相關場所，以出版品、論文、演講、展示推廣寬恕；
ii.專屬的廣告宣傳；
iii.關於寬恕政策、其採行或修正的諮詢；
iv.寬恕的專屬網站；
v.推廣寬恕的成效；及
vi.支持並鼓勵採行有效率的法遵政策。
c.在競爭主管機關內部組織，為寬恕申請設立明確接觸單位。
d.寬恕政策的執行一致、可預測且透明。
答：
a. 關於卡特爾違法性的一般教育及宣導韓國為提升「寬恕政策」成效而
為之非立法方式，除官方新聞稿、網站資源（如：電子報）外，大多繫
於與其他產業互動的方面。
b. 推廣寬恕政策及法遵政策，目前暫無資料佐證。多數仍須至官網的專
門主題網頁方可取得，且韓文與英文官網在資訊同步上仍有落差；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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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寬恕政策、其採行或修正的諮詢，主要透過法規宣導或其網站之「預
先公告」徵詢各界意見。
c. 相關網頁說明確已設置「單一窗口」方式受理有關案件申請，申請人
無論以何種形式、途徑、方法提出（送達）公平會，第一線接洽（觸）
人員立即轉呈指定單位。
d. 寬恕政策的執行一致、可預測且透明。
(1) 其他機關涉及「寬恕政策」適用時，應將案件立即移轉公平會。
(2) 簡化申請流程，另附填表說明，並明訂六項原則指引填表人。有
關釋例並與申報書合併，使填寫人可以盡速作出真實的陳述。
(3) 書面文件與紀錄的必要，有關官方文件（含處分書）在合於規範
要求下盡速加以公開。
(4) 將抽象法律文字或不確定法律概念加以表格化或圖形化。
(5) 透過連結方式，使人民得就涉及特定條文之行政函釋或規則，立
即取得有關內容

第四節

台 灣 寬 恕 政 策 依 ICN 檢 核 清 單 所 呈 現 效 率 及
效用情形

研究小組根據 ICN「寬恕政策效率及效用檢核清單」所列 12 項要素，
蒐集並比對我國公平會官方網站相關資訊，嘗試檢核其「寬恕政策」制度
設計與實施成效的關聯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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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提供一份為有助於引進及實施有效率且具效用的寬恕政策所
設計的要素清單。競爭主管機關或任何其他追訴違反競爭法行為的
調查機構設計或修正其寬恕體系時，應該考量這些要素。本文件預先
假定：建立寬恕政策的一般前提要件已經存在，亦即，基於公部門積
極執法的實務及具備充分嚇阻效果的處罰，卡特爾將被發現的高度
風險。

以下為 12 項檢核要素比對情形：

1.寬恕政策得適用於：
a.公司（包括單一法律主體或一群法律主體）及／或涉及反競爭行為
的自然人；
b.民事、行政或刑事的競爭法機制。
答：
根據我國公平法規定，寬恕條款僅適用於事業，符合資格者免除或減
輕其行政罰鍰。而公平法關於事業的定義，可能包含法人與自然人，雖公
平法之寬恕條款並未就事業內個別自然人（負責人或行為人）另定免除或
減輕行政罰的明文規定，但，依據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或減輕罰鍰實施
辦法（下簡稱實理辦法）第 9 條，對於涉案事業的董事、代表人、管理人
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依行政罰法第 15 條第 1、2 項或第 16 條應一併受
處罰者，若涉案事業符合免除或減輕罰鍰處分，該事業內部之自然人須誠
實完整的陳述違法行為，案件終結前依據公平會指示，誠實全面持續地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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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公平會調查，該自然人得一併免除或減輕其罰鍰處分。
公平法第 29 條至第 33 條（民事損害賠償）
、第 34 條（違反第 15 條規
定的刑事法律責任），則均未針對寬恕條款另定配套規定。
違反公平法上所禁止之聯合行為，依法負有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刑事
責任及行政責任，但公平會主要針對聯合行為違法者依公平法第 40 條之
規定處以行政罰鍰，聯合行為違法者之刑事責任，依公平法第 34 條具前提
要件，即經公平會要求停止、改正或採取必要措施後，依然繼續其行為，
或是其雖停止卻再為相同之違法行為時，始負刑事責任，因此，在我國對
於聯合行為主要處以行政罰鍰。

2.寬恕所涵蓋違法行為類型：
卡特爾，亦即，藉由限定價格、瓜分市場、圍標或限制產出以限制競
爭的暗默水平協議或一致行為聯合行為，有時也可能涉及特定附隨
的垂直面向。
答：
根據公平法第 35 條規定，寬恕條款僅適用於違反第 15 條規定的聯合
行為。而禁止之聯合行為依公平法第 14 條規定，限於「具競爭關係之同一
產銷階段事業」間，以協議、契約或其他方式達成合意，互相約束事業活
動，足以影響市場功能者，因此，我國所稱之聯合行為指水平聯合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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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流的寬恕體系
倘若有公司寬恕與個人寬恕及／或平行的民事、行政及刑事的機制，
體系整體提供最大確定性及可預見性是重要的。為避免損及寬恕政
策的效率，確保以下事項是重要的：
a. 授予個人寬恕並不自動排除公司寬恕。因此，對於申請寬恕
的公司及個人（例如：個人刑事豁免）皆提供保護是重要的。
b. 適用於相同行為的不同性質法律制裁效果彼此並不相互抵消
或妨礙，並且，將公司及涉案個人的利益及誘因納入考量。對於
申請寬恕的公司及個人提供免受其他潛在的行政、管制（例如：
政府採購主管機關禁止投標）或刑事制裁的保護是重要的。
答：
依據第 1 題之回答，我國寬恕條款僅適用於免除或減輕事業之罰鍰，
事業依公平法之定義可能包括法人和自然人，而事業內部之個別自然人如
其依行政罰法應併受處罰時，則可能按處理辦法第 9 條之規定一併免除或
減輕其罰鍰部分。然違反聯合行為之民事責任、刑事責任，無法適用寬恕
條款。
在我國事業如違反聯合行為，可申請寬恕政策，除須符合公平交易法
第 35 條之寬恕條款外，尚須符合「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或減輕罰鍰實施
辦法」所規定之要件，經公平會審核後，符合條件之申請者可獲得減輕或
免除其行政罰鍰。
此外，關於公共工程圍標案件，我國於 87 年 5 月 27 日公布之「政府
採購法」（公布後一年施行），自政府採購法施行後，對於公共工程圍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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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可能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4 項「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
益，而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
爭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
且行為人若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4 項，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依政
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機關應通知廠商將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同法第 102 條第 3 項將廠商名稱、相關情形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如
經第一審判有期徒刑者，依同法第 103 條規定，刊登次日起 3 年內不得參
加投標或作為決標之對象或分包廠商。且該公共工程圍標行為將產生限制
競爭之作用，若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除違
反上述政府採購法之相關規定外，亦同時違反公平法上禁止聯合行為之規
定。因此，公共工程圍標案件可能同時涉及違法公平法及政府採購法，兩
部法律之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公共工程委員會曾於 87 年 12 月 21
日召開協調會議，依該次協調會議結論〔（88）公法字第 00248 號函〕，對
於公共工程圍標事件，在政府採購法施行後，如政府採購法中有規範者，
依政府採購法解決，在政府採購法施行前，仍須依公平法處理。若違法行
為期間橫跨政府採購法施行前後者，依政府採購法解決，但如果政府採購
法施行前所為之違法行為已該當公平法之違法要件，公平會仍得依公平法
處分。惟，若係得標廠商與分包廠商間發生違反競爭法之行為，縱使在政
府採購法施行後，仍須依公平法處理。
但政府採購法中未有類似公平法寬恕條款之規定，因此，如公共工程
圍標案件係政府採購爭議事件，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處理，無法適用公平
法之寬恕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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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陷入更不利地位：
寬恕政策應該設計為：避免寬恕申請者陷入比不與競爭主管機關合
作的卡特爾參與者更不利的地位（參照以下第 10 點 ）。
答：
我國實施辦法第 20 條規定，公平會對於寬恕政策申請者之身分、談話
紀錄、文書，負有保密義務，不得提供予偵查、審判機關以外之其他機關、
團體或個人，若案件將來進入法院爭訟，而法院要求公平會提供涉及應保
密之文件時，公平會雖必須將該保密文件之卷宗提供予法院，但公平會亦
會要求法院不公開審理，以及，涉及機密事項範圍內禁止閱卷。另我國並
未針對寬恕申請者提出申請後能否隨時撤銷其申請？撤銷寬恕申請後，其
所為之陳述、提出之資料應如何處理？因此，對於如何保護寬恕申請者不
會陷入比不合作之其他聯合行為參與者更不利之地位仍須視實務運作而定。

5.罰 款 免除及 ／或減輕：
機關應該決定僅給予完全免除或也得減輕罰鍰。
A.免除：免除參與卡特爾原本將被課處／聲請法院判處的任何罰
鍰或制裁。寬恕政策所免除者，應該包括：
a.免除所須的證據門檻定義（免除類型）是：
●當機關尚無充分先前資訊以進行調查時，提出足供針對
目標進行檢查（的資訊）：提供卡特爾的證據及詳細描述，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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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入（公司）主體的名稱／地址；
○涉入個人的姓名／職位／地址：
○商品範疇：
○已知期間：
○行為類型，手段：
○可預見的會議或接觸（倘若卡特爾正在進行中）：
○已向其他機關提出或計畫提出的類似資訊。
● 當機關已經進行調查，或尚無其他申請者符合第一順位

門檻獲得免除時 ，提出足供機關根據其中的證據及資訊確
認全部違法行為（的資訊）：未達在上述段落中提到的資訊
水準者，則須足供機關描述且證明其中參與者的違法行為。
b. 例外情形排除完全免除（依特定參與者在違法活動中所扮演

的角色而定）。
B.減輕罰鍰：依相關寬恕申請者的排序及其申請時機（例如：在
調查之前或之後提出）
，減輕原本將被課處／聲請法院判處的（處
罰）金額至特定百分比。極力建議：訂定確立申請者之間相互競
逐情境的規定，以促使其儘速提供最佳合作。在此範圍內，任何
訂有減輕罰鍰的寬恕政策可以包括以下事項：
●減輕罰鍰所需的證據門檻：亦即，提供相較機關於提出時已
經掌握的證據貢獻 顯著加值 的證據。申請寬恕成功者必須提
供在本質上、品質上及／或詳細程度上強化機關證明違法行
為的能力的證據，例如：
○直接證據，相對於間接或情況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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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證據，相對於尚須佐證的證據；
○書面、當時證據，相對於（行政或訴訟）程序時的口頭陳
述。
●可獲得寬恕的申請者潛在數目及減輕程度：機關可以依公
司申請排序，提供第二順位及後續成功申請寬恕者減輕罰鍰
至特定數額範圍（例如 50%）。
●部分免除：倘若當事人（已經符合罰鍰減輕條件）是第一個
揭露機關先前未知事實者，而此事實延伸調查中的（違法）行
為重要性或期間者，也符合相應部分制裁的免除條件。
答：
A. 免除罰鍰：
免除罰鍰之要件為：最先提出申請，陳述具體違法內容及檢附相關事
證，若在公平會尚未知悉或展開調查前申請，申請者所提供之證據資料須
有助於公平會展開調查，例如申請人陳述及提供之證據資料使公平會知悉
關於聯合行為的事實，涉案事業合意的時間、地點、內容等等，讓公平會
得以展開調查。若公平會已展開調查，最先提出免除罰鍰之申請者所提出
之證據資料，則須有助於公平會認定涉案事業違反聯合行為，否則公平會
得不受理，申請者於申請後立即停止參與卡特爾，並誠實、全面且持續協
助調查，未湮滅、偽造、變造、隱匿相關事證，未對外揭露申請相關資訊，
未強迫他事業參與或限制退出。免除罰鍰僅提供予符合資格之最先提出申
請者。
依據我國公平會所提供之「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或減輕罰鍰申請書」
中關於聯合行為事實概述欄位中，申請者於申請時須填寫參與聯合行為之

278

事業、代表參與聯合行為之自然人職稱及姓名、涉案之商品或服務、聯合
行為實施期間、聯合行為態樣、聯合行為合意之時間、地點，無特別要求
申請人填寫是否已向其他機關提出或計畫提出的相關資訊。
而我國寬恕條款適用對象，指參與涉案聯合行為之事業，且其未有強
迫他事業參與或限制退出之具體情事者，因此，在我國寬恕政策係排除強
迫者申請適用。
B. 減輕罰鍰：
減輕罰鍰之要件為：公平會調查期間提出申請，罰鍰減輕之第一
至第四位申請者，陳述具體違法內容及檢附相關事證，申請者所須提出之
證據資料須有助於公平會認定涉案事業違反聯合行為，否則公平會得不受
理，申請後立即停止參與卡特爾，誠實、全面且持續協助調查，未湮滅、
偽造、變造、隱匿相關事證，未對外揭露申請相關資訊，未強迫他事業參
與或限制退出。減輕罰鍰之名額有 4 位，依序分別提供減輕 30-50%、2030%、10-20%、10%以下之罰鍰。在減輕罰鍰之要件中，未特別針對需要申
請者提出之證據門檻作相關規定，亦未有部分免除等相關規定。

6.獲得寬恕的行為條件：申請者應該遵守特定條件以取得寬恕，例
如：
a.直到調查及起訴完成真誠合作的持續義務（例如：報告相關事
實、提出文件、使相關個人配合機關調查。有所合作應該按照機
關要求立即促成）；
b.盡最大努力全程提供全面而坦誠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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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停止參與卡特爾（或按照機關指示／同意繼續參與卡特爾）；
d.不破壞、偽造或隱匿證據；
e.揭露／承認參與卡特爾；及
f.申請者的保密義務。
答：
一般而言，寬恕申請者須具備之要件為，提出申請，陳述所參與的聯
合行為並提出相關證據資料，未強迫他人參與或退出聯合行為，未揭露申
請訊息，未湮滅、偽造、變造或隱匿相關事證，停止參與聯合行為，持續
協助公平會調查。而公平會對於申請者之身分、陳述、文書等負有保密義
務。
具體而言，申請人須自提出申請之日起至該案終結之日止，依公平會
之指示，誠實、全面且持續的協助調查。而申請人協助之內容有：即時向
公平會提供申請人現有或日後可能取得聯合行為之所有證據及資料。申請
減輕罰鍰者所提出的證據資料，須明顯有助於公平會調查聯合行為，或著
可強化公平會已取得證據的證明力。對於可證明聯合行為的相關事實，申
請人應依據公平會之指示，迅速提出說明並配合調查。申請人應指派曾經
參與聯合行為的員工或代表人接受公平會約談。申請人之陳述、提出之證
據資料，不可虛偽不實，亦不得湮滅、偽造、變造、隱匿相關證據、資料。
在涉案聯合行為案件尚未終結前，非經公平會之同意，申請人不得對外揭
露其已提出申請之事實或其提出申請之任何內容。
我國寬恕條款之適用對象為參與涉案聯合行為之事業，雖於公平法或
實施辦法中對於獲得寬恕之要件中，未特別要求申請人須承認其參與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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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但實務運作上，寬恕申請者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時，可認事業有承
認參與聯合行為之默示存在。

7.依裁量獎勵體系：寬恕僅給予／聲請法院判予第一順位成功申請
者，且寬恕政策未明訂必予減輕者，保留依裁量獎勵後順位公司並給
予誘因或承認當事人先前或同時的以下主動配合，可能是適切的：
a.儘可能回復或繳回不法所得；且
b.在民事訴訟及／或其他相關調查中合作（例如：州或其他政府
機關）。
答：
我國寬恕政策關於免除規定，係提供予符合資格之最先寬恕申請者，
而減輕規定則提供四個名額，依據順序分別提供減輕比例 30-50%、20-30%、
10-20%、10%以下之罰鍰。但無論是免除或減輕要件中，均未要求申請人
須賠償受害人因其違法行為所造成之損害或須繳回不法所得之要求，而合
作調查之要件也僅要求申請人須配合公平會之調查。

8.成功的寬恕政策可能包括以下要素中的幾個：
a.提供匿名接洽／假設性申請；
b.提供順位標記（保留申請者在等待免除或減輕罰鍰排序中的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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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必要時撤銷寬恕的程序；
d.（向一管轄機關申請，多處）一併適用；
e.申請表單（書面或口頭，口頭提出即生效）（參照下文 10a）；
f.寬恕（申請）中的陳述自證其罪者，保護其不須向民事原告揭
露（參照下文 10b）；
g.處理密切相關的其他寬恕申請資訊所需程序；及
h.撤回／駁回申請情況下的資訊處理。
答：
公平會對於潛在寬恕申請人提供匿名諮詢，但當申請人向公平會提出
寬恕申請時，則必須載明申請者資訊及所參與聯合行為相關訊息、證據等，
然而，當申請人現有資料不完備時，我國亦有順位標記（marker） 制度，
申請人書面或口頭向公平會申請均可，公平會有提供空白之書面申請表，
申請人填妥相關資訊後郵寄或親送至公平會，若以「口頭」提出申請者，
須至公平會辦公處所作陳述紀錄並簽名，而公平會對於申請者資料應予以
保密。至於，我國對於「必要時撤銷寬恕的程序、
（向一管轄機關申請，多
處）一併適用、寬恕（申請）中的陳述自證其罪者，保護其不須向民事原
告揭露、處理密切相關的其他寬恕申請資訊所需程序、撤回／駁回申請情
況下的資訊處理」均未予以規定，仍須視實務運作而定。

9.合作誘因—額外要素可以包括：
a. 追加寬恕：不符合免除或減輕條件但揭發第 2 件卡特爾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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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因此項揭露減輕第 1 件違法行為的罰鍰而獲益；及
b. 追加處罰：倘若申請寬恕或被發現參與卡特爾的公司也參與另
一件卡特爾，卻並未報告此事，得為處罰此第 2 件違法行為時的
加重事由。
答：
我國目前沒有追加寬恕及追加處罰之相關規定。

10.保密—保護寬恕申請秘密的適切措施加強寬恕申請者對機關的信
賴：
a.開放口頭申請寬恕以保護寬恕申請者免於洩漏或揭露資訊等建
置配套保護機制。
b.建立規格及行政典範，確保寬恕申請中的自證己罪陳述在機關
內外皆獲得保護（例如：針對其他機關、團體及第三人）。
答：
寬恕申請人得以口頭方式向公平會提出寬恕申請，由公平會承辦人員
製作成書面紀錄，經口頭寬恕申請者確認文字紀錄與所陳述之內容相符後
簽名。另於實施辦法中規定，未經申請人同意，公平會對於申請人之身分
應予以保密，例如在處分書中將申請人之身分以代號記載，或對所有被處
分人個別製作處分書，不將申請人之資料提供予同案其他被處分人，對於
有記載申請人身分資料的談話紀錄、文書原本，公平會會另行製作卷面封
存，亦不得提供閱覽或提供予偵查、審判機關以外之其他機關、團體或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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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方式保密。若案件將來進入法院爭訟，公平會將製作不同卷宗提供予
法院，如法院要求公平會提供涉及應保密之文件時，公平會雖必須將該保
密文件之卷宗提供予法院，但公平會亦會要求法院不公開審理，以及，涉
及機密事項範圍內禁止閱卷。

11.在全球競爭法環境中的寬恕—確保相容的額外措施
a.競爭主管機關之間透過寬恕拋棄保密（條款），促成競爭主管
機關間合作，交換寬恕資訊。
b.在其他管轄地對於交換資訊的同等保護：機關應該確保與其他
機關間的潛在資訊交換，不至於違背在相關國家中提供予個人
的法律保障。
c.全球關於不同寬恕條件／要求的彈性（在例外情形下）
：
（各國）
寬恕政策有時建置不同或衝突條件，在特定情形下可能陷寬恕申
請者於不確定；機關應該有能力彈性處置此種情形。
d.與全球同儕相較下寬恕體系的最大確定性及可預測性：
●機關應該參考其他已經確立的寬恕政策，在確保準據規範
（例如：法律、決定、通知）的執行體系上清晰、完整、定期
更新、一致且具有充分吸引力。
●此外，一旦申請者已經符合寬恕政策的條件，機關應該沒有
基於其他原因給予或不給予寬恕的裁量權。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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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有加入 ICN、OECD、APEC 等國際組織，這些國際組織歷年來不
斷針對各國間卡特爾的執法、寬恕政策之適用等進行探討，各國間也利用
這些平台進行意見交流、分享執法成效。但國際卡特爾案件，我國與其他
國家之競爭主管機關間如何利用寬恕申請人簽訂拋棄保密條款之方式或其
他方式進行資訊交換，或對於交換之資訊提供何種保護以及當我國與其他
國家的寬恕條件有所衝突時或不同要件時，應如何處理，目前均無相關之
規定。惟，在我國當寬恕申請人符合公平法第 35 條寬恕條款、實施辦法及
公平會之附條件同意書所載之事項，且申請人無實施辦法中規定之撤回情
事時，公平會依法應作成免除或減輕事業罰鍰之決定。

12.寬恕政策的有效性—非立法的支援措施（假設法律中已經明確禁
止卡特爾）：
a.關於卡特爾違法性的一般教育及宣導。
b.推廣寬恕政策及法遵政策：
i.在所有相關場所，以出版品、論文、演講、展示推廣寬恕；
ii.專屬的廣告宣傳；
iii.關於寬恕政策、其採行或修正的諮詢；
iv.寬恕的專屬網站；
v.推廣寬恕的成效；及
vi.支持並鼓勵採行有效率的法遵政策。
c.在競爭主管機關內部組織，為寬恕申請設立明確接觸單位。
d.寬恕政策的執行一致、可預測且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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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公平會曾針對聯合行為、寬恕政策、檢舉獎金…等相關議題舉辦多場
國際研討會、宣導說明會、經驗分享座談會，以下為公平會曾舉辦之相關
主題會議：
(1) 國際研討會：
I.

99年7月9日「重點外銷產業反托拉斯實務論壇」
，主題為「歐美對
於國際反托拉斯之規範與實例(陳志民教授)」、「歐美國際反托拉
斯訴訟及救濟之程序與實務(CGSH事務所Michael R. Lazerwitz律
師)」、「日本對於國際反托拉斯之規範與實例(顏廷棟教授)」、「日
本國際反托拉斯訴訟及救濟之程序與實務(Nishimura & Asahi事
務所汐崎浩正律師)」、「綜合對談」。

II.

100年9月19日「重點與創新產業反托拉斯實務論壇」
，主題為「美
國對於國際反托拉斯之規範與實務」、「歐盟對於國際反托拉斯之
規範與實務」。

(2) 宣導說明會
I.

101年5月11日於新竹舉辦宣導說明會，主題為「主要競爭法國家
反托拉斯與我國公平交易法限制競爭規範簡介」、「企業訂定反托
拉斯遵法規章及遵法行為守則」。

II.

101年8月3日於高雄舉辦宣導說明會，主題為「公平交易法規範」
、
「主要競爭法國家反托拉斯規範簡介」、「企業訂定反托拉斯遵法
規章及遵法行為守則」。

III. 102年7月9日於台南舉辦宣導說明會，主題為「反托拉斯規範與企
業遵法」、「反托拉斯訴訟與企業遵法經驗分享」。
IV. 103年10月6日於台北舉辦宣導說明會，主題為「美國反托拉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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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與實務」。
V.

106年9月15日於台北舉辦宣導說明會，主題為「主要競爭法國家
(歐美日)垂直限制之規範與實務」。

(3) 經驗分享座談會：
I.

105年10月28日友達公司經驗分享。

II.

104年12月4日友達公司經驗分享。

III. 103年8月15日陳郁勝律師經驗分享。
IV. 102年1月22日帝寶公司經驗分享 。
(4) 專題講座（104-106 年度）：
I.

106年度反托拉斯法專題講座，專題「聯合(卡特爾)行為最新規範
及案例解析、寬恕政策實施辦法及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
法簡介」，預計於106年11月17日在台北舉行。

II.

106年度舉辦之專題講座，主題為「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最新規
範及案例解析、寬恕政策實施辦法及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
辦法簡介」
，分別於106年4月18日在台北舉辦，於106年7月7日在
高雄舉辦。

III. 105年度舉辦之專題講座，主題為「公平交易法最新修正重點、
寬恕政策實施辦法及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簡介」，分
別於105年10月21日在高雄舉行，於105年7月15日在台中舉行，
105年4月26日在台北舉行。
IV. 104年度舉辦之專題講座，主題為「公平交易法最新修正重點及
寬恕政策實施辦法簡介」
，分別於104年10月23日在高雄舉行，104
年8月21日台中舉行，104年4月14日台北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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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寬恕政策與檢舉獎金間的適用關係

公平法在 2015 年 6 月 9 日修正增訂第 47 條之 1，授權公平會自違反
該法罰鍰中提撥 30%設立「反托拉斯基金」
，辦理包括「檢舉違法聯合行為
獎金之支出」、「推動國際競爭法執法機關之合作、調查及交流事項」等事
務，公平會並於在 2015 年 10 月 7 日，依上述法律授權，以公法字第
10415608631 號令訂定發布「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簡稱獎金
發放辦法）」全文 11 條，該辦法於同年 10 月 9 日生效以來，迄今公平會發
放檢舉獎金之個案共有 3 件，均為 2016 年遭公平會裁罰的聯合行為案件
329

1.

：
被處分人長榮國際儲運股份有限公司等 21 家事業，利用餐敘方式達
成合意將於 103 年 7 月間恢復收取「3 噸以下 CFS 出口貨物裝卸搬運
使用機械費」
，因而遭公平會處以罰鍰合計新台幣 7,260 萬元。本案係
因民眾檢舉，公平會調查後裁罰之案件，依獎金發放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公平會同意發放檢舉獎金新臺幣 50 萬元予檢舉人 330。

2.

被處分人良宏益企業有限公司等 4 家事業，於 104 年 9 月間就其所販
售之手工紅麵線，達成每台斤調漲 3 元之合意，嗣後相繼調漲，因而
遭公平會裁處合計新台幣 66 萬元罰鍰。本案係因民眾檢舉，公平會調
查後裁罰之案件，依獎金發放辦法第 5 條、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將本件罰鍰金額 5%作為檢舉獎金，因此，公平會發放檢舉獎金新臺幣

329

參閱：公平交易委員會於民國 105 年 9 月 29 日立法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經濟委員會之
業務報告，第 1、3-6 頁(2016)。
330
本件處分案為公平會 105 年 4 月 22 日公處字第 105034 號處分案，關於獎金發放之金
額，請參閱：公平交易委員會 105 年 4 月 20 日第 1276 次委員會議紀錄，第 3-4 頁(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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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萬 3,000 元予檢舉人 331。
3.

被處分人和氏草實業有限公司等 17 家事業，自 103 年 11 月起至 104
年 1 月間，以聚會之方式達成合意，共同向雇傭外籍漁工之漁船雇主
收取「登記費及介紹費」和「服務費」等項目之仲介費用，因而遭公
平會處以罰鍰合計新台幣 219 萬元 。本案經數名檢舉人向公平會檢
舉，公平會調查後裁罰之案件，依獎金發放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
規定，將罰鍰金額 5%作為檢舉獎金，本案發放檢舉獎金新臺幣 10 萬
9500 元，平均分配予各檢舉人 332。
其實，競爭法上導入「檢舉獎金」制度的先驅之一，就是韓國公平交

易法 333；該國「檢舉獎金」制度實施多年，其架構及內涵也持續充實而頗
為詳盡而繁複。因此，本章在分析「檢舉獎金」制度的誘因機制，並比較
我國其他法律導入「檢舉獎金」制度的經驗之後，在章末一併介紹該國公
平交易法上「檢舉獎金」制度及其運作情形，俾便於對照、比較我國「檢
舉獎金」實施經驗。

第一節

個體經濟誘因之分析

本研究第三章關於事業競爭賽局的經濟原理說明，指出：藉由事業間
彼此不信任的理由，讓政府部門可以設計寬恕政策的機制。但進一步應用

331

本件處分案為公平會 105 年 5 月 26 日公處字第 105054 號處分案。關於獎金發放之金
額，請參閱：公平交易委員會 105 年 5 月 25 日第 1281 次委員會議紀錄，第 3-4 頁(2016)。
332
本件處分案為公平會 105 年 9 月 6 日公處字第 105101 號處分案。關於獎金發放之金
額，請參閱：公平交易委員會 105 年 8 月 31 日第 1295 次委員會議紀錄，第 1-2 頁(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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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韓國率先導入違法共同行為檢舉獎金制度，還吸引匈牙利、巴基斯坦、新加坡、
英國陸續跟進，推動類似的檢舉獎金制度，參閱：M. E. Stucke, Leniency, Whistle-Blowing
and the Individual: Should We Creat Another Race to the Competition Agency?,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216-21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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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的運作上，就可能需要了解，在何種條件下，事業當事人才可能出
面檢舉與其站在共同利益的競爭者。換言之，下面的分析我們可能針對何
種條件下，參與聯合行為的事業或知道聯合行為的員工，願意出面向競爭
主管機關提出公司進行聯合行為的檢舉。因為檢舉人身分不同的關係，研
究範圍將區分事業檢舉與員工檢舉兩種類別。首先我們先談事業檢舉人會
提出檢舉的條件，然後將此條件與目前公平會所訂定的「聯合行為違法案
件免除或減輕罰緩實施辦法」內容比較，找出可精進之處。

一、一家事業為檢舉人
假設市場事業單位都是依據事業的效用函數 U（．）進行決策，效用
函數 U（．）高低則受事業所獲得的所得 W 的影響，亦即事業所得水準增
加時，其效用水準提高，事業所得水準減少時，其效用水準降低，表示事
業單位的效用水準與事業單位所獲得的所得水準高低成立正向關係，以邊
際效用ΔU（Δw）＞○表示，代表事業單位的所得邊際效用是正的。假定
事業參與聯合行為，所獲得的所得水準為 W，聯合行為破解以後。事業參
與聯合行被競爭主管機關查獲時，將遭受營業額一定比例（β）的罰款，
依據我國目前規定最高罰款比例為 10％。如果事業單位事前向競爭主管機
關自首或檢舉將可獲得α比例得減免，α值介於 0 與 100％之間。事業自
首或檢舉的意願需要看下列（1）式不等式之關係：
U（W-αβY）>U（W-βY）----------------------------------------------（1）
α值越接近於 100％，表示其所獲得減免比例（1-α）越小，事業單位
自首或檢舉的結果與不檢舉差別不大，以至於 U（W-αβY）>U（W-βY）
接近於 0，如果考慮聯合行為檢舉後的風險承擔，事業單位必須［U（W-α
βY）--U（W-βY）］>0 的條件下，才會發動聯合行為的檢舉。最後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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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則因為效用的差距無法涵蓋檢舉後的風險，事業單位則可能放棄檢舉
的行為。
相對的，若α值越接近於 0，代表減免比例（1-α）越大，［U（W-α
βY）>U（W-βY）］的機會大增，事業單位採行檢舉的可能性機會大增。
（1）式數學式在寬恕政策顯示的政策意義是，主管機關應當讓減免比例儘
量增加，使得（1）式成立，則參與聯合行為的事業單位才會有更高的檢舉
聯合行為的動機。

二、多家事業單位參與檢舉
前一小節的分析基本上是建立於市場上僅有兩家事業體的情況，實務
上市場上可能不止存在兩家事業體，因此提出檢舉聯合行為的事業就不可
能只有一家事業體。｢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或減輕罰緩實施辦法｣減輕罰
緩之要件及幅度最多列有四家事業單位。換言之，前揭分析的α比例，就
可能因為事業單位檢舉先後次序而會有不同的待遇。
如果檢舉的人越多，則越後面的事業單位所能獲得的減免比例（1-α）
將降低，以至於（1）式條件 U（W-αβY）>U（W-βY）成立的機會將變
小，事業單位則可能較不願意提出聯合行為的檢舉。
其次考量聯合行為「合意」事證的取得，就實務而言，不可能完全仰
賴檢舉當事人提出的證據，主管機關也必須同時積極蒐集聯合行為事業違
法事證才對。一旦參與聯合行為的事業單位的直接提出舉發，競爭主管機
關應當可以讓聯合行為「合意」的事證很快就完備。
因此，為能讓檢舉人有檢舉的動機，本研究主觀認為公平法似乎可以
縮小檢舉人的範圍到 2 人，理由之一是讓最前面的檢舉人可以享受最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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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確保 U（W-αβY）>U（W-βY）的條件容易成立，產生「重賞之
下，必有勇夫」的效果，如此才有可能激發參與聯合行為的事業單位，一
旦發動檢舉聯合行為時，每位都想成為第一家檢舉的事業單位，積極的出
面提出檢舉聯合行為違法的訊息。
理由之二是，檢舉的事業若達二家，以一般實務經驗而言，主管機關
只要做足產業資料的蒐集與事前分析（資料與產業分析室平常的產業分析
能夠落實）
，應當很容易可以驗證事業單位間是否有合意的事實，以至於在
公平法聯合行為的違法事證能夠全盤掌控。

三、參與聯合行為事業單位員工為檢舉人
聯合行為檢舉若直接由事業單位本身發動，依照「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的道理，利用聯合行為處罰金額的多寡，同業間是很容易知曉誰是檢舉者。
檢舉事業單位有很高的機率，會受到其他事業單位的集體杯葛或報復的風
險，因此由事業單位發動檢舉的機率一般會因此受到抑制。但若由參與聯
合行事業單位的員工出面檢舉，事後要查出誰洩密，提供聯合行為的具體
資訊，相對的就沒有那麼容易。但是員工檢舉一樣會有被發覺後受到報復
的風險。
假設事業單位員工檢舉成功可獲得的檢舉獎金為（A）
，加上原有的薪
資收入（W）
，大於不檢舉聯合行為所獲得的薪資（W＊ ）
，假設事業單位聯
合行為後，因為利潤提高所發放的薪資也增加，亦即 W＊ >W。因此實務上
會有三種情況會出現：

（一）員工願意成為檢舉人
U（ W＋A ）＞U（ W＊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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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行為員工會有檢舉之動機，因為檢舉聯合行為成功之後所獲得的
＊

薪資水準與檢舉獎金（W＋A），高於不檢舉聯合行為的薪資水準（W ），
進而使其效用提升，如數學式（2）表示，因此其有檢舉聯合行為的動機。

（二）員工可能檢舉聯合行為
聯合行為事業員工獲得的檢舉獎金 A，加上事業單位沒有聯合行為的
薪資 W，剛好等於事業單位參加聯合行為所獲得的薪資水準 W＊，以數學
符號（3）式表示為：
U（W＋A ） =

U（W＊ ）------------------------------------------（3）

聯合行為事業單位的員工仍有可能會有檢舉聯合行為的動機，因為檢
舉之後所獲得的所得水準，因為檢舉獎金的挹注，使得其所獲得的所得水
準，等於事業單位參與聯合行為員工所領取薪資，雖然表面上並沒有讓其
效用增加。但若考量「折現值」因子的影響，因為檢舉之後，事業單位的
員工可能很快就獲得 A 的檢舉獎金，它比事業單位長期參與聯合行為，員
工獲得的薪資現值要高（兩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
，因此最後顯現的效用
水準就較高，這種情形可能會誘使事業單位員工願意檢舉聯合行為。
當然，若折現值偏好率為零，亦即事業單位員工不重視現在拿到錢，
還是以後拿到錢的話，事業單位員工檢舉聯合行為的可能性，將視事業單
位員工對市場競爭公平與追求社會正義的態度。

（三）事業單位員工不會檢舉事業單位的聯合行為
事業單位員工獲得的檢舉獎金加上沒有參加聯合行為的薪資，小於事
業單位參加聯合行為其所獲得的薪資，以數學符號（4）式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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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W＋A ）＜ U（W＊ ）--------------------------------------------- （4）
則參與聯合行為事業的員工可能檢舉之動機機率為 0，因為檢舉之後
所獲得的所得水準，即使有檢舉獎金的挹注，仍然使其所獲得的所得水準
不如長期參與聯合行為所獲得的薪資，無法使其效用提升。
當然，以上之判斷一樣沒有考量折現值的影響，如同上一個狀況的情
形一樣，如果分析折現值因素，有可能使得（4）事的不等式反轉，則事業
單位就有檢舉的誘因。但若假設折現值為零，事業不重視現在取得所得還
是未來取得所得的話，參與聯合行為的事業仍會沒有檢舉的誘因。

四、食安案例的對照
以最近社會食安問題的檢舉為例，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的作法是一件食
安檢舉案罰鍰金額訂在新台幣 6 萬到兩億，檢舉人可獲得罰鍰的 60％，另
外若為員工還可領取基本獎金新台幣 400 萬元，因此大大提高員工、消費
者與媒體的檢舉。這些例子有蝦味先食品採用過期原料、過期蝦子海鮮的
出售、過期羊肉的出售、天良過期藥品的販售，乃紛紛為員工或知情人士
所檢舉，基本上是主管機關所提供之檢舉獎金簡單、明確，以及獎金金額
足以誘發檢舉人出面檢舉。表 6-1 的統計是今年中的 3 個（四月〜六月）
衛福部處分的食安法個案的統計。在短短 3 個月的期間即有 26 個案例的
成果，可見高比例的獎金的確會促成更多的檢舉人，檢舉食安的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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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編
號

日
期

我國 4 月～6 月違反食安法事件統計

商家

事件

1

04/
14

韓濟、喜來悅食
坊、八麵

2

04/
22

（彰化縣芳苑鄉）
戴奧辛蛋
駿逸、鴻彰、財源

3

04/
26

4

04/
26

台鐵便當

台灣第一家有限
公司

檢舉人

垃圾菜

大腸桿菌
超標

胡椒鹽

罰金

蘋果日報

開罰 6 萬。

衛福部食
藥署

未開罰（4/22
下午 3 點前全
數下架將不
開罰）。

壹週刊記
者

匿名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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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開罰，但開
出「立即改善
通知單」

罰 金 600 萬
元，須沒收犯
罪 所 得 1588
萬餘元。經營
者 200 萬元交
保，純佳公司
業者 10 萬元
交保。

附註

次日仍照常
營業，甚至
還表示「會
來的客人還
是會來」。

若 屆 期 未
改，將依食
安法開罰 6
萬至 2 億

工業用碳酸
鎂供應商為
純佳公司。

兩位主管各
5

05/
05

春橋田

過期原料

民眾向高
雄地檢署
檢舉

6

05/
06

力勤農產

過期肉品

離職司機

7

05/
09

義輝製麵廠

烏龍麵加
雙氧水

8

05/
10

9

05/
12

木匠手作（三汫鹿
兒島食品有限公
司）

酥有效日
期

過期食品
添加物

5/6 午夜 12
點前全數下
架 將 不 開
罰）。

罰 金 600 萬
元。

負責人判刑 5
未公開

個月、可易科
罰金 15 萬元。

負責人 150 萬

竄改鳳梨
維格餅家

以 20 萬元交
保，另一倉儲
主管以 10 萬
元交保。

匿名檢舉

匿名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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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交保，員工
20 萬交保。

依法裁處新
台幣 6 萬元以
上、2 億元以
下的罰鍰，衛
生局通令業
者停止販售
及盡速辦理
下架回收，阻

衛 生 局 表
示，2017 年
3 月 24 日至
5 月 11 日期
間購買問題
商品的消費
者，憑發票
證明兌換同

止違規產品
流竄市面。

等商品，或
辦理退款。

違反「食品添
1. 湖 內 區 拌 麵 餐
館
10

05/
15

2. 湖 內 區 客 家 美
食館

麵條添加
防腐劑

高市府衛
生局抽驗

加物使用範
圍暨限量規
格標準」規
定，依食品安

拌麵餐館的

全衛生管理
法第 18 條及

麵條來自台
南市。

第 47 條，可
處新台幣 3 萬

3. 新 興 區 中 正 市
場餃子皮業者

元到 300 萬元
的罰鍰。

11

12

13

05/
16

05/
17

05/
17

1. 中 榮 貿 易 股 份
有限公司
2. 嫦 娥 藥 品 有 限
公司

極品正露
丸、極東
正露丸竄
改製造日
期

未公開

負責人涉違

檢方調查初

反《藥事法》
將以 250 萬元
交保（依《藥
事法》可處 10
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

估 6 年來已
賣出逾 1 萬
公斤過期正
露丸、約逾
11.1 萬瓶。
衛生局也已

1 億元以下罰
金）。

要求下架相
關產品。

限期改正將
不開罰

台東知本金聯世
紀酒店

過期原料

匿名檢舉

未開罰

野宴

回收剩食
在出餐、
環境過度
髒亂

離職員工

未開罰，但要
求限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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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令停業，處
14

15

05/
19

05/
19

裕榮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台中宏碩海產公
司

蝦味先過
期原料

竄改有效
期限

匿名檢舉

匿名檢舉

6 萬元以上 2
億元以下的
罰鍰。

違反食安法
第 15 條，將
沒入銷毀並
可處新台幣 6
萬至 2 億元罰
鍰。

經營 者 以 40
鴨肝當鵝

16

05/
25

家蒂諾

17

05/
26

均豐國際有限公
司

18

19

05/
26

06/
02

福有企業有限公
司

統賀冷凍食品有
限公司

萬元交保，限
制出境出海。
涉嫌違反食
安法，可處刑
罰。

肝賣，涉
嫌詐欺

匿名檢舉

過期肉品

匿名檢舉

罰金 24 萬元。

匿名檢舉

罰金 120 萬元
罰鍰並廢止
食品業者登
錄字號。

匿名檢舉

涉犯詐欺罪
嫌，交由民生
組檢察官偵
辦。以 50 萬
交保。

斑節對蝦
過期

竄改牛肉
產品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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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者可在
商品已全數
20

06/
06

泰壹商行

過期肉品

未公開

封存，並依食
安法 開 罰 24
萬元。

業者繳納罰
款後依檢舉
食安獎勵辦
法，至少可
領實收罰鍰
金額的 5 成

1. 摩斯漢堡東區
精武門市
2. 早安美芝城 北
區大德店
3. 東區晴早餐飲

21

06/
06

4. 喬樂晨坊霧峰
區亞洲店
5. 南屯翰英餐飲
6. 大雅傳香飯糰

大 腸 桿
菌、大腸
桿菌群及
防腐劑超
標

各家業者經
中市衛生
局抽驗

7. 沙鹿米其飯糰

若食品經檢
驗違反食安
法 規 定 標
準，經命限

派員輔導後， 期改善後，
再 次 複 檢 已 屆期仍未改
全數合格。
善，將處 3
萬 元 以 上
300 萬元以
下罰鍰。

8. 北區打嗝飯
9. 南屯美海早餐

22

06/
10

尚亨商行（啵啵球
手工爆米花）

過期原料

食藥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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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已令業者
停止販售，依
食安法規定
可處 6 萬到 2
億元以下罰
鍰，情節重大
者得命歇業
或停業，甚至
廢止公司登
記等。

問題產品應
立即暫停食
用，並憑發
票或商品退
換貨。

23

06/
12

（未公開）

魚丸殘留
雙氧水

東森新聞
抽驗

未公開

相關涉違規

24

06/
15

新店無市招豆芽
菜製造廠

漂白豆芽
菜

衛生局檢
驗

可處處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8 千萬
元以下罰金。

過期裹粉分
別流入新北、
台中及彰化
25

06/
22

吉富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過期裹粉

未公開

三家下游業
者。要求全數
下架，並可處
6 萬元以上 2
億元以下的
罰鍰。

進銷貨憑證
及電腦資料
皆由台北市
調處扣押偵
辦。

該檢舉人可
獲得獲逾 1
萬 2000 元
獎金。

被查獲使用

26

06/
25

珍味豐企業有限
公司

過期原料

匿名檢舉

違規產品須
下架回收，依
法處 6 萬到 2
億元罰鍰。

逾期食品添
加物香草香
料 L-8101，
製成 5 項成
品。根據調
查，下游 8
家均為食品
商與食品原
料行。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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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行為違法事證的檢舉人如為事業單位的員工，員工所需的風險比
同是事業單位的情況更高，在制度上應當需要給予更高的補償才會讓他願
意出面檢舉。
依據公平會所訂定的「檢舉獎金發放辦法」第五條規定，檢舉獎金額
度由公平會依檢舉人所提供之價值，以及違法聯合行為案件罰鍰總金額比
例訂之。
檢舉人提出之證據價值類型區分為：1、提供有助於公平會開始調查程
序之證據資料者，給付總罰鍰金額的 5％。2、提供之證據資料能間接證明
聯合行為合意之事實存在，給付總罰鍰金額的 10％。3、提供之證據資料
能直接證明聯合行為合意之事實存在，無須公平會再介入調查者，給付總
罰鍰金額的 20％。除百分比之外，公平會的「檢舉獎金發放辦法」還另外
按罰鍰總金額訂定給付獎金的最高上限，例如罰鍰總金額在新台幣 2 億元
以下，上述三情況的獎金上限分別為新台幣 50 萬元、500 萬元、1000 萬
元。若罰鍰總金額在新台幣 2 億元至 5 億元，則上述的檢舉獎金上限調整
為 2 倍，分別為新台幣 100 萬元、1000 萬元、2000 萬元。若罰鍰總金額在
新台幣 5 億元以上，則上述的檢舉獎金上限調整為 5 倍，分別為新台幣 250
萬元、2500 萬元、5000 萬元。
詳細資料見表 6-2，表 6-3，表 6-4 罰緩金額 2 億元以下，罰緩金額 2
億元─5 億元，以及罰緩金額 5 億元以上的三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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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罰鍰金額在新台幣 2 億元以下的獎金發放標準

檢舉人提出之證據價值類型

檢舉獎金罰鍰總金額
之比例（％）

檢舉獎金最高數額
（新台幣萬元）

1、提供有助於公平會開始調查
程序之證據資料

5％

50 萬元

2、提供之證據資料能間接證明
聯合行為合意之事實存在

10％

500 萬元

3、提供之證據資料能直接證明
聯合行為合意之事實存在，
無須公平會再介入調查

20％

1000 萬元

資料來源：公平交易委員會 106 年度專題講座，「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最
新規範及案例解析─寬恕政策施行辦法及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
簡介」，頁 47。（以下表 6-3 與表 6-4，資料來源亦同）

表 6-3

罰鍰金額在新台幣 2 億元-5 億元的獎金發放標準

檢舉人提出之證據價值類型

檢舉獎金為罰鍰總金
額之比例 (％)

檢舉獎金最高數
額（新台幣）

1、提供有助於公平會開始調查
程序之證據資料

5％

100 萬元

2、提供之證據資料能間接證明
聯合行為合意之事實存在

10％

1000 萬元

3、提供之證據資料能直接證明
聯合行為合意之事實存在，
無須公平會再介入調查

20％

2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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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罰鍰金額在新台幣 5 億元以上的獎金發放標準
檢舉人提出之證據價值類型

檢舉獎金為罰鍰總
金額之比例 (％)

檢舉獎金最高數額
（新台幣）

1、提供有助於公平會開始調查
程序之證據資料

5％

250 萬元

2、提供之證據資料能間接證明
聯合行為合意之事實存在

10％

2500 萬元

3、提供之證據資料能直接證明
聯合行為合意之事實存在，
無須公平會再介入調查

20％

5000 萬元

依據上述公平會發放獎金之規定，可以發現兩個重點，一、是論功行
賞，依據其提供的資訊對證明聯合行為合意的具體事實，具有協助之功能
者給總罰鍰金額的 5％，具有間接證據功能者，給總罰鍰的 10％，最後，
具有直接證據效率功能者，給總罰鍰的 20％。它和衛福部提供食安事件檢
舉直接發放被檢舉人罰鍰的 60％作為獎金比較，有著相當之差別。二、公
平會有可能認為聯合行為檢舉獎金的絕對數字已經很高，不宜給予太高的
給獎金額，所以訂定獎金總額上限的規定，最高不能超過新台幣的 5000 萬
元。和衛福部的 1 億 2000 萬元比較，亦有一段之差距。兩相比較之後，公
平會檢舉獎金政策給人的感覺，似乎有調整之空間。

第二節

韓國檢舉獎金獎勵制度說明

韓國公平會於 2002 年導入檢舉獎金，2005 年 4 月 1 日命為「獎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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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Reward System）」334，當時希望得以藉此提升正在進行的秘密不公平交
易揭露之可能，且認為相較其他任何作為，預計此制度將更能促使企業遵
守法律，減少違反法律的發生。至 2012 年 11 月，韓國公平會為求進一步
調整檢舉獎金支付基數級距、發放金額比例計算、證據標準與最高上限，
將共謀勾結(不當共同行為)舉報獎金從最高 20 億韓元上調至 30 億韓元 335。
該公告進一步闡明：「這樣的政策對舉報者的提出檢舉非常有效」，並
指出為了揭露卡特爾的內部不法行為而給予舉報者優待，隨着檢舉獎金支
付水準得到大幅提升，內部職員的舉報變得更加踴躍，因此揭發共謀的可
能性將會進一步提高。如果舉報金額向上增漲，被揭發的可能性就越高，
因此事先遏制價格勾結的效果也會提高。
作為獎勵檢舉制度運行依據的韓國「舉報違反公平交易法等法行為獎
金發放規則」（공정거래법 등 위반행위 신고자에 대한 포상금 지급에
관한 규정）336，以下簡稱「獎金發放規則」
，歷經多次修正，適用範圍已擴
大至獨占或市場力濫用、圍標、多層次傳銷等範圍。依韓國公平法第 64 條
第(2)項及「施行令」第 64 條第 7 項之法律授權，就各有關程序、獎金申
報的詳細標準、支付流程、獎金審查委員會的設置等加以規範。

一、獎金發放對象與規範範圍
獎金發放對象係舉報違法行為並提交相關所需直接證據，或提出資料
334

韓國公平會，英文新聞稿（Press Release，“KFTC’s launch of Reward System for
Informants”(2005) http://www.ftc.go.kr/data/hwp/rewardsystem.doc，最近瀏覽日：2017.7.11
335
KFTC, 新聞稿，「담합 행위 신고 시 최고 30 억 원 포상금 지급」
（舉報共謀勾結
行 爲 最 高 可 獲 得 30 億 韓 元 獎 金 ）， 發 布 時 間 ： 2012-11-05 16:18 ， 網 址 ：
http://www.ftc.go.kr/news/policy/competePrint.jsp?news_div_cd=1&news_no=1648 ，最近瀏
覽日：2017, 11, 13
336
法規編號：공정거래위원회(시장감시총괄과) 044-200-4491【公平交易委員會（市場
監督管理）044-200-4491】
（2016.12.21 修訂公告），屬行政規則，無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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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調查得以證明所舉報之違法行為，或對違法行為提供調查重要線索之
「人」，將成為獎金支付對象（第 2 條①）。
此一制度係為獎勵事業組織之內部受僱人提供資料證明不法共謀勾結
行為所設，在必須與寬恕制度有所區別的前提下，發放對象實已排除「法
人」適用；此外，由於韓國寬恕政策將「法人」與「個人」寬恕加以分別，
在卡特爾內部參與活動之個人係因自首（自認己罪）而受豁免或減免處罰
所受的「鼓勵」，自與相對於外部之人因檢舉可得之獎勵有所不同。
就「證據」言，無論提供直接或間接證據，甚或僅是陳述對整體案情
具體重要線索者，證據上的資訊必須基於卡特爾成員間的共同參與違法行
為之意思聯絡，得以證明合意存在，因此證據、資料或資訊若僅限「所在
的公司或部門」單方之資料（參第 2 條②但書）
，即不能成為證明基礎而欠
缺獎勵的必要。舉報同一行業、事業之同一不法行為，如有多人舉報或提
供證據時，僅對首位提供相對（其他檢舉人）確鑿證據或證明之人發放獎
金（第 2 條③）
。但多個申告者皆未能提交詳細的證明資料，因各檢舉者提
出而形成綜合證據，構成足以證明違法之證據資料時，獎金將以相同比例
分配與每位具體陳述並提供相關資訊、資料之檢舉人（第 2 條④）。
公務員執行有關法令時，不得申請（參第 2 條⑤）
；同時該規則亦明文
「對於以違法或不當手段收集、取得證據者，不得支付舉報獎金」。 由於
韓國公平會有關獎金發放之財源，主要係來自年度預算中支應（參第 3 條
①）
，於預算不足或不敷使用時，得在估計支付金額 75%的範圍內發放獎金
（參第 3 條③）。

二、獎金「發放」程序與計算
韓國獎金「發放」規範與台灣最大不同之處在於「發放」範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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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支給標準，其特色在於從檢舉人雖非卡特爾內部活動成員但因業務接觸
而可以取得聯繫資訊或有利事證的角度設計，藉以發揮外部吹哨與促使向
機關舉報的效果。

（一）獎金「發放」程序
有關規定於「獎金發放規則」第三章獎勵和付款程式的確定中加以規
範。依規定：檢舉人必須先提出「不法共同行為申報書」（附錄十二），若
以其他非書面檢舉方式檢舉時，應由承辦人員以該書表加以記錄，藉以開
啟檢舉與機關調查程序，欲取得獎金實質利益之檢舉人應另檢附「檢舉獎
金支付申請書」
（參附錄十四）
，韓國公平會自從收受申報或檢舉案件當時，
所轄部門應即調查申請人所提證據、資料，對其陳明事項應依通常程序辦
理，調查後應另提交「獎金支給調查紀錄」
（參附錄十八）於公平會所屬「舉
報獎金審議委員會」進行審查，並於 3 個月內對受理成立案件作成決定並
提交「檢舉獎金審議書」
（參附錄十五）至韓國公平會之委員會加以確認，
公平會所屬市場監督部門主管於確認後，應於 7 日內依審議結果寄發「獎
金給付決定書」（參附錄十六）以及「受領獎金確認書」（參附錄十七）送
達至檢舉人，有權受領獎金之檢舉人應自確認通知受送達時起 10 日內回
覆受領意願，經機關查定後於指定時間依檢舉人指定方式領取該獎金，另
於日後有協助政府審計單位稽核之義務（參附錄十九）。

（二）「給付」首位獎金之計算
韓國檢舉獎金制度（Reward System）337自 2012 年 12 月修正時才算完

337

韓國公平會，英文新聞稿（Press Release，“KFTC’s launch of Reward System for
Informants ” (2012), http://www.ftc.go.kr/data/hwp/rewardsystem.doc ， 最 近 瀏 覽 日 ：
2017.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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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目前採取實際可徵罰鍰總額（부과 과징금액）配合「金字塔」式的成
數級距 338，依該級距為差額個別計算（50 億韓元以下：10%，超過 50 億韓
元至 200 億韓元以下：5%，超過 200 億韓元：2%），得出預計支給金額
（지급 기본액），再依提供之證據水準可得固定百分比，計算出檢舉獎金
實際發放金額（신고 포상금액），用以決定有關支付區間及支付基準 339。
若從相關規定以文字說明計算方式，反而不如以計算公式說明更為明
確 340。首先：令實際給付的檢舉獎金金額（신고 포상금액，reward amount）
為 T；預計可支給金額（지급 기본액，base payment）為 X；韓國公平會
依各卡特爾成員所應課徵法定罰鍰之總額（부과 과징금액，imposed fine）
為 Y；卡特爾成員其中有適用寬恕而減免其罰鍰之數額為 Z。有關證據水
準（evidence quality）區分四級，最上者（R1）可得 X 的 100%；上者（R2）
得 X 的 80%；中等（R3）可得 50%；下者（R4）為 30%。於 X 為 50 億韓
元以下直接依其級距區間比例為 T 之計算，但在超過 50 億韓元情形時，
需先求得 50 億以下之比例金額，再扣除 50 億後之餘額，計入上一級比例，
再將二者相加後得出 X，再與該當證據水準區間比例相乘，即得出 T 值。
其他情形依此類推，以下列舉 4 例，呈現此計算公式 341。

KFTC ，「 경쟁정책 （ 競 爭 政 策 ）」 網 頁 ：「 담합 20 억, 부당지원행위 10 억까지
신고포상금 상향」
（ 舉報共謀勾結 20 億韓元、不正當的支持行爲 10 億韓元獎金）
，網址：
http://www.ftc.go.kr/news/policy/competeView.jsp?news_no=1062&news_div_cd=1&currpag
e=1&searchKey=news_all&searchVal 。 發 布 時 間 ： 2011-05-18 13:56 。 最 近 瀏 覽 日 ：
2017.10.11.。
339
KFTC, 新聞稿，
「담합 행위 신고 시 최고 30 억 원 포상금 지급」
，2012-11-05 16:18
發布，http://www.ftc.go.kr/news/policy/competePrint.jsp?news_div_cd=1&news_no=1648。
最近瀏覽日：2017.9.30.。
340
KFTC 於 2012 年 11 月 5 日，英文新聞稿（Press Release） “Up to KRW-3-bln Reward
for Cartel Report” 所列公式說明：「reward amount = base payment × evidence quality
(top:100%, high:80%, fair:50%, poor:30%); base payment = imposed fine × payment ratio.」，
參 網 址 ： http://www.ftc.go.kr/eng/utility/quicksearch.jsp?pageId=0601 。 最 近 瀏 覽 日 ：
2017.10.31.。
341
KFTC 於 2012 年 11 月 5 日，英文新聞稿（Press Release）“Up to KRW-3-bln Reward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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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相關法規說明，當預計可支給金額為 50 億韓元以下時，X= YZ，逕依 10%與相應證據水準加以計算即可得出，例如總罰鍰金
額 50 億，有事業受寬恕對待減免 10 億，若以證據水準為最佳時，
實際可得的檢舉獎金金額其計算式為：(50-10)*10%*100%=4 億。

2.

當總共科處罰鍰金額為 150 億，有事業受寬恕對待減免 10 億，若
以 證據 水 準 為 上時 ， 實 際 可得 的 檢 舉 獎金 金 額其 計 算 式 為：
X=(150-10)=140 ； T=[ 50*10%+ （ 140-50 ） *5%] *80%=(5+4.5)
*80%= 7.6 億的獎金。

3.

當總共科處罰鍰金額為 350 億，有事業受寬恕對待減免 10 億，若
以 證據 水 準 為 下時 ， 實 際 可得 的 檢 舉 獎金 金 額其 計 算 式 為：
X=(350-10)=340；T=[ 50*10%+（340-50）*5%+（340-200）*10%]
*30%=(5+14.5+2.8) *30%= 6.69 億的獎金。

4.

但相對的當總共科處罰鍰金額為 300 億，有事業受寬恕對待減免
100 億，若同樣以證據水準為下時，實際可得的檢舉獎金金額其
計算式為：X=(300-100)=200；T=[ 50*10%+（200-50）*5%+（200200）*2%] *30%=(5+7.5+0) *30%= 3.75 億的獎金。

因此，韓國公平會 2012 年修正計算區間與級距的比例時，曾以預計可
支付金額為 1000 億韓元為例，宣稱在相同條件下，修正後的可得獎金較之
前的規定可以獲得 2 倍以上的回饋，主要在於當時已一併提高違法罰鍰程

for Cartel Report”， 以下列釋例說明：「In case of, for instance, KRW-100-billion fine and
top-quality evidence, the current system gives KRW 1.22 billion. But after the planned
amendment, the reward will become KRW 2.85 billion.* (KRW 500 mil. × 10% + KRW 4.5
bln. × 5% + KRW 95 bln. × 1%) × 100% ; ** (KRW 5 bln. × 10% + KRW 15 bln. × 5%
+ KRW 80 bln. × 2%) × 100%」相較條文描述，其中關於級距差額，顯然以公式表現更
易 為 一 般 民 眾 所 理 解 （ 韓 文 新 聞 稿 亦 是 如 此 ）。 參 網 址 ：
http://www.ftc.go.kr/eng/utility/quicksearch.jsp?pageId=0601 。最近瀏覽日：201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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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及最高級距的可得比例增幅為 2 倍的自然反應，換言之，此一計算
公式反映的重點還是在寬恕政策當中威攝效果與證據水準的要求。

（三）例外之獎金給付
除前文提及「發放規則」第 2 條第④項之情須對各申請人分配該獎金
外，依韓國公平會現行「檢舉獎金支付計算標準」之規定，若舉報或提出
違反相關法律行為的證據，公平會裁決不課予罰鍰處罰者，每案件概支付
獎金 300 萬韓元，若施予警告處分者為 100 萬韓元，但於多數違反法律的
行為皆未獲科處罰鍰情形時，舉報的資訊或證據按照既定的標準來決定最
終獎金支付額且依實際情況獎金支付限額為 1000 萬韓元。
其中不課予罰鍰的卡特爾或因非屬重大，以及卡特爾正在秘密進行但
尚無實害發生，若不施予回饋，恐失檢舉誘因，雖然「證據水準」仍為給
予獎金多寡的依據，但明顯的此二規定是在驅使卡特爾直接參與者以外之
人盡量提供具「下等」以上之重要線索，因為當檢舉人提出相當「最上」
等之證據，公平會已無須再為調查或額外取得有利事證。

三 、 證據水準說明
韓國公平會於所頒布之「違反公平交易法等行為舉報者獎金發放規則」
另附有「檢舉獎金支付計算標準」
，在適用不當共同行為之證據水準，依其
規定共分四級，並依證據水準定有實際可得檢舉獎金之比重，做為獎金計
算之依據。
舉報的證據或信息，如果能直接證明在特定市場中的成員，涉及（韓
國）公平法第 19 條第(1)項的情形，內容可為具體、充分的直接證明，近乎
證據確鑿而無須另為調查者，即合於「最上」（최상）證據水準。（제보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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증거 또는 정보가 특정시장에서 참가사업자들이 법 제 19 조 제 1 항
각호의 행위를 할 것을 합의한 사실을 직접적으로 입증할 수 있는
구체적이고

충분한

내용으로

증거확보를

위한

추가적인

조사의

필요성이 거의 없는 경우에는 증거수준 “최상”을 적용한다.）
舉報的證據或信息，得直接證明在特定市場中的成員確有參與（公平）
法律第 19 條第(1)項的情形，其行為具體而證據內容不能完全或有所欠缺，
尚須另為調查者，屬「上等」
（상）證據水準。
（ 제보된 증거 또는 정보가

특정시장에서 참가사업자들이 법 제 19 조 제 1 항 각호의 행위를 할
것을 합의한 사실을 직접적으로 입증할 수 있는구체적이고 상당한
내용이나 일부 증거의 부족 등으로 증거확보를 위한 추가 조사가
일부 필요한 경우에는 증거수준 “상”을 적용한다.）
提出舉報的證據或信息可以直接證明違法，在特定市場上，參與者有
違反第 19 條第(1)項的可能性，違法行為得以 6 個 W 原則具體陳述而間接
證明其中可能存在的資料和訊息，屬「中等」
（흥）證據水準。
（ 제보된 증거

또는 정보가 직접적으로 위반행위를 입증할 수 있는 수 준에는
해당하지 않지만 특정시장에서 참가사업자들이 법 제 19 조 제 1 항
각호의

행위를

할

것을논의한

사실을

육하원칙에

따라

구체적으로기술한 자료와 이를 간접적으로 입증할 수 있는 상당한
증거 또는 정보에 해당하는 경우에는 증거수준 “중”을 적용한다.）
舉報的證據或信息在具體性等層面上是無法確定的,但如果經調查確
為不當共同行為的重要線索，即屬「下等」
（하）證據。
（ 제보된 증거 또는

정보가 구체성 등 측면에서 그 수준을 “ 중 ” 으로는볼 수 없으나,
당해 부당한 공동행위의 적발에 중요한 단서에 해당한 경우에는
증거수준 “하”를 적용한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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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各級水準內容簡言之，由高至低分別為「最上」係無須增加證據
或無須追加調查者（100%）
、
「上」者為具備相當數量的證據但仍須追加調
查（80%）
、
「中」等者僅有部分或多為間接證據（50%）
、
「下」者則多為具
體陳述，但可為整體案情提供重要線索（30%）
。因為檢舉獎金在整體取締
成效上，發揮一定成效（參下表 6-5）
，韓國公平會於 2011 年將此一制度廣
泛運用於公平交易法所規範的各種不法行為，如此計算標準、證據水準判
定仍加以沿襲。
總體而言，韓國的檢舉獎金制度流程，自始要求檢舉人除提供證據、
資料外，尚有配合調查及程序參與的協力義務，此與寬恕政策的義務負擔
外觀相似但參與的配合程度卻有所不同。而機關在保密的作為義務上與適
用寬恕所要求者並無二致，蓋因制度本身在獎勵不特定人提供相對明確訊
息加以揭露，使公平會可以掌握調查方向進行後續作為，使卡特爾參與者
因為寬恕的誘因與機關合作，提供進一步的事證，提高其他卡特爾成員的
定罪率。

表 6-5 韓國卡特爾檢舉案件數統計
年度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9

檢舉卡特爾成案件數

5

7

6

16

15

--

檢舉卡特爾獎金數額
（百萬韓元，million）

25
(22)

260
(230)

315
(279)

799.4
(707)

-(646)

--

單一案件發放獎金最大
數額
（百萬韓元，million）

--

159

239

345

4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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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2〜2015 年，「檢舉卡特爾成案件數」及「檢舉卡特爾獎金
數」數據，源自韓國公平會英文版年報，案件數量為檢舉卡特爾成
案件數，2016、2017 年之案件數統計，因無 2017 年報，暫無法取
得。
(2) 2016 年數字與「單一案件發放獎金最大數額」為韓國公平會參加
“ICN Cartel Workshop, Mini-Plenary 3” 會議時提出簡報內容資
料。
(3) 各年發放獎金數額，各方資料有所出入，括弧內資料為韓國公平會
參加 “ICN Cartel Workshop, Mini-Plenary 3” 會議時提出簡報內
容資料。
(4) 自 2002 年至 2015 年，總計 61 件合計發放金額 1.810350 億
（2016 annual report p125 / 2015 annual report 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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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及建議

我國自 2011 年公平法導入「寬恕政策」迄今已滿 6 年，公平會對外正
式揭露的「寬恕政策」申請僅針對 8 案共提出 15 件（以事業為單位，分別
針對 8 案提出），經公平會同意適用「寬恕政策」者則僅有 3 案；比較美
國、德國、韓國同一時期「寬恕政策」申請及／或適用件數，委實難以稱
上「亮眼」成績（參閱：第四章）
。就此，公平會曾以韓國導入「寬恕政策」
初期，同樣發生申請及適用案件稀少情形加以說明；
「韓國……自 1996 年訂定寬恕政策規定，至 2004 年 9 月，於長達 8
年之期間，僅有 5 件申請案例……本會……於寬恕政策施行初期，即有 1
件成功申請案件」，「除前述第 1 案外，104 年度亦有 2 件個案適用寬恕政
策」
，說明該會已致力於向事業宣導溝通，並反覆鋪陳國際競爭法執法機關
同儕之間上述「一貫」說理：強調「加強申請要件及適用效果的明確性與
可預測性，以提高事業申請誘因」、「可對事業形成嚇阻效果，避免勾結的
惡質卡特爾活動形成」 342。
對照韓國導入「寬恕政策」歷程，確實也曾經有如公平會所述，在初
期明顯並未達成立法所預期的政策目標。不過，韓國迄今「寬恕政策」框
架日趨穩固而制度內涵益發繁複，該國率先導入「檢舉獎金」制度更已帶
動不少國家跟進，實施成效也直追各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同儕「領先群」表
342

參閱：2015 年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887 號政府提案第 15100 號之 142，以
及，2016 年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887 號政府提案第 15350 號之 723；轉引自：
王銘勇，
「公平交易法寬恕政策與檢舉獎金辦法之分析與檢討」
，公平交易季刊，第 25 卷
第 3 期，152-160（2017）
。除上述兩件公平會依立法院決議提交的專案報告書，以及，稍
早於 2014 年 2 月間向立法院提出的院總第 887 號政府提案第 14717 號之 906 類似內容
報告外，公平會並未再公開揭露關於「寬恕政策」申請件數、所涉及違法聯合行為案或
相關處分內容。
313

現。我國作為該制度「後進」追隨者，藉由模仿與跟進持續修正、調整「寬
恕政策」框架及內涵（參閱：第二章）
，是否能在未來執法表現上拿出相應
成績，值得持續觀察並探索其中成敗關鍵，務實檢討改進。
「寬恕政策」本係利用經濟學上所謂「囚犯兩難」賽局理論設計其誘
因機制，藉以吸引違法聯合行為參與者「窩裡反」
，讓競爭法執法機關得以
發現進而掌握違法聯合行為相關事證（參閱：第三章）
，從而有效取締、打
擊違法聯合行為，並藉由違法聯合行為成員可能「窩裡反」所形成的不法
行為遭查獲風險，對於潛在違法聯合行為參與者造成威嚇作用。因此，我
國公平法「寬恕政策」在主管機關依立法授權頒布「實施辦法」的抽象規
範層次，與美國、德國、韓國等「先進」國家既有制度設計大體相同；與
至今同樣以行政制裁為主要取締違法聯合行為手段的德國執法機制，則在
抽象規範層次上存在更多相似之處（第二章）。
然而，
「寬恕政策」在制度設計上諸多跨國別的共通要素，例如：加重
對於違法聯行為的處罰（，部分國家甚至對於違法聯合行為採取刑事制裁），
藉以拉大申請寬恕獲准者與其他違法聯合行為成員之間的利害落差等，尚
需藉由賦予執法機關發動（搜索、扣押等）強制處分所需法律授權、強化
行政資源及專業能量以提升其調查能力，以及，透過多年穩健執法讓「寬
恕政策」在申請門檻條件上透明而具有較高可預見性等配套措施落實 。
關於我國「寬恕政策」具體實施成效究竟如何，由於公平會並未如德
國聯邦卡特爾署，至少彙整申請案件總數並挑選其中值得實務及學術界探
討案例，積極對外公開以廣宣傳；其實，本研究也只能透過公平會「被動」
公開資訊勉強拼湊，難免容有失真、時間上落後於最新進展等脫節情形。
在國際比較上，也不能忽略：違法聯合行為發生於哪些產業、牽涉多少違
法獲利，競爭法執法機關因此處罰（或求處）多少罰鍰，除了與各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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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執法機關權限大小及調查資源多寡、法律授權的（行政或刑事）制
裁措施嚴厲程度有關之外，也涉及各國產業結構及整體經濟狀況差異，國
情差異及年度變化都不小。關於各國實施寬恕政策成效，國內以往相關研
究中，大多也僅藉由各該國家選擇性公開的違法聯合行為案例予以示範性
呈現，顯然全盤、客觀比較有其難以克服的外在條件限制 343。
持平而論，公平會歷年取締違法聯合行為的執法表現，在國際比較上
並不遜於其他國家同儕機關。比對「寬恕政策」實施前後情形，則公平會
同意「寬恕政策」申請案的同一年度中，取締違法聯合行為的執法表現確
實因此較佳，足見「寬恕政策」協助公平會取締違法聯合行為仍有其助益。
司法裁判實務上，行政法院（雖然以行政罰罹於時效消滅為由，判決公平
會敗訴定讞，但判決理由中揭露）未能完全採信經由「寬恕政策」所取得
「內部證據」
，仍要求主管機關依職權調查證據加以確認，此一法院實務見
解對於「寬恕政策」是否造成衝擊，恐怕更是未來真正隱憂所在（第四章）
。
由於美國、德國、韓國 3 國競爭法執法機關高階官員，也在 2001 年 10
月 25 日發起創立 ICN（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的 14 個競爭法
執法機關代表之列。這個集結競爭法執法機關官員、執業律師的國際非政
府組織，提供競爭法執法機關交流及溝通平台，主要目的就在於競爭倡議
及提升執法效能，對於跨境結合、聯合行為等競爭法重要議題向來高度關
注。有鑑於實施寬恕政策係打擊卡特爾相當重要手段，ICN 卡特爾工作組
不僅製作教導各國如何制定和實施有效寬恕政策的官方說明，近年也透過
各國競爭法執 法機關合 作，積極研 訂 「寬 恕政策效率及 效用檢核 清單
（LENIENCY CHECKLIST）」
，列出 12 項要件，建議各國競爭主管機關在

343

參閱：王銘勇，「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1
期，88-90, 98-99（2006）
；顏廷棟，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28-32, 42-49, 51-53, 56-57,
68-7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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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設計、修正寬恕政策時，應參考以下 12 項要件：
1.「寬恕政策」適用對象能適用於涉及限制競爭的公司（包括單一法律
主體或一群法律主體）及／或自然人，並納入民事法、刑事法或行政法體
系中。
2.「寬恕政策」所涵蓋的違法行為類型，主要為聯合定價、瓜分市場、
圍標、限制產出或以限制競爭的暗默型水平協議或一致行為聯合行為，有
時也可能涉及特定附隨的垂直面向。
3.分流的寬恕體系，倘若有法人寬恕與個人寬恕及／或平行的民事、
行政及刑事的機制，體系整體提供最大確定性及可預見性。
「寬恕政策」必
須考量授予個人寬恕並不自動排除法人寬恕；適用於相同行為的不同性質
法律制裁效果彼此並不相互抵消或妨礙，並將公司及涉案個人的利益及誘
因納入考量。
4.避免使「寬恕政策」申請者陷入比不與競爭主管機關合作的卡特爾
參與者更不利的地位。
5.競爭主管機關應該決定僅給予申請人完全免除或也得減輕參與卡特
爾原本將被課處／聲請法院判處的任何罰鍰或制裁。免除之證據門檻：當
機關尚無充分先前資訊以進行調查時，申請人提供卡特爾的證據及詳細描
述足供競爭主管機關針對目標進行檢查（的資訊）
。當機關已進行調查，或
無其他申請者符合第一順位門檻獲得免除時，提出足供機關根據其中的證
據及資訊確認全部違法行為（的資訊）
；例外完全排除申請人豁免資格（依
其在違法行為中角色而定）。減輕：按申請排序及時機（啟動調查前後），
減輕原本將被課處／聲請法院判處的（處罰）金額至特定百分比，訂定確
立申請者之間相互競逐情境的規定，以促使其儘速提供最佳合作。減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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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門檻，申請寬恕成功者必須提供在本質上、品質上及／或詳細程度上
強化機關證明違法行為的能力的證據。如一方（已經符合罰鍰減輕條件）
是第一個揭露機關先前未知事實者，而此事實延伸調查中的（違法）行為
重要性或期間者，也符合相應部分制裁的免除條件。
6.獲得寬恕的行為條件：持續誠實協助調查，全程盡力配合說明，停止
參與違法聯合行為，不破壞、偽造或隱匿證據，揭露／承認參與卡特爾行
為，申請者保密義務。
7.倘若僅提供首位申請者「寬恕政策」者，可依裁量對於其他申請者下
列後續配合及對應措施給予回饋：回復或繳回不法所得，在民事訴訟或其
他調查中配合。
8.成功的「寬恕政策」
，包含以下要件：匿名／假設式申請，申請順位
標記（marker）制度，撤銷寬恕政策的程序，歸總申請（歐盟內由單一執法
機關受理，全體適用），申請形式（書面及口頭），免於在「寬恕政策」自
證己罪，關於其他「寬恕政策」緊密相關個案資訊處理程序，撤回／否准
申請時資訊處理。
9.合作誘因，額外因素包括：追加寬恕（leniency plus）
，給予不符合條
件但另揭露其他卡特爾者減輕本次處罰，追加處罰（penalty plus）
，寬恕政
策申請者或卡特爾參與者未揭露參與其他卡特爾者，核處該其他卡特爾時
應納入考量（加重處罰）。
10.保密：建立申請者與執法機關間互信，建立口頭申請的保全機制以
免外洩資訊，建立規範及行政慣例確保申請中自證己罪陳述不內外洩漏。
11.競爭法全球化下的「寬恕政策」
，確保彼此相容：交換寬恕資訊，交
換資訊的平等保護，處理不同寬恕條件之間的彈性，盡可能明確且可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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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一旦申請者已經符合寬恕政策的條件，機關應該沒有基於其他原因給予
或不給予寬恕的裁量權。
12.（ 不透過立法）提升「寬恕政策」成效：教育宣導卡特爾的違法性，
宣傳「寬恕政策」及法規遵守，執法機關內設置明確受理單位，一致、可
預測及透明的「寬恕政策」實施方式。
我國公平法既已正式導入「寬恕政策」誘因式執法機制，公平會歷年
又積極參與 ICN 活動，並曾與「領導」推動「寬恕政策」的美國分享執法
資訊，實有必要參酌 ICN 上述「寬恕政策效率及效用檢核清單」，檢視我
國迄今推動「寬恕政策」在執法工具上成敗利鈍情形，參考、借鏡美國、
德國、韓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先進」同儕表現，據以改進我國「寬恕政策」
制度設計，提升其實施成效。例如：公平會雖然致力於辦理專題講座、經
驗分享座談會、宣導說明會、國際研討會，在「寬恕政策」及違法聯合行
為取締方面，如果可以製作類似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官方出版物「成果豐碩
的卡特爾取締：有益於經濟及消費者（Erfolgreiche Kartellverfolgung: Nutzen
für Wirtschaft und Verbraucher）」，以淺顯的文字說明何謂「聯合行為」，也
解釋聯合行為將造成何種損害、為何要有效打擊違法聯合行為，並且逐項
說明該會為有效打擊違法聯合行為所推動各項措施、提供接觸管道、說明
「寬恕政策」內涵及向讀者揭露「寬恕政策」歷年績效、宣導事業主動落
實法規遵循等，就可以替該會推廣「寬恕政策」及法遵政策樹立最佳「專
屬的廣告宣傳」（第五章）。
至於公平法在 2015 年 6 月 9 日修正增訂第 47 條之 1，授權公平會自
違反該法罰鍰中提撥 30%設立「反托拉斯基金」
，建立「檢舉違法聯合行為
獎金」制度（簡稱「檢舉獎金」制度）
，迄今也滿 2 年，核發獎金 3 件，均
屬 50 萬元以下小型個案。以此「成績」對照率先在競爭法制上導入「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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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金」制度的韓國，則在制度框架、內涵及實施成效等方面，均有進一步
精緻化及擴充空間。國內學者檢討我國「檢舉獎金」制度，歸納出「法人
或依法設立之團體」納入疑義、宣導內容應易於理解、避免遭濫用等建議
，本研究基本上也贊同其見解；針對「檢舉獎金」制度，則更進一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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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法」類似制度實施經驗，再根據經濟分析建議提高獎金額度，藉以
吸引真正可以提供「內部證據」有助於公平會取締違法聯合行為者。對照
韓國建構、推動「檢舉獎金」制度經驗，進一步精緻化檢舉格式、管道、
程序、保密條款、獎金核發標準等實務操作架構及作業流程，不僅有助於
「檢舉獎金」制度續造，也可以藉此明確化檢舉事業違法聯合行為相關規
範，俾利民眾及事業員工勇於檢舉時有所依循（參閱：第六章）。
回顧我國導入「寬恕政策」及「檢舉獎金」兩項打擊違法聯合行為的
誘因機制，其過程既是透過法制繼受順應世界潮流「趨同發展」
，又是根據
我國在地實務特色持續深化競爭法制的「點滴工程」
，原本就不可能一步到
位。對照美國在 1993 年間大幅改革「寬恕政策」之際，其實也歷經相當漫
長而艱辛的制度深化歷程：眾所周知用以強化「窩裡反」誘因的制度變革，
只不過是其中第一步而已；聯邦司法部所必須面對的真正現實挑戰，則是
從消除內部疑慮、與律師界及企業界溝通開始，然後才藉由逐案建立明確、
可預期而日益透明化的適用常規，吸引事業爭先向反托拉斯署通報違法卡
特爾，進而在國際上向其他競爭法執法機關同儕推廣此套誘因式執法機制
。因此，如何務實根據在地需求妥慎建構制度內涵，善用我國參與 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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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OECD 等國際組織及交流平台的機會，汲取各國競爭法（執法機關
及執業律師）同儕既有經驗，將是我國公平法上「寬恕政策」與「檢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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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王銘勇，
「公平交易法寬恕政策與檢舉獎金辦法之分析與檢討」
，公平交易季刊，
第 25 卷第 3 期，152-160（2017）
。
345
美國聯邦司法部關於「寬恕政策」的穩健執法立場，歷經多位首長長達 20 年的持續
努力方告確立；相關說明，參閱：A. O’Brien, Leadership of Leniency, in: C. Beaton-Wells
and C. Tran (ed.),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a Contemporary Age, 19-3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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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兩項誘因機制得以不斷精緻化、
「效率及效用」持續提升的重要契機。
總結上述研究發現，研究小組將在報告之末，根據我國公平法及相關
配套法制現況，
（在不修正法律、不大幅翻轉制度的前提下，）從務實的角
度出發，分別提出以下與「寬恕政策」直接相關的立即可行建議及中長期
性建議，提供委託機關參考：

一、立即可行建議：
1. 適度公開「寬恕政策」
、
「檢舉獎金」實施情形及聯合行為取締績效，
製作淺顯易懂手冊或其他宣導資料，推廣聯合行為執法與法遵觀念。
2. 試行各種讓事業更易於「近用」的寬恕申請及檢舉管道，包括專線、
專用信箱、專人受理、單一窗口、透過律師先就假定案情討論適用可能性
等，各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同儕業已行之有年的配套受理措施。
3. 舉辦以實際案例輔助說明，甚至（針對各產業別或個別事業）開放
實務導向、一對一問答式諮詢的「寬恕政策」宣導活動。

二、中長期性建議：
1. 邀請產官學研廣泛討論「實施辦法」實務操作如何強化事宜，包括
表格、接觸管道、透過律師討論假定案件、資料及證據形式與效力、保密
及後續公開等事宜。
2. 邀請產官學研廣泛討論「實施辦法」修正事宜，至少可以包括以下
議題：
(1) 將減輕罰鍰的名額降至 2 個（，避免無端浪費「寬恕政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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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誘因，又無法獲得取締違法聯合行為所需的相應資訊及證據）
。
(2) 提高「檢舉獎金」額度（，以便吸引參與違法聯合行為事業內
部員工勇於檢舉，不受「後顧之憂」牽絆）。

此外，關於我國公平法及配套法制與美國、德國、韓國相應規範及制
度背景之間存在顯著差異之處，其中不乏直接或間接影響「寬恕政策」實
施成效者；由於已涉及我國競爭法制及整體法律制度（大幅）調整或修正
議題，其牽連因素及相關制度變革所衍生各種政策考量，遠遠超越本研究
題旨範疇，研究小組不便越俎代庖貿然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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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N, “ LENI ENCY CH ECK LIS T ”

322

323

324

325

326

附錄二

各國寬恕申請流程圖

一、美國

二、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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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ACPERA （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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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ACPERA （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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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U.S. DOJ 公 司 寬 恕 政 策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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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U.S. DOJ 個 人 寬 恕 政 策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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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德 國 「 紅 利 規 則 」 （ 2006） － 卡 特 爾 裁 罰 與 減 免 基 準
No. 9/ 2006 通 知

Bekanntmachung Nr. 9/2006 über den Erlass und die
Reduktion von Geldbußen in Kartellsachen

- Bonusregelung –
vom 7. März 2006

A. Ziel und Anwendungsbereich

1 Das Bundeskartellamt kann Kartellteilnehmern, die durch ihre Kooperation
dazu beitragen, ein Kartell aufzudecken, die Geldbuße erlassen oder reduzieren.
Die Bonusregelung legt die Voraussetzungen fest, unter denen Erlass oder
Reduktion der Geldbuße erfolgen. Die Bonusregelung findet auf Beteiligte (nat
ürliche Personen, Unternehmen und Unternehmensvereinigungen) an Kartellen
(insbesondere Absprachen über die Festsetzung von Preisen oder Absatzquoten
sowie über die Aufteilung von Märkten und Submissionsabsprachen) – im
Folgenden: Kartellbeteiligte – Anwend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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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 ü r eine vertrauliche Kontaktaufnahme – gegebenenfalls anonym ü ber
einen Rechtsanwalt – stehen der Leiter/die Leiterin der Sonderkommission
Kartellbekämpfung (Tel.: 0228-9499-386) sowie der/die Vorsitzende der
zuständigen Beschlussabteilung zur Verfügung.

B. Erlass der Geldbuße

3 Das Bundeskartellamt wird einem Kartellbeteiligten die Geldbuße erlassen,
wenn 1. er sich als erster Kartellbeteiligter an das Bundeskartellamt wendet,
bevor dieses

ü ber

ausreichende Beweismittel verf ü gt, um einen

Durchsuchungsbeschluss zu erwirken und 2. er das Bundeskartellamt durch mü
ndliche und schriftliche Informationen und –

soweit verf ü gbar –

Beweismittel in die Lage versetzt, einen Durchsuchungsbeschluss zu erwirken
und 3. er nicht alleiniger Anführer des Kartells war oder andere zur Teilnahme
an dem Kartell gezwungen hat und 4. er ununterbrochen und uneingeschränkt
mit dem Bundeskartellamt zusammenarbeitet.

4 Das Bundeskartellamt wird einem Kartellbeteiligten nach dem Zeitpunkt, zu
dem es in der Lage ist, einen Durchsuchungsbeschluss zu erwirken, die
Geldbuße in der Regel erlassen, wenn 1. er sich als erster Kartellbeteiligter an
344

das Bundeskartellamt wendet, bevor dieses über ausreichende Beweismittel
verfügt, um die Tat nachzuweisen und 2. er das Bundeskartellamt durch mü
ndliche und schriftliche Informationen und –

soweit verf ü gbar –

Beweismittel in die Lage versetzt, die Tat nachzuweisen und 3. er nicht
alleiniger Anführer des Kartells war oder andere zur Teilnahme an dem Kartell
gezwungen hat und 4. er ununterbrochen und uneingeschränkt mit dem
Bundeskartellamt zusammenarbeitet und 5. keinem Kartellbeteiligten ein Erlass
nach Randnummer 3 gewährt werden wird.

C. Reduktion der Geldbuße

5 Zugunsten eines Kartellbeteiligten, der die Voraussetzungen für einen Erlass
(Randnummer 3 und 4) nicht erfüllt, kann das Bundeskartellamt die Geldbuße
um bis zu 50% reduzieren, wenn 1. er dem Bundeskartellamt mündliche oder
schriftliche Informationen und – soweit verfügbar – Beweismittel vorlegt,
die wesentlich dazu beitragen, die Tat nachzuweisen und 2. er ununterbrochen
und uneingeschränkt mit dem Bundeskartellamt zusammenarbeitet. Der Umfang
der Reduktion richtet sich insbesondere nach dem Nutzen der Aufklärungsbeiträge und der Reihenfolge der Anträ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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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Kooperationspflichten

6 Der Antragsteller muss mit dem Bundeskartellamt während der gesamten
Dauer des Verfahrens ununterbrochen und uneingeschränkt zusammenarbeiten.
Den Antragsteller treffen insbesondere folgende Pflichten:

7 Er muss seine Teilnahme an dem Kartell nach Aufforderung durch das
Bundeskartellamt unverzüglich beenden.

8 Er muss auch nach Antragstellung alle ihm zugänglichen Informationen und
Beweismittel an das Bundeskartellamt übermitteln. Dazu gehören insbesondere
alle f ü r die Berechnung der Geldbuße bedeutsamen Angaben, die dem
Antragsteller vorliegen oder die er beschaffen kann.

9 Er ist verpflichtet, die Zusammenarbeit mit dem Bundeskartellamt vertraulich
zu behandeln, bis das Bundeskartellamt ihn von dieser Pflicht entbindet (im
Regelfall nach Beendigung der Durchsuchung).

10 Ein Unternehmen muss alle an der Kartellabsprache beteiligten Beschäftigten
(einschließlich ehemaliger Beschäftigter) benennen und darauf hinwirken, dass
alle Beschäftigten, von denen Informationen und Beweismittel erlangt we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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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önnen, während des Verfahrens ununterbrochen und uneingeschränkt mit dem
Bundeskartellamt zusammenarbeiten.

E. Marker, Antrag, Zusicherung

I. Erklärung der Bereitschaft zur Zusammenarbeit (Marker) und Antrag

11 Ein Kartellbeteiligter kann sich an den

Leiter/die Leiterin der

Sonderkommission Kartellbekämpfung oder den/die Vorsitzende(n) der
zuständigen

Beschlussabteilung

wenden,

um

seine

Bereitschaft

zur

Zusammenarbeit (Marker) zu erklären. Der Zeitpunkt des Setzens des Markers
ist für den Rang des Antrags maßgeblich. Der Marker kann mü ndlich oder
schriftlich, in deutscher oder in englischer Sprache gesetzt werden. Er muss
Angaben ü ber die Art und Dauer des Kartellverstoßes, die sachlich und
räumlich betroffenen Märkte, die Identität der Beteiligten sowie dar ü ber
beinhalten, bei welchen Wettbewerbsbehörden ebenfalls Anträge gestellt
wurden oder dies beabsichtigt ist.

12 Das Bundeskartellamt setzt eine Frist von höchstens 8 Wochen, innerhalb
derer der Marker zu einem Antrag nach Randnummer 14 ausgearbeitet we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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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s.

13 Handelt es sich um ein Kartell, für das die Europäische Kommission die
besonders gut geeignete Behörde im Sinne der Netzwerkbekanntmachung * ist,
kann das Bundeskartellamt den Antragsteller, der f ü r einen Erlass nach
Randnummer 3 einen Marker gesetzt hat, zunächst von der Verpflichtung
befreien, einen Antrag nach Randnummer 14 auszuarbeiten, wenn er bei der
Kommission einen Antrag gestellt hat oder dies beabsichtigt. F ü hrt die
Europäische Kommission das Verfahren nicht, kann das Bundeskart ellamt den
Antragsteller auffordern, einen Antrag im Sinne von Randnummer 14
vorzulegen.

14 In seinem Antrag muss der Antragsteller Angaben machen, die – im Fall
von Randnummer 3 – erforderlich sind, um einen Durchsuchungsbeschluss zu
erlangen bzw. die – im Fall von Randnummer 4 – erforderlich sind, um die
Tat nachzuweisen, bzw. die – im Fall von Randnummer 5 – wesentlich
dazu beitragen, die Tat nachzuweisen. Es sind zudem – soweit bekannt –
Angaben darüber zu machen, ob das Kartell Auswirkungen in anderen Staaten
hatte.

*

Bekanntmachung der Europäischen Kommission über die Zusammenarbeit innerhalb des

Netzwerkes der Wettbewerbsbehörden, Abl. EG 2004 Nr. C 1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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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in Antrag nach Randnummer 14 kann auch mündlich und/oder in englischer
Sprache gestellt werden. Nimmt das Bundeskartellamt einen Antrag in
englischer Sprache entgegen, so ist der Antragsteller verpflichtet, unverzüglich
eine schriftliche deutsche Ü bersetzung beizubringen. Gemeinsame Anträge von
Kartellbeteiligten sind unzulässig.

16 Erf ü llt ein Antragsteller seine Verpflichtungen (insbesondere die
Kooperationspflicht) nicht, entfällt sein Rang und die nachfolgenden
Antragsteller rücken im Rang auf.

17 Ein von einer vertretungsberechtigten Person für ein Unternehmen gestellter
Antrag wird vom Bundeskartellamt auch als Antrag für die in dem Unternehmen
gegenwärtig oder fr ü her beschäftigten und an dem Kartell beteiligten nat ü
rlichen Personen gewertet, sofern sich aus dem Antrag oder dem Verhalten des
Unternehmens nichts anderes ergibt.

II. Zugangsbestätigung und Zusicherung

18 Das Bundeskartellamt bestätigt dem Antragsteller das Setzen des Markers
und/oder den Zugang des Antrags unverzüglich schriftlich unter Angabe von
Datum und Uhrz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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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Liegen die Voraussetzungen für den Erlass nach Randnummer 3 Nr. 1 und 2
vor, sichert das Bundeskartellamt dem Antragsteller schriftlich zu, dass ihm –
unter der Bedingung, dass er nicht alleiniger Anführer war oder andere zur
Teilnahme an dem Kartell gezwungen hat und seine Kooperationspflichten erfü
llt – die Geldbuße erlassen wird.

20 Bei einem Antrag auf Erlass nach Randnummer 4 oder auf eine Reduktion
nach Randnummer 5 teilt das Bundeskartellamt dem Antragsteller zunächst nur
mit, dass er der erste, zweite etc. Antragsteller ist und grundsätzlich –
insbesondere unter der Bedingung der Erfüllung der Kooperationspflichten –
für einen Erlass oder eine Reduktion in Betracht kommt. Eine Entscheidung ü
ber den Erlass bzw. die Reduktion ergeht in diesem Fall fr ü hestens nach
Durchsicht und Prüfung aller bei der Durchsuchung erlangten 4 Informationen
und Beweismittel, weil das Bundeskartellamt zunächst prüfen muss, ob diese
ausreichen, um die Tat nachzuweisen.

F. Vertraulichkeit, nachfolgende Verfahren, Geltung

I. Vertraulichkeit und Akteneins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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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Das Bundeskartellamt wird im Rahmen der gesetzlichen Grenzen und der
Regelungen ü ber den Austausch von Informationen mit ausländischen
Wettbewerbsbehörden

die

Identität

eines

Antragstellers

während

der

Verfahrensdauer bis zum Zugang eines Beschuldigungsschreibens an einen
Kartellbeteiligten

vertraulich

behandeln

und

Geschäfts-

und

Betriebsgeheimnisse wahren.

22 Das Bundeskartellamt wird Anträge privater Dritter auf Akteneinsicht bzw.
Auskunftserteilung im Rahmen des gesetzlich eingeräumten Ermessens
grundsätzlich insoweit ablehnen, als es sich um den Antrag auf Erlass oder
Reduktion der Geldbuße und die dazu übermittelten Beweismittel handelt.

II. Abschöpfung des wirtschaftlichen Vorteils und Anordnung des Verfalls

23 Wird einem Antragsteller die Geldbuße erlassen, wird das Bundeskartellamt
in der Regel weder einen erlangten wirtschaftlichen Vorteil (§ 34 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 abschöpfen noch einen Verfall (§ 29a Gesetz ü
ber Ordnungswidrigkeiten) anordnen. Bei einer Reduktion der Geldbuße wird
das Bundeskartellamt in der Regel in dem Umfang, in dem die Reduktion
gewährt wurde, auch einen wirtschaftlichen Vorteil nicht abschöpfen bzw. einen
Verfall nicht anord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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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Zivil- und strafrechtliche Folgen

24 Diese Bekanntmachung lässt die zivilrechtlichen Folgen wegen der
Beteiligung an einem Kartell unberührt. Das Verfahren gegen eine natürliche
Person

muss

das

Bundeskartellamt

nach

§

41

Gesetz

ü ber

Ordnungswidrigkeiten an die Staatsanwaltschaft abgeben, wenn es sich bei der
Tat um eine Straftat (insbesondere nach § 298 Strafgesetzbuch) handelt.

IV. Geltung

25 Diese Regelung tritt am 15. März 2006 an die Stelle der Bekanntmachung Nr.
68/2000. Nach diesem Zeitpunkt gestellte Anträge auf Anwendung der
Bonusregelung werden ausschließlich nach der vorliegenden Regelung
behandelt.

Bonn, den 7. März 2006
Dr. Böge Präsident des Bundeskartellam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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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德 國 聯 邦 卡 特 爾 署 和 解 公 告 （ 2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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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KFTC’s la unc h of Re war d System for
Inf orma nts

Press Release
KFTC‘s launch of Reward System for Informants

According to the amended MRFTA, the KFTC has established reward
system for those who report or inform five types of MRFTA violations
from April 1, 2005, such as 1) undue concerted acts, 2) undue supporting
behavior, 3) violations of notification on business practices relating to
large retail store business that includes department stores, discount stores
and TV home shopping companies, 4) unfair transactions violating
notification on newspaper selling, and 5) prohibited activities of
enterprisers organization.
The rewards will be given to those who report or inform one of these five
types of violations along with supporting evidence. If more than one
person report or inform the same act of violation, rewards will go to the
first person to submit relevant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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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ount of reward money will be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degree of
violation (the extent of punishment) and the strength of evidence
submitted. In other words, the more severe the violations were and the
stronger the evidence was, the more amount of money will be rewarded to
informants. The ‘Standard Amount’ will be calcul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level of violation reported. And the strength of evidence will be divided
into three grades: first, second, and third. For the first level of evidence,
reward payment will be 80% to 100% of the Standard Amount, 60% to
80% for the second level and 40% to 60% for the third level.
To ensure a fair and transparent process of determining reward eligibility
and the amount, the KFTC plans to form a “ Reward Review
Committee”. The payment will be carried out within three months after
the date of KFTC’s decision that the reported behavior violated the
MRFTA.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formants will be kept confidential, and
anonymous informants can receive reward money if they apply for the
payment within six month after the date of KFTC’s ruling.
The KFTC expects the newly introduced reward system will facilitate the
detection of unfair transactions that take place secretl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the system is expected to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comply
with the law, reducing the number of law vio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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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KFTC ame nded its le nie ncy pr 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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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KFTC 主 動 申 報 者 豁 免 申 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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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KFTC 不 法 共 同 行 為 申 報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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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KFTC 不 法 共 同 行 為 申 報 書 填 寫 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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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KFTC 檢 舉 獎 金 支 付 申 請 書 (2 012.11.6.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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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

KFTC 檢 舉 獎 金 審 議 書 (2012.11.6. 修 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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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

KFTC 獎 金 給 付 決 定 書 （ 2012.11.6. 修 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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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七

KFTC 受 領 獎 金 確 認 書 （ 2012.11.6. 修 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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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八

KFTC 獎 金 支 給 調 查 紀 錄 (2012.11.6. 修 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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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九

KFTC 獎 金 支 付 紀 錄 明 細 （ 2012.11.6.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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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

台北市液化氣體燃料公會訪談紀要

公平會委託研究計劃：各國競爭法寬恕政策實施成效之研究
訪談對象：台北市液化氣體燃料公會（又稱液化石油氣公會）
訪談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27 日，上午 10 時至 12 時。
地點：台北大學台北市民生校區

【產業背景說明或認識】
(1) 全省最多時期約 4000 多家，現剩不到 3000 家，台北市過去
約高於 190 家，現約 60 家（莊老師的研究），最多時 400 多
家，現不到 100 家。（「白牌」（地下）仍存，主要在南部）。
(2) 經營成本因法規大增、經營不易，上游經銷商（9 家）固定成
本轉嫁，風險成本未被衡量。運輸占整體成本大宗，人力也
是主要支出。次高以鋼瓶折舊、檢驗費用為最近新增的成本
負擔。
(3) 「白牌」
（地下）仍存，主要在南部，正常業者不易經營。天
然氣業者的市場滲透，政府政策、法令促成市場萎縮加速。
(4) 欠缺現代的經營技術，末日產業，在現在法令拘束、會員難
以轉型事業結合或合併有現實與法令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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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與回應】
1.

公會規模（全國 or 地區？會員？營業額？地區範圍？）
答：
(1) 各縣市皆有公會，有全國聯合會也有分會，還有基金會，類
似聯合會智庫單位，負責安全輔導
(2) 全省會員：2986，過去約 3100 以上；台北市會員數：104。
(3) 營業額，以石油氣噸數 X 單價（能源局參考零售價）
。整體產
值約 100 萬公噸。主要交易對象為營業場所（以家戶為對象
者顯然少）。全國平均每日約需 50-60 公噸，100 瓶以上。分
區言：台北市須在 50-60 公噸以上才可維持，以外縣市約 20
公噸以上。
(4) 業者若位於縣市交界區可以跨區經營，各業者的營業範圍有
地理上的限制與成本考量，例如運送距離。

2.

遭公平會處罰聯合行為次數？約束事業哪類活動（價格、數量、
區域）？
答：
(1) 北中南皆被處罰過。EX: 聯合配送。北區（苗栗以北）至少
3 次，三分之一縣市約 1 次。（確切數目須再比對）
(2) 價格、數量都有，主要價格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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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何採取聯合行為而不競爭？
答：
(1) 過去業者不知向公平會以調整產業結構為理由申請合法的結
合或聯合行為，另一方面，過去公平會成立前，業者未因不
競爭受罰而欠缺法律上的認識。
(2) 各會員成本近似，上下游業者對價格敏感度俱高；且民生用
戶價格敏感，單一業者降價就會促使其他業者跟進，降低自
身獲利只為競爭。

4.

（以往）聯合行為通常由誰發動？（公會？規模最大會員？）
答：
因天然氣開始普及而使瓦斯行家數銳減。分裝場過去曾在運
價上採取聯合行為，但市場一旦變化，下游瓦斯行也會跟著
轉向。

5.

是否了解寬恕政策？
答：
就法律規定、要件、處罰規定並不了解，規範、適用程序、流程
為關注重心，對寬恕政策減免程度更是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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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會員是否可能申請適用寬恕政策？哪類會員最可能？
答：
(1) 不一定。公會未如外界所想的具有拘束會員的能力。
(2) 市場開放後造成零售價格波動，多少就有不肖會員會想穩定
價格。。
(3) 因為工會成員來自經銷商、分裝場及瓦斯行，成員自己的聯
合行為並非藉由公會決議形成。

7.

如果會員可能申請適用寬恕政策，是否仍會採取聯合行為？
答：
因為對法律已有所了解，會提出申請避免被罰。

8.

倘若會員被發現申請適用寬恕政策，將會遭公會或其他會員何種
對待？
答：
可能不會，至少未聽聞有不利它業者的情形。

9.

會員雇用員工情況大致如何？待遇大致如何？員工離職異動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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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繁？
答：
缺工為現狀是現在產業的主要描述，從業者多以 50 歲以上，待遇
相較一般服務業高但請不到人，異動也頻繁，未必會在業內流動，
進入就業門檻低。

10. 員工檢舉聯合行為，主要動機為何？如果發現員工檢舉，公會或
會員如何反應？
答：
(1) 員工檢舉聯合行為因未能參與或不了解而少有聽聞，但檢舉
雇主主要是「勞資」爭議，動機主要是對雇主不滿。
(2) 發現員工檢舉，原雇主通常會將該員辭退。因為普遍缺工，
縱使在業界檢舉知名的上榜人物，仍會受到其他業者的雇用。

11. 消費者是否跨區或改向同區其他會員訂購桶裝瓦斯？有無抱怨價
格或條件（例如：押瓶費、限期換瓶等）？有無消費者檢舉？向
誰檢舉？（中央／地方，能源局／公平會）有無因此涉訟？
答：
(1) 消費者因為網站資訊（能源局的參考價格網頁）而會「跨區
訂購」
，網站主要以最高、最低價格呈現，且將成本加以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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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費者抱怨主要在交易條件，主要向中央能源局、地方產發
局（指台北市）
，公會有義務處理押退瓶、殘氣退費。其中押
退瓶以原零售商為對象，且該費用屬於業者的主要成本。
(3) 糾紛主要以家戶為最多，涉訟者多以簡易程序為之，也多以
和解收場。南部以限期換瓶問題為多，北部則無，消費者在
資訊透明（成本參考價格）的情形下會對「使用者付費」範
圍加以爭執。

12. 倘若檢察官直接介入調查聯合行為，公會或會員是否改變營業方
式或退出市場？
答：
(1) 絕對會改變營業方式，因為檢察官有搜索、查扣之權力。
(2) 現在經營已屬困難，又無利潤，檢調介入就會增加退出市場
的動機。

13. 是否考慮依法申請聯合行為許可？
答：態度保留，主要視競爭主管機關如何落實與倡議，以及「法
遵」的研議與溝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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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一

中華民國公用瓦斯事業協會訪談紀要

訪談對象：中華民國公用瓦斯事業協會
訪談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29 日，下午 1430 時至 1630 時。
地點：中華民國公用瓦斯事業協會

【訪談紀要】：
1.

公會規模（全國 or 地區？會員？營業額？地區範圍？）

答：全國 25 家（會員），平均一年約十億度，全國工業和民生用約各一
半；新莊以南至雲嘉工業用約 60%，有的會到 8 成，高雄甚至 95%。

2.

遭公平會處罰聯合行為次數？約束事業哪類活動（價格、數量、區
域）？

答：
(1) 沒有，就一件瓦斯表案，且該案屬於獨占性質。
(2) 主要是因為受公用事業條例規範，在價格上受到管制，在營業
區域內業者必須接管始能經營，且管線須負擔成本。
(3) 天然氣難以同一管線以不同業者供應。

3.

為何採取聯合行為而不競爭？

答：
(1) 並無聯合行為。於工業區內會員間的競爭關係還是激烈。
379

(2) 民生用天然氣因為營業範圍、價格須經核定，而非不競爭。
(3) 管線成本不易擴張營業範圍，埋設上有諸多法令限制。
(4) 過去業界發展多受政策左右，存在結構性因素。

4.

（以往）聯合行為通常由誰發動？（公會？規模最大會員？）

答：
(1) 工會不會進行聯合行為
(2) 工業大戶仍是業者間的競爭對象，工業大戶也會對不同業者間
進行比議價。供應商的中油，也會與業者對大戶競爭。

5.

是否了解寬恕政策？

答：
(1) 關心不公平競爭、上游供應的不當垂直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裁
罰程度以及法令要求的安全與穩定供應的要求
(2) 寬恕政策多少可以體會，但從本次訪談並不能稱上了解，反而
是對處罰與特定事業的不公平競爭行為最為關心。

6.

會員是否可能申請適用寬恕政策？哪類會員最可能？

答：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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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會員可能申請適用寬恕政策，是否仍會採取聯合行為？

答：不適用。

8.

倘若會員被發現申請適用寬恕政策，將會遭公會或其他會員何種對
待？

答：不適用。

9.

會員雇用員工情況大致如何？待遇大致如何？員工離職異動是否頻
繁？

答：流動低。即使離職也多在業內流動。需要具經驗者維持業務且管線
維護屬技術性質，而管線分布有固定範圍都是難以頻繁的原因。

10. 員工檢舉聯合行為，主要動機為何？如果發現員工檢舉，公會或會
員如何反應？
答：不適用。

11. 有無抱怨價格或條件？有無消費者檢舉？向誰檢舉？（中央／地方，
能源局／公平會）有無因此涉訟？

381

答：
(1) 消費者投訴主要在安全，主要向地方政府，多屬心因性的預防
或有所懷疑。與一般消費者的糾紛主要以裝置價格為最多，但
此非會員的問題，而是外包廠商的問題。
(2) 業別不同其成本結構不同，該業管線區分內外，使用者與會員
業者負擔範圍不同，此涉及的是契約問題，但目前並無因此向
機關反映的事例。
(3) 價格經主管機關核定，對民生用戶的消費者價格並無爭執；但
在工業用戶因習於比議價，對會員業者而言此為競爭的範圍。

12. 倘若檢察官直接介入調查聯合行為，公會或會員是否改變營業方式
或退出市場？
答：不適用

13. 是否考慮依法申請聯合行為許可？
答：
(1) 價格、營業區域須經核定。
(2) 共同供氣因為管線的設置、彼此成本差異以及給予使用者的價
格折扣皆有所不同，此一情形以目前環境並不可行。
(3) 共同使用管道，必須考慮地理因素、安全問題與責任歸屬，除
非是經營管理模式有所改變，否則難以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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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關鍵詞：聯合行為，合意，寬恕政策，誘因，囚犯兩難，檢舉獎金

我國公平法在 2011 年 11 月 8 日三讀修正，新增第 35 條之 1（現行法
已移至第 35 條）規定，引進各國競爭法上通稱「寬恕政策 （leniency
programme, leniency policy）」的誘因式執法機制。公平法在 2015 年 6 月 9
日復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增訂第 47 條之 1 規定，引進「檢舉獎金」制度。
本研究係依公平會招標文件委託意旨及 2017 年 4 月 13 日上午計畫書評審
會議結論，蒐集並研究美國、德國、韓國競爭法「寬恕政策」制度設計與
實施成效，據以比較我國公平法上「寬恕政策」迄今執法成效。此外，委
託研究範圍也包括「檢舉獎金」制度及其實施成效；此部分由於美國、德
國並未採行類似制度，主要比較對象則為韓國競爭法「檢舉獎金」制度。
本研究使用法律及制度比較法、文獻分析法、經濟分析法（賽局理論）
，
針對上述國家競爭法及「寬恕政策」相關法制框架加以整理、比較及參考，
蒐集、整理美國、德國、韓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同儕執法實務資料加以比較，
經由對照我國公平法上「寬恕政策」相關立法、法規及執法措施與成效，
並邀請產業公會或協會幹部進行深度訪談，再參考委託機關實務需求予以
綜合歸納之後，提出研究結論並探討未來調整的可行建議。
本研究發現：我國自 2011 年公平法導入「寬恕政策」迄今已滿 6 年，
公平會對外正式揭露的「寬恕政策」申請案僅 15 件，經公平會同意適用
「寬恕政策」者僅有 3 案；比較美國、德國、韓國同一時期「寬恕政策」
申請及／或適用件數，委實難以稱上「亮眼」成績（參閱：第四章）。
對照韓國導入「寬恕政策」歷程，也曾經在初期明顯並未達成立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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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的政策目標。不過，韓國迄今「寬恕政策」框架日趨穩固而制度內涵
益發繁複，該國率先導入「檢舉獎金」制度更已帶動不少國家跟進，其「寬
恕政策」實施成效也直追各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同儕「領先群」表現。我國
作為該制度「後進」追隨者，藉由模仿與跟進持續修正、調整「寬恕政策」
框架及內涵（參閱：第二章）
，是否能在未來執法表現上拿出相應成績，值
得持續觀察並探索其中成敗關鍵，務實檢討改進。
「寬恕政策」本係利用經濟學上所謂「囚犯兩難」賽局理論設計其誘
因機制，藉以吸引違法聯合行為參與者「窩裡反」
，讓競爭法執法機關得以
發現進而掌握違法聯合行為相關事證（參閱：第三章）
，從而有效取締、打
擊違法聯合行為，並藉由違法聯合行為成員可能「窩裡反」所形成的不法
行為遭查獲風險，對於潛在違法聯合行為參與者造成威嚇作用。
美國、德國、韓國 3 國競爭法執法機關高階官員，也在 2001 年 10 月
25 日發起創立 ICN 的 14 個競爭法執法機關代表之列。ICN 卡特爾工作組
研訂「寬恕政策效率及效用檢核清單」，列出 12 項要件，建議各國競爭主
管機關在引進、設計、修正寬恕政策時應予參考（第五章）：
1.「寬恕政策」適用對象能適用於涉及限制競爭的公司（包括單一法律
主體或一群法律主體）及／或自然人，並納入民事法、刑事法或行政法體
系中。
2.「寬恕政策」所涵蓋的違法行為類型，主要為聯合定價、瓜分市場、
圍標、限制產出或以限制競爭的暗默型水平協議或一致行為聯合行為，有
時也可能涉及特定附隨的垂直面向。
3.分流的寬恕體系，倘若有法人寬恕與個人寬恕及／或平行的民事、
行政及刑事的機制，體系整體提供最大確定性及可預見性。
「寬恕政策」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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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考量授予個人寬恕並不自動排除法人寬恕；適用於相同行為的不同性質
法律制裁效果彼此並不相互抵消或妨礙，並將公司及涉案個人的利益及誘
因納入考量。
4.避免使「寬恕政策」申請者陷入比不與競爭主管機關合作的卡特爾
參與者更不利的地位。
5.競爭主管機關應該決定僅給予申請人完全免除或也得減輕參與卡特
爾原本將被課處／聲請法院判處的任何罰鍰或制裁。免除之證據門檻：當
機關尚無充分先前資訊以進行調查時，申請人提供卡特爾的證據及詳細描
述足供競爭主管機關針對目標進行檢查（的資訊）
。當機關已進行調查，或
無其他申請者符合第一順位門檻獲得免除時，提出足供機關根據其中的證
據及資訊確認全部違法行為（的資訊）
；例外完全排除申請人豁免資格（依
其在違法行為中角色而定）。減輕：按申請排序及時機（啟動調查前後），
減輕原本將被課處／聲請法院判處的（處罰）金額至特定百分比，訂定確
立申請者之間相互競逐情境的規定，以促使其儘速提供最佳合作。減輕之
證據門檻，申請寬恕成功者必須提供在本質上、品質上及／或詳細程度上
強化機關證明違法行為的能力的證據。如一方（已經符合罰鍰減輕條件）
是第一個揭露機關先前未知事實者，而此事實延伸調查中的（違法）行為
重要性或期間者，也符合相應部分制裁的免除條件。
6.獲得寬恕的行為條件：持續誠實協助調查，全程盡力配合說明，停止
參與違法聯合行為，不破壞、偽造或隱匿證據，揭露／承認參與卡特爾行
為，申請者保密義務。
7.倘若僅提供首位申請者「寬恕政策」者，可依裁量對於其他申請者下
列後續配合及對應措施給予回饋：回復或繳回不法所得，在民事訴訟或其
他調查中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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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成功的「寬恕政策」
，包含以下要件：匿名／假設式申請，申請順位
標記（marker）制度，撤銷寬恕政策的程序，歸總申請（歐盟內由單一執法
機關受理，全體適用），申請形式（書面及口頭），免於在「寬恕政策」自
證己罪，關於其他「寬恕政策」緊密相關個案資訊處理程序，撤回／否准
申請時資訊處理。
9.合作誘因，額外因素包括：追加寬恕（leniency plus）
，給予不符合條
件但另揭露其他卡特爾者減輕本次處罰，追加處罰（penalty plus）
，寬恕政
策申請者或卡特爾參與者未揭露參與其他卡特爾者，核處該其他卡特爾時
應納入考量（加重處罰）。
10.保密：建立申請者與執法機關間互信，建立口頭申請的保全機制以
免外洩資訊，建立規範及行政慣例確保申請中自證己罪陳述不內外洩漏。
11.競爭法全球化下的「寬恕政策」
，確保彼此相容：交換寬恕資訊，交
換資訊的平等保護，處理不同寬恕條件之間的彈性，盡可能明確且可預測，
且一旦申請者已經符合寬恕政策的條件，機關應該沒有基於其他原因給予
或不給予寬恕的裁量權。
12.（ 不透過立法）提升「寬恕政策」成效：教育宣導卡特爾的違法性，
宣傳「寬恕政策」及法規遵守，執法機關內設置明確受理單位，一致、可
預測及透明的「寬恕政策」實施方式。
在上述由 ICN 所研訂的「檢核清單」中，我國公平法「寬恕政策」有
數項要素，已與「領先群」競爭法制相去不遠；不可諱言，由於我國公平
法與美國、德國、韓國當前競爭法制已有規範內涵上明顯差異之處，尤其，
美國、韓國均針對惡質卡特爾採取刑事制裁手段，德國也已大幅強化聯邦
卡特爾署執法權限及行政資源，因此，該「檢核清單」上也有不少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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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我國公平法「寬恕政策」短期內可以輕易拉近其間差異者。
至於公平法在 2015 年 6 月 9 日修正增訂第 47 條之 1，授權公平會自
違反該法罰鍰中提撥 30%設立「反托拉斯基金」
，建立「檢舉違法聯合行為
獎金」制度（簡稱「檢舉獎金」制度）
，迄今也滿 2 年，核發獎金 3 件，均
屬 50 萬元以下小型個案。本研究針對「檢舉獎金」制度，比較「食安法」
類似制度實施經驗，再根據經濟分析建議提高獎金額度，藉以吸引真正可
以提供「內部證據」有助於公平會取締違法聯合行為者（參閱：第六章）
。
總結上述研究發現，本研究在報告之末，根據我國公平法及相關配套
法制現況，
（在不修正法律、不大幅翻轉制度的前提下，）從務實的角度出
發，分別提出與「寬恕政策」直接相關的立即可行建議及中長期性建議，
提供委託機關參考（第七章）：
（一）立即可行建議
1. 適度公開「寬恕政策」
、
「檢舉獎金」實施情形及聯合行為取締績效，
製作淺顯易懂手冊或其他宣導資料，推廣聯合行為執法與法遵觀念。
2. 試行各種讓事業更易於「近用」的寬恕申請及檢舉管道，包括專線、
專用信箱、專人受理、單一窗口、透過律師先就假定案情討論適用可能性
等，各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同儕業已行之有年的配套受理措施。
3. 舉辦以實際案例輔助說明，甚至（針對各產業別或個別事業）開放
實務導向、一對一問答式諮詢的「寬恕政策」宣導活動。
（二）中長期性建議
1. 邀請產官學研廣泛討論「實施辦法」實務操作如何強化事宜，包括
表格、接觸管道、透過律師討論假定案件、資料及證據形式與效力、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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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續公開等事宜。
2. 邀請產官學研廣泛討論「實施辦法」修正事宜，至少可以包括以下
議題：
a. 將減輕罰鍰的名額降至 2 個（，避免無端浪費「寬恕政策」制度
誘因，又無法獲得取締違法聯合行為所需的相應資訊及證據）。
b. 提高「檢舉獎金」額度（，以便吸引參與違法聯合行為事業內部
員工勇於檢舉，不受「後顧之憂」牽絆）。

401

ABSTRACT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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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adopted the leniency policy in 2011 when the Fair Trade Law was
amended.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TFTC) soon developed a leniency
regime following the examples made by peer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in other
countries. Just four years later, the Legislative Yuan added one more tool to
crack down hard core cartels into the arsenal of the Fair Trade Law: a reward
system for the whistle-blowing. The Legislative Yuan also asked the TFTC
through its Committee of Economics three times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acy of the leniency programme. TFTC’s repl'y of only three approved cases
among fifteen leniency applications was justified with explanations comparing
a modest achievement of South Korea’s adoption of leniency policy in early
years.
This project is sponsored by the TFTC to find out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acy of the leniency programme in the eye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The
focus has been put on the leader of leniency policy in antitrust enforcement - the
DOJ of the United States - , the German Competition Authority BKartA and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of South Korea KFTC. These three peer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were among ten more co-found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ICN) who has been eagerly promoting leniency programme together
with other instruments of strengthening anti-cartel enforcement.
In the recent years, ICN has been developing a document ca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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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LIST FOR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LENIENCY PROGRAMMES”
which provides a list of elements devised to assist in the introd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n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leniency programme. The document
presupposes that the general precondi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eniency
programme are already in place, namely a high risk of cartel detection based on
vigorous public enforcement practice as well as sufficiently deterrent penalties.
According to the “CHECKLIST”, the following elements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designing or amending the leniency system of a competition authority or
any other investigative body prosecuting competition law infringements:
1. Leniency programmes can be applicable:
a. to corporations (covering both a single legal entity or a group of legal
entities) and/ or natural persons involved in anticompetitive conduct;
b. under civil, administrative or criminal competition law legal regimes.
2. Types of infringements covered by leniency: Cartels i.e. secret horizontal
agreements or concerted practices that restrict competition through price fixing,
market sharing, bid rigging or output restrictions, which may also sometimes
involve certain ancillary vertical aspects.
3. Bifurcated leniency systems: If there is a system of corporate leniency
and leniency for individuals and/ or parallel civil, administrative and criminal
regimes, it is important to provide maximum certainty and predictability of the
system as a whole. In order not to jeopardise the efficiency of the leniency
programme it is important to ensure that:
a. leniency granted to individuals does not automatically preclude corpo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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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iency. It is therefore important to provide protection to both corporations and
individuals (e.g. criminal immunity for individuals) applying for leniency.
b. legal sanctions of a different nature applying to the same conduct do not
neutralize or counteract each other and that the interests and incentives of
corporations and individuals involved are taken into account. It is important to
provide protection to corporations and individuals applying for leniency from
other potential administrative, regulatory (e.g. debarment by public procurement
authorities) or criminal sanctions.
4. No less advantageous position: leniency programmes should be designed
to avoid that the leniency applicants are placed in a less advantageous position
than cartel participants who do not cooperate with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see
also point 10 below).
5. Immunity and/ or reduction of fines: an agency should decide whether to
grant only full immunity or also reduction of fines.
A. Immunity: immunity from any fine or sanction which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imposed/ recommended for cartel participation. For immunity, a
leniency programme should include:
a. Definition of what the evidentiary threshold for immunity is (types of
immunity):
●A submission that enables targeted inspections when the agency has
no sufficient prior information to conduct that investigation: provision of
evidence and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cartel, such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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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address of entities involved;
○ name/ position/ address of individuals involved;
○ product scope;
○ known duration;
○ type of conduct, means;
○ foreseeable meetings or contacts (if the cartel is on-going);
○ information on other agencies with whom they have filed or plan to
file similar submissions.
●A submission that enables the agency to establish the full extent of an
infringe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evidence and information provided8 when the
agency has conducted inspections, or no other applicant has qualified for
immunity under the first threshold: next to the level of information mentioned
in the paragraph above, it should enable the agency to describe and prove the
infringement against participants in it.
b.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excluding total immunity (depending on
the role certain participants play in the illegal activity).
B. Reduction of fines: a reduction of up to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the fine
which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imposed/ recommended, depending on the
ranking of the leniency applicants concerned and the timing of their applications
(e.g. submitted before or after inspections). It is highly recommended to make
provisions establishing a race between applicants to provide their be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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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To that extent, any leniency programme with
reduction of fines can include the following:
●The evidentiary threshold for reduction of fines: namely the provision
of evidence contributing significant added value compared to the evidence
already in the agency's possession at the time of the submission. Successful
leniency applicants have to provide evidence that strengthens by its very nature,
quality and/ or its level of detail the agency’s ability to prove the infringement,
such as:
○ direct evidence vs. indirect or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 stand-alone evidence vs. evidence that requires corroboration;
○ written, contemporaneous evidence vs. oral statement at the time of
the procedure.
● The potential number of rewarded applicants and the level of
reductions available: agencies can provide reduction of fines to the second and
subsequent successful leniency applicants in the range of up to a certain amount
(e.g. 50 per cent) depending on the ranking of the company.
●Partial immunity: If a party (already qualifying for a reduction of fines)
is the first to disclose facts previously unknown by the agency that extend the
gravity or duration of the conduct under investigation, it will also qualify for
immunity regarding that resulting portion of the sanction.
6. Behavioural conditions for awarding the leniency: applicants should
comply with certain conditions in order to obtain leniency, for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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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n-going duty of sincere cooperation until the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s are complete (e.g. reporting the relevant facts, submitting
documents, having the concerned individuals cooperate with the authority’s
investigation. All the cooperation should be made promptly available upon the
authority’s request);
b. providing full and frank explanations throughout the process to the best
of their ability;
c. ending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cartel (or continuing under agency
direction/ agreement);
d. not destroy, falsify or conceal evidence;
e. disclosing/ admitting participation in the cartel; and
f. confidentiality duty of the applicants.
7. Discretionary reward system: In systems where leniency is granted/
recommended only with respect to the first successful applicant and the leniency
programme does not set out reduction bands, it may be appropriate to have
discretion to reward subsequent cooperation and incentivize or acknowledge
parties' previous or parallel initiatives of:
a. restitution or disgorgement of ill-gotten gain where appropriate; and
b. cooperation in private litigation and/ or other related investigations (e.g.
state or other government agency).
8. Procedural aspects of successful leniency programs, may include sev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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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below elements:
a. availability of anonymous approaches/ hypothetical applications;
b. availability of a marker (protection of an applicant’s place in the queue
for immunity or reduction of fines);
c. procedures for revoking leniency if necessary;
d. summary applications;
e. form of applications (written or oral, ability to make oral submissions
known as proffers) (see also 10a. below);
f. protection to private plaintiffs from disclosure of self-incriminating
statements provided under leniency (see also 10b. below);
g. procedures for handling information on closely related leniency
applications; and
h. handling information in the case of withdrawal/ refusal of the
application.
9. Incentives for cooperation - additional elements may include:
a. leniency plus: companies not qualifying for immunity or reductions but
revealing a second cartel can benefit from the disclosure by receiving reduction
of fines for the first infringement; and
b. penalty plus: if a company that applied for leniency or was found to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cartel also participated in another cartel but did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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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it, this could be an aggravating circumstance when imposing a fine for
this second infringement.
10. Protection of confidentiality -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confidentiality of the leniency applications that enhance trust of leniency
applicants in the agencies:
a. Setting-up safeguards such as the possibility for oral leniency
applications in order to protect leniency applicants from information leaks and
disclosure.
b. Establishing rules and administrative practices ensuring protection of
self- incriminating statements contained in leniency application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agency (e.g. towards other agencies, bodies and third parties).
11. Leniency in the global competition law environment - additional
measures to ensure the compatibility:
a. Exchange of leniency information between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through leniency waivers of confidentiality enabling the cooperation of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b. Equal protection for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d in other jurisdictions:
agencies should have safeguards to ensure that potential information exchanges
with other agencies do not violate legal protections afforded to individuals in
those countries.
c. Flexibility concerning different leniency conditions/ requirements
around the world (in exceptional situations): leniency programmes some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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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out different or contradicting conditions, which in certain situations may lead
to uncertainty for leniency applicants; agencies should have the ability to treat
such situations with flexibility.
d. Maximum certainty and predictability of the system compared to global
partners:
● Agencies should look to other well-established programmes in
comparable enforcement systems to ensure that the rules governing their
leniency policies (e.g. laws, decisions, notices) are clear, comprehensive,
regularly updated, coherent and sufficiently attractive.
●In addition, once an applicant has met the conditions of the leniency
programme, there should be no discretion left to the agency whether or not to
grant the leniency on other grounds.
12.

Effectiveness of a leniency policy - non-legislative supportive

measures (assuming that a clear prohibition on cartels is established in the law):
a. Education and awareness-raising of the illegality of cartels in general.
b. Promotion of leniency programmes and compliance programmes:
i. publications, papers, speeches, presentations on the availability of
leniency, in all relevant fora;
ii. dedicated advertising campaigns;
iii. consultations on the programme, its adoption or modifications;
iv. dedicated websites for len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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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promoting the results of leniency; and
vi. supporting and encouraging the adoption of efficient compliance
programmes.
c. A clear contact point for leniency applications in the internal
organisation of a competition authority.
d. Consistent, predictable and transparent implementation of the leniency
programme.
After checking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FTC’s leniency
programme and comparing the experiences of DOJ, BKartA and KFTC, this
project explores the incentive-mechanism built on the game theory and verifies
some presuppositions of the leniency programme, such as clarity, transparency
as well as confidentiality. To the TFTC as follower this project suggests that the
advocacy of leniency programme and reward system shell be improved, the
accessibility and consultation shell be more “user-friendly”, and some elements
of TFTC’s leniency regime shell be modified according to the ICN’s advices
after being implemented for more than 6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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